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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官制度雇用的四大政策價值理論 

 

本章將分成六節來說明，第一節首先歸納學者的觀點，整合出文官制度雇用

的四大政策價值，經整理後包括效率、政治回應、社會公平及個人權利等四項價

值，並以此四項價值做為後續討論的基礎。第二節至第五節則分別探討效率、政

治回應、社會公平及個人權利價值的意義、在人事管理領域與雇用政策上的應用

情形。第六節則為本章結語，針對本章的內容進行歸納。 

 

第一節  文官制度之政策價值 

 

從哲學的觀念來看，價值所指涉的是一套判斷事物的標準或原則，而非指事

物的本身。價值相對於具體的事物而言，是一個抽象的概念，定義不易，但一般

人卻經常使用這個名詞，顯然它並不難理解，但要精確地界定它也有困難。行政

學者 John Rohr(1989：73-74)從行政學的發展來說明價值的意義，他認為價值是

經由歷代的人民經年累月所形成，並為多數人所抱持的主流信念、情感與原則。

例如，自由、民主的價值，即是美國人民所抱持的主流信念，這些信念為公務人

員所遵守，並誓願加以服膺。從這個角度來看，可以知道政策的價值並非某一時

點所形成，而是經過長時間的演進之後，為多數人所接受的信念。文官政策亦同，

是以有關雇用政策價值的論述，也必須從歷史的系絡來找尋定位。 

本文在第一章已說明了為何選擇以政策價值的觀點來研究，本節不再重複。

要先說明的是，一般公共行政的學者，在探討文官制度的政策價值時，除少數學

者(如 Dennis L. Dresang)外，較少單獨討論雇用政策的價值取向，而是就整體人

事行政的價值來探討，畢竟雇用政策只是人事行政的一環，而人事行政的各項價

值也必須落實到具體政策中方能彰顯。是以本文後續有關學者對於人事行政價值

的探討，也依循此種學術上的研究傾向，只是本研究的焦點將置於雇用政策上，

亦即探討這些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意涵與具體操作。以下將就學者對於人事制度

政策價值的觀點加以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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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相關學者論述 

 

以下我們整理了美英二國若干學者對於文官制度政策價值的看法，說明如

下。 

 

一、Klingner and Nalbandian 

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3-4)認為公共人事管理可以被視為一種經常衝

突的四種基本社會價值，彼此持續互動的現象，這四種價值分別是政治回應、組

織效率與效能、社會公平與個人權利，這些價值並透過對應的人事制度來實踐，

以滿足人事上的各種功能1。這四種價值及其對應的人事制度如表 2-1。 

 

表 2-1  人事政策價值及其對應的人事制度 

人事政策價值 對應的人事制度 

政治回應 政治體系 

組織效率與效能 文官制度 

社會公平 弱勢優惠行動方案 

個人權利 集體協商 

資料來源：依據 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 3-4)後自繪。 

 

政治回應價值對應的人事制度是政治體系，此一體系的用人特徵是政治恩

惠，採取分贓的立場，以美國為例，在 1883 年文官法通過前，分贓制所涵蓋的

範圍幾乎包括所有公職，但文官法通過後，主要指涉的對象縮小為政治性任命官

員，及參與政策過程之高級文官。組織效率與效能的價值對應的人事制度為文官

制度，其用人的特徵是功績取向，即用人唯才，這也是文官法建立功績原則的原

始精神。社會公平價值對應的制度是弱勢優惠行動方案(affirmative action)，此一

                                                 
1 共有四種功能，分別是規劃、徵才、發展與懲戒(Klingner and Nalbandian, 199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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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主要是對於過去犧牲奉獻的人，或因受歧視，造成無法在工作上公平競爭的

情況，於是在公務職位的任用、陞遷等給予優惠待遇，此種優惠方案通常存在於

文官制度內的專門人事制度。個人權利價值對應的是集體協商制度，此一制度使

員工可與管理者就工資、津貼、工作條件等進行協商，以保障員工權利，此一制

度實際上亦存在於許多國家的文官制度內，它在雇用政策上，希望組織進用的人

員均加入工會，升遷與裁員時以年資為主要依據。集體協商制度獲得多數員工組

織的支持，因為它們反映的是組織成員個人權利的價值(Klingner and Nalbandian, 

1998: 1-4)。 

除了上述四種價值之外，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 29)在研究美國文官

歷史之後，曾提出美國公共人事管理價值的演進如表 2-2。 

 

表 2-2 美國公共人事管理價值的演進 

階段 主導的價值 主導的人事制度 變遷的壓力 
第一階段 
1789-1883 

政治回應 恩惠制 現代化 
民主化 

第二階段 
1883-1933 

效率 
個人權利 

文官制 回應性與有效能的

政府 
第三階段 
1933-1964 

政治回應 
效率 
個人權利 

恩惠制 
文官制 

個人權利 
社會公平 

第四階段 
1964-1992 

政治回應 
效率 
個人權利 
社會公平 

恩惠制 
文官制 
集體協商 
弱勢優惠行動 

四項相競爭價值與

制度的動態均衡 

第五階段 
1992- 

個人課責 
分權的政府 
社區責任 

替代性組織與機制

彈性的雇用關係 
反政府價值的興起

資料來源：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 29) 

 

Klingner and Nalbandian 認為不同時期有價值轉換的情形，從本表中可發

現，在 1992 年之前，主導的價值逐漸累積，1992 年之後，則由於反政府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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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轉換成個人課責、精簡與分權、社群責任。這三項政策價值，表達的是反

政府的觀感，希望重返個人主義、小型政府及社群責任的自由價值，這三項價值

對於公部門的人事管理的影響正逐漸擴散，包括：(一)運用替代性組織或機制來

提供公共服務，降低政府的角色及縮小政府規模。(二)改變傳統的雇用關係，增

加雇用的彈性，如減少終身職，增加臨時性、季節性人力，採契約進用制度等。

嚴格來說，由於這三項價值的背後是所謂的新公共管理的理念，而新公共管理乃

是一種基於效率思考而誘發的風潮，因此這三項價值最終的目的也是效率取向

的，是以本文認為與其稱之為價值，不如稱為方法、模式或者途徑較為合適。 

 

二、Dennis Riley 

Riley(2002: 1-4)曾表示，人事制度必須服膺某些價值，並以這些價值做為人

事政策的指導，他認為公共人事行政的價值可分成三層面來探討，分別是效能、

責任及公平性，其中責任的價值又包括回應性、課責與倫理三個意涵。Riley 同

時也指出效能、責任與公平性三項價值之間存在著衝突的現象，其中效能與責任

的爭論，長久以來從未停止，而且這二項價值，在政策上常呈現相反的方向。

Riley 甚至認為人事行政的歷史，可說便是效能與責任價值的衝突史，或者說是

二者的動態平衡史。至於公平的價值，雖然在人事行政領域受注意的歷史較短，

但近年來的發展，其重要性不低於前二者，同時公平的概念比效能或責任更難界

定，引起的爭議也就更多。目前公共人事行政在價值的衝突上，沒有任何一項價

值必然高於另外二種價值，只有妥協，尋求合理的平衡點。 

 

三、Charles H. Levine, B. Guy Peters and Frank J. Thompson 

Levine、Peters and Thompson(1991: 329-331)曾指出，人事行政中的若干核心

價值，會影響主管人員在對於政策具體內容的呈現，這些價值分別是工具性成就

(instrumental achievement)、政治回應、功績、社會公平、員工權利、福利及工作

生活品質等，這些價值並相互競逐，希望取得執政者的青睞，因此不同價值之間

存在著緊張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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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ne等人所謂的工具性成就，強調的即是效率、效能與經濟性的目標。政

治回應則是指文官體系應有效回應民選人員及其政治任命者的政策主張，Levine

等人同時表示，在美國的政治系絡裡，對於總統的有效回應，常常也相對代表著

對於國會的漠視，反之亦然，因此文官體系對於總統與國會的回應性，常處於相

互取捨的狀態。功績的意涵，強調的是能力取向，並假定最具有能力者，即能達

到最高的成就，在人事制度中最常應用於甄補政策。社會公平價值關心的重點有

二，一是協助社會上居於弱勢或潛在弱勢的團體，二是強調文官體系的代表性。

員工權利的價值則是重視員工在實質上、程序上應有的保障，包括避免管理者濫

權、對於員工的不利處分應踐行正當法律程序等。員工的福利及工作生活品質則

是強調組織應給予員工足夠的福利措施與更高水準的工作生活品質。 

 

四、Dennis L. Dresang 

Dresang(2002: 10)是少數純就雇用層面來提供價值觀點的學者，他認為文官

甄補政策包括四項價值，分別是人事專業主義、員工保障、選舉政治與社會代表

性。就雇用政策的立場來看，所謂人事專業主義，指的是取才的過程，必須以與

工作相關的因素作為標準，不得考慮其他非工作的因素，職位分類制度即是此一

價值的具體表徵。所謂員工保障，強調的是雇用過程中不受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干

預，透過公開的過程取才，重視對於求職者的公平對待，並使求職者應有的權利

獲得充分保障。所謂選舉政治，指的是透過選舉而更迭公務職位的情形，在分贓

時期，選舉過後如發生政黨輪替，幾乎可換掉所有的政府職位，而且替換與否的

主要指標是對於政黨的忠誠度與選舉的支持度。所謂社會代表性，強調公務職位

的授與和組成結構，應反應社會上的人口特質，包括種族、性別等。 

 

五、Robert H. Elliott 

前述四位學者主要係就人事行政的學理加以探討歸納出上開價值，至於

Elliott(1985: 3-14)則是以美國人事行政發展的實務為探討對象，他認為影響美國

公共人事管理的價值主要有十四項，這些價值並分別在不同的歷史階段扮演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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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角色，這十四項價值的演進情形及其意義如下： 

 

表 2-3 美國聯邦政府人事政策價值演進 

 1780’s~ 1820’s 1880’s 1930’s 1970’s 1980’s 

政策價值 菁英主義 

種族主義 

性別主義 

分贓 功績 

中立 

保障 

政治回應 

理性/效率 

行政領導 

政治回應 

社會代表性 

平衡 

專業主義 

資料來源：Elliott(1985: 7) 

 

(一) 菁英主義：指藉由小型、少數的菁英來控制文官體系，與仕紳制的概念雷同，

且高級官員多由上流社會把持。 

(二) 分贓制：指選舉勝利者將政府職位視為獎酬，以交換黨派支持。 

(三) 種族主義：人事運作上，基於種族的優越性、偏見而產生差別待遇，給予特

定族群不正當利益。 

(四) 性別主義：指基於性別偏見而產生的人事政策。 

(五) 功績價值：強調優越的品質，基於個人的功績表現決定人事作為，有時係透

過競爭考試達成，與分贓制對立。 

(六) 保障主義：為了避免政治權力的濫用，破壞功績制度，所以人事行政的主要

工作是確保功績制度下的員工不受政治迫害，並利用各種程序，強化保障的

內涵，如公聽會、集體協商等。 

(七) 政治中立：意指文官在功績原則的保護下，被期待維持不偏袒任何黨派，只

是客觀的政策執行者。 

(八) 理性主義：基於理性或邏輯思惟，指人事行政強調理性、科學管理。 

(九) 效率：希望人事的作為減少浪費、有效，與理性主義相關，均重視科學管理，

希望極大化生產力，極小化成本。 

(十) 行政領導：指公共人事行政是最高行政首長為了有效管理、完成目標的工

具，人事主管應向最高行政首長負責，其主要職責是提出人事行政的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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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行政主管得以遂行其任務，人事主管是行政主管的幫手，而非功績

制的保護者。 

(十一) 政治回應：與分贓制的部分概念雷同，但所指涉的環境系絡較為廣泛，

指人事行政的正當性在於服從政治首長的領導，並協助首長完成目標。但這

並非表示要扭曲功績制，而是希望二項價值的調和，在相互可接受的基礎上，

達成政治首長的目標，但如果太過強調此一價值，常會造成永業人員、功績

體制的傷害。 

(十二) 公平：重視人事管理的公平、無私，但不表示人事作為必須一視同仁的

「平等」對待。 

(十三) 社會代表性：指官僚體系的組成與行動，應能反應社會整體的異質化本

質。 

(十四) 專業主義：希望提升人事決策的專業性，與人事工作相關的決策應基於

專業考量。 

Elliott同時指出，在公共人事行政價值的演進上，主導性價值隨著時間而有

不同，但時間過去之後，原主導的價值並未消失，只是弱化，可見公共人事行政

的價值會不斷累積，呈現多元分歧的情形。 

 

六、Anna Marie Schuh 

除了 Elliott 外，Schuh(2000)也曾借用垃圾桶決策模式，以文官制度重大歷

史事件為期，分析美國文官制度價值的轉換，如表 2-4。Schuh 認為美國文官制

度的價值包括行政控制(executive control)、政治回應、中立能力與代表性等四項，

他並指出1883年的文官法及1978年的文官改革法係透過立法的過程來改變文官

政策價值，其效用持久，影響深遠。至於 1930 年的新政及 1993 年的國家績效評

估計畫並未修正主要的文官法律，多係以總統的行政命令方式行之，故其效用較

短，影響層面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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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美國文官制度價值的轉換 

事件 價值的轉換 

1883 年文官法 行政控制與政治回應能力→中立能力 

1930 年新政 中立能力→行政控制、政治回應能力 

1978 年文官改革法 中立能力→代表性、行政控制 

1993 年國家績效評估 中立能力、行政控制與政治回應→行政控制與政治回應 

資料來源：整理自 Schuh(2000: 164-168) 

 

七、Robert Pyper 

上述六位學者雖然各有理論或實務的觀點，但皆屬美國學者，至於 Pyper則

是英國學者，Pyper(1995: 12)認為英國文官制度有幾個重要的價值2，包括：永業、

中立與部長責任制，但他也承認，自從 1979 年柴契爾首相的行政改革之後，效

率已成為文官政策的最重要評量指標，柴契爾首相的行政改革措施被曾任英國內

閣秘書長兼文官長的 Sir Robin Butler稱為管理革命，強調的是三 E：經濟、效率、

效能(Butler, 1993: 398)。 

回到 Pyper的觀點，所謂永業，是指文官的永業工作保障權，其主要理念來

源是韋伯官僚型模的永業取向特徵。從雇用政策的立場來看，是關於政府內部組

織永業化與穩定性的問題，因為透過文官的永業特性，可以保持政府運作的穩

定，確保行政不會因為政黨輪替而遭到影響，因此永業的概念雖然保障了員工的

權益，但也與政府整體運作的功績考量有關，而美國文官法功績原則的主要概

念，也包括了非經法定理由不得任意免職的保障。Sylvia Horton(2000: 210-211)

也認為文官的永業取向，是英國傳統人事行政管理的特性之一。 

至於中立與部長責任制，必須回到英國獨有的政治系絡來看，這二個價值可

說是一體兩面，與其他國家比較，英國文官具有高度非政治性的特色。所謂非政

治性，係指文官不得積極參與政治性活動、文官不會因為任何政治原因而去職，

維持中立的角色，他們並不因政權之更迭而有異動。反之，根據悠久之職業傳統，

                                                 
2 Pyper 在原文所引用的文字是「precepts」，原意係指戒律或規則，但從 Pyper 的行文中，可以

瞭解他所指涉的內容與本文所謂的政策價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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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應該以同樣的忠誠對負政治責任之首長服務，而不論任何政黨取得政權，

並由部長負政策責任。這種概念在英國的體制下，稱為部長責任制，我們將在後

續章節詳細說明部長責任制及其相關的概念。 

 

八、Colin Pilkington 

Pilkington 也是一位英國學者，Pilkington(1999: 44-48)指出，自諾斯寇特與

脫拉維揚的報告之後，英國文官體制就維持著三項重要的特質：永業、公正無私、

匿名。其中永業的概念包括了政府持續穩定的運作。公正無私的概念則建立在文

官的政治中立基礎上。匿名則與英國的憲政傳統，部長責任制相關，強調由部長

為政策負責，文官除了維持政治中立的立場外，更應保持匿名，並對於部長忠誠。

Pilkington(1999: 2)並指出英國的文官具有四項主要功能，一是提供部長政策建

議；二是管理政府資源；三是以部長的名義作決策；四是執行各該部會的日常運

作事務。這四項功能顯然來自前述三項特質。 

雖然英國自 1980 年代改革以來，文官體制產生極大的變化，例如，由標準

化的任用制度轉變為多樣化的任用型態，契約人力大幅增加，強調績效待遇等，

這些轉變明顯的是向私部門的人事管理靠近。但即使如此，英國文官體制仍有一

些不變的價值，例如公開競爭的精神、政治中立的規範等。英國在 1997 年工黨

執政後，在文官改革層面雖然沒有太多的改變，但也不免偏向工黨強調的公平、

正義，布萊爾首相強調，要塑造一個符合正義的社會，而要符合社會正義的標準，

包括消除任何形式的歧視與偏見、最大限度地開放機會給全體公民，使他們有機

會獲得權力與資源、並促成權利與責任的平衡(Horton and Farnham,1999: 20)，這

種改變使得社會公平議題在文官政策獲得進一步的重視。 

 

