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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與本中心就合辦「中國制度研究的新前沿」聯合培訓項

目達成協議。項目計劃於今年6月向學術界公布，將於2022年1月5日至1月12日在香港大學舉行。

哈佛燕京學社創辦於1928年，一直以來致力推進亞洲地區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高等教育發展，尤其關注亞

洲文化的研究。學社面向哈佛大學以及在亞洲的六十所大學和研究中心提供廣泛支持，合作機構遍佈中國內

地、香港、台灣、日本、韓國、越南、泰國和柬埔寨等國家及地區。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博士後研究、訪問學

人、學術刊物出版、高級培訓課程、會議及其他學術活動，以增進亞洲學者之間，以及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同

行間的學術交流。

自20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政治、經濟、社會等一系列深刻的歷史性變革。理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等制度的建設與發展是理解中國社會變革與轉型的關鍵。制度塑造、限制和引導人類行為，制定政治活動

的規則，為政治參與明確界限，確定政治競爭的輸贏，塑造資源分配與再分配的結果，為政客在公共生活中

的戰略選擇設定激勵和限制，並且塑造人們的政治身份。研究中國制度的發展、設計、運作以及演變對於理

圖：座落於哈佛大學校園的哈佛燕京學社辦公樓之一

與哈佛燕京學社合辦
2022年度「中國制度研究的新前沿」聯合培訓項目

項目將選拔來自世界各地20名青年學者聚首港大
優秀學員將獲資助赴哈佛大學進行為期一學年的訪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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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將以公開報名、擇優錄取的方式，從世

界各地高校和科研機構的青年研究人員、高年

級博士生中遴選20名學員參與本次培訓。培訓

結束後，哈佛燕京學社將選拔表現傑出的學員

前往哈佛大學展開為期一學年的訪學與研修。

該項目將邀請相關方面的中外權威專家，圍繞

中國制度研究的新前沿，以比較歷史的角度，

從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

等制度做專題研究報告，並分別組織晚間討論

會。各位學員將有充分展示研究計劃、獲得權

威專家針對性指導，以及與跨學科同行評議交

流的機會。項目進行期間，主辦方還將組織一

次學術圓桌會議以及與中國制度研究相關的實

地參訪活動。

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旨在聚焦中國制度的變遷、

推動當代中國研究的進步，同時對中國未來發

展產生政策影響。中心致力於成為一流的跨學

科、跨地域和全方位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匯

聚關心中國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全球學者，並

產出創新性研究成果以啟發及培養下一代中國

制度研究學人。

詳情及報名，

請使用左方QR碼。

解中國全面轉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韌性、穩定以及活力至關重要。

有鑒於此，哈佛燕京學社、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擬合辦「中國制度研究的新前沿」聯合培訓項目，旨

在從中國制度層面著手，為青年學者提供一個學習、展示和交流的國際學術平台，探討中國制度發展的動態

過程和理論基礎，探索制度變遷和持續性對中國當代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從而推動中國研究進一步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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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另一種統治之道：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Ruling by Other Means: State-Mobilized 
Movements）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由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埃克爾特

（Grzegorz	Ekiert），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哈佛大學亨利．羅索夫斯基政府學講座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以及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閻小駿博士共同編著。

全書共有13個章節，通過大量詳實的案例分析，解讀發生在世界各地不同歷史時期由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

提出一種嶄新的「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state-mobilized movement）理論，並展示了國家可以通過組織
公民集體活動來實現某些特定的目標和利益，增進了國際學術界對於威權體制下社會運動、公民社會以及國

家－社會關係的理解。

圖：《另一種統治之道：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封面

《另一種統治之道：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
由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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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運動研究認爲，社會運動是由公民自發地向政府表達訴求的集體行為。而該書的作者卻發現，某些

社會運動展現出高度的國家干預的情況，國家通過支持及資助各類機構及團體從而間接地參與到所謂「自

主」的社會運動中。

該書重新審視了傳統社會運動理論的基本假設，將政府視爲能夠組織及動員公民以促進特定國家利益及目標

的參與者，對社會運動和抗爭政治理論及議題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該書指出，國家可能基於各種各樣的動機而選擇利用及發展社會運動。例如，爲了壓制已經爆發的社會運

