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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研究緣起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九大）開幕，習近平提到將「逐

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然而，中

國大陸政府賦予「大陸同胞」不同的公民身分證、居住證、本地戶籍與幹部級別等各種

差別待遇，究竟所謂的國民待遇，其內涵是什麼？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的權益，又該比

照哪一種身分？ 

二、研究經過 

本研究執行期間原定為 105 年 11 月起至 106 年 5 月底截止，主要採取三種研究方

法，歷史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與統計分析，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副研究

員統籌計劃與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曾裕淇博士協助第三章撰述、洪人傑博士候選

人協助第五章撰述。其中有關戶籍與社會保險延續林宗弘、吳介民的先前陸委會委託報

告《中國大陸戶籍制度、管理與變革之研究》（2011）《中國大陸社會安全制度與變革之

研究》（2013）進行修訂，雖然本研究報告於 2017 年 5 月底結案，最終修訂資料延伸至

10 月底。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藉由居住證制度的發展，探討了中國大陸戶籍制度與公共服務的變革。我們

從四個向度來觀察中國大陸政府戶籍改革與公共服務的變遷，首先是私有產權保障，其

次是社會安全，第三與第四是醫療資源與教育資源這兩種公共財的供應情況。中國大陸

戶籍制度經歷三個主要階段：首先是「舊三層制」(幹部—國有職工與城市居民—農民)

時期，1958 年以來戶籍人口分類為國家設定不同的公共服務邊界，以黨國與解放軍幹部

為資源分享的內圈，以城鎮職工為公共服務的外圈，其中國有單位與級別較高的黨政單

位職工又有相對優勢，農村人口則是被公共服務徹底排除在外，甚至淪為國家榨取生產

剩餘的主要來源。 

其次是改革開放期：1978 年改革開放到 2015 年底居住證暫行條例之間，這個「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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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制」的統治結構面臨挑戰，市場轉型改變中國大陸政府的財政收支與政治結盟的基

礎，迫使中共進行戶籍與公共服務改革。本文假設威權體制不會大幅擴張公共服務受益

人群，而是重建其所需的政治結盟，因此首先仍會持續保障內圈，其次會將公共服務資

源由原先的國企職工轉移到經濟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擁有者，亦即新興資本家、中產階級

與知識分子，最後仍排除大多數群眾。 

第三是居住證「新三層制」時期：我們發現中國大陸戶籍改革與公共服務供應形成

「新三層制」，內圈仍是黨國與軍隊幹部，中間層變成大型城市居民(依據政策規定為 300

萬人以上的戶籍管制城市)，底層則是完全開放落戶的中小型城市與農民。由於制度改

革的成本與風險以及既得利益者抵抗，留下許多制度遺產，例如國有單位職工仍保存少

數優勢、農村居民仍受到相對弱勢待遇(可選擇到中小型城市落戶或被剝奪農地上樓)等。

對公共服務的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大陸政府對大型以上城市建立嚴苛的房地產限購條件，

以保障本地戶籍人口；全國專業證照考試與規範統一收歸中央，讓證照擁有者可以在大

型以上城市較輕易落戶。在社會安全方面，舊三層制的制度遺產明顯，但也在朝新三層

制發展，中央層級國家幹部仍享有特殊權益，地方幹部與事業單位開始用類似城鎮職工

社會保險，外地職工普遍不願意投保；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新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已經

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並軌，然而農民投保檔次較低，覆蓋

率較高區域仍在大型以上城市。在醫療資源品質與高等教育資源方面，我們分析三甲醫

院與 985/211 大學的集中度，發現高度集中在戶籍管制城市。 

根據我們對中國大陸公共服務理解，新三層制背後所隱含的政治生存邏輯是最內圈

的利益分享層，第二圈的收編層（或者說統戰對象）與第三圈的排除層。台灣民眾與外

籍就業者的權益，主要等同於國內常住人口居住證，依據完全相同的政治邏輯，可以判

斷中共如何提供各類台灣民眾三層式的公共服務，例如針對少數樣板給予等同黨國幹部

的利益、收編青年與知識分子並逐漸冷落台商等。 

四、主要建議意見 

在兩岸對等互惠的政策方向下，應該針對中共的三層式統戰邏輯的政策發展方向進

行沙盤推演與適當回應，針對中共吸納的樣板應該依法行政立即處置、不宜拖延怠惰處

理導致變相鼓勵，針對收編青年教師、青年創業或台生進入菁英大學就讀等優惠，雖然

可以考慮在互動互惠的情況下修改三限六不等陸生來台條件，應該留意其造成台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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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外流與陸生從事不法情報工作的後果，針對台商權益可能下降或受損的情況或可透

過社保協議等協商反映獲保障。 

關鍵字：中國大陸、戶籍制度、居住證、公共服務、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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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居住證制度之研究 

第一章、導 論 

2017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對台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經濟

研究所所長唐永紅表示，會議研究賦予台灣民眾「國民待遇」。2 月 8 日中國新聞社記者

詢問研究賦予台灣民眾「國民待遇」將包括那些內容，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回應時表示，

涉及台灣居民在大陸的就業執業、社會保障、生活便利等諸多方面，有關部門正在進行

研究，成熟後將陸續公布實施。當時國台辦之答覆並未使用「國民待遇」一詞，根據媒

體報導，有關措施可能包括取消台灣人到中國大陸商旅活動必須入住涉外旅館；在中國

大陸任教的台灣學者可以申請中國大陸政府的科學研究項目經費、在中國大陸就讀的台

灣學生也可申請中國大陸獎學金等（德國之聲 2017）。2017 年 6 月，媒體報導年底可能

推出「二代卡式台胞證」，將比照中國大陸身分證採 18 位編碼，且具備近距離無線通訊

NFC 技術，可以在部分高鐵站直接刷證進站；台灣民眾將可在中國大陸人力資源網站上

傳履歷、在網路上辦理中國大陸內陸航線的登機手續，甚至研擬有投保五險一金的台灣

民眾，返台後可領回帳戶內金額等措施（陳柏廷 2017）。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九大）開幕，習近平在開幕報

告中提到，將「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

待遇」。報告中同樣未以「國民待遇」，而以「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稱呼台灣民眾在

中國大陸的權益。然而，由於中國大陸政府賦予大陸同胞不同的公民身分證、居住證、

本地戶籍與幹部級別等各種差別待遇，究竟所謂的國民待遇，其內涵是什麼？台灣民眾

在中國大陸的權益，又該比照哪一種身分？更進一步問，中國大陸政府給予台灣民眾「與

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算不算把台灣民眾身分認定「國內化」（Domesticized）？對目

前處在中國大陸之台灣民眾生活真的有幫助嗎？我方相關單位該如何因應呢？ 

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指外國人與國民有同等待遇，是國際協議裡的重要

原則。賦予國民待遇，意味著一國授予本國公民與企業的權利與公共服務，它也必須授

予旅居該國的外國公民與企業。例如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情況下，一國必須向其他締

約國公民與外國企業提供平等的司法、行政管制與租稅待遇（WTO 2017）。 

國民待遇可能包括生命權與財產權等最基本的人權，但是未必包括所有的公民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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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政治權利。依據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

與安全，禁止種族、性別、國籍、宗教、失能等歧視，還包括隱私權、遷徙自由、思想

與言論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個人權利；政治權利有參與公民社會和政治活動的權利，

例如集會結社自由、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等，也包括法律上的程序公平、獲公正審判與救

濟之權（聯合國 1976）。顯然，除了生命權與部分的財產權保障之外，中國大陸政府並

未保障其公民上述的自由與政治權利，因此也拒絕給予台灣民眾更廣泛的公民權利，最

近台灣公民李明哲被捕的事件即是明顯的案例（維基百科 2017）。 

除了保障部分公民權利之外，世界各國政府宣稱提供各種公共服務給境內的合法居

民或納稅人，從最低限度的保障治安與財產權，到提供各種公共財或者社會安全制度。

一國政府究竟能夠提供那些公共服務，也是本國公民、外國移民或跨國企業所關注的重

要問題。實際上，世界各國對其國民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其各級政府的提供範圍與施政

品質相差甚遠，所謂國民待遇未必符合他國移民的期待。 

本研究主旨在於釐清中國大陸居住證制度改革的原因、過程與影響，涉及的正是中

國大陸民眾被授予之公民權利或公共服務，同時與國民待遇有極大關連。在中國大陸，

不同身分與戶籍的民眾，其公民權利或享有公共服務的範圍有極大的差異（Solinger 

1999）。由於黨政幹部與一般群眾、農民與城鎮居民、本地戶籍與非本地戶籍人口擁有

的公民權利與公共服務皆不同（林宗弘、吳介民 2011），吳介民（2000）稱之為公民權

利的差序格局。因此，究竟國民待遇是指台胞證等同於哪一等級的身分證件—是中國護

照與身分證、城鎮居民本地戶籍、或是外來人口居住證所賦予的公民權利或公共服務，

或是《社會保險法》的規範，是個值得探討的複雜問題。由於習近平已經宣示提供台灣

民眾「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中國大陸政府也可能意圖混淆國民待遇與公民身份的

差別，其中最可能實施的方案之一，就是依據居住證的相關權益辦理—例如讓擁有卡式

台胞證的人可以將該卡等同於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居住證來使用，使得本研究的關鍵課

題—中國大陸的居住證改革，非常符合兩岸交流政策研究上的迫切需求。 

1.1 國家、人口治理與公共服務 

在處理居住證所能享有的公民權利或公共服務之前，我們顯然必須回答為何中國大

陸會形成如此複雜的公民權利與公共服務「差序格局」，以及這個體系背後的政治經濟

邏輯。公民權利與公共服務的文獻範圍甚廣，由於中國大陸的威權政治體制下並無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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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權與政治權，探討國民待遇是否包括這些公民權利，雖然有理論與道德意涵，卻

很難有政策應用的意義，因此，我們將專注於國家所提供的四個主要公共服務制度—產

權制度、社會安全制度、醫療制度與教育制度，以下分述之。 

1.1.1 研究對象與範圍 

在林宗弘、曾裕淇（2014）的論文裡，我們提出「人口治理」（demographic governance）

的概念來分析中國大陸的戶籍制度與其改革。人口治理制度指的是國家在其領土空間內

建立的人口登記與管理制度，是現代國家運作的基礎建設之一。當然，國家可以完全不

提供任何公共服務，也就是跟土匪沒有兩樣，如此就不需要人口治理制度，但是從歷史

經驗來看，在缺乏人口治理的國家能力之下，一國的統治者很難在現代國際體系的軍事

競爭裡生存下來（Tilly 1990）。在人口治理制度建立之後，國家才能辨識公民類型、對

各類型公民與其財產或收入課稅，使用稅收供養軍隊與警察，並且提供公共服務—例如

財產制度、社會安全制度與醫療或教育等公共財。 

首先，產權制度係指政府應協助民眾登記財產、依法課稅並且提供治安與司法保護，

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提供的最低限度服務，亦即所謂的「守夜人」（Friedman 1962）。即

便守夜人國家被認為是是最低限度的政府服務，它仍然有一定的治理成本，例如前現代

帝國或殖民地政權就未必提供這種服務。產權制度也被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建設

（Besley and Persson 2009;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社會主義國家基於計畫經濟需

要或意識形態，也未必保障之。傳統產權保障主要涉及依法課稅與物權保障—例如政府

稅收涉及的不動產與動產，但是近年來智慧財產權、或各種國家專業證照—醫師、律師

或工程師所保障的技術產權日益重要（Collins 1979），因此產權保障的範圍越來越廣泛。

這是我們將探討的第一種國家公共服務，也是國民待遇的最低保障範圍。 

其次，社會安全制度指涉由國家實施，用以對抗各種社會風險的公共政策，目的在

於減輕三類社會風險—第一類是生涯風險（life-course risks），也就是生、老、病、死對

一般公民所造成的威脅，第二類是景氣循環風險（economic cycle risks），主要是資本主

義市場經濟週期性的景氣與衰退所造成的失業與貧窮問題，對就業者及其家庭所造成的

經濟風險，第三類不妨稱之為政治風險（political risks），也就是當貧富差距惡化導致社

會動盪不安、或國家面對選舉週期甚至國際戰爭下，造成政治動盪或治安問題時，政治

菁英與民眾所面對的生命、財產威脅或失去權力的風險（Taylor-Gooby 2004: 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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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gard and Kaufman 2008: 3-4）。在文獻中，這些社會安全政策通常被稱作「福利國家」

研究（Esping-Andersen 1990）。本文為求簡化，將福利國家等同於社會安全制度，主要

包括社會救助、養老、醫療、失業與工作安全制度、有時包括托育政策等（林宗弘、吳

介民 2013）。這些福利國家服務是國民待遇的第二個可能保障範圍。 

在政治學文獻裡，醫療制度與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其所造成的資源分配是政府提供

最重要的公共財（Lindert 2004; Fukuyama 2005; Wigley and Akkoyunlu-Wigley 2011），醫

療制度通常與社會安全制度有密切關聯，但社會安全制度著重勞資雙方對職業健康風險

的分攤—例如職業災害與勞工健康保險，未必包括所有的醫療服務，因此醫療制度與資

源分配方式有一定的自主性。此外，教育制度與資源分配、尤其高等教育提供了民眾人

力資本積累與社會流動的管道，人力資本投資又有經濟外部性與政治效應（Ansell 2010），

因此教育制度有其自主性，通常不會被包括在福利國家範圍內。本研究將醫療制度與教

育制度當成是政府所提供的第三種與第四種公共服務—亦可能是國民待遇的範圍。 

戶籍制度與居住證制度是中國大陸人口治理制度的重要機制。在中國大陸，產權保

障、社會安全制度、醫療制度與教育制度都隨民眾戶籍身分差異而有不同。首先是土地

產權的城鄉差異、與房地產取得與買賣的權利差異，使得不動產取得的身分資格限制、

價格與賦稅、與其產權保障格外複雜，必須深入研討（周飛舟 2006a, 2007），其次是社

會安全制度的城鄉差異，包括職工、城鎮居民與農民三種身分，又可依據就業所在地與

戶籍所在地投保，涵蓋養老、醫療、工傷與生育這四類（林宗弘、吳介民 2013）；第三

是醫療制度與教育制度，前者仍免費提供給中央政府與退休幹部且資源高度集中在大型

以上城市，後者則必須依據戶籍所在地進入學區，高等教育則受高考配額制度影響，資

源豐富的大學都集中在大型以上城市。在醫療資源與高等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大型以上城

市的情況下，若居住證改革只開放中小型城市而嚴格管制人口流入大型以上城市，則戶

籍制度或社會安全制度下原先的受益者仍將持續獲益。本研究將呈現這方面的證據。 

1.1.2 現代國家公共服務的文獻 

現代國家提供的每一種公共服務都涉及非常廣泛的文獻，由於本研究主要關注的仍

是以社會安全制度與醫療及教育公共財為核心的社會學分析，文獻回顧集中在三個主要

的學術傳統：比較福利國家文獻，理性選擇制度論的公共財供給文獻，最後本文將提出

歷史制度論的分析邏輯（Thelen 1999），用來探討中國戶籍與居住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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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比較福利國家文獻 

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影響，早期福利國家文獻通常將社會安全制度視為統治

者處理資本主義階級對抗與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工具（Gough 1979），然而，把福利國家

當成資產階級工具的觀點，無法解釋資方對社會福利的長期抵制、也無法解釋勞工階級

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各國社會安全制度的差異。於是，隨後的研究從勞工運動與政黨政

治入手，研究工會強弱與左派政黨的發展這兩種政治資源是否影響福利國家的規模，這

類研究被稱為權力資源論（Korpi 1983）。在福利國家的研究文獻中，丹麥學者 Gosta 

Esping-Andersen （1990）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安全體系區分為三類：以前英國

殖民地為主的自由主義福利國家、以歐陸德法義（日本）為主的統合主義福利國家、與

北歐各國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這三大類型的福利國家有不同的歷史起源與政策後果。

此外，Esping-Andersen 還建立了去商品化的經驗指標來評比各國的社會安全體系，顯示

強大的工會與左派政黨確實帶來更廣泛與完整的社會福利。 

上述福利國家文獻僅探討歐美先進國家發展的歷史經驗，忽視其他地區的公共服務

發展。最近，著名美國政治經濟學者 Stephen Haggard 與 Robert Kaufman（2008）的著

作試圖擴大福利國家研究範圍。Haggard 與 Kaufman 研究了東亞、東歐與拉丁美洲三大

地區的福利國家，認為戰後的階級結盟與經濟發展策略影響了這三大地區的福利國家，

而近三十年來的經濟全球化與民主轉型浪潮，則對戰後形成的制度帶來衝擊，導致福利

制度商品化、或擴大社會權利兩種相反的發展方向。該書發現，即使在東歐共產世界垮

臺之後，東歐各國仍然大致維持了完整的公共醫療制度與社會保險體系，有少數國家遭

受部分福利商品化（例如公共運輸）或住房私有化的衝擊；而東亞各國則維持了一個對

資方比較有利、較小的社會安全網，少數民主化案例如台灣與南韓有擴大社會安全制度

的趨勢；拉丁美洲則由於國有企業與進口替代政策的遺產，導致少數產業工人成為福利

優厚的貴族勞工，而多數非正式部門員工與農民則被排除在社會安全網之外（Haggard 

and Kaufman 2008）。然而，這本著作仍未觸及中國大陸的公共服務。 

在中國大陸區域研究中，哈佛大學的 Martin Whyte、芝加哥大學的 William Parish

與唐文芳等人曾經出版過一系列城市地區經濟生活與社會福利的相關著作，可惜出版時

間較早，而且所探討的福利僅限於城市居民（Whyte and Parish 1984; Tang and Parish 

2000）。近年來，美國與香港社工學者發表了一些英語研究（例如 Chan, Ngok and Phillips 

2008），然而主要著重在中國大陸社會政策現況的介紹，較少理論探討，另有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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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個別社會保險，例如 Frazier（2010）指出中國大陸養老保險的制度問題與管理缺

失，但其理論未能推廣到整體社會安全制度或公共服務。 

在台灣社會福利學界，針對中國大陸社會安全制度已經有少數學者的優秀作品，例

如施世駿（2009）教授的系列著作，觀察到中國大陸社會保險城鄉二元分割而且管理地

域化等特徵，與蔡宏政（2012）分析中國大陸社會保險支出階層化等現象，對我們理解

中國大陸社會安全制度相當有幫助。此外，林宗弘及吳介民（2011；2013）針對中國大

陸戶籍制度變遷與社會安全制度的研討，為本研究的分析奠定經驗基礎。然而，福利國

家文獻長於歸納與政權分類，卻對於社會安全制度的歷史起源缺乏理論分析，難以解釋

中國大陸的公民權利與公共服務、在國內公民之間與國際比較時的差異。 

1.1.2.2 理性選擇制度論 

理性選擇制度論的源流來自經濟學公共選擇學派的政策研究，探討的議題包括選民

對公共政策的偏好是否可能透過投票找到共識（Downs 1957），在搭便車與囚犯兩難等

情況下如何跨越集體行動的困境創造公共財（Olson 1965）、用腳投票的出走方式能否迫

使組織提供公共財或是政策創新（Hirschman 1970），公共服務單位是否可能選出或聘用

到適合的管理者（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或是只能導致委託代理與貪污問題

（Rose-Ackerman 1978）、社會資本是否能夠減輕搭便車難題而提高公共財的供給量

（Ostrom 1986），以及政府對公用事業的各種市場管制措施是否有效等（Stigler 1971），

然而如同 Olson（2000）所批評的，公共選擇學派雖然明白公共財與外部性導致的市場

失能（market failure），同時認為政府無法正確反映選民偏好並且導致國家失能（state 

failure），但關鍵在於國家並不是中立的組織，如同許多政治社會學者認為的（Skocpol 

1985; Tilly 1990），在缺乏民主制衡時，國家或統治者的行為類似土匪，就連財產權的保

障也很難執行。直到 North（1990）開創理性選擇制度論之後，國家為何提供私有產權

保障而不殺雞取卵，以及國家為何提供民眾較為平等的公民權利與公共服務（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才成為政治經濟學者所面對的重要疑問。如 Lindert（2004）所發

現的，民主化是政府擴大公共服務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亦有不少學者開始主張國際戰

爭擴大動員民眾，也可能是導致福利國家擴張的因素（Silver 2003）。有趣的是，威權主

義國家也會提供特權與良好的公共服務給少數公民，這要如何解釋呢？ 

近年來由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與 Alastair Smith（2011）等人所發展出來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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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制度論有長足進展，回答了這個疑問。他們認為所有的政治領袖—主要是威權主義

下的獨裁者，必須仰賴三類人群才能統治：可相互替代的廣大支持者（名義選舉人團）、

有影響力者（實際選舉人團）與不可或缺者（所謂的致勝聯盟）。具體而言，威權統治

者仰賴的是暴力機器而非選票，所以必須控制軍隊與警力（公安）、檢查與司法等組織

化暴力體系裡的追隨者、以及財政菁英來為其搜刮錢財，這些是最小範圍的不可或缺者，

有影響力者包括重要的國家經濟部門幹部或地方幹部、或是影響國家財政的大企業與資

本家，負責提供稅收，地方政府有時會以地方警力與公共財分配來維持政治穩定，最後

則是對政權更為廣泛的一般支持者或追隨者，例如執政黨員、基層公務員與教師等。 

理性選擇制度論認為，由於國家財政資源有限，統治者要維繫政治生存，必須控制

或收買不可或缺者，提供部分好處並且能夠威嚇有影響力者，或以有影響力者替代不可

或缺者而建立忠誠的派系，同時盡可能限制國家提供給廣泛支持者的公共財或私有財

（只要不須民主投票），讓他們為了追求更高特權而互相競爭。就限制廣泛支持者的資

源而言，做法包括限制獲益人數、或限制提供給他們的私有財或公共財的數量。被政權

排除在外者極可能成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供養前述三類政權支持者（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當然，這些被統治者也可能成為社會抗爭與政治改革的動力（Tilly 

2007）。事實上，理性選擇制度論者認為他們的分析完全可以推廣到民主體制，一但威

權統治者面對在野黨的競爭或國際壓力，可能會提供更多私有財來收買部分選民（例如

向大樁腳買票或提供貪污的機會），對少數人買票也無法應付廣大選民要求而導致下台

風險時，他們可能提出制度化的公共服務以收買更多選民，這就是福利政策的起源。與

此類似的理性選擇文獻裡，美國政治學者 Milan Svolik（2012）提出威權政治的兩大主

軸：政治菁英之間的權力分享、與對民眾的威權控制，同樣暗示公共服務可以分為政治

菁英的權力與資源分享、與收編社會裡潛在的反對者這兩個部份。最近林宗弘、吳介民

（2013）對中國大陸社會安全制度的分析與 Huang（2014, 2015）對醫療保險的分析，

都認為威權統治者利益偏好與財政收入是影響改革策略的根本因素。 

對中共威權體制的統治者而言，分享資源的政治菁英（不可或缺者、有影響力者等）

與收編社會裡一般支持者、以及被排除在公共服務之外者這三類人群究竟如何界定，是

歷史現實裡的經驗問題。我們可以假設中國的幹部身分與戶籍分類相當程度反映中共建

國之初的三類群體：不可或缺者即軍隊與黨政領導幹部，有影響力者可能包括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一般而言是縣委書記（縣局級）以下的地方幹部，一般支持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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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工人與城鎮居民。事實上，這相當符合中國的社會不平等結構—依據幹部、國有單

位級別與城鎮戶口所劃分的階級不平等（林宗弘、吳曉剛 2010）。 

1.1.2.3 歷史制度論的解釋 

雖然，理性選擇制度論對於對統治者在建國初期為何與如何進行人群分類，以及人

群分類與公共服務之間的對應關係很有解釋力，其中有些弱點需要補強。首先是統治者

生存偏好的長短。理性選擇制度論假設所有的統治者都短視近利，傾向殺雞取卵，直到

遭受各種國內外政治衝擊而垮台，然而這無法解釋為何威權體制會出現不同類型（蘇丹

制、軍事政體或黨國體制）、以及其政權壽命長短的差異（Geddes et al. 2004; Hadenius and 

Teorell 2007）。其次，理性選擇制度論似乎主張制度調整成本為零，統治者隨時可以改

革或廢除之。然而，制度調整的成本與風險可能很大。若統治者有較長期的存活打算，

他們會建構一套人群分類制度來穩定支持者人數，以進行資源再分配，而且制度變遷的

成本—包括傷害忠誠支持者的收入、政治生存與下一代的特權繼承等，很容易引發既得

利益者的抵抗（Olson 1982），建立另類制度更須面對長期投資成本高昂與財政風險等問

題，使制度調整相對困難，導致制度的長期延續（Thelen 1999）。 

制度調整的兩難在於統治者想長期生存，而其支持者更在乎短期利益（或是對風險

的恐懼），如果威脅他們的利益，就算更換統治者也無所謂，在威權體制下亦是如此。

如美國政治學者 Milan Svolik（2012）所發現，威權統治七成以上是被原先支持者的軍

事政變與暗殺所結束，民主轉型或群眾起義則僅佔兩成。因此，統治者須面對統治權力

與資源集中、與社會控制（包括吸納部分反對者）這兩個目標的矛盾。 

公共服務資源相當能夠體現資源集中與社會控制的兩難。當經濟發展等因素導致社

會變遷與統治者的權力基礎改變，造成的兩難在於，原有獲得資源的支持者不再具有維

護政權的能力，而長期排斥新興社會力量可能導致群眾抗爭。統治者可能選擇減少或移

轉現有支持者的公共服務開支或稀釋之，這將會危害原有支持者並導致失勢風險，例如

軍隊叛變。如果統治者不減少或移轉現有集中的公共服務，維持少數特權群體的支出逐

年上升，仍可能造成財政赤字或經濟衰退等問題（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而且

要吸納更多支持者，就需要額外獲取更多財政資源。例如，Zhang（2017）指出中國大

陸財政支出就面對投入原有部門或擴大支出的兩難；美國學者 Eli Friedman（2017）對

中國大陸戶籍制度的研究指出，中國大陸城市管理面臨經濟成長與人口過剩的兩難，若



9 

短期流入人口較多則導致城鎮公共支出擴張與財政赤字，若長期流入人口較少則城市生

產與消費需求不足，損害經濟成長與財政收入，因此形成即時與因地制宜的戶籍改革。

考慮統治者受限於過去的公共服務制度路徑，導致統治者與原先支持者利益相悖的兩難，

我們將此一修正納入歷史制度論的範圍。此一歷史制度論同樣可用於解釋民主轉型導致

公民權利與社會福利擴張、與人群分類制度的瓦解（例如台灣取消省籍制度與年金改革，

導致原先政府支持者的抗爭（林宗弘、曾裕淇 2014）。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中國大陸政府提供之四大類公共服務—財產保障、社會安全、醫

療與教育資源的歷史變遷，儘管理性選擇制度論對分析中共建政初期的人群分類制度與

其所附屬的公共服務特權相當有用（林宗弘、吳介民 2011、2013），我們認為歷史制度

論類似於中國大陸歷史研究裡的衝擊反應模型，更能有效解釋長期的戶籍制度變遷；相

對於理性選擇制度論，歷史制度論承認統治者的有限理性與有限能力，顯示制度飄移

（Institutional drift）背後複雜的成本與風險邏輯（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Zeng, 

Hong, and Lin 2017），如何阻礙統治者或被統治者推動制度變遷的意圖，同時賦予非文

明層次的個體行動與制度變遷之解釋（曹正漢 2017）。因此，我們將以歷史制度論說明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包括財政收入與支出兩方面如

何遭受市場經濟轉型的衝擊，可能造成統治者與原先支持者利益相悖的兩難，導致公共

服務改革極其有限。最後，我們將依此理論推論居住證改革的特徵與制度限制。 

1.2 有中國特色的公共服務不平等 

在中國大陸社會不平等的文獻裡，學者注意到改革開放前的幹部制度、單位制度與

戶口制度，對當代中國大陸社會的貧富差距影響極大（Lin and Wu 2009）。在中共建國

之初，幹部（包括軍隊）、單位與戶籍三大人群分類制度化，形成中國大陸公共服務不

平等的歷史起源，黨政幹部、國企職工與城鎮居民逐漸變成多層次的政治特權階級，另

一方面，改革開放後各種戶籍制度變革，已經使得少數非城鎮居民（也就是農民）成為

城鎮居民。中國大陸政府過去的戶籍改革成效如何？為何要進行新一波的居住證改革？

目前所推動的居住證改革，真的能夠使公共服務均等化嗎？ 

1.2.1 幹部、單位與戶口 

幹部一詞來自俄語，是共黨領導的漢語翻譯。在中國大陸，國家幹部的身分具有特



10 

定的制度意義。首先，國有單位幹部的檔案由人事部門管控，工人則由勞動部門負責分

配與調動。其次，幹部身分包括了管理與技術兩類職位，幹部級別與其工資及福利掛勾，

導致住房與配給等物質生活的差異（李路路、王奮宇 1992）。在毛澤東時代，幹部的權

力雖然有高度的任意性（arbitrary），但是在政治鬥爭時期缺乏保障。相對地，改革開放

之後幹部身分保障日趨制度化，選拔標準也從政治優先漸漸轉為「又紅又專」，然而，

週期性的派系鬥爭仍然會大幅提高下台風險（黃信豪 2009）。 

國家幹部包括副科級以上的軍職、中央與地方黨政機構與國家及地方公務員、國家

事業單位管理幹部，所享用的公共服務絕大多數屬於財政支出，中央高層領導幹部符合

理性選擇制度論所定義的不可或缺者，其餘中低階幹部則屬於有影響力者。由於改革開

放之後幹部是金融投資、土地使用與財政方面的國家代理人，是市場轉型過程的實際管

理者，在缺乏民主監督與司法獨立的制衡之下，幹部身分的制度化不但無法禁止濫權，

反而壓制一般中國公民等被管理者的權利與議價能力，給予官僚汲租與貪腐的機會。 

 

圖 1.1 中國大陸計畫經濟時期的人群分類與公共服務制度 

 

被統治者：農業戶口 

 

少數城鎮戶口屬於集體職

工與自理口糧戶，多政治

背景較差或右派，日後擴

大成為市場經濟人口 

 

政權的一般支持者： 

國有企業職工 

不可或缺/有

影響力者：

黨國幹部與

解放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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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單位制度是導致中國大陸公共服務不平等的另一要素。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

共產黨擴大國民黨政權所遺留的戰時國有單位管理體系（資源委員會），將大多數民營

企業收歸公有（Bian 2005），並且仿傚蘇聯建立全面性的單位制度，此一制度下最明顯

的經濟社會差異，來自單位之間產權與行政級別的區別，產權類型與行政級別之間又有

高度相關性，國有單位與集體單位之間形成了雙元的產業組織等級（Bian 1994）。在「企

業辦社會」的政策之下，各級單位控制了工人經濟收入與社會福利，造就工人對國有單

位的「組織性依附」與恩庇式的工廠文化（Walder 1986）。 

戶籍制度或稱戶口制度，是毛澤東時代造成公共服務不平等的第三個要素。從 1950

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政府逐漸建立戶籍制度，將當時的民眾按居住地區分為「農業戶口」

與「非農業戶口」，在 1958 年人民公社建立之後逐漸穩固下來。戶籍制度有下列幾個特

質：首先，戶口設定了單位或人民公社對其管轄下勞動力的壟斷性管理權，勞動力不能

自由流動或交易。其次，戶口制度在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之間畫下明確界限，農民無

法獲得城鎮居民從計劃經濟體制中所取得的各種單位福利（Solinger 1999）。農民任意離

鄉不僅損及收入（工分與口糧），還會遭到幹部批鬥；此外，非農業戶口或農業戶口子

女身分根據母親戶籍代代相傳，唯少數幸運者透過大專教育、成為國家幹部或入伍當兵，

才能改變戶口類型（Wu and Treiman 2004），這表示極少數農民子女也可能進入不可或

缺者或是有影響力者的行列。總之，改革開放之前，非農戶口界定了國家提供公共服務

的底線，而人民公社公共服務所需的財政收支完全獨立，國家基本上完全未花錢在農村。

直到 1990 年代末期，中國大陸政府實施義務教育、提出三農問題與戶籍改革問題影響

下，國家才開始逐漸將少量財政經費投入到農村的公共服務。 

如圖 1.1 所示，中共建國初期所設立的幹部、單位與戶籍這三種人群分類制度，大

致符合理性選擇制度論當中的不可或缺者、有影響力者與一般支持者的區別，是分析中

國大陸公共服務不平等的基礎。由於計畫經濟體制未能提升整體經濟資源，城鎮居民享

有的公共服務停滯，農民更遭受農地產權集體化、大躍進與大饑荒的打擊，因此在文革

之後，農民開始要求產權保障以建立激勵機制，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包產到戶。改革開放

之後，國家財政收支與潛在支持群體的改變，逐漸挑戰原先的人群分類方式，但是很難

取消既得利益者的公共服務，這是理性選擇制度論較難解釋的歷史過程。 

1.2.2 改革開放與公共服務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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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本研究所涉及的四類公共服務：產權保障、社會安全、醫療

與教育制度都逐漸面對改革的壓力。首先，為了經濟成長，中國大陸產權與人身自由等

基本人權保障有些進展，卻不完整。在農村重新確立農民對土地的產權時，留下了模糊

的集體權利。一方面，包產到戶並沒有將農地的所有權徹底歸家戶或個人所有，而仍歸

屬於村集體，農地產權不明確（周飛舟 2012）。由於農業戶口是繼承農地分配權利的基

礎，導致農民必須以放棄農地所有權的方式，才能取得城鎮居民的戶籍與隨附的公共服

務，後者被城鎮政府視為財政負擔，因此，多數大城市仍然實施嚴格的戶籍管制，進城

「農民工」必須隨時攜帶身分證，取得公安單位發放的暫住證、工作證與女性專屬的計

劃生育紀錄卡等多種證件，才能合法待在城市，在醫療、教育、低保、社保與房屋等方

面，多數農民工仍無法分享城鎮居民的公共服務（Wu 2010）。另一方面，城鎮居民就算

想要務農或購買農地與農民宅基地上建設的小產權房（即台灣所謂農舍），同樣無法選

擇成為農業戶籍。要取得農地他用只有靠地方政府徵收，而徵收條件影響地方政府的財

政收益，結果，村級領導或地方幹部與房地產開發商勾結，以低廉補償金將集體農地徵

收後釋出汲取暴利，引發越來越嚴重的農民抗爭（林宗弘、吳介民 2011）。 

城鎮國有企業產權變化極大，影響了整體社會安全制度。改革開放嚴重削弱了國有

單位的配置資源的權力，使得許多國企揹負赤字（Shirk 1993）；鄧小平南巡之後，繼任

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加速推動資本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發展，並在 1998 年宣布金融改革

與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的政策，將產權轉讓給私人或破產清算，並且讓工人下崗分流。

雖然中國現存國有企業仍有一定程度的組織優勢（Tsai 2002; Xie and Wu 2008），然而在

民營化政策的衝擊下，國有企業與公共服務已經逐漸脫鉤。 

在國有企業民營化所帶動的住房改革過程中，政府要求單位賣斷現有房屋並取消福

利分房（Naughton 2007）。儘管有交易限制，單位所控制的土地與房地產在房改之後可

以轉換成私有。城鎮擴張則導致大量農地變更為城鎮建設用地，城鎮土地使用分類的變

更主要由地方幹部決定，民眾或企業的工廠用地與個人房產雖然受到一定使用時限的房

產證保障，卻可能被新的城市建設或重建計劃徵收，後者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財政收益來

源。將中國大陸國家視為「守夜人」的產權保障理論不切實際，無論是農地或農舍、城

鎮工商業與住宅建物，產權都不完整，是守夜人監守自盜的獲利來源之一。 

隨著戶籍制度放寬，中國大陸公民在國內遷徙之人身自由有所改善，但多數仍無法

取得戶籍地外城鎮的公共服務。在社會安全制度方面，城鎮國企與集體職工下崗分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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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部份的社會安全與社會救助負擔交給城鎮政府，以混合隨收隨付與個人帳戶的社會

保險制度來支應，直到目前的多項數據顯示，多數非本地戶籍就業者仍未投保。 

醫療制度改革也與社會安全制度的調整有關，在 2000 年代中期以前，除了國家幹

部受到國家財政保障、與主要覆蓋國有企業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之外，醫療已經相當市

場化。然而，由於國家財政仍然是特權單位附屬醫院的主要資金來源之一，這些醫院又

是國家幹部的主要醫療供應者，通常享有更高層級的醫療品質與定價。 

改革開放時期的教育資源也涉及地方財政問題，城鎮區域的各種單位中小學財政多

半由城鎮政府接手，農村裡原來由公社負擔的小學教育近乎破產，直到 1999 年推動義

務教育才與中學一起由縣級以上的政府承擔，高中以上的教育分流為公立高中、少數公

立中專與多數的私立中專（技職學校），大學則仍然以省以上或教育部財政撥款的公立

大學為主，大學資源高度集中在超大與特大城市的所謂 985 與 211 等重點大學。 

教育制度可能是所有公共服務裡最不平等的一種。由於從國小到高中，所有的公立

學校都採取本地戶籍作為學區制度的入學資格，巨大的人口流動導致許多學童無法正常

入學，外地父母必須為學童支付鉅額的「借讀費」之類並且靠關係走後門，才能進入本

地公立學校，一般農民工子女若跟著父母遷徙，可能會進入所謂民辦學校，形成巨大的

教育市場，導致從小學到高中有越來越多私立學校。農民工子女若留在農村，只能靠隔

代教養而成為所謂的留守兒童。最後，除少數國家單位的特權外，學齡前的教養機構基

本上全面市場化，各種托育機構與隔代教養並行，而且質量參差不齊。 

1.3 中國大陸戶籍制度改革策略與效果的假設 

改革開放前後，從農業與計畫經濟體制轉向資本主義發展，理論上中共政權裡不可

或缺者、有影響力者與一般支持者、以及被剝削者的分類已經改變，從理性選擇制度論

來看，將導致上述四種公共服務涵蓋範圍隨之改變，然而在上述過程裡，原先的幹部、

單位與戶籍分類仍然被大致保存下來，更符合歷史制度論的預期。 

1.3.1 歷史舞台上改變制度的行動者 

在進入具體的歷史制度分析之前，有必要說明本文的研究假設與理論命題。與理性

選擇制度論類似，本研究假設政治菁英（可以包括統治者、不可或缺者與有影響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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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性行動者，其所追求的目標為個人權力或利益的極大化，與理性選擇派不同之處，

在於其偏好受限於歷史遺留的制度轉型成本、以及其個人因為選舉、貪腐遭司法追訴、

遭逢政治鬥爭與社會抗爭而下臺的政治風險。此一假設不代表政治菁英總是能做出符合

其權力與利益的決策，在資訊不完整與後果不確定的有限理性環境中，政治菁英可能會

對其個人仕途或利益、或政治菁英整體（例如幹部或貴族階級）之權力與利益、或是對

群眾事件之政治風險產生錯誤的評估、並做出不恰當的決策。除了個人性格或工作能力

等因素之外，政治菁英的權力也受到民眾抵抗的限制（Svolik 2012）。 

政治體制—民主體制或威權體制，是影響政治菁英偏好的主要制度限制之一。民主

制度的幾項特徵，包括公平選舉、有限任期、依法行政與權力分立等原則，對政治菁英

形成了強而有力的制約，迫使政治菁英必須考慮其他政治團體、企業與公民社會以及一

般選民的利益；威權主義下其他政治團體或公民社會對政治菁英的約束力小得多，因此，

威權體制的財政收入與公共服務供給原則與民主體制大不相同（林宗弘 2009）。 

歷史遺留下的國家建構是另一個限制政治菁英行為的制度條件（Tilly 1990），其中

又以國家的基礎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Mann 1986）–例如官員或軍警對民眾的比

例、稅收取得能力與人口資訊管理的能力等，與各層級政府之間的關係—例如中央集權

或聯邦制等因素，最為重要。在中國大陸，國家的基礎能力（例如警民比與戶籍制度）

仍有待加強，由各相關部門的「條塊關係」（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1988）、特別是中

央與地方關係所構成的分化的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嚴重阻礙政策的

有效性與資訊的透明度，是影響中國大陸各種公共服務改革的重要制度限制。 

中國大陸的中央—地方關係一向是許多政策爭論的核心議題（吳國光 1994；王紹

光、胡鞍鋼 1994）。與統治者跟支持者的利益衝突類似，中央幹部（以下有時簡稱中央）

依賴地方幹部（以下有時簡稱地方）才能統治，前者可以視為政權不可或缺者，後者則

是有影響力者，但是兩者之間存在權力衝突與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前者有獎懲之權、後

者卻掌握正確的地方情資，而且可能是不可或缺者仕途的競爭對手，導致所謂的委託—

代理關係（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林宗弘 2009），前者必須考慮政治穩定的全域，

