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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得獎專書：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得獎簡評： 

本書探討中國如何啟動出口導向工業化，快速成為「世界工廠」並得

以持續快速成長的廣東模式。作者從中國產業轉型的三個重要理論—市場

轉型論，國家中心論，外向型發展論出發，透過有系統的經驗資料之分析

和論證，修正這三個理論。他引用地方鑲嵌治理的概念和地方成長聯盟的

理論架構來解釋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動因和分配機制，特別強調地方政府

如何透過逐步形成的地方成長聯盟來尋租以及如何參與價值利益的分配，

從而在過去 20 多年促進了全球價值鏈與地方層次的有效對接。據此，作

者建構出尋租發展型國家的概念，說明這個獨特的政治體制在世界經濟體

系掌握良好的契機促成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的模式是東亞模式的一個極端

個案，與日本、韓國和台灣的發展軌跡迥然不同。本書依照中國經驗提出

具有獨特性的尋租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鑲嵌關係的新理論，豐富了有關中

國經濟發展的主流理論，深化了對發展型國家、尤其是對東亞國家發展模

式的理解。本書對中國研究和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建構有顯著的貢獻，為當

代中國研究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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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人簡歷：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

博士 (1998)，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998-1999)，美

國 UCLA 社會系訪問學者  (2007-2008)，法國高等社科院訪問教授 

(2016/06)。曾任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2005-2007)。他的研

究興趣包括：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民主化、與公民社會。

學術論文刊登於中英日文期刊。著有《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

資本主義》（台大出版中心哈佛燕京學術叢書，2019）、《第三種中國想像》

(2012)。編輯或合編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Centre-periphery Tug of War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Beyond (Brian C.H. Fong, Jieh-min Wu, Andrew J. Nathan 

eds., Routledge, 2020)、《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吳

介民、蔡宏政、鄭祖邦合編，左岸，2017）、《權力資本雙螺旋：台灣視角

的中國／兩岸研究》（左岸，2013）、《秩序繽紛的年代 1990-2010》（吳介

民、范雲、顧爾德合編，左岸，2010/2014）；翻譯赫緒曼 Albert Hirschman

《反動的修辭》（新新聞/左岸 2002/2013）；合作拍攝紀錄片《台胞》（里巷

工作室，1993）；出版詩集《地犬》（印刻，2017）。 

Wu Jieh-min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nd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e had his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He 

was an An Wang post-doc fellow at Fairbank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Fulbright 

Senior Visiting Scholarship,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2007-2008); visiting 

Professor,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2016/06).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sociology, social 

movement, democratization, and civil society. His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Chinese-language, English and Japanese journals and in edited volumes. He 

has written Rent-Seeking Developmental State in China: Taishang,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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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and Global Capitalism (NTU Press, 2019) and Third View of China (Rive 

Gauche, 2012); and (co-)edited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Centre-periphery Tug of 

War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Beyond (Brian C.H. Fong, Jieh-min Wu, Andrew J. 

Nathan eds., Routledge, 2020),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and Resistance in the “China Factor” (Rive Gauche, 2017) and The Era 

of Significant Changes: Taiwan 1990-2010 (Rive Gauche, 2010/2014), and The 

Double Helix of Power and Capital: A Taiwanese Perspective of China/Cross-Strait 

Studies (Rive Gauche, 2013). He translated Albert O. Hirschman’s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 into Chinese (The Journalist, 2002/Rive 

Gauche, 2013). He co-produced a documentary film Taiwanese Compatriots 

(Taibao) (Alleys Workshop, 1993) and published a poetry anthology The Earthly 

Hound (Ink, 2017). 

