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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技术作为科技手段在行政组织中的运用与扩展, 已超出了一般技术所能发挥的作用, 它正在以势不可
挡 的势头使行政组织发 生着三大变革: 行政组织内部 的变革; 行政 组织产品和 服务的变革 ; 行政 组织人力资 源
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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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伏特曾指出: 组织至少经历四种类型的变革, 即技术变革 (出现在生产过程和装备中 ); 行政变革 (包括
建立新的工作表现评估系统 ); 产品和服务的变革; 人力资源的变革 (由训练、发展和招聘员工工作而发生 )。
在上述四种类型的变革过程中, 有时也有可能会单独地经历一些有限的变革, 但是, 这些变革却总是相互交
织在一起的。 事实上, 对于重大变革来说, 人们所面临的挑战则在于把这些变革加以协调一致。
目前, 行政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 从静态的组织结构到动态的行政流程, 从向内部
层层分权到向外部放权, 从决策的源头 (以“顾客”为导向 )到决策的评估 (以绩效为标准 ), 从组织的规模到行
政的理念, 等等, 无不是在对传统的行政模式提出挑战而力图实现“善治”到“善政”的转变, 实现政府、社会、
市场的权力共享。 在如此重大的变革面前, 如何将技术、行政、产品和人力资源的变革协调一致, 这决定着行
政组织变革的成败问题。而作为四种变革之一的技术变革, 一旦与信息技术联姻, 便成为将行政、产品和人力
资源的变革串联在一起的一条红线。

一、信息技术引起行政组织内部的变革
信息技术在行政组织中的运用与扩展, 必然会引起行政组织的结构形态、运作程序以及行政组织决策的
整个过程的变革。
(一 )信息技术使行政组织的层级减少, 形成扁平化、网络式结构。传统的行政组织多呈金字塔式结构, 上
尖下宽, 中间存在着多重层级。如权力由上到下逐层递减, 命令由上到下逐层传递, 将具体情况由下到上逐层
反映。这种传统的结构形式, 在外界环境变化迟缓的情况下, 一般反映不出多大弊端来, 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
展,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 就要求行政组织能对外界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回应, 而多重的层级显然不适应这种
要求。 层级的减少, 是现实社会对行政组织提出的客观要求, 而信息技术则为这种要求提供了技术支持。 信
息技术不仅能使信息在上下层级间迅速传递, 而且能够减少层级。
在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中, 由于稀缺的信息资源总是为上级所掌握, 在整个权力体系中, 上级是权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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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 上级部门和领导决定着信息的种类与走向, 信息的流向不是自上而下, 就是自下而上, 横向流动则极
为少数。信息技术在行政组织中的运用与扩展, 使得这种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信息的流向不再是单向的,
而是构成如蜘蛛网状的经、纬交织形状, 纵向与横向的沟通都同样自由流畅, 每一个结点都有可能成为信息
流动的中心。 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行政组织结构, 必然打破原来的层级结构, 从而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网
络状结构。
(二 )信息技术使行政组织的运作程序简约化、公开化。由于信息技术具有使行政组织的结构形态呈现扁
平化、网络式特征, 这本身就会使运作程序简约化。由于原来的行政组织存在着多重层级, 行政程序往往是逐
级而行。 因此, 行政组织层级越多, 行政程序就会越冗长、越复杂; 相反, 层级越少, 行政程序就会越简约、便
捷。比如, 就某一具体事项来说, 相关的运作程序都被整合进一条可供人们选择的链条上来, 当顾客进入服务
网后, 所做的事项就可以通过屏幕选取自己所需要的服务, 眼前一目了然, 心中清清楚楚, 使运作程序既简
约, 又快捷。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 运作程序不仅可以实现简约化, 而且能够实现公开化。为了实现民主, 为了争取合
法性支持, 为了保持行政的清正廉洁, 政务公开一直是行政组织试图达到的目标, 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行政
组织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手段。例如, 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 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一定的效果。然而, 通
过网络信息技术则可以达到更为可观的效果, 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可视性与可操作性, 可以更进一步地增
加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双向交流, 人们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 随时了解到所需要的信息, 从而使运作程
序简约化、公开化。
(三 )信息技术使行政组织的决策更加科学。行政组织作出决策的基础是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因此, 信息
的全面、及时、准确是决策的根本。 而传统的行政组织则无法真正满足这一要求。 由于信息在层级制的行政
组织的传递过程中, 往往会产生失真的现象, 加之人的主观认识不同, 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又会经过不同程
度的过滤。 由于层级的多重存在, 信息逐层向上传递, 命令再逐层传递下来, 这中间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
因此往往会出现时过境迁的情景。而信息技术在行政组织中的运用, 使得行政组织的一项议案可以同时得到
