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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雷根在 1980 年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勝選後其助理 Lyn Nofziger曾指出：「我

們要求閣員幫我們在行政體系中任用有能力的人……就我看來，任何支持雷根的

人就是有能力的人」(引自許立一，民 91：9)。 

英國文官管理準則(Civil Service Management Code)規定，文官的甄選應實施

公平、公開競爭的考試，依據功績原則進用，同時並強調，基於平等機會的政策，

平等的原則必須貫穿在整個甄補的過程，不得有任何基於年齡、身心障礙、性別、

婚姻狀況、性傾向、種族、膚色、國籍、人種、原始國籍或社區背景等因素而產

生的歧視1。 

民國 91 年 9月 15日政府改造委員會在第六次委員會議通過「有關政府人力

運用彈性化計劃方案」，其前言2指出，政府各階層人力的運用將改採多元化的彈

性任用管道，使得政府人力運用制度可以強化政策領導能力、遂行績效管理和建

立人力彈性組合，進而提供政府推動績效管理的良好環境。 

 

上述這三段話皆是有關政府人力雇用3(employment)政策的問題，但其間卻呈

現出不同的政策取向，雷根政府的文官選任充斥著政治考量。英國文官的取才，

顯然相當重視被雇用者的能力、專長，並強調公開競爭的精神，同時需貫徹平等

就業的政策。至於我國政府改造委員會的政府人力運用彈性化計劃方案，則隱含

有政治回應、效率的思考，並希望引借私部門人力資源管理模式，強化政府人力

運用的效率。 

從上述的內容來看，可以發現雇用政策本身即隱藏著不同價值預設。其實雇

用政策的偏好，會引導出不同的政策設計，而這種偏好，本身即是由執政者的價

值立場與時代的需求所趨使。因此雇用政策的內涵是由價值所引導的，掌握價值

                                                 
1 詳見文官管理準則 Section 1.1 and Section 2.1“。 
2 引自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Rid=7416(94/4/15) 
3 依我國現行法制習慣用語，名詞用「雇用」，動詞則用「僱用」，惟筆者經查閱「辭彙」，「僱」

同「雇」字，是以本文不論名詞或動詞形態，均書寫為「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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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與脈動，便能瞭解政策的底蘊與發展方向，這便是本文的基本立場，也是

寫作的基本邏輯，並希望透過文官雇用政策價值的探討，以做為我國文官雇用政

策改革的參考。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有關研究動機部分，將分成三個細項來說明，一是說明為何選擇從政策價值

的觀點來研究這個問題；二是說明為何選擇雇用政策為研究議題；三是說明為何

選擇以美英二國為研究對象。 

 

壹、為何從政策價值的觀點來進行研究 

 

就公共政策而言，價值便是政策的終極目標，如安全、平等、自由(Thacher 

and Rein, 2004: 460)，而價值最終必須反映在法律和政策裡，才能有效落實，這

也是為什麼價值不只是以哲學或意識形態陳述的原因。同樣的，公共人事政策的

價值是透過人事制度表現出來，這些制度經由法律、政策、規則、管制，和行為

而表現，以滿足人事管理上的功能。換句話說，經由價值的陳述，可以了解制度

的基本樣態，經由制度的探討，可以溯及價值的根基(Klingner and Nalbandian, 

1998: 6)。 

Harold Lasswell曾指出，政策科學的研究途徑，必須對政策所涉及的價值目

標有所釐清(引自丘昌泰，民 84：16)，William Dunn(1994: 307-309)也認為，對

於價值進行系統性、批判性的檢驗，是政策分析的基本要素。顯然，政策價值的

研究，是不可忽視的政策過程，文官政策亦不例外，在制定政策時，也必須就文

官制度的政策價值進行分析。 

政策價值涉及的層面很廣，Deborah Stone(1997)認為政策價值或目標包括

「公平、效率、安全、自由」，而 Dunn(1994: 282-289)則提出「效能、效率、合

適性、平等、回應性及適當性」等六個決策價值，許多人事行政的學者也提出不

同的看法。這些價值之間存在著相當程度的矛盾，但 Stone(1997)也認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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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身就是觀念、價值之爭，決策過程中的政治運作，最重要的便是各方人馬

在觀念上的爭鬥，也就是價值的論辨。因此公共政策的決定，本身便是一種價值

的選擇，在人事行政領域亦同，我們需不斷地做出抉擇，例如，我們是否該進用

一位身心障礙人員，或是進用一位身心健全者？我們該開除一位或幫助一個情緒

上有問題的員工？這些抉擇的背後便是政策價值的選擇，它代表的是政策期待的

結果與偏好，不同的政策價值立場，對於政策的要求會不同，透過政策價值的分

析，有助於我們了解政策底層的實際內涵。 

Montgomery Van Wart(1998：xvii-xviii)也認為，行政人員必須了解所持的價

值理念，無法認清價值及其優先性，會導致公務員之無效能。就文官體制而言，

政策內部的緊張關係，本身就是反應出文官政策價值的變動情形(Ingraham, 1995: 

