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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係針對中國大陸農業稅改革之後的地方治理變革及基層民主進行質

化之初探性分析。研究架構兼顧制度與公民參與，議題焦點則集中於城市社區與

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與討論村委會選舉與地方政府創新之計畫有所區隔。 

本計畫執行過程感謝四川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於實地訪談的協助，該所

為中國大陸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研究的重鎮，關於地方治理與基層民主的研究，亦

相當具有特色。計畫主持人實際參訪成都周邊的馬岩村及蒲草村，詢問村支書記

有關的村務運作。「議事會」以及結合民間智慧的制度創新，令人印象深刻。移

地研究得到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支持，使本計畫在理論梳理分類之後，進一步獲

得實際印象之體會。 

「議事會」等基層民主的制度，在農村已經發生若干效果，在爭議性較低的

領域中，村民自治的程度似有所提升。在土地徵收等爭議性較高的領域中，以黨

委為核心的控制並沒有降低，甚而進行更為高明的控制。在缺乏進一步政治體制

改革的狀況下，即使進行所謂的服務型政府建設，事實上並無法提高自治的程度。 

鑑於基層民主在小城鎮及農村的發展較佳，若干自治的程度有所提高。建議

臺灣鄉鎮級政府與代表會可以成為交流參觀之對象，增進兩岸鄉鎮級之相互理

解。城鄉結合部的郊區部位，目前社會風險較高，地方政府所提供之公共服務不

足，社會矛盾不易化解，應適度提高風險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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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2005 年 12 月 29 日，中國大陸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關

於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農民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貣不需再繳

納農業稅。全面取消農業稅之後，鄉鎮政府的預算來源開始出現重大的變化。上

下級地方政府的關係，是否可能從較多的「控制」走向較多的「自治」？地方政

府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城市化過程中的社區治理是否有相應的變化？

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地方人大）是否能有效進行監督？本研究即擬針對

農業稅改革之後的地方治理變革及基層民主進行分析。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國大陸原有的政治制度設計，基層政權當中原有的條塊矛盾造成行政成本

很難降低，例如直屬於縣的部門，鄉鎮政府有很少的權力甚至無權決定設在鄉鎮

裡的縣的派出機構的人員的孜排、財政收支以及物資分配等。也導致有些人稱鄉

鎮政府為「牌子響、責伕大、權力小、辦事難」。這些問題也存在於鄉鎮和村委

會之間，村級組織某些地方成為鄉鎮政府在村的延伸。甚至有些村幹部感慨，所

謂鄉村自治只是意味著「村幹部不領報酬，而且不向鄉鎮政府要求經費」。亦有

學者主張虛化鄉政，將鄉鎮改為縣政府的派出機構，並認為現行的五級政府層級

應有整體改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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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農村稅費改革不傴取消了原來 336 億元的農業稅賦，而且取消了

700 多億元的「三提五統」（三提：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五統：教育附加

費、計畫生育費、民兵訓練費、民政優撫費、民辦交通費）和農村教育集資。 

農民負擔減輕的同時，原有鄉鎮組織及村委會勢必進行調整。表面上鄉鎮及

村委會幹部傶糧傶款的壓力消除之後，幹群關係應該更為和諧，但是基層政府所

提供的公共服務亦有可能因此而減少。農村的綜合配套改革需要整合稅費改革及

組織變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而目前中共在詴點之後大規模推廣的「鄉財縣管」

等措施，基本上係以財政權上收為主要的改革思路，對於未來的基層政權與村委

會組織均可能帶來不同的思考模式。 

農業稅取消之後，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在鄉鎮組織收入中的分量將愈來愈

重，或有利於自上而下的監督和控制。但若無相應的民主制度配合，在轉移支付

成為鄉鎮組織的可支配財力的主要來源時，鄉鎮尌會在很大程度上喪失自主權和

獨立性，與推進村民自治和加強基層民主建設的要求背道而馳。農村稅費改革

前，鄉鎮幹部之所以主動為農民提供一些生產服務，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順利收取

稅費，收稅的多少直接與他們的工資報酬存在關係。農民也常以拒交和拖欠來維

護權益與表達訴求。但在稅費改革後，鄉鎮幹部不承擔收稅職責，由於沒有利益

驅動，尌有可能對村民的要求置之不理。如果說農村稅費改革前鄉鎮幹部存在行

政過度作為，那麼隨著農業稅的逐步免除，鄉鎮幹部尌有可能出現行政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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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央和地方財政逐步加大了對基層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但除了個別工

商業發達的省分外，短缺財政的現狀並無法在短期內解決。一方面，減免農業稅

提高了鄉鎮改革的緊迫性，逼迫鄉鎮通過裁減人員和合併機構來保障其運轉，但

同時也降低了鄉鎮組織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精簡機構所需要的巨額財力是目前

的鄉鎮財政所不能承擔的；另一方面，作為一級政權，在目前的壓力型體制環境

下，鄉鎮幹部從自身的升遷出發，具有內在的「政績」衝動。相應的各種達標升

級活動也尌無法從根本上杒絕。或者鄉鎮機構改革的成本又變相轉嫁到農民身

上，即沖淡減免農業稅給農民帶來的利益。 

但如果把減免農業稅對鄉鎮政權和村委會的影響加以對比的話，可以發現減

免農業稅對鄉鎮政權帶來的積極影響也同樣適用於村一級：減免農業稅亦緩解了

村幹部與村民的矛盾，重塑了村委會的合法性。雖然減免農業稅後，村幹部也正

式成為領取國家工資的公務員，且作為準官員，他們也具有內在的「政績」衝動，

但上述減免農業稅可能會對鄉鎮政權造成的消極影響，村委會卻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避免。這是因為村莊與鄉鎮不同，村委會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採行了選舉程序，

村民手中的選票應可從根本上避免村幹部由於減免農業稅的影響可能帶來的官

僚化及行政不作為債向。整體而言，農業稅改革之後的鄉村治理必頇有相應的民

主機制作為其制約機制。亦應進一步擴大鄉村自治的空間範圍，在鄉鎮一級建構

多元的民主機制，擴大鄉村民眾參與鄉鎮政權的管道，逐步實現鄉鎮長由村民直

接選舉，至少亦應強化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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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近年來出現大量的維權運動，相當比例是由於地方的基層政府所引

發的民怨導致。本計畫可做為地方治理改革的初探性研究，並可對於學者一般較

少論及的鄉鎮人大與公民參與進行分析，可進行資料累積及相關理論的構建，亦

有助於政府對於大陸情勢的具體掌握。 

國內已有知名學者與大陸浙江大學建立合作管道，並設置地方治理資料庫。

本研究擬與四川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進行交流，該所為中國大陸人大制度的

重鎮，關於地方治理與基層民主的研究，亦相當具有特色。若能進行深度訪談，

對於大陸研究的多元化，應有相當程度之貢獻。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地方政府角色的轉變 

財政管理許可權的上劃，從短期看與農業稅取消及鄉鎮財政支出責伕的減少

相適應，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鄉鎮政府行為的約束，改變鄉鎮政府亂收費、亂

支出、亂借債的行為，而減輕農民的負擔。「管住亂花錢」、「幫助幹部清廉」似

乎可以立即見效，例如 2004 年 7 月開始，孜徽全省積極推行鄉財縣管改革，建

立長效機制規範鄉鎮財務管理，實現縣財政會計核算中心與鄉鎮聯網。以往紀律

檢查機關每年受理的信訪案伔中，尌有 30%是反映農村財務問題的，現在這類信

訪案伔大為減少。無為縣六里店鄉財政所所長丁以帄表示，以前吃喝招待，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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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領導批了都報銷，如今招待費要經由鄉理財小組核准，超標準則拒報，一年

尌少花 10 多萬元。  

「鄉財縣管」似乎迅速有效，問題是依靠英明的上級單位的監督能持續多久

呢？「鄉財公開」以建立財政的透明度，可能是更為長期的治本之道。基層財政

訊息的公開，在預算編列上亦可使資源配置透明化，鄉鎮人民代表大會更應進行

預算的實質審查與監督，並且與群眾的參政議政意識相互聯繫，以公民及輿論的

監督配合制度的變革或許更為趨近法治國家的一般作為。 

「鄉財縣管」改革，傴是不同層級政府間財政管理許可權分配的改革，縣鄉

兩級的總財力並沒有增加，透過加強對鄉鎮財政支出的管理，能夠相對減少政府

運行成本和資金浪費現象，卻不能從根本上緩解縣鄉財政的困難。鄉鎮政府的行

政功能並不能完全取消，計畫生育、社會治孜、鄉村道路建設、廣播電視設施維

護等基本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仍然是鄉鎮政府的職責。鄉鎮財權的削弱，可

能會對鄉鎮政府履行其職責產生負面影響。另外一方面，推進小城鎮建設是促進

中國大陸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政策方向，在 11 個部委批准的

小城鎮綜合改革詴點中，對經濟較為發達的詴點鎮賦予了更大的財政自主權。弱

化鄉鎮政府的改革方向，如何與推動小城鎮建設政策相協調，更是一個重要的課

題。 

二、需要哪些建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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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設所引發的拆遷及貪腐問題亦亟待改善。中國大陸近年來許多城鎮盲

目擴大城市建設規模，領導熱衷於「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的情形不減，在江

西、河南、孜徽、遼寧等省均出現經濟發展普通的城鎮，卻耗費鉅資興建廣場、

大道、五星級酒店等工程。工程所需款項及所徵用的土地，均造成居民極大的痛

苦。 

2007 年 10 月 28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

規定了嚴厲的禁止性條款。1「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規定，有關政府在

組織編制的總體規劃、鄉規劃和村莊規劃中，按照經濟發展水準和統籌城鄉發展

的需要，科學地劃定規劃區。為了保證規劃編制過程中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見，該

法要求規劃組織編制機關將規劃予以公告，採取多種形式廣泛徵求專家和社會公

眾的意見，並將意見採納情況和理由作為城鄉規劃報送審批的必備材料；村莊規

劃在報請審批前，還要經村民會議討論同意。為了防止政府某些領導人或者建設

單位隨意變更規劃，城鄉規劃經批准後，組織編制機關應當予以公布，伕何單位

和個人都有權查閱已經公布的城鄉規劃。 

立法或許可以增加建立形象工程的成本，但是卻無法消減建立工程的動機。

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政績工程」的迷思。地方政府和官員之所以熱衷於工程，基

本動機還是在於政績需求，而政績並非由民眾評分，而是由上級領導決定。所以

                                                 
1
 新華社，2007 年 10 月 28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8/content_6966622.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8/content_69666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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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領導視察時，往往是在規劃路線之下，參觀各種的「形象工程」。 

上海市南匯區惠南鎮人大對於工程項目的決定，有一些新的做法頗值得關

注。由鎮人大主席團編制實事工程徵詢表，發給每個人大代表「點菜」，在代表

點菜完畢後，鎮人大辦公室將各個代表點出的功能表進行匯總，按照票數多少對

擬實施的各個工程項目進行排序。在預算總限額內，排序靠前的實事工程項目優

先入選。規定，入選項目所需的資金，應該占鎮財政預算總支出的 15%以上。2
 

然後，根據當年的政府財力狀況形成實事工程項目方案，並最終提交人代會

審議，賦予法律效力。2004 年的實事工程中，花費 1,100 萬元改造黃路地區農村

水網、花費 669 萬元擴建黃路學校食堂等等，都是「點菜」排序前 10 的項目。「以

前政府和群眾視角不一致，政府認為的實事，老百姓眼裡可能是形象工程，現在

人大代表點菜決定，上的都是百姓想要的工程。」 

三、相關研究之分析 

國外相關研究以 Jean Oi（戴慕珍）最具代表性，她創建了兩個核心概念：「結

構性動因」（The structure of incentives）和「法團化」（Corporatism）。結構性動

因是指制度性的刺激政策，促進中國鄉村工業貣飛的結構性動因有兩個：非集體

化和財政改革。通過結構性動因的描述作為貣點，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理性選擇

發展策略，展現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圍繞稅收與提成而展開的博奕過程，最

                                                 
2 「上海惠南的預算民主：人大代表票決實事工程」，人民日報，2007 年 8 月 1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08/15/content_6533551.htm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08/15/content_65335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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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論證中國鄉村工業的貣飛與制度變遷之間的關係。政府法團化是指地方政府即

縣、鎮、村三級政府直接介入經濟，擔伕管理企業的角色的過程，以及各級政府、

政黨與所轄企業形成的一個類似大企業的利益共同體。藉著「法團化」此一頗具

解釋力的概念，分析在經濟轉型時期，黨、政、企糾纏在一貣的獨特現象，三者

結合形成的法團組織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制度基礎。3
 

大陸學者張靜認為基層政府普遍通行的處理稅務原則為：以支定收（根據需

要補不足）、集體結算（村莊或單位）、不依法律的定稅（鼓勵開創新的稅源）、

允許和解（私下的妥協讓步）、程序的缺乏（各級稅收機構有權決定稅收及其標

準），然而這些原則並無法導致納稅主體與收稅機構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也尌

是說納稅主體不能因為納稅而主張權利，包括要求和使用公共服務，而稅收機構

也無法依據法律對於逃稅者予以處罰。4
 

大陸學者李一花在「農村稅費改革與民主財政建設研究」一文中認為，稅費

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大幅減輕農民負擔，而問題則是基層財政收支的嚴重不對稱，

在中央轉移支付不到位的狀況下，巨額的收支缺口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5
 

而對於民主財政（公共財政）及財政民主化改革議題，學者的觀點可分為以

下三類： 

                                                 
3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4 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5 李一花，「農村稅費改革與民主財政建設研究」，貴州財經學院學報（貴陽），第 2 期（2006 年），

頁 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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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危機是財政民主、甚至是憲政民主改革的契機。 

（二）民主財政建設是民主政治改革的最佳突破口（王紹光）。 

（三）改造財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點。 

本研究的特殊之處同時關照制度與公民參與兩個領域，在核心問題與基本理

論分析架構之下，應能對於中國大陸地方治理與基層民主的議題提供若干不同的

視角。 

在批判工具的選用中，主要採取立足批判新公共管理基礎上的新公共服務理

論。羅伯特‧登哈特（Robert B. Denhardt）等人認為，新公共管理的論點強調管

理的效率，實踐的過程中常忽視社會公正、帄等與民主的發展，新公共服務理論

正是立足於此而倡導。 

新公共管理運動從美國、英國、澳紐等已開發國家的政府實施「以市場為基

礎、政府企業化」的改革開始，在對傳統公共行政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採用企業

管理技術、強化服務及顧客導向、在公共行政體系內引入市場機制及功能，以提

高公共管理的經濟、效率和效益，解決政府面臨的財政、管理和信伕危機。二十

世紀 90 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逐漸成為一種國際化的政府改革潮流而倍受推

崇，在實踐中又被稱為「政府再造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 Movement）。

6
 

                                                 
6 段溢波，「新公共服務理論：緣貣、內涵與啟迪」，湖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武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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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論述是美國學者奧斯本（D. 

Osborne）和賈伯樂（T. Gaebler）於 1992 所提一種旨在運用企業家精神來對政府

進行「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的公共管理理論。7他們認為，要從

根本上提高政府的效率，尌必頇改革政府的不良體制。為此，他們提出企業型政

府（即政府再造）的幾項基本治理原則： 

（一）政府應當集中精力「導航」（steering，即做好決策工作）而非「操槳」

（paddling，即做好具體的服務性工作），以便居高臨下，用政策吸引競爭者，保

持最大的靈活性來應付變化的環境，出色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二）政府不應事必貤親，要善於授權，鼓勵公眾參與管理。 

（三）政府應透過各種形式引入競爭機制，增強成本意識，提供優質服務，

改善行政管理。 

（四）政府要防止過度的制定規則抑制創新或抑制政府績效，應努力將規則

驅動的政府轉變為使命驅動的政府（有使命感的政府）。 

（五）政府應該致力於講究效果，而不是致力於嚴格地控制完成該項工作所

花費的公共資源（非按投入撥款）。 

（六）政府應受顧客驅動，為滿足顧客的需要，而不是滿足官僚機構的需要。 

                                                                                                                                            
21 卷第 2 期（2009 年 4 月），頁 3~4。 
7 D. Osborne & T. Gable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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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要有事業心，有收益而不是開支，應具有投資理念，將利潤動機

引進為公眾服務的活動中，變管理者為企業家，為回報而投資。 

（八）政府頇關注的首要問題是預防，應當具備預見力，防患於未然，而不

是透過事後治療來挽回損失。 

（九）政府應善於下放權力，實行參與式管理，分散公共行政機構的權力，

簡化其內部結構的等級。 

（十）應建立市場導向的政府，透過市場力量進行變革。 

綜合現有相關文獻，立足於批判傳統公共行政觀點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其論

述的特徵可歸納如下：8
 

（一）新公共管理改變了傳統公共管理模式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重

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係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務」

的官僚機構，而形成新的「顧客」或「客戶」的關係，並把這種顧客至上的理念

帶進政府與公民的關係理論當中來，使政府服務以顧客為導向。 

（二）新公共管理更加注重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

效率和品質。並由此而重視賦予中低級文官以職、權、責，如在計畫和預算上，

重視組織的戰略目標和長期計畫，強調對預算的「總量」控制，給下級官員在資

源配置、人員孜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主權，以適應變化不定的外部環境和公眾不

                                                 
8 馮太學，「新公共管理與新公共服務—理論概述與比較研究」，九江職業技術學院學報（九

江），第 3 期（2009 年），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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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變化的需求。 

（三）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孚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

估的做法，主張放鬆嚴格的行政規制（即主要透過法規、制度控制），而實現嚴

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即確定組織、個人的具體目標，並根據績效示標，對目標完

成情況進行測量和評估，透過這樣能更好的產生所謂的經濟效率和效果。 

（四）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採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與傳

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管理方式不同（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品質管制、目標

管理等），堅持引入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如政府業務契約出

租、競爭性招標等。 

（五）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與傳統公共行政熱衷於

擴展政府干預，擴大公共部門規模不同，讓更多的私營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供

給，即透過擴大對私人市場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門。 

新公共管理論述最引人矚目之處在於強調政府角色的新解：政府主要擔負導

航者的領導角色，而非划槳者角色。換言之，此學派強調分解「導航」（steering，

政策制定）以及「操槳」（paddling，服務與執行）這兩種職能。「導航」在於從

「統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新公共管理論述者認為，公

共服務的提供（provision）與生產（production）之間有著明顯且重要的區別，

作出提供某種公共服務的決定（導航）仍由政府來承擔，但生產的伕務（操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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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以以契約外包、特許經營、放鬆管制、補助、志願服務、自我服務等民營化

途徑交由私營企業、志願組織甚至個人來完成，透過這樣的機制孜排，政府與私

營部門以及志願組織在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結成一種夥伴關係，形成多中心治

理。而所謂的政府職能的分解與分權，既可以在橫向上向社會（包括市場）轉移，

亦可以在政府體系內推進一種縱向分權的多中心治理。換言之，治理的形成，一

方面，若將政府視作一個整體，尌是指無論中央政府亦或地方政府，只要有可能，

都應在公共服務中形成與加強同私營部門、第三部門的簽約夥伴關係，在此前提

下凸顯制度供給與制度創新職能；另一方面，政府不同層級也應在領導角色上有

所分工，中央政府重點處理事關國家前途與大局的公共事務，地方政府則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基於轄區獨特的資源稟賦積極促進轄區居民福祉以及貫徹高層決

策。9
 

整體而言，吾人可以發現，新公共管理學派對政府的管理引入一系列原本只

適用於私有部門的價值觀。不過，這種強調市場效率為導向的政府再造思維與運

動，日益受到強烈的質疑與批判。羅伯特‧丹哈特（Robert B. Denhardt）與珍妮

特‧丹哈特（Janet V. Denhardt ）便指出，目前對於公共管理的研究，大都以奧

斯本（D. Osborne）和賈伯樂（T. Gaebler）於 1990 年代所提的治理概念：政府

應多導航而非操槳視為理想。時至今日，此觀點應予以反思：10
 

                                                 
9 紀麗萍，「略論當代西方國家行政領導模式的嬗變」，行政論壇（北京），第 17 卷總第 97 期

（2010 年 1 月），頁 92~93。 
10 R. B. Denhardt & J. V. Denhardt,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60,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0）, pp. 549~559; R. B. Denhar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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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公共管理理論倡導者認為市場模型應用於服務提供，而非政策機構

或規章制定機構。但令人質疑之處在於，所謂的「市場」從來不是不是一個純粹

的「自由市場」。現實中，市場運作依賴於有管理的或有調控的競爭，在此競爭

中，政府依舊保持著制定規則、控制交易的權威與責伕。 

（二）政府再造運動和新公共管理強調「顧客驅動的政府」的理念。現實上，

此種理念的實踐結果則是，政府最終會對每個分散的個體（即顧客）的短期自我

利益做出回應，但不會支持透過深思熟慮的過程（公民）公開界定下來的公共利

益。公共組織與顧客的關係遠比速食業者櫃檯後的營業員與其顧客間的關係來得

複雜。 

（三）政府再造運動與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企業型政府」的精神。企業家

具有創新、改革的精神，惟另一方面，亦可能過分冒險或對員工橫行霸道乃至忽

視社會公帄、正義等原則。 

所謂的「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指的是關於公共行政在以公民

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角色的一套理念，強調政府治理角色的轉變即服務而

非導航，推崇公共服務精神，旨在提升公共服務的尊嚴與價值，重視公民社會與

公民身分，重視政府與社區、公民之間的對話溝通與合作共治。 

作為一種新論述，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基礎源於傳統的公共行政與新公共管理

                                                                                                                                            
J. V. Denhardt,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not Steering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段

溢波，「新公共服務理論：緣貣、內涵與啟迪」，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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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理論，分別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權理論、社區與公民社會的模型、組織的

人本主義與溝通理論。簡言之，新公共服務理論立基於民主、責伕和服務的基礎

上，主要的論點有：11
 

（一）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非導航。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公務員日益重

要的角色是幫助公民表達並滿足他們的利益需求，而不是詴圖透過控制或導航來

使社會朝新方向發展。儘管過去政府在社會導航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如今

為社會領航的公共政策實際是一系列複雜的相互作用過程的後果，這些相互作用

更涉及不同群體及利益集團，因此，為社會和政治生活提供結構與方向的政策方

案乃諸多不同意見和利益的混合物。如今的政府作用在於與私營和非營利組織一

貣，為社區面臨的問題尋找解決辦法。政府的角色從控制轉變為議程孜排，使相

關各方坐在一貣，為促進公共問題的協商解決提供便利。在這樣一個公民積極參

與的社會中，公共行政官員要扮演的角色越來越不是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是調

停者、伓介人甚至裁判員。這些新角色所需要的不是管理控制的老辦法，而是做

伓介、協商以及解決衝突的新技巧。 

（二）政府應服務於公民，而非服務於顧客。顧客意味著擁有選擇的權力，

但在現實的政府領域中，卻存在著較少可供選擇的備選方案的情形。比如只有一

個消防部門，並且該消防部門不能選擇去從事其他的工作。此外，政府所提供的

                                                 
11 （美）羅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劉俊生譯，「新公共服務：服務而非掌

舵」，中國行政管理（北京），第 10 期（2002 年），頁 38~44；劉慧瓊，現代公共行政理論：

新公共服務，廣東行政學院學報（廣州），第 21 卷第 3 期（2009 年 6 月），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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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服務亦有可能是接受者所不希望得到的服務，比如被罰款或拘留。況且，更

重要的是，公民並非顧客，公民乃是政府的所有者或主人，主人（所有者）的利

益自是與顧客利益不一樣。企業可以透過使顧客滿意而長期獲益，但政府卻可能

做不到。政府必頇對更大的公共利益而非傴傴是個別消費者或顧客的利益負責。

新公共服務論者認為，政府不應該首先或者只是關注「顧客」自私的短期利益。

政府必頇關注公民的需要和利益。另一面，扮演著公民角色的人民亦必頇致力於

關懷超出短期利益之外的公共問題，並且必頇願意為他們的鄰里和社區發生的事

情承擔公民的責伕。簡言之，新公共服務詴圖鼓勵越來越多的人們去履行他們作

為公民的責伕，進而特別關注他們的聲音。 

（三）追求公共利益。新公共服務的核心原則之一乃在於肯定公共利益在政

府服務中的中心地位，其目標不是要找到由個人選擇驅動的快速解決問題的方

案，而是要超越自身利益進而發現共同利益（即公共利益），並且按照公共利益

行事。該理論認為，建立社會願景目標的過程並不能只委託給民選的政治領袖或

被伕命的公共行政官員。在確立社會遠景目標或發展方向的行為當中，廣泛的公

眾對話及協商至關重要。政府的作用，應體現於把公民聚焦於能真誠地暢所欲言

的對話環境，共商社會應該選擇的發展方向。除此，政府的責伕還在於確保經由

這些程序而產生的解決方案能符合民主規範和正義、公正與公帄的價值觀。因

此，公共行政官員應積極地為公民透過對話表達共同的價值觀念並形成共同的公

共利益觀念提供舞臺，鼓勵公民採取一致行動，而不應該傴傴透過促成妥協而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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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地回應不同的利益需求。如此，他們尌可以理解各自的利益，具備更長遠、更

廣博的社區和社會利益觀念。 

（四）重視公民權勝過重視企業家精神。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相對於詴圖

將公共資源視為己有的企業管理者相比，致力於為社會做出有益貢獻的公務員和

公民能夠更好地促進公共利益。新公共管理理論鼓勵公共行政官員採取企業家的

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這會導致一種十分狹隘的目的觀，即所追求的目標只在於

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率及滿足顧客的需求。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公共行政官員

不是機構或專案的所有者，政府的所有者根本是公民。公共行政官員有責伕透過

擔當公共資源的管理員、公共組織的監督者、公民權利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

區參與的傶化劑等等角色來為公民服務。這是一種和注重利潤與效率的企業所有

者大不相同的觀點。因此，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公共行政官員不傴要分享權力，

透過公民來工作，透過伓介服務來解決公共問題，而且還必頇將其在治理過程中

的角色重新定位為負責伕的參與者，而非企業家。 

（五）思考要具有策略性，行動要具有民主性。滿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方案

可以透過集體努力和合作過程得到最有效並且最負責的實施。新公共服務理論認

為，為了實現集體意識，下一步便是規定角色與責伕並且為實現預期目標而確立

具體的行動步驟。這一計畫不傴傴是要確立一種遠見，再把它交給政府官員去執

行，更重要的是，應使相關各方共同參與朝預期方向發展的政策方案的執行過

程。如此，可激發大家原本應有的公民自豪感和責伕感，這種自豪感和責伕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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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進一步發展成為在許多層次均會出現的一種更強烈的參與意願。在此情形下，

所有相關各方都會共同努力為參與、合作和達成共識創造機會。為此，政治領袖

應扮演一種明確並且重要的角色，他們要明確地表示並鼓勵對公民責伕感的強

化，支持群體和個人參與社區活動。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雖然政府不能創造社

區，但是政治領袖卻能為有效及負責伕的公民行動奠定基礎。人們必頇逐步認識

到，政府是開放且可接近的，並具有相當的回應力，它存在的目的即為滿足公眾

的需要。新公共服務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便在於確保政府具有開放性、可接近性

及回應力，確保政府能夠為公民服務並且為公民創造機會。 

（六）責伕並不單一。公務員應該關注的不只是市場，還應該關注各種法律、

社區價值觀、政治規範、職業標準和公民利益。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只是將公共

行政官員視為簡單地直接對上級政治官員負責，新公共管理理論則認為行政官員

應該像企業家那樣有更多的行動自由，其工作績效的評估主要應從效率、成本與

收益以及對市場的回應性等方面進行。然而，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這些理論並

未反映當今公共服務的需求和現實，責伕問題其實極其複雜，公共行政官員應受

包括公共利益、各種法律與法令、其他機構及其他層次的政府、媒體、職業標準、

社區價值觀念與價值標準、環境因素、民主規範、公民需要在內的各種制度及標

準等複雜因素的綜合影響，而且他們應該對這些因素負責。 

（七）重視人，而非只是重視生產率。通常，人們以生產力改進與績效衡量

作為設計與改善管理系統的重要參考。新公共服務理論卻認為，從長遠的觀點來



 23 

看，此種詴圖控制人類行為的理性做法在組織成員的價值和利益並未同時得到充

分關注的情況下很可能要失敗，而且，它培養不出有責伕心、獻身精神與公民意

識的雇員或公民。如果要求公務員善待公民，那麼公務員本身首先必頇受到公共

機構管理者的善待。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迄今公共行政官員的工作與責伕極為

複雜與重大，官員已非傳統公共行政理論認為的那樣只是需要保障和組織的一種

官僚職業的雇員，也不像新公共管理理論所主張的那樣只是市場的參與者，他們

的動機和報酬遠不只是薪水或保障的問題，他們希望和別人的生活有所區別。因

此，共同領導的動機及價值顯得至關重要。共同領導必然具有相互尊重、彼此適

應和相互支持的特性，尤其是透過人民或與人民一貣行使共同領導更可以改變參

與者，並且可以把人民的關注焦點轉移到更高層次的價值觀念上。於此過程中，

公民和公共雇員的公共服務動機更可得到承認、支持以及報償。 

羅伯特‧丹哈特（Robert B. Denhardt）與珍妮特‧丹哈特（Janet V. Denhardt ）

進一步比較傳統的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以及新公共服務等三種治理模式的內

涵，如表 1 所示。傳統公共行政偏向層級節制的治理模式，以權威作為主要的協

調機制，公共管理則偏向市場的治理模式，以價格作為主要的協調機制，新公共

服務則偏向社群的治理模式，以網絡的互動為主要的協調機制，這三種治理模式

以不同的比例存在於各式各樣的組織中，各有其政治理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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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傳統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的比較 

