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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孔恩的典範觀點來看新公共管理

是否能替代公共行政*

 張 筵 儀 **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想借助 T. Kuhn 的典範（paradigm）概念來探討

公共行政此一學科領域中是否曾經或已出現有一種類似科學典範存

在的局面。首先，國外有一些學者企圖將典範一詞運用於公共行政

的研究上，故認為公共行政曾出現有典範時期，例如 N. Henry、V. 

Ostrom、M. Harmon 以及 G. T. Golembiewski 等學者的典範時期；

另有國內學者認為公共行政本身並不存在典範時期。所以從 T. 

Kuhn 典範的「絕對的概念」可見公共行政本身並非典範，而新公

共管理也不是典範，則新公共管理更不可能替代公共行政成為一獨

立的學科，兩者之間並無出現所謂的典範變遷產生。最後，筆者根

據 T. Kuhn 對典範概念的探討以及分析再提出筆者認為的公共行政

與新公共管理之間的未來可能發展關係。 

關鍵詞：典範、公共行政、新公共管理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民國 89 年 5 月 21 日，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第六屆

「新生代論文發表會」，感謝與會的老師以及同學的評論與建議。此外，感謝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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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之指正與修正之建議。然而，本文之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 作者為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101‧



‧公共行政學報‧  第五期  民90年1月 

壹、前言 

Kuhn 在 一 九 六 二 年 於 《 科 學 革 命 的 結 構 》 （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提出典範一詞本身就受到很大的爭議，針對 Kuhn 的這本書，

其所指涉的各種典範概念，一群科學哲學家於一九六五年在倫敦一起集會，並於會

後出版了《批判與知識的成長》一書，即係專門討論「典範」此一相關概念的意義

與應用。之後，又經過了將近三○年後，典範此一概念又被拿出來重新討論，尤其

是一九九○年代以來新公共管理（New Public Management）或新管理主義（neo-

managerialism）大量出現在公共行政的學科領域及文獻中，而成為全球性的行政改

革基礎。甚至有學者 O. E. Hughes 認為新公共管理可替代公共行政一說，是否新公

共管理其解釋力足夠大到來包含公共行政本身（林鐘沂等譯，民 88：1-29）。最近

則有研究者論及公共行政與公共管理的「典範變遷」觀點（鄭國泰，民 86），「典

範變遷的辯證關係—公共管理與公共行政的共生與轉變」（楊繼明，民 88：531-

551）以及「公共行政與公共管理的關係」（吳瓊恩等，民 89：13-16），但是對於

公共行政與新公共管理之間的變遷卻未提到。 

本文的目的即是從 Kuhn 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來探究以下一些問題。

首先，本文將分析典範的概念及其所受到的質疑，並嘗試去探討公共行政這個學科

領域是否曾經出現過典範時期，而國內外的學者對典範一詞運用於公共行政學科領

域有何種看法，以及分析典範一詞運用於公共行政之中是否有其限制。其次，分析

新公共管理是否為典範，新公共管理可否代替公共行政成為一獨立的學科，而新公

共管理本身其理論基礎又為何，是否足以成為一獨立的典範或只是一種新的研究途

徑（approach），及出現過所謂「典範變遷」的局面。最後，筆者根據 Kuhn 對典範

概念的探討以及分析再提出筆者認為的公共行政與新公共管理之間的關係。本文主

要的研究方法乃是採取文獻分析，針對典範相關文獻作一整理與歸納，試圖釐清典

範相關概念，並指出典範與公共行政及新公共管理之間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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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共行政與典範問題 

一、典範的概念 

依 Kuhn 認為典範是在某一特定時期，參與某一學科研究工作的科學社群

（scientific community）所共同接受的基本觀點和研究方法（王道還等譯，民 88；

顏良恭，民 87：8-9）。可見形成典範所具有的要素是：某一特定時期與科學社群

的支持。典範其本身的涵義依 Masterman 的說法有二十一種（周寄中譯，民 83：

86-93），例如：一個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一個神話、一門「哲學」，或一簇啟迪

智慧的問題、一本教科書，或經典著作、一個完整的傳統，從某種意義上說，是作

為一種模式、一個科學成就、一個類比、一種成功的形而上學思辨、一個習慣法上

公認的方式、一種工具的來源、一種標準的解說、一個裝置或儀器操作型式、一副

反常的紙牌、一個工具製造廠、一幅可以從兩種角度觀看的「格式塔」（gestalt）

圖形、一套政治制度、一種適用於準形而上學的「標準」、一個可以指引知覺本身

的有條理的原則、一個普遍的認識論觀點、一種新的觀察方式、某種定義廣泛且真

實的東西，可見典範一詞所指涉的紛亂。而 Masterman 綜合以上的二十一種典範的

涵 義 共 分 為 三 個 種 類 （ 周 寄 中 譯 ， 民 83 ： 86-93 ） ： 一 是 「 形 而 上 典 範 」

（metaphysical paradigms）或「後設典範」（metaparadigms）；二是「社會學典

範」（sociological paradigms）；三是「人工典範」（artifact paradigms）或「構造

典範」（construct paradigms）。學者吳瓊恩（民 85：90-92）所歸納典範概念則有

五種：典範就是一種信念或信念系統、典範是一種世界觀、典範即是一種觀察的方

式、典範也是一種普遍性的觀點、典範也是最高的「共識單位」。由上述的分析可

知典範一詞的涵義是有爭議的，是因為 Kuhn 對典範一詞所給予含糊不清的定義所

導致。 

然而，典範此一概念在 Kuhn 所著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並無說明可否

應用到社會科學之中？因為 Kuhn 所說的典範變遷最早是描述自然科學，而不是社

會科學。如果典範可以應用到社會科學，但社會科學又無像是自然科學一樣所擁有

的主導典範存在，那麼社會科學是否可能會形成多元典範(multi-paradigm)的局面

呢？依 Harmon 的看法，典範此一概念原先是為了描述自然科學知識進步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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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然把它做為理解行政或社會科學理論中爭辯的一個隱喻（metaphor），這樣的