xviii-xxi)，為瞭解政策的趨勢，必須掌握價值的脈動。 

其次，本文認為在政策設計的過程中，有必要先進行政策價值的定位，透過

政策價值的探討，釐清政策方向。畢竟當政策面臨多元價值或衝突價值的時候，

透過政策價值的澄清，是選擇政策目標，進行政策推薦、政策說服的最重要依據

(Dunn, 1994: 307)。換言之，政策價值的研究，可以指出政策存在的合法性與正

當性基礎，同時藉由揭露價值，也可以解釋行動者的政策意圖。 

再者，透過政策價值的研究，可以釐清與政策相關之人員、團體或者社會整

體的偏好，而文官政策亦反應出此一情形。例如，社會上的弱勢者，一般較偏好

社會公平的價值；現職文官則較偏好個人權利保障的價值，而官僚組織則重視效

率的價值。透過政策價值的研究，有利於了解不同人員、團體政策偏好，做為政

策制訂之參考。而且政策價值的研究，亦具有規範性質，可以協助政策制定者尋

求較佳的政策方案，解決實際問題。 

在這樣的邏輯思考下，本文認為想要了解文官制度的真正內涵，可以透過文

官政策價值的探討。 

 

 

 



 - 4 -

貳、為何選擇雇用政策為研究議題 

 

以文官制度的雇用政策做為研究的焦點，在於本文認為雇用政策居於整體文

官制度的起點與關鍵地位，不論是契約式用人、永業文官或者是政治性任命人

員，都由於雇用政策上的差異，連帶影響後續俸給、考績、退休、訓練等制度的

規劃。如果將雇用視為是組織的例行工作時，不啻忽略了雇用過程中的價值競

逐，而何者為雇用的適當標準、適當方法，也常是價值衝突的所在。 

Glynnis French(2001: 77-78)曾表示，公務員雇用體系的改革工作並非僅是達

成效能與效率而已，也涉及政府如何在社會中自我定位，以及如何治理的問題。

Carolyn Ban(2002: 166-167)也認為，不論公、私或非營利部門，雇用政策均是組

織中最重要的人事功能，雇用程序、方法的變遷，以及組織人力結構的調整等，

均反應出組織需求的改變。因此，雇用政策的改革，涉及公共服務核心價值的爭

論，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如能對於雇用政策的價值進行深入分析，當有助於

了解文官制度中的利益衝突，並可藉此尋找調和的方法。 

其次，雇用政策在政府人力資源管理上，可說是居於最重要的地位，它不僅

反應了政府取才所採用的價值立場，也由於公共職務被視為稀少性資源，如何配

置便涉及價值的選擇，而雇用政策要探討的便是職位如何分配的問題，也因此最

能突顯價值的衝突，不同的職位屬性、特徵有著不同的價值取捨，也隱藏著可能

的衝突。 

由於雇用政策的選擇，影響到政府整體人力的組成、素質，也反應了政府取

才所採用的價值立場，因此本文認為從雇用政策出發，最能清楚說明文官制度價

值的選擇與衝突。 

 

參、為何選擇美英二國為研究對象 

 

在說明了為何選擇雇用政策為研究標的之後，接續要說明為何選擇美英二國

的雇用政策為研究對象，主要理由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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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上雇用政策的差異 

美英二國在 1980 年代文官改革之前，其雇用政策有著相當不一樣的傳統。

在文官的來源上，美國在 1829 年 Andrew Jackson總統提出公職簡易說後，開始

強調公職的選任應來自社會各階層，這種特色延續至今，是以，美國的文官甄補

重視的是平等精神、普羅文化，認為政府的職位不論是那一層級，皆應開放給所

有合格者，文官的來源廣泛。至於英國社會一向是重視貴族化或階級化，文官多

來自於牛津、劍橋等名校之人文學科，尤其高級文官，且出身上流階級的比率相

當高，造成文官的菁英制色彩。 

在考試資格與雇用標準上，美國認為只要能夠通過公開競爭的考試過程即

可，應試資格限制極少，考試內容多屬實務性知識，而非學校的教育課程，取才

的對象以專才為主。英國文官考試的應試資格限制較多，考試內容以學校教育為

主，取才則為通才取向，並強調內升制。 

英美兩國雖有著迥異的雇用傳統，但近年來二國的文官改革卻呈現出相當一

致的偏好，包括分權化、彈性化的人事管理運作，高級文官的獨立建置等，可見

二國在文官改革上的趨同現象，此種趨同現象引起筆者的興趣，認為有必要對於

這二個國家的雇用政策進行深入探討，並透過各種指標來衡量其雇用政策的價值

轉向，包括文官職位的設計、文官數量的變化及雇用方法等。 

 

二、人事分類體制的差異 

人事分類體制可說是人事管理措施的基礎，透過人事分類體制的設計，可做

為後續甄補、考選、任用、俸給的依據，因此與雇用政策的影響甚大。傳統上美

國是以職位分類制為主，英國則偏向品位分類制，但近年來的改革，美國有朝向

品位制靠攏的趨勢，例如寬幅俸表(broad-band)、高級行政主管的設計等。相反

地，英國則注入職位分類制的專業精神，包括富爾頓(Fulton)委員會建議推動專

業化的文官，官級等級與職組的調整，核心專業能力的設計等，均偏向職位分類

制的色彩。筆者認為這種趨同現象與二國雇用政策的變革有關，亦值得進一步的

探討。我國在民國 76 年採兩制合一的新人事制度後，人事分類體制便呈現出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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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制度的樣態，而美英二國的變革，便是朝向此一趨勢，藉由瞭解其人事分類制

