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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管理学课程的设置与讲授，既需要结合世界的宏观视野、国

内的问题定位和公共管理的思考，同时也需要使学生具备认识和运用

公共管理的一般规律来正确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国公共管

理教学相对起步较晚，高校开设《公共管理学》双语课程则可充分发

挥课程教学优势，实现教学目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开设

的《公共管理学前沿》课程采取双语教学的授课方式，对行政管理专

业本科生专业知识的培养起到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进一步提高了学

生自主学习意识以及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国内公共管理事务

的技能。本文从四个板块对《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现有状况以

及未来发展提出相关建设性意见及建议，包括对《公共管理学前沿》

教材分析，双语课程教学实践评判，国外高校公共管理本科教学实践

以及中国各高校公共管理学课程的调查与思考。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 双语教学 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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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共管理学前沿教材分析 

第一讲  导论 

主要内容：导论系统介绍了公共管理中的 4 个因素：国家、市场、

民主、效率，由此构成了公共管理过程中两对矛盾（两个范畴）：市

场与政府，民主与效率；讲解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范式的转

变，以及在公共管理学科历史上的 5 个范式：古典、科层制、新公共

管理、新公共服务（新公共行政）以及全球治理。 

第一个范式：古典 

1.时间背景：18 世纪之前 

2.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亚当·斯密国家的三大职能，

帕累托最优中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 

3.民主与效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政府的本质是为了人民

更好的生活 

4.文章精读：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公元前 326 

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 

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导言,1871~1891 

约翰·洛克《政府论》1689 

第二个范式：科层制（官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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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1887 至 20 世纪 60 年代 

2.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市场失灵、凯恩斯主义、国

家和资本主义三个方面 

3.民主与效率的关系：行政与政治的分离， 

4.文章精读：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1987 

弗兰克·古德诺《政治学与行政学》1900 

弗雷德里克·W·泰勒《科学管理原理》191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1922、《社会经济

组织理论》1947 

第三个范式：新公共管理 

1.时间：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 

2.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府失灵 

3.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理性选择理论，3E 理论（效益、效果和效

率） 

4.文章精读： 

欧文 E 休斯《公共管理导论》2003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

着公共部门》1992 

第四个范式：新公共服务 

1.时间：20 世纪 70 年代到 21 世纪初 

2.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三部门失灵 

3.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宪政主义精神、人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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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章精读： 

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1996 

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

而不是掌舵》，2007 

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

2008 

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2003 

第五个范式：全球化治理 

1.时间：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 

2.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全球化、无政府的治理 

3.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合作治理理论、全球公民社会 

4.文章精读： 

彼得·威利茨《什么是非政府组织？从“协商安排”到“伙伴关

系”：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的外交地位的变化》，2000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

进》，1990 

詹姆斯 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

1992 

Mark Laffey and Jutta Weldes《治安与全球治理》（节选自《全球

治理中的权利》），2005 

 

评价：该讲内容介绍了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现代社会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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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的发展演变，让学生从宏观上认识公共管理的发展过程。以市场

与政府、民主与效率两对矛盾作为公共管理发展过程的引线，能够让

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整个学习内容的体系，搭建学习内容的框架，有助

于学生对课程的理解。 

第二讲  古典范式 

1.时间背景：古典范式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古罗马时

代一直到中世纪时代、文艺复兴以及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在 18 世纪

之前，国家与社会关系松散，国家难以控制市场，市场不健全。 

2.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亚当·斯密国家的三大职能，

帕累托最优状态下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 

3.民主与效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政府的本质是为了人民更

好的生活 

4.文章精读：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公元前 326 

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 

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导言 1871~1891 

约翰·洛克《政府论》1689 

整讲评价：该讲介绍了公共管理的第一个范式：古典范式。古典

范式的总体特点是在追求民主。文章精读中没有“看不见的手”的论

述。希望教师可以具体讲解文章如何与市场与政府、民主与效率两对

矛盾联系起来，学生自己理解可能会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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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第三篇第一章~第九章节选 

而城邦是组合而成的，就同其他由众多部分构成的整体一样。显

然，首先应当寻求公民的定义，我们寻求的是单纯意义上的公民定义，

单纯意义上的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除此之外没

有任何其他要求。各种官职之中，有的有任期之分，从而一个人一般

不能两次担任这类官职，或者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有的则没有一

定的任期，例如陪审员和公民大会的成员。相应于每一种政体的公民

也必然会彼此不同。我们的公民定义最适合于平民政体下的公民，对

于其他政体虽然也适用，但并不必然。凡有资格参与城邦的议事和审

判事务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该城邦的公民，而城邦简而言之就是其人数

足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组合体。 

一个政体就是对城邦中的各种官职尤其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官职

的某种制度或安排。政府在城邦的任何地方都有管辖权，而政体即是

政府。例如，在平民政体中，平民拥有决定权，在寡头政体中情况正

好相反，少数人拥有决定权；所以我们说它们的政体是彼此不同的。

关于其他政体道理也是一样。首先要考察城邦所维系的目的是什么，

以及人类和人类生活的共同体的统治方式。前面在规定家政管理和主

奴关系时已经论述过，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人们即便并

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照样要追求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也会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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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聚集起来，各自按自己应得的一份享有美好的生活。对于一切共同

体或个人来说，这是最大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生存自身，人类也要

生活在一起，结成政治共同体；许许多多的人经历重重厄难，依然一

心眷恋生存，因为生活之中本来就有一份自然的怡悦和甜蜜。因此，

政治的统治方式也是这样，公民政治依据的是平等或同等的原则，公

民们认为应该由大家轮番进行统治。其更原始的根据是，大家轮流执

政更加符合自然；而且，正如一个人起先作为统治者为别人的利益着

想，别人也会为他的好处着想。然而在今天，由于从公众财物和从官

职中捞到了好处，人们便想方设法地居官不下；这些人仿佛是病魔附

体，只有不间断地做官才能保持健康。一旦没有官做，他们就会整天

为此而失魂落魄。显而易见，种种政体都应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着眼

点，正确的政体会以单纯的正义原则为依据，而仅仅着眼于统治者的

利益的政体全部都是错误的或是正确政体的蜕变，因为它们奉行独裁

专制，然而城邦正是由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 

明确了上述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研究各种政体，指出它们有

多少数目和类型。首先来看各种正确的政体，对它们做了规定后，各

种相应的变体也就会一目了然。政体和政府表示的是同一个意思，后

者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执掌。正确的

政体必然是，这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施政目

标；然而倘若以私人的利益为目标，无论执政的是一人、少数人还是

多人，都是正确政体的蜕变。因为真正的公民必定在于参与行政统治，

共同分享城邦的利益。通常，我们把为共同的利益着想的君主政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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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君主制，把由多于一人但仍为少数人执掌的为共同利益着想的政体

称为贵族制（它得此名是由于进行统治的是一些最优秀的人，或者是

由于这种政体对城邦共同体怀有最优良的愿望）；当执政者是多数人

时，我们就给这种为被治理者的利益着想的政体冠以为一切政体所共

有的名称：政体或共和政体。以上提及的各种政体的变体如下：僭主

制是君主制的变体，寡头政体是贵族政体的变体，平民政体是共和政

体的变体。因为僭主制也是一种君主政体，为单一的统治者谋求利益；

寡头政体则为富人谋求利益，平民政体为穷人谋求利益。这些蜕变了

的政体无一愿为全体公民谋取共同的利益。 

但是一个城邦共同体不能仅仅以生活为目的，而更应谋求优良的

生活；倘若不是这样，奴隶和其他动物就也可能组成城邦了，可是至

今尚无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奴隶和动物们不能共享幸福或符合其意图

的生活。城邦共同体不是为了联合抵御一切不公正的行为，也不是为

了彼此间的贸易往来以有利于城邦的经济，显而易见，一个城邦并不

是空间方面的共同体，也不是单单为了防止不公正的侵害行为或保证

双方的贸易往来；不过只要城邦存在，就必然离不开这些方面，但是

即使全部具备了这些方面的条件，也不能说立刻就构成了一个城邦。

城邦是若干家庭和种族结合成的保障优良生活的共同体，以完美的、

自足的生活为目标。毋庸置疑，倘若人们不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相互

通婚，就无法形成一个城邦共同体。因而在各城邦中都有婚姻结合、

宗族关系、公共祭祀和各种消遣活动，它们是共同生活的表征。这些

都是友爱的结果，因为友爱是人们选择共同生活的初衷。城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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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优良的生活，而人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城邦是若干家

族和村落的共同体，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我们说，这就是幸福

而高尚的生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政治共同体的确立应以高尚的行

为为目标，而不是单单为了共同的生活。因此，凡是对城邦共同体有

卓著贡献的人，与那些在出身方面同样是自由人或更加尊贵但是在政

治德性方面却不及的人相比，或者与在财产方面超出他人而在德性方

面却被人超出的人相比，理应在城邦中享有更加显赫的地位。①
 

 

文章评价：这篇文章主要重点讲述了四个内容： 

○1 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具有司法审判、行

政权力） 

○2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具有社会性）。 

○3 城邦的宗旨是为了人民幸福的生活。 

○4 城邦是若干家族和村落的共同体，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 

第二篇文章亚当·斯密《国富论》 

第四篇第九章论重农主义 

即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

或主要来源的学说（节选） 

 

前面已经说过，任何一国的贸易，都以城乡之间的贸易为最大而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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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部门。城市居民的工作材料及生活资料基金，仰给于农村的

原生产物，而以一定部分制成了的、适于目前使用的物品送还农村，

作为原生产物的代价。这两种人之间的贸易，最终总是以一定数量的

原生产物，与一定数量的制造品相交换。前者愈昂贵，后者必愈低廉；

在任何一个国家，提高制造品价格，就会减低土地原生产物价格，因

而就会妨害农业。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或其价格所能购买的制造品量

愈小，这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必愈小，对地主改良土地和

农民耕作土地以增加其产量的鼓励，亦必愈小。此外，在任何一个国

家，减少工匠及制造业工人，就会缩小国内市场，即原生产物的最重

要市场，因而就会进一步妨害农业。 

所以，为了增进农业而特别重视农业，并主张对制造业及国外贸

易加以限制的那些学说，其作用都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并

且间接妨害他们所要促进的那一种产业。就这一点说，其矛盾也许比

重商主义还要大。重商主义为了鼓励制造业及国外贸易，而不鼓励农

业，虽使社会资本一部分离去较有利益的产业，而支持较少利益的产

业，但实际上，总算鼓励了它所要促进的产业。反之，重农学派的学

说，却归根到底实际上妨害了它们所爱护的产业。这样看来，任何一

种学说，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

分的资本技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

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和

它所要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

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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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

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

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

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

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

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

识所能作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

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

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

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

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

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

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

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这些义务的适当履行，必须有一定的费用；

而这一定的费用，又必须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①
 

 

文章评价：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政府只做三件事情： 

○1 保护社会（建立军队保家卫国，武装反抗外国侵略） 

○2 保护个人（设立司法机关，法律评判仲裁国家与人民） 

○3 提供公共事业与设施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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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的职能角度讲述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三篇文章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导言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

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

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

一方面还应当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

换，来保证他们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

会起初用通过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

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

了追求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

形不但在例如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同样

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厉害地

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

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

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

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

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

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的泥沼中

去。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

具的国家权力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

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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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

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

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

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

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

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

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

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

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 6000 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

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了。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的

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

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

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

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

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

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

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

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

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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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

上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

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

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

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

抛掉为止。① 

 

文章评价：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社会主义巴黎公社的两大基本原则： 

○1 普选制（民众可以自由撤换各级领导） 

○2 基薪制（最高领导、最低工人工资相等） 

 

第四篇文章约翰·洛克《政府论》 

第十一章论立法权的范围 

 

既然人们参加社会的重大目的是和平地和安全地享受他们的各

种财产，而达到这个目的的重大工具和手段是那个社会所制定的法

律，因此所有国家的最初的和基本的明文法就是关于立法权的建立；

正如甚至可以支配立法权本身的最初的和基本的自然法，其目的就是

                                                             
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央编译局,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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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社会以及（在与公众福利相符的限度内）其中的每一成员。

这个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共同体一旦把它交给某些

人时，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 

立法权，不论属于一个人或较多的人，不论经常或定期存在，是

每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但是，第一，它对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

是、并且也不可能是绝对地专断的。因为，既然它只是社会的各个成

员交给作为立法者的那个个人或议会的联合权力，它就不能多于那些

参加社会以前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们曾享有的和放弃给社会的权力。

他们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众福利为限。这是除了实施

保护以外并无其他目的的权力，所以决不能有毁灭、奴役或故意使臣

民陷于贫困的权利。自然法是所有的人、立法者以及其他人的永恒的

规范。基本的自然法是为了保护人类，凡是与它相违背的人类的制裁

都不会是正确或有效的。 

第二，立法或最高权力机关不能揽有权力，以临时的专断命令来

进行统治，而是必须以颁布过的经常有效的法律并由有资格的著名法

官来执行司法和判断臣民的权利。因为，既然自然法是不成文的，除

在人们的意识中之外无处可找，如果没有专职的法官，人们由于情欲

或利害关系，便会错误地加以引证或应用而不容易承认自己的错误。 

为了避免这些在自然状态中妨害人们财产的缺陷，人类便联合成

为社会，以便用整个社会的集体力量来保障和保护他们的财产，并以

经常有效的规则来加以限制，从而每个人都可以知道什么是属于他自

己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才把他们全部的自然权力交给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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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的社会，社会才把立法权交给他们认为适当的人选，给予委托，

以便让正式公布的法律来治理他们。 

不能设想，如果他们有权力这样做的话，他们竟会有意把支配他

们人身和财产的绝对的专断权力交给一个人或较多的人，并给予官长

以力量，由他任意地对他们贯彻他的毫无限制的意志。这是要把自己

置于比自然状态更坏的境地，在自然状态中，他们还享有保卫自己的

权利不受别人侵害的自由，并以平等的力量进行维护权利，不论侵犯

是来自个人或集合起来的许多人。可是，如果假定他们把自己交给了

一个立法者的绝对的专断权力和意志，这不啻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而

把立法者武装起来，任他宰割。一个人置身于能支配十万人的官长的

权力之下，其处境远比置身于十万个个别人的专断权力之下更为恶

劣。有这种支配权的人的实力虽是强大十万倍，但谁也不能保证他的

意志会比别人的意志更好。 

因为，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

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

使；这样，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

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之内，不

致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所诱惑，利用他们本来不熟悉的或不愿承认的

手段来行使权力，以达到上述目的。 

第三，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

部分。因为，既然保护财产是政府的目的，也是人们加入社会的目的，

这就必然假定而且要求人民应该享有财产权，否则就必须假定他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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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社会而丧失了作为他们加入社会的目的的东西；这种十分悖理的

事是无论何人也不会承认的。因此，在社会中享有财产权的人们，对

于那些根据社会的法律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就享有这样一种权利，即

未经他们本人的同意，任何人无权从他们那里夺去他们的财产或其中

的任何一部分，否则他们就并不享有财产权了。 

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

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自己的同

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

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

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

的。 

第四，立法机关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任何他人；因为既

然它只是得自人民的一种委托权力，享有这种权力的人就不能把它让

给他人。只有人民才能通过组成立法机关和指定由谁来行使立法权，

选定国家的形式。 

第一，它们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

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第二，这些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再有其他

目的。第三，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

税。这一点当然只与这样的政府有关，那里立法机关是经常存在的，

或者至少是人民没有把立法权的任何部分留给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

们。第四，立法机关不应该也不能够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让给任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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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把它放在不是人民所安排的其他任何地方。①
 

文章评价：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公共管理的四大原则： 

○1 通过既有的已经颁布的法律来进行统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 立法机构除了人民利益没有其他任何利益 

○3 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 

○4 立法权不能转移给任何机构任何人 

 

第三讲  官僚制 

1.时间：1887 至 20 世纪 60 年代 

2.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市场失灵、凯恩斯主义、国家和资

本主义三个方面 

3.民主与效率的关系：行政与政治的分离， 

4.文章精读： 

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1987 

弗兰克·古德诺《政治学与行政学》1900 

弗雷德里克·W·泰勒《科学管理原理》191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1922、《社会经济组织理论》1947 

整讲评价：这讲内容主要讲述了第二个范式：官僚制。整体背景

是将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威尔逊建立了独立的行政学科。 

                                                             
①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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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 

政治与行政的关系 

 

行政管理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行政管理研究

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经验性实验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

它们深深植根于稳定的原则之上。 

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

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

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行政管理作为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通

过它的较高原则，它与政治智慧所派生的经久不衰的原理以及政治进

步所具有的永恒真理是直接相关联的。 

行政管理置身于“政治”所传有的范围之外。行政管理的问题并

不是政治问题，虽然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定的，但政治却

无需自找麻烦地去操纵行政管理机构。 

这是高层权力的区划界限，著名的德国学者们坚持这一观点并认

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布隆赤里就叮嘱我们要把行政管理与政治

和法律同样地区别开来。他说，政治是“在重大而且带普遍性的事项”

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

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

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政策如果没有行政管理的帮助

就将一事无成”，但行政管理并不因此就是政治。 

行政研究侵犯了宪法的领域。公共行政就是公法的明细而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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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活动。一般法律的每一次具体实施都是一种行政行为。然而指导

这些应予进行的工作的一般性法律，却显然是在行政管理之外和行政

管理之上的。 

的确，在下述这个问题上行政研究侵犯了宪法的领域——或者至

少是侵犯了那种似乎属于宪法的领域。从哲学的角度看，行政学的研

究与适当分配宪法权力的研究密切相关。为了获得办事效率，必须找

到一种极为简便的安排。通过这种安排，可以使官员准确无误地承担

责任。必须找到不给权力带来损害的最佳分权方式，找到不会导致责

任模糊的最佳责任分担方式。而这种分权问题，当其被引入政府的高

层和根本职能这一范围时，就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宪法问题了。 

行政科学是政治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行政机关是政府最明显的

部分，它是行动中的政府；它是政府的执行者，是政府的操作者，是

政府的最显露的方面，当然，它的历程也和政府一样悠久。 

目前人们称为文官制度改革的运动在实现了它的第一个目标之

后，不仅在人事方面，而且在政府机构的组织和方法方面都必须为继

续扩大改革努力，这是我们大家几乎都承认的事实，因为政府机构的

组织和方法同其人事问题一样需要进行改进，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

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

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

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 

行政机关不能中断其自身的思考。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由谁制定

法律以及制定什么法律？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有启发性的、公平的、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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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而又没有摩擦地实施法律。这一问题被看做是“实际工作中的细节

问题”，在专家学者们就理论原则取得一致意见后由办事人员进行处

理。 

一切政府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我们完全可以适当地强调一切政

府之间的这种实际上存在的相似性，因为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现

在正处于这样的时代：滥用权力现象很容易被一种勇敢、机警、喜欢

打听而又善于侦察的公共舆论和一种坚定的大众化的自主性给予揭

露和加以制止，这种公共舆论和自主性是前所未有的。①
 

 

文章评价：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行政管理的背景、意义与作用： 

○1 行政管理与政治领域相距甚远。 

○2 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 

○3 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

事情。 

○4 行政机关是政府的执行者，是政府的操作者， 

第二篇文章马克斯·韦伯《社会经济组织理论》 

官僚制的特点 

现代官场在其固定的和官方的权限范围方面具有理论原则，这种

理论原则一般是以法规形式来加以规定的，也就是说是由法律或行政

                                                             
①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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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来规定的。 

1．按照官僚制进行管理的政府机构，为达其目的所需要采取的

正常活动，都是作为官方任务以固定的方式加以分派的。 

2．为执行这些任务所需要的发号施令的权力，是以一种稳定性

的方式进行分配的，并且是被关于物质的、神权的以及其它方面强制

手段的法规严格限制的。这些手段可以由行政官员自主安排。 

3．为了正常而持续地履行这些职责，以及为了实现相应的权利，

人们作出了一些方式方法上的规定，只有那些具有符合一般规定的在

职资格的人员才能被雇用为官员。 

在公共而且合法的政府当中，这三种因素便构成“官僚制的权

力”。在私人经济领域，它们则构成官僚制的“管理”。从这种意义

上去理解，官僚制仅仅是在现代国家中的政治和宗教团体中才得到了

充分的发展。而在私人经济中，则仅仅是出现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机

构之中。 

机关等级制与各种按等级赋予权力的原则，意味着一种牢固而有

秩序的上下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存在着一种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

监督关系。这样一种制度给管理的人们提供一种可能性，即按照明确

规定的方式将下级机关的决策提交其上级权力机关审核。在所有官僚

制的结构中都存在着按等级赋予机关权力的原则。在国家和教会机构

以及在大的政党组织和私人企业中都是如此，不管这种权力是叫作

“私人的”或者“公共的”，对官僚制的特性并不发生影响。 

现代机关的管理工作是以书面文件（档案）为基础的。这通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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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是经过了彻底而且些文件以它们原始的或草稿的形式保存下来，

在某一个“公共”机关中大批现任官员以及其各自的物质工具设备和

文书档案便组成一个“机构”。在私人企业中，这种“机构”通常叫

作“办公室”。①
 

 

文章评价：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官僚制权力的三种因素：正常活动、发号施令、

履行职责。 

官僚制体系内有严格的上下级制度 

现代机关的管理工作是以书面文件（档案）为基础的。 

第三个范式：新公共管理 

1.时间：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 

2.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府失灵 

3.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理性选择理论，3E 理论（效益、效果和效率） 

4.文章精读： 

欧文 E 休斯《公共管理导论》2003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

共部门》1992 

 

                                                             
①9 马克斯·韦伯《社会经济组织理论》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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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讲评价：这讲主要讲述了新公共管理这个范式。这个范式强调市

场机制、顾客至上、注重效率，讲求下放权力。《公共管理导论》对

新公共管理与老公共行政作了各方面的比较。在该讲内容中可以结合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从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等

内容加深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第一篇欧文 E 休斯《公共管理导论》 

第一章一个变化的时代 

1.1 导言 

传统的公共行政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受到质疑，而新公共管理

模式的应用则意味着在公共部门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典范。这种新的

典范对那些曾被认为是传统公共行政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直接的挑战。

这些原理是：（1）官僚制，政府本身应按照等级制、官僚制的原则

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中对此

做了非常明确的阐述（GerthandMills，1970）。虽然在企业和其他

机构中也应用这些原则，但它们在公共部门中贯彻的更彻底、更持久。

（2）存在一个最佳的工作方式，并且在综合性工作手册中规定工作

程序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遵守这些科学管理原则（Taylor，1911），

可以提供组织运作的最佳方式。（3）通过官僚制组织提供服务，一

旦政府介入到某一政策领域，它也通过官僚制组织成为商品和服务的

提供者。（4）行政人员普遍信奉“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即政治问

题与行政问题的分离。行政仅仅是执行命令的工具，而政策或战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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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则属于政治领导人的领域（Wilson，1941）。（5）认为激励个体

公务员的力量是公共利益，因为服务于公众是大公无私的。（6）公

共行政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形式，因此，它需要一支中立的、无个性的、

终身任职的，且能够为任何政治领导人提供同样服务的“职业官僚队

伍”。（7）从字面意义上讲，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确实是“行政性”

的，也就是说，执行由他人提供的指令而无需为结果承担个人责任。 

这七个看似真理的原理现在已经受到了挑战。（1）官僚制确实

“业绩彪柄”，但它并非在所有的场合都运作良好，它已经产生某些

消极性后果。（2）试图寻求一种最佳的工作方式是非常困难的，且

容易造成组织运作的僵化。而由私营部门首创的弹性管理制度正在被

政府部门采用。（3）官僚制组织并不是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惟一

方式，政府可以通过补助金、管制或合同形式间接地进行运作，而不

是作为直接的提供者。（4）实际上，政治与行政问题长期交织在一

起，但是这种现象对管理结构的影响直到最近才显露出来。而一旦官

僚制的运作与社会相分离，公众就会要求制定更有效的责任机制。（5）

尽管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激励，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他们

本身又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一般认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大公无

私的，而是为自己或所在机构的晋升而工作。（6）公共服务领域所

具有的特殊就业条件已急剧减弱，尤其是在私营部门发生了许多变化

的情况下，终身任职已经十分罕见。（7）公共部门中的任务目前被

认为更具有管理性，它要求人们对实现结果负有责任，而不是被看作

“行政性”的，且公务员的任务也不仅仅是执行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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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问题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其官僚制组织，并

要求变革。正如凯登所言，“官僚制的不散阴魂受到种种责难，特别

是公共官僚制糟糕的绩效、日常管理中令人讨厌的限制、繁琐而拖拉

的陈规陋俗、脸色难看的官员、低劣的服务以及贪污行为”（Caiden，

1991，p.74）。本书认为，上述的七条原理构成了一个典范——传统

的公共行政模式；并且，由于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公共部门已经发

生了一种典范的变迁。 

1.2 一种新典范 

对于公共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是否是公共部门管理的一种新

典范，存在不同的争论。有些学者主张把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新的

典范。根据奥斯特罗姆的观点（Ostrom,1989），公共部门管理的基

本典范包括两种对立的组织形式：官僚制组织与市场组织。这两种组

织形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是选择性，另一个是强制性；一个允许

通过市场寻求一致性的结果，另一个则通过官僚等级组织对结果施加

影响。因此，在这一基本层面上，官僚制与市场是完全不同的，它们

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简言之，传统行政模式的基础

是官僚制，而新公共管理的基础则是市场。传统的行政模式源自于韦

伯、威尔逊和泰勒的理论，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它拥有大量的知识、

教材以及接近同行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行政模式确实符

合典范的这一特征。从典范的意义上讲，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基础是

官僚制理论。新公共管理典范具有完全不同的基本理论基础，即经济

学理论与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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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种新的管理典范强调：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结果；

运用目标管理方法实现任务；运用市场与市场机制；竞争与选择；通

过权力、义务、责任的协调一致向工作人员下放权力” 

1.3 一种新方法的出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大多数先进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产生

了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起初，这种新模式有几个不同的名称，

包括：“管理主义”（Pollitt,1993）、“新公共管理”（Hood,1991）、

“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LanandRosenbloom,1992）、“后官

僚 制 典 范 ” （ Barzelay,1992 ） ， 或 “ 企 业 化 政 府 ”

（OsborneandGaebler,1992）。尽管名称不同，它们本质上描述的都

是相同的现象。“新公共管理”这一名称差不多被许多研究文献所采

用，它经常被缩写为“NPM”，这一术语是由胡德（Hood,1991）这位

执着的批评家创造的。在英国，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

如撒切尔政府时期的大规模的公共企业民营化改革、精简公共部门改

革等。不久以后，理论家们就开始觉察到管理形式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罗兹引用胡德（Hood,1991）的观点，将英国的管理主义看作是“英

国各级政府为经济、效率和效能的‘3Es’作出的决定性的努力”

（Rhodes，1991，p.1）。在美国，一个重要事件是 1992 年奥斯本和

盖布勒出版了《重塑政府》一书。尽管这本书有时应用奇闻轶事的范

例 和 类 似 于 其 他 私 营 部 门 的 著 作 而 显 得 简 单 化

（PetersandWaterman,1982），但这本书已成为一路走红的畅销书。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州长的赞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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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因此，克林顿当选后，这位新总统对政府改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并把实施《全国绩效评估》的任务交给副总统戈尔就不足为奇了。戈

尔报告试图通过四条主要原则来改变美国联邦政府的文化：（1）削

减繁琐、拖拉的办事程序，“从人人为遵守规则而负责的体制向人人

为实现结果而负责的体制转变”；（2）顾客至上；（3）授予下属取

得结果的权力；（4）回归本元，“产生一个花费少、效果好的政府”

（Gore,1993,pp.6-7）。一些国际组织，如总部设在巴黎、著名的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知名度略低一些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它们都对改善其成员国和附属国的公共管理表现出

了兴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的公共管理委员会（PUMA）在推动

公共管理改革的进程方面发挥了先导性作用。1998 年，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与效能本身“涉及一

种重大的文化变迁，以过程和规则为主要导向的旧的管理典范被一种

新的典范所取代，这种新的典范尽管仍然保持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

但它试图把现代管理方法与经济学的逻辑规范结合起来”

（OECD,1998，p.5）。这种新的公共管理方法强调：对顾客、产品与

结果的关注；采用“目标管理方法与绩效测量方法；应用市场与市场

机制来取代中央集权型管制；竞争与选择；通过权力、义务、责任的

协调一致来下放权力”（OECD，1998，p.5）。尽管有多种多样的名

称——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它们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今天它们已经具有了更多的普遍一致性：即它们说明的是相同

的现象。改善公共管理、削减预算、公共企业民营化似乎已成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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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现在再也没有人为扩大政府或官僚制组织的活动范围而据理力

争了。 

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理论，如官僚制、最佳工作方式、公

共利益、政治与行政的分离，都存在许多问题。实际上，新公共管理

的典范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缺陷，尤其是公共官僚制组织的缺陷的

直接回应”（Behn,2001,p.30）。公共管理改革是在完全不同的基本

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些基本理论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受经济动机

的支配；私营部门的弹性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行政不可能脱

离于政治。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的变革是由行政转变为管理，前者

主要是指执行指令，而后者则意味着实现结果，并为此承担个人责任。 

1.4 行政与管理 

本书认为，“行政”的职能与“管理”相比更狭窄，限制也多。

因此，从公共行政转变为公共管理意味着在理论上与职能上发生重大

的变革。当然，英语这种语言似乎并不是一种精确的工具，邓塞尔

（Dunsire，1973）就曾发现“行政”一词有十四种含义。“管理”

与“行政”相互之间是否存有差异，这显然是当前论争的重点之所在。

根据以上这些不同的定义，本书认为，行政从本质上是指执行指令和

服务；而管理则指：（1）实现结果；（2）管理者实现结果的个人责

任。建立在行政概念基础上的公共服务与建立在管理概念基础上的公

共服务是不同的，并且在这两种公共服务观之间一直存在着悬而未决

的紧张关系。然而，目前所发生的一切绝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它涉

及的内容更为广泛。一旦采用了管理的概念，紧接着就会发生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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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包括：对变革的责任、外部关系、内部体制和政府的概念本

身。通过将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与紧随其后的公共管理改革进行比较

对照，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变化。本书认为，行政与管理存在

概念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通过行政与管理前面的“公共”一词

反映出来。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是不同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

它们应被看作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典范。在本书中，“公共管理”与“新

公共管理”这两个术语将被或多或少地交替使用，主要原因有两个，

（1）新公共管理已经再也不“新”，它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2）

正如本章所言，在公共部门中发生了行政与管理之间的重要转型，而

“公共管理”可以恰当的描述这种转型。此外，对于公务员，或公共

管理者的实际所作所为而言，公共管理也是一个较好的术语。 

1.5 变革的紧迫问题 

公共部门所发生的变革是对某些相互关联的紧迫问题作出的一

种回应，这些紧迫问题包括，（1）对公共部门的抨击；（2）经济理

论的变革；（3）私营部门的变革，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

带来的冲击；（4）技术变革。在改革运动的不同时期，改革的侧重

点是不断变化的。与后期相比，各国早期更关注政府角色的削减，但

所有上述四个方面都给改革带来了冲击。 

对公共部门的抨击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人们对公共部门的规

模与能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抨击。政府，尤其是其官僚制，已经成为某

些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根源，但与此矛盾的是，它同时又被要求提供更

多的服务。近几年来，我们看到，某些明显“反政府”的政党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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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为政府的首脑，这在美国和英国尤其如此。罗纳德?里根于 1980

年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于 1979 年大选获胜后即开始推行公共部门改

革（Flynn,1997；FarnhamandHorton，1996；RansonandTtewart，1994）。

公共部门主要在三个方面受到了抨击。（1）有人认为，公共部门的

规模简直过于庞大，浪费了过多的稀缺资源。削减政府经费甚至发生

在一些欧洲国家中，如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瑞典，在这些国家中，

传统上公共服务的规模是比较大的。（2）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对关

于政府范围的争论进行了回应。有人认为，政府本身介入的活动太多，

许多活动可以通过其他替代性方法来进行。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

许多先前由政府从事的活动开始回归到私营部门。在 20世纪 80年代，

尽管英国的民营化曾引起诸多争论，但自那以后，它已被人们广泛的

接受。在某些国家，如引人注目的新西兰，程度略低一些的英国和澳

大利亚（见 Hughes,1998），凡是被认为可由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均

可以通过合同或直接销售方式转交给私人提供者。（3）特别是由于

官僚制正在成为一种极不受欢迎的组织形式，政府的方法正在受到持

续的抨击。人们越来越认为，通过官僚制方法提供服务必定会造成工

作无起色和效率低下。如果必须由政府从事某些活动，也必须寻求官

僚制之外的其他组织方法。 

经济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

本身“恰恰是”限制经济增长与经济自由的经济问题。这些理论家宣

称，他们的下述观点是有证据和模型支持的，即较小规模的政府通过

提高经济效率可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不是由政府通过官僚机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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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事各种活动，而是由市场利用“自由”或“选择”等概念