後者偏好追求個人仕途與財政收入。由於中央無法有效管束地方，地方幹部對公共服務

改革各自為政，對中央的政令陽奉陰違，或是扭曲中央政令以服務自身利益，出現許多

制度實驗與變異，有些地方制度甚至與原先中央改革偏好相反。例如，戶籍改革過程裡

曾經出現過藍印戶口買房落戶的制度，凸顯貧富差異而影響社會輿論，而地方政府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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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地引發農民抗爭，顯示地方幹部為了實現自身利益威脅整體社會控制。 

1.3.2 改革開放之後的人群分類變遷 

以上就是本研究裡的行動者與其制度條件：一方面是建國初期歷史遺留下來的既得

利益群體，包括國有單位與集體單位的中低階幹部與職工等一般支持者（林宗弘 2007）。

另一方面是「先富起來」的「少數人」，也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後的新興優勢群體，對於

統治者來說，舊的公共服務範圍越來越不符合新的政治聯盟範圍。 

在改革開放之後，國有單位必須依賴財政補貼與日益減少的市場管制才能獲益，國

企職工—特別是虧損產業的公共服務成為國家財政負擔（宋國誠 2000）。同時，榨取農

業剩餘對國家財政重要性持續下降，甚至可以完全廢除農村稅費。相反地，中國大陸經

濟成長動力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及私營企業為主，這是國家稅收主要來源，包括外資在

內的大型企業、城市新興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興起，其中有部分人口仍是農業戶口（林

宗弘 2012），為中央與地方政府帶來經濟繁榮與財政收益。這些改革開放的獲益者，目

前或未來可能成為政權潛在的支持者或有影響力者，對統治者的長期生存有幫助，這是

其重建政治結盟的動機，而政治結盟轉向的關鍵信號，便是江澤明所提出的「三個代表」。

依據理性選擇制度論的假設，政治結盟重組可以推論公共服務受益人的變與不變： 

假設一：由於政權不可或缺者的範圍大致不變，即黨國中央幹部或軍隊幹部，這群獲益

者所享受的公共服務也不會改變。 

假設二：在國家財政壓力下，以地方幹部為主的有影響力者，所獲得的公共服務權益可

能會與中央幹部有所區隔，與一般支持者較為類似。 

假設三：由於國有企業職工已經失去政治實力與財政價值，其所享有的公共服務將會被

削弱或是被稀釋，與一般支持者較為類似。 

假設四：城市高收入階層，包括經濟資本與人力資本擁有者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上升，他

們可能被容許進入一般公共服務的獲益範圍，即城鎮本地戶口。 

1.3.3 從地域化到《居住證暫行條例》 

除了上述接近理性選擇制度論所推論的假設之外，歷史制度論著重於舊制度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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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由於中國大陸國家建構裡條塊分割與中央地方關係的限制，對每個國家部門與地方

政府來說，重建政治結盟與削弱原有支持者公共服務的策略，只能採取各種權宜之計，

因地因時制宜，中央政府也傾向讓地方政府各自採取實驗性的改革政策。雖然大致來說，

取得城鎮本地戶籍者不外乎三種途徑：買房置產用經濟資本換取，高等教育畢業並就業

也就是用人力資本換取，以及徵地上樓也就是農地產權被剝奪而獲得城鎮戶籍（林宗弘、

吳介民 2011），但全國各地方與同一地方每個時期落戶指標或准入規範都不一致，取決

於地方政府財政負擔能力或地方幹部的個人仕途與利益。這種戶籍改革與其附屬公共服

務地域化的現象，最後導致極大的制度分歧與改革成本。以社會保險來說，各地的設算

工資、提撥比率與養老給付的發放級別都不一致，導致連同一省內不同地籍市之間的養

老保險年資與給付都不同，異地申請極為困難。在各地方社會保險制度越來越分歧與勞

動市場的全國流動背道而馳、個地方資金管理不規範的風險擴大之下，2012 年中央政府

終於實行《社會保險法》，賦予全國各地方政府社會保險相似的制度框架（林宗弘、吳

介民 2013），然而研究指出這並未減少全國人口獲益程度的差異（Huang 2014）。 

2015 年出台的《居住證暫行條例》對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設定了明確與看似統一的

戶籍改革規範，在此規範中明訂「公民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

符合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的，可以依照本條例的規定申

領居住證。」從此結束了居住證、暫住證與藍印戶口本等多種常住人口證照並行的亂象，

其次是明定「居住證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繳存、提取和

使用住房公積金的權利。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為居住證持有人提供下列

基本公共服務：（一）義務教育；（二）基本公共就業服務；（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

計劃生育服務；（四）公共文化體育服務；（五）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務；（六）國家

規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務。」看來，居住證似乎解決了公共服務不平等的現象。 

事實上，前述的四種公共服務的人群分類與差異並沒有被消除。首先，農業戶口才

能享有農地集體產權，嚴重影響農民進城的意願，國家財政又無法提供農民與城鎮居民

同樣水準的公共服務，因此城鄉之間的公共服務很難均等化；其次，統計數據顯示社會

保險法並沒有落實，大部分外來就業者仍沒投保社會保險、或繳交住房公積金；第三，

地方政府提供非本地戶籍人口的義務教育服務，是由中央政府依據人頭撥給少數財政補

貼給地方政府，事實上，公立學校仍然實行本地戶籍學區制度，非本地戶籍的常住人口

居住證無法保障子女就學，多數外籍學童仍進入領取政府補貼的民辦（農民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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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醫療制度已經大致市場化，除了計畫生育以外城鎮政府很少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

務，僅少數城鎮居民醫保、職工醫保的投保人與國家幹部得享不同程度的財政補貼。 

假設五：由於國企職工等既得利益群體的抗爭，以及制度調整的成本與風險，舊的人群

分類與公共服務供應邊界仍難以消除。 

確實，《居住證暫行條例》對放寬落戶條件有所突破：在 300 萬人口以下的城市，

社會保險繳滿五年者就大致可以落戶；在此之上「城區人口 300 萬至 500 萬的大城市可

以對合法穩定就業的範圍、年限和合法穩定住所的範圍、條件等作出規定，也可結合本

地實際，建立積分落戶制度。…城區人口 500 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應當根據城

市綜合承載能力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以具有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參加城鎮

社會保險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為主要指標，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一般而言，上

述的特大城市（通常包括省會）與超大城市仍然有嚴格的落戶條件，為了行文簡化，我

們將其稱之為戶籍管制城市。這條 300 萬人的城市戶籍界線，可能是依據公共服務的差

異來界定的。本研究對此做了很簡單的假設： 

假設六：戶籍管制城市的公共服務資源（例如擁有大學與高級醫院）達到全國極高比例，

仍然大幅度保護現有城鎮戶籍的公共服務獲益者，包括政治菁英與一般支持

者。 

依據上述六個假設，我們劃出新的政權支持者-公共服務同心圓，顯示如圖 1.2，政

權核心的國家幹部與解放軍官（不可或缺者）之特權並未改變，中間層的地方幹部（有

影響力者）與國企職工（原來的一般支持者）之公共服務被一般的城鎮戶口的公共服務

取代，300 萬人以上的大型城市公共服務遠優於中小型城市與農村，至於未達 300 萬人

的中小型城市對農民取得居住證與戶籍，管制甚少，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也不多，反而是

農民不見得願意放棄其所擁有集體農地與宅基地分包的財產權益。 

簡言之，我們研究中國大陸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之三層體制的歷史過程，即是如何從

圖 1.1 的黨國幹部與解放軍官—國企職工（夾層有少數集體職工）—農民的分配體制，

轉換成圖 1.2 的中央幹部與解放軍官—大城市戶籍居民（包括地方幹部與國企職工）—

中小城市人口與農民的「新」三層制，而且除了產權保障仍然維持城市土地與農地分類

以外，這個過程涵蓋了社會安全制度、醫療與教育制度變革，使中共政權將公共服務擴

張到有限的支持者，可能是政權的新盟友，同時減少或稀釋過去提供給地方幹部及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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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的公共服務。然而，由於制度轉型成本與既得利益者的抗爭，或多或少保留了國企

職工難以取消的公共服務特權。 

 

圖 1.2 中國大陸《居住證暫行條例》後的新人群分類與公共服務制度 

1.4 本研究的調查方法 

在本研究短暫的執行期間，要全面檢討中國大陸的四種公共服務—產權保障、社會

安全、醫療制度與教育制度是非常艱鉅的任務，就連中國大陸學者也未必能研究清楚這

所有的制度細節，我們只能有所取捨。在簡單介紹戶籍制度與居住證改革對該種公共服

務的影響之後，我們會將重點討論所謂的國民待遇—例如台灣民眾取得居住證（或是以

台胞證取代居住證）所能得到相關公共服務或權益。 

本研究主要採取多種方法並重的策略，包括三種研究方法，第一種是歷史文獻分析

法，第二種是深度訪談，第三種是統計分析，而且在計畫執行時間有限之下，只能進行

  

被統治者：中小城鎮人

口與農民 

 

地方幹部與 

國有企業職工 

不可或缺

者：黨國幹

部與解放軍

官 

大城市戶籍居民 

  

戶籍管制城市(300 萬人以

上)設定嚴苛落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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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的專家深度訪談。在本研究的第二章，我們追蹤中國大陸公共服務與居住證的歷史

起源與變化，因此必須透過重要政策文件與文獻資料來進行分析，整理影響較為深遠的

關鍵法令改革，並收集歷史與新聞資料來補充公共服務與居住證改革。 

本研究主要採取的研究方法是對中國大陸相關研究學者進行深度訪談，因此，我們

選定四川省（城鄉一體化）、廣東省（農民工相關社會安全措施）、北京市（老齡化問題）

等公共服務改革較為明顯的重點城市作為深度訪談立意抽樣的主要地點。訪談對象包括：

（一）研究居住證制度的重要學者。（二）訪問關注戶籍改革與公共服務議題的知識分

子與民間社團。（三）訪問台商、台幹與農民工，瞭解其參與地方社會安全制度、醫療

與子女教育的實際運作情況。受訪對象與訪問時間地點見表 1.1。 

表 1.1 本研究主要受訪者之編號、單位屬性與訪問時間地點（匿名處理） 

受訪者編號 單位屬性 受訪地點時間（訪員） 

C1 ○○學院○○所長 成都 2017/05（林宗弘） 

C2 ○○學院○○院長 成都 2017/05（林宗弘） 

C3 ○○學院○○所長 成都 2017/05（林宗弘） 

C4 ○○學院○○副所長 成都 2017/05（林宗弘） 

C5 西南財經大學○○副教授 成都 2017/05（林宗弘） 

C6 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 成都 2017/05（林宗弘） 

G1 中山大學○○副教授 廣州 2017/04（曾裕淇） 

G2 中山大學○○所長 廣州 2017/04（曾裕淇） 

G3 中山大學○○主任 廣州 2017/04（曾裕淇） 

B1 ○○事務所○○律師 北京 2017/04（洪人傑） 

B2 健康照顧中心○○醫師 北京 2017/04（洪人傑） 

B3 民辦○○醫院○○醫師 北京 2017/04（洪人傑） 

B4 外商○○銀行○○副總經理 北京 2017/04（洪人傑） 

B5 清華大學○○副教授 北京 2017/04（洪人傑） 

註：成都市訪員為林宗弘，廣州市訪員為曾裕淇，北京市訪員為洪人傑。 

在深度訪談方面，由於在中國大陸進行訪問相當依賴人脈關係與對單位的信任，我

們對專家學者的抽樣主要依賴滾雪球式抽樣與立意抽樣，透過北京清華大學、四川省社

會科學院、成都市社會科學院、西南財經大學與廣州中山大學等相關單位協助尋找受訪

學者，以及自行接觸深圳訪談的農民工、與台幹受訪者，但對於中國大陸現行相關法令

與制度細節，受訪者也常搞不清楚，研究者通常仍須自行查核相關法令。 

訪談進行時，由計畫主持人約見或訪談一到兩位受訪者，針對戶籍改革與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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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議題進行提問與討論，雖然列有相關的半結構式問卷但並非每個問題按照次序進

行。學者都經告知接受錄音紀錄、會議紀錄或筆記，做出逐字記錄。感謝本研究專案研

究助理吳孟穎的辛勞，國立清華大學白宜儒同學等人協助參與部份訪談並逐字記錄，由

於篇幅有限，本研究報告僅在附錄二選刊部分訪談記錄。 

我們也使用了量化研究方法，我們對中國大陸人民大學所執行的 2010 年與 2013 年

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a’s General Social Survey, 簡稱 CGSS）進行數據整理與統計

分析，並且依此推論居住證改革的效力。此外，本研究大量引用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的

數據，以分析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的政策趨勢。然而，由於部分中共官方數據有嚴重問

題，例如多年來工傷保險與醫療保險成長率都類似，顯然並非實際數字，考慮國家統計

數據缺乏信度，我們並未以統計模型處理，僅描述趨勢，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本研究是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副研究員統籌計劃與第一章、第二章、

第四章，曾裕淇博士協助第三章的撰述、洪人傑博士候選人協助第五章的撰述，相關資

料部分來自他們的個人研究。其中有關戶籍與社會保險的分析具有延續性，參考最新資

料對林宗弘、吳介民的先前的陸委會委託報告《中國大陸戶籍制度、管理與變革之研究》

（2011）《中國大陸社會安全制度與變革之研究》（2013）進行修訂，部分法令與案例的

段落可能有所沿用，但理論與討論已經大幅調整，此外，雖然本研究報告於 2017 年 5

月底結案，最終繳交報告時經過修訂，資料延伸至 9 月底，特此說明。 

本文感謝參與計畫審查與專家座談的學者與專業人士提供批評與建議，包括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的張天欽副主任委員、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的宋國誠教授、淡江大學未來

所鄧建邦教授、陸委會顧問林永法律師、內政部潘營忠科長、教育部郭玲如科長、海基

會許淑幸科長、陳穎慶資深高級專員、國立清華大學的古明君教授、沈秀華教授、鄭志

鵬教授、陳明祺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吳介民教授、陳志柔教授、台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施世駿教授與周嘉辰教授、台灣大學地理學系簡旭伸教授、國立政治大

學胡力中教授等提供寶貴意見，以及參與期末報告的審查的幾位專家。總之，本研究綜

合了文獻整理、質化訪談與數據分析等多種社會科學方法，對中國大陸居住證改革的來

龍去脈做出清晰的整理與分析，並探討其制度改革背後的政治經濟動機與實際政策作為，

以供學術界與政策實務界參考。 

1.5 本研究的章節與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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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說明分析中國大陸公共服務的相關理論、與對中共政治菁英政策偏好的假設。

首先，中國大陸的公共服務差異延續自中共建政後計畫經濟的制度遺產，被幹部、單位

與戶籍制度分為三層；其次，我們假設中共改革公共服務與戶籍制度的政策偏好是國企

職工的重要性衰退，大城市高收入人口的重要性上升；近年來中國大陸公共服務與戶籍

制度的變革，則是在中央政治菁英與地方幹部的不同的政策偏好與互動下逐漸開展。在

下一章，我們將詳細介紹中國大陸毛澤東時代的戶籍制度與公共服務所造成的遺產。 

在建立理論假設之後，本研究預期達成下列重要目標：（一）說明中國大陸戶籍制

度與居住證的歷史起源與變革趨勢。（二）介紹中國大陸的產權保障現狀與發展趨勢。（三）

介紹中國大陸社會安全的兩大分支：首先是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

保險、失業保險與生育保險這五大部分，其次是社會救助制度—城鎮地區基本生活保障、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農村五保（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 （孤兒保教））。（四）

介紹中國大陸戶籍差異與醫療制度及教育制度的關聯，顯示居住證改革的效應是建立了

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居民之間公共財供應的差別待遇。（五）探討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求

學或就業所擁有的公共服務與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提供主管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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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有中國大陸特色的公共服務 

現代主權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的要素為領土、人民與主權，主權的維持仰賴

壟斷性的武力（主要是軍隊，但也包括警察與司法體系）與財政收入，軍隊對統治者的

忠誠仰賴穩定的財政供養，而財政與軍事人員通常來自領土內的人口。人口治理是所有

現代國家與人民，或者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建立權力與利益關係的重要步驟，一國

是否具備完整的人口或戶口登記、如何登記與管理，涉及統治者的治理目標，包括對抗

國內外武裝勢力、以及由領土內所屬的人口取得財政收益等（林宗弘、曾裕淇 2014），

因此，人口治理是個重大的政治議題，涉及統治者的誘因、權力、資源與公共服務的分

配，中國大陸戶籍制度下的居住證改革（主要是人口登記與遷徙管理）也不例外。本研

究涉及的公共服務至少包括產權保障、社會安全，醫療與教育這四大類，在中國大陸，

獲得所有這些公共服務的權益，都仰賴人口治理制度下的登記與分類。 

政治社會學者 James C. Scott（1998）在《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書

中認為，許多現代國家建構的基本理念就是清晰化與簡單化，使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的

活動一目了然，以滿足稅收、徵兵與鎮壓社會中的反叛勢力等基本要求，這種國家統治

的視角往往會傷害社會組織的自我保護能力，而導致嚴重的人禍。確實，1949 年後中共

所建立的人口治理制度相當清晰簡單，符合理性選擇學派所指出的政權不可或缺與有影

響力者、一般支持者，以及被剝削者（農民）這三類：以黨為核心的國家幹部制度，其

次是城市單位制度，最後是農村的人民公社，單位與人民公社是戶籍上互斥的非農業戶

口與農業戶口（林宗弘、吳介民 2011），城鎮戶籍成為公共服務權益的邊界。 

到 1958 年之後，全中國大陸超過六億人口，就依據 28 個省級行政單位與大約三千

個縣的統治機構，被編入了平均大約五萬個人民公社與為數約七到八萬個國有單位或 15

到 20 萬個集體單位之下，以利於推動計畫經濟的相關政策（林宗弘、吳介民 2011）。

不幸的是，中共領導階層做出大躍進的決定，各級農業幹部浮誇風盛行，以「放衛星」

為名義浮報各公社的農作物產量，導致對農村生產剩餘與勞動力（土法煉鋼）的過度榨

取，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大飢荒（Yang 1996）。在大饑荒之後，社會主義下的幹部、單

位與戶籍制度所構成的人群分類與公共服務趨於穩定，但文化大革命期間廢除勞動保險

制度，使得上述的幹部、單位與戶籍所造成的公共服務不平等更加明顯。 

本章第一節將回顧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時代幹部、單位與人民公社所構成的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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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第二節將討論改革開放對上述制度的影響，第三節討論公共服務與財政收支的

關係。第四節討論戶籍制度變革與居住證暫行條例的影響。 

2.1 毛澤東時代的人口分類與公共服務 

1958 年起，中國大陸人口被幹部、單位與人民公社這三種制度徹底分割，個別制度

下的勞動人口分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人事部門（聽命於中共各級黨組的組織部

門）、勞動部門與農業部門所分管，全中國大約兩億家庭的戶籍則由公安部門所掌管。

通常幹部家庭有較多的遷徙與社會流動機會，在改革開放以前，工人與農民幾乎沒有遷

徙自由，其職業生涯多數未曾離開過自己的單位或公社，這種人口流動全面凍結的現象

是戶籍制度的後果之一。表 2.1 呈現了 1958 年至 1982 年之間，非農業戶口與農業戶口

與各級單位以及幹部的大致數量與人口比例，或許也可以當成是在計畫經濟時期，中共

政權之不可或缺與有影響力者、一般支持者、與被統治者的人口比例。 

中國大陸分散式的計畫經濟不僅主導了國家財政分配，也下放了單位財政責任。在

城鎮區域，國有或集體單位的財政收支依據計畫經濟運作，又將權力下放到省市級單位，

職工福利仰賴單位進行分配，絕大部分不是中央政府的財政責任，農村除了被強徵的實

物稅與統購統銷的物資之外，社內公共服務須自行承擔（林宗弘 2009）。即使曾經短暫

實施過勞保，毛澤東時代的公共服務主要反映幹部身分、單位與戶籍的差異。 

2.1.1 幹部制度的建構 

中國大陸的國家幹部（與解放軍官）可說是統治者不可或缺的官僚階級（與武力）。

首先，在城鎮區域內，黨政與國有單位幹部的檔案由本級或上級共產黨組織部或單位的

人事部門管控。其次，幹部身份包括了管理與技術兩類職位。例如依據 1964 年《科學

技術幹部管理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等法令，國家幹部的管理與技術級別大致平行（中央

組織部 1964），而在功能與級別上又分為領導職位與非領導職位，以及省部級（正∕副）、

廳局級、縣處級與鄉科級等正副八等，本文政治菁英概念操作化即是指副科級以上國家

幹部領導職位，包括了中央幹部（本文有時簡稱為中央）與地方領導幹部（本文有時簡

稱為地方），幹部級別與其工資及福利掛勾，導致各種公共服務的差異（李路路、王奮

宇 1992）。 

在毛澤東時代，幹部的權力雖然有高度的任意性（arbitrary），但是也缺乏保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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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許多研究指出改革開放前同一生產單位內的幹部與工人之間，其物質生活條件差異

有限（Whyte and Parish 1984; Zhou 2004）。其次，由於單位對工人終身雇用的保障，國

家幹部的生產管理權威微弱，更熱衷於政治派系鬥爭（Walder 1986）。最後，幹部制度

的規範不完整，對身份特權的保障較為脆弱。無論是在反右運動（1956-57 年）期間對

知識份子或專家的政治攻擊（Walder 1986, Perry 1993），文革期間在城鎮地區或工廠所

發生的文攻武鬥（Wang 1993; Perry and Li 1997），或是農村幹部與農民的衝突 （Chan et 

al. 1996; Shue 1988; Walder and Su 2003），經常導致幹部跨台，甚至被缺乏幹部資格或生

產技術的造反派所取代（林宗弘、吳介民 2011）。雖然面對下台風險，由文革時期派系

爭奪炙手可熱來看，幹部位置確實享受相當大的權力與公共服務利益。 

在此應釐清國家幹部與共產黨員的關係。雖然共產黨列寧式黨國是以「黨管幹部」

為統治原則，黨的領導職位也被列為國家幹部，在城市單位或人民公社內，國家幹部或

農村幹部的權威與公共服務收益有國家強制力為後盾，相對地，一般共產黨員並沒有實

質的制度保障，工資與福利也不會因為黨員資格而增加，然而，黨員身份（或共青團團

員身分）更像是一張文憑或者證書，證明個人的政治忠誠獲得黨的信任，更容易進入好

的單位、提早獲得幹部身份，或是升為領導、由低級別幹部升遷為高級別幹部（Walder, 

Li, and Treiman 2000）。因此，共產黨員資格提高了成為幹部與升遷的機會，幹部身分仍

然是中國大陸黨國統治權威之所在（林宗弘、吳介民 2011）。 

除了黨員身分之外，檔案制度與政治出身也影響成為幹部的機率。由於中共依賴群

眾動員與政治鬥爭作為統治技巧的一部分，在建政之後全面實施紀錄政治出身的階級血

統制度，將所有家庭依據革命前父親的階級區分為十五類，包括紅五類、中間階級五類

與黑五類。紅五類為革命幹部、革命軍人與革命烈士、以及工人與貧農，黑五類則是地

主、富農、反革命（通常指國民黨幹部或是國軍軍官）、壞份子（各種犯罪者）與右派

（1956 年到 57 年間反右運動期間黨所指定的階級敵人）。在城市單位與學校中，個人的

階級出身與政治表現記錄在幹部或工人的個人檔案裡，由人事與勞動部門掌管，個人通

常不能閱讀自己檔案內的這些「黑資料」（White 1989）。在農村，公社或各所屬各生產

隊往往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管理檔案，而是單獨對黑五類份子造冊列管。在個人檔案制度

與平日的政治動員及監控下，黨員資格與政治出身構成了單位與人事部門篩選新進勞動

力與提拔幹部的主要機制（林宗弘、吳介民 2011）。 

根據表 2.1 可以看出，在 1958 年，幹部僅佔全國人口的 1.6%，其中專業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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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0.2%，之後到 1982 年之間幹部佔全國人口比例逐年成長到 3%，其中 0.9%屬於專業

技術人員。在經驗上，這極少數的人口即是我們所定義的政治菁英。 

2.1.2 單位制度的發展 

城鎮單位制度可說是戶口制度與人民公社的孿生子。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共產

黨擴大國民政府所遺留的戰時國有單位體系，將大多數私營企業收歸公有（Bian 2005; 

桂勇 2006），並且仿傚蘇聯建立了全面性的單位制度，此一制度下最明顯的經濟社會差

異，來自單位之間產權與行政級別的區別（Bian 1994; Zhou 2004）。城市就業人口分屬

於國有單位（主要包括黨政機構與國有事業、企業單位）及集體單位這兩種產權類型（Xie 

and Wu 2008）；在行政級別方面則有中央、省部級或縣局級等區別（Zhou 2004），產權

類型與行政級別之間又有高度相關性—國有單位多半是國家重點投資的重工業，具有較

高的行政級別，而集體單位則是以中小型輕工業與服務業為主，行政級別偏低，國有單

位與集體單位之間形成了雙元的產業組織等級（林宗弘 2007）。 

國有企業與高級別單位享有國家優先分配資源的特權。在「企業辦社會」的政策之

下，各級單位控制了工人的工資、票劵等經濟收入，與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各種公

共服務，俗稱「企業辦社會」。這些收入與公共服務又隨單位好壞以及工人與上級關係

好壞，而有相當大的差異，造就工人對國有單位的「組織性依附」與恩庇式的工廠文化

（Walder 1986）。值得注意的是，黨政機構、國家機構、國有事業這三類在改革開放以

後仍然維持國家公務員身分，國有企業則逐漸脫離公務員保障，其中的高層經理人仍可

能來自國家公務員，而且其薪資、分紅與福利條件可能比公務員更優惠，但國有企業職

工過去享受公共服務的優勢受到嚴重衝擊（林宗弘 2007）。在戶口繼承的規範下，國企

工人身分成為一種家庭資產，例如幹部與工人家庭子女，通常可以優先繼承父母親單位

的工作權利（所謂的「頂替」）。從表 2.1 可以計算出來，在 1958 年到 1982 年之間，國

企職工人數從原先佔全國人口的 6.5%，逐漸成長到 8.5%，這部分人口可以納入政權的

一般支持者，享有單位所提供的薪資優勢與公共服務。 

理論上，城市戶口裡扣除國企職工就是集體職工，事實上卻存在很多模糊地帶的人

口。首先，在正式職工之外，國企有不少臨時工人或集體單位工人是來自農村的城鄉移

民，必須獲得公社幹部的允許（例如出具介紹信），並且在城市公安部門辦理「暫住證」

或是登記為「自理口糧戶」才能留城打工，或是離農而在社辦企業就業。他們有時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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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取得城市戶籍，也無法獲得單位的公共服務，與國有單位的正式職工相比形同次等

公民（Walder 1986）。這部份人口的統計數字，並未記錄在《五十年幹部隊伍發展分析

報告》等資料裡，我們用扣除的方式估計出集體職工或自理口糧戶等城鎮常住人口佔全

國人口比例，於 1958 年未達 7%，曾經在大躍進之後一度達 11%以上，顯示戶籍政策與

土地政策鬆動，隨後又因文革而退回 7%左右。 

2.1.3 戶籍制度的鞏固 

1950 年代，中國大陸政府逐漸建立戶籍制度，將當時的民眾按居住地區分為「農業

戶口」與「非農業戶口」。1951 年 7 月中共頒布城市居民戶籍登記條例，1953 年擴大適

用農村的戶口登記，仍然允許人口流動；1955 年 6 月國務院頒布《關於建立長期的戶口

登記制度的指示》，開始遣送大城市裡的農民返鄉，同年 8 月頒布《關於提供城市糧食

配給的臨時方法》與農村統購統銷命令；同年 11 月頒布《關於劃分城市地區與農村地

區的標準》；1956 年底國務院頒布暫停農民進城的命令，卻造成農民恐慌而蜂擁入城，

1957 年遂頒布更嚴格的人口流動管制法令，農民進城受雇必須簽訂勞動合同。最後，1958

年 1 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整合戶籍制度（林宗弘、吳介民 2011）。 

戶籍制度具有劃定公共服務邊界與輔助國家剝削農業剩餘的作用。透過計劃經濟下

的農業稅與統購統銷之下所謂的剪刀差，也就是農工部門之間的不等價交換，國家由農

部門榨取大量生產剩餘向城市工業部門移轉（Ka and Selden 1986; 田錫全 2006），導致

對農民的長期剝削。戶籍制度有下列幾個特質。首先，戶籍影響被分類人口的政治權利，

在 2012 年以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中，農民人口只有四分之一的政治代表權。其

次，戶口設定單位或人民公社對其管轄下勞動力的壟斷性管理權，勞動力屬於單位或公

社所有，不能自由流動或交易。第三是在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之間畫下明確的界限，

農民無法獲得城鎮居民從計劃經濟體制中所取得的工資、糧油票劵、或其他各種公共服

務（Solinger 1999）。農民任意離鄉不僅喪失各項收入，還會遭到幹部批鬥（Oi 1989）；

此外，非農業戶口或農業戶口子女身份根據母親戶籍代代相傳，唯少數幸運者能改變戶

口類型（林宗弘、曾裕琪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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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中國大陸計畫經濟時期戶籍制度下的城鄉、單位與幹部人口分布結構：1958-1982 

年份 

 

全國人口 

（萬人） 

農業戶口 非農業戶口 

人民公社

數 （萬個） 

公社人口 

（萬人） 

佔全國人

口比例 

勞動部主管人力 （職工檔案） 人事部主管人力 （幹部檔案） 集體戶口與自理口糧戶 （包括鄉鎮企業） 

國有單位 

（萬） 

國有職工總數

（萬人） 

佔全國人

口比例 

國家幹部 

（萬人） 

佔全國人

口比例 

專業技術

人員（萬

人） 

佔全國人口

比例 

集體單位 

（萬） 

社辦 （鄉鎮） 

企業數 （萬

個） 

估計佔全國

人口比例 

1958 65994 2.4 56017 84.9% 11.9 4532 6.9% 955.1 1.4% 107.2 0.2% 14.4 
 

6.6% 

1959 67207 2.5 55443 82.5% 9.9 4561 6.8% 1047.1 1.6% 160.2 0.2% 21.9 
 

8.9% 

1960 66207 2.4 -- -- 9.6 5044 7.6% 1132.7 1.7% 184.2 0.3% 15.8 11.7 
 

1961 65859 5.8 -- -- 7.1 4171 6.3% 1155.2 1.8% 209.9 0.3% 14.6 4.5 
 

1962 67295 7.5 -- -- 5.3 3309 4.9% 1060.7 1.6% 194.2 0.3% 14.4 2.5 
 

1963 69172 8.1 56833 82.2% 4.7 3293 4.8% 1103.1 1.6% 215.4 0.3% 12.3 1.1 11.2% 

1964 70499 8 57572 81.7% 4.5 3465 4.9% 1151.3 1.6% 240.4 0.3% 11.6 1.1 11.4% 

1965 72538 7.5 59122 81.5% 4.6 3738 5.2% 1192.3 1.6% 257.6 0.4% 11.2 1.2 11.3% 

1966-70 -- -- -- -- -- -- 
 

-- -- -- -- -- -- 
 

1971 85229 5.3 71611 84.0% 6.4 5318 6.2% 1292.8 1.5% 337.1 0.4% 14.6 5.3 7.8% 

1972 87177 5.4 73181 83.9% 6.8 5610 6.4% 1376.6 1.6% 374.8 0.4% 15.2 5.6 7.6% 

1973 89211 5.4 74798 83.8% 6.9 5758 6.5% 1451.1 1.6% 403.3 0.5% 16.2 6 7.6% 

1974 90859 5.5 76389 84.1% 7.2 6007 6.6% 1514.8 1.7% -- -- 16.9 6.5 
 

1975 92420 5.3 77712 84.1% 7.5 6426 7.0% 1561.7 1.7% -- -- 18.8 7.7 
 

1976 93717 5.3 78745 84.0% 7.8 6860 7.3% 1615.8 1.7% -- -- 21.6 10.6 
 

1977 94974 5.3 79688 83.9% 8.2 7196 7.6% 1653.2 1.7% 502.5 0.5% 24.1 13.3 6.2% 

1978 96259 5.3 80320 83.4% 8.4 7451 7.7% 1740.2 1.8% 559.1 0.6% 26.4 16.4 6.4% 

1979 97542 5.3 80739 82.8% 8.4 7693 7.9% 1813.9 1.9% 583 0.6% 27.1 17.1 6.9% 

1980 98705 5.4 81096 82.2% 8.3 8019 8.1% 1895.1 1.9% 772.4 0.8% 29.4 18.7 7.0% 

1981 100072 5.4 81881 81.8% 8.4 8372 8.4% 1977.2 2.0% 835.2 0.8% 29.7 18.6 7.0% 

1982 101590 5.4 82799 81.5% 8.6 8630 8.5% 2101.1 2.1% 908.8 0.9% 30.2 18.6 7.0% 

資料來源：修訂自林宗弘等（2011），中國國家統計局（1983），與《五十年幹部隊伍發展分析報告》（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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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吳曉剛等人（Wu and Treiman 2004; 2007）的研究指出，毛澤東時代農業人口改

變戶籍途徑只有三種，第一種是入伍成為解放軍官兵（多數是男性，但未限制是男性），

取得軍籍之後就脫離民籍而歸部隊列管，退伍時依據軍官與士兵等級，國家會安排城市

戶口的幹部或工人職位，通常稱之為「軍轉幹部」（林宗弘、吳介民 2011）。改變戶籍

的第二種途徑是考上大學，入學時學生的「集體戶籍」就會被遷入學校所在城市的公安

部門，個人檔案則由學校造冊列管，除文革期間外，1994 年以前國家保障大學畢業生的

工作分配，大學生都能被分發到城市單位裡的幹部編制，此時個人檔案與戶籍就轉入城

市單位（林宗弘、吳介民 2011）。歷史數據顯示，大多數國家幹部仍來自大專學生而非

解放軍（五十年幹部隊伍發展分析報告 1999：35）。改變戶籍的第三種主要途徑則是工

作「頂替」：在城鄉通婚生下子女屬於農業戶口（即母親一方是農民）時，若父親在城

市單位退休，其子女可以利用頂替的機會獲得單位工作與城市戶籍。最後，由於在 1998

年以前，中國大陸戶口制度規定戶籍分類從母，夫妻雙方無法因為配偶是城市戶口而變

更戶籍，依親入戶或結婚入戶的人數極為有限，直到 1978 年以來戶籍制度鬆動之後，

女性結婚入戶機會逐漸上升，1998 年才解除管制（林宗弘、吳介民 2011）。 

如表 2.1 所示，由於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得 1980 年代以前農民人口始終佔全國人口

的八成以上。中共為防範農民大量透過上述各種途徑進入城市，在 1985 年以前，各地

方政府所能核定的「農轉非」指標為每年佔本地戶籍人口的千分之 1.5，之後則放寬為

每年千分之二，超過指標就只能排隊等候（Wu and Treiman 2004; 2007），可以想見，這

種限額管制必然衍生走後門、送紅包等現象（林宗弘、吳介民 2011）。 

2.1.4 毛時代公共服務的不平等 

如理性選擇制度論預期，在建國初期，中共優先針對軍隊與國家幹部等穩定政權不

可或缺者提供公共服務，包括：《革命工作人員傷亡褒血暫行條例》（1950），機關事業

單位工作人員的公費醫療制度源於 1952 年 6 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全國各級人民政府、

黨派、團體以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國務院，1952）

與《各級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在患病期間待遇暫行辦法的規定》（1952），公費醫療實施範

圍分次推廣到全國各級政府、黨派、工會、共青團與婦聯等團體、各種工作隊與文化、

教育、衛生、經濟建設等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和革命殘廢軍人。公費醫療的經費來

自國家與各級政府財政預算，經費撥給各級衛生主管部門統籌支用，就醫者的門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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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需的診療費、手術費、住院費、門診或住院中經醫師處方的藥費，均由醫藥費撥付；

但住院期間膳食、就醫交通費則由病人負擔。此外，依據隨後制定《關於女工作人員生

育假期的通知》（1988 改《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後廢止）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

處理暫行方法》（1955 頒布現已失效），國家幹部退休所得替代率最高可達 80%（鄭功

成 2002）。總之，粗估為總人口 1.6~3%的國家幹部，其退休、醫療與撫卹等公共服務

由財政預算支出，近似於台灣軍公教等政府雇員所謂的恩給制。 

為了照顧一般支持者，中共建政後確實提高了城鎮職工的生活保障，首先，國務院

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1-1969，簡稱勞保條例），覆蓋 100 人以上

國營、公私合營、私營、合作經營的各種單位，強制實行勞保，資方需按月繳納職工工

資總額的 3％，勞動保險金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管理，其中 30％存在總工會戶頭，70％存

在各企業工會基層委員會戶頭，以支付職工撫卹費、補助費、救濟費與養老補助費（國

務院，1951）。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大陸大部分民營企業都已集體化或國有化，

1958 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草案）》（國務院，1957，引

自互動百科 2012）以及《關於工人、職員退職處理的暫行規定（草案）》（國務院，1957），

整合過去相關規定，覆蓋範圍擴大到 100 人以下所有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職

工，國有單位退休職工所得替代率在 50~70%之間，集體單位職工則是在 40~65%之間。

由於醫療支出持續成長，1966 年 4 月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頒發《關於改進企業職工勞保

醫療制度幾個問題的通知》，修改規定職工患病和非因工負傷，在就診所需的掛號費和

出診費由職工個人負擔；醫療時所需貴重藥品由企業負擔，但營養滋補藥品費用由職工

負擔。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幹部鬥爭激烈、單位管理鬆懈，1969 年財政部發布《關於國

營企業財務工作中幾項制度的改革意見（草案）》（鄭秉文等，2010），規定「國營企業

一律停止提取工會經費和勞動保險金」、「企業的退休職工，長期病號和其他勞保開支，

改在企業營業外列支」，取消勞動保險，除了退休金由單位或企業支出外，國企獎勵基

金、福利費和醫藥衛生費合併為企業職工福利基金，費率為企業工資總額 11%，其中醫

藥衛生費用 5.5%，收支由企業管理，超支由企業承擔。到 1982 年這部份城鎮戶籍人口

共 15.5%，其中國有單位人口為 8.5%、集體單位人口為 7%。 

在少數國家准許流動的城鎮人口方面，大學生通常由學校單位提供食宿，在學期間

無所謂退休或失業的問題，至於軍隊人事與福利，雖然相對獨立於一般行政與黨政系統

之外，也是比照國家幹部制度並且給予稍高優惠待遇，編入國防預算，由單位執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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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與退休撫卹，其所得替代率最高達到 90%（鄭功成 2002）。 

中國大陸社會底層的農村公共服務幾乎是自生自滅。農村幹部（主要是公社幹部與

大隊領導，沒有國家幹部身分）與農民—公社的社員與其家庭成員，其生活所需主要來

自按戶內人口計算的口糧與按照出工日數計算的工分，由公社發放等值實物（有時也使

用票劵）與少許人民幣。雖然公社聲稱統包所謂的社會福利，事實是農民一輩子自食其

力，沒有保險或退休金，雖然貧困家庭有所謂的五保，即《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

程》（1956）要求保障老弱孤寡殘社員的吃、穿、燒（燃料）、教、葬，1960 年代公社托

兒所內幼兒與養老院內老人的高死亡率（馮客 2011），顯示農村有限資源無法承擔公共

服務。1965 年中共發布《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衛生部黨委，1965），

強調農村基層衛生保健，推動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培訓大量農村或下鄉青年成為所謂「赤

腳醫生」。到 1976 年，據稱全國 90%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醫療制度，事實上，衛生室

經費主要是由公社財政承擔，通常只有少數缺乏完整訓練的「赤腳醫生」提供一些外傷

醫藥、點滴與便宜的抗生素，農民看病只需繳納少量費用。 

上述福利階層化也延續到非勞動人口。在社會主義下，未成年人由就業者的所得來

提供相關生活所需，並且由就業者的單位或公社提供醫療與教育資源，在城鎮居民方面，

企業辦社會之下國有單位都附設較高品質的幼兒園、小學與中學，至今有不少單位學校

仍然享有極高的聲譽與特權、國家單位與軍隊通常設有高級醫院供幹部使用，未成年或

未就業者的公費醫療或醫療保險，附加在前述幹部與職工醫療保障之上，通常職工親屬

看病需一半自費，城鎮住房通常由單位配給，不同單位與幹部級別者所獲得的住房，面

積與品質差異甚大；在退休方面，城鎮居民是由原就業單位依據其身分進行養老—1970

年中國大陸民眾的平均年齡為 61 歲，1980 年才達到 65 歲，在改革開放之前，退休人口

比例很低，現金薪資也偏低，高所得替代率對單位的財務衝擊有限（Saich 2008）。結果，

無論是就業人口或非勞動人口，其所享有的公共服務都直接透過戶口內主要收入就業者

（通常是男性）的身分，連結到幹部、單位與戶籍制度。表 2.2 呈現中國大陸計畫經濟

時期城市與農村居民的戶籍類型、到 1970 年代末期改革開放前夕的人口比例、以及其

所能享有的公共服務，也就是本文以下常簡稱的「舊三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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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舊三層制：毛時代的戶籍、財政與三層次公共服務體制 

