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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真理有兩種，一種是外延真理，另一種內容真理。西方文化擅長外延

真理，而中國文化擅長內容真理。本文著重內容真理，這是迄今為止，在

公共行政學術領域尚未給予應有的重視。 

本文認為行動知識比行政科學重要，吾人必須發展行動知識，這是非

量化的人文因素，諸如價值、意義、與體驗的知識，而為正式的事業規劃

與策略資源運用所排除的因素。 

就知識創造而言，根據 Nonaka 和 Takeuchi 兩人得分類，有四種知識

即同感知識、概念知識、操作知識、與系統的知識。西方組織的風格幾乎

完全與日本或東方式的組織風格不同。 

做為中國人，吾人有信心從中國文化的體驗中發展行政理論，以追求

可應用於西方世界的較普遍理論。 

關鍵詞：知識創造、外延真理、同感的知識、非量化的人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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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行政學的本土化與國際化涉及西方行政理論的普遍化或通則化是否可行的

問題，同時更牽涉到如何從本土的行政問題建構成為通行西方社會的行政理論。行

政學迫切面臨「知」與「行」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個別差異」與「文化差異」的

問題，促使吾人必須嚴肅思考全球化時代東西文化會通以及認識論的問題。 

一九七七年諾貝爾化學獎得主 Ilya Prigogine 在其名著《渾沌中的秩序》

（Order out of Chaos, 1984）導論中提及人與自然的重新對話已經開始，人類正在創

造一個「新的自然」，並在該書中引述莊子的一段話如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

無事推而行是？意者其有機緘而不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不能自止

邪？」（天運篇） 

Prigogine 對中西文化的會通抱著樂觀的態度，他說：「我們相信，我們正朝著

一種新的綜合前進，朝著一種新的自然主義前進。也許我們最終能夠把西方的傳統

（帶著它對實驗和定量表述的強調）與中國的傳統『帶著它那自發的，自組織的

（self-organizing）世界觀』結合起來。」（1984: 22） 

廿世紀的物理學典範革命，也改變了牛頓典範下的實證研究，量子力學代表人

物 Werner Heisenberg 就有如下的一段話說明了實證論的危機： 

「每一字或概念，無論多清楚，只有有限的應用範圍，科學理論對實體

從未有完整與確定的描述，他們永遠只是接近事物的本質。更明白的

說，科學並未研究真理，他們只對實體作有限的和近似的描述。」

（Capra, 1982: 48） 

「當代物理學向其他學科顯示，科學思想並不必然是化約論的和機械式

的。全觀性的與生態的觀點同時也是合乎科學的」（Capra, 1982: 48） 

由以上的說明，可知當代物理學典範與中國傳統儒釋道的思想是相通的，換言

之，從典範的觀點來看，愈傳統的世界觀也是愈現代的世界觀1，這與當前社會科

學理論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發展，尤其是行政理論的發展，深具啟示作用。 

中國文化的知識傳統，特重「天人合一」、「身心一體」、「心物一元」、

                                                   
1  關於這一問題，可參考Capra（1982；1985）及吳瓊恩（1993；2001）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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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不二」的哲學思考，而與西方文化的知識傳統相異2，因此吾人可以發現行

政學者Herbert A. Simon在行政理論或管理理論背後的認識論假定： 

⑴重「個人」超越於「團體」； 

⑵重「外顯知識」（the explicit knowledge）超越於「默會知識」（the tacit 

knowledge）。 

就第一個假定來說，Simon（1991: 125）認為「所有的學習都發生在個人的腦

海裡」（All learning takes place inside individual human head…），因此「組織學

習」只是「個人學習」而已。就第二個假定來說，個人所具有的「默會知識」雖是

知識創造的核心，但那種知識只有轉化為外顯知識時才有效用，因此忽略了組織的

競爭優勢乃在於默會知識，而非外顯知識。 
以上兩個要點，在日本公司的文化裡則可看出相對反的認識論假定，即「團

體」重於「個人」；「默會知識」重於「外顯知識」，而與中國傳統哲學的認識論

假定相同。 
Nonaka 與 Takeuchi（1995）在《知識創新公司》（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這本名著中，即以東方認識論的哲學，觀察日本組織創造知識的過程，

