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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領導研究特質論視角的再審視 
 

    在教育研究領域當中，校長領導一直是深受重視的主題之一，藉以分析與解釋

校長領導的理論也呈現百家爭鳴的狀態。我們若將領導理論依其出現的時間先後排

序，則大致可區分為非實證論時期與實證論時期兩者，其中非實證理論時期領導理

論又包括「大人物領導論」(Great Man Theory of Leadership)以及「時代精神論」

(Zeitgeist Theory)，而實證理論時期的領導理論依其出現順序則包括有特質論

（The Trait Theory of Leadership）、行為論（Behavior Theory of Leadership）、

權變理論（Contingency Theory）以及轉型領導理論(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因特質論與大人物領導論與時代精神論有極密切的發展淵源與理論密合

關係，故本節先就這三者作深入的探討，並解析特質論如何解釋與定義成功的領

導，而教育領域又如何藉由特質論分析成功的學校與校長領導。 

 

壹、特質論的先聲－大人物領導論(Great Man Theory of Leadership) 

 

    在進入特質論的探討之前，我們必須先對特質論的起源理論有所了解。早在二

十世紀初期心理學家用心理測驗來測量人格之前，西方已發展出兩個古典的領導論

派別，分別為「大人物領導論」以及「時代精神論」，這兩個領導探究途徑均屬於

歷史及哲學研究的範疇，而非屬於科學實證研究的性質（羅虞村，1989）。 

 

  「大人物領導論」又稱為「大人物論」或「英雄論」。西方文化自希臘羅馬時

代以來，有極其明顯的「英雄崇拜」傾向，而「荷馬史詩」對於英雄的敘寫與歌頌，

更是英雄論的最佳註腳。在希臘羅馬的神話故事中，有許多英雄擁有「半神人」的

血統，成功的領導者或者是半神人，或著是虔誠的信徒，受到神的特別眷顧，由此

可以知大人物領導理論有其極明顯的「天賦論」觀念傾向。Hollander 便指出，傳

統上的觀念認為領導者是出生時就決定的，而不是後天或環境所孕育的；因此，領

導者天生就具有優於被領導者的某些特質，這些特質造就了領導者的不凡與領導的

正當性。換言之，英雄天生具有成功領導者必備的所有特質，而一般人無法享有這

些特質；大人物因為具有獨特的特質，而使他們能夠領導其他多數的平凡人。誠如

Henry Ford 這位世界最大汽車王國的創辦者對領導人物的看法，領導能力是自然

發展的特質，領導是一種與生俱來的天賦才能（talent），專屬於某些人，而因為

這種才能是天生的特質，情境因素對它的影響很小（引自黃惠惠，1993）。 

 

  「大人物領導論」的根本假定為：領導者「必定」具有特殊的領袖氣質或才能，

或具有一套獨特之人格特質，使他們能達成領導的目標。在此假定內的「必定」兩

字不宜以「必需」作代換，因為在大人物領導論理，導向成功領導的特質是天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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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的、是不待強求的，因此，使用「必定」兩字更符合大人物領導論的基本精

神。此一假定也明顯表示了歷史是由少數大人物所創造出來的，社會的走向、世界

的未來操之於少數領導天才，社會的組成及變遷都是這些少數人的先見之明所導

致。而此一假定正是促成後來領導特質理論的重要理論源頭（Stogdill, 1974）。

基本上，「大人物論」主張絕對的「英雄造時勢」。 

 

  「大人物領導論」對領導者特質進行探究，其認為領導者天賦就具有某些成功

的領導特質。但成功的領導者究竟具備那些特質，各人主張分歧。Burlingame 對

「大人物論」的適切性作了廣泛的探討後作出如下的結論：「大人物論的支持者對

於造成大人物的確切因素或條件既未加以解釋，也未予以正確的描述；他們並未提

出選擇大人物的嚴格標準。……如果理論必須是用在尋求預測和解釋上，則似乎沒

有大人物理論存在（引自蔡保田，1987）。」大人物論的重要的功能在於解釋大人

物的「存在」，而非如何「成為」大人物。因為依據其理論，英雄是無法經由後天

培養的，因此成功領導者的「養成」自然不會是其重點。如此，領導者的養成便趨

於被動與消極，「人」所能努力的部分有限。 

 

   大人物領導理論的對立面是時代精神論，領導者之所以成為領導者，乃是由於

時代的需要、時機條件上機緣巧合的組成。與大人物領導理論相反，時代精神論主

張絕對的「時勢造英雄」。時勢創造領導者，則可以用來解釋眾多的「昏君」之所

以存在，領導者在許多的時候只是因為傳統、制度以及本身的血緣關係而成為領導

者，而出類拔萃的領導者，很可能只是因為其某些極端的人格特質或特質組合符合

當時的時代或地域環境需要，所以造成了爆炸性的成功，比如希特勒或墨索里尼即

為其中的顯著實例。時代精神論對於解釋極端的例子有其價值，但對於解釋「普遍

性或長期性的成功領導」有其限制，但即使如此，它與大人物領導理論同樣重視特

質與特質的組合，皆對實證理論時期的特質論造成啟蒙與影響，而時代精神論也已

就「情境因素」對領導的影響顯示出極大的重視。 

 

貳、特質論的基本假定 

 

「大人物論」與「時代精神論」是西洋古典領導思想的兩大脈絡。但由於其對

領導之見解，多缺乏系統性的理論架構，同時也缺乏科學實證性的研究檢驗；因此，

各家學者的主張歧異甚大。至二十世紀初葉，科學革命成果豐碩，科學哲學與科學

方法影響力擴及非自然科學領域，屬於人文社會科學範疇的領導科學實證性研究方

才萌芽。 

 

  二十世紀初期，心理學家與社會學家開始投入領導問題的研究。同時，由

於心理測驗的蓬勃發展，使得領導的客觀性研究成為可能。透過人格測驗發掘領導

者的領導特質，這樣的領導科學研究蓬勃發展，且蔚為主流。科學方法強調研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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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嚴謹程度，透過信度與效度的掌握與保持，試圖找出更普遍化的、更值得相信

的領導理論以及領導者的成功之道。領導的科學研究，就在特質論的興起的狀況下

下熱烈展開。 

 

    特質論許多基本假定都與大人物領導論有所關聯與牽涉。特質論的基本假

定是：某些人天生賦有適合於扮演領導者角色之人格特質或特徵，這些人格特質或

特徵不僅使其與一般人不同，且能夠使具有這些特殊人格特質或特徵者獲得一般人

的追隨；亦即領導才能實際上是個人人格特質的特殊結合（黃昆輝，1989），這與

適才提及的大人物領導論基本假定如出一轍。當比較理論關心的焦點與存在目的

時，領導特質研究主要探討兩個問題：第一、什麼樣的人能成為領導者；第二、希

望甄選最富領導效能者來擔任領導者（Scott & Mitchell,1976）。領導特質研究的

目的，旨在認定或找出領導者或成功領導者的人格特質與特徵，俾藉以鑑別領導者

與非領導者，或鑑別較成功的領導者與較不成功的領導者（羅虞村，1985）。因此，

大人物領導論的存在目的是「解釋」大人物之所以為大人物的理由，也就是現象的

合理化。至於英雄的出身既屬神選，因此自屬自然而然，而特質論因已屬20世紀的

科學研究，已不再強調神選的概念，因此如何透過「人選」找出具備領導特質的人

才，成為領導特質論研究首要的目標。 

 

參、特質論的理論內容－行政學取向 

 

    特質論一出現旋即成為領導研究的主流理論，在此節選一些重要學者的特質論

主張以供比較與分析： 

 

   Mann在其研究報告「人格與領導及聲望的關係」中，提出七種一般人格特質，

即：智慧（intelligence）、適應能力（adjustment）、外向（extroversion）、支

配力（dominance）、男性氣慨（masculinity ）、保守（conservation）及敏感

（sensitivity ）；其中前四項特質與領導才能最具關連（引自黃昆輝，1989）。Mann

所提出的理論觀點屬典型的特質論主張形式，且七項人格特質的主張簡明易懂。晚

期特質論對於領導者所須具備的特質數量不斷擴增，連帶的使領導人要求完人化，

反而失去了實際運用的理論價值。 

 

Murphy認為領導者是具有團體所期望之特質的個人，因此，在整體上，領導者

比一般人聰明、體力好、強壯且能幹。但在社交情境與工作情境中所受期待的領導

特質是有差別的。Murphy採用工作分析與社會計量法來研究領導者所應具備的特質

為(引自林振春，1992)： 

 

（一）社交情境中的領導者特質為：快樂的、友善的、樂於助人、爽朗、心胸

寬大、誠實正直、為人公正不偏私、慷慨不自私、具有智慧。 



 18 

 

（二）工作情境中的領導者特質為：積極主動，絕不拖延、以公正態度待人，

不偏心、體諒部屬、給予正向鼓勵、平易近人，容易親近、幫助部屬成長、

耐心的教導、視部屬如好友、下命令求合理、樂觀，愉快、尊重每個人的

人格尊嚴。 

 

   Murphy特質論的獨到之處在於區分工作情境與社交情境的差異，並將所需特

質加以分別歸類，這樣的歸類方式雖不能等同於爾後行為論中工作導向與人際導向

的分類方式，但對當時的行政學界卻提供了新的刺激與視角。 

 

    像Mann與Murphy一般進行領導特質研究並提出領導者所需特質主張的學者很

多，且彼此的研究成果皆有差異。因此部分學者乃透過後設分析的方式，針對研究

進行再研究，希望找出領導者所須具備的共同特質，其中又以Stogdill的研究最具

代表性： 

 

Stogdill（1974）曾探討自1904年至1947年所完成有關領導特質的一百二十四

項研究文獻，而將與領導才能具有關聯的個人因素歸納為六大類： 

 

（一）能力：包括智慧、機警、言詞靈巧及判斷。 

（二）成就：包括學識、知識、及運動成就。 

（三）責任：包括可信賴、倡導、堅忍、積極、自信、及超越他人的欲望。 

（四）參與：包括活動、社交能力、合作、適應能力、及幽默。 

（五）地位：包括社經地位及聲望。 

（六）情境：包括心理層次、地位、技能、追隨者的需求與興趣、以及欲達成之

目標。 

 

  Stogdill（1974）復對 1945 年以前五十二項「領導特質研究」進行領導者特

性的因素分析工作，旨在找出領導者共同特性，結果發現三個或三個以上之研究者

所認定之二十六個因素如下： 

 

1. 社交與人際關係技巧 

2. 技術性技巧 

3. 行政技巧 

4. 領導效能與成就 

5. 社會性接近與友誼 

6. 智慧技巧 

7. 維繫具有凝聚力的工作團體 

8. 維持協調及團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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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任務動機與應用 

10. 一般的印象 

11. 支援團體的任務 

12. 保持實際表現的標準 

13. 願意承擔責任 

14. 情緒平穩與控制 

15. 對非正式團體的控制 

16. 有教養的行為 

17. 道德行為、人格廉正 

18. 溝通、語文能力 

19. 權勢傾向、支配與果斷 

20. 生理精力 

21. 經驗與活躍 

22. 成熟、溫文儒雅 

23. 有勇氣、勇敢 

24. 高高在上、有距離 

25. 有創造力 

26. 隨和 

 

Stogdill 的研究轉向導因於先前眾多的領導特質研究成果蕪雜且缺乏整合，

並且顯現研究結果上的差異，這也是特質論最為人所詬病之處。因為如果這些研究

的信效度皆無問題，那麼投入如此多的人力與經費研究的成果就成為：「領導者所

須具備的統一特質不存在或無法查知」。為了解決這個問題，Stogdill 便對先前研

究進行交叉統計，找出大家對領導者特質的「共識」。這類的共同特質分析研究有

兩個難解的問題：第一、面對特質研究結果的分歧，其重點也許不是去找出他們發

現中的相似處，而是去找出這些研究結果「為何相異」的原因。第二、共同特質研

究無可避免的造成特質數目的不斷增加，當納入分析的先前研究越多，意味著結論

中的領導特質數量也可能更多，但領導特質數量的膨脹將導致理論實用性的減損以

及領導者要求超人化的結果。 

 

