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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觀摩 
 

 

壹、測驗題型 

 行政學之父威爾遜（W. Wilson）曾於 1887 年發表哪一篇重要文獻，促

使行政學漸漸受到世人的重視？ 論一般管理上的原則（A 
Discus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決策與行政組

織（Decision Making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行政的研究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行政行為（Administrative Behavior） 

 

 一般人認為，行政學是從哪個領域獨立出來的一個學科？ 憲法學 

政治學 社會學 管理學 
 

 下列哪一位學者首倡「公共行政」從政治學獨立出來？ 韋柏（M. 
Weber） 威爾遜（W. Wilson） 瓦爾多（D. Waldo） 古立

克（L. Gulick）。 

 

 下列何者是威爾遜（W. Wilson）在「行政研究」一文中所表述的觀點？ 

政治是美德的實現 行憲比制憲還難 行政是目的，政治是手

段 公共行政像是官樣文章的米老鼠 

 

 對於「行政」一詞的解釋，最先是從哪一種觀點來解釋的？ 法律

的 歷史的 管理的 政治的 
 

 古立克（L. Gulick）提出「POSDCORB」，係從下列那個觀點來闡釋

行政的涵義？ 公共性的觀點 政治的觀點 公共政策的觀

點 管理的觀點 

 

 一般而言，行政的意義可從四種角度加以剖析，其中最能表現「新公

共行政」的觀點是： 管理的觀點 公共政策的觀點 公共性

的觀點 政治的觀點 

 

 下列那位學者不贊同政治與行政二分的概念？ 威爾遜（W. 
Wilson） 瓦爾多（D. Waldo） 懷特（L. White） 古德諾（F. 
Goodnow） 

 

 下列何者是從政治的觀點，對行政一詞所作的概念說明？ 行政是

政府對公共問題選擇作為或不作為的概念說明 行政是國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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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政學傳統理論時期 

※本時期重要理論整理 

學派 理論 

政治行政二分理論 以威爾遜（Wilson）、古德諾（Goodnow）為代表。 
管理技術學派 以泰勒（Taylor）為代表，研究基層工作與作業過程的

改進。 
行政管理學派 以費堯（Fayol）為代表，研究組織中、上層的工作改

進。 
動態管理學派 以傅麗德（Follett）為代表，研究管理中人性的問題，

是此一時期唯一重視人性的學者。 
官僚型模學派 以韋柏（Weber）為代表，研究組織的基本條件及理想

型態。 

第一節 傳統理論的重要學派及理論 

壹、政治行政二分理論【重要性：選擇 】 

一、代表 

威爾遜（Woodrow Wilson）曾任美國總統（1913～1921），曾擔任過普林斯頓

大學校長。1886 年在康乃爾大學發表專題演講，題目為：〈行政的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威爾遜隨即將此篇講稿修改，發表於 1887 年的《政

治學季刊》。 
有關政治行政二分理論，另一有名的學者為古德諾（F. Goodnow）。古德諾是

美國政治學會第一任主席，其對美國早期行政學發展貢獻良多，素有美國「公

共行政之父」稱譽。 

二、重要理論 

威爾遜： 
〈行政的研究〉一文是現代公共行政的濫觴，主要就是提出行政不應受政

治干擾之「政治與行政分立」的政治行政二分主張。該文重要見解為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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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基礎，在他看來，「效率的追求」是政府行政改革的第一要務。 

專題補充
 

 

PAFHRIER 與 PAMPECO【重要性：選擇 ；申論 】 
一、PAFHRIER 

葛森（Garson）、歐培曼（Overman）二位學者指出，古立克的 POSDCORB 
（行政管理七項功能、七字箴言），在當前公共管理的主張，應可轉為

PAFHRIER （公共管理五項功能、五字箴言）： 
 P A（Policy Analysis）：政策分析。 
 F（Financial Management）：財務管理。 
 HR（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人力資源管理。 
 I（Information Management）：資訊管理。 
 ER（External Relation）：對外關係。 