有別於西方國家，而其所建構的理論，對西方國家亦具有普遍通則性，實為一種理

論建構深具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極佳範例。 
Nonaka 與 Takeuchi 兩人先區分「默會知識」與「外顯知識」的主要特徵，前

者是主觀的，後者是客觀的，其餘特徵則如下表一： 

表一：兩種知識類型 

默會知識 
（主觀的） 

體驗的知識 
（身體） 

即時存在的知識 
（此時此地當下地） 

類比的知識 
（實務） 

外顯知識 
（客觀的） 

理性的知識 
（心智） 

序列推理的知識 
（彼時彼地地） 

數位的知識 
（理論） 

資料來源：Nonaka and Takeuchi（1995: 61） 

                                                   
2  關於這方面的論述可參考Nonaka與Takeuchi（1995）所著《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一書第二章有完整的分析。另可參考熊十力、唐君毅、牟宗三、方東美等人

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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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以 上 兩 種 知 識 類 型 ， 又 可 以 形 成 四 種 知 識 的 內 涵 （ contents of 

knowledge），如下圖一： 

 

 默會知識   （到）   外顯知識 

默會知識 

（從） 

〈社會化〉 

同理化的知識 

〈外在化〉 

概念化的知識 

外顯知識 
〈內在化〉 

操作化的知識 

〈綜合化〉 

系統化的知識 

圖一：四種知識的內涵 

資料來源：Nonaka and Takeuchi（1995: 72） 

 
所謂「社會化」或同理化的知識（sympathized knowledge），這是一種經由長

期間的潛移默化所形成的知識，換言之，即由某人的默會知識轉移到他人的默會知

識，禪宗所謂「以心傳心」即屬此類知識的移轉。 

第二種知識，是從默會知識逐漸外在化，而能以概念的方式來思考，所形成可

以用語言文字來表達的知識，就叫做概念化的知識。 

第三種知識，即從外顯知識內在化，成為實務操作的知識，亦即所謂的 know-

how 或實務操作的「竅門」皆屬於此類型的知識範圍。 

最後，第四種知識，是將外顯知識結合其他的外顯知識所形成的綜合而有系統

的知識，就叫做系統化的知識，例如將經濟學的知識結合組織學的知識，即形成組

織經濟學這樣一門有系統的知識學科。 

公共行政學的知識，過去一百多年以來，大致在實証論或邏輯經驗論的影響

下，只突顯組織中人的行為，具有認知意義的「外延命題」。然而，人生是整個

的，除了科學知識具有普遍性之外，人生的悲歡離合亦有其真實感，這就是屬於

「內容命題」的知識，這一部分的知識，過去在行政學內較受輕忽，較少從被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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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主觀感受，例如無力感（ sense of powerlessness）、無規範感（ sense of 