在特質研究的理論主張當中， Katz(1955)將複雜且為數眾多的成功領導特質

加以分類，極具參考價值。Katz 認為主管人員應具備的技能包括如下三項： 

 

（一） 技術技能(technical skills)：指進行特定活動的方法、程序、過程和技

術等知識，以及運用有關的工具和設備能力。 

 

（二） 人際關係能力(interpersonal skills)：有關人類行為與人際交往的知

識，了解別人言談與行為背後的感覺、態度與動機之能力（設身處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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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明確有效的溝通能力（口才、說服力），以及建立有效和合作關係

的能力（機敏、外交、對可接受的社會行為的知識）。 

 

（三） 觀念性能力(conceptual skills)：一般分析能力、邏輯思考、善於形成概

念及將複雜模糊的關係概念化、構思與解決問題時有創意、分析事件和捕捉

其趨勢、預測事件變化、確認機會及潛在問題的能力。 

 

領導者應儘可能的精通這三類才能以利其角色任務的執行，當然對於不同階層

的領導者而言，各個技能的相對重要性將略有不同，需視實際情況與標準而定。如

技術能力對於組織內中低階層的領導者較為重要，概念才能則為一般高階領導者所

需特別強調。 

 

Katz 的理論主張有如下特色；首先，Katz 將領導者所需的能力歸類出來，並

指出塑造這些能力所須具備的特質。再者，Katz 引入情境的概念，認為不同層級

的領導者，所須具備的能力、特質，其重要性是不同的。此外，在 Katz 的理論中，

對於成功領導的定義是比較親善與實際的。成功的領導者不再侷限於叱吒風雲、位

高權重的少數領袖，各個層級的主管都有其重要性，也都需致力於成功領導的追求。 

 

   領導理論的起源多由行政學、企業管理或商管理論而來，也直接運用於組織管

理之上。爾後漸有領導理論置入教育情境之中的研究，豐富了教育研究的內容。  

 

肆、特質論的理論內容－學校行政取向 

 

關於校長或教育行政人員領導特質研究成果，在此先列出西方相關研究的結

果，再列出國內的教育領導研究的相關發現： 

 

Griffiths, Hemphill與Frederiskson（1967）曾調查分析232位小學校長的領

導特質，發現在維持學校組織關係最有效能的校長多具有友善、負責、富有生氣、

熱心、勇敢、富同情心、自發、自信、接納及免於憂慮與焦躁等特質。 

 

Stryker於其「行政人員特質的意義」研究中，曾列舉十四種成功之高級教育行

政人員的特質，亦即：判斷力、倡導能力、統整能力、遠見、精力、人際關係、堅

決、可信賴、情緒穩定性、公正、雄心、奉獻於工作、客觀、與合作（引自羅虞村，

1989）。 

 

 Blumberg 和 Greenfield曾訪問了許多傑出的校長，結果發現他們普遍具有

如下的人格特質：喜歡與人一起工作、善於人際交流、傾聽別人並表示關懷、具

有遠見、堅持對目標的追求、具自信心、有安全感、具有魄力，擇善固執、自作



 21 

決定、具有創見（引自喬玉全、陳鋅、與錢華，1991）。 

 

Campell (Stoops, 1967)詢問學校教職員與親師學會會長的意見，將令人喜歡

的校長行為方式與惹人嫌惡的校長行為方式列出等第結果發現，令人喜歡的校長行

為方式依等第為序內容如下： 

 

（一） 對教職員的工作感興趣，並提供協助。 

（二） 具有悅人的人格特質（例如謙恭有禮、剛毅不屈、正直廉潔）。 

（三） 讚賞教職員，並傳揚這種讚賞。 

（四） 支援教職員的決定與行事。 

（五） 長於組織。 

（六） 承擔權責，並堅持信念。 

（七） 容許教職員在工作上保有相當自主，並對其能力具有信心。 

（八） 明白揭示其期望。 

（九） 容許教職員參與決定。 

（十）  堅守學校標準與訓導原則，並關懷教職員工作負擔。 

 

   國內學者對於校長特質的研究發現與主張，我以黃政傑、謝文全、蔡培村三位

學者的研究成果為代表，羅列如下： 

 

  黃政傑（1994）認為優良校長必備的人格特質為：堅忍、機智、親和、熱誠、

誠信、創意、主動、積極、肯學、肯幹、犧牲奉獻、能尊重他人、做別人不願意做

的事、能接受挑戰、注重平時服務表現、有擔當、有魄力、肯負責。 

 

謝文全（1988）綜合歸納若干學者專家的看法後，認為一位教育行政領導人員，

宜具有下列的特質與行為，才容易成為一位優秀且成功的領導者： 

 

（一） 機 智 ： 包 括 智 慧 (intelligence) 、 客 觀 (objective) 、 敏 感 性

(sensitivity) 、 領 悟 力 (insight) 、 智 巧 (ingenuity) 、 適 應 力

(adaptability) 、 判 斷 力 (judgment) 、 機 警 (alertness) 、 知 識

(knowledge)、果斷(assertiveness)、先見之明(foresight)、機智

(tact)。 

（二） 堅忍：包括堅決(decisiveness)、堅忍(persistence)、免於後患與焦慮、

情緒穩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 

（三） 親和力：包括友善(friendliness)、幽默(humor)、富同情心、合作

(cooperation)、社交能力(sociability)、人際關係(human relation)。 

（四） 誠信：包括可信賴性(dependability)、負責(responsibility)、熱心與

正直(integrity)、務實(practicality)。 



 22 

（五） 有壯志：包括支配力(dominance)、勇敢 (courage)、男性氣概

(masculinity)、自信(self-confidence)、雄心(ambition)、成就慾

(desire for achievement)、超越他人的慾望(desire to excel)。 

（六）  主動：自動自發、主動設定具有挑戰性的目標，並且主動研擬解決辦法。 

 

蔡培村（1985）曾以三百位中小學教職員及數位校長的看法，將領導特質歸納

為下列六項： 

 

（一） 身心品德 

1.品德高尚，操守廉潔。 

2.身心健康。 

3.為人和善而有愛心。 

4.個性樂觀開朗。 

5.態度端莊，風度高雅。 

6.談吐幽默。 

7.穩定且祥和的情緒。 

8.具有自信。 

（二） 專業學識 

1.具有豐富學術基礎。 

2.具有行政實務經驗。 

3.具有教學及研究的經驗。 

4.能時時進修，吸取新知。 

5.對教育問題有深入的瞭解。 

6.熟悉基本法規。 

7.對於教育工作很投入。 

8.能以專業知能處理教育問題。 

（三） 人際關係 

1.能與同事和樂共處。 

2.虛懷若谷，廣納雅言。 

3.善解人意，關心同仁。 

4.容易與人交感。 

5.能耐心傾聽同仁內心想法與感受。 

6.能與社區人士取得良好溝通。 

7.善於察言觀色。 

8.極佳的人緣。 

 

（四） 工作動機 

1.做事積極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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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辦學的理想。 

3.做事非常專注。 

4.做事貫徹始終。 

5.具有創新的意願。 

6.做事精神炯炯，孜孜不倦。 

7.做事善於掌握時機。 

8.做事預先設定目標，並全力以赴。 

（五） 決定能力 

1.思考縝密。 

2.敏銳的判斷力。 

3.精於分析事理。 

4.洞察問題癥結。 

5.做事權宜變通，取決應行之道。 

6.做事能蒐集資料，研判事實再做決定。 

7.採納同仁建議且付諸實施。 

8.對待同仁寬嚴並濟、賞罰分明。 

（六）督導能力 

1.處事公正公平。 

2.讓同仁參與重要措施與決定。 

3.用人唯才。 

4.促使同事各盡其才。 

5.讚賞同仁的成就。 

6.勇於擔當的魄力。 

7.採納同仁建議且付諸實施。 

8.對待同仁寬嚴並濟、賞罰分明。 

 

    領導特質論用以分析教育場域的領導者，所得結果與非教育場域的研究有其相

近處，但似有更詳細的實務偏向陳述，例如在 Campell(Stoops, 1967)與蔡培村

（1985）的理論當中，詳列了與同事互動的做法，例如讚賞與察納雅言等等。在教

育領域的特質研究當中，人際似乎成為一個重要的範疇，這也許與學校為一鬆散結

合系統有關。在一般私營企業，領導者有極大的權力操縱部屬的職位升降甚或是去

職，但在學校組織當中，校長沒有如此絕對的權力，學校與教育界的傳統也不容許

激烈的成員流動，因此學校的領導者似乎需要更多社交性的特質，例如謝文全提出

的親和力以及蔡培村提出的人際關係面向，都包含了許多重要的子項目。 

 

    從以上對於校長領導的素質分析中還是可以發現，找出有效達成學校領導的領

導者特質的統一解答非常困難。學者研究的發現雖大致相近，但卻尚有少數的差

異。而對特質進行歸類的學者，其發現間的相互比較則更加困難。這正是特質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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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來的理論所質疑之處，而這個限制也同時出現在校長領導的研究當中。 

 

伍、特質論綜合評析 

 

    綜合教育與非教育領域的研究發現，可以將特質論本身的「特質」歸納如下，

並進一步指出其對校長領導研究的優點與限制： 

 

一、以人才的選擇為焦點 

 

    特質論試圖從那些被認為有效能的領導者身上，找出某些天賦的特質，以解釋

領導能力。其假設領導者具有某些特殊的人格特質，而使他們能夠承擔領導的角

色，並由這些特質來區分領導者與非領導者（Westwood & Chan, 1992）；亦即領導

特質研究主要是想從領導者或成功的領導者之中，找出成功領導者應具備之特質，

以作為確定成功的領導者或甄選領導者之依據。特質論的目的是在眾多的候選者當

中，選出最適任的領導人才，但將特質論的焦點與應用聚焦於選才是對於特質理論

發展畫地自限的做法。一個領導者真正的成功關鍵，往往是如何善用自己的有利特

質，還有這些特質如何轉化為行動。因此，特質在領導研究中所能解釋的，應該不

僅止於領導者成功的本身條件如何優越與出眾，而更重要的是特質如何影響行動與

決定，而導向成功與效率。就此觀點，特質論甚可協助解釋與深化行為論、權變論

乃至於轉型領導的內涵，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將焦點由「特質的存在」，轉向「特質

如何運作」。在本研究中，除了發掘研究目標校長有助成功領導的特質外，重要的

是去探索與描繪出這些個人特質是如何去塑造氛圍、形成行動而使得學校領導工作

更順利、更成功。 

 

二、先天論的偏向 

 

    特質論一如大人物領導論一般，偏向先天決定論，認為領導者的成就，是由於

天賦的個人特質組合造成，如此便造成了「教育無用論」的可能偏向。在先天論的

偏向下，領導者本身缺乏主動性與能動性，同時進步的可能性亦被抹煞。如此一來，

校長的職前訓練、導入教育以及專業進修似乎都失去存在價值。因此，特質論的先

天性偏向應作適度的調整。 

 

三、情境影響的忽略 

 

    特質論學者希望能找出成功領導者所須具備、放諸四海皆準的特質組合，他

們認為人格特質是成功領導的充要條件，對於情境的影響則不加重視。對於研究結

果可推論性的執著也許來自於當時對於剛剛萌芽的實證研究效果的信任以及對科

學化研究的熱情。黃昆輝（1988）指出，領導特質理論僅為靜態的研究，忽略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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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團體間動態的交互作用及情境的重要性，因此不能充分說明領導作用。對於情

境的忽略，也許正是造成研究結果分歧卻又無法解釋的原因。因此研究領導者特質

時，應該將時空因素同時納入，而非追求終極的、唯一的答案。尤其是校長領導研

究，應該仔細考量教育場域對於領導者的影響，甚至是各校的獨特狀況、乃至於部

屬個人的反應都需考慮。尤其當校長在與學校成員互動時，是一種雙方心理特質的

交互作用，從這個角度使用特質論，可以大為擴張過往特質論的解釋範疇與解釋深

度，從而進行領導者與被領導者「雙人心理學」的分析。 

 