人口分類 戶口類型 公共服務來源 公共服務類型 人口佔比 

國家幹部/解放

軍官 

非農/城鎮

戶口 

國家 ∕單位財政全

額負擔 

醫療、養老（替代率 80~90%）、

住房、子女教育（至中學） 
3% 

城鎮國有/集體

單位職工 

非農/城鎮

戶口 

勞工保險、單位財

政與部分自負額 

醫療、養老（替代率 70~65%）、

住房、子女教育（至中學） 

國有 8.5%、

集體 7% 

農民（包括村級

領導） 

農業/農村

戶口 

公社集體財政負擔

衛生、小學與托育 

低品質子女教育與醫療，除五

保之外無養老制度 
81.5% 

資料來源：修訂自林宗弘等（2011） 

2.2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與公共服務變革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大陸的計畫經濟已經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此一過程對公

共服務舊三層制，造成嚴重的財政衝擊（林宗弘、吳介民 2011）。首先，1978 年底開始

的包產到戶改變農地產權催生小商品市場，對中共以剪刀差獲得農業剩餘的機制產生衝

擊，迫使國家採取計劃與市場價格雙軌制，也使得農村剩餘勞動力得以從公社鬆綁，部

分農民（多半是基層幹部）與城鎮失業者（多數是返鄉知青）一同成為首先「下海」的

人口，投入非農業的市場經濟活動（林宗弘 2011），各種以個體戶、專業戶或鄉鎮企業

為名義的中小企業快速成長，農業人口向非農業就業機會流動，在空間上從農村向城鎮

流動，此時中國大陸政府終於意識到需要重建一套管理流動人口的機制，頒訂《關於農

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1984 年 10 月）以及《關於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

（1985 年 7 月），直到 1985 年 9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分證條例》才首次建立全

國的個人身分證件管理制度（林宗弘、吳介民 2011）。 

1980 年代中國大陸政府實施財政分級包乾，城市公共服務尚可維繫，農村公共服務

則自行負擔（Saich 2008: 60-67），從農戶榨取俗稱「三提五統」的農村稅費：三提指農

戶交給村級單位的三種提留費用，包括公積金、公益金和行管費；五統是指交給鄉鎮政

府的五項統籌，包括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

即便有三提五統延續了鄉鎮與村級單位的財政收支，人民公社的崩潰仍然對農村公共服

務造成重大衝擊（Saich 2008: 78-80；林宗弘 2009）。 

鄧小平「南巡」之後確立改革開放的方向，1994 年中國前總理朱鎔基進行名為財政

「分稅制」的中央集權改革，中央政府獲得預算內財政收入比例提高到 56 %，改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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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結構（林宗弘 2009）。首先，分稅制將大部分企業稅收歸中央，削弱

地方幹部支持鄉鎮企業的誘因，地方政府不再從鄉鎮企業獲得財政收益，鄉鎮企業也喪

失各種稅收優惠，其雇用人數、工資水準都急速下滑，稅收比例迅速上升（Kung and Lin 

2007；張立承，2003）。張建君（2005）等人調查發現，即使是鄉鎮企業標竿的「蘇南

模式」地區，絕大多數鄉鎮企業都面臨私有化或破產重整，農村潛在失業人數增加，導

致農民往城鎮與經濟發達省份流動（林宗弘、吳曉剛 2010），少數較富裕者開始投資工

商業或購買房地產，受到地方政府歡迎。例如 1992 年浙江溫州推行「綠卡制」，1993

年上海推動「藍印戶口制」，讓投資者或購房者取得城鎮戶籍（林宗弘、吳介民 2011）。

然而，大部分低收入農民工無法獲得城鎮戶籍，仍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務範圍之外。 

除了招商引資以外，房地產開發成為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周飛舟（2007：80-81）

調查發現：分稅制使地方收入減少與預算外收益比例增加，地方幹部為了財政與個人利

益，勤於發起「圈地運動」，一方面，地方幹部建立土地儲備中心與開發公司，以政府

強制徵收土地來抵押貸款，使金融機構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擴大泡沫並且提高金融業

壞帳風險；另一方面，地方幹部與開發商又壓低農民補償金，壓制上訪，形成失地農民

暴力抗爭的導火線（林宗弘 2009）。地方政府經常威迫利誘要求「農民上樓」（指農民

遭強制徵收農地，被迫搬遷至樓房集中居住），也就是用土地產權換取公共服務（周飛

舟 2012）。不過，相對於毛時代對農民剝削達到飢荒程度，從改革開放之後到 2006 年

間，國家只是未提供以前也沒給予過農民的公共服務。 

改革開放對城鎮居民公共服務的最大影響，是政府不再承擔計畫經濟下的完全就業

責任，國有與集體企業取消「企業辦社會」的財政負擔，不再完全承擔職工本人的退休、

醫療、工傷與生育等社會保險支出、也不再資助職工家庭成員之教育、醫療或住房等公

共服務項目（鄭功成 2009）。1986 年發布《國務院關於改革勞動制度四個規定的通知》，

要求各部門執行《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

《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退休養老

基金由企業和職工繳納。企業繳納工人工資總額 15％；工人繳納 3％，由當地勞動部門

「退休養老基金」專戶管理。退休養老待遇主要包括退休費、醫療費和喪葬補助費、供

養直系親屬撫恤費、救濟費，這些規定主旨僅在恢復舊制勞保。 

鄧小平南巡之後，朱鎔基對計劃經濟大力改革。首先，中國大陸政府放棄了保障大

專學生的工作分配責任。1994 年，在勞動法正式通過頒布之後，人事部取消工作分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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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隔年公務員制度改革進一步使幹部體制制度化，國家幹部與大專學生檔案的管理分

化—只有進入公有單位幹部級別者才有政治檔案，在民營部門工作的大專畢業生，每年

繳交一定金額的管理費用，就可以把個人檔案寄放在工作所在地或戶籍所在地的人才市

場（人事勞動司 1996）。上述制度改革雖然開展全國高等技術人力市場，卻導致大專

學生畢業後無法直接取得工作所在地的城鎮戶口，而必須透過學校與招工單位提供「落

戶指標」，戶籍成為單位吸引人才的優惠條件（林宗弘、吳介民 2011）。 

其次，1990 年代末期，國企大規模民營化、職工下崗，國有單位加上集體單位在城

鎮雇用人數比例，由 1992 年的 90 %，跌落到 2005 年的 42 %，個體戶雇用人數的百分

比，在 1999 年之後逐漸趨於穩定，約占 14 % 到 16 %之間，而各種合資、股份制與私

營企業雇用人數，則在 2005 年超過了 42 %。2009 年時，中國大陸狹義的國公有單位就

業人口已經降到了總勞動人口的 9%以下，比台灣還要低，筆者根據Brandt, Hsieh and Zhu

（2008: 690）Table 17.1（1978-2004）沿續計算之。官方數據可參見《中國統計年鑒》，

1983, 1988, 1995, 2008 等各年年鑒中之表 5.4（林宗弘 2011：263）。 

從法令的發展來看，1994 年《勞動法》與《破產法》實施，國企職工與民營機構的

勞動者一體適用勞動法，並且可能在國企破產之後喪失醫療與養老等公共服務，國務院

首先通過《國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規定》（1993 頒布現已失效。）與《關於深化企業職

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1995），緊接著頒布與醫療有關的《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

行辦法》以及《關於職工醫療制度改革的試點意見》（1994），1998 年頒布《關於建立統

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關於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

（2005）、《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簡稱職工醫保，1998），隨著

國企下崗工人失業問題日趨嚴重，1999 年頒布《失業保險條例》、《關於切實做好企業離

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關

於進一步做好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的通知》（2000），2005 年起，國務院與勞動部門

針對國企下崗後長期失業人員下達《關於進一步加強就業再就業工作的通知》，2007 年

補充《關於適當擴大失業保險基金支出範用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 

國家幹部是公共服務較未受嚴重衝擊的特權階級。1978 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安置老

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和《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企業職工的退休金與

退休生活費由企業支付；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則由縣級民政部門預算支付。在不同時期

的榮譽老幹部享有不同的退休待遇，某些幹部可領取原級別工資。在 1985 年《關於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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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維持幹部的公費醫療。此外，中共改革國家幹部制

度使之更為制度化，儘管中共組織部仍然管制黨國幹部升遷離退，屬政府的部分改以《國

家公務員法》（2005）與國家公務員局來管理其人事行政（寇健文 2005）。舊的幹部制度

涵蓋非公務員的軍職、黨職、民意機構（人大與政協）與國有事業 （包含國家級的大

專學校）、國有企業單位的管理與技術人員，在 1998 年占全體幹部人數六成（Brodsgaard 

2003），這部分準公務員持續享受國家恩給的退休俸與免費醫療、有時仍保持子女就學

特權等。直到 2015 年，國家才頒布新的《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

革的決定》，模仿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區分為已經退休的老人、已在職的中人與新人三

類，對省級以下新進公務人員建立隨收隨付與個人帳戶混合的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但

是對中央直屬單位幹部的醫療與教育補貼仍屬財政支出，似乎尚未改革。 

2.3 中國大陸的國家財政與公共服務 

從中國大陸幹部、單位制度與農村公共服務變遷的回顧，可以看出國家財政的關鍵

性。對福利國家興起的歷史比較與量化研究指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歐美國家的

民主化，特別是成年男子普選權是導致社會安全支出擴張的主要動力（Lindert 2004），

拉丁美洲的研究發現民主政權確實會增加社會支出（Brown and Hunter 1999）。對亞洲四

小龍的量化研究亦顯示臺灣與南韓民主化有助社會福利擴大並緩和貧富差距（林宗弘 

2007）。總之，民主體制比威權體制更傾向透過國家進行收入重分配（Deininger and Squire 

1997; Sen 1999），因此易導致公共服務支出擴張。然而，很少有學者探討中國大陸財政

支出裡對各項公共服務的偏好與其歷史變化。 

2.3.1 威權體制的國家財政支出偏好 

依據前述文獻，林宗弘（2009）認為由於威權政治菁英的財政收支偏好將公共服務

提供給少數擁護政權的人口，因此容易導致貧富差距惡化。對中國大陸財政支出的分析

發現，近年來中共政治菁英財政支出偏好的順序是：（1）國內安全支出（維穩）與行政

支出（包括幹部自身的所得與消費）、（2）國防與外交，前述財政支出涵蓋了政權「不

可或缺者」的收入（BBC 2012）；（3）短期基礎建設投資，例如交通或電力事業等（照

顧地方政府與資方），這些支出與國有單位關係密切。（4）與民主體制相比，威權體制

的公共服務支出，例如教育、衛生以及社會福利支出偏低。研究證實 1978 年到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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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中國大陸政府財政支出最顯著的變化，就是行政管理費與相關專項支出的擴張，從

改革開放初期的 7.8%攀升到 2005 年的 33.9%（《2007 中國統計年鑒》，表 7-10），相對

地，國防經費與經濟建設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則由計劃經濟時代的 15%與 64%下滑

到 2005 年的 7.3%與 27.5%。此外，在分稅制中央集權之後，屬於地方財政責任的教育

與衛生支出的比例停滯十年，在 2005 年占全國財政支出為 24.3%。不幸的是，自 2008

年起，中國國家統計局改變了財政支出公布的科目分類（適用於 2007 年數據），使得財

政數據無法進行時間序列比較（林宗弘、吳介民 2013）。 

本研究所稱的社會安全制度包括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兩部分。2006 年以前中國大陸

政府社會救助支出大致佔財政決算 2%上下，加入幹部退撫支出才有 5.3%。然而，與許

多實施社會保險的國家一樣，中國大陸的社會保險基金（以下簡稱社保基金）不是預算

內收支，而是委由政府管理的預算外或非預算資金。但社保基金的獨特之處，在於「政

企分家」與國有企業民營化後，並未立即成立中央統籌的社會保險制度或全國統一的收

支帳戶，而將多數社保基金編列於地方政府—主要是地級市的非預算資金，而且地方社

保基金管理相當不透明（Chan et al 2008: 62-67），中央政府往往無法監督（林宗弘 2009）。

由於地方政府的負債比例在 1994 年分稅制之後大幅提升（李冬梅 2006：81-82），導致

地方幹部將社會保險基金當成財政周轉的小金庫。此外，各類社會保險的保險覆蓋率（被

保險人數占就業者人數），仍明顯偏低。在勞動合同法與社會保險法頒布之前，中國大

陸社保的受益人集中在國有企業與少數外資企業職工，台資與民營企業資方不願意給職

工買社保，而且農民工在各省或縣之間的流動頻繁，其社保基金帳戶無法隨之移動，僅

能在退休後回到投保的地方申請領回一部份，造就社保基金「空帳運轉」，也就是以年

輕職工與農民工已繳交卻無法領取的保險費，去補貼國企下崗職工提撥不足卻正在領取

的退休金，在不確定被保險人能獲益的情況下，導致勞資雙方都缺乏投保意願（Chan et 

al 2008: 78-86；陳聖莉、李佳鵬 2008；林宗弘、吳介民 2013）。 

2.3.2 公共服務改革的實驗性與地域化 

上述政治菁英的財政支出偏好，限制了中國大陸戶籍制度與公共服務變革的過程。

從改革開放（1978）到《居住證暫行條例》頒布（2015）這段期間，黨國中央對戶籍與

公共服務改革的後果深感疑慮，通常讓地方政府先行實驗、設計出多種制度嘗試其效果，

隨後才決定改革方向並且頒定全國性的法規；然而，地方幹部在設計戶籍改革與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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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供應範圍時的考慮，可能是為了限制財政支出擴張、升官、或私人貪污與掌握土地資

源等，導致中國大陸公共服務制度的地域化（施世駿 2009；林宗弘、吳介民 2013）。 

公共服務地域化，指的是中央政治菁英僅提供粗略政策指示情況下，各地方幹部依

據自身偏好來提供公共服務。以社會保險為例，雖然中央政府希望推動省級制度整合，

主要決策權仍落在地級市幹部身上，既然各個地方幹部主要追求地方財政擴張與個人利

益，社會保險的設計與管理就容易成為地方財政或貪腐的一環，較少考慮制度的透明度

與合理性、或者民眾保障的可持續性。例如，基於地方政府對社保基金財務的最終責任，

地方幹部會自行決定各項社會保險的投保薪資、費率、覆蓋率與給付規定；以養老保險

為例，城市化或人口老化程度高的地方政府面對社保基金赤字傾向於提高保險費率、投

保薪資與新進勞動力的社保覆蓋率，以資方、年輕勞工甚至非本地戶口農民工繳交的基

金來支付退休年金，減輕人口老化所可能帶來的財政負擔。以發展程度較高的上海市與

廣東省來比較，前者的人口老化比率高而且社保基金結餘偏低、社保覆蓋率、投保薪資

與保險費率就遠高於後者；在西部省分裡，人口老化較嚴重的四川省其社保費率與覆蓋

率也高於河南省。而農村人口佔多數的中西部地方政府行為則相反，由於農村老年人口

大部分無須納保，年輕人口外流且受雇者人數較少，缺乏財政誘因，地方政府反而傾向

降低社保費率、投保薪資與覆蓋率來吸引外資。Huang（2014; 2015）最近對中國大陸醫

療保險的研究得到類似的結論。社會保險地域化也影響基金管理，由於缺乏民眾或民意

機構監督，社保基金貪汙事件層出不窮，從市委書記到最基層的辦事人員都存在監管漏

洞：各縣市社保局長以上幹部，經常違法挪用社保基金從事民間借貸，以收取利息或回

扣，而基層辦事人員與少數被保險人互相勾結，瞞報死亡人口或虛設人頭帳戶詐領保險

金，使社保基金成為地方政府的腐敗溫床（林宗弘、吳介民 2013）。 

對統治者來說，全面推動戶籍與公共服務改革可能有相當大的政治風險，地域化看

似必要之惡，而且多年以來似乎並不會造成對政權的重大危害，既然如此，中國大陸中

央政府追求全國性的居住證與公共服務改革的動機為何呢？ 

2.4 中國大陸戶籍改革的動力與困境 

本研究認為中共進行全國戶籍與公共服務改革的動力有二：第一，中共政府在全國

範圍內重新建立政治結盟，最明顯的政策宣示就是江澤民時代所提出中共的三個代表，

既然要改變政治結盟，便應該提供公共服務給新的潛在支持者；第二，若不提供社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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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會給少數人，多數被排除在公共服務之外的群眾不滿將會導致社會抗爭，後一反應

最明顯的政策宣示就是胡錦濤時代所提出的建構和諧社會。從政策發展來看，社會抗爭

雖然是中共推動戶籍制度與公共服務的動力之一，本研究認為重建政治結盟是更重要的

動機。以戶籍改革而言，大致上仍只是對新興資本家或中產階級開放，農民與移工幾乎

全部被排除在外，即使《居住證暫行條例》通過之後，300 萬人以上城市只對先富起來

的少數人開放，這些城市所提供醫療與教育等公共服務遠勝於 300 萬人以下的中小型城

鎮。若社會抗爭足以挑戰政權穩定，民眾不太可能接受這種不公平的居住證改革。 

2.4.1 從三個代表到和諧社會  

2000 年 2 月 25 日，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廣東考察，提出「三個代表」，2002 年起

被大肆傳播，並且在 2004 年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儘管很多批評以為三個代表

是相當空洞的政治宣傳，其在中共歷史上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在改革開放的社會經濟衝

擊之下，江澤民及其幕僚所提出的三個代表，不僅顯示江澤民當時的政治實力，也凸顯

中共政治菁英主動重建政治結盟的自主性與其努力。 

從字面上看，「三個代表」要求中國共產黨要：（一）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

的發展要求；（二）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三）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從三個代表提出之後，中共開始大量接受資本家入黨，顯示黨國為了

適應資本主義發展，開始重建與優勢階級的關係（Dickson 2003），這就是「先進社會生

產力」的關鍵意義。而「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則是知識份子（中產階級）的重新

定位，確立「紅色工程師」是黨國政治聯盟的重要骨幹（Andreas 2009），也顯示在科技

園區發展以及大學擴張等教育與科技政策上。以江澤民任內的民族主義仇日教育等發展

來看，「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能是指愛國主義。相對於毛時代講究工人階級

背景、意識形態立場與共產主義，三個代表顯示中共政治結盟與合法性的巨大改變。因

此，雖然過去兩年來有修憲廢除憲法內文三個代表的呼籲，習近平上台之後尚未處理，

與資本家、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結盟、以及宣揚愛國主義，仍屬中國夢的一部分。 

與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明時代中共「三個代表」的自主性相對應，第四代領導人

胡錦濤與溫家寶（以下簡稱胡溫）時代的建構「和諧社會」主要展現中共被動回應群眾

抗爭的策略。研究顯示中國大陸各種社會抗爭規模與範圍持續擴大（Cai 2005, 2008; Chen 

2009; O’Brien and Li 2005; Pun 2005），根據陳志柔收集的中國大陸社會抗爭媒體報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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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的數據顯示，在 2000 年到 2007 年間，海內外媒體報導中國群眾抗爭新聞數量明顯

上升（Chen 2009, 91-92）。首先，農村徵地抗爭在 2006 年達到抗爭總次數三成的高峰，

地方幹部與開發商推動建設造成土地流失並且失去生計保障，是農民抗議的主要原因。

其次，單位制度瓦解造成大量國有企業職工抗爭，佔抗爭總次數的 24%，不過，隨著國

有企業職工下崗分流 2002 年達到高峰後抗爭比例下滑（林宗弘 2011）。第三，城市中

產階級（白領∕業主）與藍領工人抗爭次數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從 2005 年起超過國企工

人抗爭。官方公布勞資爭議數據亦是如此，自 1994 年勞動法實施到 2009 年為止，中國

大陸每年的勞資爭議件數增加了 36 倍，上升到 68 萬件（中國國家統計局 2012），2008

年金融風暴之後參與勞動爭議者更超過 120 萬人，官方爭議紀錄只是冰山一角。 

為了應付群眾抗爭，中共在十七大時將主管公安、檢查與司法體系的政法委周永康

列入九名政治局常委，強化武警實力與信訪系統、加強網路管制等，推動許多「維穩」

政策，在 2010 年，其國內安全經費首度超過國防經費（中國國家統計局 2012），然而

日後證明，維穩策略對統治者的風險很大而且效益不明確，在維穩支出大幅擴張期間，

群眾抗爭事件有增無減，政法委的擴權卻威脅到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導致以反貪腐運動

為名義，對黨內周永康與薄熙來派系的政治鬥爭與清洗。 

除了維穩之外，公共服務改革確實是胡溫時代的施政亮點之一，胡溫提出了「建構

和諧社會」的口號，2002 年起將三農問題列為最重要治理對象，首先是逐步廢除農村稅

費（2003-2006），並試圖重建農村醫療制度。國務院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

作的決定》（2002）、《關於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2003），簡稱新農合）。

然而，中國大陸政府長期將村集體擁有的農地當成是農民養老的保障，直到社會保險法

通過前夕，國務院才推出《關於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2009）。

農民工大量流入城鎮地區就業也帶動社會安全制度的變革，例如 2001 年的《勞動保障

部關於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開始納入「靈活就業人員」與

無酬家務工作者的養老保險。其次，勞工工傷問題與其所引發的勞資爭議越來越嚴重。

2002 年起勞動部陸續頒布《職工非因工傷殘或因病喪失勞動能力程度鑑定標準（試行）》、

《安全生產法》、《使用有毒物品作業場所勞動保護條例》，並由國務院頒訂《工傷保險

條例》（2003），以及《關於修改〈工傷保險條例〉的決定》（2010）。最後是 2006 年起，

中國大陸政府開始處理農民工醫療與養老問題，陸續制定《關於開展農民工參加醫療保

險專項擴面行動的通知》（2006）、《流動就業人員基本醫療保障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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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 年國務院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要

求已經簽訂勞動合約並與企業建立穩定勞動關係的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制度，而其他農民工則參加戶籍所在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或務工所在地城鎮居民基本醫

療保險。針對農民工退休保障，中央政府在 2009 年提出《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

法》；2010 年發布《關于農民工養老保險並入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有關問題處理

意見的通知》，逐步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險法的範圍。 

上述中國大陸公共服務的發展順序導致明顯的後果。首先，制度改革會有嚴重的路

徑依賴：依據政治結盟改變與社會抗爭壓力，而進行的單位職工與農村居民公共服務改

革，延續毛澤東時代的單位與戶籍差異，流入城市的農民工仍然受到歧視性的待遇。此

外，城鎮個體經營的小老闆或自由業者、以及下崗或從事家務的婦女，由於缺乏集體抗

爭的能力，長期遭到忽視，直到 2007 年國務院才著手建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簡

稱居民醫保），並制定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下，胡溫在其第二個

任期內推動《勞動合同法》（2008）與《社會保險法》（2012）。然而，胡溫任內的戶籍

改革卻相當緩慢，為何會如此？ 

2.4.2 戶籍分類與公共服務改革的偏好與次序 

如同我們在第一章所說明的，中共威權政體所建構的人群分類制度與其公共服務提

供偏好與範圍有關。圖 2.1 說明了從 1958 年到 2015 年居住證暫行條例頒布之間，中國

大陸戶籍制度的各種變革，在 1978 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口被分成農村戶口與城鎮

戶口兩類，城鎮戶口內則區分成幹部、國有單位職工與集體職工等，僅極少數人口來自

農村而成為「城鎮常住非戶籍人口」，這些人口包括入伍者（進入軍籍直到退伍可分發

至城市）、成為大專學生者（進入學校集體戶籍直到畢業分發至城市），以及極少數取得

暫住證的城鎮單位臨時工，這個僵化的舊三層制成為公共服務不平等的基礎。 

1978 年起到 1994 年為止戶籍制度鬆動，逐漸在農村戶口與城鎮戶口之間出現各種

「城鎮常住非戶籍人口」的類型與證件，最初出現的是下鄉青年返城後卻找不到工作而

去創業的「自理口糧戶」，後來出現各種名稱不一的個體戶，這些人口仍屬城鎮戶口，

享有部分醫療與教育資源。另一方面，根據 1975 年規定，地方政府可以對進城務工人

員發放暫住證，這些人由原來戶籍地農村提供公共服務，1982 年頒布的《城市流浪乞討

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則規定無合法證件者不能在城鎮居留，當地公安有權逮捕沒有暫住



40 

證者，把他們關到收容所等候遣返，這些人在收容所經常遭強迫無酬勞動，甚至被管理

人員暴力對待。1985 年，中國大陸政府終於對全國成年人發給身分證。 

從 1994 年到 2004 年是各地方政府自行對戶籍改革進行實驗的地域化時代。1994

年起中國大陸政府廢除大專學生的工作分配制度，此後農村或外地大學生畢業，就算在

城市私部門找到工作也拿不到城鎮戶籍，而大量城鎮工廠與建設都依賴進城的農民工，

「城鎮常住非戶籍人口」遂成為重大的社會問題。一開始，中央政府放任地方政府自行

建構各種落戶制度，例如在 1992 年前後開始，各地方政府自行印製了各種「藍印戶口」，

是給有錢農民購買城鎮商品房的激勵機制，買房者可以獲得城鎮授予的暫時戶口本，附

贈某個落戶配額，通常在 3~7 年之間，就可以換成該城市的正式戶口本。但是藍印戶口

被批評為用錢買公民權，在 2001 年被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繼續發行。另一種方式則是以

1975 年以來給國企臨時工發放暫住證的方式繼續管理流動人口，直到釀成 2003 年的孫

志剛事件（Wu 2010）為止。孫志剛 2001 年畢業於武漢科技學院藝術系，2003 年初被

廣州一家服裝公司聘用。3 月 17 日晚出門上網，由於尚未辦理暫住證、也沒有帶身份證，

被黃村街派出所公安逮捕並轉送收容站。3 月 20 日，一家治療收容人員的醫院發現他已

經死亡。官方最初堅持孫志剛是因病而死，但《南方都市報》記者調查後發現他是被毒

打致死。官方在媒體揭發後展開調查，對涉案人士予以判刑。此後中國大陸政府在抗爭

壓力下修改相關法令，在 2003 年底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徐斯儉 2011）。 

2004 年到 2015 年間，可說是居住證改革開展與中央逐漸介入的時期。在孫志剛事

件之後，2004 年各地方政府展開新一輪戶籍改革實驗，部分城市將暫住證與居住證合併，

有居住證者即可在城鎮工作居留並且自願投保社會保險，但仍屬外地戶籍而無權獲得城

鎮其他公共服務，2009 年開始，某些城市提供居住證者一定時限的落戶資格（例如有居

住證且合法繳所得稅七年）與部分公共服務。另一方面，藍印戶口（保證一段時間後可

落戶的證件）則轉化成戶籍准入制度（條件達成即可落戶），逐漸擺脫戶籍配額制度（每

年有一定落戶人數須排隊），有些城市規定戶籍准入的條件，大型城市（百萬人）、超大 

（三百萬人以上）或特大城市（五百萬人以上）多採取積分制，也就是將繳稅、社保繳

費的貢獻年度（例如 3~7 年），與教育、所得、年齡與家庭條件混合成准入積分並設定

通過門檻，對申請本地戶籍者進行資格篩選，作為發放戶口本的依據。 

2015 年的《居住證暫行條例》使政策實驗告一段落，大體建立了全國一致的戶籍管

理架構，可以視為原先公共服務舊三層制轉型的結果。1978 年以前的舊三層制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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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國家幹部—城鎮職工—農民三類為主，城鎮職工可以細分為不同級別與產權的企業，

有少數「城鎮常住非戶籍人口」領有暫住證但影響不大。隨著佔城鎮職工多數的國企職

工下崗分流，國企所享受的公共服務特權逐漸瓦解，融入一般城市的公共服務，城鎮戶

籍人口（尤其是大型城市以上）成為公共服務的主要受益者。在新的居住證制度下，無

證流動人口免除被收容遣送的風險，六個月以下臨時居住證的用途不大，這些人口仍然

屬於原先農村的公共服務範圍。延續過去的戶籍准入制度，300 萬人以上的戶籍管制城

市可以自行設立積分制，大致上仍只限擁有經濟資本（藍印戶口的延伸）、人力資本（大

學集體戶口的延伸）與被上樓的農民可以落戶。「新三層制」形成國家幹部—城鎮戶口

（大型城市以上）—中小型城市與農村為公共服務供應的差序格局。 

除了新三層制之第二層在獲益人口上有所擴張與原來獲益人口所享有公共資源有

所重疊並稀釋之外，更細緻地觀察目前中國大陸的公共服務制度，可以發現歷史制度論

所主張的路徑依賴現象。以社會保險為例，2012 年全面實施的《社會保險法》並未規範

由國家財政支出的國家幹部退休、醫療與撫卹條件，而將養老與醫療兩大社會保險，區

分為職工、居民與農村三大類身分別，其中職工保險又分為三個以上的檔次，原先的城

鎮國企職工延續了較高檔的醫療與養老條件，民營企業與農民工則可以選擇較低檔次條

件投保，因此職工保險之中仍保留國企職工優勢。此外，中央下令實施醫療改革政策要

求省級以下地方幹部納入職工醫療保險，2015 年要求各地方公務人員建立類似職工養老

保險的制度，再次區分了老人、中人與新人的世代差異。在新法中，只有失業保險、生

育保險與工傷保險未分檔次也不分性別，較具有公平性與普及性，然而實際的執行上，

各項社會保險在私營企業受雇者的覆蓋率仍然偏低。換句話說，社會保險雖然逐漸覆蓋

大型城市居民，仍然是以照護老國企與集體職工為主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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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中國大陸的戶籍分類與中間類型證件的歷史變遷，1958-2015（修訂自林宗弘、吳介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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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舊的三層式公共服務與居住證改革的連續性 

社會階層身分 1978 年以前 2015 年居住證改革後的架構 

國家幹部∕軍隊 財政供養 解放軍與中央單位幹部財政供養，地方公務員養老

與醫療支出改為保險（2015） 

城鎮單位職工 勞工保險/企業辦社

會（單位預算）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本地戶籍/居住證） 

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本地戶籍/居住證） 

城鎮個體戶、家庭主婦、

待業者（大學生） 

兩性都充分就業，無

此類型  

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本地戶籍），或併入城鄉居

民社會養老保險的高檔次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本地戶籍），或併入城鄉居

民基本醫療保險的高檔次 

城鎮殘障貧困人口 單位照顧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本地戶籍） 

城市人口教育與公衛 市（區）財政 學區制與公衛資源（本地戶籍/補貼居住證） 

農村∕農業戶口居民 無養老問題，醫療為

公社開支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本地戶籍），或併入城

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低檔次 

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農村本地戶籍），或併入城鄉

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低檔次 

農村殘障貧困人口 公社五保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或五保（農村本地戶籍） 

農村人口教育與公衛 縣（鄉）財政 學區制與少數公衛資源（農村本地戶籍） 

資料來源：修訂自林宗弘、吳介民（2013） 

表 2.3 對照了毛澤東時代的戶籍、單位與幹部制度，與 2015 年《居住證暫行條例》

後的公共服務制度，我們可以輕易發現，新制定的居住證暫行條例並未全面整合原先幹

部、城鎮職工與農民之公共服務，只是用同一部法令來大體規範各類別的公共服務差異，

將原先的福利不平等制度化。大型（300 萬人口）以上的戶籍管制城市已經擁有大部分

的教育與醫療資源，並且負責維持現存（以先前國企職工為主）的社會安全支出，而本

地戶籍仍然是取得教育與醫療資源的必要條件，因此，300 萬人以上的城市戶口大致上

包括並取代了過去的國企職工身分，成為國家提供一般支持者公共服務的新邊界，這類

城市的戶籍人口佔全國人口 16.8%，而常住人口佔 21.5%，其中尚未取得戶籍者（可能

領有居住證）大概佔了 4.7%。換句話說，在毛時代以全體城鎮戶籍人口作為公共服務

的受益者，佔全國人口比例約 19.5%，改為 300 萬人以上城市為邊界之後，公共服務的

受益者最多也只佔 21.5%，其中 4.7%的常住非戶籍人口可能因居住證改革受惠，但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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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的公共服務很有限。第三章與第五章將提供城市受益人口比例的詳細估計。 

至於在政權最核心並且享有財政供養的國家幹部，目前究竟有多少人、又佔多少人

口比例？中國經濟周刊王紅茹（2016）的一則報導披露，「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的資料，

2008 年政府機關人員 1328 萬，事業單位人員 2618 萬，財政供養人員合計為 3946 萬人，

占總人口的比重為 2.97%，比值為 1：34。據記者瞭解，2008 年以後，國家統計局再沒

有對財政供養人員總數進行過統計。」該報導並估計近年來此一數字接近五千萬人，佔

人口的 3.8%左右。因此我們推論，國家幹部作為公共服務特權群體的人口比例幾乎沒

有變化，2008 年以來的人數，約佔全國人口的 2.97~3.8%之間。 

2017 年 3 月 1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

作為各級政府履行職責的範疇。這是中國大陸首次推出基本公共服務清單，明確提出八

個領域、81 項基本公共服務清單，包含公共教育、勞動就業創業、社會保險、醫療衛生、

社會服務、住房保障、公共文化教育、殘疾人服務。根據發改委負責人表示，這份《規

劃》是緊扣十三五的目標，在 2020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保障性規劃。 

習近平在十九大的報告中亦明確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規劃，在於實現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因此也必須實施新時代的社會政策，政府再分配的調節職能

將更深入、更主動，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具體作法包括以「兜底線」、「織密網」、「建

機制」為原則，建立覆蓋全民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全面實施全民參保計畫及養老保

險全國統籌、完善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大病保險制度、建立社會保險公

共服務平台，以及建立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讓人人有所居等。 

在十三五的架構下，這些政策性的宣示，與 2014 年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 

– 0220 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以及 2015 年全面開放建

制鎮和小城市的落戶限制等措施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十九大之後將會逐步

推出各種政策規劃，透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分配機制，縮小城鄉公共服務的差距。 

2.5 小結 

本章回顧毛時代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人口分類方式與範

圍的變化，在毛時代公共服務為舊三層制—國家幹部（佔人口 3%）、城鎮戶口（包括

8.5%的國有單位與 7%的集體單位人口）、與受剝削無獲益卻佔人口 81.5%的農民。改革



45 

開放之後，國有單位職工成為國家財政負擔、城市裡新興的資本家與中產階級等成為稅

收與政權支持者的潛在來源，中共意識到經濟改革對其政權之社會基礎的影響，在江澤

民時代提出「三個代表」主動納入資本家與知識分子，隨後在胡溫時期提出「和諧社會」

這個概念來包括控制媒體、網路、社會抗爭等維穩政策、與改革勞動法令、擴大社會救

助與社會保險等緩和勞工與社會底層不滿的社會政策。從 Svolik（2012）的威權統治理

論來看，相當符合威權菁英權力分享、與威權政治控制的政治生存邏輯。 

從戶籍改革的制度變化來看，中共政權主動納入一部份新興社會力量，依據新的人

口分類方式來提供公共服務，是戶籍改革的主軸，維穩雖然影響勞動合同與社會保險立

法，看似擴了社會安全保障，其成效卻是次要的。在研究了習近平時代出台的《居住證

暫行條例》並且進行訪談之後，我們發現戶籍改革基本上重劃了人群分類與政府提供公

共服務的界線，新三層制為國家（中央）幹部（最高佔人口 3.8%）、300 萬以上大型城

市戶籍或常住人口（最高佔人口的 21.5%）、以及其他中小型城鎮與農村居民（佔人口

74%左右）。確實，在中小型城鎮與農村居民之間仍有差異，例如社會保險就涵蓋中小

型城鎮常住的就業人口，然而如第四章所估計的，最大社會保險基金即養老保險的覆蓋

率，僅佔全體城鎮就業人口（4 億人）的 65%左右，以全國工業與服務業就業人口（7.7

億人）來計算僅佔 34%，與前述大型以上城市人口（26%）高度重疊，而且社會安全體

制延續過去的單位與戶籍差異，可以說是舊三層制與新三層制之間的制度轉型遺產。下

一章我們將探討產權保障作為一種公共服務，在不同戶籍人口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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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居住證改革與產權保障 

前文分析中國大陸人口分類與公共服務從舊三層制到新三層制的改變過程，在產權

保障方面，改革開放之後開始建立農地承包權，其次是城鎮住房市場改革，以及各種動

產與人力資本相關證照的產權與管理，然而，這些產權仍然與戶籍管制有密切的關係。

本章首先說明中國大陸近年來在產權保障的法律演進：200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2007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

權法」》到 2017 年 3 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上述的規範演進透露出中

國大陸對私人產權治理朝向制度化的方向前進。另一方面，實際上各地方政府仍擁有眾

多操作產權的空間，例如各地方政府對本地戶籍與外地戶籍購置房產的政策差異，可以

分析居住證制度改革對中國大陸民眾與外籍人士擁有產權與保障產權的能力。 

以下先說明中國大陸政府產權保障法令的演進。接著於各小節中實際說明各都市類

別的地方居住證改革跟產權保障的關聯：包含戶籍制度改革與房地產市場、戶籍制度改

革與動產證照管理、戶籍制度改革與專業技術證照，以及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的租稅負

擔與產權保障，結論是我們的分析仍符合新三層制的人口治理架構。 

200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周永坤 2013），宣示

中共政權維護私有財產權。修正案第二十二條提到：「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

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

權。（原憲法第十三條）」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

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在修正案第二十一條：「國家保護個體經濟、

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原

憲法第十一條第二款）」修改為：「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

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

行監督和管理。」上述的修正內容，呈現中共政權承認公民私有財產權、非公有制經濟

的合法性，提高私有財產權的保障（周永坤 2013）。 

其次，在修正案第二十條提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

土地實行徵用。（原憲法第十條第三款）」修改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

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是中國大陸憲法首次出現徵用私人

財產權和給予補償的說法，加強私有財產權對抗公權力的權利（周永坤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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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通過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7）在民事法律明確界定國家所有、集體所有與私人所有之界限，並明定權利人在法

律規定的範圍內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並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包括第二编提及的所

有權（權利人依法對自己的物享有支配的權利）、第三编提及的用益物權（權利人依法

對他人的物享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如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

權等）和第四编提及的擔保物權（指為了確保債務履行而設立的物權，包括抵押權、質

權、留置權，當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依法享有就擔保財產優先受償的權利）等。

學者指出《物權法》準則就是一體承認與平等保護合法財產（洪碧華 2007），有助於中

國大陸依法行政（梁慧星 2007）。 

但是，《物權法》屬高層次的民事法規，在中國大陸各地方政策與發展程度的巨大

差異之下，物權法規範仍不完備，現實操作有眾多問題。例如因為缺乏相關配套規定，

中國大陸物權尚未有全國統一登記機關，是由各地方相關單位分別負責辦理登記，使地

方政府有操作空間，容易與所有權者發生糾紛。其次，產權測量制度不健全，產權界定

有困難。再者，在保障私有財産權被國家徵收補償方面，僅在第四十二條提及：「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徵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

房屋及其他不動產。徵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法足額支付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

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等費用，安排被徵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保障被徵地農民

的生活，維護被徵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徵收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應當依法

給予拆遷補償，維護被徵收人的合法權益；徵收個人住宅的，還應當保障被徵收人的居

住條件。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徵收補償費等費用。」然

而，《土地管理法》中是地方政府有權決定何謂公共利益（球員兼裁判），私有財產徵收

時的合理補償標準和補償辦法也不明確（蔡岡霖 2007）。 

2017 年 3 月 15 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

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中國法院網 2017），是中國大陸所制定的全新民法總

則，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民法總則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在民事活動

中享有的各種人身、財產權益，被視為是物權法之後產權保障的一大突破（梁彗星 2016）。

從 2004 年憲法修正案到 2017 年通過的民法總則，中國大陸政府對民眾的產權保障確有

提升，但動產和不動產的登記與管理仍受全國人口治理、地方政府既得利益等影響，以

下由地方居住證制度改革跟民眾買房的資料彙整中，可看出新三層制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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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戶籍制度改革與房地產市場 

3.1.1 戶籍制度改革依城市類別因地制宜、分類施策 

2014 年 7 月 30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國

務院 2014），調整戶口遷移政策，建立了本研究所稱的新三層制，包含以下內容： 

（四）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在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和其

他建制鎮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的人員，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

女、父母等，可以在當地申請登記常住戶口； 

（五）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在城區人口 50 萬至 100 萬的城市合法穩定就

業並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同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城鎮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的

人員，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當地申請登記常住

戶口。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壓力小的地方，可以參照建制鎮和小城市標準，全面放開落戶

