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77 -

第五章  文官雇用政策價值之辯證 
 

Ingraham(1995: xi-xiii)曾指出，文官體制內的充斥著許多價值間的緊張關

係，這種緊張關係其實反應了變動中的價值取向與政治現狀。Ingraham認為文官

體系最重要的緊張關係便是「恩寵 vs. 功績」，這是美國文官體制內最基本也最

持久的衝突，恩寵制不僅降低了文官的取才標準，也造成政府的不穩定，但恩寵

代表著進用熟識的朋友，且有著相同背景、教育及理念，是建立政黨及維持忠誠

的重要機制。第二個緊張關係是「中立 vs. 回應」，這個問題的困難在於希望文

官與政治隔離的同時，又要確保文官的政治回應性。第三個緊張關係是「效能

vs.效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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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ingner 及 Nalbandian(1998: 15-16)也認為，如果將文官體制的任何一種價

值推至極端，相對壓縮其他價值的空間時，便可能使人力資源管理的效能下受扭

曲。 Elliott(1985: 15)研究美國文官制度價值後，提出人事行政的決策過程中，

充斥著四種對立的價值衝突，分別是「功績 vs.分贓」、「政治回應 vs.效率」、「行

政領導 vs.員工保障」及「公平 vs.社會代表性」，而公共人事管理的決策便是在

四種對立價值下所進行的，因此，平衡這些價值便成為人事決策的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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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人事行政的價值衝突 

資料來源：Elliott(1985:15) 

 

Dresang(2002: 10)亦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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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價值均有其對應的制度選擇，但同時，每

一種價值如果過度發展，也會發生不利的影響，這四種影響分別是政治恩惠與分

贓、孤立、年資取向、配額制四種。 

 

表 5-1  人事政策的系絡、制度選擇、價值取向及過度發展的結果 

人事行政系絡因素 制度選擇 價值取向 過度發展的結果

公共組織 功績 專業的人事制度 孤立 

員工 生涯發展機會 員工組織(集體協商) 年資取向 

選舉制度 課責 選舉政治(行政領導) 政治恩惠、分贓

社會 平等就業機會 社會代表性 配額制 

資料來源：依據 Dresang(2002: 5-10)後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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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說明正足以顯示文官體制的矛盾性，而對於公共政策衝突價值的管

理，學者間的看法未盡一致，本文選擇借用Michael M. Harmon(1989；1995)有

關行政責任1的辯證方式，來探討文官雇用政策之價值衝突。以美國文官歷史發

展為例，可以發現衝突的價值呈現出動態平衡與緊張的關係，如果任何一項價值

推至極端，擠壓了其他價值的空間時，那自我本身的價值反而因此會失去效用，

並造成制度的扭曲，這即是本文所謂的病態現象，而解決這些病態的方法，便是

釋放空間，讓其他的價值得以適度發展，也就是本文所謂的抗衡性價值。本章後

續內容即是以表 5-2為架構進行論述，其中各項價值的意涵在第二章已敘明，本

章將簡略論述，重點置於可能的病態與抗衡性價值。 

 

表 5-2  文官雇用政策的可能病態及抗衡性價值 

價值取向 可能病態 抗衡性價值 

目標錯置 政治回應 

菁英主義 社會公平 效率 

濫用管理權 個人權利 

分贓制 效率 
政治回應 

文官的政治化運用 個人權利 

反歧視 個人權利 
社會公平 

受雇者能力不足 效率 

管理者無能 政治回應 

年資取向 效率 個人權利 

個人主義的迷思 社會公平 

 

當然，各種價值除了發展過於極端可能發生病態之外，也可能因為無法滿足

而引發病態。例如，效率價值不足的現象，包括考試效度不夠，造成所用之人非

                                                 
1Harmon認為行政責任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政治責任；二是專業責任；三是個人責任，每種責任
觀點都有其優缺點，他同時認為責任本身便是一種吊詭，每一種責任只有關連到其他二個責任
時，才具有意義；每種責任均可相互牽制彼此產生的病態。 



 - 180 -

組織所需之人的窘境；再者，考試之時間成本與行政成本過高，不符合成本效益

考量等，當發生這些情形時，即必須透過本身價值的強調來彌補。因本章的重點

強調的是價值間的辯證關係，著重不同價值的對立性，因此這一部分並未列入討

論。 

表 5-2分別指出雇用政策的各種價值觀點，並就其可能產生的病態及抗衡性

觀點加以分析。舉例而言，效率至上的雇用政策，可能產生的病態有目標錯置、

菁英主義、濫用管理權等，這些病態應分別輔之以政治回應價值、社會公平價值

及個人權利價值來化解。事實上，每一種價值在特定環境系絡上，也許是對的，

但就另一種價值觀點而言，卻可能是不平衡、不負責任的，我們不能期待某種價

值立場能夠提供永久的答案，而應視系絡的需求給予不同的思考，這亦是本文一

再強調的價值平衡論，要特別提出說明的是，表 5-2所提出的價值衝突，係來自

理論上的推演，許多情形雖然有具體例證可說明，但亦有部分衝突並不存在實際

的運作中，同時，這些病態未必能夠截然區分，例如分贓制與文官的政治化運用，

二者之間也可以說是程度上的差別，而非本質上的不同。本文的區分是基於分析

的需要。以下我們先從效率價值談起。 

 

第一節  文官雇用政策效率價值之辯證 
 

本文在第二章第二節曾說明效率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意涵與應用，效率價值

在雇用政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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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效率

價值的雇用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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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效率價值在雇用政策上有二個意涵，一是代表有快速、並以省錢的方

式找到機關需要的人。二是組織所雇用的人，其知識、技術、能力符合組織的需

要，將為工作帶有效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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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效率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應用情形，常見的有雇用關係的彈性



 - 181 -

化設計、職位分類制的人事分類體制、分權化的雇用模式與彈性化的雇用方法等。 

以效率為基礎的雇用政策是私部門最典型的取向，但是公部門的人事雇用政

策，由於利益的連結與公部門人事管理的政治本質，無法如此理性化的處理，因

此上開雇用政策上的應用情形，如果過度堅持，難免會發生價值的扭曲，以下我

們分就可能發生的三個病態與抗衡性價值分別說明。 

 

壹、目標錯置的病態與政治回應價值的抗衡 

 

一、目標錯置的病態 

所謂目標錯置，是指將遵行原來視為手段的規則，變成了目的本身，這種目

標替代的過程，將原來的工具價值變成終極價值。紀律被解釋為對於規則的服

從，不管情境如何，規則不再被視為特定目的而設計的手段，反而變成直接的目

的(Merton, 1968；引自吳瓊恩，民 85：308)。在 Weber 理念型的官僚組織之下，

組織成員依其法定規章行使職權，每個人均有固定和正式的職掌，表面看似非常

理性，惟如行政人員缺乏反省的能力，以僵化的法規惟其唯一的標準，便容易發

生「目標錯置」的情形。Merton 認為官僚組織結構化之結果必使目標之成效分

裂，實施理想型之官僚體制，會使其成員之個性和活力趨於僵化，成員往往為了

本身的好處而對法規百依百順，把服從法規視為首要目標，由於過份重視法令、

規章和強調組織的運作，人員的工作行為都必須受到法規的限制，因而使得組織

和個人的行為趨於僵化、缺乏彈性、應變力。又由於人員的行為處處須遵循法規，

日子一久，會養成他們膽小、保守和呆板的工作習性。本來，法規只是組織達到

目的所使用的工具而已，但因對法規過份重視，遂使人員產生一種錯覺，認為遵

守法規本身就是目的，因而忽略了組織的原有目標。這種將工具價值變成目的價

值的現象，即 Merton 所稱的「目標錯置」的現象(引自張潤書，民 77：62-64)。 

文官的雇用本質上是為國舉才，透過各種方法、管道尋找最適合的人才為政

府服務，因此，雇用的過程本身並非目的。目標錯置便是將雇用過程、方法等技

術上的考量視為目的，例如「快速、省錢」等視為目的，忽略了最根本的價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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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機關取才，造成目的與手段關係的混淆。其實功績制度經過百餘年的運作，我

們實在該慎重思考，十九世紀的功績原則是否符合現代需求？過多的程序是否形

成目標錯置，反而違反功績原則。 

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 15-16)曾指出，過度重視效率價值，可能造成

以小數點為斤斤計較的考試，未必真能符合功績、效率的原則，這便是目標錯置

的實際情況。官僚組織強調層級節制的概念，認為可以因此提高效率，但僵化的

考試過程，反而使得功績制欲達成用人唯才的目標遭到錯置，考試的繁瑣程序成

為甄補措施的重心，能否真正甄補人才則成次要，通過這些繁瑣程序而為文官

者，往往拘泥於細枝末節，未能發揮文官服務公益的精神，這正是卡特總統所謂

「功績制度內毫無功績可言」。 

目標錯置其實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技術至上的考量，這種考量源自於人事行

政與科學管理同步發展的結果，1883 年建立功績制，在政治與人事行政間劃出

界線後，因Woodrow Wilson, Frank J. Goodnow, Leonard D. White 等研究官僚體

制的學者主張「政治與行政」二分，以增加政府的行政效率，讓人事行政的自主

性獲得強化，而 Frederick W. Taylor等倡導科學管理，強調客觀、量化，以理性

解決工作問題，並試圖找出最佳工作方法及標準化工作程序，以達到效率最大

化，因而使得文官制度的運作充斥著技術理性的痕跡(Elliott, 1985: 10)。Wallace 

Sayre(1991: 155)即曾表示，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文官制度逐步走向僵化的功績

制，特別強調技術能力的提升，重視標準化、一致性，形成技術超越目的的病態，

這便是目標錯置。 

近年來美英兩國的政府改革，其重點方向之一是管理主義，管理主義特別重

視經濟上的效率，它將傳統公共行政重視過程監控的課責方式，改為結果導向的

課責，這種結果導向的課責，常以文官個人為課責標的，並透過績效指標的設定

來衡量。Richard C. Kearney and Steven W. Hays(1998 : 43-48)認為管理主義代表

的是效率價值的獲勝，它將企業組織的意識形態與作法移植到公部門之中，但由

於管理主義強調私部門的管理具有效率，主要的原因是由於非政治化的因素，可

以在技術上求取精進，因而較公部門的管理更好，但因此也造成文官體系缺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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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的課責或者有所不足。但無論如何，文官制度的目的之一是服務政治，如果