四、領導過程的模糊 

 

    相較於行為論的主張，特質論對於領導的行為與過程是忽略的。在特質論的基

本假定之下，似乎成功必然隨著適當的特質而來，這種特質等於成功的主張，讓成

功的奮鬥過程與實際作為隱而未明，也因此讓特質論在對於實際可行的領導作法闡

述上顯的薄弱，而在實務性以及實用性上也大打折扣。 

 

除了上述提到的特質論「特質」及其衍生出的限制性，秦夢群（1989）教授亦

指出特質論的問題：特質論者始終未能提出一組特別的變數來描述成功領導者，其

原因有以下數點：1. 在不同情境中，不同的新特質不斷出現；2. 特質論者常產生

許多自相矛盾的結論；3. 用人格測驗所測出的人格特質，常不能正確的對領導者

的行為做有效的預測；4. 研究中成功的領導者具有某些特質，然而特質論者未對

失敗的領導者加以研究，所以特質導致成功的因果並不能成立。 

 

五、理論的根本性 

 

    以上提及的特質論「特質」似乎都告訴我們特質理論本身有許多的闕漏與限

制，但是就此否定特質論的價值是很危險的。特質論本身有一個重要的特質：我稱

之為理論的根本性。從大人物領導論到特質論，無論是非實證研究或實證研究時

期，「特質」二字都是最先為人們注重的領導研究焦點，這是因為特質正是解讀人

類各種行為表現時不可或缺的根本理論與工具。我們以轉型領導為例，轉型領導強

調「願景的塑造」，但是領導者要如何塑造願景呢？什麼願景是恰當的願景？願景

應該多遠大虛幻，或是多麼的務實渺小？學者僅能就願景塑造提出一些可供參考的

原則與判斷標準，但實際實施依然有賴領導者依據所處的組織環境與成員特性知所

權變，作出最佳的決定，為組織描繪出最好的願景。無論是個人思考或是群體共議，

最終願景還是必須由領導者決定，這個決定的優劣，最後還是會回到特質論的討論

範疇－領導者是否有足夠的「智慧」、「遠見」、「知識」、「判斷力」等等，去構思或

選擇最適宜的組織願景。因此，在研究中，我們無可避免的必須借重特質論去處理

那些最基本的、亦可能是最關鍵的問題。因此，特質論依然是重要的教育領導研究

視角，而我們所需要做的，是去打破特質論中一些陳腐而沒有必要的堅持，去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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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同時藉由新的理論刺激，促進特質論內涵的再成長與再發展，使其更能深入解

讀領導行為。 

 

    另外，Yukl(2002)就研究方法與方法論的面向探討特質論研究時指出，特質論

儘管在界定「特質與領導技能展現」對於「管理以及職務升遷上」的關連性有所貢

獻，但這類研究卻一直受到一些方法上以及概念上的阻礙。大多數領導特質太過抽

象而限制了它們在解釋領導效能上的實務價值。除非從領導者的實際行為中加以檢

測，否則難以解釋這些抽象特質間的相關性。可惜大多數的特質研究並無理論引導

以說明特質與管理效能的關係程度；此外，未納入研究的特質變項尚有很多。 

 

Yukl(2002)表示，大多數的特質研究從單一特質著手，然而一次僅檢視一種特

質，通常造成解釋力薄弱的結果。這種方式未能考慮特質間彼此的關係，還有它們

相互作用後對於領導行為與效能所產生的影響。例如：成就取向會影響領導者獲取

相關知識技能的動機，情緒管理成熟度會影響領導者從回饋與經驗中學習的程度等

等，量化切割式的研究，僅能探詢細部卻可能失卻整體，引導領導成功的是特質的

組合及其交互作用與特質落實於領導行為，而非個別特質本身。另一項值得研究者

們多加關注的，就是「平衡」的概念。在一些領導個案裡，平衡意味著某些特質應

當維持在適當的程度，過猶不及皆有害。有時候，平衡表示以一種特質來調和另一

種特質。可惜大多數的特質研究只著重其間簡單的線性關係，因此實有必要再進行

更多以理論為基礎，含括曲線分析的研究。Yukl 的憂慮，指出了源自西方的特質

論研究，缺乏中國傳統「中庸」的概念，甚至可以說，Yukl 本身使用平衡（Balence）

一字，尚未盡「中庸」二字之妙處。領導者的特質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載

舟覆舟，宜所深慎。特質論的研究，缺乏「中庸」概念的引入，也缺乏「彈性」概

念的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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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領導研究行為論視角的再審視 
 

因為領導特質論有其缺點與限制，因此學者開始另尋研究的新視角以求補

救。當時適逢行為主義心理學興起，行為論成為顯學，無人可與之爭峰，這股風潮，

也吹向了領導研究的領域，領導行為研究（The Behavioral Theory of Leadership）

乃應運而生。行為論研究者一方面指出特質論的缺失：「領導者人格特質研究專注

於領導者內隱人格特質的探究，對瞭解領導現象並不具實質意義」；另一方面強調

領導研究應從領導者外顯行為著手，來研究領導者行為、領導方式與組織效能之間

的關係，所得之研究結果對實際從事領導工作者始有助益（黃昆輝，1989）。 

 

行為論研究者首先對領導者的行為進行分析，並將分析結果歸類為領導者不

同的領導型態與風格，因此，領導者行為通常以領導風格（leadership styles）

來表示；此外，部分研究者則進一步求取各種不同領導者行為或領導型態與組織效

能之關係。領導研究的重點乃從「誰是領導者」轉為「領導者做些什麼事」。羅虞

村（1989）指出行為論領導研究者的基本假定為：(1)團體組織是文化中明顯存在

的一種現象；(2)領導是適合作科學研究的一個課題；(3)組織的諸變項可以加以分

割及界定，以利於作科學研究；(4)領導行為可分成「系統導向」(system-oriented)

行動及「人員導向」（person-oriented）行動等兩個範疇，兩個範疇彼此獨立而不

相關；(5)一名領導者的行為型態，可以用以上兩個基本層面予以界定，我們可以

認為某一領導者較具有系統導向之色彩，或較傾向於人員導向層面，或者採平衡型

式，而不能以截然二分之方式予以認定。 

 

    至於領導的行為論研究發現與建立的理論大致可分為單層面領導理論與雙

層面領導理論，在此將一些重要學者的領導行為研究結果略述如下： 

 

壹、  單層面領導行為理論 

 

一、 Weber 的領導型式分類 

 

最早提出領導型式分類的學者，首推德國的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韋伯

根據權威的來源，將領導區分為「傳統型」(traditional)、精神感召型

(charismatic)、及理性型(rational)三者（曾燦燈，1978）。傳統型領導者的產生

是人們根據習俗及傳統，期望由特定人士領導。因此，領導人依憑傳統權威提供一

種人格的、父權式的領導。為保持領導者的神秘感以及優越感，領導者通常不給予

直接細部的命令。「精神感召型」的領導者，係透過自己受人尊敬的人格特質，以

及某種神賜般的才能來領導。此種領導型式注重人格的威望。理性型的領導者，又

稱法定型的領導者，依其地位而取得領導權威，要求部屬遵守法令規章，部屬服從

於法令規章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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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衛領導型態與自足領導型態 

 

    Gibb（1969）根據McGregor的Ｘ理論與Ｙ理論，將領導型態分為兩種：自衛

領導型態(defensive leadership style)與自足領導型態（self-adequate 

leadership style）： 

 

（一） 自衛領導型態是一種對部屬低度信任的領導，領導者認為組織成員天性

懶惰且被動、不負責任，必須有效的施與壓力以逼迫其行動，因此在領

導行為上採取控制溝通、頻繁勸說、與嚴格管制。 

（二）  自足領導型態則是一種對部屬高度信任的領導，領導者相信組織成員都

是有能力的、自發的，在執行任務時會表現負責、忠誠及努力的工作態

度，因此在領導行為上主張讓成員參與決定，廣開溝通管道並減少管制

措施。 

 

三、  民主式、放任式、獨裁式領導 

 

    Lewin(Walter,1971)把注意力集中在社會氣氛（social climate）上，而提

出了三種常為人引用的領導型式，即「獨裁式」(authoritarian)、民主式

(democratic)及「放任式」（laissez-faire）領導型態。林新發（1983）曾對獨裁

式、民主式、與放任式三種領導型態的涵義予以詮釋如下： 

 

（一）獨裁式領導型態：在獨裁式領導下的成員，由於領導者一人決定一切政

策，同時主觀的把持獎賞、懲罰部屬的權力，影響所及，其成員彼此往

往爭功諉過、博取寵信。在獨裁式領導型態的團隊中，組織工作全由領

導者一人推動。此種領導固能使工作績效進步，但時間長久後，由於領

導者個人識見有限且風氣趨於保守，因此進步幅度愈來愈少，績效逐漸

消滅。且由於組織成員需耗費大量精力於彼此競爭以及對上級的社交工

作，對於自我的工作又缺乏主控性與決定權，因此亦造成精力浪費、敵

視、保守、低成就感與低滿足感的反效果。 

（二）民主式領導型態：在民主式領導下的成員較為友善，與領導者和睦相處，

工作平穩，即使領導者不在，一如常態，能保持長久的耐力，經得起考

驗。民主式領導者強調高度的領導技巧與社交手腕，領導者必須有效整

合組織成員的意見，避免成員精力浪費在意見分歧的口舌之爭上，也需

避免組織分門別派、各立山頭的情形。 

（三）放任式領導型態：放任式的領導者抱持得過且過的心態，在放任式領導

下的成員，固有其工作活動，但幾乎全是個別活動，且有些並非是對組

織具有建設性的行為。成員缺乏團體目標的認識，沒有共同的願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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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力量分散，工作難以推展。 

 

張潤書（2006）曾對獨裁式、民主式與放任式三種領導型態的特色予以比較，

如表2-1所示。 

 

表2-1  民主式、獨裁式與放任式領導型態之比較表 

領導方式 

行為特質 
民  主  式 獨  裁  式 放  任  式 

決 策  

制 定 

與部屬分享，讓部屬

參與，是多數人的意

見所形成的決策。 

首長一人獨享，部屬

絕對不允許參與決

策。 

首長放棄決策權，部

屬自行制定其工作標

準與內容。 

對部屬 

的指導 

透過會議、討論的方

式對部屬作指導，如

部屬有疑問，則給予

多種解決的辦法，以

啟發部屬的思考。 

以強迫命令的方式

強制部屬接受，而且

只提供一種解決辦

法。 

不主動指導，除非部

屬有請求時，才隨便

敷衍一下。 

決策制定 

完成，命 

令下達 

部屬認為有窒礙難行

或決策本身有錯時，

上級允許加以修改。

不准反應意見，更不

許修改。 

決策是部屬制定的，

他們可以隨心所欲的

修正。 

政策執 

行結果 

有功則大家分享，有

過大家分擔。 

有功首長獨享，有過

部下承擔。 

不加過問。 

對部屬 

的獎懲 

根據事實資料予以客

觀公正的獎懲，可以

發生激勵與阻嚇的效

果。 

根據首長的主觀好

惡，加以考評。 

例行公事般的加以獎

懲，不足以發揮獎懲

功效。 

與部屬 

的關係 

非常密切，積極參加

團體活動，不以特別

身份出現。 

非常疏遠，很少參加

團體活動，並且以特

別身份出現，高高在

上。 

非常疏遠，與部屬無

情感可言。 

資料來源：出自張潤書（2006： 371）  

 

民主式領導型態常被視為最有效能的領導模式，因為民主領導可以兼顧工作效

率、成員滿意度、以及組織的靈活性以及創造力。但民主領導亦是三個領導型式中

難度最高的。民主領導型式最大的限制就是過度依賴領導者本身的才能，例如如何

整合眾多的意見、如何汰選眾多的提案、如何拿捏領導者與部屬的分際，這些都是

十分困難的課題，仰賴領導者卓越的智慧、決斷力以及社交技巧，如此一來這又回

到特質論關心的焦點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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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所謂民主式領導，並非把部屬拉到與自己平起平坐的位置，也不是與部