引用是否適當也是不無疑問的（吳瓊恩等譯，民 82：15）。由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

學所研究的對象以及解釋本來就不同，因此，筆者與 Harmon 的論點持相同的態

度。 

學者蕭全政（民 77：12）認為孔恩的理論只是用來說明自然科學中典範遞移

（paradigm shifts）的現象，其認為社會科學除了有可能產生典範遞移的現象，更有

可能會出現典範並立的現象。針對此問題，是否可做如此的詮釋，以及此種詮釋是

否會背離 Kuhn 的說法，先暫且不論。本文在此回到《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探

討 Kuhn 對典範的基本論點。以下則綜合分析 Kuhn 一書中關於「典範」及若干觀

念來做一嘗試性的解答： 

（一）絕對的典範或相對的典範 

1、絕對的典範 

Kuhn 所說的典範是「絕對的」典範，因為 Kuhn 認為「從一個有危機的典範

移轉到一個新典範，絕非是一個累積性過程，也不是將舊典範修改引申及可完成的

過程，而是在一個新基礎上重新創建研究領域的過程」（王道還等譯，民 88：

137），筆者經由此段話作一引申認為 Kuhn 主張新典範可以包含解釋舊典範，並且

重新創建舊有的典範，例如：牛頓的「力學」典範被愛因斯坦的「相對論」典範所

代替。 

2、相對的典範 

社會科學家大多是將孔恩所提出的典範視為「相對的概念」，亦即典範之間並

沒有新典範替代舊典範的問題，典範之間彼此是可以並存的，而形成所謂的多元典

範局面，尤其是公共行政研究者常將典範運用於公共行政研究議題之間而產生一些

爭議，所以到處可以看見所謂的後官僚典範、新治理典範、公共組織典範、新公共

管理典範、非營利組織典範、政策評估典範…等類似這種典範一詞濫用的情況產

生。 

筆者經由上述分析中，推論如果將 Kuhn 的典範視為是一種「絕對的概念」，

那麼表示新的典範必能解釋舊的典範；但是如果將 Kuhn 的典範視為是一種「相對

的概念」，那麼表示典範之間沒有新典範替代舊典範的問題，有可能形成多元典範

的局面，這即是一個關鍵性解釋點的問題。接下來筆者更進一步來闡釋 Kuhn 在

《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的典範概念，以及其所提出來的典範變遷過程，並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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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示，說明以下一些基本概念： 

表一：典範變遷過程 

前典範 → 常態科學 →異例 → 革命 → 新典範 

資料來源：作者改寫自王道還等譯（民 88：117-164） 

1、前典範 

在前典範時期，沒有一個主導的典範形成，科學家有自己所偏好的各種形式的

理論與研究途徑，在科學家所信仰理念之間相互競逐。 

2、常態科學 

在一個前典範時期，當有一理論得到學術社群的支持，而在此一典範之下研

究，而形成一個常態科學，Kuhn 認為而此時的科學家是以「收斂式思惟」

（convergent thinking），按照典範所提供的價值、信念、方法與規則從事「解謎工

作」（puzzle-solving），Kuhn 認為解謎一定有謎底，如解不出來或解錯方式，則是

科學家的錯而不是科學理論的錯（莊文瑞，民 82：247），所以在常態科學下，以

是否得到學術社群的支持最為重要。 

3、異例 

當典範遇到不能解釋的事物，便會逐漸失去解釋力，此時便是異例的形成，而

既存典範對於異例可以置之不理或加以壓制（顏良恭，民 87：12）。當異例逐漸大

到既存典範無法加以解釋時，便發生了危機，所以異例的出現便開始挑戰學術社群

所支持的既存典範局面。 

4、革命 

當在異例對典範挑戰的時期下，主導的典範不能夠解釋新的事物時，便失去活

力，喪失約束力以及支配力，隨後科學家便以「發散式思惟」（divergent thinking）

來挑戰舊典範的假設（莊文瑞，民 82：247-248），這時便有可能會形成革命。 

5、新典範 

當舊典範的假設受到挑戰，無法解釋異例，不再受到科學家的認同與支持時，

這時便有可能出現新典範替代舊典範的局面，於是就產生了所謂的典範革命的變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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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範不可共量性 