動、預防抗爭的可能性、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或增加領土主張等。鑒於世界各地政府利用此類運動的意願和能

力不斷增加，該書的編者認爲「不論好壞，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已經並且肯定具有改變世界的能力」。

作為研究不斷變化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一部力作，該書的出版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美國喬治梅森大

學公共政策教授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稱該書，「將最前沿的理論和見解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案例相

結合，是研究社會運動和國家權力學者的必讀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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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米格代爾（Joel S. Migdal）表示該書「展示了國家如何利用通常用來反對

自己的工具來支持自身發展」，以獨特的視角「分析了國家領導人如何動員公民力量來對抗真實以及假想的

反對勢力。」

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麥克亞當（Douglas McAdam）稱該書「在國家與社會運動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

的今天，對傳統理論進行了極具意義的修正，並且通過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案例提醒我們，國家可以，而且經

常動員適當的社會運動以鞏固統治。」

香港大學官方刊物《香港大學通訊》（Bulletin）（2020年11月號）亦在當期出版物專欄中重點報道了該書的

出版情況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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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香港大學通訊」出版物專欄全文中譯本

近幾十年來，一種新的統治之道正在動搖國家與社會關係	——	

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在以「社會運動」為幌子，動員公民以實現

政策合法化。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認為，「過去，人

們往往認為社會運動是弱者的武器。弱勢群體在國家政策中沒

有太多的話語權，有時會走上街頭爭取自身的權利與尊嚴，而

他們針對的目標始終是國家。」

「但是在21世紀，我們認識到這可能只是故事的一半。無論是

在威權還是民主政體，社會運動都已成為國家治理的一個非常

重要的工具。國家利用社會運動來實現特定政治目標、攻擊真

實或假想的敵人，已然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現象。」

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

政治學者閻小駿博士指出，過去，社會運動是弱者對抗國家的武器；
而現在，國家正在主動發起社會運動

這種現象在戰後時代開始出現並且迅速盛行。例如，在美國，密西西比州的領導人通過與白人至上主義者結

盟來維護「吉姆．克勞法」；在中國，毛澤東先是發動了紅衛兵和工人運動，後來又遏制了這些運動的發

展。

最近的例子還包括，2014年俄羅斯聯邦動員克里米亞公民來反對烏克蘭的統治；弗拉基米爾．普京

（Vladimir	Putin）通過支持憲法修正全民公投以延續和鞏固統治地位；雨果．查韋斯（Hugo	Chávez）通過

創建公民團體來支持其政策和政治目標；以及香港政府透過對新社會團體的支持來對抗「佔領中環運動」和

最近的一系列的抗議活動。

閻小駿博士在他與哈佛大學學者共同編輯的新書《另一種統治之道：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中提到：「由國

家資助和發起的社會運動研究是政治科學的一個新領域，但這確實已經成為了一種全球普遍的社會運動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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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不同群體之間的對抗

閻小駿博士在本書中的章節主要探討了毛澤東是如何利用工人團體來平復1968年以及1989年的學生運動。

在第一個案例中，由毛澤東一手創建的紅衛兵組織於1966年陷入劇烈的內部分化與派系鬥爭的混亂局面。為

了遏制和控制紅衛兵運動，毛澤東組建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派駐教育、文化等單

位組織。「工宣隊」進駐大學後，取消了基於文化擇優錄取的招生標準，強調「政治建校」，從而將原有的

高等教育體系連根拔起。「工宣隊」對於大學的控制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才結束。

閻小駿博士提到，「毛澤東有句名言『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

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這對毛澤東來說是成功的，但對國家而言未必如此。」

1989年，學生再一次成為政治運動的目標。1989年6月1日至2日，北京的農民被動員起來對學生發起一場宣

傳戰，示意學生繼續抗議可能會引發軍事鎮壓。上海則採取了另一種方法，通過動員工廠工人直接與學生進

行對話，試圖避免流血事件的發生	——	儘管這一策略是在北京已經發生暴亂之後才制定的。

閻小駿博士談到，「本書的主題是展示國家未必會直接利用國家機構或者武裝力量來實現某些特定的政治目

標，而是可能通過動員一部分社會群體來對抗另一部分社會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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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驗中學習