太過於強調效率而造成目標錯置，形成政治課責上的難題，則必須透過強調政治

回應價值來抗衡。 

 

二、政治回應價值的抗衡 

政治與行政的關係，可以說是人事行政體系最重要，也最激烈的衝突，這種

衝突也可以說是民主與效率的爭辯、政治與行政關係的爭辯。Mosher(1982: 4-5)

曾質疑，由文官來行使權力，為社會進行權威性的分配，是第三步的遠離民主，

因此，如何使文官的運作與民主政治並行不悖，是公共行政的核心課題。認為功

績與政治無涉，是一種政治中立的迷思，實際上功績原則與政治密切相關，

Mosher(1982: 217)曾言，功績是行政運作的展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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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 and 

Riccucci(2002)、Ingraham(1995: xi-xii)也都認為功績制度的建立，本質是一個政

治的過程，文官改革不可能脫離政治的考量。 

美國 1978 年文官改革法的原因之一，便是由於文官體系內的技術問題超越

一切，聯邦人事制度為了達成功績、政治中立的目標，制定許多瑣碎的規定，諸

如甄補、考試、職位分類及解職的程序規範，這些規定原是為了保障文官的任期

權利，進而以政治中立的文官促進行政效率，但「規則導向」而非「成果導向」

的結果，反而成為阻礙政府運作的來源，造成目標錯置的病態。 

為確保民主政治的貫徹，化解目標錯置的病態，官僚體系應了解本身的定

位，法規應制定明確，縮小行政裁量權，透過對正當法定程序的尊重，促使官僚

制度的運作有可預測性和妥當性。如此在法令明確，並使其參與政策過程的公

開，當可使行政人員的行為更有預測性，並且較不可能產生扭曲立法原意的情

形，以減少目標錯置的病態。 

過度強調效率的價值，是一種立基於科學與技術的思考，鄙視政治，目標錯

置便是由於這種偏差想法造成的，但文官體制的政治本質，使它不可能脫離政治

而有效運作，因而面對目標錯置的病態，有必要以政治回應價值來加以抗衡。雇



 - 184 -

用政策的效率並非終極價值，政治回應與效率可說是公務人力資源管理的二大價

值，但這二項價值的優先順序與爭議，在人事管理領域特別明顯，也一直沒有完

整的解答。一方面，公務人力管理必須選擇最優秀的人員為政府服務，以達成行

政效率、效能的目標。但另一方面，文官也必須瞭解社會、公民的需求，以及政

治首長的偏好，畢竟民主政治的基本設計，要求文官體系必須接受民選首長及其

任命者的指揮。Larry M. Lane and James F. Wolf(1990)也曾對於公部門人力資源與

民主治理的議題提出警言，作者認為，民主政治體系下，政府統治的合法性與正

當性來自回應人民需求的能力強弱，回應性愈高，治理的正當性愈夠，而回應性

的達成，需透過代議體制，即民選首長及其代表。Lane and Wolf一書背後預設

的是政治回應高於行政效率的價值，也就是效率必須臣服在政治回應之下，透過

政治回應的強調，避免效率價值發生扭曲的情形。 

 

貳、菁英主義的病態與社會公平價值的抗衡 

 

一、菁英主義的病態 

Elliott(1985: 3)曾表示，菁英主義是指藉由小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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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績取才是美英兩國

文官雇用的基本政策，但從實務上來看，功績制用人唯才的目標，容易形成菁英

主義的病態。這種菁英主義的病態在美國仕紳制時代已存在，當時係依據人選的

「適任性」決定政府職位的任命，「適任性」即指要有良好的品德、有執行工作

能力、服膺行政首長及其政黨的理念，而按當時社會發展情況是一個高度階層化

的社會，出任公職者都是來自具有良好教育、家庭背景良好、富有的上層社會。

因此，這個時期之聯邦文官是非常封閉，且具有排它的性質(Nigro and Nigro, 1994: 

18-19)。1829 年 傑克森就任總統時，認為仕紳制的人事制度有許多缺失，其中

之一便是文官體系充斥上層階級偏見，不符合民主國家原則，他提出公職簡易

說，認為政府職位應向社會各階層開放，而且不必久任，這種方式有助於打破上

層社會菁英壟斷公職的情形，並迎合時代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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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 1883 年通過文官法後，這種階級偏見並未消除，功績制用人唯才的作

法，使文官選用侷限在社會中的優勢階層，而非普及於各階層，致功績政策與社

會公平價值存在相當程度的弔詭，有歧視弱勢團體(如女性、少數民族)之嫌。這

種階級意識使得功績制在實務上造成許多缺失，這種將文官事務單純化約為技術

的考量，使得技術官僚充斥其中，階級意識的影響，形成所謂「英才統治」

(meritocracy)(林鍾沂，民 87a：27-28)，也造成功績制度在實務上運作的扭曲。

Ban and Riccucci(1991: 70-71)曾列舉了四種主要功績制的扭曲模式，包含「量身

訂做(Tailoring)」、「暫聘轉任(Bridging a permanent)」、「臨時任用(Provisional 

appointment)」、「勸退請辭(Soliciting declination)」等四種模式。而 Rosenbloom and 

Goldman(1998: 246-247)也曾指出，功績原則的原始目的在於去除分贓，它並建

立在一個以開放、競爭的考試作為取才的工具上，但是這一套工具並未証明有多

準確的效度，甚至存在著對於少數族群的偏見，有些人甚至認為功績制是一種平

等任用的障礙，將少數族裔排除在公職之外，彷彿功績與社會公平價值一開始就

註定了衝突的命運，功績原則只是白種人間的遊戲規則。1978 年文官改革的原

因之一，即在於文官雇用的社會代表性不足，特別是婦女及弱勢族群擔任公務員

的比例偏低，於是文官改革法正式規定，政府之雇用不得以種族、性別、年齡、

宗教、國籍或民族始源、殘障而有歧視情形。 

林鍾沂(民 87a：27)也認為用人唯才的功績制度，是將「理性—科學」的認

知途徑，與經濟、效率、效能的目標相結合，導致功績、科學、行政中立、理性、

效能、效率與生產力形成相互支援的概念，而在技術理性的考慮下，文官的選用

被簡化為技術問題，缺乏對於政治與社會需求的考量，文官的來源侷限在社會中

的優勢階級，使得文官的進用充滿階級意識、歧視。 

特別需說明的是，文官法並非是對分贓制的全面駁斥，分贓制的推行使政府

官員組成普羅化的改變，在本法中亦繼續維持，而且文官考試的內容偏重技能、

專業知識，不像英國重視的是學校文憑及學術知識。此種實務取向強調公職必須

開放給一般大眾擔任，而非採菁英主義的作法。 

再以英國為例，英國文官體制的菁英主義現象更為嚴重，這是由於英國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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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官雇用考試內容以學校知識為主，並重視通才，因而多數文官來自牛津、劍

橋等名校，貴族化、學閥化的情形相當嚴重。英國高級文官出身自上級階層的比

率很高，達 21%2，來自牛津、劍橋大學的比率達 67%，具備大學學歷者更達到

96%(賴維堯，民 85：123-127；Peters, 1984: 92)，即使這種人口上的特徵並非完

全是雇用政策所造成，與教育政策、經濟能力亦有相關性，但文官精英化的現象

仍相當明顯。英國直到 1968 年富爾頓委員會的建議，希望擴大文官來源，尤其

是高級文官的取才園地，並朝專業化發展，才使得英國文官慢慢有平民化的傾

向，1996 年新建制的高級文官，更擴大取才範圍，開放供非現職文官公開競爭，

依據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的說明，每年新進的高級文官中，約有三成左右來自私部

門。 

除此之外，菁英主義的現象更集中於男性，亦即這種考試上的偏差情形亦含

有性別主義的傾向，本文第三、四章曾統計美英兩國高級文官的女性比率，雖有

逐年提高之趨勢，但與女性占文官總數的比例而言，高級文官的女性比例仍偏低。 

 

二、社會公平價值的抗衡 

為解決菁英主義的階級偏見，文官的進用不能僅由「技術理性」的角度來思

考，而應進行「實質理性」的深刻省思，才能兼顧效率與公義(江岷欽，民 87：

75)。傳統的公共行政理論重視技術主義，而此種技術主義的基本概念便是依附

在效率的價值之上，換言之，傳統理論的技術主義是以追求理性的效率為目的。

新公共行政學者認為這樣的主張忽略了行政應以「公共」為核心的理念，因而提

出「社會公平」的價值，並指出效率的思考如果缺乏合理的依據，難免對於弱勢

族群造成影響。 

政治學理論中強調的多元主義(Dahl, 1972)或者利益團體的自由主義(Lowi, 

1969)，與文官體系強調社會代表性的意涵相近，指政治上的代表或官僚體系的

組成與行動，應能反應社會整體的異質化本質(Elliott, 1985: 6)，以代表其利益，

而菁英主義的病態便是文官體系的代表性不足，文官被社會中的優勢階層所占，

                                                 
2 本項數據係 1968 年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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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使得決策的思考過程或內容發生偏差，無法代表全民利益。 

其實這種菁英主義的病態，並非是功績制度或者效率價值的原貌，老羅斯福

就任總統後第一次向國會提出的國情諮文，即強烈地表示：「依功績制度任命官

員，本質上，猶如民主制度下的公立國民學校，學童有享受免費受教育的權利，

是純粹美國式的。」他指出功績制度的第一個原則是平等，這是與民主、公開競

爭、就業機會均等，意義相似的3(引自謝有為，民 75：5-6) ，從這一項原則來看，

效率與社會公平未必沒有相容處。強調社會公平價值是希望設計更平等的雇用環

境與提供弱勢族群更多的優惠措施，也就是平等就業機會與弱勢優惠行動方案，

使得文官的進用避免歧視，官僚體系的決策避免菁英意識，透過這些思考，使文

官的雇用減少人為障礙，增加對於弱勢的照顧。 

 

參、濫用管理權的病態與個人權利價值的抗衡 

 

