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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領導理論概述 

 
本章旨在蒐集整理過去的相關文獻，分節介紹領導的定義、領

導理論之發展、女性領導之相關研究以及轉型領導之內涵，以作為本

研究之理論基礎。 

一、 領導的定義 

關於領導的意義，過去學者因所學的領域不同，或所處的環境不

同，而對「領導」的有不同的解釋。玆就各主要學者對領導所提出的

定義整理分析如表2-1-1： 

表 2-1 1 領導定義整理 

研究學者 年代 領導定義 

Tead 1935 影響他人、使其合作無間、致力完成共同

所期待目標之活動。 

Hemphill& Coons 1957 個人引導一個群體達成共同目標的行為。

Ianda 1960 一種特殊的權力關係，其特徵為團體成員

覺得另一團體成員有權規定他們的行

為，而作為團體成員的一份子。 

Tannenbaum, 

Weshler&Massarik 

1961 施於某一情境的人際影響力，透過溝通過

程以達成特目標。 

Jacobs 1970 人與人的互動，其中一人以某種方式提供

某種資訊，使另一人深信他若照著做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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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會更好。 

Stogdill 1974 在期望的互動中，創建結構並維持組織的

結構。 

Hodgeets 1975 領導者、追隨者及情境三者的函數。 

Davis 1977 一種說服他人使其熱衷追求既定目標之

能力。 

Katz& Kahn 1978 在組織例行指引的機械式服從之上，影響

力的增進。 

Bass & Stogdill 1981 一種影響他人或組織的活動，以達成領導

者所設定的目標之一種過程。 

Morphet, Johns & 

Reller 

1982 社會系統中，個人的行動、行為、信念與

目標於自願合作下接受他人的影響。 

Rauch & Behling 1984 組織團體為達成既定的目標、成就，領導

者影響組織活動的過程。 

Bennis & Nanus 1985 任何成功組織背後的關鍵力量，若要建立

可大可久的事業，任何組織都必須藉助領

導之力，規劃未來的願景，並推動組織的

變革，朝向目標邁進。 

Koontz 1990 一種影響力、一種技巧或程序，藉以影響

他人，使其自願且熱心地達成全體目標。

Drath & Palus 1994 領導是使人們一起工作及使人信服的過

程。 

Senge 1994 建立一個環境，促使部屬自動自發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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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如此企業才能產生深層的根本改變。

Snyder, Dowd & 

Houghton 

1995 領導者具有願景、堅定的價值觀與信念，

以及實踐願景的勇氣，並影響組織團體的

活動，以達成組織目標。 

John P. Kotter 1996 一系列創業或組織變革的程序，其描繪企

業的願景，使之成為全組織的共同理念，

並激勵部屬令其實現。 

Robbins 1998 領導是指能影響組織去達成目標的一種

能力。 

本表資料整理自Yukl（1994）；王世偉（1998）；李文娟（1998）；蔡居隆（2001）；

徐嘉宏（2001）；遊逸風（2002）；周惠莉（2003）等學者對領導的定義。 

 

由表2-1-1可知，領導的定義，從最初的「領導者」指引「被領

導」者共同達成既定目標，發展到融合「情境」變數，探討與情境間

交互影響，接著，在承認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組織內部的不確定性

下，而擴展至帶領組織變革的能力，更融入領導者本身的影響力、工

作團隊的氛圍、潛能激發等，讓領導更柔軟、更人性化、其內涵也變

得更豐富，在組織中有更多發揮想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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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領導理論的研究發展 

關於領導的研究，Bryman(1992) 以時間劃分的方式，將領導研

究與理論分為四個階段：         

(一) 1940 以前:以特質理論（trait theory）為主，認為領導能力是

天生的，主要在探討領導者具有何種特質，企圖以人格因素

與人格特質來區分有效的領導者。 

(二) 1940—1960: 以行為理論（behavior theory）為主，探討領導

者的外顯行為和領導效能間的關係。 

(三) 1960—1980:以權變理論（contingency theory）為主，認為有

效能的領導並非單靠特定的領導特質或領導行為，便可適用

於各種情境，還需依情境因素與領導型態的配對關係而定，

會因情境而不同而採取最佳的方法。 

(四) 1980 至今: 新型式的領導研究取向，開始以被領導者的情感

變數為研究標的，這些情感變數包括被領導者對領導者的心

靈依附、被領導者的自尊、信心、工作激勵感、對領導者的

信任、以及對領導者描繪的目標之價值認同。除此之外，新

的領導理論強調象徵性的領導行為、個人遠見、激勵部屬的

能力、非口語的溝通、意識型態價值的運用，以及對部屬的

授權。同時，新的領導理論多採用質化而深入的深度訪談與

個案研究為途徑，並增加歷史與政治層面的分析，以進一步

釐清領導效能的源由與影響範圍（游逸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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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女性領導 
 