「不可共量性」（incommensurable）是一九六○年左右由Kuhn與P. Feyerabend 

兩人對談中所產生的一個概念，不可共量性在希臘數學中的定義為「沒有共同的測

量標準」（蕭明慧譯，民 87：79）。Kuhn認為典範不可共量性是指典範之間不能

以客觀的語言來加以說明，亦即典範之間無法加以對話（王道還等譯，民 88）。經

由以上的論述可知典範不可共量性是指典範之間沒有共同的測量標準，彼此之間也

無法加以對話。不可共量性到最後的發展，依I. Hacking指出有三點：「論題的不可

共量性」（topic-incommensurability），主要為理論甲和理論乙，理論乙能涵蓋理論

甲一樣的論題，且能夠和理論甲涵蓋的一樣好。同時，理論乙也有一些新的論題，

甲乙之間共同的論題與範圍，便是可共量的依據，在論題上也有激烈的轉變，因此

不能說乙比甲好，因為它們處理的問題不同（引自蕭明慧譯，民 87：81），可見理

論甲的解釋力必定要大於理論乙。「脫序的不可共量性」（dissociation），主要為

當我們要去了解前人的著作時，要用前人的方式去瞭解，而不是我們自己的方式去

瞭解，否則則是一種錯誤，一種脫序的詮釋（蕭明慧譯，民 87：82-85），也就是

要 以 當 時 的 系 絡 背 景 為 考 量 。 「 意 義 的 不 可 共 量 性 」 （ meaning-

incommensurability），此點比較偏向哲學上的意義，多為探討存有物語詞如何獲得

意義的問題，並指出任何兩種不同的語詞，沒有共同的衡量標準，因為兩者所討論

的事不會一樣（蕭明慧譯，民 87：85-87）
1
。此三種的不可共量性仍是不脫離Kuhn

所提的不可共量性的解釋，筆者也認為如果將Kuhn的典範詮釋為不可共量性，這便

是一種「絕對的概念」；而如果將Kuhn的典範詮釋為可共量性，便是一種「相對的

概念」，即是典範之間是可以共量性。由於Kuhn論述典範變遷的過程是以新典範的

解釋力大於舊典範來解釋的，特別是對危機的解釋，因此，筆者認為Kuhn在探討典

範時，較偏向將典範看做是不可共量性（王道還等譯，民 88：137）。 

（三）對典範的質疑 

Feyerabend 曾提出「怎麼都行」（Anything Goes）的說法，其認為科學本身應

該避免出現所謂的單一典範所主導以免形成「科學的沙文主義」（引自周昌志譯，

民 85），可見 Feyerabend 反對單一主導典範的出現。所以由 Feyerabend 反對 Kuhn

                                                   
1  有興趣者，可參閱Ian Hacking著，蕭明慧譯（民 87）《科學哲學與實驗》一書第五章

「不可共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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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發展模型來看，其認為從來就沒有典範支配所有科學家的情形發生，同時

Feyerabend 又指出無論在科學史的那一個階段，都可以發現許多不同的理論在競

爭，因此 Feyerabend 並不認同 Kuhn 所說的在一定時期下，僅有一個主導的典範在

運作（莊文瑞，民 82：248）。最後，Kuhn 因為其「典範」受到的攻擊以及誤解太

多，Kuhn 因而提出「學科基質」（discipline matrix）來代替「典範」一詞。所謂

「學科」是指涉一個特定的學科的研究者所共有的財產；「基質」是由各種不同種

類的元素所組成，每一個都需要進一步界定（王道還等譯，民 88：242），由上述

可知，Kuhn 所提出的典範概念，最後因為受到攻擊與誤解太多而改為「學科基

質」一詞。儘管如此，接下來筆者仍須徵諸相關的典範概念來探討公共行政是否曾

出現過典範時期。 

二、公共行政是否有典範時期 

（一）N. Henry 所分類的典範時期 

Henry 在其所著《行政學新論》（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Affairs）一書

中，提出公共行政共分為五個典範時期：典範Ⅰ時期，所注重的是「事實與價值的

二分」以及「公共行政應與其它類似企業管理的領域相隔離」；典範Ⅱ時期則是開

始尋求「行政原則」；典範Ⅲ則是強調「個案研究」以及「比較與發展行政學作為

公共行政學的次領域」；典範Ⅳ則是強調「管理學」的研究途徑；典範Ⅴ則是強調

「自我信心的認同」（蕭全政等譯，民 90：47-93）。但學者顏良恭（民 87：39）

認為，Henry 所討論的其實是公共行政學的「行政學科發展史」，若將典範套用於

公共行政的研究上，只是更加讓自己束手束腳，徒具典範之表，而無典範內容之

實。筆者認為 Henry 所分類的五個典範時期，顯示出公共行政學科領域即是一種

「借來的學科」，且 Henry 並沒有描述到 Kuhn 所說的典範之間如何變遷以及在五

個分類時期是否得到學科社群的支持。 

（二）V. Ostrom 所分類的典範時期 

Ostrom 將行政的典範分為「傳統行政典範」與「民主行政典範」，所謂的傳統

行政典範所指的是以 Wilsonian 典範為主，強調「權力一元」、「政治與行政二

分」、「政府結構的普遍相似性」、「層級節制」、「效率的追求」等五個基本概

念；民主典範則是重視組織與外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強調反應民眾的偏好及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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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能力，並認為民主行政應與民主行政配合，以糾正傳統行政的不民主，與外