國家如何在社會運動中獲得共謀與支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人民對於毛澤東的崇拜使得人們熱衷於執

行他的命令。到1989年，那些受益於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農民與工人則更加願意維持現狀。

在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賄賂與回報被用來激勵人民；在密西西比州，政治家利用現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團

體來尋求支持；在香港，政府建立了新的社會團體來專門對抗「佔領中環運動」。

正如書中展示的中國打壓某些特定的團體、密西西比州實行種族隔離、俄羅斯接管新的國家領土、台灣動員

社會尋求對發展計劃的支持一樣，國家可能處於各種各樣的目的來動員和支持社會運動。

閻小駿博士還指出，「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學習如何利用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他們的反對者亦是如此」。他

提到，香港的示威者正是通過揭露了這些被動員的社會團體與國家的關係，從而破壞了這些團體的信譽。

閻小駿博士亦認為，「21世紀的國家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國家與社會關係在不斷演變與發展，其界限

也變得逐漸模糊」。在列舉了一系列在中國進行審查以及在美國管理監獄的商業公司例子之後，閻小駿博士

指出，「根據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觀點，監獄是純粹的國家行為，但是現在我們很難分辨究竟哪

一部分是來自於國家，哪一部分又源自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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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叢書的首部書籍《年華裏的初心：香港回歸與「一國兩制」重要親歷

者訪談》於中華書局（香港）正式出版。

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叢書書系旨在聚焦中國制度的變遷、推動當代中國研究的進步，著眼於出版具有學

術原創性以及獨特貢獻的人文、社科著作，致力出品關心中國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學術著作並成為代表高水準

中國研究的品牌，以啟發及培養中國制度研究學人，產出創新性研究成果，並對中國未來發展產生政策影響。

《年華裏的初心：香港回歸與「一國兩制」重要親歷者訪談錄》是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書系推出的首部書籍，亦

是中心首次與重量級出版社的成功合作。後續，中心還將繼續擴大與更多海內外知名出版社的合作，推出更多

高水平的中國研究專著，推動中國制度研究的新發展，在香港、國家和國際層面均發揮影響作用，以成爲世界

中華書局（香港）推出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叢書書系

叢書首部書籍《年華裏的初心》與廣大讀者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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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跨學科、跨地域和全方位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目標。

香港回歸二十四年之際，社會及學界均有需要總結回歸以來的種種經驗教訓。因此，本書採取口述歷史的方

法，試圖補充「一國兩制」政策方針在草擬制定過程中的細節，描繪更為豐富的時代背景，並希望可以服務後

續的政治學研究和歷史學研究。

史學家維琴尼亞．貝瑞吉（Virginia	 Berridge）指出，「歷史研究可以爲政策問題的複雜性及其跨越長時段

的變遷趨勢帶來整體性視角。」會計史學家瑪麗琳．柯林斯（Marilynn	 Collins）和羅伯特．布魯（Robert	

Bloom）認為，口述史「可被用來當做補充和釐清書面記錄的工具，或者能在沒有書面記錄的地方提供記錄。

」伊妮德·H·道格拉斯（Enid	H	Douglas）也注意到，書面記錄「無法反映關於特定政策決定的具有傳染性的

恐懼心理，口述史卻可以解釋許多決定背後的深層理由，以及決定前和決定時的互動所產生的心理反應。」

事實上，正如羅素．萊利（Russell	Riley）和埃爾達德．本．阿哈隆（Eldad	Ben	Aharon）等政策研究者所重

申，口述歷史的價值在於補充書面記錄，並協助研究人員確定書面記錄形成的原因和過程，幫助研究者確定哪

些檔該被更仔細地研究，提供一種獲取在紙面上無法捕獲的動態和關係細節的方法。

本書全景式展現「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最初創作者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動，並重點突出他們對一系列重

大歷史、現實問題的回答，試圖通過親身經歷的政治精英的不同視角，補充對鄧小平思想和「一國兩制」方針

的認識，也補充中國内地和香港的口述史空白。

《年華裏的初心：香港回歸與「一國兩制」重要親歷者訪談》也是「『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回顧、調適與展望研究項目」結項成果的一部分，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策略性公