normlessness）、自我疏離（self-estrangement）等角度去建構組織與管理上的問題

意義與理論基礎，因而所形成的理論，充其量只是「單向度的理論」（one-

dimensional theory）而已。 

牟宗三把真理分為兩種：一種叫做外延的真理（extensional truth），另一種叫

做內容的真理（intentional truth）（牟宗三，2003：19-43）。前者大體指科學的真

理，凡是不屬於主體而可以客觀地肯斷的那一種真哩，通通都是外延真理；後者則

繫屬於主體，屬於主觀態度的那一種真理叫內容真理，這種真理不是科學知識，它

也不能外延化，但是它是真理。 

外延真理有廣度，有其普遍性，但內容真理有深度，也可以透過文字來了解而

引起共鳴，也有其真實性，這種真實性，就是內容的普遍性，屬於道德宗教的立體

性問題，為行政學或社會科學長期以來所輕忽的一個重要面向。 

外延真理的普遍性是抽象的普遍性（abstract universality），而內容真理的普遍

性是具體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牟宗三，2003：32）所謂具體的普遍

性，即黑格爾所創造的名詞，有關於道德、宗教、藝術、歷史都屬於具體的哲學

（concrete philosophy）。牟宗三說：「孔子講仁並不是抽象地講，人是可以在我們

的真實生命裡具體呈現的，所以孔子當下從生活中指點仁。」（牟宗三，2003：

35）所以，內容真理是在主體的生命中具體呈現其普遍性的，此與本文後面即將引

介卡西勒的哲學觀點是相通的。 

前述所謂「默會知識」即是一種內容真理，在主體的生命體驗中或行政執行的

過程中所體驗的或具體呈現的當下的一種存在的知識，這種知識依卡西勒所言，亦

有其普遍性。 

王陽明的「知行合一」哲學，強調認知與行動的互動關係，在當代的知識管理

中，亦有相似的看法。Cook 與 Brown（1999）區分認識論為「所知認識論」（the 

epistemology of possession）與「所行認識論」（the epistemology of knowing）前者

是靜態的知識擁有問題，後者則是一種認知的行動問題，兩者是互補的、相互促進

的。 

如果把知識分為「外顯知識」與「默會知識」，分析單位分為「個人」與「團

體」，再以「認知即行動」為核心，其間的動態關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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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Individual 
團體 

Group 

外顯知識 
Explicit 

概念 
Concepts 

 
1 

故事 
Stories 

 
2 

默會知識 
Tacit 

3 
 

技術 
Skills 

4 
 

歸類 
Genres 

 認知即行動

Knowing 
As Action

圖二：知識與認知的關係 

資料來源：Cook and Brown（1999: 383） 

 
將以上圖二加以分析，則可分成四種類型知識： 

第一類型的知識：這是以個人的認知行動所形成的外顯知識，例如抽象概念、

通則理論的認知等。 

第二類型的知識：這是以團體為分析單位所擁有的外顯知識，透過隱喻

（metaphor）或各種慣用成語，以說故事的方式表達工作如何實踐的經驗知識等。 

第三類型知識：個人所擁有的默會知識，包括難以言談的技術竅門以及認知構

面的先驗圖式（Schemata），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或自以為理所當然的信念

等。 

第四類型知識：這是團體所具有的默會知識，即在一團體系絡中所默默形成的

各種意義類別，例如同樣是叫「聚會」（gathering）的兩個團體，一個可能具有實

際決策的功能，另一個則可能只是非正式的碰頭會。團體成員受特定組織文化的影

響，很自然地將各種事物或行動賦予特定的意義，此即一種歸類的功能。 

東方文化重視個人的默會知識和團體的默會知識，例如孔子所言：「先行其言

而後從之」；莊子：「夫知者不言，言者不知，故聖人行不言之教」；老子：「多

言數窮」 3 等大體上強調如Michael Polanyi所說：「吾人所能知者多於所能說出

                                                   
3  關於這方面的論述，可參考儒、釋、道的經典著作，及熊十力的《讀經示要》、《十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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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We can know more than what we can tell）。這種「個人知識」（personal 

knowledge）即此所謂的個人的默會知識；而團體的默會知識，例如中國人或東方

民族所特有的民族主義精神，而為西方人所難以了解者，美國前國防部長在其回憶

錄中，即承認對越戰失敗的檢討，在於不了解東方的民族主義精神。 

由此可見，過去西方行政學的理論，偏向邏輯實證論的方法，其所建構的理論

多偏向於邏輯的、語文的內涵，或機械理性（mechanistic rationality）的知識，從 F. 