環境的民主政治無法配合的現象（引自吳瓊恩，民 85b：97-99），筆者在此推敲不

出典範與傳統行政或民主行政有何種關係。但學者吳瓊恩（民 85b：100）指出

Ostrom 所分類的兩種典範，仍不脫實證研究的基本方法或充滿牛頓物理學的世界

觀。針對 Ostrom 的分類方式，學者顏良恭（民 87：30）所提出質疑的是民主行政

典範是否夠稱為「典範」？從傳統典範到民主行政的典範中的轉換過程是否有經過

革命的階段？整個公共行政社群對民主行政典範所接受的程度如何？它有足夠的勸

服力量嗎？前後兩個典範是不可共量的嗎？可見 Ostrom 並沒有說明典範的變遷過

程。筆者認為 Ostrom 之所以要區分傳統與民主典範，是要強調從傳統行政的壓迫

人性轉變到以回應民主與人民需求為主要著眼點的民主行政，故僅只是使用典範一

詞做為分類的依據罷了。 

（三）M. Harmon 所分類的典範時期 

Harmon 將典範分為「行動典範」及「實證典範」，其認為傳統實證典範的行

政研究，在人性論的假定上，偏向行為研究，認為人是被動的，也假定人是社會性

的與原子式的，是為一種實證科學技術理性的應用。但是，基於人是一完整的有機

體，不能僅從技術理性的角度解析人的行為，以致於造成「理論與實務」的脫節，

所以 Harmon 認為行政理論必須具有實證的、詮釋的與批判的三種性質，而提出行

動典範（引自吳瓊恩，民 85b：99-103）。針對 Harmon 的分類方式，學者顏良恭

（民 87：79）則質疑 Harmon 的行動典範若為「典範」，則其爭議仍有許多，用

「行動理論」已足夠展現其理論優越的地方，而不須要再用「典範」來畫蛇添足，

可知 Harmon 無須用行動典範來突顯，用行動理論就已足夠。筆者認為 Harmon 使

用行動典範一詞是要凸顯行動典範是一個成熟且能解決傳統實證典範下技術理性的

缺失，不過是否能夠解決此種缺失，與使用典範之間應該沒有太大的關聯性。 

（四）G. T. Golembiewski 的三個典範時期 

Golembiewski 將典範分為傳統典範、社會—心理典範、人文的∕系統的典範

（引自吳瓊恩，民 85b：103-108）。針對 Golembiewski 的分類，顏良恭（民 87：

36）在其書同樣也對 Golembiewski 的迷你典範提出質疑是否夠稱為「典範」？從傳

統的典範到社會—心理典範到人文的∕系統的典範到最後他自己所提出的迷你典

範，各典範是否有通過革命的轉變過程？整個公共行政社群對迷你典範抗拒嗎？或

被它勸服嗎？前後四個典範彼此之間是否不可共量？學者吳瓊恩（民 85：107）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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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Golembiewski 不過是將行政學發展過程中的三大學派的各個重點作一比較說明而

已 。 筆 者 質 疑 Golembiewski 的 分 類 也 同 樣 未 得 到 學 科 社 群 的 支 持 ， 因 為

Golembiewski 所提出的三個典範究竟獲得多少學科社群的支持？而 Golembiewski 自

己對典範的詮釋方式也並非正確。 

由此可知，國外學者在分析公共行政的學科領域中，認為公共行政本身存在有

典範時期。筆者則認為國外學者所提出的公共行政典範時期，仍然不脫離典範是否

有足夠的學術社群支持、典範變遷是否有足夠的解釋力等問題的質疑。接下來則是

歸納與整理國內學者對公共行政是否曾經出現過典範時期的看法。學者江明修（民

86：55）雖然未直接探討公共行政的典範時期，但在探討孔恩的典範認為，社會科

學與人文科學都尚處於「前典範期」（preparadigm stage），對於「典範」的概念，

可以賦於一種新的觀點，成為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區分學科中次領域（subfield）的

一種新觀念。公共行政是屬於社會科學的領域，可知公共行政本身是屬於「前典範

期」，同時學者江明修也對「典範」賦予一種新的觀念。學者吳瓊恩（民 85b：

110-112）在分析了 Henry、Ostrom、Harmon、Golembiewski 等學者所提出的公共

行政典範時期之後，提出了自己的看法，認為典範一詞可以運用到公共行政學之

中，而孔恩對於典範的共識也未交代清楚，所以又何必按照孔恩的意思，非以物理

學的理論成熟度，來否定行政學者使用典範此一術語呢？另外，學者顏良恭（民

87：36-41）在《公共行政中的典範問題》一書中認為公共行政本身仍是屬於「前典

範」時期，所以沒有典範形成。同時，學者顏良恭認為公共行政在尚未成為嚴謹科

學之前，不宜用典範來分析其發展現況，主張用「多元觀點下的公共行政學科發展

史」來取代「典範概念」。學者蕭全政（民 77）雖然不是從公共行政本身來論述，

但其認為社會科學除了有典範遞移的現象產生，更有典範並立的局面。 

所以綜合以上說法，筆者歸納出對「典範」的看法主要有兩種：第一種看法是

公共行政本身仍是屬於「前典範」時期，最後並由一個學科社群所主導的典範出

現，是較偏向於 Kuhn 所說的「典範是絕對的概念」。而第二種看法則是將「典

範」一詞賦予一種新的意義，並詮釋 Kuhn 的典範之意，認為 Kuhn 對於典範的共

識也未交代清楚，又何必按照 Kuhn 的意思，非以物理學的理論成熟度，來否定使

用典範此一述語呢？所以公共行政領域才會有所謂的多元典範競逐的局面產生，此

一論點較偏向「典範是相對的概念」。由於 Kuhn 認為只有在「前典範」時期下，

才有多元典範局面產生，而後有一個主導的典範產生，筆者認為 Kuhn 所說的典範

是較偏向「典範是絕對的概念」，亦即新典範的解釋力是可以包含舊典範，筆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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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問題是 Kuhn 並沒有提到到底一個典範要有多少的學科社群的支持度？在