屬保持零距離。許多領導者嘗試使用民主式領導，最終卻流於放任式領導或是不得

不修正回到獨裁式的老路，都是礙於領導者個人才能的限制以及對「民主式領導」

的錯誤體認。 

 

不同的領導人採取民主式領導，就會衍生出截然不同的風格，因此，開始有學

者認為，所謂獨裁與民主並非兩個極端，而是程度的差別，因此領導型態可視為一

線性的連續體。連續性領導型態，可以 Likert 為代表： 

 

四、  Likert 連續性的領導型態 

 

美國Michigan大學社會研究中心的Likert認為領導型態事實上僅為程度上的

不同，是連續的，不可予以截然劃分，因而提出四種以程度區分的、連續性的領導

型態，即：剝削權威式(exploitive authoritative)、仁慈權威式(benevolent 

authoritative) 、商討民主式（ consultative democratic ）、參與民主式

（participative democratic）領導型態(黃昆輝，1986)。 

 

Hodgetts（1975）將Likert的領導連續四型態定義如下： 

 

（一）剝削權威式：領導者對部屬毫無信心，完全由領導者自作決定後命令部

屬執行。由於部屬缺乏參與感與滿足感，其結果往往形成非正式組織，而

與正式組織的目標相違背。 

（二） 仁慈權威式：領導者故示屈尊，以激勵部屬的動機，雖然大權依然操之於

領導人手中，但他懂得包裝與表示懷柔，像是仁慈的君主。部屬對他畏懼，

而事事小心謹慎，如有非正式組織存在，其意見並非一定與正式組織相左。 

（三） 商討民主式：領導者與部屬互有信心，且彼此信任，重要的決定來自領導

者，次要者則授權部屬，上下之間維持雙向溝通，非正式組織多能支持正

式組織，但仍有可能產生抗拒的現象。 

（四） 參與民主式：領導者對部屬的能力、工作態度與忠誠深具信心，高度授權

部屬作決定，除上下雙向溝通外，部屬之間常維持平行的溝通，且正式組

織與非正式組織的目標經常一致。 

 

    Likert 的理論提出的連續性概念，其珍貴處在於將權威與民主領導型式一分

為二，揭示了這兩種領導型式的非絕對性。此外，Likert 雖然命名了四種領導型

式，但細究其概念，領導型式是連續體上的一點，時有無限多種程度上的可能，因

此這四個型式名稱只是象徵性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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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Likert 的理論已經隱含了領導的情境因素部分，也就是領導者對於部

屬條件的覺知。可惜理論中偏向領導者對於部屬才能與忠誠的主觀判斷，因此無法

達到領導者依部屬實際條件變化變更其領導模式的「權變」範疇。 

 

五、  Tannebaum 和 Schimidt 校長連續性領導型態 

 

Tannebaum 和 Schimidt(1973) 在如何選擇領導型態 (How to Choose a 

Leadership Pattern?)一文中所提出的領導行為連續論(Leadership Continuum)，

若以圖形表達校長領導型式，則如下圖(圖 2-1)所示： 

 

（一） 校長自作決定，並向教師宣佈。 

（二） 校長設法使其所作決定為教師所接受。 

（三） 校長提出決定，並向教師諮詢。 

（四） 校長提出可改變的暫時性決定。 

（五） 校長提出問題，徵求意見，再作決定。 

（六） 校長界定問題及其範圍，要求教師作決定。 

（七） 校長允許教師在界定的範圍內自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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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  －－－－－－－－－－－－－－－－－－－－－－－－－－－－  民主         

生產中心的領導 －－－－－－－－－－－－－－－－－－   人員中心的領導         

校長中心式領導 －－－－－－－－－－－－－－－－－－   教師中心式領導 

 

 

 

校長權威使用區                                  教師自由允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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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Tannebaum 與 Schimidt 校長連續性領導型態圖 

 

Note. From “How to choose a leadership pattern,＂by R. Tannebaum, & W. H. 

Schimidt, 1973,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73, 16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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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校長宜採取何種領導型式較為適合，Tannebaum 與 Schimidt（1973）認為

必須考慮下列因素： 

 

(一)校長本身的價值系統以及對部屬的信任程度。 

(二)教師的人格特質與需要傾向。 

(三)學校組織的性質以及環境的特徵。 

 

    Tannebaum 的主張雖屬行為研究連續性領導型態的範疇，但其提出的領導型

式選擇標準實已隱含了權變領導理論的精神。 

 

貳、 雙層面領導行為理論 

 

單層面領導行為理論呈現的是兩個極端點之間的線性關係，而雙層面領導理論

所呈現的，則是如同 X、Y座標軸所形成的平面： 

 

一、 倡導行為與關懷行為 

 

「領導行為連續論」強調領導行為的連續性質，認為由民主到極權，可依程度

的不同，劃分為各種不同的領導型式，到了一九四五年，俄亥俄州立大學企業研究

中心（The Bureau of Business Research）開始進行領導行為層面的研究，提出

了雙因子領導理論，將領導行為區分為倡導(initiating structure)與關懷

(consideration)兩個層面，正式將線性領導理論變為雙維象限的平面領導理論。

大學企業研究中心的 Hemphill 與 Coons 於 1950 年發展「領導者行為描述問卷」

(Leader Behavior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LBDQ)，包括一百五十個項目。

LBDQ 是領導者行為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工具，也是最主要的工具。1957 年，Halpin & 

Winer 對這一百五十個項目的相互關係進行因素分析，結果產生了「關懷」與「倡

導」兩個因素。根據其定義：「關懷」行為係指領導者與其部屬間，有關友誼、互

信、尊重與溫暖等行為。「倡導」行為是指領導者明確限定自身與其部屬間的關係、

組織的型態、溝通的管道、與工作程序的方式（Stogdill, 1974）。 

 

依照倡導與關懷程度的高低，可將領導型態分為四種：(一)高倡導高關懷（第

一象限）、(二)高倡導低關懷（第二象限）、(三)低倡導低關懷（第三象限）、(四)

低倡導高關懷（第四象限），如圖2-2所示，此四種領導型態之意義如下（秦夢群，

1989）： 

 

（一）高倡導高關懷：領導者對工作相當重視，亦頗關懷部屬需要的滿足，在

相互尊重及信任的氣氛下，兼重組織任務及成員需要之行為。換言之，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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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不但重視工作的完成，也注意成員的需求，鼓勵彼此合作，在相互信

賴與尊重中，為達成組織目標而努力。 

（二）高倡導低關懷：領導者強調組織任務的達成，目標的獲得，而較不關心

部屬的需要，亦即領導者強調組織目標的達成甚於重視部屬需要之行為。

換言之，領導者把完成任務的效率（efficiency）與效能（effectiveness）

看得很重要，常要求成員努力達成目標，但卻很少有關懷的行為，也較忽

略成員的心理需求與反應。 

（三）低倡導低關懷：領導者對於組織任務與部屬需要，均未予以重視之行為；

亦即領導者對工作的要求與成員的心理都不注意，因而團體的工作效率

低，且成員相處氣氛亦不融洽，冷漠離心，組織存有分解的潛在危機。 

（四）低倡導高關懷：領導者相當重視部屬需要的滿足，但較不重視組織的任

務，亦即重視部屬需要甚於組織任務的行為。換言之，領導者關心成員勝

於工作的要求，重視領導者與部屬的關係，領導者不僅顧及部屬的生活，

亦注意成員的心理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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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Ohio領導行為象限圖 

Note. From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p.278) by W. K. Hoy, & C. G. Miskel, 1987, New 

York: Random House. 

 

Thompson（1989）對校長領導行為之關懷與倡導行為予以界定：「關

懷行為」係指校長與部屬的相互關係，此種關係包含校長與部屬相互間

的信賴，校長尊重部屬的想法且關懷部屬的感受。「倡導行為」係指校

長建構並釐清其本身的優位角色，以引導部屬朝向目標達成的方向邁

進。 

 

鄭進丁（1976）在「臺北市國小校長角色之調查分析」研究中發現：

市府教育行政人員、國小校長、國小主任及組長與國小教師均認為校長

的領導以「高倡導高關懷」的方式最好。此外，劉麗慧（1986）歸納若

干實證性研究結果發現：最有效的校長領導型態為「高倡導高關懷」，

其學校教師的工作績效高，而且校長和教師彼此關係和睦。校長的「關

懷」行為和教師的工作滿意、士氣、服務精神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但僅

採取「倡導」行為時，學校也會有相當高的成果；而在「低倡導低關懷」

領導型態下的學校，績效最差。所以，「關懷」行為對教師的工作滿意、

士氣等有顯著的關係，而「倡導」行為則與工作績效、生產力等有密切

的關係。陳淑嬌（1989）、林金福（1992）、及吳培源（1995）的研究也

顯示校長若採「高倡導高關懷」的領導型態，則學校組織效能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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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理論之定義而言，「高倡導高關懷」無疑是學校領導最適宜的領

導型式，但高倡導高關懷的與民主式領導遭遇相同的問題，即領導型式

的成功與否依賴領導者本身的才能。高倡導高關懷所需仰仗的領導者才

能遠高於高倡導低關懷，領導者必須同時掌握倡導與關懷的技巧，求其

有效與平衡。同時維持高倡導與高關懷的領導模式亦需消耗大量的時間

與心力，因此此領導方式雖然理想，但在實際運用上往往難以克盡其

功，或空有表面樣貌而無實質效果。 

 

二、 Blake 與 Mouton 的管理方格理論 

 

Blake 與 Mouton（1964）提出「管理方格理論」（Managerial Grid），

將領導行為區分為：(一)關注成果（concern of production）、與(二)

關注人員(concern of people)兩個層面，並將這兩個層面以橫座標和

縱座標來代表，每一層面依其程度各分為九個等級，構成八十一個方

格，並且依座標高低不同的程度，分為五種不同的領導型態，如圖 2-3

所示。 

 

（一）無所為型（1，1型）：又稱為貧乏型（impoverished 

management），領導者對工作與成員的關懷最低；放任部屬；

對工作的完成只作最低限度的督促，對績效與部屬均不太關

注。 

（二）懷柔型（1，9型）：又稱鄉村俱樂部型（country club 

management），領導者如鄉村俱樂部的老闆一般，集中全力使

成員有個舒適而愉快的工作環境，其認為只要關注部屬，他

們自會心存感激而產生良好的績效。 

（三）業績型（9，1型）：又稱權威服從型（authority- obedience），

領導者只關注目標的達成，對成員很少給予關注，對成員的

需求亦不求給予滿足。 

（四）平衡型（5，5型）：又稱為組織人員管理型（organization man 

management），領導者給予部屬與組織任務均有中等程度的關

注，希望兩者能取得平衡，俾使組織維持一定水準的成就。

領導者不希望過度重視績效而破壞上司與下屬間的關係，同

時也不願因過份照顧部屬而使績效降低。 

（五）理想型（9，9型）：又稱為團隊精神型（team management），

領導者對組織任務的達成與成員的關注均達到最高點，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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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的實現誠繫於領導者與成員互信互賴之關係，及其對組

織目標有共同的體認。 

 

9   

8  

 

懷柔者(1,9) 

領導者只關懷部

屬 ， 不 重 視 績

效。 

 

 

理想者(9,9) 

領導者對績效與

部屬均極為關注。 

7     

6    

5    

4   

 

平衡者(5,5) 

領導者對部屬 

與績效均給予 

中等程度的關注。
 

3     

2   

1  

 

無所為者(1,1) 

領導者對部屬與

績效均不關注。

 

 

業績者(9,1) 

領導者只重視績

效，對部屬不關

心。 

高 

 

 

 

 

 

 

關 

注 

人 

員 

 

 

 

 

 

 

低 

          

  1 2 3 4 5 6 7 8 9 

  低       關 注 成 果       高 

 

圖2-3  Blake & Mouton的管理方格圖 

 

Note. From The management grid Ⅲ  (p.12) by R. 