貳、政策價值的歸納整合 

 

在說明了學者間的看法之後，我們將針對這些政策價值加以歸納。綜合這些

學者的主張，可以發現雖然用語未盡一致，但實際上探討的內容則大致相近，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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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Elliott雖然提出十四項政策價值，但經歸納整理後，實與其他學者的看法相

近。Elliott所謂分贓制、行政領導，均與政治回應的價值相近；而種族主義、性

別主義與社會代表性等，亦與社會公平價值探討的內容相關；政治中立、理性主

義，則與追求效率的價值相關。再者，單獨就甄補政策提出價值主張的學者

Dresang，他所提出的四項價值，包括選舉政治、人事專業主義、員工保障、社

會代表性，也可以與其他學者的觀點加以歸納。至於英國學者於分析該國文官制

度的特色時，所提出的永業性、部長責任制、政治中立、匿名等主張，也可以進

一步地歸納，我們將學者的觀點整理如表 2-5。 

 

表 2-5  文官制度政策價值之歸納整理 

相近似政策價值之歸納整合 學    者 

I II III IV 

Klingner and 
Nalbandian 

組織效率與效

能 
政治回應 社會公平 個人權利 

Elliott 菁英主義 
功績主義 
政治中立 
理性主義 
效率 
專業主義 

分贓制 
行政領導 
政治回應 
 

種族主義** 
性別主義** 
公平 
社會代表性 

保障主義 

Schuh 中立能力 政治回應 
行政控制 

代表性 (無) 

Riley 效能 責任(回應、課
責與倫理) 

公平性 (無) 

Levine等人 功績 
工具性成就 

政治回應 社會公平 員工權利與福利

工作生活品質 

Dresang 人事專業主義 選舉政治 社會代表性 員工權利 

Pyper 政治中立 部長責任制 (無) 永業 

Pilkington 公正無私 匿名 (無) 永業 

本文整合價值 效率 政治回應 社會公平 個人權利 

**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並非是為了社會公平的價值，反而是不利於社會公平的價

值，因此它可視為是「反」社會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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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5的歸納，本文認為效率、政治回應、社會公平、個人權利四項價值，

足可代表文官制度雇用政策的價值，我們甚至可以說，雇用政策的價值反應的其

實即是文官制度的價值偏好。Frank J. Thompson(2003)在編輯《公共人事政策的

經典文章》時，將其內容區分成六大單元，除了第一與第六單元外，中間四個單

元的主題分別是「功績制度、功績制度與行政領導、平等就業機會與代表性、員

工權利與勞工關係」，這四項主題與本文所歸納的四項政策價值顯然也是相近的。 

要特別提出說明的是，從文官制度或者是公共行政的發展來看，這四項政策

價值在不同的環境時空下，會呈現出不同的的型態。以效率價值而言，在十九世

紀末及二十世紀初期所發展的科學管理運動，希望藉由標準化、集權化的運作方

式，並透過層級節制的官僚組織，來達成效率的目標。但這種標準化、集權化的

方式，顯然無法因應快速變遷的現代環境，1980 年代興起的新公共管理，雖然

亦強調效率的價值，但在運作的模式上，則改為彈性化、分權化，在組織結構上，

亦由官僚型態轉變為企業型組織，這種差異正如 David H. Rosenbloom and 

Deborah D. Goldman(1998: 39)對於公共行政研究途經的分析，他們將管理途徑區

分為傳統管理與新公共管理二種，二種途徑所重視的價值相近，但在組織結構與

決策模式上則截然不同。這種轉變並無所謂的對錯或好壞之分，只是反應著時代

的要求，傳統的人事制度係建立在集權化、一致化的邏輯上，各機關均適用同一

套法令，這種制度係基於各機關工作差異不大，同一套法令即可應付。但隨著政

府職能的擴大、多元，一致化人事制度無法一體適用，各國紛紛進行人事改革，

而其改革的核心觀念便是分權、解除管制，增加人力資源管理上的彈性，這即是

私部門常用的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因此現階段強調效率的價值，在運作上強調

的是分權、彈性的主張，與傳統行政學重視的集權、標準化模式不同，本文後續

對於效率價值的闡釋，也依循此一邏輯。 

由於本文的重點在於透過政策價值的觀點，來說明雇用政策的變革，因此對

於政策價值表現出不同的運作模式，並不加以深入探討。以下將分別說明這四種

政策價值歸納的理由與闡釋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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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率價值 

效率價值的實踐，常需透過有效的管理，而管理的重心在於控制的過程，以

及指揮資源、行動，達成組織的績效。這一項價值就過程而言，偏向於技術與功

能層面，並藉此完成組織的目標。因此，從雇用政策的角度而言，雇用與否的關

鍵因素在於能力、專業及成本效能，而它要達成的目標有二，一是所雇用的人，

其知識、技術及能力(KSAs)符合組織的需求，反之，如果其能力、績效不佳，免

除其職位亦可避免降低組織的效率。二是代表有快速、並以省錢的方式找到機關

需要的人，亦即縮短雇用流程、減少雇用支出，強調成本支出與考選效度之關聯

性。 

從上述的歸納來看，可以發現本文對於四項價值的歸納，主要以 Klingner and 

Nalbadian 以及 Dresang 的觀點為核心，特別是前面二位學者。但本文所採用的

效率價值，與 Klingner and Nalbadian的組織效能與效率，顯然仍有區別，因此有

必要加以說明。 

效率一詞，一般而言，指的是投入與產出、努力與成果、支出與收入的比率，

希望以最小的支出，達到最大的效用。效能一詞指的則是達成目標的程度、服務

的產出有多少，至於經濟是指投入經費的使用量程度，經費愈低表示其經濟性愈

高。不論只重視產出或投入，均只涉及效能與經濟面向，均非公共政策的期待，

只有將二者結合，提高產出與投入的比例，才是完整的效率觀。是以，效率的概

念本身就涵蓋效能與經濟的概念(施能傑，民 90a：194)。再者，效率與效能之間，

從資源分配的立場來看，二者可能是矛盾的，Patricia W. Ingraham(1995: xi-xiii)

即指出，文官體制內效能與效率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這是因為早期的文官認為

中立能力可使文官免受政治干擾，進而達成理性決策，極大化效率，但問題是，

現代政府的目標常是多元、矛盾的，再加上官僚體系缺乏衡量效率的基準，使得

效率與效能之間的緊張關係難以化解。 

另外，本文從雇用政策的角度出發，雇用支出的成本效益亦是考量重點，即

便從效能而言，可以找到知識、技術與能力條件最佳者，但如果耗費的時間、金

錢成本太大，亦非最佳的雇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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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說明了為何選用效率一詞後，我們將進一步說明為何這些學者的觀點可以

歸納整合。首先就 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的觀點來看，二人所謂的組織效

率與效能，強調的便是知識、技術與能力，而非其他的標準。再從前述 Elliott

有關菁英主義、功績主義、政治中立、理性主義、效率、專業主義的解釋，可以

知道這些價值重視的是文官的知識能力、運作的效率，並避免政治的干預，強調

理性、專業等，顯然與效率的主張接近。尤其要說明的是，在美國的環境系絡下，

所謂「政治中立」，並非指常任文官不能有政治立場或為政治表意，而是限制其

參與政黨活動之範圍，並依職務屬性作不同程度之限制，進而擺脫政黨對適用功

績制公務員、對行政的控制，因此偏向於效率的價值。具體例證如 1939 年赫奇

法(Hatch Act) 制定，將中立價值予以法律化，其實質內容即是透過限制公務員

的政治活動，避免公務員受到黨派壓迫，確保文官的政治中立(Nigro & Nigro, 

1994:37-38)，1947 年 United Public Workers of America v. Mitchell 案，聯邦最高

法院亦支持赫奇法的合憲性，認同要求職位分類公務員保持政治中立，為成就政

府效率之要素。 

Schuh所謂的中立能力，從美國聯邦人事行政發展史觀察，即是指政治中立， 

1883 年建立功績制的文官制度，其中文官的中立能力即是重要的配套要求，強

調是文官以其知識、技術能力為基礎而被選用，不受政治干預，秉持中立的立場

行事。Riley、Levine等人及 Dresang強調的效能、功能、工具性成就、人事專業

主義等，亦可清楚得知其意涵偏向於效率。 

至於英國學者 Pyper所謂的政治中立，必須回到內閣制的系絡談，由於內閣

制國家中，行政、立法匯集為一的權力，並不會感受到政治任命的特殊需求，強

調文官的政治中立，主要是藉由回應首長的需求，做為維持政府運作的基礎，也

因此文官體系的效率與效能也就較能維持(Riggs, 1991：474；彭錦鵬，民 90：85)。

但要注意的是，政治中立在英國的環境下，有著異於美國的理論基礎，它要求文

官對部長或政治性任命人員忠誠，客觀、坦率地提供政策建議，全力執行部長的

政策，以確保公正執行事務及獲得人民的信任(Drewry and Butcher, 1993:128)，從

價值層面來看，亦可說是相當靠近政治回應價值，因此，政治中立的主張，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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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制的系絡下，將效率與政治回應價值連結了。而 Pilkington所指的「公正無私」，

與美國系絡環境下的中立能力相仿，強調的亦是不偏袒，以個人專業來服務。 

 

二、政治回應價值 

本文將 Elliott(1985)的分贓制、行政領導、政治回應價值均歸納成同一價值，

在於認為這些價值均強調對於民選首長的回應性、忠誠感，以及政策理念的一致

性，至於 Schuh所謂的行政控制，其實指涉的是政務控制的概念，即期待經由更

嚴密的控制，使文官體系能回應政治首長的需求。因此這一項價值應用到雇用政

策上，具有二個重要的意涵，一是雇用的方式、標準，符合政治首長的需要，例

如免除競爭考試的用人方式，雇用時強調政治忠誠或政策理念的一致性。二是所

選擇的人，能有效回應政治首長的政策主張，能更貼進人民的需求。 

政治回應價值，在不同的歷史階段，也呈現出不同的樣態，以美國為例，分

贓制時期，強調的是官職由選舉勝利者取得，藉由任命權來主導政治回應的價

值，但 1883 年文官法通過後，僅維持少數政治任命職位，則改以透過增加政治

任命人員、放寬任用限制，甚至於忠誠查核等的方法來達成。 

Pyper 的部長責任制及 Pilkington 的匿名主張，本文視為政治回應的一環，

則有必要加以說明。英國的文官具有高度非政治性特色，不論任何政黨取得政

權，他們均以同樣的忠誠對負政治責任之首長服務，這種特色反應的便是政治回

應的價值，而部長責任制、匿名，均是為了達成政治回應的目標，部長責任制指

的是部長在憲政體制上對各該部的工作負責，並承擔任何政治責任，文官可退居

幕後，避免任何政治性之干預。至於文官匿名，指的是文官對外沒有名字，這是

為了避免文官陷入政治紛爭，政府的所有文件均以部長名義對外發表，所有的責

任均由部長承擔，與文官無涉，文官向部長負責，而由部長向國會、社會負責。

匿名使得文官免除公共監督，降低了人們認為文官無法控制的疑慮，也避免文官

陷入政治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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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公平價值 

首先就 Elliott(1985)的種族主義、性別主義來看，這二者均是文官政策上的

偏見，並非是追求社會公平價值，而是「反」社會公平的追求，本文歸納在同一

類別，是基於討論上的方便。至於其他學者所討論的社會代表性、公平、代表性

等，均是強調特定團體、族群在文官階層的代表性，與社會公平價值追求的目標

相同，因此歸納為同一類別。 

社會公平價值應用至雇用政策上，消極的層面是希望建立公平競爭的環境，

以達成平等就業的目標，積極的層面則是給予社會上的弱勢者、過去遭受歧視者

的優惠雇用政策，可稱為弱勢優惠行動方案。要特別說明的是，社會公平是希望

文官制度能夠反應公平、公開的價值，並能代表社會的多元樣貌，但這一項價值，

在不同的時空環境下，代表性的標準也產生變化，早期強調的是地域的代表性，

如美國立國之初的取才標準，我國憲法第八十五條所謂「按省區定名額」的規定，

亦是地域代表性的象徵。現階段社會公平的價值，強調的則是性別、族群與身心

障礙人員的代表性，美、英與我國均有類似的情形。這種代表性標準的轉換，亦

沒有對錯之分，反應的只是社會的需求、權力者的期待罷了(Ban, 2002: 167)。 

 

四、個人權利價值 

個人權利價值強調個人所擁有權利應有法律保障，如予剝奪需經正當程序的

規範。而 Elliott(1985)所強調的保障主義，反應的即是員工不受政治迫害，並有

各種程序要求，以強化保障的內涵。Levine等人所謂的員工權利也強調正當法律

程序的概念，而福利及工作生活品質則是強調組織應給予員工足夠的福利措施與

更高水準的工作生活品質，也可認為與提升個人權利有關，因此列為同一類別。

至於永業的概念，是保障文官工作權的重要主張。個人權利價值的演進，亦是經

過時間的演進、爭取，早期文官的工作權不受司法保障，隨著法院的判決，及行

政程序規範日趨嚴謹，才使得個人權利漸受重視，本文將在後續章節進一步說明。 

綜合這四項價值的說明，可以簡單歸納這四項價值在雇用上的關鍵因素、評

量指標如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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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政策價值與雇用的關鍵因素、主要評量指標 

 雇用的關鍵因素 主要的評量指標 

核心能力、專業 符合組織所需的知識、技術及能力(KSAs)

的程度 

效率 

成本效能 縮短雇用流程、減少雇用支出； 

強調成本支出與考選效度之關聯性 

政治忠誠 會員(如：黨籍)、支持 政治回應 

政策的理解與認同 政策理念的一致性 

代表性 應徵者的特質(弱勢優惠行動)  社會公平 

公平的競爭 沒有歧視的競爭環境(平等就業機會) 

正當法律程序 沒有固定內涵，大體包括：適當通知、指控

要具體、給予對質的機會、公正的聽證、有

權聘律師、根據實質證據進行事實認定等。

個人權利 

文官的法定地位 雇用身分的保障強度(雇用關係) 

 

實際上，本文所歸納的四項價值，不僅是文官制度雇用政策的價值，與公共

行政學追求的理念也是相通的，例如，Herbert Kaufman(1956；1969)曾表示公共

行政主要是圍繞著中立能力、行政首長領導及代表性等三項價值的循環。

Rosenbloom and Goldman(1998: 15-39)提出管理(包括傳統管理、新公共管理)、政

治、法律的分析途徑，各個分析途徑強調的價值觀點不同，管理途徑重視的是行

政效率、效能的最大化及資源的有效利用；政治途徑強調公務員對政治性官員及

公眾回應的最大化，以及公務員組成的代表性；法律途徑則強調公務員個人及公

職應徵者的權利，及自由的保護。這些觀點與本文強調的四項價值亦是相通的，

我們將在下面的節次分別說明這些政策價值在文官制度及雇用政策上的意涵與

具體的操作情形，第三、四章則詳述美國與英國人事行政的實務運作上，在雇用

政策中如何反應這四種價值，第五章則說明四種價值的衝突關係，並透過辯證

法，期待找出各種價值可能的調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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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效率價值 
 
本節將探討文官制度雇用政策中的效率價值，說明的重點包括效率價值的意

涵，及其在公部門人事管理上，尤其是雇用政策上的應用情形。 

 

壹、效率價值的意涵 

 

在說明效率價值於公部門人事管理的意涵之前，有必要先陳述效率在公共行

政學的定位。效率一向被公共行政的實務界與理論界，認為是政府施政的重要目

標之一，而公共行政強調效率的觀念，可說是來自Woodrow Wilson政治行政二

分的理念，經 Frederick Taylor科學管理運動、Max Weber的官僚型模研究、一

直到 Herbert Simon在 1947 年出版《行政行為》一書，皆把效率當作是公共行政

最主要的價值。 

依照 Nicholas Henry(1989：20)對於公共行政學發展的歷史來區分，強調效

率的公共行政學，是屬於典範一的階段，而早期的行政學者確實也特別重視效率

的價值。強調效率的價值，常以「政治—行政二分」、「市場化比官僚化更具有效

率」的假定出發，強調行政問題應從管理基礎開始，Joan Margretta 更直言「沒

有管理，工作不會有績效」(引自李田樹譯，民 92：59)。 

Wilson的政治行政二分理念，認為行政部門應仿企業原則，以指導政府部門

的運作，建立行政管理的模型，Wilson的學說，在與科學管理運動結合之後，機

械的效率觀很快被帶進政府部門。Simon曾表示，效率便是希望以有限的資源來

成就最大的政策目標，而公共行政便是關於組織如何建構與操作，以便有效率地

完成工作。Stone(1997)也認為效率是美國社會中主導公共政策討論的重要觀念，

尤其在資源有限的時候，如何透過投入與產出的比率極大化，使資源獲得充分有

效的利用，更是現代政府的重要課題。但亦有部分的公共行政學者，並不認同效

率作為一項價值，或者不能單獨成為一項價值，而必須與其他價值併同討論。如

Dwight Waldo(1980: 175-176)曾指出，效率雖然是公共行政的主要目的，但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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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社會面及人性面來詮釋，他將效率視為是一種「硬性價值(hard value)」，而自

