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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台湾公共行政的当前研究趋势

关于台湾公共行政学科目前的研究趋势,以下拟从 /教育课程设计0、/学术期刊主要议题0以及 /目前新兴议题0来加

以探讨之。

(一 )公共行政教育之课程设计

综观台湾公共行政系、所教育的课程设计, 主要课程可区分为下列几类 (詹中原, 2003: 445- 451):

1. 公共行政相关课程, 如行政学、公共行政研究、地方公共事务专题等。

2. 公共组织相关课程, 如组织理论与管理、组织设计、官僚组织专题等。

3. 行政管理相关课程, 如行政管理、绩效管理、公共财务管理、政府再造专题、公共经济学等。

4. 公共政策相关课程, 如公共政策、政策分析、政策规划、政策执行等。

5. 人事行政 (人力资源管理 )相关课程, 如人事行政、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现行考铨制度等。

6. 非营利组织管理相关课程, 如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管理等。

7. 行政法相关课程, 如行政法专题、地方自治与法治、政策与公法等。

8. 研究方法学, 如研究方法、应用统计、科学哲学等。

9. 综合性课程, 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基础课程或选修课程。

陈金贵 ( 2002)曾经指出,目前台湾公共行政教育出现一些现象 : 1、系、所名称多元化; 2、教师来源多元化; 3、受教学生

多元化; 4、学生出路多元化; 5、论文发表机会增加且专业化; 6、学分班及硕士在职专班的增多趋势; 7、企业管理方法大举

进占公共行政领域; 8、公共行政相关数据快速出现和改变。曹俊汉 ( 2003)则表示, 在台湾各公共行政系、所当中, 行政管

理的课程自然占有相当的比例;此外, 公共政策课程也成为主要的特色之一。在其它次领域方面, 则包含人事行政、地方

政府、方法学类以及组织理论与行为。

除此之外, 谢俊义与王俊元 ( 2004)分析台湾公共行政博士教育的课程设计后,也指出了具有下列三项特色:

第一, 在 1990年代以前,将公共行政视为主要领域之博士班仍显少数,此时的公共行政学科, 仍属于政治学中的次领

域, 或是政治学博士班之其中一个组别。

第二, 1990年代左右,台湾公共行政学科相关的博士班的成立渐渐增多。其中系、所的名称, 包含如政治大学、东海

大学之公共行政系、所、台北大学之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所、世新大学之行政管理系所、中山大学之公共事务所等。一方面

凸显了科际间理论的应用与发展有助于公共行政学科中不同次领域的互补性; 而从另一面观之, 究竟台湾公共行政博士

教育的主体性在未来将如何定位,值得吾人深思。

第三, 在 1990年代后的台湾公共行政相关系所博士班之课程的设计来看, 反映出 /组织理论与管理0及 /公共政策0

为多数博士班的主要核心课程,其次则如方法论 (研究方法 )、公共行政理论等相关课程。

综合言之, 诚如曹俊汉 ( 2003)所指出的, 台湾公共行政的课程设计, 突显出了实用性、地方性、科技性以及变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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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实用性者例如人力资源管理可应用于公、私部门; 在地方性者如暨南大学等在各地方县市设立, 强调地方色彩; 科

技性指的系研究方法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结合;最后, 变迁性则强调研究焦点的转变, 例如过去强调人事行政,目前则重

视人力资源管理以及新兴议题如非营利组织、电子化政府等课程的出现。

(二 ) 学术期刊之主要议题

1. 相关期刊

近十年余来, 由于台湾公共事务的领域逐渐受到重视、民众参与的程度日益提高,公共行政相关系、所的设置也愈来

愈多元。在此现象下, 在学术界相对而来的, 则是学术期刊也更加的丰富化。目前学术期刊中,在公共行政领域较有历史

者如: 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出版之《公共行政学报》,此刊并也被收入至《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T a iw an Social

Sc ience C itation Index, TSSCI)中。另外,由公共行政学会出版之《公共行政评论》、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出版之

《公共行政暨政策学报》、政治大学公企中心出版之《中国行政》、空中大学出版之《空大行政学报》等皆是主要的研究期

刊, 其中《中国行政》甚至已发行 40余年。此外, 在政治学领域中,例如《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台大《政治科学论丛》、