（FriedmanandFriedman,1980）取代政府的“农奴制”（Hayek,1944），

市场机制在任何方面都具有优势。在此期间，一个观点鲜明的经济学

派在经济学专业中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它通常被称之为“新古典主义

经济学”，或有时被称为“经济理性主义”（Pusey,1991）。而与此

相伴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在政府中重要作用的衰微，因为各

国都努力解决由第一次石油价格危机所带来的滞胀与其他经济问题。

由于时代变得更加艰难，政治与政府就更加关注经济问题。在政府内

部，政策顾问，甚至政治官员和政府官员都接受了这种新古典主义经

济学及其政策主张，认为在政府内外，应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来制定

政策和提供服务。这种经济学思想的变革深深影响着公共官僚制组

织，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特别是在早期关于管理主义的论争中，公共选择

理论是运用于官僚机构的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它为那些认为政府过于

庞大、效率低下的理论家们提供了一个有力武器，用于支持他们的主

张，并且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公共选择的基本假定

是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一个理性的人必然受到他工作于其中的刺激

系统的支配。无论他自己的个人欲望是什么，如果某种活动将带来惩

罚，他必然会取消这种活动；如果能带来较大的利益，将会吸引他从

事这项活动。胡萝卜和大棒对科学家和政治家的支配作用是与对驴子

的支配作用一样的。这种胡萝卜和大棒支配行为的假定适用于任何领

域。官僚与其他任何人一样，不是受到公共利益的激励，而是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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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其利己利益的激励。当我们从这一视角观察问题时，官僚制的运

行状况并不好，因为个体官僚被认为是牺牲其所在机构的利益去追求

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他们是谋求其自身福利最大化，而不是谋求公共

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地，政治官员并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们追求选票

或金钱的最大化。公共选择的理论家们通常断定，“最好的”结果应

是市场作用的最大化和政府作用的最小化。尽管这种观点经常具有意

识形态色彩，并且不是该理论本身的一个原理，但是，他们认为，有

大量证据表明私人市场要优于政府或政治市场。如果能够减少政府在

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作用，那么整个经济将会从中受益。他们还认

为，与官僚制无人负责的状况相反，市场具有更好的责任机制。这些

观点引起了政府方面的回应。公共选择理论提供了一些替代性方案，

最明显的是允许竞争与选择，并使尽可能多的活动返回私营部门。一

种更为灵活地运用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认为，行为是可以假定和塑造

的。从福利到交通控制的广泛领域，这是一种设计各种规划的有效工

具。与把公务员看作是大公无私和仅仅受到公共利益的激励相比，效

用最大化的行为假定更能够合理地解释诸如办公室政治、部门政治以

及持久的追求晋升等行为。 

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的经济理论也是一个运用于公

共部门——尤其是其责任制——的理论。该理论是针对私营部门的问

题发展起来，旨在解释私营企业中管理者（代理人）和股东（委托人）

的目标之间经常出现的差异。委托——代理理论试图发现促使代理人

根据委托人的利益行事的激励计划。代理人（管理者）的行为必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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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股东的监管，此外，为了保证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意愿，代

理人应通过契约详细规定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在私营部门中，股东追

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管理者——他们的代理人——追求的则是个

人的长远发展和较高的薪金。公司不一定为了股东的利益而追求利润

的最大化，因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消弱了股东的权力。公司可能

会有一些盈利，但或许不会是利润或股息的最大化。 

在私营部门中，委托——代理理论对于责任制的一般问题并没有

提供一个完全的模型或答案，但责任关系至少是非常清楚的，并提供

了一些解决方法，如在合同中对义务作出明确的规定。公共服务的委

托人——所有者——是全体选民，但是他们的利益是分散的，以至于

不可能有效地控制代理人——公共管理者。对于代理人来说，确定每

一个委托人在任何情况下可能希望他们做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在这

里，没有利润动机的影响，没有股票市场，没有可与破产相提并论的

事情。如果委托人缺乏适当的手段确保代理人执行他们的意愿，那么

代理人极少可能付诸行动。如果说在私营部门存在着代理问题，在公

共部门中则更为严重。 

公共部门中的代理问题是可能被减少的。该理论给那些主张把公

共部门尽可能多的签约外包出去的人提供了支持。通过签约外包，代

理关系就变成私营部门的代理关系，而这种代理关系被认为效果更

佳。 

交易成本理论。在管理主义变革中，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是交

易成本理论。正如威廉姆森所言（Williamson,1986），该理论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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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没有成本的概念提出了挑战，并阐明了一个公司在何种情况下可能

会偏好市场检验或签订合同的方法而不是在公司内部完成某些工作。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公共部门；如果采用签约外包的形式来降低行政

经费并产生某种竞争将有可能使某些交易只付出较低的成本。但是，

按照威廉姆森的逻辑进一步分析，对于某些公共部门来说，市场检验

已经成为强制性的事情，而在这些公共部门中，内部完成的效果实际

上可能会更好。“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

——代理理论，融合了许多经济学家以市场为解决方法的意识形态偏

好，在削减公共服务、重组公共部门管理方面达成了某些理论上的共

识（GrayandJenkins,1995）。 

私营部门的变革公共部门变革面临的另一个紧迫问题是私营部

门的迅速变化以及私营经济和国家竞争力受到公共部门的管理和效

率的影响这一现实。对许多国家来说，持续不断地重组过程已成为一

种痛苦的经历。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意味着公共部门不能不

受到影响。对国家竞争力的关注很自然地会产生改革公共部门的需

要。寻求和保持国际贸易的愿望已经“促使许多国家为了创造一个好

的投资和商业环境而试验和改革它们的政府”（Kamark，2000，p.232）。

在许多国家，私营部门的经济调整是一个痛苦而必要的过程。国内外

日益激烈的竞争、管理和人事方面的变革在私营部门中都有所发生并

且不亚于政府部门。近几年来，大多数国家的私营部门面临着巨大的

变革，处于通常较为困难的调整过程之中。如果政府不像私营部门那

样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那么，它的信用将会受到挑战。以签约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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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政府经费等各种形式向民营化发展的运动，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对

外剥离出去的部分，不再被视为“政府的核心业务”。 

技术变革 技术变革对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各种管理都有影响。

无论是在趋向公共管理的新形式方面，还是在脱离传统的官僚制方

面，技术变革都应被视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随着电子化政府形式

的采用，这种由技术推动的变革很可能会被加速。远程计算机系统、

因特网链接、新数据库等信息通信技术（ICTs）的应用，可能会造成

对政府官员工作方式的概念进行重塑。随着当前各类可利用信息技术

的产生，公共部门管理必然发生相应地变革。 

1.6 结论本书认为，传统的行政模式已经被新公共管理——20 世

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许多国家公共部门改革进程的顶峰——取而代

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原因仅仅在于，传统的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

发挥作用。政治领导人和公众都同样认为，他们从公共部门接受的服

务是贫乏的、效率低下的、与现实脱节的。除了缩减其作用范围外，

政府也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改革对关于其管理的批评作出回应。在公共

生活方面每一个能想得到的领域都有这种变革的发生，如政府机制、

人事管理——聘用、晋升、任期——政策制定过程、财政管理、与外

部集团的关系和其他各类程序。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独立进行的变革，

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某些联系。首先，有一种趋势是公共部门的“市场

化”，将公共活动转向私营部门。这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而发生

的，包括将许多公共活动签约外包。其次，另一种趋势是脱离官僚制，

不再把它作为公共部门的内部组织原则。当然，这两种趋势是相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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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原因之一在于，市场化是以官僚制失灵为前提的，依靠市场提

供服务是人们所寻求的替代官僚制的主要手段。公共部门近年来的变

革已经使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在此，要指出

的重要一点是，支配公共部门管理的一种新典范已经出现，它使公共

服务不可抗拒地脱离行政而趋向管理。然而，尽管新公共管理并不是

一种固定的模式，尽管某些变革优于其他变革，但是，存在于 20 世

纪大部分时期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将会一去不复返了。传统的公共行

政模式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新公共管理已经取而代之。目前，管理主

义模式的变革似乎不可逆转。
①
 

文章评价：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传统公共行政的重要原则；传统公共行政

的重要原则受到了挑战；传统行政模式的基础是官僚制，而新公共管

理的基础则是市场。新公共管理典范具有完全不同的基本理论基础，

即经济学理论与私营部门管理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大多数先

进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传统

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理论，从公共行政转变为公共管理意味着在理

论上与职能上发生重大的变革。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是不同的，二者

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变革面临的问题：1）对公共部门的抨击；（2）

经济理论的变革；（3）私营部门的变革，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

济力量带来的冲击；（4）技术变革。管理主义模式的变革似乎不可

逆转。 

                                                             
①欧文 E 休斯《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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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欧文 E 休斯《公共管理导论》 

第三章新公共管理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管理结构或管

理风格并没有多大差别。大公司同任何政府部门一样都是等级制和韦

伯式的官僚制。只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或 60 年代，官僚制的僵化问

题才在私营部门中显露出来。工作分工和作业手册不可能将所有的偶

然因素囊括在内，管理者由于这种现实应运而生。某些人需要注重结

果并对结果承担个人责任。难以准确描述的是，“管理”一词是何时

在公共部门中开始取代“行政”一词。私营部门管理者的明显成功使

得人们对公共部门的滞后状况表示关注。正如普罗斯所言

（Pross,1986,p.37）：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合法性来源的„„

效力已逐步减损，由此，官僚制的地位也在逐渐下降„„功绩制的缺

陷是首先引起关注的事情。人们曾经认同公务员严守无党派立场和具

有较强能力的观点，但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方面的优势已被效

率和效能受到损害的管理制度所抵销。即使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合

法性的减损是个事实，但 20 世纪 50 年代对于一种管理方式的改变而

言显得过早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与私营部门相比较时，政府

已不能使人相信，传统的行政制度能够提供公共服务管理的有效形

式，由此，该制度开始发生变化。而这两个时期之间某一时段则是新

的管理方法产生的时间。1968 年英国的富尔顿报告是一个起点。该

报告提出了对公务员管理能力的关注。该报告指出，政府体系应该开

放，各个层级都可雇佣外部人员，僵化的等级制结构在许多方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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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障碍，因此应被取缔。基林认为（Keeling,1972），不能过分肯定

富尔顿报告关于管理的实际涵义。基林指出，该报告的某一部分从企

业的角度对管理做了如下描述（Keeling,1972，p.22）：正如我们所

理解的那样，管理是由企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所构成的。它可以被看

成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其顺序是从基层监督人员通过各层级管理者一

直到董事会。每一层次的资源——人、财、物——必须以最佳的计算

方式开发利用，以实现特定目标。这将有助于董事会制定的总体目标

的实现。正如基林所描述的那样，富尔顿报告在此表达的是一种现代

的、以结果为基础的管理观念，这种观念类似于前面曾论及的字典中

的释义。然而，该报告在其随后部分指出，公务员的全部管理任务由

四个方面构成：（1）在政治指导下制定政策；（2）创立政策执行的

“机构”；（3）行政机构的运转；（4）对议会和公众负责。正如基

林所指出的那样（Keeling,1972，p.23），这实际上是说，公务员所

做的就是管理，但这种说法并非特别有助于对管理的理解。我们可以

把富尔顿报告看作是一个起点，而不是把管理原则融入行政制度的全

面构想。而且，该报告的建议在当时并未得到实施，它们一直被推迟

到一个更有利的时代才被实施。正如弗林所言，“直到撒切尔政府时

代为止，没有什么政府对此项任务抱有太大的热情”

（Flynn,1997,p.31）。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即使是在 1972 年，

基林就把管理——其定义是“为实现以变革为主导的目标而寻求最有

效地利用资源”——看作是一种即将到来的事情（Keeling,1972；

Pollitt,1993）。在美国，至少从卡特政府开始，在公共部门中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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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改进管理的需求。1978 年《文官改革法》的目标是使管理者对

结果负有更大的责任。它的内容包括中层管理者的绩效工资和设定

“高级行政职务”以在高层形成一个精英团体。虽然其关注的焦点在

于人事问题，但是其意图却在于改进似乎已滞后于私营部门管理的公

共部门管理。在 1982 年对澳大利亚的公务员进行的“里德调查”中，

时任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指出，“政府认为，存在一个问题，即在

现行的组织形式下，公务员是否拥有迎接当前及未来挑战的管理工

具、弹性和能力（Australia,1983,p.131）。该调查提出了一系列的

建议，其中，许多建议被继任的霍克工党政府所贯彻实施。尽管霍克

政府的政治视角与其前任政府相左，但其关于公务员管理能力的观点

与前任政府是一致的。对公务员的技能和能力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源于

几方面的原因。首先，20 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政府

经历了税收相对减少的严重的资源短缺时期。而现实的政治状况又决

定了不能因此减少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实际服务。从另一方面看，这种

情况又意味着给公务员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用较少的金钱和

较少的人员来管理同样的事务，甚至是增加的职能。第二，在 20 世

纪 80 年代，英国（1979）、加拿大（1984）、新西兰（1984）、澳

大利亚（1983）——在此列举的仅为少数国家——都实施了新政，它

们在如何改变公共服务的管理方面提出了相当具体的构想。趋向于管

理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治领导而不

是公务员本身。第三，在改进公共部门管理与重组国民经济之间存在

着明显的联系。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鼓励企业界提高其竞争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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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其管理。为了保持一致性，政府几乎不能让自身的机构毫无变化。

最后，关于政府规模扩张的某些争论产生了作用，以至于形成了一种

理性思考的风气，这有助于缩减公共部门，或者至少可以使其工作的

更加努力（参见第 4 章）。改革几乎已经是世界性的。在大多数国家

中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更为明显的是，虽然这种变化有许多

出人意料的具体情节，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实行改革，变化的趋势都

是相同的。这种观点是存在争议的。无论是对于组织还是组织中的个

人来说，改革的重点在于实现结果和对结果承担责任。换言之，改革

的重点是成为管理者而不是成为行政者。 

3.5 管理主义方案 

下面我们考察公共管理改革涉及的主要论点，其中有些论点来自

于上述不同的观点。 

○1 一种战略方法。政府已经把为长期计划和战略管理而开发良好

的方法确定为其施政的目标。这就意味要决定组织的任务，并展望组

织目标的实现，包括组织如何适应其环境，在该环境中，组织的优势、

缺陷、机会和威胁是什么。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这些技术能够较好地

利用资源，尤其是当其与项目预算结合在一起时。仅仅通过了解政府

组织平时干什么，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其所宣称的目标，政

治官员就可以决定哪一个项目，甚至哪一个机构或部门值得保留下

来。 

○2 管理而非行政。如前所述，管理不同于行政。公共管理现在需

要专业化的管理，而过去公共行政则不需要。公共组织需要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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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现在想了解它们做什么，做得怎么样，谁对此负责并为结果承担

责任。管理者现在已介入决策事务，也介入一些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性

事务，如果某些工作出现偏差，还将会付出丢失工作的代价。换言之，

他们为实现结果承担责任。政治领导人越来越多的选择那些有良好管

理记录且认同工作目标的管理者。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往往被任命为部

门或机构的领导。这些人常常通过短期合同的形式被聘任，他们具有

管理背景，聘任他们是为了取得预期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

也是公众人物，但不像先前所通常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个公务员。在通

常情况下，他们似乎更愿意为某一政党服务。高层管理的另一个变化

是摆脱机构的专家型领导，如技术领域的工程师或科学家，健康部门

的医生，而向管理型领导转变。管理被更多地看成是一种需要自身技

能的职能，而不是专家仅仅“一学就会”的东西。 

○3 关注结果。组织必须关注的焦点是结果或产出，而不是投入。

管理主义改革强化了个体绩效和组织绩效。人们期望组织制定绩效指

标，并以此为方法，对组织实现其预期目标的过程进行测量。绩效测

量制度的目的在于测量个体员工的绩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定

在一年中预期可达到的关键性产出，然后把其与年终取得的实际成绩

相比较。这一制度可以用来根据目标实现情况来奖惩员工。绩效测量

的非正式方法被认为是无效的，并导致低劣的组织产出。绩效测量的

总目标是在实现目标的进程中能够对员工和机构进行监控并改善其

工作。绩效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绩效指标。霍尔姆斯和桑德认为，

“绩效导向仅仅受到现有绩效信息的边际影响”，而不是“需要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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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框架——预算与人事制度，控制方法和风险管理等——内激励因素

的变革给予更多的关注，因此，绩效被鼓励、奖励，并成为必要”

（HolmesandShand,1995,p.563）。 

○4 改善的财政管理。财政管理已成为公共管理改革较为成功的领

域之一。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用绩效和项目预算制度取代了原

有的线性项目预算和会计制度。人们一度曾关注的是投入而非产出，

或者关注政府到底做什么。项目预算则是根据机构的特定项目来进行

资金分配，将所有有关该项目、子项目、甚至更低层次的项目的成本

都罗列出来。人员调配不再由独立的中央人事部门决定，而是成为项

目预算的一部分。线性项目预算制度就控制而言的确是清晰的，但是

在实践中，政府对项目实际实施方面的信息却所知不多。考虑到资产

价值的变化和更接近私营部门的实践，权责会计已经取代了现金会

计。虽然这一点难以实施，但它可能比传统的预算实践要精确的多。

更为经常的是，对预算所承担的责任也被转移到组织较低的层级，在

那里预算已成为管理任务的一部分。公共管理需要对如何最有效地利

用资源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包括在削减经费的同时，将资源直接

配置给那些最有助于战略目标实现的项目。通过获取更多地信息，政

府已经能够更好地控制经费支出。 

○5 人员调配的弹性。在中高层管理中，存在着一种持续性趋势，

即由职位分类向高级职位安排的弹性化转变。在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设置高级行政职务（SES）已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高级行政职务设置的目的就在于形成一批高级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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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容易地在职位与部门之间进行转换，他们通过培训担任高级管理

职务，他们还能够形成一种高级行政职务的认同性而不是某一部门的

认同性。高级行政职务更重视的是政策咨询、一般管理和专业技能而

非来自于特定职责的经验，目的是通过改善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来提

高整体效率。在所有的管理层次中，人事管理已经提高了其弹性，现

在调配甚至解雇员工都变得更加容易。效率低下的员工现在可以迅速

地被解雇，同时避免专断地或受政治动机的影响来解雇员工。 

○6 组织的弹性。组织弹性的一个方面是分化，在此分化是指通过

设立某些机构为小型政策部门提供服务，从而将较大的部门划分为若

干个不同的部分。这种做法实际上肇始于英国撒切尔政府 1988 年实

施的续阶运动。该报告确定的基本模式旨在建立一种在准合同基础上

向相关政策部门提供服务的独立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做法

并不是什么创新；英国、新西兰、荷兰等许多国家都早已接受了将大

部门划分成许多小部门的做法，并且这种做法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实施了数十年之久（Peters,1996,p.31）。一旦这些提供服务的机构

根据明确的合同运作起来，那么它们就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必须留在公

共部门之中，其组织成员也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必须是公务员。然而，

尽管分化出现在胡德所列举的新公共管理清单中，但是分化并不是公

共管理改革进程所必须的。正如霍尔姆斯和桑德所言，在其他国家，

“这些组织是建立在个案的基础之上，它们所反映的焦点是摆脱提供

服务、拨款和管制”（HolmesandShand,1995,p.569）。考虑到关于

弹性的总体政策目标和允许设计自己的组织，在此限度内，对英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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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续阶运动的机构的需要就与此相矛盾。霍尔姆斯和桑德批评了英国

的结构改革，认为需要对政策本身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估，以确定其目

标是否实现。结构变革，“诸如促使服务提供机构与政策部门相分离，

甚至地方政府服务的强制性招标，本身都不能实现其目标”

（HolmesandShand,1995，p.566）。 

○7 转向更激烈的竞争。引入竞争是公共管理的一大特征。其支持

者认为，若服务具有“可竞争性”，则应将其推出进行招标。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指出，“通过在公共部门组织内部和公共部门组织与非

政府组织之间创造竞争环境，为消费者提供选择”（OECD,1998,p.13）。

大规模的民营化是该过程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缩小政府范围的惟一

途径。与通过官僚制方式提供产品与服务相比，通过签订合同（有时

在政府内部进行）而提供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有助于降低成本。尽管

这种方式的部分动机仅仅是降低成本，但另一动机是要清晰确定作为

竞争主题的服务与产品的范围。 

○8 新合同主义。根据所谓的“合同主义”理论，任何想像的到的

政府服务都可通过签订合同来提供，或者通过外部的私营部门或志愿

者组织，或者通过政府内部的其他部门。这种做法源自于竞争，并与

竞争密切相关，但竞争也可以发生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英国地方政府就采用了强制的竞争性招标方法，稍后

政 府 的 其 他 部 门 也 采 用 了 这 种 方 法

（Flynn,1997,pp.114-115;Walsh,1995,pp.110-137）。这种合同化

的形式包括有关员工的个体绩效合同，与部长和整个政府签订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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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特许状”形式签订的与顾客和公众的合同。这些变化发生的

非常快速，诚如戴维斯所言（Davis,1997,p.226）：在许多国家，签

订合同正在超越政府内部提供有限的产品和服务的范畴，而覆盖了公

共服务的所有设计与方法。政府在这些领域表现得日益像个合同承包

商，这些承包商围绕着公布的组织目标和战略规划而组织起来，它们

并不关心那些模糊的公共物品，而是关心是否符合在代理协议中确定

的绩效指标。签订合同能够用提供者网络来取代传统的官僚制等级控

制结构，而这些提供者松散地聚集在政府基金部门的周围，提供那些

原先由政府专属的服务。根据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签订的明确合同提

供的公共服务，或者根据政策部门和服务提供部门签订的合同提供的

公共服务，都是完全不同的公共服务。在这里不存在为公众服务或为

政府服务的观念。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签约人，没有人的视野能够超越

合同所确立的目标；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签约人，那么就不会存在诸如

公共利益之类的东西，而只存在呈现于合同之中的条款。 

○9 对私营部门管理实践方式的重视。这包括有计划地进行人事变

革，以便使员工能更好地适应其职位和对他们的绩效进行测量，并据

此运用绩效工资制度来奖励他们。对绩效的重视还导致了合同式的短

期任命方法，据此就可以淘汰那些业绩不佳的人。根据合同雇佣员工

或者聘任外部人员担任高级职务已绝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些变革都

起源于私营部门，在那里，人员调配与预算的弹性长期以来一直受到

人们的赞誉。它们得到了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指出，如果没

有一套适当的激励机制，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不会取得最佳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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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革不应该被看成是“来自于私营部门的必然产物”

（HolmesandShand,1995,p.560）。更确切的说，它是任何管理都具

有的生动实践。 

○10与政治官员的关系 。如果说管理主义模式的主要特点之一是

管理者对结果的实现承担责任，那么管理者与政治官员之间的关系、

管理者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必然要发生转变。在传统模式中，管理者与

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狭隘的和技术性的，是主人和仆人、发号施

令者与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关系。而在公共管理模式下，政治官员与管

理者之间的关系比以前变得更具灵活性，也更为紧密。由于政治权威

依然存在，管理模式已不是范围狭窄和技术性的了。现在的公共管理

者已参与政策事务，也参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事务，他们越来越多地

以个人名义对其工作负责，且一旦工作出现偏差，就要付出失去工作

的代价。公共管理已经成为政治管理的一种形式，它与政治领导人之

间的关系也已发生了变化。换言之，没有什么抽象的公式可以用来描

述政治官员与管理者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存在互动，而其所采用的技

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明确的。公共管理者所需要的重要技能是如何

成为一个官僚化的政治官员，如何与政治官员和外部环境进行互动，

从而使自己和组织得以双赢。这可能容易被批评为政治化，但遵循政

治目标是公共服务名正言顺的重要职能。传统模式试图从本质上即政

治化的层次上剥离政治，而公共管理承认政府基本的政治特性，公务

员与政治官员共事于称之为管理的互动过程之中。当然，政治官员具

有最终的发言权，但最终应当放弃那种将政策制定与行政不切实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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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来的做法。 

○11与公众的关系。 随着“以顾客为中心”呼声的高涨和要求对

外部集团和个人作出更有效地回应，这就需要认识到管理者与公众之

间的直接责任。这是管理主义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又一重大区别。 

○12购买者与提供者的分离。 即使政府参与某些活动，但它也不

需要成为产品或服务的最终提供者。将购买者与提供者分离开来是可

能的；购买者是决定生产何种产品的一方，而提供者则是交付协商一

致的产品和结果的一方。将购买者与提供者分离有许多好处，正如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的那样（OECD,1998,p.40）：实际上，政府正

在把其作为购买者的角色和作为提供者的角色区别开来。人们正逐渐

地认识到，政府作为购买者至少可能继续履行其当前的职责，而无需

直接提供当前由其负责的所有服务。确实，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通过一

些决策予以典型的确定的，这些决策包括应当提供何种可行的救助、

为谁提供救助、提供多少救助等。在政府内部，甚至在同一机构内部，

将购买者与提供者分离开来也是可能的。 

○13重新检视政府的所作所为。公共管理改革进程的一个主要方面

是详细考察政府的所作所为，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以及政府

留给私营部门来做的事务。该项改革的一个方面是签约外包或民营

化，但它的范围远远不止于此。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们，以经济学理

论为武器，认为有些领域政府是不应涉足的。公共管理改革进程的重

要内容之一是检视和重新检视政府规划以确定其目标是否实现。许多

国家都实施了非常严格的职能评估程序。比如，加拿大在 20 世纪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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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就对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评估。鲍里斯认为，加拿大

联邦政府所有规划的理论基础是根据下面的六项测试确定的

（Borins,1997,p.63）：1.公共利益测试：这种活动是否仍对社会有

所助益？2.政府角色测试：是否任何政府都应参与这项活动？3.联邦

主义测试：联邦政府是否是参与这种活动的合适层级？另一层级的政

府能否做得更好？4.伙伴关系测试：这种活动是否能够全部或部分地

由社会中的其他团体来承担？5.效率测试：这种活动能否以较低的成

本实施？6.承受能力测试：即使上述测试都满足条件，社会能否为这

一规划付费？由于这些测试包含一些政治敏感性问题，如运输问题、

农业补贴问题，加拿大的政府规划从整体上被削减了。其他一些国家

也有类似的需求。在澳大利亚，几乎对每一项规划的价值都进行了持

续不断的评估。似乎政府一旦介入某一领域，它就不必再像原来一样

继续留在该领域。对政府所有行为的价值进行持续不断地评估和论证

是财政紧缩的后果之一。这十三个方面涵盖了公共部门管理转型所涉

及的大多数变革。但它没有涵盖所有的变革，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

讨论许多更次一级的变革。但是，最重要的变革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理

论基础之上的。 

3.6 管理的理论基础 

我们有必要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进行详细的探讨，尤其是因

为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基础提出过批评。我

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官

员与行政人员相分离的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也有两个，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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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分别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作

为新公共管理的两个主要理论基础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分歧。比如，

波利特认为，管理“显然是一种与资源流动的控制密切相关的活动，

其目的在于实现既定的目标”。而这些目标“绝大部分是用经济学的

语言——产出、货币价值——来界定的”（Pollitt,1993,p.5）。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公共部门管理的旧典范“正被一种新的典范

所取代，这种新的典范试图把现代管理方法与经济学的逻辑结合起

来，但仍保持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OECD,1998,p.5）。这两种理

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可能会有人认为，私营部门的管理本身

也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管理主义的经济学基础可以使管理

主义利用被称之为最有力的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有两个主要假定，

首先是关于个人理性的假定，即假定个人总是趋利避害的；其次，个

人理性假定允许精心建构可以高度抽象的模型。在假定人们总体上是

按照理性行事的条件下，这些模型可预测人们的行为。在此意义上说，

至少自 19 世纪后期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其他人运用经验主义模式

以来，经济学就相对地解决了方法论问题。经济学力图通过演绎得出

结论，这就使它有别于惯于采用归纳方法得出科学结论的其他社会科

学。经济学在数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与政策分析的正式方法相同或者类

似（见第 6 章），但是由于经济学具有可计算的理性行为假定，它具

有更强的应用性。理论首先来自于演绎，而可预测事件的发生则是根

据基于资料搜集基础之上的假定而进行的。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思想对政府的影响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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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er,KleinandDay,1992）。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种更为精确

的经济学理论开始为人们所运用，这种理论来自于新古典主义经济

学，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见第 1 章和第 2 章）。它为人们抨击官僚

制提供了理论支撑，造成了政府总体规模的缩减，并为以市场为基础

的公共政策设计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思想在政府和

官僚制组织的理论与实践中都占据了支配地位。其原因则非常明显。

相对于含糊不清的公共行政的公共利益理论而言，经济学理论是精确

的、可预测性的和经验主义的，并建立在解释人们如何行动的激励理

论之上。经济学还与治理具有直接的相关性。公共部门的任务是：它

应当尽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提供产品与服务。管理主义模式所关注

的结果、效率和绩效测量在很大程度上都归源于经济学。奥斯特罗姆

是公共行政方面的重要理论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他就认为，

存在两种竞争性的组织形式：官僚制和市场；与市场相比，官僚制存

在较大的问题。奥斯特罗姆认为，与市场选择相比，官僚机构的效率

更低，效果更差；竞争、消费者主权和选择提供了降低成本的激励，

而这一点被认为在行政的官僚制模式中是不存在的。他认为，“除了

官僚制结构扩展与完善的职能以外，替代性的组织形式是可以提高职

能绩效的”（Ostrom,1989,p.16）；他还认为，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家

的理论建立在来源于经济学理论的典范之上，“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

论的许多基本假定提出了挑战”（Ostrom,1989,p.64）。新公共管理

发展的方式证实了奥斯特罗姆所倡导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为人们所

接受经历了一段时间。新公共管理有两大原则，这都可以从奥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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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的论著中找到。首先，新公共管理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源于经济

学理论——所运用的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

成本理论（Walsh，1995；Bostonetal.，1996；Kaboolian，1998，

p.190）；其次，新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摈弃作为组织原则的官僚制。

公共管理的第二个理论基础存在于私人管理之中。有一些管理变革是

由私营部门率先进行的。在私营部门中，组织适应外部环境具有更大

的弹性，而不必遵循严格的韦伯模式。尽管私营部门曾一度与任何政

府部门一样采用官僚制形式，但它较早地朝向更具弹性的管理形式转

变，而公共部门的管理变革则随之进行。对结果的关注可以说是源自

于经济学，但是它也存在于私人管理之中，因为任何一个不考虑结果

的公司都将会倒闭破产。目前为公共部门日益重视的战略计划和战略

管理也源自于私营部门（见第 7 章）。私营部门的人事管理制度在某

种程度上也为公共部门所采纳，包括在整个组织中更多的推行激励与

反激励机制，如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相对容易地解雇员工等。就较

低的程度而言，公共部门更多的采用正式评估方法是根源于私营部

门，而改善信息系统以提供会计和其他数据的方法也是如此。可以说，

上述这些做法都来自私营部门，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可以被看成是私营

部门的特有技术。在分解公共系统的不同部分时，私营部门的管理方

式对管理主义尤其有用，而这些部分曾一度被认为是其基础所在。当

然，公共部门在对待顾客时必须不偏不倚，保持公正，但这并不意味

着公务员必须保持中立并终身任职；也许测量公共部门的绩效并不容

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无所作为；公共部门的政治性确实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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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为都是政治性的，也不意

味着所有的政策行为都必须由政治官员来实施。这一点特别适合于前

面提及的“投入”要素，如一度曾被认为是公务员所必须的宽松的人

事环境。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以合同或以非全职工作制为基础的雇佣

制度是如何对服务提供必然造成损害的，或者如果其员工一开始就被

任命到较高的职位而不是从基层做起，那么又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

然而，所有这些都与曾一度被认为是公共雇佣制度所必须的条件相悖

的。如果除了最高层以外，公共部门的大多数工作都与私营部门相同，

那么那些特殊的雇佣方法就难以证明其合理性。重视目标或许是引自

私营部门最重要的一点。把结果作为主要目标，其他则退居其次，这

是人们态度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如前所述，官僚机构并非天生就

是有效率的。私营部门还尝试过其他形式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

分权制、人员调配的弹性——所有这些在公共部门中均可找到。私营

部门向弹性化转变的趋势现正在为公共部门所争相仿效。经济学和私

营部门管理是新公共管理的主要理论基础。这些理论是否为新公共管

理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支撑，或者是否与传统模式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样

的效果，这将在后面进行探讨。 

3.8 结论 

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服务现在应被视为遵循了公共管理的箴言。然

而，它们确实包含着传统行政模式和公共管理这两种艰难并存的要

素；官僚制的正式权力结构继续存在，但雇佣条件和服务提供已日益

与公共管理的新模式相一致。管理主义的逻辑已被建立起来，管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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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行政成本最小的情况下实现了服务提供的最大化，而不必过多考

