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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itt 與 Bouckaert 所著的《公共管理改革》一書是有關公共管理改革最權威和
深 入 的 教 科 書 。 第 一 版在 2000 年 出 版 的 時候， 涵 蓋 了 經 濟 合 作 暨 發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 10 個國家以
及歐盟。第三版在 2011 年出版，增加為 12 國和歐盟。這本書的重點是描述 OECD
國家在 1980 年代開始的公共管理改革大潮流，包含了各種管理的概念、技術以及
實際上採行的管理策略。各國之間由於管理改革的想法和做法互相學習，同時也透
過世界銀行、歐盟、OECD 的 PUMA（Public Management Service）等國際和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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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組織的研究和傳播，而更為盛行。本書在這個國際背景下，透過客觀、精密的觀
察和分析，採用比較的角度，呈現各國公共管理改革的態樣。
本書的特點表現在以下幾項創新。第一、強化比較行政的內容：比較行政曾經
在 1960 年代的美國引起較大的關注和迴響，其主要背景是兩次大戰之後，曾經參
與戰爭的美國學者透過親身的經歷，而對其他國家產生瞭解和研究的興趣，並在
1960 年代受到例如福特基金會（The Ford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而興盛。但是在
財務資源不再充沛，以及美國本身行政問題多如牛毛的情形下，國際比較行政的研
究大幅衰退。1980 年代以後緣起於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的新公共管理改革，雖然
已經在國際公共行政學界引起廣泛注意，但是相關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單一國家的管
理改革歷程，或者各國經驗的選輯。本書是從 12 國的經驗來宏觀地加以比較分
析，並提出系統性的看法，這也使得本書的出版越形珍貴。
第二、本書討論的對象不但包括 10 個已採用新公共管理改革策略的國家，也
包含德國和法國沒有積極擁抱新公共管理的國家，因而更具有深入比較的意涵。
第三、本書不但討論公共管理改革本身，更進一步深入分析管理改革過程中的
政治體系及政治脈絡。這一個特點對於國內外的公共行政學界而言，是一個比較創
新的做法，也是一個正確的關注。
第四、本書提出有關公共管理改革的模式和分析類型，以便使公共管理改革的
文獻不但有描述性的內容，也能夠更具有理論的意涵。
第五、本書第三版透過 12 國的實證經驗，評估改革所帶來的結果。12 個國家
包括：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芬蘭、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紐西蘭、
瑞典、英國以及美國。除了 12 國之外，本書也討論相當複雜且體系龐大的歐盟。
第六、本書企圖從各國經驗的分析，探討公共管理改革未來的潛力所在，以及
在改善民主治理方面有哪一些內在的限制。本書在宏觀的論述以及微觀的觀察方面
都顯示非常細膩的成果。
第七、本書提供 12 國詳細的公共管理改革制度變遷和實際變遷的內容，文字
精簡、內容充實，是非常珍貴的資料，可以進行和本書論述的交叉檢視。
本書的結構分為 6 章，討論的主題分別是：緒論、公共管理改革的模式、政治
和行政體的分類、現代化的軌道和改革、改革的結果、政治和管理、改革面對的各
種困境以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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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每一個單一國家而言，本書討論的焦點包括：中央政府的政治與管理、公私
部門的邊界地區、公民社會、市場，以及在國境以外的其他政府、國際組織、國際
管理顧問公司。這樣的討論範圍，焦點是相當廣闊的。正面來看，本書讓公共管理
的分析能夠更為周延，但也難免使非當事國的讀者不容易完全理解本書內容的時空
背景。不過，從本書的本體討論來看，作者已經盡量把各國比較分析進行非常聚焦
的討論，盡量找出共同的改革趨勢。至於各國的特殊情況，則納入各國的改革內容
附件章節，以提供讀者進行深度理解的背景資料。
本書在第一章中討論 4 種公共管理改革的模式基礎，分別是新公共管理改革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新韋柏國家（Neo-Weberian State, NWS）、網
路以及以新公共治理（New Public Governance, NPG）為主的治理模式。這 4 種模式
也可以理解成 4 種公共治理的典範。其中，新公共管理主要強調效率和顧客導向，