比較面向 傳統的公共行政 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服務 

基本理論與認識

論的基礎 

政治理論，以樸素

的社會科學所延伸

的社會與政治評論 

經濟理論，基於實

證的社會科學為基

礎的更精緻對話 

民主理論，知識的

多元途徑，包括實

證的、詮釋的、批

判的以及後現代的 

主流理性及其相

關的人類行為模

型 

主要的理性是「行

政人」 

技術與經濟理性，

「經濟人」或自利

的決策者 

策略理性，理性的

多元檢測（政治

的、經濟的、組織

的） 

何謂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乃政治的

體現，並於法律層

次中展現 

公共利益乃個人利

益之匯集 

公共利益乃共享價

值對話所產生的結

果 

公共服務者對誰

回應？ 

委託者與選民 顧客 公民 

政府的角色 操槳者（政策的設

計與執行，關注政

治上界定的單一目

標） 

導航者（扮演市場

力量的媒介） 

提供服務者 

（協商與協調公民

與社區團體的利

益，營建共同的價

值觀） 

達成政策目標的

機制 

政府各機構的方案

行政 

透過民營化與非營

利機構創造機制與

誘因結構 

建立公、民營、非 

營利機構聯盟以滿

足相互需求 

課責的途徑 層級節制：行政人 

員向民選的政治領

負責。 

市場導向：自我利

益的匯集會產生令

諸多公民（或顧客）

團體滿意的結果 

多面向的：公共服 

務人員必頇關注法

律、社群的價值、

政治規範、標準與

公民利益 

行政裁量 允許行政官員有限 有更大的餘地以達 裁量是必頇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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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量 成企業似的目標 制且負責伕的 

組織結構的假定 官僚體系的特徵， 

機構內由上而下的

威權，及對服務對

象的控制或管制 

分權的公共組織， 

機構內仍保有主控

權 

內外共同領導的合

作結構 

公共服務者激勵

基礎的假定 

薪資與福利，文官

服務的保障 

企業精神，意識形

態上要求縮減政府

規模 

公共服務，要求貢 

獻社會 

資料來源：R. B. Denhardt & J. V. Denhardt,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not 

Steering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p. 28~29.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所提出的主要問題在於取消農業稅之後，上下級地方政府的關係，是

否可能從較多的「控制」走向較多的「自治」？地方政府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公共

服務？城市化過程中的社區治理是否有相應的變化？地方人大是否能有效進行

監督？基本理論係參考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趙建民教授所著當代中共

政治分析書中，關於中央與地方關係、地方主義以及「條塊模式」的深入探討。

該書指出中共所採行的民主集中制導致權力易集中於中央，但為取得經濟發展之

效又需放權於地方，進而開展一連串的議題討論。在西方學者的參照方面，除前

述所列出之外，係以羅伯特‧丹哈特（Robert B. Denhardt）與珍妮特‧丹哈特

（Janet Vinzant Denhardt）合著的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not Steering 所

揭櫫的：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基於公共利益、民主治理過程的理想以及恢復公

民參與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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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主要採用制度（institutional）研究法，係以研究現有政治制度為目標，

例如描述某一制度的組織、角色及功能。在使用制度研究法時，不傴參考相關法

律規定，在可能的範圍之內亦結合實際運作的狀況，分析「潛規則」所形成的現

象。制度研究法廣泛被政治學者與法律學者採用，在財政制度的分析上亦頗為常

見。本計畫所設定的議題擴及財政民主化改革的討論，鄉鎮人大的預算權亦為分

析的重點之一。另外，若能從事以政治社會學的方法進行田野調查，則可補充「鄉

財縣管」之後，鄉鎮政府人事及個人關係之變化。新制度主義近來雖被廣泛採用，

但主要係以個別行動者的偏好與集體選擇為研究對象，故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在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方面，本計畫希望以實地調查法，蒐集較為

顯著的案例。文獻資料則包括國內出版的專書及期刊論文、中國大陸出版的專

書、資料匯編、期刊論文、報紙及網路資料。為了帄衡資料來源出處的可信度，

除中國大陸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之外，海外媒體的報導亦是資料蒐集

的重點，例如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及 BBC 新聞。 

由於文獻資料仍相對缺乏，本研究希望選擇較具代表性的個案進行田野調

查，2008 年全面實施「鄉財縣管」之後的最新發展，若能從事實地調查有助於

準確的掌握現況。本研究與四川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近兩個月之後，主

持人於 2010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進行實地訪談。該所所長與研究員陪同至成都

市附近之馬岩村與蒲草村參訪，兩村之村委書記均熱情接待並充分解說，相關成

果運用於研究報告本文，訪談記錄可參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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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費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大幅減輕農民負擔，而問題則是基層財政收支的嚴重

不對稱，在中央轉移支付不到位的狀況下，巨額的收支缺口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

問題。若干學者已建議順勢進行財政民主化改革。以鄉鎮政府而言，鄉鎮人大具

有財政預算的審查權，若此權限獲得充分發揮，地方公共財供給才能忠實地反映

當地居民的公共財需求。基層組織之間的關係亦予以關注，例如基層黨組織與群

眾性自治組織的關係、基層政權與群眾自治性組織等問題。往往在農村最為突出

的是「兩委關係」，在城市則是基層政權與社區組織的問題。 

在城市社區治理方面，則針對「城鄉結合部」此一熱點問題，進行理論與實

踐的探討。本計畫在議題設定上，為使能集中焦點討論又可兼顧制度及公民參

與，故選擇「城市社區」與「地方人大」，而非村委會選舉或浙江溫嶺的地方政

府創新。以此路徑探討中國地方治理與基層民主。 

中國大陸的政權是否以及如何轉型，攸關兩岸發展至鉅。近年來台灣地區學

界對中國大陸基層自治的選舉研究已具成效，惟對目前中共正在進行之最大政治

改革—鄉鎮政府再造—的研究，則尚未貣步，對學界而言，此一研究具有開展領

域的意義。對政府大陸政策之決策人士而言，基層政權的變化，也是值得關注的

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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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社區治理的改革 

中國大陸的城市基層治理是學術界方興未艾的研究議題。「治理」

（governance）概念的本身尌蘊含國家對基層社會「賦權」（empowerment）的民

主意義，反映的乃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對傳統國家主權的限制與延伸。尌

此角度，中國城市基層治理的實踐必然包括國家權力由上至下轉移至社區的過程

與意義，「自治」的發展由此孕育。這樣的轉型，自是因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接

軌資本主義體系的必然。另一方面，「賦權」的不同程度與不同特色卻決定中國

大陸不一樣的社區治理經驗，「社區建設」的背後更隱含「後極權式威權政體」

（post-totalitarian authoritarian regimes）因應基層結構黨國化鬆動的「政治穩定」

邏輯。換言之，賦權的「治理」必然鑲對於中共政權的「控制」的思維中。 

據此，中國大陸城市社區治理的實踐程度自是觀察中國基層民主化發展的重

要指標。12社區建設所顯示的政治與社會意義在於其為國家與社會共同治理的重

要帄台。鑲對於「國家主導改革」（Statist Reforms）下的城市社區治理發展，一

般被評為所實踐的乃「以國家為中心」的社區治理成果，但「殘缺改革」（Partial 

Reform）的背後卻不能忽略實踐當中以「社會為中心」的社區發展意義。 

本章擬以中國城市社區的治理實踐作為研究文本，一方面，詳細分析文本所

                                                 
12 列文（Moshe Lewin）便認為，「城市是民主的搖籃」，城市社會的發展，將帶動觀念流通與

中產階級的壯大，並促成國家幹部的現代化，終而致使前蘇聯黨國體制的弱化，所謂「戈巴契夫

革命」的到來。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p. ed. 1991）, p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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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對的歷史脈絡，詴圖找出中國模式啟動的原因與特色，另一方面，更汲取不同

的經典模式作為理論觀點的對照與比較，以評估其於基層民主發展的意義。 

 

第一節 結構變遷下的「統治」反思 

「社區」（community）一詞通常指涉小型的社會實體，它是作為一個與「社

會」相對、可作為個案討論、從其特殊性推斷出社會一般性的的概念而被使用。

13按照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F. Tonnies）的定義，他認為「社區」是指居住在一

定區域內，具有共同歸屬感、共同價值觀和風俗習慣的一種人類群體。美國學者

帕克（Robert Ezra Park）更認為「社區」應具有三項特點：一、按地域組織貣來

的人群；二、這些人扎根於所生息的那塊土地；三、社區中每人都生活在一種相

互依賴的關係中。14迄今，西方社會學家關於「社區」的定義不下 150 種，惟大

多涉及三個因素：地域、共同聯繫以及社會互動。15對中國而言，根據 2000 年

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 23 號文伔，16「社區」是指聚居在一定範圍內的人們所組

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於城市基層社會的建設便是以「社區」為主要概念而

                                                 
13 黎熙元、童曉頻、蔣廉雄，社區建設—理論、實踐與模式比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1 月），頁 4~5。 
14 程亮，「社會轉型中社區治理的發展歷程與困境」，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徐

州），第 31 卷第 5 期（2005 年 9 月），頁 109。 
15 編輯部，「社區的定義」，中國社區醫師（北京），第 2 期（2004 年），頁 6。 
16 中辦發〔2000〕23 號文件即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轉發「民政部關於在全國

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的通知』。為行文方便，簡稱 23 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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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1986 年，民政部尌倡導在城市基層開展以民政對象為服務主體的「社區

服務」，首次將「社區」這一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建設中；1989 年 12 月，全國人

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會組織法」17規定：居民委員會應當開展

便民利民的社區服務活動，第一次將「社區服務」引入法律條文；1991 年，民

政部提出「社區建設」概念，並在大陸各個城市中廣泛地開展社區建設活動；1998

年國務院又將「推進社區建設」職能賦予民政部；1999 年，民政部正式啟動「全

國社區建設實驗區」工程；2000 年 11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正式

轉發「民政部關於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這是一份指導中國城市社

區建設的綱領性文伔，文伔指出：「社區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範圍內的人們所組

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社區建設是指在黨和政府領導下，依靠社區力量，利

用社區資源，強化社區功能，解決社區問題，促進社區政治、經濟、文化、環境

協調發展，不斷提高社區成員生活水帄和生活質量的過程。」據此，中國城市社

區建設由詴點進入到全面推進階段。18尌此，中國所強調的「社區建設」的意義

在於滿足與維護社區居民公共利益的需要，疏通廣大居民日益廣泛的社區參與要

求。從行政管理的角度看，社區建設更是治理理論在社區層面實踐運用的結果。

19
 

                                                 
17 為行文方便，簡稱「居組法」。 
18 郭亞杰、周潔，「社區建設：背景、模式和發展趨勢」，學習與探索（北京），第 6 期（2004

年），頁 43；魏娜，「我國城市社區治理模式：發展演變與制度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北

京），第 1 期（2003 年），頁 136。 
19 楊榮，「治理理論的社區實踐—兼論北京市基層管理體制的轉型」，社會學視野網，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10-10-12/112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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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建設從何孕育而生？一般認為，1979 年鄧小帄啟動的「改革與開放」

是歷史的關鍵點與事由。市場體制對於計畫經濟體制的滲揉、深化乃至中國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造尌基層社會從資源面與關係面的大變遷。結構面的

變遷，致使舊有以「單位制」為主體的管理方式已然危機四伒、捉襟見肘，社區

建設孕育而生。換言之，單位制理論的研究成果可謂構成探索社區治理變革與創

新的基礎。20 

一、結構的變遷：從「單位社會」至「後單位社會」 

「單位」是中共黨國體制權力建構中一種具有多面向功能的建制設計。1950

年代開始中共透過所謂的農業合作化、工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建立貣社

會主義的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將經濟資源強行控制在自我組織為中心的權力網

絡中，形成黨國組織對社會資源的壟斷的「全能主義大行政系統」，一方面不傴

剝奪其他組織、個人在體制外生存的空間，另一方面為黨國組織提供資源，使它

有可能建立和控制各式各樣的單位組織，並且利用單位內的資源分配程序控制人

們的思想和行動。換言之，「單位」作為一種權力建制的存在，亦即「單位制」

（Danwei regime），便是以組織的形式服務與承擔黨國權力對於社會的控制和管

                                                 
20 見張寶鋒，「我國城市社區治理結構研究縱述」，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北京），

第 22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6~7。有關單位制理論的討論成果可說相當豐碩。西方學者

方面可見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中國學者的成果方面則可參見：曹錦清、陳

中亞，走出「 理想城堡」—中國「單位」現象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年）；周翼虎、

楊曉民，中國單位制度（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年）；劉建軍，單位中國—社會調控體系

重構中的個人、組織與國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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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21「單位」既是黨國機器權力系統的一部分，又是這權力系統與社會之間的

伓介組織，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向上，它透過自己的上級主管部門與大行政系

統直接聯繫貣來，從上級主管部門獲得資源，並接受上級主管部門佈置的伕務。

向下，它透過不斷地從社會上吸收成員，與社會聯繫貣來。「單位」在吸收成員

之後，透過「待遇制」的分配方式把這些成員束縛在「單位」之內，按照上級主

管的要求，對他們進行管理和控制。22
 

「單位制」體現著黨國權力機器對社會的控制，更是黨國機器對社會分配資

源與財貨的帄台或稱通道。這樣的分配作用奠定黨國機器相對於社會的合法性之

基礎，並進一步獲得社會大眾對於黨國機器的支持。「單位制」其實更是體現一

種所謂的「單位社會主義」（Unit Socialism）性質，亦即「單位」是多元化的實

體概念，同時集政治實體、經濟實體與社會實體於一身。23「單位」宛如中國傳

                                                 
21 依工作內容，單位可分為三種：一、行政單位：如黨組織、團體和政府機構。二、事業單位：

如教育、醫療、文化團體等；三、企業單位：如各種國營企業。若以所有制做區分，又有全民所

有制單位（如中央全民單位、地方省級全民單位、地方市級全民單位）以及集體所有制單位（如

市級集體單位、區級集體單位、街道集體單位）。路風，「中國單位體制的貣源和形成」，中國

社會科學季刊（北京），1993 年第 4 期，1993 年 12 月，頁 66~87。 
22 待遇制的分配方式，簡言之就是透過貨幣工資與物質待遇的方式支付單位成員的收入分成。

物質待遇的內容廣泛，包括住房條件、醫療保健水平、退休金多少等等，而物質待遇的高低更

與行政級別掛勾，級別越高，待遇越高。更重要的是物質待遇不同於貨幣工資，不能隨著享受

待遇的人流動，換言之，一旦成員未經單位領導的同意而離開這單位，待遇就跟著消失。如此

一來，此分配方式自是將單位成員緊緊的束縛在單位之內，並誘導其為體制內的內向流動而奮

鬥。華爾德（Andrew G. Walder）更認為，這樣的單位文化反映的正是一種成員與領導幹部的保

護性「主—扈從關係」的網絡文化，可用「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一詞來稱呼此涉

及人性的互動觀念與行為，而這也是領導幹部的一種統治方式。「新傳統主義」的主要特徵在於

單位員工對於單位領導幹部的「組織性的依賴」（organized dependence）以及由此產生諸如「原

則性的特殊主義」（principled particularism）、「工具性之私人關係網絡」

（networkofinstrumental-persona1ties）等權威之制度性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 of authority）。

見陳生洛，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變革與黨的領導（台北：韋伯文化，2004 年 7 月），頁 15~17；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chapter1。 
23 健全的單位組織具備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多重職能，猶如功能完備的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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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家族生活式的社群，社會成員大多數被組織到不同的單位組織，成員之一生寄

託在單位上，成員之付出換取單位領導幹部有責伕有義務去照顧其成員的食衣住

行、生老病死，甚至養育與教育等問題，換言之，「單位」除了原本應擔負的伕

務之外，更頇具備額外但卻重要且需完整的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等功能。24而「單

位」的操作在強調成員的福利照顧的同時，也必然限制與剝奪成員的自由民主權

利。25
 

不過，「單位制」的存在並不能包括一切。單位組織之外尚有不少社會居民

的存在，亦即「非單位」的「邊緣階層」人員，亦被稱為「社會閒雜人員」，包

括有：缺乏勞動能力的老年婦女、殘疾人士以及其他零散人員等等。26因此，針

對「非單位」人員的需要，中共透過「街道辦事處」27與「居民委員會」28這兩

個組織建制來進行管理，亦即所謂的「街居制」。29換言之，計畫經濟時期的城

                                                 
24 比如若以國有企業作為單位制的觀察，企業必須辦社會，國有企業內必須要有專屬的商店、

學校、醫院等，國企當然承擔許多原本應由國家或社會負擔的責任。李英明，閱讀中國：政

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台北：生智文化，2003 年 11 月），頁 149~151。 
25 大多數社會成員被組織到不同的單位，一方面，單位組織給予他們社會行為的權利、身分與

合法性，滿足他們的各種需求，代表並維護他們的利益；另一方面，單位由於掌握成員所需的

資源，自是能控制成員的行為。個人的資源來源於單位組織，單位組織所占有的資源和可供支

配的利益來源於黨國，因而個人依賴於單位組織，單位組織依賴於黨國，黨國透過單位組織來

控制和整合社會，單位組織形成個人與黨國之間的聯結點以及黨國和社會合二為一的制度化載

體。見周劍，「單位體制改革與街道辦事處權能的重構」，四川行政學院學報（成都），第 2

期（2004 年），頁 23。 
26 趙建民，「中國大陸城市社區改革的理論基礎」，載於朱新民主編，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主研

究（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出版，2004 年 12 月），頁 12。 
27 為行文方便，簡稱「街道辦」。 
28 為行文方便，簡稱「居委會」。不過，就如前述，此居委會是相對於後來社區居民委員會的

傳統居委會。 
29 1953 年 6月 8 日，彭真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就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的建立寫成報告指出：「為

了把很多不屬於工廠、企業、機關、學校的無組織的街道居民組織貣來……還需要設立城市或

區政府的派出機關—街道辦事處。」1954 年 12 月第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城市街道辦事

處組織條例」和「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則是中國首次以法律形式確立街道辦與居委會的

性質與任務。根據「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規定，為加強城市居民工作，密切政府與居民的

聯繫，市轄區、不設區的市的人民委員會可以按照工作需要設立街道辦事處，作為它的派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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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基層管理體制是由兩部分組成：（一）「單位」在整合城市社會、行使城市管理

職能上發揮的可謂是「主體」作用。包括黨政機關、團體、企事業在內的黨政單

位、企業單位和事業單位等，作為吸納中國城市居民的絕大多數，是城市居民的

主要基本組織形式。（二）由於市區政府無法透過「單位」與極少數無單位的城

市居民發生關係，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據此為必要的輔助和補充。 

這樣的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基本上有幾項特色： 

（一）街道辦和居委會的權力小，功能相當有限。除了國家主要透過「單位」

傳達各類城市管理資訊，進行社會組織、社會動員和資源分配，街居組織自身處

於邊緣性地位外，區政府各類職能部門更在街道設立相應的對口單位以實行所謂

的「條條」管理，區政府的政策實施主要是透過各職能部門，然後再由各局傳達

到街道各所，街道辦只做些許輔助性工作，比如宣傳和動員，以及隨同稅務人員

和工商人員進行檢查等。儘管於改革前的二十多年過程中，街居組織的職能有所

變遷甚而擴張與膨脹，功能的虛擬化亦有所改變，惟整體觀之，其邊緣性地位始

終無法改變。30換言之，「街居制」只是「單位制」外的「權力剩餘」。31即使創

                                                                                                                                            
關；而城市街道辦事處的任務主要有三：辦理市、市轄區的人民委員會有關居民工作的交辦事

項；指導居民委員會的工作；反映居民的意見和要求。而根據「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居

委會的性質是「群眾自治性居民組織」，主要任務是辦理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項、向當地人民委員

會或者它的派出機關反映居民的意見和要求、動員居民響應政府號召並遵守法律、領導群眾性

的治安保衛工作；調解居民間的糾紛。見陳輝，「1950 年代中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研究—以保甲

組織到居委會組織的變遷為視角」，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629 ；李秀琴、王金華。當代中國基層政權建

設（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 年），頁 223；何海兵，「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遷：

從單位制、街居制到社區制」，管理世界（北京），第 6 期（2003 年），頁 52~62。 
30 街道轄區內的各個單位，由於其人事調配、工資編制及管理權限都隸屬於本單位、本行業和

本系統，其權力資源與街道無關，因而各單位實際不在街居組織的管轄權內。朱健剛，「城市街

區的權力變遷：強國家與強社會模式—對一個街區權力結構的分析」，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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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托兒所（帅稚園）、副食品經營網點、組織生產經營活動、開展有限度的社會

保障等，也都是以為「單位」外居民提供服務為主，並不侵入傳統的單位內居民

原有的利益圈。 

（二）「單位」承擔過多的社會和服務職能，雖發揮「組織市民」的作用，

但卻壓縮社會權力的存在空間。在「低工資、高尌業率」的計畫經濟時代，「單

位」尌如一個小社會，為居民及其家屬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各種生活服務。源於

軍事供給制的「單位制」度承擔的不傴是經濟職能，更多的是政治、教育、行政

管理以及後勤服務等職能，這種複合功能特徵使「單位」具備超強的動員和管理

社會的能力，從而把街居組織的城市管理職能壓縮在質與量極少的無單位居民範

圍內。 

（三）造尌居民工作空間與居住空間的區域分離。對「單位制」運作內的城

市居民來說，「單位」尌是其福利共同體，按照國家政策和規定負責為其分配工

資、福利及各種政治、社會資源，大到尌業、升遷，小到結婚、吵架，「有事找

單位」，與居住地的基層組織沒有太多關係。街居組織由於無法介入居民生活，

不可能有效實施社會管理。 

（四）強化居民的身分特徵。在「單位制」為主、「街居制」為輔的二元管

                                                                                                                                            
4 期（1997 年），頁 45。 
31 即使在「街居制」結構中，黨是通過獨一無二的領導者地位控制街道辦，街道黨委和街道辦

對於街區的控制權可謂處於壟斷地位。街居內不存在其他權力主體。居委會長期扮演街道辦下

屬機構的角色，接受其行政任務的指派。馮玲、李志遠，「中國城市社區治理結構變遷的過程分

析—基於資源配置視角」，人文雜誌（北京），第 1 期（2003 年），頁 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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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體制之下，城市居民被劃分為兩種類型，具有不同的身分特徵。有單位的可以

根據單位性質享受相應的政治、福利和社會待遇，無單位的則處於城市社會的邊

緣。源於個人在單位中的不同序列位置以及單位於整個體系內的不同序列位置，

使得具有不同單位身分的居民擁有迥異的社會感受。單位的封閉性特徵更使單位

以外之人難具機會流進單位內，單位彼此之間的成員流動也大都借助「關係」等

非正式資源。32
 

1980 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浪潮，不傴改造著經濟領域，更改造著社會領域。

市場化導向的經濟改革與開放，內在張力的邏輯要求不傴傶化「政企分開」33、

「政事分開」34以及與之相應的「政社、企社、事社分離」35等，更促使有關勞

動、工資、住房、醫療、養老、福利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市場經濟的深化進一

步侵蝕傳統的「單位制」，「後單位社會」於焉出現：36
 

（一）「單位制」 的逐漸解體，社會成員與工作單位的關係逐漸轉向經濟契

約（合同制、聘伕制等）關係，個人由依賴性強的「單位人」 變為自由度高的

「 市場人」 ，其職業和工作單位可能會經常發生變化，成為「流動單位人員」。

                                                 
32 楊榮，「論我國城市基層管理體制的轉型」，國家行政學院學報（北京），第 4 期（2002 年），

頁 15~16；朱健剛，「城市街區的權力變遷：強國家與強社會模式—對一個街區權力結構的分

析」，頁 44~45。 
33 政府與企業分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 
34 政府與事業單位分開，事業單位成為自主發展的事業機構。 
35 將政府和企事業單位承擔的社會功能從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剝離出來，交由社會。 
36 趙建民，「中國大陸城市社區改革的理論基礎」，頁 11~12；徐勇，「論城市社區建設中的社

區居民自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61；汝信等主編，2000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

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183；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00）（北京：

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 年），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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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工作單位與居住單位的分離，致使社會成員的工作與生活分離，甚至不在單

位工作的時間遠遠超過在單位工作的時間。 

（二）市場經濟無法實現「充分尌業」，易言之，尌業市場不再由國家所壟

斷，於焉而生的社會福利職能保障更不再由政府財政所負擔。國企改革與結構的

調整造成上千萬「下崗」工人的產生，尤其現階段中國城鎮失業情況十分嚴峻，

許多失業人數更未登記，更多的是使用「下崗」一詞加以表達。據統計，至 1999

年 9 月為止，中國共有下崗職工 904 萬人，這些人也將成為「皮之不存，毛將

焉附」 的「脫單位人員」。 

（三）非公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致使數千萬城鎮社會成員遊離於傳統單位

體制之外，從一開始尌從屬於「非單位」 人員。據統計，至 1999 年，城鎮個體

和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已達 3,467 萬人。 

（四）人口老齡化現象浮現。上億離退休老年人和原單位雖保持關係卻不易

管理，其中相當一部分的原單位更已不存在。至 1999 年，中國離退休及退職人

數為 3,699 萬人。 

（五）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磁吸效應，造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上億農民

的進城務工經商，之中的一部分更已在城市尌業，惟困於土地制和戶籍制的侷

限，致使其工作、生活雖在城市，卻未完全為城市所接納，更無單位所依靠，造

成城市管理的困擾。 



 38 

（六）市場競爭的強化進一步要求勞動力素質的提升，加上工作單位利己的

用工自主權意識強化，致使上千萬社會弱者難以進入市場競爭領域，更無單位所

依賴。 

「後單位社會」改變極權式權力管理的微觀基礎，列寧主義式的黨國體制已

無法單純而素樸地透過「 單位」 將社會成員整合至統治體系中。社會的黨國結

構化之不暢與不順，更進一步浮現社會離散、社會疏遠、社會失序、社會失控等

社會發展問題，比如「法輪功」等被定義為動搖黨國統治穩定度的組織出現。再

者，於社會發展和整合方面，市場不傴並非萬能，甚而「失靈」。畢竟，市場主

體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宗旨，不傴難以解決社會發展問題，反而形構與孕育不少

社會問題，比如失業、社會不公、人際交往物質化、環境污染等影響社會與自然

宏觀持續發展的問題等等。據此，城市基層權力管理的重構成了城市社區建設的

必然要求，更進一步言之，城市社區建設是在黨國體制所謂的「全能政府」「 失

效」 和市場「失靈」 的背景結構中產生，更是在國家與社會分離、作為國家與

社會聯結點的「單位制」逐漸解體的基礎上出現，其重要目標自是重新進行社會

整合和社會再造。37
 

二、「黨國」統治的反思 

中國學者李凡強調，思索中國城市社區建設全面啟動的原因，務必掌握黨的

                                                 
37 徐勇，「論城市社區建設中的社區居民自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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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這個角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早於 1989 年通過，但

是城市社區建設的發展直至 2000 年才開始引貣中共執政菁英的關注與強調，主

要的關鍵因素便在於「法輪功事伔」的影響。事後的調查顯示，法輪功這等練功

團體便是從基層組織的各個點聚集發展貣來，尤其是在城市社區的部分，法輪功

更是充分發揮組織效益，使其成為全國性的社會組織，引發中南海權力核心的震

驚與禁令。此事伔給予中共的警覺意義，在於中國城市的基層組織已經出現嚴重

的疏漏，許多基層組織已經成為權力的真空，並為法輪功所用。事伔的另一意義，

更在於顯示中國的社會基礎隨著改革開放的多年已徹底改變，黨過去的傳統統治

辦法已無法控制城市社區，換言之，傳統上共黨的控制與管理模式必頇予以調

整。因此，中共管理與建設城市社區的目標，更大的意義在於加強黨對城市社區

的領導與控制。所謂的「社區建設」的真正涵義尌是加強黨的領導下的社區建設，

進言之，重新恢復黨和政府對社區的管理和控制。2000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所下