虑所运用的具体方式，它与政府当前真正所追求的管理模式更为接

近。关于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的争论提出了公共服务的角色，甚至是

政府的社会角色等更为重要的问题。归根结底，公共服务就是对公共

目标的管理，而公共目标是由公民通过政治过程表达出来的意愿决定

的。公共服务管理的好坏将关系到公共活动的范围。管理主义并不意

味着由技术专家垄断于政府之中，也不等于减轻责任或削弱民主。所

有的管理变革措施通过为决策者提供更多更好地的信息，使得公共目

标的实施更为高效，更具成本收益。归根结底，这些作为决策者的政

治官员与公共服务相互作用于一个互动过程之中，该过程可被称之为

管理。我们在此见证的或许是一种新的管理理论，但是，目前，它还

是一种公共管理的理论，而不是一般性的管理理论。成本收益作为绩

效标准所具有的特征使“采用某种管理手段成为必要，但究竟采用何

种管理手段必须根据公共部门的具体情况而定”（OECD,1991a,p.10）。

公共管理并不仅仅是通过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移植到公共部门而

形成的，而更是通过下述问题的考虑而形成的，即一般管理应承担什

么样的职能，公共部门管理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与公共部门相适应的

新的管理制度的渊源是什么，等等。尽管对政府变革存在诸多批评，

以及部分民众有所疑虑，但公共管理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人们并不难

以预见未来改革的方向。公务员应为结果的实现状况负责，他们将不

得不创造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新方法，他们将进行风险管理而不是回

避风险，而回避风险则是行政的特征之一。这将使政府进一步减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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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官僚制提供商品或服务，而更多的商品或服务将由涉及私营部门的

其他方式来提供。这可能会更具创造性，而且无疑会更具活力，但这

也意味着公共部门接着将发生进一步的转变。一旦变革为人们所接

受，它就很难停顿下来。随着管理主义模式实现其提高绩效的承诺，

原有模式的精华部分——专业主义、追求公正、高尚的伦理标准以及

腐败现象的鲜有发生——能否继续得以留存，这还都有待于进一步考

察。
①
 

文章评价：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1968 年英国的富尔顿报告是一个起点；

1978 年《文官改革法》的目标是使管理者对结果负有更大的责任；

1982 年对澳大利亚的公务员进行的“里德调查”；对公务员的技能

和能力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的原因；公共管理改革涉及的主要论点；经

济学的两个主要假定；公共管理的第二个理论基础存在于私人管理之

中。 

第三篇奥斯本、盖布勒《重塑政府》 

前言 

我们的主题简单明了，这一类在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政府机构，

具有迟缓、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

挥系统，这些机构已经不再能有效运转了。在那个时代这种政府机构

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在某些环节上，它们脱离了人民，变得机构臃

                                                             
①欧文 E 休斯《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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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当世界开始变化时，它们未能一起作出相

应的改革。本世纪年代年代和设计出的官僚体系，中央集权，层次繁

多，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那

种政府机构就像超音速喷气式飞机时代里的大型豪华客轮，躯体巨

大，行动不便，价格昂贵，转向十分困难。新一代的政府机构将逐渐

地取代它们。 

在这一浩荡前进的队伍中政府并非走在前面，类似的转变在整个

美国社会到处可见。美国公司企业在过去十年中完成了革命性变化，

取消了中央集权，减少了中间层次，着重抓质量，接近广大的消费者，

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在新的全球市场中保住自己的竞争地位。我们的

非赢利志愿性组织因实行各种新的倡议而生气勃勃。在企业界和教育

界之间，赢利机构与非赢利机构之间，在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

新的“伙伴合作关系”一夜之间大量涌现。这一切好像是美国社会生

活中所有的机构都同时在努力争取适应一些大规模的深刻的社会变

革，力求更加灵活，更加革新，更加富有企业家精神。 

到目前我们大多数领导人还对我们说，解决我们不断重复的公共

危机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增税，要么节支。近年来我们一直要求有第

三种选择。我们不愿意减少教育、道路和医疗保健的费用。我们也不

愿意增加税收。我们想要在相同税收的基础上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

道路、更好的医疗保健。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得到我们想要

的东西。我们大多数领导人认为，减少支出的唯一办法是砍掉计划、

撤销机构和里根说来说去，好像我们只须带上一把手辞退雇员。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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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术刀走进官僚机构就可以把浪费、欺诈和滥用权力砍个一干二净。 

但是，政府里的浪费并不是界限分明地存在于政府之中的。它像

五花夹心肉的脂肪一样存在于整个官僚机构之中，植根于政府机构的

一举一动之中。浪费发生在雇员的懒散之中，他们干活慢吞吞，甚至

几乎什么都不做。浪费也存在于努力工作的雇员身上，他们干着本来

就不值得花力气干的工作，执行着本身就不该制定的规章制度，填写

着本来就不用印制的表格。 

政府的浪费大得惊人，但我们不能够靠梳理预算计划砍去细目专

用款项来减少浪费。正如一位观察家指出的，我们的各个政府就像一

些必须减肥的胖子。应该少吃食物，多多运动。与此相反，在经费紧

张时，政府就砍掉一些手指和脚趾。为了去掉这些“脂肪”，我们必

须改变驱使政府行动的基本激励机制。我们必须把官僚机构改造成企

业化机构，教训已经摆在那儿了，但是却没有什么领导人在注意倾听。

他们忙于在升官的阶梯上攀爬，没有时间停下来用新的眼光重新看待

事物。于是，他们就陷在用老眼光看待问题的框框里，对于近在眼前

的解决办法视而不见。正如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指出的，困难

与其说在于提出各种新思想，不如说在于摆脱旧思想的束缚。 

1 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 

到了 70 年代，几乎没有任何市长、州长或者议员能够想象有其

他的可行之道。他们已经被链条锁在收税和服务的大车上了。1902

年到 1970 年这段时间内，税赋收入年增长率为 5.3%所以日子还过得

去。但是，当经济增长放慢和财政危机袭来时，这个方程式就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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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种问题出现了，选民要求政府拿出解决的办法，政府领导人只

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以增收税赋，他们也可以拒绝选民的要求。但是

对那些希望连选连任的官员们来说，实际上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首都华盛顿，我们的领导人靠借债来逃避这个两难的处境。但

是，在州和地方一级政府的预算一定要平衡，他们开始在传统的“是”

与“非”之间某个地方去寻求答案。他们学会了怎样把社区团体和基

金会结合起来建造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怎样把企业界、劳工和学术界

结合起来促使经济革新和创造就业机会；怎样把居民团体和警察部门

结合起来解决造成犯罪的深层次问题。换言之，他们学会了怎样用催

化的手段动员整个社区来促成问题的解决，怎样掌舵而不是划桨。 

大多数人受教育时知道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各占一方是两个彼

此不同的世界。政府不应该干涉公司企业，公司企业也不应当同政府

有来往。这是官僚主义模式的中心教条。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今天的政府受到巨大的压力不能再多花钱来解决种种问题，只有寻求

一切可能的最好办法，不管是来自哪一类部门。今天，那些由公营部

门提供的传统服务也在某些地方由私营部门提供，反之亦然。公司企

业办学校、办救火消防队。政府办职业性的运动队，还办风险投资基

金。而且，非赢利性组织也在做使囚犯重新返回社会的工作、办银行、

开发房地产。那些依然坚信政府和私营公司企业应该分开来的人，一

味反对这些创新的办法，不管其成效如何。但是，世界的变化实在太

大，已经不允许我们让这种过时的观克点再继续卡住我们的脖子。哈

伦利夫兰在《知识型经理》中写道“：我们将乐于见到公私部门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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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模糊，不再试图在水中划一条正在消失的界限，这样我们的日子会

很好过。” 

2 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 

明尼苏达大学汉弗莱学院的汤姆迪尤尔对“庇护对象”的危险发

过议论，而拉蒂默喜欢引用他的话。庇护对象是那些依赖于救助者和

领导者又被他们控制的那些人。庇护对象是只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的人，是等待他人来为自己出力的人。另一方面，公民是那些自己明

白自己问题所在的人。公民看得到彼此之间的关系，相信自己有能力

采取行动。好的庇护对象是糟糕的公民。好的公民组成强有力的社区。 

庇护现象成为问题只是在我们的工业化经济成熟以后才出现的。

年以前，对居民点、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少量控制主要存在于社区范

围内，这是因为无论公、私部门提供的商品和劳务，有许多都是在当

地生产当地消费的。只是当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经济出现时，我们才

开始雇请专业人士和官僚人士来从事过去由家庭、居民点、教会和志

愿者组织所做的事。 

我们的出发点乃是最良好的意愿，要治愈工业化城市社会的种种

新创伤。当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崩溃使家庭和社区采取行动的能力几乎

丧失殆尽时，我们很快作出了反应。在大萧条后我们继续这样做，因

为繁荣和流动性放松了地理范围的社区的凝聚力，使年迈者同子女分

得远远的，使得有工作做的人同他们所在的居民点没有其他联系，上

教堂的人也越来越少。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失去了某些珍贵的东

西。进步党人对“不偏不倚的行政官员”和“专业技能”的盲目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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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看不到摆脱家庭和社区控制所产生的后果。 

从旧模式转向新模式这种也许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是由艾滋病

的催化形成的。舒尔曼解释说，“旧金山的男女同性恋社区采用了收

容院模式，他们组成由朋友和志愿者一起构成的队伍提供医疗保健，

病人花的钱比住医院要少得多。这种做法不但效果更佳，而且也减轻

了也许会使旧金山市破产的那种打击。” 

凯瑟琳·布在《华盛顿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描

述了这个过程。首先是旧金山总医院一位名叫克利夫莫里森的男护士

说服了他的上司，让他暂时停止艾滋病房常规的级别森严的官僚主义

规章制度。他让病人制定探视制度，征集了几百名志愿者来帮助艾滋

病患者，有时候只不过是陪坐在身边，并且建立了一个特别厨房和其

他设施。 

但正如布女士所说的“一个舒适的医院总还是一个医院”。所以，

莫里森和他的工作人员“开始组织起一个网络，包含当地的诊疗所、

收容院、福利救济办公室和志愿者，大家一起把病人从医院里接出来

安置到社区去”。莫里森在两年里花了大部分时间同“上司进行斗争”。

但是，当旧金山市艾滋病治疗费用下降到全国平均费用的时，上司们

终于明白了。 

3 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 

菲尼克斯市不仅把竞争机制应用于垃圾收集工作，而且还应用于

废渣埋填、照管服务、停车场管理、高尔夫球场管理、街道清扫、道

路维修、食品和饮料经营特许、印刷和治安。从 1981 年至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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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与私营公司签订的大型承包合同，从 53 项增加 179 项。有些合

同证明到优于公营部门的竞争者，有些则不是。该市最后认定，救护

车服务、街道清扫、公路中间分隔带的维护最好由政府雇员处理。但

是该市审计员估计，在头十年期间，仅仅是该市接受的投标价与下一

个低标价之间的差额便可使该市节约 2000 万美元。由于竞争已促使

所有的投标人降低了标价，因此，这仅仅是实际节省款项的一部分。

市审计员吉姆弗拉纳根从一开始就监督这一过程。他认识到，商界总

是比政府更富有效率的老生常谈并不正确。主要的区别不在于公营对

私营，而在于垄断对竞争“。哪里有竞争，哪里就会取得较好的结果，

增强成本意识，提供优质服务。” 

当然，在政府里，垄断是典型的美国方式。当进步党人接受由政

府官僚机构提供的服务时，他们也就接受了垄断。时至今日，我们往

往把政府内部的竞争嘲笑为“浪费和重复”。我们认为，每个居民区

应有一所学校，每个城市应有一支警察队伍，每个地区应有一个主管

公共汽车和市郊往返列车的组织。当必须削减费用时，我们往往取消

有点重复的东西，认为合并将能省钱。但是，我们知道，私营经济中

的垄断保护低效率，阻止变革。我们如此猛烈地抨击私营垄断，而如

此热情地接受公营垄断，这正是美国意识形态中持久不衰的自相矛盾

之一。 

不管我们的政府做什么，竞争要继续保持下去。在当前迅速发展

的市场中，私营经济迅速地夺取公营组织的市场份额。公立学校正在

把地盘让给私立学校。邮政管理局正在把地盘让给联邦快递公司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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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包裹快递服务公司。政府的警察局正在把地盘让给私营保安公司。

私营保安公司现在雇用了美国全国治安人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我们

可以忽视这种倾向，继续照常办事，而眼看利用公营机构的人越来越

少。当恶性循环出现时，我们可以袖手旁观。这种恶性循环是依靠政

府的人越少，愿意资助政府的人也就越少，资助政府的人越少，政府

就变得越糟，政府变得越糟，依靠政府的人就越少。或者，我们可以

清醒起来，就像菲尼克斯市、东哈莱姆区和明尼苏达州的企业家式的

领导人那样，把竞争看作是振兴我们公共机构的一种手段。 

选择不完全像在竞争市场上那么严酷：要么竞争，要么灭亡。但

它也是够严酷的。我们的公营经济能够学会竞争，不然会停滞和萎缩，

直至仅剩下那些别无选择只有利用公共服务的顾客。 

4 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 

使命并不注重分管界限。前纽约市官员约翰马德在其《邻里服务》

一书中这样写道：“如果在一幢公寓大楼里发现一只老鼠，那是住房

检查员的责任；如果老鼠跑到一家餐馆，就归卫生部门管辖；如果它

跑了出去，死在一个小巷里，那就归公共工程部门管理。”同样，如

果一名贫困妇女需要保健，那她必须与“医疗补助”部门签约；如果

她需要钱，就必须去找福利部门；如果她需要工作，就必须通过一大

堆复杂的训练和安置计划找到解决办法；如果她需要住房，就必须通

过类似的复杂的程序。改善穷人的生活不是上述任何一个机构或计划

的中心任务，每个机构或计划只提供一种单独的服务。不是围绕使命

而是围绕分管范围建立的组织，往往会相互企业的事项，这就必然会



 

62 
 

管理现有的企业，而同时又设法吸收新的企业。福利部门不是把帮助

穷人作为自己的使命，而只是处理分管的福利事务，这就往往会一手

促使一些人得到工作，而另一手又使那些找到工作的人失去健康保

险。 

解决办法是围绕使命而不是围绕分管范围重新进行组织。拉蒂默

担乔治任圣保罗市市长时，该市处理计划和发展事务的组织有五个：

港口管理局、住房与复兴管理局、城市计划办公室、社区发展办公室

和计划委员会。所有这五个机构根据不同的方向分管事务。后来，拉

蒂默通过改组，留下了三个机构。每个机构集中力量去实现一项特定

的使命，而每个机构在争取实现这项使命时特别富有效果。 

5 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 

奖励成功也许是一种常识，但这种常识并没有使奖励成功得到普

遍实行。在教育方面，我们通常奖励失败。东哈莱姆区的西弗莱盖尔

解释道“，如果你失败，你有资格得到帮助。如果你做得出色，那么

你就失去资助。”在公共安全方面我们也奖励失败：当犯罪率上升时，

我们给警方更多的钱。如果他们继续失败，我们再给他们更多的钱。

在公共住房方面，我们也奖励失败。根据联邦的拨款准则，一个地方

的住房管理局履行职责愈好，它从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得到的资金

就愈少。 

奖励失败产生了荒谬的刺激。它鼓励学校校长接受现状，鼓励警

方漠视犯罪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去追捕罪犯。它还阻止住房管理局去努

力改进工作。 



 

63 
 

我们奖励失败的倾向，简直使我们帮助穷人的努力陷入瘫痪状

态。我们花在穷人身上的大部分资金，如福利、食品券、医疗补助、

公共住房、住房补贴券、儿童抚育等，都是奖励失败，因为这些资金

只提供给那些保持贫困的人。 

如果一名接受福利救济的人节约用钱，把钱积到能购买一辆汽

车，这样她就能去找工作做。她的补助金就会因此而减少。如果她找

到了工作，那么，她不仅一年后会丧失领取福利救济金支票的权利，

还会失去医疗补助金，她领取的食品券也会减少。如果她住的是公共

住房，她交付的租金往往要增加两倍。在路易斯维尔市进行的一项研

究表明，一个有两名学前儿童的公共住房的居民 1989 年必须每小时

挣 9 美元才能同她享受的全部福利救济相等。况且路易斯维尔市的生

活费用不算昂贵，其他地方的小时工资要求会更高。 

在上述情况下，一名有两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为什么要摆脱福利

救济呢？这就说明，为什么即使我们作出最有效的努力去促使失业者

就业，但领取福利救济的人员看来从未减少过。 

我们不仅惩罚那些摆脱了福利救济的人，而且对继续享受福利救

济的人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称福利救济之类的计

划为“应得的权利”，正是因为领取福利救济的人被“赋予权利”，

不管他们的表现如何。奖励失败，同时不指望领取福利救济要作出回

报，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培养了依赖性，从而影响人们改善生活的积

极性。 

健康的人际关系建立在互相承担义务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对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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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要求，我们通常将两手空空，什么也得不到。但如果我们指望他

们作出努力以换取我们提供的东西，我们通常将会有收获。路易斯维

尔市住房服务处极其严格地要求那些购买公房的前公房住户按时付

还购房分期付款。戴维弗莱谢克尔主任说“：如果你提高期望值，人

们将会作出很大努力。” 

政府开始日益在其对付贫困的计划中规定对业绩的要求。1988

年的联邦家庭补助法要求许多领取福利救济的人参加教育、培训或工

作。明尼苏达州的助学金提案，规定学龄期间的未 

成年母亲如果希望领取福利救济的话，就必须上学。威斯康星州

的助学金计划规定，如果领取福利救济的家庭的少年儿童没有书面请

假而旷课三天，该家庭就要受到惩罚。阿肯色州在儿童出生证明发出

后，就要求得到父母亲两人的社会保障凭证的号码，然后利用这一信

息跟踪已脱离家庭的父亲，并要求父母亲对享受福利救济的儿童给予

支持帮助。 

6 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 

当我们变为由知识劳动者所支配的社会时，我们也分化成各有自

己的价值各种亚文化群和生活方式，各自看电视中不同的节目，各在

不同类的店铺买东西，各自驾驶不同类的汽车。我们已经由具有涵盖

广泛而相当划一的中产阶级组成的大众社会，转变为甚至在中产阶级

内部也有很大文化差异的“马赛克”社会（拼凑的社会）。我们达到

了指望从电视网到餐馆到啤酒等产品和服务按我们自己的方式和口

味提供服务的地步。然而，传统的公共机构仍在提供以一种规格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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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一切的服务。传统的教育系统仍在提供“标牌不明”的教育。传统

的住 

房管理机构仍在提供完全相同的成群高楼、完全相同的一套套公

寓。传统的公共图书馆仍只提供书籍、报纸和杂志。在惯于挑选的顾

客遇到提供统一服务的公共机构时，他们只能往别处去了。 

为应付这些巨大的变化，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已开始转变它们自

己。它们通过顾客调查、重点群体调查和各种各样的其他方法，开始

仔细听取顾客的意见。它们已开始向顾客提供选择，包括学校、娱乐

设施，甚至治安服务。而且它们把各种资源直接交到顾客手里，让他

们选择服务提供者，从而开始让顾客坐到驾驶的座位上。 

这使竞争进一步发展，不是政府管理人员在竞相出价中选择服务

提供者，而是它让公民选择服务提供者。它为顾客建立后果负责机制

“。我想不出有比家长选择更好的后果负责机制，”东弗利格尔说。

哈莱姆第四区的西“如果你开始看到孩子们不到你的学校来，那就是

最好形式的评价。”换言之，为使公共机构像企业那样受顾客驱使，

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已学会像企业那样为它们提供资金。如果每次一

个学生离去都会使学校受到经济损失像在明尼苏达州那样教师和管

理人员难道会无动于衷吗？当然会。如果机动车办事处只在办理驾驶

员的执照或登记证时才有收入因此它们办理得越多，收到的钱也越多

它们的雇员难道不会有所改变吗？肯定会。由于吸引顾客的结果那么

明显，机动车办事处就会尽量减少顾客的等候时间。我们甚至可能找

到在晚上和周末继续办公的机动车办事处，提供驾驶者不下车就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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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服务，并且在大做本镇排队等候最短的广告。 

7 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 

我们的预算制度驱使人们花钱，而不是赚钱，而我们的雇员便照

此办理。我们在美国政府里有 1500 万受过训练的花钱者，但几乎没

有人受过赚钱的训练。在大多数政府里，不在财政和岁入部门的人几

乎没有人想到收入，没有人想到利润。但是，如果他们对于如何赚钱

想得同如何花钱一样多的话，你能设想他们会充分施展其创造力吗？ 

许多读者记得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1984 年前在加拿大的蒙特

利尔，奥林匹克运动会欠下 10 亿美元的公共债务，这笔债务加拿大

人将还到 2000 年,但洛杉矶奥林匹克组织委员会，大约成立于加利福

尼亚州通过 13 号提案之后，所以懂得洛杉矶公民不打算付出 10 亿美

元来补助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花了 3 年时间说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

会，他们能够打破 85 年来的模式，不用公款来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筹

集资金。 

奥林匹克委员会最后同意了，组织者开始工作。他们重新利用，

旧设施。他们征集公司企业做赞助人。他们招募 5 万志愿者这些人不

仅是停放车辆，还要组织运输，为来自 118 个国家的成千上万的人提

供膳食，还要帮助复杂的反恐怖主义系统工作。富有公民意识的企业

家彼得尤伯罗思领导的组织委员会描绘出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不仅包

括花钱还包括赚钱。1984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挣得 2.25 亿美元的利润。 

受到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财政危机 90 年代抗税和的重大

压力，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越来越仿效尤伯罗思的榜样。它们寻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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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的收入。它们衡量其投资的回报。它们赚回自己花出去的钱，发

现有 15%或 20% 的开支可以作其他用途。有些政府甚至经营赢利企

业。 

8 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 

在一个变化来得惊人迅速的时代，未来盲是个致命的缺点。“我

们全都看到经营得异常好的公司和管理得异常好的城市把每件事情

做得恰到好处突然它们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它们也垮掉了，”比尔唐

纳森说。他是一位市政执行官，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华盛顿州

塔科马和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是一位有事业心的领导，他的业绩使他享

有声誉。 

在今天的地球村中，在日本或科威特发生的事件可以突然把我们

的世界搅得天翻地覆。问问传统工业地区的各州，它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经历整个工业行业的衰亡。或者问问产油各州，当油价暴跌

时它们的税收收入落到底限以下“。长时期来，政府能够打瞌睡，”

政治学家约翰布赖森说“。但是现在我们正而且我们睡在充水床垫上

不是一个人睡在床上。任何人在床上动一动，我们就醒了。” 

幸运的是，钟摆看来终于向另一方向摆动了。我们三个最大的州

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伊利诺伊，它们的新州长已把预防作为他们

政府的中心主题。州、市和县已越来越多地禁止销售不需要的污染性

物品，如消耗臭氧的化学品、聚苯乙烯泡沫杯子、不能回收利用的塑

料包装材料。各州把款项从旨在延长虚弱生命的高技术药物移到旨在

给新生儿以健康开端的预防性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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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产前保健以保证 50 或 60 名健康的新生儿，要比为一个不

健康的婴孩作初生期保健而付款重要得多。”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

威尔逊说“，预防怀孕妇女使用药物，要比抢救服药婴孩的流行病重

要得多。” 

有预见的政府做两件根本性的事情。它们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

是花大量钱治疗；它们在作出决定时，尽一切可能考虑到未来。 

在利益集团不断迫使政府领导人作出短期决定的政治环境中，上

述两件事没有一件是容易做到的。因此，有预见的政府被迫改变驱使

它们领导人的种种动机。它们制订预算制度，迫使政治家们考虑未来

10 年所有支出决定的含意。它们制订会计方法，迫使政治家们保持

和维修它们建立的项目和基础设施。而且它们已开始攻击产生对未来

无知的政治家的选举程序、政治行动委员会、竞选秒钟的电台、电视

政治鼓动。 

9 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 

但是今天的信息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偏僻地区之间的通信立时

可达，许多公营机构的雇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情况发生了令人眼花

缭乱的迅速的变化。指挥系统信息的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已经容不得

有须臾的等待。试想一下，学校的校长发现有学生随身带着无线寻呼

机与他们的头头联系做毒品生意。在一个集权的制度中，校长就要求

学校董事会颁布一项管理寻呼机的规定。等到上面的决定传达下来，

六个月过去了，那时学生身上带的即使不是枪支也是移动电话了。 

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学校、公共住房小区、公园、职业训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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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公共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有权自主作出许多决定，事情就能办得好

些。在信息时代，阿尔文托夫勒在其《前瞻性的民主政治》一书中说，

“加快决策的压力猛烈地冲击着日渐增加的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不

熟悉，对此必须作出决策。结果是不堪承受的、决定性的超负荷。简

单地说就是政治的未来震荡。” 

许多公共机构的经理们认为工会是政府机构实行企业化过程中

的最大障碍。对于危及工会会员工作的改变，工会肯定是抵制的，任

何理性的组织都会这样。但是大多数企业界经理人士告诉我们，工会

不是他们的主要障碍。他们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管理的质量。经营“密

歇根现代化服务社”的约翰克利夫兰说“，劳资问题纯粹是管理低劣

的征兆，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是高级管理人员的素质。在政界被任命

的高级管理人员传统上都不具备管理经验。这些人在位时间不会很

长，他们也就对管理不十分重视。” 

库珀斯莱布兰德咨询公司对公共机构企业化问题进行调研时发

现，地方政府行政长官说“政府的规章”、“机构的反对”和“政治

反对派”是提高生产率的最大障碍。“有组织的劳工反对派”在六种

可供选择的障碍中位列第四。 

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的罗布麦加拉说，普通工作人员“渴望协

助进行改革”，他们了解许多公共机构工作质量很差的情况。如果改

革意味着收入减少或放弃集体讨价还价的地位，他们是不感兴趣的。

“但是如果改革是新的机会，我们的会员是渴望新的机会的。” 

公共部门的工会所处的地位与被外国竞争者击败的许多美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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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的私营部门工会的境遇非常近似。他们可以抵制改革，但眼睁睁

地看着他们的企业没落。要不就同资方合作改组他们的组织机构，重

新取得他们的顾客即纳税公众的信任。 

10 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 

如果在 1930 年算购买住房，你需攒足并首次支付一半的房价现

款，另外一半可以向当地银行申请一笔 5 年期抵押贷款。这就是当时

人们购买住房的情况，因为银行就是这样做生意的。新政时期，富兰

克林罗斯福的联邦住房管理局开创了一种新的抵押方式，它只需要付

20%现款，余款分 30 年还清。其他的政府公司设立了一个二级市场，

所以银行能够转卖这些新贷款。银行业务也随之而改变。今天，我们

对 20%的首次现金支付和为期 30 年的抵押贷款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

的事，因为联邦政府改变了市场。试问，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建立了

五六项为中、低收入者建造住房的计划，我们的经济境况是不是会好

一点？ 

美国各级政府总是运用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它们的目的。

我们长期来使用税收刺激影响个人和企业的开支。我们长期以来运用

分区制来规划社区的发展。我们也总是制定市场 

规章，而当我们想要达到不同的目的时又常常对它们进行修改。

但是当面临一个问题时，在政府中任职的大多数人出于本能，想到的

总是行政性的计划。他们相信自己的职业是“管事”而不是组织市场。

他们这些人就像萨瓦斯所说的，同莫斯科市一位副市长的观点不谋而

合。那位副市长是一位保守的正统共产党人，当他听到萨瓦斯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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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复杂多样，需要有多种不同的提供服务的战略时，他表示怀疑。

最后他斩钉截铁地宣布说，“你不能让每一个铁路车站的站长都来决

定列车时刻表！这个权力必须集中起来，得由一个人控制。”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城市不像铁路，也没有总的时间表，也不在

一条铁路线上运行，也没有一个相同的任务。城市倒是非常像市场：

一个庞大、复杂的人和机构的群体，每一个群体根据各自所得到的刺

激和信息经常作出决定，同时也进行调整以适应别人的行为。 

在一个城市，一个州，或一个国家里，管理者不能制定“时间表”

或“控制”决策。他们能管理控制特定活动的行政计划。他们甚至能

管理一条铁路。但是要想管理整个政治社会群体他们还得学习如何掌

握方向。关于这一点在第章中我们已经强调过。而把握方向的最有力

的方法也许是规范市场，即创造刺激因素，推动人们朝社会群体所想

望的方向前进，同时让他们自己作出大多数的决定。 

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许多内容，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这一格

局下可以归纳如下：不仅制度发生变化，而且在竞争、顾客的选择、

对后果负有责任，当然还有国营企业等方面都发生变化。但是市场机

制只是方程的一半。市场是不具人格的。市场也是无情的。即使是非

常谨慎地组织起来的市场也会创造出不公正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也强调方程式的另外一半的原因，即要加强社区的力量。为了使

市场机制更有效和更有用，我们需要家庭、街坊和社区的热情和关切。

当企业化的政府脱离行政性的官僚机构时，它既需要市场也需要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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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市，这样的做法被叫作同时向右又向左。政治传媒很快

地把那些赞成市场的人贴上“保守派”标签，而把支持社区的人贴上

“自由派”标签。但是这些观点同传统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概念

没有什么联系，它们不是针对政府的目标而是对政府的方法而言。既

强调市场又重视社区的观点可以用来实现任何议程，能帮助一个社区

或国家履行它的头等大事，向贫穷宣战，或者帮助社区或国家降低税

收和缩减开支，如果它们认为这两者是头等大事的话。改造政府指的

是政府如何工作，不是政府做什么工作。不管我们希望政府做什么，

难道我们不应该有个行之有效的政府吗？ 

11 汇总组合 

我们的图已经描绘完成，现在你们可以使用了。我们希望在改变

你的政府的过程中这张图可以给你有益的指南，几乎可以用作核对清

单。企业化管理的十种原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工具。人们能够

在这张核对清单上找到革新任何一种公共事业机构或系统，或任何社

会问题的内容，提供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非常不同于政府会传统地采

用的方法。这份核对清单的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动力，能开拓

新的思维和行事的方法。①
 

 

文章评价：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改革政府的十大原则： 

○1 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 

                                                             
①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上海译

文出版社, 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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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 

○3 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 

○4 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 

○5 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 

○6 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 

○7 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 

○8 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 

○9 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 

○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 

 

第五讲  第四个范式：新公共服务 

1. 时间：20 世纪 70 年代到 21 世纪初 

2.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三部门失灵 

3. 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宪政主义精神、人权的重要性 

4. 文章精读： 

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1996 

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

掌舵》，2007 

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2008 

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2003 

评价：新公共服务的主要思想有助于建立一种以公共协商对话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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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行政。 

第一篇《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① 

第五章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 

该篇文章主要讲述了老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下政府

的角色，对此做了对比，有利于加强学生对 3 个范式的理解。 

第二篇第九章重视人而不是生产率 

该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范式下实现生产

率的方式，老公共行政主要是利用控制，新公共管理主要是利用激励。

新公共服务视角下更加重视人，尊重公共服务理想。 

第六讲  第五个范式：全球化治理 

1. 时间：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 

2.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全球化、无政府的治理 

3. 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合作治理理论、全球公民社会 

4. 文章精读： 

彼得·威利茨《什么是非政府组织？从“协商安排”到“伙伴关系”：

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的外交地位的变化》，2000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1990 

                                                             
①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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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 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1992 

Mark Laffey and Jutta Weldes《治安与全球治理》（节选自《全球治理中

的权利》），2005 

整讲评价：该讲主要讲述了全球化视角下的公共治理。新时代下《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和一带一路可以作为全球化视角下的治理的学习内

容。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发展力量也逐渐发展壮大。 

第一篇文章彼得·威利茨《什么是非政府组织？》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私营部门、利益集团等团

体的区别和关系，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在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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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教学分析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我们主要针对《公共管理学前沿》这门课程的

教材进行了一个细致全面的分析和评判，这门双语课程采用的教材是

教师本人对一些原著文章进行节选编订而成的全英文学习资料，教材

内容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这对学生把握重点学习内容，掌握核心观

点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报告的这个部分将根据调查问卷、学生访谈以及调研项目成员亲

身课堂体验为主要立足点，对教师的《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教

学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评判，指出其优点以及不足之处。我们将从以

下几个角度进行概述，包括双语教学规划设计、课堂教学模式以及教

学反馈等多层次。 

一、《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教学规划设计 

首先，我们来谈谈《公共管理学前沿》这门课程的教学规划设计，

一门课程的规划设计是教师上好一门课程的基础，也是教师掌控这门

课程进度的关键。教学设计是分析教学需求与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

确定解决教学问题的步骤和方案，通过评价和反馈来检验方案实施的

效果，并修订完善方案，以优化教学的一种规划过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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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设计的目的和意义  