以效率為基礎的雇用政策，如果太堅持管理效率，而忽略個人權利，則可

能發生濫用管理權的病態。 

 

一、濫用管理權的病態 

效率價值在雇用政策上的意涵意之一，是組織所雇用的人，其知識、技術、

能力符合組織的需要，將為工作帶來效率。反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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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效率價值如果過度強調，形成濫用管理權的

情形，將影響到員工的個人權利，濫用管理權在此意指未給予文官或求職者平等

對待的權利，或解職過程缺乏正當法律程序的適用。 

文官在雇用過程中的平等權利包括程序公平、互動公平與實質公平，程序公

平主要指考選過程中是否符合公開競爭、平等機會和事後救濟。互動公平是針對

程序進行過程中，考選程序的評分者和事務處理者如何公平無私地執行程序規定

                                                 
3 但羅斯福同時認為，功績制要有效的執行，需有其他條件的配合，如效率、對大眾負責等，這

些都不是功績制度原有的，但多年來，行政首長的更迭，為了適應環境的變遷，總是利用功績

制度的規範形式，把非屬於功績原則的因素，加諸於上，致功績制度日益臃腫膨脹、變質(謝有
為，民 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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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程序的精神，增強應試者或候選人對於甄選最後決定的信任，由此營造一個公

平、公開的競爭環境。實質公平則指考選能夠區辨應徵者能力與特質的相對適任

度，確保獲錄用者確實較未獲錄用者更具備勝任工作的條件，觀察指標包括效度

與信度(施能傑，民 91)。管理者若基於效率的考量，雇用過程無法達成上述公平

性的要求，則可能會影響到個人權利，並有濫用管理權之嫌。 

至於正當法律程序是英美國家行政法的基本精神，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及

第十四條均有相關規定，但實際上，二次大戰之前，美國受到「特權原則」的影

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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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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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2年Board of Regent v. Roth及Perry v. Sinderman

二案的判決，改採實質利益原則，認為政府未經正當程序不得剝奪員工的生命、

財產與自由權。自此以後，文官的雇用才逐漸適用正當法律程序(Dresang, 2002: 

267-268)，在此之前，有許多文官在管理者幾近專擅、濫權的情況下，被迫離開

政府部門(Cooper and Newland, 1997: 238)，本文第二章已說明，本節不再重複。 

至於若實際上面對績效不佳員工時，政府應如何處理始符合正當程序，施能

傑(民 90b：21-23)經整理美國的經驗後指出，基本上必須遵守程序原則、機會主

義與互動正義，而程序原則即指處理過程必須遵守三項程序：1.期望溝通與問題

瞭解；2.提供正式改進的機會；3.採取行動。機會主義則指在決定前，必須給予

改進的機會與提供協助。互動正義則要求績效不佳員工有權就與個人績效相關的

資訊，與管理者進行平等的討論。而程序原則、機會主義與互動正義三個概念，

可說便是正當法律程序的具體表現。 

文官淘汰的處理原則，基本上是以功績原則、管理者高權原則、課責原則、

公平原則、以及救濟原則等為主軸，其中管理者高權的原則若應用不當，便可能

發生濫用管理權的病態，具體情形包括處分過重、未提供足夠之協助以改善員工

行為與績效，或者公務人員是否應受懲處或淘汰以及懲處程度之判定，是由不瞭

解其平時工作表現之不具管理權限者所為（例如司法權、民意），上述情形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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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濫用管理權的病態(施能傑，民 90b：57)。 

美英兩國在近年的行政改革中，特別重視個人課責的問題，而課責的核心幾

乎都以績效為主，也因此個人課責成為文官制度新興的價值之一，它強調的是文

官所做的個人選擇，能夠符合自己的目標，並且能夠承擔這些選擇的結果，而不

是將自己的行為推給社會來承擔。面對這種新興的價值，文官雇用政策產生極大

的變化，一是運用替代性組織或機制提供公共服務，降低文官數目；二是文官雇

用關係的彈性化(Klingner and Nalbandian, 1998 : 9-11)。這二種方式本質上都有一

種價值偏好，那就是效率至上。其中第二種方式，常見的有增加短期人力、臨時

人力、契約人力、兼職工作者等，而這些員工的聘僱與解職均較一般文官簡易，

不受正當程序或集體協商的規範，其任期與條件大多以契約訂定，常見的型態即

是績效契約，在強調績效至上的原則下，對於他們的保障未必足夠，尤其在組織

精簡時，他們更是優先處理的對象。Kearney and Hays(1998: 39-40)亦曾表示，近

年跨國性的政府改造，對於文官的永業特性具有潛在的負面影嚮，甚至對於中立

能力、專業主義、功績等相關價值也帶來弱化的危機。 

以英國為為例，目前大約 75%的文官服務於政署，而政署在人事管理上的自

主權極大，間接造成工會力量式微，各機關惠特利會議的功能萎縮，英國政府 

1994 年更宣布終止全國集體協議薪俸制度(Horton, 2000: 218)，全國的惠特利會

議幾近停擺，早期維持英國文官個人權利的重要機制已無法再發揮功能。再者，

政署的文官大多是採契約方式進用，契約進用雖然使人力資源政策更靈活，但如

果政署在訂定契約時，強調管理上的高權，而未與文官居於平等地位，則可能發

生濫用管理權的問題，Farnham and Horton(1997: 21-22)即曾表示，契約制在最初

的時候可能是公平的，但隨著時日的變動，契約的公平性也可能受到破壞，因而

可能傷害到文官的個人權利。 

 

二、個人權利價值的抗衡 

對於求職者或文官給予平等的對待，其實是平等就業機會政策的主要內容，

此一政策的雖然是希望達成社會公平的價值，但它的執行標的卻是以個人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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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與弱勢優惠行動方案以團體為分析單元有所差異，因此基於效率考量而濫

用管理權時，會傷害到個人權利的價值。 

Rosenbloom and Goldman(1998)認為法律途徑是公共行政研究的四個途徑之

一，此一途徑重視公務員個人及公職應徵者的權利及自由的保護，強調正當法律

程序，認為對公務員為不利之人事處分，或其他造成公務員或公職應徵者失去某

些有價之東西之行政行為，應有的公平、公正之程序。而在政府雇用領域，正當

法律程序要求的是政府管理者在剝奪公務員的工作時，應提供該公務員一個合理

的機會以表達其意見，讓管理者聽到他的想法，以防止錯誤、報復或其他剝奪利

益之人事行政行為的發生。因此對抗管理專權必須強調此一途徑的研究，透過對

正當法律程序的遵守與個人權利的尊重，以避免發生濫用管理權的情形。但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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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實質證據進行

事實認定。 

其實強調效率價值與有效管理文官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過度重視效率

而忽略個人權利時，公務員在執行公務時難免產生不安全感、無力感。再者，如

嚴格地以績效做為選才、留才、升遷的依據，忽略集體協商的重要，造成勞資衝

突，這樣的結果對於政府整體的施政未必是好的方向，也會影響文官的個人權利。 

 

肆、小結 

   

效率作為文官體系的雇用政策的重要價值之一，相信多數人均會贊同，但公

共組織畢竟與私部門不同，如果將效率視為唯一的價值，則將產生目標錯置、菁

英主義及濫用管理的病態，必須用其他三項價值來加以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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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官雇用政策政治回應價值之辯證 
 

本文第二章第三節已說明政治回應價值的意義，及其在人事管理與雇用政策

上的應用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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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具或資源。從雇用政策上來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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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職位的運用，

包括分贓時期所有的公職均由選舉勝利者取得，及功績制時，強調文官的政治性

運用等。二是增加政治性任命人員。三是雇用標準的查核，以確保被任用者的意

識形態不違反政府政策。但如果這些雇用情形不當適用，會發生反效果的情形，

以下我們將就病態與抗衡性價值加以說明。 

 

壹、分贓制的病態與效率價值的抗衡 

 

一、分贓制的病態 

分贓與功績制在雇用條件的最大差別，在於功績制度下文官的進用依據公開

競爭原則，非依法不得任意解僱。分贓制下文官的進用依據是政治忠誠、支持，

甚至是首長個人的偏好，當然也可以任意解職。從美國聯邦文官制度發展史來

看，分贓制代表文官的雇用與政治結合，由於分贓制之下被雇用的文官，通常都

取決於其「貢獻」的程度，也因此這些人擔任文官之後，會比較有誘因促其彌補

過去的「貢獻」，因此分贓制之下的文官體制常是貪污腐化、效率不彰的。而破

除分贓制的主要目的便要改善這種貪污、效率不彰的現象。 

美國在 1829 年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就任時倡導公職屬於選舉勝利

者的說法，被視為分贓制的正式開端，但是強調文官的任命應基於政治忠誠，自

華盛頓總統即已開始，而美國歷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文官的政治撤換，則是由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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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所發起的，到了傑克遜當選總統，才正式將分贓制予

以制度化。分贓制度的全盛期在 1845-1865 年，最終結果使得高層職位充斥者不

合格之人員，嚴重影響聯邦政府的運作。但矛盾的是，總統與國會均想在分贓制

中獲利，二者均認為政府職位的授與是控制政治權力的好方法，分贓制甚至是總

統對行政部門課責之工具之一，在國會與總統均默許此一制度的情況下，欲取代

分贓制的各種改革均徒勞無功；同時，聯邦政府職位向社會各階層開放的結果，

有助於政黨拉攏社會新興階級，強化政黨支持力量贏得選舉，維繫政黨團結，因

而後續幾任總統仍維持(Ingraham,1995: 20；Schultz and Maranto, 1998: 37 )。 

就社會發展而言，聯邦政府職位應向社會各階層開放未嚐不是一種社會變

遷的助力，在某種程度上亦含有「社會代表性」的意涵。Elliott(1985: 8)認為，

儘管政黨分贓最終受到譴責，但它對美國政治體系仍有重要的影響，包括：(1)

獎賞參與政黨競爭因而勝選之人士；(2)允許民選政府官員任命忠於其政策的友

人擔任重要職位；(3)保證政黨機制的興盛；(4)提供忠誠的黨員在離開政府職務

後一些福利；(5)打開封閉、菁英支配的官僚體系4。 

雖然分贓制的實行亦有其正面的意義，但實際上，公務員的任用與政治長期

結合的結果，公務員為政治服務遠勝於為公共服務，而實際情況，也由於公務員

更換頻繁，造成行政上的無效率、浪費、腐化、忽視少數選民的利益。由於出分

贓制造成政黨輪替之際，政府間歇性的混亂，而且所任命公職人員素質普遍並不

高，能力有限。為摧毀政黨對政治的控制，改革者提出清淨政府運動，要求建立

功績制，強調文官中立能力。改革者深信，如果要文官制度適當地運作，政治或

政治人士的影響力必須要完全的退出(Ingraham, 1995: 25; Elliott, 1985: 9 ; Mosher, 

1982)，於是在 1883 年制定文官法，建立功績原則，開始破除分贓用人的制度。 

針對分贓式的用人政策，美國司法部門也曾經嚴厲的批判，在 1976 Elrod v. 