限制；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壓力大的地方，可以對合法穩定就業的範圍、年限和合法穩定

住所（含租賃）的範圍、條件等作出具體規定，但對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不得設置

住房面積、金額等要求，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的要求不得超過 3 年； 

（六）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在城區人口 100 萬至 300 萬的城市合法穩定就業

達到一定年限並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同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城鎮社會保險達到

一定年限的人員，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當地申

請登記常住戶口。城區人口 300 萬至 500 萬的城市，要適度控制落戶規模和節奏，可以

對合法穩定就業的範圍、年限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的範圍、條件等作出較嚴格的

規定，也可結合本地實際，建立積分落戶制度。大城市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的要求

不得超過 5 年； 

（七）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改進城區人口 500萬以上的城市現行落戶政策，

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根據綜合承載能力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以具有合法穩定就業

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為主要指標，合

理設置積分分值。按照總量控制、公開透明、有序辦理、公平公正的原則，達到規定分

值的流動人口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當地申請登

記常住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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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效解決戶口遷移中的重點問題。認真落實優先解決存量的要求，重點解決

進城時間長、就業能力強、可以適應城鎮產業轉型升級和市場競爭環境的人員落戶問題。

不斷提高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職業院校畢業生、留學回國人員等常住人口的城鎮落

戶率。 

分析上述《意見》內容，會發現城市規模分類直接影響落戶規範：城區人口在 300

萬以上的城市，地方政府可以控制落戶規模和節奏，較嚴格規定落戶條件，並建立積分

落戶制度。城區人口 500 萬以上的城市則要更完善現行的積分落戶制度。總而言之，在

大方向上，300 萬以上常住人口的城市要有積分落戶的機制；500 萬以上常住人口的城

市則要更緊縮，可以依照各城市的承載能力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如城鎮產業轉型升級

和市場競爭需要）訂定複雜的積分落戶準則，影響了房地產的產權取得。 

3.1.2 中央政策：中大城市購房與落戶脫鉤 

在戶籍改革建立了 300 萬人以上大型城市的防線之後，2016 年 10 月國務院發布《推

動 1 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的通知》（國務院 2016），其中提及拓寬落戶管道： 

（五）調整完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戶政策。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以具有合法

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為主要

依據，區分城市的主城區、郊區、新區等區域，分類制定落戶政策，重點解決符合條件

的普通勞動者落戶問題。戶籍人口比重低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進一步放寬外來人

口落戶指標控制，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六）調整完善大中城市落戶政策。大中城市均不得採取購買房屋、投資納稅等方

式設置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下的城市不得採取積分落戶方式。大城市落戶

條件中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的年限要求不得超過 5 年，中等城市不得超過 3 年。 

上述的要點之一是「大中城市均不得採取購買房屋、投資納稅等方式設置落戶限制」，

這代表著過去「買房落戶」的方式有所改革。過去中國許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將購

買房地產作為落戶條件：有的城市規定購買房產可以直接得到正式戶口，另外一些城市

則是採用買房後先辦藍印戶口，再辦正式戶口，戶口變成房地產的促銷附加品（馮海寧，

2016）。而《推動 1 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的通知》的新規範規定，往後在大中

城市買房跟落戶要脫鉤，也就是非戶籍人口是否可以在一個城市落戶，不應該把購買房

產作為必要的條件，而應考量個人綜合貢獻。新規範某種程度上消解外來人口入戶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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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限制（一定要買房），符合中國大陸政府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政策目標。 

《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與《推動 1 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

的通知》出台後，中國在「十三五」期間要讓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提高 1 個百分點

以上、和年均轉戶 1300 萬人以上，主要依靠城市類別分流落戶，以驅動中國大陸城市

之間資源的再分配。搭配 2014 年國務院公告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

與上述《意見》和《通知》一起看，會更清楚發現中國大陸政府在特大城市以上（常住

人口 500 萬以上）的落戶要求，是建立更嚴格的積分管制、中大城市（常住人口 500 萬

以下、50 萬以上）則是減少過去買房落戶的障礙，加強外來人口其他積分比重，最後在

小城市（常住人口 50 萬以下）則是讓戶籍全面開放，與農村併軌。事實上，從戶籍劃

分的歷史比較來看，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作法早在 1956 年的《關於劃分城市地區與農

村地區的標準》時就已經出現，只不過當時粗糙地畫出城市與農村兩類，逐漸形成日後

半世紀以上的城鄉壁壘，而這一次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則是將落戶

條件的劃分標準調整到大型（300 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為主，城市越大越難落戶，中小

城市以下大致全面開放，依此重塑了公共服務的提供範圍。 

表 3.1 呈現了《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與《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

改革的意見》所建立的新三層制公共服務供應結構、以及相應戶籍管制城市名單。由於

中國政府並未釋出真正的戶籍管制城市名單，本研究是使用 2015 年中國國家統計局的

城區內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資料來推估這些名單，我們發現名單內的城市確實都建立嚴

格的入戶積分制度，因此這個城市名單仍有相當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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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國大陸城市規模標準與戶籍管制方式，與可能的各類型城市名單（2015） 

《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 《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落戶標準 依據國家統計局 2015 年常住人口分類 

超大城市 常住人口 1000 萬以上 依據合法穩定就業和穩定住所（含租賃）、參加城鎮社會保

險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設置積分落戶制度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重慶、天津、武漢、成都、

蘇州、石家莊 

特大城市 常住人口 500 萬以上 1000 萬以下 南京、佛山、東莞、西安、瀋陽、杭州、汕頭、哈爾

濱、長春、合肥、福州、南昌、濟南、鄭州、南寧 

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上 500 萬以下 

大城市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的要求不得超過 5 年，合

法穩定就業、年限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範圍、條件

較嚴格規定，建立積分落戶制度 

太原、呼和浩特、貴陽、昆明、蘭州、烏魯木齊 

Ⅱ型大城市： 

常住人口 100 萬以上 300 萬以下 

入戶條件：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達一

定年限，按國家規定參加城鎮社會保險 3~5 年 

海口、西寧、銀川（省會仍可能為 I 類） 

 

中等城市 常住人口 50 萬以上 100 萬以下 入戶條件：對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不得設置住房面積、

金額等要求，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的要求不得超過 3

年。 

長沙、拉薩（省會仍可能為 I 類） 

小城市 Ⅰ型小城市： 

常住人口 20 萬以上 50 萬以下 

全面開放：在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和其他建制

鎮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的人員 

略 

Ⅱ型小城市： 

常住人口 20 萬以下 

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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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地方戶籍制度改革與土地財政 

上述大型城市管制、中小城市以下開放的中央政策出台以後，地方政府開始實施戶

籍准入管理辦法與人口積分管理辦法，可以觀察到地方政府如何在土地財政的需求下擬

定相關的配套辦法。整體而言：300 萬人以上的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以上）出台限購

令，抑制與規範原有戶籍人口的購買房地產的數量，限制非本地戶籍人口可購買房產的

數量，本地戶籍人口可以購買房地產的數量皆比非戶籍人口更多，首付與貸款比率也有

區別；此外，許多戶籍管制城市仍保留「購房入戶」、「投資經商入戶」，納入積分管理，

過去購買房產就入戶的積分比重反而下降了，購買房產有多少積分由地方政府決定。 

超大城市以上海為例，本地戶籍者（夫妻二人有一人為上海戶口）可以在上海買房，

以家庭為單位跟父母共有不超過兩套，自己名下無房產，可再購買兩套（前提為跟父母

共有的是 2011 年 1 月 28 日之前共有的）；第二，以家庭為單位跟父母共有不超過兩套，

自己名下有一套，可再購買一套；第三，以家庭為單位跟父母無房產，自己名下無房產，

可再購買兩套。非上海戶籍已婚人士、在上海無房產，在上海累計繳納 5 年以上社保或

個體稅證明之後也可在上海購買一套房（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2011）。 

再以廣州為例，本地戶籍者可以買兩套房產，不論是新房還是二手房，依據「穗六

條（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的意見 2013）」的規定，

外地戶口在廣州買房，要在五年內連續繳納三年以上的個人所得稅或社保，並且必須達

到購房款總額三成比例首付款，在廣州沒有購房紀錄，才能購買一套房。再者，若購房

者已經在其他地方有房產，則需繳納七成首付款。 

某種程度保留「購房入戶」、「投資經商入戶」的城市以蘇州、成都為例。2016 年蘇

州地方政府公告《蘇州市戶籍准入管理辦法》、《蘇州市流動人口積分管理辦法》，兩辦

法說明外來人口落戶蘇州的新規定。其中，非戶籍人口積分入戶規定，第一，如果非戶

籍人口在蘇州就學，畢業時已落蘇州集體戶口，不受住房面積和其他條件的限制；第二，

若是非本地戶籍，要按規定參加社保 3 年以上，具有合法穩定經濟收入，並且擁有市區

商品住房 75 平方米以上，取得房屋所有權證 3 年以上，允許其本人、配偶及其未成年

子女整戶落戶。成都則規定非戶籍人口要與成都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以及不間斷繳納

社會保險 1 年以上，在成都市中心城區、區（市）縣城和建制鎮建成區買買商品房或二

手房，面積在 90 平方米以上且實際居住者，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一同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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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飛舟（2012）與 Friedman（2017）所觀察到的，各地方政府的限購政策與落戶

積分制度其實都與土地財政有關，當房地產市場過熱且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管制時，

限購政策與積分落戶的規定就趨向嚴格，而當房地產價格崩盤嚴重影響地方政府財政收

入時，地方政府又會放寬限購規定與落戶管道。林宗弘、吳介民（2011）的研究指出，

天津市政府為了因應房地產周期，戶籍改革至少已經發生過三次收緊又放鬆的循環。 

土地供應量也與農村徵地與農民戶籍改革有關。在農地產權方面，受訪學者（C4）

指出在成都市等財政富裕的大型城市，農地徵收已經日趨制度化且逐年提高補償金額，

地方官員對於徵地抗爭的暴力鎮壓減少，有釘子戶就繞過去不處理的情況增加，使得農

地產權的保障較為提升。然而，關於農民宅基地的「小產權房」包括所謂的城中村與農

民上樓集中居住的新建房屋，事實上有大量非法交易，仍然是地方政府的燙手山芋：「小

產權這個事沒人敢處理，你小產權房屋質量沒有保障，住的都是城市低收入居民，居民

如果要改成國有土地，房屋就要換成城裡的產權證，要補繳土地出讓金跟契稅給地方政

府，稱為「樓盤整體變更」，幾年前土地出讓金低一點，確實有成功的例子，算下來每

戶 90-100 平米都要繳十幾萬，現在炒房的價錢，補繳的金額恐怕要上百萬，這些低收

入人群根本就很難繳得起。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現在依賴土地財政，農民的宅基地有

多少可以賣給城裡人？如果宅基地釋出的話，房價肯定應聲大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

怎麼辦？房價下跌之後，這些已經買房的市民怎麼辦？所以說，小產權房合法流通這是

很敏感的事情，絕對不可能動，沒人敢捅這個馬蜂窩。」 

3.2 戶籍制度改革與動產證照管理 

根據 2007 年通過的《物權法》規範，不動產包含建設用地使用權、建築物和其他

土地附著物等，動產如交通運輸工具、生產設備、原材料、半成品、產品等。本章以交

通運輸工具為例，說明戶籍制度改革與北京市與上海市買車和申請車牌的關係。 

2010 年北京市為了緩解交通擁堵狀況，通過實施《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

（首都之窗 2010）。其中第三條指出：「小客車配置指標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

以搖號方式無償分配。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門的指標調控管理機構負責具體工作。機關、

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其他組織（以下統稱單位）和個人需要取得本市小客車配置

指標的，應當依照本暫行規定到指標調控管理機構辦理搖號登記；第四條規範住所地在

本市的個人，名下沒有本市登記的小客車，持有效的機動車駕駛證，可以辦理搖號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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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地在本市的個人包括：（一）本市戶籍人員；（二）駐京部隊（含武裝員警部隊）現

役軍人；（三）在京居住的港澳臺人員和外國人；（四）持本市工作居住證的人員；（五）

持本市暫住證且連續五年以上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和個人所得稅的人員。」北京市車牌

採用搖號制，當地戶籍、現役軍人、常住北京的港澳台人員和外國人、持有工作居住證

者都可以擁有平等車牌搖號機會。持暫住證的中國大陸非當地公民，則需要連續五年在

北京繳納社保跟所得稅才有搖號機會（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6）。 

隨著北京市的居住證改革，暫住證已經逐漸淘汰。2016 年 10 月北京正式實施《居

住證暫行條例》（首都之窗 2016），其中第七條規範：「來京人員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

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機關委託的來京人員社區登記服務機構申領《北京市居住

證》：（一）在京居住 6 個月以上的；（二）符合在京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

連續就讀條件之一的。本條第一款第（二）項所稱在京有穩定就業，是指未來可能在本

市就業 6 個月以上。本條第一款第（二）項所稱在京有穩定住所，是指擁有未來可以在

本市居住 6 個月以上的住所。本條第一款第（二）項所稱在京連續就讀，是指在本市中、

小學取得學籍的就讀以及在本市中等職業學校、普通高等學校和具有研究生培養資格的

科研機構取得學籍並接受全日制學歷教育的就讀。」上述規範讓原本持「暫住證」的人

轉換為居住證，以保障之後正式落戶機會，持居住證成為積分落戶的必要條件之一。在

買車與申請車牌的限制之上，原本持不同身分證件（居住證跟暫住證）的人搖號機會有

所差異，但是居住證制度改革之後，申請車牌的限制已經減少。換言之，在特大城市如

北京市，擁有動產跟申請動產牌照的限制並不像不動產（如房地產）那麼嚴格，戶籍人

口、港澳台人與外國人和持居住證者之間獲得車牌的機會是均等的。 

上海市申請車牌是採用拍賣制，每月標售一次正式車牌，出價金額排序順位在當次

釋出額度內得標。拍賣車牌受《上海市非營業性客車額度拍賣管理規定》所規範，其中

第七條規定個人申請參加拍賣資格條件：（一）本市戶籍，或者持本市居住證明且自申

請之日前已在本市連續繳納滿 3 年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二）未持有客車額度證明；

（三）未擁有使用客車額度註冊登記的機動車；（四）持有效的機動車駕駛證；（五）自

申請之日前 1 年內不存在相關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記錄；（六）經聯席會議提出報市

政府批准的其他條件。由上述可得知，上海車牌與個人所得有關，持居住證的人民仍必

須在上海連續繳納三年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才得以獲得參加拍賣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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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 2013年實施《上海市居住證管理辦法》（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3），是全中國

大陸最早實行居住證積分制度的城市。新規定取消先前人才居住證和一般居住證的差別，

統一實行積分制，並根據不同的積分，為持證者提供多層次的公共服務。外來人員落戶

上海則沿用 2012年公布的《持有〈上海市居住證〉人員申辦本市常住戶口辦法》（上海

市人民政府 2009）及相關細則，即符合持有上海居住證滿七年、繳納社保滿七年等要

求可申請轉辦上海市戶口。將上海市居證證改革跟申請車牌拍號制度合在一起看，會發

現在上海生活的個人要獲得可以參加拍賣車號的資格，必須在上海連續繳納滿三年社會

保險或個人所得稅，而要入戶上海則是需連續繳納社保滿七年。也就是，要在上海市擁

有動產（買車並擁有其車牌）較落戶寬鬆，問題在於價格。2017年 10月上海車牌（滬

平均中標價為 93540元人民幣（雲拍網 2017）。整體而言，除了戶籍限制以外，拍賣制

度本身也使獲得車牌取決於個人經濟實力。 

北京市與上海市的案例顯示，居住證改革跟擁有動產的資格，很大程度因地方政府

規範而有不同。在北京市擁有車牌與居住證改革是相關的，在北京《居住證暫行條例》

實施後，原則上戶籍人口、港澳台人與外國人和持居住證者之間獲得車牌的機會是均等

的；在上海戶籍人口、持居住證者本有差異，拍賣制度更使得車牌價格飆升。 

3.3 戶籍制度改革與專業技術證照 

3.3.1 職業資格證書削減 

世界各國人力資本的產權保障多取決於國家對專業證照的規範(Thelen 1999)。中國

大陸的專業技術證照主要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5）、《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國人大網 1996）所規範。《中華人民共和國

勞動法》的第八章第六十九條提及：「國家確定職業分類，對規定的職業制定職業技能

標準，實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由經過政府批准的考核鑒定機構負責對勞動者實施職業

技能考核鑒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第一章第八條提及：「實施職業教育應

當根據實際需要，同國家制定的職業分類和職業等級標準相適應，實行學歷文憑、培訓

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自 1990 年中期以後，中國大陸政府基於上述法律規定頒發

了眾多職業資格證明書、技術資格證書、職業培訓證書等。 

1995年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暫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1995）中第二條規範：「國家按照有利於經濟發展、社會公認、國際可比、事關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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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原則，在涉及國家、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專業技術工作領域，實行專業技術人員職

業資格制度」；第三條規範：「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是對從事某一職業所必備的學識、

技術和能力的基本要求，職業資格包括從業資格和執業資格」。其中從業資格指的是政

府規定專業技術人員從事某種專業技術性工作的學識、技術和能力的起點標準，可參閱

《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暫行辦法》第二章的從業資格規範：「從業資格通過學歷認定或考

試取得。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可確認從業資格：（一）具有本專業中專畢業以上學歷，

見習一年期滿，經單位考核合格者；（二）按國家有關規定已擔任本專業初級專業技術

職務或通過專業技術資格考試取得初級資格，經單位考核合格者；（三）在本專業崗位

工作，經過國家或國家授權部門組織的從業資格考試合格者。第六條從業資格確認工作

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事（職改）部門會同當地業務主管部門組織實施。」；而執

業資格則是政府對某些責任較大、社會通用性強，關係公共利益的專業技術工作實行的

准入控制，是專業技術人員依法獨立開業或獨立從事某種專業技術工作學識、技術和能

力的必備標準，可參閱《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暫行辦法》第三章執業資格規範：「第七條

執業資格通過考試方法取得。參加執業資格考試的報名條件根據不同專業另行規定。第

八條 執業資格考試工作由人事部會同國務院有關業務主管部門按照客觀、公正、嚴格

的原則組織進行。第九條執業資格考試由國家定期舉行。考試實行全國統一大綱、統一

命題、統一組織、統一時間，所取得的執業資格經註冊後，全國範圍有效。第十條凡符

合規定條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均可報名參加執業資格考試。第十一條國務院有關

業務主管部門負責組織執業資格考試大綱的擬定、培訓教材的編寫和命題工作，並組織

考前培訓和對取得執業資格人員的註冊管理工作。培訓要堅持考培分開、自願參加的原

則，參與考試管理工作的人員不得參與培訓工作和參加考試。」換言之，職業資格證書

是表明勞動者具有從事某一職業所必備的學識和技能的證明，並且可以由各省、自治區、

直轄市人事部門會同當地業務主管部門組織實施；執業資格則是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特

殊行業規定資格準入憑證，無此證書不能從事這一行業，這種資格歸行業主管部門管理，

例如醫師執業資格歸衛生部、藥師執業資格歸藥監局、會計師執業資格歸財政部等，取

得方式是透過全國統一大綱、統一命題和統一組織的定期考試。並且，執業資格實行註

冊登記制度，取得《執業資格證書》後，要在規定的期限內到指定的註冊管理機構辦理

註冊登記手續。執業資格經註冊後，全國範圍有效。 

2014年開始，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推行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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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各地方實施的從業資格制度。2014年迄今，國務院總共取消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

項達到 70%以上，取消的職業資格包含汽車營銷師、咖啡師、註冊人力資源管理師、招

標師、物業管理師、市場管理員、插花員等各式各樣的職業證明。李克強認為職業證書

捆綁企業，尤其是創業者的手腳，讓市投資興業、擴大經營的積極性難以發揮（第一財

經 2016），中央政府意圖改革過去眾多地方證照，並且讓勞動市場決定這些職業資格；

另一方面提升全國性職業跟執業資格的重要性。 

2016年 11月，李克強進一步要求相關部門：「哪些職業需要資格許可，都要明明白

白列出來向社會公布。在清單之外，各部門除特殊需要外，再不許新設各種資格‘頭銜’！」

（新浪新聞 2016）。因此，2016年 12月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公示國家職業資格目錄

清單，列入職業資格清單 151 項，包含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 58 項（例如準入的法律

職業資格、醫生資格等），技能人員職業資格 93項（例如準入的消防行業技能鑒定機構、

環境保護部的民用核安全設備焊工、焊接操作工等）。以下針對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

的律師跟醫師與其和居住證改革的關係進行說明。 

3.3.2 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大城市落戶的激勵條件 

1949 年中共建政，中國大陸律師制度經歷開始、破壞、恢復到重建的過程。改革開

放後，1979 年 4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委員會成立起草律師條例的專門小

組。1980 年 8 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中國人大網 1980），使律師制

度建立和發展、以及律師參加訴訟活動有了法律保證（岳軍 2009; 戴世瑛 2017）。 

1993 年底國務院批準轉發司法部《關於進一步深化律師工作改革的方案》，推動律

師工作改革和發展，其主要成效包含：第一，重新界定律師的性質，不再使用行政機關

的模式界定律師機構的性質。律師事務所成為具有仲介性質的法律服務機構，律師不再

是國家的行政幹部，而是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第二，律師事務所的組織形成

多種形式並存，改變過去由國家組建律師事務所的方式；第三，律師管理制度改變以往

單一行政管理，由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相結合的律師管理體制（劉性仁 1995）。1996

年通過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從此中國大陸律師制度邁入新的發展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7）規範了律師取得

資格與執業條件。其中第二章第五條規範律師取得資格：「申請律師執業，應當具備下

列條件：（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二）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三）在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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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實習滿一年；（四）品行良好。第六條與第八條規範執業條件：申請律師執業，

應當向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提出申請，並提交下列材料：

（一）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合格證書；（二）律師協會出具的申請人實習考核合格的材料；

（三）申請人的身份證明；（四）律師事務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請人的證明。申請兼職

律師執業的，還應當提交所在單位同意申請人兼職從事律師職業的證明；第八條指出具

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學歷，在法律服務人員緊缺領域從事專業工作滿十五年，具有高級

職稱或者同等專業水準並具有相應的專業法律知識的人員，申請專職律師執業的，經國

務院司法行政部門考核合格，准予執業。」其中第六、八條規定取得律師執業資格的兩

種途徑，包括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取得，或是經過司法行政部門考核批准取得。 

1997年實施《律師法》之後，大部分人是通過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獲得律師資格。

這與居住證改革有關聯在於：擁有律師執業證的公民，較一般的公民可以更輕易到各大

城市落戶。例如，根據《持有<上海市居住證>人員申辦本市常住戶口試行辦法》與《上

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關於持有《上海市居住證》人員申辦本市常住戶口若干問題

的處理意見》的規範說明，下列人員可以申請居轉戶：包含「（一）持有專業技術類職

業資格證書，且被聘任在相應崗位工作的；（二）取得技師（國家二級職業資格）及以

上職業資格證書；（三）持有註冊會計師證書、律師執業證，且從事專業工作的。」也

就是，專業技術人員更容易的落戶大城市，大城市更容易吸納專業技術人員。 

中國大陸執業醫師資格考試則是依據 199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5）所規定。其中第二章規範考試和註冊：「第八條國家

實行醫師資格考試制度。醫師資格考試分為執業醫師資格考試和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考試。

醫師資格統一考試的辦法，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制定。醫師資格考試由省級以上人民

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組織實施。第九條，具有下列條件之一的，可以參加執業醫師資格考

試：（一）具有高等學校醫學專業本科以上學歷，在執業醫師指導下，在醫療、預防、

保健機構中試用期滿一年的；（二）取得執業助理醫師執業證書後，具有高等學校醫學

專科學歷，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工作滿二年；具有中等專業學校醫學專業學歷，

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工作滿五年的。第十條具有高等學校醫學專科學歷或者中等

專業學校醫學專業學歷，在執業醫師指導下，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試用期滿一年

的，可以參加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考試。第十一條以師承方式學習傳統醫學滿三年或者經

多年實踐醫術確有專長的，經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確定的傳統醫學專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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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醫療、預防、保健機構考核合格並推薦，可以參加執業醫師資格或者執業助理醫師

資格考試。考試的內容和辦法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另行制定。」根據上述規範可得知

中國大陸的醫師考試分為執業醫師和執業助理醫師兩級，擁有不同的醫學專業學歷與實

務經驗，才能獲得執業資格。 

各大城市針對醫師有優惠落戶辦法。2011 年當時北京副市長丁向陽表示，為解決社

區衛生機構醫護人員不足和水平不高等問題，設立「四個一批」政策，指的是：下來一

批，大醫院中級以上職稱人員每年必須到社區 15 天，以此考核醫務人員；回來一批，

指由市財政出資每人每月兩千五百元，返聘退休人員到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工作；進來一

批，招聘醫學相關專業畢業生到社區工作，外地優秀醫務人員願到本市基層社區醫療機

構，可簽訂合同解決戶口；出來一批，是對現有社區醫生開展相關專業崗位的培訓與職

位提升。其中，「進來一批」規定只要是外地優秀醫務人員願意到北京的基層社區醫療

機構，可以落戶北京（徐晶晶 2011），成都市也有類似政策（受訪者 C3）。 

一般的中大城市過去設有積分制度，亦有特殊引進人才的方式，例如宋國誠（2016）

觀察到浙江嘉善等中大城市仍有積分制度，「新居民對社會作出貢獻的給予加分，違法

亂紀的、違反計劃生育的扣分，犯罪的一票否決，註銷居留證。積分高的，將得到更好

的服務和説明。至於梯度管理則是依據新居民的專業素質、技術水準，給予不同的待遇，

例如提供人才公寓給專業新居民，提供廉價住房給一般勞動新居民，通過差別待遇實現

吸引高端人才的作用」然而，大型以下城市的積分制度是否會依據居住證改革而全面廢

除，或是改以特殊優惠來吸引人才，仍有待觀察。 

3.4 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的產權保障 

本節說明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生活的產權保障，涵蓋買房、買車跟獲得職業證照的

現況跟過去的發展軌跡。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買房，受到中國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關

於進一步規範境外機構和個人購房管理的通知》（國台辦 2014）、《臺胞可以在大陸購置

房產嗎》規範。其中《通知》規定：「一、境外個人在境內只能購買一套用於自住的住

房。在境內設立分支、代表機構的境外機構只能在註冊城市購買辦公所需的非住宅房屋。

二、各地房地產主管部門在辦理境外個人的商品房預售合同備案和房屋產權登記時，除

應當查驗《城市商品房預售管理辦法》、《房屋登記辦法》規定的材料及驗證購房人持有

房屋情況外，還應當查驗：1、有關部門出具的境外個人（不含港澳臺居民和華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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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工作超過一年的證明；港澳臺居民和華僑在境內工作、學習和居留的證明。2、境

外個人名下在境內無其它住房的書面承諾」；《臺胞可以在大陸購置房產嗎》指出「台灣

居民因生活需要，可在大陸限購一定面積的自住商品房。限購數額按照房屋所在城市地

方規定辦理。」上述通知顯示，目前中國大陸國台辦對於台灣人在大陸買房的具體規範

不明確，大方向是港澳台居民購置房地產需要在當地工作、學習和居留證明，比境外人

士來得寬鬆。並且，自住商品房的限購數量與面積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 

雖然全國性的規範不清晰，但台商與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租用土地使用權與購買商

品房有數十年歷史，過去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買房的限制更少，因為早期中國大陸的沿

海城市需要港澳台的資本來投資，有專門賣給港澳台人士的房地產小區。受訪者提及：

「前些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早期是需要像港澳台的人來投資，所以那時候就很好地待遇給

你…廣東最早有房地產的時候是建一個小區，只賣給港澳台的人…沿海那些城市經常地

名有華僑新村諸如此類，專指國外回來的港澳台，包括境外來的人，賣給他們。但大概

到 2000 年以後，各種原因吧，我的理解就是因為境外人士持有資產太多的話，對他（指

中國大陸政府）來說難以控制，所以慢慢不像以前那麼開放，反而是封閉態度。」 

迄今，因為中國大陸政府開始遏制部分城市房價上漲過快、和境外資本投注太多在

房地產的問題，台灣民眾購買房地產的規範開始與戶籍管制人口類別掛勾，但具體來說

會分到哪一個類別（戶籍人口、持居住證者，或是新增其他類別等）仍待觀察。初步假

設台胞證持有者，以後會和居住證持有者設定相同的買房權利跟限制，但各個城市歡迎

或依賴台資的程度不同，仍待持續注意各地方政府針對港澳台民眾制定的規定。 

關於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買車與擁有取得車牌的條件，港澳台民眾在中國大陸購買

動產沒有限制，取得車牌的資格則依循地方政府既有的規範。例如，台灣民眾在北京取

得車牌搖號資格需要：「一、本人名下無本市登記之車輛；二、本人名下無應報廢而未

辦理之車輛；三、具有效駕照；四、持五年有效的《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五、

在北京居住一年以上之有效臨時住宿登記證明。」另外，台灣民眾要在上海參與車牌拍

號資格，則是具有效期六個月以上中國大陸公安部核發《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或

外交部核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證》即可。 

配合中國大陸政府意圖吸納專業人才的願景，近年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獲得專業技

術證照有眾多開放措施，涵蓋醫師、律師，且開放多項專業資格考試。例如 2008 年國

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告《關於台港澳醫師獲得大陸醫師資格有關問題的通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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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辦 2008）提及「自 2008 年起，具備下列條件並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

及其有關規定的台灣地區、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醫師，可以申請獲得大陸相應類別的

醫師資格，包含：一、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取得台灣地區或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合

法行醫資格滿五年的台灣地區、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二、具有台灣地區、

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專科醫師資格證書；三、在台灣地區、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醫

療機構中執業。同時符合上述條件的台灣地區、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醫師，可以根據

其執業類別相應申請獲得大陸臨床、中醫和口腔類別的醫師資格。」上述規定對 2007

年以前在台灣獲得執照且執業五年以上醫師廣開大門，可獲中國大陸執業資格。 

台灣律師依照國台辦 2017 年 5 月 10 日公告《大陸有關部門出臺一批便利臺灣同胞

的政策措施》（國台辦 2017），第五點提及：「司法部決定進一步擴大法律服務對台開放。

臺灣律師事務所在大陸設立代表處的地域範圍，將由現在的福建省福州市、廈門市擴大

到福建全省、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和廣東省；允許已在大陸設立代表機構且該代表

機構已成立滿三年的臺灣律師事務所，在其代表機構所在的福建省、上海市、江蘇省、

浙江省、廣東省與大陸律師事務所聯營；允許上述省市的律師事務所聘用臺灣執業律師

擔任律師事務所法律顧問，提供臺灣地區法律的諮詢服務。」稍微放寬法律服務範圍。 

再者，關於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考醫師、律師、註冊會計師與建築師等的專業技術

證照資格，2012 年 11 月國台辦提出《面向臺胞開放的專業資格考試》（國台辦 2012）、

2013年12月再提出《大陸已向臺灣居民開放39類（40項）專業資格考試》（國台辦 2013）

指出包括醫師、會計師、律師、註冊建築師、專利代理人等，凡是符合報名條件的臺灣

居民均可報考，考試合格就可以取得相應的資格證書。 

此外，前述《大陸有關部門出臺一批便利臺灣同胞的政策措施》提及「人社部擴大

臺胞在大陸事業單位就業試點地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決定在已開放福建、江蘇、

天津、上海、浙江、湖北 6 省市的基礎上，新增北京、河北、山東、廣東、廣西、海南

6 省區市為開放臺灣居民在大陸事業單位就業試點地區。臺灣居民可在試點地區高校、

公立醫院等事業單位就業。」上述規範讓台灣民眾可以到各試點地方事業單位就業，主

要是醫生可以進入公立醫院，博士可以進入高校就業。 

總之，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購買房地產，可能會朝卡式台胞證和各地方的居住證有

相同的買房權利跟限制的方向，也有可能會地域化，由地方政府針對港澳台民眾另立規

定。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取得車牌亦受不同地方政府規範。另外，中國大陸所需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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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證照考試對台灣民眾廣開大門，對於醫師與大學教授等專業職業，更有擴大承認與

擴大地方試點（開放台灣專業者進入執業）的舉措。不過總結來說，台灣民眾在中國大

陸購買房地產或動產的權益，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日益受限。 

3.5 小結 

從 2004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2007 年的《物權法》，到 2017 年 3 月通

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上述規範演進透露中國大陸對私人產權治理朝向制

度化方向前進。然而實際上，私有物權（動產和不動產）仍受中國大陸人口治理的三層

體制、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利益所影響。因此，為在中國大陸整體發展方向之下，地方

政府仍維持其利益，就會對私人物權取得建立戶籍限制：包含在特大城市房地產的限購

令、在中大城市購買房產跟落戶脫鉤，讓購買房產在積分入戶的比重下降。 

再者，雖然明確保障私人物權，居住證改革跟擁有動產的資格很大程度因地而異。

在北京市擁有車牌與居住證改革是相關的，原則上戶籍人口、港澳台人與外國人和持居

住證者獲得車牌的機會是均等的；而在上海的拍賣制度下，擁有車牌的機會則有戶籍人

口、持居住證者的身分差異，並且被個人經濟實力所決定。 

在專業技術證照上，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取消眾多地方職業資格證照，讓全國性職業

跟執業資格的證照意義增強。並且，也因證照制度的逐漸改革跟完備，使得專業技術人

員職業資格，成為中國大陸民眾到大城市落戶的重要積分條件。從不動產、動產到人力

資本，我們的新三層制模型有效解釋了中國大陸產權保障的動態改變。 

總體而言，中國大陸的土地權利仍然城鄉有別，無法讓宅基地小產權房流通，城鎮

住房的產權保障則逐漸強化，大型以上城市的限購令保障了城市房價與本地戶籍人口的

利益，車牌等動產登記仍對非本地戶籍人口有所歧視，全國性的證照正在取代地域化的

證照，使戶籍管制城市向專業人士開放落戶管道。最後，台灣民眾的產權保障似乎比較

近似於居住證持有者，從過去購買不動產的優惠條件到現在的限制條件，呈現「台胞」

身分貶值的一面。我們在最後一章將會整體回顧此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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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居住證改革與社會安全制度 

本章介紹中國大陸居住證改革與社會安全制度的關係，中國大陸的社會安全制度主

要包括五大社會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與生育保險，以及農

村與城鎮的社會救助制度（林宗弘、吳介民 2013）。首先，中國大陸的社會安全制度主

要延續了舊三層式的福利階層化—延續幹部、單位與戶口分類，塑造了各類社會保險被

保險人的權益；第二，從舊三層制到新三層制，國企職工的特權，被獲益人口擴張的城

鎮職工保險稀釋，但未強迫納保，導致新近城市移民的保險覆蓋率成長有限。第三，在

碎裂的威權主義與中央地方的委託代理關係影響下，社會保險的地域化差別仍大（施世

駿 2009）。在地方幹部眼中，社保基金就是財政的一部分，社保基金結餘時，成為未能

有效運用又令人垂涎的資金，形成貪腐溫床，社保基金虧空時必須由地方政府撥款支應，

變成財政負擔。在中央政府制度設計不明確之處，地方幹部依據自己的政策偏好，透過

調整投保薪資、費率、覆蓋率、請領規則等，來調控被保險人的人口結構與社保基金的

收支 （林宗弘、吳介民 2013），導致全國制度難以整合。2013 年，中共 18 屆三中全會

提出養老制度與醫療制度改革，其後國務院公布《關於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

險制度的意見》（維基文庫 2014）、《關於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通知》（2016）等，

重點在於城鄉養老與醫療保險併軌，由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與財政部共管（人力資源

與社會保障部 2016），至於「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似乎尚未定案。 

在社會救助方面，2015 年中國大陸的城鎮低保獲益者為 1701 萬人、與農村低保獲

益人口 4903 萬人，加上農村五保進 517 萬人，已經超過總人口的 5%，建立了殘補式的

社會福利底線，然而其現金給付偏低、五保制度財政負擔仍在農村且制度弊病較多，在

2012 年後，對上述社會救助人口的資格審查日趨嚴格，總獲益人口甚至逐年下滑，因此

不足以改變新三層制人口分類的福利階層化架構。 

《社會保險法》通過之後，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與財政部《關於階段性降低社會

保險費率的通知》（2016）等最新法令規範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率單位負擔投保薪

資 20％左右，有全國齊一與下降趨勢，例如上海市單位保費由 21%下降到 20%，廣東

省維持 14%，其餘各省調降到 19%（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 2016）；職工個人為 8％，

職工醫療保險費率為資方 6%左右，職工個人 2%，失業保險費率總和 1%，勞方個人出

一半；工傷保險單位費率在0.25%-1.75％之間；生育保險單位費率不超過工資總額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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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去相比根據前述通知均有調降。1在職工之外的本地戶籍人口亦可投保城鎮居民基

本養老保險，費率為投保薪資之 20％；根據 2016 年《國務院關於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

療保險制度的意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費率約為當地薪資的 8%，地方財政有補助，

實際繳費標準由地方政府決定。 

由於中央政府對保險費率有較為清楚的規範，地方政府主要透過投保薪資與覆蓋率

來對社保基金進行財政操作：若人口老化導致社保基金有虧空之虞時，城市化或工業化

程度越高的地方政府，就會提高投保薪資與覆蓋率；反之，城市化與工業化程度較低、

需要降低勞動成本以吸引外資的地方政府，就會壓低投保薪資與覆蓋率、甚至調整社保

費率 （Huang 2014）；投保薪資、覆蓋率、投保費率與請領規範因而地域化，又使得帳

戶跨區移動與異地領取保險金變得非常困難，各省省內統籌尚未全面達成，全國統籌則

還需要五年以上，才能實現社會保險權益的異地移轉（林宗弘、吳介民 2013）。 

社會保險的整體覆蓋情況。2008 年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大幅度補充 1994 年

實施之《勞動法》，特別是勞動合同與社會保險之間的規範，需以書面確認。勞動合同

法牽涉到社會保險條文主要有第 17 條與第 38 條，第 17 條規定勞動合同需載明勞資雙

方對社會保險的約定，第 38 條規定用人單位若未能依法為勞動者辦理社會保險，勞動

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與社會保險法都沒有強制加保，留給地方政府操作覆

蓋率的彈性空間；保險覆蓋率因地而異。中國大陸學者鄭秉文、孫永勇（2012）統計分

析指出，過去台商員工投保社保比例最低。近年來例如寶成集團面臨員工抗爭，已經導

致台商提高員工投保社保的比例（陳志柔 2015），對營運成本造成衝擊。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保險覆蓋率的算法不同。國家統計局只提供五種保險的年末

參保人數，以養老保險為例，年末參保人數當中包括在職職工已投保者、城鎮居民投保

者與已退休者，將逐年退休的受益人納入參保人數計算之列，使得參保人數不斷上升。

某些地方政府提供了保險覆蓋率的資訊，通常是以職工（往往只計算國有事業與企業單

位職工人數）當成分母，已經參加養老保險的所有就業者（包括民營企業的外來農民工

與參加居民保險的個體戶等）與領取退休金者當成分子，算出來的覆蓋率有時超過 100%。

在本研究中，我們認為合理的「就業人口養老∕工傷∕失業∕生育保險覆蓋率」公式應該是

非農就業者當中的投保者總人數除以非農就業者的總人數；依此公式，養老、工傷、失

                                                 

 
1參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關於階段性降低失業保險費率有關問題的通知》(2017)，感謝林永法

顧問提供最新的社會保險制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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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育保險應該以職工保險與居民保險的參保總人數（不包括退休者），除以第二產

業與第三產業就業者的總人數，以下依此計算全中國大陸職工∕居民養老保險、以及工傷、

生育、失業保險的保險覆蓋率。另一方面，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覆

蓋率大有問題，中央政府與各級政府數據不符，全國數據將新農合併入醫療保險參保人

數，地方政府統計數據上下震盪，卻沒有反映在全國數據上（林宗弘、吳介民 2013）。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16），《中國統計年鑑》2002-2016 各年度 

圖 4.1 中國大陸五大社會保險在全國工業與服務業人口中的覆蓋率，2001-2015 

圖 4.1 呈現了五種社會保險從 2001 年到 2015 年間在工業與服務業就業人口中的覆

蓋率，亦即以被保險人數除以全國就業人數的比率，不包含退休人口。由過去十年全國

統計數據的趨勢可以發現：除了醫療保險被新農合數據拉高到 38%，其他四種保險—養

老、工傷、失業與生育保險在工業與服務業就業人口當中的覆蓋率為 34%、28%、22%

與 23%，2009 年後受到勞動合同法通過之影響，各項社會保險覆蓋率略有提升，但整

體覆蓋率仍低。其次，醫療保險覆蓋率因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簡稱新農合）推動而在