度變革的型態與運作，亦有助於我國人事體制變革之參考。 

 

三、在政府體制上的差異 

Fred Riggs(1994: 67-71)曾就政府體制的差異，對於文官制度的價值需求是否

產生影響進行研究，它認為內閣制國家與總統制國家在政治回應與效率價值的需

求、運作方式均有不同，而英美二國正是內閣制與總統制的代表。首先就效率的

價值來看，美國的總統制，由於權力的分立，常造成行政、立法、司法部門不一

致的政策，使公務員無所適從，形成對於效能、效率、回應性、代表性等價值的

互斥規範，這種設計，本質上是制衡的憲政設計使然，但卻不利於文官效率的提

升。相反的，英國在內閣制的設計下，不僅內閣比較能夠控制文官體系，文官也

比較有權，對於強有力的文官體系有較好的控制力，代表著政府行政更為有效(彭

錦鵬，民 90：89-91)，自然無需過度強調效率的價值，反而重視政治回應。我國

現行憲政體制同時包含著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精神，本文認為透過研究這二個不同

國家的發展，以比較其差異性，應有助於我國文官改革之參考。 

 

四、仿效的對象 

美國如從 1883 年制定文官法起算，英國自 1854 年諾斯寇特(Stanfford 

Northcote)脫拉維揚(Charles Trevelyan)提出的改革報告起算，二國現代文官體制

的建立均已有一百餘年的歷史，而近年二國的文官改革幅度相當大，且引起許多

國家的仿效(如紐西蘭、澳洲)，我國文官改革也常以美英為學習對象，例如民國

56 年推行職位分類制，現階段政府改造委員會擬推動建置新的高級文官職位制

度等均是例證，爰有必要對這二國進行深入的探討。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文官制度的政策價值，學者間的看法未盡一致，首先就一般性的觀點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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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Klingner and John Nalbandian(1998: 3-4)曾提出公部門人事管理主要包括

四種價值，這四種價值分別是政治回應、組織效率與效能、個人權利及社會公平。

其次，Dennis Riley(2002)從效能、責任及公平等三項價值來探討文官制度的價

值，其中責任的價值尚包括三個意涵，分別是回應、倫理及課責。 

如就各國文官制度的實際發展而言，Robert Elliott(1985)研究美國文官制度

的歷史之後，提出十四項價值4，他認為不同時間重視的價值有所不同，而且先

後出現的價值常有相互衝突的情形，如功績價值與分贓制之間的矛盾。Anna 

Marie Schuh(2000: 164-168)則以文官制度重大歷史事件為期，分析美國文官制度

的價值，他認為美國文官制度便是在行政控制(executive control)、政治回應、代

表性與中立能力等價值間的轉換。美國聯邦政府功績制保護委員會(Merit System 

Protection Board ，簡稱MSPB)在 2002 年也曾提出文官服務的核心價值，包括「能

力、公開、公平、多元化、中立、公共利益、效能及效率」(MSPB, 2002: Appendix 

B)。至於英國學者對於該國文官制度政策價值的描述也不相同，Robert 

Pyper(1995: 12)認為英國文官制度的主要理念是永業、中立與部長責任制。Colin 

Pilkington(1999: 44-46 )則提出永業與穩定性、政治中立、匿名性的主張。 

除此之外，如純從甄補的角度而言，Dennis L. Dresang(2002: 10)提出文官甄

補的四項價值，包括選舉政治、人事專業主義、員工保障、社會代表性。在此要

說明的是，文官制度的政策價值，是否等同於雇用政策的價值呢？本文認為，文

官制度的價值理念，居於文官制度的核心，這些價值理念必須透過實際的法律或

政策加以落實，因此這些理念會貫通在不同的政策中，如雇用、俸給、考績等政

策中。至於雇用政策的價值，居於較下位的概念，未必適用於其他的文官政策中。

是以，本文認為引用文官制度的價值來探討雇用政策是合理的。 

前已提及，美英兩國在雇用政策上有著相當不一樣的傳統，包括取才的標

準、考試的內容、文官的來源等，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對於這二個國家的雇用

政策進行深入探討，並透過各種指標來衡量其雇用政策的價值轉向，包括文官職

                                                 
4Elliott所指的十四種價值包括分贓制、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功績價值、保障主義、政治中立、

理性主義、效率、行政領導、政治回應、公平、社會代表性、專業主義，本文在第二章將詳細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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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設計、文官數量的變化及雇用方法等，同時並說明近年美英二國政策的價值

偏好。 

前述關於文官制度政策價值的理論，雖然學者間的說法不同，但亦有其相通

之處，例如效率、代表性等價值，即為多數學者所認可，但無可諱言的，不同價

值之間常會發生衝突的情形，如 Riley(2002: 3)便認為，回應與效率的價值，在

政策常呈現相反的方向，一個符合回應性的政策，常是無效率的。Levine、Peters 

and Thompson(1991: 331)也認為，不同的人事價值之間存在著衝突，而執政者必

須在各個人事政策中平衡這些競爭價值，現實的情況中，不同的人事機構，由於

政策目標的差異，價值立場也就有所不同，例如聯邦人事管理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簡稱 OPM)、功績制保護委員會、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簡稱 EEOC)，便分別有著效率與政