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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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8日，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舉辦2020年作者對話講座。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歐洲研究中心

主任埃克爾特（Grzegorz	 Ekiert），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哈佛大學亨利．羅索夫斯基政府學講座教授裴宜

理教授（Elizabeth	 J.	 Perry）及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閻小駿博士應邀出席，分享《另一種統治之

道：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Ruling by Other Means: State-Mobilized Movements）（以下簡稱《另一種統

治之道》）一書的研究成果。該講座由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亞洲中心主任羅柏松教授（James	

Robson）主持。

《另一種統治之道》於2020年7月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不同於傳統的社會運動及抗爭政治的研究強

調社會運動對於國家的威脅，《另一種統治之道》展現了國家如何主動介入社會運動領域以實現特定的利益

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舉辦
《另一種統治之道：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著者線上對談

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主任羅柏松教授指出，《另一種統治之道》通過豐富的案例
為讀者提供理解社會運動的新視角，該書對於不斷變化的國家－社會關係的觀察

與解讀必然將引發學術界的關注和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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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目標。在作者對話講座中，三位編者就「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相關研究的現狀及重要意義展開了討論。

裴宜理教授指出，關於社會運動的研究很少以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作爲出發點。大多數情況下，國家在社會運

動中是一個「黑匣子」，而《另一種統治之道》則試圖打開這個「黑匣子」。

埃克爾特教授認為，現有抗爭政治的文獻主要集中在不同群體和組織是如何挑戰國家，而忽略了國家對於公

民社會及社會運動的滲透。

閻小駿博士認爲，雖然「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的術語較新，但歷史上不乏爲了實現特定目標而發動公民運

動的例子。鑒於世界各地政府介入社會運動的意願和能力的不斷增強，研究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意義重大。

羅柏松教授提出，《另一種統治之道》通過豐富的案例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理解社會運動的新視角。雖然「國

家動員的社會運動」相關研究仍處於探索的階段，但該書對於不斷變化的國家－社會關係的觀察與解讀必然

將引發學術界的關注和熱議。

受新冠疫情的影響，2020年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作者對話講座均以線上的方式與讀者見面。該講座每年精選並

推薦與亞洲研究相關的具有重要學術影響力的書籍，並邀請其作者進行深度分享，旨在為作者與讀者之間提

供一個深度互動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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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完成兩項全國港澳研究會委託研究課題

受全國港澳研究會委託，由本中心主持，來自香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及上海交通大
學的研究團隊對「一國兩制」理論以及「旋轉門」制度進行全面深入研究

2020年12月28日，由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承擔的的兩項全國港澳研究會港澳研究項目「鄧小平『一

國兩制』理論系統研究」與「政治人才『旋轉門』機制研究」順利完成結項工作。

在「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系統研究」項目中，研究團隊從「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所構建的政治制度本源

入手，回溯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思想的形成過程，解析「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原意，跟蹤分析和綜合

研究當前在特區政治中出現的新情況，思考如何進一步改善「一國兩制」構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旨

在為促進政學各界對「一國兩制」實踐中最新政治問題進行恆常性對話研商提供思路，並針對「一國兩制」

在新時期的調適，以及增強特區政府的適應性管治能力、改善中央與特區關係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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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人才『旋轉門』機制研究」項目中，研究團隊從「制度主義徑路」出發，研究分析了香港「旋轉

門」制度（Revolving-door	 Mechanism）的四個重要面向。首先，研究團隊站在政治理論的抽象視角，澄

清了「旋轉門」制度的基本原理。然後，研究團隊通過追溯香港「旋轉門」制度的歷史沿革，語境性地理解

這一制度的具體目標與實踐情況。此外，研究團隊還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公務員守則》等規範性文件進行全面而細緻的梳理，勾勒出香港「旋轉門」制

度的基本框架。最後，研究團隊在具體的制度缺陷進行縝密分析的基礎之上，提出了富有針對性的改革建

議。

兩項研究項目均受全國港澳研究會委託，由閻小駿博士帶領來自香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及上海交通大學