Kuhn 也未交待清楚的情況下，只能說依 Kuhn 的原意，在「前典範」時期下，才有

多元典範局面產生，而 Kuhn 又說在「後典範時期」也可能出現兩套「典範」和平

共存的情況，不過其本身亦認為這種例子卻很少見（王道還等譯，民 88：40），筆

者也認為典範也有可能是「相對的概念」，較偏向 Kuhn 所說的「後典範時期」可

能出現的兩套典範和平共存。依 Kuhn 所說在後典範時期下，有兩個典範共存並不

多見，因此，筆者較傾向典範是「絕對的概念」，亦即在「前典範」時期下，才有

多元典範局面產生。 

三、典範在行政研究的限制 

公共行政是否曾經有典範的出現，是否屬於 Kuhn 所描述的典範，公共行政是

否有所謂的典範共識，學者之間的看法也不同，但由上述分析可知公共行政學科領

域本身並非是一個典範，並且公共行政也必須面對自己的理論與實務的分與合的問

題（吳瓊恩，民 85a），亦或是公共行政所面對的合法性危機、研究品質危機及認

同危機（江明修，民 86：5-9）。可以想見的是公共行政學科領域是否曾經出現過

所謂的典範時期此一問題時，也必須先面對公共行政是否為學術或實務之間的紛擾

以及自己本身所產生的危機感。筆者認為無論是 Henry、Ostrom、Harmon 以及

Golembiewski 等人的分類，都看不出來有提到 Kuhn 所描述的典範變遷過程，可見

公共行政學科領域本身並非是典範，但是在公共行政學科的領域內，則是有可能出

現多元典範局面。 

Jong S. Jun 認為將典範運用在公共行政本身是會產生四個問題的：第一，因為

行政學不能以經驗著作來衡量，Jun 認為公共行政不像是自然科學得以經驗資料來

評斷成效，行政理論無法以大量成文、經驗的研究成果為判別依據。第二，行政學

本身並沒有對於某一理論取得共識，Jun 認為 Kuhn 並未闡明「一思想學派的擁護者

應佔多少比例，或須何種制度、形式上的認可，才可被視為已主宰一特殊領域，形

成典範」。第三，行政學對於解決問題方面並未形成足夠的範例，Jun 認為新典範

取代既存者的過程，稱為典範變遷，新典範欲證明其解決問題的效能，典範建構者

和使用者須產出讓人足以信服的問題以解決方案或範例；第四，Jun 認為單一典範

等於是限制了人們理解複雜社會現象的能力，因此，倒不如運用研究途徑一詞較好

（引自吳瓊恩，民 85b：109；黃曙曜譯，民 83：105-109）。Harmon 則指出將典範

運用於公共行政會面臨到三個反對意見：第一，反對者認為在推薦典範之前得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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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據為證，否則是不適當的；第二，反對者認為公共行政推薦典範時，將被套上

一個嚴格的教條，在面對許多問題時將無法回應；第三，反對者認為公共行政被視

為一項專業比被視為一門科學來得較為適當（吳瓊恩等譯，民 82：18-23）。根據

以上論述，筆者也認為將典範強加於公共行政，只是會讓公共行政更落入 Kuhn 不

清楚的典範概念爭議之中，既然運用在公共行政本身都尚有爭議，何不運用「研究

途徑」一詞較不會引起爭議。以下本文則將論述新公共管理的起源、新公共管理是

否為典範以及學者對新公共管理的批判。 

參、新公共管理與典範問題 

一、新公共管理的意涵 

（一）新公共管理的起源 

學者對於新公共管理與公共管理兩者詞彙之用法也不同，有用「公共管理」，

也有用「新公共管理」一詞
2
，本文作一粗略分析如下： 

1、公共管理 

在一九三○年代，首先出現「公共管理」一詞，當時是由L.Gulick所參與的美

國聯邦政府的Brownlow Committee，主要乃是推動行政革新而將管理主義與公共性

結合，此乃是公共管理的萌芽時期（詹中原，民 88：3）
3
。可見新公共管理之興起

是與行政革新有關，而最近這一波政府再造的改革則是基於新公共管理的理論基

礎。學者L. D. Terry（1998:195-96）指出公共管理的研究途徑有：「量化分析的管

理途徑」（quantitative/analytic management）－強調政策分析的經濟學原則；「政

                                                   
2  新公共管理所指的是新政府運動、政府再造、民營化、企業精神政府、公私部門之間的

合作，理論基礎是以代理人理論、交易成本理論以及公共選擇理論為主；而公共管理所

指的是在將管理主義運用於公部門之中。兩者有其不同之處且是有爭議的，國內外學者

常將新公共管理（NPM）與公共管理（PM）兩者等同，此一等同其實是有待商榷的，本

文先予以擱置不論，只能說兩者所探討的內容有部分重疊。本文則是採取以代理人理

論、交易成本理論以及公共選擇理論為基礎的新公共管理一詞。 
3  另有學者孫本初（民 86）認為其起源約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後工業時代來臨之際

見所編著《公共管理》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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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管理的途徑」（political management）－假定公共經理人（public manager）有權