2009 年大舉提高，是因為分母未改變—分母僅有工商業就業者，但投保人數增加主要來

自新農合所致，若將新農合被保險人扣除，則其在工業與服務業勞動力覆蓋率並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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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所分析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裡，非本地戶籍常住人口的醫療保險覆蓋率不到

10%，居住證暫行條例通過之後對社會保險覆蓋率的影響可能很有限。 

4.1 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險 

如導論所分析，中國大陸的社會安全制度原先奠基在單位制度上，在改革開放過程

中逐漸使國企擺脫公共服務責任，並且讓社會安全制度轉化成城鎮戶籍居民所能獲得的

公共服務，勞動合同法與社會保險法的實施則逐漸使職工保險的被保險人擴大到領有居

住證的常住人口，但是在社會保險屬於自願性質且覆蓋率不足時，常住人口可能不願意

投保，而且領有居住證者仍不能投保城鎮居民保險。以下我們將分別簡介中國大陸的人

群分類與相應的社會保險權益，探討居住證改革的影響。 

幹部優勢。根據 1978 年的《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和《國務

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以及 1982 年頒布《關於確定建國前幹部參加革命

工作時間的規定》，黨與國家幹部退休金是政府保障的「終身俸」，經調整後所得替代率

超過 100%，造成國家財政負擔，目前正在進行公務員養老保險的改革，但似乎僅限於

省級以下地方幹部。以北京市為例，單位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以下簡稱單位繳費）的

比例為參加機關事業單位投保工資基數的 20%；個人繳納 8%，由單位代扣。醫療方面

也面臨改革，根據《2009-2011 年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中央直屬單位幹部

仍然維持公費醫療，地方幹部在 2012年起加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依據王紅茹（2016）

披露的數字，2016 年中央所屬國家公務員為 716.7 萬人，所有公務員近五千萬人，因此

可以推估有四千萬以上現職的地方或基層幹部的公費醫療與養老已開始改革。 

養老保險。2010 年底，中國大陸通過實施《社會保險法》，第二章規定中國大陸的

養老保險依據被保險人分為三類：以有城鎮戶口之國有事業與企業單位受雇者為主、民

營企業就業者（未必需要城鎮戶口）為輔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由城鎮戶口個體戶與未

穩定就業者所構成的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以及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

其次，《社會保險法》22 條規定地方政府可以「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社

會養老保險合併實施」（林宗弘、吳介民 2013）。2014 年 2 月 7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宣

布決定合併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城居

保），建立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但城鄉的投保金額與檔次仍有差異。 

醫療保險。與養老保險類似，《社會保險法》規範醫療保險仍然延續了改革開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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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單位與戶籍的三分法—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簡稱職工醫保）、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簡稱居民醫保）與新型農村醫療合作醫療（簡稱新農合），並且將新農合覆蓋率視為

幹部評鑑指標之一。其次，三類基本醫療保險有核銷上限，不易分擔大病風險，發展較

早、外來人口越多與老年人口越多的城市，越傾向建立多種附加醫療保險，使健康不平

等惡化（Huang 2014）。各地方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與新農合之

間被保險人身分改變時要補繳保費差額，異地核銷與移轉困難（林宗弘、吳介民 2013）。

2016 年《國務院關於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與新農合整合成為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的不同檔次保險。 

工傷保險、生育保險與失業保險都可以視為是城鎮職工養老與醫療保險附屬的保險

項目，不包括非職工的城鎮居民與農民。以下我們先介紹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險制度，其

次是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險制度，最後則是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險情況。 

4.1.1 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險制度 

投保薪資。1995 年《關於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規定「提高個人

繳費比例的幅度，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各地區職工工資增長等情況確

定。基本養老金可按當地職工上一年度平均工資增長率的一定比例進行調整，具體辦法

在國家政策指導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社會保險法》並沒有改變

地方政府對養老保險投保薪資與級距的決定權。「市上年度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是以

國有單位（黨政、國有事業與企業）職工為計算基礎，經地方幹部審核，由地級市或省

級單位發布的數據，並非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報酬及指數」亦即所有

勞工平均薪資。由於退休金是目前職工工資與過去投保薪資的函數，提高工資指數會增

加保險收入與支出的差距。例如，從 2009 年起，四川省全省平均工資長期超越省會成

都市平均工資，可能是四川省要提升保險收入所致（林宗弘、吳介民 2013）。 

提撥費率。如前所述，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率目前多數省分為 19%－20%；職工個

人 8％，職工醫療保險費率資方 6%左右，職工個人 2%，失業保險費率總和 1%，勞方

個人出一半；工傷保險單位費率在 0.25%－1.75％之間由單位負擔；生育保險單位費率

不超過工資總額 0.5%。 

保險給付。為應付國企私有化，1997 年《關於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

度的決定》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帳戶管理暫行辦法》等法令將收費方式與給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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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掛勾，規定單位職工區分為老人、中人與新人三類，其界限一般是 1998 年 1 月 1 日

（各地方政府略有差異），在 1998 年以前退休者稱為老人，依據過去的法令標準實施退

休金給付（所得替代率 100%，按工資或物價指數調升），1998 年已就業者稱為中人，

實施基礎養老金與個人帳戶，加上一筆補償中人的過渡性養老金，1998 年後就業者實施

新的基礎養老金與個人帳戶養老金混合制，由於上述中人與新人養老金之基數計算，無

法依據通貨膨脹調整，在 2005 年《國務院關於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

改為與地方政府（通常是地級市）平均工資掛鉤的計算公式： 

基礎養老金=（市上年度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本人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 2 ×繳費

年限（含視為繳費年限）× 1%； 

個人帳戶養老金 = 個人帳戶積累額 ÷ 計發月數。 

在基礎養老金公式中的「本人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指退休前投保薪資佔當年

度平均每月工資的比例，在個人帳戶養老金公式中的「計發月數」，有官方公布全國統

一計算公式，通常與該退休年齡的平均餘命有關（例如在 2015 年，53 歲退休者估計壽

命為 68 歲，可將個人帳戶分為 180 個月領取），活到超過平均餘命溢領由地方政府承擔

（俗稱「兜底」）。在退休時投保年資未達 15 年者，無法領取基礎養老金，只能一次領

取個人帳戶累積額（林宗弘、吳介民 2013）。 

退休年齡。職工：（一）男年滿 60 歲，女年滿 50 歲，連續工齡滿 10 年；（二）從

事井下、高空、高溫、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者其他有害身體健康的工作，男年滿 55 歲，

女年滿 45 歲，連續工齡滿 10 年，適用於工作條件與工人相同的基層幹部；（三）男年

滿 50 歲，女年滿 45 歲，連續工齡滿 10 年，由醫院證明，並經過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

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四）因工致殘，由醫院證明，並經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完全喪

失勞動能力者可退休。1990 年代末，在 111 個試點城市名單內的破產國企職工可提前 5

年退休；資源枯竭型破產關閉企業職工可再提前 5 年退休。城鎮就業的農村戶籍勞動者

可以納入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但異地投保年資難以接續（林宗弘、吳介民 2013）。 

職工基本醫療保險。1998 年《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中央

政府規定醫療保險參考費率為企業單位支付投保薪資的 6%，個人支付投保薪資的 2%，

前者的七成屬於統籌款、三成也就是 1.8%與個人保費一起存入個人帳戶，每月扣繳，

繳足 25 年後可不再繳，門診和住院仍可核銷。個人帳戶可核銷門診費用，由職工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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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支配，住院開刀等按社保醫療範圍，由統籌款報銷費用，有年度報銷上限（比如 18

萬元以內）與核銷比率（例如最新規定住院可報銷 75%醫藥費）。值得注意的是，多數

地方政府在 1998 年建立職工醫保時與養老保險掛勾，通常以 1998 年 1 月 1 日為界，依

據養老保險之「老人」、「中人」與「新人」將醫療保險核銷比例與報銷上限分為三等，

老人享有公費醫療，新人才有核銷上限與核銷比例，超過保險額度的大病經常要自費，

中人的核銷比例或核銷上限通常會比新人高但是比老人低（林宗弘、吳介民 2013）。 

工傷保險。雖然工傷保險是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附加險，其管理與醫療保險獨立運

作。依據《社會保險法》第 30 條與第 36 條規定，應由工傷保險支付的醫療支出就不可

以由醫療保險支付，使得工傷保險必須經過工傷或職業病認定才能獲得保險補助。《社

會保險法》第 38 條規定工傷保險的補償範圍，除了全額醫療費用與單次的傷殘補償金

（與台灣勞保類似）以外，還包括住院伙食補助費、跨區醫療交通食宿費、安裝輔具與

生活護理等費用，比醫療保險更優越，因此有工傷嫌疑的病患，即使已經有醫療保險可

支付醫藥費，多數仍願意選擇等待工傷保險補償。2011 年《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疑似

工傷患者需向地方社保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書》，勞方必須舉證，由勞動部門認定

是在工作時間與工作地點受害或患病並進行《職工工傷與職工病致殘程度鑒定》，才能

申請工傷保險金，在流程中勞資雙方可以和解。工傷認定期間若資方耍賴，醫藥費經常

必須由工人先行支付，對病患造成就醫困難。工傷認定成功後若資方拒賠可以由保險基

金墊付。為此中國大陸政府又在 2011 年頒布《社會保險基金先行支付暫行辦法》，給予

地方社保機構代位求償的請求權，社保機構墊付工傷醫療費用後，可以強制扣繳或扣押

資方資金或以財產拍賣來償債。此外，社保單位可向企業要求賠償拖延期間的利息損失

與行政規費。總之，與醫療保險相比，工傷保險僅覆蓋城鎮職工、費率偏低、結餘較少

而且地方政策差異有限，較可能進行跨區域統籌與移轉，保險覆蓋率逐漸提升，但醫療

保險與工傷保險間存在漏洞，導致勞資爭議與醫病關係的障礙（林宗弘、吳介民 2013）。 

生育保險。在中國大陸國務院的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中，生育保險也劃歸醫療保

險司主管，可以視為職工醫療保險的附加險。《社會保險法》規定男女雙方都必須加入

生育保險，未就業配偶也可獲得生育補助，男女雙方之一可獲得有補助育嬰假。此外，

由於過去「計畫生育」一胎化政策執行需要承擔避孕、檢驗、手術與人工流產支出，在

生育保險修法之後改由生育保險支出，減少各級計畫生育委員會對「開放二胎」的抵制。

當然，生育保險不給付違反計畫生育行為—例如偷生第三胎、人工授精或代理孕母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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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費用。比起醫療保險的地方多樣性，生育保險問題相對較小（林宗弘、吳介民 2013）。 

失業保險。僅覆蓋城鎮職工而且非強制性。《社會保險法》中規定失業保險的給付

條件是繳費至少一年，並且依據繳費年資分為三級：「失業前用人單位和本人累計繳費

滿一年不足五年的，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期限最長為十二個月；累計繳費滿五年不足十年

的，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期限最長為十八個月；累計繳費十年以上的，領取失業保險金的

期限最長為二十四個月。」。根據《社會保險法》第 45 條規定，在城鎮職工當中，失業

人員應該符合加保一年以上、非志願性失業、與進行失業登記並有求職要求這三大條件。

同法第 50 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及時為失業人員出具終止或者解除勞動關係的證明，

並將失業人員名單自終止或者解除勞動關係之日起十五日內告知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失

業人員應當持本單位為其出具的證明，及時到指定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失業登記。」

結果，與台灣「就業保險」獲益比率偏低的情況類似，中國大陸的企業職工經常因為不

易取得「終止或解除勞動關係證明」而難以獲得失業補助。由於中國大陸官方城鎮職工

失業率是用登記失業做為計算基準，失業保險難以領取使得失業率被嚴重低估。例如，

中國大陸一位旅美學者甘犁統計分析發現，2012 年 6 月中國大陸城鎮失業率是 8.05%，

是國家統計局登記失業率 4.1%的將近兩倍（Orlik and Tom, 2012）。 

4.1.2 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險 

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在 21 世紀之前，國有單位之外的城鎮或農村居民都沒有

退休保障。2001 年勞動保障部《關於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

將個體就業人員納入養老保險規範：「男年滿 60 周歲，女年滿 55 周歲時，累計繳費年

限滿 15 周年的，可按規定領取基本養老金。」《社會保險法》通過後，城鎮居民基本養

老保險仍只覆蓋本地戶口，費率為投保薪資之 20％，不包括領取居住證的常住人口（林

宗弘、吳介民 2013）。2014 年國務院《關於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

見》發布之後，已經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整合為兩個不同檔次的養老保險。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居民醫保與職工醫保的繳費基數、保費與保障相差甚遠。

自 2007 年開辦以來，居民醫保費率與基數仍因地而異，通常其基數是城鎮最低生活保

障的收入標準，費率為 8%上下，一年繳一次，停繳即終止保險。居民醫保的身分別通

常區分為小孩學生、老人與成年居民三類，區分身分的年齡標準（老人）、起付標準（自

付額）或報銷比例都是由地方政府決定，中央政府依據被保險人的人頭數，給與地方政



71 

府醫療統籌部分財政補助。在就醫時，居民醫保的給付條件通常比職工醫保稍差（林宗

弘、吳介民 2013）。2016 年《國務院關於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已將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與新農合整合為不同檔次的城鄉基本醫療保險。 

4.1.3 農村的社會保險制度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依據是 2009 年的《關於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

的指導意見》，分為個人帳戶與社會統籌，個人繳費以當地（縣）上一年農民人均收入

為繳費基數，費率為 4%~8%，農民自願多繳不超過 15%，其個人帳戶領取年資與計算

標準跟城鎮職工或居民養老保險類似（林宗弘、吳介民 2013）。2014 年國務院《關於建

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發布之後，已經與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整合，

然而農村被保險人屬於為偏低檔次的養老保險。 

新型農村醫療合作醫療。新農合主要依據 2006 年國務院頒布的《關於加快推進新

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的通知》。資金來自兩個部分，財政補貼為中央政府與省級政

府各半，省級以下政府不負擔財政責任，依被保險人之人頭計算逐年調整，2009 年每人

財政出資 80 元，2012 年達到 240 元，負責支應大病統籌款；合作保險則類似個人帳戶，

個人繳交一定金額來核銷小病開支。與職工醫保或居民醫保相比，新農合有好幾個制度

弱點：首先，可用合作帳戶報銷的上限非常低（許多省分最高 200 元），此外，多數省

份有起付標準（自負額）。其次，新農合通常先付款後報銷。在城市地區，被保險人可

以拿到與身分證相同號碼的社會保障卡（簡稱社保卡），某與台灣的健保卡類似，可以

直接刷卡扣款；新農合通常沒有發放社保卡給農民，必須先付款拿到單據後到社保單位

報銷。部分地區（例如上海市）發放新農合卡可以發揮類似社保卡功能、或山西省對部

分疾病實施官訂費用，但上述保護農民政策未全面推行。第三，新農合僅適用於部分指

定醫院，各家醫院同意核銷比例不同，某些醫院只能打 5~9 折核銷（陳玉蓓，2012）。

最後，2016 年《國務院關於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已將城鎮居民基本

醫療保險與新農合整合為不同檔次的城鄉基本醫療保險，並且要求全國統一整併各種報

銷比例或上限、附加保險與核定給付的醫療項目，執行成果還不清楚。 

4.1.4 身分移轉與異地移轉 

1993 年《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管理規定》第 16 條就提到「凡跨地區流動的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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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同制職工，轉出與轉入地的社會保險管理機構應予以辦理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轉

移手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按照轉出地區人民政府規定的繳納標準（不扣管理費，不計

利息）轉移。新招勞動合同制職工轉移前後的繳費年限合併計算。」但是大部分地方政

府與企業沒有依法實施，《社會保險法》19 條規定養老保險可以隨本人移轉，依據投保

時的相關規定分段計算、統一支付，以解決過去不同身分類別無法轉換與無法異地領取

養老保險金的問題，然而上述規範仍有疑義。迄今為止，在農村已經參加新農保者，進

城工作時改投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原先繳納的新農保只能封存

或辦理退保手續。中國大陸政府仍在研擬《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暫行辦法》，該暫行

辦法第三條規定「參保人員跨省流動就業的，由原參保所在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以下

簡稱社保經辦機構）開具參保繳費憑證，其基本養老保險關係應隨同轉移到新參保地。

參保人員達到基本養老保險待遇領取條件的，其在各地的參保繳費年限合併計算，個人

帳戶儲存額（含本息，下同）累計計算；未達到待遇領取年齡前，不得終止基本養老保

險關係並辦理退保手續」，這使得廣東省短暫出現農民工「退保潮」，理由是因其並未取

得廣東省戶籍，擔心在廣東省繳交高額個人帳戶養老保險金短期內無法領回，或者是在

返鄉（例如四川省與湖南省）之後被折算成較低的投保薪資（林宗弘、吳介民 2013）。  

《社會保險法》亦宣示「個人跨統籌地區就醫的，其基本醫療保險關係隨本人移轉」，

然而，醫療保險地域化導致醫療基金轉移困難，目前雖然有不少省分各自簽約展開異地

連線核銷，醫療費用異地核銷尚未全面實現。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2016）所規範的

集資額度、核銷上限與核銷比例等具體規定仍因地而異，無法解決遷徙人口醫療保險異

地流轉的問題，通常只能退保再加保（林宗弘、吳介民 2013）。結果，醫療保險成為地

域化與貧富分化最嚴重的社會保險（Huang 2014）。 

4.2 社會保險的管理與危機 

在本節我們將介紹中國大陸社會保險制度的主管機關，以及主要的三個管理問題：

首先是缺乏監督的基金貪汙與投資失敗等管理風險、其次是人口老化與經濟成長遲緩可

能造成的基金虧空、第三個問題則是過去的地域化發展造成社會保險難以整合。 

4.2.1 主管機關 

中國大陸所謂的社會保障基金經常用來指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所管理的兩類基



73 

金。中央政府管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是國企破產或民營化與下崗分流的政策遺產，

設立於 2000 年 8 月，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來源有四：國有股上市融資劃撥股權、財政公

益金、投資收益和財政撥入資金。2010 年《社會保險法》第 71 條將之合法化，由國務

院相關單位負責監管。依據 2009 年發布的《境內證券市場轉持部分國有股充實全國社

會保障基金實施辦法》，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可以委外操作，是中國大陸各大國有銀行與

金融機構的幕後金主，其主要持股包括中國銀行（9.99% H 股）、工商銀行（14.99% H

股）、交通銀行（11.3%，佔 H 股 24.09%）、中信証券（9.94% H 股）、中國信達（8%），

是中國大陸金額最大的私募基金投資人，持有渤海基金、鼎暉投資、弘毅投資以及中信

產業基金等著名私募基金股份，根據 2006 年通過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境外投資管理

暫行規定》，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能以其總資產 20%為上限用於海外投資，成為全球最大

的主權基金（楊楊 2010）。儘管法令規定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盈餘可補貼各地方社會保險

虧損，事實上很少發生。至今為止，地方社保基金仍然由地方政府管理。 

在 2008 年《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議》通過，由人事部、勞動與社會保障

部等單位合併成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簡稱人社部），確定中央政府管理權威；在黨

國體制下，人社部門不只是一般勞動或社保管理部門，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

部（簡稱中組部）相應的行政機構之一，各級人社部領導通常兼任中組部副部長或副書

記，而中組部又是主管黨員與幹部升遷的決策單位，因此，人社單位領導（各級組織部

第二把手）往往是同一層級的主要黨政領導成員之一。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下轄 26

個司級單位，包括養老保險司、醫療保險司、工傷保險司與失業保險司，以及農村社會

保險司與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司，還設有離退休幹部局來管理幹部退休與醫療支出；養老

保險司只管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與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劃歸農村社會保

險司，該司還設有一個「徵地居民保障處」，針對農民徵地補償研擬對策。工傷保險司

要負責工傷鑑定法規方面業務，醫療保險司也主管生育保險。除直轄市外、省級單位的

社會保險機構薄弱，只負責政策指導、統計數據收集與監管（林宗弘、吳介民 2013）。 

直轄市、省以下的省會城市或地級市一層的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是直接面對被保

險人的機構，依據法令，每個地方社保單位必須將五種社會保險基金分類管理，各自設

立養老保險基金、醫療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生育保險基金與工傷保險基金；後面

三種基金是確定給付制，設立兩個帳戶就能統收統支（中國大陸俗稱「收支兩條線」，

亦即把繳費與出納分成兩個帳戶）之外，養老保險基金與醫療保險基金都必須給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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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立個人帳戶，按月入帳，未經個人同意不得使用。通常，省會都市的人力資源與社

會保障局位階較高，局內有近三十個處級單位，其中有四到六個主管社保的政策單位。

到了比省會城市行政層級略低的各地級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編制有十五到二十個

科級單位，地級市以下各區、縣或街道情況各異，總之，只要遵守養老、醫療、工傷等

五大保險各自建帳運行的規範，每個城市自主管理空間很大（林宗弘、吳介民 2013）。 

4.2.2 社會保險管理的貪腐與金融風險 

對社保基金財務運作的具體規範，主要來自財政部 1999 年頒布的《社會保險基金

財務制度》，規定要收支兩條線管理且不得挪用，《社會保險法》68 條則規定，社保基金

需「存入財政專戶」、第 69 條規定社保基金「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國務院規定投

資運營實現保值增值。」此外，社保基金「不得違規投資運營，不得用於平衡其他政府

預算，不得用於興建、改建辦公場所和支付人員經費、運行費用、管理費用，或者違反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挪作其他用途。」在用途限制上，《社會保險法》的規定相對清晰，

然而，對社保基金由誰徵繳與操作，法令規定相當模糊空泛（林宗弘、吳介民 2013）。 

實際上，辦理社保機關與基金徵繳機關，在地方上未必相同。2011 年中國社會科學

院所出版的《社會藍皮書》揭露地方社保基金管理實況，在 32 個社保統籌單位中，只

有 15 個省市將基金全額交給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管理；安徽與部分一線城市如廈門與寧

波，將社會保險基金繳納與管理交給稅務單位；另外，有河北與江蘇等 15 個省市將社

保基金分類管理，一部分由社保單位收繳與管理、另一部分由稅務單位收繳與管理（汝

信等人編著，2011: 57），顯示多年來有超過一半省市分不清社會保險收入是稅（財政中

的非預算收入）、還是費（保險為獨立帳目），以及是否納入財政帳戶裡統收統支。 

在基金投資方面，社保基金的運作主要仍沿用 1995 年《關於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

險制度改革的通知》與 1999 年《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例》等舊規範。前者規定：「根

據養老保險基金的結餘額，除留足兩個月的支付費用外，百分之八十左右應用於購買由

國家發行的社會保險基金特種定向債券，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自行決定基金的其他用途。

養老保險基金營運所得收益，全部併入基金並免徵稅費。」總之，養老保險結餘八成須

購買「特種定向債券」，剩下的兩成與盈餘怎麼處理不清楚（林宗弘、吳介民 2013）。 

所謂的「特種定向債券」指的就是政府公債，過去是由中央政府以指令方式下達專

門給社保基金購買的國債（財政部勞動部 1995）。在 2009 年以前，中國大陸各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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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透過中央政府統一發行國債，其中特種定向公債常配額給各省財政與社保單位購買，

然而，地方社保基金所持有的公債通常不到其基金結餘八成，有近半是銀行存款與其他

投資。2009 年起，《地方政府債券預算管理辦法》規定地方政府在財政部核准之下可以

發行地方政府公債，其中第五條規定地方政府公債只能用於「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民

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基礎設施，生態建設工程，地

震災後恢復重建以及其他涉及民生的項目建設與配套」，儘管使用項目有限，地方社保

基金可購買地方政府公債，成為地方政府財政融通工具（林宗弘、吳介民 2013）。 

此外，跨部會下發的 2004 年《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企業年金的投資範圍

可以從單純的銀行存款和國債，擴展到「其他具有良好流動性的金融產品，包括短期債

券回購、信用等級在投資級以上的金融債和企業債、可轉換債、投資性保險產品、證券

投資基金、股票等」。2011 年底，中國大陸證監會主席郭樹清與中央社保基金理事長戴

相龍公開呼籲地方社保基金應該投資股市，引起爭議；2012 年 3 月，廣東省養老保險基

金以一千億元資金委託中央社保基金進行金融商品投資，但隨後財政部下發《關於加強

和規範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嚴格禁止養老金進入股市公開操作，

並稱廣東省養老金的操作只是試點（張戴維 2013）。然而，2013 年起地方委託中央社保

基金投資股票的方案已經擴大到江蘇、浙江、山東和四川省（第一財經日報 2012）。 

在地方政府層次，社保基金的統籌資金與個人帳戶混帳、又有社保與財政單位插

手管理，在每個政府層級都權責不清，資金使用也不透明，導致碎裂化的管理與嚴重的

監審漏洞。近五年來，從省市級單位以下，幾乎每個層級的社保管理單位都曾經爆發過

嚴重的弊案。林宗弘與吳介民（2013）研究發現，地方幹部管理社保基金從中獲益的方

式大致有三種，首先是挪用公款，若在期限內歸墊便船過水無痕，許多挪用公款案東窗

事發，通常是投資於高風險與高金額的營利事業（包括賭博）卻無法回收所造成的。其

次，則是利用管理保險基金的權力獲取回扣。第三，則是利用人頭戶等方式套取保險金

或養老給付，在最基層的社保單位會有暫收現金，有時基層社保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

盜取這些款項。中國大陸社會保險反映嚴重的委託代理問題；社保基金內控機制失靈可

能導致嚴重的投資失敗與財務虧空（林宗弘、吳介民 2013）。 

4.2.3 人口老化、社保覆蓋率與基金結餘 

由於中央政府僅大致規定五大保險費率與投保薪資，使得地方政府能夠透過本地投



76 

保薪資與級距設定、覆蓋率高低以及微調費率的方式來改變社保基金收支。地方社保基

金收支又與三個結構因素—制度遺產、經濟發展與人口老化有關。制度遺產指的是過去

計畫經濟時代國有單位集中所造成的改制成本，如前所述，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在改制

過程中將企業職工分為老人、中人與新人，老人沒有繳交保費卻獲得最完整福利；結果，

計畫經濟時代的國有經濟佔當地經濟比例越高的地區—尤其是資源枯竭的產油或產煤

地區，例如東北各省，在改革之後留下最嚴重的社保基金赤字。 

其次，經濟發展仍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務。尤其是開發程度較低的中西部省分，

非農就業人口比例偏低時，社會保險往往成為較不被地方幹部重視的業務，社保基金主

要來自職工與城鎮居民，因此經濟發展—尤其是第二產業（製造業）與第三產業（營建

業與服務業）就業人口比例，以及城鎮社保在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就業人口中的覆蓋率，

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社保基金的收入，使得地方幹部政策偏好為「先發展、後社保」。 

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影響了社保基金支出。由於戰後嬰兒潮的老化與一胎

化政策的影響，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地區之一（Frazier 2010）。

中國大陸人口老齡化引起許多保險學者的關注，以宋世斌（2010）之研究為例，其分析

發現在 2040 年以前，中國大陸不僅老人增加，勞動人口也會從七成以上下滑到六成左

右，使得企業職工撫養比從現在的 30%提高到 65%以上，大約是三個工人要養活兩個退

休者，據其估計社會統籌隨收隨付部分的投保費率，必須達到 20%才能損益平衡。中國

經濟學者曹遠征和德意志銀行經濟學者馬駿在 2012 年發布《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

風險》預測認為，在不提高費率等條件下，預估到 2050 年為止，養老保險基金可能達

到中國大陸 GDP 四成，潛藏債務達 18.3 兆元即 GDP 的 5.5%。  

確實，養老保險「混帳」與「空帳」問題相當嚴重；「混帳管理」指的是當社會統

籌與個人帳戶收支不符所需時，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違法互相流轉使用，地方主管基金

者挪用中人與新人的個人帳戶餘額，這就導致個人帳戶的「空帳運轉」。根據中國社會

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 2012》顯示，截至 2011 年底，

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記賬金額約 2.5 兆元，但個人賬戶實有資金 2703

億元，空賬金額高達 2.2 兆元（劉鵬 2012）。依此可以得知，個人帳戶實際存款金額只

有帳面上的 12-13%。在 32 個養老基金統籌單位中（31 個省加上新疆兵團），城鎮職工

養老金收不抵支省市有 14 個，收支缺口達到 767 億元，其中，遼寧和黑龍江的赤字超

過 100 億元，天津、新疆兵團和吉林赤字約 50-100 億元，河南、陜西、江西、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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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上海、海南和重慶的赤字均在 10-50 億元，河北赤字為 1.62 億元；在 18 個收入

大於支出的省份中，廣東省盈餘高達 519 億元，浙江、江蘇、北京和山東也在 200-300

億元之間（王炬鵬 2012）。養老保險虧空最嚴重的省分是遼寧、黑龍江、吉林與新疆，

這些都是計畫經濟時期國有單位集中、目前資源枯竭的省分；其次，養老保險虧空也出

現在社保覆蓋率偏低的中西部省分，例如河南、陝西、江西與湖南各省、與人口最老化

的直轄市，例如天津、上海與重慶。養老保險盈餘者則多半是近年來青壯人口移入最多、

經濟發展後有條件擴大社會保險覆蓋率的東部省市，例如廣東、浙江與江蘇等。從 2006

年開始，大部分省市的養老與醫療保險基金結餘率開始下降，亦即該年度社保基金收支

為赤字。不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的通知》規定未達

退休年齡不可領出個人帳戶基金，有學者認為「老人」漸漸凋零之後，社保財務可能好

轉，赤字可能不會造成太嚴重的社會後果（林宗弘、吳介民 2013）。 

4.2.4 社會保險的地域化 

相對於養老保險面對財務風險與人口老化，醫療保險地域化更嚴重。在醫療保險的

收入方面，各地方政府可以透過三類醫保的細分類—例如職工醫保的投保薪資分類、居

民醫保的投保身分分類、以及職工與居民醫保的覆蓋率、甚至推出附加保險等，來調控

收入與結餘；在醫療保險的支出方面，從起付標準（自付額）、各級醫院的分擔比（核

銷比率）、各類人員報銷上限等，都由地方幹部決定。以廣州市為例，2012 年職工基本

醫療保險企業承擔 8%、本地戶口員工承擔 2%、外地員工由企業承擔 1.2%，此外創辦

重大疾病醫療補助金、過渡性基本醫療保險、補充醫療保險、住院保險和外來從業人員

基本醫療保險等。不同城市建立各種附加保險顯示，地方政府與醫療機構利用複雜的附

加險來截留醫療利益，持續將大病診療與住院服務商品化（林宗弘、吳介民 2013）。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醫療保險的支出受到兩個系統—保險主管單位（人社部門）

與醫療主管單位（衛生部門）的雙重管制。根據衛生部門評定醫院的層級—三級為最高、

次為二級、末為一級，每一級又細分為甲、乙、丙三等，也就是從三甲到一丙共九級醫

院，各等級醫院的門診、藥品、住院與手術的收費標準不同。在醫療支出方面，可依據

付費責任區分為起付標準（俗稱起付線，即自付額），超過起付標準又分為可核銷範圍

與不可核銷範圍，因此地方幹部有調控醫療支出的能力。各地醫保的報銷上限、報銷比

例、與起付標準並不相同，首先，地方社保機構調高起付標準（病人門診自付額）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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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醫保支出，以天津市為例，上述三級醫院之起付標準分別為 500、300 與無須付

費；長春市卻在數年內多次調整起付標準，2008 年以前，省級（一般是三甲）醫院首次

住院起付標準 1268 元，一年內多次住院每次遞減 317 元；2009 年上半年調整為每次住

院均為 1100 元，多次住院不再遞減；2009 年下半年將起付線調整為每次住院 1000 元，

2012 年 1 月起又將起付線大幅上調了 50%高達 1500 元，令醫病雙方都感到十分困擾。

其次，地方幹部可以調整報銷上限，以職工醫保的報銷上限為例，2012 年北京市為 30

萬元、陝西省只有 14 萬元；最後，通常職工醫保、居民醫保、新農合的報銷比例均依

照被保險人年齡逐步提升，報銷比例卻各地不同。以天津市為例，（1）基本醫保包括了

參保的職工與居民，若到公立醫院改革的二級醫院就醫，普通門診的醫療費用納入基民

醫保報銷範圍，年度內起付標準為 500 元，最高支付標準為 3000，報銷比例達 50%。（2）

中檔保障標準則包括了低保人員、低收入家庭救助人員，其住院報銷比例提高 5%，相

應提高籌資標準，所需資金由財政部門全額補助。（3）高檔籌資包括低保、低收戶且為

重度殘疾人員、單親家庭成員、失獨家庭成員、同村五保供養人員、城市三無人員、優

撫對象參加居民基本醫保人員，此範圍內人員個人不繳費，由政府全額補助，並享受高

檔籌資醫保待遇。（4）學生兒童籌資則包括重度殘疾、享受低保待遇、低收入家庭救助、

優撫對象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享受國家助學貸款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此範圍內人員由

財政部門全額補助，並享受高檔籌資醫保待遇。（5）一至六級傷殘軍人，其有工作單位

的由單位按規定繳費，無工作單位的由各區縣民政部門統一組織參保，所需資金由區縣

財政預算安排，此類軍人參加職工基本醫保，個人無須繳費（天津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

步完善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 2016）。上述的分類報銷上限、報銷比例以及老人的年齡限

制的規範與管理，都屬於地方政府權限。最後，由於社保與衛生部門的決策地域化，同

樣的疾病也會出現各縣不同的報銷比率，北京市的癌症患者為例，順義地區病人的報銷

比率為 55%、延慶、懷柔的比例更高，而門頭溝的報銷比例只能達到 40%，理由是希望

疏散外地病人達成分級分流，實際的效果是排除外來人口（《關於做好 2013 年新型農村

合作醫療工作的通知》 2013）。總之，醫療保險涉及地方政府與醫療部門重大利益，其

地域分化最嚴重，全國制度整合有困難（林宗弘、吳介民 2013）。 

4.3 社會救助制度的歷史與現狀 

中國大陸社會安全制度的另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是社會救助制度，同樣受計畫經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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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幹部、單位與戶籍制度的人口分類切割成幾個獨立制度。中國大陸計畫經濟時期的

城鎮社會救助，一般是由單位直接對傷殘、退休職工或貧困職工家屬的養老與醫療經費

進行補助，亦即「企業辦社會」，而且單位各行其是，缺乏全國實際執行社會救助的統

計數據。1992 年以前有「國家優撫安置」（例如傷亡幹部與解放軍眷屬、平反的右派與

下鄉知青，近年來約六百萬人），但是並無針對城市貧困群體的社會救助，1993 年上海

與北京等地開始試驗推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隨著國企改革的退休與失業工人增多，城

市貧困人口迅速增加，國務院 1997 年發布《關于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的通知》（俗稱城鎮低保），以及《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見》

（2012），把城鎮低保當成「社會建設」的施政重點（林宗弘、吳介民 2013）。 

在農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1956）要求保障老弱孤寡殘社員的吃、

穿、燒（燃料）、教、葬，亦即俗稱農村五保，已經曝光的數據—大躍進時期育幼院內

兒童與老人院內老人的死亡率，比一般未接受五保的民眾高出許多，顯示人民公社制度

下所謂的農村社會保障不堪一擊（馮客 2011）。更慘的是在文革期間，許多地方五保戶

還曾經被指為「剝削」他人勞動成果而慘遭批鬥（李彥昌 2004）。1980 年代公社崩潰後，

農村貧困情況嚴重，國務院在 1994 年頒布《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然而該條例將農

村五保制度界定為「農村的集體福利事業」，由三提五統支出，又把財政責任攤派回基

層幹部與農民身上，導致農民抗爭越演越烈，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考慮承擔農村財政。2006

年國務院下令廢除《農業稅條例》，頒布新《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範農村五保經

費來源：「農村五保供養資金，在地方人民政府財政預算中安排。有農村集體經營等收

入的地方，可以從農村集體經營等收入中安排資金，用於補助和改善農村五保供養對象

的生活。」自此，國家財政正式介入農村社會救助。五保主要針對無法勞動的老弱病殘

資助與照護，2007 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在五

保之外又建立一套類似城市低保的貧困家庭現金補助制度（林宗弘、吳介民 2013）。 

本節將介紹中國大陸城鎮低保與農村五保、農村低保這三大社會救助制度。與社會

保險地域化與財政化、相關政策監管不足的情況類似，雖然涉及金額較少，城鎮低保、

農村五保與農村低保也衍生出許多管理問題，除了地方行政人員貪腐外，農村五保人口

一旦接受國家財政「供養」，就必須將土地繳回村集體，有時導致五保資格認定成為地

方政府徵地的工具。最後，我們也將簡單討論所謂社會創新的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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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城鎮社會救助制度 

1997 年《關于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開啟中國大陸政府的

社會救助政策，隨後國務院頒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1999），主管單位是民

政部門，財務管理與審核則歸財政部門。到 2002 年，全國民政部門已經大致建立社會

救助制度雛型，城市低保受益人口暴增，在 2001 年到 2003 年間大幅提高到超過一千萬

戶，近 2300 萬人，2012 年來規模不進反退。城鎮低保僅救助有戶籍居民，包括：（一）

「三無」人員：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法定贍養人或撫養人；（二）領取失業救

濟金期滿仍未重新就業，家庭人均收入低於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三）在職人員和下崗

人員在領取工資、基本生活費後以及退休人員領取退休金後，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於最

低生活保障標準。上述第二、三項人員多半來自國企改革（林宗弘、吳介民 2013）。 

「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是劃定社會救助受益者身分的重要指標，依據上述法令，這

個標準是由直轄市、地級市或縣政府之民政部門會同財政、統計、物價等部門制定，報

本級人民政府批准並公布執行，也就是說，縣市層級的地方幹部有權決定貧窮線，而且

有動機長期壓低該縣市的貧窮線。中國大陸研究低保的學者如李彥昌（2004）或洪大用

（2004）認為，地方政府經常任意決定低保標準，導致全國貧窮線不同，研究顯示 2006

年全國城市低保標準約每月 170 元，上海市逼近三百元，但中西部還低於一百元（李迎

生 2012）。此外，低保身分認定標準相當嚴格。最後，在戶籍制度下社會救助無法異地

移轉、貧困地區人口外流經常使低保戶變成空戶或人頭戶（林宗弘、吳介民 2013）。 

低保制度裡另一個爭議是實施「差額補貼」。根據北京市與上海市的研究，地方政

府通常規定「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之後，在相關實施細則裡規範由民政單位實施差額或

全額補貼，也就是民政單位必須按月調查低保戶的家庭收支動態。大多數地方民政部門

建立審核低保申請戶收入的制度，依據工資條或者收入憑證來審查低保資格與補助金額，

並且有清楚的工作流程。實際上，各地方制度的實際操作並非如此清晰，由於按月審核

家庭收入的方式太過麻煩，多數地方政府採用一年一審（俗稱年審）重新篩選低保戶，

依據上年度的低保戶收入申報數據，採取每月定額補貼（林宗弘、吳介民 2013）。 

人民大學社會學者洪大用（2004）分析城市低保制度，發現貧困民眾取得「低保證」

有廣泛附加價值，包括減免生活垃圾處理費、減免公有住房租金、減免兒童學雜費、減

免醫療費用、觀光景點門票減半等，並可獲得義務教育助學金、私人租房補貼、配電設

施改造補助等。然而，除了現金給付之外，地方政府所宣布的優惠政策常常無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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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低保認定必須在社區內公開告示三天以上，不尊重家庭或個人隱私，也使得

低保戶被汙名化。地方承辦單位在認定城市低保戶的過程中也面對各種困境。一般而言，

基層街道辦民政科通常只有兩名編制科員，加上一兩位編制外的臨時工作人員，到居委

會內只有一名兼職福利主任，在缺乏專業訓練下，低保戶資格認定過程常導致糾紛，基

層行政人員常遭受暴力威脅、或以暴力威脅低保戶（王靜 2012）。 

在 1997 年開辦之際城市低保支出由地方財政負擔，因此在低保標準的認定上，地

方政府出現保障標準從低、資格審核從嚴的政策行為；從 1999 年下半年開始，中央財

政開始補助部分地方政府，讓地方幹部較願意認定城市低保戶、使得 2002 年前後城市

低保人口大增到兩千萬人以上，並有餘力逐年提高低保標準。然而，曹艷春（2010）統

計分析發現，從 1998 年到 2009 年間，全國各大城市低保標準提高幅度、仍遠遠落後於

職工平均工資的成長幅度，也趕不上通貨膨脹率，並發現低保人口接受補助後減弱其就

業意願，其結論是低保制度建立十餘年來，對減少貧富差距的貢獻很有限。 

4.3.2 農村社會救助制度 

城市低保雖然有些弊病，農村五保與農村低保更令人困窘。從 1994 年開始，中國

大陸政府訂定《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將農村五保制度化，卻仍由農村付費以致成效

不彰，此間曾在 2003 年起推動「特困救助」，整合特困戶與五保戶，由縣級民政部門發

放《農村特困戶救助證》，但並未補助地方財政支出；2006 年的新《農村五保供養工作

條例》才規定各級政府承擔農村社會救助的財政責任。隨後，國務院頒布《關於在全國

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逐漸增加中央政府財政補助。此後，五保是針對

老弱病殘實際照護的社會救助機制，低保則是貧窮線以下農村家庭的現金補助，包括大

多數五保人員，低保與五保構成農村社會救助的兩個主幹（林宗弘、吳介民 2013）。 

五保制度建立在農村低保之前，是中國大陸農村主要的社會救助政策，然而在 2006

年以前成效有限（苗艷梅 2012）。新《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以下簡稱新五保條例）