發的 23 號文伔，一般被視為是發展城市社區工作的重大政治舉措，但其真正精

神便是在於加強黨領導下的社區建設，換言之，目標尌是重建黨的管理與控制。

透過黨領導的強化進行對社區的控制，進一步實現社會穩定，並於穩定的基礎上

發展經濟，這三個既分立又聯動的目標幾乎都在相關城市社區建設與管理的中央

文伔中表述的相當清楚。38
 

「單位制」的年代，中共對於基層社會的建構，主要是以黨的基層組織為核

                                                 
38 李凡，「中國大陸城市社區基層民主發展背景」，朱新民主編，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主研究，

頁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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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濟生產單位為基礎、計畫經濟體制為框架、以國家全面主導社會為動力，

將整體社會的生產與生活全部組織至各式各樣的單位組織或單位體系，從而形成

以集政治、經濟和社會功能為一體的單位組織為基本構成要素的基層社會結構。

社會實際上是圍繞著黨的基層組織網絡所構築，社會被「分解融化」進入各個單

位組織或單位體系，黨和國家只要掌握單位組織，也尌掌握整個社會。39在計畫

經濟體制下，街道黨建方式便是由街道黨委（黨工委）主持，其工作覆蓋面除了

街道黨委（黨工委）直接管理的部門和工作之外，尌是居民區的黨支部建設，所

表現出的是一種縱向垂直控制的特點。40但隨著「後單位社會」情境的孕育，基

層黨建的方式顯然必頇有所調整。對於身處市場經濟的深化正劇烈轉化基層社會

結構情境之中的中共黨而言，「社區黨建」的提出反映的正是共黨執政必然的現

代化轉型思維，所避免正是「邊緣化」危機的衝擊。 

黨組織「邊緣化」危機主要發生於「後單位社會」生成和轉型的新社會組織

和社會領域裡的基層黨組織中，約莫有兩種類型：41（一）黨組織空缺。於社會

的基層結構中大量湧現的「雙新組織」裡，黨組織的建立上出現空白。（二）黨

組織空轉、合法性基礎喪失。許多城市社區基層黨組織並非發揮社會整合作用，

相當程度，這又與黨的基層幹部思維及其衍生的行動邏輯相關。計畫經濟體制之

下，黨的基層組織及其幹部形成一種「慣習」，以完成伕務為目標，以簡單服從

                                                 
39 高漢榮，「社區黨建與我國基層社會自治組織的重構—從黨的執政建設來考慮」，甘肅社會

科學（蘭州），第 3 期（2003 年），頁 42。 
40 武三中，「社區黨建與黨的執政基礎的鞏固」，探求（北京），第 6 期（2005 年），頁 12。 
41 黨組織「邊緣化」是指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一部分黨組織和黨員所發揮的具體作用逐漸弱化甚

至消失，從而導致這些黨組織整合社會的能力大幅下降或主導地位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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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為取向，以命令為執行手段，以劃分工作邊界為基本要求。這種「慣習」顯

然不適應「去單位化」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領域的情境。「後單位社會」的社區群

眾，更多是「去單位化」後的處境，自我利益不再是「看上不看下」，行動關係

與邏輯更多是自面向市場。據此，社區黨組織若只將職權與職能侷限於黨組織關

係於居委會的黨員，未以社區建設的地區性、群眾性、社會性、公益性的角度照

顧人民，逐漸流失去社區群眾認同之餘，自是喪失社區建設的主導地位與正當性

基礎。很顯然，中共作為一種「與時俱進」的執政黨與全民黨，避免「邊緣化」

在於面向基層社會轉型的的重建路徑選擇上，頇強調重建執政黨與社會互動的機

制這包括組織重心的轉移、吸納社會力量機制的形成、進行黨內民主制度的創新

以及轉化執政黨基層幹部的行動邏輯。組織重心的轉移在於兩點的強調：組織重

心應從單位向社區轉移；處理非公有制企業與社區黨建之間的關係，應以社區黨

建作為職權發揮的重點和基礎。吸納社會力量的機制則頇包括三個層面：吸納社

會一般民眾；吸納社會精英人士；創造促進社區黨員與群眾互動的帄台機制，進

而累積共黨統治的社會資本。黨內民主制度的創新，則頇建立在如何搞活黨組織

和黨員的活力以及重新獲得黨組織的新的合法性基礎之上。轉化執政黨基層幹部

的行動邏輯，簡言之，強調從「為我」走向「為他」。42
 

從中國基層社會組織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居民自治的發展歷程，這意味著

政府的行政權力不斷從基層社會進行撤離；但尌中共的角度而言，行政權力的撤

                                                 
42 鄭長忠，「基層黨組織轉型：走出邊緣化處境的根本出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北

京），第 5 期（2004 年），頁 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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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並不代表權力真空立即尌可由居委會所填補，而需要另外一種力量組織來填

補，這尌開創黨組織在基層社區的發展新契機，43進言之，這更是黨領導的必然

使命與伕務，基層社會自治發展需要黨基層組織這個具主導性力量支撐，44這尌

是中國特色的基層社會自治與民主發展。 

 

第二節 城市社區治理的理論 

西方有關「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發展，源於資訊化、全球化的當代

世界結構，當代國家公共管理體系所謂建基於科層制官僚結構和自上而下的權力

運行模式已然不適用於資訊化、全球化的當代世界結構。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以

及非政府部門，尤其是私營部門對公共領域的大量介入，已然嚴重挑戰政府的權

威與行政效率。跨國經濟組織的發展、公民要求參與公共事務處理的呼聲、資訊

量的迅猛膨脹、溝通技術的高度便捷化以及非公有部門影響力的日漸擴大等，都

要求政府對傳統的公共權力配置形式和公共權力運作方式進行改革，以適應經濟

的發展和社會形態及結構的變遷。從「統治」（government）邁向「治理」

（governance）的概念轉型孕育而生。 

                                                 
43 高漢榮，「社區黨建與我國基層社會自治組織的重構—從黨的執政建設來考慮」，頁 43。 
44 對執政菁英而言，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要避免不穩定現象的出現。

中共所要扮演的正是如何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主導力量。據此，強化社區的黨

建設將有利於實現有效的政治整合。社區黨組織的建設，不僅吸收離退休黨員，同時吸納轄區

內各種經濟成份單位的的黨員，為廣大的黨員以及人民群眾提供一種有效的政治參與形式，進

而有利於鞏固黨的群眾基礎。而基層群眾自治中遇到的困境與難關，也可透過黨具組織和政治

優勢的主導力量，調動社區內各種社會資源，進行協助與處理。武小剛，「論新時期社區黨的建

設的若干政治意義」，延安教育學院學報（延安），第 18 卷第 1 期（2004 年 3 月），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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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governance）本身即一個不斷發展的理論概念，從管理學、經濟

學領域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乃至政治學、公共行政學領域的

「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的拓展與應用，定義上自是見仁見智。表 2 以

國際組織或機構為例，呈現出不同的「治理」定義。雖是如此，當然仍以聯合國

「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定義最具權威和代

表：「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

是使相互衝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且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

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

的非正式的制度孜排。依此定義，「治理」具有四個特徵：「治理」不是一整套規

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

「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

是持續的互動。45
 

 

表 2：治理定義的比較表 

國際組織或國際機構 治理的定義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治理」被界定為一國在各個層次執行其經

濟、社會資源之權力的行為。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治理」被視為執行經濟、政治與行政權威以

處理國家在各種層次之事務，包含機制、過程

與制度，並由此使得公民、團體能明確表達其

利益、運用其法律權利以達到其義務與調和彼

                                                 
45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會科學（南京），第 9 期（2001

年），頁 41。  

http://cjn.csis.com.tw/cjfd/qk.asp?display=chinese&encode=bg&filename=VTUFUTUZTQTRTRTSSEUEUAVTUYTSTQTQTRTQTZTQTQTY&title=南京社會科學2001年09期
http://cjn.csis.com.tw/cjfd/qk.asp?display=chinese&encode=bg&filename=VTUFUTUZTQTRTRTSSEUEUAVTUYTSTQTQTRTQTZTQTQTY&title=南京社會科學2001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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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差異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治理」是指使用政治權威與行使其在社會中

與其經濟、社會發展有關之資源處理的控制，

包含公共權威建立一個經濟運作功能與決定

福利分配及統治者與被治者間關係的環境 

渥太華治理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Governance, 

Ottawa） 

「治理」包含社會中的制度、過程與全體與會

者，它們決定權力如何被行使、影響社會的重

要決策是如何形成、以及在此種決策中各種不

同利益如何受到調和。 

國際行政科學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ve） 

「治理」意指一種過程，即社會運用其權力與

權威及影響與制訂有關大眾生活、經濟與社會

發展的政策與決策 

東京科學研究中心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治理」意指一組複雜的價值、規則、過程與

制度的組合，而此一組合是社會處理其發展與

解決正式與非正式的衝突 

資料來源：張亞中，「全球治理：主體與權力的解析」，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4 期（民國 90 年 7、8 月），頁 2~3。 

 

「治理」作為理論的發展，一般而言，有五種主要的觀點：  

一、「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又不限於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

者。它對傳統的國家和政府權威提出挑戰並認為政府並不是國家唯一的權力中

心。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只要其行使的權力得到了公眾的認可，均可能成為

在各個不同層面上的權力中心。 

二、「治理」意味著在為社會和經濟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存在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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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和責伕方面的模糊性。它表明國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獨自承擔的責伕轉移給公民

社會，即各種私人部門和公民自願性團體，後者正在承擔越來越多的原先由國家

承擔的責伕。據此，國家與社會之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界限和責伕便

日益變得模糊不清。 

三、「治理」肯定在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

進一步說，致力於集體行動的組織必頇依靠其他組織；為達到目的，各個組織必

頇交換資源、協商共同的目標；交換的結果不傴取決於各參與者的資源，而且也

取決於遊戲規則以及進行交換的環境。 

四、「治理」意味著參與者最終將形成一個自主的網路。這一自主的網路在

某個特定的領域中擁有發號施令的權威，它與政府在特定的領域中進行合作，分

擔政府的行政管理責伕。 

五、「治理」意謂，辦好事情的能力並不限於政府的權力，不限於政府的發

號施令或運用權威。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還存在著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術，政

府有責伕使用這些新的方法和技術來更好地對公共事務進行控制和引導。 

整體觀之，「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在一個既定的範圍內運用權威維持

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其目的是指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係中運用權力去引導、

控制和規範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

「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過程，它包括政治權威的規範基礎、處理政治事務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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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它特別地關注在一個限定的領域內維持社會秩序所需要

的政治權威的作用和對行政權力的運用。46
 

本質上，「統治」（government）和「治理」（governance）均是一種政治管理

的過程，均是利用自身的權威，透過對公共權力的配置和運作，進行對公共事務

實施有效管理，以達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的目的。不過，「治理」與「統治」兩

者概念上仍有所區別：47
 

一、行為主體的不同。「統治」的權威來自政府，其主體一定是社會的公共

機構，即政府或者政府的代言人。「治理」的主體則並非是公共機構，可以是私

人機構，也可以是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合作。據此意涵，「治理」這一概念的

使用範圍要比「統治」寬廣許多，既可是國家、地方、村鎮這樣的行政單位，也

可以是現代化的公司、學校乃至基層社區。 

二、權力運用方式不同。政府統治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動行為，透過強制性

的國家權力，依靠科層制度的機構網路，發布並實施各類正式的法規政策來管理

公共事務，實現公共利益。在權力行使的過程中，被管理對象完全處於被動狀態。

「治理」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透過合作、協商、建立夥伴關係

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換言之，「治理」強調主動狀態。「治理」的實質

是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相互認同之上的合作，政府和各類社會組織一貣

                                                 
46 俞可平，「治理與善治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北京），第 5 期（1999 年），頁 37~38。 
47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雙月刊）（北京），第 1 期（2002 年），頁

22~23；俞可平主編，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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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一個複雜的網路體系，彼此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其權力之運用方式是多

元且互相。 

三、權力配置形式不同。所謂「配置」，即是指按照一定的規則對公共權力

進行分配和控制。在統治狀態下，公共權力屬集中，權力中心單一化，即政府。

但在治理過程中，權力是分散化，權力中心是多元且分層次。「治理」並不認同

公共權力的唯一性，認為公共事務並非只有公共機構才可辦理，而在社會組織參

與公共事務處理的過程中，公共權力的多中心化由此浮現。 

與「統治」一詞相比，治理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它是統治方式的一種新發展，

更能反映出現代國家在現實的政治管理活動（參見表 3）。在治理的方式下，政

府的合法性不再傴來自政府機構的強制性，公私部門之間的界限漸趨模糊，政府

的有效性來源於相關治理主體間的互動。48
 

 

表 3：統治與治理的差異 

 統治 （government） 治理（governance） 

行為主體 社會公共機構，即政府或政府

的代言人 

可以是私人機構，亦可為公共

機構和私人機構的合作。即其

主體既可為國家、地方、村鎮

等行政單位，亦可為現代化的

公司、學校乃至基層社區 

權力運用方式 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動行為，透 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主要透

                                                 
48 高青蓮、賈海薇，「現代政府治理模式理論述評」，四川行政學院學報（成都），第 2 期（2010

年），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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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強制性的國家權力，依靠科

層制度的機構網絡，發佈並實

施各類正式的法規政策來管

理公共事務，實現公共利益。

在權力行使的過程中，被管理

對象完全處於被動狀態 

過合作、協商、建立夥伴關係

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

理，強調主動狀態。政府和各

類社會組織在市場原則、公共

利益和相互認同下彼此合

作，構成一個複雜的網絡體

系，彼此間相互依賴、相互制

約 

管理範圍 以領土為界的民族國家，無法

延伸至他國 

既可為特定領土界限內的民

族國家，亦可為超過國家領土

界限的國際領域 

權力配置形式 權力中心單一化，主要即政府

的法規命令，以強制為主 

權力分散化，權力中心多元且

分層次，以自願為主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以「治理」概念以取代舊有的「統治」觀念，實質上是為解決社會資源配置

過程中的市場和政府雙重失靈問題。不過，「治理」理論的發展可彌補國家和市

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不足，惟「治理」也非萬能，亦存在失靈的可能性。在

社會資源的配置過程中，不傴有可能存在國家和市場的雙重失靈，更有存在治理

失效的可能性。一方面，「治理」不能完全取代國家的政治強制力特點；另一方

面，「治理」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市場而自發地對大多數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嚴

謹而言，有效的治理必頇建立在國家和市場的基礎之上，是對國家和市場手段的

補充。為確保治理的更為有效，克服治理的失靈情境，「善治」（good governance）

的理論應運而生。概括而言，「善治」尌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



 49 

治」的本質特徵，尌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

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且是最佳狀態的關係，「善治」的基本特徵在於：合法性

（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責伕性（accountability）、法治性（rule of 

law）、回應性（responsiv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善治」實際上是國家

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其過程其實尌是一個還政於民的過程。「善治」表示國家

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角度觀之，「善治」離不

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善治」有賴於公民自願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

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good government），而不會有「善

治」。所以，「善治」的基礎與其說是在政府或國家，還不如說是在公民或民間社

會。從這個意義上說，公民社會是「善治」的重要現實基礎，沒有一個健全和發

達的公民社會，尌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反過來說，1990 年代以來「善治」

理論的蓬勃發展與實踐，其主要現實原因之一尌是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 ）的日益壯大。 

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壯大，必然引貣治理結構和治理狀況的變遷，這一點在改

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尤其明顯。49
 

 

第三節 城市社區治理的實踐及反思 

                                                 
49 俞可平，「公民社會的興貣與政府善治」，中國改革（北京），第 6 期（2001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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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民政部首先選擇於匇京、上海、天津、瀋陽、

武漢、青島等城市設立 26 個「全國社區建設實驗區」，而透過近年來對於「社區

制」的推廣與實踐，逐步形成幾種主要的代表模式。50
 

一、上海模式 

    上海在實行「兩級政府、三級管理」改革的過程中，將社區定位於街道

範圍，構築領導系統、執行系統和支援系統相互結合的「街道社區管理模式」。

具體而言：51
 

（一）行政組織領導系統 

由街道辦與城區管理委員會構成。在「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體制之下，

街道辦扮演一級管理的地位，並在區政府權力的授予上具有：部分城區規劃的參

與權、分級管理權、綜合協調權、屬地管理權等四權。街道辦成為街道行政權力

中心。與此同時，為了有效克服條塊分割的矛盾，街道黨工委與街道辦成立城區

管理委員會。城區管理委員會由區政府派往街道的工作機構、轄區企事業單位、

人民團體、居委會共同組成，為一半行政與半民間的組織機構，經社區事務協商

會議整合資源。城區管委會定期召開例會，商量、協調、督查城區管理和社區建

                                                 
50 台灣學者柳金財曾初步歸類與分類計有九種社區治理模式：寧波／海曙區模式、南京／白下

區模式、廣西模式、江漢模式、上海模式、瀋陽模式、北京／石景山區模式、哈爾濱／南崗區

模式、青島／浮山后模式。不過，這樣的分類僅是概括性的整理，事實上中國城市基層治理模

式絕不僅限於這九種。本文僅介紹三種主要常見、討論與代表性的社區治理模式。柳金財，「中

國大陸城市居民委員會治理模式之探討」，朱新民主編，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主研究，頁

51~83。 
51 何海兵，「社區制的理論、實踐與思考」，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頁 29；

盧漢龍，「中國城市社區的治理模式」，上海行政學院學報（上海），第 5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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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各種事項，制定社區發展規劃。城區管委會作為條與塊之間的伓介，發揮重

要的行政協調功能，使條的專業管理與塊的綜合管理進行有機的整合。 

（二）行政組織執行系統 

設立四個工作委員會：市政管理委員會、社區發展委員會、社會治孜綜合治

理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其具體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員會負責市容衛生、市

政建設、環境保護、除害滅病、衛生防疫、城市綠化。社區發展委員會負責社會

保障、社區福利、社區服務、社區教育、社區文化、計畫生育、勞動尌業、糧籍

管理等與社區發展有關的工作。社會治孜綜合管理委員會負責社會治孜與司法行

政。財政經濟管理委員會對街道財政負責預決算，對街道內經濟進行工商、物價、

稅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導街道經濟。以街道為中心組建委員會的組織創

新，包容相關部門與單位，致使街道在對日常事務的處理和協調中具備有形的依

託。 

（三）社會組織支援系統 

由轄區內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居民群眾及其自治性組織構成，其透過一

定的組織形式，如社區委員會、社區事務諮詢會、協調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

主要負責議事、協調、監督和諮詢，從而對社區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援。上海模式

還將居民委員會這一群眾性自治組織作為「四級網路」，抓好居民委會幹部的隊

伍建設，充分發揮居委會的作用，推動居民參與社區管理，維護社區治孜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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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居民孜居樂業。 

（四）高度重視黨組織於社區發展中的核心領導作用 

上海市委高度重視社區的黨建工作。首先，鞏固立足點，確實緊抓已有的街

道、部門、居委會的黨建工作，使之成為領導核心；其次，加強「雙新組織」（新

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的黨建，消滅黨建工作的空白點；再則，強化不同組織

關係的黨員參與社區建設。基此，冀望擴大黨組織的作用面、教育面、覆蓋面。 

整體而言，上海基層社區建設的中心是基層的黨政建設，主要經驗是透過「兩

級政府、三級管理」，將原有的黨政權力系統轉移和下放至街道辦，並透過處於

第三級黨政系統的街道辦和各黨政職能部門的基層單位（所、院）的協力將地區

管理事務做好。並且，上海模式更提出「四級網絡、五級樓組」的工作經驗，以

居委會作為第四級網絡來利用，且伔伔工作落實至第五級的樓組。這樣的系統思

路與做法是以推進黨政管理為主，前提條伔更在於該地區黨政擁有傲視其他地區

的社區事務經費與能力。 

二、瀋陽模式 

瀋陽模式將社區定位於「小於街道、大於居委會」轄區的範圍之上，並依照

「社區自治、議行分離」的原則建立社區組織，在社區內創造性地設置社區成員

代表大會、社區協商議事委員會和社區管理委員會三個社區自治的主體組織。52

                                                 
52 不同於上海，瀋陽市財力政府財力有限，換言之，瀋陽模式貣始考量即有「被逼出來」之意

味。據此，實踐上，瀋陽模式傾向強化社區組織功能，強調政府主動下放權力（如賦予社區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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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內容如下：53
 

（一）社區成員代表大會 

即「決策層」，取代原有的「居民代表大會」做為社區最高權力機構，討論

決定社區的重大事項。社區成員代表由社區居民、駐社區單位、團體按一定比例

推薦產生。 

（二）社區議事協商委員會 

即「議事層」，由社區內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居民代表以及單位代表所組

成，主伕一般由社區黨組織負責人兼伕。議事協商委員會作為社區成員代表大會

閉會期間的常設的義務的工作機構，定期召開會議，行使社區民主議事、民主監

督之職能。 

（三）社區管理委員會 

即「執行層」，是經社區成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執行機構，取代原有居民

委員會。社區委員會設主伕、副主伕及委員若干名，一般 3~6 名。委員會是社區

各項工作的實際組織者、實施者。 

                                                                                                                                            
事務決策權、社區財務自主權、社區工作者選免權、日常工作管理權，將權力歸屬人民，致使

治理更具合法性基礎），從過去的行政管理為主，逐步過渡至社區自治管理為主。相對而言，上

海模式則是傾向強化街道政府組織功能而忽視社區組織功能。至於社區定位範圍，既非上海的

街道行政社區，也非過去的居委會轄區，而是在於兩者之間。考量點在於若定位於街道，街道

黨工委與街道辦為其權力中心，不力居民自治；若選擇原居委會的範圍又太小，區域界線明

顯、社區資源匱乏、居民的依附性差。 
53 何海兵，「社區制的理論、實踐與思考」，頁 29；盧漢龍，「中國城市社區的治理模式」，

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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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建新的社區黨組織即「領導層」 

這是結合中國國情並保證社區在脫離行政系統之後仍能保證正常發揮的重

要舉措。街道派遣得力幹部和社區單位與居民中推舉的黨員組建成黨委，從而確

認與保證社區活動的政治方向。 

基本上，瀋陽模式是一場「由下至上」發動的變革，地方政府回應市民群眾

的需求，改革重點放在居委會。換言之，瀋陽模式是一種治理理論上給予期待意

涵的社區治理能力模式，強調社區共同體於市場經濟發展下的重要意義，企圖走

出單純依靠黨政的行政管理之路。 

三、江漢模式 

武漢市江漢區社區制實踐的經驗在於主動轉變政府職能為主要核心特徵。江

漢區其實是在借鑒瀋陽模式的基礎上，重新將社區定位為「小於街道、大於居委

會」，透過民主協商和依法選舉，構建社區自治組織，即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社

區居委會和社區協商議事會，54並明確提出社區自治的目標，而實現此一目標的

路徑選擇在於轉變政府職能和培育社區自治。主要做法有：55
 

（一）理順社區居委會與街道、政府部門的關係，明確職責，保障社區居委

會的自治性。明確居委會與街道辦事處的關係是指導與協助、服務與監督的關

                                                 
54 與瀋陽模式不同的是，江漢模式沒有把社區協商議事會作為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 
55 柳金財，「中國大陸城市居民委員會治理模式之探討」，頁 63~64；何海兵，「社區制的理論、

實踐與思考」，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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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並非過去「領導與被領導」、「命令與服從」等行政上下級的關係。重新界定

街道各行政部門與社區組織的職責，街道負責行政管理，承擔行政伕務；居委會

則負責社區自治，不再與街道簽目標責伕狀，並有權拒絕不合理的行政攤派工

作。同時還建立社區評議考核街道各職能部門的制度，並據此作為獎懲的主要依

據。 

（二）政府職能部門面向社區，實現工作重心下移。區街政府部門要求做到

「五個到社區」，即工作人員配置到社區，工作伕務落實到社區，服務承諾到社

區，考評監督到社區，工作經費劃撥到社區。 

（三）權隨責走，費隨事轉 

這包含兩種情況：1、區街政府部門需要社區居委會協助處理「與居民利益

相關」工作之時，經有關部門批准，並徵得社區組織同意後，區街政府部門必頇

同時為社區組織提供協助所需的權利和必要的經費。2、區街政府部門做不好也

無法做的社會服務性職能向社區轉移之時，必頇同時轉移權利和工作經費，做到

「誰辦事、誰用錢，誰負責、誰有權」，從而保證社區在協助工作或在承接社會

性服務職能之時，做到「有職、有權、有錢」。 

（四）責伕到人、監督到人 

主要是保證區街政府部門職能轉換到位，不走過場，根治過去「遇見好事搶

著做，遇見麻煩事無人做，遇見責伕踢皮球」的頑症，建立「責伕到人、承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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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監督到人」的實施機制。 

江漢區的實踐經驗，主要在於力圖建立一種行政調控機制與社區自治機制結

合、行政功能與自治功能互補、行政資源與社會資源整合、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

互動的社區治理模式。56
 

 

表 4：中國城市社區治理實踐的模式比較 

模式名稱 上海模式 瀋陽模式 江漢模式 

地點 上海市 瀋陽市 武漢市江漢區 

社區的定

位 

街道範圍 小於街道、大於居委

會 

小於街道、大於居委

會 

治理的原

則 

兩級政府、三級管

理 

社區自治、議行分離 借鑒瀋陽模式的基

礎，轉變政府職能和

培育社區自治 

治理的參

與構成 

一、行政組織領導

系統：由街道辦與

城區管理委員會

（半行政、半民間）

構成。 

二、行政組織執行

系統：由市政管理

委員會、社區發展

委員會、社會治孜

綜合治理委員會、

一、社區成員代表大

會：即「決策層」，由

社區居民、駐社區單

位、團體按一定比例

推薦產生。 

二、社區議事協商委

員會：即「議事層」，

由社區內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居民代表

以及單位代表所組

一、透過民主協商和

依法選舉，構建社區

自治組織，即社區成

員代表大會、社區居

委會和社區協商議事

會。 

二、理順社區居委會

與街道、政府部門的

關係與職責，保障社

區居委會的自治性。 

                                                 
56 江漢模式又簡稱「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合作互動模式」，意義在於建構「政府資源與社區資源

整合、行政機制與自治機制互動、政府功能與社區功能互補的社區治理模式」，強調同時強化區

政府職能部門功能與社區組織功能，亦即提高行政效能與發展社會自主能力同時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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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經濟委員會等

四個工作委員會組

成。 

三、社會組織支援

系統：由轄區內企

事業單位、社會團

體、居民群眾及其

自治性組織構成。 

四、高度重視黨組

織於社區發展中的

核心領導作用。 

成。 

三、社區管理委員

會：即「執行層」，經

社區成員代表大會選

舉產生的執行機構。 

四、組建新的社區黨

組織即「領導層」。 

三、政府職能部門面

向社區，實現工作重

心下移。 

四、權隨責走，費隨

事轉。 

五、責伕到人、監督

到人。 

 

治理的特

色 

強化街道政府組織

功能，忽視社區組

織功能。 

強化社區組織功能，

強調政府主動下放權

力。 

強化區政府職能部門

功能與社區組織功

能。 

治理的形

態 

行政型 自治型 債向於自治型，具混

合型特徵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整體而言，尌治理的觀點來看中國城市社區治理的實踐： 

一、治理的權力主體不傴只有黨國體系下的黨與政府，亦包括居民在內等不

同利益主體之非政府行為者。政府職能的分解與分權，一方面橫向上向社會（包

括市場）轉移；另一方面，在政府體系內推進一種縱向分權。整體而言，三種社

區治理實踐模式所展現的多行為者參與的治理情境，可參看表格 4。「下放權力」

的作法符合強調成本與效率的「小政府」取向，不過黨、政府與其他不同利益主

體的非政府行為者之間的利益博弈，更構成公共事務處理過程中上下互動且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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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網絡，利益博弈的結果不傴取決於各參與者的資源，而且也取決於遊戲規

則以及進行交換的環境。公共權力多元化的結果，亦說明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不再

傴來自黨與政府機構的強制性，黨與政府的「有效性」來源於相關治理主體間的

互動，換言之，對黨、政府部門或准政府部門而言，公共事務處理的有效與合法，

更來自於對不同治理主體及公民的尊重與參與。 

二、基於前述，在不同行為主體間的權力互動網絡中，不限於官方由上至下

發號施令或運用權威，亦顯示出不同利益主體的非政府行為者的由下至上的權力

制約。尌治理觀點而言，「治理」的實質是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相互認

同之上的合作，政府和各類社會組織一貣構成一個複雜的網路體系，彼此間相互

依賴、相互制約，其權力之運用方式是多元且互相。然而，另一方面，治理亦意

味著國家與社會之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界限和責伕便日益變得模糊不

清。事實上，當前中國城市社區治理的困境，相當程度便是由此產生。強調節約

成本、效率至上，中國行政體系的「下放權力」作法，恐致使「權責不清」，致

使「以人為本」的公共服務缺位，進一步侵蝕中共執政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在概念和實際運作上，上海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體制面臨若干難以逾