治回應、功績、社會公平的價值目標。面對這些價值的衝突，是否有調和的可能，

執政者應如何在價值衝突的前提進行決策，以平衡各項價值，應該是文官雇用政

策應該深入思考的課題。陳金貴(民 85：19)也曾指出，美國文官制度的改變通常

是回應變遷中的政治價值，如何使文官制度在政治與行政間取得平衡，是美國文

官制度最重要的問題。基於上述的觀點，本文在後半段將透過辯證法，就雇用政

策的各項價值進行分析，以提供一個思考的架構與邏輯，俾我國在修正文官雇用

政策時的參考。 

綜合上述的說明及配合本研究動機，提出本研究的問題如下： 

問題一：文官制度雇用政策有那些價值？意涵為何？這些價值在人事管理及雇用

政策上的具體應用情形如何？有那些指標適合說明雇用政策的價值變

遷呢？  

問題二：透過雇用政策變革的指標，探討美英二國在文官制度雇用政策的歷史演

進，並說明在近年政府再造風潮下，現階段雇用政策的價值偏好。 

問題三：雇用政策的各種價值之間，存在何種衝突與矛盾？應透過何種方式理

解，衝突的價值之間是否有調和的可能？又應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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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制度與政策價值 
 

經由研究動機與問題的論述，可以發現本文欲探討的基礎工作是制度與政策

價值的關係，本節即是要說明這一個主題，並進一步探討制度呈現價值的方式。

第二個部分則要說明制度為何變遷，是執政者的理念或環境的趨使。 

 

壹、制度與價值的關係 

 

有關制度與價值的關係，新制度主義有相當多的探討，一般說來，新制度主

義區分成三個學派，一是理性選擇學派，二是組織理論學派或社會學派，三是歷

史制度主義學派。何謂制度呢？理性選擇學派認為制度是一種規則，凡是規範人

類活動的規則就是制度(王躍生，民 86：9-10)，組織理論學派認為，制度是一種

視為理所當然的文化、規範等，至於歷史制度主義者，對於制度的定義較為寬廣，

制度包括正式的法律規則，以及非正式的社會秩序，如傳統、習慣、道德與行為

規範。儘管新制度論各學派存在著歧異，然而所有的新制度論學者都能接受的基

本因果關係是「制度影響行為」。新制度論主張人類的政治、經濟或社會行為，

是受到所處制度的影響。 

在價值與制度的關係上，歷史制度主義認為價值形塑制度，而制度長期的運

作結果，會影響大眾的偏好與想法，多數大眾的偏好又成為主流的價值取向，亦

即由於偏好的改變，造成需求的改變，進一步帶來價值的轉移。制度並不會自發

產生，它反映的是偏好價值所帶來的結果，我們可以說，在價值與制度的關係上，

價值是自變項，而制度是依變項，在因果關係上有其前後次序(Uslaner, 1998: 

101-103)，本文採取這個學派的基本預設，同意價值影響制度，價值的轉變，會

帶來制度的變遷。 

至於制度呈現價值的方式有那些呢？新制度主義者認為制度包括正式的與

非正式的二種，所謂正式的制度是指憲法、法律、行政命令等具有強制力的制度，

而非正式的制度指的是習慣、文化等，雖然不具強制力，但其規範性不必然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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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制度低。本研究重視的是正式的制度，第一節已說明價值最終是反映在法律

和政策裡，亦即價值是透過人事制度而表現。我們認為人事制度呈現價值的方

式，大體有下列幾種方式： 

 

一、憲法或法律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便是依法行政，是以經由人民選舉出來的代表制定

法律，交由行政部門據以執行，是民主國家的基本運作。但這種運作在英美兩種

不同的憲政體制下，表現出不同的特質。英國由於行政權與立法權的合一，法律

的制定過程比較容易，責任也比較清楚。美國則由於總統制的設計，總統與國會

的多數黨常分屬不同政黨，此時法律的制定過程相對艱辛，政策的成敗責任也比

較不易釐清。經由立法的方式來影響制度的發展，其影響層面最深遠，影響的效

力也最顯著的。以美國 1883 年制定文官法為例，它建立了以功績原則為基礎的

文官制度，施行迄今已百餘年，功績原則仍是美國文官制度的最基本也最重要的

規範。 

 

二、行政命令 

採用行政命令的方式，主要的原因是由於行政事務日趨複雜，立法機關失去

立法的能力，必須交由行政部門以裁量權的行使，來彌補立法的空隙，但行政權

力的運作，只是填補立法釋出的權力，無法獨佔政策功能，因此其影響層面及持

久性均不如立法的方式。這一個方式，在英美兩國也有著不同的發展情形，英國

的文官制度，常以樞密院令的方式規範，如 1995 年的文官樞密院令，將人事管

理的權責大幅度地授予各部會及政署，1996 年的文官管理準則，並進一步授權，

目前英國文官制度主要是由行政命令加以規範。至於美國，行政命令影響文官制

度的情形則不如英國，在總統制的體制下，總統與國會多數黨常分屬不同政黨，

法律的制定與修正不易，總統要推動人事管理改革，常必須透過行政命令的方

式，例如 1930 年代的新政與 1993 年的國家績效評估計畫(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NPR)，但採用行政命令的方式，常常發生在主政者下台後影響力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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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退的情形。 