要求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以財政補助五保受益人，主要是「老年、殘疾或者未滿 16 周歲

的村民，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又無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或者其法定贍養、

撫養、扶養義務人無贍養、撫養、扶養能力的」，即所謂三無人員。五保人員出現下列

情況：勞動能力恢復、獲得生活來源與有具有供養能力的法定贍養、扶養、撫養義務人，

或死亡，喪葬事宜辦理完畢者，就被排除在五保身分之外。對五保人員，地方政府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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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應依法提供下述物資：（一）糧油、副食品和生活用燃料；（二）服裝、被褥等生活

用品和零用錢；（三）符合基本居住條件的住房；（四）疾病治療，對生活不能自理的給

予照料；（五）辦理喪葬事宜。未滿 16 歲的農村五保戶，政府應保障其義務教育費用。 

五保分為兩種實施方式—集中供養與分散供養。集中供養是指將地方政府轄區內五

保人員集中到政府建立或委託經營的「福利院」（主要是養老機構與孤兒院）提供免費

照護服務，以殘障失能者居多。分散供養是指五保人員原地居住，由地方政府與相關機

構人員提供物資補助其生活。分散供養又分為村供養或親友供養，前者是由村集體或生

產大隊互助組來供養；村裡有時提供「責任田」給五保人員，俗稱以田代保，但多數無

法勞動的五保人員（這是獲得五保的條件之一）將田地租給他人使用；或村與親人共同

供養，由村集體提供一些補助，想繼承五保人員土地與宅基地的親友與村裡簽訂合同，

負責五保戶生活照顧。2011年民政部統計顯示，在全中國大陸約551萬個五保人員當中，

集中供養約 184.5 萬人，超過 30%，分散供養者共計 366.5 萬人，占不到 70%。全國農

村五保供養服務機構 3.2 萬所、床位 232.6 萬張（也就是說空床位有近 48 萬張）；全國

平均集中供養財政支出為年人均 3400 元，分散供養為 2470 元（衛敏麗、陳卓忻 2012）。 

根據苗艷梅（2012）在四川省成都市與湖北省宿遷市的田野研究，由於五保集中供

養的人數或比率常被當成地方政府政績，2012 年以前全國集中供養比例不斷升高，某些

省市熱衷建立福利院，有時違背五保人員意願進行半強迫式的集中供養。在 1994 年到

2006 年間，由於法令上對五保人員的土地權利歸屬不明確，村幹部常將其土地收回村集

體，剝奪五保戶本人土地與財產，經常導致嚴重的衝突，對分散供養的五保人員財產在

死後如何繼承因村而異，為了徵收土地或是減少給五保人員土地補償金而導致爭議。然

而，財產較少、或因故投靠村裡親友，或土地不值得徵收的五保申請人卻遭受漠視。苗

艷梅（2012）訪談中一位五保戶報告說，他申請五保無法獲得回覆，直到請村幹部吃了

三四次飯，才能順利獲得五保證書。當然，獲認五保戶後未必可以得到適切照顧。 

胡溫時期中共希望給與農村貧困家庭直接現金補助，以減輕三農問題，2007 年起實

施農村低保。2015 年農村低保受益者 4903 萬人，是城市低保受益人口近三倍。對貧困

家庭認定與財政支出流程與城市低保大致相同，一般審核條件是：（一）具有當地農村

戶口；（二）家庭收入低於當地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由縣級

單位報省核准，在同一省內也有很大差別。某些縣規定現任村幹部家庭、國有單位員工

家庭、受刑人、賭博或吸毒致貧者等不得享有農村低保；其次，「凡是在勞動年齡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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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常勞動能力，不從事生產勞動的（在校學生除外）」、「有能力耕種而不耕種，導致

所承包土地拋荒的」無法領取農村低保，被稱為防懶人條款；此外「有法定贍養（扶養、

撫養）人且有贍養（扶養、撫養）能力而未履行義務造成生活困難的」、「3 年內新建或

新購住房的（因災、因危房改造建房且生活困難的家庭除外）」、「長期不在本村居住生

活的」都不可以領取補助。與城市低保流程類似，農村低保通常必須經過「三榜公示」。

顯然，上述規定是從嚴認定貧困家庭，使得低保戶與五保戶、以及先前的特困戶名冊重

疊，三套制度補貼有時可以互抵，喪失擴大社會安全網的意義。2012 年的官方報告指出，

2005 年農村低保的保障標準是每月人均 74.8 元，2011 年提高到 140.3 元，實際直接補

貼給個人的資金在 2013 年超過了 100 元，通常由縣級財政單位匯到農民存款戶頭，但

有時會被村幹部扣留帳簿甚至盜用。在大部分省市，平均農村低保只能達到城市低保的

四成到六成（林宗弘、吳介民 2013）。 

4.3.3 社會救助的財政管理與照護品質 

中國大陸社會救助的主管單位是民政部社會救助司，下轄城鄉低保、農村五保、醫

療救護與社會救助管理等數個廳，在制度上而非財務上整合城市與農村低保這兩類政策，

並將農村五保列為另一類社會救助範疇。在省市級政府，通常仿照民政部建立民政廳的

結構，在民政廳之下設立社會救助處。然而，在城鄉分割的財政結構與戶籍制度影響下，

城市低保的財務與審核、發放等管理工作往往由地級市以下的區或街道來實施，農村低

保與五保、乃至於特困戶救助政策等由縣級或鄉級政府來實施，城鄉之間沒有財政移轉

關係。根據官方數據，2009 年全國城市低保支出為 482 億元、中央政府財政補助達 359

億元占 74.5%。然而在 2010 年以前農村低保與五保支出由地方政府負責，直到 2011 年，

中央政府才增加對農村低保補貼，到 2014 年，全年各級財政農村低保支出 870.3 億元，

中央政府補助 582.6 億元，佔 66.9%。（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 2014）。 

中央與省級政府的財政補助有擴大趨勢，然而省對縣市級政府的補助差異非常大。

對貧困縣市補貼較多，但發放標準不一致。無論是城市低保或農村低保、由於各縣市所

獲得的每人平均財政補助款額度不同、發放的標準也由各縣市自行決定後、上報給省級

民政廳社會救助處審核，同一省市管轄的城市與農村之間、縣與縣之間的低保家庭獲得

補助金額差異甚大。2012 年下半年起國務院所頒布的一系列政策，例如《關於進一步加

強和改進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見》等，回應上述多項城市與農村低保制度陳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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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低保戶審核過程所造成的汙名化現象，公開把社會安全政策列入幹部考核項目。

2012 年頒布的《城鄉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管理辦法》規定中央政府在每年九月底會告知省

市級地方政府對城鄉低保的財政補助款數額，地方政府提出的預算需求中央政府將補助

超過七成。地方執行低保績效越好，中央財政補助越多。在農村，五保經費仍由縣級地

方政府自行籌措支出，「應當每年從本級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一定數量，用於支援農

村五保供養服務機構建設和維護。」中央政府財政不承擔五保經費，許多中國大陸學者

支持廢除五保、併入財政由中央統籌低保並統一由民政單位分級管理。 

在地方政府缺乏上級監察、與基層民主無法落實監督的情況下，可以想見，街道辦

事處或村委會人員、或民政部門基層員工，有機會與未達到低保資格的關係人串通（所

謂的人情低保）、偽造文書，或利用在外工作人頭戶進行申請，騙取低保補助。為防堵

低保資格認證漏洞，2010 年《民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低保對象認定工作的通知》規

範低保條件，要地方政府「對不符合低保條件的要「應退盡退」。」此外，2012 年《關

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見》特別要求嚴格審查低保資格。 

由於照護機構的民營化與監管不周，照護品質差距甚大，農村養老機構更怵目驚心。

2010 年底，湖北黃崗英山縣陶河福利院爆發老人遭虐待而死的事件。英山縣是國家級貧

困縣之一，該縣 60 歲以上老人有 51826 名，為總人口 13.2%，符合五保條件有 6055 人，

獲五保金補助 2477 人。在陶河福利院照護的 17 名孤寡老人中，有 10 人聾啞或智障，

唯一管理人員是失業工人充任院長。2010 年 11 月，該院長虐死一名老人，市人大主席

張春梅接受媒體訪問說：「整個陶家河鄉政府每年運行經費只有 60 萬，連福利院院長和

管理員的工資都要鄉政府自籌，哪裡有錢去聘請專業的管理者？」（朱柳笛 2010）分散

供養狀況更糟。例如，苗艷梅（2012）發現農村集中照顧以保證吃、穿、住為主，也有

對老人發放縣或鄉財政補貼的零用金，很少虐待情事，分散供養的五保人員生活條件更

糟，除了住房經常是村裡最破舊的夯土農舍外，老人常營養不良、衣不保暖；與村集體

簽訂合同寄養的五保人員，收養者圖謀老人土地或財產也會出現虐待情事。 

除了養老機構品質堪慮之外，孤兒照護機構的服務品質也沒有保障。2013 年 1 月河

南省蘭考縣婦女袁厲害私人的棄兒收養所發生火災，導致 7名兒童死亡的重大意外案件，

飽受中國大陸網民批評。2011 年起外界開始關注被收養兒童的照護品質，質疑袁厲害利

用收養小孩向社會救助單位斂財，河南省民政廳調查後認為袁「非法收養」，在採取行

動之前卻不幸發生了火災（BBC 中文網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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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所謂的「社會管理創新」 

中國大陸社會救助政策與機構管理的改革仍在進行中，目前可以觀察到兩個重要的

施政方向。首先，隨著中央政府財政補貼增加與社會救助加入地方幹部政績考核，中央

政府開始下達五保機構管理標準，防止社會救助機構照護品質下滑。例如，2011 年民政

部頒訂《農村五保供養服務機構管理辦法》，鼓勵各地五保採取集中供養，規定照護機

構必須依法登記為事業單位，保障每名五保人員獲得充足的飲食、緊急醫療、並能「使

用面積不少於 6 平方米的居住用房」等。此外，對侵佔五保人員土地與財產、或虐待五

保人員的加害者，訂定明確罰則。2012 年民政部下發「關於印發《農村五保供養服務機

構等級評定暫行辦法》的通知」，其中規定地方政府或委託社會團體，須依照該通知所

附《農村五保供養服務機構等級評定參考指標》，每兩年對社會救助機構進行一次評比，

做為政府進一步對社會救助機構實施財政補貼或獎勵政策的參考。 

此外，中國大陸政府也開始從事所謂的「社會建設」與「社區建設」。2008 年的五

一二地震之後，災區出現了大量海內外的非政府組織介入災後重建，使中國大陸政府開

始重視社會組織自主的活力，並採用兩手策略來對付社會組織，一手壓制其中潛在的反

對勢力，一手吸納其中有利於改進政府社會救助政策的專業救濟組織（林宗弘 2012）。

在 2008 年之後，中共高層吸取上述經驗，開始提倡「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創新」

等政策，其中主要的推動方向，就是讓政府與大學教育體系所培養的專業社工在地方上

建立照護機構，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進行社會救助。一般是由區或街道政府將某些特

定的社會救助項目，以公開招標的方式讓某些社會團體承包，其中有歷史較久的專業社

團、也有地方幹部或其親屬為賺錢而成立的新社會救助機構，但這些機構必須符合專業

社工師達到一定人數的投標條件；在決標後，地方政府會下達年度服務指標、或者以分

期發放補助款的方式來對得標機構進行考核。為了 2020 年達成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與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是最大挑戰，因此自從推行「社會管

理創新」至今，中國大陸政府實踐的方式似乎集中在減少低保戶的數量。 

中國大陸中央政府自 2011 年開始加大對農村低保的補助，截至 2014 年，全年各級

財政共支出農村低保資金 870.3 億元，中央政府補助 582.6 億元，且低保總支出佔財政

總支出的比例於 2007 年為 0.22%，2014 年則已攀升至 0.57%，不難看出中國大陸政府

一直在加大對農村低保的資金投入（王倩、畢紅霞 2016）。農村低保支出逐年攀升，除

了與政府支持有關以外，也與農村低保戶的主動退保率極低有關，造成低保戶大多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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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不出」，因此，許多社會管理創新即著重在降低低保戶人數，如調整收入審查方式、

建立強行退出機制，以及建立就業促進機制，有學者開發貧困多維測量指標體系，可用

於篩選社會救助對象、考核社會救助績效（楊立雄 2016）。所謂低保制度的社會管理創

新，即是針對減少「福利依賴」，將低保戶導向勞動力市場，進而減少低保支出。 

4.4 中國大陸社會安全制度與台灣民眾權益 

本節介紹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社會安全制度下的權利與義務。由於身分類型的不同，

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享有的社會安全保障也有相當大的差異，依據有無雇傭關係與是否

就業的區別，大致可以分為台幹（有僱傭關係的就業者，包括非個體戶的台籍企業主與

台灣在大陸的受雇人員，主要是專業工程師或管理幹部）、台眷（無雇傭關係的非就業

者，主要是隨台商與台幹到中國大陸生活但未就業的眷屬）、台籍個體戶或台流（指有

就業但沒有受雇於他人，且非眷屬、自營作業的台灣籍人士）、台生（在中國大陸就學

的台灣籍學生）與台師（在中國大陸大學以上學術單位從事教學的台灣民眾），這五種

身分目前獲得的社會安全保障相當不同（林宗弘、吳介民 2013）。 

在中國大陸工作或生活的台灣民眾，只有少數身分能夠參與中國大陸的社會安全制

度。第一種可能性是放棄中華民國國籍。雖然不排除少數人利用兩岸資訊不通而單方獲

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或身分證，這種個案應該很少見。近來，有中國大陸學者建議

中共籌組「台灣特區委員會」及試行「台灣特區護照」。針對此一建議，陸委會表示依

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9 條之 1 規定，台灣民眾不得領用中國大陸護照，違反規定

將喪失中華民國國民身分及相關權益。 

根據田野調查，絕大部分在中國大陸生活的台灣民眾選擇保留台灣身分，其類型包

括台灣個體戶、台生與台師等，當然，其中人數最多也最重要的是台幹與其眷屬，其次

是以個體戶或失業狀態存在的台流，對台幹、台眷與台流的總人數有許多估計，一般是

在五十萬到一百萬人之間，最後是大學內的台生與台師。如表 4.1 所示，在台幹與台師

之外，其他身分的台灣人很難獲得中國大陸的社會安全資源（林宗弘、吳介民 2013）。 

有關台幹的社保規範最早是 2005 年 10 月頒布的《臺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

理規定》，其中第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與聘雇的台、港、澳人員應當簽訂勞動合同，

並按照「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例」的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如同許多實務人士發現

的，早年台幹在中國大陸通常未參與社會保險（林宗弘、吳介民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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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底通過的《社會保險法》規定，港澳臺與其他外籍人士受雇於中國大陸境內

企業的職工，可以比照中國大陸單位職工投保五項社會保險，2011 年 10 月 15 日實施的

《在中國境內就業的外國人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令第 16號》，

正式要求在中國就業的外國人繳納社會保險，原則上，與中國大陸政府沒有簽下雙邊協

定的外國人都需要加入社保，但是在 2012 年暑期對富士康公司員工的訪談發現，許多

外籍雇員並未在中國大陸加保。但這個規範並未涵蓋港澳臺民眾，《臺灣香港澳門居民

在內地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仍然在研擬當中，可能會開放台生與個體戶加入城鄉居

民基本養老與醫療保險，然而遲未公布。結果是港澳臺就業人士投保的具體作法，目前

留給地方政府（通常是地級市）自行決定（林宗弘、吳介民 2013）。至於台資企業內對

中國大陸員工之五種社會保險的實際投保比率，平均也未必比中國大陸當地企業更高，

這可能是由於地方政府招商引資談判時，對台資企業提供優惠的附帶條件所致（台商員

工投保比率數據可參考鄭秉文、孫永勇 2012：表 3）。 

蘇州市是地方政府強制台幹加入社保的先例。在 2012 年之前，蘇州市《關於外國

人、華僑和台港澳人員參加社會保險有關問題的通知》曾規定，外國人、台港澳人員在

蘇州僅需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無需參加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而且上

述規定也沒有強制實施。2012 年 1 月 18 日，蘇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關於

做好在我市就業的外國人參加社會保險工作的通知》，要求台港澳人士參加社會保險。

該通知規定「對於領取《台港澳人員就業證》的人士，未達到國家和江蘇省規定的退休

年齡的，在蘇州市就業需比照外國人按照本通知規定參加社會保險」。蘇州市所定義的

用人單位是在蘇州市依法註冊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

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組織，在上述單位中「除非國家和江蘇省對於台港澳繳納

社會保險另有新規定」，否則都必須為台灣員工繳納五險。該市規定在 2012 年 2 月底前

補辦參保繳費手續，可按申報工資（在繳費基數上下限範圍內）補繳社會保險費，也就

是可以高薪低報；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仍未及時參加社會保險者，應按不低於上年度

蘇州市社會平均工資標準補繳各項社會保險費（林宗弘、吳介民 2013）。 

不僅如此，蘇州市還要求依據實際就業年資追繳台幹的社會保險費：符合參加社保

條件的外國人、港澳臺人士，須從 2011 年 10 月 15 日起參加五險，以實際就業的時間

繳納社會保險費，如之前已按舊規定參加三保，須按原繳費基數補繳 2011年 10月至 2012

年 2 月的失業保險費與生育保險費。另外，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於做好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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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內就業的外國人參加社會保險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定，2012 年 1 月 1 日之後

仍未辦妥參保手續的，從 2011 年 10 月起收取滯納金（張潔 2012）。 

 對於地方政府強制台幹加入社保的趨勢，律師陳彥文（2012）判斷：「近期國務

院主張將「強制徵繳」社會保險費，對未依規定繳納的企業「直接由其銀行帳戶劃扣」，

預料此一措施將會通過並落實執行，這意味著，龐大的外商及港澳臺雇員的保費收入將

成為其重要財源來源之一。」雖然全國社保覆蓋率仍不到四成，但綜合實務人士判斷，

可以預期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將逐年擴大保險覆蓋率、並且先拿外商開刀。一份蘇州市

的資料顯示到 2016 年末為止，蘇州市內台資企業員工社保投保人數已達到 53 萬人，確

有增加趨勢但無法算出真正的覆蓋率，其中台灣人納保者則僅有 829 人，與蘇州市的台

幹人數顯然不符，顯示台幹投保意願不高（一致原則市民待遇 2016）。 

從受訪者的反應來看，台幹並不十分樂意被納入中國大陸的社保制度，原因不是台

幹保險費率或請領條件不同，而是與農民工不願投保類似：首先，個人被強制扣繳的養

老保險雖然到退休年齡可以領回，企業繳交社會統籌卻被當地政府截留，保障不如預期；

台幹與農民工類似之處是地理流動性高依據社會保險法規定，投保年資 15 年以下只能

在當地規定之退休年齡後，才能領回個人帳戶內的餘額（林宗弘、吳介民 2013）。 

其次，台幹很少願意在中國大陸看病，不是因為醫療保險對台灣民眾有歧視或不平

等之處，主要原因是對中國大陸醫院與醫生的醫療品質不信任，加上急病時在大陸醫療

費用部分，也可以回台灣申請健保核退部分金額，使其在中國大陸醫療保險投保意願偏

低；基於同樣的理由，台幹在中國大陸生育的比例明顯偏低。 

事實上，台幹的雇傭關係通常在台灣，事先受雇於台商然後外派領取津貼，因此已

經繳交台灣的勞保與健保，大部分受雇單位並非在中國大陸地級市註冊，人不在地級市

所註冊的單位領薪水、或地方政府沒有強制加保，就不用投社保。關鍵之處在於台幹不

可辦理當地政府人社單位的就業證，以免被查到逃漏社保與稅款（周昌湘 2012）。此外

據我們訪談經驗所知，超級大廠富士康的台幹都是先在台灣鴻海聘僱，沒有繳交深圳或

其他城市的社保保費（曾裕淇、林宗弘 2012）。 

台眷通常從屬於台幹，又可以分為幾種不同的家庭關係，首先，夫妻兩人都是台灣

籍且同在中國大陸工作，家中退休老人或小孩是台眷，則多半以眷屬投保的方式享有台

灣的健保、老人或已領取台灣的某一類退休金，由於這些眷屬都沒有當地戶口也未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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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獲得社會保障。其次，夫妻兩人都是台籍但只有一方在工作，此時未工作的配偶須

在台灣投保國民年金與眷屬健保。第三，夫妻是兩岸通婚者，中國大陸籍並未放棄其身

分，小孩或老年眷屬屬於中國大陸籍者，則適用《社會保險法》相關規定。  

以個體經營維生的台商、或失業、生意不成功卻滯留在中國大陸的「台流」，是在

中國大陸生活的台灣民眾當中最弱勢的群體，可惜沒有可信的數據來估計其人數。在台

灣，這些台流依法還是要加入健保，並且透過職業工會投勞保（此舉恐有違法之虞）、

或在區公所加入國民年金，無法獲得中國大陸社會安全保障。如果當初台流離開台灣是

基於某些特殊因素—例如積欠債務或犯罪逃亡、或違法積欠健保與國保費，將在遭遇社

會風險時淪入需要社會救助的弱勢群體，這些人在中國大陸亦難以獲得救濟。但這不只

是台流的問題，沒有當地戶籍的人口（既包括台眷、台生與台流、外籍個體經營人士或

其眷屬，也包括中國大陸其他省市來的移民∕農民工），既不能投保中國大陸的居民基本

養老保險或醫療保險、也無法從地方政府獲得任何社會救助（林宗弘、吳介民 2013）。 

表 4.1 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各身分類別所享有的社會安全權益 

身分類型 台幹 台眷 台商個體∕台流 台生 台師 

養老保險 可投保、多數未投保

（在台勞保勞退） 

無（在台國民年

金） 

無法投保（居民養

老保險需戶口） 

無 須投保 

醫療保險 可投保、多數未投保

（在台健保給付） 

無（在台健保） 沒戶口無法投保

（在台依法強制

投健保） 

依校規定

（比照居

民） 

須投保 

工傷保險 可投保、多數未投保

（在台享勞健保） 

無（在台健保） 非職工無法投保

（在台健保） 

無 須投保 

職工失業保險 可投保、多數未投保

（在台就業保險） 

無  非職工無法投保 無 須投保 

職工生育保險 可投保、多數未投保

（在台享勞健保） 

無（在台健保） 非職工無法投保

（在台健保） 

無 須投保 

城市低保 無（需當地戶口） 無 無 無 無 

農村福利 無 無 無 無 無 

資料來源：林宗弘、吳介民(2013)。 

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的另一身分群體是台生，根據中國大陸教育部公布的數據，截

至 2016 年年底，共有 10823 名台灣學生在中國大陸就讀學位課程（新華社 2017）。自

2013 年 9 月起，在中國大陸各類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科研院所接受普通高等學歷教育

的全日制台灣學生，可以自願的方式加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並依照所在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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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中國大陸學生標準繳費。然而，如第二章與第三章曾經介紹的，中國大陸本國學

生的社會保障並不完整，雖然在《社會保險法》通過之後，政策方向為地方政府所管轄

的學校，應該讓學生加入當地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實際狀況是學校各行其是。以

北京大學為例，本國學生可以享受公費補助的醫療服務，醫藥費與門診費通常在十元之

內。但是台灣學生根據規定只能參加最陽春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我們在第五章會

看到，城鎮居民醫保限制非常多，給付比例也較低，遠不如台灣的健保，因此我們訪談

發現真正依據相關規定加入的台生並不多（林宗弘、吳介民 2013）。 

台灣民眾若是受雇於中國大陸的事業單位，甚至佔有技術與管理幹部職缺時，可能

獲得與中國大陸受雇者相似的城鎮職工保險或事業單位職工保險待遇，目前這種情況多

半出現在大學或研究單位的教授或少數執業醫師，也就是本文所謂的「台師」身分，這

個身分不包括定期契約與短期講學的人士，而是專指獲得中國大陸編制內教職、但仍有

台灣護照的民眾。目前對台師人數並沒有完整的統計（林宗弘、吳介民 2013）。然而，

台師也經常出現一國多制與一校多制的情況。若是在所謂的教育部「部屬單位」（亦即

台灣所謂的國立大學）長期聘任為大學院長、系主任或教授，按規定可以獲得公費醫療

與終身俸，不須繳交社會保險，但許多大學都在進行所謂的「事業單位改革」，多數新

進人員必須依法繳交社保費用，省、市立或所謂民辦學校的授課教師，則多半需依法強

制繳交社保，實際情況因校而異，但是除了無法獲得社會救助之外，台師或其他政府雇

用的專業技術人才，已經可依法自願加入社會保險制度（林宗弘、吳介民 2013）。 

4.5 小結 

本章討論中國大陸社會安全制度的發展與現況。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這兩大制度仍

受毛時代的舊三層制—幹部、國有單位職工（與集體職工）、農民的人口分類架構影響，

形成城鎮職工養老與醫療保險（以及失業、生育與工傷這三種附加險）、城鎮居民基本

養老與醫療保險（個體或家族企業等就業者納保）、農村養老與醫療合作保險這三類，

雖然制度覆蓋層面開始由國企職工向外擴張，但仍未強制加保，因此以所有就業人口做

為分母來計算，各類保險覆蓋率仍在四成以下。儘管職工保險的擴張可能稀釋了原先的

國企工人在公共服務上的優勢，但舊三層制改革有限，而且在新三層制下，社會保險覆

蓋層面仍以大型城市居民為主，在北京、上海、天津與廣東省，其覆蓋率可以達到 65%

以上，顯示制度轉型的趨勢。在社會救助方面，無論城市或農村都必須為當地戶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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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核，才能得到低保或五保資格，獲得社會救助者約佔總人口 5%，在

2012 年的高峰期後持續下滑。社會安全制度的變化大致符合本研究的假設五，由於過去

退休老人必須用老辦法來給付，呈現舊三層制的歷史延續性，在下一章，我們將著重於

醫療與教育資源的分配，由於醫療保險大致上是隨收隨付當年結清、而教育則是服務於

新進的幼年或青少年人口，這兩種公共服務更加符合新三層制的人口分類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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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居住證改革、醫療與教育服務 

中國大陸戶籍制度的形成，起於 1951 年公安部頒布的《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

與 1955 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開始嚴格控管城鄉人口

流動與遷移。同時頒布的《關於城鄉劃分標準的規定》，進一步確定「農業人口」與「非

農業人口」的分類標準。然而，在農民源源不絕移入城市尋求工作機會的背景下，城市

由於生活必需品短缺與就業機會不足，因此，1958 年人大常委通過《戶口登記條例》，

明確規定農民遷往都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錄用證明或學校錄取證明（第十條），

公民離開常住地進入暫住地三日內須登記暫住身分（第十五條）。中國大陸城鄉有別的

戶口登記制度由此獲得法律地位，城鄉居民流動與遷徙從此受到嚴格限制。 

從歷史制度論的觀點來看，這種戶籍制度的延續，使城市與農村戶籍人口所享有的

公共服務形成天壤之別。本章接下來將以第二章所提出的公共服務舊三層制與新三層制

同心圓架構（見圖 1.1 和 1.2），來解釋戶籍制度與醫療和教育制度的變遷。第一節首先

介紹改革開放以來，戶籍與醫療制度的關係，將分別說明農村與城市醫療制度的歷史變

遷；第二節則是戶籍與教育制度的問題。本節將集中在義務教育與中學階段，並且回顧

針對城市外來人口子女義務教育的改革及問題。第三節分析近年來戶籍改革與醫療改革

和高等教育的關係。在 2003 年的孫志剛事件之後（見 2.4.2），戶籍改革的實驗達到高峰，

各地方政府為解決城鎮常住非戶籍人口的問題，紛紛提出各種新形態落戶標準。而這些

落戶標準的改變，其實也是醫療與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反映。本研究將指出，由於

醫療與教育資源持續往大型城市（包括城區常住人口 1000 萬以上的超大城市與 500 萬

以上的特大城市）集中，地方政府戶籍改革的目標，事實上是築高大型城市落戶壁壘，

只有高收入、高學歷、未達退休年齡的勞動力才是吸引落戶的對象，以確保城市的公共

服務資源成為擁有戶籍市民的特權。 

第四節將探討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所適用的醫療與教育資源。自從 2016 年 10 月媒

體報導國台辦將研擬給予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準國民待遇」之後，到目前為止，並沒

有新的政策文件出台，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經商、就學、就業甚至旅遊，究竟有哪些待

遇改變，迄今未明。本節除了回顧現有的情況，也試圖評估未來可能的變化。最後，本

章將反省中國大陸戶籍制度與公共服務改革的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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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戶籍制度與醫療制度的變遷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醫療制度一直和城鄉戶口身分勾連。在計畫經濟時期，少數國

家機關及解放軍幹部、人民團體及文化、教育、科研、衛生等單位工作人員，以及國家

核准設置的高校學生享有公費醫療的待遇，屬於三層制的核心層，醫療支出獲得國家財

政完全給付。城鎮或農村戶籍居民則分屬不同醫療系統。第二層城鎮國有企業職工與部

分集體企業職工屬於勞保醫療，城鎮職工家屬則為「半勞保」，亦即只能報銷一半醫療

費用；第三層數量龐大的農村居民屬於農村合作醫療系統。 

隨著 1970 年代末期改革開放的腳步加速，農村因為實施家庭聯產承包制、廢除人

民公社，使原本的合作醫療制度嚴重萎縮乃至崩潰；而城鎮勞保醫療則因為私有經濟的

興起，原本負擔勞保醫療支出的國有企業單位在虧損不斷和醫療支出擴張的情況下，面

臨破產。公費醫療因為財源來自地方政府稅收，雖然支出同樣浮濫擴張，但是運作相對

穩定，造成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日益惡化。 

為解決醫療資源有限與不均的問題，從農村到城市，各種醫療改革試驗和政策出台，

改革方向爭論不休，在醫療機構市場化、階層化的實際情況下，「和諧社會」時期出現

追求基本醫療「廣覆蓋」與「托底」的醫改政策藍圖。然而，醫改政策並沒有改變醫療

資源集中在黨政軍幹部與城市居民，以及農村醫療資源稀缺的事實。 

本節將會指出，無論是醫療或是社保改革，國家政權核心支持者的實質福利並沒有

明顯縮減。社保改革雖然將地方官員與幹部和城市戶籍居民「並軌」，但是戶籍和居住

證的改革政策，卻使戶籍管制城市落戶的門檻越來越高，因此保障第一層與第二層政權

支持者的福利。同時，戶籍與居住證改革的城鄉一體化政策，實際上是將農村與中小型

城鎮（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下）一體化，鼓勵農村人口移入中小型城鎮，將多數人口排除

在公共服務第三層範圍。因此，戶籍與居住證改革的結果，只是微調了公共服務三層制

的界線，配合黨國體制的新政治結盟形成了新三層制結構。 

5.1.1 農村醫療制度變遷 

農村醫療起源於 1940 年代陝甘寧邊區的「醫療合作社」。1950 年代為了解決缺醫少

藥的情況，由山西省高平縣米山鄉的聯合保健站開啟「醫社結合」的濫觴。這種制度是

由生產合作社社員繳納「保健費」，加上合作社提取 15％－20％的補助，農民免收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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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和出診費，但是藥費自付，稱為「合醫合防不合藥」。同時，許多地區（例如廣東省

東莞縣楊屋鄉）開始建立「保健室」，培養自己的赤腳醫生，平時行醫之餘還參加農業

勞動以及農村巡診。這種結合農業生產公社與合作醫療的制度，使農民得以用很低的成

本獲得基本醫療，因此，毛澤東在 1965 年 6 月 26 日發表了「六二六指示」，要求「把

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獲得中共中央的認可而在各地農村快速發展。此後

在文革期間合作醫療制度擴張、赤腳醫生人數快速增加，由村（大隊）— 鄉鎮（公社）—

縣所構成的三級醫療網逐漸成形，在改革開放前運作成效可觀，醫療保障覆蓋了近九成

的農村人口，甚至被國際衛生組織認為是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Chen 2001）。 

由於合作醫療制度非常依賴大隊與合作社的資金，在 1979 年發展達到巔峰之後，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與人民公社解散，原有合作制度失去資金來源而瀕臨瓦解，

村衛生院大量倒閉，鄉鎮衛生院為了增加收入轉向專科醫院發展，造成所謂三三制的困

境：三分之一衛生院走向市場化、三分之一在縣財政支持下勉強維持、三分之一倒閉或

拍賣（黃昌榮 2008）。醫療網的瓦解使農民因病致貧而不敢就醫的問題快速惡化。同時，

在農民缺乏信心的情況下，合作醫療自願參加的制度有道德風險，參加者幾乎都是最貧

困的弱勢病患，隨著醫療支出不斷擴大，終於導致合作醫療制度崩潰。 

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解體後，中共中央衛生部門不斷提出各種改革方案。1980 年代，

中央政府曾經試圖重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並在小範圍內試點，但是由於缺乏國家財政

支持與農民信心不足等原因而失敗（黃德北 2011）。到了 1990 年代，隨著 1994 年分稅

制改革，中央政府獲得預算財政收入比例提高到 56％，地方政府從鄉鎮企業獲得的收益

大幅減少，無法支持農村基礎建設與公共服務，情況更加惡化。在這個時期，由於中國

大陸城市發展帶動經濟成長，中央政府將稅制改革獲得的收益大量投注在少數黨國幹部

與城市人口（林宗弘 2009；亦見 2.3 節）。因此，在 2003 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

推出之前，農村醫療處於真空狀態，根據中國大陸學者研究，到 1997 年底，農村合作

醫療覆蓋率只佔全國行政村的 17％，農民的參合率更只有 9.6％（韓俊等 2007）。 

2002 年，國務院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針

對因病致貧問題，提出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農合制度，並於 2003 年 1 月由衛生部、財

政部及農業部聯合發布《關於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明確規定了新農合

的籌資與管理方式，隨即在浙江、湖北、雲南和吉林試點，並逐年擴大試點範圍。 

新農合實施之後對於改善農村醫療有實質貢獻。根據《2013 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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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2 年為止參保新農合人數 8.05 億人，參合率達到 98.26％。新農合能夠穩定成長，

最關鍵因素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大量補助，特別是中央逐漸加大財政支持比例，又以新農

合參保率作為地方政府與基層幹部的政績考核之一，激勵地方政府擴大農民投保。然而，

新農合的重點在於「廣覆蓋」和「托底」，以及重建農村三級醫療網，村衛生院、鄉鎮

醫院甚至縣級醫院的醫療品質仍遠不及城市。這種醫療品質的城鄉差異反應在病人就醫

的經驗與行為上： 

「（不尊重醫師）這個完全是制度造成的。也是為了造業績，同時需求又很高，大

家不相信基層的醫院，一有病就全都跑到北京來看最好的醫生，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傾向。

但是這個傾向也是有事實依據的，基層醫院可能有很多誤診、醫療失誤很多，大家就害

怕了，就會想說我這個病一定要找最好的醫生看…」（訪談編號 B5） 

因此，雖然外地戶口或非城鎮職工醫保到北京三甲醫院看病，能夠報銷的比例較低，

仍然每天人滿為患。包括北上廣深等超大城市，以及特大和省會等戶籍管制城市享有大

部分品質最好的醫療機構和醫療人員，隨著戶籍改革而築高積分落戶門檻，事實上將來

自農村的流動人口阻絕於戶籍管制城市的醫療服務之外，並進一步鼓勵流動人口落戶在

中小型城鎮或回到農村，我們將在 5.2 節討論這個問題。 

5.1.2 城市醫療制度變遷 

相較於公共服務三層制最外圈、人數最廣大的農村居民而言，城市醫療無論在品質

和資源分配上都遠優於農村，城市醫療制度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公費醫療。根據 1952

年中國政務院頒布的《關於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

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措施的指示》，自 1952 年 7 月起，分期推廣公費醫療制度，便全

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工青、婦等團體，以及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單位的國家工

作人員和殘廢軍人，都享受公費醫療預防的待遇，並規定無論是門診、住院所需的診療

費、手術費、住院費，經醫師處方的藥費，均由財政部門撥付醫藥費。接著制定並頒布

了《國家工作人員公費醫療預防實施辦法》確立公費醫療制度。1955 年，財政部、衛生

部和國務院之人事局聯合發布了《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子女醫療問題》，將幹部子女

納入公費醫療體系，經費則依工資總額 3％（鄉鎮）或 5％（區以上）提取。 

這些受到國家財政完全支持的中共政權核心支持者，屬於公共服務舊三層制的核心，

仰賴恩給福利體制，可報銷範圍包山包海。雖然每人每年有不同的預算定額，而且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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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配，但是由於經費來自國家財政預算，沒有無法報銷或起付線的問題。因此，醫

療經費超支與醫療資源濫用情況非常普遍，即使是地方財政萎縮、醫療制度失靈的 1990

年代，公費醫療系統仍然不動如山，原因並非財政無虞，而是由單位墊支甚至長期拖欠

醫院。例如 1990 年各級財政公費醫療支出達到 44.21 億元，但是公費醫療管理部門與各

單位拖欠費用達 4 億元，行政事業單位另外墊支 6 億元，財政缺口達到 18％。 

然而，由於公費醫療還包括所謂醫療照顧對象是離休幹部、二等乙級以上殘廢軍人、

高級幹部、特殊病種退休人員，甚至連原本不屬於公費醫療的職工，只要符合國務院退

休辦法，退休後由民政部門發退休金的，退休後也可以享受公費醫療待遇。隨著平均餘

命逐漸增加、幹部老化等因素，加上各種新藥品和醫療技術價格提高，醫療照顧對象消

耗公費醫療經費的比例遠超過人口比例。例如 1990 年，河北省直屬行政事業單位職工

35389 人，其中醫療照顧對象 4680 人，佔人數比例 13%。而其醫療費用卻佔用了總醫

療支出54%；1991年北京市公費醫療人數佔總人數的3.3%，其醫療費佔了總費用的27%；

享有公費醫療中的特定醫療照顧者人均支出2018.06元，而其他享有者支出僅185.98元，

前者為後者的 10.85 倍。（陳風志 1999）。 

這種醫療資源長期集中少數群體的現象，隨著 1990 年代末期群眾抗爭遽增，成為

社會不滿的問題之一，促成胡溫體制的「和諧社會」政策針對公費醫療進行改革。改革

的重點除了提高自費比例，以及明定可報銷藥品目錄之外，長期目標是將公費醫療與城

鎮職工醫療保險「並軌」，在制度上取消公費醫療，減少特權爭議。然而，如同第二章

2.4 節所提到的，制度改革有嚴重的路徑依賴。公費醫療是國家對政權核心支持者的恩

給，很難輕易取消。根據 2006 年中國社科院研究報告指出，政府部門投入醫療費用當

中，有 80％用在 850 萬的黨政幹部身上，而監察部、人事部的調查發現，有 200 萬幹部

長期請假，其中有 40 萬人長期佔據幹部病房、招待所等，一年開支竟然達到約 500 億

人民幣（中新網 2009）。 

更重要的是，頻繁的社會抗爭除了讓統治者在制度上改革公共服務，也讓他們意識

到擴大核心支持階層、重建政治結盟的重要性。因此，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在 2004

年寫入憲法後，緊接著是收編新興資本家與中產階級的戶籍改革。最後，雖然公費醫療

和城鎮職工醫保並軌，實際就醫時所受到的待遇仍有很大差別。我們將在第三節討論戶

籍改革與醫療和教育制度改革的問題。 

除了公費醫療之外，第二種城市醫療制度是勞保醫療。在計畫經濟時期，勞保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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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對象主要是城鎮國企職工，也就是三層制中第二層的一般支持者。勞保制度也和公