Burns 案聯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指出，政黨忠誠是一項不被接受之雇用標準，政治

                                                 
4 Robert D. Lee(1993:19-20)歸納分析政治恩惠制度之爭議，有者認為人員的經常更換、行政缺乏

連績性、溢僱，造成政府無效率；無能力人員充斥；要求公務員從事政治捐獻及競選活動的壓

力，影響士氣；總統在人事的任免上耗費太多時間，顯有時間慎思政策。有者則認為有助於對

抗菁英獨裁，促成低層階級向上的社會流動，加強官僚組織回應政治領導及有助於行政及立法

部門的協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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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制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侵犯公務員享有之權利(Schultz and Maranto, 1998: 

153，引自楊戊龍，民 92：79)。 

至於英國，早期的文官體制充斥的是贍恩循私，國王視官吏為奴僕，到了

1688 年開始，英國的政治大權逐漸由國王手中移轉至國會，隨著此種政治權力

的轉移，重要官吏的任免權亦為國會多數黨所掌握，國家名器遂成政黨的爭逐

物，可以說是分贓制的起點。這種分贓的現象同樣造成貪污腐敗的惡息，於是

1700 年通過吏治澄清法，開始有了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區分，政務官隨政黨選舉

進退，事務官不受政爭影響，任期較長，此後百餘年並無重大變革，直到 1854

年推動公開競爭的考試用人制度，才破除分贓制的流弊(許濱松，民 87：51-54)。 

 

二、效率價值的抗衡 

為解決分贓制造成的貪污腐化病態，必須輔以效率的價值，透過選擇真正符

合組織所需的知識、技術及能力的員工，以提升組織的運作效率。但這並不表示

分贓制與效率有必然的衝突，分贓制的弊病在於被任命者的能力、操守受到質

疑，如果能解決這一項疑慮，二者亦有調和的空間。 

傳統文官制度認為永業制是不可取代的，並認為分贓制會影響行政的穩定。

但Maranto (1998: 623-624)從歷史證據中指出，19世紀的分贓制，在政黨輪替時，

所更換的聯邦主管人員，比現今功績制時期更少。同時指出分贓制不必然影響效

率；從民主政治與治理而言，分贓制並不必然比功績制差。這是因為新政府上台

後，同樣關心效率、政府管理的問題，他們不願新政黨上台後面對的是一個無序

的機構，是以新任的政治主管在這些情形下顯得創意、活力十足。Maranto發現，

多數的政治性任命官員相當重視效率、政府聲譽的問題，政治性人員亦如同常任

文官一樣，也要接受功績的考驗，所以，分贓與功績不必然有如此大的差異，取

消永業制或許可以使中高層主管有更多的空間選擇其工作團隊，也許更有助於效

率的提高，Maranto認為分贓制在政治認同與有效完成政府任務的價值選項上，

仍以後者為重。 

1883 年建立功績制之後，行政首長的人事權上受到相當大的限制，而自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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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起，由於行政領導的需求，政治職位不再以提供「恩寵、回報、分贓」為目

的，而是追求行政領導價值的手段。這種行政領導的需求，雖然亦有分贓制的影

子，但卻相當重視被任命者的能力，亦即，不論是功績體制下所任命的政治性官

員，或是分贓體制所任命的一般文官，如果首長在任命時能夠思考其能力、操守，

而被任命者亦必須接受功績的考驗時，便能化解分贓制下效率不彰、貪污腐化的

現象。 

雖然目前美英二國的文官制度均以功績原則為基礎，但分贓制的遺跡至今仍

可見，最直接的證據便是民選首長仍有權指派部分高階職位，美國總統的政治任

命人員大致在 3000 人左右，可說是民主國家中最多的，其中屬於文官階層的非

永業高級行政主管與 C 俸表的人數也在一千餘人以上。至於英國，政黨輪替後

所能更換的政治性官員大約只有 120人左右，這是由於二個國家分屬不同的政治

體制所造成的結果。但問題是：增加政治任命官員是否能達到政治回應的目標

呢？實際上未必如此，其一，當政治職位不斷增加後，必定須往層級更低之職位

發展，對條件較佳的人選未必具有吸引力，換言之，增加政治職位不見得會引進

高素質、新觀念的人才。其二，不當運用政治職位會造成政治主管與文官間緊張

關係，由於政治職位層次愈往下移，將造成本屬文官系統內之中高主管升遷機會

喪失。其三，文官久任愈形專業，對於不瞭解政府運作情形的政治任命者多少會

有「看笑話」的心態，而政治任命者以改革者自居，已先樹立緊張的因子。Hugh 

Helco根據歐洲的經驗指出「對官僚體系進行負責任的政治控制不必然是政治任

命者人數的函數，事實上，兩者的關係可能剛好相反」，再如 James P.Pfiffner曾

說：「如果政府欲兼具回應性與效能性，那麼就必須融合政治任命者和永業文官

的優點，期能取得適當的平衡。」(引自施能傑，民 85：80-105)。 

政治回應價值引起的分贓的情形，必須透過效率價值的強調來化解，這代表

不論是恩惠制或功績制下進用的文官，仍必須維持一定的能力要求，才能避免分

贓帶來的病態。Maranto(2002)的研究曾經指出，認為政治性任命人員的能力低於

永業人員，或者政治性任命人員對於組織的忠誠感較低，其實都是一種迷思。他

認為政治性任命人員的平均任期相當短，而且必須在極為有限的時間內掌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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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與永業人員經過長時間的培養相較，顯然比較的基礎有別，他建議擴大

政治性任命人員，甚至認為，為使文官更具回應性、正當性與創意，應該終止「永

業的文官體制」，擴大分贓制。 

 

貳、文官政治化運用的病態與個人權利價值的抗衡 

 

一、文官政治化運用的病態 

從美國的文官史來看，在 1883 年建立功績制，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多數

總統雖然基於政治的理由而擴張功績制的適用範圍，但基本上並未對於文官的進

用採取政治性的選擇，文官的政治中立也大致能夠維持。而在經濟大蕭條及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羅斯福總統則明顯將政策專業及回應性置於文官的中立能力之

上，於是任用恩惠及理念相同之人員，以推行新政。新政機關大幅增加，大部分

用人並非採用功績原則，此時的恩惠制被稱為意識形態的恩惠(Schultz and 

Maranto, 1998: 118)。Van Riper(1958: 324-326)曾批評其行為是美國史上分贓制的

復活。從上述歷史來看，這種文官的政治化運用情形，是由於總統的權力不斷擴

張的結果，而這種型態的總統通稱為政治型總統(politicized presidency)(Moe, 

1985)。 

政治型總統與以功績為基礎的文官體系的緊張關係，自艾森豪總統即開始，

他在 1952 年選上總統時，乃是共和黨二十年來首度入主白宮，這種情形使得長

久受到保護的文官，其回應性與新的領導之間產生嚴重的問題(Mosher, 1982: 

89-91)。艾森豪總統透過創設 C俸表職位解決部分問題。尼克森總統及其繼任者

則試圖建立集權化的領導和層級節制的模式，但卻同時詆毀中立能力、功績原則

等價值，結果造成的是政治化的集權運作模式，此一模式要求的是一個可以回應

其政治領導的官僚體系與環境，重視的是組織的回應能力，而非中立能力，文官

的中立價值受到嚴重破壞。 

雷根執政年代，主要任命策略仍在於理念式徇私，他除了充分利用 10%可以

政治性任命的 SES 之外，為了有效控制官僚體系，使任命人員充分了解並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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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策理念，即使是其他高級行政主管的選才標準，仍充滿著政治忠誠的考量，

透過意識形態的過濾來強化對於文官的控制。此時，對於文官體系而言，價值系

統只剩下政治回應。雷根時代政治性任命人員及 C 俸表人員均大幅增加，同時

政治性任命人數有 93%是共和黨員，可見其意識型態治國的理念(Ingraham, 

Thompson and Eisenberg, 1995: 263-267)。Charles Goodsell(1987：231)曾說，雷根

政府掀起了美國當代歷史上最強而有力的反官僚運動。Gary L. Wamsley以雷根

勝選後其助理 Lyn Nofziger的談話為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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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出對於文官選任的政治考量，對於黨派立場不同、意識型態

不合的高級文官，無論其專業能力如何，都免不了遭到撤換的命運，對於民主治

理造成傷害。 

除了高級文官之外，甚至於聯邦人事管理局的主要任務，也變成是服務總

統，這種政治化的運用，使得聯邦人事管理局內部的政治性職位增加，專業性職

位相對被排擠，聯邦人事管理局的專業、技術能力逐步下滑(MSPB, 1989: 24)。

由於聯邦人事管理局的政治目標是控制官僚，使得人事與政治分離的政策受到挑

戰，甚至有人質疑文官改革不是「改革」，而是一場「政治控制」。Chester 

Newland(1992)也認為文官改革法之後，使得文官對於政治首長的忠誠增加了，

但對於法律、制度的依循則減少了，總統的權力增加至無可抵抗的地步。 

除了文官的政治化運用外，忠誠調查也是政治回應過度的結果，美國在二次

大戰後，由於恐共及冷戰因素，忠誠調查成為文官委員會主要工作(Schultz and 

Maranto, 1998:124-126)。1946 年 Truman 發布 9835號行政令令，對想要擔任公

務員者進行忠誠調查。到 1953 年撤銷該項命令時，共有 4,756,705名人員受到調

查，侵犯憲法第一增條文所定結社及言論自由權，也促成數百名公務員免職及數

千名公務員辭職。參眾兩院並成立「非美國人活動委員會」，由參議員麥卡錫主

持調查對聯邦政府之滲透活動，聯邦最高法院對於這些活動採取猶豫之態度，直

到 1970 年整個事件才告落幕(Schultz and Maranto, 1998: 107-112)。 

再以英國為例，英國自從柴契爾首相推動文官改革以來，為了強化內閣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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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對於文官體系的控制，陸續推動效率稽核、部長管理資訊系統、財務管理方案，