多方关注, 从而保证了信息的全面性; 信息可以越过中间层级, 由源点直接达至信息的接收中心, 从而保证了
信息的准确性; 信息的流入、流出几乎以“零距离”的距离进行流动, 从而保证了信息的及时性。信息技术不仅
使信息的收集实现全面、准确、及时, 而且使信息的整理更加迅速; 各种软件的开发应用, 不仅使用信息分类
可以得到迅速的实现, 而且可以同时找到各种信息之间的关系, 将这些信息准确、及时的应用于行政组织的
决策之中。

二、信息技术引起行政组织产品和服务的变革
信息技术引起行政组织内部结构、运作程序、决策的变革, 同时也引起行政组织产品和服务的变革。行政
组织的内部变革与产品、服务变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行政组织的内部变革可以引起产品服务的变
革, 而产品和服务的变革也可以促进行政组织的内部变革的发生。
(一 )信息技术引起行政组织产品和服务更加公正、公平。 传统的行政组织由于缺乏与社会的有效沟通,
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往往会处于某个领导的主观判断, 因此, 这种产品和服务往往不能满足社会真正的需要。
信息技术的运用则使得普通百姓有了能够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 使得行政组织能够及时地了解到什么
是人民想要的, 什么是人民急需的, 会使行政组织的产品和服务更加贴近现实, 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更能满足
人民的要求。
(二 )信息技术引起行政组织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式发生变化。 社会产品向来被划分为公共物品和非
公共物品两大类, 而公共物品似乎也被一直认定是行政组织的必然产品。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完善,
人们认识到, 公共物品又分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两大类, 社会力量已开始承担起准公共物品甚至部分纯
公共物品 (如, 教育 )的供给者的角色。信息技术的运用与扩展, 一方面会大大解放行政组织中的人工劳动, 使
人摆脱大量繁琐的事务; 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使得全面监控社会动向成为可能。信息技术的快捷迅速, 必然使
得社会上的动态迅速反馈到监控中心, 而监控中心 (行政组织 )这时所需要做的是进行指挥、制定规则, 以裁
判员的身份对社会事务进行干涉。在这种状态下, 行政组织的职能就会随之而收缩, 开始还权于社会, 还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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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公共物品的供给者也同时由行政组织、社会、市场三方共同扮演。 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 这种供给方式
的变化还会引起产品和产品质量的大大改善。
(三 )信息技术使行政组织的产品和服务更符合民意。 行政组织的存在以其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前
提。 传统的行政组织向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是单方面的, 被服务对象是被动的, 你为他提供些什么产
品和服务, 他就会被动地接受这些产品和服务。 而行政组织则往往是主动的。 这里, 关键要看行政组织以谁
为服务对象, 为谁设计产品和服务。在文明程度还不够发达的时代, 广大民众对行政组织的依赖性较强, 往往
是盲目的服从。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广大民众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 有能力理解社会生活的真正含义, 并不
断地向行政组织提出自己的意愿。如果行政组织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广大民众的需要, 人民便拥护它, 支持它;
反之, 人民便会反对它。 当信息技术在行政组织乃至社会上应用之时, 不仅会使行政组织在产品和服务的设
计之初就接触到人民, 而且人民群众也可以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对行政组织实行全程监督。 也就是
说, 行政组织的产品和服务是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下生产出来的。 现代组织理论认为, 任何组织的变革通
过扩大参与面和参与的程度, 都可以克服对变革的阻力。而信息技术正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行政组织提供
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来。 同时, 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 这种参与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人民群众可以通
过信息技术的应用, 使行政组织了解自己的各种看法, 使行政组织的产品和服务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产。 在
此过程中, 被服务对象也逐渐取得主动权, 而行政组织也由完全主动控制转变到主动地对人民群众的要求作
出回应。同时, 行政组织因其产品和服务能较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 便会越来越取得合法性认同, 从而也
会越来越巩固其政权的稳定。
(四 )信息技术使行政组织的决策执行更为有力。 长期以来, 社会上存在着重规划轻执行的倾向, 认为一
项决策一经制定就必然会被贯彻执行。但实践证明, 这种认识往往会导致“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使上级决策
流于形式的现象。 信息技术的应用, 可以有效地排除决策本身不科学、不正确的弊端。 信息技术以其对变数
的预测功能, 使得人们不仅能够预测决策执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而且可以对实际的决策执行过程实行
追踪、监控, 从而可以实现对决策的时时调整, 排除执行中的各种障碍。

三、信息技术引起行政组织人力资源的变革
信息技术引起行政组织人力资源的变革是与前两种变革分不开的。从行政组织内部来说, 行政组织的结
构形态呈现扁平化、网络式特征, 这必然使得行政组织内部中间层级人员出现大量减员; 从行政组织外部来
说, 为使行政组织政权得以巩固, 必然要吸引外部人员进入行政组织。那么, 信息技术究竟引起行政组织人力