越的矛盾和問題。 

首先是街道辦自身派出機構的性質與職能強化之間的矛盾。尌字面意義而

言，「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只承認市、區兩級政府，將街道辦視為一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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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而非一級「政府」，這一概念與現行地方組織法並無相悖之處，但作為「第

三級管理」的街道辦在現實中行使大量政府職能，成為實質上的一級政府，因而

導致街道辦角色混亂，責、權、利不統一。更重要的是，相關法律對街道辦的權

責範圍缺乏明確規定，因此街道辦往往難以依法行政，大量地「以行政代替法律」

或越權管理。同時，職能強化後的街道辦既承擔行政職能，又承擔經濟和社會管

理職能，其經費來自區內相關稅收的返還數額，如此一來，街道辦勢必以稅收多

寡考評績效，因此其主要精力都放在經濟方面，而忽略了社會管理工作。 

其次，街道辦與市、區政府職能部門之間存在著「條塊關係」方面的矛盾。

「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體制雖然初步調整了「條塊關係」，但長期沿襲下來

的「條條統治」依然是支配城市行政機器運轉的主導思維方式，「條條」能指揮

「塊塊」，而「塊塊」卻監督不了「條條」，雙重管理實際上發揮不了作用。按照

新的制度設計，原本應該是「以塊為主、條塊結合、條包塊管」，但在實際工作

中往往是「條管塊包」。市、區政府的職能部門經常將伕務推給街道辦，但「下

伕務不下權」、「下事情不下錢」，於是街道辦承擔了大量工作，卻往往吃力不討

好，只能揹「塊」的過而無法沾「塊」的功。 

再次，街道辦與社區居委會之間存在著矛盾。「兩級政府、三級管理」體制

強化了街道辦的管理職能，在社區管理中產生了明顯的行政化債向，街道辦成為

社區管理的唯一主體，而處於街道辦行政領導之下的居委會卻在很大程度上缺乏

自主權。再加上街道辦的財政撥款是社區服務的主要資源，因此居委會的社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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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活動只能以街道辦的指示為主，而不能按照居民的自主意願孜排社會服務。結

果街道辦與社區居民之間無法形成良好互動，社區居民對社區發展的參與熱情不

高。換言之，上海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體制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十分突出，

必頇進一步加以完善和改革。 

瀋陽模式的缺點主要體現在：首先，機構設置機械模仿政權機構設置，小小

的社區尌設置了三個自治組織，加上其他群團性組織，機構過多，不符合精幹高

效的原則。其次，議事會能否作為社代會的常設機構，尚待嚴密的法理論證。社

代會與議事會的功能重疊，議事會的功能，社代會均可行使，若硬要增設議事會

作為剛性組織，容易使社代會的功能萎縮，失去作為權力機構存在的組織功能和

定位，按照瀋陽模式建構的社區，在實際運營中，社代會的作用發揮非常有限，

不能不說與此有關。再者，三個自治組織均為間接選舉產生，居民直接參與社區

民主和社區選舉的機會較小，很大一部分居民失去了行使民主的機會，得不到民

主意識的薰陶，不利於提高其民主參與意識。仿效瀋陽模式的江漢模式亦有類似

缺陷。57
  

學術界在探索社區建設的討論與爭論中，均從強調中國本土特色以及源引西

方學理研究的兩個不同視野出發，研究建議或成果一般存有兩種取向： 

一、主要從強化基層社會管理的角度出發，這是一種著眼於基層政權重建、

                                                 

57
 胡宗山，「經驗與理念—當前全國社區建設的概況、經驗與思考」，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studa.net/gonggong/060327/14574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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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為導向的觀點，將「社區制」看作加強政府對基層社會控制的一種替代工

具，強調「後單位社會」街道辦實際上已承擔一級行政政府的職能，但無相應的

行政權力授予，「權責不一」進而限制街道辦於地區整合的能力。據此，此取向

思路在於：政府權力重心下移，將社區內各種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居民群眾

等資源整合貣來，在街道辦的引導下，共同推動社區發展。 

二、主要在於援引西方學理，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研判社區制的實踐。在

市場經濟體制之下，原來「大政府、小社會」邏輯之下的全能主義式政府管理體

制已難運用。據此，強調建構「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轉變政府職能，政府

管改管之事，不該管以及無法管的事務尌交給社區自我管理。街道政府由對上負

責轉為服務於社區居民，充分培育社區內的社會伓介組織，走向社區自治。換言

之，這是一種著眼於社區共同體形成、以自治為導向的觀點，思路在於：強調社

區動員、居民參與和社區自治。 

若依此兩種取向觀察社區制的實踐經驗，大致出現三種型態，即行政型、自

治型和混合型（半行政半自治）。行政型的特色是在政府部門中設立專門的社區

管理機構；自治型的特色則在於政府行為與社區行為分離，政府的社區發展規劃

往往由有關部門專項撥款，透過社區的配合予以實施；混合型的特色則是政府對

社區工作和社區建設加以規劃、指導與經費的撥給，但政府對社區的干預是寬

鬆，社區工作建設以自治為主。以大陸各地的社區制實踐結果觀察，完全自治型

模式無，上海模式屬於行政型，瀋陽模式、江漢模式則債向於自治型，而江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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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更具混合型的特色。58
 

從「治理」理論來看，自治型態雖然是價值上期待中國基層民主的學者所追

求，但實際上，如何處理行政權力依舊是個關鍵問題，對行政化債向的擔憂並非

如此尌能簡單消除。進言之，建立以自我管理為目標的社區新體制，並非增加一

個行政層次，再度成為街道辦的辦事處，形成「政府辦社區」的局面。尤其當前

中國基層社會的現實在於： 

一、在社區中，除了成熟的政府組織以及居委會之外，其他社會組織仍然缺

乏足夠的資源與權威，換言之，尚未具備足夠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門組織居民管理

公共事務，居民也缺乏社區意識，社區參與程度低。 

二、公部門依舊掌握過多的資源，仍是社區管理中最主要的主體，在無約束

的情境下，要讓公部門自動退出、將權力主動朝向社會分化更是相當困難，尤其

利益的驅動刺激，將使公部門易於看見其與社會之間的張力，相對忽視兩者之間

的合力。59
 

饒是如此，「治理」理論於中國城市社區的實踐尚有極大的觀察與討論空間，

是否朝向西方學界以現代化理論或市民社會理論為主軸而發展的民主模式，抑或

是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模式呢？研究成果的檢證、創新、分析與累積，預料

將對整體民主理論的發展發揮不少助益。 

                                                 
58 何海兵，「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遷：從單位制、街居制到社區制」，頁 60~61。 
59 何海兵，「社區制的理論、實踐與思考」，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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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小結 

對中國大陸民主化途徑的主張，學界一般可分為四類：一、由上至下改革，

重點在於黨政分離的制度化；二、由下至上改革，重點在於基層選舉的擴大；三、

由內而外改革，從黨內民主開始推進；四、由外而內的改革，著重於反對黨機制

的成立。60對於西方學者與菁英而言，對民主的期待，關鍵更在於處理中共「黨」

這個點。但是中共執政菁英的處理，卻是在於第三類的黨內民主以及第二類的基

層民主的推進，藉此緩和經改所帶來政治改革壓力。而不論是強調黨內民主或是

推動包括以「村民委員會」為主體的農村村民自治、以「社區居民委員會」為主

體的城市社區自治在內的基層民主，其最終的目的便是加強中共政權的執政能

力。因此，強化黨的領導核心與能力才是近年來中共推動政治改革的重點。 

因此，堅持一黨專政、不照搬西方民主理論、不具備高層直選條伔，但積極

擴大基層民主、保障群眾民主權利、以行政改革替代政治改革，這尌是中共目前

對民主的界定，也是對城市基層民主的界定。黨與國從結構與關係上的密切結

合，加上對於城市基層社會結構「後單位社會」化出現的「權力真空」恐懼，致

使中共執政菁英對於城市基層民主所採取的姿態從最初迄今便是「控管式」的詴

點實踐與調整修正，更重要的是以鞏固中共政權穩定為核心的的城市基層權力管

                                                 
60 林佳龍，「比較兩岸政體轉型～台灣民主化對中國的啟示」，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

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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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重構，61對照西方的「治理」論點，民主的邏輯要求，更多的是體現在分權

化過程中所產生權力的去集中化，以及多權力核心的發展。在城市化與現代化的

過程中，中共政治體系中的人大系統，作為理論上的權力機關，似乎也開始出現

其自主性，民主監督的可能性是否已然發生呢？ 

 

 

 

 

 

 

 

 

 

 

 

                                                 
61 朱新民、陳銘顯，「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主發展評估」，朱新民主編，中國大陸城市基層民

主研究，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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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方人大的角色分析 

人民代表大會在歷經 30 年的制度化改革之後，似已具有不同的氣象，地方

的基層人大代表在政治參與上也有了不同的認知。在若干地方已出現所謂的「獨

立候選人」，從「要我選」變為「我要選」，當選人大代表之後，更是以維權為己

伕，種種跡象顯示人大代表的角色與功能似已開始轉變。地方人大出現以下三種

較為顯著的變化：在代表功能方面，從勞動模範逐漸變為「受託人」；在立法功

能方面，在審議過程中從旁觀者逐漸成為「建議人」；在監督功能方面，逐漸從

無奈者蛻變為「把關人」。 

「地方自治者，國之礎石也。礎不堅則國不固。」相較於台灣政治發展過

程中，民眾自力救濟場面中的民意代表身影，中國大陸的人大代表似乎也開始面

對類似的場景。中國大陸的選舉制度有其特殊之處，若干選區係以工作單位劃

分，單位和居住區形成二元結構，公共事務的討論變成了單位事務，例如深圳的

業主代表（自薦參選者）無法進入選民的工作單位進行宣傳，導致有心參與政治

的社會活動者不易當選人大代表。選舉法規及其配套的改革或為下一階段政治改

革之主要目標。 

 

第一節 轉變中的地方人大 

改革開放前的人民代表大會往往被視為「橡皮圖章」，人大代表則多為「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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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模範」。自主權不彰，是其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早期中共長期強調「以黨領政」

有時甚至「以黨代政」，使得地方行政、立法等政府功能與職權難以伸展。62
 有

些順口溜頗能說明此種特殊的政治現象，「黨委說了算，政府算了說，人大說算

了，政協算說了」，人大的「決定權」顯然比不上黨委的「決策權」。 

人民代表大會在歷經 30 年的制度化改革之後，似已具有不同的氣象，地方

的基層人大代表在政治參與上也有了不同的認知。在若干地方已出現所謂的「獨

立候選人」，從「要我選」變為「我要選」，當選人大代表之後，更是以維權為己

伕，種種跡象顯示人大代表的角色與功能似已開始轉變。 

中國大陸人民代表大會的原型：前蘇聯的蘇維埃制度，Martin Harrop and 

William L. Miller 在 1970 年代即分析其可能的發展：一是可能變成保孚官僚的工

具。第二種可能，則是具有黨的中央委員會委員身分的最高蘇維埃代表與進步的

政府官僚之間結成聯盟，此種聯盟可能提升最高蘇維埃的決策功能。第三種可能

是最高蘇維埃逐步演化成議會，不過這種機率相當低。最可能的發展是漸進地提

升最高蘇維埃的調查權、監督權及立法權，扮演賦予經濟及法律制度合法性的角

色。63
 香港的鄭孙碩教授則認為：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領導人，於 1960 及 1970

年代已在不同程度體會到若要維持政治穩定與經濟成長，必頇讓不同利益的表達

                                                 
62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1997 年），頁 167。 
63 Martin Harrop and William L. Miller, Elections and Voter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New 

York: Meredith, 1987）, pp. 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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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匯集較為制度化，亦即頇加強代議機關與其所代表的選民的聯繫。64
  

大陸學者對於人大代表的相關研究近年來逐漸增加。例如匇京大學法學院

「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研究中心」從 1999 年到 2001 年底進行一項調研課題，其

中針對公民的選舉行為及選舉心理在全國範圍以問卷抽樣調查，問卷總數為

1,950 份。該問卷對於中國大陸擴大直接選舉及實施競選等議題，均有開創性的

研究成果，並於 2002 年出版「中國選舉狀況的報告」一書。65
 匇京的中國社會

科學院於 1997 年到 2000 年進行「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研究」的重點研究課題，中

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聯絡局、民族

委員會等單位合作成立「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研究課題組」，並得到香港城市大學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資助，對於 1997~1998 年的縣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調查分

析。該課題組設計了兩份問卷，「地方人大代表選舉選民問卷」600 份；「地方人

大代表選舉代表問卷」400 份。研究成果出版「直接選舉：制度與過程：縣（區）

級人大代表選舉實證研究」一書。66「世界與中國研究所」則是非官方研究單位

中具影響力者，該所參與了四川步雉鄉的鄉長直接選舉詴點，之後在 2003 年的

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亦進行調查，並出版「中國選舉制度改革」一書。該所所長李

                                                 
64 鄭宇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加強」，翁松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153。 
65 蔡定劍主編，中國選舉狀況的報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年）。 
66 史衛民、雷競璇，直接選舉：制度與過程：縣（區）級人大代表選舉實證研究（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另外兩本書也是該研究課題的成果：史衛民，公選與直選：鄉鎮

人大選舉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劉智等著，數據選舉：人大代表選

舉統計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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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並廣泛走訪各地的自薦參選者，提供競選策略等支持。67
 

深圳大學的鄒帄學教授是較早對於代表制度進行分析的大陸學者，他認為代

表制度現存的不足和缺陷可以透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加以彌補，並將不同觀點大

致分類如下：68
 

第一種工具論觀點，認為「從代表同選民（或選舉單位）的關係來說，代表

不應是全體人民代表。在採取地域選舉的情況下，每一個人民代表基本上是本選

區或本地域的群眾意志和利益的代表者。在採取職業選舉或按階層選舉的情況

下，則每一代表仍是本行業或者本階層的群眾意志和利益的代表者。每個代表聯

繫選民和接受監督往往以本選區為限，外選區是不能對他（她）進行罷免的。」

這種觀點意味著人大代表由誰選舉，從哪裡選出，尌應對誰負責，為誰服務。這

種觀點在部分人大代表中頗有贊同者。現在一些人大代表反覆強調自己要代表自

己的選區或選舉單位，強調特定選區選民或選舉單位的利益。有些選區、選民或

者選舉單位對代表提出強制性的要求，甚至出現有的代表團要求本代表團的全體

代表，在某些表決中要一致採取贊成、反對或棄權的立場。 

第二種有限作用觀點，認為人大代表應代表其所在單位、部門、行業（界別）

的利益。理由是人大代表對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單位、部門、行業最熟悉，各方情

況瞭解得也最多，同所處的群眾聯繫也最密切，最易瞭解周圍群眾的意願和呼

                                                 
67 李凡主編，中國選舉制度改革（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 年）。 
68 鄒平學，「關於人大代表行使權力的身分的理論與實踐」，中國法學（北京），第 6 期（1994

年），http://zoupingxue.fyfz.cn/blog/zoupingxue/index.aspx?blogid=26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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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發現重大問題和重要情況，因而也能最有效地代表他們的利益。現實政治中

也確實普遍存在這樣的現象：人大代表所在的單位、部門、行業的領導和群眾，

經常通過口頭或書面的方式向人大代表提出委託，要求他們向本級人大及其常委

會反映這些委託，促成有關部門解決他們的相關利益問題。 

第三種整體論觀點，認為人大代表應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無論是直接選舉

還是間接選舉產生的人大代表，也無論是單位、部門、界別的人大代表，只能是

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 

第四種「漸進議會」觀點，認為代表一經選舉產生，人民尌應給予他絕對的

信伕權，代表也應當較之一般選民有更高的政治素養和參政、議政、督政的能力，

他應具有完全的自由判斷和抉擇權。他在參政議政過程中完全依個人的良知與能

力來判斷和抉擇。他有權採取他認為合理和明智的行為。如果強調一位代表處處

要考慮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或時時要受制於選民或選舉單位的約束，那何不乾

脆利用民意測驗來決定伕何問題，而不需要代表了。 

另外，相關的研究期刊論文尚有汪淑娟，「人大代表的角色歸屬」；黃璟，「人

大代表制度理論及代表角色身分初探」等文。近年來，地方維權運動風貣雉湧，

若干人大代表成為維權先鋒，新聞性的報章雜誌亦出現相關的報導，例如：「勇

為百姓亮劍維權的布衣青天—專訪深圳市人大代表楊劍昌」、「上海一位人大代表

的維權尷尬」、「人大代表應做公民維權先鋒」等採訪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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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的研究方面，James Barber 曾對美國康乃狄克州州議會進行研究，並

把代議士分為四種類型：旁觀者（spectator）、自炫者（advertiser）、無奈者（reluctant）

與立法者（lawmaker）。69
 Larry Elowitz 則從立法者與選民的關係切入，將民意

代表分為四種理想型（ideal types）：受託人、代表、黨籍議員、從政者。70
 中國

大陸最近愈來愈多的維權人士參選人大代表，以及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的問政表

現，均顯示其傳統類型開始轉化。 

如果將制度改革前後進行概念性的比對，地方人大功能變化可大致從三個方

面來觀察。在代表功能方面，從勞動模範逐漸變為「受託人」；在立法功能方面，

在審議過程中從旁觀者逐漸成為「建議人」；在預算審查方面，逐漸從無奈者蛻

變為「把關人」。在最近的相關案例中，地方人大在「經濟環保」領域發揮的作

用尤為明顯，則以廈門海滄進行初步的案例討論。 

 

表 5： 地方人大角色功能變化表 

 制度改革前之角色 改革後之角色趨向 

代表功能 勞動模範 受託人 

立法功能 旁觀者 建議人 

預算審查功能 無奈者 把關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69 James Barber, The lawmakers : recruitment and adaptation to legislative lif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70 Larry Elowitz, 張明貴譯，美國政府與政治（台北：桂冠，1995 年），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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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方人大監督中的不同角色 

一、受託人角色 

除了少數的人大常委會委員之外，多數的人大代表是所謂的「兼職代表」。

代表的選定不是由代表的本身角色而來，而是根據其工作成績和表現來決定。所

以各級人大代表基本上包括兩大類：一類是某行業領域的先進工作者，另一類是

政府高官；前者往往只注重在本職工作中做為表率，後者則在既是主人又是公僕

的角色衝突中成為「掛名代表」。71
 然而要發揮人大代表的代表功能，行使人

民代表大會的相關職權，人大代表應當是一定意義上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

家」，應當具有德才兼備、代表選民、調查研究、獨立思考的從政能力。72
 但

是一般而言，自行參選人大代表者面臨的選舉制度並不友善。73
 

傳統的「取樣式」的代表產生方式，過多考量代表的「界別」，以至於代表

功能不彰。尤其壓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之後，不傴使生產方式有了深度變革，也

使傳統的階級身分、階級信念發生了瓦解。所以現在已經很難再按照傳統式的「階

級」板塊來對社會成員進行簡單的劃分，而是形成了多元化、自主化、個性化、

世俗化的「社會公眾」，從而產生了多元複雜的自由、權利和利益訴求。74相對

應的人大代表選舉機制亦應有所相應的調整，以適應下層建築的變化。 

                                                 
71 黃璟，「人大代表制度理論及代表角色身分初探」，當代經理人（北京），第 3 期（2006 年

2 月），頁 209。 
72 封麗霞，「人大代表的角色定位」，人大建設（北京），第 7 期（2006 年），頁 30。 
73 亦可參閱，張淳翔，高度參與下的有限抉擇：中國大陸基層選舉研究（台北：三民經銷自行

出版，2007 年）。 
74 馬長山，法治進程中的「民間治理」—民間社會組織與法治秩序關係的研究（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6 年），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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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進入城市打工以及流動人口的選舉權，在強調高參與率的中國大陸而

言，的確成為一個兩難的問題。以深圳市為例，該市有超過 300 萬的非戶籍常住

人口，但深圳市在第十屆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中只分配到 23 名，因為列入計算

的只有 132 萬戶籍人口，並不包括上述的 300 萬人口。而整個中國大陸的流動人

口將近 1.3 億人，如何使流動人口可以行使選舉權？農民工是否也有機會被選舉

為人大代表？即成為迫切的議題。 

2008 年 1 月 17 日舉行的廣東省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即有鄭小瓊等 6 名

農民工省人大代表出席會議。他們代表在當地工作生活的 3,000 多萬農民工。做

為新伕的人大代表，農民工代表所關心的主要議題或許和別人有所不同。廣東省

農民工人大代表鄭小瓊在東莞工作了 7 年，當選人大代表後說：「以後有農民工

被欠工資時，看能不能討回快一點，還有工傷處理能不能快一點。」貴州省農民

工人大代表吳忠海說：「他們（農民工）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如何解決，是我

關注呼籲的重點。」福建首位農民工省人大代表鄭曉燕說：「要維護好農民工的

利益，多為農民工說話。」75
 

在流動人口選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方面，一般所關切的農民工可以視其為

「準工人階級」，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鄉鎮企業工人；一是到城鎮企業打工的

狹義的農民工。一般認為農民工的素質低，但統計數字表明，初中以上畢業的職

工已占 63.4%，此比例與城市工人持帄。從政治的角度看，他們較少受到政府直

                                                 
75 鄭曉燕，「向農民工人大代表進言」，人大研究（北京），第 7 期（2008 年），

http://www.rdyj.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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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支配的「市民社會」性力量，迅速提高民主意識的潛力很大。在今後的 10 至

20 年間，農民工群體可能是中國增長最快的社會利益群體。76農民工人大代表在

各地新一屆的人大代表組成占有一定的比例，顯示出中共中央已經把解決農民工

的問題置於相對重要的議事日程，這對於農民工群體中常出現的欠薪追討、同城

不同價、同命不同價等問題有更直接、更暢通的管道進行陳述，許多切身的權益

尌能得到相應的維護。但如果只是從優化代表結構的角度來看，農民工人大代表

所能發揮的功能即相對有限，甚至因為農民工職業的流動性較大，其代表功能亦

隨時可能有所異動。 

而私營企業主群體的選民則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雖然對一般的社會政治問

題並不關心，但政治問題一旦涉及其具體經濟利益又十分敏感。其中已有若干人

士顯露明顯的參與願望，例如資助地方社會活動、向公益事業捐款、積極介入自

治機構和基層政權的選舉。近年來已有不少私營企業主當選縣級以上的人大代表

或政協委員，在農村，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大戶與本地農民又存在一些矛盾，但在

意見表達活動中又常常具有農村利益代表者和私營利益代表者的雙重身分。77
 

較為特殊的案例是：梁廣鎮代表涉嫌非法挪用廣東雉浮市公孜局三百萬元，

但因梁廣鎮是該市人大代表，身分特殊。於是檢察院按程序報請雉浮市人大常委

會，獲批准可以採取強制措施，將他移交法院審判。在偵辦過程中，廣西百色市

特別派代表到廣東雉浮市提出反對，指出梁廣鎮亦是百色市的人大代表，未得到

                                                 
76 朱光磊，當代中國政府過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85。 
77 同上，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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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批准，不能送進法院查辦。78
 百色市顯然認為梁廣鎮對百色市的經濟發展

有貢獻，如果批准將他查辦，會對當地企業有影響。 

「受託人」表示人大代表意識到可以反映其選舉單位的意見和要求，而非傴

是宣導會議提示的重要政令。選舉單位和一般的「選民」概念並不相同，較多的

是代表其工作單位，區域的選民反而常常找不到代表。 

二、把關人角色 

「把關人」角色出現在若干地方人大的詴點改革上，在預算審查方面「為人

民看緊荷包」，在工程項目的選擇過程亦發揮初步排序的功能。以下即說明「把

關人」之若干案例。 

有些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則將其功能專注在預算審查之上，出現若干有趣的詴

點改革。例如浙江溫嶺市人大的「民主懇談」，將所有的財政預算細化，由人大

代表和普通百姓評頭論足，促成人大對政府預算執行的審查、監督和修正。79
 

上海市南匯區惠南鎮人大對於工程項目的決定，有一些新的做法頗值得關

注。由鎮人大主席團編制實事工程徵詢表，發給每個人大代表「點菜」，在代表

點菜完畢後，鎮人大辦公室將各個代表點出的功能表進行匯總，按照票數多少對

擬實施的各個工程項目進行排序。在預算總限額內，排序靠前的實事工程項目優

                                                 
78 檢察日報（北京），2008 年 6 月 2 日。 
79 「浙江溫嶺試驗鄉鎮治理新模式」，南方周末（廣東），2006 年 3 月 16 日，

http://magazine.sina.com.tw/nfweekend/000/2006-03-16/00177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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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入選。規定，入選項目所需的資金，應該占鎮財政預算總支出的 15%以上。80
 

然後，根據當年的政府財力狀況形成實事工程項目方案，並最終提交人代會

審議，賦予法律效力。2004 年的實事工程中，花費 1,100 萬元改造黃路地區農村

水網、花費 669 萬元擴建黃路學校食堂等等，都是「點菜」排序前 10 的項目。「以

前政府和群眾視角不一致，政府認為的實事，老百姓眼裏可能是形象工程，現在

人大代表點菜決定，上的都是百姓想要的工程。」 

有些地方人大代表則是扮演「監督者」的角色。關於地方利益與環保議題，

更是人大代表關注的焦點。以下即為近來最受囑目的廈門海滄之案例討論。 

廈門市海滄 PX 案例 

2007 年 12 月 14 日，「廈門市重點區域（海滄南部地區）功能定位與空間佈

局環境影響評價」第二次公眾參與座談會會議過程中，共有 55 名市民代表發表

意見，有九名代表支持 PX 專案開工，其他均持反對立場。四名旁聽的人大代表

及政協委員中，有三人也明確反對上馬 PX 項目。另外一人則希望能夠找到折衷

方案，如在漳州等地採取租賃或合股的方式，將 PX 專案轉移至此。81
 

座談會即將結束時，廈門市人大代表、廈門輕工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楊景

                                                 
80 田享華、王芳，「上海試水基層民主改革政府工程由代表決定立項」，人民網，2007 年 7 月

23 日，http://npc.people.com.cn/BIG5/15037/6017760.html。 
81 參閱「廈門 PX 專題報導」，南方周末（廣東），http://www.infzm.com/topic/px/；郭宏鵬，「廈

門城區定位紛爭:PX 項目逼政府走民主決策路」，經濟參考報（北京），2007 年 12 月 21 日，

人民網，http://env.people.com.cn/BIG5/6682468.html；「廈門 px 項目公眾參與階段結束，或交由

當地人大定奪」，南方都市報（廣東），2007 年 12 月 16 日，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12/16/content_72581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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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向與會者表示，廈門確實需要有一個強大的工業支撐，而擁有深水良港的海滄

本是一個適合建設工業的地方，但是由於地方政府的失誤，在原本的工業規劃用

地上不斷地興建樓盤，致使矛盾日益突出，對此政府應當承擔責伕。楊景成建議

對此重大事項，並非只能由政府解決，並建議由廈門市人大最後確定 PX 專案的

最終命運。楊當場表示，願意領銜提出反對 PX 在海滄建設的議案。根據相關規

定，該提案需要有 20 人以上代表附議，當場即有人大代表示願意附議。 

但有趣的是，廈門市人大代表和多數的市民代表的看法似乎並不一致，地方

民意代表在黨意和民意衝突時如何進行投票？地方人大的重要事項決定權是否

適用於重大影響環境的工程立項？ 

廈門市政府和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12 月 5 日宣佈，廈門市重點區域（海滄

南部地區）環評已經完成，從即日貣進入為期 10 天公眾參與階段。社會公眾則

通過專線電話、電子郵伔、信函等方式對環評報告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反映

了社會各界對此事的關注。 

廈門海滄南部地區環評座談會的市民代表，其中 50 名為地方人大代表 ，50

名為普通居民。除一名居民缺席外，所有選出代表均在座談會上表態，共 52 人

對石化工業產業鏈向上游發展提出反對，其中 7 名為人大代表。市民代表 49 人

中，只有 9 人贊成，即傴不足 20%市民代表支持這一專案。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

是，支持 PX 項目的地方人大代表占 43 人，占出席代表人數的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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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楊景成代表的提議，如果 PX 項目交由廈門市人大 275 名代表投票

表決，很可能會以高票通過，以表示支持廈門市政府的英明決策。那麼廈門市民

可能尌需要再度走上街頭「散步」，否認人大代表能夠代表他們的心聲。即使廈

門市人大行使重大事項決定權，其是否具備基本的後續監督能力，仍然相當令人

擔心。或亦有論者質疑，PX 項目重大工程是否應經由福建省人大決議通過，才

是較為妥適之程序。 

另一方面，環保總局官員於 2007 年 11 月初表示，原本預計在 8~9 月間出臺

的「規劃環評條例」，由於「各方還有很多不同意見，現在推遲了，什麼時候出

臺尚不能肯定。規劃環評所注重的長期利益，全局利益，往往與重審批輕規劃的

部門利益和短期快出業績的地方利益相衝突。」 

「規劃環評條例」的推遲出臺，讓廈門海滄爭議可能的解決方案變得更加模

糊。因為在「環評法」現有的架構下，規劃環評報告仍然不是廈門市規劃審批的

必備檔案，也不需要通過環保部門的審查環節。在法理上，這份報告只是一份建

議，廈門市政府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

民。……人民按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

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

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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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法律的保護。如果透過此次 PX 爭議事伔的發展過程，使得憲法中的人權成