《东吴政治学报》、《台湾政治学刊》、《政治学报》、《理论与政策》、《议题与研究》等, 亦多有公共行政相关之论文。最后,

在公共行政相关的领域中,也有《公共事务评论》、《竞争力评论》(包含管理、财经、政治等相关议题 )等期刊。

2. 研究议题

孙同文 ( 1998b)检视了台湾二十余年来公共行政相关学术论文的研究成果与内容,发现了最主要的研究依序是公共

政策, 其次依序分别为组织结构、工具层面 (含人事行政、行政领导、财务管理等 )、系统层面 (含行政环境、行政法政府间

关系等 ),最后才是学科层面 (含方法论、公共行政之范围及公共行政之教育 )。在公共政策论文快速增长的原因, 主要也

是受到西方关于此类研究方兴未艾以及台湾改革之后的影响所致。

詹中原 ( 2003)检视了 1980年代中期自 1990年代中期间,台湾公共行政相关的学术期刊 ,并汇整了探讨的主要内容,

如表 1所示:

从表 1中可发现, 在社会福利相关的政策被讨论最多, 其次为财经政策与环保政策,充分显示了台湾在经济发展与社

会福利二者间如何兼顾的议题 ,受到相当的重视。另外, 政府再造的议题受到关注,也反映了前文探讨台湾行政管理发展

之背景回顾。最后, 仍有许多论文所关注的并非单一个案, 而系提出政策分析架构、理论的分析等,则多归于综合类。

七、台湾公共行政新兴议题之探讨

时序进入公元 2000年后, 诸多的社会现象也带给了公共行政新的探讨议题。在台湾的学界中, 笔者整理出台湾当前

新发展的一些议题:

1. 政策哲学

台湾的公共政策研究发展已近半世纪之久, 当前的研究途径, 主要包含如公共政策阶段论 (吴定, 1991)、政策网络

( po licy ne tw ork) (刘宜君, 2001)、新制度论 (李宗勋, 1995;陈敦源 , 2001)等。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无论在理论或实务上,台

湾许多的政策研究取材自西方政策科学之研究,缺乏本地化系络的思考, 因而形成了上游哲学基础不稳固, 或甚至是相互

冲突的现象。例如, 台湾的全民健保系基于左派社会福利的呼吁; 然而,民营化的政策, 如中华电信的释股等, 却是基于新

右派的政策哲学。此种现象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且开始检讨、反思以为台湾公共政策的哲学基础加以定位。

表 1 台湾公共政策主要研究议题

政策研究议题 次数 百分比 (% ) 排序 政策研究议题 次数 百分比 (% ) 排序

社会福利 211 17. 5 1 产业 (工业 ) 34 2. 8 11

财  经 144 11. 9 2 土 地 31 2. 6 12

环  保 101 8. 4 3 人 事 30 2. 5 13

政府再造 69 5. 7 4 住 宅 25 2. 1 14

大  陆 59 4. 9 5 交 通 23 1. 9 15

劳  工 55 4. 6 6 能 源 16 1. 3 16

外  交 47 3. 9 7 国 防 14 1. 2 17

教  育 45 3. 7 8 文 化 13 1. 1 18

农  业 45 3. 7 9 综 合 318 26. 5 略

内政 (警地户政 ) 35 2. 9 10 合 计 1315 100

  资料来源:詹中原, 200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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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参阅笔者 2002年,《全球化与公共行政之改革:知识经济观点之检视》,国家发展研究,第 1卷第 2期,第 1- 35页文。

  2. 全球治理

由于全球化 ( g lobalization)的来临, 当代无论是政治、经济及社会等体系, 自然无法自外于其中。关于全球化的文献已

有诸多论述, 笔者在此也不再加以探讨。而无可否认的是, 当代的资本主义与信息科技对于全球化系为重要之驱策力, 而

全球化的浪潮也确实带给各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①。

以政府部门而言 ,全球化扩大了政府的职能, 例如在国际公共政策学层面, 公共政策以前不必谈到国际层次,政府只

要处理国内的市场失灵,但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化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市场失灵出现了新的内容 ) ) ) 全球性的市场失