由、平等則是一種軟性價值，平衡硬性與軟性價值是公共行政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認為市場機制優於官僚機制的假定，在於認為政府如果像市場般運作，便可

以達成最大的效率。市場的意義，簡單而言，可說是一種交易的網路，認為市場

在分配上較具有效率，其實係基於二項前提，一是交易乃是自願的；二是這種自

願性的交易，建立在主、客觀二個資訊上，客觀上的資訊包括交易的價格、品質

等，主觀的資訊包括個人的需求、欲望、能力等。由於交易是自願的，所以人們

會選擇對他最有利的模式進行交易，同時每一次交易之後，都是價值的轉換，對

於新的擁有者而言，其價值更高(Stone, 1997: 66-70)。因此，市場似乎是最有效

率、價值最高的機制。但問題是，這種古典經濟學所要求的完美市場並不存在，

市場間存在著資訊不對稱、缺乏真正完全自由競爭的環境、外部性及公共財的問

題3，所以在現實生活也會發生所謂的市場失靈，需要政府力量干預的情形，因

此，市場機制優於官僚機制，實際上是建立在一個不存在的假定之上，但即便如

此，市場在某些層面仍有其優越性，它亦是近年世界各國政府改革的模式之一

(Peters, 1996)。 

就實際的公共政策而言，對於某個人的效率對另一個人而言，可能反而是浪

費的，這即顯示出公共政策的目標，在實際的政治場域中，可能會因為有不同的

標準而產生認知上的差異，同時也會有不斷的衝突而產生變遷，在這樣的條件

下，我們很難正確、有效的衡量公共政策的效率，而且效率的技術性分析常變為

政治性操作的手法，亦即衝突的各方，常將其偏好的結果描寫成是最有效率的，

這些情形使得最容易量化的效率價值，也存在著許多爭議的問題。 

 

                                                 
3相對於古典經濟學，組織經濟學便能體認到不完美競爭市場的存在，在某些情況下市場並不是

資源配置最有效率的制度安排，這種無效率是由於交易成本過高所引起，相對於市場的失敗，

在某些情況下，層級節制體系將比市場更有效率，因為如果把市場中的交易行為內化到科層制

裡頭來進行，它將可減少市場中學習與討價還價的成本，同時亦可依靠科層制的權威關係來解

決不完美競爭市場中，由於不確定與資訊不對稱性所造成的欺瞞問題。Ronald Coase在 1937 年
發表「公司之本質 (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Coase 提出了一些發人深省的問題：這些公

司組織為何存在﹖在真實經濟系絡中，經濟活動者為何傾向於用科層制的方式來處理一些事

務，並且往往透過權威集中的方式來協調決策，而非依賴市場所提供的自願交易與自動調節機

制﹖對於這些問題，他的答案是：科層制通常比市場較有效率（陳坤銘、李華夏譯，民 84：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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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效率價值在公部門人事管理上的意涵 

 

效率的價值，強調的是公部門的管理面向，因而在公部門的人事管理領域，

主要強調專業文官集團應與政治保持適當的距離，俾能用具理性的方式達到政策

目標，以免政治干預的結果，損及公共利益，這即是前述的政治行政二分的假定，

公務員嚴守行政中立，依據功績，而非政治黨派為取捨標準，這樣文官的選拔與

保障才能建立在效率與成就的基礎上。Lloyd G. Nigro and Felix A. Nigro(1994: 28)

對於公共人事行政的定義，即是以效率為基礎： 

 

公共人事行政是關於獲取、發展有技能員工的過程，同時要創造一個有利於

員工發揮潛能的組織環境。 

 

上述的定義，顯然是效率的思考，找到好的人，並使其發揮所長，重視文官

的技術層面、組織因素，但此一定義忽略了文官制度的其他系絡因素，如政治環

境、社會環境等，連帶地，也忽略了其他價值，如政治回應、社會公平等。 

就實務上來看，效率價值在英美兩國亦有不同的發展，分別說明如下： 

 

一、效率價值在美國文官制度的發展 

回顧美國文官制度的發展，1789 年華盛頓總統建立「適格」的用人標準，

以延攬家世背景良好、夙孚眾望以及才德兼備的人為政府服務，在這樣的用人標

準下，上流階層的仕紳菁英自然成為文官的主要來源。但此舉並不表示華盛頓總

統不重視效率，因為在十八世紀，所謂適格的人，多半是受過教育的上流人士，

他們顯然較一般未受教育的人民更具有處理工作的能力、知識。因此，我們可以

說，在十八世紀，受過教育、品德操守良好的人，同時也是效率的保證，無形中，

適格與效率的標準結合在一起了。基於同樣的思考，我們相信分贓制時期的用人

政策，同樣有著基於效率思考的痕跡，最直接的邏輯便是：如果政治忠誠代表執

行政策的承諾，那麼，進用高度政治忠誠的人，便是確保政策有效執行的最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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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Maranto(1998: 624-626)研究十九世紀的美國文官歷史後指出，分贓制不必然

影響效率，因為經由政治性任命的人，同樣重視政府的效率問題。 

1883 年建立功績制後，希望去除用人的政治干預，也贊同效率的重要性，

但事實上，有效率的員工甄補、任用、薪俸制度，在當時並未真正達成，直到二

十世紀初，文官制度的發展與科學管理概念結合，才將效率的價值具體落實到文

官制度中。科學管理運動強調的便是效率，在政府人事制度上，最直接的應用便

是職位分類制度，透過嚴格的分類制度，做為人事運作的基礎，包括工作說明書

的設計，職等職系的區分，以此強化文官的專業性。由於對效率的共同需求，功

績制的要求不再只是政治中立、品德操守，更重要的是資格、能力。1930 年代，

科學管理運動甚至成為人事行政的核心，並透過職位分類制度來推行(Elliott, 

1985: 10)，因而效率成為趨動文官改革的主要價值(Schultz and Maranto, 1998: 

83-85)。1912 年制定 Lloyd-LaFollette 法，明文規定除基於「促進文官體系效率

之理由」外，不能對於文官加以免職，此一法律也顯示出效率價值在文官體制的

重要性。 

到了 1978 年的文官改革法，明白指出效率為文官制度的重要價值4，卡特總

統表示，文官改革法包括政治與管理效率二項價值。Alan Campbell(1980: 157)

亦曾宣示，文官改革法是為了改善聯邦人事的管理，而其管理的目標在於追求極

大化效率、效能的價值。柯林頓總統在 1993 年起推動的國家績效評估計畫，希

望政府能像企業般運作，更加重了文官制度的效率價值。 

從上面的論述可以了解，早期美國的文官制度即已重視效率的價值，但由於

各個期間對於效率的概念不一，例如，華盛頓時期有關效率的要求，是附屬於適

格性之內，而十九世紀的環境，由於官箴不修，政黨輪替的結果是公職的素質普

遍低落，只要達成政治中立便可說是重大成就，因而效率價值隱然附屬於政治中

立的概念上。自 1883 年的文官法之後，由於強調政治與行政二分的理論，助長

了效率觀念的擴張，到了二十世紀初期，文官制度與科學管理運動的結合，強化

                                                 
4文官改革法所明定的九項功績原則，與效率價值相關者包括：公務人員之甄補應從適當來源中

選擇合格人員，並根據公務人員與申請職位者的相對能力、知識與技能來決定進用人選；有效

率地及有效能地運用聯邦政府的人力資源；公務人員留任與否應以其工作表現良劣程度決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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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效率在人事管理的重要性，此一理念一直延續至今。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效率一向是美國文官制度重視的價值之一，只是因為

各種歷史因素，它經常是伴隨著其他價值的出現，如適格性、政治中立、功績原

則等，使得效率價值並未有特殊的時代標記。但實際上，在 1978 年文官改革法

之前，效率雖非文官法明文揭示的政策價值，卻是文官政策的一貫立場，而自

1980 年代世界各國興起政府改造運動之後，效率更可說是文官制度中最重要的

價值，這種情形在英國尤其明顯，隨後說明。 

 

二、效率價值在英國文官制度的發展 

效率雖非早期英國文官政策的重要議題，但是英國文官的效率與素質，卻為

各國所稱羡，這是因為自 1854 年建立公開競爭的考試制度之後，英國政府得到

了社會上最優秀的人才，尤其英國的高級文官多畢業於牛津、劍橋等名校，透過

優秀的文官，也因此得到行政的效率，是以英國文官制度中，效率的價值一直蘊

含於公開競爭的考試之中。然而，這樣的文官來源與背景，在逐步走向專業化的

官僚體系中，漸漸顯得無法適應，尤其是早期英國文官的教育背景以人文學科為

主，難以因應專業多元的時代環境。於是 1968 年富爾頓委員會的報告即建議，

行政官員應該專業化，才能適應現代化政府的效率要求。 

英國政府真正將效率列為文官制度的重要政策價值，是 1979 年柴契爾首相

上任之後所推動的行政改革，柴契爾首相的競選諾言之一便是精簡員額、降低支

出及提升效率。他的行政改革措施被曾任英國內閣秘書長兼文官長的 Robin 

Butler稱為管理革命，這一種革命本質上是為了追求效率、效能與經濟的價值。

Butler將英國文官制度的發展為分為四個階段，其中第四階段便是柴契爾首相提

出的三 E改革策略，主張用經濟、效率與效能三個層面來評估文官制度的功能，

並將文官的功能定位為傳送政策產出、服務(Bulter,1993：398-401)。在經過柴契

爾首相的改革後，英國政府的人事管理開始轉向於企業組織的運作模式，在雇用

制度上轉變為彈性、自主，在文官行為上，從重視程序、依法行政，轉變為重視

結果、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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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契爾首相及後續接任者梅傑(John Major)首相所推動的行政改革，包括效

率稽核小組(Efficiency Unit)、續階計畫(Next steps)及公民憲章(Citizen Charters)

等，對於文官體制也產生了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效率小組所提出的財務管理方案

(Financial Management Initiate，簡稱 FMI)，建立了文官成本意識的觀念，以確保

資源運用的效益；經由續階計畫，成立政署(agency)，使得文官管理措施進一步

分權化、彈性化，改變了傳統文官管理體制一體適用的標準化規範；公民憲章的

推動，使文官更重視顧客導向的服務等。1997 年起雖然改由工黨執政，但布萊

爾(Tony Blair)首相在文官制度並未有重大的轉變，仍延續保守黨推動的分權、彈

性化措施。 

 

參、效率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意涵與應用 

 

人員配置常被認為是一種組織增進管理效率的方法，因為它透過招募、分配

的過程，以選擇具備所需知識、技術與能力的員工而達成。從這個角度而言，此

一說法偏向於效率的價值。因此人事行政的雇用政策上，效率價值代表著有關誰

被雇用、分配或陞遷的決策，應該依據求職者與現職員工的知識、技術與能力而

決定(Klingner and Nalbandian, 1998: 4)。就組織管理而言，一項好的雇用政策，

應是成本效率最高，能快速找出最優秀的求職者，並給予管理者相當的彈性空

間，能與市場上其他競爭者競爭，以足夠的待遇雇用該名求職者。換言之，效率

價值在雇用政策上至少有二個意涵，一是為組織找到符合知識、技術與能力的應

徵者；二是雇用過程中的成本效能極大化，包括時間與金錢成本，以及雇用成本

與考選效度的相關性。為了達成上述目標，以效率為基礎的雇用政策，常透過下

列方式達成： 

 

一、雇用關係的調整：彈性化的趨勢 

從雇用關係來探討此一問題，主要是要說明永業制與非永業制的文官在效率

價值上的差異。過去的官僚體系因受韋伯官僚模型的影響，認為文官應永業任



 - 43 -

高

人力
資本
的獨
特性

低

低           人力資本的價值性             高

雇用模式:結盟運用
雇用關係:夥伴關係
人力管理:合作    

(IV)

雇用模式:契約外包
雇用關係:交易關係
人力管理:順服    

(III)

雇用模式:自行培育發展
雇用關係:以組織核心
人力管理:承諾

(I)

雇用模式:市場購買
雇用關係:象徵關係
人力管理:市場為基礎

(II)

用，藉由保障員工的工作權，以達成中立、專業的目標，因此文官大都具有永業

的保障，非經法定理由及程序不得任意免職，這樣的系統維持了官僚體系的穩定

性。但這種常業穩定的組織模型逐漸遭受到攻擊，認為永業雇用的關係，使得政

府用人缺乏彈性與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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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用關係的彈性化型態相當多，Farnham(1997: 5)認為不論任何型態的工作

安排，只要其結果使得雇主可以因應財務及勞務需求的變化，調整雇用之人力資

源數量與組合方式，不必額外負擔人力或導致單位生產成本之增加，即屬於雇用

關係彈性化。近年 OECD 國家強調人力資源管理的彈性化，主要指的就是雇用

關係彈性化，主張除了長期關係雇用模式外，要包括運用契約性的全職或兼職人

力、臨時性人力或外包人力等。 

David P. Lepak and Scott A. Snell (1999)曾以人力資本對於組織的價值高低與

獨特性為座標，將人力雇用區分成四種模式，如圖 2-1。 

 

 

 

 

 

 

 

 

 

 

 

 

圖 2-1 人力運用的四種模式 

資料來源：Lepak and Snell(199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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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人力資本對組織的價值性程度，指的是人力對顧客產生的效益與組織雇

用成本間之比值。人力資本對組織的獨特性，指的是所具知能的特殊、難以學習

模仿的程度。從 Lepak和 Snell所提出的人力運用策略來看，除了人力資本價值

性高，同時人力資本獨特性高的職務，須由組織長期雇用培育發展之外，其他三

個象限的職務，均可採其他的方法獲取。 

這四種模式各自有不同的雇用關係，傳統的文官雇用關係傾向於第一象限，

文官接受組織的規約，並以組織的需求為生涯發展方向，雙方締結的是「社會關

係」的契約，長期的相互投資，員工是組織競爭力的來源，組織提供員工生涯發

展的機會，人力資源管理的重點在於培養員工對於組織的忠誠、承諾。第二象限

的雇用模式為「市場購買」，雙方只是象徵性的關係，組織直接購買的是員工的

能力，雇用關係是維繫在對雙方都有利的前提，員工效忠自己專業與生涯的程度

甚於組織，人力資源管理的重點是以市場為基礎。第三象限的雇用模式是「契約

外包」，雙方是交易性的關係，勞雇之間以勞務交換價值，透過議價的方式各取

所需，人力資源管理的重點是取得契約人力的順服。第四象限的雇用模式為「結

盟運用」，組織間合資成立機構，以利用此一獨特人力，雙方是一種夥伴的關係，

人員接受委託，依其專業處理事務，各獻所能，創造價值，然後分享，人力資源

管理的重點在於促進彼此的合作。 

OECD(2001a)研究其會員國文官雇用關係，發現公部門的雇用關係正向私部

門靠攏，也就是由第一象限朝第二、三象限調整，文官不再具有永業的保障，雇

用身分與私部門的勞工愈來愈接近。這種雇用關係的轉變，代表以往雇用政策重

視的社會關係轉變為經濟關係，由集體、標準化轉向為個人化、彈性化，對於契

約人力帶來的運用效率更加重視，顯然這是一種基於效率價值而有的轉變。這種

彈性的勞動力，取代了傳統上關於工作安全、終身雇用、忠誠的觀念，轉而成為

以受僱能力為核心的關係，勞資之間由原本不成文的社會契約關係，轉變成以經

濟為基礎，且明文契約的交易關係。 

對於雇主而言，契約性人力可以為組織帶來許多彈性，快速調整員額需求，

但它也同時存在許多缺點，包括流動率高、管理不易、組織承諾與忠誠感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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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質不佳等問題，最重要差別的是工作的保障，臨時性人力並沒有永業文官的

任期保障，也因此流動性較大。其次，對雇主而言，雇用彈性代表的是人力的有

效運用，它將雇用的成本與風險，由組織移轉至個人(Farnham, 1997: 6)，政府自

然可透過透過多樣化人力的組合，以有效控制人事成本，並可具備多樣性和更為

流動性的人力資源，因應知識社會和專業社會之挑戰。施能傑(民 92：116)也曾

指出，政府人力雇用關係多樣化是提升國家競爭力的關鍵。根據 Horton and 

Farnham(2000: 317)兩人的研究，也顯示出各國政府對於契約性人力的依賴程度

日益增加，雇用措施上的愈來愈多樣化，可見公部門的雇用關係正向私部門靠攏。 

 

表 2-7  OECD部分國家文官雇用身分之分析 

議題 標準 國家 

有 澳州、加拿大、芬蘭、匈牙利、

挪威、荷蘭、波蘭、瑞士、英國

雇用的法定地位(指

公、私部門的員工有

無不同的法律規範) 無 紐西蘭 

可以解職但較難 法國、日本、波蘭 

符合一定條件即可解職 加拿大、芬蘭、匈牙利、挪威、

荷蘭、美國 

工作保障(與私部門

的勞動者比較) 