R.Blake, & J. S. Mouton, 1985, Houston,TX:Gu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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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ke 與 Mouton（1964）認為：（9, 9）型領導型態下的團體，必

定會完成其既定的組織目標，而且保持高昂的團體士氣，是最理想的領

導型態。而理想型的問題與高倡導高關懷相同，同樣有依賴領導者才能

與對於心力時間需求甚鉅的特質。其提出的平衡領導是較切合實際的努

力目標，一般領導者都需至少達成平衡的領導，再向理想型的領導型式

邁進。 

 

參、行為論綜合評析 

 

領導行為的分類當中所提到的各種研究裡，雖然對於領導方式給予

各種不同的名稱，如民主式、獨裁式、放任式；領袖中心、成員中心；

倡導行為、關懷行為等，但究其根本，這些不同的名詞代表的實為類似

的概念，也就是把領導者的行為分成強調組織目標及強調成員需求兩個

向度，而這一點似乎也就是行為論和特質論之間最大的不同之處。對於

特質論來說，成為領導者的條件似乎是天生的，是無可改變的；但是對

於行為論來說，不同的領導者的各種行為表現都是出現在強調組織目標

以及強調成員需求兩個極點之間，既然領導者的各種行為都是在這兩個

極點之間流動；而且領導者與團體或組織之間的互動或交流只是奠基於

S－R的聯結反應上，因此，只要知道領導者什麼樣的行為會帶給團體或

組織怎麼樣的反應，就可以讓領導者按照此一反應模式去表現出不同的

行為。換言之，領導者不再是天生的，是可以經由後天培養或者是訓練

而成的，也就是這樣的論點使現代領導才能培訓課程發達。 

 

但這樣的極端立論也造成了行為論的重大缺陷，即 S－R 的聯結反

應太過簡陋，行為論者對於人類思考的複雜性過度漠視，認為只要使用

一定的領導風格就可以達成最佳效果，殊不知即使是同樣的倡導行為，

不同的個體也會產生差異的反應。Argyris 指出：「沒有一種領導型式是

絕對有效的，在某一特殊情境下，每一種領導型式均可能有它的效果，

因此，所謂成功的領導者，乃是依照不同情境採取不同領導型式的領導

者，而這些人，就是以實際情境為中心的領導者。(Wexley & Kukl, 1975)」

成功的領導者不僅會依據情境調整領導型式，即使面對不同的部屬，也

會依據其個人的特質彈性調整其領導做法，因此領導時僅以組織目標及

成員需求作向度分野，以組織群體為分析單位，其可解釋性還是稍顯不

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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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領導行為論的核心特質歸納如下： 

 

（一）以最佳領導模式為目標： 

 

    行為論的目標十分明確，即為找到最適當的領導方法，促成組織最

佳的運作。無論是高倡導高關懷或是理想型的領導，行為論的學者們都

熱切期待著最佳領導模式的出現。相較於過去特質論以選材為重心，行

為論希望發展出一套任何領導人都可以遵循的領導模式，在這樣的前提

之下，任何人都有可能按部就班的達成有效的領導。我們可以說，行為

論重視的焦點是領導方法，而非領導者是誰。 

 

（二）偏向剛性的理論特性： 

 

    行為論追求最佳解答的立場明確，又旨在提出可行的方法，因此其

理論脈絡精細分明，且較無彈性。相較於其他後期理論，權變領導重視

依情境機動調整領導模式；轉型領導僅提供原則與領導者本身可自由發

展與決定的大方向（例如建立願景），行為論所追求的是明確方法的提

供，也因此其理論內容偏向剛性，進而衍生出清晰明確、容易操作的優

點以及缺乏彈性的缺點。 

 

（三）領導者的主動性與可進步性： 

 

在行為論中所提供的是可供領導者依循的成功之道，對於領導者本

身的素質與特性則不加強調。特質論的先天領導才能觀在此時已經淡

化，取而代之的是對於領導方法的注重，領導者重新掌握有效能領導的

主動性，而非決定於不可控的先天領導才能。成功的領導者是懂得以特

定方法或是模式操控組織創造效能的，因此行為論對於領導者的可進步

性抱持著樂觀的態度。 

 

（四）情境的定位模糊： 

 

    領導行為研究的焦點在於歸結出領導者的領導型態，找出最具效能

者，因此研究的重點在行為本身，而非情境。雖然採行為論進行研究的

學者會提到一些情境的概念或內容，但這些所謂的情境大多是領導行為

的結果，而非影響領導的因素。因此，行為論頗有英雄造時勢的感覺，

領導者必須採取「正確的」方法與措施去改變組織環境，創造成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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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如此，行為依然是真正的研究焦點，情境多僅止於「論及」而已。 

 

（五）方法明確但知易行難： 

 

行為論提供有效的領導方法，但是實際執行時卻絕不輕鬆。同時兼

顧高倡導與高關懷或是同時追求效率與成員滿意，這對領導者的精神氣

力來說都是極大的負擔。既需嚴格監督又需應付與下屬之間的社交活

動，既要親民又要保持威勢，其中分寸的拿捏，不但勞力，而且勞心。

執守中道原已不易，更何況領導行為論要求的是團體需求與個人需求的

雙向滿足，因此，行為論雖然設定了理想的領導形式，但是要成功施行，

還需許多條件配合，而這些行為以外的條件，卻又是行為論者所不感興

趣的。 

 

（六）確立領導的基本層面： 

 

行為論的最大貢獻在於確立領導的基本層面，並且讓領導者的形象

具體化、務實化。強調組織目標及強調成員需求兩個向度成為後來各家

理論必定論及的領導基本層面，無論是權變理論希望由情境決定領導時

的偏重點，或是轉型領導希望滿足成員需求並將組織目標與個人目標合

一，其焦點都蘊含了行為論對於行政領導的偉大發現，行為論可說是領

導基礎理論的奠基者。 

 

行為論的缺點在於過度盲信人的可操控性，對人類可能的差異反應

過度簡化，黃昆輝（1989）也指出了幾個領導行為研究之困難與限制：

(一)未能顧及情境因素；(二)難以確定兩個基本行為層面的關係；(三)

不易把握外顯行為與內隱思想相為一致；(四)尚難建立領導者行為與組

織效能間之確切關係。 

 

另外，Yukl(2002)也從研究方法與方法論的角度，剖析行為論研究

的貢獻與限制。他認為當問卷發現一個正相關關係時，研究人員通常假

設因果關係是從領導者向被領導者方向的作用，例如領導者關懷行為與

部屬表現的正相關，往往被解釋為領導者關懷造成了部屬工作表現的提

升；然而，這樣的因果關係若做反向解釋，卻也頗合乎邏輯，也就是領

導者傾向關心表現較佳的部屬。另一個可能性是，自變項與依變項雖呈

高度相關，但這樣的相同（或相反）趨勢事實上是由第三個變項所引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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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l(2002)認為行為研究常用簡單的答案去回答一個複雜的問

題，大多數的領導效能研究檢驗個別行為取向，卻很少檢驗有效能的主

管是用何種特定行為去完成他們的構想。這些特殊行為複雜的相互交錯

著，如果不先瞭解這些交互行為，就無法真正瞭解領導行為。描述性管

理研究認為行為是緊密編織在一起的，整體行為比個別行為加總起來更

有意義。主管的技巧在於選擇及採取邁向成功的適當行為，但不同模式

的行為也可能達成同樣的目標。領導行為研究的重點或許不在那巨大的

類別或是細瑣的個別領導行為，而是在領導行為其間那千絲萬縷的脈絡

性。早期研究大多忽視領導者如何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如何解釋意義以

及適應與改變動盪的環境。目前關於領導方面的研究強調轉型，天生領

袖氣質以及變革導向的領導，即為這些缺失的修正。 

 

綜上所述，無論是單層面或雙層面之領導型態研究途徑，皆旨在對

領導者之外顯行為進行描述，以綜括所有成功領導者之領導型態。領導

行為理論主要的貢獻在於領導方式的描述，同時反映個人與團體能夠和

諧並進，對於教育人員的領導作為提供了頗具價值的參照架構，使其兼

顧任務的完成與人員的激勵。領導型態的研究，成績斐然可觀，對校長

的領導作為提供頗具價值的參照架構，使其兼顧任務的完成與人員的激

勵，從而發揮更大的影響力，這不能不說是領導行為理論的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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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領導研究權變論視角的再審視 
 

   由於領導特質論與行為論其對於成功領導的研究結果皆缺乏一致性，無論是特

質研究對於成功領導者個人特質的分析，或是行為論對於最佳領導型態的探索成

果，都無法清楚解釋一位領導者之所以成功的真正原因，因此學者乃由對於領導者

特質、領導型態的關注，轉向對領導情境的分析，權變領導理論乃就此萌芽。持權

變觀點的學者認為：沒有一種最佳的領導型態是絕對而放諸四海皆準的，有效的領

導必須因應各種不同的情境狀況，而採取不同的領導型態以為配合（陳慶瑞，

1989）。因此領導研究試圖找尋唯一解答的思考模式乃被打破，而領導情境一躍而

成研究的重點。 

 

權變論者認為領導是一種難以清晰界定的複雜的過程。領導包含領導者、被領

導者、以及情境三方面的因素。Hersey與Blanchard（2007）即認為，領導程序乃

領導者、被領導者以及情境三方面變項之函數，可以公式L=F(l,f,s)表示之，因此，

領導的效能實際上取決於領導者的人格特質、被領導者特質與情境的變因三者的契

合之程度（黃昆輝，1989），亦即領導的效果兼受領導者的素質、行為方式與領導

情境特性的影響，這種「人與情境交互影響」的觀點，乃特質理論與行為理論之結

合（劉麗慧，1986）。基本上，權變理論是站在行為論的基礎上發展而來的，對於

行為主義所發展出的理論概念也加以沿用。權變論焦點從領導者個人特質、領導型

態轉向領導者與情境的互動，但在討論時也可以經常見到特質論點與行為論點的和

諧並存，因此「權變」與「兼容並蓄」成為領導權變論最重要的優點與特色，而在

此時期，也有許多領導上的新概念發展出來。 

 

以下列出Fiedler「權變理論」（Theory of Contingency）、House「途徑─目

標理論」（Path-Goal Theory）、Hersey與Blandchard「生命週期領導理論」（Life 

Cycle Theory of Leadership）、Reddin「三層面理論」（Three-Dimension Theory）、

以及Tannenbaum與Schmidt的領導理論以為探討： 

 

壹、Fiedler 的權變理論 

 

Fiedler是領導權變概念的先行者，他利用1952至1967年間的相關研究所進行

的廣泛分析，提出權變領導理論，他的理論一般稱之為「權變模式(Contingency 

Model)」（羅虞村，1989）。Fiedler認為，專注於領導者本身的分析是無法完滿解

釋組織績效或團體表現的（黃昆輝，1986）。最有效的領導型態需視情境而定

（Pringle, Jennings＆Longenecker, 1988）。所以，沒有一種領導方式在所有的

情境中都是有利的；亦即並無一種所謂之「最佳領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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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dler 的權變理論係植基於以下幾項假定（黃昆輝，1989）： 

 

（一） 領導者的人格特質或動機決定其領導型態。 

（二） 團體的表現或組織的績效係領導型態與情境有利程度交互作用的結

果。亦即團體的實際表現取決於領導者的動機或人格特質，及領導者

在情境中所具有的控制程度。一個團體能否圓滿達成任務，端視其領

導者之類型與能否與情境作適當之配合而定；因此，領導者、情境、

與效能乃成為「權變模式」的三個要素。 

（三） 領導方式既係領導者之人格特質或動機的一項功能，故具有相當穩定

性而不易改變，但情境則可以改變，因此在安排職位時，宜予留意。 

（四）  領導者是用語文或姿勢等行為，將其指示、考評及態度等，傳達給團

體成員，藉以影響團體的實際表現。 

     