 

三、法院判決 

從美國文官制度發展來看，社會公平的價值，受到法院判決的影響很深，尤

其 1964 年民權法通過後，最高法院開始支持社會公平的價值，因而強化了弱勢

優惠行動方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推行，使得社會公平的價值深刻地置入文官制

度中。再者，文官個人權利的保障，也要透過法院的判決來加以維護，例如正當

法律程序，以避免個人權利受不當侵犯。 

 

四、重要政策宣示或官方文件 

1854 年英國的諾斯考特和崔維萊恩兩人提出《常任文官組織報告書》，建

立了公開競爭的考選制度，1968 年富爾頓委員會的報告，推動了專業取向的文

官改革，1988 年由效率小組提出的續階計畫，推動成立政署，並授權政署有極

大的人事管理權，彈性、分權成為文官管理的主軸，使得英國文官走向分裂化的

現象。至於美國，1937 年 Brownlow委員會的報告，強調行政領導的重要性，於

是將文官體系的價值，由中立能力逐漸轉向為行政控制、政治回應。除此之外，

官方的報告書、統計資料，亦是呈現政策偏好的主要方式，透過官方正式的宣達，

使文官瞭解政策的價值取向，以利於政策推動。 

 

在說明了制度呈現價值的四種方式之後，我們要先指出，本文後續有關美英

二國雇用政策的探討，主要即以上述四種方式所表現的內容為主。 

 

貳、制度變遷與價值 

 

前面說明了價值的轉移帶來制度的變遷，但價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歷史主

義制度論者認為社會經濟等外在環境的變遷，以及不同理念趨使，是制度變遷的

主要原因，也就是環境與理念的因素，對於大眾偏好產生影響，進而產生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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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帶來了制度的變遷。簡單來說，就是價值的形成受到環境與理念二項因素

的影響。這個部分要說明的便是美英二國在近年文官改革所面臨的環境因素與所

秉持的理念，藉此推論二國在近年雇用政策變革的價值偏好，隨後再透過第三、

四章實際的例子，驗證現階段的推論。 

 

一、環境因素 

根據 Gerald Caiden(1991)、Guy Peters(1996)等人的研究，行政體系需要革新

的主要理由，係因政府面對劇變的外在環境和日益增加的公民需求，從而擴張政

府規模與職能以求因應，但擴張後的官僚體系在管理效率與效能上並未顯著提

昇，預算的支出與財政的負擔卻日益沈重，使得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日趨式微。 

以上這一段話具體指出八十年代政府再造的內部因素，即政府的擴張，造成

財政危機，擴張後的政府無法有效管理，形成管理危機，或稱治理的危機，這二

項危機又進一步演變成政府的信任危機。孫本初(民 92：195)亦曾提出類似的觀

點，他認為當代民主政體下的政府組織，大多陷溺於「預算赤字」、「績效赤字」

與「信任赤字」，政府再造的推動，便是為了解決這些赤字問題。至於改革的外

部因素，近年來世界各國面臨的共同環境因素包括全球化的挑戰、資訊科技的進

步帶來的改變等，這些都成為影響政府推動行政革新的理由。以下我們將分就財

政危機、管理危機、全球化、資訊科技的影響等四項因素加以說明。 

(一)財政危機 

1980 年代的改革，常源自於政府的財政問題，而財政的負擔，主要來自於

政府的規模，規模過於龐大所引發的財政問題，已成為人民不信任政府的主要原

因之一，因此小而能政府的追求，便成為許多國家行政改革的目標。各國政府為

紓解財政危機，普遍的作法是進行組織重整與裁員，減少政府支出，縮小組織與

文官的規模，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即指出，運用替代性組織或機制來提

供公共服務，以及增加雇用的彈性，是文官雇用的趨勢，這也是美英二國文官雇

用政策的趨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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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策價值定位而言，精簡及配套採取的契約用人，主要是成本的考量，但