二、PAMPECO 
1993 年葛拉漢與海斯（Jr. C. B. Graham and S. W. Hays）於《管理公共組

織》（Managing Public Organization）一書中之最後一章“Revisited 
POSDCORB : What Have We Learned”，將「PAFHRIER」結合行政運作

過程之需求，進一步整合為「PAMPECO」，即： 
 P（Planning）：規劃。 
 A（Allocation）：分配。 
 M（Market）：市場。 
 P（Productivity）：生產力。 
 E（Enthusiam）：熱忱。 
 CO（Coordination）：協調。 
孟尼： 

孟尼（J. Mooney）是通用汽車公司的高級主管。孟尼與雷禮（Allen Reilley） 
1931 年合著《邁向工業》（Onward Industry）一書，二人在書中主要強

調三項管理原則： 
協調原則。 
階梯程序。 
橫的功能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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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政學修正理論時期 

※本時期重要理論整理 

學派 理論 

胡桑實驗學派 以梅堯（Mayo）為首，對管理中的人性問題作實驗研究，
開創了「人群關係學派」，他們認為管理不能忽視員工的人
格尊嚴，而溝通及對小團體（非正式組織）的重視也是管
理重點。 

動態平衡理論 以巴納德（Barnard）為代表，主管人員的功能在於滿足人
員的需求、加強溝通，命令必須合乎部屬的需要，並瞭解
組織中的非正式關係。對賽蒙（Simon）與亞當斯（Adams）
的影響頗大。 

人性本善理論 以麥克葛瑞格（McGregor）為代表，認為人性是善良的（Y
理論），對工作有主動積極的精神，並非如傳統理論者所認
為的人天生不喜歡工作（X 理論），因此在管理上是以積極
鼓勵代替消極懲罰。 

理性決策理論 以賽蒙（Simon）為代表，認為行政就是研究組織中決策制
定過程，決策過程包括三項活動：情報活動；設計活
動、抉擇活動。 

需要層次理論 以馬師婁（Maslow）為代表，認為人的需要共五種：生
理需要；安全感需要；友情（歸屬、愛）需要；尊
榮感的需要；成就（自我實現）的需要。管理者應設法
對人員的這些需要加以滿足。 

生存─關係─
成長理論（也
可稱為「ERG
理論」） 

由阿德福（Alderfer）提出，認為人類需要的層級由低而高
分成三種：生存需求、關係需求，及成長需求；三
者之間不只是滿意提昇的程序，也是挫折退化的程序。 

激勵保健理論
（ 兩 因 素 理
論） 

以赫茲伯格（Herzberg）為代表，認為人的需要分為消極的
保健因素及積極的激勵因素，保健因素只在於維持一般的
工作效率，積極因素則能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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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觀摩 
 

 

壹、測驗題型 

 開創了行政學中的「人群關係」學派的重要活動是： 明諾布魯克

會議 黑堡宣言 時間與動作研究 胡桑實驗 
 

 X 理論與 Y 理論是由何位學者所提出？ 麥克葛瑞格（D. 
McGregor） 馬師婁（A. Maslow） 何茲伯格（F. Herzberg） 

巴納德（C. Barnard） 

 

 以下對於賽蒙（H. A. Simon）的描述，何者正確？ 獲得一九七八

年的諾貝爾數學獎 其代表著作是《組織行為》一書 致力於以

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的行為 主張人類具有完全的理性 

 

 根據馬師婁（A. Maslow）的需要層次理論，需要滿足的程度與該項

需要的可激勵強度，兩者的關係為何？ 成正比 成反比 沒

有關係 沒有差別 

 

 下列有關「兩因理論」的敘述，何者有誤？ 是學者何茲柏格（F. 
Herzberg）所提出 工作本身屬於激勵因素 人際關係屬於保健

因素 屬於激勵理論的過程論 

 