   Fiedler權變理論當中最大的特色在他的基本假定當中展現出來，也切中了行

為論之弊。行為論者認為，如果能找出最佳的領導型態，則每個領導者都可以成功

的領導，但是Fiedler認為，要領導者改變其所習慣的領導型態有其難度。Fiedler

與Chemers（1974）的「權變模式」認為，領導者在各種人際情境中所表現的行為

或所抱持的目標，乃受其基本的需求結構（need structure）所左右，不同的領導

者其需求結構也必然有所差異。Fiedler以這種需求結構來界定領導型態，他認為，

領導型態本質上是屬於領導者的人格特質的展現，是相當持久而不易改變的。領導

型態所體現的是領導者想要在其交互作用歷程中予以實現的一種需求結構。基本

上，有兩種需求可以激發領導者的行為，其一是與他人維持良好關係的需求；其二

是達成任務的需求。不過，在領導的過程中，其中之一種往往是主要的需求。這兩

種需求，Fiedler以「關係導向」型態與「任務導向」型態稱之： 

 

（一） 「關係導向」的領導者維持良好的人際關係的需求強烈，而完成工作需求

較弱。 

（二） 「任務導向」的領導者係以圓滿達成組織任務為主要需求，而以維持良好

人際關係的需求為副。 

 

  而決定領導型態與領導效能的關鍵因素又是什麼呢？為了探究這個問題的解

答，Fiedler與Chemers（1974）探討了三百種有關權變理論的實驗與研究，結果發

現情境因素是決定領導績效的重要變數。Fiedler將情境因素分為：領導者與成員

的關係（leader-member relations）、任務結構（task structure）、與領導者職

位權力（leader position power）三者（黃昆輝，1986）。這三項因素可以測定一

位領導者對領導情境控制程度的高低（陳慶瑞，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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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領導者與成員的關係：係指團體成員對其領導者所懷有之情感、友誼、

喜歡、信任、合作、接納、支持及成員對領導者的忠誠態度。領導者與

成員之關係乃情境因素中最為重要的。 

（二） 任務結構：係指對團體目標與任務的界定是否充分、明確且妥當。包括：

目標是否明確、成果是否可以測量、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正確、達成任

務之可能方法的多寡。任務結構為情境中第二重要的因素。 

（三）  職位權力：係指領導者現居職位所具有之權力的大小，或領導者能使部

屬服從指揮的程度；亦即領導者現居職位對團體成員所能產生的影響

力。此一因素在情境中的重要性最低。 

 

  Fiedler與Chemers (1974) 將情境的三要素究其高低與強弱加以二分，用以

評估情境的有利程度；所謂情境的有利程度係指領導者能夠控制並影響部屬的程

度。因此，可以依序排列出情境對領導者的八種有利程度（如表2-2）。 

 

表2-2  情境對領導者之有利程度表 

領導者與成員之關

係 

好 好 好 好 差 差 差 差 

任務結構 高 高 低 低 高 高 低 低 

領導者職位權力 強 弱 強 弱 強 弱 強 弱 

卦限數序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有利程度 有      利 中  度  有  利 不利 

領導型態 
任務 

導向 

關係 

導向 

任務

導向 

資料來源：改自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288) by W. K. Hoy, & C. 

G. Miskel, 1987, New York: Random House. 

 

    Fiedler認為在衡量情境之後，領導型態與情境有利程度的關係為（黃昆輝，

1989）： 

 

（一） 在高度有利的情境中，由於任務明確、職位權力甚高、以及領導者與成員

的關係良好，因此「任務導向」的領導者較具領導效能。 

（二） 在中度有利的情境中，因為「關係導向」的領導者對情境作不利反應時所

體驗的壓力，較「任務導向」的領導者在同樣情境中所體驗的壓力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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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在中度有利情境中，領導者在遭受下屬的抵抗或冷漠對待時，

懷柔的做法較高壓統治有效。 

（三）  在對領導者不利的情境中，由於領導者的權力本已很小、團體的支持又少、

任務亦不明確，因此只有用「指示性」與「任務導向」的行為才能維持效

能。 

 

  綜上所述，Fiedler的權變理論旨在促使領導者了解自己的領導型態，並配合

領導情境的有利程度。Fiedler的權變理論自有其一些獨到的創見，但也有些值得

討論的爭議點。 

 

首先，當行為論者還樂觀的希望領導者採取最佳領導方法達成最佳效能時，

Fiedler卻指出了領導者個人特質的現實面，那就是，每個人的領導風格受其個人

特質所影響，想要使一個領導者任意改變其領導風格，是非常困難的。這個部分雖

然並非Fiedler理論所強調的焦點，但卻是他意外的直指行為論缺失的有力論點。

就Fiedler的主張，強迫一位領導人去實行與個人特質不合的領導型態，是不會成

功的，因此最佳方法自不存在。所謂江山易改，本性難移，領等型態的決定，不能

不考量領導者個人的特質與因素。Fiedler與Chemers (1974)曾在介紹「組織工程

方案」（Program of Organizational Engineering）時，說明領導者必須改變情境

的性質以配合領導者的型態。但這樣的說法使得新的爭議於焉產生，若依照Fiedler

的說法，所謂權變並非領導者「通權達變」的改變領導型態以適應情境，而是去改

造情境的性質，適應領導者風格，以提升領導效能。但爾後學者通常採取較為折衷

的論點，例如秦夢群（1989）指出，領導者不僅要適應與配合情境，有時更應改造

情境，尤其是改造不利的情境，俾使情境有利於領導作為。如上所述，顯見Fiedler

的理論改變了以往培養領導者的方式，他強調與其去改變「本性難移」的個人人格

取向，不如訓練他們去改進情境，使其有利於自己的領導。 

 

貳、 House 的「途徑─目標理論」 

 

House的「途徑─目標理論」乃由於著重領導者要如何才能影響部屬對工作目

標、個人目標、達成目標的途徑等方面所持的看法，因而得名（黃昆輝，1989）。

House認為，領導者效能乃受領導者行為與情境因素的雙重影響，如圖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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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者行為 

 

1.指示性的。 

2.成就導向的。 

3.支持性的。 

4.參與式的。 

 

     

 

情境因素 

 

1.部屬個人特性。 

2.環境的壓力與需

求。 

     

   

領導者效能 

 

1.部屬的工作滿足。

2.領導者被接納的程

度。 

3.部屬的動機　　

　。　 

  

 

圖2-4 「途徑－目標領導模式」中各要素之關係圖 

 

資料來源：黃昆輝（1989：439） 

 

 

  「途徑─目標理論」的基本概念有以下四點（黃昆輝，1989）： 

 

(一) 「領導者效能」是領導者行為與情境因素兩者交互作用的結果或功能。 

(二) 「 領 導 者 行 為 」 包 括 指 示 性 的 （ directive ）、 成 就 導 向 的

（achievement-oriented）、支持性的（supportive）與參與式的

（participative）等四種型態。 

(三) 「情境因素」包括部屬的特性（subordinate characteristics）及環境

的壓力與需求（environment pressures and demands）。 

(四)  「領導者效能」包括部屬的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部屬對領導

者的接納(acceptance of leader）、以及部屬的動機（motivation of 

subordinates）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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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途徑─目標理論」中領導者行為分類，其意義如下： 

 

（一） 「指示性的」領導者傾向於部屬對部屬提供直接的指示，領導者直接提示

其期望、達成期望的手段與方法等，要求部屬遵照執行。 

（二） 「成就導向性的」領導者為其部屬設定一個挑戰性的目標，並期望他們以

優異的表現達成目標。 

（三） 「支持性的」領導者傾向於平等對待及支援其部屬。 

（四） 「參與式的」領導者則常徵詢部屬的意見以作決定。 

   

其中，「指示性的」行為與「成就導向的」行為屬於「倡導行為」層面；，而

「支援性的」行為與「參與式的」行為則屬於「關懷行為」層面（House ＆ Mitchell, 

1974）。 

 

  「途徑─目標理論」中的情境因素分為兩類：其一為部屬的個人特性，其二

為環境的壓力與需求（House ＆ Dessler, 1974）： 

 

（一）  部屬的個人特性：包括控制取向與部屬對自己能力的知覺二者。所謂控制

取向係指個人所懷之信仰系統，一個人對自我行為後果或生活中發生的事

件，是由個人自己主導、控制，或由外在環境力量引發之責任歸屬的信念；

有前者傾向的稱為「內在控制者」，有後者傾向的稱為「外在控制者」。 

（二）  環境的壓力與需求：包括工作任務、組織的正式權威系統，以及基本工作

團體的規範等三種主要因素；每種因素對部屬都會產生某些方式的作用，

有時會激勵他們完成工作，有時會抑制他們的行為（羅虞村，1989）。 

 

House 對領導效能的界定持比較狹隘的觀點，認為效能主要包括：部屬的工作

滿意、領導者的被接納程度、與部屬的動機。House認為，領導者若能激發部屬的

工作動機、讓部屬接納、並且滿足部屬的需求，則部屬就能自發的以優越的效能完

成工作目標，而這樣的領導，就是有效能的領導。因此，「途徑─目標理論」關注

的課題乃是領導者為達成組織目標而影響部屬知覺的過程(House ＆ Mitchell, 

1974)。 

 

藉由領導者行為、情境因素與領導效能三方面的探討，「途徑─目標理論」所

得的結論如下（Sherman, Bohlander, ＆ Chruden, 1988）： 

 

(一)  當任務或工作情境曖昧不明時，指示性的領導行為較為有利；但倘若任務明

確，則指示性的領導行為將窒礙難行。 

(二)  當部屬工作於充滿壓力、挫折、或不滿意的情境中，支持性的領導行為對部

屬的滿意具有最大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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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非重複性的自主自發工作中，部屬對參與式的領導行為較能感受滿足。 

(四)  當部屬為外在控制取向的工作者，則對「指示性的」領導者行為會產生較有

利之反應。 

(五)  當部屬維內在控制取向的工作者，則對「參與式的」領導者行為較有積極之

反應。 

(六)  在部屬對自己能力的知覺方面，倘若部屬認為自己與工作需求有關之能力愈

高，則愈少接受指示性的領導者行為，反之，若部屬能力不足或是任務太過

困難，則需要領導者較多的提點與指示。 

 

「途徑-目標」一詞意味著，具有效能的領導者應該幫助部屬澄清可以達成目

標的途徑，並減少途中的障礙與危險，使其能順利完成目標，因此指導式領導、支

持性領導、參與式領導與成就取向領導各有其適用的時機，且須彈性的運用。   

 

  「途徑─目標理論」的特點如下： 

 

（一）  重視情境對領導效能的影響。 

（二）  調和當代領導與激勵的觀點，試圖解釋先前研究尋找最佳領導型態的衝

突結果。 

（三）  將領導者與部屬個人特質同時納入領導考量範圍，均等並重。 

（四）  重視部屬心理狀態，特重需求與動機。 

（五）  描述領導者與部屬的交互作用歷程。 

（六）  明確的定義領導效能。 

（七）  透過滿足成員需求並激發其動機，使部屬自願且自動完成組織目標，如

此便調和了任務與關係導向的對立，使其和諧並進。 

（八）  領導人得視情境與部屬特質（例如內控型與外控型）機動調整個人領導

行為。 

 

「途徑─目標理論」是一個組織綿密、多方考量的理論，House在理論發展時

用心經營，在在理論的關照程度上務求面面俱到。「途徑─目標理論」期待領導者

可以依據情境與部屬特質機動調整個人領導行為，這樣的方法雖然十分理想，但對

一般領導者來說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領導者必須敏感的覺察與判斷情境、深入了

解部屬特質、需求與動機，並且擺脫個人特質與領導風格的桎梏，權變的調整領導

行為，因此，「途徑─目標理論」下的領導人，將必須是一位才華橫溢且處世圓融

的人，才能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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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Reddin的三層面理論 

 

Reddin綜合Fiedler的權變理論與雙層面領導理論而發展著名的三層面理論

（3-D Theory），此一理論之所以稱為三層面理論，乃因Reddin在一般領導行為的

兩個主要層面之外，再加入「效能」（effectiveness）層面，效能層面加入後，此

三層面即為：(一)任務導向層面（task-oriented），(二)關係導向層面

（relationship-oriented），與(三)領導效能層面(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Reddin, 1970）。 

 

  Reddin依據「任務導向」與「關係導向」兩個主要層面的注重與否，將領導

分為四種型態（如圖2-5所示）（Reddin, 1970），此分類方式與倡導－關懷的分類

方式相類似： 

 

   

關係型 

的領導 

統合型 

的領導 

 

分離型 

的領導 

盡職型 

的領導 

 

  

高 

 

 

關 

係 

導 

向 

 

 

低 

   

 低  任 務 導 向    高  

 

圖2-5 Reddin的四種基本領導型態圖 

 

Note. Managerial effectiveness (P.27) by 

W.J.Reddin, 1970, New York: McGraw-Hill. 