一、 女性領導特質 

 

管理大師Peter Drucker曾指出，女性纖細、關懷與耐力的管理方

式，對於傳統的機械式管理，有正面的衝擊效應（天下雜誌，1998）。 

無論是從先天生物性的原因所致，或是後天社會化的結果，從許

多探討男性與女性領導的文獻中，可以歸納出一些男女有別的領導風

格。黃麗蓉（1996）整合國內外重要女性領導論文，將女性領導的特

質歸納成五點，茲將各點內容羅列於下： 

（一） 互動性的領導風格：  

    Rosener（1990）曾經訪談多位女性主管，他發現這些女性經理

人所採用的領導方式，與傳統的「命令--控制」作法不一樣。這些女

性經理人都很努力的營造合適的工作環境與組織文化，最終目標則是

達到一種「雙贏」（win-win）的情境，亦即希望組織的一切運作對

於組織本身和員工們皆有所助益，此即Rosener 稱之為「互動型的領

導」（interactive leadership），並且在”Ways woman lead”一篇文章中

闡述互動型領導的四大重點，包括「鼓勵參與」、「分享權力與情報」、

「強化他人的自我價值」以及「促使他人樂於工作」等，分述如下： 

1. 鼓勵參與 

在Rosener訪談的女性經理人中，全都強調領導一定要「融合

其中」（inclusion），她們鼓勵員工發言，設立員工表達意見

的溝通管道，盡力使員工感覺到自己是團隊中重要的一員。 

2. 分享權力與情報 

Rosener訪談的女性經理人也提到她們願意和員工分享權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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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讓所有參與者一起思考組織發展，有些女主管甚至認為

自己如傳送器一般，收集資訊，再將資訊發送到各個需要的地

方，團隊成員間彼此拓展了視野，也因此有機會吸收到更多資

訊。 

3. 強化他人的自我價值 

這些女性經理人對於員工的優秀表現，非常願意在大家面前給

予公開的褒獎和表揚，至於員工犯的錯誤，為了顧及對方自尊

心，盡可能以婉轉的方式告訴他們。 

4. 促使他人樂於工作 

南加大兩性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en and 

Women）所長Meehan, D.指出：「在世界上，女性的工作基本

上是循環不止的，她們的工作永遠沒有結束，不僅僅是養兒育

女而已。」黃麗蓉（1996）提及這要從男獵女採的時代談起，

男性聚集在一起，外出執行一個偶然的大獵殺，這個明確的事

件有高潮發生，然後結束；但是女性則留在家裡種植、摘採，

這是一種持續性，必須一再重複的工作，也讓她們時常進行著

一種朝目標前進的過程。當把重點放在過程而不是結果時，就

會從工作本身得到更多的樂趣，從實際的作業中獲得快感，而

非只是一個抽象的完成觀念（林宴夙、徐荷譯，1995）。 

（二） 組織關係呈包容性蛛網狀 

    Helgson (1990)在「柔性優勢」（The female advantage）一書中提

到，在研究女性領導的重大發現時，發現女性經理人深諳如何激勵員

工，和員工培養良好的關係，並且擅長於保持多線溝通管道的明暢無

阻，就像是不斷在編織一張「包容的網」，而這位在中心的女性經理

人，不認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在許多事務的中心，不是向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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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而是向四周伸展的，就如同蛛網一般，由一個強力中心點，以及