並透過續階計畫成立政署，使多數文官在契約制的政署服務，透過契約的方式達

成對於文官的課責及控制。這種控制模式與傳統文官強調政治中立、程序課責不

同，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唯唯諾諾、績效導向的課責，文官不會再根據專業知

能與職業道德向部長說「不」(Chapman, 1997: 36)。 

再者，早期英國各部之常任文官統歸常務次長管理，各部之高級文官及常務

次長，雖由各部部長任命，但實際上是由文官長推薦後辦理，其目的在使永業文

官之管理，不受政治干涉，以保持文官的中立地位(許濱松，民 85：160)。但保

守黨政府為了強化對於文官的控制，不惜破壞憲政傳統，介入高級文官的任免，

自柴契爾首相起，偶有發生首相介入常務次長人選決定的情事(Pyper, 1995: 

83-88)，1983 年底，柴契爾共指定了 50名常務次長及 175名副次長；1992 年也

曾發生部長迫使高級文官 Peter Kemp提早退休的事。 

從上面的論述，可發現政治回應價值如果過度強調，將造成文官的政治化的

運用，不僅會偏離了文官應有的中立立場，也可能會傷害文官的權利。再從美英

兩國的經驗來看，美國所造成的麥卡錫主義、聯邦人事管理局專業能力的下降，

英國文官對於保守黨激進改革的反彈，均可見過度要求政治回應，對於官僚體系

的運作將造成傷害，必須透過強調個人權利加以抗衡。 

 

二、個人權利價值的抗衡 

為減少文官的政治性運用，及避免嚴密的忠誠調查影響文官的權利，在進行

這些活動時，必須慎重考量文官個人的權利，包括工作權及憲法上賦予的相關權

利。 

以美國為例，由於雷根總統政治操縱文官的結果，文官的士氣滑落，而人員

的進用與人力維持也受到傷害。Volcker 委員會的報告也指出，文官體系面臨寧

靜危機(Volcker Commission, 1989: xviii)。文官改革法中，為了防止政治上的濫權

迫害，有所謂 120天的等待期，規定永業高級行政主管的首長或其直屬主管在上

任的 120之內，非經永業高級行政主管的同意，不得將其調職，但雷根總統仍利



 - 198 -

用此一規定，要求高級行政主管「自願」調職，充分顯示出過度政治干預的痕跡

(Schultz and Maranto, 1998: 151)。1989 年 MSPB(1989: 34)的報告曾指出，超過百

分之四十之高級主管人員認為沒有免於專斷處分的保障，顯見文官改革法賦予首

長對於高級行政主管享有廣泛的任免權，已形成濫用的情形。 

再以上述英國保守黨政府對於文官的政治控制，引發文官的反彈為例，1981

年文官工會不滿柴契爾政府片面終止執行文官待遇調整研究，發動長達 21 週的

罷工。1980 年代也發生過許多文官洩密的事件，均可視為是文官對於政府改革

的反撲(鄧志松，1998：132-133)。而首相及各部大臣介入高級文官遴選的過程，

也顯示出高級文官不再只是扮演傳統上公正、中立的角色，它必須有能力去服務

任何一個新的政府，使得高級文官的政治意涵更加突出。 

上述情形均顯示出過度濫用政治回應的價值時，文官受政治力控制較深，個

人權利的保障少，為化解此種政治過度干預的情形，有必要加強對於個人權利的

維護。本文強調的是政治回應的價值雖有其必要，但不得以傷害文官個人權利為

代價。 

政治回應價值強調文官的課責，美英兩國近年文官改革的方法之一即是根據

實際績效課責，即實施管理主義，本節不對管理主義的優劣進行分析，但強調管

理主義的施行，仍應透過資訊公開化、行政程序透明化來減少官僚體系中的不當

及腐敗的行為，並以客觀的績效標準做為衡量的標準(Hughes, 1998: 234)，才能

避免對於文官的傷害。即使現階段英國多數文官係服務於政署，採契約方式進

用，惟有關契約之內容仍不得使政府居於過度高權之立場，以免政府具有寬濫之

權力可將文官免職。總而言之，契約進用的文官，係以明確的績效標準做為課責

的標準，在某種程度上是必須忽略政治課責，其課責機制著重在官僚與民眾之間

的聯結，而非加強對民選首長的責任。 

 

參、小結 

   

上面討論了政治回應價值與效率價值、個人權利價值的辯證關係，至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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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與社會公平價值之間是否存在衝突關係呢，亦有必要加以說明。 Rosenbloom 

and Goldman(1998:39)提出公共行政研究的四種途徑，其中政治途徑重視的價值

即包括代表性與回應性，並認為組織成員的多元化性是反應社會的樣貌，可見政

治回應價值與社會公平價值強調的代表性觀點是共容的，分贓制時期擔任公職的

二個重要標準，其一是政黨忠誠度，其二即是社會代表性，亦可見二者在理論與

實務上均有共通處，尚無價值衝突情形。 

從民主政治的觀點來看，政府向人民負責之責，係由民選首長及其政治性任

命人員代表為之，因此，政治回應可說是文官體制最重要的價值，因為它體現民

主的價值。民選首長及其政治性任命人員為達向國會及人民負責之責，則轉而向

公務員「課責」，只是專業文官集團與政治之關係應如何定位？政治課責及官僚

組織自主性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長久以來爭議不斷。強調政治回應性者，取向於

增加總統之人事任免權，透過增加政治性任命人員，加強控制官僚組織，以實現

競選時承諾之政策主張。但如果適用不當，則可能發生分贓制、文官政治化運用

病態，影響政策持續性、穩定性，以及傷害文官的個人權利。再者，由於政務官

任期短的特性，使得他們急於追求成果，同時指責常任高級文官不合作，在缺乏

信任的氣氛中共事，難免造成對於政府的傷害。 

 

第三節  文官雇用政策社會公平價值之辯證 
 

本文第二章第四節已說明社會公平價值的意義，及其在人事管理與雇用政策

上的應用情形。社會公平價值在文官的雇用政策上，至少具有二種意涵，一是取

才的方式、標準是公平的。二是取才的結果，有助於促進社會上各族群的公平代

表性，包括數量上的公平性、所佔職位高低等情形。為了達成上述目標，採用的

政策包括平等就業機會、弱勢優惠行動方案，並常透過下列方式達成，一是增加

弱勢族群雇用的數量，並可透過各種方法檢驗有無歧視，所採用的考試是否具有

效度。二是優惠的雇用方法，例如可透過非競爭的考試取得任用資格，以提高弱

數族群的進用比例。但如果上述方式使用不恰當，亦會發生反效果，以下我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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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病態與抗衡性價值加以說明。 

 

壹、反歧視的病態與效率價值的抗衡 

 

一、反歧視的病態 

官僚組織代表性其實存在許多形式，以利益代表性為例，認為官僚組織構成

員應適度代表其僱客之利益。以人口結構代表性為例，要求的是文官應反映服務

人員的背景結構(Schultz and Maranto, 1998: 155)。弱勢優惠行動即是以人口結構

為代表，它的政治基礎是社會代表性的，認為就業市場人力運用應能反應社會人

口的組成比例，但這種積極性的矯正措施，引起許多反歧視的疑慮。 

第二章第四節曾說明，美國為促進文官進用符合社會公平價值，在雇用時所

採取的測驗內容與工作的相關性均受到嚴密審查，而在雇用數量上必須採用不利

影響的標準來檢驗，以避免發生對於特定團體的歧視現象。這種不利影響的計

算，其實是建立在各種團體應考人之間的平均能力大致相同的假定之上，簡單來

說，即指兩性的平均能力大致相同；白種人、亞裔與非裔人種的平均能力大致相

同，因而認定應考人口特性組群（如種族、性別），最低錄取率的特性組群和最

高群組錄取率的比值不得低於 4/5(Riley, 2002: 44)，否則即有歧視之疑。 

上述的假定看似合理，但實際情況未必如此，以嚴格的功績原則來看，弱勢

族群的生活環境、經濟能力、教育程度較低，其受雇率必然會低於優勢族群，如

果在雇用數量上採取嚴格的配額制，強迫雇用或升遷時必須比例式進用弱勢族

群，而無需考慮功績制的規定，即可能發生反歧視的現象，這即是雇用數量上的

過度要求所造成的病態。 

從上述內容可知，弱勢優惠行動受爭議之處，最主要在於其目標是否為定額

雇用的問題，功績制所追求的是挑選最有資格的人，資格是無黨派或社會考量的

中性字眼，但弱勢優惠行動卻將社會特徵列入公共人事管理的考量中，認為應至

少暫時對某些團體優惠。在實際上，如果一個功績評價較高的白種人，與評價較

低的少數族裔競爭而失敗時，引起的質疑是：此種制度是否不道德、無效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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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功績價值重視的是個人的資格問題，而弱勢優惠行動則採取一種集體的途

徑來解決社會整體的問題(Rosenbloom and Goldman, 1998: 253-254)，二者的分析

單元不同，因而可能發生對於具備更優秀資格人員的反歧視病態。 

弱勢優惠行動方案的目的是要彌補以往的歧視所造成的傷害，但如果因此造

成反歧視的現象，則仍是法所不許的行為。根據民權法案第 7條第 703節(j)的規

定，該條款並不包括要求雇主根據受雇者的種族、膚色、性別和國籍而給予優待

的意思，然而弱勢優惠行動方案卻對部分無辜的白人男性帶來不利(Shafritz et al., 

1986: 201)。有論者提出，弱勢優惠行動難道應該用來保障一位受教育的都會黑

人女性，而以一位出身阿帕拉契山的白人男性的犧牲為代價嗎？這種反歧視的最

極端形式便是以個人所具有的屬性來決定雇用與否，如性別、種族、國籍等，而

不論應徵者所應具有的平等權利，甚至於忽略功績的基本能力要求。以

Elliott(1985: 4)的觀點來看，是指為了避免發生種族主義、性別主義的人事政策，

卻反而造成人事運作上的偏見。 

部分支持弱勢優惠行動方案的理由是基於代表性官僚的觀點，認為官僚中的

組成例子應與社會的組成份子具有比例性。雖然學理上，功績價值與代表性官僚

並非不可並存，但功績制下的代表性官僚，必須在所有群體能夠平均分布於社會

中的每一階層才能實現，但遺憾的是這種社會絕難達成。而且，吊詭的是，平等

就業機會和弱勢優惠行動本身，即是為了解決這種社會、經濟的不平等(Shafritz et 

al., 1986: 202-203)。 

 

