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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自一九七九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
後，其政治、經濟、社會和對台政策都起了相當的變化，政
治上由「毛」時之集權國家專制社會，蛻變為後集權式的威
權政體，經濟上則以漸進改革的型式由共產式的計劃經濟，
逐步朝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進而希望與世界經濟接軌；社
會上則因各項制度和價值觀的變化過快，而產生許多適應上
的問題，至於對台政策，則未脫離鄧小平於八０年代所制訂
的基本立場。
基於對前述問題的認識，以及中國是台灣最大的貿易伙伴與
競爭對手，加以兩岸關係又正處於雙方分合的轉折路口，吾
人實有必要認識與瞭解中國近年來之政、經、社的演變和對
台政策的相關內容。透過本課程的講授，可提供未來前往中
國經商、求職的需要，更可幫助吾人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
提供更為務實的選擇與判斷。

Objectives

Perspectives of
Mainland China

教材教材

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臺灣問題
http://www.gov.cn/zwgk/2005-05/26/content_1164.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
要。（20060317）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1179/41232/4210880.html
中國入世五週年特刊（新京報）
http://zt.thebeijingnews.com/0803/2006/12-
20/018@155615.htm
中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資料分析綜合報告
http://www.jrj.com
2007年02月15日中華工商時報 
何清漣（2003）。中國的陷阱。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
司。
何清漣（2006）。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
密。黎明文化。
郎鹹平（2006）。中國的經濟是全世界最浪費的經濟。
唐柏橋（2001）。理智被狂熱所取代: 中國申奧喧嘩的背
後。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0/n108303.htm
陳如音（2002），中共政權類型初探——從威權理論的觀點
出發。台北：共黨問題研究第二十八卷第十一期，民國九十
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頁六十一至六十九。
陳如音（2003），中共黨國體制——論黨對政治運作的領
導。台北：展望與探索，第一
卷第四期，民國九十二年四月，頁二十三至三十九。
陳如音、劉家凱（2007）。中共黨對媒體的領導—從國家領
導人的新聞思想與政策內容
出發。展望與探索，第五卷第二期，Pp.79-101。
楊光斌（2007）。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五南。
潘維（2003）。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商
務印書館。
劉國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編（2006）中國經濟前景分析—
2006年春季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Teaching
Materials

Refrence materials
assign by the content
arrange.

成績成績
評量評量
方式方式

1. 出席率 40% 
2. 期中報告30% 
3. 期末考 30%

Grading
1.attendance:40% 
2.mid-term report:30%
3.final exam:30%

教師教師 http://blog.xuite.net/sam82782004/china2007

http://blog.xuite.net/sam82782004/china2007


網頁網頁

教學教學
內容內容

一、開課目的與課程目標

中共自一九七九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
後，其政治、經濟、社會和對台政策都起了相當的變化，政
治上由「毛」時之集權國家專制社會，蛻變為後集權式的威
權政體，經濟上則以漸進改革的型式由共產式的計劃經濟，
逐步朝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進而希望與世界經濟接軌；社
會上則因各項制度和價值觀的變化過快，而產生許多適應上
的問題，至於對台政策，則未脫離鄧小平於八０年代所制訂
的基本立場。
基於對前述問題的認識，以及中國是台灣最大的貿易伙伴與
競爭對手，加以兩岸關係又正處於雙方分合的轉折路口，吾
人實有必要認識與瞭解中國近年來之政、經、社的演變和對
台政策的相關內容。透過本課程的講授，可提供未來前往中
國經商、求職的需要，更可幫助吾人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
提供更為務實的選擇與判斷。

二、內容安排

第1週 課程簡介

第2週 中國現況簡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
要。（20060317）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1179/41232/4210880.html
2.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2006年10月30
日。人民日報。

第3週 中共政權的執政思維與基本立場

1.陳如音，中共黨國體制——論黨對政治運作的領導。台
北：展望與探索，第一卷第四期，民國九十二年四月，頁二
十三至三十九。
2.陳如音，中共政權類型初探——從威權理論的觀點出發。
台北：共黨問題研究第二十八卷第十一期，民國九十一年十
一月十五日，頁六十一至六十九。