利去運用政治權力；「解放的管理途徑」（liberation management）－強調公共經理

人 如 何 去 管 理 (how to manage) ； 「 市 場 導 向 的 管 理 途 徑 」 （ market-driven 

management）－首先，強調競爭，其次，強調應用私部門的管理方式。因此，可以

得知的是公共管理的產生是管理主義與公共性的結合
4
。 

2、新公共管理 

新公共管理乃約是在七○年代末期所興起的
5
，其研究途徑強調對於新政府運動

（ reinventing government ） 、 民 營 化 （ privatization ） 、 企 業 精 神 政 府

（ 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 ） 的 研 究 ， 而 最 重 要 的 無 非 是 為 了 達 到 績 效 導 向

（ performance-oriented ） 、 創 新 （ innovation ） 、 引 進 市 場 機 制 以 及 企 業 取 向

（business-like）的模式，這樣的研究途徑也與傳統公共行政所強調的行政模型有所

不同。新公共管理其理論基礎分別為：經濟學（或新制度經濟學）和私部門管理

（林鍾沂等譯，民 88：91；Hood, 1991: 5-6）或者是公共選擇理論、代理人理論與

交易成本理論（詹中原，民 88：3；Kaboolian, 1998: 189-190）。學者Hughes認為新

公共管理可以代替公共行政本身，但是Hughes本身也指出新公共管理本身仍是有問

題的（林鍾沂等譯，民 88：1-29），其主要是以管理主義的要素以及將經濟學的概

念引用至公共行政之中，所以相對的也使得新公共管理本身產生了一些問題，例如

美國政府的國家績效評估（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 NPR）也因其理論基礎為

人是自利的（self-interest），造成人民與政府之間所產生的不信任感，最後國家績

效評估還因此改名為全國協力再造政府委員會（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NPRG），而以美國為主的新公共管理式的行政改革主張，可以說是補

充傳統公共行政的不足。 

新公共管理的組成要素有七點：在公部門加入實用的專業管理、績效的明顯標

準與測量、強調產出管理、公部門單位的轉變解體、公部門加入更大的競爭性、強

調私部門管理實務形態的重視、在資源的使用上，強調更大的紀律與節約（林鍾沂

等譯，民 88：85-86；Hood, 1991: 4-5）。C. Hood（1991: 3）歸納出新公共管理的

興起是與聯結四個行政“大趨勢＂（megatrends）有關的：第一，企圖降低或反轉

政府成長中的公共支出和幕僚人事費用；第二，轉向民營化或準民營化（quasi-

                                                   
4  Golembiewski、孫本初、江岷欽（民 88：8-13）所編著《公共管理論文精選Ι》，提到

研究途徑另有P途徑與B途徑，新公共管理則是屬於B途徑下所產生的。 
5  其興起的背景，詳見學者詹中原（民 88：3）。 

‧112‧
 



從孔恩的典範觀點來看新公共管理是否能替代公共行政 

privatization）關係，並且遠離核心的政府制度，強調補貼服務的更新。第三，自動

化的發展，特別是資訊科技和公共服務的生產與分配；第四，更加國際化的發展，

在工業國家中，傳統上層的公共行政專業主義者逐漸將焦點放在公共管理、政策設

計、決策類型以及跨政府層級的合作議題（intergovernmental agenda）的重視。在

面對這樣的趨勢之下，學者詹中原（民 88：75）指出新公共管理所具備的特色有：

移轉權威及授與彈性、效率控制及責任確定、競爭及選擇、回應性服務之提供、改

善人力資源管理、資訊科技最適化、提升管制品質、強化政府中之導航功能。可見

新公共管理的興起是補充傳統公共行政的行政模型，特別是以 M. Weber 所提出

「官僚模型」（Bureaucracy Model）的不足之處。那麼新公共管理是否為「典

範」，以下將進一步探究。 

二、新公共管理是否為「典範」 

依Lynn（1998: 236）認為新公共管理本身仍是有問題的，並非已是「一個答

案」，因為Lynn指出吾人應當如何從各種類型的產出與結果來衡量政府績效，以及

新公共管理對民主憲政的價值又是為何？對政府績效而言，如何去評估行政改革的

貢獻？如何配置公共資源的風險？如何使制度、領導能力與管理產生作用，創造出

有效率的與課責性的（accountable）民主國家？像這樣的問題都是新公共管理必須

面對的。另外，學者Hughes認為新公共管理是一個典範（林鐘沂等譯，民 88：1-

29），但是筆者質疑的是其並沒有說明新公共管理如何替代公共行政而產生典範遞

移的現象，Hughes只說明了因為新公共管理的解釋力是大於公共行政本身，Hughes

所持理由是舊有行政模型已逐漸失去解釋力。筆者則認為Hughes本身並未說明舊有

行政模型已失去解釋力是Hughes個人的看法或是Hughes引用一群學術社群的看法。

而國內研究新公共管理的研究者認為新公共管理是全球的新典範
6
。但學者詹中原

（民 88）認為新公共管理如果是一個典範來替代公共行政，那麼古典的公共行政－

亦即「公平與正義」將置於何處？據此，Rosenbloom（1998）則特別將新公共管理

列為研究公共行政的研究途徑之一
7
。所以依Kuhn對典範的看法，在前典範時期

下，當有一理論得到學科社群的支持，在此典範之下從事研究，將形成一個常態科

                                                   
6  可是至少在歐陸國家不認為他們應該要採取所謂的英美式的管理主義，甚至對於英美式

的管理主義提出懷疑與批判，詳見由K.Konig（1996）。 
7  Rosenbloom（1998）認為研究公共行政的途徑另有：管理的研究途徑、政治的研究途

徑、法制的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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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由此可見在新公共管理到底獲得多少學科社群的支持以及是否為典範之際都尚