灵, 也就是 /世界市场失灵0 ( TheW or ld M arket Failure)。这就意谓着政府必须要有相对应的准备 (詹中原, 2002;曹俊汉,

2004)。在两岸加入WTO之后、在京都议定书 ( Kyoto P ro to co l)于 2005年 2月正式生效后以及在欧盟对全球政治经济影

响越来越大时, 全球化的议题, 尤其在全球公共政策的议题上,可预期的是将在台湾引起更大的关注。

3. 发展史的研究

台湾公共行政学界对于发展史的重视,已逐渐提高。诚如前文提到的两场纪念张金鉴教授的研讨会, 其中有部分论

文即针对台湾公共行政的教育发展进行了回顾与检视。除此之外, 对于台湾公共行政的研究活动 (孙同文, 1998a、

1998b)、公共政策的回顾 (詹中原, 2003)、博士论文的检视 (谢俊义、王俊元, 2004)等议题,皆是近几年重要的成果之一。

4. 信息科技对公共行政的冲击

回顾台湾数字化政府的研究,起始于 1990年代前后, 约略可分为四个阶段: ( 1)萌芽期: 政府部门初尝引进 /计算机

基础信息系统0 ( Com puter- based info rma tion system )。此阶段强调科技转移,亦多借用 /管理信息系统0 ( m anagem en t in-

form ation sy stem, M IS)的概念。 (二 )定位期: 试图建立属于台湾特色的本土性 /行政管理信息系统0 ( publicm anagement

inform ation system, PM IS)。 ( 3)发展期:因应公部门管理信息系统的出现, 政府与社会间的网络互动更为频繁, 因此 /网络

行政0 ( network adm in istration)的概念扩大了原本 PM IS的范围。 ( 4)丰富期: 进入 21世纪, 随着计算机信息的高度运用,

数字化政府的议题已涵盖了数字趋势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影响,例如数字落差、信息隐私等议题。

笔者于十余年前即已投入 /行政管理信息系统0 ( PublicM anagem ent Inform a tion System, PM IS)之研究 (詹中原 , 1992;

Jan, 2002; Jan, 2004; 詹中原等, 2005)。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 台湾有越来越多学者投入电子化政府及绩效管理 (黄朝

盟, 2003)之研究,相关的议题包含电子化政府对行政组织的影响、数字化民主 ( dig ital dem ocracy ) (萧乃沂, 2003; 黄东益、

萧乃沂、陈敦源, 2003)、信息落差 ( in fo rm ation div ide) (项靖, 1999)等。

5. 行政法之强化

行政法在法律学界当中,长期以来皆是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诚如林纪东 ( 1955)、城仲模 ( 1980)、陈新民 ( 1991)及

董保城 ( 1995)等。然而 ,由法律学门为出发点来探究行政法学, 仍旧与公共行政为出发点有所差距。换言之, 法律学门

对于行政法之研究, 主体在为法律本身; 然而,公共行政对于行政法之研究,其主体为行政官僚体系。在公共行政领域当

中, 行政法受到重视,始于 1970年代末期的张家洋教授。至 2000年左右, 学者们也开始结合行政体系加以探讨,例如黄

锦堂 ( 1995)、陈铭祥 ( 2001)等。从行政法二十余年来的发展, 可以预见的是,在台湾行政程序法于 1999年 2月通过之后,

未来关于行政法相关研究的需要性,必然更加强化。

八、台湾公共行政的未来展望

关于台湾公共行政暨行政管理未来之展望,笔者此处提出下列三个面向作为建议:

(一 ) 历史的缜密回顾与检视

欧、美等国之公共行政已逾百年的时光, 而台湾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也已超过五十多年。细数这些发展不仅难以与

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几百年研究历史的学科无法相题并论,即使与性质相近的政治科学相较,仍有一大段路要走。

就欲建立一个学科的成熟度、本土性的研究, 并以这些本土案例通则化而形成理论, 则势必然需对学科进行科学化的

检证与回顾。对于本土化学科的发展, 必须重视环境系络、应用相关知识与扩散、注重社群 ( community)与网络 ( netwo rk)

之概念、结合理论和实务性, 并且投入台湾本土问题的解决等方能对台湾公共行政本土研究有所贡献 (詹中原, 2003:

363)。固然笔者以简短的篇幅,试图为台湾公共行政的发展进行一次精要的回顾与检视; 然而, 就此议题来说,确实仍需

要更多学者的投入, 以为台湾公共行政的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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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之学科历史演进学者在评估学科研究是否成熟时, 采用了六项评估的标准,即研究目的、研究效度、理论检