教学设计是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确定合适的教学起点与终

点，将教学诸要素有序、优化地安排，形成教学方案的过程。它是一

门运用系统方法科学解决教学问题的学问，它以教学效果最优化为目

的，以解决教学问题为宗旨。具体而言，教学设计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教学设计是把教学原理转化为教学材料和教学活动的计

划。教学设计要遵循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选择教学目标，以解决教

什么的问题。对于《公共管理学前沿》这门课程来说，公共管理学理

论前沿在行政管理专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科地位，是该专业理论体

系发展与演变脉络的最集中反映；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能够科学的

掌握行政管理理论脉络的前因后果，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二，教学设计是实现教学目标的计划性和决策性活动。教学设

计以计划和布局安排的形式，对怎样才能达到教学目标进行创造性的

决策，以解决怎样教的问题。《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以公共管

理学理论前沿的基本原理与科学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国家与市

场”、“公平与效率”等四个核心概念和两对核心范畴，并以此原理

贯通自编自选英文版公共管理学原著节选资料等教学资料，辅以美国

学者珍妮特 V 登哈特与罗伯特 B 登哈特合著著作《新公共服务服务而

不是掌舵》（依据 2003 年第 1 版的 2004 年中文译文）部分章节，和

该著作英文原版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Not Steering （BY 

Janet Vinzant Denhardt,Robert B. Reinhardt）部分章节，同时还依据并

结合主讲者自身相关公共管理方面的社会调查与理论研究等最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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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特别是从公共管理学与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政治学交

叉结合的四个维度，讲授国际通行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前沿与实践创新

等课题，使同学们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发展脉

络和理论前沿研究的主要思想、基本理论、一般逻辑和科学方法等学

科体系。 

第三，教学设计是以系统方法为指导。教学设计把教学各要素看

成一个系统，分析教学问题和需求，确立解决的程序纲要，使教学效

果最优化。《公共管理学前沿》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双语教学是用英

语进行学科教学，其价值追求应该是使学生在立足专业的基础上较熟

练地用双语进行学科学习与交流。《公共管理学前沿》教学设计中体

现的双语教学并不是单一地要求学生掌握每一个专业英语词汇及句

子，不要求学生逐字逐句对全英文阅读教材进行翻译，而是学会运用

英文去掌握公共管理学的基础内容以及核心观点，公共管理学这门学

科本身就是从国外源起，所以很多精髓是无法用中文简单地翻译出来

的，通过英文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原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所以

说，英语只是一个工具，借助英语来促进我们学习《公共管理学前沿》

的知识，让我们具备相关专业英语素养，用英文来阅读公共管理学经

典名著，最新文献，有关新闻等。 

第四，教学设计是提高学习者获得知识、技能的效率和兴趣的技

术过程。教学设计是教育技术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在于运用系统方

法设计教学过程，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操作性的程序。为了使教学效果

最优化，在教学过程中为突出学生自主学习的地位，在课程后半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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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走上讲台，将自己的理解以及自主学习的成果通过 PPT 演讲的

形式展现出来，这种形式很好地促进了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对成

绩优异及学习积极性较高的同学来说，这种 PPT 演讲的课堂形式确实

对他们各方面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对自身专业素养的提升帮助很大，

也为未来的学习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学习基础。 

（二）《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教学设计 

《公共管理学前沿》课程主要分为六大板块，由课程介绍、老公

共行政、科层制、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以及全球政府治理组成，

第二部分由四个课时组成，第三部分有两个课时，第四部分由三个课

时组成，第五部分两个课时，最后一个部分单独一个课时。根据之前

安排的教学目标是教师在规定时间内讲授全部的课时，但是在实际教

学过程中，由于双语教学难度较大，学生接受程度普遍不高，所以在

很多课时上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导致课程没有按原定计划在规定学

期内全部教授完成，例如倒数第二个课时“新公共服务”的内容讲授

的非常仓促，很多概念和背景没有讲授的非常透彻，学生对这部分内

容略感生疏。最后一个课时“全球政府治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

成，这些内容在《公共管理学前沿》这门课程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也

是重点的内容，但是由于对前面部分课时的节奏进度把握不合理，有

的内容花费了过多的时间，造成了课堂的拖沓导致课程进度控制不合

理。当然，这也与教师与学生的磨合度有关，教师与学生在双语教学

这一比较陌生的教学模式上配合度不够，仍存在很多需要弥补的缺



 

80 
 

陷。所以说，如何规划好这门课程的教学设计我们认为非常重要，也

是上好这门双语课程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一部。对这么课程的一个完

整的教学规划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为保证课程的完整性，教师还要在

教材和教学设计上做调整和修改，让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既好又快地

学习重点知识。那么如何完善《公共管理学前沿》这门课程的教学规

划设计，我们做了如下探讨： 

第一，对课时进行进一步规划，将部分课时恰当减少教学时间。

比如第二部分的四个课时可以尽量缩短到两个课时或者三个课时，或

者前两个课时由教师主讲为主，最后一个课时由学生对教师讲授内容

进行回顾总结，通过 PPT 演讲的形式将前几节课讲授的主要人物的主

要观点进行补充和展示，同时可以将自己的疑问在 PPT 中展示出来供

其他同学以及老师探讨，最后教师对学生 PPT 的内容进行点评和答

疑。 

第二，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尽量将所有内容在一堂课的时间内讲

授完，课堂上尽量避免出现别的内容的引入，除非是对课程学习相关

的，其他的有关话题建议在课程讲授完的剩余时间或者课后进行讨

论。 

第三，课前的提问环节我们认为有时候可以集中到每两周一次，

有的内容可以集中在两周进行一次回顾总结，比如之前比较简单容易

理解的内容，教师可以将重点解释让学生标注后让其自行复习，以达

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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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政府治理》教学设计 

这里，我们将针对最后一部分“全球政府治理”如何进行教学设

计进行探讨和规划，因为这部分内容是我们遗漏的内容，也是我们在

未来教学中应着重强调的一部分内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治理也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

事宜，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不同于传统的结构调整改革，政府

创新有几个优点：创新往往是为了解决当地的现实问题而产生的，不

是外部移植而是内生性的改革;政府创新具有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

不一定与市场机制紧密相连也不绝对排斥市场;创新强调公众面临的

真实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公众需求。因此，随着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始于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政府创新很快变成一

项全球运动。公共问题最好由全社会共同合作解决——认识到这一点

改变了人们关于社会如何治理的看法，也展现了无数的可能性和机

会。下面将列举过去二十年间全球政府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趋

势性特征。为了学习“全球政府治理”，我们将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

教学设计和规划： 

（1）政府角色的再定位：从一元管理者到多元合作者。 

与二十年前相比，政府的公共目标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治理已经

不同于以往。当今时代，政府、公民社会和市场的专长和资源相互整

合，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不再仅仅是政府的特权，公共目标

的实现需要社会三个部门的合同协作、共同努力。在新治理范式中，

私人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在提供某些服务方面的能力更强、具有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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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政府的许多工作被外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被淘汰

了，即使是自由市场最积极的支持者也承认，只有政府可以提供教育、

医疗、产品安全、工作安全、反用工歧视、退休补助、妇幼法律保护

等公共物品。上个世纪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政府的反垄断、环境保护、

监管角色是对市场非常关键的“制衡力量”。政府依旧是社会正义的

捍卫者、社会安全网络的提供者。 

（2）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从“地窖式”到“网络式”。 

治理不再是对政府命令自上而下的贯彻执行。政府命令在公众中

传播的同时也是公众意见的集中和整合，传统的“地窖式”封闭型官

僚结构不再能满足社会需求，正逐渐被“网络式”机构设置代替，二

十一世纪的政府不可以再通过增设官僚机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快

速变迁的世界里，权力是分散的，边界是流动的，人员具有多样性和

流动性，整齐划一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不再被接受。因此政府不得

不建造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在这个网络中政府、非政府以及个人等不

同主体的资源和专长被整合起来共同用于解决某个公共问题。层级化

政府被网络化政府取代。政府的核心职责由管理人员和项目转移至为

实现公共价值而协调各类资源。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由一个行动组

织转变为以监管功能和培育功能为主的组织。 

（3）政府运行方式的转变：引入市场原则和方法。 

认识到“管理”与“治理”存在差异，政府运行方式得以再造。

政府内涵的重构使得政府治理方式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国家的

最佳角色是调控、改善和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和赋权予民的环境，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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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留有管理和影响自己生活(社区)的空间。 

首先，将合作机制、市场原则和市场操作方式引入政府，效益显

著。引入的合作机制非常灵活，提高了政府的自觉意识和回应性，这

是以前所缺乏的。尤其是在政府服务和采购政策中引入竞争理念减少

了政府服务垄断形式下公务员中普遍存在的冷淡和漠然。政府将许多

工作任务外包给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不再通

过新设政府机构来实现管理，政府运用市场激励机制来完善公共政

策、改变公共习惯：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开始精简手中的行政审批权，

为市民提供直接便捷的直通车服务;引入国际标准组织(ISO)的标准体

系，启动“市民宪章”、公共部门服务报告卡、参与式预算等大量的

创新使政府服务质量显著提高，政府意识到问题最好由相关者处理的

原则，通过委任代表、广泛授权、去集权化等方式来分散手中的权力

和财政控制;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政府运营成本降低的同时，市民

可以在家获得政府的服务。 

其次，把公众当作顾客。纳税人购买服务并支付公务员的工资，

因此，公众的满意度是衡量政府绩效的唯一标准。公众对服务的标准

和质量有着合理的期望，政府没有理由不去实现。许多政府采用“市

民宪章”(citizen charters)，这一工具将政府为市民提供的服务的标准

和类型透明化，如果承诺没有兑现，会有清晰的补偿和纠正机制。这

是目前被广泛使用的重要创新举措。 

最后，从私人部门借鉴了一些创新概念，如生产率额定、以绩效

为基础的预算制度、成本核算、弹性预算制、鼓励和奖励生产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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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做法有助提高政府效率。像私人部门内的同事们一样，政府

管理者确立目标和任务，财政部门不干涉微观管理，审计制度允许预

算额度内的资金流动。政府部门在实现工作目标的方式上变得更灵

活，不再总是局限于严格遵守财政部门的规定。例如，新加坡政府准

许政府部门从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中预支 10%用于一些需要调整的

工作的先期投入。 

（4）公众福利、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平是政府创新的根本目标。 

政府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政府创新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大众福

利是判断政府创新是否成功的标准。正是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赋予

政府特有的合法权威去征税和使用暴力。新公共管理可以让治理的效

益和效率更高，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它削弱了政府的制度化能力和组

织能力。新公共管理没有足够重视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认为法治是

理所当然的存在，忽略了政府的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二十世纪最

后二十五年间我们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但是穷人

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贫富差距每一年都在扩大。从绝对数

字来看，生活贫困人口比一百年前更多。政府创新和二十一世纪公共

管理所面临的挑战是找到更有想象力、创造力和有效的方式去推动民

主制度，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政府创新才实至名

归。 

但是，效率和公平并不总能共存。我们必需确保创新可以加强和

推动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建

立在一人一票基础上的多数人统治。但是在多元和分裂的社会里，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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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社区隔阂和民族分裂使得多数原则往往排除了少数族群的参与。

一人一票常常导致“赢者通吃”和多数人暴政。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权

力和决策之外的少数族群往往会求诸制度外机制。民主政府必须改造

自己以满足多元化社会、复杂的环境和发展中社会的需求。真正的挑

战是保持一人一票的民主核心原则的同时改变现状，创造新的制度、

工具和政治程序以适应多元化社会的现实。 

政府创新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创新的目标是改

善生活质量，让政府积极回应公众需求。因此，公众福利、社会秩序

和社会公平是创新的根本目标。所有的政府创新必须从两个角度去评

判：创新必须提高公众生活质量，这体现了政府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

的角色;同时，创新也必须推动民主治理、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的发

展。如果不能通过这些严峻的考验，政府创新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在这个部分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辩论以及时政热点问题讨论

的形式，比如可以就“全球政府治理的利弊”展开的讨论等等。教师

可以播放英文的新闻热点话题，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英文听力，也可

以通过这种形式让学生多关注世界时政热点，把握全球政治最新动

态。 

二、《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教学模式 

（一）双语教学模式的类型 

总体来看，双语教学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导入型双语教学模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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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型双语教学模式以及研究性双语教学模式： 

（1）导入型双语教学模式是沉浸式双语教学的变种。 

沉浸式双语教学模式起源于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双语或三语言国

家，用来使母语不同的学生获得相同的学习能力，后来一些单语制国

家学习并改造了这一模式，导入型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其中之一。在这

一模式中，学生在学习初期仍然使用母语，但在学习过程中外语的比

重逐渐增加，也就实现了从母语导入，而逐渐使学生沉浸在外语学习

环境中的过渡。如果把公共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看成一个长期的专业

教育过程，而不仅仅是 4 年本科教育，那么这种导入型双语教学应该

贯穿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始终：在本科专业课教学中适当加入一些

双语课程，使学生从母语逐渐适应本专业的外语书籍和资料；在研究

生阶段增加外语教学的比重，从母语教学导入，慢慢过渡到浸入式双

语教学，到研究生的最后阶段才有可能实现完全浸入式教学，与国际

专业教育接轨。除大学英语课程外，专业教育首先应该开设专业英语

课。不论采用上述哪一种双语教学实践模式，都离不开基本专业英语

技能的学习——公共管理学专业英语双语教育课程设置中必不可少

的一环，它所承载的主要功能是使学生熟练掌握专业核心词汇，掌握

专业的主要议题，并让学生接触一些本专业经典外文读物的节选。专

业英语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一个语言氛围，给学生更多了解专业

术语和专业概念英语表述，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外语知识和专业

知识，在提升外语技能的同时，锻炼非母语文化思维能力和运用能力。

专业外语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是以外语为应用语言传授公共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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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使学生掌握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核心议题等，为其

获取外文专业知识打好基础。 

（2）过渡型双语教学模式及其运用。 

公共管理专业虽然有很多外来理论和知识，但是其运用背景可以

立足于国内社会管理和公共事业管理。在大学教育中，让学生掌握基

本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使其能够运用舶来的理论和方法思考、研究、

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这是公共管理专业教育的重要目的。所

以，如果沉浸式外语教学并不完全适合专业教学的需求，可以选用过

渡型双语教学模式。过渡型与导入型双语教学模式的区别在于它的目

的不是沉浸，而是把专业外语课程扩展到各门专业课程。在这一模式

的实践中，可以先设置公共管理专业英语课程，首先让学生熟悉公共

管理专业词汇、句式、常用行文结构等，再把这种专业英语教育扩展

至其他专业课程，将不同课程的内容双语化，在推进课程双语化的同

时深化和扩充专业英语知识，拓展学生的专业英语技能。在其他课程

中穿插双语教学内容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方式，学生通过阅读英文案例

并进行案例分析，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提高了专业英语技能。公

共管理专业的案例来源很广，由于公共管理的基础学科包括了管理

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所以管理学案例、社会学案例和法学案例

都能为公共管理专业英语的课堂教学所用。管理学和法学案例资源非

常丰富，而且时事英文案例也容易获得。案例不仅能够说明理论问题，

而且能使教材内容更加形象生动，学生在学习案例的过程中更能感受

到理论知识在现实中的体现和运用。教师在课堂上提出相应的实践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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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激发学生进行讨论，既能拓展与实践相关的专业知识，又可

以增加专业词汇量，锻炼专业英语综合应用能力。通过这样的案例教

学引导学生分析和思考公共管理学的时事，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鼓励学生用英语就专业问题作专题演

讲是一种有效的互动教学方法，尤其是对于英语水平较好的学生，其

效果更突出；同时，也有助于学生之间专业知识与英语学习的相互促

进。另一种方法则是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辩论：教师组织学生对核心问

题进行辨析，将学生分组就案例中所体现的问题进行辩论。这种方法

旨在培养学生的学术争论热情，加强学生对专业问题的思考强度，强

化其专业知识记忆，提高学生驾驭英语的能力。如果能够用英语进行

课堂讨论，那么专业知识的教学效果将会更好。当然这需要教师和学

生都有较大的专业词汇量和相对较高的英语口语水平。 

（3）研究性双语教学模式及其运用。 

公共管理专业教育并不一定要像英语专业那样拓展学生的综合

语言能力，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于管理专业

的大学生而言，平衡地发展听说读写等各项外语技能并不是必须的，

而通过外语技能来掌握更多专业知识才是主要目标。特别是对公共管

理专业的研究生而言，外语阅读能力和翻译能力是双语教学的重心。

研究性双语教学模式就是注重这些能力的培养，在教育过程中特别注

重培养学生的阅读和翻译能力，以便大学生能更快、更直接地获取外

文资料中的信息，从而更好地掌握专业课程知识、扩大学术视野。我

们不仅在研究生阶段需要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在本科生阶段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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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和能力，所以，研究性双语教学模式也是公共管

理双语教育模式中很重要的部分。如果说在专业课程中穿插双语教学

比较适合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教学，那么学科前沿的双语讲座则更适合

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开设国外公共管理学科前沿理论课程或讲座，探

讨国外公共管理实践产生的新变化和新趋势以及对我国行政管理实

践有哪些借鉴，这对研究生教育十分有利。这样教学不但能激发学生

的研究兴趣，还可以切实增强学生的外文文献研究能力。通过这样的

形式能引导学生关注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论问题和新的实践创新，拓宽

学生的学术视野。 

由于公共管理学科借用了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

方法，所以在研究方法上需要使用很多舶来科学知识和分析技术。比

如：心理学和管理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管理学中就十分流

行；高层次的统计学软件和仿真学软件很少有中文版，如果要使用这

些软件为研究服务就必须使用英文原版。如果要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

些软件和分析方法，就应该用英文来进行教学。在研究方法的英语教

学中，至少要讲授软件菜单词汇和各种定量分析方法的英文表述方

式。在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体系正在形成。其中定量

分析方法的学术地位日益重要，要达到国际水平就必须在研究方法上

逐步与国际接轨，在研究方法课上应当采用研究性双语教学模式来进

行教学。在公共管理专业教育中，根据学生所处的不同层次和学习阶

段，采用不同的双语教学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双语教学的积极作用，有

效帮助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核心知识和技能。 



 

90 
 

（二）《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教学模式 

经《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教学实践反应，该门双语课程的

教学模式凝聚了这三种教学模式。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

接受能力不断调整课程进度，对英语教学的程度由浅入深不断推进，

尽量将该门课程的核心观念用英文的形式传达给学生。 

在《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的授课过程中，由于学生对双语

教学长期存在的逃避心理，课程开始初期还无法适应所谓的双语教

学，课堂气氛比较低迷，老师与学生互动经常得不到迅速积极的反应，

主要是以教师讲课学生听课为主。在这一阶段，教师主要以传授讲解

公共管理学的一些基础概念和一些代表性人物以及为今后学习四大

范式做一些导入，这一阶段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了解一些

基本的概念，教师传授相关学习方法，并准备了相关英文材料交由学

生打印并进行课后阅读，及时把课件传给学生方便其课后复习。教师

在课堂上科学运用英文材料并结合 PPT 进行详细讲解，课件和下发的

材料均为全英文，这就要求学生每堂课之前进行自行预习，根据老师

传授的相关方法，在阅读英文文献时不需逐词逐句翻译，而是要掌握

核心观点，并结合有关背景进行分析。课程进入后续阶段，教师主要

立足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为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及

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教师鼓励倡导学生根据下发材料自行理解并

总结，通过课堂 PPT 讲解的形式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以及课后查找的

相关资料展示出来，英文 PPT 要求全班同学都要完成并提交给学习委

员，学习委员统一收集发给教师，这部分同时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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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分统计。《公共管理学前沿》中主要要求我们了解公共管理学

的四大范式以及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和核心观点及代表作，这就要求

学生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教师将代表人物的相关著作的核心观点进

行节选并组成一篇文章发给学生进行学习，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

学》、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等等，学

生通过阅读材料并查阅有关资料制作一份全英文 PPT，展示该代表人

物的主要观点。学生根据自己对文本的阅读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整合

制作 PPT，PPT 内容教师倡导用全英文，但由于学生英文水平有限，

做全英文 PPT 对部分同学而言难度较大，所以可以适当使用中文，采

取中英文结合的方式，这样对学生更好地理解把握所学知识有很大的

帮助，PPT 在下一堂课前四十分钟内由学生进行演讲，理论融合实训，

理论实训一体，尽量为学生搭建一流的理论实践结合的专业双语教学

平台。通过这种形式，不仅可以锻炼学生阅读英文文献的能力、资料

搜集的能力，还可以通过提前预习增强对所学知识的印象，不至于在

上课过程中处于完全听不懂的状态。课堂展示主要放在课堂的后半部

分，前半部分主要以教师讲课为主，教师较详细地讲解下发的文献资

料，让学生们对所学内容有更深的理解，对要掌握的知识点进行勾画

备注，教师讲课过程中要求学生们必须全神贯注，对关键点做好笔记

并课后整理复习，下节课上课之前进行课前提问。课程后半部分则交

由学生进行课堂展示，结合老师课程上半部分对文献的讲解，加上自

己的理解和收集的资料，对整个学习内容进行整体的回顾。上去展示

的学生主要以自愿举手的形式，起初反应不佳，没有同学愿意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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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展示，教师采取随机点名的方式，首先让班级学习委员起表率作用，

学习委员的良好示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次是让班级成绩较优

异的同学起带头示范作用，这对活跃整个班级的课堂气氛，促进学生

参与课堂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之后很多准备充分但胆子不够大的

同学也主动要求上台演讲。在很多学习积极性较高学生的带领下，班

级气氛逐渐活跃，同学们都会愿意主动上台展示自己的成果。这些展

示的学生教师给予平时分的加分，并对其展示的 PPT 和讲课的状态给

予点评和建议，主要以赞扬和鼓励为主。课程最后留十分钟左右进行

本节课所学内容知识点的教师答疑环节，学生向教师提问，提问内容

可以是本节课所学知识有疑问的部分，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公共管理领

域所不清楚的问题。演讲者根据自己对节选文章的阅读理解提出三个

或以上有针对性的问题并进行阐述，这个问题环节的设置不仅可以反

应学生对文章理解存在的漏洞，也可以提供给老师以及学生一个交流

讨论的机会，对推进课程进展以及活跃课堂气氛起到很好的推动作

用。我们认为这个提问环节非常重要，这是师生互动一个非常重要的

环节。这一环节的设置不仅是对学生各方面能力包括提问能力，总结

能力等的一种培养，也是对教师的一种考验和进步，教师通过解答学

生的疑问，可以了解学生知识点掌握的程度，学生提问教师解答的过

程也是教师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可以带来师生共赢的良好效果。课堂

全程贯穿双语教学模式，学生阅读全英文的教材资料，教师讲解主要

以英文为主，重点知识部分为方便学生理解适当运用中文。课堂之前

设置的提问环节也要求学生用英文回答，双语教学一定是要要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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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用英文，不用英文来表达那双语教学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很多学

生起立回答问题的时候都会询问老师是否能用中文，但教师会一直鼓

励学生使用英文，教师的宗旨是说错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敢于表达，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激发我们自身潜能的过

程。 

刚开始接触这门课程的时候，学生对这种双语课程仍存在较大的

畏惧心理，所以前半学期基本上是由教师讲课为主，教师将课程讲义

投影在投影仪上，学生使用课前打印好的课件，这个课件主要是要求

学生在课前进行预习以及课后复习时使用，课堂中教师要求学生全程

关注老师的走向，跟随老师的思路，同时在重点内容部分做好记录，

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指出并询问老师，充分使用课堂时间，提高教学效

率和质量，为保证课程进度，教师和学生应迅速进入课堂状态，教师

在课堂钱多数会做本堂课程内容的导入，导入部分主要是针对时代背

景以及主要人物及其著作进项简单的介绍，导入部分对课程影响至关

重要。一班导入的部分以教师口头讲述为主，并没有专门的讲义或者

资料，所以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听讲并做好记录。 

（三）《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教学调查问卷分析 

为更好地了解学生对《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的理解程度以

及根据学生反馈对教学模式进行适当的调整，进一步了解大家对双语

教学的认识及要求，体现学生们自己的意见，我们开展了对该课程双

语教学的调查研究。为此，我们特制定了一份关于《公共管理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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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双语教学的调查问卷，面向 2014 级行政管理系两个班的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问卷题型包括 26 个选择题（单选和多选）和两个主观

题。选择题从学生对双语课程的认识情况、课程教材、教师授课方式、

教师教学能力、学生自身学习情况五个角度来了学生对该门双语课程

的整体感受。 

根据问卷反应，学生大部分均通过英语四级考试，百分之八十的

同学都曾在大一大二学期选修过双语课程，认为双语课程的时数适

当，有一大半的同学认为双语课程会给其学习带来负担和压力，但同

时通过双语课程的学习给其带来很多学习上的收获，包括提高了学习

兴趣，提高外语水平，掌握了学科前沿知识以及提升专业知识和能力

等，其中提升外语水平和专业知识能力所占比重最大，普遍认为在双

语课程学习中潜移默化地掌握了很多行政管理专业的学术英语。在双

语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将教师课堂的讲解作为对学习效果影响最大的

因素，但对自身预习复习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对双语课程的学习主要

还是依赖老师为主，自主学习的动力不足。学生对该门课程的教材基

本满意，认为最合理的双语课程教材应为国外原版教材辅之以中文注

释和文献参考资料。在对双语课程是否应考察口语能力这一问题时，

部分学生认为应该考察口语能力，但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无需考察口

语。双语教学意在我们运用英文去进行学科交流，用英文去表达自己

的观点所以我们认为一定的口语表达能力是需要具备的。对于双语课

程的授课方式，认为教师应根据课程设计和进度逐步开展英文教学，

课堂上英文教学比例在 50%~70%之间比较恰当。在对教师能力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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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调查中，学生认为老师在双语教学过程中既面向全体学生,又兼顾

学生差异方面做的一般，在愿意听取学生的课堂教学反馈意见方面做

的和在对学生有积极恰当的评价方面做得比较好。从整个调查问卷的

反馈结果来看，学生在双语教学中仍将自己放在一个被动学习者的角

度，对教师的依赖程度和期望值都很高，将自己学习的重点摆在老师

的讲解上，被动学习的倾向非常明显。但总的来说，学生对双语教学

的模式是可以接受的，并认为应保证质量，稳步增长。同时学校应实

施更具针对性的双语教学质量评估，建立专业双语教学质量评估指标

体系，加强评估结果的应用考核，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双语

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四）《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教学优点与不足总结 

接下来，我们将着重评判《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在教学中

的部分优点与不足。 

首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高昂的激情，始终以一种

饱满的姿态上好每一堂课。教师对课堂讨论活动的控制能力、面对学

生提出各种问题的随机应变能力较强，教师及时将整理好的课件和英

文材料下发给学生并叮嘱提前预习。教师利用课堂前三十分钟的时间

进行上节课学习内容的提问和新学课程的导入，提问环节计入平时

分，以学生自愿回答为主，若无人自愿回答，教师随机点名，这就要

求学生对上节课学习的内容进行课后复习巩固，很好地促进了学生对

该门课程的掌握。教师用英文提问并鼓励学生用英文回答，在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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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教师予以指点并进行延伸教学。提问的环节其实

是学生与老师思想交流并碰撞出火花的重要环节，是调动学生积极思

考问题的有效途径， 

其次，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会主动与学生交流，及时掌握学

生学习的状况，，比如课程进度是否太快，英文教学的范围是否需要

适当减少，知识点是否完全掌握等等。根据学生反应的情况，适度调

整教学进度，而不是为了追求教授更多的知识而忽略学生本身的接受

程度。因为班级里学生英语水平层次高低不齐，所以为了考虑到一些

英语水平较弱的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教师会在授课中对重要知识

点进行反复强调并要求学生做好笔记记录，在课程中间阶段特意拿出

一节课的时间对前半部分所学的知识进行梳理归纳，并进行了期中考

试来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师在师生互动方面做了很多

努力，形式包括教师提问学生、学生提问老师以及学生课堂 PPT 演讲

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学生在双语课堂上的自主地位，对培养

学生主动学习，快速接纳新知识的能力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教师对英文文献材料的选择和灵活运用对双语教学的推进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选取英文教材时，教师进行编排，将一些无需

掌握的知识删除保留最精华的部分，这样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很多方

便，也使学生不用过多纠结于一些生僻词汇，做一些无用功夫。该门

课程选择的教材是中英文版的《公共管理学原著导读》，主要运用于

学生课后拓展性阅读，要求学生自觉阅读。另教师选择了登哈特夫妇

的《新公共服务：划桨而不是掌舵》的部分章节节选作为本门课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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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重点内容，教师将准备的英文文献及时以文档的形式发给学生自

行打印并配合中文译版的书籍进行提前预习。登哈特夫妇的该著作是

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对我们深入学习公共管理学的精髓具有

非凡的意义，教师对英文著作的筛选以及课堂上的简洁明了的总结概

括梳理对学生学习这门双语课很有帮助。 

但是，这门课程的授课过程中仍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教师对课

堂时间把控的问题，学生学习能力悬殊的问题，中英文教材结合使用

不当的问题，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实质性公平的对话沟通，教师教学

计划制定的问题等等，而且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也无法全部解决。探

讨双语教学的模式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我校这样一个

大环境还未成熟的条件下发展必定是长路漫漫且需披荆斩棘。我们认

为要提高双语课程的地位，就必须从课程性质上进行改变，学校要重

视双语课程的培养就需要将类似《公共管理学前沿》、《公共管理学

原著导读》等类似的课程设为专业绩点课，这样学生才能从根本上重

视该门课程的学习，从而双语教学的环境才能慢慢形成并且走向成

熟。 

三、《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教学反馈 

（一）《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教学访谈反馈 

为更好地深入学生内心，了解其对该门双语课程的真实想法，及

时将学生意见建议反馈给老师，从而更好地进行师生配合，将双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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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我们将学生群体进行分类，并进行小群体性的

课后访谈。根据学生平时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成绩我们将学生大致分为

学习积极性高和学习积极性较弱两个群体，并对行政管理一班几个弱

视学生单独进行了访谈。访谈主要是针对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生对

老师目前教学方式的一些看法，包括教师做得好的部分以及有待改善

的部分，另一方面就是自身学习的一个状况，并对双语课程的改善提

出自己的合理建议。 

经过访谈我们可以发现学习积极性较高的同学面对该门课程的

态度是非常认真和踏实的，这些同学间有很多同学英语成绩并不优秀

甚至基础比较差，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逃避这门课，而是认真预习和

复习，用心对待老师布置的任务并完成得很优秀，不会因为是双语课

程学得吃力而抱怨。他们认为学习双语课程不会增加学习压力并且能

从中学到很多英文专业知识，并且通过老师的讲解对公共管理学有了

重新的认识，学习该门双语课程受益匪浅。在与学习积极性较低的同

学沟通过程中，我们发现阻碍其双语课程学习的有兴趣和积极性两个

方面，有的同学认为这门课程本身就很枯燥，不愿意花费过多的时间

在这门课程上，这类学生是属于比较有个性和自己主见的，有的同学

是单纯地不想学，双语课程超出其平时课程学习的难度，又不愿意进

行预习和复习工作导致上课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对该门课程越来越丧

失信心最后干脆不学。一些英语基础较弱的学生认为该门课程的课时

还是过多了，教师应该适当减少课时，能尽量把每个课时讲得更细致，

让学生们掌握得更牢固一些，认为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实际接受能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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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课程进度。教师教学计划的突然变更也会使学生在对这门学科的

学习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厌恶感，教师必须明确教学计划，不能随意更

改，例如提前说好下节课要上什么内容就一定要按规定授课，不能临

时改变主意。 

在与视力较弱的五位学生的交流过程中可以得知双语课程对他

们的挑战是比较大的，首先是视力问题，教师下发的文献资料篇幅比

较长而他们由于视力原因不能够花过多的时间在阅读上，没有足够的

精力去学习，课堂上老师讲课节奏比较快，经常会错过老师讲授的重

点知识。像公共管理学这样政治性和学术性较强的学科本身用中文学

起来都有一定的难度，现在如果过多得使用英文授课，学生会更加难

以理解，所以希望老师能在课堂上增加中文讲解的部分。教师在授课

过程中可能过高得估计了学生的学习能力，认为老师应该在讲课，作

业和考试形式内容上多听取学生的意见建议，不能过分得对学生进行

英文答题书写等的强制性要求，要采取适当放宽的原则。 

（二）《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教学改进意见 

这里，我们根据与同学们的访谈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学生对该门

课程的意见和建议： 

（1）针对双语课程课堂教学形式。 

学生们认为教师可以在增加课堂趣味性这一点上再下一点功夫。

在课程环节设计上，无论专业课还是外语课，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原动

力，而双语课程既是专业课又是外语课，兴趣激发则尤为重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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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课程设计及内容的趣味性。一方面从兴趣入手，改进了课程环节