幾乎與私部門相同 澳州、紐西蘭、瑞士 

個別的部門或服務機構 澳州、芬蘭、匈牙利、紐西蘭、

挪威、荷蘭、波蘭、 

雇主 

中央政府 加拿大、法國、日本、瑞士 

終身雇用、固定任期 法國、日本、波蘭 

久任5、固定任期 澳州、加拿大、芬蘭、匈牙利、

紐西蘭、挪威、荷蘭、美國 

雇用型態 

固定任期 瑞士 

資料來源：OECD(2001a: 4) 
 

                                                 
5 久任(permanent)一般是相對於臨時性(temporary)而言，代表是一份長期、穩定的工作，至於終
身雇用(job for life)則偏向於終生的工作，包括在同一機關內的生涯發展、離職後的照顧等，就

保障強度而言，終身雇用更甚於久任制。 



 - 46 -

二、人事分類體制的設計 

人事分類體制是人事管理的基礎，它的功能在於確定職位的高低及工作性

質，並藉此延伸至甄補人才、任用、俸給等之依據，也因此與雇用政策密切相關。

一般而言，人事分類體制不外乎三個類別，1.品位分類制。2.職位分類制 3.混合

制。其中品位分類制重視「人」的因素，職位分類制重視「職位」的因素。二種

制度在原理、原則甚至價值選擇上均有不同。品位制著重「永業取向」的概念，

職位分類制則重視「專業工作取向」的概念，在管理實務上，如：人才的甄補，

品位分類制強調個人的基本素養及潛能，職位分類制則重視其專業智能及該專業

與工作本身的關連性。 

人事分類體制的設計，主要關係的對象其實是效率價值，最明顯的例子即是

職位分類制的設計，效率作為文官制度的政策價值，表現在職位分類制度上的特

徵最為明顯，而職位分類制度也是美國聯邦政府人事管理制度的基礎，影響考

試、任用、俸給等環節。這一套制度的設計，配合科學管理的思潮，運用職位、

職等、職級三項基本概念建立起科學化的人事管理制度，藉此達到同工同酬及有

效管理的目標。所以，職位分類制度不僅是效率價值的表現，也符合了平等的原

則，避免政治偏袒的情形。 

美英二國在人事分類體制上有著截然不同的設計，美國傾向於職位分類，而

英國傾向於品位分類。但二個國家在近年的改革過程中，紛紛有「趨中」的現象，

亦即職位分類制的美國有朝向品位制的傾向，而品位制的英國在若干層面賦有職

位分類制的色彩。 
 

三、職位設計與數量變化 

職位的設計，本身便反應出某種的價值取向，以效率為基礎的雇用政策，在

職位設計上，強調取才的標準是知識、技術與能力，而非政治支持、人員屬性，

這也是典型私部門的雇用政策。在公部門的人事管理中，以美國為例，分類職位

6文官的設計，便是一種基於效率的思考，因為分類職位文官強調雇用必須基於

                                                 
6 分類職位的名稱後來改為競爭職，詳見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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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績原則，以應徵者的知識、能力為主要依據，並透過職位分類法，嚴格劃分職

位的性質、工作內容，據此為進用的依據。 

職位設計本身，代表的是此一價值的需求有制度性的管道可供滿足，而職位

數量的變化，則是代表此一價值是否獲得深化的表徵，以美國文官的分類職位而

言，1883 年通過文官法時，僅有 10%的文官列入分類職位，到了 1950 年代左右

則已有八成以上的文官列入分類職位，1971 年起由於郵政人員排除分類職位之

適用，其比例大幅下降至六成(U.S. GPO,1976:306)，近年來更由於分權化、彈性

化的雇用政策，使得分類職位文官的數量下降。但實際上，分權化、彈性化的趨

勢，也是一種效率為主的政策，這可說是效率價值為了符合時代環境的變遷而產

生的轉型，因此本質上，在職位的設計與數量變化上，效率價值仍然是文官雇用

政策的主軸。 

 

四、雇用方法與模式 

有關雇用方法與雇用政策價值的關係，從學理上來看，雇用的方法有相當多

種，包括筆試、口試、學經歷審查、推薦函、評量中心法(assessment center)、試

用等，而以雇用為目的所舉行的筆試又包括性向測驗、人格特質測驗、能力測驗、

實地考試等。不同的雇用方法，各有其支持的政策價值，偏好機關效率者，支持

廉價而且能輕易量化的方法，包括個人資歷審查，測驗等。偏好政治回應價值者，

所支持的雇用方法，是可以提供應徵者的價值觀或人格特質的資訊，以方便審查

應徵者的政治傾向或意識形態，或者儘可能增加雇用彈性的方法，包括推薦函、

口談與試用等方法，以利進用與其理念一致，但相關知識、技術與能力未必是最

適合的人選。偏好社會公平價值者，則較易信賴試用制度，他們最擔心的是測驗

和個人資歷審查，這二種方法雖然容易衡量且可減少應徵者規模，但可能造成優

秀的少數族裔應徵者被拒絕雇用。至於重視個人權利者，在雇用方法上並無明顯

偏好，但強調雇用過程的公開性，避免黨派政治的影響，是以愈制度化，愈能減

少決策者彈性的方法較受偏好(Klingner and Nalbandian: 1998: 201-204)。 

各種雇用方法的效度、信度與成本比較如表 2-8，從該表可以發現，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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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審查的方式，雖然效度只有中等，但信度很高，且成本低廉，從成本效益來看，

似乎最具效率，至於筆試常用的能力測驗、性向測驗與特質測驗，在信度、效度

與成本三個面向的綜合比較，均不如個人資歷審查，而事實上個人資歷審查，也

成為近年美國聯邦政府機關常採用的方法(MSPB, 2000a)。 

 

表 2-8  各種雇用方法的比較 

雇用方法 效度 信度 成本 

1. 個人資歷審查 中 高 低 

2. 推薦函 低 低 低 

3. 性向測驗 中 中 低 

4. 特質測驗 中 中 低 

5. 能力測驗 中 中 中 

6. 實地考試 高 中 中 

7. 口試 低 低 高 

8. 評鑑中心 中 高 高 

9. 試用 非常高 非常高 非常高 

資料來源：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196) 

 

至於雇用的模式，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196-199)認為公務人力的雇

用模式，依據需補實的職位數、人員所需條件不同，可以分成四種，分別是集中

化、分散化、電子化與人力外包。其中分散式的雇用模式，最重視的即是甄補效

率，所謂分散式的雇用模式，大體上即是分權化的作法，這一項作法也是近年

OECD國家雇用的趨勢。以美、英兩國的趨勢來看，美國 1993推動的國家績效

評估計畫，對於人力資源管理採取二個重要改變，一是解除管制，二是分權，所

謂分權即是將甄選、任用的權力委任給各機關，由各部會自行招募、進用，聯邦

人事管理局的職責改為監督、協助。英國自 80 年代開始的改革，對文官制度的

最重要影響亦是人事管理趨於彈性及分權，在雇用政策上，1995 年 5 月 1 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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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文官樞密院令，大幅進行人事分權，將原屬財政部管轄的人事事項移轉給各

部部長，文官之考選不再集中辦理，只要符合公平、公開原則，考選程序及技術

強調專業取才的機制，即可以由各部會自行辦理或委託民間專業機構辦理。各部

門或機構享有決定本身召募程序、作法的權力，並為其任用職位訂定相關的資格

要件，如年齡、知識、能力、專業程度、性向、潛能、健康情形等。 

其實分權化措施也可能因為中央控制權的喪失而造成潛在的政治成本。因為

中央機關即便進行授權，仍是該主管業務的最終負責者，而往往授權工作容易但

卻難以要求下級承擔責任，為了協助、監督被授權機關的運作，反而付出更多成

本。 

以上均可看出，英美二國雇用模式上已走向分權、彈性的趨勢，各部會得

依據相關的程序規範，以公開競爭的方式，甄選其業務所需人才，文官主管機關

亦已轉型成為操舵的機關型態。 

 

肆、功績原則是效率價值嗎？ 

 

由於功績原則常被視為是效率價值同義詞，實際上二者之間雖有密切相關，

但絕非一致，因此本處探討功績原則是否為效率價值，在於辨明二者的關係。功

績原則的定義，從理論上來說，是根據知識、技術與能力而定，並以此做為取才

標準，希望經由進用最具資格、能力的人，獲得最高的工作效率，因此它似乎等

同於效率的價值。但從各國對於功績原則的法令規範與的實際作法來看，卻非如

此。 

功績原則可說是西方民主國家文官制度的基礎，但由於各國文官體制發展的

經驗不同，功績的意涵也就隨之有異，Robert B. Denhardt and Joseph W. 

Grubbs(1999)也認為，功績原則在實際應用上，因為解釋上的差異而有不同。根

據加拿大公共服務委員會(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簡稱 PSC)針對英、美、加

等國功績制度所進行的研究，美國、加拿大及澳洲均明文規定功績原則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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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文官制度的功績原則，是植基於 1967 年的公共服務雇用法7(C.A. PSC, 

2002)，它將功績原則界定為公平、公正與透明三個概念，並認為功績的運作要

考量能力、代表性與非黨派三項特徵。在澳洲，功績原則由功績保護委員辦公室

負責推動，功績原則並與反政治、反歧視、公務倫理、課責、回應性、服務傳送、

優質領導、合作的工作關係、優質工作環境、結果取向、公平雇用等相關(Australia,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2002)。至於英國的功績原則，並沒有明文的法律規

範，而是透過文官委員等組織的解釋來闡釋其意涵。 

各國對於功績原則的運作，分成過程導向與結果導向二種，過程導向重視的

是程序規定，希望透過嚴謹的標準作業程序，來規範各種人事措施，使其符合功

績的標準。結果導向則以輸出為考量，強調功績原則希望達成的目標，如效率、

平等(Hirsch, 1999a)。近二十餘年來，上開國家多數傾向於結果導向的運作，這

種轉變無所謂對錯或好壞，只是反應著近年來各國行政改革的傾向。但需注意的

是，如果太過於強調結果，忽略了正當程序，則恐怕會形成另一種恩惠制，或造

成對於公務員權益的不當損害。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功績原則並無一致性的概念，美國 1883 年的文官法建

立了以功績原則為基礎的人事制度，但實際上，該法並未對於功績原則有詳細的

界定，雖然，功績原則建立在一個以開放、競爭的考試作為取才的工具上，這似

乎隱含著效率的價值，但 1883 年制定文官法時並未真正思考效率的價值，而是

認為只要進用最具能力的人，文官在永業的保障之下，不受政治干預，效率便會

自然發生。顯然，一開始的功績原則與效率價值並沒有太多直接的關係。而在功

績原則擴張期間，除了適用功績原則的文官數量增加之外，功績原則的意涵也產

生質的變化。十九世紀末科學管理運動興起，改善了考選的方法與技術，使得公

務員的素質逐步上揚，而文官改革者將泰勒的科學管理精神納入，希望極大化員

工的能力，並以此強化功績制度的正當性、合理性。這種科學管理精神的納入，

使得效率等管理層面的價值與功績原則產生連結。 

                                                 
7 Merit - A Competent, Non-Partisan and Representative Public Service. (http ：

//www.psc-cfp.gc.ca/centres/employment_equity/ee/merit/index_e.htm)(200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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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20 年起，文官政策上納入許多相容或衝突的價值，包括效率、政治回

應、社會公平等，由於這些價值的衝激，也使得功績原則不斷受到挑戰，為了化

解這些衝突，最好的方法便是將之納入功績原則的涵蓋範圍，這同時也是功績原

則的演進過程，也因此在 1978 年的文官改革法中，九項功績原則表現出多元、

衝突的概念組合。James Pfiffner(2000: 28)曾指出，美國文官制度的功績原則受到

下列事件的影響，使得功績原則的意涵產生變化：(1)平等就業機會及弱勢優惠

行動方案。(2)赫奇法。(3)職位分類制度。(4)退伍軍人優惠制度。(5)集體協商。

顯然，功績原則的意涵是隨著時代而調整的，各種價值隨著時代的需求而逐步置

入功績原則的概念之中。 

至於英國文官制度的功績原則，並未有任何法律明文規範，而是由相關組織

闡釋其意涵。根據文官委員辦公室的解釋，功績原則與公平、公開競爭相關，而

公開競爭考試，便是希望獲致最優秀的人才為機關服務，效率的價值隱涵在其

中，此一公開競爭的考試，歷經數次文官改革之後仍然維持(Butler, 1993：

403-404)。如 1995 年的樞密院文官令規定，取才應基於功績原則，即指應實施

公平、公開競爭的考試，並依據功績決定進用人選。1997 年工黨執政之後，布

萊爾首相在《現代化政府》的報告指出，要將功績原則與多元化的概念相結合，

並且列為政府優先處理的議程(Cabinet Office, 1999a: 59-60)，所謂多元化的概

念，是從社會公平的價值轉換而來，可見現階段英國的文官制度亦直接將社會公

平的價值與功績原則結合。雖然英國文官制度的功績原則，不像美國有那麼豐富

的意涵，但至少也包括效率、社會公平的價值。 

從上述說明，我們可以說英國的功績原則偏向於效率原則，但與美國相同的

是，並不以效率為唯一標準。因此，本研究認為，如果從嚴謹的學理來看，功績

原則反應的確實是效率的價值，但實際上，各國文官體制中功績原則的運作，並

不來自理論上要求，而是在環境系絡的限制下，做出符合功績的判斷。英國的文

官委員便曾解釋，功績的考選只能是一個相對的概念，它要求的是在特定的系絡

因素下進行決定，而不是依據理論上的要求(U.K. CSC, 2003: appendix C)。 

值得注意的是，功績原則雖然強調知識、技術與能力，但並不表示它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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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涉，Ban and Riccucci(2002)便指出，功績原則的建立本質上是一個政治的過

程，Van Riper(1956: 562)也表示，從美國文官制度的歷史演進來看，文官制度本

身即是政治制度的一環，受美國民主的政治制度的指導而運作。Mosher(1982: 217)

也說，功績原則是行政運作的表現以及民主政府的基礎，它並非被獨立地創造出

來，它與美國人的民主生活方式習習相關。因此，功績制度的建立，本質是一個

政治的過程，功績原則的界定與操作，無法離開政治而獨立運作。其次，由於功

績原則強調對於員工的保障，在 1970 年代甚至被認為由於過度保障文官，造成

管理上的無能現象，因而認為功績原則主要在保障員工權益，忽略管理價值。但

這只是功績原則的誤用，我們在第五章將進行說明。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功績原則雖然傾向效率的價值，但與本文所指出的其

他價值，包括政治回應、社會公平與個人權利亦有相關。由於功績原則的多面向

意涵，難免發生對話的困難，因此本文選擇以效率一詞為政策價值，而非功績。 

 

伍、小結 

 

綜合上述說明，我們瞭解了效率價值在文官制度及雇用政策上的意涵、應用

情形，同時指出功績原則與效率價值的關係。其實近年來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的

理念，已由私部門轉進公務體系，使得二者在人力資源管理上的差異日趨減少

(OECD, 2001a: 3)，它主要的目的即是希望結合策略管理與人力資源管理兩領

域，以促進公共機關達成任務的能力，這種思考顯然是效率取向的。美國自 1993

年推動 NPR，並於同年通過「政府績效與成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 Act)」，這項法案的最主要目的便是要求聯邦政府各機關採行策略管理，要

求各機關以五年為期，提出策略計畫書、績效計畫書等，每三年並應重新檢視

(OPM, 1997c；2000a)，2001 年小布希總統上任後，特別強調人力資本的概念，

並希望藉此改善聯邦政府的雇用過程(U.S. GAO, 2003)，這種策略性人力資源管

理及人力資本的主張，均顯示出美國政府對於效率價值的重視。 

但這種以效率為基礎的文官制度仍存在著許多問題，Mosher(1982)即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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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由於政治與行政的二分，一個中立、受保障、不受政治干預的文官，如何能

透過民選人員，而回應人民的需求呢，這種爭論猶如民主與效率之爭，本文不深

入再說明，但我們在下一節說明政治回應價值時，將對於部分疑惑提供解答與思

考的方向。 

 

第三節  政治回應價值 

 

本節的論述邏輯與第二節相同，首先介紹政治回應價值在公共行政學的意

涵，次就此一價值在公部門人事管理及雇用政策的應用情形加以說明。 

 

壹、政治回應價值的意涵 

 