二、個人權利價值的抗衡 

弱勢優惠行動的進用的基礎是每一個人的屬性，包括性別、種族的考慮，但

也由於保障的是團體而非個人，與美國重視個人平等、個人主義的價值觀念不

同，嚴格來說，優惠方案立論基礎是集體主義途徑，與功績價值著眼於個人的資

格條件明顯不同。因此，為解決可能發生的反歧視的病態，有必要透過個人權利

的強調。西方國家功績制度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所有公民均可透過公開競爭考試

擔任政府文官，每一個人所具有的求職機會均等。但社會公平價值常採用的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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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行動方案，卻可能傷害個人求職的權利。這種以人的屬性為任用的依據，未

必有利於社會階層的流動，反而可能使居於弱勢地位者必須長期依靠優惠措施才

能被雇用。 

Rosenbloom and Goldman(1998)提出四種研究公共行政的途徑，其中之一是

法律途徑，而個人應享有平等權利是法律途徑的核心價值，在法律之前，個人不

分種族、性別、宗教等因素一律平等。就美國而言，聯邦最高法院在歷次的司法

審判中，均將人民所具有的此種權利視為是美國政治體系的最高價值所在，除非

在必要情形下，政府不得予以任意剝奪。雖然如此也演變成美國公務員在實務運

作上，常需承受各種人權法令限制的重大負擔。但是弱勢優惠行動方案的推動，

在法律上確實存在著可能侵犯個人權利的疑慮。為避免發生反歧視的現象，必須

在推動此一政策時，優先考量個人所具有的基本權利不得被犧牲。 

 

貳、受雇者能力不足的病態與效率價值的抗衡性 

 

一、受雇者能力不足的病態 

受雇者能力不足即指受雇者是低於資格或未具資格者。隨著二十世紀初科學

管理運動的發展，功績價值擴張其意涵，考選取才的標準逐漸定位為選擇最優

秀、最具資格的人，並以測驗的方式來進行，選擇分數最高的競爭者。是以，嚴

格的功績制度以效率為基礎，而弱勢優惠行動則以社會公平的基礎，二者的比較

如表 5-3。雖然弱勢優惠行動對於受雇用者仍要求具備資格，惟如果此一政策之

應用不當，即可能發生被雇用者是低於資格或不具資格者的情形，直接的影響便

是行政效率的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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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功績制度與弱勢優惠行動之比較 

 功績制度 弱勢優惠行動 

分析單元 個人 團體（性別、族群等） 

要求 最佳資格 具資格 

取向 過程（立足點的平等） 結果（齊頭式的平等） 

立論前提 選擇最具資格人員任職，最能

有效發揮。 

過去歧視所造成的不平等，不能僅以

平等解決，尚須矯正過去的歧視現象。

政治基礎 不考量任何社會特徵 

(重視才能) 

以社會特徵為考量重點 

（重視代表性） 

哲學基礎 理性主義、功利主義 公平的正義觀 

 

Mosher(1982: 221)曾指出，功績價值隨時代演進，配合社會的需要不斷擴充

其意涵，因而認為功績與社會代表性的價值可以溶合，但弱勢優惠行動政策上，

進用者如「低於資格或未具資格」，則將發生與功績價值的衝突現象。故而Mosher

認為功績與社會公平價值的溶合，關鍵在於「如何界定公平及達成公平的意涵」，

如採用平等就業機會是一種機會的平等，與功績價值相合，如採用弱勢優惠行

動，則是結果的平等，對功績制度造成威脅。從 Mosher的話來看，他擔心的是

弱勢優惠行動造成文官素質低落，功績制度的衰退，而這即是社會公平價值過度

發展，而可能發生的病態。 

效率取向的雇用政策，強調被雇用者的能力，極端化的作法是要求最具資格

者，而非只是符合資格者，能力是唯一且絕對的標準。但問題是這種絕對嚴謹、

明確的評量幾乎不存在，多數的遴選過程仍存在某種程度的裁量空間，難以精確

地客觀衡量，Riccucci(1991)及 Elliott(1985: 53-61)對於這種極端化的功績概念也

曾提出若干批評。事實上許多遴選工具確實被證明存在對於種族或性別上的偏

見，當功績面臨這些考驗時，如何對於此種不公平對待或缺乏公平競爭環境的個

人與團體加彌補，是弱勢優惠行動的重要立論依據。因此，弱勢優惠行動並非不

考量功績，而是更著重於彌補功績運作過程的偏差導致的不公平。但如果弱勢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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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行動在考選的過程中，並非依據工作的需求而自行另定標準，因而造成對於功

績的否決，那就很可能被認定為剝奪同等能力者的競爭機會，造成反歧視的情形。 

 

二、效率價值的抗衡 

為解決受雇者能力不足的病態，必須透過效率價值的強調。但社會公平價值

與效率並非截然的對立，二者的爭議，不論從理論推演或實務上，均有調和的空

間。從理論上而言。Riccucci(1997)認為，效率與社會公平之間的取捨，是因為

沒有將測驗效度的因素連結上來，目前測驗效度最主要的問題是「測驗本身並未

將文化偏見(Cultural biases)的因素列入考量」，這裡所關心的是，是否每一位求

職者在測驗上，均有公平的機會享有考試所需的知識、工具、教育、技能等，以

便公平面對測驗。如果是答案否定的，即顯示了少數族裔與女性無法與白種男性

進行公平競爭，結果自然是受雇率低於白人男性。因此，解決的方法之一便是將

文化偏見的因素列入測驗的考量。 

其次，弱勢優惠行動雖然可能帶來受雇者能力較低的情形，但是否必然帶來

無效率的情形呢？從邏輯上推論，由於弱勢優惠行動政策下所進用的人力素質不

若以功績方式進用的人，故而論斷弱勢優惠行動政策會對組織造成更多的成本。

但Major G. Coleman(1999: 99-100)的研究卻不同，Coleman指出，如果弱勢優惠

行動採用配額的方式，以非功績的方式取才，短期而言，對組織的直接成本是為

了符合平等就業機會的相關法律所造成的，而間接成本則是由於雇用或升任較不

具資格的人所帶來的生效力下降。但長期來說，除了直接成本之外，弱勢優惠行

動政策的推動並不必然帶來生產力低落的間接成本，因為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反

而因為組織雇用了多元化的工作力，採用多元化管理的新措施，因而帶動人力資

源的發展，更有利於提升組織的競爭力，就結果而言，只要將弱勢優惠行動政策，

導引入更積極的多元化管理，反而可能提升組織的效率。同時，多元化的工作力

除了反應社會的現況外，更能增加雇用上的正當性，二者並非不可共容。 

綜合上述，要解決受雇者能力不足的可能病態，必須堅持以弱勢優惠行動進

用者符合資格要求，亦即將能力的需求列入考量。Pfiffner(2000: 28)也認為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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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行動已施行三十餘年，在雇用女性及少數族裔方面取得若干進展，惟政治上

的熱度已消退，未來平等就業機會及弱勢優惠行動的政策，將會有所轉變，以確

保雇用及升遷上更重視功績。Riccucci(1997)更以質疑的口吻說「二十一世紀弱

勢優惠行動還會存在嗎？」，Riley(2002: 34)也指出，職場中的平等議題，已由反

歧視轉而追求多元化。由於價值取向的轉變，弱勢優惠行動的轉型勢屬必然，而

多元化管理似為目前的一條出路，多元化管理便是利用組織中的多元化工作力，

帶動人力資源的發展，本質上是效率取向的。 

 

參、小結 

 

古典的公共行政研究以效率為核心，而 1968 年興起的新公共行政學派認為

效率只是眾多可欲價值中的一個，應該要補充傳統公共行政價值基礎的不足，最

主要的便是社會公平價值。社會公平價值是成熟發展社會下公共政策的基本理

念，而政府在擬定各項政策時，在不同光譜之意識型態影響下，會形成不同的政

策作為，本文在第二章曾說明不同的理論主張，包括古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

義的觀點，本節不再重複。 

上面討論了社會公平價值與效率價值、個人權利價值的辯證關係，至於政治

回應與社會公平價值之間應無衝突關係，本章第二節已提出說明。從民主政治的

立場來看，似乎唯有透過選舉所產生的公職人員才具備治理的正當性，例如傳統

的公共行政便是這種主張，只有民選的官員或政務官才有權提出政策方案，倡議

某些政治議題，即由民選人員體現社會代表性的價值。然而，黑堡觀點

5(Blacksburg Perspective)的學者則反駁，他們認為此種看法其實忽視了公共官僚

體制本身，可能比國會更接近社會縮影的概念(Rohr, 1990: 76)。換言之，公共官

                                                 
5黑堡觀點的基本理念源自於新公共行政，主要是由美國維吉尼亞多元理工學院暨州立大學公共

行政與政策中心教授 Gary L. Wamsley等人所倡導，他眼見七○年代與八○年代，美國政府瀰漫
著反官僚、反權威、反政府的風尚，而憂心此一潮流可能對治理能力造成莫大傷害。Wamsley
與 Charles T. Goodsell、John A. Rohr、Orion F. White與 James F. Wolf等人決定撰寫一份宣言，
全名為〈公共行政與治理過程：轉變政治對話〉（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Process: 
Shifting the Political Dialogue）一般通稱為黑堡宣言，主要內容是重建公共行政在治理過程中的

正當地位，並延續和回應第一次敏諾布魯克會議所倡議之新公共行政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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僚體制所具備的代表性並不比民選的公職人員低，甚至有過之而不及，因為公共