的研究團隊對「一國兩制」理論以及「旋轉門」制度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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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對方陷入思維定勢時，我們則應該更加開放」
——	在「新世代國際傳播高端論壇」上的發言

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號

努雷·維塔奇（Nury	Vittachi）1：

本小組的主題是「講述中國故事」。我每日都看各種報紙，而從這些報紙上似乎可以看到中國是世界的「壞

傢伙」。爲什麽中國被看作是世界的「壞傢伙」？對此可以做些什麽？我們如何糾正這個消極故事？

閻小駿：

在我看來，中國被認爲是世界的「壞傢伙」大略有三個原因。我用三個詞來形容：第一是因為差異

（Difference），第二是因為變化（Change），第三是因為未來（Future）。

關於第一點，中國在文化上和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迥異。中國在制度上也與西方有所差異，奉行不同的政

治、經濟、文化體制。而自然而然，人們總是害怕他們不熟悉的東西。

（左一：何超瓊女士；中：閻小駿博士；右一：努雷·維塔奇先生；

左方視頻，韓詠紅女士；右方視頻，李世默先生）

1		努雷·維塔奇（Nury	Vittachi），蜚聲文化總編輯、作家，本次論壇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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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是關於變化。正如李世默先生2	剛才所提到的，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在發生變化，中國人對自己的看

法也正在經歷相應的變化。這是人們	——	尤其是美國人	——	認為今天的中國與上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的中

國不同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今天的中國是他們未曾熟悉的存在。

第三點則是關於未來；亦即，我們中國未來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什麼？雖然尚存不確定性，但在大的趨勢背景

中已隱約可見中國可能是	21	世紀或	22	世紀的世界超級大國。人們擔心這一點，並且沒有習慣於這種對於未

來世界發展演變可能趨勢新看法及觀念。

因此，在我看來，政治和文化上的差異、中國當下不斷變化的力量以及中國未來在全球格局中的可能地位或

許是中國被認為是世界的「壞傢伙」的重要原因。

努雷·維塔奇（Nury	Vittachi）：

可以說，全球每個政府都在努力做同樣的事情。他們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消除貧困及以盡可能安全、廉潔的

2		李世默（Eric	X.	Li），觀察者網和成爲資本的創辦人，本次論壇的分享嘉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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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治理國家。他們都非常相似。那麼為什麼人們單單對中國的看法不同呢？

閻小駿：

不可否認，西方總存在這樣一些人，他們試圖在戰略上妖魔化中國，但我今天的討論不準備聚焦於他們身

上。我想談的是西方另一些對中國持批評態度的人	——	其中不少是我在西方媒體界的朋友，他們常常是就職

於非常主流的西方新聞機構。

這些朋友的思維方式中通常有兩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相信西方的體制是比任何非西方體制更好的體制；並

且他們希望其他文化能採納、遵循西方的方式與道路。他們認為，只要其他人變得越來越像他們，事情就會

在各個方面變得更好。這些朋友真誠希望與他人分享他們認為好的東西；這些東西讓他們感覺良好，而且是

由他們親身經歷而來。

還有另外一個要素；即，這些朋友他們不太熟悉異國情調的東西	——	例如對於像中國這樣徹頭徹尾的異域文

化，他們往往抱持懷疑態度。他們亦試圖改革、糾正和改善異域文化中那些與西方文化不甚符合的因素及狀

況。他們希望東西方兩種文化徑路會最終達到一致。

我認為，就個人層面而言，這些朋友的意圖或許是好的	——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亦是非常友善的人；但他們

立足於西方主流文化的立場，對如何應對非西方文化有著非常獨特的想法。我認為在國際傳播和講述中國故

事方面，這個群體應是我們與之交流的最重要受眾之一。

努雷·維塔奇（Nury	Vittachi）：

問題之一是世界主要新聞機構	——	如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	都來自西方，並在全球各地的媒體上佔

據國際新聞報導的主導地位。解決辦法是什麼？我們如何才能成功地向世界講述中國的真實故事？

閻小駿：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大家都在講述中國故事。有些人將其告訴給較小的受眾，有些人則面向較大的受眾群