從民主政治的規範層面而言，民選行政首長的統治正當性是建立在有效實現

對選民所作的承諾與選民的付託之上，文官只是忠實執行政策的工具，如果參與

甚至主導政策內容之設計，無異是主客易位，有違民主的理念及責任政治之原

則。政治回應價值便是基於民主政治的理念，強調政府的作為是確保行政過程能

有效回應民眾的需求。 

公共行政學界強調政治回應的學者包括 Robert Denhardt、Vincent Ostrom、

Wallace Sayre等人，Denhardt(1990: 43)認為公共行政即是「關於公眾在追求各種

社會價值之變遷過程中的管理」。Ostrom(1989)在《美國公共行政的知識危機》

一書中，強調公共行政的研究不應以官僚行政為核心，而應以民主行政為核心。

Sayre(1978: 201)也指出，公共行政畢竟是一個政治理論的問題，民主政治的基本

問題便是行政官員與官僚體制必須向民選官員負責並有所回應。 

綜上論述，可知政治回應價值的基礎在於文官體制的政治意涵，

Ingraham(1995: xii)曾說過，文官體系是連結政府與民眾的橋樑，它不可僅視為是

技術或管理的層次，它與政治密切相關，因為文官體制的建立是一種政治上的妥

協，而文官制度的成長則是建立在恩寵制的弱化上。再者，文官改革通常含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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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意圖，也因此文官體制內的許多緊張關係，其實反應的是變動的價值與政治現

狀。所以人事管理不可避免地是政治系統的一部分，而在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文

官體制也必須回應政治部門的需求，如同對於效率價值的要求一樣，政治回應的

要求同樣具有正當性基礎，只是政治回應的價值在多元政治的系絡下，顯得紛歧

而雜亂，究竟「誰」才是官僚體系最該回應的對象呢，至今仍難有共識。 

在內閣制國家中，由於行政權與立法權的連結，官僚體系只要能有效回應政

治首長的領導，也就同時回應了國會的要求，如同英國。但這個問題在總統制的

美國一直存有爭議。美國憲法上一個難解的習題便是「誰是老大？」，由於美國

憲法規範的模糊性，使得這個問題必須回到實際的政治運作中探尋。二十世紀之

前，美國政府運作的核心偏向於國會，此時政治回應的主要對象為國會。但二十

世紀起，由於行政事務逐漸複雜化，立法部門常只能做原則性的規定，行政裁量

的空間擴張，加上多數法案轉而由行政部門草擬，立法部門淪為一種被動的、消

極的權力作用。自羅斯福總統建立「現代型總統」之後，總統的權力逐步擴張，

1937 年 Brownlow的報告提出後，總統在憲政上執行法律的責任充分獲得展現，

國會的角色相對式微，自此，總統成為政治運作的核心，也成為文官主要的政治

回應對象，這種概念在尼克森總統時代最為明顯，他不僅主導政治回應的議題，

同時將政治回應的對象簡化為總統一人，或是總統任命之政治官員，這種趨勢在

雷根總統任內亦相當明顯。 

以總統作為政治回應唯一對象的主張，從層級節制式民主 (overhead 

democracy)的概念而言，似言之成理，即民主控制的唯一路線是從人民到其代

表，並由總統做為最高點，再往下延伸至各部會及更小的單位，以至於行政的最

末端。這種學說雖能滿足政治體系控制官僚的需求，但卻犯了過度簡化的迷思，

因為在立法權力的退卻之後，行政權卻未因此歸於政務機關，政治首長的任期不

長、未能於短時間內嫻熟行政細節、政策的落實有賴永業文官的補充與協助等理

由，均顯示出政務機關尚無法全然控制官僚體系，而有限的政治任命職位，也無

法克服政務官在行政機關內領導的危機。因此，立法機構的權力並非由政務機關

承接，反而是被官僚體系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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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官僚體系掌握絕大的行政權力，那麼我們該進一步思考，官僚體系應向

誰負責呢？早期的行政學者，在政治與行政二分的假定下，認為官僚必須向民選

政治官員及代表負責，而這些民選人員則向選民負責(Finer, 1984)，行政人員要

服從層級節制的權威以及依法行政的原則。但自二次世界大戰以降，行政事務益

加複雜，並具高度技術性，造成科技官僚的興起，遂有了要求行政人員應向其專

業負責的主張(Friedrich, 1984 ; Mosher, 1982)。黑堡(Blackburg)觀點的學者(如：

Gary Wamsley, James Wolf and John Rohr)，則從憲法的觀點來闡述行政人員的角

色，認為憲政精神是行政人員最基本的倫理標準，文官應在此一基礎上向憲政精

神負責，並認為行政人員與民選政治官員一樣，皆能直接代表公眾的利益和具有

回應公眾利益的權力與責任，同時也擁有治理的正當性(Rohr, 1986)。 

從上述的論證，可以發現理論上的爭辯始終沒有停止，這些爭議充分顯示「政

治回應」價值的不確定性，而在公共政策領域中，此一價值亦常被不同立場的政

治人物所利用。 

政治回應價值與代表性、課責的概念相關，代表性指的是行政組織必須代表

或反應社會各團體的價值，以便取得支持與治理的正當性，如同Donald 

Kingsley(1944)及Samuel Krislov and David H. Rosenbloom(1981)所謂的「代表性官

僚(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強調政府人員的社會與經濟特徵，必須反應並代

表他們所生活的於其中的社會環境。由此可見，代表性的目的是為了「回應代表

團體所欲的政策或利益」，但近年來文官政策的演進，代表性的議題被弱勢優惠

行動方案所吸收，在回應價值中的談論逐漸減少，我們將在下一節說明。至於課

責一詞，其主要概念是以政治或法律上的權威作為遵守的依據，比較重視正式制

度面的規範，訴求的是文官應該回應政治首長與法令規章的要求。 

 

貳、政治回應價值在公部門人事管理的意涵 

 

Elliott(1985: 5-6)認為政治回應的價值與分贓制的概念相近，但政治回應所討

論的內容較廣泛，政治回應指的是人事行政的正當性，在於服從政治首長的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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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並協助完成首長的目標，但這並非表示必須扭曲功績制，而是希望共同合作，

在相互可接受的基礎上，達成政治首長的目標，惟運作上如太過強調政治回應，

仍很可能會造成永業人員、功績體制的傷害。與政治回應價值相關的另一個概念

是行政領導，依 Elliott(1985: 5-7)的說法，行政領導乃是 1930 年代人事政策的主

導價值之一，指的是公共人事行政是最高領導者為了有效管理、完成目標的工

具，人事主管應向最高領導人負責，人事主管是行政首長的幫手，而非功績制的

保護者。施能傑(民 88：8)認為行政領導強調的是民選總統或機關政治首長必須

有機會擴大政治任命人力的廣度與深度，運用隨時準備同進退的主管人力，協助

從事政策規劃與領導，以確保政策能經由行政機器得到忠實推動。因此，行政領

導雖與早期的分贓制度相近，但關切的恩寵職位限於高階層，與分贓制涵蓋中低

階層文官不同，主要目的亦非酬庸選舉功臣，當然，若運作不當也可能造成另一

種恩寵分贓。Van Riper(1958: 324)即指出羅斯福總統為了推行新政，新設立的機

關大多排除適用功績原則，即免除競爭考試，Van Riper 稱此一發展為「意識形

態的恩惠」。 

公務人員的政治回應大體可分三個層次，依序為回應人民、回應民選人員

及政治性任命人員、回應組織層級體系內的行政長官。回應人民是整個政府共同

的責任，因為公民是政府組成的合法性基礎，也是最終的權威來源。因此，滿足

公民對政府的信任，以及不同的公共利益需求，就成為民主政府存在的最核心價

值。為了確保公務人員能真正負起對公共信任與公共利益之責任，設計一套有效

的「課責」機制即是民主行政不可或缺的重要策略，而在政黨政治下，此一課責

機制常透過政治性任命之首長為之，亦即政治性任命首長為達到向人民及國會議

員負責之要求，便轉而向公務員課責。在這個邏輯推演下，公務員主要負責的對

象即是政治性任命人員，在英國即是向內閣總理及各部會大臣負責，在美國即是

向總統及各部會的政治性任命人員負責。至於回應組織系統內行政長官，主要是

基於層級節制的概念及法令的規範，與前述課責的概念相近。 

如果政治回應價值探討的是文官如何回應政治性任命人員的需求，那麼反

過來說，對於文官的課責、有效控制文官體系便常是政治性任命人員取得文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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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回應的手段。Barbara S. Romzek(2000: 149-153)曾將文官的課責區分為四種類

型，包括層級、專業、法律及政治課責。層級課責係基於對低工作自主性之人進

行嚴密的監督，傳統的功績制即本於此項原理。專業課責係基於內部道德規範，

來自專業社會化、組織訓練及個人工作經驗的要求。法律課責涉及外部監督，普

遍的法則是法治行政。政治課責即回應民選官員、利益團體、公眾等。不同課責

類型有不同的強調價值及行為期望，整理如表 2-9，而本文的政治回應主張，即

偏向政治課責的理念。 

 

表 2-9 文官的課責類型、強調價值與行為期望 
課責類型 強調價值 行為期望 

層級 效率 遵守組織指令 
法律 法治 順從外部要求 
專業 專業能力 順從個人判斷及守業 
政治 回應性 回應外在的主要控制者 

資料來源：Romzek(2000:154) 

 

Romzek(2000: 149)並指出聯邦政府雇用體系之結構即代表著不同的課責途

徑，分贓制度是文官體系未能有效回應民選官員意志的反制，而功績制則是代表

過度回應民選官員意志的反制。 

至於控制文官體系的作法，以美國為例，歷任總統的手段不同，如尼克森

總統被稱為行政型總統，他對於文官體系極不信任，大量增加政治性任命官員，

以加強對於常任文官的控制，而增加政治性任命人員的作法也成為後來總統控制

官僚體系的重要方法。為了控制官僚，並規避文官法令的規範，尼克森的幕僚人

員更編纂了一本《Malek手冊》(White House Personnel Office, 2003)，這是一本

教導政治首長如何規避功績用人的操作手冊，這本手冊可說是政治超越功績的象

徵。但實際上，Malek手冊對於文官體系而言，控制的意涵更甚於政治回應，二

者未必是相等的。 

再以卡特總統為例，他被稱為技術型總統，他不像尼克森嘗試去扭曲或濫

用功績制度，而是透過文官改革法的高級行政主管職位，以達成控制官僚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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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他並大量增加 C俸表人數。至於雷根總統，Terry Moe(1985: 260)認為雷根

總統管理官僚體系的作法，可歸類為政治型總統，其中意識形態在此一管理策略

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雷根總統希望脫離傳統層級節制的控制模式，而儘可

能地在政策過程跳過常任文官，即將組織內所有的關鍵職務均由政治任命人員擔

任，使常任文官排除在政策決定及政策制定之外。雷根總統的幕僚相信唯有政治

人員才能清楚地了解政策的底蘊，常任文官也無須了解這些資訊，在此一前提

下，雷根總統也大幅增加了政治性任命的人數。 

上述的例證都在說明歷任總統均希望有效控制文官體系，只是控制真的就

代表有更多的回應嗎？Ingraham(1995: 131)曾表示，對公共組織而言，控制文官

體系未必能使它更有效率、更具回應性。從文官改革的歷史來看，為了提升文官

體系對於政治的回應，常使用的方法是增加規則，結果卻導致規則、管制不斷的

增加，反而使得課責更加模糊，同時降低了民選官員了解官僚體系運作的能力與

機會，官僚體系在愈多的規則中，愈有機會找到符合本身利益的規則，而政治性

任命人員在規則的迷宮中，反而失去對於官僚的控制力。這顯示出文官體系在政

策制定與執行的實際過程中，擁有相當程度的自主性。 

 

參、政治回應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意涵與應用 

 

前已提及，由於價值的抉擇涉及到政府職位此一稀少性資源的分配，故而有

關職缺如何進用，及採用何種標準進用，常是表現價值的方式。從這個觀點而言，

政治回應的價值在分贓時期最為顯著，此一價值強調的是常任文官要依照政治指

示做回應，常任文官的專業、永業性，主要是為了完成政治目標的工具。 

從雇用政策上來談，政治回應價值至少具有二個重要的意涵，一是雇用的方

式、標準，符合政治首長的需要，例如免除競爭考試的用人方式，雇用時強調政

治忠誠或政策理念的一致性。二是所選擇的人，能有效回應政治首長的政策主

張，並能更貼進人民的需求。為了達成上述目標，常透過下列方式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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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位的政治性運用 

在此指的是對於文官政治中立的看法。英美兩個不同的政府體制中，均強調

文官的政治回應，但二者卻有著相當不同的操作手法。在總統制的美國，主要是

強調文官職位的政治性運用，並未嚴格規範文官的政治中立，而在內閣制的英

國，則是要求文官必須嚴守政治中立(石慶環，2001：8-9)。 

美國強調文官職位的政治運用，最明顯的便是分贓制，用人取決於現職文官

及求職者對於政黨的忠誠與公職候選人的支持。在十九世紀分贓制盛行時期，人

們認公共服務應優先考量執政黨的政治與社會代表性，其次才是政府官員的技術

能力。羅斯福總統任內，為解決經濟大恐慌及二次世界大戰的人力需求，並為推

行新政，乃採用恩惠制來任用理念相同之人員，由於此種恩惠制度，並非以政黨

忠誠為考量，而是對於新政理念認同者，故稱之為意識形態的恩惠(Schultz and 

Maranto, 1998:118；Van Riper, 1958: 324)，Elliott(1985：7)則將它稱為行政首長

領導。這一段時期，新政機關大幅增加，且機關內的多數成員得無需經由公開競

爭考試取才，將近有 40%的文官未納入功績制範圍，造成國會及人民對此種恩惠

制度的擔心，深怕總統將官僚組織政治化，擴張行政權力，爰通過赫奇法，進一

步限制文官參與政治活動之範圍(Schultz and Maranto, 1998: 111)。因此，政治中

立的規範，在美國的環境中，其立論基礎是偏向於維護功績制度、效率的價值，

而非政治回應，即透過政治活動參與之限制，達到政府之公正、效率、效能。而

文官職位的政治運用，主要原因是由於總統的權力不斷擴張，為了強化總統更多

「人事回應、忠誠」價值的要求，而前述的Malek手冊，即是文官職位政治化運

用的最實際表現。 

至於英國的文官具有高度非政治性特色，所謂非政治性，係指文官不得積極

參與政治性活動、文官不會因為任何政治原因而去職，他們並不因政權之更迭而

有異動。反之，根據悠久之職業傳統，他們也應該以同樣的忠誠對負政治責任之

首長服務，而不論任何政黨取得政權。這種特色反應的便是政治回應的價值，因

此，在英國的環境下，希望文官達成政治回應的目標，反而要強調其政治中立性。

其主要觀念包括以下幾點(鄧志松，民 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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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長責任制：指的是部長在憲政體制上對各該部的工作負責，並承擔任何政

治責任，文官可退居幕後，避免任何政治性之干預。 

(二)政治效忠：指的是誰執政，文官就像誰效忠，文官站在部長的立場，為部長

的代言人，從這個觀點來看，英國文官中立像是「有政黨傾向的中立(partisan 

neutrality)」，文官效忠的是執政的政府，而非在朝或在野的政黨，在執政黨

與執政政府結合的前提下，文官自然無法公平地對待任何一個政黨。 

(三)無私建言：文官除了政治效忠之外，亦有其專業的特性，無私建言即代表此

一特性，他們必須從專業的立場，告訴部長何者可為，何者不可為，使部長

在完整的資訊條件下進行決策，與政治效忠本質上有制衡的作用，使部長不

致於做出離譜的政策。但當政策決定之後，不論是否與文官的專業立場相

合，文官須全力以赴。 

(四)文官匿名：指的是文官對外沒有名字，這是為了避免文官陷入政治紛爭，政

府的所有文件均以部長名義對外發表，所有的責任均由部長承擔，與文官無

涉，文官向部長負責，而由部長向國會、社會負責。匿名使得文官免除公共

監督，降低了人們認為文官無法控制的疑慮，也避免文官陷入政治紛爭。 

(五)政治冷漠：指文官對於各政黨保持小心謹慎的態度，不過度表達個人政治立

場或支持某個政黨，即使文官各有其政治主張，但不輕易透露，他們習慣於

隱藏幕後，默默發揮影響力，而非直接加入政治競逐的行列。 

(六)政務官與常任文官的嚴格區分：文官為部長做任何有關國會的事，不做任何

與政黨或選舉有關的事。文官建議，部長決策，文官執行，關係清楚劃分。

部長需要文官的政策建議與無私的政策執行，文官需要得到部長在專業上的

尊重，二者清楚劃分，也很少絕裂。 

 

從上述的說明，我們可以了解，英國要求文官中立的理論基礎，在於確保文

官對部長或政治性任命人員之忠誠，客觀、坦率地提供建議，全力執行部長的政

策，以確保公正執行事務及獲得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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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政治性任命人員，強化對於文官的控制 