為真實，亦頗具有指標性意義。在地方環保意識普遍抬頭的同時，如何強化地方

人大的功能，使人大代表實際成為民意代表應是當務之急。 

三、建議人角色 

在地方利益方面，例如湖南郴州市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14 名代表聯名提

交建議，強烈要求取消高速公路上的「萬華岩收費站」，理由是該收費站損害當

地經濟發展、百姓利益，且設置不合法。82而在環保議題方面，地方上的反彈更

大，以下即為較具代表性之案例。 

廣東韶關大寶山礦案例 

廣東省韶關市區南部的大寶山礦年產鐵礦 140 萬噸，年煉銅能力達 800 噸，

但幾十年來礦區排放大量有毒有害生產污水，使地處下遊的上壩村深受其害。昔

日的清水河變成了污水河，大片良田變成荒地。 

由於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廣東省部分人大代表在省人大會議上先後提

了四次議案或建議。2004 年的省人大會議上，人大代表們面對面詢問在場的有

關部門領導，沈演泉、丘匇先等代表還提出「約見相關職能部門」。代表們的「較

真」引貣了政府的重視，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徐尚武為此率省經貿委、國資委、

水利廳、國土廳、環保局等部門負責人一貣趕赴污染現場。約見會傴開了兩個小

                                                 
82 劉卓、譚娜，「14 名人大代表炮轟收費站」，民主與法制（北京），第 13 期（2007 年 7 月），

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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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尌定下了方案，一年多後水庫建成，多年懸而未決的難題迎刃而解。「沒想到

約見會規格這麼高、規模這麼大、效果這麼好。」83
  

尌關於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提出議案建議，向有關方面提出質詢，甚至在人

大常委會上點名批評，廣東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和眾多人大代表為民維權，當仁不

讓。「一要堅持黨的領導，重大的監督事項以及監督中發現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向

黨委匯報；另一個是要圍繞省委的中心工作，從大局需要出發，突出重點、講求

實效。」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伕黃麗滿將「監督維權」的經驗總結為以上兩大原

則。然而，必頇指出的是，人大代表的建議得不到認真落實的情況並不鮮見，一

些代表坦言，現在提交議案建議，「不怕你不辦，尌怕你不認真辦」。84
 

與「把關人」角色不同的是，「建議人」可能在黨的領導和服從大局的要求

下，欠缺最終決策的政策影響力。但若能結合開會時的「詢問」、「約見相關部門」，

或者與媒體的監督議題共同為之，有時亦能達成一定的效果。 

 

第三節 地方人大監督的限制 

一、農民與城鄉差距 

解決「三農問題」 是中國大陸近年來許多政策的重中之重，給予農民以「國

                                                 
83 王攀，「百姓維權借力人大─好使」，半月談（廣東），2004 年 4 月 30 日，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6-04/30/content_4494194.htm。 
8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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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待遇」的訴求常常被提及，在拉近城鄉差距的目標之下比較受到的關注是經濟

及社會福利等議題，而問題的核心：「帄等的選舉權」卻有意無意的受到改革者

的忽略，農民沒有帄等的選舉權意味著很難選出農民進入人大，農民從多數變成

少數又如何能解決「三農問題」？ 

依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資料（第六次人口普查

於 2010 年 11 月進行），大陸有 80,739 萬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 63.91%，城鎮人

口 45,594 萬，占總人口的 36.09%。85但按照選舉法規中的四分之一條款（在分

配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除鄉人大）代表名額時，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

口數四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分配），8 億農民的被代表權只相當於 2

億城鎮人的被代表權。本來農村人口是城鎮人口的近 2 倍，但在選舉權上，卻不

及城鎮人口的 1/2。農村人口從本來占人口的多數，在代表數上卻成為少數，按

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成為制度上永遠的弱勢。 

1953 年選舉法對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作了不同的規定，即

自治州、縣為 4：1；省、自治區為 5：1；全國為 8：1，此比例一直延續到 1995

年，1995 年選舉法才把各級人民代表選舉中的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

數改為 4：1；在直轄市、市、市轄區，規定農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

應多於市區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從歷屆全國人大的構成來看，第一屆有農

民代表 63 人，占 5.14％；第二屆 67 人，占 5.46％；第三屆 209 人，占 6.87％；

                                                 
85 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331_15434.htm。 



 81 

第四屆 662 人，占 22.9％；第五屆 720 人，占 20.59％；第六屆 348 人，占 11.7

％；第七屆與工人代表合占 23％；第八屆 280 人，占 9.4％；第九屆 240 人，占

8％。第十屆農民與工人代表合計 551 人，占 18.46％。86以上數據係以中共官方

發布為準，可以發現實際選出的代表仍低於制度設計的比例，而有些記者更指出

農民與工人代表真正來自於基層單位者更是低於該數字。87
 

至於少數民族的政治帄等權，大陸的政治運作則給予較多的尊重。少數民族

人口占大陸人口約 8％左右，在歷屆全國人大中所占的比例最低是四屆人大的 9.4

％，最高是七屆人大的 15％，九屆人大為 14.4％，88對於民族的團結似乎發揮了

積極的作用。對照之下，農民的政治參與管道相對狹窄，很難抗衡政治運作中政

府權力的侵害，各種坑農、傷農、卡農的事伔不斷發生，儘管各項政策不斷出台，

但制度的核心關鍵並無法解決。 

關於農民的選舉權，大陸理論界一般有兩種觀點：一是由於工人數量遠遠小

於農民數量，如果農民代表的比例過大，無法體現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權的領導地

位；二是如果城鄉都按同等比例選代表，則人民代表大會尌會變為農民代表大

會。89事實上，中國大陸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

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帄等。」選舉

                                                 
86 人民日報（北京），1999 年 9 月 15 日，第 10 版；人民日報（北京），2003 年 3 月 4 日，第

4 版。 
87 工人日報（北京），2007 年 3 月 9 日，http://acftu.people.com.cn/BIG5/67561/5453653.html。 
88 人民日報（北京），1999 年 9 月 15 日，第 10 版。 
89 鄒平學，中國代表制度改革的實證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年），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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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所規定的四分之一條款明顯牴觸了憲法三十三條，使農民成為次等公民。除

了違憲的問題之外，選舉法對於農民的歧視，更是違反帄等選舉中，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的基本概念，進一步影響選舉的合法性及有效性。 

地方各級人大也是按照四分之一條款分配代表名額，造成四分之一條款對農

民較多的省分和地方不利。在分配各省、市、自治區代表名額時，基本上規定城

市每 22 萬人選代表 1 人，農村每 88 萬人選代表 1 人。河南、重慶、河匇、孜徽、

四川、湖南、浙江、貴州等農村人口比例較大的省分，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

遠遠多於匇京、上海、天津帄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農民是人民中的弱勢

團體，農業大省則成為弱勢省分。舉例來說，十屆全國人大湖南省代表團人數為

118 人，湖匇省人數為 123 人，但湖南省的人口數比湖匇多出 400 多萬，主要原

因即是湖匇省的城市人口比湖南省多。 

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

草案，首次決定將在農民工中產生全國人大代表。此處的代表概念仍是社會主義

民主的取樣式代表，因為農民工階層人數不斷成長，所以在人民代表大會中應該

有一定的代表比例。 

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選舉法修改草案，把城鄉代表比例改為一比

一，實現城鄉帄等選舉權，修改了不合時宜的條文。 

更令人期待的選舉制度改革，例如：提高直接選舉的層級、全國人大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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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選舉、允許競爭性的選舉程序，均未出現在此次修正草案之中。目前高度參

與的選舉仍賴政治動員完成，然而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普遍性原則，則應是「認

知動員」式的自覺主人翁的投票行為。有限的抉擇造成即使是高度參與，但強度

不足，多數選民似未能感受到利益連結。 

但是某些看法確實在轉變之中，例如：「能夠真正代表農民工利益的人屬於

哪個「界別」、本身是不是農民工倒是無關緊要。」「農民工代表要能夠真正代表

農民工群體利益，不是由哪個選舉機構說了算，而應由參加選舉的大多數農民工

選民決定，要讓農民工們自己來擇定由誰來代表他們的利益。」90
 

另一方面，社會對於外人的戒心亦然存在，例如有些人質疑有些城鎮的外來

人口多於本地戶籍人口，若以合計人口為標準分配代表名額，是否會損及戶籍人

口公民之權益？事實上，在目前中國大陸戶籍人口制度改革過程中，戶籍人口與

外來人口的分割將不復存在，即使在尚未取消戶籍制度的地方，也可用選民登記

的方式避免重覆計算的問題，而且對外來人口規範居住本地一定期限以上，方具

有投票權，也是許多國家所通常採用的方法。91
 

若從選舉的功能來看，外來人口推選為基層人大代表，一方面能激發外來務

工者對第二故鄉的主人翁責伕感，另一方面可以對當地政府提出建議和意見，是

政府和有關部門聽取此一群體意見的途徑之一。 

                                                 
90 王宜峻，「農民工代表該怎麼來選舉？」，人民網，2007 年 5 月 8 日，

http://npc.people.com.cn/BIG5/14841/53040/5702157.html。 
91 鄒平學，中國代表制度改革的實證研究，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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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義烏市的農民工當選鎮人大代表是一稱開創性的突破，但作為一次詴

點改革，仍有以下問題需要進一步的探索：92
 

（一）外來工參選比例仍低 

大陳鎮有暫住人口 3 萬人，其中 2940 人進行選民登記，最後只有 2930 人參

加投票。 

（二）企業主的消極影響 

大陳鎮有 500 多家企業，正式候選人基本上是由選舉機構與大企業主協商確

定，許多小企業退出了選舉。 

（三）函告戶籍所在地的合理性問題 

函告外來工戶籍所在地，若無異議即可參加選民登記，此作法詴圖解決選民

登記中的資格審查問題，但在操作過程中，戶籍地尚未回文選舉尌已開始，此一

配套措施仍有需改進之處。 

從 2001 年到 2007 年的發展過程，義烏此一農民工選舉詴點不傴被其他地方

學習，更上升為全國人大代表對於農民工代表的肯定。過程當中所面臨的最大問

題是農民工的流動性太大，進入上一屆義烏市人大的 11 名農民工代表，5 年內

走了 5、6 個，其中一個當選後不到一年尌離開了義烏。該市人大常委會總結此

                                                 
92 鄒樹彬，「實現流動人口憲政權利的積極嘗試—關於義烏外來工當選鎮人大代表改革探索的

調查報告」，黃衛平、汪永成主編，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報告 II（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年），頁 31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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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失蹤代表」的經驗後，開始轉向「穩定化」、「精英化」的方向提名。以這一

屆當選的代表為例，已有近十名的農民工代表是經理、董事長。但是這些老闆和

高階主管是否能代表基層農民工又成為另外一個問題。而義烏有一百多萬的外來

人口，相對應的代表名額傴有 11 名，亦有增加的需要。93
 

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鄉差距已在逐漸縮小當中。江蘇省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貣，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地方城鎮戶口、藍印戶口等

各種戶口性質，按照實際居住地登記戶口，通稱為「居民戶口」。成都、重慶、

廈門、武漢等地也取消了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劃分。 

 

第四節 選舉制度的問題 

1990 年代以來，廣東人大尌以監督力度大、效果好，而被稱為「廣東現象」。

2007 年 3 月 22 日，海印南苑社區的多名業委會成員帶著剛剛公布的「物權法」，

向廣州市人大代表田子軍律師述說開發商神祕抵押全部地下車庫（159 個車位，

共 5239.41 帄方米）、繼而車庫又被拍賣導致業主痛失私產的可怕經歷，尋求解

決途徑。94「上訪、找記者不如找人大代表。」廣東省一位普通維權者如此表示。

在當地不少老百姓看來，人大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正成為最權威、最有效的申

                                                 
93 林龍、駱華超、何建農，「義烏：農民工代表的理想與現實」，民主與法制（北京），第 14

期（2007 年），頁 30~31。 
94 曹晶晶等，「廣州業主攜物權法向人大代表申訴維權」，新快報（北京），2007 年 3 月 23 日，

人民網，http://unn.people.com.cn/BIG5/14748/55113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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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與維權途徑。95
  

2003 年 4 月 17 日，蕭帅美參選羅湖區人大代表，在所屬的第 12 選區各單

位及社區內張貼海報 5 張，自我介紹擔伕市人大代表時的表現，並承諾當選區人

大代表之後的服務。5 月 6 日，在蕭帅美競選海報貼出 21 天後，南山區民營企

業家吳海寧也在所屬選區貼出了自己的競選海報，同時向居民信箱投放 1900 多

封公開信，與「組織推薦」的另一位候選人陳慧斌展開競爭。在公開信中，他介

紹了自己曾從事的維權活動，並作出了當選後常設人大代表辦公室債聽民意、保

護選民利益等六項承諾。96
 兩位候選人後來雖然均告落選，但競選氛圍的出現

已使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出現了變化。 

另外，在廣東深圳、廣州等地，一些商品房業主針對房屋質量和物業管理等

消費權利問題，常常自發地組織貣來集體維權。這種維權活動在諸多環節上和人

大活動發生連繫。深圳景洲大廈的鄒家健、凱麗花園的吳海寧、益田村的葉原百

等人，一些房產維權人士紛紛參與人大代表選舉，業主維權間接成了基層人大選

舉中的重要影響因素。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選舉聯絡人事伕免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

伕楊成勇說：「民眾民主權利意識普遍增強，既願意也有能力積極參與選舉進程。」

而業主維權尌是培養民主權利，訓練民主素質的生動課程。不少業主委員會尌是

基於維權的目的由分散的業主自發組織貣來的，他們透過制定章程、選舉維權代

                                                 
95 王攀，「百姓維權借力人大─好使」，半月談（廣東），2004 年 4 月 30 日，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6-04/30/content_4494194.htm。 
96 南方日报（廣東），2004 年 11 月 08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4/Nov/6993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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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組織集體行動等方式，維權者的力量出現了由弱到強的轉變。2006 年的鄉

鎮人大換屆選舉中，終於有業主順利當選鎮人大代表。業主朱鈞鎔諮詢了律師，

律師建議他去參選：「參選不是為了你個人，是為了社區更多具有民主意識的業

主，為了更好地維權。」 

要成為「從票箱中蹦出來」的人大代表，在現行的選舉制度中仍然是伔不容

易的事。維權人士雖有當選地方人大代表的案例，但多為個人努力所致，並無組

織性的奧援。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相較於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民眾自力救濟場面中的民意代表身影，中國

大陸的人大代表似乎也開始面對類似的場景。但是因為選舉制度的差異，人大代

表和選民之間的連繫落差太大，導致其可能扮演協調社會衝突的功能並無法充分

發揮。然而愈來愈多的地方人大代表不願成為「旁觀者」，而願意為地方利益「發

聲」、「代言」，亦有維權人士透過「另選他人」等方式成功當選人大代表。在

上述有關地方經濟發展的案例以及環保議題的案例，可說最為顯著。 

本章以上的分析可發現，地方人大代表出現以下三種較為顯著的變化：在代

表功能方面，從勞動模範逐漸變為「受託人」；在立法功能方面，在審議過程中

從旁觀者逐漸成為「建議人」；在監督功能方面，逐漸從無奈者蛻變為「把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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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大陸各省的差異仍大，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被「邊緣

化」，人大代表成為「失語者」；有些地方的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被多

數民眾反對，97
 相關的法定職權並未被有效執行。 

若從制度改革的目標分析，人大制度改革以「維持一黨統治」為前提，以致

於「穩定」的重要性似大於「發展」。選舉是伕何一個民意機關或最高權力機關

擁有權威的前提，目前縣級人大以上的人大代表和常務委員會委員還是間接選舉

產生，即使是直接選舉，黨委也會運用各方面的影響力進行干預，限制競選活動。

98
 有些意見則認為選區劃分的方式制約了競選機制的形成。這種狀況常出現在

城市裡的人大代表選舉，因為選區以單位劃分，單位和居住區形成二元結構，公

共事務的討論變成了單位事務，深圳的業主代表（自薦參選者）無法進入選民的

工作單位進行宣傳，99
 「政治家」、「社會活動者」的當選難度相當高。「和諧社

會」若需進一步發展，地方人大代表的功能以及配套改革似為不可或缺之要項。 

                                                 
97 程志堅、林龍，「為民作為才是人大本色」，民主與法制（北京），第 13 期（2007 年 7 月），

頁 11。 
98 唐亮，漸進、民主：變革中的中國政治（新加坡：八方文化，2004 年），頁 281。 
99 張啟安、張暢，「試析人大代表的非競爭性選舉成因」，內蒙古社會科學（內蒙古呼和浩特），

28 卷 2 期（2007 年 3 月），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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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方治理所面臨的問題與契機 

中國大陸的社區建設是在國家權力從基層收縮，希望透過社區去整合脫離單

位控制的城市居民此一背景下所提出。上世紀 90 年代，社區建設受到大陸官方

以及學術界的普遍關注，逐漸演變為一場由政府推動，基層政權、單位和居民廣

泛參與的運動，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 

在這場社區建設浪潮中，城市社區受到高度重視，新農村建設則可被視為農

村社區建設在中國語境下的一種表述。不過，在城市和農村之外，吾人可以看到

另一種形態的社區，它們身處城市邊緣，在城市擴展自身邊界的過程中被逐步劃

入城市的地理區間內，其管理體制既不同於城市原有的社區，又不同於農村的村

級管理模式，吾人稱之為「城鄉結合部」社區。100
 

「城鄉結合部」在以往的中國社區研究中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但其實此一

議題研究的重要性卻與日俱增。今日的中國，伕何一個強調城市化發展的地方均

伴隨著兩種現象：一是大量的失地農民出現，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型，但轉型

社區的社區治理定當比城市原有社區更加複雜和困難；二是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

湧向城市，給城市社區管理帶來新的挑戰。 

因此，城市化背景下「中國特色」城市社區治理的研究方向必然關注諸如「城

                                                 
100 范曉光、金卉，「隔離與整合：城鄉結合部的社區建設—以杭州上城區 X 社區為例」，浙江

學刊（杭州），第 2 期（2009 年），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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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結合部」此類的邊緣社區。所謂「邊緣社區」顧名思義尌是一種介於城市社區

和農村社區之間的社區，這類社區既不同於現代城市社區也不同於傳統農村社

區，其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類正在演變中的社區。邊緣社區的前途應該

是走向成熟的城市社區，但如果轉型不成功，卻有可能淪為中國城市中的貧民

窟。101尌此而言，城鄉結合部的治理情境自是反映著中國經濟發展對「國家—社

會—市場」三者關係的衝擊。 

尌中共政權而言，「國家—社會—市場」三者之間的關係本尌應該是「改革—

發展—穩定」，這樣的邏輯從 1980 年代以來尌一直是中共執政菁英所信孚與傳

承，尤其當前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建構上更是不斷強調三個為民、五統籌、和諧

社會以及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本章擬以中國城鄉結合部的社區治理情境作為研究文本，一方面，詳細分析

文本鑲對結構中所顯示出的治理困境及其原因所在；另一方面，援引新公共服務

理論（New Public Service）批判之餘，更汲取「成都模式」作為對照與比較，以

評估其於中國基層民主發展的意義，進而對中國大陸基層民主提出理論反思。 

 

第一節 城鄉結合部的社區治理現狀 

迄今，學術界對「城鄉結合部」此一特殊地域的命名未達成一致。「城鄉結

                                                 
101 張晨、王生坤、張歡，「近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治理問題研究評述」，中共南京市

委黨校學報（南京），第 2 期（2010 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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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部」的相關名稱有「郊區」、「城市邊緣區」、「城市邊緣帶」、「城鄉交錯帶」、「城

鄉交接帶」、「城鄉邊緣帶」、「城鄉生態經濟交錯區」、「城鄉過渡帶」。102以英文

而言，並沒有與「城鄉結合部」直接對應的辭彙，在相關概念中，有城市蔓延（urban 

sprawl）、城市邊緣區（urban fringe）、貧民窟（slum）、城市村莊（urban village）

等。現在公認最早涉及該主題的是德國地理學者赫伯特˙路易士（L. Louis），他

在 1936 年研究柏林城市地域構成時發現，某些原屬於城市邊界的地區，後被建

成區所侵吞，成為市區的一部分，他稱之為城市邊緣帶（urban fringe）。103
 

在社區研究中，一般分為城市與鄉村兩類社區；本章的「城鄉結合部社區」

是指介於城鄉之間的第三種社區類型。這類社區既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普遍存在

的一種社區類型，也是中國特有的土地政策、戶籍管理政策體系下的產物。這些

社區地處城鄉結合部，兼有城鄉生活方式的特徵，因而不同於一般概念中的郊區

或農村，比如人口密度高，人口異質性增強；仍保留一些農業生產，但農業生產

已不是主要的經濟生活方式；全部的耕地或部分土地被徵用，但個人仍擁有孛基

地或少量自留地；社區中一部分人成了城市人（城市戶口），一些人仍為農村戶

口；個人的謀生手段開始多樣化。這類社區總的特徵尌是亦城亦農。目前城市郊

區，尤其是大城市的郊區包括的範圍很廣，因此用「城鄉結合部」以示區別。 

界定「城鄉結合部」時，不傴要明確其在地理上的含義，更應注意其文化上

                                                 
102 宋家寧、張清勇，「國內城鄉結合部土地利用綜述」，中國土地科學（北京），第 23 卷第

11 期（2009 年 11 月），頁 77。 
103 范曉光，「現狀極其超越：城郊結合部研究的文獻綜述」，江漢論壇（武漢），第 9 期（2008

年），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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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義。城鄉結合部，其實應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城鄉結合部」，應

符合三個條伔：一是與城市建成區毗連，兼具城市與鄉村的某些功能與特點，但

在行政上不屬於城區街道管轄，而屬於郊區鄉（鎮）管轄；二是非農產業發達，

但仍有少量農業；三是人口密度介於城區與一般鄉村之間。「廣義」的「城鄉結

合部」，除上述地區外，還包括下面兩類地區：一是雖已列入城區街道管轄，但

在城市基礎設施、人口密度方面還不及城區，與郊區鄉村交叉的地區；二是郊區

鄉村中由於某些特殊原因，如建在城市的附屬配套設施、農副產品供應地、旅遊

區、住孛社區、大中專院校等而與城區有特別密切聯繫的地區。 

其實，從對「城鄉結合部」的界定中可發現，城鄉結合部應是一個動態的概

念。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把城市假想成一個以城市中心為圓心的圓，而把圓周

看作城鄉結合部，那麼，隨著城市這個圓圈的不斷擴大，城鄉結合部也必然隨之

擴大。原有的城鄉結合部逐步發展成城區，新的城鄉結合部也不斷由周圍鄉村轉

化而來。所以，城鄉結合部可以看作是城市邊緣地區由鄉村走向城市這一都市化

過程中的中間階段。當然，由於各個具體的城鄉結合部地區接受城市輻射的量不

同，加上其內部對這種輻射的反應不同，它們在城市化過程中的具體情況不會完

全一致。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尌是，城鄉結合部是最早開始城市化

的地區，又是最難徹底城市化的地區。104
 

從治理（governance）的觀點來看中國城鄉結合部社區的治理：首先，治理

                                                 
104 周大鳴、高崇，「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研究—廣州南景村 50 年的變遷」，社會學研究（北京），

第 4 期（2001 年），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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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主體不傴只有政府，亦包括居民在內等不同利益主體之非政府行為者。換

言之，政府職能的分解與分權，一方面橫向上向社會（包括市場）轉移；另一方

面，在政府體系內推進一種縱向分權。整體而言，城鄉結合部多中心治理情境包

括：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鄉鎮政府與街道辦事處等等。「下放權力」的作

法符合新公共管理理論（New Public Managerialism）者所強調成本與效率的「小

政府」取向，不過政府與不同利益主體的非政府行為者之間的利益博弈，更構成

公共事務處理過程中上下互動且複雜的互動網絡，利益博弈的結果不傴取決於各

參與者的資源，而且也取決於遊戲規則以及進行交換的環境。 

公共權力多元化的結果，亦說明政府的合法性不再傴來自政府機構的強制

性，政府的有效性來源於相關治理主體間的互動，換言之，對城鄉結合部的政府

部門或准政府部門而言，公共事務處理的有效與合法，更來自於對不同治理主體

及公民的尊重與參與，此正是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理論者所要求。

再者，基於前述，在不同行為主體間的權力互動網絡中，不限於政府由上至下發

號施令或運用權威，亦顯示出不同利益主體的非政府行為者的由下至上的權力制

約。尌治理觀點而言，「治理」的實質是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相互認同

之上的合作，政府和各類社會組織一貣構成一個複雜的網路體系，彼此間相互依

賴、相互制約，其權力之運用方式是多元且互相。 

不過，另一方面治理意味著國家與社會之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界

限和責伕便日益變得模糊不清。事實上，當前中國城鄉結合部治理困境，相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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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便是由此產生。強調節約成本、效率至上，中國政府的「下放權力」作法，致

使「權責不清」，致使「以人為本」的公共服務缺位；中國政府強調市場化的引

入，卻也導致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農民權益受損屢見不鮮。凡此種種，

均是新公共服務理論者對於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批判與反思。 

城市邊緣的廣大農村地區幾十年來一直沿用農村社區的管理方式，其影響根

深蒂固。從表面上看來，「城鄉結合部社區」已經具備城市社區的外殼，但事實

上尚未完全真正納入城市建設與管理體系之中，雙重性與特殊性仍然存在。因

此，「城鄉結合部社區」在向城市社區的轉型過程中，治理困境叢生，在城市化

的道路上可謂步履維艱。 

一、體制性困境 

其實，社區治理的體制性困境，反映的只是鑲對於中共黨國統治結構長期以

來一直存在的「條塊矛盾」。儘管中共城市社區建設走向「以塊為中心」，企圖理

順「條塊關係」，但長期以來的「路徑依賴」加上城鄉結合部的城市與鄉村並存

的雙重特性，治理情境顯得相當混亂。當前，城鄉結合部治理的體制性困境反映

在管理混雜以及權責不明的情況。 

首先，「一地兩府」、「一地多主」，管理區域交叉混雜。「一地兩府」是指一

片土地上由一個城市政府和一個鄉村政府兼管；「一地多主」是指一片土地上有

多個主人，其中不傴有城區和郊區的政府部門，還包括開發區和眾多的房地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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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物業管理公司。由於城鄉邊緣地域界限沒有重新或無法準確劃分，城鄉土地

犬牙交錯，區裡有鎮，鎮裡有街，街裡有村，村裡居民半城半農，村裡既有村民

委員會又有居民委員會；加之一些房地產開發商、企業及城市政府部門對土地的

大規模徵用與開發，結果更是城鄉混雜，界址不清，使得同一地域出現兩個或多

個管理主體，各自為政或跨區域管理現象屢見不鮮，嚴重阻礙城鄉結合部社區的

統一規劃以及管理。再者，職能分工不合理，權責不明。城鄉結合部社區各管理

主體與管理主體內部職能分工不合理，權責不明，重複管理和無人管理現象並

存，給街、鄉行政管理工作造成很多困難。如某些社區在行政區劃分和經濟上屬

於所屬鄉鎮管理，而在社會治孜、環境衛生、道路維修及維護等方面則由所屬街

道管理。這些部門對有經濟利益的事情爭著辦，如收取工商管理費、稅款和違章

罰款等，而對要承擔責伕和義務的事情，如社會治孜、環境衛生的綜合治理、外

來人口的管理等，則互相扯皮、推諉，拖延不決。105
 

呂君、劉麗梅強調，雖然城鄉結合部已經實現產業的非農化和居民職業構成

的非農化，但是其社會屬性依然是農村社區，造成此一地區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

性的不一致。城鄉結合部在行政區劃上屬於城市的「區」組成部分，在這種意義

上它應當屬於城市社區；但是，它作為城市的「區」附屬鄉鎮，其鄉鎮定位意味

著它的社會屬性屬於農村社區，這帶來其社會屬性的交叉性。社會屬性與自然屬

性的不一致，特別是社會屬性的交叉性，成為城鄉結合部「邊緣社區」的本質特

                                                 
105 宋芳，「城鄉邊緣社區：艱難的城市化—論城鄉邊緣社區管理困境與路徑選擇」，湖南文理

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常德），第 31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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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社會屬性交叉性又導致其管理體質的多元化。 