 下列何者屬 Y 理論之下的假定？ 員工天生厭惡工作 員工毫

無創新能力 員工會主動尋求承擔責任 員工根本不會自我督

促 

 

 有關胡桑實驗（Hawthorne Experiments）在組織管理方面的重要發

現，下列所述何者為非？ 尊重成員的人格可以提高生產力 人

具有周全的理性計算能力 讓人員有情緒發洩的機會可以提高士

氣 非正式組織具有一定的社會約束力 

 

 賽蒙（H. A. Simon）認為行政的核心為： 組織 領導 溝通 

決策 
 

 有關巴納德（C. Barnard）的「貢獻與滿足平衡論」的說法，下列所

述何者為非？ 人之所以對組織貢獻所能乃在於組織提供各種滿

足 組織只要提供物質滿足就能使大多數人貢獻得更多 組織

的存續發展有賴貢獻與滿足的平衡 對組織而言，滿足係屬於一種

誘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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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政學整合理論時期 

※本時期重要理論整理 

學派 理論 

一般系統理論 是 所 有 系 統 理 論 的 基 礎 。 提 倡 者 為 貝 特 蘭 菲
（Bertalanffy），發揚光大者為鮑丁（Boulding）。 

環境系統理論 
（開放系統論） 

席爾（Sill）指出，凡是組織系統界限以外的各種事物皆
是為組織環境，這些環境對組織的影響是普遍的，分為
「一般環境」與「任務（特殊）環境」因素。 

社會系統理論 首創者為帕深思（Parsons），他認為任何一種組織，本身
就是一個社會系統，而這社會系統內包含許多小的社會
系統。他認為任何社會系統均有四項功能：適應（A）、
達成目標（G）、模式維持（I）、整合（L）（合稱 AGIL）。
這些功能須有賴於社會系統的三個次級管理系統來完
成：策略階層、管理階層、技術階層。 

生態理論 
（生態系統論） 

代表人物有高斯（Gaus）及雷格斯（Riggs）。認為任何組
織及其管理均應考慮與「外在環境」的調適問題。 

權變理論 勞倫斯和洛區（Paul R. Lawrence & Jay W. Lorsch）首倡，
柏恩斯與史塔克（T. Burns & G.. Stalker）為代表，此一理
論可視為研究組織與環境的主要變數，以及彼此間的交
互行為的一般型模，強調組織與管理應視實際狀況與環
境而定。 

第一節 整合理論與系統方法 

壹、整合理論的產生【重要性：選擇 ；申論 】 

一、學術發展背景 

社會科學的研究，自 1960 年代起，進入整合時期，亦可稱為「系統時代」理

論，由於下述兩個因素所促成： 
為同時改進傳統理論及行為科學的缺失。 
人類的知識同樣不僅擴展迅速，而且變得高度的專化及分化。但是，知識

累積到一定時期使必須有一個綜合（synthesis）、調和（reconciliation）以



153 第二篇 第五章 組織結構概論 

第五章 組織結構概論 

第一節 組織的基本概念 

壹、組織的意義【重要性：選擇 ；申論 】 

一、靜態的（Static）意義─相當於傳統理論時期的觀點 

從組織的結構來說，組織就是由許多不同的部分所共同構成的完整體，如一個

沒有發動的機器。行政組織就是機關權責分配的關係或層級節制體系，可用「組

織結構圖」表示。組織至少要有下列四項要素：目的；目的必須為全體人

員所同意；人員必須予以適當的調配；權責必須合理的分配。 

二、動態的（Dynamic）意義─相當於修正理論時期的觀點 

這是從組織人員的交互行為上來說明組織的意義。正如人的身體一樣，靜態的

結構有各種器官與系統，為了共同的目的而協調一致的工作著。對於行政組織

不能只從其結構上來觀察，還要研究其人員之交互行為。 

三、生態的（Organic）意義─相當於整合理論時期的觀點 

組織是一個有機的生長體，是隨著時代環境的演變自求適應、自謀調整的團

體。西諺有云：「制度是生長起來的，不是製造出來的」。組織乃不斷的依環境

的需要做適當的修正與改變，因此： 
只研究法令規章、人事編制等，無法了解組織的真正涵義，必須考慮到現

實環境的因素。 
不會有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不惑」的組織理論與原則。 
管理當局不能墨守成規，必須隨時依情況的需要作適應的處理與運用。 