繞著它的基本幹線所建構成的。環形線與基本幹線把全體結合在一

起，每一個接觸點也就是一個連結點，在每個連結點上的組織成員，

也知道他們的工作有關鍵性的重要，否則這張網就會面臨破裂或失衡

的狀態。這種組織不同於過去上層及下屬不相往來，而必須藉由不斷

的對話與提供支持，強化每個交叉點的連結，並拉近彼此間的距離，

而這種尊重包容性、良好關係等的女性信念，更顯示出女性採用了不

同於男性的方式來組織事務，包括公司、會議、辦公室、空間分配、

人際關係、甚至是在國家社會所扮演的地位。 

（三） 全觀而多元的思考方式 

    女性領導者注重「全人格溝通」（whole-person communication），

女性主管在與員工私人生活接觸上，表現的較為積極。對大部分女性

主管而言，他們不只希望了解部屬在工作上的表現，亦不時喜歡與部

屬作個人較深度的交談，抱負、理想、家庭與情緒等廣泛的主題。由

於員工與組織的關係無法斷然切斷一切其他因素，只留下工作上的關

係，再加上私人的問題，必然連帶影響到工作時的情緒和績效，因此，

女性主管傾向以全觀而多元的思考方式來認識一個人，並且也以這樣

的途徑去設計規劃組織和員工的互動關係。 

    除此之外，現在的領導，十分強調全局觀點（holistic perspective）

與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女性的思維方式比較細密周全，就

如同台灣惠普董事長何薇玲所提：「男性處理事情的態度就像是狩

獵，經常是專心一致，緊緊釘住目標；相對女性就如同是在原野中採

果，不斷觀察四周環境，有許多比較和考量，對事情處理的周延性較

關切，容易瞻前顧後。男性的線性思考的確常在面對危機時，提供了

有效率的棄車保帥模式，但女性的「綜觀」思惟，卻可提供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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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重點放在整體而非部份的思惟模式，在今日企業經營中越來越有價

值。」（陳啟鳳，2003） 

    再者，大部分女性領導者必須兼顧事業與家庭，在扮演諸多要角

的情況下，她們卻因為如此多元化的歷練，成就更成熟、圓融的人格

特質，較能避免只從有限角度觀察人、事、物的僵化。 

（四） 授權及團隊建立 

    管理學者Kenneth Blanchard（1997），在一分鐘團隊書中指出，

「授權（empowerment）是高績效團隊的特徵。」Naisbitt, J.（1985）

認為，最能形容女性領導的字彙，可能是「授權」（empowerment）。

研究兩性差異的學者發現，女性習慣於和他人作長期溝通，對人際交

往比較深入且細心，而學者也證實，女性有較佳的語言能力，較習慣

口語表達，對別人的想法有較多接納、比較重視不同意見和觀點，這

幾點均有助於高績效團隊的建立。 

    學者Loden, M.（1986）的研究顯示，男性主管傾向用「非贏即

輸」（win-lose）的方式解決衝突，而女性主管則傾向採取「雙贏」

（win-win）的策略，她們喜歡透過彼此的調整和適應、折衷與和解

來促成雙方的合作和共識。而這個雙贏的思維傾向與處事方式，使女

性較容易成為團隊中的一員，與其他成員的配合度也較高。 

（五） 重視員工的教育和成長 

    在懷孕、生子、養育的過程中，女性很自然地培養出一種強烈的

傳承心願與使命感，也因此女性領導者重視人性化的撫育，撫育式的

途徑相當重視如何去引導、開發組織成員的潛能，並且給予充分的發

展空間和機會，用鼓勵、關懷的方式，來協助組織成員的成長。並且

透過共同願景的建立，讓員工產生共識，並帶領員工循正確的路途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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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過去組織中，領導者被期望是萬能的，但今日，期待領導

者知道所有答案已不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提出適當的問題」。女性

主管傾向多問部屬問題、促使部屬花更多時間去想，他們視自己為提

供輔助和引導的角色，並且對部屬的意見較為尊重（彭懷真，民84）。

在這過程中，他們本身也獲得源源不絕的創意和成長，並且樂在其

中，視工作和員工的本身就是自己努力的目標及價值所在，而非只是

工具和手段。 

 

而在Helgson（1995） 的「柔性優勢－女性領導方法」（The Female 

Advantage — Female’s Ways of Leadership ）一書中也指出，針對數

位在商業界相當成功的女性作的觀察訪談，在日誌式的紀錄中，發現

這些女性主管有以下幾項特質（1）女性的工作步調穩定，但在一天

的工作中會做好幾次短暫的休息。（2）女性並不會將一些不在預定

中的工作及談話視為干擾，因為女性主管認為關心、參予、幫助及負

責可以透過這些不在預定中的工作及談話達到效果。（3）女性會抽

出時間來從事一些與工作沒有直接相關的活動，即是自己的家庭生

活。（4）女性比較喜歡活潑主動的接觸。（5）女性極為重視領導的

環境生態學，意即不會過度將自己沉浸在每天的管理工作中，而是參

與社會的脈動中。（6）女性會規劃出時間來和他人分享資訊，她們

所著重的不是向下分享而是向四方伸展（Helgson，1995）。 

黃麗蓉（1996）所整理之五項特質，突顯出女性領導者在追求工

作績效的同時，也將許多心力放在對員工生活及發展等多面向的關

懷，而這與Helgeson所發現的女性主管特質中，女性主管除了追求績

效外，也主動關心周邊事務不謀而合。另外，女性主管也傾向跳脫過

去上對下的命令方式，透過更充分的溝通及授權，激發創意，並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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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目標，讓組織成為更具績效的團隊，而員工也在運作的過程中，