費醫療一樣，建立在供給制的基礎上，除了家屬半費醫療之外，事實上也幾乎是免費的。

雖然制度規定是由企業單位報銷就醫費用，但是在計畫經濟體制下，國營企業如果無法

支付職工醫療費用，最後仍然是由政府財政支應。 

勞保制度源於 1950 年，即使面臨加入韓戰與經濟停滯困境，為了凸顯社會主義政

權對勞動群體的優待，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布《勞動保險條例》，隨即接著公

布各種實施細則，並且逐漸擴大適用範圍，從最初的 100 以上國營、公私合營、私營和

合作社營(集體)的工廠、礦場及其附屬單位，以及鐵路、航運、郵電三個產業的各企業

單位和附屬單位，逐步擴大到工廠、礦廠、交通事業基本建設單位及國營建築公司，以

配合隨著重工業而增加的職工人數。到 1956 年，實施範圍又擴大到商業、外貿、糧食、

供銷合作、金融、民航、石油、地質、水產、國營農牧場、造林等十三個產業和部門，

享受勞動保險待遇的職工人數已佔到全國職工總數的 94%以上（程曉明 2003）。文革期

間曾廢除勞保而以福利金名義來進行職工醫療收支，1980 年代恢復勞保醫療之後使用浮

濫，「一人參保，全家看病」的現象非常普遍，造成醫療支出惡化，各種試驗性改革方

案層出不窮。1988 年國務院批轉《國家體改委 1989 年經濟體制改革要點》，在丹東、四

平、黃石、株洲進行城鎮居民醫保試點，同時在深圳、海南進行社保改革試點。1992

年發布《關於進一步做好職工醫療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醫療保險社會化，1994

年的《關於職工醫療制度改革的試點意見》，在江蘇省鎮江市、江西省九江市開始了著

名的「兩江醫改」，重點在於將城市內依照屬地原則，將公費醫療與勞保醫療並軌，並

擴大到三資企業、個體企業。同年，國務院在《關於兩江醫療保障制度改革是點方案的

批覆》中，提出公費、醫療改革同步，個人帳戶和社會統籌結合的辦法。 

1998 年 12 月，國務院召開全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工作會議，發布了《關於建立城

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1999 年起建立覆蓋全體城鎮職工的醫療保險制度，

確立公費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並軌。隨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於 2003 年公布《關於城

鎮職工靈活就業人員參加醫療保險的指導意見》，次年 5 月推出《關於推進混合所有制

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參加醫療保險的意見》，將靈活就業人員、混合所有

制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以及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納入醫療保險範圍。2006

年提出《關於開展農民工參加醫療保險專項擴面行動的通知》， 2009 年國務院發布《流

動就業人員基本醫療保障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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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要求已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必須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除了這些與就業人口相關政策以外，2007 年開始推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根據

《國務院關於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這個保險是為了城鄉全體

居民醫療保障的最後一塊拼圖，目標群眾是城鎮非從業居民，包括中小學階段學生、少

年兒童和其他無業城鎮居民（例如非退休老人），皆可「自願」參加的醫療保險。到 2017

年為止，平均每人每年補助達到 450 元人民幣，其中，中央對於西部補助 80％，中部

60％，東部發達省份則個案處理；個人繳費平均每人每年則是 180 元。這個保險部分取

代低保社會救助，將特困人員和貧困人口都納入社會保險，並且與新農合並軌。最後，

居住證改革使得舊三層制轉向新三層制的公共服務差序格局，我們將在第三節討論。下

一節我們先討論戶籍制度下進城務工人口的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 

5.2 戶籍制度與教育制度的變遷 

除了醫療以外，城市外來人口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子女的教育。根據 2016 年的

《流動兒童藍皮書：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引用 2010 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

國大陸十七歲以下流動兒童的規模達到 3581 萬人。其中，留在農村由祖父母照顧及就

學的被稱為「留守兒童」；跟著進城工作的父母進入城市就學的，則被稱為「隨遷子女」

（過去也曾被稱作「農民工子弟」）。事實上，這兩種身分並不是互斥的，而是經常跟隨

著居住地區的改變而有所重疊，在統計上很難清楚區分。本節討論戶籍制度造成隨遷子

女從義務教育到高中階段的問題2，下節則討論戶籍改革與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關係。 

長期以來，城鄉戶籍壁壘與義務教育的衝突，就是隨遷子女難以在城市接受義務教

育。在 2010 年以前，許多大城市雖然對進入公立學校設有較嚴格的入學規定，例如學

區內自住的房產證等。但是無法達到門檻的隨遷子女，通常可以繳交「借讀費」或「擇

校費」等不同名目的費用入學；也可以就讀當地的民辦學校，或者環境和條件較差，但

是幾乎沒有入學限制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北京）或「簡易學校」（上海）。例如 2008

年上海市在當時的市委書記俞正聲要求下，市教委啟動了「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義務

                                                 

 
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中國大陸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其中，第十一條規定年滿六週

歲的兒童必須接受義務教育，條件不具備的地區兒童則可推遲至七週歲。根據中國大陸現行學制，學生

在初中畢業前必須參加中考，選擇就讀以高校為目標普通高中，或者以就業為導向的中等專科學校（中

專）和中等技術學校（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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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三年行動計畫」，大幅簡化了隨遷子女就讀的條件，只要能提供父母的農民身分證

明、在滬居住證明或就業證明的隨遷子女，就可以在上海免費接受義務教育，並且以市

政府財政挹注建設新學校、以財政補助鼓勵公辦學校擴張招生數與教師員額，甚至向審

批通過的 162 所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購買 12 萬個學位，提供免費就讀。 

然而，自 2012 年開始，多數常住人口 500 以上的特大城市開始逐年調高公立學校

申請門檻，使隨遷子女入學遇到很大的困難。例如《北京市教委 2012 年關於義務教育

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規定，非京籍學生在京借讀需具備「五證」，即其父母或其他法

定監護人持本人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

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此外，2012 年，北京市朝

陽區、石景山區、昌平區、大興區和豐台區這五個佔外來人口約 44％的地區，共拆除了

30 所民辦農民工學校，但是並沒有將些學生轉至公辦學校，因此多數學生必須返回戶籍

地和祖父母同住，從隨遷子女變成留守兒童（經合組織 2013）。 

2013 年 12 月，天津市教委發布《天津市居住證持有人隨遷子女在本市接受教育實

施細則(試行)》，此細則明確規定務工人員要提供居住證、合法務工證明、合法居所證明、

原籍戶籍證明和子女的預防接種證，並應在入學前一年到居住證載明的居住地所屬區縣

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申請登記，同時也要求提供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費證明原件及複本。 

上海市教委在 2013 年 12 月發布《關於來滬人員隨遷子女就讀本市各級各類學校的

實施意見》，規定外地戶口適齡隨遷子女如需在本地接受義務教育，必須提供父母一方

在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證》，或父母一方滿三年的《上海市臨時居住證》及靈活就

業登記證明。然而，上海市居住證必須連續繳納六個月的社保，並且提供合法穩定的住

所證明才能申請，這兩個門檻對於一般的農民工來說都非常困難。根據《2015 年農民工

監測調查報告》，仍然有超過六成的農民工沒有簽勞動合同，也沒有加入社保；另一方

面，也因為多數房東不願意繳租屋稅而不願意簽租賃合同，也不願意提供房產證。因此，

上海市收緊公辦義務教育入學的規定，甚至被稱作進入了「門禁時代」（郭路瑤 2016）。

在一份針對十個大城市農民子女義務教育狀況的調查研究中，學者發現，影響學生進入

公辦學校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買房（陶紅等 2010）。因為能夠買房的外地戶口父母，通常

比較有能力達到申領居住證的門檻，而且房產證也是申請進入公辦學校的優先條件。有

些地區隨遷子女就學規定甚至比北京和上海更加嚴格。例如成都市 2017 年隨遷子女接

受義務教育的規定，子女和父母必須在同一個戶口、子女就讀的區域（市中心或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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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和父母就業地相同、必須提供在該區連續居住滿一年的證明，而且要連續繳納社保

達到 12 個月，能夠符合規定的父母實在是少數。 

事實上，即使隨遷子女及其父母能夠符合本地政府相關規定申請入學，實際執行層

面仍然有許多門檻。這些政策在具體執行中，還有很多附加的「隱形條款」。2015 年，

北京市非本地戶籍家長估計在京入學所需要的五證，各自又需要許多其他輔助證明，實

際上必須備齊 28 個證件才有參加初審資格，而且其中很多證件，需要提前很多年開始

準備（朱少軍 2016）。此外，許多農民工是個體戶，還要提供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和

社保證明。北京許多外地人口租賃於一樓住宅的違建，除自住外也兼營小賣店、小餐館

或菜店等，不可能有營業執照或稅務登記。 

雖然 2006 年修訂的《義務教育法》規定，流入地政府應該提供隨遷子女「平等接

受義務教育的條件」，但是並沒有明確規定流入地政府的責任和義務，因此讓流入地的

戶籍管制城市政府和學校，利用前述各種入學門檻實質排除隨遷子女的入學機會，或者

即使符合規定能夠入學，通常也會因為沒有戶籍或學區房的房產證，只能選擇較差或較

偏遠的學校（訪談編號 B5）。 

2012 年以來，大城市公辦學校入學緊縮，以及大規模審批、清除民辦農民工子弟學

校的政策，根據的就是第一章與第三章所呈現的新三層制原則。2011 年，國務院發布《關

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該文件一年後才正式發布，被認為具有高

度爭議和指標意義。首先，這份文件強調許多地方過於躁進，「不顧城市綜合承載能力，

一味放寬落戶城市的條件……嚴重影響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並且在

文件最後強調「國家基本戶籍管理制度屬於中央事權……各地要按照國家有關戶籍管理

制度改革的政策要求和統一部署…，不得各行其是…防止引發不穩定問題。」其次，該

文件明確區分不同等級城市的落戶原則，也就是縣級市盡可能開放、地級市需合法穩定

就業至少三年且有合法穩定住所，而直轄市、副省級市和特大城市則必須控制人口規模。

這個原則也成為後來城鎮化與戶籍改革政策的主要依據。 

由此可見，提高戶籍管制城市的落戶標準有兩個主要目的：第一是「維穩」，避免

大城市人口成長過速、公共服務無法負荷所引發的社會衝突；第二則是解決自 2001 年

公安部發布《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見的通知》以來，各地方沒有確實執

行的問題，鼓勵縣級以下中小型城市開放外來人口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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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原則在 2014 年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 年）》和《國務院

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兩份文件中成為明確的政策，目標是縣級城市落

戶全面開放，城區人口 300 萬以上的都市則可以「作出較嚴格的規定」或者建立積分落

戶制度。2016 年發布的《推動一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更進一步將這兩份文件

與《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結合成為系列文件，清楚規定：

「城區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下的城市不得採取積分落戶方式。」並且明定 2020 年城鎮人

口城鎮化率達到 45％的目標。 

換言之，戶籍改革和城鎮化是一體兩面的政策，一方面以「城鄉一體化」的政策，

鼓勵農村人口進入中小型城市落戶；另一方面則嚴格控制大城市非戶籍人口接受的公共

服務的資格，鼓勵非戶籍人口移居中小型城市（洪人傑 2017）。 

戶籍制度造成的重要問題之一是義務教育的補助經費。2015 年 11 月，國務院印發

了《關於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財政部和教育部隨即在 2016

年發布了《城鄉義務教育補助經費管理辦法》。這兩份文件的重點在於明訂城鄉義務教

育一體化的實施方法，包括「統一城鄉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對城鄉義務教育學生免

除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對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補助生活費，」以及確定中央政府

生均公用經費的基準定額：中西部地區普通小學每生每年 600 元、普通初中 800 元；東

部地區則是 650 元和 850 元。中央與地方分擔比例則分別為西部及中部比照西部大開發

政策的縣是 8：2；中部其他地區為 6：4，東部則是 5：5。財政部隨即在 2017 年宣布，

將在年底實現教育補助經費「可攜帶」，也就是即使在戶籍地以外的地區就讀，補助金

額也比照戶籍地的標準撥付。事實上，可攜帶的只有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的補助。

問題在於教育補助款仍是按戶籍撥付，由於大量隨遷子女在都市就學，結果造成流出地

政府「吃空餉」，但是流入地政府投入大量經費卻開支吃緊。 

這種對於經濟發達地區減少中央補助、加重地方政府財政投入的作法看似合理，但

是在既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戶籍管制城市的市、區政府，便因此主導市內、

區內中小學的招生規則，並用以保護戶籍居民子女入學（訪談編號 B5）。同樣的情況也

發生在高考招生的情況，我們在下一節會討論這個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裡的「城鄉一體化」，並非全中國的城市和鄉村一體適用。2016 年

國務院發布《關於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清楚說

明上述城鎮化、戶籍改革與城鄉義務教育各種政策的一致目標，即是本章一再強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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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改革政策的目的是推動中小型縣級城市的城鎮化，方法則是推動農村人口移入縣級

市，和強迫外來人口移出大型城市雙向並行。因此，也呼應了 2001 年《關於推進小城

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見的通知》的目標。 

在義務教育階段結束之後，每個隨遷子女和父母隨即要面對的就是中考和高考的問

題。相較於中央政府透過財政補助大力推動義務教育的普及和均等化，中學與高校則囿

於地方保護主義，資源分配不均更趨惡化。隨遷子女由於很難在大城市落戶，無法像戶

籍市民一樣享受高考配額的優勢，加上無法異地高考，最後必須回到戶籍地參加高考，

面臨更嚴峻的競爭。 

5.3 戶籍改革下的醫療與高等教育資源分配 

由前兩節的歷史回顧可以發現，計畫經濟時期的公共服務舊三層制，進入 1990 年

代以後，由於大城市經濟發展快速，吸引大量農村人口移入，傳統公共服務支出不堪負

荷。這些公共服務供需不平衡的壓力，在外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引起許多社會抗爭，但

是在分稅制後中央掌握財政資源，對於原來的政權核心支持者與既得利益者持續透過中

央補助給予特權，造成農村醫療與教育資源嚴重缺乏的問題。 

進入 21 世紀，為了解決大城市人口問題，鼓勵外來人口移出，中央政府在財政較

充裕的情況下，開始透過直接補助重建農村醫療與義務教育體制，配合中小型縣級城市

的城鎮化政策，企圖平衡區域發展，推出一系列與戶籍改革相應的公共服務改革。下一

節我們將分析，戶籍改革沒有改善醫療與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恰好相反，品質最好的醫

療和教育，都集中在落戶管制最嚴格的特大和超大城市，而戶籍改革的效果是將這些最

好的公共服務，保留給黨政軍高幹和大城市戶籍居民，以及高學歷、年輕的勞動力；農

村及戶籍管制城市以外的都市，則以社會保險或社會救助廣覆蓋和托底為原則。新三層

制改革其實是將中小型城鎮與農村「城鄉一體化」，同時築高戶籍管制城市的落戶門檻。 

5.3.1 戶籍改革與醫療 

我們用醫院的分布來說明醫療資源集中大都市的現象。中國大陸的醫院，根據《醫

院分級管理辦法》由省級衛生行政部門審評，分為三級十等，其中三級甲（特）等為最

優，相當於台灣的教學醫院。到目前為止，三甲醫院扣除軍醫院和中醫院之後，共有 706

家。我們根據 2015 年的人口數，計算出本次居住證改革戶籍改革城市（城區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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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萬以上）的三甲醫院數量，如表 5.1。 

表 5.1 各級城市三甲醫院數量與戶籍人口佔全國比例 

 

戶籍人口佔全國比例 

（％） 

三甲醫院 

（括弧內為百分比％） 

三甲醫院/ 

戶籍人口全國比例 

戶籍管制城市 16.79 228（32.3） 1358.20 

超大城市 6.68 75（10.6） 1123.00 

特大城市 5.00 61（8.6） 1219.54 

省會城市* 5.75 92（13.0） 1600.56 

其他城鄉人口 83.21 478（67.7） 574.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 2015 年人口數整理。 

*本表省會城市僅包括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上省會：山西太原、貴州貴陽、雲南昆明、河北石家莊、吉林長春、安徽合肥、福建福州、

江西南昌、山東濟南、河南鄭州、廣西南寧。 

在表 5.1 中，我們將這次居住證改革所劃定的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上，稱為戶籍管制

城市加總計算，結果發現這些戶籍管制城市的戶籍人口僅佔全國的 16.79％，卻集中了

228 家三甲醫院，佔全國三甲醫院的 32.3％，相較於其戶籍人口幾乎兩倍的比例；而其

他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下的地區，戶籍人口佔全國比例八成有餘，所擁有的三甲醫院卻只

佔全國 67.7％。進一步看戶籍管制城市中，常住人口超過 1000 萬以上的超大城市，戶

籍人口僅佔全國人口的 6.68％，集中了超過 10％的三甲醫院，共 75 家；常住人口超過

500 萬的特大城市，戶籍人口佔全國百分之五，擁有 61 家三甲醫院，佔 8.6％。 

我們進一步計算三甲醫院的數量與各級城市戶籍人口佔全國比例的比值，更可以清

楚比較各級城市醫療資源不均的現象，這個值越大表示三甲醫院在此類型城市的集中程

度。我們從表 5.1 最後一欄可以發現，戶籍管制城市三甲醫院集中程度是其他城市的兩

倍有餘。雖然非戶籍人口也能到三甲醫院就醫，但是醫保能夠報銷的比例較低： 

「（非本地戶籍人口）能夠報銷的額度就會越低。比方說如果去海淀區的醫院，住

院可能可以報 85％，你要是去比較好的醫院，可能只能報 75％，要是到三甲醫院，甚

至只能報 65％…」（訪談編號 B5） 

在 1998 年公布的《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之後，醫

療保險改革的趨勢是將過去公保、勞保、農村合作醫療三種制度，轉換成公保、城鎮職

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以及農村的新農合；進入 2010 年之後，隨著戶籍改革、大城

市人口管理政策，醫療保險的發展趨勢則是將公保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並軌，同時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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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合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一體化」。 

2012 年開始，北京市中央單位公務員全面納入城鎮職工醫保，目的在於解決公費醫

療的特權爭議，將包括市屬公務員、事業單位、公立醫院、高校教授等約 22 萬公費醫

療人員納入城鎮職工醫保。然而，這些人屬於公共服務三層制中的核心層，仍然有許多

特殊待遇並非一般城鎮職工所能比擬。例如天津市的《天津市國家公務員醫療補助辦法》

中規定，享受國家公務員醫療補助的人員，同一年度的住院醫療費用，由城鎮職工基本

醫療保險基金報銷後，個人負擔的醫療費用由國家公務員醫療補助統籌基金予以補助，

在職人員補助 80％、退休人員補助 90％，副司及以上人員補助 95％，也就是所謂「二

次報銷」，其實同樣是由國家財政直接補助公務人員醫療支出。 

除了二次報銷之外，受訪者也表示，許多事業單位在公務人員加入城鎮職工醫保之

後，每個月的工資單會多一筆繳交社保的費用，同時，單位還會另外撥付社保養老基金

以外的年金，以補足養老保險與傳統公務人員退休待遇之間的差距，避免較晚退休的公

務人員退休金減少的問題。因此，實際上無論是醫保或公保改革，雖然有助於減少傳統

公費醫療支出、過度浪費的問題，但是對於政權核心支持者的實質醫療福利和退休保障

並沒有明顯減少，甚至被稱為「超國民待遇」（劉騰 2012）。 

另一方面，2016 年國務院頒布《關於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正

式將城鎮居民醫保與新農合並軌，並且逐步整合報銷與統籌的制度。由此，中國大陸醫

療制度未來將走向雙軌制，基本上只有城鎮職工與城鎮居民兩種醫療制度。這兩種制度

的報銷比例可以用表 5.2 來比較。 

以北京市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們急診報銷規定為例，從表 5.2 可以看

出，城鎮職工醫保和城鎮居民醫保的待遇差異非常巨大，城鎮職工醫保雖然起付線較高，

但是報銷比例也高，最高可達 90％，而且封頂線更是城鎮居民醫保的 10 倍，若屬原有

的公費醫療人員，還能夠享受二次報銷，其實幾乎免費。 

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與新農合併軌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進城務工的農民工，

在既有勞動合同簽訂率與社保參保率不及五成的情況下，至少能夠以新農合或城鎮居民

醫保的標準異地就醫，目的就在於廣覆蓋和托底，因此起付線遠較城鎮職工醫保為低，

但是封頂線只有 2000 元；根據 2012 年公布的《關於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

意見》，就算符合特種病規定，申請大病補充醫保能夠二次報銷，但是報銷比例也只有



105 

大約 50％左右（人民網 2013）。 

表 5.2 北京市城鎮職工/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門急診報銷比例 

參保類別  起付線 報銷比例 補充醫療保險 封頂線 

城鎮職工基本

醫療保險 

社區衛生服務機構 

1800 

90％ 
無 

（退休人員有） 
20000 

非社區衛生服務機構 70％ 

城鎮居民基本

醫療保險 
 650 50％ 無 2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戶籍改革下的醫保改革，解決了過去各種醫療保險之間在制度上的不公平與資源浪

費問題。然而，制度上的簡化，並不表示實質上的特殊待遇和階層差異能夠完全取消。

上面的分析清楚說明了公費醫療與城鎮職工醫保並軌之後，實際上仍然存在的差別待遇；

另一方面，城鎮居民醫保與新農合並軌後，與城鎮職工醫保制度也有明顯的差異。這個

結果基本上也符合表 2.1 和表 2.2 公共服務舊三層制到新三層制的演變。下一節我們將

說明戶籍改革下的高等教育問題。 

5.3.2 戶籍改革與高等教育 

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除了民國以來大學建設的歷史因素，也

和中共中央的大學政策有關。1998 年五月四日，江澤民在北京大學建校一百週年大會上，

提出跟上世界先進水準的一流大學計畫，教育部隨即在《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

畫》中，提出重點支持高校名單，並以江澤民演講的日期定名為「985 工程」。所謂的「985

高校」，也是獲得最多政府資源挹注的高校，因此一般也被認為是中國大陸最好的高校，

目前共有 39 所。而 211 高校則是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名稱來自於「面向 21 世紀、重

點建設 100 所高等學校」。到 2011 年，教育部長袁貴仁在第十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正式

宣布 985 和 211 已經關上大門，不再增納新校。2016 年，教育部宣布高等教育重點建設

一律改為「雙一流」建設，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計畫。 

為了呈現中國大陸高等教育資源的分布情況，我們依照表 5.1 的方式，比較中國大

陸重點大學在各類型城市的分布，如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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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各級城市 985、211 高校數量與戶籍人口佔全國比例 

 

戶籍人口 

(萬人) 

戶籍人口佔全

國比例（％） 
985高校 211高校 

985高校/ 

戶籍人口全國

比例 

211 高校/ 

戶籍人口全國

比例 

戶籍管制城市 23188.35 16.79 31(79.5) 91(77.8) 184.67 542.09 

超大城市 9225.37 6.68 19(48.7) 53(45.3) 284.49 793.58 

特大城市 6909.27 5.00 9(23.1) 25(21.4) 179.93 499.81 

省會城市* 7053.71 5.75 3(7.7) 13(11.1) 52.19 226.17 

其他城市 114945.30 83.21 8(20.5) 26(22.2) 9.61 31.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 2015 年人口數整理。 

*（括弧內為百分比） 

**本表省會城市僅包括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上省會：山西太原、貴州貴陽、雲南昆明、河北石家莊、吉林長春、安徽合肥、福建福州、

江西南昌、山東濟南、河南鄭州、廣西南寧。 

上表清楚顯示 985 與 211 高校分布極度不均。在 39 所 985 高校中，戶籍管制城市

就佔了 31 所。其中，有 19 所集中在超大城市，9 所在特大城市，3 所在省會城市；而

在 117 所 211 高校中，更有 91 所集中在戶籍管制城市，其中光是超大城市就佔了 53 所，

特大城市 25 所，省會城市 13 所；而其他城市戶籍人口雖然佔全國超過 80％，卻僅有

26 所。若從集中程度指標來看，985 和 211 高校集中戶籍管制城市的程度是其他城市的

近 20 倍，其中，集中在超大城市的程度更是遠超過其他類型城市。 

這種高等教育資源集中戶籍管制城市的現象，與戶籍勾連所造成的問題就是高考配

額。高考配額指的是「分省配額招生」，每年由教育部根據各地發展程度分配招生名額。

結果就是同樣考進北大的學生，來自外地的考生分數比北京本地高出很多，因為其他省

份獲得的配額較少，因此在其他地方參加高考，要考上北大遠比北京當地的學生更加困

難。學者根據 2009 年北京大學招生的資料，分析各省市考入北大的競爭程度，最嚴重

的是安徽省，有 57.3 萬個考生，但是分配到的名額只有 38 人，也就是每 15079 人才有

一個名額進入北大；其次是廣東省的 11926 人；而北京本地考生數有 13.5 萬，卻擁有

470 個名額，平均 287 人就有一個名額（程邁 2011：282）。 

然而，由於北京大學招生人數較多，考生來源來自全中國各省，因此也比較多元，

若以本地化率來看，北京其實是程度最輕微的地方。本地化率指的是高校所在地在本地

招生的比例，也就是招生名額中，錄取本地學生的比例。根據 2016 年的資料，本地化

率最嚴重的地方其實是廣東省，達到 47.7％，也就是在 2016 年廣東省錄取的 985 大學

考生當中，有高達 47.7％是廣東本地的學生；其次是浙江省的 40.1％；而北京則只有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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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資訊 2016）。 

中國媒體輿論對於高考配額的問題詬病已久，中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也曾試圖

改革。高校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無法解決，關鍵在於多數 985 和 211 名校都集中在大型

城市，這些學校獲得來自地方政府大量的資源挹注，包括土地、住房甚至經費等，因此，

這些學校保留大量城市戶籍考生的招生名額，連中央政府的政策也無法撼動地方保護主

義（慈美琳、鄭子健 2016）。 

2014 年國務院就曾經提出《國務院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要求

改革高考配額，增加偏遠地區的招生名額。但是城市戶籍父母親為了保護子女考上名校

的機會而發起抗爭，任何相關的改革不是流於紙上談兵，就是在抗議聲中不了了之。最

著名的例子就是 2016 年，中國教育部、國家發改委的《關於做好 2016 年普通高等教育

招生計劃編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試圖調整部分省份的本省招生額度給外省考生，竟

然引起數萬湖北和江蘇的家長上街抗議，甚至聚集在教育部門口要求恢復本省名額。近

年來雖然許多省份已經開放「異地高考」，讓隨遷子女或者在居住地成長的考生可以就

地高考，而不用回到戶籍地考試，但是相關規定都非常嚴格，除了合法且穩定的住所與

就業之外，通常也要求考生必須在本地連續三年就讀高中，不可中斷。而規定最嚴格的

北京，不但不開放高考，只開放高等職業學校考試，還要求父母就業必須滿六年，而且

必須連續繳納社保六年，對大多數農民工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5.4 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的醫療與教育權益 

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無論經商、就學就業或是居住，享受各種公共服務的權利，一

直是以港澳台的特殊身分或比照外籍人士為基準。以醫療保險而言，雖然國務院 1998

年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規定所有的企業（包

括外資企業）都要讓勞工加入社保，但是在實際執行層面，如前一章所述，只有極少數

的台籍人士會在中國大陸加入社保，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外籍人士用不到社保。中國大陸的社保包括五險一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

工傷保險、生育保險、養老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一位畢業於北京醫學院的台灣人，

目前擔任醫師的受訪者表示，五險一金當中，除了醫療和工傷保險，其他的幾乎用不到。

尤其住房公積金，雖然理論上在買房的時候可以按月提取，但是手續非常繁雜，如果真

的要買房子，多數台灣人都選擇自己向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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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社保費用由勞工和雇主案比例分擔，除了工傷和生育保險全由雇主繳納，其

他的部分勞工需負擔的比例依地區不同，約為 11–30%，但是隨收隨付的社會養老金只

會發給常住居民。在幾乎用不到的情況下，台灣和多數外籍人士都缺乏繳納動機。 

第二，中國大陸的醫療保險和醫療品質，相較於台灣缺乏吸引力。在五險一金當中，

最有可能用到的當屬醫療保險。然而，據受訪者表示，由於中國大陸的醫保有起付線的

規定，起付線以下的費用由個人帳戶支付或自費支付，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起付線是

1800 人民幣，相較於台灣健保的個人負擔比例，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負擔較重。因此，

即使是長期在中國大陸就學、居住的台灣人，多數人只要有繳納健保費，都會盡可能選

擇回到台灣就醫。即使是少數緊急情況必須在中國大陸就醫，台灣民眾也會選擇自費就

醫，再將繳費單據帶回台灣讓健保報銷。 

第三，台灣人並未被強制要求加入社保；雖然曾有台商表示，中國大陸有許多地方

例如珠海、蘇州、南京等地強制要求台幹繳納社保，由於台幹在台灣都有加入勞健保，

因此希望陸委會與對岸洽談《免除社會保險協議》以節省成本（陳嘉恩 2013）。但是實

務上，多數地方政府並沒有強制在中國大陸工作的台灣人參加社保。 

例如上海市政府在 2009 年，為了配合當時國務院發布的《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

例》，公布了《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關于在滬工作的外籍人員、獲得境外永久

（長期）居留權人員和臺灣香港澳門居民參加城鎮職工社會保險若干問題的通知》，其

中規定，外籍與台港澳人士在上海合法就業或長期居留的，「可以」按照相關規定參加

社會保險，並在勞動合同中約定。根據長期居住上海的台灣人表示，這個規定特別用「可

以」這個詞，用來強調加入社保沒有法律上的強制力。同時，2010 年公布的《社會保險

法》第 97 條也僅有「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就業的，參照本法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的規定。

因此，港澳台與外籍人士在中國大陸參加社保，實際上並沒有強制力。 

根據我們的研究與訪談發現，台灣人在中國大陸就業是否參加社保，其實幾乎完全

取決於雇主，也就是用人單位的原則。根據受訪者表示，如果是在大型外商公司，所有

員工都會加入社保。因為雇主需要負擔較高比例，對外商公司來說，讓員工加入社保除

了符合法規，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成員工福利。有些福利較好的公司，甚至還另外提供商

業保險與退休年金。然而，如果是在陸資企業工作的台灣人，其實就要靠自己爭取： 

「正式上班之前就要跟公司談好，如果是外商基本上就會提供這些東西（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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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是在陸資企業工作，這些東西你都要自己弄清楚，在和公司談條件的時候都必

須先談好。像我之前去面試一些外商的時候，這些東西（保險）都是自動涵蓋的，他們

都 assume 你都知道這些東西，都放在（條件）裡面的。」（訪談編號 B1） 

受訪者還表示，由於台灣人在中國大陸就業，其實還是有人力資源的優勢，有些陸

資企業或用人單位知悉台灣人用不到當地社保，會讓台灣人自己選擇，如果選擇不參加

社保，減少用人單位的成本，有時候可以談到比較高的薪水。 

在教育權益方面，台灣人在中國大陸就業需要長時間居住，經常攜家帶眷在兩岸之

間遷移，因此子女的義務教育也成為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最關心的議題之一。由於台灣

人在中國大陸沒有戶籍，除了少數在高校任教的台籍教授子女能夠就讀學校附屬的小學

（如清華附小），多數在中國就業的台灣人選擇讓子女就讀民辦學校，也就是私立學校，

包括專門為外籍人士設立的國際學校，以及由台商與地方政府設立的台商子弟學校（如

東莞）。根據目前的資料，由於對未來升學與教學內容的考量，目前台灣人在中國大陸

接受公辦義務教育的需求還沒有明顯的增長。 

在高等教育方面，過去台灣學生可以透過港澳台聯招、參加中國大陸高考，或者個

別學校的單獨招生。但是參加中國高考需要當地戶籍，因此過去少數赴大陸就讀的台灣

學生主要透過港澳台聯招入學。港澳台聯招雖然不考政治和生物，錄取分數線較低，但

是由於教材不同，需要重新準備，而且必須到香港參加考試，對台灣學生吸引力不大。

2006 年起，中國大陸全面採認台灣的大學學歷，只要台灣教育部核准的大學，中國大陸

就予承認。2011 年起，中國大陸以學測成績免試錄取台灣學生，到中國大陸念大學相對

容易許多。由於台生人數不多，因此還沒有配額的問題。在中國大陸開放以台灣學測成

績免試招收台灣學生之後，赴陸就讀大學的台灣學生數量是否成長，造成中國大陸政府

招收台生政策的改變，甚至引進配額，值得進一步關注。 

5.5 小結 

本章以醫療和教育為範例，說明中國大陸公共服務三層制與戶籍改革的關係。我們

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回顧中國大陸戶籍、醫療與教育制度形成的歷史過程，並分析這

三種制度隨著改革開放之後，中共中央政治目標的改變所造成的變革。研究發現，計畫

經濟時期的公共服務舊三層制，透過醫療和教育等公共服務的特權，保障了政權核心支

持者（黨政軍幹部）與一般支持者（國企職工）的特殊利益，並且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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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農村人口的經濟利益與公共服務，藉以換取政權支持者的忠誠。 

然而，這些公共服務集中於大城市的歷史遺緒，帶來的後遺症是大城市外來人口快

速增加，造成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城市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之間因資源分配問題，社會

衝突的數量和規模陡然增加。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共中央首先試圖擴大政權支持者群

體，公開宣示納入城鎮資本家與新興中產階級。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中共中央在制度上

打破城鎮醫療制度的界線，讓原來享有公費醫療特權的核心支持者、享有勞保醫療的國

企職工，與新興的城鎮資本家和中產階級，共同納入城鎮職工醫療保險體系。同時，為

了減少改革的阻力，又透過中央的財政補助，提供公費醫療群體二次報銷、年金等額外

福利，以確保核心支持者的忠誠和穩定。另一方面，農村與城鎮底層醫療制度併軌，透

過戶籍改革與城鎮化計畫，開放縣級中小型城市落戶，同時築高常住人口 300 萬以上戶

籍管制城市落戶的門檻，除了藉此提高農村人口在中小型城鎮落戶的動機，也鼓勵戶籍

管制城市非戶籍人口移出，以減緩城市公共服務和財政的壓力。 

然而，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比醫療資源更加根深蒂固。在義務教育階段，中共中央

一方面透過中央財政，補助中小型城市與農村地區的學校硬體和師資；另一方面則清除

大量戶籍管制城市中，提供非戶籍人口子女就學的學校，例如簡易學校、農民工子弟學

校，以及各種非法的民辦小學。這些學校事實上容納了許多無法符合戶籍管制城市入學

規定的非戶籍家庭，既然進入公辦學校愈加困難、民辦學校又被大力掃盪，非戶籍家庭

只能將子女送回戶籍地就學。 

到了高考階段，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更加嚴重。計畫經濟時期為了顧及全國考

生公平而實施的高考配額制度，在改革開放以後成為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根源之一。

由於高校需要地方政府財政和土地等資源的大量投入，高校與地方政府和戶籍人口之間

形成地方保護主義，中央政府在改革高校招生時遭遇強大阻力。在這種情況下，新三層

制將舊第二層國企職工福利逐漸稀釋、與新興大城市市民納入新的支持者公共服務範圍，

結果是使高等教育與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型以上城市的現象，變得更加不平等。 

整體而言，戶籍改革並雖然在制度上宣稱消除了公共服務三層制的界線，實際上，

雖然地方幹部和國企職工，與城市資本家和中產階級在制度上一體化，各種公共服務仍

然有許多額外福利，使原本核心支持者維持特權。由於居住證改革真正的目的，在於大

城市的人口控制與中小型城市的成長，因此，計畫經濟時期的公共服務舊三層制變成新

三層制，只有界線範圍的改變，並沒有實質消除不平等的權利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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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中國大陸公共服務與台灣民眾權益 

本研究藉由居住證制度的發展，探討了中國大陸戶籍制度與公共服務的變革，根據

第一章提出的研究假設，我們認為 1958 年以來中國大陸的戶籍人口分類，為國家設定

不同的公共服務邊界，在毛澤東時代是以黨國與解放軍幹部為資源分享的內圈，以城鎮

職工為公共服務的外圈，其中國有單位與級別較高的黨政單位職工又有相對優勢，農村

人口則是被公共服務徹底排除在外，甚至淪為國家榨取生產剩餘的主要來源。 

改革開放以來這個「舊三層制」的統治結構面臨挑戰，主要挑戰來自市場轉型所導

致的商品流通與生產要素流通，改變了中國大陸政府的財政收支與政治結盟的基礎，迫

使中共政權必須進行相應的戶籍與公共服務改革。本文第一章假設威權體制並不會大幅

擴張公共服務受益人群，而是重建其所需的政治結盟，因此首先仍會持續保障其權力與

資源分享的內圈，其次會將公共服務資源由原先的國企職工轉移到經濟資本與人力資本

的擁有者，或者說新興資本家與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最後仍然會排除大多數的中下階

層群眾。我們發現中國大陸的戶籍改革與公共服務供應的變化，逐漸塑造出「新三層制」

的統治結構，內圈仍然是黨國與軍隊幹部，中間層變成大型城市居民(依據政策規定為

300 萬人以上的戶籍管制城市)，底層則是完全開放落戶的中小型城市與農民。 

相對於理性選擇制度理論認為制度轉型可以讓統治者利益極大化的觀點，歷史制度

論假設從舊三層制到新三層制的轉型過程，由於制度改革本身的成本與風險以及既得利

益者的抵抗，將留下許多制度遺產，例如國有單位職工仍然保存少數優勢、農村居民仍

然受到相對弱勢的待遇(可選擇到中小型城市落戶或被剝奪農地上樓)等，中國大陸政府

的改革方向確實是朝著新三層制邁進，居住證僅僅是為大型城市常住人口提供的暫時證

件，雖然可以作為戶籍行政、社保與義務教育的輔助證件，所獲得的權益有限。 

我們從四個向度來觀察中國大陸政府戶籍改革與公共服務的變遷，首先是私有產權

保障，其次是社會安全，第三與第四是醫療資源與教育資源這兩種公共財的供應情況。

研究結果發現，雖然中國大陸政府對私有產權的保障與時俱進，前述大型以上的戶籍管

制城市建立了相當嚴苛的房地產限購條件，以保障本地戶籍人口，取得居住證的常住人

口或外籍人士在房地產購買上受到歧視，買房落戶的積分比重下降；動產方面車牌取得

方式各地不同，不少城市仍有歧視外來人口的規範；全國的專業證照考試與規範正在統

一收歸中央，同時讓證照擁有者可以在大型以上城市較輕易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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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安全方面，舊三層制的制度遺產明顯，但也在朝新三層制發展，中央層級國

家幹部大制仍享有公費醫療等原有權益，地方幹部與事業單位開始建立類似城鎮職工的

社會保險制度，國企職工的投保薪資與獲益檔次仍然相對民營企業較高，外地職工普遍

不願意投保養老保險；十年前建立的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與新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已經

開始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並軌，然而農民投保檔次較低，

上述社會保險的覆蓋率較高的區域，仍以大型以上城市為主。 

在醫療資源品質與高等教育資源方面，我們分析了三甲醫院與 985/211 大學的集中

程度，結果發現大型以上城市戶籍人口未達 17%、加上有權領居住證的常住人口也只有

21.5%，卻佔有 36%的最高層醫院與 79%的最佳大學資源，加上醫療保險核銷標準圖利

本地職工醫保人口、與本地學生優先的高考配額制度，導致醫療與教育資源高度集中在

300 萬人以上的戶籍管制城市，證明了新三層制的公共服務排他性。 

6.1 中國大陸公共服務與個人收入的差序格局 

如果中國大陸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差距如此巨大，會不會直接反映在個人收入差異

上？換句話說，國家幹部、國有單位與農民為主的舊三層差異，至今是否明顯導致這三

群人的收入差異？利用中國人民大學所收集與公布的最近兩期中國社會調查數據 2010

年與 2013 年全國樣本，變量資料未流失者共計 13471 人，本研究分析了幹部、超大城

市居民(直轄市)、國有單位職工、以及農村戶籍這四類人群在退休前與退休後的平均所

得。換句話說，舊三層與新三層制的人口分類應該會導致重大的所得差異。 

受限於原始問卷與抽樣設計，我們的數據處理有相當困難。例如問卷僅標示樣本省

籍、無法區分樣本是否來自各省內的戶籍管制城市，因此我們區分超大城市居民的樣本

僅來自北京、上海、天津與重慶四個直轄市。幹部身分則是黨政機構、國有企業、社會

團體（大部分是所謂的「工會、共青團與婦女團體」即簡稱工青婦）與事業單位裡回報

自己有副科級以上級別者，各類人口數量與比例統計結果請見表 1.2。如該表顯示，勞

動人口收入分配，是以幹部(佔樣本 6%)與非幹部、以及超大城市人口(14.7%)與其他地

區的差異最大，次之為非農戶口(40.4%)與農業戶口的差異，最後才是國有單位(18.3%)

與非國有單位的差異，顯示幹部與超大城市居民已經成為中國大陸民眾當中收入偏高的

領先群，國有單位職工收入優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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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中國社會調查(CGSS-2010/2013)的平均收入統計結果，勞動人口與退休人口 

勞動人口 

    平均收入 人數 佔人數比重 

單位產權 

    

 

非國有 24401 8985 0.817 

 

國有單位 36894 2009 0.183 

戶籍類型 

    

 

農村戶口 15714 6553 0.596 

 

非農戶口 42871 4441 0.404 

幹部身分 

    

 

非幹部 24853 10334 0.940 

 

幹部 55343 660 0.060 

超大城市 

    

 

其他 22711 9379 0.853 

 

超大城市 49753 1615 0.147 

總計   26684 10994   

退休人口 

    平均收入 人數 佔人數比重 

單位產權 

    