四、心態的（Psychological）意義─相當於組織學習與組織文化的觀點 

這是從心理或精神的觀點來解釋組織，行政組織亦是機關人員對權責觀點的認

識，感情交流與思想溝通所形成的一種團體意識。有了這種團體意識，大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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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組織設計概論 

第一節 首長制與委員制 

壹、首長制與委員制的意義與比較【重要性：選擇 】 

就機關最高負責者的人數為標準，行政組織可分為「首長制」和「委員制」。

兩制的意義與優、缺點比較如下： 

一、首長制（Department Form） 

首長制亦稱「獨任制」或「部長制」（Single Head Organization），即部、處或

局的組織。一個機關的事權交由一單獨負責處理者為首長制的組織，美國的總

統最足為首長制的代表，林肯（Abraham Lincoln）有一次召集七位部長開會，

他們均反對總統的主張，林肯卻說：「七人反對，一人贊成，贊成者勝利。」 

二、委員制（Commission or Board Form） 

委員制亦稱為「合議制」或者稱為「會的組織」。一個機關的事權交由若干人

共同負責處理者為委員制的組織。瑞士的聯邦政府可為委員制的代表，瑞士政

府最高機關為「聯邦行政委員會」（Federal Executive Council），政府決策經由

開會決定，總統只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聯邦行政委員會才是實權機關，七位

委員共同負責。 

三、這兩種組織的優點與缺點 

 首長制 委員制 

優 
點 
事權集中，責任明確。 
指揮靈敏，行動迅速，易爭取時

效。 
易於保守秘密。 
易於減少不必要的衝突與磨擦。
（賽蒙認為首長制的最大優點為：
效率高、責任明。） 

容納各方意見，集思廣益；且
易於反映人民的意見，獲得社
會的有力支持。 

彼此相互牽制監督，不易營私
舞弊。 

多數人分工合作，減輕負擔。 
不受上級過分干涉，有較多的

自主與自由，合乎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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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組織文化與組織氣候 

第一節 組織文化的概念 

巴納德（C. Barnard）有關非正式組織中團體規範、工作價值，以及主管

人員管理道德的探討，為組織文化的研究開了先端。其後，因為一九七○年代

日本式管理的風潮襲捲歐美管理學界與實務界，再加上全球跨國企業的逐步增

加，使得組織理論研究的重點轉向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的探討。 

壹、組織文化的意義【重要性：選擇 ；申論 】 

組織文化就是以組織為範圍，所表現出來特定的文化風格。指涉對象包

括：人員行為規律、工作的團體規範、組織信奉的主要價值、指導組織決策的

哲學觀念、人際相處的遊戲規則，以及組織中彌漫的感覺。茲舉數位學者的定

義說明： 

一、卡斯特（Kast）與羅森威（Rosenzweig） 

組織文化是維繫組織統合一致的社會規範，是透過人際互動所產生出來共同的

價值信念與社會理想體系，通常以象徵的機制表現在外，如迷思、禮俗、典故、

傳奇或特有的語言，對組織成員的行為表現具有規範控制的作用。 

二、席恩（Schein） 

組織文化是由特定的組織式團體發展出來的一種基本行為假定，用來適應外在

環境，並解決內部整合的問題。若這組假定有效，將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傳給新

進人員，使他們的思考、認知及感覺有所遵循，不致犯錯。 

三、林鍾沂教授認為組織文化的特性包括 

分享基本假定的型態。 
特定團體所發明、發現、發展。 
透過學習，處理內部整合與外部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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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組織發展與組織學習 