W. Taylor 的「科學管理」（Scientific Management）、H. A. Simon 的「行政行為」

（Administrative Behavior），以至於 Michael Porter 的「策略科學」（the science of 

strategy）等都重視邏輯的、分析的外顯知識，而忽略了另一條比較接近東方文化的

認識論，及強調行為的、非語文的內涵。前者即所謂的「科學知識」，後者即所謂

的「行為知識」（非行為科學知識，嚴格言之，應為行動知識（action）而非行為

（behavior），可参考 Agyris, Putnam and Smith（1985）。Chester Barnard 綜合這兩

種知識，並對之加以區分，他說：（1938：235） 

「行政執行過程的基本面向是意識到組織為一整體，以及與其有關的完

整情勢。此種意識超越了僅僅知識方法的能力，與區分情勢各個因素

的技巧。與其有關的術語是『感覺』、『判斷』、『敏銳』、『比

例』、『平衡』與『合適性』，這是藝術而非科學，是美學而非邏

輯。因此，它是被認識的，而非被描述的，同時它是以其效果而被認

知的，而非以其分析被認識的。」 

Barnard 認為這種「行為知識」是一種非邏輯的心智過程（nonlogical mental 

process），比邏輯的心智過程的「科學知識」還要重要。 

從行政學的發展過程來看，F. W. Taylor 的科學管理運動，H. A. Simon 的「資

訊處理典範」（information – processing paradigm），以及 M. Porter 的策略科學等

都是走「科學研究的途徑」（the scientific approach）；而有關「垃圾桶型模」

（the garbage can model）、「組織型塑意義理論」（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sense making）、「組織文化研究」（studie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等都是走

「人文研究途徑」（the humanistic approach）。這兩種研究途徑在東西方文化中的

                                                                                                                                            

語要》、《乾坤衍》、《體用論》、《新唯識論》（台北：明文書局）。作者所著之

《行政學》，有關溝通理論亦詳述甚多（吳瓊恩，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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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風格表現各有所偏。 

就組織的知識創造（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而言，日本風格與西方

風格的組織各有不同的特徵，有如下表二的比較： 

表二：日本式與西方式的組織風格：知識創造的觀點 

日本式組織 西方式組織 

 以團體為基礎 

 默會知識取向的 

 擅長於社會化和內在化 

 強調經驗 

 團體盲思與過度適應往昔成功的危險 

 組織意向的曖昧 

 團體的自主性 

 經由重覆的工作創造渾沌 

 來自高階管理的不停波動 

 資訊重覆 

 跨功能團隊必要的多樣性 

 以個人為基礎 

 外顯知識取向的 

 擅長於外在化與綜合化 

 強調分析 

 因分析而癱瘓的危險 

 組織意向的清晰 

 個人的自主性 

 經由個別差異創造渾沌 

 高階管理很少起波動 

 資訊很少重覆 

 個別差異形成的必要多樣性 

資料來源：修正自 Nonaka and Takeuchi（1995: 199） 

 
由上圖可見，日本式組織與西方式組織各有其發展的哲學假定背景，而日本式

組織與中國式組織的哲學假定亦十分相通，祇不過當前中國式組織混雜了西方哲學

的許多觀點，至今尚未走出一條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風格。不過，從日本式的

組織風格，可以啟發我們，西方式的組織風格並非具有絕對的普遍性，而日本式的

組織風格，亦非絕對只限於日本而已。兩種組織風格同樣都具有相對的普遍性，值

得關注本土化與國際化的學者特別注意，不必一面倒向西方的組織理論，而缺乏哲

學批判的眼光，便祇能人云亦云，隨波逐流了。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行政學過去的發展，先受邏輯實證論的影響，走科學研究

的路線，後引起人文研究途徑的崛起，前者乃西方文化較為擅長，相信理論建構具

有國際的普遍性，如果吾人也這樣認知，那也就沒有所謂的本土化了。後者的人文

途徑乃中國文化較為擅長，可借重中國文化哲學的認識論，發展「默會知識」，並

將之逐漸外顯化，而成為具有國際的普遍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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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認識論轉向」，要把語詞從邏輯定義的規定性中解放出來，打破邏