未確定之下，新公共管理至多只是一種研究途徑而已，還談不上「典範」。既然是

研究途徑則表示新公共管理也還尚在發展當中，同樣也會面臨到不同學科社群的批

判，如下文所述。 

三、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 

（一）對市場的批判 

新公共管理本身並不是仙丹妙藥，其主張以市場為導向（market-driven）的模

式，是逐漸受到學者的批判，可見市場並不是萬能的
8
。K. Konig（1996）於《On 

The Critique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一書中也對以新公共管理以英美式的管理

主義為基礎提出看法，其認為歐陸國家向來有自己的發展背景，且歐陸國家對於是

否要將公共服務交由市場仍是有爭議的，因為歐陸國家傳統上認為公共服務本身應

是為國家所提供。 

（二）對公共經理人的批判 

學者 R. Behn（1995: 315）於 “The Big Questions of Public Management” 一文

中，則提出對公共管理的質疑為：「微觀管理的問題」（micromanagement）－公

共經理人如何打破程序規則等微觀管理的循環，如何避免公家機關逾越程序，導致

產生更多的程序規則…等；「激勵的問題」－公共經理人如何激勵組織內部與外部

人員達成公共目的；「測量的問題」－公共經理人如何測量機關所增加的績效成

就；除了必須面對以上的問題之外，學者 S. Cohen 與 W. Eimicke（1995: 8）亦指

出公共經理人必須面臨的挑戰（或者可以說是受批評之處）則有：如何給予非民選

的官僚人員（unelected bureaucrat）有權利處理民眾的稅收？民選官員（elected 

officials）制定可行性方案的權威性角色為何以及對民選官員本身而言，這些方案是

如何被課責與監督？下文則是進一步分析新公共管理的興起對公共行政學科領域所

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8  例如，學者吳瓊恩（民 88）認為不可過度膨脹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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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從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 

一、典範變遷之角度來看 

從鄭國泰（民 86）在探討從公共行政到公共管理典範概念時，並未扣緊在兩者

典範之間如何變遷，而楊繼明（民 88：531-551）在「典範變遷的辯證關係—公共

管理與公共行政的共生與轉變」中則是將Kuhn的典範概念視為是「相對的」，其認

為公共行政與公共管理之間其實是「共生的關係」。學者吳瓊恩等所著的《公共管

理》一書中則有探討到「公共行政與公共管理的關係」是一種老幹（公共行政）結

合新枝（公共管理）的看法（吳瓊恩等著，民 89：13-16）。筆者認為若從Kuhn的

「絕對典範概念」來看，公共行政本身並無典範時期產生；而新公共管理本身也不

是典範，所以並無典範變遷。事實上，公共行政的理論基礎本身除了管理的面向

外，更注重「公共性」的面向，例如學者蕭武桐（民 85：34-39）在《行政倫理》

一書中提到「新公共行政」的主要論點有不平等與平等（Inequality-Equality）、政

府與行政（Politics-Administration）、事實與價值（Fact-Value）、效率與公道

（Efficiency-Equity）、層級節制與參與（Hierarchy-Participation）、穩定與變遷

（Stability-Change）等。由上述可知，新公共行政除了公共性的注重之外，亦注重

所謂的公平與正義，例如：F. Marini（1971: 348-352；林鐘沂，民 89：5-7）認為新

公共行政的主張為：朝向相關的公共行政、後邏輯實證論的影響、適應動盪的環

境、新組織形式的發展、建立顧客（client）導向的組織。新公共管理似乎沒有針對

公平、正義等價值問題進一步探討，其只不過將公共行政所強調的管理主義面向加

以發揚光大。另外，M. Maor（1999）亦曾提及到傳統公共行政強調穩定、規則、

回應法律，而新公共管理則強調變革、分權、回應消費者、績效導向、開源而非花

費等不同之處。正如L. Kaboolian（1998: 189-190）所說的，新公共管理是否意謂著

孔恩所說的典範變遷，在經驗上仍然是無法回答，只能說新公共管理是運用經濟市

場模型來解釋政治和行政關係，其理論基礎是公共選擇理論、代理人理論與交易成

本經濟學為主。所以學者對於從公共行政到新公共管理很少說明兩者之間如何變遷

以及是否有得到學術社群的認同等問題，例如Hughes並未說明公共行政與新公共管

理是否形成典範革命？公共行政研究者是否有皈依新公共管理？新公共管理如何解

釋既有的公共行政？是否有發生異例？其實上述多半是直接將典範與新公共管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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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來，而形成所謂的「新公共管理典範」一詞。所以筆者認為在運用典範一詞時

