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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自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國已躍升成

為全球第四大經濟實體的國家，二零零六年中國外匯儲備已首次突破

一兆美元，成為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從中國成功申請二零零八奧

運成功可以看出，中國已經成功成為國際最具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

不再是以經濟落後且以專制政權為其面貌。探究中國何以能原本經濟

落後的共產國家，快速蛻變為全球矚目的經濟實體，主要原因係透過

制度的變遷作為主要的改革發展途徑。

自毛澤東意識型態下政治鬥爭及蘇聯模式下強調重工業發展，中

國經濟面臨社會變動及經濟無法與市場調和所帶來社會問題與缺乏經

濟競爭力。自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便以「堅持

改革開放」作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儘管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歷

程中曾經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經濟成長過熱、通貨膨脹等危機，其中

更以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經濟過熱、官僚貪腐及內部政治權力鬥

爭，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最沈重的挫敗，並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但在

鄧小平先生堅定採取改革開放的政策指導下，持續朝向開放式的市場

經濟終於創造出傲人的經濟成就。由制度學派的角度觀察，制度的良

窳將影響一個社會與國家的交換與生產成本，進一步決定了該社會的

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1，最後將決定其經濟成就。

二零零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之後，更實現中國欲與國際體系接軌進而由經濟制度的決策，加速降

1 劉瑞華譯，Douglas C.North 著（1999），《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台北：時報文化，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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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交易成本費用的經濟發展戰略。此一系列中國的經濟改革，其成果

不但吸引外資大量湧入，對外貿易發展每年超過 10%以上的高速增長，

實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由制度的調適效率的提昇，相對地

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更快速提昇中國大陸的經濟成就。中國在改革開放

後，如何在經濟政策及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中，利用新制度學派的學說

所作的路徑選擇則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貳、研究目的

中國在一九七零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崛起已為中國帶來

前所未有的巨大效益，其所帶的衝擊也足以影響中國未來的經濟成

長。在不斷的引進國際資本投入和積極參與區域合作，中國憑藉其廣

大的市場及廉價的勞工，成為吸附各國企業競相投資的巨大的磁鐵。

更進一步憑藉著強大的經濟實力及其「和平崛起」2的發展戰略，儼然

扮演起推動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關鍵角色。

在經貿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下，區域經濟整合與可持續發

展戰略受到全球發展經濟學家高度重視。本文藉由新制度經濟主義觀

點，探討中國經濟改革之成就和其區域經濟整合的關係。從中國改革

開放以來至今，中國大陸透過區域經濟整合，使本身置身於制度創新

及制度變遷下所帶來的相對價格變化及交易成本降低的收益，所造成

經濟成就相當可觀。這可代表制度是透過不斷調適而變動以處理複雜

的交易結構，進而使本身的利益極大化減少交易成本。

此外，制度本身包含正式的法律規範與非正式的行為慣例 3，其在

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人們互動的穩定結構，以降低不確定

2 2003年 11月 3日，中共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同志在博鰲亞
洲論壇年會主會場發表了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講演，在國內外產生了很

大迴響。「中國和平崛起」這一論題，受到國際國內社會的廣泛關注。胡錦濤總書記 2002年 12
月 26日在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就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3 同註1，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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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於國家的經濟發揮穩定的作用。因此，本文欲以中國的經濟改

革及區域整合所產生的經濟成就，檢視中國制度變遷及制度創新所帶

來的經濟效益。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自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至二零零六年積極

推動並參與區域擴張時期，針對這段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作分析並蒐

集資料。而本文所言之「改革開放」4，是中國一九七八年以後的體制

改革開始，而從一九七九年來深圳首先被定位為經濟特區以來，由一

個農村社區開發成現代化的大城市可謂是經濟成就上具體的表現。而

距離「改革開放」至今，改革的範圍亦擴大至稅制、商業、投資、貿

易、金融與多層面的同步改革，中國已一躍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國家。

二零零零年以後，亞太地區各國對於簽署雙邊或多邊協定之事務

極為熱烈，尤其是經濟規模較大的中國大陸、日本、韓國與東南亞國

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5。而本文所研究的範圍

亦到中國二零零六年及之前所積極洽簽的「ASEAN 加一」、「東北亞

自由貿易區」、「曼谷協定」與「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九加二」，

或以建立或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圖們江流域開發計畫」6等為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的主要整合內容。本