輯法則的專橫統治，返回那「先於邏輯的東西」，這就是東方文化神秘主義「默會

知識」的本原，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要從這些「默會知識」中找到它的普遍性

來，這是行政學本土化的高瞻遠矚。 

當代文化哲學大師卡西勒（E. Cassirer）說過：「作為整體的人類生活，除了

在一個科學概念體系內起著作用並表述自身這種理智綜合形式以外，還存在於其他

一些形式之中。」這些其他形式，就是語言、神話以及與之密切相聯的宗教、藝術

等等。這些「其他的形式」並不低於邏輯和科學認知的形式。因為說到底，邏輯和

科學認知的本質，無非在於把特殊事物提高到普遍法則的一種手段，神話、語言、

宗教、藝術等等同樣也都具有提高特殊事物到普遍有效層次的功能，關鍵只在於它

們取得這種普遍有效性的方法與邏輯概念和邏輯規律絕然不同而已。4

Jong S. Jun（1994: 157-159）提出行政研究的「人文科學研究途徑」（The hu-

man science approach），强調研究行政現象的「現象學的—詮釋學的」與古典的政

治理論觀點，而有別於實証研究的方法，其基本假定有如下五點： 

⑴行政實體是建立在主體所詮釋的人類行動之意義上。 

⑵為了主動理解行政情境，必須從主體的觀點來研究它。 

⑶所謂理解並非決定於理論，而是經由研究者對於主體經驗的同理心而產生

的。 

⑷主要的研究方法乃是詮釋人類的各種表現、情緒、以及人造物的種種意義。 

⑸人文價值是非常複雜的、不定的、非理性的、甚至於無形無象的。 

由此可見，行政学的人文科學研究途徑與邏輯實証研究途徑，基本上是不同的

兩個研究途徑，前者較受疏忽，而後者幾乎宰制了行政研究的長期現象。行政人是

一整體的人，不是像 Herbert A. Simon 所言，衹偏向理性的一面，實際上，行政人

在規畫與執行政策的過程中，可以是情理交融，或者是情理兼顧的，此在東方文化

中至為明類。 

以上的引文涉及到一個問題，多年來中國文化區域包括台灣與大陸的行政學發

展，幾乎失去哲學和認識論的反省，成為西方學術文化的殖民地，好比鸚鵡學舌般

地東施效顰，把廿世紀一百年來行政學偏向於「邏輯理性的優先性」特徵，亦步亦

趨地向前迎頭趕上，照頒西方行政學理論，而罔顧本土文化的差異，結果不僅殊少

                                                   
4  以上這一大段資料來源，請參考甘陽（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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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的理論建構，在實務上亦發生遺害不淺的後遺症。近年來，所謂「多元入學

方案」、「建構式數學」乃至於以 SCI、SSCI 等論文引文標準衡量大學的方法，充

分顯現一個認識論和方法論的危機至今尚未解除。有不少學術官僚還迷信「量化的

評估」，執著於「邏輯理性的優先性」，尚未能充分體會「人文理性的優先性」，

而為中國文化所最擅長者，如果在這一「認識論的轉向」或「認識論的高度」沒有

深刻體會，若要奢談本土化，反而是緣木求魚，徒勞無功了。 

「人文理性」強調人文精神的主體性，「邏輯理性」則側重脫離主體，客觀化

或量化的研究途徑。這兩種理性實際上即牟宗三（2003：19-43）所說：「外延真

理是脫離主體而客觀化量化的真理，內容真理繫屬於主體而常保持其質的強度的真

理。凡數學與自然科學等皆是外延真理。凡道德宗教、家國天下、歷史文化的真

理，皆是內容的真理，皆不能脫離主體而純外延化與量化。」行政學研究脫離主體

而盛行量化研究久矣，迷途知返，此其時矣！ 

行政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物以及人與物之間的關係，絕不可僅僅窄化為客觀

化、量化的科學知識途徑，作為整體的人類精神生活，行政工作不僅與科學有關，

更與語言、宗教、道德、藝術、歷史文化有其密切關係。 

行政學本土化，就是要注意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文理性」的優先性，與西方文

化擅長的「邏輯理性」相互補足，這樣的「認識論轉向」才能發展出既有本土性，

也有國際性意義的行政學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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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ivelization and Internation- 

aliz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he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Chyung-En Wu*

ABSTRAC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ruth: one is extensional truth, the other is inten-
tional. Western culture is good at the former truth, while Chinese culture is 
good at the later. This paper put emphasis on the intentional truth, which is not 
yet given importance in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ction knowledg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dminis-
trative science. We need to develop this kind of action knowledge which is un-
quantifiable human factors, such as values, meanings, and experience, are ex-
cluded, from formal business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resources. 

In terms of knowledge creation, according to 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72),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knowledge, which are sympathized knowledge, con-
ceptual knowledge, operational knowledge, and systemic knowledge. Therefore, 
the style of Western organization is almost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Japanese or 
oriental organiza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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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Chinese people, we do have confidence to develop administrative 
theor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pursuit of more Universal the-
ory,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West. 

Keywords: knowledge creation, external truth, intentional truth, sympathized 
knowledge, unquantifiable huma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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