也強調政府的績效管理，畢竟在層層的功績原則保障之下，要使一位績效不佳的

永業文官去職並非易事。 

(二)管理危機 

某種程度上而言，管理危機也是財政危機所引發的，因為政府無力解決龐大

的財政赤字，代表著政府的無能，這不只是財政的問題，也是管理的問題。Jon 

Pierre and B. Guy Peters(2000: 52)曾表示，新型治理的興起，原因在於國家能力

的衰退，尤其面臨日益複雜及快速演變的政策問題，臃腫的官僚體系存在不可治

理的毛病，反而愈顯得其能力的不足。 

管理危機可分二個層面來談，一是官僚制度的僵化，使得管理者欠缺經營管

理的手段與能力，二是文官欠缺競爭力。首先就官僚制度的僵化而言，公務體系

的運作過程，在層級節制的設計下，常是僵化或遲緩的，而法令嚴密的束縛，也

使得它的行動緩慢、缺乏彈性，無法面對快速變遷的環境。英國柴契爾首相上任

後，即曾對於文官體系的無效率表示厭惡。美國功績制保護委員會在 2002 年的

研究報告指出，聯邦政府面臨著四大危機，其中之一便是管理能力的問題，在僵

化的科層體制中，如管理者缺乏有效管理部屬的能力、工具、資源，或是有效激

勵員工，往往無法有效管理員工，進而導致績效的問題(MSPB, 2002)。 

第二個部分是文官欠缺競爭力，傳統文官體系是穩定的，它代表著文官習於

安逸且偏好終身雇用，這種穩定性有其優點，如組織記憶容易保存、傳承等，但

永業、穩定的特性，在快速變遷的時代裡，反而成為競爭力低落的主要原因。這

是因為傳統的官僚體制假定，由基層甄補員工，立意在於公職是必須通過公務生

涯的訓練始能勝任，並意味著同輩人員在公職生涯結束前，應有相似的晉升，所

以公務員如能永續服務，均可晉升至相當職位，且主要是依年資晉升。但依年資

晉升的制度在強調績效的環境中，反而顯得格格不入，當文官體系缺乏有效的績

效評量時，對於真正績優者，是一種相對地不公平，可能導致反淘汰的情形，長

久下來，文官的競爭力便日趨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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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策價值上來看，管理危機除了是資源運用的效率問題之外，本質上也是

一種回應性的問題，管理不當代表的是政府的施政無法符合民眾的期待。面對管

理危機，各國的方法大多增加管理措施的彈性，與強化對於官僚體系的控制等，

管理措施的彈性化，主要是為了提升效率，但日益增加的管理彈性，也代表個人

權利的保障可能被剝奪，至於控制文官體系，可說是屬於政治回應的價值。因此

從價值層面而言，管理的危機導致效率與政治回應價值的強調，個人權利的弱化。 

(三)全球化 

全球化代表著全世界更密切的互動，其特徵之一即是國家主權受到淡化，內

部的權威下降，對社會的掌控力逐漸減弱，同時國內的控制工具，如法規、管制

等，其效能日益衰退。因此，分權、權力的適度轉移已是全球化的時代必然的趨

勢。這種分權的趨勢，Pierre及 Peters(2000: 77)將它分成三種，一、權力向上移

轉：將國家的權威轉移至國際組織，如 WTO。二、權力向下移轉：主要是基於

授能(empowering)的考量，將權力移轉至區域、城市，由中央到地方，由主管部

會到所屬機關，希望各單位有能力及時因應環境的變化。三、權力向外移轉：主

要是轉移至非政府組織，或推動公司化、民營化，政府負責掌舵而非操槳，政府

業務可進行去任務化、委外化、民營化等作法。 

不論那一種形式的權力轉移，都造成國家任務與國家主權的衰退，有可能變

成「最小國家」市場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詹中原，民 90)。可見全球化帶來治理

上的影響，是更朝向市場規則的方向前進。 

全球化同時也使得多元化(diversity)管理的發展更進一步，從消極面而言，

多元化管理是為了避免因文化、民族、宗教的隔閡所引起的衝突。但從積極面而

言，多元化管理是為了更有效管理異質性高的員工，並透過員工的多元背景，積

極開拓不同的市場，從人力資源管理發展的歷史來看，多元化管理可說是從平等

就業機會、弱勢優惠行動方案演變而來。MSPB 在 2002 年提出新的公共服務價

值，雖然仍保留公平(fair)的價值，但其意涵僅涵蓋平等就業，以塑造無歧視環境

為主，而不包括弱勢優惠行動方案，令人注意的是，MSPB 列了多元化的價值，

並表示多元化是為了確保聯邦政府工作力與其服務的對象，具有相同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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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PB, 2002: appendix b)。顯然，多元化管理的價值，已逐漸取代平等就業、弱

勢優惠行動方案，成為實踐社會公平的主要手段。 

綜上所述，全球化增強了市場競爭的壓力、分權的趨勢、多元化管理的進一

步發展等，其中有關市場化、分權化的走向，在價值定位上的是一種為了提升效

率、效能的思考，至於多元化管理，本質上乃是為了提高組織的競爭力，進而繼

續維持生存與發展的管理效率邏輯。 

(四)資訊科技的進步 

公共組織長期以來給人一種浪費、效率不彰的負面印象，而資訊科技的進

步，帶來官僚體系的運作模式、工作流程的大幅改變。各國政府在進行改造的過

程中，均相當重視科技發展帶來的影響，看重網路對於資訊傳遞、行政效率的正

面幫助，使政府能更富有彈性與反應性。 

資訊科技的進步，引進了電子化政府建立，而電子化政府相當程度地改變了

官僚體系的工作流程、服務的方式與型態，民眾希望透過資訊科技得到更高品質

的服務，造成政府在提供服務的效率上必須不斷提高，它雖然帶來了效率的提

高，但同時也進一步要求更高的效率與服務品質。顯然，從價值定位而言，資訊

科技的影響同樣是效率的思考。當然，資訊科技的發展，在某種層面上，也可能

進一步促進社會公平的達成，如網路上的資訊人人皆可公平獲得，網路社會沒有

性別、年齡之分，自然不會有歧視的問題，只是透過資訊科技的發展，在人力資

源領域，來塑造公平、無歧視環境的議題，似乎並未受到重視。 

 