得獎著作簡介：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對台商與兩岸關係的

社會科學研究，提出一個新的解釋架構。本書從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連

結入手，藉由修正全球價值鏈／商品鏈理論，分析中國利用 1980 年代開

啟的傳統產業價值鏈延展移動的契機——從東亞四小龍移入中國東南沿海

地區——順勢打造了世界工廠。台資是全球價值鏈延伸到廣東的「中間人」，

沒有台資就無法確立廣東 EOI 發展模式；而沒有廣東模式，就沒有中國的

經濟崛起，簡言之，台商協助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本書對社會科學相

關領域，有以下幾個理論貢獻： 

(1) 修正「全球價值鏈」理論：在全球價值鏈理論基礎上，提出「地方鑲

嵌治理」的概念，並從這個分析角度，提出地方成長聯盟的架構，解

釋中國快速成長的動能與分配結構；並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的概

念，比較中國與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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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出「機構化尋租」：解釋「尋租」與「發展」的矛盾現象：在主流

文獻中，尋租與發展這兩股力量被設定為互相矛盾，但本研究解釋了

中國「發展奇蹟」的動能，指出中國在出口導向之勞力密集工業化的

快速發展階段，乃是被外資、國家發展政策與機構化尋租之間的複雜

互動關係所推動。中國的個案證實了尋租行為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並非

只是簡單而線性的關係。 

(3) 提出「公民身分差序」概念：解釋中國特色之「雙重剝削」現象：本

書修正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剝削概念，說明國家打造民工階級的過

程。國家製造了民工身分制度，亦即公民身分差序制度，導致了第二

重的「身分剝削」。雙重剝削加速了中國國家抽取經濟剩餘，並促成

資本積累（包含外資與內資），但也使得民工的勞動條件與工資水平

低落。 

(4) 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角色：中國的尋租發展型國家，不只使得國家

在全球價值鏈中作為「價值攫取者」，增加財政汲取的能力，也讓國

家增強了調整經濟環境、制定產業政策的能力，而能夠在全球場域與

西方核心國家的資本進行競爭，亦即，國家作為與全球資本霸權體制

的競爭者（潛在爭霸者）。 

This book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 was Taiwanese businessmen who, as 

intermediaries,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to earn their first pot of gold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directly bringing about the Chinese boom. The author 

uses global value chains as a springboard to explain how the “rent-seeking 

developmental state”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ces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alue capture. This explanation links the global level to the 

local, the macro perspective to the micro, and dissects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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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in China. Concepts such as “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 “locally embedded governance”, and “differential citizenship” are 

proposed as ways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China’s 

economy. The secret to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has been “following global 

value chains to become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but in trying to upgrade 

itself the world’s workshop is facing serious difficulties. Where has China’s 

economy come from, and where is it headed? This book offers us a key. 

得獎感言： 

本書的萌生，可以回溯至年輕時的一場導演夢。1990 年代初，我與一

群朋友成立「里巷工作室」拍攝紀錄片。其中，《台胞》這部紀錄片，描寫

第一代台商與台幹的中國經驗。因為這個主題的早熟與爭議性，加上我們

技巧上的限制，在臺大首映會上「隆隆砲聲」。面對疑惑，我曾發下豪語：

「會用五年、十年的時間去尋找答案。」 想不到我走得更久更遠。本書的

另一個起源是，我對台灣在世界中位置的關懷。1990 年到紐約哥倫比亞大

學求學時，就開始研究共產國家的政經轉型，尤其是對當代中國與兩岸關

係的研究興趣。我在《第三種中國想像》這本書中，對此問題有較為詳細

的描述。 

我的研究起點，在探問台灣與中國的糾葛，我選擇從「經濟」而不是

「文化」、從「當代」而不是「歷史」切入這個問題。前後二十五年的摸索，

帶我回到提問的起點——台灣的出路——這個問題本無簡單的答案，但本

書提供解謎的工具。我提出「尋租發展型國家」，剖析中國發展的根本問題。

讀懂廣東模式，看清楚中國發展的優勢與弱點，我們便能夠更自信而平衡

地評估台灣經濟的現狀與出路。此時，中國正掉入「困頓期」，台灣與中國，

各自需要從世界史的尺度，冷靜思考自身的出路，與世界的連動以及彼此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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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謝許多提供我珍貴資料、工作與生活經驗的受訪者，因為學術

規範，必須匿名處理，但若沒有你們的協助，這本書就無法誕生。從清大

社會所，一路到中研院社會所，有無數同仁與學生提供我協助和思考上的

刺激，讓我持續成長。最後要感謝研究院的優異環境與豐富資源，讓我能

夠寬心而安靜地完成這本專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