與團隊共同成長。 

從以上女性領導特質的相關理論及見解，可看出女性領導特質中

的充分互動、鼓勵參與、權力分享、包容、全觀而多元的思考、敏銳

的觀察力等，在企業領導從權威走向民主及人性化的時代，已逐漸成

為主流，女性領導者富親和力、與下屬無階層隔閡的溝通方式、及全

面的關懷，也在組織中獲得肯定。 

從這些理論及歸納，即可得知女性領導在現代組織中已扮演具影

響力的角色，甚至有改變組織環境的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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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別角色理論 

 

然而，是否女性主管就一定擁有女性的領導特質，而男性主管就

一定表現出男性的領導作風呢？但現實世界中，強勢領導的女性主管

以及柔性領導的男性主管卻是處處可見。黃麗蓉（1996）即指出，這

個問題早自1970年代女性逐漸進入管理職位後，就引起人們的好奇，

也有許多學者積極探討。 

而多年的研究也逐漸形成一個共識，簡單地說，即是：「所謂的

男性、女性領導風格，指的應是一種性別角色傾向（sex-role 

orientation）的『價值（Value）』；而非一般人所以為的生物上『性

別（biological sex）』的差異」（黃麗蓉，1996）。 

Korabik（1982）指出性別角色而非性別才是影響領導風格的因

素。相關研究也指出性別會影響經理人的人格特質。性別角色因為社

會、種族及文化的差異，在人們心中因而建立起不同的價值觀及刻板

印象。李藹慈（1993）認為，性別角色的發展無疑是社會化的結果，

雖然男女兩性最明顯之差異在於生物結構中外觀與生理的差異，但是

造成男女性別角色差異的原因，大都是後天的社會文化因素所造成。

黃麗蓉（1996）的研究指出，性別角色形成有三大類因素：生物性因

素、環境性因素、認知性因素。.性別角色是一種「性別—角色傾向」

的「價值」而非「生物性別」，也就是性別角色屬於價值觀的層次；

例如：女性傾向合作、感性、互助、關懷、撫育、人際取向. . 等，

這裡的「女性」即指「女性價值、陰性價值（feminine）」。 

曾有許多學者針對兩性的性別角色與領導風格進行比較，如周惠

莉（2003）提出，兩性因受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女性被認為應具有

合作、支持、乖巧和善與擅長表達等特質，所以女性的領導風格會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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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於人際關係導向；而男性特質中的攻擊性、競爭性，則影響男性主

管的領導風格傾向工作導向。茲將男女領導者的人格特質羅列於下： 

表 2-2 1 男性與女性領導者的人格特質 

女性領導者的特質 男性領導者的特質 

1.以人際關係為導向 

2.樂於與人交談 

3.願意聆聽 

4.指導 

5.接受相互矛盾的議論 

6.重視人際關係 

7.社會體認 

8.團隊工作 

9.同時處理多種任務 

10.能夠區分差異 

1.以行動為導向 

2.喜好競爭 

3.有明確願景 

4.富創造力 

5.偏冒險 

6.以正中目標為導向 

7.挑戰現況 

8.渴望成為強中手 

9.專注 

10.重視系統與型式 

資料來源：取自Cook ＆Rothwell（2000）男女領導者的人格特質 

 

傳統的性別角色認為男性化（masculinity）和女性化（femininity）

是一連續向量的兩個極端，一個人在這連續向量上不會既是男性化又

是女性化的，但是Bem(1979) 反駁以上論點，而提出了兩性化

（androgyny）人格特質的觀點。Bem定義兩性化者為兼具豐富的男性

特質與女性特質，因此能夠彈性應付偏重工作取向的情境及偏重人際

關係取向的情境，是適應最好的一種性別角色類型（引自李美枝、鐘

秋玉，1996）。Segal（1981）的研究指出，具專業能力擔任主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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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成功女性多具兩性化的特質。在職業選擇方面，Yanico（1978）