的设计和授课方式，以趣味性带动专业性；另一方面，加强公共管理

学基础双语课程的行政管理专业性，在专业性中包含趣味性，实用性

和互动性。我们认为可以在课程开始加入一个 Enlightening Moment

唤醒时刻，每次上课开始，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向学生展示一个英文

趣味性内容，如一幅漫画，一幅图片，一个小幽默，一则名言或者一

个小故事供大家欣赏，由此引发一些专业话题，社会热点或人生经验

的讨论。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有这样一句话“that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此句翻译为“人天生就懂政治”。由这句

话可以由同学发言表达对这句的理解，每个同学都会有不同的或者相

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对继续引入课程的核心观点都产生的非常重要的

延伸作用。当然，我们认为还可以适当引入时政热点话题的讨论，比

如中外时政热点，与政府行政管理有关的话题都可以进行分析讨论，

其中要重点探讨政府的某种行为反映了我们所学的哪些相关知识。学

生可以就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这样有助于学生消化吸收所

学知识。 

（2）针对教师的教学方式和能力。 

学生普遍认为教师上课时语言幽默风趣，情绪高昂，课堂充满活

力不枯燥，教师对教学进度的把握比较适中。但是学生认为教师在采

用英文授课时说话的语速比较快，学生有时候会跟不上老师的节奏，

在做笔记的过程中会遗漏一些重点内容。教师板书时习惯连写，有时

候学生看得不是很清晰，所以教师在板书之后可以多讲解一下板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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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有的生僻单词或者字母较多的单词应多做中文的详细说明，这

对那些英文水平较弱的学生会有很大的帮助。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重

点阐释课堂内容，在授课之前应告知学生这堂课的学习重点，之后逐

条展开，详略得当地讲述。双语课程不得不提到教师对英文讲解部分

的驾驭，在访谈中我们提到在双语课程中英文授课所占比重为多少合

理这一问题时，学生们建议教师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学生认为教师

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课程初期尽量多用中文讲解，随着课程进度

和深度的推进慢慢增加英文讲解比重，最后阶段可以进行全英文讲

解，这样可以给学生适应的过程，也可以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双语教学

的魅力，真真切切地从中学到专业知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教师应在

未来的授课过程中注重师生关系的培养，要真诚地与学生沟通和交

流，老师可以适当放低自己的姿态走进学生中去，亦师亦友的师生关

系对学生增加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有很大的作用。通过与学生交流，

发现有学生提出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并不多，认为教师上课过程中应

更加专注课程本身的教学，适当减少其他话题的加入，对于课程的内

容尽量做详细的说明而不是大纲式的教学。 

（3）针对学生自身学习状况。 

访谈发现学习积极性较高的学生会在课后做一定量的复习和预

习，对课程的掌握程度较好，愿意花时间来钻研。而学习积极性较低

的学生便会觉得预习和复习是一种负担，不愿意花过多的时间在这门

课的学习上，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是以很随意的态度完成。学生重视程

度不够以及老师在考评上的放松使很多学生抱着无所谓的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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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学习双语课程，这就使双语课程失去了很多价值。所以，为提高学

生的重视程度，一些学习积极性高的学生建议老师可以在初期采取强

制性的措施，严格规范评分制度，课前提问要做到尽量每位学生都能

有机会被提问并将其作为平时成绩严格记录。课程后期的英文 PPT 展

示也要求每位学生完成并给一些平时课堂上不够活跃的同学一些机

会上台展示，给与其展示的机会可以表明老师是重视他的，这样不仅

可以活跃整体的班级氛围，也可以起到示范带头作用，老师也可以适

当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以表示对其努力的认可。在学习过程中适当开

发学习互助小组，教师可以安排小组讨论学习，布置小组共同完成的

学习任务，最终成果展示可以通过现场抽签的形式，这样每位同学都

会提前好好准备，也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这样学习积极性高的

同学也可以带动积极性不高的同学参与到双语学习的过程中去。但

是，也有同学认为后期的英文 PPT 对自己该门课程的学习并没有起到

很大的帮助，除了学习了相关的专业英文单词，对课程的理解并没有

更加清晰。认为教师应该减少类似 PPT 的展示，直接通过教师课堂的

讲授反而学习效果更好。 

其实总体来看，通过《公共管理学前沿》双语课程的学期，从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同学们对双语课程的看法，不论如何，从某一种角度

来说对同学们都是有所收获的，但是收获的多与少关键还是要看学生

自己掌握程度如何，是否有用心去学这门课，是否花费了很多精力在

这门课程上。像在访谈中我们提到过的问题“你觉得你在双语课程中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绝大多数同学都提到了学到了很多专业英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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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这一条，也会有很多同学说我起码对那些公共管理学领域的一些关

键人物及其观点以及他们的主要著作有一定的了解了，其实这就是一

个知识传递的过程，老师在课堂上反复提到的重点知识其实在潜移默

化中已经深入学生的记忆深处了。通过访谈以及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来

看，这次双语教学的成果还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大部分

同学对双语课程的排斥感更弱了，对老师的授课方式也是可以接受

的，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同学们对双语课程的看法，不再认为双语课

程仅仅是考察我们的英语水平，而是用一门语言来学习一门课程，以

外语作为一种交流的方式和媒介更好地理解我们要学习的知识。 

（三）双语教学质量提高的意见和方法 

那么，如何促进双语教学质量水平的提高，实现双语教学真正的

目的和意义呢？我们做了如下探讨： 

（1）合理选择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1）明确双语教学目标 

双语教学的目标是掌握某一学科的知识，而不是单纯地提高外语

水平。开展双语教学，应根据学生的英语能力，确定授课时英语讲授

所占比例。总之，以双语教学为手段，以学科基础知识学习为基础，

培养能直接用英语进行学科知识前沿学习的复合型人才是公共管理

学双语教学的最终目标。 

2）因材施教，实施语言分流教学 

问卷结果表明，学生的英语水平与接受双语教学的程度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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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我国大多数本科学生的英语水平远远达不到可以接受英语授课的

能力，致使学生有可能失去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因此，可以实施语言

分流，即根据学生的外语水平进行分层次教学，使外语水平基本相当

的学生在一个班进行双语教学，以便于因材施教。首先，可对学生进

行英语水平测试，按测试成绩分流，把学生分成快班和慢班。快班，

教师直接用英语授课，可穿插少量中文；慢班，教师可以用中英两种

语言教学，主要以中文为主进行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的能力以及他们的个人意愿，允许学生转班学习，这样就避

免学生因英语水平差异而影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语言技巧的提高。 

3）循序渐进 

学生从双语授课中吸收知识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应采取过渡型的

双语教学。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英语水平，合理确定英文授课比例。

开始可以使用中英文混合授课，课后对照复习。随着对专业课知识的

认识和英语授课方式的熟悉，渐渐地采用英文授课为主的方式，这样

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信心和热情。 

（2）教学方法灵活多变 

教师是双语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性因素。教师的教学方法应力求

灵活、多变，让学生在课堂中不产生厌倦或疲倦的感觉，例如，在教

学过程中适当安排一些讨论、情节对话、案例分析、现场模拟、学生

演讲等形式可能会起到较好的作用。布置给学生的任务应力求难度适

宜，无论是作业、论文和讨论，布置给学生的任务不能太难，对于难

度较大的题目，要给出解题思路或提示；因为如果太难，他们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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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而且更糟糕的是，可能会打击他们学好这门课的信心。同时要

加强平时考核，鼓励与压力力求均衡，双语教学难度较大，若期末同

其他学科一起复习，学生压力会很大，而且效果不好，因此双语教学

中更要注重加强平时考核。平时考核的主要方式是测验，测验的目的

是为了督促学生复习，所以每次测验前要将测验范围、具体要求告诉

学生，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复习范围；而且平时测验题目不能太难，

要让更多的学生拿到高分，以鼓励他们对学习产生信心和兴趣。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评价和管理机制 

公共管理学双语教学对教师至少有以下三个基本素质要求：一是

能够深入掌握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以及本专业相关学科的国内外最新

发展动态；二是具有较强的专业英语综合能力；三是掌握公共管理学

双语课程教学规律和授课技巧，善于合理安排组织教学各个环节，培

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热情。 

建立和完善双语教师培养机制具体有以下几个方法：○1 通过与

国际知名院校建立长期稳定的师资合作培养计划，建立行政管理专业

双语教师出国留学、联合培养机制，定期派出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留

学或访问学习，积极鼓励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掌握最前沿的

学科动态，切实担负起双语教学的重担。○2 在教师岗位聘任中，要

求在任期内有半年以上的国外研修经历，促使教师主动考虑自身的对

外交流学习问题，同时在国外研修期间，教师所在院校应为其保留国

内的待遇。○3 积极引进外来人才，学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聘请

外籍教师执教，使学生体验到原汁原味的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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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语教学的教师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行政管理双语教师

在课时工作量计算、岗位津贴补助等方面实施一定的倾斜政策，以充

分调动双语任课教师的积极性。同时要成立双语教学督导组，不定期

地对双语教师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进行检查和评估，针对问题及时向

任课教师提出反馈建议，以保障行政管理双语课堂的教学质量。此外，

还应经常开展双语教学经验交流会，推动双语教学稳步发展。 

（4）合理选取教材，加强公共管理学双语课程教材开发 

选用适当的公共管理学双语授课教材是双语教学中一个尤为重

要的问题。大部分学生普遍希望使用原版教材再加上中文注释，希望

可以中英对照，进行更好地理解。因此，教师在继续选择优秀英文原

版公共管理学教材的同时，应开发相应的汉语配套讲义或教材。可以

选择一批具有丰富行政管理双语教学经验的专业骨干教师和专业英

语教师成立课题研究组，对所选原版公共管理教材进行研究，行政管

理专业教师对英文原版公共管理学教材专业知识进行把握，而英语专

业教师则负责对行政管理专业教师内容翻译的准确性进行校对和指

导，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将以配套讲义或教材的形式应用到公共管理双

语课程教学中去。教师在进行筛选、整理、排版教材的过程中，可以

将一张纸分为两个部分，英文原版教材放在左侧，中文翻译材料放在

右侧，或者可以分别整理一本英文教材和一本中文翻译教材。既有助

于学生对英文材料的理解，减少教师在课堂上翻译专业词汇和语句的

工作量；也有助于学生加强对学科专业知识的理解，尽可能保证英语

基础差的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与理解，不至于因语言因素影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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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理解，更有助于学生课前预习、自学，课后对照复习，减少学习

的心理负担。 

除了教材中英对照之外，专业教师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可结合

中西方行政管理的异同点以及历史与当前的时事，在教材左右两侧或

是文章的结尾注明几个思考题，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小组讨论或

案例分析，培养学生主动思考与学习能力，增加课程吸引力，同时减

少单方面使用国外原版教材的缺陷。 

（5）转变学生学习观念，加大课程投入 

提高学生对双语课程学习意义的认识，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

体化浪潮的推进，学习专业英语知识不仅仅是满足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的需要，更是由行政管理专业学科背景知识决定的，行政学起源于西

方，因此阅读西方原著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有很高的要求，同时将专业

知识与专业英语实现了有机结合，有利于学生掌握学科知识前沿，这

也是作为一个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所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因此，公

共管理双语教学就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要加大双语教学

的宣传和政策力度，让学生了解双语教学方面的知识及具体要求，使

学生认识到实行双语教学是提高自己外语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好机会，

鼓励引导学生积极、热情、努力地进行双语学习并逐渐适应双语教学。 

除此之外，要教育学生克服畏难情绪，敢于面对学科专业英语等

知识对自身的挑战。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增加学生对本门

课程的投入，加强课前预习，提前掌握关键词汇；做好课后复习，巩

固专业知识和英语知识。单凭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是远远不够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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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应当在课余时间加强学习，博览众书，以配合双语教学的进行。 

（6）提高学院对双语课程的重视程度，营造双语教学良好环境 

在我们公共管理学前沿的双语课程来看，教学时数是不够的，如

果用中文讲课或者学生的英语水平较高，应该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目前双语教学则明显不够，因为讲课

速度要明显慢于中文讲课，而且要适应学生的听力水平，一些重点和

难点要重复用中文解释，必然延长教学时间。因此，学院应该适当增

加双语教学时数，提高双语课程的地位，尽快把双语课程设置成为绩

点课程。同时，应该减少专业课程中与行政管理专业无关的课程，适

当增加双语专业课程。 

为了提高学生英语水平，配合双语教学的开展，学校可以通过多

种方式创建双语环境，如开展英语活动，邀请学者和专家讲学，还可

以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诸如开展交换生、出国访问等国际合

作办学模式等。在课堂上，可以通过案例设计、小组学习和专题讨论

等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鼓励学生用英语表达；在课外，可以

安排学生阅读一些相关的英文资料，完成双语教学的课外延续。同时，

可以借助大众传媒，在校园内开办校园英语报纸、校园英语广播节目、

英语角等方式创造校园的双语环境。发动学生组织英语课外活动，营

造学习英语、运用英语的语言环境，双语课教师应经常参加学生的课

外英语活动，进行交流和指导，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接触英语、

用英语交流和思维的机会，使英语经过一定的积累，逐渐成为日常交

流用的语言之一，养成英语思维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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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广泛搜集了国外高校公共管理教学

实践以及调研了国内各大高校《公共管理学》课程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趋势，为我校《公共管理学》双语课程未来更好地发展与进步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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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国外高校公共管理本科教学实践 

在公共管理本科的教学实践阶段，相较国外如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

国家，中国起步较晚，经验略显不足，且许多目前本科阶段所学习的

公共管理学科理论，以及采用的课程参考书，大多也来自于国外。所

以在研究本科公共管理教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国外著名高校入

手，如美国的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公共事务学院、印第安纳大学伯明

顿学院，以及英国的维斯特敏斯特大学等高校。这些高校在公共管理

学科的教学研究起步较早，并贴近国外公共管理学科理论发展创新，

基本都在教学方面自成一派，多有自己独树一帜的教学方式，并在多

年的实践中收获了不少好评，成为世界各地有意学习公共管理专业的

学子趋之若鹜的学校。所以，本部分主要以美国高校的公共管理本科

教学为例，并辅以一部分的英国高校教学实践，对国外高校公共管理

本科教学实践进行了大略的总结。 

一、国外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概况 

公共管理，也称公共事务或公共行政，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是随

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与早期行政管理实践相适应，人类对行政管

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早自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

(《Πολιτεί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文艺复

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The Prin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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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都蕴涵着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是公共管理理论发源的先驱。

[1]然而在当时，由于各种原因以及理论实践的不成熟，这些思想因缺

乏系统化和理论化而未形成一种专门学科。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现属公共管理学科下的行政管理才率先在美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

科，随后被多国学者所发掘，迅速扩及西方各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2]
 

本世纪 60 年代以前，公共行政学，包括行政学、行政管理学，自

在美国诞生近百年来,先后经历了创立、成长和逐步科学化三个阶段,

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的公共管理学科称之为公共行政学。而 60 年代

以后新崛起的公共管理学与传统公共行政学相比,内涵已大相径庭。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

运动，英国是这场运动的主导力量之一。[3]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国等西

方国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主要以培养高级公共管理人员为

目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了大批公务员、政策分析人才、高

级咨询人才和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同时在推进政府机构和行政行为改

革的过程中，公共管理学科在社会发展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目前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框架下，主要包含了 3 个主要研究领域：

一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它是公共管理学科的核心和

主干部分；二是“公共事务管理 ”(Public Affairs)；三是“公共政

策”(Public Policy)。由此，“公共行政”、“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政策”

成为构成公共管理学科的三大支柱。[4]
 

那么这三大支柱分别有着不同的定位和功能：首先是公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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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是指各级政府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所从事的以推行政务为核心

的管理活动，它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其次是公共事务管理，

它是指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民间团体，特别是履行某些行政职

能的事业单位等非政府机构所从事的管理活动。所谓公共政策，即政

府为实现或服务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目标所采取的政治

行为、规定或行为准则，是一系列策略、法令、措施、办法和条例的

总称。 

通过考察目前国外开设公共管理学科的高校，以美国为例，目前

全美二百多所大学的公共行政学院按本科专业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

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类,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公共事务

学院等均属于这一类；二是公共事务(Public-Affairs)类，印第安纳大

学公共事务与环境学院等是这一类的代表；三是公共政策

(Public-Policy)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福特学院、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属于这一类。根据美国权威教育排名网站

USNEWS 与 2017 年的排名，以下五所大学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研究

生教育位列前五，分别为：美国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公共事务学院

Syracuse University(Maxwell),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公共事务与环境

学院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哈佛大学肯尼迪公共政策学院

Harvard University(Kennedy),乔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政府管理学院 Princeton University(Wils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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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高校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 

在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发展过程中，公共管理学科理论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公共管理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也随着社会发展

的需求而发展壮大。起初，大多数人对公共管理了解不足、经验不够，

导致国家的发展过程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19 世纪末欧美国家经济

发展的无序和政府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导致了科学、改革和进步运动

的展开，人们开始认识到培养有公共服务的职业道德精神、懂得用科

学的方法来领导和管理公共事务的专门人才的重要性。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将管理从混乱和狭隘经验主义的现状中

解救出来，使之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知识之上。[6]最早倡导管

理训练的学者之一的威尔逊就说过，公共管理的学习和研究的目的首

先就是要帮助揭示什么事情是政府可以做并且做得好的，再就是寻找

能够将政府应该做的这些事情以最大效率和最少的经费和精力来做

得好的方法。从这个意义来说，公共管理研究要追求的特点就是懂得

科学管理、能够提高效益的专门人才。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的公

共事务学院是盛名卓越也是公认的美国最早的公共管理学院，1924

年它的院志上专门有一段描述办学动因的话：“至少,现在人们开始认

识到政府工作需要专门人才这一事实，像企业管理需要专门人才、政

治民主需要专门人才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一个民众的

政府里不需要专家……现在，即使在美国这一传统思想延续时间最久

的国家，这一传统概念也寿终正寝了。At least, now peopl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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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 to realize that the need for specialized work in government 

work, like business management requires specialized personnel, political 

democracy requires specialized personnel. For a long time, people think 

that a people's government does not need experts ... ... Now,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traditional idea of the longest continuation of the 

country, this traditional concept is also finished.”这一段话，是美国早期

公共管理学院建立时强调培养政府工作管理专家的一个重要理念。因

而，大学开设公共管理教育的目的是“为公民社会的管理培养专职的

优秀管理和研究人才,以便他们能够智慧地与公众打交道和在现代公

共组织中有效工作——不论是在地方、州、还是中央政府。For the 

management of civil society to develop full-time excellent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talent so that they can intelligently deal with the public and 

work effectively in modern public organizations - whether at the local, 

state, or central government.”
[7]

 

从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公共管理的学科特

征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公共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的推崇 

公共管理办学和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要为公众服务，捍卫和提倡公共

利益，不追求不该得到的私利。麦克斯韦尔公共事务学院将反映公共

利益和公众责任的话语镌刻在学院的墙壁上：“我们将尊崇和服务城

市的法则，我们也将尽我们的努力使那些身居权利高位、很容易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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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忽略这些神圣思想和事务的人们对这些神圣思想和事务保持与我

们一样的崇敬和尊重。我们会不断地努力，加快公众的公民责任感。

这样，我们可以将我们这座不仅不会更差、而且还会更伟大和美丽的

城市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We will respect and serve the laws of the city, 

and we will do our best to make those who are at high levels of 

righteousness and who are easy to trample or ignore these sacred ideas 

and affairs to maintain the same respect and respect for these sacred ideas 

and affairs.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hard to speed up the public's sense 

of civic responsibility. In this way, we can pass our not only will not be 

worse, but also will be more great and beautiful city passed to our next 

generation.
[8]

”这一誓言,提倡一种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文化，认为

有高于个人私利的理想准则和法律准绳的存在，值得个人为之奋斗和

献身。 

（二）强调公共服务的实践性 

公共管理学科于上一个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大学迅速发展，其原因就

在于它与管理实践的紧密结合。研究政治理论出身但不满足于理论本

身的局限性，进而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泰斗级人物的沃尔多曾毫不客气

的指出，传统政治学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因为它逐渐远离对公共事务

的积极参与而热衷于追求建立科学模型。“政治科学开始倾向注重有

趣但不会有什么结果或能够量化但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或更有甚者，

将精力放在一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上。因为,政治科学不可能完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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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相比。Political science began to tend to focus on interesting but 

not what the results or can be quantified but insignificant things. Or even 

worse, to focus on something that is simply impossible. Because, political 

science cannot be completely compared with physics.”。他批评了当时一

些片面的学术方法和思想，同时也强调了公共管理学科区别于传统人

文和社会学科的重要价值理念——那就是公共管理科学是注重社会

实践的现代科学。[9]
 

（三）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教育目标都注重社会实

践 

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高校，许多大的公共管理学院都鼓励

教师和学生通过做项目参与社会实践，或到政府挂职，或鼓励边打工

边学习，还聘请在管理岗位上的市政经理和部门领导为学生开课。一

些院校还打破学术传统，开始招聘有丰富管理实践经验的教授以加强

对学生的实践认知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怀特所写的被公认为第

一本公共管理教科书就属于这一类学术价值不算强但面对政府工作

实际、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书。[10]
 

综上所述，美国公共管理的学科原则有三大重要理念：培养专业化管

理人才，注重公共服务精神，强调实践和操作。在百年的发展进程中,

美国公共管理学正是由于对上述三大理念的执着追求，使其在美国的

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除了为政府和非营

利部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的人才之外，还比较凸显的贡献有：公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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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提倡公共事务管理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反对腐败，注重工

作效益。美国的国家管理正是如此走上现代化管理道路的。公共管理

帮助科学设计了政府职能、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用科学管理的理论

设计白宫总统办公室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配置，帮助地方政府从传统结

构向现代的市政议会-经理人的结构转型就是典型的例证。用科学的

理念、数据收集和分析、决策研究等先进的方法推动了公共事业的发

展，支持了公共决策和政府业绩评估。为推动政府创新改革不断提供

理论依据和政府工作反思，近来的重塑政府改革、业绩评估改革、分

权改革、网络治理、公私部门协作等就是这方面的尝试。 

三、国外高校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的特点——以美国高校为例 

美国作为拥有开设公共管理专业的高校数量最多的国家，在公共管理

学科本科阶段的教学实践有着丰富的经验，其在招纳学生培养目标、

学科专业设置、本科四年课程体系、规划课程内容、创新完善教学方

法等方面有着公认的代表性。所以，本部分以美国高校为例，分析国

外高校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的特点。 

(一)培养目标 

通过分析美国各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育培养目标可以看出，不

同高校的公共管理类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尽管这是美国

高校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的一大特点，但它们之间也有许多的共同点。

首先，美国开设公共管理学科的各高校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扎实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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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这其中，既包括专业理论基础，也包括通才性的基础知识。

其次，美国各高校都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能力、解决

问题能力，同时这些能力在高校招生过程中就已经有充分的注重。与

此同时，各高校还强调本科层次的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像国

内高校，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例，学生多是从大三下学年或是大四学年

才开始接触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或是实习。而美国不少高校就直接以

“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公共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The 

students are trained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in society）”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

力（Able to compete for good jobs）”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最后，

强调为学生在更广泛的领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做准备，即为升入研

究生阶段打下坚实的理论知识基础，输送学科型人才。 

(二)专业设置 

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开设学科时间较长，经验丰富，所以发展到现

在普遍规模比较大，很多学校都设有单独的公共管理学院。如著名的

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公共事务学院，是美国公共管理学科最顶尖的学

府，且每年都会有许多学科相关的活动、论坛在学校内举办。同时，

美国公共管理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设置差异比较大，各院校的公共

管理教学都极力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例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政策

规划与发展学院的本科专业侧重于公共政策、管理和规划，而印第安

纳大学公共事务与环境学院侧重于环境政策的研究。这是由于美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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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理专业的多样性主要是由于公共管理专业教育是需求导向型的，

因而各大学为了竞争生源不得不突出自己的特色。 

以雪城大学为例，该大学的公共事业管理类专业设置在马克斯维

尔公共事务学院（Maxwell），这所学院目前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公

共事务的学院之一，其 MPA 项目在美国排名第一。同时，印第安纳

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 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置在公共和环境事务

学院，学院 1972 年创建，是世界上第一所将公共问题、环境科学和

政策进行交叉探讨的大学，目前其 MPA 项目在美国排名第二。[11]
 

通常来说，美国本科生阶段的课程设置分为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

在雪城大学的马克斯维尔公共事务学院，学生必须完成 18 学分的核

心课程，在此基础之上，专业又分为 4 个大的方向，分别为：环境保

护、政府和商业、健康教育公民服务、社会和法律体系。学生需要选

择并完成 4 大方向上共 12 学分的课程，但同时不得在一个方向上研

修超过 9 个学分的课程。在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直接分

为了 7 个专业方向，分别为：环境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法律和

公共政策、公共管理、政策分析、公共财政管理、公共部门和非盈利

部门管理。每一个专业方向的学生必须学习规定好的专业必修课，同

时有诸多选修课可供学生选择。当然，每一个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都

不尽相同，专业设置充分考虑了每一个专业的特点，并且安排了大量

的实践教学活动。 

在课程安排设置上，以环境管理专业为例，雪城大学的环境管理

专业的核心课程为：经济思想和问题、美国社会的重要问题、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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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量化分析、公共政策分析基础、公共政策分析和报告方法、社区管

理标准、政府和非盈利组织、专业实习。印第安纳大学的环境专业的

核心课程为：国家和国际政策、城市问题和解决、法律和公共事务、

政府财政和预算、职业发展规划、专业实习。 

美国大学课程内容紧贴实际、重视应用。以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公共

事务学院为例，其本科４个专业方向中都包含有地理信息系统、社区

管理标准、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基层政府和政策、慈善和非盈利、房

屋供给、社区问题解决这 7 门专业课程，这几门专业课程都是为了应

对公共事业管理的基础问题、基层层面而开展的，但同时又是具有实

际操作可行性的课程。例如地理信息系统，就是讲授如何通过地理信

息系统这类管理信息系统提供相关的基础数据，并通过地理信息系统

的分析组件提供有关决策的详尽信息，并且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人

口、资源、环境的不协调或者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以期更精确

的解决社区公共事业中出现的问题。而类似于社区管理标准、房屋供

给、社区问题解决这三门课程，在我国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置中，

只有社区管理概论一门与之相对应，而一般性的概论课程大体都是对

一门知识学科理论体系的整体介绍，并不深入到具体的实际应用中。

[12]
 

学科交叉性设置，公共事业在我国被认为是一门文科课程，所以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专业设置上有大量的文科课程安排，往往忽

略的自然科学在公共事业管理学科中应起到的作用。公共事业管理本

身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需要联合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力量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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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事务与环境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加入了大量自

然科学课程：运用生态学、水资源介绍、昆虫和环境、湖沼学、环境

科学技术、环境毒理学介绍、地下水水文学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运

用远程环境遥感、水资源供给和废水处理、湿地、生态学和法规、大

气污染控制、固体和有害废弃物理、湖泊和流域管理陆地栖息地分析、

水生栖息地分析、生态保护区介绍保护生物学介绍、渔业和野生动物

管理、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实验室，这些课程不只有一个学院提供，

可能会涉及到多个学院、多个专业。所以我国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统

筹规划的前期，就要将目前学校已有的资源进行整合，尽量打破院系

之间的壁垒，让多元化的师资力量加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科建设

之中。 

指导员指导学术选择，课程有详尽的专业方向分类，学生在选课

的时候会有专门的指导员进行指导。在美国的大学制度中，通常会专

门设置一两位导师对学生在选课、职业发展规划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

指导。而这类导师通常是具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又与社会企

业、组织联系密切，较为了解社会实际需求。这类导师的设置，可以

最大化的优化学生选课流程、解答职业发展规划的问题，并提出良好

的建议将职业发展规划和学生的兴趣爱好有机的融合到一起。[13]
 

除此之外，还有“学术丰富计划（Academic enrichment plan）”。丰

富的与课程专业相关的活动让学生更好的将所学用于实践并反思所

学。以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事务与环境学院为例，针对本科阶段公共事

业专业的学生，学院一共提供了 12 种不同的项目供学生参与，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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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项目统称为“学术丰富计划（Academic enrichment plan）”。这 12

种项目分别为：①海外教育项目（Overseas Education Program）。与

海外学校合作，将学生派往海外学习交流。②公民领导者中心（Citizen 

Leadership Center）。针对大一新生提供的住宿－生活－学习的三位

一体项目，如果大一新生对领导力、公共政策感兴趣，希望世界变得

更好，就可以申请加入公民领导者中心，与其他的优秀人才在一起学

习生活，并建立起长期的友谊。③华盛顿领导者计划（Washington 

Leadership Program）。[14]将“国会山”，即美国的政治中心作为学习的

课题，在相关的构实习一个学期。通过实习，建立起相应人脉，获取

学分并且寻找未来工作的机会。大学已经联系 13 个机构，学生必须

申请以得到实习的机会。这 13 个机构包括：美国空军语言文化办公

室，美国国家和社区服务公司，国土安全部，环境保护部，美国众议

院，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政府预算管理办公室，美国和平部队，国

家流浪者救助联盟，美国白宫办公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美国反诽

谤联盟，联合国世界粮食署。④学术组织（Academic Organization）。

学生可以自由参加相关的学术、科研、公益组织，这些组织为学生提

供了学习的纽带和桥梁。大学与诸多组织建立起了良好的联系，如国

际公共管理学会、美国志愿团、教育政策学生联合会、印第安纳大学

人力资源联合会、健康管理政策学生联合会等。⑤优秀学生项目

（Outstanding Student Program）。成绩优异的学生在修满一定学分后

可以额外的选取高级课程学习并参加学院教授的研究团队，参与研究

项目，为日后的硕士阶段学习或者博士阶段学习打好基础。⑥运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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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项目（Invention Project）。如果学生对运用政府和公共管理的手段

解决经济、法律、政策、环境和社会问题感兴趣，可以申请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可以接触到诸多在以上领域的顶级政府和公共管理专家，同

时学生可以与来自各个组织的专家、学者深度接触，有助于构建关系

网络，助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学生需要承诺在不同的学期参加 5 门高

等级课程的学习，学习为小班教学。⑦一般性实习。学院与大量的机

构建立起了实习联系，可以通过学院的实习申请系统进行在线申请。

⑧专业发展实习。学校的本科生管理办公室提供的本城市内大量公立

和非盈利机构的专业实习机会，这些专业实习可以拿到丰厚的工资。

⑨硕士加速计划。本计划为最优秀的学生提供提前接触顶尖大学硕士

研究生项目的机会。⑩美国志愿队夏季项目（Summer project）。在

夏天参加诸多非盈利组织，获得宝贵的学习机会并让世界变得不同。

⑪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模拟联合国的模式，讨论一

系列重要的问题，并在课题或者模拟联合国俱乐部中模拟谈判、协商、

外交和公共辞令技巧。⑫印第安纳大学辩论项目（University of Indiana 

Debate Project）。参加印第安纳大学辩论队，与来自全国其他高校的

同学一同参与辩论赛，同时学习公共演讲、研究、辩论、和批判性思

维技能。[15]①
 

(三)课程体系 

国外高校在本科阶段普遍实施通识教育，大多数美国高校都认同

                                                             

①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学院
Handbook,https://sgis.indiana.edu/undergraduate/programs/majo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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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课程体系和教

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才培养，这一点在美国的大学特别明显。美国大

学基于通才教育的理念,，无论学生最后两年主修什么课程，在头两

年里每个学生几乎都必须以跨学科选课的方式选修语文、文学、写作、

人文、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 7 大学科。在后两年，才能选择

适合他个人兴趣的主修、辅修科，即进入比较精专的领域。像印第安

纳大学这类一流大学，即使是公共事务专业的本科生也必须与理工科

的学生一起学习微积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科学核心课程。而

一些排名前列的著名大学对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的要求

也非常高。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要求的 HA&SS 学分

分别占总学分的 16%和 15%。 

而对于英国来说，虽然英国大部分大学都会开设 MPA(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专业，但是实际上，提供本科 BPA(Bachelo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学校却不是很多，在前三十的学校中，也只有

寥寥的几所学校，包括阿斯顿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肯特大学、伯明

翰大学，利兹大学等。相近专业包括：公共服务（BSc Public Service），

商务、管理和公共政策（BSc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Public Policy）, 

公共服务管理（BA Public Services Management），公共关系和管理

（BA Public Relations and Management ），公共行政与管理（BA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等等。 

像是英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则为： 

大一（Year 1）：British Politics 英国政治、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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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入门、Information and Study Skills 信息和学习技巧、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欧洲及现代世界的发展、Issues in welfare 

and Public Services 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Public 

Policy-Making and Analysis 公共政策制定和分析、Research Methods

研究方法、Popular Culture 大众文化 

大二（Year 2）：Research Methods 研究方法、Politics and Polic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欧盟政治和政策、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政治思想史、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政府