第一節 組織發展 

壹、組織發展理論的緣起【重要性：選擇 】 

組織發展（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D）興起於 1940 年代，主要推動

及先驅乃是李文（Kurt Lewin）教授。組織發展融匯相關學科知識，提出組織

適應現代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的因應技術，也就是所謂「干預技術」

（interventions）。 

組織發展理論的緣起，一方面是因為組織要適應不斷變遷的環境，而強調

「計劃變遷」策略的運用，以及在實現組織目標的前提下，能提供個人自我實

現的機會，使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相協調。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受到李文教授所

領導的「實驗室訓練法」及「調查研究與回輸方法」兩項衝力的影響。 

一、實驗室訓練 

實驗室訓練又稱為敏感性訓練（Sensitivity training）或感應訓練，它是使參與

訓練的人員在一種無結構的安排下，彼此在交互影響中學習，利用團隊討論以

達成行為改變的目的。1946 年夏天，李文教授率「團體動態研究中心」從事領

袖訓練的工作，他們獲得的初步結論是：小組組成與小組互動的程序，以及資

料反饋的程序，是一種具有極大效果的學習辦法。 

二、調查研究與回輸方法 

另一項促使組織發展理論快速成長的衝力就是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也

就是傅蘭琪（Wendell L. French）等人所稱的「調查研究與回輸方法」，這是指

態度研究與資訊回輸在工廠訓練的應用。此研究仍以李文為先導，其研究成果

逐漸成為組織發展理論與技術的基礎。 
：行動研究在機關組織發展中的應用 

行動研究也稱為「實作研究」，如果組織成員要將研究成果運用於管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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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共組織理論的分析途徑 

第一節 羅聖朋的管理、政治、法律途徑 

（節錄自林鍾沂教授《行政學》） 

壹、管理途徑【重要性：選擇 】 

一、分部化與層級化 

（略：請見第五章第二節，關於組織結構的分化） 

二、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MBO） 

創始人：杜拉克（P. Drucker），《管理實務》（1954）。 
意義： 

一種計劃與控制的管理方法；由機關的上下級主管人員共同設定團體與各

部門目標，使各部門目標相互配合，並使各級主管產生工作動機，最後能

有效達成團體共同目標的一種管理方法。 
特性： 
以人性為中心。 
將組織人員的願望與團體願望相結合。 
以激勵代替懲罰，以民主代替集權。 
由員工親自參與目標設定，使其獲得「我有一份」的使命感。 
採取自我控制的方法，建立員工自尊心。 
陳德禹教授的看法：目標管理的最高理想是把每一個人的力量，時刻向整

個組織的目標作最有效的集結的運用，故目標管理是人與事的結合、個體

與團體的結合、意見與責任的結合、進度與監督的結合、人性與創意的結

合。 
功能： 
增進管理者與員工的關係。 
清除集權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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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行政領導概論 

第一節 領導的意義、基礎與型態 

壹、領導的意義【重要性：選擇 ；申論 】 

領導乃是某一種特定情境下，某人行使各種影響力，以影響他人或團體行

為，使其有效達成目標的過程。領導並不限於上級對下級的領導，也包括下級

對上級因行使影響力而產生的實質領導（此種狀況稱為「相互領導」）。 
：依陳德禹教授的看法，領導（leadership）與管理（management）的概

念有其區別，領導只是管理功能的一部分，管理除領導功能外，倘有企劃（設

計）、組織、協調、管制等等功能；管理的對象較廣，包括人、財、物，而領

導則著重在發展組織分子之態度與行為的一種能力運用；管理只存在於正式的

階層結構中，領導則不論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結構中均可存在。 

貳、領導產生的基礎【重要性：選擇 】 

關於領導產生的基礎，有以下不同的看法： 

一、影響力（influence） 

具有改變他人或團體思想或行為的力量；產生方式： 
見賢思齊：社會上具有地位的人，一言一行都能對他人產生影響力。 
開誠建議：影響人表示其看法及思想去影響被影響者。 
理性說服：誘發被領導者的慾望或略帶壓力以改變其行為。 
強制命令：以武力或威脅而迫使其接受命令。 