行政人員來自社會各階層，其組成的成分比民選的公職人員更為貼近社會的各個

階層。這一個立場顯示出文官雇用政策的社會公平價值不只是代表性的問題，它

甚至是政府統治正當性的重要環節，也因此政治回應與社會公平價值之間存在著

某種調和的空間，誠如本章第二節的末尾所提，不論從理論與實務上來看，二者

均有共通之處，尚無價值衝突情形。 
 

第四節  文官雇用政策個人權利價值之辯證 

 

本文第二章已說明個人權利價值的意義，及其在人事管理與雇用政策上的應

用情形。個人權利價值在雇用政策上具有二項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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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解職的順序，依照雇

用地位的保障強度而定。為了達成上述目標，在雇用政策或文官制度上的配合措

施包括常任制的職務設計、解職之正當法律程序適用、集體協商制。但上述這三

種措施如果不當運用，也可能發生病態，以下我們將就病態與抗衡性價值加以說

明。 

 

壹、管理者無能的病態與政治回應價值的抗衡 

 

人事任免權的多寡，與公務員的保障，涉及政府有效運作與公務員個人權利

之價值衝突，因此，公務員保障的議題，不僅由個人權利的保護觀點來看，而應

同時觀照政治社會的整體利益，否則偏重此一價值的結果，將使得公務員獲得過

度保護，政府失去治理的能力，1978 年通過文官改革法的原因之一，便是僵化

的文官制度運作，造成管理者無權管理的現象，卡特總統甚至於說，功績制度毫

無功績可言。在此所謂「無權管理」，主要指行政領導的部分，亦即政治首長無

力控制文官體系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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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理者無能的病態 

西方國家文官制度有許多特色，其中之一便是工作的保障，限制任意解職，

這種工作權的保障，形成文官永業化的發展，因此文官的工作權與永業任用相

關，也是文官權利保障中最重要的一環。Rosenbloom and Goldman(1998)認為公

共行政研究的法律途徑有幾個核心價值，其中之一是「正當法律程序」，本項價

值雖然難以用具體的名詞加以界定，但其對基本公平性的重視是極為明確的，亦

即在任何行政過程中，個人均應有免於受政府不當行政手段（如欺騙），或是不

合法過程剝奪生命、財產，與自由的固有權利。法律的價值提供了程序的保障，

但法律主義的過度發展，也會發生法條主義，造成僵化、無彈性，無法適應時代

變遷，以及程序的負擔與成本，太多的層級節制及監督，意謂著程序與服務的延

緩。 

個人權利太過重視的結果，將使得行政機關在法律的限制下，難以透過解僱

來處罰文官，一旦文官以一己之私，不顧機關整體之運作時，對於個人工作權的

保障，就有可能變成政治回應性不足的情形，而形成行政領導上的困境，

Elliott(1985: 27)也曾舉出員工保障主義與行政領導間的衝突關係，顯示出過度的

保障對於政府運作的弊端。 

以美國為例，對於績效不佳員工的免職過程相當複雜，除了要證明文官不服

從命令或表現低劣不易，依法還必須協助改善，並有一定時間之觀察，當確實仍

無法達到績效表現時，才能進行懲戒的作為。因此耗時甚久，代價甚大，多數機

關不願意多花心力在這些懲戒的程序上，寧可增加成本補進新的人員。這種情形

持續循環的結果便是行政機關內的冗員愈來愈多，人事成本日益增加，但行政效

率卻愈來愈低落，文官距離政治首長愈來愈遠。這是由於過度保障、過度規則化

的結果，造成管理上的無能，無法有效回應政治首長的病態。 

美國 1883 年的文官法已有保障主義的概念(Elliott, 1985: 10)，到了 1945 年

至 1960 年代，由於公共人事行政發展專業化的結果，產生二個問題(Nigro and 

Nigro, 1994: 25)︰1.人事行政專業促成人事行政運作的效率，但卻為成業務單位

主管的障礙。2.人事專家只專注於例行工作，應用專業技能，但對組織人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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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及管理卻很少用心。政治回應與管理效率的問題被無意的地忽略了，到了

1970 年代，人事行政即被批評為無效率、僵化、使管理者無權管理、缺乏回應

等。這是由於人事體制太過強調法令以及保障員工權益，而使得主管很難運用獎

懲來管理人事，政治主管覺得他很難在政策上獲得足夠的配合行動。由於文官被

層層的法律、規章、程序所包圍，根本難以有效回應管理或政治的需求(Newland，

1984：26-29)。1978 年文官改革的原因之一即是功績制保護下的文官，過度保障

造成管理者的無能(Ingraham, 1984: 14-15；Pfiffner, 2000: 28)。 

 

二、政治回應價值的抗衡 

上面曾提到，個人權利太過強調，造成管理者的無能現象，會影響文官的政

治回應性，因此要化解這種個人權利所造成的病態，必須透過強調政治回應價

值，透過此一價值的強調，增加文官對於政治首長治理權的尊重，強化其行政領

導能力。 

Ingraham(1995: 3)曾指出，美國文官體系經過百餘年功績體制的運作，成為

「最規則導向」的國家，但吊詭的是，層層的規則卻無法確保控制與課責，也就

是文官的政治回應性並未因規則的增加而有所上升，反而由於法令束縛的本質，

使得它在許多領域行動緩慢、缺乏彈性，文官體系變成規則的迷宮，它只是為了

「防止公務員濫用權力、確保更公平的雇用政策、避免政府職位恩寵授與及政治

剝削」的體系(Peters, 1996: 93)。再者，在既有的法規上增加額外的規定與程序，

將使得課責更加模糊，同時降低了民選官員了解官僚體系運作的能力與機會。這

種情形顯示出民主政府對於文官體系的控制出現斷層，如何控制官僚體系成為民

主政府關心的課題，以本文的立場來說，即是強調政治回應的價值。 

由於個人權利的強調可能造成文官不受限制及恣意專斷的風險，如果強化政

治回應的價值，亦即透過正式機制的管制，使行政人員不致專擅行事，並了解民

主政治下的文官體制必須接受代議政府的指揮。文官必須認知到接受政治指導的

規範價值並不在文官個人權利的保障之下，透過這種制度上的牽制來防止文官的

恣意專斷及反覆無常的行動。Helco(1977: 20)也曾表示，1883 年的文官法乃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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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基本原則：(1)文官的選用是基於功績，亦即工作上的能力與表現，與而非

任何形式的個人偏好與政治恩惠。(2)文官享有任期的保障，不受政治力量的干

預。(3)文官獲得職位的保障，但必須對於繼任的政治領袖積極回應。亦即文官

的職位保障仍應以對於政治首長的回應為前提，並非可恣意為之。美國 1978 年

文官改革，其改革者的主張之一即是：讓管理者管理，並建立協助管理者管理的

人事制度。另一個要求是：讓文官回應民選官員的政策目標及指導。顯見，文官

改革的目的是希望設計一套既能保護功績制，又能允許民選主管對官僚組織為政

策控制的人事制度(Nigro and Nigro, 1994: 40)，以達成管理的有效性及政治回應

性要求。 

其實強調個人權利保障與行政領導之間，未必有截然的對立關係，但二者之

間必須合理的連結。因為一個以功績、能力為基礎文官制度，可以協助總統免於

國會的控制，並有效執行政策。而一個強有力的總統，可以保護文官體系免受指

責，保障員工個人的權利。Herbert Kaufman(1956：1067)曾指出，這二項制度彼

此的強化，久而久之，原屬於文官體系的中立能力，與屬於總統的行政領導之政

治特性，會自然的結盟，詹森總統便是典型的代表。他是一位有活力、黨性堅強

的總統，但亦同時堅定支持文官體系的功績價值(Kaufman, 1956: 1069-1072)。因

此欲化解其間可能的衝突，必須在個人權利的保障上以能力為基礎，這也是個人

權利與政治回應之間的可能調和點。 

這種管理者無能的現象，若從 Harmon(1989)有關行政責任的觀點來看，其

實是由於文官自我膨脹，不顧合法權威的限制，僅考量自我主張任性而為所造成

的。Harmon 也主張以政治責任的強調來解決這個病態，亦即透過正式機制的管

制，使行政人員不致專擅行事。 

 

貳、年資取向的病態與效率價值的抗衡 

 

一、年資取向的病態 

Eugene B. McGregor Jr.(1991: 83)認為文官雇用制度包括功績、恩寵及集體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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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三種原則，其中集體協商的工會原則如果太過於強調，則會發生年資取向的病

態。年資取向代表的是，在雇用政策上，任職長短比績效表現更為關鍵，而解職

的順序是「後進先出」，員工與雇主之間的關係必須透過協商來處理。 

年資取向其實是建立在文官的永業生涯發展，由於終身職的結構設計，加上

於高度雇用的保障，造成按年資升遷的人事制度，相對造成文官的保守心態。根

據Merton的研究，永業取向的特徵會發生「成就與年資衝突」的反功能現象(引

自吳瓊恩，民 85：152)，這種依據年資決定升遷、解職順序的原則，與效率價值

要求以績效為依據不合，進一步延伸，即是效率與個人權利的衝突。因而，年資

取向的設計，有可能會損害功績原則(Ingraham, 1995: 43)。 

年資取向的政策，與近年來文官改革的方向不同，尤其是雇用政策上，更多

的契約用人、臨時性人力，以及強調績效勝於年資的觀念，都與年資取向的集體

協商原則不同，為解決這種年資取向的病態，必須強調效率的價值。 
 

二、效率價值的抗衡 

個人權利過度強調引起的年資取向問題，必須強調效率的價值。年資取向一

直是工會組織所倡導的原則，它不僅簡單、容易計算，而且看似公平，在裁員的

過程中也廣泛採用此一原則。由於行政機關的績效並不像營利組織那麼容易衡

量，即使文官體系願意採用績效作為升遷、解職的依據，實務上卻可能因為績效

衡量的困難，而必須採用年資為標準。 

在政府部門未施行集體協商制之前，依功績原則運作的人事體制，本質上由

政府單方面決定，但在協商制度施行之後，部分人事政策或業務必須依照集體協

商結論、法院判決決定。因而，集體協商的要求，有可能會損害功績原則，與強

調中立、效率、效能的價值亦不相容(Ingraham, 1995: 43)。Elliott(1985: 129)也曾

指出員工保障主義與功績原則之間存在某種矛盾性。其中最主要的部分便是要求

政府機關進用新人以工會會員為限、要求升遷及免職等人事措施，以年資為主要

依據，這不僅與功績原則相違背，也可能因此傷害機關的效率。為解決此一病態，

必須要求效率的價值，即在年資與績效之間取得平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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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個人主義迷思的病態與社會公平價值的抗衡 