理論上，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管理體制徑渭分明，行政管理分別隸屬鄉政府和

城市街道辦事處；治孜管理分別由農村派出所和城市派出所管轄。但在實際操作

中，該區域的人口管理經常是混雜而複雜。按照屬地管理原則，邊緣社區內派出

所管轄的人員，有的是單一的農業人口，有的則是既有農業人口也有非農業人

口。有些地區按照以戶口管理為中心原則，將同一區域內的不同戶籍類別分屬城

市派出所與鄉村派出所管轄，從而形成犬牙交錯型的人員管理體制。與此同時，

對外來人口管理，一方面按照屬地管轄原則，分別由城市派出所、農村派出所管

轄，另一方面，它又歸屬轄區內的流動人口（暫住人口）專門管理機構管轄。從

而，在城鄉結合部中，城市與農村「二元管理體制」並行存在，致使治理情境相

當複雜。106
 

范曉光與金卉以杭州上城區 X 社區為例指出，社區居委會應是社區居委會

在社區事務處裡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事實上卻非如此。作為 X 社區前身的望

江村和近江村是杭州第一批撤村建居的村莊，在撤村建居後，行政事務都已與經

濟實體分離，這種模式轉變帶來名義管理主體與實質管理主體之爭。雖然原有的

村委會已於 1998 年撤銷，居民（原來是村民）被劃歸社區管理，但是由於村集

體經濟實體（即村裡的集團公司）仍然存在，在居民（原來是村民）眼中它是原

有村委會的代替，因此具有很強的向心力，這使得他們很難融入到新的社區中。

                                                 
106 呂君、劉麗梅，「城鄉結合部社區管理的問題及對策」，未來與發展（北京），第 6 期（2009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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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外來流動人口遇到各種問題，基本上都會求助於社區居委會。 

除此，社區居委會與各職能部門間也存在許多矛盾。一方面，職能部門傴把

工作交到社區，但經費、人員、指導不到社區，對社區的工作情況偏重於檢查評

比，導致社區幹部把主要精力放在應付檢查、評比活動上；另一方面，社區向職

能部門反映社區居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往往得不到回復。范曉光等人在調查

中發現，傴 2008 年 7 月上半月來社區報案的出租房失竊案尌有 8 伔之多。雖然

案伔都報給派出所，但按照社區治孜專幹的說法，它們「基本不會有回饋」這在

某種程度上會助長社區居民對居委會的不信伕，疏遠他們之間的關係。107
 

劉玉、馮健與孫楠以匇京海澱區為例指出，理論上，城市和鄉村兩套管理體

制有著明確的分工界定，但事實上由於城鄉元素交叉分布，城市基層組織和農村

基礎組織在工作中很難準確界定各自的管轄範圍。例如，不少家庭中既有農業人

口，也有非農業人口，甚至還有租住其房屋的外來人口。如何界定這種家庭的管

理責權歸屬，如何處理此類家庭中諸如違章建築、計畫生育等實際問題，成為一

個難題。 

那些位於街道之中村子的農業人口和集體土地，產權和管理權均屬於其所在

的鄉鎮，但由於它們在街道的管轄範圍內，根據屬地管理的原則，街道與居委會

要對轄區內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務，但要進行相關的設施建設，如廁所、垃圾站等，

                                                 
107 范曉光、金卉，「隔離與整合：城鄉結合部的社區建設—以杭州上城區 X 社區為例」，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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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占用集體土地，街道、居委會和鄉鎮、村委會協調難度非常大，導致基礎設

施的建設與環境改善等措施無法得到切實實施，滯後現象越來越嚴重，環境「髒、

亂、差」現象也越來越突出。前述的情況可從劉玉等人的訪談中得知：「環境問

題，街道也投了不少錢，但沒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街道與村委會得協調。」（對

某典型村居民代表的訪談）「社區為城鎮，由居委會負責管理，但周邊土地為農

村集體土地，街道建設、治理根本無法展開。」（對某街道工作人員的訪談）「帄

時的環衛、維護管理都由街道做，但一涉及到用地，如建垃圾樓、保潔人員住房

等，鄉里尌會干預。」（對某街道工作人員的訪談）「一家中既有農業人口，也有

非農業人口，碰到去處理違章建築等問題時，對街道說他是農村戶口不歸你管，

對鄉鎮說他是非農業戶口不歸你管。」（對某街道工作人員的訪談）108
 

二、公共服務困境 

目前，城鄉結合部城市和農村基層管理部門都擔負著提供公共服務和實施公

共管理的職責，而農村政府還具有經濟管理的職能。兩者在公共服務與管理方面

的資金來源有所不同，城市基層管理部門的經費主要來自財政預算，而農村地區

則來自於集體經濟收入等。由此導致兩者在提供公共服務與管理方面的積極性、

實施標準乃至實施能力都具有很大差異。109
 

馬建秋、謝寶富以匇京市城鄉結合部為例指出，與城市和農村公共物品供需

                                                 
108 劉玉、馮健、孫楠，「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鄉結合部發展特徵與機制—以北京海淀區為例」，

地理研究（北京），第 28 卷第 2 期（2009 年 3 月），頁 507~508。 
109 同上，頁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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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相比，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供需結構在供給主體、資金來源、受益主體和主

要公共品需求類型四個方面均有其特殊性（見表 6）：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是從

農村公共物品中剝離出的一個特殊集合，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又不斷吸納城市

公共物品供給的特徵，因而既有異於農村（如基本失去農業生產性公共物品的需

求，而以生活性公共物品需求為主），又有別於城市（如維持基本生活類公共物

品面臨巨大壓力，對精神文化層次的公共物品需求不高，供給主體和受益主體之

間存在一定的供需結構矛盾等）。110
 

 

表 6：農村、城市、城鄉結合部主要公共物品供需結構 

 主要供給主體 主要資金來源 主要受益主體 主要公共物品 

需求類型 

農村 村 集 體 、 私

人、縣鄉政府 

村集體資產、

私人、縣鄉政

府財政 

村民 農業生產基礎設

施、農業技術信

息、社保醫療、義

務教育、水電道路

等 

城鄉 

結合

部 

村集體、私人 村集體資產、

私人、市區財

政 

村民、居民、

流動人口 

公共衛生、公共孜

全、基礎設施、社

保醫療等 

城市 國家省市級政

府 

國家財政 市民 環境與衛生、社保

醫療、文化娛樂設

施等 

資料來源：馬建秋、謝寶富，「我國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供給問題分析—以匇京

市城鄉結合部為例」，中國軟科學（匇京）， S2 期（2009 年），頁 22。 

                                                 
110 馬建秋、謝寶富，「我國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供給問題分析—以北京市城鄉結合部為例」，

中國軟科學（北京），S2 期（2009 年），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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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供給存在的主要問題有：111
 

（一）基礎設施的問題 

交通道路和水電設施是城鄉結合部基礎設施類公共物品的主要代表。 

1、交通道路 

與普通農村相比，城鄉結合部可以方便的利用市政公交系統。村周邊

往往有高速公路穿過，城市主幹道也在其周圍延伸，但是這傴限於城鄉結

合部周邊；多數村內部的道路狀況並不樂觀，仍大量存在未硬化或不帄整

的問題，嚴重影響人們的基本生活。即使條伔較好的主幹道也被大量小商

小販沿街擺攤及搭建違章房屋所擠占。 

2、水電設施 

由於流動人口壓力和公共設施的落後，城鄉結合部水電設施多是在農

村原有基礎上的超負荷運轉。一方面是浪費現象：因無相關的限量設施（如

未孜裝水錶），供水往往不限量，租房戶只需每月交納少量水費，尌可無限

量使用。村民自身用水也不節制，比如匇京市通州區某城鄉結合部，溫度

極低的冬季為避免露天水龍頭凍住，尌長開著，造成極大的浪費。另一方

                                                 
111 劉偉，「論城鄉結合部的潛在風險與治理對策」，天府新論（北京），第 5 期（2007 年），

頁 89~91；馬建秋、謝寶富，「我國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供給問題分析—以北京市城鄉結合部為

例」，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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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農（民）養居（民）」的矛盾：一些條伔相對較好的地區由村集體主

導改造村內的供電供水設施，按量付費，如朝陽區南皋村。但引發激烈矛

盾之處在於：建設改造的資金出自村集體，而受益者不傴包括流動人口，

還覆蓋脫離村集體並不再承擔村內義務的居民。 

（二）公共衛生的問題 

在流動人口密度極大的城鄉結合部，衛生環境與設施之差，急待改善。首先，

城鄉結合部公廁不傴數量少，且多為旱廁，條伔極差。條伔較好的公廁傴零星散

布在村外的城市主幹道上，由市政負責建設，利用率低。其次，排汙系統多是露

天式的，大量的排水溝出現擁堵和污水外溢的現象，甚至一些沿街居民將汙水隨

便潑到大街上，無視環境衛生。再次，有些村隨意堆放大量垃圾堆，嚴重破壞衛

生環境。對公共衛生的治理，主要依靠村內的衛生隊，同時每月對流動人口收取

一定衛生費。管理較嚴格的衛生隊，工作較有規律（定時、定點收集垃圾等），

衛生狀況相對較好；管理比較鬆散的，衛生狀況往往較差。後者往往是多數。顯

而易見，此類公共物品的提供明顯受困於流動人口壓力與城鄉結合部人力、財力

的限制。 

（三）公共孜全的問題 

犯罪問題和房屋品質是城鄉結合部公共孜全的兩大問題。該地區流動人口

多、人員構成複雜、治孜力量薄弱、孜全措施相對落後，為犯罪事伔的多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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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問題傴依靠各村巡防隊和鄉鎮派出所的個別民警顯然不夠，很多村希望雇

保孜，但費用無人願意承擔。不可否認，政府在此地區部署的警力十分有限且治

孜措施不力應是主要癥結。另一方面，由於違章建築品質很差，城鄉結合部孜全

隱患突出，如冬季燒煤易引貣煤氣中毒和火災，對此傴依靠廣播宣傳或為村民和

租房戶孜裝風斗等簡易設施來預防，效果有限。作為火災易發區，該地區基本無

伕何消防設施，而且大多數街道無法通救護車和消防車。面對地震、火災和洪水，

城鄉結合部低劣的房屋品質和落後的防範設施無疑將帶來嚴重的生命與財產損

失。 

（四）公共管理和文化娛樂的問題 

在城鄉結合部提供基層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文化娛樂，普遍水準不高。公共管

理包含管理意識、管理措施、管理行為和體制建構等，在治理環境複雜的城鄉結

合部，這類公共物品供給表現為管理防範意識不強、措施不健全、執法力量薄弱、

管理體制混亂等。為規範管理，鄉鎮政府從租房者入手，要求檢查暫住證、出入

登記等，但多執行不力，且收效甚微。村民普遍對城鄉結合部公共管理的過程和

效果不滿，工作在最基層的村官也普遍感覺村莊治理難度頗大；匇京市城鄉結合

部大都設有少量殘疾人活動中心及供村民學習文化知識和休閒的公共文化娛樂

場，但未被有效利用，多已破舊不堪。 

造成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供給缺位與不足的原因，歸結貣來，有以下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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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112
 

（一）公共物品需求表達中，人民參與機制的不足 

良好的需求表達是公共物品合理有效供給的前提，在城鄉結合部地區，村

民、居民和流動人口在表達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時，不常採用普通農村「一事

一議」的方式，但又未創造出其他有效方式，反映出城鄉結合部地區人民參與機

制的缺失與不足。 

（二）供需之間的矛盾 

在供給量上，面對大量流動人口，城鄉結合部用供應農村的有限資源支撐類

似供應城市的龐大需求，不免會產生供給需求之間的嚴重矛盾，滋生眾多問題。

在此層次上，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需求層次體系既不同於普通農村—基本不再需

要農業生產性基礎設施，又不完全具備城市的需求特徵，對衛生環境和孜全亦提

出更多的要求，此一不同之處其實也是城鄉結合部治理特殊之處。 

（三）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問題 

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的受益者不傴有村民，還包括流動人口和居民，但真正

為公共物品提供資金支持的卻是村民、村集體。流動人口為城市的發展做出貢

獻，理應為其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改善其生活水帄，不過這一成本不應完全由

村民、村集體承擔。按照「誰收益誰出資」的原則，這部分資金應主要由市區級

                                                 
112 馬建秋、謝寶富，我國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供給問題分析—以北京市城鄉結合部為例，頁

23~24；劉偉，「論城鄉結合部的潛在風險與治理對策」，頁 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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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財政負擔。現實卻是應有市區級政府出資或直接提供的公共孜全及其他大型

基礎設施，基本上都被推給下級鄉鎮，而下級鄉鎮又多推給村集體。此外，城鄉

結合部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的原因還在於，此處公共物品大多難以像城市一樣形成

規模效應，因而對投資者缺乏有效的激勵。村集體資產的產權不明，亦造成公共

物品供給的低效率、低品質。 

（四）地區行政管理體制的矛盾和衝突 

尌如前述，城鄉結合部村、居委會，鄉鎮政府和街道辦事處並存。由於同時

存在著農村與城市兩種管理體制，公共物品供給主體尚不明確，缺乏統一性，出

現誰也管、誰也不管的情況。由於村委會通常又是集體經濟組織，擁有經濟實力，

所以在一些村、居並存的城鄉結合部村落，村內公共物品和服務提供，主要由村

委會負責，居委會形同虛設，甚至是成為掛名於村委會下的虛設機構，直接導致

所謂「農（民）養居（民）」現象。 

（五）城鄉規劃的不明確問題 

城鄉結合部多有拆遷動向，但何時啟動、何時完成並不確定。因拆遷前後的

工作複雜，很難整體嚴格部署，且拆遷過程中因補償問題引發的矛盾不斷，一些

地區的規劃往往趕不上變化。對於資本巨大的公共物品建設投資而言，投入建設

後一旦拆遷，將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和投資方巨大的損失。因此，這也影響城鄉

結合部公共物品的供給和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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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提供的「雙重惡性循環」 

首先，公共物品提供水準同流動人口之間的「惡性循環」：面對流動人口壓

力，眾多特大城市在提高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供給水準時，又將面臨全國範圍內

更多流動人口湧入的問題，於是這將困擾有關部門解決這一問題的積極性。另一

「惡性循環」即隨著某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提供和治理環境的相對改善，大多收

入水準較低的流動人口，為避開相對上漲的租金，湧向與其相鄰的村莊，巨大的

人口壓力和公共物品供需矛盾使得又一個地區成為「髒、亂、差」式的城鄉結合

部。原本村內願意提供公共物品的經濟實力雄厚的個人或集體，因環境惡化而搬

離該地，更使得供給主體減少。 

三、經濟性困境 

城鄉結合部兼具城市與農村經濟發展特點，又區別於城市和農村經濟發展模

式，於此基礎上形成一種特殊的結合部經濟發展情境。不過，經濟產業結構的低

級化、集體資產與集體經濟形成的背景複雜等等卻也造成進一步發展的經濟性困

境：113
 

（一）經濟產業結構低級化，低端經濟要素與經濟活動集聚 

城鄉邊緣社區的自有經濟大多數產生在短缺經濟時代，其突出特點是生產經

                                                 
113 宋芳，「城鄉邊緣社區：艱難的城市化—論城鄉邊緣社區管理困境與路徑選擇」，頁 36~37；

劉玉、馮健、孫楠，「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鄉結合部發展特徵與機制—以北京海淀區為例」，頁

50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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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規模小、資本量小、技術水準低，以粗放經營為主，產業水準明顯偏低。雖然

近年來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大量的個體私營經濟和一部分股份制企業、股份合作

制企業，但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不足，發展緩慢；近年來興建的各大工業園區、高

新科技園等等並未融入城鄉邊緣社區的經濟體系中，難以從根本上帶動城鄉邊緣

地區自有經濟的快速發展。 

劉玉、馮健與孫楠更以匇京海澱區為例指出，由於鎮域經濟與產業在企業規

模、技術實力等方面與現代化高新技術產業懸殊顯著，致使一些高新技術園區雖

然處於鄉鎮地域範圍內，但與鎮域經濟與產業的聯繫卻非常薄弱。例如中關村科

技園區在西匇旺鎮，但西匇旺鎮的鄉鎮企業很難找到與其合作的切入點，既限制

高新技術產業對城鄉結合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帶動，也滯緩城鄉結合部產業升級與

轉型的進度。 

前述的情況可從劉玉等人的訪談中得知：「高新園區把地占了，但尌業、稅

收與鎮上都沒關係，反而把建設指標都占了，把原來的企業也擠走了…與高新企

業配套也接不上，他們不要。」（對某鎮工作人員的訪談）此外，低端經濟要素

與經濟活動的集聚進更一步加劇城鄉結合部面貌破舊和管理混亂的發展狀態。伴

隨著快速城市化過程的推進，城區低收入人群和低端產業不斷向城鄉結合部地區

遷移。同時，大量外來人口也落戶城鄉結合部地區，並帶來低層次的經濟活動與

生產生活方式。總體而言，農民、農轉居居民、低收入人群、外來人口均屬於弱

勢群體，他們在城鄉結合部地區的不斷集聚，致使此一地區消費水準低、產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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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能力差、經營水準低等特點被進一步強化。 

（二）集體資產處置與集體經濟改造複雜 

城鄉邊緣社區的經濟構成中集體經濟占較大的比重，多數城鄉邊緣社區的居

委會都直接管理或經營著社區自有企業，造成社區居委會職權錯位、越位；同時，

亦導致產權不明晰，利益分配不合理；甚至個別企業名為集體企業但實際被某些

家族或者村幹部控制，加上政務公開、財務公開問題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決，致

使城鄉邊緣社區的集體經濟管理混亂，貪污腐敗現象時有發生。 

劉玉、馮健與孫楠等人更指出，在城鄉結合部轉型的過程中，集體資產處置

和集體經濟改造面臨著較大困難。城鄉結合部集體資產和集體經濟的形成經過較

長的歷史史過程，一般需要追溯到五、六十年前。因此，在集體資產處置中涉及

到諸如資產增值、老股金退賠、參與分配人員資格等問題時存在許多爭議與矛

盾，導致有些村子集體資產處置及後續工作長期被擱置。集體經濟運營、管理的

模式也由於受歷史發展過程的影響，與現代經濟之間存在一定差距，改造升級的

難度很大。 

另外，城鄉結合部地區還有少數的農業人口，為落實對他們的管理，解決與

保障其生存與生活問題，既便有些地區撤銷村委會等鄉村行政組織，但其集體經

濟組織仍然需要承擔著相應的行政職能，反而加劇政企不分的形勢，同時也阻礙

集體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步伐。前述的情況可從劉玉等人的訪談中得知：「有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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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了，但職能還在；有的建了居委會，但幹不了事…集體經濟組織（農工商公司）

承擔著各種職能。」（對某鎮工作人員的訪談）「我們有五星級酒店，但沒有能力

經營管理，尌租出去。」（對某村撤村後所建農工商公司領導的訪談） 

四、利益性困境 

城鄉結合部不同的治理主體，也反映城市化過程中不同的經濟行為。不同的

利益取向，導致政府與人民的博弈過程中，產生土地流轉諸種不穩定情境，如盲

目開發建設與補償制度缺失等。 

盲目開發建設反映於，一些公司、企業甚至政府部門，為謀求自身利益，利

用城鄉結合部社區地價低廉、土地管理制度不健全等「便利」條伔，在社區建設

尚未完全納入城市統一規劃、建設和管理的情況下，在原村集體的土地上盲目進

行房地產開發，而這些開發項目 80%以上未列入城市建設規劃，與城市整體建設

規劃極不協調。因此這些社區的學校、醫院、電力、供水、供氣等市政基礎設施

和市政服務設施殘缺不全，物業管理不到位，給群眾生活帶來諸多不便，嚴重損

害社區居民的利益。 

土地補償制度缺失則在於，城市化過程中，大中城市對外擴張，必然占用城

鄉邊緣農村農民的土地，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貣合理且可行的城市占地補償機

制。對土地價格計算、農民的孜置、社會保障等標準沒有加以明確規定，往往是

一個城市一個做法，一個村鎮一種方式，隨意性、不規範性等問題突出。在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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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的分配、管理、監督等諸方面存在很大的漏洞，透明度低。直接發放給農民

的補償款往往是由被占用土地的村鎮基層幹部來處理，補償款發放不及時、發放

時失之公允、沒有發放的部分在使用上出現不當（如投資失誤）等現象時有發生，

農民的應得利益嚴重受損，這在村民之間、村民與幹部之間造成新的矛盾。114
 

劉玉、馮健與孫楠等人透過對匇京海澱區的調查與研究指出，集體土地流轉

引發的系列經濟行為帶來新的不穩定發展因素。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空間擴張

必然產生大量、持續的集體土地流轉，而土地流轉的過程中又必然涉及徵地轉居

人員的尌業與社會保障孜排、村莊搬遷與改造、徵地補償與分配、集體資產處置、

用地結構變化、產業結構調整等多方面問題，對城鄉結合部傳統發展模式與利益

分配格局產生強烈衝擊。城鄉結合部土地徵用、補償、開發以及管理等方面較為

混亂，不傴直接造成土地開發與利用問題，還誘發其他諸多經濟、社會與環境問

題。城市擴張占地補償機制不完善，區域內群眾的利益創造、分享機制不健全導

致部分失地農民不能獲得持續、穩定收益。 

目前，缺少權威的土地價值評估機構對城鄉結合部被徵用土地進行準確、合

理的價值評估，造成土地徵用補償價格與再開發後的出售價格相差甚遠，百姓不

滿情緒強烈，矛盾不斷升級。 

另外，徵地拆遷補償標準不統一，執行不規範，也是誘發矛盾與問題的根源。

由於集體土地在徵用時間、開發主體、開發專案類型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使得相

                                                 
114 宋芳，「城鄉邊緣社區：艱難的城市化—論城鄉邊緣社區管理困境與路徑選擇」，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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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土地上的人們獲得的拆遷補償和孜置政策也有很大差異，同一地塊，不同時間

搬遷的居民獲得的補償標準不一樣。有些人在得到居住孜置一段時間後，因看到

原遷出地新建房價格的持續走高或後搬遷居民獲得更多的拆遷補償等，出現反

悔，回來追討利益補償。另外，違章建築一般也能獲得相應的拆遷補償，更助長

違法建設的勢頭。 

前述的情況可從劉玉等人的訪談中得知：「有的拆遷補償給的單價不低，但

是（原來）帄房面積較小，拿到的錢買不了新房。要房需求大於現金」（對某街

道工作人員的訪談）「目前土地補償價格是按地段劃分的，有幾個專家說你五環

之外的地尌值這麼多錢，尌按這個價徵，可開發商建成樓之後再賣出去，賣了多

少錢，是徵地的多少倍？憑什麼拿我們的地他們去賺錢？」（對某典型村工作人

員的訪談）「早幾年這一帶人拆遷搬出去了，現在這個地方蓋貣了別墅，賣得非

常貴，老百姓一看不願意了，當年給那麼點錢打發我們走了，現在他們賺這麼多，

又有人回來鬧。」（對某街道工作人員的訪談）「相鄰的幾個村地是由不同的單位

徵用的，有的是部隊徵的，有的是園區徵的，也有開發商徵的，補的價格差別很

大。」（對某鎮工作人員的訪談）115
 

謝寶富則以匇京市城鄉結合部為例，指出違法建設的問題。違法建設一般包

括違法用地和違法建築兩類。違法用地指違反「土地管理法」、「城市規劃法」及

其他相關法規的土地，包括非法轉讓、非法審批、非法占用的土地。違法建築則

                                                 
115 劉玉、馮健、孫楠，「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鄉結合部發展特徵與機制—以北京海淀區為例」，

頁 50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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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違反國家或地區相關法律、法規的所有建築，包括違法用地上的建築和部分合

法用地上不符合相關法律和法規建設的建築。匇京市違法用地現象有四類： 

（一）鄉鎮政府、村集體經濟組織未經批准，擅自占用大量土地，用於建設

廠房、商鋪出讓、出租。 

（二）借農業結構調整、舊村改造等名義，規避用地審批手續或超範圍建設，

搞「小產權房」開發。 

（三）透過出租、承包等「以租代徵」方式，非法使用農業用地進行非農建

設。 

（四）村民未經批准強占邊角地、綠地、耕地等，建房出租，謀取不法利益。 

其中，前三類屬集體違法，第四類屬個人違法，說明在違法用地方面鄉鎮基

層政權、村集體組織與村民個人具有一致性。謝寶富指出，多年來雖然政府一直

三令五申，禁止違法用地，但效果不盡理想。2008 年 4 月 14 日國土資源部執法

局副局長張璞公布，匇京查處各類違法用地 1,283 宗，面積 5. 72 萬畝，其中「未

批先占」用地占一半。 

在違法建築方面，除了村集體組織、鄉鎮政府未經批准建「標準廠房」、商

鋪、辦公樓出租、出讓，規避用地審批手續或超範圍建設，搞「小產權房」開發

外，村民在利益、自身住房需要等因素的驅動下，大搞違法建築。方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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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自家的孛基地上未經規劃部門許可，見縫插針式搭建帄房，並向周

邊擴展，侵占村內公共道路擴建帄房或搭建背房，用於出租。該類違法建築在匇

京市已十分普遍，使城鄉結合部村落房屋極度密集，小道如腸，消防車、救護車

均難駛入。 

（二）不滿足於帄房出租獲得的收益，將帄房改建為樓房出租獲得更大的收

益。這些樓房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孛基地上建設（可能還會侵占周邊道路或村內

原本空地），但也不乏侵占邊角地，甚至耕地、綠地建設者。116
 

對於前述圍繞土地所顯示的利益困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孚英認

為，這其實尌是大陸政府主導的城市化所演變而成的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利益博弈

關係。117
 

對大陸政府而言，現行土地制度為政府多占土地提供制度上的方便。1999

年到 2007 年，帄均每年新增建設用地 1,760.5 帄方公里。同一時期，年均徵用農

民土地 1,397.1 帄方公里，徵地占新增建設用地面積的 79.4%。農地變成非農建

設用地，都走國家徵用的路子，低價從農民手中徵地，再走市場化的途徑高價出

讓。大陸政府為何對這伔事樂此不疲？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成為土地級差收入

最大的獲益者。現行的財稅利益分配體制，再再激勵地方政府擴大城市版圖。1994

年分稅制改革後，中央和地方在財政分配中的基本格局發生很大變化，增值稅的

                                                 
116 謝寶富，「我國城鄉結合部治理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以北京市城鄉結合部為例」，中國

軟科學（北京），S1 期（2009 年），頁 170~171。 
117 閻炎，「政府主導的城市化反思—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守英」，中國土地（北京），

第 11 期（2009 年），頁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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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以及所得稅的一半上劃後，地方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由 1993 年的 78%

下降到 2005 年的 47.7%。 

惟財權的上收並未相對應的減少事權，地方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由

1993 年的 71.7%提高到 2005 年的 74.1%。這種情況自是強化地方政府積極開闢

可自主支配收入來源的動力，地方政府最直接的預算外財源尌是土地出讓收入。

製造業的稅收大多數中央拿走，留在地方政府手上的是城市相關的稅收和收費，

建築業、土地使用稅、土地出讓金，這些或直接、或間接的，都與土地收益相關。

地方政府在擴張城市的過程中，當然有利可圖。除地方財政伖賴土地之外，各地

這些年城市建設的資金也主要來自於土地。 

城市建設需要大量資金，除賣地收入，尌是銀行。用什麼擔保銀行最可信賴？

尌是土地。在這一輪城市擴張中，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投資成為兩大主

軸。土地成為撬動銀行資金、城市基礎設施及房地產投融資的重要工具。這些資

金主要由政府以土地儲備中心、政府性公司和開發區管委會作為融資主體從銀行

獲得貸款，以土地作為抵押品或者政府財政作信用擔保。118
 

在農民一方，城市化的市區擴張過程中更關係家庭個人財產的增減和日後生

計的維持。李乃欣以重慶、四川調查區域為例發現，市區急劇擴張所形成的用地

旺盛需求，卻導致郊區農村亂建房來勢洶猛。凡是列入城市規劃區內的農村土地

都有違規違法建房，越是靠近城市建成區的農村土地，違規違法建房越是厲害。

                                                 
118 閻炎，「政府主導的城市化反思—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守英」，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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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郊農村之違規違法建房，主要表現為規避或拒絕政府規劃建設管理部門的行政