二、理念因素 

政策價值的改變，除了來自於環境的要求之外，亦有其理念依據，前面提及

英美文官改革的背景因素，包括財政危機、管理危機、全球化的挑戰等，為解決

這些問題，新右派的學者認為政府有限，應與市場共治，於是提出市場機制的改

革模式，強調企業所重視的效率、品質、反應力等。新右派的主張，在各國的用

語不一，如美國稱之為企業精神政府、在英國則以管理者主義(managerialism)名

之，另外，如後官僚體制模式、以市場導向的公共行政等，名詞雖有差異，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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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上 ， 以 新 公 共 管 理 稱 之 最 為 普 遍 。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簡 稱

OECD)(1995: 7-8)在《轉變中的治理：OECD國家的公共管理改革》報告中指出，

新公共管理已成為 OECD國家公共管理改革的共同議程，其特徵是：強調效率、

效能與品質；由集權、層級節制式的組織，轉變為分權的型態；更常運用契約、

更多參與、更多裁量的關係模式。 

新公共管理在政府施政能力不佳、行政效率普遍受質疑的時代出現，主要便

是為解決政府面臨的財政問題、管理問題。因此，新公共管理是以管理主義和經

濟學理論為基礎，經濟學理論又包括公共選擇理論、代理人理論和交易成本經濟

理論(Hood, 1991: 5)。分別介紹如下： 

(一)管理主義 

新公共管理強調一般管理的理論，認為公私部門的管理不存在本質上的區

別，所以公共行政所運用的知識和工具，可以完全師法企業，而在管理方式和效

率上，由於私營部門更勝公部門一籌，因而，新公共管理提倡用私部門的管理方

式來改造政府組織。 

David Farnham和Sylvia Horton(1996: 41)認為管理主義自1980年代開始盛行

於英國，由於在市場及政治壓力的雙重驅動下，政府部門必須引進私部門的管理

技術來提升服務的品質與效率，否則即有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英國在推動管理主

義的作法上，核心本質是效率、效能與經濟的概念，具體作法包括引進私部門的

管理技術，並運用資訊管理系統，提升管理的效率；在政府內部創造市場的競爭

機制，讓文官具有成本觀念；透過預算與人力的精簡，減少公共支出；改採分權

化管理方式，透過彈性自由的規定，使各機關得以及時回應民眾的需求；改採目

標導向、結果導向的管理文化，摒棄程序主義等。整體而言，管理主義對於文官

政策價值的影響，主要仍是效率考量。 

(二)經濟學理論： 

新公共管理所引介的經濟學理論包括公共選擇理論、代理人理論和交易成本

經濟理論，分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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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理人理論：Kathleen M. Eisenhardt(1989: 58)曾指出，委託人和代理人

之間的契約關係乃是代理人理論的基本分析單位，因此如何尋得一最有

效的契約來治理兩造的關係便是理論重點。代理人理論應用至公部門

時，產生二個問題，一是代理的關係複雜化，由於民主政治多透過代議

政府行之，在代議制之下，誰才是真正的委託人與代理人會產生混淆。

政府部門為了簡化代理問題，於是採用契約方式，將代理關係外部化，

使得原本是人民與政府間的代理關係，轉變成類似於私部門的代理關

係。這種影響本質上也是效率取向的，例如將原本屬於政府的業務，經

由簽約外包給民間機構代理執行。其次，由於契約精神的引進，文官不

再具有永業的保障，就個人權利而言，可說是弱化。從上面的說明，可

知代理人理論對於文官改革的影響包括契約精神的引進，並使得政府規

模的縮小。 

2. 公共選擇理論：公共選擇理論認為理想的公共行政應該符合最小國家的

角色，國家機關僅需維護社會安全即可，應該讓私部門的市場機制發揮

資源配置的功能。他們認為競爭、自由選擇的觀念，有助於提升組織績

效，並符合民主行政的主張。因此，公共選擇理論對於文官改革的影響，

包括縮小公共組織的規模、降低政府的角色與支出、引進市場競爭的精

神等。這種強調減少支出，提升施政成效的考量，顯然也是效率的。 

3. 交易成本理論：交易成本理論的重點在於思考那些制度的安排適合於治

理那些特定的契約關係，如此方能節省交易成本。它對於文官改革的最

重要影響便是賦予文官成本意識的觀念，這個理論提供了何時採市場規

則，何時採科層體制的的最佳選擇。這種成本至上的觀念，仍偏向於效

率價值。 

 

綜合而言，美英文官改革的環境因素與理念因素，均相當強調效率。也因此，

我們可以預測美英二國在實務上雇用政策的變革，也是以效率為主要追求的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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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所謂研究途徑乃是介於概念架構與事實間的操作途徑，它指涉選擇問題或資