第4週 中共理論與意識型態的轉化

楊光斌（2007）。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五南。

第5週 中共經濟簡述—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與適應

1.劉國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編（2006）。中國經濟形式分
析與預測。
2.何清漣（2003）。〈火山口上的中國〉。中國的陷阱：自
序。
3.何清漣（2003）。〈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中國的陷阱：
結語。

第6週 鄉鎮企業的發展與限制

潘維（2003）。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6-
7章。商務印書館。

第7週 私營企業的現況與難題

中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資料分析綜合報告
http://www.jrj.com 中華工商時報2007年02月15日 

第8週 產權改革的問題與風險

何清漣（2003）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股份制改造。中國的
陷阱，第一章。

第9週 影片教學（ 期中報告寫作 ）

第10週 國企改革的背景與困局

Syllabus

（1） The purpose and
target of the curriculum
The 11th third-time
central member of
committee plenary
session since 1979
beginning, Communist
China established a
policy that promoted
reform's opened, it's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Taiwan
policies all rose equal
variety. On the political ,
by the absolute
monarchy of the Mao
Zedong period society,
after changing into the
authoritarian form of
government of the
centralization type. On
the economy, by the
planned economy
reform of the
communist type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the
capitalism
development, then
hope to be in line with
the world’s economy.
Onn the society,
changed to produce
many orientations fast
because of various
systems and the value
of problem. As for
Taiwanese policy, then
didn't escape from
Deng, Xiao-ping in
eight in 0's the basic
position established.
Base on those fact, and
China is a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rival
of Taiwan. And the
relation of Taiwan and
China is being in a
keypoint.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everyone of Chinas to
face a change. This
purpose that is
curricular, help a
student to will go to
China to go into
business in the future
with the work. This
curriculum can also
help our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the
relation of Taiwan and
China.

（2）. the content
arrange
1.Curriculum brief
introduction
2.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deal
of the communism



1.中國國企改革網。http://www.cnpre.com/SOE/
2.郎鹹平（2006）。中國的經濟是全世界最浪費的經濟。

第11週 中國入世的變革與挑戰

中國入世五週年特刊（新京報）
http://zt.thebeijingnews.com/0803/2006/12-
20/018@155615.htm

第12週 當前中國的社會問題

1. 24年發出8個“1號文件”，新農村會結什麼果。
2.住在我隔壁儲藏室的大學剛畢業的小夫妻。

第13週 中國的環境和資源困境

聚焦中國環境保護：當前形勢依然嚴峻（中國網
20070115）
http://big5.china.com.cn/info/07shxs/txt/2007-
01/15/content_7654854.htm

第14週 中國申奧的獲利與代價

理智被狂熱所取代: 中國申奧喧嘩的背後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0/n108303.htm

第15週 中國對新聞媒體的控制

1.何清漣（2006）。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
密。黎明文化。
2.陳如音、劉家凱（2007）。中共黨對媒體的領導—從國家
領導人的新聞思想與政策內容出發。展望與探索，第五卷第
二期，Pp.79-101。

第16週 中國對一中原則的堅持

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臺灣問題
http://www.gov.cn/zwgk/2005-05/26/content_1164.htm

第17週 回顧與展望

第18週 期末考試

3.The ruling thinking
and basic position of
Communist China's
political power
4.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policy. 
5.The conversion of
Communist China's
theories and the
consciousness type.
6.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estriction of the
village enterprise
7.The current
conditions and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
8.The change of the
ownership-change from
public system to
privately owned system
9.Produce the problem
and the risk of[with] the
power reform
10.The film teaching(
mid-term report writing)
11.The background of
the state-owners
enterprise reform with
trap bureau
12.The change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a
joins WTO
13.The social problem
of China now.
14.The environment
and the resource
dilemma of China
15.The profit and the
price of China holds
Olympic games.
16.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 cross Taiwan
and China(1).
17.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 cross Taiwan
and China(2).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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