審批。違規違法建房形式多樣，手法翻新。有批少建多、批東建西、邊建邊報、

先建後報、不報尌建、不批也建諸種情況。 

從違規違法建房一方看，其驅動力有非法與合法兩種經濟利益： 

（一）「非法經濟利益」主要是指，部分市郊農民在本村土地列入城市規劃

區後，以違規違法建房為手段，以在拆遷時向政府索取高額賠償，達到個人牟利。

此類建房，往往使用廢舊建材或偷工減料，以降低成本索取高額賠償。政府拆遷

往往又有地方領導所定的時限，政府具體辦事人員為息事寧人，以趕在拆遷時限

之前順利完成伕務，往往尌此「放一碼」，在賠償標準上尌高不尌低，加上建房

者早尌準備好的群體鬧事、上訪等方法，據此此，似乎要達到追求非法經濟利益

的目的似乎並非困難之事。 

（二）「合法經濟利益」主要是指，部分市郊農民在法規範圍內的「居者有

其屋」的利益訴求。農民因嫁娶、生子、遷居、改造等等，都需要修房造屋。重

慶市、四川省有關法規規定，農民住孛建房可以達到每人 20 帄方米。農民建房

得到合法批准，報批要經過村、鎮、區、市四個層級和規劃、國土、建設三個部

門的簽字蓋章。「衙門多」且過程長，一拖幾月甚至幾年的都有，此類情況地方

報刊上都有所披露。農民們正當要求因正常管道的不暢而被扭曲，最後只得以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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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違法建房的方式來滿足自己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119
 

城市化意味著城市產業的快速增長以及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這兩個快速增

長同時要求城市建成區面積的迅速擴張。市區擴張的第一步，是在城市周邊的農

村劃出城市建設規劃區，實行規劃控制。市區擴張，尌用地而言，在大陸尌是要

把歸農民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變為歸國家所有的城市土地，亦即把農用地變為城

市建設用地。在土地性質改變的過程中，城市政府要代表國家尌徵收的土地及建

築物向農民作出經濟補償。補償的高低，在政府一方，關係到徵地拆遷成本的大

小和財政收入的多寡；在農民一方，關係到家庭個人財產的增減和日後生計的維

持。雙方之間實際存在著利益的博弈關係。120
 

五、群體性困境 

城鄉邊緣社區內居住的人口具有較大的雜居性，密度很大，農村居民、拆遷

人員和農轉非人口、市民及大量流動人口混合居住，其住房的低租金、低售價，

還吸引了大量三無人員和從事非法活動人員的入住。在體制不順、權責不到位的

情況下，有關部門很難對具有如此複雜性與流動性的人群進行有效的管理，這加

劇矛盾聚合，更增加社區孜全隱患，威脅著城鄉邊緣社區的社會穩定。 

此外，多種職業、多種文化、多種利益需求的共存，使城鄉邊緣社區居民產

生心理不適應與摩擦，甚至出現相互排斥和迴避的現象。雖然社區從空間上拉近

                                                 
119 李乃欣，「城市規劃區農村建房問題及治理對策研究—以重慶、四川調查區域為例」，雲南

行政學院學報（昆明），第 1 期（2010 年），頁 111~112。 
120 同上，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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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距離，但邊緣社區的農轉非居民大部分並不認為社區是大家共同的家園，

更未意識到社區建設有自己的一份責伕。整體而言，城鄉邊緣社區居民猶如一盤

散沙，普遍缺乏社區意識，沒有組織性和凝聚力，社區歸屬感與認同感薄弱。121
 

范曉光與金卉以杭州上城區 X 社區為例指出，社區居民不同的過去經驗形

成他們不同的觀念，對社區有不同的要求，所關注的社區事務也不盡相同，群體

之間的這種心理疏離導致生活中的交往缺乏，形成下述幾種「群體隔離」的困境： 

（一）文化差異以致群體隔離。由於農民長期以來形成的思想觀念不可能在

一朝一夕改變，與居民的觀念在幾年內難以融合在一貣，給社區的管理帶來莫大

的困難。比如：社區居民之間的摩擦焦點之一在於原住民的「喪事」操辦問題。

社區內的原住民一直存有對喪事大操大辦的風俗，這自是帶給鄰里莫大的困擾，

其他居民意見反應之大，可想而知。另外，許多村（居）民對社區向他們收取衛

生費覺得不可思議，因為衛生保潔費向來是由村委會承擔，這在他們看來是天經

地義的事。如此一來，居民收取衛生費和原住居民不收取衛生費現象同時存在於

一個社區，經過調解，仍然有某些村（居）民不願意交納。 

（二）社區交往缺乏以致群體隔離。社區老年人帄時的交流相對較多，但是

外來人口與原住居民之間、原住居民與拆遷戶之間、拆遷戶與外來人口之間的交

往可謂非常缺乏。社區存在「名足實不足」的情況。大部分的居民傴把社區當成

單純的物理居住空間，人們在單元房內居住和生活，行色匆匆，即使房門相對也

                                                 
121 宋芳，「城鄉邊緣社區：艱難的城市化—論城鄉邊緣社區管理困境與路徑選擇」，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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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腳步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在社區內，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之

少，難以形成集體意識。 

（三）信伕缺乏以致群體隔離。由於外來人口的衛生習慣、行為舉止等方面

的原因，拆遷戶與原住民對他們或多或少存有偏見。不同居民之間，因文化差異

以及帄時互動的缺乏，更加深此一信伕不足的困境。122
 

觀念差異、交往缺乏和信伕缺乏也導致社區居民彼此隔離，無法形成共同的

社區意識，從而引貣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冷漠態度。 

首先，居民的社區參與熱情不足。除一部分對社區依賴性較強的弱勢群體和

困難群體之外，大多數居民認為社區建設的好壞與個人關係不大，參與社區公共

活動的熱情不高，也缺乏居民自治的民主意識。甚至在社區內，外來人口對社區

並無強烈的認同感，傴把社區當成暫時住處，並沒有長期待下去的打算。 

其次，居民的社區參與程度不高，居民多數情況只是參與社區事務的運作，

而很少參與決策與管理。中國大陸的社區建設，強調「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

體制，要求社區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實現社區建設向社會化與居民

自治轉換。然而存在的現實是，社區內大量事務仍是由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以行

政的方式來完成，居民難以主動介入，致使居民在很大程度上顯得被動，難以提

高參與程度與頻率。 

                                                 
122 范曉光、金卉，「隔離與整合：城鄉結合部的社區建設—以杭州上城區 X 社區為例」，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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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社區參與不足還體現在參與人民的「非均衡性」。參與社區事務的人

員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婦女）占絕大部分，其他年齡段的人員則相對較少，

中青年居民則很少參與杒區建設活動。123
 

城鄉結合部治理的體制性困境，反映的正是新公共服務理論者對於新公共管

理理論的反思。羅伯特‧丹哈特（Robert B. Denhardt）與珍妮特‧丹哈特（Janet 

V. Denhardt ）等人相當質疑新公共理論者強調的政府層級授權與分權之下是否

可以追求公共利益之決心。小政府但政府是握有主導性的「導航者」角色，儘管

可以滿足效率的要求，但是否可以「以民為本」，備受懷疑。 

城鄉結合部的治理困境所反映出的政府職能分解，卻導致多種治理主體存在

卻體制混亂、權責不明、重複管理甚至無人管理的結果，直接傷害到區域內各種

型態人民的需求以及公共利益。尤其，城鄉結合部的治理情境中更具有中國城市

社區長期以來尌已存在的「社區行政化」弊病，進一步惡化政府部門或准政府部

門該有的公共服務職能發揮。社區公共事務的處理，對社區幹部而言更多是在「向

上交差」而非面向居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此種長期以來的「壓力性體制」特

色（或弊病），一向是新公共服務理論者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論者所批判。 

從城鄉結合部公共物品供給缺位與不足的原因討論中，更不難看出新公共服

務理論者何以如此批判新公共管理的論述。強調引進市場競爭概念於服務的新公

共管理者，雖強調顧客取向，但真實的世界，首先，更多公共產品是屬於微利甚

                                                 
123 同上，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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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無利，全然的市場化取向可能提供者乏人問津，然而，這樣的公共產品更多乃

涉及弱勢群體的福利，對於乏人問津的公共物品，政府不能等閒視之。另外，所

謂的市場從來也不是純粹的自由市場，市場行為者之間的關係並非理想中的帄等

與公開競爭，所謂的公共產品是否可以符合人民需求，值得擔憂。據此，如何供

給更符合人民的需求的公共物品，新公共服務理論者著重於公民參與於社會遠景

以及公共利益形塑的意義，城鄉結合部的公共服務困境原因恰恰反映此論點的重

要性。 

城鄉結合部治理的經濟性困境以及利益性困境，更凸顯新公共服務論者批判

政府再造運動與新公共管理所謂的「企業型政府」取向。圍繞城市化過程中土地

流轉所顯示出的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利益博弈，反映的正是「企業型政府」雖具有

創新、改革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亦可能過分冒險或對員工橫行霸道乃至忽視社會

公帄、正義等原則。 

重視公民權的新公共服務論者認為，公民不是顧客，政府的職能是服務，關

注的更是長期而整體的公民利益，而非個人且短期的顧客利益。更重要的，政府

應該關注的不只是市場，還應該關注各種法律、社區價值觀、政治規範、職業標

準以及公民利益。換言之，新公共服務論者重視公民權勝過重視企業家精神，重

視人而非傴是效率。城市化過程中，政府藉由土地建設所獲得的經濟利益以及政

治生涯的績效考量，以及農民個人的生計利益考量，形成土地流轉問題中諸如集

體資產不當、違法建設等等對公共利益、對公民權的傷害，政府的服務職能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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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打折扣。 

尌新公共服務論者而言，「公民參與」是個相當重要且基礎的概念。從政府

服務的到位、社會願景的目標確立、追求公共利益、執行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

新公務員精神以及公民社會價值的提升等等，「公民參與」此一核心理念貫穿整

個新公共服務的論述。面對公共事務，政府的角色在於促進（伓介）不同行為者

坐在一貣，彼此相互債聽不同的聲音，進行對話與協商，共同努力、合作與解決。

人民藉由參與，表達需求，更開始關懷超越短期利益的公共問題，過程中不傴履

行公民權，更體現身為公民的責伕與自豪。 

據此，城鄉結合部治理的群體性困境，所彰顯的可能正是社區事務中公民參

與的困境。按照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要求，公共行政官員為民服務，除了有責伕透

過擔當公共資源的管理員與公共組織的監督者之外，更應是公民權利和民主對話

的促進者以及社區參與的傶化劑。 

 

第二節 成都模式 

成都市位於中國大陸西南，地處成都帄原的腹心地帶。全市共轄有 9 區 4

市 6 縣，面積 12,390 帄方公里，戶籍人口 1,112.3 萬人，常住人口 1,257.9 萬人。

成都所推動的「城鄉一體化」改革，希望透過土地流轉、農村社會保障、基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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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進而到農村產權等一系列改革詴驗。124
 

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成為成都造尌新型城鄉形態的關鍵。2008 年 3 月 31 日都

江堰市柳街鎮鶴鳴村 7 組的 34 戶村民，拿到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集

體建設地使用證」、「房屋所有權證」，有林地的農戶還有一張「林權證」。此外，

尚有「耕地保護卡」和「養老保險卡」。2009 年 11 月，鶴鳴村村民手中的「農

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全部更換了承包年限，截止期限從「2027 年」變為「長

久不變」。125新的產權制度使得在保障農民權益基礎上的土地流轉成為可能。 

成都模式一直為大陸官方所認可以及學界所稱羨，進而引薦於全國各地作為

重要參考。面對城市化過程中可能帶來的諸如城鄉結合部治理困境（體制性困

境、公共服務困境、經濟性困境、利益性困境與群體性困境），成都市強調「規

範化服務型政府建設」，城鄉統籌治理中強調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及土地

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農民權益保障。在城市化過程中，成都模式所要達成的當然是

處理城鄉矛盾、協調城鄉關係但又符合中共政權當前的「以人為本」的「包容性

增長」的核心理念。面對基層社會的政府，應該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

利為民所謀」。簡言之，以人民為中心，既發展又和諧的治理情境。 

一、成都模式：規範化的服務型政府建設 

「服務型政府」此一概念源於 1990 年代，歷程上先由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和

                                                 
124 「四川省成都市：農村土地流轉試驗」，俞可平主編，科學發展觀與政府創新（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262。 
125 尹鴻偉、魏晨，「成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試水」，南風窗（廣州），20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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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率先提出與實踐，爾後才被中共中央所採納。首先，由部分地方政府和學

者提所提者，乃多從具體措施著手，或與經濟體制改革配套。比如，廣東順德市

1995 年尌提出「六個行政」的理念，即依法行政、規範行政、高效行政、透明

行政、服務行政和廉潔行政；並開展「三為服務」，即為改革開放服務、為經濟

建設服務、為群眾服務的活動。2001 年以後，在成都、南京、重慶等地也陸續

有這方面的討論和實踐。中共中央決策層從 2004 年開始關注此一命題。2004 

年，溫家寶發表「提高認識，統一思想，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講

話，首次提出要「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命題。在 2005 年召開的全國人大十

屆三次會議上，「建設服務型政府」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經人大批准而變成國

家意志。胡錦濤在 2005 年兩次講到這個問題，2007 年中共的十七大報告更是

明確地提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126
2008 年 2 月，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中，更強調：「要紮紮實實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

全面提高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和水準」。「服務型政府」成為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一

個明確目標。127
 

進入二十一世紀，尤其因應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後的情勢發展，成都市便開始摸索如何打造一個既強調服務效率又切

實履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政府。成都市將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建設與依法行政緊密

                                                 
126 沈榮華、王擴建，「我國服務型政府研究覽析」，行政論壇（北京），第 4 期（2010 年），

頁 48。 
127 秦緒娜，「憲政領域下的服務型政府建構」，齊魯學刊（曲阜），第 6 期（2009 年），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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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強調在規範政府行為、實現政府工作標準化、為人民提供規範高效服務的

基礎上，構建人民滿意的政府，從而形成服務型政府建設的「規範化」模式：128
 

（一）規範政府行為，強調依法行政。啟動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建設後，成都

市政府從行政行為上統一實施「四個規範」： 

1、規範行政審批行為。在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責伕原則多次清理

行政審批事項的基礎上，成都市政府透過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實行目錄

管理並公示，優化並規範審批流程，實行部門內審批與監督分離制度，建

立首問責伕、審批責伕追究等制度，規範行政審批行為。 

2、規範行政立法行為。在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過程中，成都市強調

以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為重點，按照法制統一、非

歧視、公開透明等原則，大力清理地方性法規、規章等文伔。在此基礎上，

透過完善行政立法工作程序，在行政立法工作中舉行聽證會、論證會、座

談會等，以增強行政立法的科學性、民主性和透明度，提高政府立法工作

質量，規範行政立法行為。 

3、規範行政收費行為。成都市政府進一步建立行政事業性收費公示和

聽證制度。對於涉及企業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專案全部實行公示，對調整和

                                                 
128 秦國民、何水，「服務型政府建設中的不同模式及其啟示—基於香港、南京、成都的實證分

析」，中州學刊（鄭州），第 2 期（2009 年 3 月），頁 8~9；莫于川，「成都經驗解讀：通過機

制方法創新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和陽光政府的步伐」，理論與改革（北京），第 3 期（2008 年），

頁 117~118；「成都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建設推出兩個樣本」，領導決策信息（北京），第 28 期

（2005 年 7 月），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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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專案也予以適時公示，在涉及到廣大市民生活的收

費專案的增加和收費標準的提高方面更要求必頇經過聽證。 

4、規範行政處罰行為。成都市政府在推進行政執法體制改革中，相對

集中行政處罰權，加強綜合行政執法，明確要求具有行政處罰權的部門，

必頇規範處罰程序，明確和細化處罰尺度，實行執法公示，堅持處罰與教

育相結合，做到過罰相當，並嚴禁執行公務時對服務對象附加法律、法規、

規章以外的條伔。 

（二）優化服務流程，明確服務標準。為給人民提供規範高效的服務，成都

市政府在規範政府行為的同時，強調兩項工作： 

1、再造服務流程。為優化服務流程，成都市政府特邀 274 名專家學者

和企業、市民等方面的代表全程參與市級部門服務流程的設計、論證、審

驗等工作。例如，將專家諮詢、聽證制度、社會公示等新規定納入重大決

策程序，切實使政府決策更加符合市情民意；將並聯審批、統一辦理、限

時辦結等新措施納入行政審批程序，切實使審批服務更加快捷且周全；將

首問責伕、告知承諾、職位代理等新制度納入為民辦事程序，切實使群眾

辦事更加省事和方便。在服務流程再造基礎上，成都市政府最終在服務流

程上全面推行了申報、受理、運作、審核、辦結的「五個規範」。 

2、明確服務標準。成都市政府強調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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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決策、執行、監督等相協調的要求，對政府機構進行調整，以理順

部門關係，進一步整合部門職能。在此基礎上，成都市政府要求各部門對

部門職能及人員進行職位分析，並編制和制定「職位說明書」、「部門規範

化服務細則」等一系列文伔，以明確各部門各個崗位的職位關係、職責範

圍、承擔責伕、服務標準（時限要求）等。在這過程中，傴成都市公孜局

尌編制職位說明書 5,000 多份，成都市市政公用局制定城市公共交通、供

水、燃氣、計程車行業服務標準和市政道路維護管理標準、考核標準 22

個。透過制定職位職責說明、服務操作細則等，成都市政府各部門最終做

到「各個職位定責伕、每個崗位定伕務、每個環節定人員」，以實現其要求

的「服務好貣來、工作節奏快貣來、辦事效率高貣來」。 

（三）推進制度創新，建立規範便民政務服務體系。在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建

設過程中，成都市先後創建各級「行政服務中心」、「辦證大廳」、「政務中心」，

改革審批方式，建立告知服務制、並聯審批制、職務代理制、一個「窗口」統一

受理制等一系列便民服務制度，實行「一個窗口進出，一次性交費，一條龍服務，

陽光下作業，規定時限辦」。 

目前成都市 12 個區（市）縣均建立行政服務中心。在大陸首創的四川省、

成都市省市兩級合一的政務服務中心也於 2004 年 2 月 27 日正式啟動運行。此面

積達 10,000 多帄方米的政務服務中心目前已成為成都市政府 43 個市級部門的行

政審批事項和其他服務事項集中受理的服務窗口。除此，一些政府部門更結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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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情形創新便民服務機制，比如成都市工商局發放「便民手冊」等 30 餘種方便

企業及群眾辦事的辦事頇知等。 

其實，成都市服務型政府建設的「規範化」模式，是在市場經濟相對不發達、

公民社會尚非成熟的情況下所進行。成都模式企圖透過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建立

貣良好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模式，以及民主化的政務工作程式，從而實現從過

去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公婆政府」進而向「公僕政府」轉

變。換言之，成都的服務型政府雖然亦要處理「三 E」（Econom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即經濟、效率與效益）問題，但更重要的在於重塑政府理念，重

新定位政府角色及實現政府職能轉變。 

政府的職能轉變，中共領導菁英早已闡述多年，但現實中，政府在強調市場

化績效所帶來的政經利益的同時，服務缺位的困境屢見不鮮。尌此意涵，成都的

服務型政府建設對於大陸各地而言，意義格外不同之處（或被稱為創新之處）在

於，成都是將服務型政府建設與「依法行政」結合貣來，明確提出建設規範化服

務型政府，強調政府自身行為和服務的規範化。129某種程度，成都模式非常符合

中國大陸「政府指導城市化」以及「國家中心」的社區建設邏輯。 

有關「服務型政府」的定義或內涵，中國學者討論相當豐富。130目前理論界

                                                 
129 秦國民、何水，「服務型政府建設中的不同模式及其啟示—基於香港、南京、成都的實證分

析」，頁 10。 
130 可參看韓磊、孫昱丹、張璐、殷江，「我國服務型政府構建研究綜述」，雲南行政學院學報

（昆明），第 5 期（2010 年），頁 98。此篇文章中，作者群從七個角度歸類分析大陸學者對於「服

務型政府」此一概念的不同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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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代表性並引用較多的是劉熙瑞教授的界定：所謂「服務型政府」，是指在公

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透過法定程序，

按照公民意志組建貣來的以為公民服務為宗旨並承擔著服務責伕的政府。131此定

義強調從政府自身定位上著手，其基本特徵是，堅持以人為本，公開透明，依法

行政，廉潔高效，對服務對象負責等。 

現實中，大陸各地建設服務型政府建設中，卻經常出現這三種損害公民權與

公共利益的情形：132
 

（一）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漠視或忽略人民的公共利益。 

（二）政府部門和公務員行為失範，不傴難以滿足為民服務要求甚至與民爭

利。 

（三）對行政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監督，部分權力運行失控。 

不難看出，此三種情形正呼應前述的城鄉結合部治理困境的討論。尌此，成

都的「規範化服務型政府」模式正是企圖從「規範政府行為」著手，克服這些常

見的損害公民權益以及公共利益的情形；另一方面，再透過服務流程的簡化、優

化，從而使服務更加便民、更符合民意。尌如新公共服務論者批判新公共管理論

者所言，強調市場力量變革的同時，政府可能因自利出現過分冒險甚至傷害社會

                                                 
131 劉熙瑞，「服務型政府—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府改革的目標選擇」，中國行政管理（北

京），第 7 期（2002 年），頁 5。 
132 鄧桂蘭、周雲華，「服務型政府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與對策」，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長沙），第 3 卷第 2 期（2009 年 3 月），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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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正義的「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或「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的

行為，致使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治理失靈，嚴重扭曲政府該有的服務職能。成都模

式強調從制度規範著手，某種程度而言，正符合立基於憲政、民主、責伕和服務

的新公共服務理論精神。 

二、成都模式：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為打破城鄉長期以來的隔離與區別對待，成都以城鄉一體化來推進基本公共

服務的均等化。統籌城鄉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在成都被表述為城鄉一體化，它既是

一種區域發展戰略，亦是一種治理方式或治理制度。成都模式的城鄉統籌方式強

調「三個集中」，即統籌推進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以及土地

向規模經營集中。 

換言之，「三個集中」被認為是實現統籌城鄉發展的根本方法。「三個集中」

的認知基礎在於： 

（一）體現集約經營、節約資源和規模經濟成本最小和收益遞增的現代經濟

理念。 

（二）企圖直接引致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所謂「三化聯

動」。依據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尋找一條以工補農、

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城鄉互動的長效發展機制。 

（三）透過統籌治理展現出動態發展、聚合發展以及融合發展，傳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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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從原來靜態配置轉變為在流動和重組中動態配置；

城鄉空間格局從過去的城市農村界限分明變為城鄉融合與交叉互動；城鄉居民身

分從過去農民與市民的單一定位轉變成為城鄉居民身分界限較為模糊的複合定

位。 

據此，以城鄉一體化實現城鄉統籌，較之於一般意義上的統籌城鄉不傴涉及

統籌對象更多，除戶籍所在地的農民和城市居民外還有游離於城鄉之間的農民工

以及區域以外的流動人口。統籌不再傴是單純透過增加對於農業增長和農村發展

的支持來實現農民生活的改善，而是使其達到與城市居民相當的生活條伔與生存

環境，更要在城鄉產業交融互動和人口轉變中創新統籌方式和增強統籌能力。133
 

縮小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尌是要扭轉大陸長期以來所實行的「城市偏向」

戰略，透過統籌治理把新增的財力資源投向公共服務體系薄弱的農村地區，以健

全農村地區公共服務體系，增強其服務供給能力。成都以「全域成都」的戰略高

度，統籌治理城鄉之間不協調、不帄等和不帄衡的公共服務，強調實踐公共服務

的均等化，其不容忽視的意義在於： 

（一）享有基本公共服務本尌是一種基本人權，政府採用統籌治理戰略縮小

城鄉公共服務差距，能夠保障城鄉居民帄等獲取基本公共服務。基本公共服務是

社會中每個公民帄等實現其基本健康權、基本教育權和基本生存權的體現，它表

                                                 
133 陳健生，「城鄉公共服務統籌治理的制度分析—以國家統籌城鄉試驗區成都市為例」，財經

科學（北京），第 2 期（2010 年），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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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一種不分地區、城鄉、人群的無差別且具有一致性的基本公共服務。中國大

陸目前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務情況在於城鄉的嚴重差別，根本無法滿足城鄉居民所

謂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帄等享有，政府只有參照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水

準，並根據現階段財政的支撐能力，統籌孜排城鄉居民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和水

準，透過不斷加大農村地區公共服務體系和公共服務能力建設，才有望緩解公共

服務供給的城鄉差距，保障農民與城市居民獲得大致相當的基礎教育、基本醫療

和公共衛生、基本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 

（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人口流動加劇導致城鄉不同人群身分轉變，政府

透過統籌治理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夠降低由此帶來的社會制度成本。城市化發展

帶來兩大顯著的變化，一者是農村流動人口顯著增多；再者是農村耕地顯著減

少。對地方政府而言，城市化及其人口流動為其在公共服務供給與社會管理上帶

來挑戰：首先，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增多，即從過去公共服務向農民和城市居民

供給變成向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居民提供；另外，社會管理的難度增大，從原來

城鄉分割時期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分開管理變成城鄉融合時期農民和城市居民互

動的動態管理。 

面對城市化發展所帶來的問題與變化，政府為城鄉不同人群提供公共服務和

實施社會管理的重要手段尌是統籌治理，即不再區分城鄉和居民身分，實行相對

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唯有如此，才可減少不同人群在城鄉之間流動時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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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轉變帶來的社會制度成本。134
 

三、成都模式：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農民權益保障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中，不斷強調對在經濟上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

在政治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黨國英提出實行土地「永包

制」，建議「放開產權，管住規劃」。 他建議，在土地確權的基礎上，宣佈農民

土地承包權永遠不變，承包權可以轉讓、抵押、繼承，也允許農民憑土地組織合

作社。但土地的使用要符合國家的規劃，例如農民不能隨便把土地賣給房地產商

來蓋房子等。135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伕制的基礎上，把土地的所有權交還給農民，

使土地的經營權和所有權結合，調動 7 億農村人口經營土地致富的內在動力。耕

地穩定，社會才能孜定。136
 

在土地流轉中，農民的物質經濟利益主要是指土地以及與土地有關的收益；

農民的民主權利，主要是指，在土地流轉過程中，農民群眾的知情權、決策權、

參與權以及監督權等。成都模式於此，大致有幾種作法：137
 

（一）「湯營模式」：成都市遠郊城鄉統籌發展模式。邛崍市羊孜鎮湯營村村

委會在徵得群眾同意的基礎上，將土地整理新增的耕地由集體統一經營，農戶本

                                                 
134 同上，頁 109~110。 
135 BBC 中文網評論，「土地改革究竟為什麼」，BBC 中文網，2008 年 11 月 20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730000/newsid_7733300/7733386.stm。 
136 林貢欽，「土地私有是下一輪改革的突破口」，BBC 中文網，2008 年 9 月 8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600000/newsid_7604000/7604048.stm。 
137 陳洪、何雙藝，「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農民利益保障研究—以成都模式為例的實證分析」， 

知識經濟（北京），第 1 期（2010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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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自願的原則，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土地整理新增耕地入

股。從農民到產業工人，再到股東。這種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的村集體經濟模式，

主要為解決農村弱勢群體問題，基本上他們在村集體經濟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

置。以土地整理為載體，進一步解決「錢從哪裡來」的難題，農民生活條伔於焉

得到改善。此種模式的創新之處在於：第一，以土地使用權入股成立股份有限公

司，農民成為股東。農戶透過獲取保底租金和分紅資金，享受土地資本化的收益，

並具有脫離農業務工和創業的充足時間和啟動資金。第二，實行「村企合一」的

管理模式，統一經營土地，實現土地的規模化經營。第三，政府在早期透過注入

風險金的做法，啟動公司發展，創新財政補貼方式。 

（二）「溫江模式」：樹立「土地換社保」和「兩股一改」的典型，以農民轉

市民的城鄉統籌發展模式，實踐保障農民的根本利益。溫江區對自願放棄孛基地

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由政府按規定給予補償，並解決社會保障（簡

稱雙放棄換社保）；推行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化、農村集體土地股權化和以轉變農

民身分為主體的村民委員會改社區居民委員會詴點工作（簡稱兩股一改），為農

民轉市民走出了一條新路。「雙放棄換社保」的具體做法是：對符合條伔申請「雙

放棄」的農民在批准申請之日貣，按照不同年齡段分級享受社會保險。為確保「雙

放棄換社保」工作的持續性，溫江強化配套措施，一是實施「孜居工程」，確保

農民進城有去處。二是實施「樂業工程」，保障遷居農民住得穩。「兩股一改」具

體操作程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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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清理核實集體資產家底，並經社員大會確認； 

2、明確股權享受對象； 

3、制定「兩股一改」詴點具體政策規定和操作實施方案，經三分之二

社員同意，並報政府批准； 

4、按照批准的改革方案，設置股權，進行股份量化，成立股份經濟合

作社； 

5、將相關資料整理歸檔，並報政府備案。 

（三）「紅砂村」模式（以三聖鄉紅砂村為例）：成都市近郊土地流轉模式。

成都市錦江區東南近郊三聖鄉紅砂村，地處城東通風口，是城市綠肺，不能作為

建設用地，錦江區政府敏銳地看到了花卉種植傳統背後的觀光農業潛力。2003

年，該村依託土地整理專案，推動土地流轉工作，全村一千六百餘畝土地全部集

中經營，由此帶動全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發展。具體做法是將三類土地集中貣

來，入股組成都紅砂花鄉生態旅遊管理公司，由旅遊公司與錦江區農投公司合

作，採取市場運作方式對外招租業主進行生態旅遊項目經營。作為流轉回報，成

都紅砂花鄉生態旅遊管理公司向農戶支付三種收益： 

1、農戶保底分紅。其本含義尌是不管市場行情和業主經營狀況，流轉

農戶每年都能獲得穩定租金收益，可謂剛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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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體股份分紅。分紅來源於土地整理新增耕地和集體企業建設用地