支出和财务管理、Comparing Public Policies 比较公共政策、Global 

Social Policy 全球社会政策、Environmental Policy 环境政策 

大三---实习（Year 3 - Placement Year） 

最后一年（Final Year）：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知识分子和政治、

Political Leaders: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政治领导

人：案例学习和比较视角、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中东欧

政治、Conflict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Balkans 当代巴尔干的冲突

和政治、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sertation 政治与国际关

系的论文、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政府支出

和财务管理、Global Social Policy 全球社会政策、Modern British 

Governance 现代英国治理、Govern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经济发展政策治理。①[16]
 

                                                             

①伯明翰大学 Handbook, http://www.birmingham.ac.uk/undergraduat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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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 

首先，课程内容密切联系实际和时代的发展。从美国公共管理类

课程规定的教学内容中可以发现，美国公共管理类课程紧跟时代潮

流，培养具有实践能力、面向 21 世纪的新一代公共领域管理与领导

人才。这充分反映在其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如印第安纳大学环境

管理学院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政策”课程要求学生紧密结合发展中国

家的矿产开发、森林采伐、过度捕鱼和环境退化等问题，以及温室效

应和臭氧层损耗等全球环境问题，研究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佳

利用和保护，经济增长与资源损耗、发展战略与资源保护等政策问题。

又如，美国高等院校所开设的公共管理学专业课程都比较新颖，一般

每年都要淘汰掉 5%左右的旧课程，增加约 9%左右的新课程。[17]即

便是保留下来的课程，任课教师每年都会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做出调

整。可以看出，美国公共管理院校专业课的内容是面向世界、面向不

断变化的行业发展需要的。 

其次，呈多学科融合的趋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外公共

管理已是一个多学科渗透的研究领域。由于政府公共管理所面临的问

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非常广泛的领域，因此，公共管理学呈多

学科交叉的领域，这充分表现在其课程设置上。美国公共管理类专业

的课程中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公共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课程。

如南加州大学公共行政学的本科课程中这方面的课程有：公共经济

学、公共部门财务、公共财政与预算、公共预算的理论与实践等等。

美国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课程中包括相当多的公共政策课程以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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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数学和数量分析的课程。如南加州大学公共行政学的本科课程

中这方面的课程有：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政策的执行、公共政策分析

方法、公共政策与非赢利部门、组织与公共政策等。 

(五)教学方法 

美国公共管理院校的教学不仅进行系统性理论知识的讲授，注重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为学生今后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提供准备，而

且更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训练，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培养学生

管理与领导能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真正成为公共领域的管理人才。

其中，美国高校倾向于采取的比较典型的教学方法有：案例教学、情

景模拟教学、实践教学、计算机教学等等。[18]
 

美国院校的教学内容和进度严格依据课程大纲，充分发挥了教材

的作用，在课堂上围绕教材的内容进行讨论。为了能在课堂上跟上老

师的进度，学生要用大量的课余时间阅读并准备课堂讨论。另外，课

堂教学重视营造自由、宽松、活跃的教学气氛，重视学生个性和主动

性的培养，鼓励学生进行质疑和争辩，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 

(六)师资力量 

考察国外公共管理本科教育，另外一个很鲜明的特征是各国知名

高校必定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例如美国公共管理类学

科的教师，由在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中做出出色成绩的人担任。教

师队伍中除学术出身的教授外，其骨干教师大部分都有过在政府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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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领域工作过的经历。在各高校官方网站上可清楚地看到，在美国著

名高校中，教师中有的当过白宫顾问，有的曾任过政府部门长官或州

政府行政长官，有的至今还是联邦政府某个改革委员会的委员等等。

他们既对各种公共管理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公共管理实践

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

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得以付诸实施，这一点同样也是

高质量的公共管理本科教育必不可少的保证。 

四、国外高校公共管理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模式解读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公共管理及其下设学科行政管理首先在美

国成为一门独立的的学科，继而西方各国亦相继设立该学科。20 世

纪 60 年代以来，该学科在美国的发展经历自传统公共行政学到现代

公共管理学的转变，且划分为三个主要研究领域：[19]其一是公共行政

（Public administration），该研究领域是公共管理学科的核心和主干

部分，是指各级政府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所从事的以推行政务为核

心的管理活动，即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其二是公共事务管理

（Public Affairs），是指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民间团体，特别

是履行某些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等非政府机构所从事的管理活动；其

三是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即政府为实现或服务于特定的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等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规定或行为准则，是一

系列策略法令、措施、办法和条例的总称。[20]
 

由此，目前美国公共管理学本科专业设置亦分为这三类：一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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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行政类，如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公共事务学院；二是公共事务类，

如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事务与环境学院；三是公共政策类，如加利福尼

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福利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佐

治亚洲立大学等。其中，国外高校公共管理本科的专业培养也有其特

定的特色：[21]
 

（一）培养目标社会化 

美国大学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教育不仅强调理论知识教育，同时也十分

重视对学生的自觉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因此，在培

养目标的设置上具有极强的社会针对性，即许多高校直接以所培养的

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公共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

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目标提出来，强调为学生在更广泛的

领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做准备。如，佐治亚洲立大学安德鲁政策研

究学院的公共管理专业分为三种学位，一是公共政策科学学士，其培

育目标即为国家、州、市等各级政府等公共部门培育行政专业化人才；

二是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学士，其培养目标即为各级政府部门、咨询

机构、政府外包机构培养专业化人才；三是公共及非营利性人力资源

政策学士，其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从事公共部门或非营利部门的人力

资源管理工作[22]。①显然，其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具体，且地方州政府

亦定期在该学院组织职业介绍及招聘活动，以提高大学生选择于政府

及其它公共部门就职的积极性。[23]
 

                                                             

①http://aysps.gsu.edu/public-management-and-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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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设置特色化 

美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设置较多样化，即每个高校根据自己学校研究

专长确定本校的培养方向及课程设置，而我国行政管理设置呈统一化

状态，极少具有各自学校的专业特色。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政策

规划与发展学院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侧重于公共政策、管理和规划；

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事务与环境学院则侧重于环境政策的研究；如上所

述的佐治亚洲立大学则分为三种学士学位（公共政策研究、公共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三种硕士学位（政策研究、

公共行政、非政府组织）和政策分析博士学位，涵盖了多个领域，专

业设置极具特色与针对性，其专业设置的多样性与特色化主要是由于

他们的公共管理专业教育为需求导向型，各大学为了竞争生源不得不

突出自己的特色。[24]
 

（三）课程设置多元化 

美国大学课程设置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25]其一，美国大

学将本科阶段教育作为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其课程设置及培养计划

均强调通识教育，即本科教育的前两年学生必须以跨学科选课的方式

选修语文、文学、写作、人文、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七大学

科，后两年才开始选择适合个人兴趣的主修、辅修科，如印第安纳大

学公共事务专业、佐治亚洲立大学安德鲁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的本科生

也必须与理工科的学生一起学习微积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

学核心课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则要求学生选修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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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因此，美国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本科阶段学习课程非常多样化，通过学习微积分、写作、概率论、生

物学等基础课程，一方面为专业课的学习奠定了学科基础，而且使学

生整体知识面较宽，毕业后对某些专业化的政府机构亦能较快地适

应，大大降低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局限性。其二，美国大学公共管理专

业课程设置亦体现出多学科特点，包括大量的经济学类课程、公共政

策类课程以及相关的高等数学和数理分析课程，如南加州大学公共管

理专业本科专业课程包括：公共经济学、公共部门财务、公共财政与

预算、公共预算的理论与实践等经济学类课程；公共政策制定、公共

政策的执行、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公共政策与非赢利部门、组织与公

共政策等课程。佐治亚洲立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本科专业课程亦开设

了大量的经济学、政策学、社会统计方法、SPSS 等种类繁多的课程。 

（四）授课内容时代性 

美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课程及授课内容通常紧跟时代潮流，致力

于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面向 21 世纪的新一代公共领域管理人才。首

先，授课内容与社会热点问题紧密结合。如印第安纳大学环境管理学

院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政策课程要求学生紧密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矿产

开发、森林采伐、过度捕鱼和环境退化等问题，以及温室效应和臭氧

层损耗等全球环境问题，研究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佳利用和保

护、经济增长与资源损耗、发展战略与资源保护等政策问题。其次，

课程定期更新以保持其时代性。如很多高校一般每年都会淘汰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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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旧课程，增加约 9%左右的新课程，而保留下的课程也要求任

课教师每年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做出调整。 

（五）授课方法多样化 

美国高校授课方法十分多样化，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教学尤其如此，

即不仅进行系统性理论知识的讲授，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为学生今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提供准备，而且更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与训练，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培养学生管理与领导能力的教学方

法，使学生真正成为公共领域的管理人才，较典型的教学方法有：案

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实践教学、计算机教学（CAT/SPSS/STATA）。

此外，其本科教学内容与进度严格依据课程大纲，课堂教学内容以教

材为核心并补充较实际案例，并要求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撰写学期研

究报告，因此学生为了能在课堂上跟上老师的进度，需要用大量的课

余时间阅读相关文献书籍；课堂教学过程中亦重视营造自由、宽松、

活跃的教学气氛，重视学生个性和主动性的培养，鼓励学生进行质疑

和争辩，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与见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公共管

理双语教学在上海师范大学实施时，指导老师陶庆教授也早已节选大

量经典英文参考书中的原文阅读材料作为课程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

也需要学生在课余时间花上大量的时间来准备，做好预习的功课，不

然在课上容易跟不上，难以理解课程的精华与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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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师资队伍多元化 

与其它专业相比，美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师资队伍的构成相当多元

化，大体包括下述几种：一是学术出身的教授；二是具有在政府或公

共领域工作经历的教师；三是由授课教师委托某一客座讲师与自己共

同讲授自己所开设的某一门课程，[26]这些客座讲师通常在政府或公共

部门任职，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兼职作为客座讲师。显然，后

两类教师既对各种公共管理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公共管理

实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美国著名大学教师中有

的曾当过白宫顾问，有的曾任过政府部门长官或州政府行政长官，有

的甚至仍是联邦政府某个改革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师资构成的多元

化，促使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形成直接交流，亦是实现其培养目标

社会化与授课内容时代性的重要保证。 

五、国内外高校公共管理本科培养模式对比 

国外公共管理学科在高校内设置较早，相比国内有更多的教育经

验。以美国为例，MPA 专业性教育始于 1924 年，最早在雪城大学展

开。至今，美国 MPA 教育已经有了近 90 年的历史，MPA 教育也在

不断完善并走向规范化。首先，美国 MPA 教育主要朝 MPA(Master of 

Public Management)和 MPP(Master of Public Policy )两个方向发展，二

者各有侧重。[27]前者更多地做公共管理的执行性工作，侧重操作层面;

后者侧重研究层面，主要包括政策制定和政策分析。其次，随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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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教育的日趋规范，公共管理更多的指一个领域，而不仅仅是

一个学科，且社会科学类学科的交叉逐渐增多。[28]
 

我国公共管理本科专业起步较晚，发展迅速，但面临着可利用资

源不足，整体发展思路不清晰，学生就业困难，学科设置不合理等诸

多问题。美国一些大学的公共事业管理本科专业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良

好的声誉，其在课程设置方面较国内更加灵活、丰富、交叉和贴近实

际，在实践教学方面更加重视学科的应用性，同时给予学生大量的接

触实际工作的机会。[29]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

运动，英国是这场运动的主导力量之一。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国等西方

国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主要以培养高级公共管理人员为目

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了大批公务员、政策分析人才、高级

咨询人才和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同时在推进政府机构和行政行为改革

的过程中，公共管理学科在社会发展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30]
 

本世纪 60 年代以前，公共行政学，包括行政学、行政管理学，自

在美国诞生近百年来,先后经历了创立、成长和逐步科学化三个阶段,

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的公共管理学科称之为公共行政学。而 60 年代

以后新崛起的公共管理学与传统公共行政学相比,内涵已大相径庭。 

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例，MPA 教育体现了公共管理内容

的广泛性以及学科的交叉性。其设置的研究生专业包括如下 5 个：

MPP(公共政策硕士)、MPA/ID(公共管理硕士/国际发展)、MPA(公共

管理学硕士)、MC/MPA(职业生涯中期公共管理硕士)、联合培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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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彼德森大学指南(Peterson‟s Guide)指出，美国 312 所高等院校的公共

管理院系中，重公共管理方向的高校有 244 所，另外有 81 所高校重

视公共政策方向。美国全美行政院校联合会(NASPAA)2003 年对 250

所院校进行调查，在校学生数量为 26000 名(包括 2500 名在校博士

生)。其中，男生占 45%，女生占 55%。美国公共管理学院设置的相

关学科与传统政治系下设的相关学科的关系，类似于物理学系和工程

学系的关系。首先，它不能完全被传统的政治系等学科接受，但从其

发展速度上看却要快于传统学科且其毕业生工资比传统政治系毕业

生的更高。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每4年会对涉及

公共事务的院校的 9 个专业进行一次排名，且该排名对学校声誉影响

较大，因此高校提供的数据较为真实，这又使得这一排名更有参考价

值。 

全国公共管理教育指导委员会在《中国 MPA》一书中介绍：“美

国 MPA 专业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与

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为政府机关和非营利的非政府公共机

构培养具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政策素养，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

技术，精通某一具体政策领域的专业化管理者、领导者和政策分析人

才，以及中高级职员。”美国 MPA 专业学位获得者就业大致可以分为

三类：联邦或地方政府、非营利性机构、私营机构。据调查，目前美

国联邦政府部门中拥有 MPA 或相关学位的工作人员约为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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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公共政策领域，这一比重可以达到 50%-60%。另外，企业界、

文化产业领域、新闻和媒体机构、甚至连金融领域都不乏 MPA 毕业

生的身影。 

我国采取严格的研究生考试入学制度，招生过程为：核对报考条

件、报名、初试、复试、资格审查、录取。我国对 MPA 学员入学具

有一定资格限制，包括年龄、工作年限、学历等等，为 MPA 教育设

立了一定门槛。初试形式为全国联考，科目包括英语、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初试合格的学生能够进入复试，复试由各个高校自行进行并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复试合格的学生只有通过资格审查最后通过的才

能确定录取。 

美国各州各校的硕士入学选拔互不相同，各高校具有较强的自主

性和较大的灵活性。一般各校一般都会规定入学最低标准，考生根据

这一标准准备材料(包括：个人申请书、推荐信、GRE 成绩以及大学

学习成绩单)、提交材料、学校审阅材料、面试、最终录取。 

通过列举美国和我国 MPA 入学选拔的流程可以发现：第一，美国

MPA 研究生入学准则中基本没有年龄限制，但有学历限制，我国则

是二者兼有。第二，我国 MPA 录取更侧重学生初试成绩，致使一部

分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报考者，因为没有时间进行初试复习而不

能参加学习，而美国 MPA 更侧重学生的经历和发展目标。第三，对

报考者未来规划都有考察，但美国在初审中进行，我国则是在复试中

进行。第四，中美两国 MPA 招生中对报考者本科期间的科研能力比

较看重。但二者略有区别，我国侧重报考者的研究能力、研究成果，



 

137 
 

而美国侧重报考者的实际经历。 

（一）中外高校 MPA 教学方式比较 

国外高校 MPA 教学的方式主要有：课堂教学、案例教学、研讨学

习、现场观摩、安排见习、小组教学、组织赴外地学习等。 

目前，我国 MPA 教学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中心”：以老师

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我国 MPA 教育中出现最多的情况就是老师

在讲台讲授，学生在下面听，师生互动也仅限于课程内容，学生并没

有积极、主动参与学习过程。在教育过程中，由于教师的教学水平、

培养单位自身条件限制等方面因素导致教学方式主要为课堂教学，实

践课程很少，教学大纲规定的观摩、实习常常被搁置。 

在对国内最早的 24 所 MPA 院校的招生简章进行比对，发现大部

分学校的“学习形式”为“采用面授与自学相结合”，很少有高校将实践

教学、政策模拟等教学方法明确提出。 

美国 MPA 学员的教学方式呈多样化的特点，非常重视现代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的运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充分交

流与研讨在美国 MPA 教育过程中尤为显著，而这种交流方式除了在

课堂出现，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通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实现。

例如，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电子邮件信息交流，网络讨论组的研讨

交流，以及在实践环节中的教学交流等等。以雪城大学的麦克斯韦尔

公共事务学院为例，该校教学除了采用导师指导学生自学的方式外，

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经常组织实践活动。随着新技术的引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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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公共事务学院还通过影音、视频等形式进行教学。

另外，该校还为学生提供了小组研讨法、针对实际问题解决的政策设

计、校外实习等方式。 

（二）中美 MPA 师资力量比较 

在我国，MPA 教育师资队伍总数大但具有公共管理经验和理论功

底深厚的高水平师资短缺。我国将参与 MPA 培养的全职教师数量的

信息公开的院校有 96 所，平均每所学校的全职教师为 42 人。其中，

47.6%的院校的 MPA 项目教师具有博士学历，有 42 所 MPA 培养院

校的博士教师比重超过 50%，有的高校拥有博士学位的 MPA 教师比

例达到 88%。[32]
 

以北京大学为例，政府管理学院目前共有 80 多位教授、副教授参

与 MPA 学员培养。其中，有 50 余位来自政府管理学院，另外 30 位

则来自北京大学其他社会科学专业和国家行政学院。[33]①
 

美国全美行政院校联合会(NASPAA)要求全每各个高校的 MPA 项

目至少应有 5 名全职教师。而目前，美国每个 MPA 项目的平均全职

教师数量已经超出了这一标准，达到 6.8 人。如雪城大学的麦克斯韦

尔公共事务学院就有包含 25 名全职学术型教师和 2 名专职实践教师

的 27 名专职教师和 6―8 名兼职教师，其学历一般为博士。学校对专

职教师除了要求高学历，另外还需要有较多的学术成果，并在学术界

具有较高声誉。②[34]
 

                                                             

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师资队伍, http://www.sg.pku.edu.cn/list/?16_1.html 
②http://www.naspaa.org/principals/news/new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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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我国 MPA 师资力量相对于美国从数量上具有

一定优势，但是从教师的质量上如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拥有实

际公共管理经验、公共管理“科班”出身的教师相对较少，直接对 MPA

培养的质量有一定影响。而通过和美国 MPA 教育进行对比，我们发

现，中美都将 MPA 教育定性为通才教育，且具有相似的培养目标，

即为政府或从事公共事务的非政府组织培养专业化的人才。从这个角

度上讲，去美国留学学习公共管理毕业后回到国内可以获得广阔的发

展前景与职业前途。 

六、国外高校公共管理本科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以上对美国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的分析,对我国公共管理本科教育

的发展有以下几方面启示： 

(一)转变教育观念与教育模式 

我国公共管理学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方面要有所突破。具

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

的转变，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

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公共管理人才为目标的转变。 

中国现有行政管理教育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模式单一，其最突出

的政治学取向性。政治学取向有一定的优势，但单一的取向不利于我

国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尽快实现现行行政管理教育的

多模式发展。除了继续办好已有的政治学取向模式外，还应该发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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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经济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取向模式等等。 

(二)确立科学培养目标 

公共管理本科教育阶段的教育应该是专业基础教育，应强调专业

通才教育，强化专业理论基础和其它通才性知识的学习，过分专业化

的教学内容应该放在研究生阶段进行。与其它专业一样，本科阶段的

教育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在社会化生产和活动中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独

立地学习与更新知识的方法与能力等等，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各种需求。 

公共管理学科总的培养目标应该有其一致性，那就是培养既有较

深厚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又能单独处理一定具体公共管理事务的、

从事于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管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但各个学

校的具体培养目标又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培养基层公共管理人才，

也可以是培养研究型公共管理人才、高级公共管理人才；可以是培养

公共部门的管理人才，也可以是培养专业行政管理人才。各个学校应

该根据本地区和本学校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目标。 

(三)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 

正如有关公共管理在本地大学的个人培养模式中所说：“Through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and by choosing the 

samples of four local colleges which have advantageous adminis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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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majors for analysis,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local 

colleges should train the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personnel by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of students, 

improving the teachers construction, fusing other superior resources of 

school, and enhanc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35]建立结构化的课程体

系，可以将所有课程分成三个模块：通才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

课程，将国家教委规定的核心课程作为指定必修课程贯穿于其中。这

其中突出通才教育、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压缩精简专业课程。通才

教育主要包括政治、人文、社会、自然、语言、艺术和体育等课程，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也应根据宽口径的原则进行设计，使学生不但得

到完整的专业训练，而且能适应社会对人才的全面要求。应重视选修

课的设计，应加大选修课内容的宽度和深度，增加其灵活性，适应学

生的不同需求。[36]
 

教学内容的更新与优化。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现成的经验，直接引

进原版外文材料，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另一方面，还要对我国公共

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提炼和总结，使学生能及时了解世界

公共管理专业最新发展变化。应加强教学的实践环节。实践教学环节

的设计应使毕业生能真正胜任公共管理工作。把科研引人教学之中，

通过专题研究、课程论文等形式，要求学生独立研究公共管理领域的

问题,培养其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公共领域活动深层次的现象进行分

析、判断、归纳、综合的能力。鼓励学生提出与众不同、与教师观点

不同的新见解，培养其创造意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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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并开设适当的讲座

和科研指导。就课堂教学而言，应该营造宽松、自由的课堂气氛，以

学生为中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实现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和交流，可以采取如下比较有特色的教学

方法：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等。 

(五)合理构建师资 

师资建设是公共管理教育发展的关键。公共管理专业的师资建设

要具有开放的心态。一方面，要充分合理地利用本地本校的资源。高

校公共管理专业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选择社会学、管理学和法学中优秀

的教师来从事公共管理相关课程的教学。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聘请政府官员、公共部门的负责人做兼职教授。[38]
 

 

 

 

 

 

 

第四部分 

对中国高校《公共管理学》课程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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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共管理人才的发展受到阻碍， 现行的公共管理人

才培养模式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公共管理学课程的设置与讲授 ，

既需要结合世界的宏观视野、国内的问题定位和公共管理的思考，

同时也需要使学生具备认识和运用公共管理的一般规律来正确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国公共管理教学相对起步较晚，高

校开设《公共管理学》双语课程则可充分发挥课程教学优势，实

现教学目的。本文选取权威网站“2016 中国大学公共管理学科排

行榜”前 8 位的大学，进行调查与研究，并从该课程本身的特点

出发从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质量评估、教材改革等

方面提出双语教学改革探索及建议。 

一、中国各大高校公共管理学科介绍 

2016 中国大学公共管理学科排行榜 

全国排

名 
学校名称 学科星级 学科类型 办学层次 

1 中国人民大学 8 星级 研究型 
世界准一流

学科 

2 北京大学 7 星级 研究型 
世界知名高

水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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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华大学 7 星级 研究型 
世界知名高

水平学科 

4 武汉大学 6 星级 研究型 
世界高水平

学科 

5 华中科技大学 6 星级 研究型 
中国顶尖学

科 

5 中山大学 6 星级 研究型 
中国顶尖学

科 

7 北京师范大学 5 星级 研究型 
世界知名学

科 

7 复旦大学 5 星级 研究型 
世界知名学

科 

 

 

 

（一）中国人民大学①
 

 

                                                             
①中国人民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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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与教材： 

 

行政管理核心课程：政治学基础、公共管理学、中国政府与政治、

行政法、公共财政学、公共政策原理与分析、比较政府与政治、公文

写作与处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非营利组织概论、领导学、地

方政府管理、行政监察学、政府公共关系与危机公关、公共组织与管

理、行政伦理学、社会学概论等。  

其中，公共管理教材： 

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 

朱立言：《公共管理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7 月

版。 

 

2、专业介绍 

 

行政管理专业：该专业以各级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行

政管理事务为研究对象，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高素质行政管理专

门人才。 国家重点学科，传统优势专业，学术影响力大，培养了大

量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及实践技能的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3、优秀教师 

 

杨开峰：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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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 

1990 – 1994 工业工程学士 华中科技大学 

1994 – 1997 经济学硕士 中国人民大学 

1997 – 2002 管理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 

1999 – 2003 公共管理博士 美国 Rutgers 大学  

 

兼任职务： 

 美国行政科学院士（2012-） 

 美国公共管理协会中国分会会长（2013-2015）、常务理事

（2007-2013） 

 美国公共管理协会绩效与管理分会会长（2011-2013）、常务理事

（2007-2013） 

 美国公共管理协会资源战略小组组长（2011-2013） 

 美国公共管理协会责任与绩效中心主席（2008-2009）、常务理事

（2004-2011） 

 公共管理与公共事务学校联合会(美国)数据政策委员会（2010-） 

 中国留美公共管理学会常务理事（2011-2013） 

 美国公共管理协会北佛罗里达分会秘书长(2006-2010) 

美国社区指标联合会顾问（2008-2012）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SSCI), 执行主编 (2008

–)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SSCI), 编委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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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 Society(SSCI),编委 (2007–)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SSCI), 编委 (2011–)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SSCI),编委 (2013–)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Social Policy, 编委 (2005

–) 

Journal of Kore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编委 (2010–)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学术委员会委员,编委 (2010–) 

《公共行政评论》（中山大学,CSSCI）,编委 (2009–)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编委 (2012–)  

 

开设课程： 

MPA 公共组织与行为，研究设计，研究方法 

博士生 公共管理前沿、制度分析、研究哲学与方法、绩效与战略管

理  

 

研究专长： 

公共组织管理、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公民参与、责任政府、电子政

府  

 

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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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ang, K., &Schachter, H. (Eds.). (2012). The State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Yang, K., &Bergrud, E. (Eds.).(2008). Civic Engagement in 

a Network Society.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3、Yang, K., & Miller, G. (Eds.).(2008).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4、Yang, K., Julnes, P., Berry, F., &Aristigueta, M. 

(Eds.).(2007).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ractice-base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Thousand Oaks, CA: Sage.  

5、Yang, K. (2012). Further Understanding Accountability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Actionable Knowledge and the 

Structure-Agency Duality.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44(3), 

255-284.   

 

张成福：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育经历： 

1980－1984 西北大学历史学学士  

1984－1987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  

1996 中国人民大学在职法学博士  

兼任职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公共管理组成员  

北京市政协委员  



 

149 
 

北京市政治与行政学会副会长  

中国行政管理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行政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政策科学学会理事  

中国机构与编制学会理事  

中央编办多届机构改革顾问  

国际）国际公共行政评论（IRPA），（美国）中国公共行政评论（RCPA），

韩国公共政策杂志（KPPJ），(台湾)公共事务评论等学术期刊编委  

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公共治理网（www.govcn.org）主持人 等  

 

开设课程： 

本科 公共行政学研究前沿  

学术硕士 公共组织理论研究  

专业硕士（MPA） 公共管理  

博士 公共管理前沿问题研究  

 

研究专长： 

1、政府改革  

2、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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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管理  

 

代表性成果： 

1、《公共管理学》，张成福，党秀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0 月第 2 版  

2、《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实务》，张成福，唐钧，谢一帆，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3、“重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张成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4 期，《新华文摘》2007 年 18 期转载  

4、“变革时代的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张成福，《中国人民大学

学报》，2008 年第 5 期  

5、“政府架构与运行机制研究：经验与启示”，张成福，李丹婷，

李昊城，《中国行政管理》，2010 年第 2 期，《新华文摘》2010 年

第 12 期全文转载   

 

吴爱明：行政管理学教研室主任 

教育经历： 

1981－1985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学士  

1985－1987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研究生班  

2009 年 南开大学在职获法学博士学位  

 

开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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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学  

学术硕士 公共行政研究，中国政府研究  

专业硕士（MPA） 公共管理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研究专长： 

1、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  

2、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3、电子政务  

 

代表性成果： 

1、《当代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6 月第二版，

国家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主编  

2、《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 月第

二版，朱国斌、林震合作  

3、《政府改革》，新华出版社，2010 年 3 月，刘文杰合作  

4、“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建设系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1 月，主编，与祁述裕、王树清等合作。  

5、《中国电子政务》，人民出版社，2004年 1 月，主编   

 

（二）北京大学①
 

 

                                                             
①北京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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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介绍 

公共政策学专业以兼具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背景、通晓公共

政策的最新前沿成果、长期从事公共政策规范或实证研究的人员作为

基本师资力量，同时聘请校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政府官员或专家兼

职任教，以促进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互动。在办学和培养模式上，

本专业注重为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培养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共政策

研究、咨询和实践人才。本专业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实证

研究中心密切协作，承担着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等各类研究项

目，并与国内外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2、教材： 

 

《公共管理学原理》 赵成根 

《西方文官制度》   杨明 

《国家公务员制度》   白智立、句华 

 

3、优秀教师： 

 

赵成根 

系别：行政管理学系 

职称：教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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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能源研究院院长  

学历：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1986）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1989）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博士（1999 年）  

 

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分析 

中国政府与政治 

 

代表作： 

赵成根著，《新公共管理改革：不断塑造新的平衡》，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7 年 

赵成根主编，《国外大城市危机管理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赵成根著，《民主与公共政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三）清华大学①
 

 

1、专业介绍 

                                                             
①清华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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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核心课程精选 

公共管理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转的效率和社会进步的程

度。本模块课程体系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担任首席教

授，集中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教授、专家和官员，全面

讲解当前公共管理方面的核心和热点问题。 

国家发展战略---中国走向 2015 

本课程模块就 “十二五”期间所涉及到的最为热点的经济、社会

问题进行深入讲析。由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成员、清华大学国情

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讲，课程从规划的

编制与实践出发，通过对中长期规划思路的分析和理解，针对“十二

五”规划中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展望。 

综合维稳能力提升专题--突发事件应对与公共危机管理 

综合维稳能力提升专题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担任首席

教授。本专题是国内综合维稳与突发事件应对领域中最为完善的培训

教程，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标志性专题课程之一。 

领导干部岗位胜任力提升与领导力塑造 

岗位胜任力提升与领导力塑造模块是最受培训学员欢迎的课程模

块之一。模块精选了领导力、执行力、语言艺术等能力素质提升课程，

并有针对性地增加了政务关系、公文处理、廉政技能等新时期公共管

理人员需要掌握的新技能和内容。 

领导者综合素质主题讲座 

新时期一个出色的领导者，不仅要具有精湛的业务能力，更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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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良好的素质能力。本模块融合我国传统文化、现代

心理学、社会发展等经典内容，由知名专家、学者结合自身多年研究

成果亲自讲授。 

把握变革 

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本模块课程围绕城乡规划、历史文化、医疗人保、公共服务、管理体

制等领域，形成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型城市化建设理念体系。特别

邀请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导、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就目前

城市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 

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与创新模块课程特邀请国内外知名社会管理研究专家、学

者、教授，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问题、模式、体制、方法等从观念、

制度、手段诸多领域进行深入讲授和阐析。 

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 

本模块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内容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文化

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特邀国内外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

者、专家针对当前国内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战略、

传统文化继承等领域内容专门设计、开发的特色课程。 

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本模块由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担任首席专家，各课程均

由国内知名教育学者、专家亲自授课，从教育改革、高校党建、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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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人才发展、管理能力和技能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公共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 

公共医疗卫生改革不仅是我国面临的难题，也是全世界大部分国家

面临的难题。国家医改专家陈金甫、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为首席专家，

汇聚国内外公共医疗卫生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从医疗保障制

度与改革、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公共卫生应急、医疗机构市场改

革等不同领域进行深入的讲授。 

聚焦中国 

当前热点问题解读与评析 

本模块通过两会代表委员解读、特约专家讲评、热点分析、知识扩

展等形式，对热点问题深入解读和评析。 

公共管理案例评析 

案例教学是近年来深受学员欢迎的教学方式。本模块依托清华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案例中心，由知名专家对公共经典案例进行情景模拟、

分析、讲评、讨论。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本模块特邀薛澜教授为首席专家。在本模块中专家将会从如何加快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

式，如何加强原始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现状、趋势和规律，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等领域进行全面讲解。 

自主创新与区域发展战略 

本模块课程主要针对政府职能部门实际情况，就制定配套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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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整合产业链，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等宏观问题展开了讲解。通过

现代工业园区建设、科技支撑、招商引资等创新案例拓展学员在自主

创新与区域发展转型升级问题上的思维。 

党建创新与政党发展 

党建创新与政党发展专题模块特邀国内党史、党建研究领域知名专

家、学者，从新时期体制机制创新、民主发展、党群工作、世情、国

情、党情等多领域、多层次、多角度对党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回顾、

探讨和展望。 

国学智慧与人文修养 

国学不仅是中华人文知识之集大成，更是传统文明的承载者。本模

块课程设计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邀清华、北大等知名学者解

读东方经典，分享国学智慧，提升人文修养，融合现代管理思维，重

塑核心价值信仰。 

放眼世界 

“明德国际论坛”高端讲座 

“明德国际论坛”是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方面的高层次学术论

坛。论坛不定期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政要、知名学者，为全

校师生带来高端讲座。指点江山，高屋建瓴。 

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与国家经济安全 

本模块邀请知名学者、专家讲解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走势

分析、大国关系与地区形势、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中国软实力建设、对

外经济合作、后危机时期国际战略等课程，开拓国际视野，提高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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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中领导干部驾驭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 