的研究發現，選擇非傳統職業的女性傾向兩性化的人格特質，Brief

（1979）亦指出兩性化特質的女性較女性化特質的女性強烈偏好傳統

男性職業。 

國內亦有廖榮利、鄭為元（1992）的研究指出，台灣女性主管的

性別角色偏向兩性化，且對一些傳統的女性形象持否定態度，而較肯

定現代女性角色。唐文慧（1988）對21位具有職業成就的女性經理人

作個案式深度訪談發現，她們從小所認同的性別角色規範即非常開

放，趨向雙性化特質。張冀華（1981）的研究發現，成功的女性主管

較具有男性特質和態度，而男性化與成就呈正相關，女性化與成就則

是互斥的。綜合國內外的相關研究發現，具有兩性化或男性化特質的

女性較能成功的擔任主管職位。 

由於兩性化者能視情況需要採取或柔或剛之因應行為，因此他/

她們的行為較有彈性，故有較佳的社會適應。因此無論是學者提倡還

是實務界需求，皆鼓勵發展剛柔並濟之兩性化性格（林芬英，2003）。 

關於性別角色與領導風格和領導效能之間的關係，國內外所做的

研究結果經研究者整理如表表2-2-2。 

表 2-2 2 性別角色與領導風格和領導效能之間的關係表 

學者 年份 研究結果 

Donnel &　 

Hall 

 

1980 在研究將近2000 位經理人的領導過程與

行為中，並未發現男女經理人有顯著的差

異。 

Bass 1990 認為女性領導人較男性領導人更具有魅力

領導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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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gly 

&Johnson 

1990 在研究162 位領導者，發現女性領導人採

用比較多的民主和參與的方式; 男性領導

人則採用獨裁和直接的方式比較多。 

Carless 1998 發現轉型領導在屬下的評價裡，男女性主

管並無差異。 

Bass, 

Avolio, & 

Atwater 

1996 在50 個企業的高階女性主管的領導風格

比同階層的男性主管更傾向轉換型領導。 

李美枝 1981 發現具備男性化人格特質的男女生有較高

的精熟(代表個人對智能，領導組織能力之

挑戰的慾望)、成就動機; 具有兩性化人格

特質的女生，其競爭性與一般男性幾近相

等。男女在工作取向的成就動機無差別，

但屬未分化性別特質類型的男女欠缺工作

的熱誠及競爭性。 

張美蘭 1995 針對企業主管的性別角色和組織承諾的相

關研究中，發現女性主管常在性別角色行

為上模仿男性主管，以使自己符合組織成

員所期待的主管形象。 

資料來源:周惠莉，2003，p31 

由以上文獻整理，可得知成功的女性主管性別角色偏向兩性化，

而這些女性主管自己也認同這種趨向雙性化的的性別角色，這樣的性

別角色認知，有時是來自成長環境的影響，也有可能來自為了符合組

織成員的期待，也就是組織對於領導者已有一個刻板印象，而這些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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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領導者有時必須刻意模仿。而男性的特質中具願景、具行動力、喜

好挑戰的個性，的確讓具備男性化人格特質的女生有較高的成就動

機，讓他們擁有與男性競爭的能力，以獲得領導組織的機會與下屬的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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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轉型領導 
 

國際婦女論壇組織（IWF）於1991年做的一項調查顯示：男性主

管較傾向「交易式領導」（transaction leadership），即部屬做對某件

工作，上司就給予形式的鼓勵；部屬做錯某件事，上司就給予懲罰，

並且喜歡運用來自組織地位的正式權力。女性主管較傾向「轉型領導」

（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即讓部屬瞭解公司的大目標、積極與

部屬互動、鼓勵員工參與決策、分享權利與資訊、尊重員工自我價值、

促使員工熱愛工作，並喜歡運用與個人特質有關的權力，如領袖氣

質、人際溝通技巧、勤奮工作的態度，較少擺架子或耍權威（郭瑾瑜，

1996）。因此本研究將詳細介紹轉型領導，以作為女性領導人個案分

析之主軸。 

 

一、 轉型領導的起源與意義 

 