Moe(1985)曾表示，由於僵化的文官制度與過度行政中立的主張，造成文官

體系政治回應的喪失，而行政型總統(Administrative Presidency)的用人策略，即

是為了解決文官體系的回應性問題。行政型總統以尼克森為代表，他從層級節制

式民主的理念，推論認為總統是唯一有權責運行政府的人，他對於永業官僚並不

信任，經由成立了 Ash 委員會，該委員會提出許多建議，如增加政治任命的官

員等，主要均是為了提升總統的政策指導及協調能力，但他同時也認為，一旦政

治任命官員陷入官僚組織的泥沼中，他便無法持續控制他們，於是有必要再增

加、指派官員監督官僚體系，以確保總統的政策可持續推動，而增加政治任命人

員亦成為尼克森總統後，歷任總統的重要管理策略(Ingraham, 1995: 98)。 

各國總統或內閣總理得以任命的政治性職位數量有很大的差異，英、法大約

有 120人，德國則僅約 40人，至於美國則可多達近 3000人(Ingraham, 1995: 9)。

美國總統在交接後，可供政治性任命的人員包括需經參議院同意後任命的政治首

長職位、不需經參議院同意即可任命的政治職位、其他首長職位、大使、非永業

的高級行政主管職位及 C 俸表職位，其中非永業高級行政主管與 C 俸表職位，

均屬於文官階層，可說是最貼近文官體系的政治性任命者，因此，增加這二項職

位的數量幾乎是所有總統的一致作法，希望達成政治回應的目標。 

C 俸表職位是 1953 年透過艾森豪總統的行政命令所創設，不適用競爭性職

位。艾森豪總統上任的前二十年，總統均民主黨人，他便以政府的重要高級行政

職位均為民主黨人所佔據，於政策上推行不便，乃以人民的委託為詞，商得文官

委員會同意，以行政命令設置 C 俸表人員，屬一般俸表十四職等至十八職等具

決策性之高級職位，不經考試進用，只要經執政黨認可即可任用，藉此確定政黨

政治之責任政治，並貫徹總統的政策，當然，這亦可說是行政領導價值的需求

(Elliott, 1985)。行政領導的現代概念，認為總統像一位管理者，惟由於總統的政

治本質，使得管理與政治的結合變得自然而有必要。但誠如 Ingraham(1987：

425-426)所言，政治控制與管理的結合，通常不是和諧的局面，政黨的政治活動

總是使管理的改革被掩蓋或惡化，於是行政部門被政治化運用，因此強化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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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總統更多「回應、忠誠」價值的要求。 

至於高級行政主管職位，可追溯自 1953 年第二次胡佛委員會的報告，此一

報告建議嚴格區分政策制定及行政執行，並建議發展高級文官制度，此一建議為

1978 年文官改革法所採用，希望在永業文官體系外，提供高級文官適當的誘因

及計畫性的生涯發展，使得政府有效運轉，讓常任文官回應政治性任命官員的政

策目標及指導(Nigro and Nigro, 1994: 40)。 

英國於 1996 年 4月建制的高級文官(Senior Civil Service，簡稱 SCS)，雖然

不是政治性任命，但某種程度上，也是政治回應價值的表現，SCS是一種任期制

的聘用職位，政治首長有充分的管理權限，SCS對所負責之功能業務負管理績效

的成敗和去留責任(施能傑，民國 91b：266-269)。嚴格說來，SCS像是契約式用

人制度，其去留的依據是績效，似乎有著管理效率價值的要求，但從 SCS 職務

之特色來看，它同時擔負著政策與管理的任務，它的獨立建置，仍有著政治回應

價值的色彩，其彈性的管理措施，也有助於強化對於文官體系的控制。 

 

三、政治忠誠的雇用標準 

從美國文官制度發展史來看，1829 年傑克森(Andrew Jackson)就任總統後，

發現聯邦政府中的重要職位，幾乎全由聯邦主義黨所控制，於是倡議黨派分贓用

人制，以期文官集團能回應總統及人民需求。這可說是強調政治忠誠的最具體表

現。再者，羅斯福總統任內，所採取的意識形態恩惠用人制(Schultz and Maranto, 

1998: 118)，以及雷根總統時期，以意識形態為雇用標準，均是具體事證。 

美英等西方國家大都有公務人員安全或忠誠查核的制度，美國對於文官政治

忠誠或意識形態查核最嚴密的時代，大約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是時由於反共、恐

共的思想，1946 年杜魯門總統發布 9835號行政令令，對文官及想要擔任公務員

者進行忠誠調查，到 1953 年撤銷該項命令時，共有四百多萬人曾接受調查，促

成數百名公務員免職及數千名公務員辭職(Schultz and Maranto, 1998: 126)。除此

之外，1950 年 2 月，威斯康辛州參議員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在一個紀

念林肯誕辰的聚會上演說，表示手上握有一份 205人的名單，這些人在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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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了一個共產黨的間諜網，他們是侵害美國的叛徒，目的在擴大共產勢力，讓

自由世界逐日退縮，於是參眾兩院成立「非美國人活動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s)，由麥卡錫主持調查對聯邦政府之滲透活動，許多公務員

就在「安全有顧慮」等莫須有的罪名下遭到監控、解僱或囚禁 (Rosenbloom and 

Goldman, 1998: 243-244)，聯邦最高法院對於此事採取猶豫之態度，直到 1970 年

整個事件才告落幕(Schultz and Maranto, 1998: 107-108)。 

現階段美國聯邦法典規定，聯邦人事管理局對於擔任駐外代表或其代理人、

從事科技研發或國防人員等，應進行忠誠調查；公職人員如經美國國務院認定為

高度重要或敏感性職務者，應由聯邦調查局負責其忠誠調查。安全查核內容，大

致均以對被調查人之家庭成員、學校紀錄和社會經歷等進行廣泛性之瞭解與訪

談，藉以發掘被調查人是否對國家忠誠。美國在 2001 年發生 911事件之後，對

於安全查核的標準日趨嚴格，OPM為檢視公職應徵者的忠誠，自 2004 年 5月起，

啟動了 e-QIP8系統，作為各機關為甄補人員時，應徵者填列忠誠資料的平台，並

藉由電腦的協助，篩選出適合或不適合的人選，以強化國家安全機制。 

 

肆、小結 

 

本節探討了政治回應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應用情形，包括職位的政治性運

用、增加政治性任命的人員、政治忠誠的雇用標準等三項。 

 

第四節  社會公平價值 

 

本節將探討文官制度雇用政策中的社會公平價值，說明的重點包括社會公平

價值的意涵，及其在公部門人事管理上，尤其是雇用政策上應用情形。 

 

                                                 
8 http://www.opm.gov/e-qip/(200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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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會公平價值的意涵 

公共行政學界重視社會公平的價值，莫過於新公共行政學派的學者。1968

年，在 Dwight Waldo發起與贊助下，聚集了許多位年輕的公共行政學者，在雪

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敏諾布魯克會議中心(Minnowbrook Conference 

Center)召開第一次敏諾布魯克會議，檢討公共行政所面臨的問題與未來發展方

向，該項會議的研究與傳統公共行政有相當大的差異，他們所提倡之觀點稱為新

公共行政。 

新公共行政學派的學者特別重視規範性的問題，並批評傳統的公共行政過於

強調效率的價值，他們認為效率只是眾多可欲價值中的一個，並不能涵蓋公共行

政的全部，他們認為應該要補充傳統公共行政價值基礎的不足，在他們所提出的

各種替代觀念中，以社會公平價值為主要核心。與會學者 George H. 

Frederickson(1989: 97)對於新公共行政的特徵作了歸納，其中一項即是公共行政

除了經濟與效率的價值之外，應該增加社會公平的價值，作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

要根據，Frederickson(1990: 228)認為要將社會公平作為公共行政的第三個支柱，

使政府的服務強調平等的觀念，重視對於公民的回應而非公共組織的需求。新公

共行政的觀點在 1970 年代曾經短暫引領風潮，也使得社會公平價值成為公共行

政學界思考的主題之一。在 1988 年，同一地點又舉辦了第二次敏諾布魯克會議，

此次會議仍強調公共行政應該依據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為民服務。 

社會公平價值涉及的是資源分配的問題，但它比政治回應、效率價值面臨更

大的難題，便是界定上的困擾，究竟公平的分配應以過程為標準，或以實質獲得

為標準，亦即機會的公平或結果的公平，這個爭議涉及公平的理論問題，本文將

其歸納為古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之辯。古典自由主義強調過程觀，現代自

由主義則強調最終結果觀。以下分就二項學說說明如下： 

 

一、古典自由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的倡導者，如海耶克(Friedich A. Hayek)、弗利曼(Milton 

Friedman)及諾齊克(Robert Nozick)，其核心理念是：有限的政府，政府應扮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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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守夜者」的角色、法治的維持、避免權力專擅獨斷、對於私有財產的保護、

契約自由，個人對自己的命運負責等。這些人頗多主張自由經濟，並認為財富重

分配不啻強制某些人為其他人勞動，乃是對於個人權利的侵犯。 

古典自由主義的理念，在美國這個標榜自由立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獲得重

大的伸展，並在英國柴契爾首相與美國雷根總統於1980年代的執政時期達到顛

峰。當代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著作為諾齊克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

他認為公平價值的體現，在於過程，而非結果，強調機會的平等，此一理念應用

於人事政策中，偏向於平等就業機會的主張。諾齊克認為，探討資源如何分配始

合乎正義，應該考量資源是如何形成的歷史，始為合理。諾齊克認為他的理論不

像羅爾斯，僅根據某一時間切面結果之原則，即據以論斷分配的正義，而是充分

考量資源形成的歷史過程(王建凱譯，民85：ix-xiii)。 

 

二、現代自由主義 

現代自由主義認為政府不應侷限在消極的角色，而應積極地謀求社會正義的

實現，特別是在財富分配上，不宜放任市場機能的自然運作，而應謀求調節道。

現代自由主義者如彌勒(John Stuart Mill)、羅爾斯(John Rawls)。 

羅爾斯在《正義論》中指出：「正義為任何社會制度所追求的第一至善，正

如真理為任何思想體系夢寐以求的鵠的一般，蓋一項思想體系，姑不論其如何優

雅與簡約，設若不真，也必須加以修正，甚至不得已要將之揚棄，同理，一項法

律與制度，不論規定與執行得如何有效與妥適，如缺乏正義，終究為人所不信任，

並設想加以修正或廢止之。」誠然，正義做為最高的政策價值也許沒有太多爭議，

但正義如果缺乏更多細緻的原則與操作，恐怕也難以有成效實踐。於是他提出正

義的兩個原則(引自趙敦華，民81：43)： 

(一)平等原則：每個人都在最大程度上平等享有與他人相等的基本自由權利，保

証人民基本自由權利的不可侵犯性，基本人權不應為了政治交易或社會集體

更大的利益而被犧牲。 

(二)差別原則：社會和經濟的不平等現象，應符合下列兩種情境：1.最少受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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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供最大期望利益，要盡可能使自然和社會造成的不平等減至最低。2.

在公正機會的條件下，所有職務應向所有人開放。 

 

羅爾斯的第二項原則經常被稱為正義的最大化理論，他的理論認為公平價值

的實現在於最終的結果，而非過程，此種理念應用於人事政策中，可說偏向於弱

勢優惠行動方案，採取差別待遇，以改善長期居於弱勢的族群。羅爾斯主張政府

職位應向所有人開放的理論，也使得弱勢族群更有機會進入政府部門服務，並促

成政府的人力資源政策思考對於弱勢族群的優惠方案。 

前已提及，新公共行政學派特別重視社會公平的價值，其中 David K. 

Hart(1974)即特別推崇羅爾斯的正義論，他認為社會公平所主張的倫理標準，是

承認不同的人有不同的需求與利益，因此，不同的人應得到不同的對待，Hart

的主張即屬於羅爾斯的公平觀點，這種觀點轉移到人事行政領域，所引申的便是

弱勢優惠行動方案，我們稍後說明。 

另一個衡量公平性的標準是帕累多標準9(Pareto Crieterion)，認為某個至少使

一個社會成員過得更好，卻沒有使他人過得更差的社會，就是最佳的社會狀態。

而「帕累多最適」則是一種社會狀態，此種社會狀態在使任何人過得更好之餘，

不會使其他人過得更差(Dunn, 1994: 330；Weimer and Vining, 1992: 95)。但此種

分配在實務運作上有相當的困難，並不易達成。 

從上面的陳述可以清楚顯示社會公平價值的主觀特性，亦即價值抉擇取決於

個人所持的立場，同時對於價值的認定亦可能有不同的見解，落實到公共政策上

也呈現出截然不同的方向。 

 

貳、社會公平價值在公部門人事管理的意涵 

 

社會公平的價值是憲法平等權保障的範圍之一，由於政府部門的工作是全體

                                                 
9帕累多標準是由義大利經濟學者帕累多(Vilfredo Pareto，1848-1923)所提出而命名的，主要概念

是指資源的配置運用已達最有效率的情形，不管再如何重新分配使用，都沒有辦法使某些經濟

個體獲致更高的利益，且同時不損及其它經濟個體的利益，亦可用來衡量效率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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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同擁有的財產，因此，參與公職競爭的平等就業機會，便是社會公平價值

的基本要求。一般對於平等就業機會的最基本要求是，政府公務人力考選的應徵

資格條件和考選結果的錄取決定，除非有非常合理的理由，否則都應該盡量不受

到性別、年齡、政黨隸屬、種族、籍貫、教育等等個人特性的影響(施能傑，民

91a：8)。但由於社會公平價值涉及在不同團體之間進行資源與效果的分配，而

因為每個人對於社會公平的見解不同，政策的分配過程，便常常發生衝突的現象。 

舉例而言，分配時應考量以階層為基礎，或以團體屬性為基礎呢？以階層為

基礎的分配，主張在分配事物時應存在有內部的區分，區分的標準包括水平的公

平及垂直的公平二種。水平的公平意指對於同一層級的人們予公平的對待；垂直

的公平指對於不同階層的人們予不同的待遇。如以團體為基礎的分配，主要指以

個人的「特質」為區分依據，強調具有相同屬性之人員，應給予平等的分配(Stone, 

1997)。上述的區分應用到人事管理的領域中，以階層為基礎的分配，主要核心

原則是功績，包括成就、能力與過去的績效等，強調對於具有相同資格、能力的

人給予平等對待，與平等就業機會政策的主張相合。至於以團體屬性為基礎的分

配，在人事行政領域對照的政策即是弱勢優惠行動方案，以個人的「屬性」，如

種族、性別為特徵。這二者的差異在於經驗或績效是會改變的，但個人的屬性則

難以改變10，這種固定性，反而不利於社會的流動。茲就二者的比較列表如下： 

                                                 
10 惟如優惠的對象屬身心障礙者，則回復的機會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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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平等就業機會與弱勢優惠行動之比較 

項目 平等就業機會 弱勢優惠行動 

意義 防止個人因為種族、膚色、

性別、宗教、年齡、國籍等

因素而被剝奪就業機會 

為社會地位低下者的甄補、任用和晉升

而採取的專門措施，其目的是要消除以

往的歧視所造成不平等後果。 

目的 避免就業的歧視 扭轉過去歧視造成的不平等 

結果 提供無就業歧視的工作環

境，並保證所有人有平等的

權利 

矯正過去的歧視現象 

主要標的 全體國民 弱勢團體 

取向 過程取向(立足點的平等) 結果導向(齊頭式的平等) 

價值立場 社會公平 社會公平及代表性 

 

從上表可得知，弱勢優惠行動計畫跳脫了傳統平等就業機會的概念，它不再

尋求保障與他人平等競爭的機會，而是進一步追求公職競爭上的平等結果。是以

弱勢優惠行動計畫可說是為了達成平等就業機會而進行的積極性措施。如果說平

等就業機會的原始意涵係希望達成立足點的平等，則優惠行動可視為是尋求齊頭

式的平等。 

本表中有關弱勢優惠行動方案的價值立場，除了社會公平外，另有代表性，

這是由於社會上存在著不同的族群，透過雇用的過程，建立多元且具代表性的文

官體制，乃是社會公平價值的基本立場。反過來說，如果文官的組成過於同質化，

在行政運作時難免會受到同質團體利益的影響，進而影響文官的甄選、升遷，對

於文官中立是一大挑戰。 

文官體系強調代表性的理論，可謂來自Kingsley(1944)的代表性文官體系理

論，這個理論指出文官體系的人力組成結構，如政治、經濟、社會等特徵，應該

具備社會人口的組成特性，如此才能充份地代表社會上各類人員的利益，反應出

各類人員的偏好。許多公共行政學者亦引用代表性文官體系理論來合理化文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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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的行政權力(Krislov, 2003: 293; Levin, Peters and Thompson, 1990)，他們認為文