文將以新制度主義觀點分析中國經濟改革歷程及制度上的變遷，探討

制度層面影響中國經濟成就的意涵。

4 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發展於 1978年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5 王信賢（2004），《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策略及對台灣的影響》，「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與兩岸
經貿互動」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第四所，台北，頁 7。

6 同上註，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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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本文研究限制分為理論上的限制、文獻上的限制和分析上的限

制。理論上的限制在於本文主要以新制度經濟主義的制度變遷為分析

主軸。然而理論上另一限制在於用新制度理論分析與實際相印證時，

不一定能夠完全解釋單一事件或整體趨勢發展的必然性。因其相當程

度而言是國家主觀在多方面考量後或迫於國際現實產生的決策，並不

一定吻合理論的應用及預測。

文獻上的限制而言，儘管現今資訊發達，訊息傳遞快速。但是因

為中國特殊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在某些資料取得方面會受到限制。由

於中國不同於多數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主要是政治力高於經濟力的

經濟模型，往往政治上的變動會導致經濟決策的改變。因此，本文在

資料的呈現上有可能因政治力的介入產生誤差，使得研究發現不一定

能夠建構完整而真實的中國經濟模型。

第三節 研究架構及章節安排

壹、研究架構

本文架構主要以新制度主義分析中國的區域整合，透過制度學派

的探討中國改革以後的所呈現的經濟成就及未來趨勢。而文章架構的

詳細分析如下：

一、背景分析

從中國政府的立場角度來看，對內而言，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歷

經「文化大革命」的經濟重大挫敗。其後對外面臨國際社會的共黨國

家一一崩解，由於蘇聯東歐等共產體制國家瓦解，中國在國際社會中

頓失奧援，造成缺乏對外談判的空間與籌碼。因而長期以來社會的動

盪、經濟建設的破敗與殘酷的政治鬥爭，原本體質虛弱的中國經濟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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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欲墜。中國政府所要付出高額的交易成本，制度變遷是必然的選項，

經過財產權的重新分配以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可解釋中國雖然面對當

時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局面，開放改革面臨崩潰仍要堅持改革的原

因。因為制度變革的根源來自於相對價格的改變，相對價格的激烈變

動，將會促成更有效率的制度效率誘因。因此中國選擇制度創新來面

對既有的困境，並且以區域整合的方式向外擴張其利益，同時也對於

國內經濟的提升有相當的助益。

二、新制度經濟主義

中國之所以能有快速的經濟成長，本文使用制度學派架構對其崛

起後所帶來的成就加以分析。新制度經濟學派所關切的制度（Institutions）

為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更嚴謹地說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

的互動行為。制度透過其安排之日常生活的結構而減少不確定性，制

度包含正式的法律規範與非正式的行為慣例7。從此制度的定義可發現

任何國家無論在政治經濟上都需要制度來規範其國家及社會行為，這

其中蘊含著制度變遷其本質是由於行為者之間需要有一規則，來限制

彼此的互動關係。

面對戰爭、革命、征服與自然災難是間斷的制度變動之源 8。從制

度變遷的層面來看，中國在面對政治體制受到國際挑戰和經濟不穩

時，改革開放成為制度變遷的一部分，也打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門。

制度為交換提供了結構（加上被採用的技術），而決定交易的成本和

轉換的成本9。全球化蓬勃發展，使得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或「三極

化」（trialdization）10興起（如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經濟發展區塊的擴

7 同註1，頁8。
8 同上註，頁107。
9 同上註，頁44。
10 Petrella Riccardo（1996）,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D ynamics of The Emgering

World Order,” in Robert Boyer and Daniel Drache eds ., States Against Markets: 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utledge, pp. 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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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國也開始透過制度上提供的結構，藉由貿易協定的洽簽以區域