 

非國有 20015 682 0.275 

 

國有單位 24178 1795 0.725 

戶籍類型 

    

 

農村戶口 14344 98 0.040 

 

非農戶口 23390 2379 0.960 

幹部身分 

    

 

非幹部 21129 1863 0.752 

 

幹部 28807 614 0.248 

超大城市 

    

 

其他 21340 1604 0.648 

 

超大城市 26140 873 0.352 

總計   23032 2477   

註：超大城市為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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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國家幹部、大城市居民、國有單位職工與農民的年收入差異（2010/2013） 

然而在退休人口方面，幹部（佔退休樣本比例 24.8%）收入僅略高於超大城市居民

（人數比例 35.2%），也僅略高於國有單位職工（佔退休者的 72.5%），這個樣本偏誤的

原因來自農民幾乎不會回答退休，非農戶口佔退休者的 96%，這是因為退休特別指的是

按國家規定可以取得職工退休金的人，因此絕大多數必須有城鎮戶籍，或者可能只有 4%

的少數農業戶籍者曾經投保城市裡的職工保險直到退休，這也導致農民有退休與沒退休

的平均收入幾乎沒有差異。總之，退休人口所得更符合舊三層體制的分配原則，亦即幹

部優先，國有單位與城鎮人口相當於第二層，農業戶口者基本上被排除在外。 

圖 6.1 總結了我們從中國大陸政府的公共服務資源分配推論民眾收入分配的結果，

在勞動人口方面，幹部與超大城市居民年平均收入近五萬元人民幣，是中國大陸收入分

配的領先群，國有單位職工僅得三萬七千元左右，而農業戶口者則低於一萬六千元。這

個分配結構相當符合新三層制的公共服務供應差異；在退休人口方面，幹部、超大城市

居民與國有單位職工的所得差異小得多，比較接近舊三層制的結構。總之，我們以中國

大陸公布的社會調查數據，映證了公共服務不均與民眾收入不均之間的高度相關。 

6.2 居住證與台胞證：兩岸民眾相關權益保障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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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的舊三層制到新三層制的轉換過程中，本研究在前述各章已經整理了台灣民

眾在中國大陸所享有的四種公共服務的情況。整體而言，我們發現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

所享有的公共服務待遇確實最接近於居住證，這也十分合乎中共政權的人口分類與公共

服務供應的邏輯。首先，由於台灣民眾不可能在中國大陸購買農地或者成為農民，所獲

得的待遇亦不可能等於農業戶籍；其次，過去台灣民眾不可能進入中國大陸的國有單位

工作並且享有當地戶籍人口的權益，因此無論是投資或就業，都會被歸類於外來常住人

口。在戶籍制度地域化的時期(1994~2004)，各地發放藍印戶口或暫住證與工作居住證等

不同證件給外來人口，對台灣民眾的各項公共服務管理亦有地域化的趨勢。例如在限購

令出台之前，對外資或台灣民眾購買房地產可能有比本地或外來人口更優惠的條件，或

是針對台商投資廠房給予土地出讓金或租金的種種優惠等。 

在《居住證暫行條例》通過之後，中國大陸政府確立了外來常住人口以居住證為主

的管理方式，抑制了地域化的戶籍改革趨勢，因此從整體居住證改革的政策方向來看，

台灣民眾權益向居住證趨近乃是合乎邏輯的發展。表 6.2 依據產權保障、專業證照、社

會安全、教育與醫療等各個公共服務項目，與中國大陸各層人口做了對照。 

表 6.2 台灣民眾在中國大陸所獲得的公共服務待遇與居住證之比較 

公共服務 分項服務內容 中國大陸人口分類對價 

產權保障 房產權與申購權 等同居住證或外國人特殊條件 

車牌搖號（動產） 因地而異，大致等於居住證持有者 

人力資本 醫師/大學教師資格 等同或優於居住證持有者 

其他證照 開放考試，等同居住證持有者 

社會安全 五險（佔薪資 20%）：養老、醫

療、工傷、生育、失業 

等同居住證，台幹可自願加入城鎮職工保險，台師

等同於單位集體戶口 

社會救助 無（被排除，等同居住證持有者） 

教育 小學、初中（義務教育） 可入學，等同居住證持有者 

高中、大學 若非中考入學，須進國際或民辦學校，高考權益超

過居住證範圍，不受配額限制 

一般醫療 醫保與其他保險 等同居住證，大部分未投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產權取得與保障來說，台灣民眾在北京或廣州等大城市的房地產限購條件大致等

同於持有居住證的外來常住人口，車牌搖號亦然。另一方面，上海與蘇州似乎在行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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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等方面給台灣人買房或投資較多便利，實際影響還有待研究。在保障人力資本的專業

證照方面，台灣醫師與大學教師目前被容許受雇於中國大陸的事業單位—也就是醫院與

高校，而且可以參與對應的事業單位社會保險、並獲得子女教育的優勢。在社會保險方

面，台商與台幹雖然可以自願加入五險，蘇州等少數城市開放台灣民眾自願加入住房公

積金，其中最大宗的社會負擔養老保險卻可能無法獲益，因此極少人願意投保，這方面

跟中國大陸的外地職工類似。由於目前中國大陸的社會救助主要針對本地戶籍人口，而

且有脫離貧困的指標，排除了居住證持有者與外籍人士。在教育方面，持有居住證者在

城市已經可以進入義務教育，但品質沒有保障，台灣民眾似乎也可以入學，但是考慮高

中階段以後可能會回台灣就學，大部分台灣家長會選擇台商子女學校或國際學校就讀。

至於在台灣學生在大學考試與入學方面，2011 年以後，中國大陸政府接受以台灣學測成

績來申請入學，無配額限制，已經達到類似本地戶籍人口、甚至是「超國民待遇」的權

益，對台灣學生的學術吸引力還有待觀察。 

6.3 所謂的國民待遇、惠台政策與我方對策 

綜合中國大陸公共服務新三層制的公共服務發展趨勢，與台灣民眾所享有的公共服

務差異，我們可以從中共的政策邏輯，推演出國台辦與各省市台辦推出所謂的「國民待

遇」與惠台政策的限制範圍。根據我們對中國大陸威權體制的人口分類理解，新三層制

背後所隱含的政治生存邏輯是最內圈的利益分享層，第二圈的收編層（或者說統戰對象）

與第三圈的排除層。城鎮常住人口是在第二圈的收編層、與第三圈的排除層之間的夾層。

因此，當中共中央政府或個別地方政府希望將這個中間層人口，盡快收編進政治結盟之

內時，就會提供更優惠的公共服務條件與更短的落戶期限，也就是讓常住人口權益接近

於本地戶籍人口的權益、或是讓其盡快落戶；而當中共中央政府或個別地方政府想壓制

或減少這個中間層時，就會減少這層人口的公共服務或是延長其落戶時限，對國內人口

而言，這會迫使中間層人口退回最外層的中小型城市。然而，由於各地方政府與幹部有

其自身利益，例如房地產價格衰退時需要引進外來人口買房、治理霧霾時又要排除外來

人口，地方政府對此中間層可能採取收編或壓迫的不同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各地方

政府的制度差異與所形成既得利益群體的抵抗，都會造成路徑依賴與制度飄移的後果，

中央政府通常只能讓地方幹部採取因地制宜的彈性策略。 

由於台灣民眾與外籍就業者的權益，主要等同於國內常住人口居住證，依據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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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政治邏輯，可以判斷中共如何對待台灣民眾或其他外籍人士，為求立論簡化，我們

將中共統戰的政治邏輯與新三層制的公共服務獲益層級的關係繪製成圖 6.2：  

 

圖 6.2 本研究對中國大陸惠台政策的推論：政策收編對象與國民待遇層級的關聯 

如上圖所示，縱軸是台灣民眾獲得所謂國民待遇的範圍，由於中國大陸民眾享有的

公共服務待遇分為四類：國家幹部、大城市戶籍、農村戶籍與中間夾層的居住證，我們

依序將幹部、大城市戶籍、居住證與農村戶籍排列在縱軸；橫軸則表示中共中央政府或

地方政府在特定政治經濟條件下，對不同統戰對象進行政策收編的力度。 

如前所述，我們發現台灣民眾的公共服務權益大致等於居住證，雖然過去台商與台

幹在一些依賴台資發展起來的城市，例如上海、東莞、昆山等地，曾經獲得超過居住證

的待遇—例如租稅優惠或廠房土地取得的優勢。然而，隨著中國大陸政府經濟政策走向

騰籠換鳥與保護本土資本，台商所獲得的優惠政策收編程度下滑（Yu et al. 2016），逐漸

回復到與外來常住人口、或與其他外資單位與外籍人士相當。 

針對外籍人士，中國大陸政府自 1986 年起即有《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辦法》，2004

年起則根據《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發放《外國人永久居留證》，也就

惠台政策範圍 



118 

是所謂中國綠卡，其中明確規定了發給外國人永久居留的條件（《辦法》第六條）。然而，

根據 2014 年的資料顯示，2003 – 2013 年，外籍人才加上家屬也只有 4600 多人取得中國

綠卡（王輝耀 2015）。2014 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外國專家時，提出要讓外國人拿

中國綠卡更容易的指示；2017 年 4 月，公安部印發《外國人永久居留證件便利化改革方

案》，將《外國人永久居留證》改為《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並於 6 月開始簽發。 

《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的特色，在於內嵌比照中國大陸居民身分證技術標準的

晶片，可用身分證閱讀機讀取，因此未來在金融、教育、醫療、交通、工作、稅收、訴

訟，甚至社會保險和財產登記等領域，都可以使用（維基百科 2017）。由此可見，《外

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的權益超越第一代卡式台胞證（每次換證可出入境與居留時間為

五年），而近似於中國大陸公民居住證的公共服務權益，因此也和研究中的「國民待遇」

或二代 18 碼的卡式台胞證相當接近。 

另一方面，醫師、教授近年來獲得近似大城市戶籍居民的優惠，這可能是因為中國

大陸本身追求產業升級與醫療資源的人力資本需要，以及統戰台灣知識分子的政策所致；

而針對台灣學生考進大學的入學條件，也跟特大城市戶籍居民的子女相當，或許可以視

為「三中一青」、「一線一路」收編年輕世代的政策舉措。例如，最近中國大陸教育部頒

布《台灣學生獎學金管理辦法》，總發放金額從 700 萬元加碼至 1872 萬元人民幣，獎學

金名額也從 2000 人增加至 2900 人，台生申請獎學金要件為「認同一個中國，擁護祖國

統一」，若有反對「一個中國」的言論或行動，校方會取消資格並向上級呈報（方佳琳

2017），這種優惠待遇超越中國大陸高考高分學生的獎學金，獲獎機率更高。最後，我

們不能排除有親近中共政權的少數台灣人士，拋棄台灣國籍而被提升為人大代表或政協

委員等樣板，進入資源分享層、獲取退休金與公費醫療等的可能性，例如上海市台灣同

胞聯誼會會長盧麗安成為中共十九大台灣黨代表（或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北大台生）。

然而，由於資源分享層佔中國大陸人口僅有 3.8%，這類人士必然只是少數特殊個案。 

由圖 6.2 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中共所謂的國民待遇與惠台政策，

其實有個相當明確的實施範圍，即是以居住證(等同於國內非本地戶籍城市常住人口與

外籍就業人士)為地板，針對少數特殊統戰對象或收編對象，例如對台灣青年學生或大

型台資科技廠商，中共中央或地方政府可能提供一些特殊優惠政策，最高可以達到與大

城市戶籍（佔其人口的 16.7%）類似的優惠權益，這就是惠台政策的天花板。 

在確立中共惠台政策的制度可行範圍之後，我們就可以輕易理解兩岸關係與惠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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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間的連動性：（一）當中共希望改善兩岸關係時，就會將少數統戰對象或一般台灣

民眾的權益，由原先類似居住證持有者的程度，往大城市本地戶籍人口的權益擴張，例

如購買房地產的限制等同於城鎮本地戶籍居民（放寬限購額度與貸款比例），或是以卡

式台胞證替代居住證來辦理各種投資、買房與就業的行政程序（降低投資與就業成本），

作為釋出善意的信號；（二）當中共希望利用台灣民眾權益施壓我方、或達成某些經濟

政策目的時，亦可能取消上述的特殊權益，或是依法執行境外 NGO 管理或社會保險法

令，例如宣布強制東部省市台商員工與台幹加入社會保險、迫使台商與台幹流向中西部

或中小型城市、或關閉台灣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分支機構；對台灣學生進入中國大陸高

校就讀採取配額管制或政治審查、要求事業單位對中國大陸執業台灣醫師或教授施加政

治壓力、以取消對其優惠措施為威脅、迫使其在兩岸關係中表態反台獨或反對民進黨政

府，甚至如李明哲事件依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等，諸如此類。 

無論如何，對一般在中國大陸工作或長期居住的台灣民眾而言，居住證附屬的權益，

與外國人永久居留身分證雷同，邏輯上適用於所有外籍人士，因此會是國民待遇的底線，

不至於更差；而大城市本地戶籍享有的公共服務，經常要城市政府的財政買單，因此除

了少數極為依賴台資的城市之外，較不可能在全國各地一體適用。最後，我們也必須謹

慎面對，當二代 18 碼卡式台胞證、外國人永久居留身分證和中國大陸居民身分證技術

規格一致之後，除了提供公共服務之外，台胞身分與權益是否在政策上隨之國內化，也

是未來必須持續關注的議題。 

在確定中共所謂台胞國民待遇的地板與惠台政策的天花板之後，針對中共的三層式

統戰邏輯的政策發展方向，視我兩岸政策走向與兩岸溝通情況進行沙盤推演與適當回應。

依據本研究的結果，我們初步建議：在兩岸對等互惠的政策方向下，針對中共吸納的樣

板應該依法行政立即處置、不宜拖延怠惰處理導致變相鼓勵，針對收編青年教師、青年

創業或台生進入菁英大學就讀等優惠，雖然可以考慮在互動互惠的情況下修改三限六不

等陸生來台條件，並擬定對於婚姻移民等大陸籍人士相對應的權益改善措施，應該留意

其造成台灣青年人才外流與陸生從事不法情報工作的後果。針對台商權益可能下降或受

損的情況，例如取消政策優惠，表達無法認同之意見，在可以進行兩岸協商的情況下，

針對社會保險互免進行協商，確立台灣民眾僅需單方納入兩岸社會保險制度（例如中韓

協議，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 2013）、或依據居住證擁有者的相關權益，對台商投資或

台幹、台師就業、或台生就學之行政程序進行協調，以減免投資、就業與就學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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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中國大陸在台人士的相關權益措施該如何規劃，是否亦應趨同於所有的外籍人士，

則需要進一步的關注與研究（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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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居住證暫行條例 

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2015 年 11 月 26 日 

第一條 為了促進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常住人口全覆

蓋，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公民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穩定就業、

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的，可以依照本條例的規定申領居住證。 

第三條 居住證是持證人在居住地居住、作為常住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申請

登記常住戶口的證明。 

第四條 居住證登載的內容包括：姓名、性別、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號碼、本人

相片、常住戶口所在地住址、居住地住址、證件的簽發機關和簽發日期。 

第五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健全為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的

機制。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發展改革、教育、公安、民政、司法行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住房城鄉建設、衛生計生等有關部門應當根據各自職責，做好居住證持有人的權益保障、

服務和管理工作。 

第六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為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的工作納

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將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所需

費用納入財政預算。 

第七條 縣級以 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應當建立和完善人口信息庫，分類完善勞動就業、

教育、社會保障、房產、信用、衛生計生、婚姻等信息系統以及居住證持有人信息的採

集、登 記工作，加強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居住證持有人信息的共享，為推進社會保險、

住房公積金等轉移接續制度，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提供信息支持，為居 住

證持有人在居住地居住提供便利。 

第八條 公安機關負責居住證的申領受理、製作、發放、簽注等證件管理工作。 

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用人單位、就讀學校以及房屋出租人應當協助做好居住證的

申領受理、發放等工作。 

第九條 申領居住證，應當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機關委託的社區服務機構提

交本人居民身份證、本人相片以及居住地住址、就業、就讀等證明材料。 

居住地住址證明包括房屋租賃合 同、房屋產權證明文件、購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

用人單位、就讀學校出具的住宿證明等；就業證明包括工商營業執照、勞動合同、用人

單位出具的勞動關係證明 或者其他能夠證明有合法穩定就業的材料等；就讀證明包括

學生證、就讀學校出具的其他能夠證明連續就讀的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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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 16 周歲的未成年人和行動不便的老年人、殘疾人等，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

為申領居住證。監護人、近親屬代為辦理的，應當提供委託人、代辦人的合法有效身份

證件。 

申請人及相關證明材料出具人應當對本條規定的證明材料的真實性、合法性負責。 

對申請材料不全的，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機關委託的社區服務機構應當一次性告知申

領人需要補充的材料。 

對符合居住證辦理條件的，公安機關應當自受理之日起 15 日內製作發放居住證；在偏

遠地區、交通不便的地區或者因特殊情況，不能按期製作發放居住證的，設區的市級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在實施辦法中可以對製作發放時限作出延長規定，但延長後最長不得超

過 30 日。 

第十條 居住證由縣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簽發，每年簽注 1 次。 

居住證持有人在居住地連續居住的，應當在居住每滿 1 年之日前 1 個月內，到居住地公

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機關委託的社區服務機構辦理簽注手續。 

逾期未辦理簽注手續的，居住證使用功能中止；補辦簽注手續的，居住證的使用功能恢

復，居住證持有人在居住地的居住年限自補辦簽注手續之日起連續計算。 

第十一條 居住證損壞難以辨認或者丟失的，居住證持有人應當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

者受公安機關委託的社區服務機構辦理換領、補領手續。 

居住證持有人換領新證時，應當交回原證。 

第十二條 居住證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繳存、提取和使

用住房公積金的權利。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為居住證持有人提供下列基

本公共服務： 

（一）義務教育； 

（二）基本公共就業服務； 

（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計劃生育服務； 

（四）公共文化體育服務； 

（五）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務； 

（六）國家規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務。 

第十三條 居住證持有人在居住地享受下列便利： 

（一）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出入境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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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換領、補領居民身份證： 

（三）機動車登記； 

（四）申領機動車駕駛證； 

（五）報名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申請授予職業資格； 

（六）辦理生育服務登記和其他計劃生育證明材料； 

（七）國家規定的其他便利。 

第十四條 國務院有關部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積極創造條件，逐步

擴大為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公共服務和便利的範圍，提高服務標準，並定期向社會公布居

住證持有人享受的公共服務和便利的範圍。 

第十五條 居住證持有人符合居住地人民政府規定的落戶條件的，可以根據本人意願，

將常住戶口由原戶口所在地遷入居住地。 

第十六條 居住地人民政府應當根據下列規定確定落戶條件： 

（一）建制鎮和城區人口 50 萬以下的小城市的落戶條件為在城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

地鎮或者其他建制鎮有合法穩定住所。 

（二）城區人口 50 萬至 100 萬的中等城市的落戶條件為在城市有合法穩定就業並有合

法穩定住所，同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城鎮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其中，城市綜合承載

能力壓力小的地方， 可以參照建制鎮和小城市標準，全面放開落戶限制；城市綜合承

載能力壓力大的地方，可以對合法穩定就業的範圍、年限和合法穩定住所的範圍、條件

等作出規定， 但對合法穩定住所不得設置住房面積、金額等要求，對參加城鎮社會保

險年限的要求不得超過 3 年。 

（三）城區人口 100 萬至 500 萬的大城市的落戶條件為在城市有合法穩定就業達到一定

年限並有合法穩定住所，同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城鎮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但對參加

城鎮社會保險 年限的要求不得超過 5 年。其中，城區人口 300 萬至 500 萬的大城市可

以對合法穩定就業的範圍、年限和合法穩定住所的範圍、條件等作出規定，也可結合本

地 實際，建立積分落戶制度。 

（四）城區人口 500 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應當根據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和經濟社

會發展需要，以具有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連續居住

年限等為主要指標，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 

第十七條 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在工作過程中知悉的居住證持有人個人信息，應當

予以保密。 

第十八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公安機關給予警告、責令改正，處 200 元以下罰款，

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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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虛假證明材料騙領居住證； 

（二）出租、出借、轉讓居住證； 

（三）非法扣押他人居住證。 

第十九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公安機關處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罰款，有違法所

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一）冒用他人居住證或者使用騙領的居住證； 

（二）購買、出售、使用偽造、變造的居住證。 

偽造、變造的居住證和騙領的居住證，由公安機關予以收繳。 

第二十條 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符合居住證申領條件但拒絕受理、發放； 

（二）違反有關規定收取費用； 

（三）利用製作、發放居住證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或者謀取其他利益； 

（四）將在工作中知悉的居住證持有人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 

（五）篡改居住證信息。 

第二十一條 首次申領居住證，免收證件工本費。換領、補領居住證，應當繳納證件工

本費。辦理簽注手續不得收取費用。 

具體收費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價格主管部門制定。 

第二十二條 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結合本行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及

落戶條件等因素，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條例施行前各地已發放的居住證，

在有效期內繼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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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田野訪談紀實 

 
田野紀錄範例一：專家訪談 

 

受訪者：清華大學○○副教授（訪談編號B5） 

訪談時間：2017年4月4日 

訪談地點：北京 

訪問者：洪人傑 

紀錄： 

 

洪：能不能請您先簡單介紹一下中國現行醫療保險制度的運作方式？ 

B5：並不是所有有工作的人享受的醫療保險都一樣。在有工作的人裡面，大部分是參加

社會醫療保險，叫做城鎮職工醫療保險，還有一部分是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像清

華大學，我們還是傳統的叫公費醫療，所以在我們的工資裡是沒有上交醫療保險那

一部分的，但是長久是要把這些都並軌。但是並軌的話，長期享受公費醫療的政府

官員，是非常不樂意的，因為中國很大一部分的醫療資源是按照官階的層級來分配。

你要是到北京的好的醫院，如果你是副局級、副部級以上或國家領導人，接受的醫

療待遇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體現在各方面，包括住房、醫療等，其實大陸是非常

按照你在政治體系裡的層級來分配稀缺資源的一個社會。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這也

是為什麼你看大陸的官員的工資單，看起來（薪水）非常的微薄，你會想說這樣的

薪水怎麼還會有人願意去做官呢？很大的一部分補償的機制是這種非現金的補償，

就包括你的醫療。 

 

洪：公費醫療的給付有範圍或限制嗎？ 

B5：公費醫療他沒有上限的，就是國家都給，這一點和美國有些醫療保險比較相似，就

是你個人可能交多少錢以上，剩下的可能是你的單位或上級單位來負擔。 

城鎮的普通職工醫療就恰恰相反，他的很多報銷是有個上限的，所以比如說你報了

20 萬，癌症做了大手術，（超過上限）以上的部分你就得去借錢支付，這是很大的

差別。 

總體的趨勢一個是城鎮職工醫療和公費醫療這兩個軌道要盡可能地合併，當然還沒

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但方向是這樣子的，因為我們的社保已經合併了，但是醫保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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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趨勢就是讓個人自掏腰包（out of pocket）的起付線，盡量再把他降低，對

老百姓的負擔會少一些。同時把保險給你報銷的最高額度再往上提，尤其是大病；

然後把一些原來沒有包括在醫藥品目錄的醫療方案和藥物的種類再擴大。所以你如

果看 2009 年到現在的發展趨勢的話，其實老百姓享受的醫療福利是越來越好的。 

有沒有北京戶口的差別在哪裡呢？有些好一點的工作單位和雇主，會提供額外的保

險給你（洪：像商業保險？）。對，額外的商業保險。往往能夠提供額外商業保險

的機構，又是外地人很難獲得的工作機會。 

洪：比如說？ 

B5：像清華大學、國營大企業或銀行這些地方。國企不只有額外的商業保險，很多國企

還有額外的年金。就是除了國家的社會保險以外，退休以後你每個月拿到手裡的錢，

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企業給你交的年金… 

洪：除了五險一金還有額外的年金？ 

B5：對，除了五險一金之外的，是企業拿自己的利潤給職工設的。現在國家還鼓勵企業

拿一部分錢出來給員工作年金。就像美國一樣，美國也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你的

social security，另外一部分是你 retirement saving account（洪：pension？）對，就

是 pension 裡面還有你的雇主給你 match 的部分… 

洪：不過美國的 social security 給的保障非常少。 

B5：不過你要是和中國比，中國也非常少。中國現在退休的企業職工平均收入一個月才

兩千多…就是你之前社保裡面交的養老金，然後公務人員好像高一倍以上，可能到

四、五千。所以這一塊也是在社保方面希望能並軌的。 

洪：如果他換工作的期間，花了半年找工作，社保中斷的問題怎麼辦？ 

B5：沒問題，你還可以申請失業保險。像現在公務員也開始交社保了，這個就有利於人

員的流動。你可以看到最近幾年公務員進入私營部門的機率非常大，人也越來越多，

就是因為社保這兩邊銜接好了。現在已經合成同一類了，以前的話如果你是公務員，

你辭職以後加入私營公司，那就相當於你放棄了政府部門的養老金，但是現在就可

以銜接。 

私營企業的話，中斷的部分是不算，但是你在不同公司交的社保是可以累計的。（見

補充訪談一） 

洪：您剛才提到您也開始繳社保了？ 

B5：對，我們大概是從去年開始，每個月的工資單上你就會看到上繳社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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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比較高層領導也要交嗎？有沒有等級或位階的差別？ 

B5：因為現在已經並軌了，工資那一塊他們也是要交的。然後單子裡面我看到有一部分

是年金，就是現在學校也會給一部分年金，而且他的目的是在於，進入到新的制度

框架下，那些面臨退休的老師，他們拿的錢和就制度比起來是差不多的。他不會讓

你去年在舊制退休的一個月拿五千，今年在新制退休就拿四千，他要保證這個公平

性。 

洪：除了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之外，另外一批沒有工作的人所加入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

目前的運作情況如何？ 

B5：這個保障是更少了。一方面自己出的錢少一些，另一方面賠付的金額和覆蓋面也會

比較小。現在只是做到了基本的覆蓋，但是福利水平還是相當低的。 

洪：好像主要是覆蓋住院和重大傷病？ 

B5：對，但是這兩點已經是非常大的進步。因為以前老百姓是不敢生病的，生了並以後

要嘛就是等死，要嘛家裡面你得欠幾十萬。尤其像中國這麼大的國家，你很難一下

子把福利的水平提得這麼高，他能夠托底，不要讓人家掉到貧困線底下去，就是很

大的進步。 

洪：他們能夠去的醫院有分別嗎？ 

B5：你去更好的醫院，能夠報銷的額度就會越低。比方說如果去海淀區的醫院，住院可

能可以報 85％，你要是去比較好的醫院，可能只能報 75％，要是到三甲醫院，甚

至只能報 65％… 

洪：有規定一定要從小醫院或診所開始看嗎？ 

B5：沒有。但是現在一直想建立家庭醫生的制度，很多地方在試點。我前一陣子看過一

份報告，提到杭州有個社區就做得很好，這個社區有 65％的居民，生病以後會先到

社區的衛生中心看家庭醫生。這個東西在中國會普遍開來，重點是激勵的機制要做

好。報告中也提到，在現有的狀況下，你如果到最好的醫院去，醫生能花在你身上

的時間非常少，可能三分鐘五分鐘，你話還沒說完他藥就給你開好了，你會覺得非

常被忽視被冷落的感覺。但是你到了社區醫院，社區醫院的醫生就可以很詳細地關

心你的病情，就像美國一樣，和你聊上半個小時。所以現在要做好的，就是在社區

裡面吸引到一些高質量的醫生，他們（杭州）那個診所，社區醫生醫科剛畢業的年

薪也能拿到 20 萬人民幣，他們還請一些專家，比如說他四天很好的醫院，然後有

一天在社區裡就診，所以只要把制度設計好，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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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外地人進城工作的話，戶口還在農村，已經參保新農合，城市裡的雇主如果給他上

社保，可以兩邊都保嗎？ 

B5：可以，這兩塊不是相互排斥的。其實他可以不用上新農合，新農合不是強制的。新

農合賠付的條件和優惠程度還不如城市裡面的職工醫療保險，只是有的地方政府會

有政績的要求，上級會考核他，比如說新農合的覆蓋率要達到 95％以上，他有時候

就會把一些人雙重覆蓋了。 

我們前一段時間才做過城市裡貧困家庭的研究，比較了有城鎮戶口的貧困家庭、流

動的貧困家庭和農村的貧困家庭，你會發現流動的貧困家庭，實際上年齡結構相對

年輕、身體狀況相對健康、經濟狀況也相對更好的群體，比城市裡和農村裡真正的

貧民要好很多。因為他有一個選擇性的問題，他要是自己不能幹（工作），他也不

會跑出來工作。所以其實流動人口的醫療狀況，在大的面上還是挺好的，因為他們

相對來說也不太容易生病。當然工業性的職業病是非常嚴重的，在某些行業裡面，

農民工的退休問題是需要得到關注的。 

洪：居住證改革之後，進城務工的外來人口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和本地人有什麼差

別？ 

B5：差別就是上的學校好壞，學校的質量。比如說你有居住證，你在這兒租個房子，肯

定是進不了清華附小的，或者北大附小、中關村三小，這些公認最好的學校就連有

戶籍的人口需求都無法滿足，肯定照顧不到拿居住證這些外來人口子女的需要。他

只能保底。所謂保底就是他只能保證你有學校念，但是念哪一間你就沒辦法挑。 

洪：據我所知，像北京和上海，對於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規定越來越嚴格，比如說

連續居住六個月以上，還要有各種證明，像租房合同很多房東不願意… 

B5：因為房東一旦你簽了合同以後，稅務部門就要找他收稅，大概是百分之四的房租稅… 

洪：港澳台和外籍人士的子女就學，聽說很多都念國際學校，他們可以進公立學校嗎？ 

B5：應該可以，像我的小孩念的清華附小就有很多（外國人的小孩）。 

洪：他們入學不需要戶籍嗎？ 

B5：不需要。只要你在北京市有比較穩定的工作和雇主，或是在這些高校或研究機關工

作，像清華大學有台灣身分的教授大概有十來個，他們的小孩唸書都沒有問題。 

洪：如果不是清大的教職員，是外商公司的職工，他們的小孩可以念清華附小嗎？ 

B5：外籍人士如果他買的房子房產證在學區內的話，也是可以的，也是照學區，但是沒

有房子的肯定會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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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像中考和高考這種考試，學區不平等的問題有什麼影響？ 

B5：考試本身是公平的，但是實際上你享受到的教育質量不一樣，實際上你在面臨同一

個考試的時候，你還是處在劣勢。現在的教育越來越多是取決於你在學校之外學到

的培訓，這個也是從日本韓國到台灣到大陸，現在到美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不好

的現象。因為教育應該是一個公共產品，當教育是一個公共產品的時候，才會有平

等化的效應。當教育越來越依賴私人購買的時候，就變成誰有錢誰就能享受優質的

教育資源。 

所以在北京大家越來越關注的，就是所謂的好學生，都不是你在那個學校教出來的，

都是他的父母花很多錢在外面的補習班教出來的，只是好的學校是因為你有好的

reputation、好的社會地位和聲望，用你的聲望和比較好的資源，把這些學生招進來

而已。其實這一幫學生你放到任何一個學校，還是最優秀的。像我們清大的學生很

優秀，並不是因為我們這裡有多好，而是這個機制把他們放到這裡。 

洪：像張千帆老師研究 985 高校的配額招生制度，這些配額怎麼來的？ 

B5：這也是老體制延續下來的。就是計畫體制下，他認為你不能一張卷子來就讓所有的

學生報考，這樣的話很有可能新疆、西藏的孩子一個也考不上。最早是按照中國人

口的分布來分配這名額，都能照顧得到。同時因為你這個學校設在北京，北京市政

府給你大量的支持，像土地等各種各樣的資源，所以你的（招生）政策可以適當地

往你的所在地傾斜一點。比如清華可能在北京就要招 100 個，遠遠超過其他省份的

相應的比例，所以這個制度就一直延續到現在。 

現在是因為大家的平權意識越來越覺醒，所以很多人覺得非常不公平，但是地方的

保護主義很難打開這個壁壘。比如去年還前年的時候，江蘇省想要稍微減少重點大

學在地方招生的人數，就有幾萬的江蘇家長出來抗議了，所以這個東西實在很難，

尤其是這個 game 是個零和遊戲的時候，這個博弈是零和博奕的時候，你要動人家

的蛋糕是很難的。 

像北京、上海的家長也是這樣，這些人也許素質更高，更有平權意識，提到抽象的

自由平等的時候，在全社會裡算是意識最高的，你如果給這幫人當中高中生的家長

做個調查，說我們把北京高考的名額減少一點，變得更公平一點，那也沒有人願意，

所以人就是很自私的動物。 

洪：所以現在每年各校高考配額是校方決定的嗎？ 

B5：不是，是教育部。全國的高校要作任何調整都是教育部決定，所以還是一個非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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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體制。就連專業的設置、要招多少學生，都由教育部決定。這也是為什麼很多

人一談到中國的教育體制，對教育部非常詬病的原因。你這一套管理機制和時代的

發展、市場的需要完全就不匹配。比如說勞動力市場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很大的原

因也是因為這一套行政管理的體制不能夠回應市場需求的變化。比如說某些新設的

專業出來了，你還得等到教育部審下來才能收這個專業的學生。 

除了招生配額之外，另一個問題是不可以異地高考，這是個非常要命的問題。你在

北京念完高中，沒有北京戶口，你必須回到戶籍所在地去參加高考。因為各地制定

的教育標準不一樣，很多在北京念完高中的孩子，回到戶籍地參加高考他考不上大

學。而且因為你在北京受到的教育內容和當地高考的內容也不一樣，所以在當地你

沒辦法和在當地念高中的孩子競爭，所以在北京很多外地的、非戶籍的流動家庭，

他們會在孩子初中畢業的時候就送回去，甚至小學畢業就送回去。送回去之後，小

一點的孩子媽媽可能還要陪著回去。從生命歷程、教育發展歷程來看，是一個非常

不好的政策。我們都知道青少年最大的挫折和挑戰，就是來自於他在十幾歲被放到

一個全新的環境，在美國你要換工作的時候，都會因為孩子要換到一個新環境而放

棄。但是在中國，你就硬生生地把一個在北京長大的孩子放回到河南的縣城去，這

個損失就是我個人很關注的問題，值得好好研究，還沒有多少人做。 

洪：很多家長會想把孩子塞進明星高中或重點高中嗎？ 

B5：對，但是對於非戶籍人口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北京你不能排除一些很

有錢、事業做得很成功，但是沒有北京戶籍的人，對這些家庭來說他就是花錢，可

能給這個學校 50 萬、100 萬，找朋友幫忙，他可以進所謂的明星高中，或者進私立

學校，但是那個是萬分之一的人可以幹這個事，大部分的人，他們的孩子如果要念

這裡的高中的話，他們就面臨一個問題，他還是得回去高考，所以大部分如果孩子

真的成績好的話，他不會把孩子放在北京念高中，還是會送到戶籍所在地去念高中，

這樣就更加適合高考。 

洪：參加本地中考需要戶籍嗎？ 

B5：中考的話，理論上有居住證就可以了，理論上是可以在北京念高中的，但是作為一

個理性選擇的家長，他不會讓自己的孩子在北京念高中。這就是為什麼在北京念高

中，對於非戶籍流動人口來說不是個問題，因為他們的孩子也要送回去念，他們沒

有辦法在這邊高考，所以對流動家庭的家長來說，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小學和初中，

因為孩子還小，也不能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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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所以政府並不支持農民工子弟學校？ 

B5：政府只負責建公立學校，這些都是民辦的。現在可能一些民間的學校，屬於社會福

利性質的還存在，比如孤兒學校或者父母在監獄裡的，北京郊區例如順義，還有這

樣的學校，社會各界包括國外的慈善機構支持的。 

洪：居住證暫行條例中對於 300 萬以下的城市要求盡可能開放落戶… 

B5：對，現在戶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很多省份城鄉戶口的差異已經消失了，所謂

社會服務已經全面均等化，也都取消了農業和非農戶口的差別。過去低保、醫保還

有城鄉差別，一般來說城市要好一些、鄉村差一些，現在均等化以後，有沒有發現

有些地方反而農村戶口更值錢？以前大家要花幾萬塊錢去買一個非農戶口，因為在

城市裡面享受的待遇比較好，現在是倒貼給人家，他們（農村戶口）都不願意放棄

戶口。城市戶口能享受的他們都能享受了，但是農村戶口還有土地。 

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我覺得這是非常公平的。你也聽過所謂人民公社

糧食收購的剪刀差，整個中國的快速工業化，實際上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

所以現在給他土地的權益，名義上土地是國家的，但是使用權也是產權的一部分，

可以通過轉讓來獲利，實際上是對他們的補償。 

洪：公費醫療和公保改革要求原來不用繳費的人參保，這樣的改革有遇到什麼反抗嗎？ 

B5：基本上沒有。因為政府會保證你的收入水平不變，他會想辦法給你補償… 

洪：像之前提到的年金？ 

B5：對，這一部分相對來說全國大概也只有幾千萬人，所以影響不會太大。 

洪：這些公保人員在買房的時候有什麼補助嗎？ 

B5：中國各地差異很大。例如上海的政府和高校人員已經沒有所謂經濟適用房，就是大

學校方不會給你找一塊地、修房子，然後便宜賣給你。在上海的同濟、復旦、交大，

他可以一次給你幾十萬的購房補貼，但是你得到市場上去買。但是在北京如果你在

是中央部會，比如財政部、人民銀行、證監會，還有中央直屬高校像北大、清華，

還會批給你一塊地，讓你找房地產公司來修房子，然後廉價賣給工作人員，這也是

不得已的辦法… 

洪：這和美國的作法蠻像的。 

B5：對，像矽谷房價太貴，加州也是用自己的校地蓋房子來吸引老師，如果北大清華如

果不這樣做的話，我可能回國以後就不在北京待著了，因為房價太貴我買不起，我

可能就找個生活更舒適、房價更便宜的地方去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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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所以中央部會直屬的工作人員的待遇還是比較好？ 

B5：仍然維持，而且隨著房價高漲，這個趨勢還會越來越嚴重。 

洪：這些房子是可以買賣的嗎？ 

B5：不同階段的政策不一樣。以前這個房子建好以後，房產證就會給住戶，那就可以上

市買賣，有的地方是規定五年以後可以上市買賣，最近幾年是這些房子可以繼承，

你的孩子有繼承權，可以永遠住那裡。但是你如果想買賣的話，你所在的機構有優

先回購權，我不能隨便就賣給你，我得賣給學校。 

…………………………………………… 

洪：不同等級的醫院，中央與地方的補助的比例有什麼差異？ 

B5：中央和地方各自承擔多少，在 2003 年醫改以後發生很大的變化。九十年代是中國

醫療制度最糟糕的時候，就是國家出資的部分越來越少，老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

農村的醫療體系基本上就是垮掉了，因為沒有財政資源。後來 2003 年重新恢復醫

改的時候，所謂的轉移支付和再分配的體制就體現出來了。比如說像北京上海這種

當地政府財政能力比較強的這種地方，國家可能給的只佔 30％，剩下的 70％當中，

可能 50％是由當地政府出錢，20％是個人承擔的部分；如果是在偏遠的地方，像青

海，國家的支出可能佔 70％，當地政府可能佔 20％，個人佔 10％，這點還是不錯，

他會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的水平和承受能力，來調配醫療資源。 

洪：政府補助的經費用在哪裡？ 

B5：硬件就是醫院的設備、病床，也有直接補助醫生的薪資福利。近十幾年來，中國的

中央政府相對承擔越來越多的社會福利，包括醫療和教育。以前的教育大部分的錢

都是縣政府出，農村的話就是靠農業稅和所謂的三提五統，就是農民交的各種各樣

的費用，來給鄉村的老師發工資。所以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基層財政最大的負擔就

是工資，教師的工資。你要是到鄉鎮調研，他們都會說這是最困難的事情，他們得

從老百姓手上拿錢養當地的老師。現在的話，在教育方面，所有的公辦學校教師的

薪水（工資），都是由國家財政來負擔，這個錢絕大部分都是由中央來負擔。這個

其實是涉及到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問題，你到底多少錢留給地方、多少錢中央收走，

1994 年分稅制改革以後，中央拿走的越來越多，地方留下的越來越少，但是所有的

社會服務、基礎建設，百分之七、八十還是由地方負擔，所以曾經一度造成醫療、

教育這些公共服務品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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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訪談一： 

受訪者為長期在北京外商銀行工作之台灣人。關於換工作社保中斷問題，她說轉換

工作不影響社保累計，期間可以交給第三方的託管中心，或者民間的人才中心可以

借掛，但是不能超過三個月，如果中斷超過三個月，重新上社保後就必須連續交半

年才能恢復原來的社保資格，而且中斷期間沒有不能享受買房（公積金）買車和搖

車號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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