轉型領導理論的源起，來自於Downton(1973)對一般的革命性、

改革性與例行性的領導者研究中，發覺領導者對員工的影響方式是建

立在交易(transactional)或員工承諾(commitment)等不同層次上(林維

林，1996；林滿祝，2002)。其中以探討部屬心理層次的領導行為，

成為轉型領導理論最早源頭(引自陳以亨、張石光、林瑩滋，2001 )。

而「轉型領導」一詞最早被提出的是在Burns (1978)所著的

「Leadership」一書當中。Burns 以政治領導者為研究的對象，指出

轉型領導者企圖藉由吸引人的想法及道德意念，如公平、正義、自由、

人道主義等，喚起組織成員的自覺，其研究重點在於如何透過領導的

作用來「轉變」組織原有的價值觀念、人際關係、組織文化與行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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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這也是Burns 將之稱為「轉型領導」的原因。往後的學者如

Bass(1985)、Bennis & Nanus(1985)與Tichy & DeVanna(1985)在探討轉

型領導時，多承襲Burns 的轉型領導為基礎，提出更詳的說明或補充

擴大，並延伸至組織管理的研究之中。尤其是Bass 所提出的四大構

面，更是往後學者研究轉換型領導構面之基礎。 

對於轉型領導，各學者之定義有很多，茲將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

整理如表2-3-1: 

表 2-3 1 轉型領導之定義整理 

學者 年份 轉型領導之定義 

Burns 1978 能確認並開發部屬現存的需求; 尋找部屬潛在

的動機，尋求滿足較高的需求，使部屬能全力的

投入，使部屬能轉化為領導者，而領導者則成為

改變的代理人(agent)。轉型領導係當領導者與部

屬以某一方式彼此提昇動機與道德至更高的層

次才會發生，只有在一種「求變」的環境中才有

可能產生轉型領導，而變動的性質與範圍也與轉

型的性質與幅度息息相關。 

Bass 1985 會提供給部屬個別的關懷與智力上的激勵，本身

又擁有領袖魅力的領導者; 認為領導者在轉型

的過程中能啟發部屬的動機與投入感，卻無視於

這種轉化的過程是否會對部屬形成負面的影響。

Bennis & 

Nanus 

1985 具有帶領人們行動、培養部屬成為領袖、使之成

為推動改革動力的領導者，其善於利用權力與情

境等有利因素，激發員工求新求變的意願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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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讓組織面對環境快速變化時，能調整組織的

作業方式，以適應環境的變遷。 

Tichy & 

Devanna 

1985 對環境的反應能力敏銳，在組織面臨改革或生存

危機時，能運用其個人領導能力，提升組織未來

的發展遠景，減少組織成員抗拒變革的心理，同

時進行制度與人力資源更新，達成組織變革的目

標。 

Yukl 1989 是指影響組織成員，使其在態度與假設上產生重

大改變、建立對組織使命或目標的承諾，給予成

員自主力以完成目標的歷程。 

Sergiovanni 1990 強調轉型領導是一種領導者和成員彼此提升與

激勵的相互關係。轉型的領導者應著重成員正向

道德價值和高層需求的啟發。 

資料來源：胡美琳( 2001)、周惠莉( 2003 )。 

 

二、 轉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 

 

Burns（1978）認為轉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的概念是相對的，Bass

（1985）則提出轉型領導和交易型領導的概念並非戶斥，且轉型領導

乃是建立在交易型領導的基礎上，係屬交易型領導的擴充形式，因此

領導者在展現轉型領導時，亦會應用到交易型領導行為。 

Burns（1978）認為，「交易型領導」是藉由訴諸部屬本身利益

以交換部屬的付出，而「轉型領導」則是領導者與部屬之間相互影響

的演進過程。吳靜吉（2004）曾指出，交易型領導是注重管理效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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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目標，是重視把事情做對（Do the thing right）的策略，而轉型

領導則是注重終身學習與創意等自我實現的目標，是重視做對的事情

（Do the right thing），領導者需要交易型領導的成效，更需要發揮轉

型領導的角色。 

Bass ＆ Avolio（1993）將兩種領導類型的特徵分述如下： 

（一） 交易型領導 

1. 權變的獎賞（Contingent Reward）：領導者和部屬的互動建立

於彼此有利的交換。 

2. 例外管理（Management-by-Exception）：領導者只在錯誤或問

題發生時才採取行動，以維持績效。 

3. 放任主義（Laissez-Faire）：領導者只有在發生重大問題時才

會採取行動，大部分時間避免作決策或承擔責任。 

（二） 轉型領導 

1. 魅力或理想化影響（Charisma or Idealized Influence）：領導者

藉由提出願景和以身作則，獲取部屬的尊敬和信任。 

2. 精神上的激勵（Inspirational Motivation）：領導者以象徵或吸

引力，使部屬瞭解組織目標 

3. 智識啟發（Intellectual Stimulation）：領導者藉由觀念啟發，

提升部屬解決問題與檢視過去的能力。 

4. 個別關懷（Individual Consideration）：領導者能體認並滿足

部屬目前需求，並進而幫助部屬開發潛能，創造更具發展性

的未來。 

王佳玉（2000）則從領導方式、組織目標、領導行為、授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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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情境、成員需求等面向，比較分析轉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詳見表 