合作的形式，使得中國進行區域經濟擴張。制度是被用來達成有談判

力量能制定規則的人的利益 11。制度學派的此論點說明，各項的區域經

濟整合是透過開放市場以減低彼此的交易成本為前提。人與人的訊息

不對稱使得買賣雙方可能會有一方隱匿訊息而坐享其利；相反地也有

透露訊息而享有利益12。在中國尚未改革開放之前，其政治經濟環境是

封閉使得國際對於中國的訊息不對稱；相對於開放後中國獲得巨大的

利益。利益多樣化的結果造成簡單多數決難以達成，產生可能促成複

雜之交換形式的交換結構，最終產生用結盟的力量解決問題 13。區域經

濟整合的合作形式與制度學派的論點正可相互映證，透過結盟的方式

解決國家之間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政治規則和經濟規則是互相影響

的，其中之一的變化將引起另一者的變化（但政治規則順序較優先）14。

三、區域經濟整合

從冷戰後兩極對立的秩序沒落，「覇權」已不再是穩定國際秩序

的國際體系。隨著全球化的來臨，經濟權力的重新分配對於正處於轉

變中的世界秩序有著一定的影響。一國如要在國際性事務上佔有一席

之地與其經濟能力和經濟影響力。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特色，是以產業

分工與技術改良、資本流通及貿易為特色的全球化潮流。在此國際環

境下，經濟的全球互賴使得「自由貿易」15成為必然的趨勢。

中國為了改善內部通貨緊縮壓力，加以國有企業改革並未帶來預

期的效果，因此於二零零一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16後，便致

力於建立戰略性貿易關係，並透過與東亞國家經濟的區域經濟整合，

11 同註1，頁23。
12 同上註，頁39。
13 同上註，頁60。
14 同上註，頁61。
15 指國與國之間不受制於各種形式保護主義或關稅，為經濟全球化下的貿易體系。
16 2000年 12月 11日，《中國加入 WTO議定書》生效，中國成為 WTO第 143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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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其在亞洲政治、經濟的影響力。中國為解決面臨全球化的經濟挑

戰，以優先加入 WTO為代表的全球經濟版圖為前提，進一步拓展對亞

洲國家的區域經濟整合。而相對對於 WTO的其他會員國而言，對於中

國的加入也是樂觀其成。如美國一直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因其原因

不但能透過 WTO 的結構規範中國的經濟政策，降低與中國的交易成

本，重要是開放中國市場，使美國投入中國的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能

先一歩取得國際競爭優勢 17。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調整對外安全戰略 18，拋棄過去

以全球戰略架構為主的戰略，採用所謂的預防外交與集體安全策略來

降低與解決區域性衝突事件，並將中國加入區域和全球性組織及協定

視為一種積極進展 19。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對美國越來越重

要，倘若中國能承諾並遵守國際組織的規則，將使各貿易夥伴與中國

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則充分瞭解此一國際形勢

的變化，因此於二零零二年與 ASEAN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來完成其主導亞洲經濟的戰略目標。

四、經濟成就

中國自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的路線以來，經濟成長快速，而其經

濟發展也相對地穩定了八零年代中國動盪的政治與社會。制度逐步累

積的變動意指交換的各方重訂定契約已獲得潛在的貿易利益 20。中國開

放各國投資，並提供優惠獎勵跨國企業設廠，加速吸引外資投入同時

也加速中國經濟的穩定成長，確保中共政權的穩定性。

貳、章節安排

17 袁鶴齡（2004），《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台中：若水堂，頁37。
1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2.9.20,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http://usinfo.state.gov.
19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前主任理查．哈斯（Richard N. Haass），2002.12.5，在紐約美中關
係全國委員會發表演講，題目是：「中國與美中關係的前途」，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

20 同註1，頁108。

http://usinfo.stat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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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制度學派研究理論的分析觀點和架構所構成。第一章為

緒論，說明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章：文獻探討，是以回顧中國

經濟改革歷程的方式，以文獻回顧分析新制度主義在中國經濟改革上

的意義，並試圖從中找出在中找出中國經濟改革研究途徑中新的發現

和不足。

第三章為中國經濟改革研究方法與途徑。先介紹新制度主義的背

景、內容，然後分析其在本文的理論建構。本章將著重於新制度如何

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以及中國制度變遷和經濟成就的關係。第

四章為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制度變遷。本章以宏觀的觀點探討中國經濟

改革以來所產生的變革，包括意識型態、經濟體制以及產權制度之變

遷。以新制度主義觀點來探討過去中國政府身為制度供給者，如何運

用制度的改變及產權安排，達成交易費用降低進而達成經濟成就。

第五章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規劃。本章說明中

國為維持經濟可持續的發展，所積極推動的經濟戰略。其中包括發展

對內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及對外區域經濟擴張整合戰略，這其中也說明

中國隨著經濟過熱，所面臨本身內部失衡與外部挑戰的問題。第六章

結論，將對中國整體經濟成就作一檢討，以制度學派的觀點檢視中國

可能面臨的經濟危機與挑戰，並提出相關建議。因此，本文是以第二

章和第三章的論述作為中國經濟改革前後的背景，進一步在第四章和

第五章討論目前中國經濟所面臨問題及欲解決的困境，並分析其相關

的經濟持續發展策略。

根據上述的章節安排的架構分析，提出本文研究架構（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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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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