二、權力（power） 

以強制為手段而產生影響作用的力量，包括： 
體能的權力（強制性的）：用鞭子、槍枝或體力以達成影響作用。 
物質的權力（功能性的）：藉由金錢或其他物質影響他人。 
象徵的權力（規範性的）：能使他人產生尊榮及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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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激勵與溝通 

激勵（motivation）是人本身特性與環境特性的一種交互作用，是人類內

心活動的一種狀態。簡言之，就是「使別人去行動」。行為學家假定人類的行

為背後都有推因，一切行為都受到激勵而產生。而要激勵一個人，必須先瞭解

他的需求。 

第一節 激勵理論內涵 

壹、激勵的條件【重要性：選擇 】 

就激勵結構而言，激勵作用的現象，是由下列四項條件所構成： 
一、被激勵者要有能力去完成激勵者所期待的工作。 
二、激勵的工具與措施。 
三、被激勵者心理的認知與評價。 
四、激勵者的考評以及獎賞行動。 

貳、激勵理論的類型與內容【重要性：選擇 ；申論 】 

激勵理論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主要的類型：內容理論、過程理論、增強理

論。就權變的觀點，這三種激勵理論都有它們的應用價值。有關激勵研究的類

型及所屬理論舉例，請見下表一： 

類型 特徵 理論 管理上實例 

內容論 
探討有關激發有動機
行為的因素。 

需要層級論、激勵保健
論、ERG 論、成就動
機論、兩因理論。 

藉 滿 足 個 人 對 於 金
錢、地位，及成就的需
要予以激勵。 

過程論 
探 討 激 起 行 為 的 因
素、及行為模式的過
程、方向或選擇。 

期望理論、公平理論。
藉澄清個人對工作投
入、績效要求，及獎酬
知覺予以激勵。 

增強論 

有關增加行為重複出
現的可能性，及減少所
不希望行為出現的可
能性的因素。 

學習理論（工具性制約
作用） 

藉獎酬所希望行為予
以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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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危機管理與衝突管理 

第一節 危機管理 

壹、危機的概念【重要性：選擇 】 

一、危機的意義 

危機的英文 "Crisis" 源自希臘文的 "Crimein" 其本意為「決定」（to decide）
的意思。因此韋氏（Weber's）字典的定義：「危機是一件事的『轉機與惡化的

分水嶺』，危機是『決定性的一刻』和『關鍵的一刻』，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關頭。

它是一段不穩定的時間和不穩定的狀況，迫切要人作出決定的變革。」。 

二、危機的特性 

學者吳定等認為危機的特性包括： 
威脅性： 

危機的發生在於此種情況威脅到組織的基本價值或目標，而影響到決策者

的決定行為；而威脅的程度是依決策者的認知而定。 
不確定性： 

由於外在環境變動迅速，加以人類理性有限，因此無法掌握所有資訊以精

確評量每一事物；不確定性包括三類： 
狀態的不確定性： 

即組織的決策者對環境的真實狀況並不瞭解，因而無法預測未來的變遷

情形如何。 
影響的不確定性： 

指決策者對環境狀況有所瞭解，但對於未來環境中的變遷將對組織造成

何種影響，無法明確預測。 
反應的不確定性： 

指決策者知道要對外在環境的變遷或具威脅性的事件採取回應，但卻不

知應該採哪一備選方案或對選項的可能結果無法作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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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新公共行政 