 

(一)  統合型的（integrated）領導：領導者的領導型態兼重任務層面與關係層

面。 

(二)  分離型的（separated）領導：領導者的領導型態對任務層面與關係層面均

未予以重視。 

(三)  盡職型的（dedicated）領導：領導者的領導型態只注重任務層面，而不關

切關係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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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係型的（related）領導：領導者的領導型態只注重關係層面，而不關切

任務層面。 

 

上述四種領導型態並無絕對的優劣排序，領導型態的有效與否，完全取決於領

導型態與情境之間的配合。因此，如果領導型態與情境需求相契合，則能夠促成有

效的領導，反之，則流於失敗（秦夢群，1989）。Reddin（1970）認為：效能無法

從領導者的行為加以衡量，而必須以其負責目標達成的程度加以判斷，亦即須視領

導者扮演其角色的成功程度而定。Reddin以上述之四種基本領導型態配以適當的各

種不同情境，提出八種不同的行政型態或效能型態（Reddin, 1970）： 

 

(一) 有效能的統合型─行政能力強的執行者(executive) 

(二)  無效能的統合型─妥協者（compromiser） 

(三)  有效能的分離型─官僚（bureaucrat） 

(四)  無效能的分離型─失職者（deserter） 

(五)  有效能的盡職型─仁慈的專制者（benevolent autocrat） 

(六)  無效能的盡職型─專制獨裁者（autocrat） 

(七)  有效能的關係型─發展者（developer） 

(八)  無效能的關係型─傳教士型的宣傳者(missionary) 

 

表2-3說明基本領導型態由於效能高低差別，所形成之八種行政型

態的特徵（引自黃昆輝，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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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Reddin三層面領導理論八種行政型態之特徵表 

領導型態 較  具  效  能 較  無  效  能 

統 合 型 

（高關係、 

高任務） 

行政能力強的執行者： 

此種領導者努力激勵部

屬，訂定高標準，留意個

別差異，善用團隊方式進

行領導。 

妥協者： 

此種領導者不擅長作決

定，易受不相干的壓力所

左右，經常屈服於眼前的

限制和問題，對不須予以

重視的任務或關係，卻大

加重視。 

分 離 型 

（低關係、 

低任務） 

官僚： 

此種領導者以公正的態

度與良心執行法令規章。

失職者： 

此種領導者凡事均不介

入，而只作偶爾的干預而

已，他放棄自己的責任，

也不關心部屬，一切均甚

消極。 

盡 職 型 

（低關係、 

高任務） 

仁慈的專制獨裁者： 

此種領導者充滿活力，知

道要做些什麼，且做起事

來具有效率，又不致引發

他人的敵意。 

專制的獨裁者： 

此種領導者對部屬的反

應不夠敏感，其領導風格

專制、傲慢、嚴峻，對他

人缺乏信心，僅關切眼前

的任務，導致部屬忿怨，

領導者本身也不愉快。 

關 係 型 

（高關係、 

低任務） 

發展者： 

此種領導者親切和藹，信

任部屬，對部屬具有信

心，且積極培養他的部

屬。 

類似傳教士： 

此種領導者重視和諧，一

心想做好人，且當組織漫

無目的時，他就傳佈善

意。 

資料來源：黃昆輝（198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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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din（1970）認為：某一行政型態之所以具有效能，是由於該一行政型態

適合於適當的情境。Reddin所謂的情境包括： 

 

(一)  技術：組織完成工作的方法及手段。 

(二)  組織哲學：組織的一般氣氛。 

(三) 上司：上司所屬類型與期待。 

(四)  共事者：共事者所屬類型與期待 

(五)  部屬：部屬所屬類型與期待 

 

表2-4說明領導型態與情境因素如何作適當的配合，以發揮最高的領導效能（引

自黃昆輝，1989）。圖2-6則以構圖方式說明Reddin的三層面領導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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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Reddin領導理論中領導型態與情境之配合表 

適宜的領導型態 技術的需求 人及組織的需求 

 

 

統合型 

 

(高關係、 

高任務) 

 

 

1.部屬相互依賴性相當高。 

2.部屬必須彼此交互作用，以完

成任務。 

3.上司須將部屬視為一團體，而

在一起工作。 

4.解決問題之方法可能不止一

種。 

5.部屬訂定自己的工作進度。 

1.期望參與作決定。 

2.期望任務導向的人際交

互作用。 

3.同時強調任務與關係。 

4.期望個人需求與組織需求

獲得平衡。 

5.期望有創新的觀念與作法。 

 

分離型 

 

(低關係、 

低任務) 

 

1.要部屬思考而非行動。 

2.工作方式要遵守規定的程序與

方法。 

3.對工作本已具興趣。 

4.部屬決定效能標準。 

5.工作任務相當單純。 

1.需要仔細及系統的檢討。 

2.須作廣泛而客觀的測量。 

3.須作審慎的執行。 

4.須有嚴格的控制。 

5.期望維持紀錄。 

 

盡職型 

 

(低關係、 

高任務) 

 

1.工作需要體力。 

2.上司對工作有卓越的認識。 

3.沒有時間表的事件經常需有管

理的介入。 

4.指示指導經常改變。 

5.部屬的實際表現可以測量。 

1.期望有廣泛的規劃工作與

組合工作。 

2.期望獨立創發新任務。 

3.期望有工作上的指示。 

4.主要在強調任務的達成。 

5.期望嚴格評定實際表現。 

 

關係型 

 

(高關係、 

低任務) 

 

1.部屬需有高度的技巧。 

2.工作需有高度熱忱。 

3.部屬決定工作方式。 

4.產出效能在短時間內難以評

量。 

5.部屬須具創造力。 

1.期望信任及開放的雙向溝

通。 

2.期望聆聽意見。 

3.期望接納不同的觀點。 

4.期望有助益的及友善的忠

告。 

5.期望支援性的及讚許的行

為。 

 

資料來源：黃昆輝（198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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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Reddin的三層面領導型態圖 

 

Not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451) by 

F.Luthans, 1977, New York: McGraw-Hill. 

 

Reddin的三層面領導理論是非常切合現實的，對於成功的領導型態這樣的概

念，它比先前的任何一個理論更加開放，更加強調權變。三層面領導理論提供了一

些革命性且精闢的新思維： 

 

（一）  領導者決定其領導型態前必須對情境作深入且細微的分析。 

（二）  明確界定情境的內容，使其包含環境、任務、領導者與部屬四方面。 

（三）  領導者大量的投注心力不再是成功領導的保證。 

（四）  低任務取向與低關係導向並非導致絕對的低領導效能。 

 

   三層面領導理論旨在打破關於有效領導的僵化思維，也為為數眾多有心採取高

倡導、高關懷領導型態卻導致失敗的領導行為提出可能的解釋。一個領導者進入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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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情境中，不管採取高任務導向或高關係導向，都是可能產生反效果的。例如若部

屬獨立性強且能力卓越，領導者任務的強調又專注於細瑣的技術性問題，則反而遭

致反感並拖延了部屬的工作效能。又如果部屬對於領導者的信任不夠，領導者卻處

處希望展現關懷來拉進近此的距離，則部屬可能認為領導者藉機刺探、另有圖謀。

因此，所謂的最佳領導型態，必須藉由對於情境的高度掌握來決定。 

 

  Reddin 的理論亦有值得商榷之處，黃昆輝（1989）認為：(一) 不論在行政機

關或是在學校組織裡，領導者所應採取的領導型態，並不一定只是 Reddin 所提的

四種型態中的一種，往往是兩種以上的統合，因而所需考慮的情境因素就變得非常

的複雜，並不像 Reddin 所分析的那麼單純；(二) Reddin 在其「三層面理論」中

一再使用「適當」（appropriate）一字，如「適當情境」、「適當領導型態」，其定

義為何，始終未給予明確的界定，故涵義不清。(三) 此一理論需要給予系統的實

證，以檢驗其可靠性，至目前為止，僅有極少的考驗，尤其在學校方面更少，故尚

未獲得系統性的實證支持。此外，Hodgetts 認為這是一種「描述性」的理論,而非

「規範性」的理論，易言之，此一理論可以指出一位領導者「所處的地位」，而不

能告知一位領導者「應如何改變」（引自許是祥，1989）。 

 

   三層面領導理論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對於情境的考量因素太過繁瑣與複雜，且其

概念相互重疊，甚而矛盾，因此無法有效區隔領導人應該採取的領導型態。其次，

對於所謂的任務導向與關係導向的內容與行為描述亦不夠詳盡，例如，以高任務導

向來說，若部屬能力卓越，則對任務僅需強調其大方向，若部屬能力不足，則對任

務的強調可能需就任務方法與步驟部分多所著墨。也就是說，即便是任務導向或關

係導向，在面對不同情境時，其內容與表現方式也會跟著改變，這是Reddin未及深

入分析的。但即使如此，Reddin的領導理論還是提供了許多革命性的見解，對於情

境的細緻分化也有重大的貢獻。 

 

肆、Hersey與Blanchard生命週期領導理論 

 

  Hersey與Blanchard（2007）以Reddin的三層面領導理論為基礎，發展出「生

命週期領導理論」（Life Cycle Theory of Leadership），認為領導行為之「任務

導向」和「關係導向」程度，必須隨著部屬的「成熟度」（maturity）之不同而調

整或改變，所謂成熟度是指團體或個人設定可以達成目標、承擔責任的意願和能

力、以及個人或團體的經驗（Owens, 1981）。Hersey與Blanchard（2007）試圖簡

化Reddin三層面領導理論當中對於情境判定的複雜度與難度。雖然Hersey與

Blandchard承認情境包含許多的因素，例如職權、任務、時間等等，但他們強調在

領導者行為與效能的關係上，團體和部屬的成熟度是最具有決定性的（Hoy ＆ 

Miske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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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sey與Blanchard（2007）從領導行為、情境、效能、領導型態與情境的配

合來說明其情境理論： 

 

(一)  領導行為： 

 

Hersey與Blanchard（2007）依據Ohio州立大學的研究以及Reddin的三層面理

論，將領導行為依其任務行為與關係行為程度的高低而分為四種領導型態：(1)高

任務低關係（Ｑ1）、(2)高任務高關係（Ｑ2）、(3)低任務高關係（Ｑ3）、(4)低任

務低關係（Ｑ4）（如圖2-6）。若與情境配合得當，每一種領導型態可能是有效的。 

 

(二)  情境： 

 

生命週期領導理論只使用「成熟度」一個變項來分析情境的性質。所謂成熟度

是指團體或個人設定可以達成目標、承擔責任的意願和能力、以及個人或團體的經

驗。一個高成熟的個體不僅具有與任務相關的高成熟度、能力、知識、經驗、和動

機去執行工作，而且，他們也有自信和自尊的感覺。相反地，一個低成熟度的個體，

不僅缺乏工作的能力、動機與知識，而且也缺乏心理的成熟度。 

 

(三)  效能： 

 

Hersey與Blanchard（2007）認為效能為一複雜的概念，不僅包含明顯的績效

表現，同時也包含人力成本（human costs）以及心理健康情形（psychological 

conditions）；簡言之，效能是生產力與績效（productivity and performance）

的功能、人力資源的狀況（conditions of human resources）、以及達成長程或短

程目標的程度。 

 

 

(四)  領導型態與情境之配合： 

 

情境理論主張經由領導行為與情境的配合而提昇效能，Hersey與Blanchard

（2007）認為：當部屬經由完成任務而持續增加其成熟度後，領導者宜減少其任務

行為而增加其關係行為，直到個體或團體的成熟度達到中等程度；而當個體或團體

的成熟度達到前標以上時，領導者不僅要減少其任務行為，而且也要減少其關係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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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Hersey與Blanchard生命週期領導理論象限圖 

 

Note.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Leading 

human resources (P.167) by P. Hersey ＆ K. H. Blanchard, 

2007,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Hall. 