2- 1-2。 

表 2-3 2 轉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之比較分析 

面向 轉型領導 交易型領導 

領導方式 屬於較高層次的領導理

想，必要時才使用「權

變報償」與「例外管理」

將「權變報償」與「例 

外管理」視為一種必要的手段

組織目標 組織的目標與遠景是領

導者與組織成員共同設

定、接受的 

組織的目標與遠景是領導者

個人設定的 

領導行為 指導或協助成員解決問

題 

監控或修正成員的行為 

授能 重視成員專業能力的培

養與技術知能的提升，

領導者給予成員「權」

與「能」的自我發展機

會 

視授能、授權為領導者推卸責

任的行為 

組織情境 適合於組織發生變遷或

面臨危機時，為組織進

行變革 

適用於維持組織的穩定與組

織發展的正常運作 

成員需求 在滿足成員的需求之

外，更注重成員提昇需

求層次 

只滿足成員的需求，成員的需

求層次是否能夠提升則不在

領導者的考慮範圍之內 



 33

「影響－

權力」的關

係 

較常運用「專家權」

（Expert 

Power ） 與「參照權」

（Reference Power） 

較常運用「獎賞權」 

（Reward Power）與「強制權」

（Coercive Power） 

資料來源：王佳玉，2000 

 

三、 轉型領導的內涵及分析構面 

 

Bass & Avolio（1993） 在「改善組織效能」(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一書明確指出當領導者表現出以下幾種

行為時，即是轉型領導行為: 

(一) 領導者能刺激成員以新的觀點來看他們的工作。 

(二) 使成員意識到工作結果的重要性。 

(三) 領導者協助成員發展本身的能力與潛能，以達到更高一層的需

求層次。 

(四) 領導者能引發團體工作的意識與組織的願景。 

(五) 引導成員以組織或團隊合作為前提並超越本身的利益需求，以

有利於組織的發展(引自王佳玉，2000) 

Bass & Avolio 並進而衍生出可以從魅力或理想化影響、激發鼓

舞、智識啟發及個別化關懷等四個構面來分析轉換型領導的行為，本

研究也採用此轉換型領導四構面來進行個案分析，分別詳細說明如

下: 

(一) 魅力或理想化影響(idealized influence or chari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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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者會塑造自信、自尊建立良好形象，以贏得成員的尊敬、信

賴與信心，進而將組織的使命與成員心中的理想和渴望連結，提升員

工工作的意願及動機，並激發成員的熱忱。 

Bass(1985) 指出魅力或理想化影響具有下列的特質: 

1. 自信、自尊(self-confidence, self-esteem) 

這項特徵是魅力型領導者最主要的共同特徵，他們對自己的信念

有信心而且也建立員工的自信心，並擁有讓部屬尊敬、信任的特質，

領導者藉此建立良好的形象，來維持部屬對領導者的信賴。 

2. 自主(self-determination) 

魅力型領導者有超出常人的自主能力，以此而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與末來。 

3. 轉換的能力(transformational abilities) 

魅力型領導者具有特別的天賦能洞悉部屬的需求、願望以及價值

觀，並且能夠以說服性的言語、行動來激發部屬對領導者和組織的忠

誠。 

4. 解決內在衝突(resolution of internal conflict) 

魅力型領導者能以彈性與應變的態度處理事務，對於自己所認同

的價值能有確定的認知，因此產生內在衝突與感情衝突的情形較少。 

Cohen(1998)歸納出具有領袖魅力領導人的七大共通之處（侯堂

柱，2001): (1) 表現出對工作的積極投入。(2)穿出領導人的樣子。(3)

建立偉大的目標。(4)確實朝目標行動。(5)暗地苦練，讓爐火純青。(6)

保持幾分神秘感。(7)以迂迴戰術讓屬下心悅誠服。 

吳靜吉（2004）則認為，這種具魅力或理想化影響的領導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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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願景和使命感，能贏得部屬的尊敬、信賴與信心，其個人能獲得大