第一節 新公共行政運動 

壹、環境系絡【重要性：選擇 】 

1960 年代末期，瓦爾多（Waldo）認為公共行政處於「一個危機四伏和問

題急迫的年代」，缺乏定位與年輕學者。學術界試圖改變過去的象牙塔心態，

解決社會問題，而於 1968 年在紐約雪城大學的「明諾布魯克」（Minnowbrook）
會議中心召開研討會；會後由馬里尼（Frank Marini）編成《邁向新公共行政：

明諾布魯克觀點》（ Toward a New Pubic Administration: Minnowbrook 
Perspective）。由於其對於 1887 年後功能主義與行為主義在公共行政的發展抱

持質疑與批判的態度，並熱切關注公共行政的社會關懷，論者謂之新公共行政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NPA）。 

貳、第一次明諾布魯克會議主要論點（新公共行政的基本主張）

【重要性：選擇 ；申論 】 

新公共行政批評傳統行政學過於偏重官僚組織理論與企業管理的關係，忽

略民主政治與行政倫理的實踐。根據馬里尼的觀察，新公共行政運動的主要特

徵為： 

一、趨向入世相關（relevant）的公共行政 

馬里尼歸納指出今後公共行政應致力於研究下列數個問題： 
研究動盪不安時代的相關問題： 

如分權、組織演化（organizational evolution）、及參與觀念等與我們日常

生活相關的問題。 
開發行政學術的相關領域： 

例如比較都市行政、行政區域比較、和組織單元異同的比較等。 
研究與行政實務者相關的課題： 

如設計計劃預算制度（PPBS）、如何分權化和具有參與管理精神，以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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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行政責任、倫理 

與行政中立 

第一節 行政責任 

行政責任（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可形容為「行政國的衛士」（the 
guardia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壹、行政責任的內涵【重要性：選擇 】 

一、菲斯勒（J. Fesler）和凱多（D. Kettl）認為行政責任是由二項行為所

構成： 

負責行為：指忠誠地遵循法律、長官指示，以及效率經濟準則。 
倫理行為：指堅守道德標準，以及避免不倫理行為的發生。 

二、史塔寧（G. Starling）對行政責任的內涵分析如下： 

回應（responsiveness）： 
回應概念是指行政機關快速熟悉民眾的需求，不僅包含「後應」民眾先前

表達的需求，更含洞識機先，「前瞻」性主動行為。如以回應力為分類標

準，行政機關可區分為四種類型： 
無回應性組織：不採取行動去分析民眾的需要、認知、偏好組織。 
謹慎回應性組織：對標的群體的需求表現出願意知悉興趣的組織。 
高度回應性組織： 

使用系統化資訊蒐集方法，設立建議處理制度，因應外界意見採取措施

以調整服務及程序的組織。 
完全回應性組織：將民眾奉為衣食父母，沒有「我們、他們」的區別。 

彈性（flexibility）： 
行政機關及人員在規劃及執行政策時，不可忽略與政策目標達成有關的個

別團體、地方關懷，或者情境差異。在多數情況中，機關無法以相同的條

件去服務所有的標的民眾，區分標的群體組成分子屬性的常見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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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不見的手（an invisible hand）主導市場內的經濟活動，沒有任何人的效

用或利益受到損失，資源分配獲得最佳效率；因此公共問題或是不會發

生，或是發生之後可以藉自由市場的經濟活動予以解決。但在現實社會

中，市場無法達到供需關係及資源配置的理想狀態，乃產生市場失靈，原

因是： 
公共財（public goods）提供的問題： 

公共財具有下列特性，以致於一般企業沒有能力或沒有意願加以生產： 
消費的非敵對性（nonvivalry）：任何人不因與他人共同消費財貨或服

務，而降低其品質；換言之，個人之消費並不會減少其他人消費該項

財貨的數量。 
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非排斥性（unexcludability）：某人對於某項財貨的

所有與使用無法排除他人的共同所有與使用。 
擁擠性：由於財貨具有非敵對性與非排他性，故容易造成過度消費的

現象，形成大眾悲劇（common tragedy）（使用的社會成本增加）。 
不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財貨無法分割成細小部分供每個人享用。 