资源的哪些变革呢? 笔者认为,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 )信息技术使行政组织的人力资源精减、高效。 信息技术在行政组织中的运用, 使信息的收集整理更
方便、快捷、简易, 从而使得专司这方面职能的人工劳动大大解脱, 行政组织再也不需要占用太多的人手去专
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信息技术使得信息得以从始发点直达终点, 从而使行政组织减少层级, 减少人力资源。
(二 )信息技术使行政组织的人力资源的素质普遍提高。 在传统的行政组织中, 行政人员一般都专司其
职, 讲究“专才”。 信息技术在行政组织中的应用, 使得行政组织呈现网络式结构, 信息不仅纵向传递, 而且横
向游走。这就使得行政人员不仅要了解本领域内的纵向方面的信息, 而且要明白横向方面的信息对本领域的
含义、潜在的影响, 还要懂得如何把这些信息加以分析利用, 讲究的是“通才”。 为此, 要求现代的行政组织人
员, 必须要保持对信息的高度敏感性, 能够迅速捕捉到社会中的不同寻常的动态反应, 能够迅速拟定解决方
案, 能够对各个方案进行检验。 而行政组织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是能够承担此重任的基本前提。
(三 )信息技术使行政组织的人力资源更加稳固。信息技术在行政组织中的应用与扩展, 打破了原来行政
组织的等级界限, 使行政人员接触到较以往更广泛的领域, 使工作内容更丰富, 更能激发出行政人员的积极
性。 现代组织理论讲究“人本理论”。 以人为本, 挖掘人的潜力, 是这一理论的核心。 信息技术正是实现这一
理论的有效途径。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 行政人员可以畅所欲言, 贪污腐败者可以及时被揭露出来, 主持正义
的人也可以被迅速宣扬, 公正廉明成为大家所尊崇的行政理想。因此,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 进入行政组织将
成为人的一种具有崇高目标的人生追求。 随着行政组织的这种合法性被广泛的认同, 这种追求 (下转第 9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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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人既无法统计也无法明了, 而只能以其程序发动权利为衡量标准。 赋予每个人对权威的考察权, 必然可
推动权威与权威制约主体的双向互动, 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
(四 ) 权威制约之诉请最终只能由法院来接受, 并按照法律来审查。 当人类步入制度文明时代, 以国人
意志体现之假设的法律也就成为人类行为标准的最高标准, 任何纠纷之解决皆以此为准, 称之曰 “司法最
终原则”。 实现对权威之司法审查, 实即就此而言。 自然, 作为 “法律的嘴巴”, 司法权之行使者非法院莫
属。
然而, 有人不禁要反问, 权威需要制约, 然法律权威亦即权威, 此当如何? 笔者以为, 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 以法律制约法律, 形成生生相克之理, 并无以逃脱权威制约之原理—— 约束人格化倾向。 在
现实中, 大多数法制国家也都具有对法律权威进行制约的机制—— 违宪审查。 我国虽然从理论上看来也有
着违宪审查的法律依据, 如, 《立法法》 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常务委员会的撤销违宪法案的权能, 但是, 此法
在实践中还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 我国的权威制约机制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完善。 不过, 违宪审查机制在
人类文明中的出现也验证了权威与权威制约生生相克, 于一个循环圈内反复循环, 无一可以跳出其外的规
律, 即其它权威受法律权威之制约—— 法律权威受违宪审查机制之制约— — 违宪审查机制来源于宪法规定
并受宪法制约— — 宪法来源于人们及其代议机构的制约—— 人们受到法律权威之制约。 如此循环不已, 生
生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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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7页 )也将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人生目标, 从而使行政组织的人力资源也将更加稳固。
(四 )信息技术使行政组织的人力资源出现两大类型—— 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者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者。
由于我国的信息技术水平不高, 信息技术的应用又是客观必然, 因此行政组织必须吸引高科技人才进入行政
组织, 从事信息技术的开发、研制、建设。从国内外的研究发现, 信息技术, 尤其是电子政务在行政组织中的应
用并不能一蹴而就, 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简单的信息发布到动态的双向交流, 直至视听效果的完善、虚拟
办公的实现, 每一步都离不开高新技术的应用, 都离不开高科技人才的努力探索。与此同时, 每当一项新的技
术研制成功, 都会有一批行政人员接受新的培训, 掌握新技术的应用技巧。 同时, 从信息技术的发展来看, 技
术的科技含量越高, 技术的应用便会越简便易行。例如, 电脑技术从高档消费品到成为普通人家的家用设施,
就是一个明证。 这样, 进行科研开发的行政人员与技术操作的行政人员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由此行政
权力将为高技术的科研人才所掌握, 这将会成为一种趋势。然而, 从目前来看, 两类人才并存依然是行政组织
有效运作的基础。
由此看来, 信息技术确实已经或将要引起行政组织从内部结构到外部产品以及人力资源的一系列变革,
而这些变革之间又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我们只有认识到行政组织的这些变革产生的必然趋势, 才能有
意识、有计划地促进这些变革的发生, 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从而更好的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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