官集團比起民意機關或政治性任命人員，在組成份子的結構上，如性別、族群、

政黨屬性與社會階層等變項的分布情形，與一般民眾較為相似，因而文官集團在

政策的制定與執行過程中的諸多抉擇與裁量，可能是與民眾的偏好相仿，比民意

代表與政務領導更具有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性的觀念，由於時空環境的

差異，也會產生不同的變化，以美國為例，華盛頓總統時期的用人強調的是地域

的代表性，而今強調的是族群、性別的代表性，可見不同時期所強調的代表性標

準不同。 

誠如前述，為達成社會公平的價值，在人事行政領域最常見的政策即是平等

就業機會與弱勢優惠行動方案，為達成平等就業機會，大體上的作法包括

(Rosenbloom and Goldman, 1998: 249-253)： 

一、甄選文官時要確實反應人口的分布情形。 

二、消除一些對平等就業機會有妨害的人為障礙，例如身高、體重、性別等。 

三、消除考試時所具有的種族偏見。 

四、建立有助於少數民族和女性晉升的訓練方案。 

五、消除人事行政上任何帶有歧視的思想和作法，包括升遷、職務指派及職位分

類。 

至於弱勢優惠行動的具體作法至少包括下列三項，一是配額制，二是目標時

間表，第三種則是分類選取法的雇用測驗。所謂配額方式係指強迫雇用或升遷時

必須依比例進用弱勢族群，而無需考慮功績制的規定。目標時間表，係指某一機

構根據功績原則，自行設定在一定時期之內要達成改善特定族群就業狀況的目

標，本質上仍依循功績制的規定。所謂分類選取法，係指並非根據所有應徵者之

成績順序依次挑選，而是將應徵者先依其種族或其他特性分類，再挑選各類成績

最佳者(施能傑，民 88：112)。 

至於美國聯邦政府文官對退伍軍人的優惠雇用政策已有百餘年的歷史。某種

程度上來說，退伍軍人由於其背景因素，可說是競爭文官職位的弱勢族群，再加

上政府感謝退伍軍人為國家的奉獻，因此優惠的雇用政策一直存在。此一政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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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了早期聯邦政府對退伍軍人非制度性的照顧、兩次世界大戰後政策性的優惠以

及 1978 年開始實行有限制優惠政策等幾個歷史演變階段。在歷史演變過程中，

政策上是從無限制優惠走向有限制優惠的過程。但由於此種優惠政策存在著違背

功績原則和犧牲文官素質的疑慮。因此，協調聯邦政府退伍軍人的優惠政策與功

績原則之間的矛盾，仍是美國文官制度改革所面臨的一個重要課題。我們在第三

章會再深入說明。 

 

參、社會公平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意涵與應用 

 

即使社會公平價值在人事行政領域已發展出平等就業機會與弱勢優惠行動

方案二種途徑，但實際運作，誠如Riley(2002: 4)所言，社會公平做為文官制度的

價值，其爭議性最多，畢竟就實際運用上，公平並非是一項可清楚描述的概念或

指標，而是一種複雜的規範性概念，它必須在實際的系絡中，去考量那些差別是

可接受的，而那些則不可，意圖尋找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公平原則，實際上並不

可行。因此，以社會公平作為人事雇用政策的價值標準，經常是爭議不斷，除了

前述平等就業機會政策與弱勢優惠方案的性說明外，社會公平價值在雇用政策上

的常用情形如下： 

 

一、雇用數量的代表性與測驗效度的檢驗 

社會公平價值的支持者，經常被視為是強調少數族群與女性的優惠行動，

但他們對於雇用政策的最大的貢獻反而在於測驗效度的領域上，雖然測驗效度的

問題，在理論上則是偏屬於效率的價值，但由於社會公平價值支持者的要求，使

得測驗的內容與工作的相關性受到嚴格審查，以避免測驗過程中的歧視現象。以

美國為例，考選的過程應該討論是否對任何單一性別、族群產生不利影響(adverse 

impact)。 

不利影響規定於員工甄選程序統一準則(Uniform Guidelines to Employee 

Selection Procedures)，此一準則是由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與文官委員會、勞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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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司法部門，因應 70 年代的民權運動，而於 1976 年提出，1978 年正式公布，

這個準則是雇用過程最重要的規定，適用範圍包括公、私部門，凡是與「雇用決

策」相關的程序都包括在內，如最低限度申請條件、績效測驗、經歷審查、書面

測驗、口試，及試用期間的績效評估等。美國聯邦政府認為若考試結果對特定特

性組群產生不利影響時，考試就產生歧視效果，違反平等原則。但「不利影響」

並不代表考選的結果如違反此一原則便是歧視，而是要能清楚說明，如果考試結

果發生不利影響時，組織需負舉證責任，說明考試過程的條件、資格限制是必要

的，如果沒有發生不利影響時，則提出異議的考生負舉證責任。 

不利影響的檢測標準有二種，第一種是 80%法則，指應考人口特性組群(如

種族、性別)中，最低錄取率(錄取人數/應徵人數)的特性組群和最高群組錄取率

的比值，若比值低於 4/5 時，該項考試對於最低群組者就構成不利影響，而 4/5

的規則，適用於所有雇用過程中，而不是只有總雇用比率而已。第二種是實用法

則(utilization rule)，實用法則必須實際計算二項數據，一是組織中受雇用員工的

比例，二是在可能的工作人口中，受雇用員工的比例11。一旦我們擁有了這二項

數據，即可透過 T 檢定的方式，計算在隨機的情況下，合理的被雇用數，計算

的如果如其機率低於 0.05，我們即可認為具有不利影響(Riley, 2002: 43-45)。 

發生不利影響最有名的案例，即是「專業性與行政性永業考試(Prof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Career Examination，PACE)」，本項考試在 1979 年遭少數民族

控告不公平，歧視少數民族，考試結果造成對於非洲裔、拉丁美洲裔美國人有不

利影響。本項爭議最後以庭外和解收場，為此，1982 年人事管理局廢止本項考

試，改以「除外職 B俸表任用」為替代方案，1990 年 B俸表任用的作法又被指

控，在法院要求下，人事管理局又提出行政暨永業人員考試(Administrative Career 

with America, ACWA)，作為現行聯邦政府文官的候用考試。 

除此之外，員工甄選程序統一準則對於測驗效度的要求包括：內容效度、

                                                 
11 實際上計算這一項數據並不容易，由於不同的職務有不同的資格要求，因此每一項職務的可

能工作力便均不同，舉例而言，一位女性控告某大學在其求職時給予性別歧視，我們便必須先

了解她所應徵的是化學系教職，或者歷史系教職，才能合理估算符合該職缺資格的女性人數。

在美國實際發生的案例，在明尼拿坡里市的消防部門，沒有一位黑人，而該市的黑人占 5.5%，
因而法院基於合理的懷疑，要求該市消防部門提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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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效度及經驗效度，並認為考試的內容必須符合這些要求。內容效度是指考選

評量的實質內容能真正涵蓋與擬任實際工作的主要內容，例如，政府人力資源管

理工作必然會用到人力資源知能，所以筆試測驗時若未涉及「人力資源管理」科

目，該項評量的內容效度應顯然不足。再者，即使測驗人力資源管理的知識，但

若該份測試的題目或內容皆僅涉及政府薪資課題，而未涵蓋及人力資源管理實際

工作所必然要處理的其他範疇，該份測試的內容效度也不夠。經驗效度指測驗成

績和日後實際工作表現間的正向關連性，例如說，大學畢業成績和工作專業知識

間的關聯性若很高，前者（教育背景）作為考選方法就具有效標關聯效度。建構

效度是瞭解一項評量能真正衡量某些理論性概念或特質的程度，諸如智力、合群

性、成就動機等心理特質。 

從美國的經驗來看，有關測驗效度的問題上，可能發生在測驗的許多過程

中，例如：測驗內容具有文化的偏見12；測驗環境，包括主考官的族裔背景、測

驗中心的接待等；測驗用途，必須確保「工作相關性」，保證無偏見的運用測驗

結果的方式，才是合法的測驗(Shafritz et al., 1986: 17)。 

 

二、優惠的雇用方法 

如前所述，PACE 在 1979 年遭少數民族控告該項考試不公平，歧視少數民

族，經向聯邦法院提出訴訟。此一 Luevano v. Campbell13的訟案，在 1981 年由原

告與司法院達成合解，其合解條件是廢止該項考試，並先以除外職的 B 俸表為

替代方式。另外，根據庭外合解協議書(consent decree)，人事管理局又訂出二項

允許機關逕行任用應徵者的計畫，一為「傑出學術者計畫(Outstanding Scholar 

Program)」，機關可不受競爭考試程序規定，逕行任用合於擬任職資格要求，且

大專成績總平均在 3.5分以上或成績列班上前百分之十之大專以上學生。另一項

為「雙語/雙元文化計畫(Bilingual /Bicultural Programs)」，參加競爭考試及格者，

若有嫻熟西班牙語或文化而有助於擬任職位的工作績效時，各機關得不需再經評

                                                 
12 考試院民國 92 年的港務人員升資考試等四項考試，引用閩南語命題，即遭致部分媒體認為具

有文化上的偏見，不利於不懂閩南語的考生。 
13 Campbell為當時的聯邦人事管理局局長，因其後雷根總統上任後更換局長為 Devine，是以本
案演變為 Luevano v. De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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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競爭程序，逕行任用之。這二項特殊的雇用方法主要的目的是為了提高少數

族群的進用比例，以彌補過去對於少數族裔的歧視，是以與功績原則並不相符，

但其實際運作情形是否確有達成提高少數族群比例的目的呢？我們將在下一章

說明。 

至於對退伍軍人的優惠雇用，在方法上最主要的便是優惠任用的規定。美國

文官制度有關雇用的順序，受二項原則影響很大，一是三人法則(rule of three)，

二是退伍軍人優惠政策。三人法則自十九世紀即已存在，主要是指當用人機關欲

實際補實，向舉辦考試機關要求推薦合格人選時，舉辦考試機關應自考試合格的

候用名冊中，依排名次序推薦足夠人數供用人機關選擇，每一空缺職位應至少推

薦三位人選。這種設計主要是為了增加用人機關的選擇權。 

至於退伍軍人在雇用上的優惠措施包括加分與優先任用。加分的規定依所具

資格條件的差異，加五分或十分，至於優先任用，是指退伍軍人經列入候用名冊

後，用人單位正式開缺補實時，應向甄試單位要求推薦合格人選，甄試單位必須

就合格名單依排名順序推薦三人，當推薦名單中包括具有優惠資格之退伍軍人

時，不論其排名前後，用人單位必須挑選之。惟用人單位基於(一)身體檢查不合

格；(二)適格性不合格；或(三)其他人事管理局或機關內甄試單位所認可的原因，

可向考選單位或人事管理局申請不挑選具優惠資格者，人事管理局並有權作最後

決定是否允許請求。 

由於美國文官的考試屬於資格考，每次考試雖然通過者眾，但受到三人法則

與退伍軍人的優先任用的規定，使得不具有優惠資格的應試者真正能獲得任用的

比例相當低，幾乎是只有列在名冊前 3%的人才有機會獲得真正的任用(Shafritz et 

al., 1986: 169)。這種規定也影響到文官的組成結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具退伍軍

人身分者占文官總數幾達半數，我們亦將在第三章進一步說明。 

 

肆、小結 

 

從政治層面來看，弱勢族群在政治層面的有效參與，有助於國家的整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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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升政治體制統治的正當性。因此，平等就業機會、弱動優惠行動亦具有政治

性的意涵，而目前它也被政府運用作為推動社會或文化變革的方式。例如在加拿

大，由於具有英文與法文二種官方語，故公務員被要求任職時要能流利使用此兩

種官方語言，如此便塑造出加國社會同時使用兩種語言的文化規範。類似的例子

包括丹麥、愛爾蘭、紐西蘭、英國及挪威，均希望塑造公部門內「多元化、平等

化」的文化(OECD, 2000: 7)，顯見社會公平的議題，已是 OECD國家文官改革

的要項之一。 

 

第五節  個人權利價值 

 

本節首先介紹個人權利價值在公共行政學的意涵，次就此一價值在公部門人

事管理的應用情形加以說明，最後說明在雇用政策上的應用情形。 

 

壹、個人權利價值的意涵 

 

公共行政強調個人權利的價值，依照 Rosenbloom and Goldman(1998)的說

法，是一種法律的研究途徑，法律的途徑強調的是憲政價值、正當法律程序(due 

process)、個人權利的保障與公平性。而個人權利重視的便是個別公民應受保護，

以免於政府的不公平對待，在雇用政策領域，討論的便是工作權的保障，畢竟雇

用決策包括了留用、升遷、離職或解雇，每當雇用某一人而排除其他人時，都是

一種選擇決定。 

從美國文官工作權保障的歷史演進來看，1789 年建國時，文官大致有二類，

一是政治性任命人員，佔絕大多數，隨總統更迭，另一類聽命於政治性任命者，

屬基層工作者，雖無法律保障，但實際上卻相當久任，首長要免職須提出理由

(Mosher, 1968: 58-59)。到了 Jackson總統提倡的分贓用人時期，政府用人取決於

求職者對於政黨的忠誠與選舉的支持，因此多數公務員隨選舉而輪替，首長對於

公務員的免職享有充分的裁量權，而實際情況，也由於公務員更換頻繁，造成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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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上的無效率。現行美國聯邦文官工作權的保障，是在 1883 年文官法通過後，

逐步建立、修正，文官法規定分類職文官的選任，需經競爭性的考試，但對於免

職問題，則僅簡單規定不能對拒絕參與政治活動之公務員予以免職。當時的改革

者認為，如果文官的任用受到保障，可免於政黨的操縱，則首長將沒有誘因對現

職有能力的文官加以免職，首長濫權免職文官的情形即不存在。同時，改革者也

認為，免職權是管理者的特權之一，不應加以限制。但實際上，文官由於政治理

念不同或受秘密指控而遭免職的情形仍普遍存在，於是William McKinley總統於

1897 年發布行政命令，規定除有正當理由理由外，不能對於分類職文官加以免

職，將被免職的文官並可獲得書面的免職理由通知與進行書面答辯的權利。1912

年的 Lloyd-LaFollette 法更進一步規定，除非基於促進服務效率的理由外，分類

職文官不能被免職。 

1944 年的退伍軍人優惠法是影響聯邦分類職文官工作權保障的第二個重要

法案。該法規定「除基於促進效率之理由外，不得對具有退伍軍人身分的文官加

以免職」，更規定三十天以上之停職、暫時性停薪停職、降等或減俸，行政機關

在處分前，需在三十天前以書面通知，詳細說明理由，並給予合理的時間提出答

辯，受處分的文官並可向文官委員會申訴。由於退伍軍人優惠法賦予具退伍軍人

身分文官的保障程度，遠超過 Lloyd-LaFollette 法的規定，而在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具退伍軍人身分的文官佔聯邦文官總數的一半以上，因此甘迺迪總統在國會

的壓力下，於 1962 年發布 10988號行政命令，擴張退伍軍人優惠法所提供的工

作權保障，至所有聯邦政府的分類職文官(Guttman, 1970: 336)。 

1978 年文官改革法施行後，在程序及實質規範上，都進一步了保障了文官

的權利。就程序而言，對於公務員遭受一般不利處分或受歧視案件，明確規定了

申訴的程序，依據案件性質，分由平等就業委員會、功績制保護委員會等機關處

理。同時，功績制保護委員會獨立於人事管理機關之外，採準司法審理或裁決案

件，強化了正當程序的保護。就實質而言，將功績制度具體化為九項原則，對於

公務員的免職處分，規定應以功績原則為基礎，亦即免職只能基於個人的工作或

行為的原因，及為了業務的利益才能做成，同時規定了禁止的人事措施。上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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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顯然都進一步保障了文官的權利。 

綜上，1883 年的文官法，雖然沒有對於文官的免職程序或申訴加以規定，

但已為日後文官的保障制度立下基礎。由於美國對於免除文官工作權的機制，不

僅程序複雜，且涉及許多機關，從管理效率之觀點，可說是一種無效率之機制，

但從公務員權益保護之立場而言，則提供多元選擇途徑。這種機制，即使在相當

強調效率價值的時代，亦未有太大的改變，顯然是將工作權做為人權保障的一

環，在強調人權至上的美國，不論文官價值如何改變，此一部分仍未有太多影響。 

至於英國文官，從法律上來看，公務員的任用、調職或免職事項，均視為王

室的特權，而非法院審查的對象。再者，公務員關係的規範，除部分新制定的法

律外，多屬樞密院令、主管部門的通知等，文官的地位似乎毫無保障。但實際上，

透過部長責任制的傳統，及一般慣例禁止對政府內部作業之調查，文官的地位實

際上受到相當嚴密的保護。根據 1968 年的富爾頓委員會的報告，英國文官因為

行為不檢或無效能而被免職者之比例極低，因此文官的地位在普通法上雖是毫無

保障，但實際上卻是過分保障了。再加上近年來多項勞資關係法律的制定，如

1971 年勞資關係法(Industrial  Relations Act)、1975 年的雇用保護法(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均對文官的地位，尤其是不當免職部分，設有詳細的規定，使得

文官身分有了進一步的保障(引自焦興鎧，民 89：6-9)。 

 

貳、個人權利價值在公部門人事管理的意涵 

 

個人權利的價值，在公部門人事管理領域，強調的是文官會受到保護，而免

受政府的不公平對待，並藉由工作保障與正當法律程序，以保護公務員免於不當

的政治壓力，使得公務員的權利獲得保障。同時，公務員並可透過工會的運作，

以集體協商的方式，來爭取權益、影響規則的制訂、參與決策等，免受專斷管理

的傷害(Klingner and Nalbandian, 1998: 3-4)。經由上述的說明，我們認為個人權

利價值的實現，包括正當法律程序與集體協商制度。 

英美法系國家對於人權的保障，相當強調要透過適當的程序來規範，因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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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律程序便成為英美國家行政法的重點，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及第十四條均