和平发展与中国对外战略 

本模块邀请专家讲解国际战略格局、中国对外战略、中国经济外交、

能源外交及国际关系、台海关系等专题，总体分析国际政治形势及我

国外交布局，解读热点问题，了解国际环境，谋求和平发展。 

国际政治和中外政治制度比较 

本模块通过介绍国际政治形态、政治制度变迁、比较中国与世界各

国政治制度，深入了解中外国情和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与运行、

政治文化的源流和变异。认识和把握国内外政治状况和政治发展变化

的规律，了解有关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开拓政治和政府管理研究的视

野。 

经济转型升级与可持续性发展 

当下，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弊端渐显。

本模块课程分析如何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持续增长。本专题模块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领衔主讲。 

 

2、优秀教师 

 

程文浩 ：教授、耶鲁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公共管理、政府管理、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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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汉大学①
 

 

1、专业介绍 

 

“公共管理学”是公共管理的入门及核心课程，本课程的讲授汇集

了公共管理领域的资深师资力量，具有很强代表性和权威性；紧围绕

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色和实践要求，非常注重理论体系与学术观点的

科学性与指导性建设；采取案例库、调研、网络、讲座等灵活多样的

教学方式，加强与实践的结合，巩固课程效果。 

武汉大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包括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

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和公共经济管理 6 个

二级学科。2003 年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4 年

获主管部门批设公共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其中行政管理专业于

1993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设立博士学位授权点，2008 年

被评为湖北省重点学科。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于 2001 年获

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8 年设立博士学位授权点。教育经济与管理

专业于 2001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 年设立博士学位授权点。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于 2001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设立博士

学位授权点，2008 年被评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公共经济管理专业于

2004 年设立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社会保障专业于 1998 年获

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全国唯一的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 年被评为教

                                                             
①武汉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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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1 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7

年第二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2 年被确定为“十五”“211 工

程”建设项目，2008 年又被确定为国家“十一五”“211 工程”建设

项目，2004 年，武汉大学社会保障学科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又被批

准成为国家“985 工程”二期建设项目社会保障研究创新基地。 

  行政管理学科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与公共行

政、行政组织与人事制度、比较行政管理、电子公务与文件管理等。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科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卫生经济、卫生政

策、卫生信息、卫生管理、药事管理、健康保险、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进、卫生法学与卫生监督等。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点主要研究教育经

济与管理、高等教育管理、教育政策与法律比较、欧盟国家教育制度、

国际教育制度比较等。土地资源管理学科点强调土地利用与信息技术

的融合，主要研究领域为土地信息科学理论、空间信息可视化技术、

土地信息系统建设、空间分析与应用、数字地图综合应用技术、“3S”

集成应用等。公共经济管理学科点主要研究公共经济政策、公共财政

管理、就业促进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城市管理与发展战略。

社会保障学科点的研究领域涵盖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养老和失

业保险理论及政策、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政策、

福利与慈善事业、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等重大问题。 

目前，本一级学科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1）学术队伍力量雄厚，

结构合理。拥有 26 名教授（其中博导 21 人）、36 名副教授、15 名

讲师，绝大多数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半数以上的教师有出国研修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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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岁以下人员占绝大多数。（2）科研成果丰富，社会影响大。近些

年来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00 多项，总经费 2000 多万元。出版

学术著作 100 多部，发表论文 1000 多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30 余

项，4 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3）研究生培养层次齐全，

效果显著。迄今已招收研究生（MPA 研究生除外）1000 余人，授予硕

士、博士学位 700 多人。（4）学科特色明显，优势突出。在社会保

障国家重点学科的带动下，多学科综合发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

互相促进的良性发展态势。 

 

（五）华中科技大学
①
 

 

1、院系特色 

 

以造就 21 世纪的领导者为宗旨，被誉为“领导者的摇篮，政府的

思想库”。 

“精英化、师徒式”人才培养理念：以培养一流人才为己任。从 2008

年开始为每一位本科生配备“学业导师”，帮助鼓励本科生开展学术

研究，效果显著。连续 8 年在湖北省大学生科技作品比赛中获得优秀

科研成果特等奖。2011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届 10多位优秀本科生在“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一等奖。每届应届毕业生

中有超过 30%的学生免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①
华中科技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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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 

国际视野，全球合作。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

与公共管理研究院（RANEPA）等十几所国外著名大学开展广泛的合作

与学术交流。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等名校签订“3+2”合作协议，

优秀本科生在本院学习三年，在合作学校学习两年，可同时获得本校

学士学位，合作学校硕士学位。承担了教育部目前唯一一个面向东盟

国家政府管理人员的高端培养项目，每年招收数十名柬埔寨王国政府

等东盟国家立法机构和各部委的管理人员来学院攻读硕士或博士学

位。 

公共管理学院拥有全国第一个电子政务博士点。《电子政务》课程

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为了加强电子政务的实践教学环节，我

们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自主研发的电子政务实践教学平台，建成了电

子政务决策支持系统实验室和世界最先进的“电子决策剧场”，为电

子政务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一流的软硬件基础。同时，与全国各地政府

部门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和实习基地，提升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培

养既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又通晓行政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2、教科书和参考书 

 

休斯. 公共管理导论（第三版）. 张成福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7.3 

徐晓林. 公共管理概论. 人民出版社，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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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林，田穗生. 行政学原理（第二版）.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4.6 

徐晓林.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精萃. 武汉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3.12 

 

3、课程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公共管理概念、理论和人物，了解学科历史和

概况，掌握学科学习和研究方法。 

2、培养学生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素养，使其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成为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合格公民。 

3、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实践公共管理的能力和方法，成为初步的公共

管理实践者。 

 

4、课程简介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整个国家的发

展繁荣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原因在于，首先，我们是一个个单独的

个体，要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但与此同时，个人永远也不可能

脱离他人和社会而存在。这就形成了公共管理的两大基本领域：私人

领域和公共领域。如何在公共领域的前提背景下，实现或充分保障私

人领域的自由就成为公共管理的基本命题。由小到大，个人依次从属

于家庭、单位、社区、城市、地区、国家、地球村中的一员，这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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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即为相应层次的公共组织，每一个层次的公共组织都存在公共管

理。简单地讲，公共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些公共组织的和谐。 

传统的公共管理被称为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它仅仅关注作为一

个组织的政府的内部管理，如政府的公务员管理、编制管理、机关事

务管理、财务管理等等。而现代的公共管理则更加宽泛，从政府内部

的管理延伸到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对整个国家与社会进行的管理，乃至

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治理。由于两人以上即为公共，因此公共

管理可小可大，小到两人之间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大到国家之间如何

实现世界大同。 

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属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

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 年）中设定的一级学科，

它包括五个二级学科，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

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这些学科基本覆盖了公共管理

的各个领域，但还有一些交叉领域并非包括在这些二级学科之内，如

科技管理、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城市交通管理、社区管理等等，社

会的发展不断为公共管理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 

公共管理是一个交叉学科，它从政治学中脱胎而来，至少涉及到经

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诸多学科。公共管理是探讨公

共领域的现象与问题的学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公共管理进行研

究。 

公共管理是一个年轻而发展迅猛的学科，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开始正式设立这一学科，到现在已经有超过 100 所高校设立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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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院系，每年培养大量的各个层次的毕业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5、课程内容 

 

第一讲  导论（4 学时） 

1、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2、公共部门与公共组织的含义 

3、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 

4、公共管理的历史：从统治到治理 

阅读材料： 

1、电影《荒岛余生》。 

2、今日说法，劝君莫进这杯酒，2009-11-11。 

3、老愚，无道德生活场景，金融时报（英国），2009-11-26。 

4、黄宗羲，原君。 

思考题： 

1、你一个人可以在社会上生存吗？ 

2、如何理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3、比较古今中外的公共管理。 

4、分别从你自己的专业的角度思考公共管理。 

 

6、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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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书章：教授、博导  

总体介绍： 夏书章（1919 年-），江苏高邮人，行政学家。中国当

代行政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 MPA 之父”，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名誉院长。  

早年毕业于原国立中央（今南京）大学法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立陶（今

肯尼迪政治）学院。回国后，在江苏学院任教一年，自 1947 年起任

中山大学教授至今。历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系副主任、研究所长、

校副教务长、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曾兼任中国政治学会第

1-3 届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政治管理类专业委

员会主任、全国行政学教学研究会第 1-2 届理事长（第三届顾问）、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

顾问等。获（世界）东部地区公共管理组织（EROPA）“杰出贡献”

奖牌，中国老教授协会“老教授科教兴国奖”，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

津贴,美国公共行政学会颁发的 2006 年度“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

奖”。  

 

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事管理学  

 

研究论文：  

  二类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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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专业短评共 12 篇”，《中国行政管理》，2005.12。 

     2、“虚实并举 点面结合——寄语《中国行政管理》”，《中

国行政管理》，2005.09。 

     3、“必须着力切实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喜见学会刊物越办越

好”，《中国行政管理》，2005.05。 

     4、“中山大学法政学科百年回顾”，《中山大学学报》，2004.02。 

     5、“学科理论与实践漫谈（12 则）”，《中国行政管理》，

2004.01。 

     6、“加强政治科学研究此其时矣”，《政治与法律》，2003.05。 

     7、“公共管理与知识管理”，《中国行政管理》，2002.09。 

     8、“一部开创性的行政史——《新中国行政管理简史》评介”，

《中国行政管理》，2002.03。 

     9、“从加入 WTO 看引进 MPA”，《中国行政管理》，2002.01。 

     10、“《老兵新愿》，《依法行政》，《科教兴国》等 12 篇”，

《中国行政管理》，2001.01。 

     11、“中国行政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中国行政管

理》（北京），1999.09。 

     12、“从五四运动 80 年和建国 50 年看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学术研究》（广东），1999.06。 

    13、“依法治国是“政治与法律”研究的重要结合点”，《政治

与法律》（上海），1999.03。 

    14、“依法行政必须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中国行政管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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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1998.04。 

    15、“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山大学

学报》（社科版），1997.09。 

三类刊物 

     1、“公共管理的旧貌新颜和发展趋势——公共管理面面观”， 

《公共管理学报》，2004.01。 

其他部分论文 

     1、“教育家刘佛年二三事”，《师表》，2004.07。 

     2、“关于世纪之交行政科学的发展问题”，《行政人事管理》

（郑州），1998.08。 

     3、“设置公共行政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议”，《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北京），1998.04。 

     4、“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研究意义的课题”，《唯实》（江苏南

京），1997.06。 

     5、“重点高校必须高度重视三支队伍建设”，《高教探索》（广

东），1997.04。 

     6、“由衷期望切实发挥重庆直辖市真正优势”，《理论阵地》

（重庆），1997.02。 

     7、“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深

圳特区理论与实践》，1997.01。 

     8、“满怀豪情、信心迎、庆香港回归”，《当代港澳》（广州），

19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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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深

圳特区理论与实践》（深圳），1997.01。  

专著：  

1、《“金石”家话》，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09。 

     2、《知识管理导论》，武汉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3.09。 

     3、《行政管理学(第三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08。 

     4、《行政奇才——周恩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02。 

     5、《现代公共管理概论》，长春出版社，2000.01。 

     6、《行政管理学（第二版）》，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03。 

     7、《小政府大社会之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2。  

研究项目与企业主要咨询课题：  

1、从 21 世纪行政管理的变革和发展趋势研究知识管理，00 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2000-2002.06，00BZZ012。 

     2、行政效率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94-1996。  

 

 

 

六、中山大学
①
 

 

1、培养目标 

 

                                                             
①中山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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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主要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掌握公共部门管理理论

和方法，具备战略引领、管理营运、调研沟通能力，具有公共精神和

社会责任感的专门人才。学生毕业后适合从事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等

公共部门管理、企业管理、政策研究、社会调查与公共咨询等工作。 

本专业课程体系以培养“身心健康、德才双修，担当精神，天下情

怀”人才为总体培养理念。通过公共课、实践课程以及专业课程中的

公共价值与行政伦理等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社会关怀与公共精神；

通过政治学原理、行政管理学、行政组织学、公共经济学、领导科学、

各专业模块课程以及研究方法类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从事公共部门

研究的知识基础与从事公共部门管理和领导的能力；通过行政法各

论、比较社会政策、比较城市治理等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宽广的国

际视野；通过对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公共政策、地方政府与地方治

理、中国社会政策等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国家认知与家国情怀。 

 

2、培养规格和要求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职业观。熟悉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了解我国政治运转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基本政策和法规。 

2.具备较广博的学科知识，了解本专业学科的前沿信息和发展动态；

接受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和考核，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政治学、管

理学知识和方法；树立效率、创新、服务、竞争、民主、法治等现代

政治与行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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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包括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处理行政事务的能

力，社会调查研究分析能力，解决实际政策问题能力，组织和策划能

力，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具备专业外语的听、说、

读、写能力等。 

4.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积极进取，务实创新，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

精神。 

 

3、优秀教师 

 

何艳玲：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公共管理学与政治

学专业双聘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大团队负责

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与地方治理、政府改革、公共行政理论。美

国杜克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管理现代

化研究会政府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控规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重大决策咨询专家及多地政府

决策顾问。目前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

稳定体系建设》首席专家与主持人；《中国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主

编。   

 

七、北京师范大学① 

                                                             
①北京师范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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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是北京师范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

标而建立的一个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实体，是在原管

理学院发展的基础上，于 2013 年 4 月正式更名成立的。学院现有教

职工 59 人，他们分别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其中 90%以上的教师具

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名誉院长蒋正华教授欧亚科学院院士，双聘院

士李京文教授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等国外籍院士。学院决策机

构为党政联席会议，所有关系到学院发展的重大问题，均由党政联席

会议讨论，由具体分管的班子成员去贯彻执行。学院还设有学术委员

会（教授委员会）、管理学学位分委员会和政治学学位分委员会、教

学指导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学院下设四系三所，即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行政管理系、人力资源管理系、信息管理系和土地资源管理研究所、

政治学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分别承担着所属专业的教学、科研

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是国内第一批具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也是中国首批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培

养单位。学院成立的时间虽短，但发展迅速，现有管理科学（金融工

程）、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四个本

科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政府经济管理、情报学、图书馆学、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学等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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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专业，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政府经济管理

等四个博士专业招生，一个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另有公共管

理和政治学两个博士后流动站。其中公共管理为一级博士授权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图书情报档案管理、政治学为一级硕士授权学科，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政府管理学院以培养志存高远、具有理想、思想和创想的各类人才

为己任。十多年来，政府管理学院的相关学科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培养了近万名优秀人才，他们分布在国内外各行各业，其中大部分学

生在各级党政部门、国有大型企业及事业单位，并且大多成为单位的

业务骨干和事业带头人，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中国梦”的

实现贡献着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政府管理学院科研实力雄厚，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等在内的各类研究项目近二百项，其中包括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项

目等，2011-2012年的科研经费超过 1500 万元。学院发布的民生发

展指数、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等成果，曾先后获得中央多

位领导人的批示，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政府管理学院与国内外很多知名高校院所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每年

邀请大量的外籍专家来院作学术讲座和交流，同时每年派出多名教师

到国外进行访学和进修。学院还和加拿大、荷兰、法国、美国、韩国

及中国香港等多所大学进行人才联合培养，并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到国

外进一步学习和进修提供广阔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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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学院像一艘即将远航的小舟，已经开始起锚扬帆启航。我们

将志存高远，以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为龙头，以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

管理和政治学三大一级学科为支撑，以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学科建设

为核心，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重点，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力争在未来 10 年内，将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建设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重镇。 

 

2、行政管理系学科建设  

 

公共管理学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排全国第七。  

全国首批建立的公共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全国首批获得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3、教学与主要课程  

主要课程：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公共经济学、人力资源管

理、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战略管理学、计量经济学、财务管

理、政治科学、土地经济学、非营利组织、房地产投资、土地政策学、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管理。   

 

4、人才培养  

培养全面了解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基础知识与分析方法，

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与英语技能，基本精通公共管理理论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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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能够胜任公共部门管理和服务的应用型人才。  

十多年来，培养了 300 多名优秀人才，从业于各级党政部门、事业单

位，国有大型企业。  

 

5、优秀教师 

 

杨冠琼：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行政管理改革、公共政策分析、行政管理的定量研究

方法、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区域协调发展  

承担的主要研究项目：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教育部项目、

北京市政府项目以及各部委项目。此外还承担了若干横向课题。  

研究著作：本人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在国家级核心

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专著 3 部。  

已出版的专著：  

《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 年）  

《当代中国行政管理模式沿革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当代美国社会保障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 年）  

已发表的部分论文：  

科层组织结构的危机与政府组织结构的重塑，《改革》2003(1)  

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范式创新运动，《北京行政学院学

报》2000(2)  

非线性心智模式：不确定性时代管理炼金术的根基，《经济管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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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官制度为什么遭到批判，《文史哲》1998(5)  

柔性管理：网络时代的主导管理模式，《经济管理》2000(10)  

后文官制度的模式转换特点、模式构架及其前途，《社会科学战线》

1998(3)  

政府管制及其效率前提，《经济管理》2001(1)  

美国促进科技进步的经验及启示，《经济管理》2001(21)  

法治与市场：通向民主富强的新界碑，《社会主义研究》1998(2)  

不确定性、突变与政府危机管理，《经济管理》2003(11)  

消解科层化：重塑政府组织结构的大趋势，《中国机构》2002（2）  

马克斯·韦伯与科层行政的社会性格，《长白学刊》1997（3）  

知识经济时代的政府创新，载《解决中国再度面临的紧要问题》《光

明日报》出版（2001）  

钱权经济：市场经济的非准入者，载《解决中国再度面临的紧要问题》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1 年  

国外 MPA 的发展状况与特点，《经济管理》2002/1  

世纪宏图：中国经济发展大战略，载《解决中国再度面临的紧要问题》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1 年 

主要讲授课程：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分析、计量经济学、博弈论、高

级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6、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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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行政管理方向）是一门横跨管理学、经济学、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新兴交叉学科，主要是为党政机关及非政府

部门公共机构、涉外企业、新闻媒体、文化体育管理、企事业单位、

基层政权和社区、社会福利和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等部门，培养德才

兼备的人才，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级管理型专业人才。具备较

强的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实践的能力，包括较强的外语表达能力、熟练

运用计算机的能力以及较强的策划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和协调

能力，掌握新型管理理论与技术的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和行政管

理专门人才。  

 

7、培养要求  

 

公共事业管理是一个多领域交叉与综合的新兴学科，涉及经济学、

管理学、社会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具有较好的就业和发展空间。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面宽，适应领域广，应用性强，涉及政府机关、科

研机构、学校、图书馆、旅游设施、体育设施、广播电视、医院、交

通和城市公共设施、环保、社会保障等多方面。  

本专业学生在完成主要专业课程和专业技能训练后应具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热爱

社会主义，遵纪守法，忠诚勤恳，具有求实的科学精神、高尚的道德

品质、良好的文化修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进取心；  

2. 学习并掌握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178 
 

知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全面熟练地运用系统分析、

统计分析、调查分析、政策分析及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熟悉党和

政府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对公共事业管理的知识有较详细的

了解，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应

用能力，树立公共事业管理的价值观；  

3. 具有在综合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劳动和社会保障、

环境保护等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及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等企事业单

位，从事行政管理、日常事务管理、科研等岗位工作的基本能力和素

质；  

4.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突出的实践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强

的社会调查、分析判断和组织协调等方面的能力；具有公共事业管理

所必备的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一定的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  

5. 学生具有良好的卫生健康习惯、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心智，每年

必须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

军事训练合格标准，具有良好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念。 

 

八、复旦大学①
 

 

1、专业介绍 

 

                                                             
①复旦大学官网 



 

179 
 

公共行政系是 20世纪 80年代全国最早举办行政管理专业的院系之

一，现有 18 位教师，其中 10 位教授，5 位副教授，3 位讲师。经过

多年的发展，公共行政系现有行政管理本科专业、行政管理与公共政

策硕士点，设有行政管理与公共政策两个博士点，设有公共管理博士

后流动站，是复旦大学公共管理硕士项目（MPA）的主要承担者，是

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和上

海市社科创新基地“行政体制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依托单位。  

长期以来，公共行政系形成了自身显著的特色—以学生培养为中心

的高度跨学科、国际化、追求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体系。公共行政系的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行政学理论、公共政策、当代中国政府、比较公

共行政、都市政府管理、电子政务、公共财政、应急管理、公共伦理

等。学科研究重点包括：公共管理基础性理论问题、国家与社会发展

的重大战略问题、公共管理与政策的方法与技术、公共管理与政策的

前沿研究。  

公共行政系的发展目标是：让学生享受一流的教育和自由地成长，

始终把培养优秀的学生作为本系的重中之重，以中国目前能够集中的

优秀教育资源，来培养能够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未来的公共管理者；瞄准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科学前沿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以创新能力提升为突

破口，积极探索跨学科融合协同创新的新模式、学术国际合作的新途

径、与国际接轨的师资队伍建设新机制，推进行政管理与公共政策的

教学和研究，使之成为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学术高地。同时，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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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设与发展的实践来总结中国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思想，产生独创

性的研究成果，让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分享。 

 

2、优秀教师 

 

竺乾威：公共行政系教授  

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理论   

比较公共行政  

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  

 

<著作书章> - 《电子化公共服务需求偏好、服务质量与民众满意度：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10.1  

- 《社会组织视角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10.1  

- 《综合配套改革中的公共服务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10.1  

- 《中国政府建设与发展报告 2013-2014》, 《人民出版社》, 2015.5.1  

- 《中国政府建设与发展报告 2012--包容性发展与政府建设》, 《中

国政府建设与发展报告 2012--包容性发展与政府建设，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 《公共行政学》（第三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3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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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行政理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39722  

<中文文章> - 《从两种身份角度认识官员》, 《北京日报》, 2016.8.3  

- 《处理好行政审批改革的五对关系》, 《北京日报》, 2016.7.11  

- 《新公共治理：新的治理模式？》, 《中国行政管理》, 2016.7.1  

-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领导能力提升》, 《理论探讨》, 2016.6.1  

- 《政社分开的逻辑及其困境》,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6.1 

 

二、对以上高校公共管理学课程研究总结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各国在政府改革和运作中引入公共管理

以来，新公共管理的潮流踏浪而起，一大批公共管理人才应运而生，

进入 21 世纪以后，公共管理学科在实践中不断遭遇新的挑战，社会

对公共管理人才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在不断提高，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

模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对于公共管

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摸索。中国高校现行的公共管理人

才培养系统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要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

量的公共管理人才，就需要创新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一）高校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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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学方式陈旧。我国高校目前对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教学

方式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亲临课堂传授书本理论的方式来

教育和培养学生。而且，就整个教学过程而言，硬性化的理论灌输、

程式化的教学模式、一锅煮的课业传授，不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也不利于学生战略眼光和时代意识的培养，由于传统陈旧教学方式的

缺陷，不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因此，不能发掘和培养出高素质、创新

型的优秀公共管理人才。陈旧的教学方式缺乏师生互动和战略式的培

养思路，导致学生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把思想和眼光停留在应付考

试上，很容易造成学生学习上的被动局面，最后培养出来的往往是熟

读圣贤的“书呆子”。 

第二，教学内容不科学。公共管理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在 20 世纪

末广受关注，国外一大批相关著作相继推出，一些著作也被作为教材

应用到我国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当中。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

外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政府

和公共部门改革也在不断深化，这就需要公共管理教学内容应运而

动，大刀阔斧的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大趋势。但是，目前我国很多

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内容设置不科学，课程设置缺乏全面性和创

新性，过分青睐于西方的管理理论，对于我国国内现状分析的课程以

及国际最前沿的学术讲座安插太少。 

第三，创新环境缺乏。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看，高校毕业生

在逐年增加，社会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岗位与高校人才的就业需求比

例严重失调，无形中让学生处于一种缺氧的学习环境当中，功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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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同时也抹杀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从学校的角度看，目前很多高

校都在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古板僵硬的教学模式压制了学生的创新

意识，忽视了作为现代高素质管理人才应当具备的创新思维培养，无

法为学生提供创新的环境。现行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更注重于对

学生自身专业知识的培养，是对学生拔苗助长似的教育，而不是首先

通过对整个教育环境进行优化，为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高超技能的

练就做好铺垫。创新环境的缺失不仅会误导学生的价值取向，也不利

于高素质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 

第四，偏重理论，缺乏实践。作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充

分掌握理论知识，更要具备实际操作的能力和一定的语言表达及思考

判断的能力，这就要求学生在努力学习和掌握专业课程知识的同时，

也要经常参与社会实践、实习调研等各类实践活动。但是，我国现行

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偏重于对学生理论知识的传授和教育， 忽

视了实践的重要作用， 

流于形式的毕业实习等实践环节也是时间短、质量低，对学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起不到实质作用，一味地苦啃书本，造成公共管理类的人

才理论学习宽泛而不精湛，就业面又单一，就业压力在所难免。偏重

理论、缺乏实践的问题已然成为阻碍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瓶

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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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管理人才应具备的素质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改革不断深化，公共管理者作为

社会生活的特殊角色，他们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着公共组织的成败。 

公共管理人才只有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能力，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担负其应负的责任，才能成为合格的公共管理者。作为一名合格的公

共管理者，应该具有专业性、综合性、灵活性等素质特点。 

第一，专业性。专业性，顾名思义是指区别于其他专业的公共管理人

才所特有的东西。公共管理人才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更应该练就专

业技能，作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在学校的专业课程上做到

全面掌握和充分理解，也要不断培养自己未来在管理活动上的全局掌

控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与人沟通能力、果断决策能力等各项专业必

备素质。专业知识是作为一名合格公共管理者的知识架构的核心组成

部分，是公共管理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是他们从事职业工作的必备

条件，只有具备了应有的专业知识，才不至于在工作中出现外行管理、

有心无力的窘况。专业技能是公共管理者处理事务的本领，也是公共

管理者能否做好工作的关键，只有把自身的专业技能修炼好，才能成

为一名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因此，必须培养公共管理人才具备专业性

的素质。 

第二，综合性。所谓综合性，是指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掌握

本专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还要涉猎到相关学科所涵盖的理论知识和

技能，另外还要注重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公共管理类学生不仅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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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牢固的专业背景，还要扩展知识领域，多涉猎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技

能，丰富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集体经济自身的知识构

成，提高自己对问题的宏观把握能力，向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方向

发展。在实际工作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充分掌握各项知

识和技能，才能对工作游刃有余。另外，作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

要培养自己多方面的素质，不仅要知识素质过硬，还要培养自身的政

治素质、思想素质、身心素质等。 

第三，灵活性。所谓灵活性，是指公共管理人才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

素质和灵动活泛的管理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公共部

门的组织结构也在不断调整，这都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的素质提出新的

要求，而且，社会发展和组织改革中带来的新问题也在不断考验着公

共管理人才的素质。因此，要不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公共管理

人才具备面对新问题的应对能力。灵活性的素质要求公共管理人才必

须紧跟时代步伐、破旧创新，还要在实际工作中用战略性的眼光看问

题，多动脑子、灵活掌握，灵活性是公共管理人才必备的素质。 

 

三、“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在《公共管理学》教学过程中引入目前在中国高等院校流行的

教学模式——“双语教学”，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使用英语作为

课堂主要用语进行学科教学，对于进一步提高公共管理学教学质

量和提升公共管理的国际研究视野都具有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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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语教学问题的提出 

进入 2 1 世纪以后，伴随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

交流迅速，以语言和社会文化交流为特征的双语教学开始进入更

多国家高等教育的视野。按照国际通行的教育要求，双语教学是

有计划、有系统地使用两种语言为教学媒体，使学生在整体学识、

两种语言能力以及这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学习及成长上，均能

达到顺利而 自然的发展，即更注重学生对不同语言文化的吸收和

交流。我国高等院校中国高等院校探索试验双语教学较晚由于外

语条件和教学模式的差异，一般双语教学是指用英语进行学科教

学的一种体系。因此，从国内目前很多双语教学研究情况看，大

部分研究仍向英语教学。虽然双语教学不同于“外语教学”，高

校双语教学的目的也倾向于“熟练使用外语的需要”。同时，大

部分研究认为专业基础课不倡导采用双语教学，认为对于专业基

础比较薄、英语水平偏低的学生而言，课堂接受能力和课外复习

能力都比较差。但随着大学英语教育的拓展及国际交流的深入，

一方面英语水平呈现大幅度提升趋势，另一方面，成熟的专业外

文教材也有助于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当然，该命题需要通过专业

基础课双语教育实践加以论证。与此同时，也对传统意义上双语

教学分级模式提出了挑战。一般认为，双语教学可分为维持型 、

过渡型和浸入型，也不主张教学过程中跨越层级。这种分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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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的依据事实上仍以外语能力水平为基础，作为最高理想模式

的浸入型更多体现的是外语教学 能力 。因此 ，国内 目前对专

业教学领域 的双语教 学仍 处于起 步探索阶段，如何有效地将

双语教学应用于一些条件相对比较成熟的学科基础课程，不仅有

助于拓展该学科领域国际视野，也可为双语教学应用提供有益的

教学实践素材。 

 

（二）《公共管理学》双语教学实践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公共管理教

学和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深入发展的阶段。尤其是 2O 世纪末西方

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掌握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

和主要理论 前沿不仅是公共管理 实践经验借鉴的需要，也是当

前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和教学研讨的主题。我国公共管理教学相对

起步较晚，国内关于公共管理的权威性教材总体较少，且部分教

材的面向群体为 MPA 研究生或考研学生。基于各种背景及条件，

从 2008 年开始，本校《公共管理学》课程开始采用双语教学模

式，主要通过采用课程组和教学团队的形式，采用精讲多练、多

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建立完整的教学管理体系，对教学中使用的

案例进行分类和管理，利用 BB 网络教学平台，推进双语教学方

法创新，结合国内外高等 院校双语教学的经验方法 ，推进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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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双语教学创新 ，提高双语教学质量，并加强课程组、教学

团队与实践基地建设，以教学有机结合带动教学。 

双语教学具体的实践措施包括： 

1．采用循序渐进教学模式。作为双语教学在专业基础课程的探索，

从课程选择和教学方法方面体现为一是选择有必要进行双语教学

的课程，如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知识较为前沿，国内则仍在起

步阶段，国外公共管理学教材相对比较成熟，应用双语教学有助

于大力提升公共管理专业基础知识水平，拓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及相关专业学生的国际视野。二是使用英文教材，但受到教材熟

练程度、教学成熟水平及师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但双语教学在

公共管理学课程的讲授从 2008 年开始逐步以一定比例和一定模

块的方式增加英文授课的比例。2008 年英文授课比例约 15％，

至 2011 年为止，英文授课比例增至 5O％以上。并随着网络教学

平台等辅助教学方式的改进，英文授课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也大大

提高。 

2．充分发挥网络教学平台作用。在使用英文教材的基础上，要提

升双语教学在专业基础课程方面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学

生自主学习和发展学习能力的提高。网络教学平台提供了不同于

传统意义的教学平台，也创新了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在公共管

理学教学过程中，通过设置公共管理案例库、网络资源 (提供国

外公共管理网站链接)、关键术语、经典著作选读板块及讨论版板

块，有助于学生丰富知识和更好地掌握该门课程的重点，并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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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网络技术操作跟踪掌握学生学习情况，也提供了师生交流的良

好渠道，相关案例亦可通过讨论版的方式深入展开案例讨论学习，

从而提升教学效果。目前网络教学平台各板块利用率超过 90 ％。 

3．结合自主型学习和发展型学习。双语教学在专业基础课程的应

用难点之一在于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一

般双语教学者主张在课程选择上选择能激发学生兴趣的课程，而

作为专业基础课本身不同于选修课，课程内容较为庞大。对此，

该课程那个一是发展自主学习，通过完善网络教学平台，设置自

主学习模块，如强调预习课程内容的必要性，以章节预习要点的

形式公布到网络教学平台，课程组在教学建设过程中充分强调自

我学习能力的提升。二是发展研究性学习，通过资料汇编 、案例

教学和讨论板，同时课堂增加英文讨论缓解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研究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一般情况下，学生经过 1 个月时间能

逐步适应这种学习模式，自主型学习和发展型学习的能力逐渐提

高。 

4．综合应用各类教学资源。公共管理学双语教学课程组对英文教

材、关键名词汇编、网站资源、经典选读、论文著作、习题测试、

案例库等各类教学资源进行综合整理，充分提高教学资源在双语

教学过程中的利用率，也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公共管理学的能力。

同时，课程教学也以公共管理实践问题为导向，注重培养具有世

界的宏观视野、国内的问题定位、公共管理的思考三者相结合理

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学生，因此在教学资源采集上以世界各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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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理的实践和研究为主，并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国内公共管理的

问题。教学资源的交叉使用和综合利用使《公共管理学》双语教

学过程真正避免单纯的“用外语学习”的问题，也避免了“教学

两难”的困境，并在实践教学中提升了公共管理学专业基础知识

的扎实性和前沿性 。 

 

（三）《公共管理学》双语教学实践改革的思路 

自 2001 年、2002 年教育部相继 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各高校

根据各自具体情况实施双语教学后，实施双语教学不仅适应当前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也是培养具有多元文化视野和专业国

际前沿领域知识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公共管理学》双语教学课

程改革以来，虽然在教学实践改革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收获，但在

提高学生的交流合作与科学研究能力方面仍有欠缺。同时，如何

在培养学生的公共管理专业素养和提升外语应用水平间也需要取

得一种平衡 ，以避免专业课程 学习成为“外语学习在学科教学

中的延伸与发展”，而忽视了该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重要地 

位。课程组就今后如何推动《公共管理学》双语教学实践改革及

下一步探索进行了思考 。 

第一，推行双语教学的全面质量管理。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

教学方式应在教学的全过程中体现。全面质量管理(TQld)是率先

在企业管理领域实践的一种成功管理模式，后广泛应用于公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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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将全面质量管理引入到公共管理双语教学中， 一是强调专业

课程双语教学的质量，注重学生专业素质和国际视野综合素养 

(品质)的提升；二是注重过程教学，将课堂教学和课外学习都纳

入双语教学的整体网络，提倡以质量和绩效为导向的教学管理模

式，更强调教学过程的可控性和师生交流的普遍性。 

第二，推行课程组和教学团队的形式 。国内外双语教学实践

者的研究表明，双语教学对师资力量要求更高。除了必要的双语

教师授课及英语能力综合培训以外，应建立课程组和相应的教学

团队，在课程教学团队的引导下，积极开展公共管理学的各种教

研活动，开拓新思路和新方法，并实现教学资源共享，旨在提高

青年教师队伍相应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 

第三，探索创新专业双语教学方法。采用精讲多练 、多种教

学方法相结合，在完善原有的案例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教

学方法。大量采用以学生为主体 、学生参与的教学方法，比如调

查法 、讨论法、演讲法、演练法、任务驱动法、案例分析方法等

教学方法，理论融合实训，理论实训一体，尽量为学生搭建一流

的理论实践结合的专业双语教学平台。与此同时，结合国内外高

等院校双语教学的经验方法，采取调研、访谈、文献资料收集等

方式研究公共管理学双语教学的方法和经验。通过网络讨论版、

模拟课堂 、考核方式改革等多种方式推进公共管理学双语教学创

新，提高双语教学质量，真正实现教学研究与多媒体有机结合的

立体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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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完善双语教学管理体系。就学校及教学监管部门而言，

一是应做好专业双语教学的配套管理设施建设，构建更为灵活的

网络教学平台，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二是加强课程组、教学团

队与实践基地建设，以教学有机结合带动教学、科研水平和实践

基地建设水平的逐步提高。公共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政府及

其他公共组织。为拓宽公共管理学实践教学水平，课程建设希望

能够邀请政府部门或公共企业的领导进行讲座和互动，并适当增

加有关社会调查的实践基地，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提供提高

实践应用能力的平台。三是应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双语教学质量评

估，建立专业双语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加强评估结果的应用

考核，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双语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1]

Shandong Zhang.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America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Its Revelations [J]. 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High Education Study Edition), 

2004, 26(4):24-27(Ch.).  