料之準則。簡單來說，它代表研究者為探討問題本質及處理問題所採用的分析性

架構。至於研究方法則指蒐集及處理資料之技術(易君博，民國 73︰98)。公共行

政的研究途徑有多重選擇。本文選擇從政策價值的途徑認識文官制度雇用政策的

走向，是因為政策研究比較重視其目標、價值，藉由這一種研究，較能揭露政策

背後隱藏的價值取向，有助於解釋行動者的政策意圖，同時經由舉出相抗衡、對

立的價值，可增加分析的正確性。 

政策價值的觀點，對照傳統人事制度的研究，是從靜態的法規研究，轉而強

調法令規章的動態發展與趨向，以瞭解時代之背景、法律制度之目的性及其間之

相互影響。除了以政策價值做為處理本文各項問題的分析性架構外，本文兼採取

比較研究途徑，就英美兩國雇用政策變革進行比較研究，以做為處理我國相同政

策問題的參考。 

在研究方法上，雖然本文在內容上探討了美英二國雇用政策的實務運作，並

引用許多數據，但本文仍偏向於規範性論文的寫作，在方法上採取的是文獻分析

法，就有關公部門人事行政學的書刊進行閱讀了解，其中包括學術著作、官方及

第三部門的研究報告，官方的研究報告，在美國部分主要來源是美國聯邦人事管

理局、功績制保護委員會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及會計總署5(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的研究。在英國，主要是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文官委員(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s)及相關組織的研究，第三部門的資料主要為 OECD的研究報告，

並有些許資料來自於世界銀行的研究。 

 

 

 

                                                 
5 會計總署於 2004 年 7月 7日更名為政府課責總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以正確反
應 該 機 關 的 現 代 職 責 ， 惟 仍 維 持 GAO 之 簡 稱 。

(http://www.gao.gov/about/namechange.html)(2005/5/30) 



 - 19 -

第五節  研究範圍 

 

本文所要研究的範圍說明如下： 

一、文官制度所涉及的政策層面相當廣泛，本文選擇以雇用政策為核心，主要是

認為雇用政策涉及職位的分配，最能彰顯價值的衝突面，其他如俸給、考績

等，則非在本文討論之列。有關雇用政策要探討的內容如下： 

(一)雇用關係：雇用政策的改變最直接的影響便是雇用關係，雇用關係影響

到文官的法律地位、身分保障權等。官僚體系傳統的雇用關係，文官具

有久任保障，非經法定理由及程序不得任意免職，這樣的關係維持了官

僚體系的穩定性，而政府與文官之間建立在信任的社會契約上。但這種

常業穩定的組織模型逐漸遭受到攻擊，誠如 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所指出，新興的人事制度是一種替代型態的政府與彈

性的雇用關係，政府與文官之間逐漸走向交易型態的契約關係，

OECD(2001)研究其會員國文官雇用地位後，發現公部門的雇用關係正

向私部門靠攏，因此，雇用關係將是本文討論的重點之一。 

(二)人事分類制度與職位的設計：人事分類體制與職位的設計，均反應著某

種價值偏好，不同的分類制度影響著雇用標準的決定，而不同職位的設

計與數量的變化，也會影響價值的走向，此一部分亦將是討論的重點。 

(三)雇用的過程：從過程來看，雇用政策涉及的範圍極廣，凡是與雇用決策

相關的程序都包括在內，如申請資格的決定、經歷審查、書面測驗、口

試以及試用期間的績效評估等，它不只是包括人員的甄補和任用過程，

它還包括留用、升遷、離職或解雇、績效評估及訓練決定等，因為每當

雇用某一人而排除其他人時，都是一種選擇決定。本文最主要是針對雇

用過程的甄補(recruitment)、選才(selection)及任用(appointment)來探

討，包括甄選的方法、選才的標準、任用的型態。 

二、有關政策價值部分，主要為文官制度的政策價值，不包括其他如國防政策、

社會福利政策的價值，理論內涵除了文官制度的一般性研究外，也包括以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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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策為主的理論探討。 

三、有關美英文官制度的發展，美國自立國起的文官歷史，已有相關文獻的探討

(Van Riper , 1958; Ingraham, 1995; Schultz and Maranto, 1998)，迄今已二百餘

年，英國則自 1854 年諾斯寇特及脫拉維揚的報告之後，始有真正的文官制

度可言，相關文獻亦相當多(Pyper, 1995; Fry, 1995; Pilkington, 1999; Butler, 

1993)。這二個國家雇用政策的發展，並非一朝一夕完成，而是在歷史的長

河中逐步演變，但由於筆者無法窮盡文官歷史的所有過程，必須要有所取

捨，本文主要是以對於雇用政策的影響為標準，同時以 1980 年代世界各國

政府改造的風潮為主要討論範圍，有關美國的部分，以 1978 年文官改革法

之後為主，英國則以 1979 年保守黨執政之後為主，說明此一時期之後文官

雇用政策價值的偏好。至於其他西方國家，如加拿大、澳洲、紐西蘭等國的

情形，在文中偶用之，以為輔證的說明。 

四、本文討論的焦點為常任文官，不包括政務官，惟相當於文官階層之政治性任

命人員，如美國 C 俸表人員、高級行政主管職亦包括在內，在國內即指類

似於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之人員。 

五、人事政策改革的方向，反映的是改革者所追求的價值理念，然而由於政府人

事政策改革的利害關係者並非單一，每個關係者對於改革方向或有差異，因

此，人事政策的改革內容很容易變成是多元價值相互競爭與選擇的過程(施

能傑，民 84：25)。由於立場不同，對於政策意圖便會有不同的解讀，例如，

分權、彈性對於個別組織或公務員而言，未必有利，但對政府而言，卻是改

革的重要方向。為免不同立場的差異，造成本論文解讀上的困擾，本文擬由

政府部門的立場出發，而非由文官、或其他社會組織的角度。文末之研究建

議，主要也是提供政府文官改革之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