有相關規定。正當法律程序代表著行政機關或政府的正式行動必須符合對於個人

的最低公正標準，如得到充分通知的權利、作成正式決定前的聽證機會、陳述意

見的權利等。因此正當法律程序，對於政府機關權力的使用，有相當程度的制約。 

結社權、集體協商權、爭議裁決或罷工權是所謂的勞動三權，是以，在集體

協商之前，應先取得結社權，如果集體協商不成，也會有後續的爭議裁決機制，

或利用罷工的方式向資方施壓，本節的重點偏重於集體協商制度。 

集體協商制度本質上是一個保護勞工之制度，特別是大部分無法憑藉自己的

力量與雇主談判的弱勢勞工，能藉著集體協商簽訂團體協約，以獲得相當程度之

保障。此一制度實際上存在於許多國家的文官制度之中，員工就工作條件、薪資

等與管理者協商，因此集體協商制度獲得員工的支持，它們反應的是員工個人權

利的價值，它將年資視為是唯一，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標準，以決定是否被解僱、

符合參與訓練資格、甚至能否升遷。因此，集體協商制度對於工作的配置與保障，

提供了一種異於文官制度、恩惠制的替代模式。而工會保護成員免受專斷管理的

作法之一，即是要求人員配置的決策，如升遷、解雇的過程中，年資應扮演主要

的標準。 

Rosenbloom及Goldman(1998: 261-267)認為集體協商制度是達成人事行政管

理、政治與法律途徑三種途徑的匯總，兼具效率與民主。就管理途徑而言，一、

它明確界定資方的權利及規範協商的範圍。二、它促進勞資雙方的溝通，提供雙

方認為改善效率、經濟的有用資訊。三、它促進參與，提高滿足感。四、它透過

申訴體系，說明資方應重視的問題與不適任的主管。就政治途徑而言，集體協商

制度體現了代表性的價值，但需注意的是，這種代表性並不可任意基於私利而伸

張，以免違背公共服務的本質，因此，多數國家的公務員係禁止罷工。集體協商

之於法律途徑，所表現的方式便是仲裁，透過仲裁來解決勞資雙方的爭議。 

一般而言，集體協商具有公平、彈性等特性，但實際上，公部門的集體協商

與民間企業大大不同，因為：一、雙方並非平等地位，協商事項受法律限制。二、

政府運作並無市場競爭因素，難以用市場法則論定。三、談判結果常是非分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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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勞資雙方可能都獲利。四、公務員無法運用罷工的手段(引自施能傑，民 88：

203))。這些因素，再加上政治的考量，都限制了公部門集體協商制度的發展。 

 

參、個人權利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意涵與應用 

 

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 185-186)認為，雇用政策中的個人權利價值，

是為了免於黨派政治的影響，因此，包括公開管道以及根據工作所需之知識與技

能為雇用標準，此種例行徵才的作業，使個別應徵者可獲得公平對待的權利保

障，因此，個人權利價值在雇用政策上所強調的概念，其實與功績原則、社會公

平價值有些雷同之處。但個人權利的價值也出現在升遷，或者解雇的過程中，尤

其是後者，是以文官雇用政策與個人權利價值的關係，從文官工作權保障此一面

向來探討，尚包括「不雇用」文官的相關問題。個人權利價值在雇用政策上常見

的情形如下： 

 

一、雇用關係--常任(tenure)制 

文官通常被認為是一種終身職的行業，並藉由一種社會契約給予公務人員足

夠的收入以保障其職業的安全穩定，這種永業的特性，保障文官的工作權，也是

為了保持政府運作的穩定，確保行政不會因為政黨輪替而遭到影響，因此永業的

概念雖然保障了員工的權益，但實際上卻包括了政府整體運作的功績考量。 

雖然文官普遍具有工作保障權，但實際情況下，由於每個人進用的依據、具

有的資格條件不同，在保障強度、解雇的順序上也就有所不同，再加上人員精簡

是近年許多國家行政改革的重要政策方向，此舉由於剝奪文官的工作權，有必要

稍加說明。 

美國文官精簡採用的工具加以相當多，從裁員，凍結進用新人力、運用非全

職人力、出缺不補，到優惠退離等，不同的方法對於文官工作權的影響及所需成

本均不相同。近年來的人員精簡，大多採用優惠退離的措施，提供金錢誘因鼓勵

文官自願性離職，1994 年國會並通過「聯邦政府人力重整法」，賦予國防部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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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實施自願退離誘因制度的法源，透過自願退離制度，柯林頓政府確實也大

幅度縮減了聯邦政府的人力。 

對於文官工作權影響較大的方法為裁員，聯邦政府法典第五篇第三十五章第

3501條到 3503條規定，人員精簡流程為歸類、排列順序及依序裁員三個步驟，

所謂歸類是將機關內的人員依照「競爭範圍」與「競爭層級」區分，在排列順序

上，列有四項排列標準，依序為：任用類別、退伍軍人優惠資格、服務年資、工

作績效。任用類別再區分為永業任用人員、有條件式的永業任用人員、非永業任

用人員(施能傑，民 88：262-264)。 

從此一精簡的順序來看，任用資格是最重要的考量因素，這個觀念仍延續

1883 年文官法功績原則的精神，即「經公開競爭考試取才者，非依法不得任意

免職」。退伍軍人優惠資格是第二個考量因素，它雖然有著社會公平或政治的考

量，但基本上也是一種資格條件。至於集體協商制度重視的年資因素，僅列為第

三個考量因素，可以了解政府部門對於解職的考量，與員工、組織的考量有實際

的落差。最後一個考量的因素是工作績效，工作績效無疑是偏向效率的價值，但

面對工作權的保障時，它反而排在最後一個因素，可見裁員的標準，價值的排列

序位與進用時未必相同，也可見文官政策價值的矛盾性。 

英國在 1805 年，財政部首先設立了「常務次長」一職，不與內閣共進退，

實行常任制，這是英國常任文官產生的開始，不過，這時的常任文官仍不是由考

試產生。直到 1854 年諾斯考特與脫拉維揚提出《常任文官組織報告書》，建立公

開競爭的考試制度，才有了現代化的永業文官。英國文官從法律地位上而言，由

於相關法律並未對文官的範圍或定義有任何的界定，只有在 1931 年特姆林委員

會(The Tomlin Commission)的報告中定義為「以一般民眾資格受雇，且其薪資係

由議會所決議之預算，專門或直接給付，除政治性或司法性官職以外為國王效勞

者。」公務員的任用、調職或免職事項，均視為王室的特權，但如前所述，英國

文官在普通法上雖是毫無保障，但實際上的制度性保障卻相當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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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當法律程序之適用 

美國聯邦公務員權利救濟制度，是二次大戰之後才逐步建立的。二次大戰之

前，美國受到「特權原則(the Doctrine of Privilege)」的影響，特權原則與我國過

去慣用的特別權力關係相近，認為人民接受政府雇用是一種自願性的行為，而非

憲法保護的權利，因此，受僱的文官並沒有不可被剝奪的權利，除非雇用契約或

條件提供該項權利(Dresang, 2002: 267-268)。由於特權理論的影響，阻卻了人事

行政行為的違憲性，認為憲法所保障的權利，並不適用於政府的雇用行為。 

然自 1930 年以降，福利國家理念盛行，政府職能擴張，人民大量仰賴政府

提供各項利益，因而特權理論受到社會大眾的批評，使得法院態度加以改變。就

政府雇用部分而言，戰後因為恐共反共，在麥卡錫主義的影響下，造成數以千計

公務員在管理者幾近專擅、濫權的情況下，被迫離開政府部門，也促成政府反省，

使得文官的雇用過程得以適用正當法律程序(Cooper and Newland, 1997: 238；

Rosenbloom and Goldman, 1998: 243-244)。1960 年代之後，法院採取「明顯利益

原則」，認為公務人員可以就工作本身主張財產權，如果要剝奪公務員的工作權，

就必須踐行憲法規定的正當法律程序，1972 年 Board of Regent of State College v. 

Roth 案及 Perry v. Sindermann案，聯邦最高法院正式將正當法律程序條款適用

於公共人事行政領域，使得政府與公務員間的法律關係產生變遷(引自楊戊龍，

民 92：85)。 

正當法律程序實際應用於公部門人事行政領域，代表公務員享有的憲法及法

律保障，在政府機關進行人事行為時，不得任意剝奪。公務員也有權參與人事決

定之作成，及獲得公平審理的機會。顯然，正當法律程序之適用，涉及了文官個

人權利的保障與行政管理權限的平衡，或者說是個人利益與公共利益的平衡。至

於實際運作上，當政府要終止公務員的雇用時，多少程序才算符合正當程序的要

求呢？法院的解釋與學者間的看法並非完全一致，因為正當程序並不是一個具有

固定內涵的概念，它必須在時空條件的因素下進行最適的判斷，大體而言，應至

少有下列內容：適當通知、指控要具體、給予對質或詰問指控者的機會、列出證

人之名單與作證的性質、在專家組成的公正委員會面前德證、有權聘請律師、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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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實質證據進行事實認定。 

 

三、集體協商制 

美國在 1912 年通過 Lloyd-LaFollette法，明文規定聯邦公務員有權加入不進

行罷工的工會，聯邦公務員得免因參加工會活動而遭受免職處分，並享有集體行

動的權利。1935 年全國勞工關係法(又稱 Wagner Act)規定禁止不公平的勞工措

施、允許秘密投票，並由多數員工決定是否組成工會，同時成立全國勞工關係委

員會。全國勞工關係法通過後，工會成員數快速增加，到了 1970 年代，已有近

三分之二的文官加入工會組織。 

由於聯邦政府文官工會組織的成立，對於文官的權利保障，和參與文官政策

的權利便有了法律的保障，在集體協商制之下，聯邦政府的雇用政策，在過去幾

乎全由雇主單方面決定，但由於集體協商制的發展，在 60~70 年代間，發展成雇

主與工會組織共同作出決定(Nigro and Nigro, 1994: 12)。 

其實，在 1960 年代以前，集體協商在公部門並無發展之空間，並且被視是

功績制度的威脅，對許多人事管理者而言，集體協商如同分贓，想盡辦法予以阻

止(Nigro and Nigro, 1994: 26)。但 1962 年甘迺迪總統發布第 10988號行政命令，

賦予聯邦公務員有加入或不加入工會組織的權利，並授予工會有限度的協商權。

1978 年文官改革法，通過成立聯邦勞資關係委員會，負責處理聯邦機構的勞資

問題，並具體規定，聯邦政府與唯一的工會代表組織進行協商時，須秉持誠信原

則，協商範圍包括工作條件、人事政策及措施，惟禁止政治活動的規定及職位分

類則不在協商範圍，並進一步規定協商不成的僵局處理，使得公務員與政府集體

協商的權力進一步法律化。 

近年來由於勞資關係轉向，不再強調對立，而重視夥伴關係，二者的立場由

對立走向合作，1993 年柯林頓總統發布第 12871 號總統行政命令，成立國家夥

伴會議(National Partnership Council)，其成員包括了主要的工會領袖，以做為協

商勞資爭議的機制，並發展替代性的解決方案，包括拘束仲裁、和解、合作解決

問題等方式。2001 年布希總統發布 13203 號行政命令，解散了前述國家夥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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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惟仍保持勞資關係合作的立場(OPM, 2003: 192)。 

英國公務部門的集體協商制度，是其人事制度的特色之一，當一般公務員的

待遇問題、工作狀況及工作問題發生爭議時，得交由公務員團體所產生的代表與

官方代表組成的惠特利會議協議之，如不能獲得協議時，可移轉文官仲裁法庭仲

裁。但惠特利會議僅為「討論、研究及顧問」之機關，並非權力機關，其決議必

須以樞密院令等正式命令行之，才能產生效力。另一方面，英國近年來的文官改

革，由於政署制度的推動，文官的官職等級、考績等權力，大幅下授由各部會及

政署自行決定，薪資、工作條件的協商權，自然落到各機關的惠特利會議，也使

得全國惠特利會議的協商功能大為降低(Barberis, 1997: 3)。 

 

肆、小結 

 

本節探討了個人權利價值在公共行政、公部門人事管理及雇用政策上的意

涵，並就這一項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應用情形加以闡釋，包括三項，分別為常任

的雇用關係、正當法律程序的適用及集體協商制。從本文前面的論述可以發現，

常任的雇用關係正逐漸改由契約關係所取代，至於集體協商制，由於勞資關係由

對立轉化為合作，因此它在公部門雇用政策領域能發揮的空間大幅度萎縮。 

 

第六節  本章結語 

 

綜合前述四種政策價值的探討，及其在雇用政策上的意涵，我們可以歸納出

四種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代表意涵： 

一、效率：(一)代表以快速、省錢的方式找到機關所需要的人。(二)組織所雇用

的人，其知識、技術、能力符合組織的需要，將為工作帶來效率。反之，現

職員工如果能力、績效不佳，免除其職位亦可避免降低組織的效率。 

二、政治回應：(一)取才的方式、標準，符合政治首長的需要，如：取才標準符

合政治首長的政策理念或意識形態。(二)組織所雇用的人，能有效回應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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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主張，與貼進人民的需求。 

三、社會公平：(一)取才的方式、標準、過程是公平的，沒有歧視的情形。(二)

取才的結果，有助於促進社會上各族群的公平代表性。 

四、個人權利：(一)文官工作權具有保障，非有法定原因，並經正當法律程序不

得任意解職。(二)文官被解職的順序，依照雇用地位的保障強度而定。 

 

前述四節的重點在於論述這四種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表現，表 2-11 歸納了

前面四節的論述，將其在雇用政策上的應用情形，歸納成四個最主要的指標，包

括服務型態(type of service)與任用型態(type of appointment)、文官數量的變化、

弱勢族群的雇用政策及雇用的方法與模式，本文也將就這四個指標在雇用政策上

的實際運作情形，於第三章及第四章說明美英二國雇用政策的價值演變，並分就

四節來說明。 

 

表 2-11  四項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應用情形及分析指標之歸類 
 雇用政策之應用情形 分析指標之歸類 

雇用關係的調整：彈性化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 

人事分類體制設計 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 

職位設計與數量變化 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文官數量變化 
效率 

雇用方法與模式 雇用方法與模式 

職位的設計與運用 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 

增加政治性任命人員 文官數量變化 政治回應 

雇用標準之查核 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雇用方法與模式

雇用數量之代表性與測驗

效度的檢驗 

文官數量變化、弱勢族群的雇用政策 

社會公平 

優惠的雇用方法 弱勢族群的雇用政策、雇用方法與模式

雇用關係—常任制 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 

正當法律程序之適用 文官數量變化 個人權利 

集體協商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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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表 2-11的內容說明如下： 

一、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首先要說明的是，本文選擇採用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

的用語，是為了符合美國及英國文官法制常用術語。所謂服務型態指的是有

關於結構層次，探討的內容包括職位的設計與運用，例如美國為強化效率價

值而設計出分類職位，為了政治回應價值設計 C 俸表職位等。其次，由於

職位的設計亦與人事分類體制相關，因此人事分類體制將併同討論。至於任

用型態指的是雇用關係，涉及的是文官的地位、身分權與工作保障的強度，

例如強調個人權利價值時，則傾向永業制的設計，強調效率價值，喜用臨時

人力、契約人力等。 

二、文官數量的變化：制度的設計只是提供實現價值的方法，但此一價值是否獲

得深化，最有賴於數量的變化。如：效率價值談論競爭職位的數量、政治回

應價值談論政治性職位的數量。彈性化的雇用關係，代表契約人力及臨時人

力的增加，也顯示出個人權利受到弱化。本節要探討數量變化包括文官總

數、競爭職文官、政治性任命人員、契約人力、永業人力與臨時人力的變化。 

三、弱勢族群的雇用政策：此一部分要探討的內容主要有平等就業機會、弱勢優

惠行動方案，在美國的環境系絡下，由於退伍軍人的優惠雇用政策已實施多

年，某個方面而言，退伍軍人亦可視為弱勢族群，因此有關退伍軍人的優惠

雇用政策亦列入本節探討。此一部分將先就這些政策的演進加以說明，並分

析這些政策的價值偏好。其次再就弱勢族群的雇用數量來看，以顯示出政府

在雇用政策上是否落實社會公平的價值。 

四、雇用方法與模式：前已提及，不同的價值需求各有偏好的雇用模式與方法，

在雇用方法而言，效率價值喜好便宜且易於量化的方法，社會公平價值則偏

好優惠的雇用方法。分權化的雇用模式，強調的是效率的價值。 

 

要特別說明的是，由於公務員的集體協商制度已逐漸萎縮，且強調合作取代

對抗的立場，因此它對於雇用政策並未發揮積極性之作用，爰未列入探討。至於

正當法律程序，多數是發生在文官的解職程序，因此與文官的數量變化有關，在

探討文官數量變化時，亦會略加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