张少栋.美国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特点及其启示[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

版）,2004,26(4):24-27.   
[2]

 Hogwood, B. W. Public policy [J].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5, (73): 59- 73. 
[3]

 Kicker, W. J.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Reform in Western Europe [M].Edward 

Elgar, 1997. 
[4]

 Left Wang, Xiao Cong Guo, Jun Ma. Comparison o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iscussion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urriculum 

System Reform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bject in China [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9, (7):22-25 (Ch.).  

王乐夫,郭小聪,马骏.中西方公共行政学专业课程体系比较—兼谈中国公共行政学专业课程

体系改革的突破点[J].中国行政管理,1999, (7):22-25.  
[5]

Wilson, Woodrow.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6(December 1941): 

481. 
[6]

 Minogue, M., Pelican, C., et.al. Beyond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M]. Edward Elgar, 1998. 
[7]

 Rhodes, R. The sta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professional history, 1970- 1995[J].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5, (73): 1- 15. 
[8]

 Syracuse University[OL], http://SyracuseUniversity.com 
[9]

 Shaodong Zhang.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American Undergraduate 



 

193 
 

                                                                                                                                                                               
Education and Its Revelations [J]. 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High Education Study Edition), 

2004, 26(4):24-27(Ch.).  

张少栋.美国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特点及其启示[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版）,2004,26(4):24-27.   
[10]丁云龙.一个学科、两种传统和三个方法论层面[J].公共管理学报,2006,(2): 102-103. 
[11]

 Bulletin Board of Syracuse University, 1924. 
[12]

 Bulletin Board of Syracuse University, 1924. 
[13]

 Chandler, J.A. Deregul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eaching in UK [J].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2, (80):375- 390. 
[14]

 Shelley, I, What happened to the RIPA? [J].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3, (71): 471- 489. 
[15]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 ton[OL], Handbook, 

https://sgis.indiana.edu/undergraduate/programs/majors/index.html 
[16]

 Birmingham University[OL], 

Handbook,http://www.birmingham.ac.uk/undergraduate/index.aspx 
[17]

 Michael Hal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each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J]. Teach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5, 33(3): 
[18]

Michael Hal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each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J]. Teach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5, 

33(3): 
[19]

 Nott age, R. and Stack, 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22- 1939[J].Public 

Administration, 1972, (50): 281- 304. 
[20]

 Greenwood, J and Egging, H. Shifting sands: Teach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 climate of 

change [J].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5, (73): 143- 163. 
[21]

 Waldo, Dwight. The Enterpris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Summary View. Novato, Calif.: 

Chandler Sharp Publishers. 1980. 
[22]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OL], Handbook, http://aysps.gsu.edu/public-management-and-policy/ 
[23]

 Rhodes, R. From institutions to dogma: Tradition, eclecticism, and ideology in the study of 

British public administration [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6, (56): 507- 516. 
[24]

 Boyne, G. A.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British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public management the 

problem or the solution? [J].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6, (74): 679- 694. 
[25]

 Fry, G. K. More than „counting manhole covers':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tradi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9, (77): 527- 540. 
[26]

 Gray, A and Jenkins, B. Fr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public management: Reassessing a 

revolution? [J].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5, (73): 75- 99. 
[27]

 Yankee HU, Comparis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raining Model of Undergrads betwee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Americans [J].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China 250022 
[28]

 White, Leonard. Introduction to the S, di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 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26. 
[29]宋琪，方永恒．对构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思考［Ｊ］．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0]

 Hood, C.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 [J].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1, (69):3- 19. 
[31]

 Greenwood, R., Walsh, K., et.al. Patterns of Management in Local Government [M]. Martin 

Robertson, 1980. 
[32]

 Lan Xue, Zongchao Peng.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0, (12):46-52(Ch.).  

薛澜 ,彭宗超 .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发展分析 [J].中国行政管理 ,2000 

(12):46-52.  
[3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师资队伍[OL], http://www.sg.pku.edu.cn/list/?16_1.html 
[34]

 Network of Schools of Public Policy,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OL],http://www.naspaa.org/principals/news/news.asp 

http://www.naspaa.org/principals/news/news.asp


 

194 
 

                                                                                                                                                                               
[35]

 Yanping Lithuania Li. Study on Personnel Training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Local 

Universities [M].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3. 
[36]

 Zhongyi Peng, Yuan Xu. Study on Human Resource Training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bject 

[J]. Educ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ies, 2001, (2):51-53(Ch.).  

彭忠益,许源源.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考[J].现代大学教育,2001, (2):51-53 
[37]

 Mingming Jib. Reform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ise of Public Management 

Subject [J]. Journal of Beij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1999, (3):5-10(Ch.).  

季明明.当代公共行政改革实践与公共管理学科的崛起[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 (3):5-10.  
[38]

 Zhengming Chen. Research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Traditional Academic Orientation 

to Application Orientation [J].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1, (10):23-24(Ch.).  

陈振明.行政管理专业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的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 

 

 

 

 

 

 

 

 

  



 

195 
 

参考文献： 

1.F 吉内塞 G R 塔克 萧春麟 . 双语言教育 [A]. 1990 . 

2.M F 麦凯 (西)M 西格恩 严正 柳秀峰 . 双语教育概论 [M]. 1989 . 

3.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00.  

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0 

5.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思想的危机，上海三联书店，1999. 

6.白淑英 . 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学模式探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6,(1) .全文 谭建

伟 曹华林 . 研究性学习模式在高等教育中的设计与实施 [J].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2,(2) . 

7.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别敦荣 . 论大学本科弹性教学 [J]. 现代大学教育, 2001,(5) . 

9.蔡基刚 . 如何评价大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 [J]. 2002,(1) . 

10.蔡明山，姚春梅．正确认识和处理大学双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J]．当代教育论坛，

2005(5)． 

11.曾剑平, 曾翔《双语教材研究》.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1-30 

12.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政策制定过程，华夏出版社，1988. 

13.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  

14.陈传明 俞庆英 赵田阳 . C++程序设计双语教学实践研究  [J]. 计算机教育, 

2014,(21) . 

15.陈庆云 . 公共管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1) . 

16.陈淑霞．当前高校双语教学应正确处理好四大关系[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 

17.陈向阳．浅析高校双语教学[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18.陈振明，公共管理前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9.陈振明.行政管理专业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的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 

20.陈振明主编，公共管理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1.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2.成晓毅．我国高校双语教学模式初探[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9)． 

23.戴维·G·马希尔森 张庆东 . 新公共管理及其批评家(上)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196 
 

2001,(1) 

24.戴维·L·韦默、艾丹·R维宁，政策分析：理论与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5.戴维·奥斯本，摈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6.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上海译文出

版社，1996.  

27.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2008 

28.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上海译文出

版社, 2013.7 

29.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30.丹尼尔·缪勒， 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1.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2.樊晓燕.《高校双语教学教材的选题策划》[J].  大学出版. 2005(01) 

33.冯珂.《双语教材的知识结构特点》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16-08-23 08:29 

34.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5.弗兰克•古德诺.《政治学与行政学》王元译,华夏出版社,1987.8 

36.弗雷德里克•W•泰勒《科学管理原理》,马风才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 

37.高等师范院校财务管理研究会课题组.高等师范院校生均培养成本研究[J].教育财会研

究,2005,(4):7- 8. 

38.高凌飚.《教材评价维度与标准》[J]. 教育发展研究. 2007(12) 

39.高校专业课双语教学初探 [J]. 中国科技信息, 2005,(21) . 

40.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  

41.古广灵．地方院校双语教学的理性思考[J]．改革与战略，2005(2)． 

42.顾建光 . 国外 MPA 发展与办学特点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1,(7) .王伟 . 培养复合

型 MPA,加强公共管理资料室建设 [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01,(4) .王荣党 . 课程设

置的合理化标准 [J]. 教学研究, 2000,(4) .许秀润 陈莉平 . 关于工商管理本科课程

体系改革的研究 [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4) . 

43.桂诗春 . 心理语言学 [M]. 1985 . 

44.韩猛 . 徐宝芳内蒙古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2008 年版).内新图准字第 23 号 

2009 . 



 

197 
 

45.韩兆柱，高凌风．双语教学的价值历史现状与对策[J]．教学研究，2004(9)． 

46.郝亚南.《关于新时期高校教材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J].  职业技术. 

2017(06) 

47.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6.  

48.胡瑰玲 . 双语与智力关系研究述评 [J]. 1999,(03) . 

49.黄崇岭 石丽荣 . 中德高校双语教学对比研究 [J]. 科教导刊, 2011,(2) . 

50.黄建伟，王飞等．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双语教学的理性思考[J]．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

2004(9)． 

51.纪宝成 . 研究 MPA 学位办好 MPA 教育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1,(7) . 

52.季明明.当代公共行政改革实践与公共管理学科的崛起[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 

(3):5-10.  

53.简.莱恩，新公共管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5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 教高[2005]1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

见 2005 . 

55.卡尔·帕顿、大卫·沙维奇，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华夏出版社，2001.  

56.康立新．从中加两国比较看我国实施“双语教学”的不 可行性[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5(3)． 

57.克朗，系统分析与政策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  

58.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等，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9.肯尼思·约瑟夫·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60.蓝志勇，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61.雷涯邻，孙鹏等．大学本科生实施双语教学模式探讨[J]．中国地质教育，2004(3)． 

62.李春华，严明．专业外语向双语教学过渡的影响因素分析[J]．石油教育，2004(4) 

63.李春茂 王鑫 刘玉 . 高校双语教学的未来探索与研究 [J]. 2007,(06) . 

64.李国祥 . 浅析大学英语教学与双语教学衔接的有效途径 [J]. 现代交际, 2016,(1) 

65.李慧仙．高校双语教学的多学科批评[J]．高等农业教育，2005(9)． 

66.李慧仙．高校双语教学的现状及走向[J]．中国地质教育，2005(3)． 

67.李明华 . 开放教育的本性:教育家的解放与学习者的自由 [J]. 开放教育研究, 

2011,(5) .doi:10.3969/j.issn.1007-2179.2011.05.005 . 

68.李明华 . 农民工高等教育需求、供给和认证制度研究 [M]. 2011 . 



 

198 
 

69.李卓君 .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双语教学研究 [J]. 科技创业月刊, 2014,(3) . 

70.刘洁 米亚静 景晓红 . 地方医学院校基础医学课双语教师培养的思考 [J]. 大家健康

（中旬版）, 2014,(8) . 

71.刘映红．双语教学应该缓行[J]．商场现代化，2005(9)． 

72.刘勇兵,汤丽英.《浅析教材质量标准及编写质量控制》[J].  中国电力教育. 2009(13) 

73.卢德馨 . 关于研究型教学的进一步探讨 [J]. 2004,(21) . 

74.卢慧 李华 王燕 . 一种学生为主体的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方法 [J]. 计算机教育, 

2014,(20) . 

75.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6.罗琳 . 美国公共管理硕士教育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D]. 外交学院, 2006 . 

77.罗纳德·哈里·科斯 . 企业的性质 [A]. 1937 . 

78.罗森布鲁姆等，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9.吕小艳.《论促进地方综合大学双语教材建设》 中国成人教育  2008-09-30 

80.马茨.伦达尔，本诺.J.恩杜鲁主编，发展经济学新方向——当代的增长、环境与政府， 经

济科学出版社，2001 

81.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央编译局,1961 

82.马克斯•韦伯.《社会经济组织理论》1947 

83.麦克尔·巴泽雷，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4.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 

85.纳特、罗伯特·W·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领导手册，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1． 

86.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2003 

87.欧文·E·休斯， 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8.裴文英，陈骏．高校双语教学的误区、困惑与对策[J]．教学研究，2005(5)． 

89.彭忠益 许源源 . 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考 [J]. 现代大学教育, 2001,(4) . 

90.齐晶瑶，王文利．关于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5(3)． 

91.钱春丽，赵五一．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1．北京教育(高教版)，2005(3)． 

92.强海燕 赵琳 . 加拿大第二语言浸入式教学及其在我国的借鉴 [J]. 比较教育研究, 

2000,(4) .doi:10.3969/j.issn.1003-7667.2000.04.009 . 

93.乔治•H•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1996 



 

199 
 

94.任晓，中国行政改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95.瑞尼，理解与管理公共组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96.萨拉蒙，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97.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伙伴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98.沈波 汤铁山 . 开放教育本科工商管理专业实施案例教学中必须把握的几个重要问题 

[J]. 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1,(4) . 

99.史蒂文·凯尔曼，制定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1990. 

100.束定芳 庄智象 . 现代外语教学 1999 . 

101.宋德福主编，中国政府管理与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102.宋慧杰.《新时期高校教材建设的途径与措施》[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6(06) 

103.宋琪，方永恒．对构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思考［Ｊ］．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04.宋哨兵，来娜．双语教学的探索与研究[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医学版)，2005(3)． 

105.宋世明，美国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 

106.孙超平，赵玮．高校双语教学形成性评价体系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10)． 

107.孙逸辉.对高校教育成本核算问题的初步探讨[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4,(增刊);106- 108. 

108.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109.汤姆.克里斯滕森等，新公共管理——观念与实践的转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110.特里·库珀，行政论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111.滕小瑛．双语教学的探索与体会[J]．中国大学教学，2005(7)． 

112.田玫 . 高等学校开展双语教学的思考 [J]. 2007,(05) . 

113.王翠芳.高校进行教育成本核算的思考[J].事业财会,2003,(6):70- 71. 

114.王海燕，刘迎春．高校双语师资存在的问题弓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3)． 

115.王乐夫,郭小聪,马骏.中西方公共行政学专业课程体系比较—兼谈中国公共行政学专业

课程体系改革的突破点[J].中国行政管理,1999, (7):22-25. 

116.王蒙，方传余．关于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思考[J]．安徽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3)． 

117.王蔚. 《TOPCARES-CDIO 教材评估体系的探索与构建》[J]. 辽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 
 

2016(03) 

118.王晓敏 李葆 . 双语教学与大学生英语水平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 [J]. 2011,(06) . 

119.王秀敏 . 利用多媒体手段实现双语教学 [J]. 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2) .doi:10.3969/j.issn.1000-5846.2000.02.013 . 

120.威廉·F·韦斯特，控制官僚，重庆出版社，2001 

121.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22.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 

123.文立伟.《高校教材建设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研究》[J].  科教文汇(上旬刊). 2013(08) 

124.吴松弟 . 素质教育在英国 2000 . 

125.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 

126.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 

127.夏尔·德巴什，行政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28.夏洁武．对双语教学热的冷思考[J]．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8)． 

129.夏书章、王乐夫、陈瑞莲主编，行政管理学（第二版），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130.向阳．浅析高校双语教学[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131.谢庆奎等，中国政府体制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132.邢楠.《基于教材适用性评价的探究与实践》[J]. 科学咨询(决策管理). 2010(03) 

133.薛澜,彭宗超.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发展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0 

(12):46-52. 

134.亚当·斯密 郭大力 王亚南 .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M]. 1972 . 

135.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1 

13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8 

137.杨连瑞 . 关于外语教学中的年龄问题 [J]. 1998,(02) . 

138.姚成龙.《高校精品教材选题策划探析——以教育学教材为例》[J].  科技与出版. 

2013(03) 

139.叶国荣 陈达强 吴碧艳 . 高校本科生教育中研究型教学模式探讨 [J]. 中国高教研究, 

2009,(3) . 

140.叶海卡·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141.于军，英国地方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 

142.余子新．高校双语教学基本问题初探[J]．教学研究，2004(1)． 



 

201 
 

143.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44.喻燕 卢新海 . 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建设现存问题与对策 [J]. 中国高教

研究, 2009,(7) . 

145.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 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2 

146.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华夏出版社，1990. 

147.詹姆斯·W·费斯勒、唐纳德·F·凯特尔，行政过程的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48.张成福 .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1) . 

149.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50.张春玲.关于高等学校加强成本管理的思考[J].事业财会,2005,(4):66- 67. 

151.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52.张康之，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3.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54.张康之等，公共行政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55.张立倩 . 双语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模型的研究 [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 . 

156.张少栋.美国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特点及其启示[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

版）,2004,26(4):24-27. 

157.张炜.《新形势下高校教材建设管理对策研究》[J].  文教资料. 2013(14) 

158.张霞 . 多元智能理论视阈下的艺体专业大学英语教学设计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4,(5) . 

159.张霞 . 公共英语教学、专业英语教学与双语教学的衔接整合——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

例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11) . 

160.张学新 . 对分课堂：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新探索 [J]. 复旦教育论坛, 2014,(5) . 

161.张艳红 . ESP 教材编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J]. 海外英语（上）, 2015,(3) . 

162.章昌云 . 双语教学的形式和模式 [J]. 1996,(03) . 

163.赵霞; 王祝萍《.双语教材现状分析及教材建设浅析》 工业和信息化教育  2013-08-15 

164.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 

165.郑昕芾; 程立新; 倪艳翔.《高校双语教学教材的比较、编写和选用原则》  中国成人

教育  2008-04-30 



 

202 
 

166.郑艳阳.《双语教材编写价值取向探微》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6-07-26 

167.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 

168.朱崇实、陈振明主编，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69.朱曼殊 . 心理语言学 [M]. 1990 . 

170.卓越，比较公共行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71.卓越，行政发展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172.左然等，新兴现代化国家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 

173.郑艳阳.《双语教材编写价值取向探微》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6-07-26 

174.Academic Partnerships , 2013 Academic Partnerships Launches MOOC2Degree 

Initiative,Academic Partnerships MOOC2Degree Press Release [EB/OL].  

175.Adams,S .Free online college courses take big step forward,Forbes,2013-01-23 [EB/OL].  

176.Adams,S . Free online college courses take big step forward，Forbes，2013-01-23 [EB/OL]. 

2013 . 

177.Aidan R. Vining,David L. Weimer.1990, Government Supply and Government Production 

Failure: A Framework Based on Contestability *[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78.Albert C. Hyde. Eds, 1991, Government budgeting: Theory, process, and politi cs. Pacific 

Grove: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79.Avinash K Dixit.2011, Democracy, Autocracy and Bureaucracy [J].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180.Bianjiang Zheng,Wei Dai. 2014, Empirical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Real 

Estate Price Growth and Market Power-Based on Statistics from the Nation, 30 Provinces 

and 35 Cities [M].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181.Boyne, G. A, 1996,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British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public 

management the problem or the solution? [J].Public Administration. 

182.Bradley W. Bateman.2015, Analyzing Market Failure: Adam Smith and John Maynard Keynes 

[J].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3.Brian Andrew. 2008, Market failure, government failure and externalities i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he case for a carbon tax [J]. Public Admin. Dev., 

184.Carol H... Weiss, 1998, Evaluation: Methods for Studying Programs and Policies, 

Prentice-Hall, Inc.  

185.Chandler, J.A, 2002, Deregul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eaching in UK 

[J]. 

186.Chester A. Newland,2010,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The Past 80 

Years and the Global Futur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87.Chester A. Newland. 2002,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and Ongoing Struggles for 

Connectedness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3 
 

188.Chester A. Newland. 2012, Values and Virtu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ost‐NPM Global 

Fracture and Search for Human Dignity and Reasonablenes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89.Chester A. Newland. 2012, Honorable Elmer B. Stats: Exemplar of the Golden Era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0.Chester A. Newland.2013, Reclaim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pace [J]. Public Admin Rev, 

191.Christos Kollias,Suzanna Maria Paleologou.2016,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cy: A 

Disaggregated Analysis by Income Group [J]. Global Economy Journal, 

192.Chaplain Song. 2011,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China [J].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193.Chilean Cai,Chunmei Zhang,Yan Wang，Lina Xiong，Yanfei Jin，Changde Jin. ,2016, Nursing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bilingual teaching in nursing courses in China: A meta-analysis[J]. 

Nurse Education Today:. 

194.Dijon T, 2011,New construction or copy-the predicaments and prospects of our legal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form. Contempt Law Rev 6. 

195.Dayong YANG. 2011, Studies to Bilingual Educ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Course [J].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196.Dieter Helm. 2010, Government failure, rent-seeking, and capture: the design of climate 

change policy [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97.Elinor Ostrom,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Fan Xiao, Wei Peng, Jian Hua Yao, Hao Ni. ,2012, Bilingual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Case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J].AppliedMechanics and Materials 

199.Fiona Sally Baker. 2014, the role of the bilingual teaching assistant: alternative visions for 

bilingual support in the primary yea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00.Franklin G. Mix on Jr, Len J. Trevino.2010,the modern economic theory of bureaucracy as a 

precursor to new public management [J].Humanoids, 

201.Fry, G. K, 1999, morethan „counting manhole covers':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tradi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Gabriel Bianchi. 2008, .Introduc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 Goal, a Tool, or Just a 

Context? [J]. Human Affairs, 

203.Gordon Bathos. 1990, the history of the teaching of civics and citizenship in English schools 

[J]. Curriculum Journal, 

204.Gray, A and Jenkins, B, 1995, fr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public management: Reassessing 

a revolution? [J].Public Administration. 

205.Greenberg, Josh, Knight, Graham.2009, rethinking public relations [J].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6.Greenwood, J and Egging, H. Shifting sands, 1995, teach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 

climate of change [J]. 

207.Greenwood, R., Walsh, K., et.al, 1980, Patterns of Management in Local Government [M]. 

Martin Robertson. 

208.Hog wood, B. W., 1995, Publicpolicy [J].Public Administration. 



 

204 
 

209.Hood, C., 1991,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 [J].Public Administration. 

210.Idakwoji S. P... 2011, Bureaucracy and Socio-Economic Management in a Depressed 

Economy [J].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211.James N.Rosenau, 1992.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2.Jamie Kirkpatrick. 2001,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biogeography [J].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213.Janine Godłów-Legiędź. 2010, Failure of the market, state and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J]. Comparative Economic Research, 

214.Jain Li, Kunming Yao. 2014, Research on Bilingu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15.Jiang G, 2008, Research on the Personnel cultivation model of administration major in local 

universities. J Nantong Unit (EduceSic Ed). 

216.Jiangxiang H, 2008, Research of LLM and specialization of JM-education training mode of 

our legal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 Degree Postgrad Educ. 

217.Jing SUN, Bing XU.2012, Discussion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 of Bilingual 

Teaching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J]. Higher Education of Social 

Science, 

218.JinzhouWANG, Jing WANG. 2012, Discussion on Bilingual Teaching of University Tourism 

Management Major [J]. Higher Education of Social Science, 

219. John Bartle. 2001. Evolving theories of public budgeting. New York: JAI Press. 

220.Joseph Mwelwa, Brenda Spencer.2013, A bilingual (Bemba/English) teaching resource: 

Realizing agency from below through teaching materials designed to challenge the hegemony 

of English [J]. Language Matters, 

221.JulietLangman, 2002, Mother-tongue education versus bilingual education: shifting 

ideologies and policies in the Republic of Slovak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22.Kate Menken, Cristian Solorza, 2015, Principals as linchpins in bilingual education: the need 

for prepared school lead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23. Khan Amman&Bartley Hildreth. Eds, 2002, Budget theory in the public sector. WestPoint: 

Quorum Books.    

224.Khan Amended,2004.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ories in the public sector. WestPoint: 

Quorum Books.  

225.Kicker, W. J., 1997, Pulb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Reform in Western Europe 

[M].Edward Elgar. 

226.Kun Wangi Yang. 2014, A Study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Electrical Information Courses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27.Laura Langbein, 2006, Public Program Evaluation: A Statistical Guide, M. E. Sharpe, Inc.  

228.Liming Wang, XumingHan, Ming Li.2009, Research on Bilingual Teaching of Graduates for 

Computer Specialty in Financial and Economical Colleg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IJMECS), 



 

205 
 

229.Mark Life and JettaWelds, 2005. “Policing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Edited by Board Steve Smith and Raymond Duva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0.Martin Sims.2010, the Role and Nature of Freedom in Two Normative Theories of Democracy 

[J]. Human Affairs, 

231.Michael Hall, 2015,Knowledge transfer and teach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J]. Teach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232.Mike Berry. 2014, .Neoliberalism and the City: Or the Failure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J].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233.Mingling Zhou,2001,The Politic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Levels in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34.Minogue, M., Pelican, C., et.al. , 1998, Beyond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M]. Edward 

Elgar. 

235.Nancy H. 1990, .Hornberger. Key issues in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J]. 

Language in Society,  

236.Nigel Norman. 2012,the bilingual reform. A paradigm shift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 

The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237.Nott age, R. and Stack, F, 1972, The Royal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22- 1939[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38.Panes Athanasopoulos, Jeanine Treffers-Daller, 2015, Language diversity and bilingual 

process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39.Patashnik, Eric. 2001. Putting trust in the US budget: Federal trust fund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it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0.Patricia Wallace Ingraham, David H. Rosen bloom. 1998, the new public personnel and the 

new public servi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41.Patricia Wallace Ingraham, Sally Coleman Selden, Donald P. Moynihan.2002, People and 

Performance: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Public Service— the Report from the Wye River 

Conference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42.Peter Willetts, 2000.  What i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From 'Consultative 

Arrangements' to 'Partnership‟: The Changing Status of NGOs in Diplomacy at the UN. 

243.Preset S. Au lakh.2001, Governance and globalization [J]. Thunderbird Int'l Bus Rev, 

244.Rhodes, R, 1996, from institutions to dogma: Tradition, eclecticism, and ideology in the study 

of British public administration [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45.Rhodes, R, 1995, the sta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professional history, 1970- 1995[J]. 

246.Robert P. Ormrod, Stephan C. Henneberg.2010,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ctivity levels and political market orienta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47.Roger E. Backhouse. Economic Power and the Financial Machine: 2015,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Market Failure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J].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48.Rosemarie Fike, JamesGartner. 2015, Public Choice,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 in Principles Textbooks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249.Scott P. Robertson, Ravi K. Satrap. 2012, .Digital government [J]. Ann. Rev. Info. Sci. Tech., 

250.Sergei V. Aleksashenko, Leonid M. Gregory.1991, Privatization and the capital market [J]. 



 

206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51.Sharon Wang Yuan. 2000, the Impact of China's Joining the WTO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J]. Chinese Economy, 

252.Shelley, I, 1993, what happened to the RIPA? [J].Public Administration. 

253.Stephen J. Frenkel, DavidPets.2002, Glob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A 

Three‐Country Comparison[J].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254.Susie Leonina-Emilia, LazarIona. , 2010,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mpared To Public 

Management and Other Sciences [J]. Annals of the University of Oradea: Economic Science. 

255.Tai Shan Yangquan Qi Guo,Wu Lien Bin Li.2014, A Knowledge Rule Mining Method for the 

Evaluation of Bilingual Teaching Quality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J].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56.THIEN-KIM NGUYEN, JANET WILDE ASTINGTON.2013, Reassessing the bilingual 

advantage in theory of mind and its cognitive underpinnings *[J].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57.Thierry Sebago.2014, Beyond Politics — Markets, Welfare andthe Failure ofBureaucracy [J]. 

Journal de Economists et des Etudes Humanizes, 

258.Tony Burgess. 1996, A Different Angle: English teaching and its narratives [J]. Changing 

English, 

259.Vivien E. Jancenelle, Rajshekhar (Raj) G. Javalgi, Erin Cavusgil.2017, the role of economic 

and normative signals in international prosaicallycrowd funding: An illustration using 

market orien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60.Wang Rui, Wang Yawei, Liang Baosong, Cao Dianli. 2012, Bilingual Teaching on Advanced 

Mathematic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IJEME), 

261.Wei Peng, Fan Xiao, Lu Fang Zhang, Yan Zhan. 2012, .Bilingual Teaching in University 

Should Act as a Final R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hain in China [J].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262.Wearying Zhang. 2015, Reflections on economics: market failure or market theory failure? [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63.Wick K Lynn.2004, Power, policy and politics. [J]. Texas Nursing, 

264.Wilfred Dolfsma. 2011, Government Failure — Four Typ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65.Wolfgang Butzkamm, John A. W. Caldwell. 2010, 86. The bilingual reform. A paradigm shift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 English & American Studies, 

266.Wu S, 2011, Choose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election,vole 8 (4).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67.Xiaohua Zhu. 2017, the failure of an early episode in the open government data movement: A 

historical case study [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68.CuJ, 2008, teaching model for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major in new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paradigm. J ZambianUnit (SockSic). 

269.Cu Yun-xiang. 2006,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bilingual teaching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J]. Zhongguo Zhenjiu, 

270.Yanping Li, HuanLi., 2013, Study on Personnel Training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Local 

Universities [M].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71.Yaoxiang Li,Lihai Wang. 2010, A Survey on Bilingual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J].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72.Zareh Asatryan,Friedrich Heinemann, Hans Pitlik.2016, Reforming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7 
 

The Role of Crisis and the Power of Bureaucracy[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73.Zhao R,2003,in compare with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urse intercalation of administration 

in domestic and abroad. High Educe Forum. 

274.HitchingCu. 2014, the bilingual reform: a paradigm shift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75.Shying Liu,Yuegang FoxDacha Miao.2013. Bilingual Teaching Practice of Original Teaching 

Materials Application[M].Springer New York  

276.Zhu D ,2002,on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J Nan yang Normal Unit (SockSic Ed). 

277.Zhao L, Xuejun B,2011,Analysis of the training mode of American college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 China High Educe 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