  

一、個人主義迷思的病態 

Farnham and Horton(1996: 259-260)曾指出，新公共管理的特徵之一包括淡化

集體主義的色彩，改採個人主義的途徑。Klingner and Nalbandian(1998)也提出個

人課責是人事管理新興的價值之一，個人主義似乎是改革的趨勢之一，但過度重

視個人主義仍可能帶來傷害。 

個人主義在不同的學科領域中，所代表的意涵稍有差異，政治上的個人主義

有三種觀點。首先是社會契約論，認為政府是建立在公民的同意基礎上的，而且

這種同意是先於政府而出現的。第二種觀點認為政治代表是個人利益的代表，不

是社會集團或階級的代表。最後一種觀點是把政府的目的看作保障個人追求自身

利益，使個人需求得到滿足，在這裏政府功能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就是要保護私有

財產。至於經濟上個人主義，認為基於個人自利的基礎上，不受束縛地自發性經

濟制度，有助於個人的最大滿足和進步6。 

從上面的論述可以知道，個人主義是一種強調個人自由、權利和平等，反對

國家對個人事務的干預，經濟上強調私有財產權和自由市場經濟的一種思想，它

可說是集體主義的對立面，也是新右派改革的主張之一。美英等西方國家一向強

調個人主義的重要性，因此在政治上實施民主制度，在經濟上實施資本主義，它

在美國甚至成為一種民族認同的象徵，也因此個人主義在美英二國均相當興盛。 

在功績體制下，文官的雇用一向採公開競爭方式取才，不論種族、性別，或

其他與工作不相關的因素，是一種以個人為基礎的競爭。而在英美社會中，個人

主義也一向是重要的價值之一，但在文官體制的實際發展過程中，為了社會公平

的價值，為了建立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文官體系，常必須從團體的角度來思考整體

的雇用政策。簡單來說，就理論上而言，功績原則係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對於

公務員的評價係以工作績效或成就而定，而社會公平價值，則以集體主義為出發

                                                 
6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10039.htm(2005/5/1)。當然，個人主義或集體主
義，在政治哲學、倫理學上均有更深刻的內涵，本文所引介內容或有過於簡化之疑，但本文旨

在強調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在雇用政策上呈現的差異，而不就其內涵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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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對於雇用政策的偏好是族群間的代表性、平衡性，顯然二者有著完全不同的

出發點。 

在個人權利過度強調的情形下，極可能發生個人主義過度發展，忽略社會代

表性的問題。Elliott(1985: 131-132)曾表示，在雷根政府時期，一項研究報告顯示，

女性人員被裁員的比例是全體員工被裁員比例的二點二倍，黑人被裁員的比例更

高達三點五倍，柯林頓總統所推動的員額精簡計畫中，女性及少數族裔亦成為優

先裁員的對象(施能傑，民 88a：12)。不論是否這些被優先裁員的對象績效表現

是否確實低於白種男性，而裁員的順序也確實依據個人績效而定，但這種裁員的

順序將不利於代表型文官與多元化工作力的推動。 

 

二、社會公平價值的抗衡 

要解決個人主義的迷思，顯然必須要有社會公平價值的抗衡，而這種社會公

平的想法，本身蘊藏著集體主義的想法。雖然個人權利的價值也重視公平性，但

卻是一種基於個人主義的立場，本處所強調的社會公平是從團體導向的社會面出

發，希望達成女性、身心障礙者及少數族群等團體的代表性。 

集體主義是一種政治和倫理哲學的教條，主張個人的行為應該造福某種集體

組織，像種族、某行業成員、國家、社群等等，而不是個人自己7。從甄補人才

而言，弱勢優惠行動方案本身即是一種集體主義重於個人主義的思考，強調雇用

政策的設計及人員的實際雇用，應有助於達成文官體系內的族群、性別等之代表

性。再從美國聯邦政府裁員的作業來看，具退伍軍人優惠資格人員的留任順序是

排列在最前面，這明顯地是一種照顧的政策，當然也可視為是一種社會公平的考

量。本文在前面章節已有陳述，本處不再重複。 
 

肆、小結 

 

Peters(1996:123)曾指出傳統的文官制度解決了某些重要的政治和管理問

                                                 
7引自 http://www.geocities.com/myfreeid20/glossary.html#Collectivism(20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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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甄補的政治徇私主義、訓練不足的專業人員、優秀人才缺乏規律的事業發

展途徑等，傳統文官制度之所以能解決這些問題，其實均與永業的特徵相關，透

過永業制的建立，破除雇用上的政治力介入，透過永業的發展，培養專業的文官，

並提供升遷發展路徑等。是以永業取向是個人權利保障的重要環節，但在近年文

官改革的過程中，契約式的文官雇用政策已成為風潮，這意味著文官制度必須從

根本改變，傳統永業模式的消失，封閉的人事制度也必須開放。 

這種開放途徑意味著公部門的經驗和價值將與私部門無分軒輊，個人權利的

保障逐漸減少，即便如此，英美兩國在對於人權尊重的前提下，對於免除文官工

作權的機制，仍然程序複雜，且涉及許多機關，從管理效率之觀點，也許並不經

濟，但從公務員權益保護之立場而言，則提供了更多的保障。 

 

第五節  本章結語 
 

經由本章的探討，我們可以瞭解四項政策價值各有其適用性，政府在制定雇

用政策時，不可單純地抱持特定的價值，否則很可能發生病態現象。Dresang(2002: 

10)在分析文官甄補政策時，對於衝突的人事價值曾提出平衡思考的主張(如圖

5-2)，他認為任何一項價值極端發展的結果，將造成負面的效應，這種觀點即與

本文所謂的病態現象雷同。圖 5-2最主要在描述甄選過程的價值平衡，例如，功

績取才雖然有利於發展人事專業主義，但過度重視此一面向，造成的結果便是孤

立，亦即冷冰冰的專業主義；重視課責的機制，強調民主政治的回應雖有其必要，

但過度重視選舉政治的價值，不啻回到以政治恩惠為主的分贓制時代。強調平等

就業機會，雖然有助於提升各族群在文官體系的代表性，但過度發展的結果便是

採取配額制。重視員工權利，雖然有助於員工的生涯發展，但可能發生年資取向

的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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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人事甄選過程中的主要影響因素 

資料來源：Dresang(2002: 10) 

 

其次，從不同的價值觀點來解讀政策意圖，會產生相當大的差異，例如弱勢

優惠行動方案，由於可以促進社會整體的公平性，因而從社會公平的價值來看是

有利的，但由於它否定了非弱勢族群的個人權利，因而從個人權利的角度而言卻

是不利的。當然，價值之間的衝突亦有調和的可能，例如政治回應與效率價值，

本文說明了過度重視政治回應價值，可能帶來分贓制的病態，必須以效率價值抗

衡，但實際上，如接受分贓的人員具有相當的能力，未必不能帶來效率。 

且經由本章的探討，我們了解各種價值的意涵未必如我們想像的單純，過於

簡單化的假定，除了可能會忽略了價值的原意與功能外，也可能發生誤用的病

態。例如，韋伯的官僚研究曾指出，功績制下的永業文官帶來行政的穩定和專業，

但本章卻指出，過度的保障使得永業制反而成為政府人事管理上的困擾。再者，

一般在討論分贓時，總認為它會帶來貪污與行政的不穩定，Maranto(1998)則告訴

我們，分贓制未必帶來無效率，它反而可能是具有活力、創意十足的用人方式。 

其次，經過本章的辯證，可以發現不論是功績用人、分贓用人或是弱勢優惠

行動方案，都是政府有效用人的選項，政策價值的選擇反應的是時空環境的需

求、主政者的期待，不必然有好壞之分。舉美國立國之初為例，當時奴隸社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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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女性地位低下，人事管理呈現出性別主義、種族主義考量，但這並不代表

我們對於美國立國初期幾位總統的眨抑，而是這樣的選擇，是當時社會大眾所能

接受與遵守的規範。 

David Thacher and Martin Rein(2004)在探討公共政策價值的衝突管理時，對

於傳統的平衡觀點提出反駁，他認為政策參與者在面對價值衝突時，常常只是選

擇對於自己有利的決策，這種策略性選擇，並非是真正的平衡。他認為政策參與

者面對價值的衝突有三者策略，分別是 1.價值循環：各項價值在公共政策中循環

占有主導地位。2.價值區隔(firewalls)：不同的價值在同一政策的特定領域占主導

地位，各種價值均有發展的空間。3.價值曲解(casuistry)：故意避開、忽略價值的

衝突，而期待在個案中進行價值選擇與判斷，以爭取最大利益。Thacher and Rein

的觀點雖然與本文的辯證法不同，但這三種策略實際上與本文的討論有相通之

處。本文指出了各種價值均有其適用性與意義，沒有那一個價值在規範上居於優

先的地位，而是視環境系絡的因素與執政者的理念，決定那一項價值暫時居於主

導的地位，這種立場即與循環論的觀點雷同。其次，弱勢族群的優惠雇用政策，

一向都是由社會公平價值所主導，與雇用政策的其他領域明顯區隔，也可說是偏

向於區隔的策略。至於曲解的策略，其實是一種權變的觀點，不對任何一般性決

策進行價值判定，而是視個案而定，本章對於各項價值的可能病態及抗衡性價

值，提供了一項分析的架構，以供決策者制定政策的思考，但是何種時機該偏重

那一種價值，本文無法提供具體的解答，而應由有權者在面對實際情境時，重新

定義其環境系絡，而為合理之決定，與曲解的策略相近。 

綜上所述，經由價值的辯證分析，可以得知價值雖然具有規範性的意涵，但

不可過於偏執，對於價值的選擇仍應清楚檢視環境的需求與執政者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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