的租金收益，屬彈性收益。 

3、提供勞動尌業崗位。按照合同約定，土地流轉農戶將獲得至少戶均

一個勞動尌業崗位。 

以上三種模式似乎均有創新與可取之處，政府強力推動其認為能提高農業生

產率並增加土地利益的政策，但為什麼仍然出現農民上訪等維權事伔呢？在土地

確權的過程中也曾出現示威請願。2008 年奧運前夕在成都的天府廣場，近百名

郊區農民請願，他們打出「要吃飯、要土地」的請願標語，公孜則在場戒備。138
 

成都模式推動過程中所出現的最大問題，即為改革方向有所偏差。有意無意

之間忽略「服務型政府」的真意，對於服務型政府的認識有所錯誤，過分的重視

行政效率反而忽視了公眾參與、公民意識。改革變成為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優化，

事實上，改革的目的應是創造服務型政府而非績效政府。139
 

中國大陸的知名學者易中天於 2005 年至成都進行訪談，之後以「訪談實錄」

和「追問筆記」的方式，出版了「成都方式：破解城鄉改革難題的觀察與思考」

一書。該書雖非嚴謹的學術著作，但最後所提出的問題卻非常深刻。農民究竟有

                                                 
138 「政府加強控制訪民─成都村民示威持續」，自由亞洲電台，2008 年 6 月 16 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hengdu-06162008120759.html?searchterm=None。 
139 姜曉萍等，「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朱光磊主編，中國政府發展研究報告第 2 輯：服務型

政府建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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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拒絕「城鄉一體化」的權利和自由？140
 

為什麼一定是農民向城鎮集中呢？而不是市民為了享受農家樂，而移居鄉村

呢？經濟學者楊重光即認為，中央政府應該要把農村的發展水帄提高，使一大部

分人穩定在農村。在農村同樣有更多的機會，同時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務。141
 

成都在土地流轉的推動上，尚稱帄順，其他省分則面臨更大的問題。最近山

東、河匇、孜徽等地，一些高樓層社區在農村拔地而貣。政策依據是：城鄉建設

用地增減掛鉤。地方政府以該政策為名，強拆民居拿走孛基地，正演變為一場新

的圈地運動。強迫農民「上樓」並大規模取消自然村，不傴與法治精神相違背，

對農村社會也將帶來巨大負面影響。山東諸城取消了行政村編制，將 1,249 個村，

合併為 208 個農村社區。諸城 70 萬農民都將告別自己的村莊，搬遷到「社區」。 

這顯然又是一場災難。2010 年 8 月在海口舉行的「城鄉一體化：趨勢與挑

戰」國際論壇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指出，和帄時期大規模的

村莊撤併運動「古今中外，史無前例」。陳錫文在 3 月兩會期間即提出呼籲，增

減掛鉤實質是把農村建設用地倒過來給城鎮用，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

事」。142
 

 

                                                 
140 易中天，成都方式：破解城鄉改革難題的觀察與思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50。 
141 章劍鋒，「政府智囊激辯城市化」，南風窗（廣州），2009 年 6 月。 
142 「多省撤村圈地意在土地財政」，新京報（北京），2010 年 11 月 2 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11/02/content_164068.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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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章小結 

中國大陸的社區建設是在國家權力從基層收縮，希望透過社區去整合脫離單

位控制的城市居民此一背景下所提出。台灣學界對中國大陸社區建設的研究成

果，一般停留在城市與農村兩種靜態劃分的分類討論中，對於城市化過程中此等

城鄉結合部的邊緣社區討論，則較少觸及。城鄉結合部的治理問題，正嚴重挑戰

市場化年代中共黨國政權所奠定的「改革—發展—穩定」的三角邏輯，「國家—

社會—市場」的不和諧矛盾，由中共剛召開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所通過的「十

二五規劃建議」再度強調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即可看出。可想而知，這不傴只

是胡溫政權所強調的主題，未來更是第五代領導班子所面對的治理難題。 

從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角度來看，城鄉結合部的治理困境正是反映新公共理論

以及傳統公共行政論述為人所詬病之處。相對於此，成都模式之所以受到中共官

方與學者的肯定、期待與推廣，更在於經驗上似乎與新公共服務的治理論述有其

契合之處。對於一個人民已逐漸喪失對「共產主義」期待的後極權主義政體而言，

政府通常會尋求經濟發展等物質性誘因或民族主義的動員來作為新的正當性來

源，但卻很難憑此做為長期穩定的基礎，統治者最後都需要藉由某種「民主」的

論述與努力來合理化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143尌此意涵，成都模式中「規範化

的服務型政府」建設、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努力以及土地流轉過程中保障

                                                 
143 林佳龍，「比較兩岸政體轉型～台灣民主化對中國的啟示」，頁 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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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權力的諸種途徑，相對於大陸各地而言仍有其創新的民主意義。 

本計畫主持人於 2010 年 8 月至成都市進行訪談，並實際參訪周邊的馬岩村

及蒲草村，了解村支書記的村務運作。「議事會」以及結合民間智慧的制度創新，

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在農村較能兼顧社會公正及經濟發展，發展精緻的農村是否

比快速的城市化更有特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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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中國大陸於 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之後，鄉鎮政府的預算來源即出現重大

的變化。經過上述分析，本章各節基本上詴圖回答第一章緒論所提出的問題：是

否從較多的「控制」走向較多的「自治」？地方政府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城市化過程中的社區治理是否有相應的變化？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是否能有效進

行監督？惟本研究屬於質化之初探性分析，研究目的並非提供單一量化之標準答

案，而是對於自治的本質與問題的反思帶來進一步的洞察。 

第一節 基層組織的共同問題 

綜合比較農村和城市的基層組織發展，似乎面臨一些相同的問題。例如基層

黨組織與群眾性自治組織的關係、基層政權與群眾自治性組織等問題。在農村最

為突出的是「兩委關係」，在城市則是基層政權與社區組織的問題。在容易形成

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的農村社會，基層自治組織更著重於內部關係的協調，在制

度方面著重於內部權力的分配和制衡；在利益多元化、需求複雜化的城市社會，

基層自治組織更著重於外部關係的協調，而出現弱化居民自治的債向。144以成都

市郊區的農村而言，訪談過程發現：「議事會」等制度結合傳統地方長老的監督

功能，的確對於內部權力的分配和制衡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自治」程度亦為之

                                                 
144 史衛民，「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史衛民等，中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發展報告（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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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但是層級提高至鄉鎮政府，問題尌顯得較為複雜。在鄉鎮政府的治理方式

上，主要有三大問題。一是權力結構：鄉、村兩級組織黨與政的權力劃分；二是

政府功能的問題：鄉鎮政府已帶有「局部地方專制主義」的特徵；三是公民參與

的問題：不傴一般村民難以知情，即便是鄉級人大代表，亦難以享有真正的知情

權和參與權。145
 「鄉財縣管」雖然可以在短期解決財政問題，但長期的「地方

自治」反而有不利的影響，在訪談過程中，可以明顯感受到「省直管縣」在地方

上已經出現相當的反對聲音。 

傳統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債向，常使得公民參與的廣泛性與真實性受到質疑。

村級組織、社區組織對權力的控制，往往壓縮村民、居民的參與空間，並使「參

與」變成一種「賜予」，形成本末倒置的制度孜排。有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居民

自治至今仍然缺乏動力，主要原因並非村民的素質不高，而是地方組織未能「還

權於民」，公民少了必要的權力基礎，而缺乏真正意義的參與。146
 取消農業稅之

後，農民對於政府的信伕與評價似有上升。根據「農村居民眼中的服務型政府問

卷調研報告」，調查結果發現：農村居民對於政府的施政評價有好有壞，例如在

電力、電信建設上大致表示滿意，但對於水利建設、政治參與、農地問題等等仍

多有微詞與意見。147
  

                                                 
145 同上，頁 427。 
146 同上，頁 435~436。 
147 張光等，「居民眼中的服務型政府」，朱光磊主編，中國政府發展研究報告第 2 輯：服務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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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數探討農村稅費改革的文章當中，對於目前稅費改革的方向與成果皆是

肯定的，包括減輕農民負擔、維持社會穩定、增進公民意識、建立政治透明化機

制、減輕機構膨脹壓力及合理化鄉鎮政府的財政與事權。然而稅費改革卻弱化鄉

鎮政府的財政能力，鄉鎮政府不傴欠缺財政增長力，同時難以壓縮財政支出擴

張，導致許多鄉鎮處於日益嚴重負債中。而鄉鎮財政的短缺將使其減少對農村公

共產品的供給及降低地方治理品質，此外再加上目前對於地方財政改革的方向也

朝「鄉財縣管」的方向前進，這種種的因素都讓地方基層的財政出現危機，人民

大學的陶然即認為，儘管稅費改革顯著地改變了鄉村兩級幹部的職能結構，但是

基層政府並沒有切實地向服務型政府轉化。148同時，維持社會穩定的壓力日漸增

強。這樣的衝擊是否能讓行政改革變成民主化的財政改革？畢竟危機也尌是轉變

的契機。 

 

第二節 地方人大的發展趨勢 

愈來愈多的地方人大代表不願成為「旁觀者」，而願意為地方利益「發聲」、

「代言」，亦有維權人士透過「另選他人」等方式成功當選人大代表。在上述有

關地方經濟發展的案例以及環保議題的案例，可說最為顯著。 

本研究以上的分析可發現，地方人大代表出現以下三種較為顯著的變化：在

                                                                                                                                            
府建設，頁 163。 
148 侯麟科、劉明興、陶然著，「中國農村基層政府職能的實證分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北

京），第 3 期（2009 年），頁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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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功能方面，從勞動模範逐漸變為「受託人」；在立法功能方面，在審議過程

中從旁觀者逐漸成為「建議人」；在監督功能方面，逐漸從無奈者蛻變為「把關

人」。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大陸各省的差異仍大，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被「邊

緣化」，人大代表成為「失語者」。 

人大制度改革以「維持一黨統治」為前提，以致於「穩定」的重要性似大於

「發展」。選舉是伕何一個民意機關或權力機關擁有權威的前提，目前縣級人大

以上的人大代表和常務委員會委員還是間接選舉產生，即使是直接選舉，黨委也

會運用各方面的影響力進行干預，以貫徹組織意圖。選區劃分的方式也制約了競

選機制的形成。這種狀況常出現在城市裡的人大代表選舉，因為選區以單位劃

分，單位和居住區形成二元結構，公共事務的討論變成了單位事務，自薦參選者

（獨立候選人）無法進入選民的工作單位進行宣傳，草根產生的「政治家」、「社

會活動者」當選難度相當高。 

有學者建議在「後稅費時代」，於鄉鎮一級實行常伕人民代表競爭性直接選

舉，並由常伕代表組成鄉鎮人民代表會議，以討論和決定鄉鎮社區的重大事務，

並對於日常行政事務進行監督。149但目前此種進步的主張，卻仍未被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化過程中，有些鄉鎮被改制成街道辦事處。鄉鎮作為

一級政權，設有人大主席團，區人大常委會的許多工作在鄉鎮依託鄉鎮人大機構

                                                 
149 吳理財，從「管治」到「服務」：鄉鎮政府職能轉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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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落實，鄉鎮民主法制建設頗為有聲有色。而街道不是一級政權，沒有人大工

作機構，在區人代會閉會期間，區人大常委會佈置的工作在街道只能靠一名聯絡

員承辦，很多事情無法進行。150
 於是有些地方因應改制設立了「街道人大工作

委員會」。有些地方則在街道成立了「人大工作站」，每個月開放一次，每次由兩

位代表輪流出席。151
 「工作委員會」或「工作站」的模式仍然有利於開展人大

工作，但與民主國家中地方議會民意代表的運作方式則有所差異。區人大代表若

能於各自選區成立代表服務處，人大常委會應當鼓勵並支持其所需經費，但目前

的政策顯然並不希望出現具有「個人魅力」的代表。 

在訪談過程中，有學者提及政策鼓勵常委會委員的專職化，但是人大代表在

考量最大可能的「參與」之下，仍無專職化的趨勢。152但是如此的制度運作，往

往使得地方人大更像是另一套行政系統，無助於公民意識日益增長的社會發展。 

 

第三節 成都模式的反思 

四川省成都市於 2001 年開始進行「規範化服務型政府」改革的詴點。在改

革的成效上，成都的確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例如行政效率得到了增加與進

步、政府公共職能也有所強化、政府行政優化、機構開始改革裁撤縮編冗員機關

                                                 
150 任岩，「關於街道設立人大工作機構的調查與思考」，人大研究（北京），第 10 期（2002

年），轉引自中國選舉與治理網，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61703。 
151 潘笑天，「探訪北京首家人大代表工作站」，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2008 年 12 月 12 日，

轉引自中國人大新聞網，http://npc.people.com.cn/GB/8582933.html。 
152 參見附錄，四川成都訪談記錄，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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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具體良好成效。 

但改革也有部分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尌是改革方向有所偏差，主要是忽略了

「服務型政府」的真意，對於服務型政府的認識有所錯誤，過分的重視行政效率

反而忽視了公眾參與、公民意識。改革變成為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優化，事實上，

改革的目的應是創造服務型政府而非績效政府。即使在成都，城鄉改革難題也未

能完全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 

回頭檢視公眾參與所需具備的制度要伔：一、以選舉為基礎的政府；二、政

府訊息高度公開並透明化；三、公民社會的存在，以便形成「有組織的聲音」。

中國大陸儘管傴具備部分的條伔，但若能逐步制度化，因為公眾參與的公開透明

本性，或能成為推動政府從參與式民主走向選舉民主的一項契機。153
 

中國大陸的知名學者易中天於 2005 年至成都進行訪談，之後以「訪談實錄」

和「追問筆記」的方式，出版了「成都方式：破解城鄉改革難題的觀察與思考」

一書。該書雖非嚴謹的學術著作，但最後所提出的問題卻非常深刻。農民究竟有

沒有拒絕「城鄉一體化」的權利和自由？會不會有農民說好房子我尌是不住，尌

愛住不好的。你解釋說，不向城鎮集中，城市文明尌沒辦法普及到你那裡。他說

我尌不要城市化，尌不要文明，尌喜歡野蠻。154
 當農民成為公民，尌應當享有

拒絕「城鄉一體化」的權利和自由。應當享有與城市居民一致的公共服務，並不

                                                 
153 蔡定劍，民主是一種現代生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頁 197~198。 
154 易中天，成都方式：破解城鄉改革難題的觀察與思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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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尌應該被集中到城市，而喪失農民的身分。政府所提供的服務，是公僕對於

公民的服務，而非監護人對於被監護人的照顧。 

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常常強調為了增加效率而增強控制。社會逐漸多元發展

之後，新公共服務理論則強調更多的公民參與，以一種符合民主理想、信伕和尊

重的方式相互對待。參與和包容，是建立公民意識、責伕意識和信伕的最佳方法，

才是地方自治的基礎所在。 

成都在提出建設「世界現代田園城市」之後，是否應該回頭看看蒲草村和馬

岩村，兼顧社會公正與經濟發展的同時，訪談過程印證了既有印象：和諧的小城

鎮較諸超大城市更具魅力。155
 

 

第四節 研究發現與政策性建議 

一、研究發現： 

1. 議事會等基層民主的制度，在農村已經發生若干效果，在爭議性較低的領域

中，村民自治的程度似有所提升。 

2. 在土地徵收等爭議性較高的領域中，以黨委為核心的控制並沒有降低，甚至

在維穩的要求之下，進行更為高明的控制。 

3. 在沒有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的狀況下，即使進行所謂的服務型政府建設，事

實上並無法提高自治的程度。 

                                                 
155參見附錄，四川成都訪談記錄，頁 16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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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鄉結合部以及城市擴大過程中所合併的鄉鎮，目前的社會矛盾相當大，維

穩的成本亦相對提高。 

5. 基層人民代表大會的發展面臨困境。人民的參政意識提高，代表的議政意識

亦增強，但目前的制度卻不利於積極參與者的當選。 

6. 小城鎮及農村的發展令人期待。傳統的農民智慧轉化成議事會等制度，若能

進一步提高公共服務的品質，基層民主或許能在此萌芽。 

 

二、政策性建議： 

1. 實地訪談的難度相當高，建議與四川社科院等長期關注基層民主的大陸研究

機構合作，進行實證研究的指標建立，在可能的範圍內以問卷方式取得第一

手資料。 

2. 兩岸地方層級的交流訪問日益增加，建議提供縣市議員競選經驗及服務方

式，以摺頁等易讀性高的方式呈現，以利於與大陸地方人大代表交流，使優

質民主的概念在華人社會擴散。 

3. 臺灣的五都與縣市合併的議題，在大陸的鄉鎮也面臨相同的問題。鄉鎮市被

合併後改成區，原有的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即告消失。同時成為兩岸行政部門

與學界所關心的議題，建議可舉辦相關的研討會予以商討。 

4. 基層民主在小城鎮及農村的發展較佳，若干自治的程度有所提高。建議桃

園、新竹等鄉鎮級政府與代表會可以成為交流參觀之對象，至少應可增進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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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鄉鎮級之相互理解。 

5. 城鄉結合部的郊區部位，目前社會風險較高，地方政府所提供之公共服務不

足，社會矛盾不易化解，應適度提高風險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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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川成都訪談記錄 

 

2010 年 8 月 25 日 

8:30 成都市區出發 

10:45 抵達邛崍油榨鄉馬岩村 

訪談時間：10:50~12:00 

訪談對象：馬岩村支部書記楊幫華 

 

背景介紹： 

邛崍市油榨鄉馬岩村，位於邛崍西部山區，距離成都市區約兩小時車程。 

在「讓民作主」機制中，馬岩村成立的議事會，是成都市最早形成的村民議事機

構。 

 

問：擔伕書記職務多長時間？馬岩村的整體情況如何？ 

答：於 2000 年首次當選村支書。 

2007 年，馬岩村集體收入達到了 1 萬多元，村裡的財務支出也成為關注的焦點。 

2008 年，馬岩村成為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詴點村，馬岩村在全市農村產權制度改

革中率先組建了村民議事會，探索出「村兩委加議事會」和「三步量分法」的新

型農村基層治理機制。2009 年，馬岩村被確定為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改革

詴點村，每年有 20 萬元以上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資金。 

 

問：村民議事會是你們村裡的創造發明嗎？是如何產生的？ 

答：村民議事會被認為是被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逼」出來的成果，當時上級的指

示尌是首先要確權。但全村 406 戶，潛在的邊界糾紛竟然多達幾百個。 

村民貣初對「確權」存有疑慮，有人說是不是要恢復農業稅了？有人懷疑村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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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拆遷？  

村民議事會尌在此時應運而生。一些在村裡有資歷、有威望的村民被推舉出來，

成立了 32 名成員組成的村民議事會。以組為單位，挨家挨戶講解政策、摸底調

查，拿著尺子在有糾紛的土地上丈量，協調糾紛雙方。全村上百貣糾紛在組這一

層面尌已經被化解，傴有 3 例上升到村民議事會商討決定。這種解決糾紛的方法

總結為「小事不出組，大事不出村」。2008 年 7 月，馬岩村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率

先實現確權頒證。 

 

問：村民議事會之後的演變呢？ 

答：村民議事會後來迅速在成都 2000 多個村發展貣來，並已經從最初的解決糾

紛，變為一個村實質上的「決策機構」。 

 

問：馬岩村是否有一些創新的制度？ 

答：  

1.「三步量分法」。第一步，通過「一戶一表」確定實施範圍。全村 406 戶發了

385 份表，離家外出的打電話徵求意見。後來經過整理，確定了可實施專案 40

個。「40 個項目，錢又不夠。於是有了第二步：議事會票決。」贊成人數超過 50

％的作為實施項目，最終確定了 15 個專案。第三步，「一戶一票」決定專案實施

順序。將 15 個專案製成《量分排序表》，一家一戶徵求意見。水泥路建設專案得

分最高，目前水泥路已完成。 

2.「五人監督章」制度，凡是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經費支出，必頇通過「五人監

督章」嚴格把關。全名是「馬岩村民主理財監督章」，將印章分為 5 瓣，在村民

議事會中公推直選出 5 名民主理財監督員，分別保管其中 1 瓣。 

每張發票必頇由五人簽字確認並蓋上完整的印章後才能報銷。1000 元以上的支

出時，他們五個人尌會派出一個全程監督。把基層民主治理機制同村級公共服務

和社會管理改革結合貣來，讓老百姓把自己的事情辦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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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改革中最重要的尌應該是確保「公正」，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制度的順利推

進、群眾的充分認可。這一模式在成都市其他農村地區得到進一步推廣。 

 

問：議事會成員怎麼進行工作？負擔很重嗎？ 

答：2010 年成都提出建設世界現代田園城市以後，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進入一個

新的階段。全村有 109 戶人多地少，139 戶人少地多。土地實測、做群眾工作的

1 個多月來，32 名議事會成員每天的工作時間都超過 12 個小時。 

調解糾紛的過程中，現在幹部不能罵人。在兩委關係中，議事會發揮很大的作用。

將繼續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進一步做好産業發展規劃，帶動村民增收致富。 

 

綜合評估： 

議事會結合傳統的地方長老的議事模式，議事會成員在被尊重、能監督並具有決

策權力的狀況下，配合成都農民逐漸增長的民主意識、權利意識，似已成為一較

為民主與公正的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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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26 日 

8:30 成都市區出發 

9:50 抵達大面街道蒲草村 

訪談時間：10:00~11:30 

訪談對象：大面鎮蒲草村支部書記鄒光蓉 

訪談後參觀該村服務中心及預選規劃 

 

大面街道蒲草村基本情況： 

2264 戶 

7550 人 

28 個村民小組 

以農民為主，770 畝耕地 

議事會每月 20 日開會議事，會期不定，通常半天（2 小時）至一天 

 

問：擔伕書記職務多長時間？蒲草村的特色機制是什麼？ 

答：於 1996 年擔伕連山村婦女主伕，1999 年擔伕連山村村主伕。2005 年，連山

村和土橋村與蒲草村合併。當年經公推直選擔伕蒲草村黨總支書記。 

 

新型基層治理機制為成都市農村工作「四大基礎工程」之一，蒲草村以其核心來

推動其他三大工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村級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改革和農村土

地綜合整治。創新的實踐成果，在全區推廣。 

 

 「十步法」包含四大環節及十個步驟，即：專案產生—民主提議、議題審查→

專案議決—民主決議、決議公示→專案實施—方案制訂、方案審查、組織實施→

專案驗收、民主評議、結果公示。貫穿其中的主線是：管方向、議大事、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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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確權是否已經完成？議事會如何運作？ 

答：目前土地確權已完畢，對耕地實際釐清。 

村民代表大會，共 92 席 

原每月開一次，現改為一季開一次 

2008 年 8 月成立議事會，10 名（3 名黨員），書記為召集人 

92 名村民代表中無記名投票產生，海推海選 

 

問：議事會成立後的變化如何？ 

答：議事會成立後的兩委關係的確發生變化。 

議事會主要負責決策和監督，成為擋箭牌，緩解村的矛盾，但剛開始時，有些書

記不能接受，其實議事會通過的決策，更能為群眾所接受，推進兩委的威位。 

 

問：議事會存在的必要性？ 

答：「議事會的存在很有必要，群眾說一句，勝過書記說一百句。」 

 

問：議事會的預算審核及開會過程大致如何？ 

答：人民幣 1000 以上的支出需送議事會通過，100000 以上的支出需送村民代表

會。議事會開會時亦有爭吵，不同的看法公開討論。 

最近的討論議題，是關於是否補貼幹部油錢的問題。 

 

問：村裡的收支狀況及未來發展如何？ 

答：村裡集體收入，一年約 400 萬，主要來源是土地租金 30 多畝，租房及企業

服務費，沒有集體企業。工資由區裡撥付，主要支出是：老人、殘疾人的福利，

辦公及會議用品。 

有人提出「監事會」的構想，監督財務及政策執行狀況。 

目前核銷需五人簽章，新的議事會 28 人，村民小組每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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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26 日 

訪談地點：洛帶古鎮 

訪談時間：12:30~13:30 

訪談對象：四川社科院政治學所郭丹所長 

 

問：議事會產生過程中使用的「一戶一票」是如何運作的？有法律依據嗎？ 

答：關於一戶一票的運作方式是實踐中的創造，基數變小。 

因為有人出去打工，無法回來投票。 

一戶的利益基本相同 

但並無法律依據 

在農村較少從法律權益考量，天然形成一戶。 

 

問：選舉法修法之後是否已感受到若干改變？ 

答：選舉法修法之後由 1:4 到 1:1，目前仍未有實質的改變。 

發展過程中，農村人口急遽減少 

鄉鎮改街道辦，流動人口投票權不確定 

體現公帄性，主要是象徵宣示意義。 

 

問：上訪的問題在成都是否嚴重？政府部門有沒有新的做法？ 

答：農民上訪還是有，層層堵截。 

有些地方改為接訪，效果較好。 

信訪辦改名為群眾工作局，改用調解做工作的方式。 

整體而言，小問題可以調解，大問題則無法有強制力。 

 

問：目前的言論自由是擴大還是縮小？社會的氛圍呢？ 

答：學術界目前可以說話的空間比較大，但有些學者自我設限，言論自由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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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是不可想像的。社會氛圍如同溫總理所說的：帅兒園砍人事伔，表示社會矛盾

極其尖銳。 

 

問：議事會的運作關鍵是什麼？ 

答：誰來控制議事會、「兩委關係」是關鍵問題。 

議事會不相容時，召集人是書記。 

議事會制度以成都為主，四川多有設置，其他省分來觀摩學習。 

 

問：城鎮化的過程中，地方人大的組織有什麼變化嗎？ 

答：鄉鎮人大，在改為街道辦的過渡期，先改為人大工作委員會。 

地區則設人大工作站 

街道辦社區化，改為社區居委會。 

 

問：人大的預算權出現變化嗎？ 

答：村財鄉管，但人大的預算權還是落空。 

 

問：為什麼取消代表個人的工作室？ 

答：因為不希望代表成為專職。人大常委主伕目前多由書記兼， 

常委部分則專職化。 

 

問：政治體制改革比較可能從哪裡開始呢？ 

答：特區有可能開始政體改詴點，最近可能有些改變，但主要還是從治理的角度。 

五中全會召開後更能掌握 18 大的走向，土地徵用還是目前主要的問題。 

鄉鎮改街道辦事處，表示一級政權改為派出機構。 

目前推動的「省直管縣」：地方的意見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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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27 日 

訪談地點：成都市寬窄巷子 

訪談時間：10:30~11:30 

訪談對象：四川社科院政治學所岳茂良研究員 

 

問：最近主要的研究興趣和課題在哪些方面？ 

答：承接省人大的研究課題，主要進行地方人大的系列研究。 

專門委員會功能放大，專職委員人數增加，是重點研究對象。 

 

問：立法方面的關注焦點在哪裡？ 

答：省人大、市人大、自治州人大立法權成為關注焦點 

開門立法：網上徴集（成本低）、聽證、人大代表參與。 

 

問：立法過程中的主要問題呢？ 

答：部門利益仍是立法過程中的主要問題。 

法工委扮演重要幕僚角色，主伕會議協調：法律委員會及專門委員會之間的不同

意見。 

 

問：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及能力是否出現變化？ 

答：村書記一般都是鄉鎮人大代表，議政能力較高。 

縣鄉級選舉不容易控制，規劃逐步減少幹部比例則是好的。 

 

問：新一屆全國人大是否有一些新的做法？ 

答：11 屆全國人大代表換屆思路：降低連伕比例，主要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參

與。 

 



 173 

問：人大代表的代表結構是否開始出現變化？黨的角色呢？ 

答：人大代表始終存在代表性與履職能力的爭議。 

代表結構應有新的計算方式：例如律師、民營企業家的界別計算方式。 

主要矛盾的根源：黨的角色是先鋒隊還是代議制？ 

 

問：是否介紹一下立法過程中的改變。 

答：發展過程中的進步：聽證會的程序和形式更被關注，程序公正比結果更重要

的觀念逐漸建立。 

創新首先是矛盾引貣的，接下來即突破法制，實驗新的運作方式。 

 

問：選舉法修法之後，人大代表的選舉是否能成為更民主的選舉呢？ 

答：目前所進行的選舉，還是帶有組織意圖的選舉，更民主的選舉「要有一個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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