是 1980 年代以來主要以英語系國家為主的改革模式。新韋柏國家主要是使傳統國
家機構能夠變得更為專業、效率和反應民眾需要，而國家仍然維持其特定的規則、
方法和文化。網路模式則是透過「自我組織」的網路，能夠比階層制或市場機制，
更為包容、更為彈性。然而作者進一步分析，前面新公共管理改革、新韋柏國家以
及新公共治理 3 種改革的模式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其實是互有重疊的。例如公共管
理改革需要用到績效測量、政署組織、公私合夥、簽約委外。而新韋柏國家模式，
也要重視績效測量、透明及資訊公開。新公共治理模式則需要公私合夥、透明及資
訊公開，以及服務利害關係單位或委員會。
本書討論 1980 年代以後，各國為何集中精力在推動各式各樣的公共管理改
革，指出其原因是相當複雜的。在第二章中，本書提出和公共管理改革密切相關的
各種因素之詳細分類與圖表。在公共管理改革推動的過程中，主體仍在於行政體系
的作為，也就是透過建立改革作為計劃、加以執行，並取得結果。但是，在行政體
系進行改革之前，行政體系以外的兩種環境力量是重要的背景因素。這兩種環境力
量分別是社會經濟力量和政治體系。社會經濟力量指的是全球經濟力量、社會人口
結構改變以及社會經濟政策。而政治體系指的是，新的改革觀念、公民的壓力以及
這兩者所造成的政黨政治理念。社會經濟力量和政治體系方面的改變，透過精英的
決策，才會制定成決策，而影響到行政體系的改革措施。
由於政治體系的結構會根本性的影響到公共管理改革的推動，因此本書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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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針對各國政治體系進行分類。作者針對每一個國家的國家結構（憲政體制的單一
國或聯邦制）、行政生態體制（多數決或共識決）、部長和文官關係、行政文化、
政策顧問的多元性，進行跨國比較分析。這一個分析架構常見於政治學的文獻，但
是在國內外行政學界都是比較受到忽視的論述基礎。作者引用憲政學者對於各國憲
政體制的分類，進一步分析憲政體制和政治生態的交錯關係，顯示出各國推動公共
管理改革，明顯受到憲政體系和行政制度的影響和限制。以英國而言，由於議會內
閣制的充分授權和傳統上政治生態能夠由多數黨完全執政，因此推動公共管理改
革，就顯得特別容易。作者歸納出來國家體制影響公共管理改革的兩點觀察：一是
多數決的政體比共識決的政體比較容易採取快速而深刻的行政結構改革；二是中央
集權的國家比較可以推動全盤、大幅度的改革。
本書最大的創意是在第四章討論到公共管理改革的目標和軌道。作者認為，提
出管理改革的目標而沒有改革方法的話，只能夠稱之為烏托邦的改革。而由改革之
初的狀態（Alpha）透過改革的措施，也就是改革的軌道，最終希望達到未來的狀
態（Omega），是作者提出來的改革願景。改革的軌道包括 4 項軌道：人事、財
政、組織和績效測量制度。財政的措施包含了預算、會計和審計；人事的內容包含
人員的遴選、任用、待遇、工作保障等等；組織包含了專業化、協調、組織規模和
分權化；而績效測量制度則包括了內容、組織與運用。第四章詳細探討各國公共管
理改革在這 4 方面所採取的各項措施，都非常精彩而深入。本文基於本刊宗旨，則
只針對各國在文官制度方面的改革提出討論。
首先是，從 1980 年代以來，各國在文官制度方面的改革工作，可以形容為不
間斷、持續地進行中。舉例而言，澳大利亞在 1983 年通過文官法的修正，1987
年、1993 年、1995 年持續修正公務人員行為準則，1990 年訂定高級文官團考核績
效準則，以及 1999 年重訂文官法。加拿大在 1989 年訂定新的人事管理手冊，2000
年訂定公共服務兩千年倡議、公共服務白皮書，並在 1992 年通過公共服務改革
法。法制相對比較穩定的德國也在 1989 年修正公務人員工作條件的法律，1994 年
通過公共服務改革法，1996 年又修正有關聯邦文官的法律。文官體質比較弱的義大
利在 1993 年和 1997 年都通過公共雇用法的改革，1998 年放寬公共機構的高階任命
權，2009 年則修法強制執行年度的公務員績效排名。各國不斷修法是普遍現象，無
一例外。同時由於 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各國精簡用人和凍結待遇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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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也同樣普遍採行。
1980 年代以前傳統的公共管理改革通常較先強調財政上的精簡措施，接著才進
行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精簡做法。但是這種情況在 1990 年代已經有所改變，而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的改革措施，相對優先而普遍。本書和
OECD 的相關研究報告都指出大部分 OECD 國家人力資源管理的趨勢：
1. 公共人力資源雇用的情況，由中央集權轉變成為部會分權。
