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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袁还是法国的公共管理学袁都不足以形成一个

一尧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内涵
野 所谓比较袁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之间

独立于各个特定国家背景的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
理学遥咱圆暂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或比较行政研究是野 指人们

有着某种联系的多个事物加以对照袁从而确定其间

综合运用各种不同的比较方法袁对世界各国的行政

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袁由此对一事物进行初步分类曰在

制度与体制尧结构与功能尧活动与过程尧历史与现实尧

分类的基础上袁人们可以认知和把握不同事物的共

理论与实践尧文化与传统尧环境与背景进行对比分

同或相异的表象特征与本质特征袁进而达到对特定

析袁以期从更深的内容尧更高的层次尧更广泛的范围

事物的理解与解释遥冶

咱员暂

早在 圆园 世纪 源园 年代末袁罗

伯特窑达尔渊 砸燥遭藻则贼 阅葬澡造冤 就在叶 公共管理学院三个

来揭示行政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遥冶 咱猿暂
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公共管理研究肇始于美国袁

问题曳 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们忽略比较方法对公

从产生到现在大概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遥 按照

共管理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袁野 只要公共管理研

比较公共管理在美国发展的历史进路历程袁可将其

究不是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袁公共管理的科学

大致划分为野 萌芽时期冶 尧野 发展与兴盛时期冶 尧野 衰落

性就是空洞的遥冶 据此袁他认为袁无论是英国的公共

时期冶 和野 复兴时期冶 四个阶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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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遥 同时袁与国际委员会的合

二尧西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
发展的历史分期及其特征

并也并没有对比较公共管理产生太多的正面作用袁
相反袁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则日渐式微遥 正如黑迪
渊 云藻则则赠 匀藻葬凿赠冤 所担心的那样袁野 对于公共管理制度

摇 摇 渊 一冤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萌芽时期渊员怨 世纪

的研究和国家公共组织的研究袁究竟什么是最好的

伍德罗窑威尔逊最早认识到了比较方法在公共

这一时期袁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批评主要集

愿园 年代要圆园 世纪 缘园 年代冤

框架冶 咱缘暂 遥

管理研究中的重要价值遥 他在 员愿愿苑 年的叶 公共管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院第一袁比较管理的研究是否具有

的同胞的脑海里袁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袁认为院学习

亨德森渊 运藻蚤贼澡 匀藻灶凿藻则泽燥灶冤 就曾批评到袁虽然比较公

研究曳 一文中认为院野 噎噎在我们一些爱国意识很强

野 科学性冶 或者说该学科是否有明确的学科 边 界遥

欧洲经验是否就在承认一些外国的方法要比我们美

共管理野 有某些主要研究题目渊 发展中国家尧政治系

国的方法好呢钥 我们理解这种心理噎噎渊 但是冤 如

统等冤 袁但很难了解其中心议题可能是什么袁同样也

果我们只与我们自己相比袁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

很难从中找出任何确定无疑的耶 行政的爷 东西遥 从

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好的尧优秀的袁而哪些东西是不够

表面上看袁政治科学的全部范围尧经济学尧社会学尧历

好的尧不够优秀的呢钥 这样想来袁可能还是用一些新

史学和其他有关的学科的一些议题都与比较行政相

的学习方法比较好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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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袁囿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袁比较公共

关联冶 咱远暂 遥 第二袁用何种方法研究这一领域遥 更多

地批评者认为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更多地应使用定性

管理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袁相关论述也大都散见

而非定量方法袁而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这一点遥 第

于一般性的讨论中遥 同时袁由于缺乏系统尧完整的研

三袁比较公共管理究竟是理论导向的还是实践导向

究方法袁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袁这一时期鲜有比较公

的钥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内核应该在哪里钥 这两个

共管理的专门研究成果遥

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定论遥 过去的学者野 花费了太多

渊二冤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与兴盛时期渊圆园 世
纪 缘园 年代要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袁在美国袁比较公共管理的研
究获得了快速发展袁这种快速发展有着当时深刻的
历史背景遥

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讨论比较问题袁用于提出一般性
的分析框架袁用于概述行政环境袁以至于使我们无法
集中精力研究行政本身冶 咱苑暂远圆猿 遥 第四袁公共管理的可
比性问题遥 搜集不同国家尧不同地区的不同管理方
法或模式进行比较袁其前提必须有比较的标准或基

这一时期袁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的诸多事件也

础袁这样才具有可比性遥 然而野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

激发了他们比较研究的热情袁如古巴革命尧越南战争

的观点袁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访问不同类型的官僚

等曰而国际委员会则同国际管理科学学会保持着密

和考察不同的国家的不同问题冶 咱苑暂远圆缘 正是基于这些

切的联系袁主要致力于美国本土的公共管理理论与

批评袁比较公共管理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野 身份

实践问题遥 作为美国公共管理协会渊 粤杂孕粤冤 的两个
会员单位袁比较管理组织和国际委员会的共同点在

于致力比较公共管理和国际公共管理研究袁两者于
员怨苑猿 年合并成立了美国公共管理协会分会要要要国
际与比较公共管理分会渊 杂陨悦孕粤冤 遥

渊 三冤 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的衰落阶段 渊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要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冤

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早期袁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基金

会等组织逐渐失去了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赞助和
支持袁美国的大部分国际性研究组织也把注意力纷
纷转向解决经济发展等复杂问题遥 因此袁这对于失
去了财政与政策支持的美国比较管理组织而言无疑
是致命的打击袁这样的结果对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

危机冶 渊 陨凿藻灶贼蚤贼赠 悦则蚤泽蚤泽冤 遥

渊 四冤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复苏阶段渊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要现今冤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袁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袁比较公

共管理研究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研究视野袁逐渐得
到了人们的关注袁这得益于比较公共政策渊 悦燥皂责葬则葬鄄

贼蚤增藻 孕怎遭造蚤糟 孕燥造蚤糟赠袁悦孕孕 冤 和发展行政学渊 阅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

粤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燥灶冤 在当时的兴起袁特别是前者起到了关

键作用遥 按照海德黑梅尔 渊 匀藻蚤凿藻灶澡藻蚤皂藻则冤 的说法袁

比较公共 政 策 野 就 是 对 政 府 政 策 渊 早燥增藻则灶皂藻灶贼 责燥造蚤鄄

糟蚤藻泽冤 如何开发尧为什么开发和产生了什么效果进行
跨国研究冶 遥咱愿暂 实际上袁比较公共政策的兴起从一开

始就是在克服比较公共管理自身缺陷的一种尝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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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袁从这个意义上袁与其说是比较公共管理的复

总之袁从西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历史进

兴袁不如说是比较公共管理的转型或蜕变遥 由于比

程看袁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无论在理论探索方面袁还是

较公共管理研究为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研究的

在实践应用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袁促进了

野 土壤冶 与野 预设冶 袁因此袁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复兴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纵深发展遥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

具有更深的历史价值遥

与社会管理的联动性的不断增强袁随着更多国际性
公共物品的不断出现袁求同存异尧相互学习尧相互借

三尧当代西方国家比较
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存问题
摇 摇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比较公共管理

鉴尧相容共生已成为各个国家的基本共识袁基于这些
共识的比较研究路径也日渐清晰袁这些因素将使比
较公共管理的研究视域不断扩大尧研究方法不断丰
富尧研究内容不断充实遥

研究的领域内尽管具有先发优势袁但同样存在着一
些问题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院其一袁比较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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