體；但無論受眾群體大小如何，他們的重要性都是一致的。當我們講述中國故事時，重要的是我們要講一個

基於事實的、真實的故事，傳遞前後一致的訊息。我們的訊息必須一致。

我們以文雅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也相當重要。從大學開始，我就一直閱讀韓詠紅女士3	關於中國的報導。這些

報導寫作優美、又有充分事實根據。同樣，每個人都被李世默先生的TED演講所吸引，因為這些訊息是以一

3		韓詠紅，新加坡《聯合早報》副總編輯，本次論壇的分享嘉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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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文雅和令人愉快的方式被傳遞出來的。

再者，當我們試圖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時，它必須以一種交流的形式來完成。無論是交流還是講故事，它都

不應該是一條單行道，它應該是一條雙向的道路。我們應該大膽與國際受眾進行互相討論和對話。

努雷·維塔奇（Nury	Vittachi）：

我們都認識來自不同地方的媒體記者。正如好幾位嘉賓提到的一樣，他們並非壞人，只是陷入了一種特定的

心態。我們如何才能溫和地改善他們的心態而不被指責為給他們「洗腦」？

閻小駿：

對此，我亦沒有任何神奇的解決方案，但我認為至少有幾件事是我們可以做的。正如已故的周恩來總理所認

為的那樣，與持有不同觀點與立場的人打好交道很重要。通過培養彼此之間的友誼，人們會逐漸互相理解。

也有另外一些事情中國正在做	——	比如把外國朋友請到中國，讓他們對中國有自己的第一手實際經驗，畢竟

「百聞不如一見」。

最後，我想說，當對方陷入思維定勢時，我們則應該更加開放。我們應該對世界及世界上存在的不同觀

點及立場保持開放態度。這也是一種信息交換的途徑和交流方式的優化。正如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所說，「當他們走低級路線的時候，我們要有格調」（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林東蔚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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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爾特（Grzegorz Ekiert）、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與閻小駿（主編）（2020）。《另一種統治之道：

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陳君諾﹑林維峯與陳少威 （2020）。〈威權體制下

的精英議價及政策優次：習近平及胡錦濤領導下的中

國議題設定〉。《治理》。

國家如何從公民運動中獲取利益？傳統的社會運動與抗爭政治理

論認爲，民衆抗議的目的是代表被壓迫的群體，表達對社會的不

滿以及反抗政權及其他掌權者。然而該書研究發現，國家可能基

於各種各樣的動機而選擇利用及發展社會運動。該書通過大量詳

實的案例分析，解讀發生在世界各地不同歷史時期由國家動員的

社會運動，提出一種嶄新的「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理論，並展

如何理解威權體制下的不同的議程結果？本文假設在威權體制

下，相比在「強人」政治領袖統治下工作的官員，那些在更加偏

重精英合作的統治者領導下的官員更可能優先考慮特定領域內的

問題和較不願意打破現行政策。胡錦濤及習近平時期中國政府的

議程結果與這一假設相符。

期刊影響因子（2019）：2.899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784146		

https://doi.org/10.1111/gove.12543

示了國家可以通過組織公民集體活動來實現某些特定的目標和利益，增進了國際學術界對於威權體制下社會

運動、公民社會以及國家－社會關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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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諾與范世煒（2021）。〈威權體制中的阻力與管控〉。

《監管與治理》。

閻小駿與蘇墨涵（2021）。〈防範教育西方化的威

脅：中國及沙特阿拉伯關於文化安全的比較研究〉。

《當代中國期刊》。

民主國家在官僚過程中製造「阻力」，故意利用低效規程來緩解

權力過渡及信息不對稱對於領導人行使管控權的影響。那麼，在

權力更加集中的威權國家，統治者是否希望減少此類制度阻力？

答案是否定的。通過對中國政府的數據分析，本文認為，威權國

家不僅依靠中央集權對官僚進行管控，還會為了阻止官僚自下而

上的獨立行為而故意增加「阻力」。

近年，文化安全已成爲中國及沙特阿拉伯關於國家安全論述中最

關注的字眼。其中，海外留學被認為是顛覆文化以及意識形態的

渠道，威脅現行政權的權威。但與此同時，中國和沙特阿拉伯政

府又都積極鼓勵海外留學，並將其視為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

期刊影響因子（2019）：	2.345

期刊影響因子（2019）：	3.375

https://doi.org/10.1111/rego.12310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21.1884962