2. 由法律規定轉變成為契約或管理的治理。
3. 由職涯制度發展成為後官僚的職位制度。
4. 授權給主管責任。
5. 薪資水準和私部門看齊。
6. 特別退休辦法的改變。
不只如此，傳統上文官制度的三種特性，即文官的永任制、依資格、年資而升
遷及統一的文官制度，也遭受強烈的挑戰。對於積極推動新公共管理國家而言，在
文官體制方面朝向以職位為基礎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傾斜，就越為明顯。OECD 有
關各國文官制度簡介的網站上，對於文官的遴選制度，就利用職涯制到職位制的光
譜，標示各國目前文官制度屬性的現狀。
就傳統的永任文官制度而言，1980 年代以來最大的改變是，公務人員的身分保
障逐漸在削弱之中。整體改變的方向是鼓勵公務人員更多的內外交流，一方面越來
越少公務人員是終身任職（lifers），而越來越多的人有其他行業的背景。
另一方面，高階文官的任命越來越傾向採用 2 年、3 年或 5 年的績效契約，尤
其是各部會的執行長、首長。雖然如此，各國的高階文官基本上仍然由文官體系內
升而來，但是升遷的關鍵因素則有所變化。傳統上所注重的年資條件和資格仍然重
要，但是升遷的決定和工作成果及反應性，關係越來越密切。同時績效升遷也和加
薪密切連結。
作者提出來對於高級文官以上的觀察，基本上是比較敘述性的分析，甚至於是
倒果為因的描述。就正如本書第四章對於高級文官團的簡介所顯示，包括：澳大利
亞、加拿大、紐西蘭、英國以及美國，都建立高級文官團的制度，從而能夠使高階
文官的遴選、任用更有彈性，而且容許高階文官階層更大的水平調動機會。因為如
此，政府就能達到在對的時間，將對的人調動到對的職位上。也使得升遷能夠讓能

‧133‧

‧文官制度季刊‧ 第九卷第一期 民106年1月

幹的人出頭，而不是依靠年資和前例。各國建立高級文官團制度的方式和內容各有
不同，然而從 1980 年代以來所匯聚形成新的高級文官團制度，是 OECD 國家在採
行文官制度由各部會分權化管理之後，為了要保持全國性的政策協調和統合所必須
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高級文官團因此是全國性文官制度的上游機制。也就是因為
有高級文官團的制度，才能夠有系統性、一致性的形成和管理高階文官的遴選、任
用、待遇、升遷制度，同時又能塑造出一體性的文官體。
作者在本書以及在其他的場合，對於 1980 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的成效一直存
有保留。其主要的論點在本書中已經詳細討論新公共管理所牽涉到的環境因素、行
政體系因素和政策執行層面，並指出因素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而瞬息萬變的。作
者也指出就連推動新公共管理最為積極的英國，也很難：1.清楚界定公共管理改革
的政策目標；2.提出財政方面的成本效益指標；3.具有具體的效益評估和研究。這
些論述都是值得政治實務界和學界共同深刻反省和改革的課題。
不過從作者在第二章所提出來的公共管理改革之分析模式圖來看，公共管理改
革的啟動、執行和達成效果的最重要關鍵，仍然是精英決策體系。也就是，民選首
長和政務官才是公共管理改革最重要的核心人力和驅動力。本書的第三版對於這一
點雖然有所描述，但是對於各國在這一點上所呈現的明顯缺點，並沒有第一版所敘
述的直接和切中要害。
本書第一版第六章提到，民選首長和政務官缺乏行政方面的專業，實際上是公
共管理改革無法全力推動的源頭。作者在第一版提出非常直接的問題是，公民在一
片對於政府的不信任大環境之下，想要什麼樣的公共管理改革？很遺憾的是，這個
問題其實是白問的。首先，公共管理改革不是一般民眾會感到興奮的議題，報紙和
電視媒體都不太報導這類的議題。一般民眾不太關心，甚至於多少會呈現無知的狀
態。各國花很大力氣在推動行政革新，包括文官制度的改革、財政制度的改革、甚
至於大規模的組織改革，但民眾基本上都是感受薄弱的，甚至還相信錯誤的傳言。
作者舉例說，1997 年的研究顯示，絕大部分美國民眾認為 50% 以上的社會福利支
出是用在行政費用上，而真實的數據是少於 2%。面對今天全球化、資訊化、科技
變化快速的治理環境，作者特別指出，要解決治理方面的問題，非常重要的課題是
有關政客的遴選和訓練，以及對於政客的誘因與懲罰制度。作者坦白地問到，為什
麼文官需要改革，但是部長和其他想要當部長的政客就不需要呢？作者並不是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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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都去拿一個企管碩士學位，但不免質疑，改革倡議者從來沒有觸碰這個問
題，顯然是錯誤的。作者說：如果人民最不相信的就是政客他們，那麼讓政客他們
準備好他們自己的功課，顯然就民主政治而言是有很堅強的理由的。本書作者義正
詞嚴的檢討政客的遴選、訓練、誘因與懲罰之必要，隨著世局變化之快速，更具見
地，第三版沒有持續深入討論，是令人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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