應該加以說明，以避免有誤用典範概念之嫌疑
9
。 

由上文分析中可得知公共行政既然沒有典範時期產生，而新公共管理也不是一

個典範，基於以上分析，筆者將公共行政與新公共管理之間的差異整理如下表二所

示： 

表二：公共行政與新公共管理之間的差異 

 公共行政 新公共管理 

理論基礎 管理學 
政治學 
法學 

經濟學（公共選擇理論、代理

人理論、交易成本理論） 
管理學（管理主義） 

個人角色 官僚人員 公共經理人 

公平正義 新公共行政 無 

強調研究面項 國家 市場 

方法論假定 人是具有公共利益傾向 人是具有自利傾向 

資料來源：作者改寫自 Rosenbloom（1998）；林鍾沂等譯（民 88） 

二、公共行政還是公共行政 

不論是「公共管理」或「新公共管理」都是在各自表述公共管理的模樣，看不

出如何替代公共行政本身，而產生所謂的典範變遷局面。另外，亦難了解學術社群

對新公共管理成為典範的「共識」認同度之論述為何。學者詹中原（民 88）所編著

《新公共管理》一書之序中提到新公共管理主義，應該只是代表公共行政之部分內

容，充其量只是當前公共行政的重要研究途徑，其所代表的只是英美式的行政改革

思維，而絕無法包括原本古典公共行政的完整內涵。否則，Waldo 與黑堡宣言及歐

陸各國之當前行政改革之保守主義趨向，將如何在宏觀的公共行政學科中給予定位

呢？所以新公共管理只能說是代表部分公共行政之內容。此外，學者吳瓊恩（民

88：2）在「公共管理研究途徑的反思與批判」一文中提到：公共管理研究途徑，

                                                   
9  學者吳瓊恩（民 88）於「公共管理研究途徑的反思與批判」也提到典範一詞不可隨便加

以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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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適用「典範」來說明，否則為一種誤用和濫用。前述 D. H. Rosenbloom（1998）

也將新公共管理視為一種研究途徑。所以可見的是，新公共管理本身只是一種「新

的研究途徑」或是「解決問題的新模式」，何來替代公共行政之說？雖然公共行政

本身的解釋力可能因時間而有退卻，但不至於對現行的現象毫無解釋力。是以公共

行政社群對公共行政與新公共管理二者間的看法應當為何？是公共行政包含新公共

管理？還是公共行政與新公共管理並存？或是新公共管理包含公共行政？依據上述

的質疑，公共行政與新公共管理之間關係的變化，可能有如下圖一的發展關係： 

 

 

 

新公共管理 

公共行政 
 

 

新公共管理 公共行政
 

 

圖 a：公共行政包含新公共管理          圖 b：公共行政與新公共管理並存 

 

公共行政 

新公共管理  

 

 

 

圖 c：新公共管理包含公共行政 

圖一：公共行政與新公共管理之間的關係 

資料來源：作者修正自 Rosenbloom（1998）；林鍾沂等譯（民 88）；詹中原主編

著（民 88） 

圖 a 代表公共行政的解釋力是包含新公共管理；圖 b 公共行政與新公共管理之

間是並存，沒有誰替代誰的問題，且代表兩者之間有可能是一種互補關係；圖 c 則

是代表新公共管理的解釋力是包含公共行政的。至於二者間的關係則尚待其他方面

的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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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Kuhn 提出典範一詞後，其本身的涵義依 Masterman 的說法達二十一種之多，

可見典範一詞仍是有歧議的（周寄中譯，民 83：83-125）。將有岐議的典範一詞運

用於公共行政學科中則是會對公共行政本身產生束縛以及不必要的爭議。所以學者

Jun 認為與其運用一個具有爭議的典範倒不如運用研究途徑一詞來說明解釋較為適

當。從 Kuhn「絕對的典範」概念來看，公共行政本身並不是典範，因此亦並無所

謂的典範時期。由以上的分析也可得知新公共管理至多也只為一種新的研究途徑而

已，還談不上是典範，所以何來典範替代之說。 

筆者認為公共行政本身是一種「借來的學科」，所以公共行政是一個學科領域

或有一個主導整個學科知識發展方向的典範，或者亦有可能存在有多元典範衝突及

相互競爭的局面。公共行政本身的理論危機、解釋力不足等問題，則是有待公共行

政學科中更進一步具解釋力的理論來說明。面對公共行政的理論與實務問題，筆者

認為理論與實務本身是相互影響的，且是彼此相互修正的，所以新公共管理也同樣

會面臨理論與實務問題。 

最後，由本文的分析可得知四個爭論：一是對「典範」一詞本身的爭論；二是

公共行政是否曾經出現過「典範」時期；三是新公共管理是否為典範，以及公共管

理與新公共管理之間的差異為何；四是公共行政是與新公共管理之間的爭議為何。

但無論四種爭議為何，都可知新公共管理其理論基礎仍有發展之必要，公共行政本

身除了面對自己本身的問題之外，還要面對新公共管理的挑戰，所以公共行政本身

的理論基礎要能站得住腳，否則以後所要面對何只是新公共管理的替代而已。而公

共行政本身可以進行的是強調「公平」與「正義」，這是新公共管理本身較沒有觸

及到的，公共行政本身可加以發展。至於新公共管理可以發展研究的是將理論與實

務之間的關係加以實證分析，特別是可以將公共經理人對公部門的創新與管理如何

受到法律的監督與課責之間的關係，更是有待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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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 Replaced 
by New Public Management -- From T. 

Kuhn’s Paradigm Perspective 

 Yan-Yi Chang *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 Kuhn’s paradigm and his arguments. 
From T. Kuhn’s persp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not a paradigm 
itself. Some scholars argued that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isted different 
paradigms period, for example, N. Henry, V. Ostrom, M. Harmon and G. 
T. Golembiewski. However, other scholars disagreed this argument. The 
author also argue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n not be replaced by NPM. Thus, there did not appear
「paradigm shift」. Finally, according to T. Kuhn’s paradigm,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new public management 
would be addressed. 

Key Words: paradigm,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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