如國防、外交、治安、清新空氣、公共工程、清澈水源等，一般企業

界或私人通常不願意或不可能提供，故必須由政府予以解決或管理。 
外部性（externalities）造成的問題： 

外部性指某一個經濟主體的經濟行為，影響其他個體的效益或成本的現

象。一旦產生負面效果，而受害者未能在市場上向施害者求償時，便發

生市場失靈。 
自然獨佔（natural monopoly）： 

在規模經濟的情況下，規模較小的廠商被迫離開該行業，形成獨占。 
資訊不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造成的問題： 

消費者沒有足夠的訊息與專業知識，判斷產品或所接受服務的數量及品質

是否合理，在議價的過程中，與生產者相比處於不公平及不合理的地位。 
政府介入後有時不但不能解決問題，反因政府失靈（government failure）

造成更多問題，政府失靈的原因包括： 
直接民主的問題： 

沒有任何多數決的制度能夠保證公平又一致不變，原因如下： 
多數決的困境或投票困境（the paradox of voting）：為達到結果的偏

好，而在投票過程中違背自己心目中的偏好優先順序，即投票的結果

無法充分代表整體投票者的意見。例如選舉過程中的「棄保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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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章 事務管理 

第一節 機關管理概說 

一、機關管理廣義的範圍 

人事管理、財務管理、資訊管理、事務管理。 

二、機關管理狹義的範圍：事務管理。 

三、綜論 

所謂機關管理或公務管理，是指機關組織，為推展其業務，達成機關使命，利

用科學方法，對行政管理之資源作有效率的處理及控制的技術、程序、及活動。

亦即針對管理資源所進行的管理。 

四、事務管理的意義與範圍 

文書管理：公文處理、檔案管理。 
財物管理：出納管理、財產管理、物品管理、車輛管理、宿舍管理。 
庶務管理：辦公處所管理、安全管理、集會管理、工友管理、員工福利管

理。 

第二節 文書管理 

壹、公文的意義與範圍 

一、狹義的公文 

法定公文： 
依「公文程式條例」第一條之規定者稱為公文。 

法定公文之六種程式 
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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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章 行政學的核心發展 

行政學者瓦爾多(Waldo)曾直言：「行政與政治的關係是公共行政最核心的問題」。

故源自威爾遜的行政與政治分離論實有再討論的必要。 

第一節 再論行政與政治分立 

壹、行政與政治分離的發展與檢討【重要性：申論 】 

一、行政、政治二分法的興起與沈寂 

行政、政治二分法（dichotomy of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的源起： 
行政、政治二分法原始主張者威爾遜（W. Wilson）1887 年發表〈行政

的研究〉專論。他提到「行政學是歷史悠久之政治學研究領域的最近發

展成果」、「行政研究是一門事業」，渴望行政學能脫離政治學，成為一

門新興科學。 
古德諾（F. Goodnow）將國家的功能分為政治與行政二種：政治是政策

或國家意志的表現，行政是政策或國家意志的執行。為有效推行「行

政」，行政必須排除政治控制及政黨分贓。 
魏勞畢（W. Willoughby）在其 1919 年《現代政府》主張政府權力「傳

統三分法」：立法、司法、行政，應修正為「現代五分法」： 選舉、立

法、司法、政務、行政，並說行政可以與政務等政治功能有所區分，並

致力於使行政理性化及非政治化的改革。 
古立克（L. Gulick）與尤偉克（L. Urwick）在 1937 年合編《行政科學

論文集》，古立克認為政治與行政是兩種異質性功能．必須予以制度性

分離。如予結合，行政結構一定會產生無效率。古立克提出的七字箴言

「POSDCORB」全為技術應用之內涵。 
行政與政治分離的潮湧： 

行政與政治分離尚得助於以下二種學術運動，使其發展為傳統行政學的主

流思想之一： 
科學管理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