证、因果关系、重要主题及研究的启示性等 (M cCurdy& C leary, 1984; C leary, 1992; W hite, 2001)。就此方向而言,如同前文

所述, 已有部分学者慢慢关注在此议题上, 相信在对台湾公共行政的历史进行系统性的回顾、检视与分析后, 将对台湾公

共行政、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等学科,更进一步奠定未来发展之方向。

(二 ) 行政与治理哲学的扎根

台湾的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经历了五十余年的发展,其相关研究, 也逐渐更为成熟, 政策分析的应用价值, 也更普遍

存在于政治与社会中。前文曾提及政策哲学系目前台湾的研究趋势之一; 然而, 更重要的是, 未来必须要厘清、界定公共

政策的上、下游关系,亦即寻找出公共政策学科中,政策哲学为何, 如此方能为公共政策学科扎根。

依据学者 Jack Ro thman( 1980)及W illiam Dunn( 2004)等人的概念, 公共政策的上游知识源头如同 /知识之林 0 ( the

forest o f know ledge),包含有政策哲学与政策意识型态, 如共有制、平等主义、普遍主义等。就中游而言, 则系 /制木场 0

( lum be rm ill), 包含有各种主义或主张,例如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最后, 在下游则为实际的 /组装公司0 ( con-

struction company) ,包含着各种实际的公共政策产出, 如民营化、社会福利、医疗政策等。

综观台湾的政策科学之发展,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或途径之焦点, 并且引介西方不同政策理论之研究。

然而可惜的是, 对于公共政策论述之哲学基础, 却较少有深入而系统性的探讨。如前言所述, 就政策哲学与公共政策而

言, 如同河流之上下游之关系。若在未完全了解东西方系络之不同以及哲学价值观的差异之情况下,完全移植国外的政

策科学之研究, 则容易造成政策 /错置0的矛盾现象产生 (詹中原、王俊元, 2004)。

(三 ) 全球化的视野

D. W aldo( 1980: 2)曾言及行政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文明兴起与进步的原因是为了要因应环境的挑战 ,而随着文明的

发展, 社会越趋有秩序的复杂 ( o rdered com plex ity) ,更需要行政的方法以利运作。由此可知, 文明的发展会带给行政体系

一些应有的变迁; 而行政体系在文明的演进中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甚至更有权力来从事这些行为。诚如学者W ol-f

gang Re in icke( 1998)、G race Skog stad( 2000)等人的论述, /全球公共行政0、/全球公共政策 0等议题,重新界定与扩大了公

共行政传统之范围, 这些论点也影响到台湾的公共行政学界。举例而言, 关于欧盟 ( Eu ropean Un ited, EU )的探讨, 在台湾

逐渐受到重视, 其中包含如欧盟的运作、欧盟与各国的互动、欧盟的公共政策等。

因此, 关于全球经济体系,则需要有宏观的格局视野,并深入分析吾人该如何在全球体系中布局。在实际的公共政策

上, 则必须能够提供未来全球治理途径必要的法律与哲学基础 (詹中原, 2004)。

笔者相信, 历史回顾的史观、治理哲学的哲学观以及全球布局的宏观观点,将是未来台湾公共行政全球视野的必备要

件。最后,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若能充分了解自我,并掌握环境系络的变迁, 对于台湾的公共行政来说, 无论是对于在学术

研究、教育发展以及政府实务界的运作上, 在未来将累积更坚实之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的基础。 p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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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信息     /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 0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刊讯 ] 2005年 6月 18日至 19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联合在京召开

了两岸四地的 /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0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岳素兰教授与社会科学部程郁缀部长到会并

在开幕式发表讲话。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四地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 50位专家学者及 50名北大师生参加研讨

会, 共同探讨 /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 0主题。

/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0是当前中国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面临的现实重大问题, 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研讨会议题包括六个子课题: ( 1)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与途径; ( 2)服务型政府与以人为本; ( 3 )和谐社会的真谛; ( 4)

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与途径; ( 5)形成和谐社会的能力建设; ( 6)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等。学者们从各

个侧面和角度探讨了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内涵、目标及其建设路径,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会议取得圆满成

功。 (胡仙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