家強烈的認同。其特質包含（1）易於親近融合（2）具遠景與吸引力

（3）能給予承諾並具正義。 

而單純的魅力型領導者不見得就是成功的轉換型領導

者,Bass(1985)認為其兩者最大不同點在於轉換型領導讓成員對其產

生情感依附，領導者進而扮演起教練、教師、諮詢者等角色，以激勵

成員超越本身的利益，追求更高的組織目標; 相反的魅力型領導者不

會去提升部屬的需求與動機，反而易使成員事事均需依賴領導者，成

員因此喪失了自主性與自信心。Bass也認為轉換式領導存在於組織的

每一層級，魅力領導通常是在組織正式權力無法應付危機時才出現。 

(二) 激發鼓舞(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領導者以鼓舞人心的言語，流暢且有自信地傳達其動人的遠景給

成員，鼓舞部屬，並以身作則，喚起團隊精神，激發部屬的熱情與樂

觀，讓部屬相信自己能表現的比預期的標準更好。其內涵包括（1）

激勵團隊共成願景，（2）給予團隊成員尊重信任（吳靜吉，2004）。

Bass（1985）對心靈上的鼓舞定義為:「領導者藉由文化的意義與符號

來激發部屬的工作熱忱」。因此符號象徵的使用是精神鼓舞領導者最

主要的特徵之一，精神鼓舞領導者常利用符號來呈現特定組織或環境

下個人努力的意義何在，例如，以階級、禮儀、故事、儀式、會議及

特權等方式凸顯個人的表現（Geertz, 1983）。 

(三) 智識啟發(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智識啟發」是指引發部屬對問題理解、問題解決的方法、思想、

想像力、信念與價值的改變，而非促使部屬在行動上立即的改變, 同

時更鼓勵部屬從不同的角度重新看待問題，找出新的解決方法，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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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重新思考、重新檢視過去對可能性、能力、策略和目標評估中所

深植得假定（吳靜吉，2004）。即使與領導者的意見不同，也不會因

此受到批評。因此「智識啟發」的真意在於引發部屬的觀念改變，增

加部屬解決問題的能力。 

Quinn＆ Hall(1983)歸納出四種主管用的智識啟發方式。其中較

常為轉型領導者使用的方式為「存在導向型」及「理想導向型」。 

1. 理性導向的智識啟發(rational oriente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領導者有強烈的成就動機，重視個人才能與獨立性，重視決策過

程中的效率，並勇於創新組織結構，以達到智力上的啟發。 

2. 存在導向的智識啟發(existentially oriente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領導者關心安全、信任與團隊合作的提升，認為只有在非正式與

人性互動的過程之中，不同的觀點才能獲得認同。 

3. 經驗導向的智識啟發(empirically oriente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領導者偏好經驗主義，以嚴謹、精確的態度長時間蒐集資料，尋

求最佳的問題解決方式，在對部屬的智力啟發上是保守與謹慎的。 

4. 理想導向的智識啟發(idealistically oriente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領導者追求學習、成長、認知的目標，在對部屬的智力的啟發上，

具有高度創造力及冒險精神。 

(四) 個別化的關懷(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領導者對每一個成員都給予特別的關注、訓練、指導、和成長的

機會(Bass, 1985)。了解部屬的個別需要、特殊才能，接受部屬的個別

差異性，給予個別的協助和指導使之能承擔更高的責任，讓每一位成

員都覺得自己很受重視、自己的貢獻很重要。領導者藉由工作的分配

幫助部屬成長，並隨時注意部屬是否需要個別的指導或支持，但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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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部屬有被監視的感覺(Bass,1996)。Bass(1985)認為個別的關懷可以

分為三個取向： 

1. 發展取向(development orientation)： 

領導者對部屬的潛能進行評估，藉由賦予部屬挑戰性的工作，使

部屬能勝任目前的工作，或是在未來的職位上擔負更大的責任。 

2. 個別化取向(individualized orientation)： 

領導者與部屬建立一對一的關係，表達對部屬的個別關懷，與部

屬建立互信的情誼。 

3. 輔導取向(mentoring orientation)： 

領導者為新進員工或較無經驗者，提供經驗與專業知識的輔導。 

所以，一個真正的轉型領導者關心的是如何培植他的部屬成為一

個領導者，而不在於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轉型領導者需要建立一

個幫助部屬成長的組織文化，並藉由授權的方式來發展部屬的能力

（周惠莉，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