分。在過去二十年，中國及沙特阿拉伯的留學生遍及全球，是世界上出國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國家。作者通過

研究和比較中國和沙特阿拉伯對於海外留學的政策，分析兩國對於文化安全的構想與實現，從而探討海外留

學矛盾的地位及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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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小駿、陳瀚諭與李拉（2020）。〈中國企業式福利國家

是否是變相的產業政策？〉《第三世界季刊》41：4，603-

622。

在全球福利國家普遍面臨緊縮的潮流中，中國政府為什麼能夠在

過去十年中迅速而廣泛地增加社會福利的投資？作者在2014年至

2017年對中國西南某地級市進行了深入的田野調研，指出中國地

方政府的公共住房計劃其實是一種變相的發展主義產業政策，旨

期刊影響因子（2019）：1.754 

https://doi.org/10.1080/01436597.2019.1700790

在實現產業升級和改善動態效率。本文試圖探討中國地方政府作為社會福利最前線的提供者，其背後獨特的

激勵結構。作者認為，理解中國社會福利制度背後的動力有助於我們了解非傳統福利國家的不同形式以及其

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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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瀚諭博士（助理專職研究員）

陳瀚諭博士擁有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學位以及倫敦國王學院國際政治經

濟碩士學位。他於2021年加入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協助中心總監統籌研究及

行政工作。陳博士此前就職於Perrett	 Laver。他是2017－18年度香港大學「李嘉誠

獎」獲得者。「李嘉誠獎」是香港大學頒授於研究生的最高榮譽獎項。

林東蔚先生 （研究助理）

林東蔚先生於香港中文大學取得全球傳播文學碩士，之前他在廈門大學攻讀歷史學並

獲學士學位。他於2021年加入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助理。

梁允希小姐（研究助理）

梁允希小姐於美國維斯理書院獲得歷史及政治學士學位。她於2020年加入香港大學中

國制度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助理。

陳彥豐先生 （技術助理） 

陳彥豐先生於2020年加入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擔任技術助理。陳先生將於

2021年秋季前往美國杜克大學就讀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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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 – 2021年5月

2020年6月8日，中心召開「後國安法時代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研討會，來自內地和本港的專家學者參加

為期一天的閉門研討。來自本港國際知名律師事務所及投資銀行高層也參加了研討並發表意見。

2020年9月17日，國家新聞出版署公佈2020年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立項名單。《中國何以穩定：來自田野

的觀察與思考》（閻小駿著，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第1版）入選2020年「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

2020年9月26日，應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邀請，中心總監閻小駿博士出席「『一國兩制』和港區國安法：反思

與前景」線上圓桌會議。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教授主持圓桌會議。

2020年10月1日，中心創始捐贈人許榮茂先生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大紫荊勛章。10月7日，許榮茂先生在致

中心信函中表示，「將繼續關注和支持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的發展。希望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積極推動

中國制度和文化的傳播，幫助香港青年深入了解祖國，助力『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2021年1月13日，應察哈爾學會邀請，中心總監閻小駿博士出席「危機與機遇並存：變化的全球格局下中加

關係的重新定位」中加高層次線上閉門研討會。中國駐加拿大特命全權大使叢培武及加拿大駐華特命全權大

使鮑達民（Dominic	Barton）參加閉門研討。

2021年1月27日，應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邀請，中心總監閻小駿博士出席由該所主辦

的「香港治與亂：『國家安全法』後的香港」線上懇談會，由東京大學教授高原明生

主持。瀏覽對談全文請使用右方QR碼：

2021年4月，中華書局（香港）推出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叢書書系。該叢書首部書籍《年華裏的初

心：香港回歸與「一國兩制」重要親歷者訪談錄》與廣大讀者見面。

2021年5月31日，中心總監閻小駿博士應邀出席由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等聯合舉辦的「新世代國際傳播高端論

壇」並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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