 

由此一理論模式衍生了下列四項命題： 

 

(一)  當團體極為不成熟時（Ｍ1），任務導向（Ｑ1）的領導型態是最有效的。 

(二)  當團體是中度成熟時（Ｍ2），一種動態的領導型態（Ｑ2－高任務和高關係

行為）是最有效的。 

(三)  當團體是中度成熟時（Ｍ3），關係導向（Ｑ3）的領導型態是最有效的。 

(四)  當團體是非常成熟時（Ｍ4），授權領導型態（Ｑ4）是最有效的。 

 

情境理論是動態的，領導行為依個體或團體的成熟度而改變，領導者的目標是

提供必需的領導行為以幫助團體成熟。圖四為Hersey與Blanchard（2007）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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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領導理論模式，主要在說明領導行為與部屬成熟度如何作有效的配合。鐘形曲

線意指部屬的成熟度由不成熟至成熟增加的連續曲線，適當的領導型態則沿著曲線

移動。 

 

生命週期理論最重要的主張是部屬成熟度的培養，藉由組織成員成熟度的提

昇，領導者所需花費的氣力也隨之降低。也就是說，一個理想的組織，領導者其實

是很輕鬆的。因為部屬皆有自發性的高動機與足以完成任務的才能，領導者無須加

以介入，甚至不需要特意展現關懷行為，成熟的組織成員自然能圓滿達成任務。領

導者的角色是藉由從一項項特定的任務而改善團體的成熟度，最後，領導者的目標

是希望在沒有領導者的協助下，團體或部屬個人有能力、知識、技能、責任、動機

和信心去執行任務（Hoy ＆ Miskel, 1987）。生命週期理論打破領導者一定要「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迷思，只要組織成員不斷進步，領導者將會越來越輕鬆自在，

這樣的立論，頗有學習型組織的味道。 

 

生命週期理論最大的缺點在於「成熟度」的定義。Hersey與Blanchard將成熟

所含括的諸因素其間的關係視為理所當然，這顯然是一個過度化約的定義。當我們

再次檢視所謂「成熟」的定義：「指團體或個人設定可以達成目標、承擔責任的意

願和能力、以及個人或團體的經驗。一個高成熟的個體不僅具有與任務相關的高成

熟度、能力、知識、經驗、和動機去執行工作，而且，他們也有自信和自尊的感覺。」

我們會發現，領導者所遇到的部屬可能是才能卓越卻缺乏動機的、可能是空有動

機、主動但缺乏實際能力的、也可能是有意願、有動機、有一定的能力，但在目標

設定上好高騖遠的。針對這些不同的個體，需要採取的領導型態與內容都有所差

異。此外，即便是才能、經驗、動機、自尊、自信都可能同時進步，但進步的「量」

也不會「齊頭式的並進」。依據個人個性、學習能力上的個別差異，其成熟度進步

的速度有別，進步的內容亦有別。真正成功的領導者是能夠體察這些差異並且「因

材施導」的，只是採取其組織平均數權變領導型態並無法達成較理想的效能。 

 

伍、 Tannenbaum與Schmidt的領導理論 

 

Tannenbaum 和 Schmidt (Tannenbaum, Weschler, & Massarik, 1961) 於 1958

年提出了領導行為連續體理論。他們了解到管理人常常有選擇領導型態的困難。這

些管理層級常常不知道應該自己做出決定，還是授權給下屬作決策。為了使人們從

決策的角度深刻認識領導作風的意義，Tannenbaum 和 Schmidt 提出了領導連續體

模型。 

 

領導風格與領導者運用權威的程度和下屬在作決策時享有的自由度有關。在連

續體的最左端，表示的領導行為是專制型領導；在連續體的最右端表示的是將決策

權授予下屬的民主型領導。在管理工作中，領導者使用的權威和下屬擁有的自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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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是一方擴大另一方縮小的互斥與零和關係。在高度專制和高度民主的領導風格

之間，坦南鮑姆和施米特劃分出 7種主要的領導模式： 

 

(一) 領導做出決策並宣布實施：在這種模式中，領導者確定一個問題，並考慮各

種可供選擇的方案，從中選擇一種，然後向下屬宣布執行，不給下屬參與決

策的機會。 

(二) 領導者說服下屬執行決策：在這種模式中，同前一種模式一樣，領導者承擔

確認問題和做出決策的責任。但他不是簡單地宣布實施這個決策，而是認識

到下屬中可能會存在反對意見，於是試圖通過闡明這個決策可能給下屬帶來

的利益來說服下屬接受這個決策，消除下屬的反對。 

(三) 領導者提出計劃並徵求下屬的意見：在這種模式中，領導者提出了一個決策，

並希望下屬接受這個決策，他向下屬提出一個有關自己的計劃的詳細說明，

並允許下屬提出問題。這樣，下屬就能更好地理解領導者的計劃和意圖，領

導者和下屬能夠共同討論決策的意義和作用。 

(四) 領導者提出可修改的計劃：在這種模式中，下屬可以對決策發揮某些影響作

用，但確認和分析問題的主動權仍在領導者手中。領導者先對問題進行思考，

提出一個暫時的可修改的計劃。並把這個暫定的計劃交給有關人員進行徵求

意見。 

(五) 領導者提出問題，徵求意見做決策：在以上幾種模式中，領導者在徵求下屬

意見之前就提出了自己的解決方案，而在這個模式中，下屬有機會在決策做

出以前就提出自己的建議。領導者的主動作用體現在確定問題，下屬的作用

在於提出各種解決的方案，最後，領導者從他們自己和下屬所提出的解決方

案中選擇一種他認為最好的解決方案。 

(六) 領導者界定問題範圍，下屬集體做出決策：在這種模式中，領導者已經將決

策權交給了下屬的群體。領導者的工作是弄清所要解決的問題，並為下屬提

出做決策的條件和要求，下屬按照領導者界定的問題範圍進行決策。 

(七) 領導者允許下屬在上司規定的範圍內自作決定：這種模式表示了極度的團體

自由。如果領導者參加了決策的過程，他應力圖使自己與團隊中的其他成員

處於平等的地位，並事先聲明遵守團體所做出的任何決策。 

 

在上述各種模式中，Tannenbaum 和 Schmidt 認為，不能抽象地認為哪一種模

式一定是好的，哪一種模式一定是差的。成功的領導者應該是在一定的具體條件

下，善於考慮各種因素的影響，採取最恰當行動的人。當需要果斷指揮時，他應善

於指揮；當需要員工參與決策時，他能適當放權。領導者應根據具體的情況，如領

導者自身的能力，下屬及環境狀況、工作性質、工作時間等，適當選擇連續體中的

某種領導風格，才能達到領導行為的有效性。通常，管理者在決定採用哪種領導模

式時要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因素(Tannenbaum, Weschler, & Massarik,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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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理者的特徵—包括管理者的背景、教育、 知識、經驗、價值觀、目標和

期望等。 

(二) 員工的特徵——包括員工的背景、教育、知識、經驗、價值觀、目標和期望

等。 

(三) 環境的要求——環境的大小、復雜程度、目標、結構和組織氛圍、技術、時

間壓力和工作的本質等。 

 

根據以上這些因素，如果下屬有獨立做出決定並承擔責任的願望和要求，並且

他們已經做好了這樣的準備，他們能理解所規定的目標和任務，並有能力承擔這些

任務，領導者就應給下級較大的自主權力。如果這些條件不具備，領導者就不會把

權力授予下級。  

 

Tannenbaum 和 Schmidt 的領導行為連續體理論對管理工作的啟示在於：首先，

一個成功的管理者必須能夠敏銳地認識到在某一個特定時刻影響他們行動的種種

因素，準確地理解他自己，理解他所領導的群體中的成員，理解他所處在的組織環

境和社會環境。其次，一個成功的領導者必須能夠認識和確定自己的行為方式，即

如果需要發號施令，他便能發號施令；如果需要員工參與和行使自主權，他就能為

員工提供這樣的機會。這樣的概念，極為類似於生命週期領導理論當中「成熟度」

的概念，成員越加成熟，可授與的權利也就越大，但在領導行為連續體理論中，透

過經驗促使成員進步倒沒有如同在生命週期領導理論當中被強調。 

 

此一理論的貢獻在於不是將成功的領導者簡單地歸結為專制型、民主型或放任

型的領導者，而是指出成功的領導者應該是在多數情況下能夠評估各種影響環境的

因素和條件，並根據這些條件和因素來確定自己的領導方式和採取相應的行動。 

  

但 Tannenbaum 和 Schmidt 的理論也存在一定的不足，這就是他們將影響領導

方式的因素即領導者、下屬和環境看成是既定的和不變的，而實際上這些因素是相

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他們對影響因素的動力特徵沒有進行足夠的重視，同時在考慮

環境因素時主要考慮的是組織內部的環境，而對組織外部的環境以及組織與社會環

境的關係缺乏重視。 

 

陸、權變論綜合評析： 

 

與特質論與行為論相較。權變論無疑是較為逼近於現實的，他既不將成功領導

完全歸諸於個人特質與天才的展現，也不強求最佳領導模式的發現與追求，在理論

上保持彈性，其優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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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量情境因素: 

權變論正式將情境列為選擇領導型態的核心，打破「最佳領導型態」的迷

思。權變論認為領導者應該根據組織環境條件，在領導行為的選擇上「通

權達變」，保持彈性，依據對於環境的評估來選擇最有效的領導方式，或是

改變組織環境以適應自己最擅長的領導行為模式。 

二、  領導者與被領導者的雙向突顯： 

權變領導重視領導者特質對其領導型態的影響，更重視被領導者的特質以

求權變調整領導型態，使得領導更貼近於人性。過往特質論僅重視領導人

的個人特質，英雄足可造時勢，個人可以掌控並改變環境，因為他們是等

著「被改變」與「被導正」的，被領導者的位置與特性並未被受到應有的

突顯與重視。權變論將被領導者的角色納入，並提高其位置。權變論學者

認為切實瞭解被領導者的風格特性，才是成功領導的關鍵。這已是自特質

論以及行為論以來很大的進步，當然，對被領導者的重視，在轉型領導理

論階段又將有革進式的飛躍性發展。 

三、  領導型態的劃分，既詳細又保持彈性： 

權變論關於領導型態的劃分較行為論時期更加細微，且藉由「程度」的概

念，領導型態成為一個非標準化的概稱，對於任務或關係的輕重與偏向，

可以彈性與細微的調整，「彈性」與「漸層性」的概念開始於領導理論中獲

得凸顯，領導理論逐漸由特質論與行為論的「剛性理論」逐漸轉向「彈性

理論」。 

四、  理論主張清楚易懂，易於學習實踐： 

權變理論一本行為論提供方法的初衷，其理論主張概念清晰、簡明易懂，

任何領導人都可以輕易理解並且照表操課。與行為論相同，這是相對於偏

向先天性的特質論後的極大改良，但權變論的限制在於，照錶操課對於實

際從事領導的主管來說有其難度，此外，這些隨環境改變的領導形式於實

務中操作的效果，依然難以確證。 

五、  理論形成實有面面俱到、跨情境的中心價值： 

權變論雖不再強調「最佳領導型態」的存在，但是其問題解決與可操作性

的訴求依然明確，希望透過清楚的界定，幫助領導者在不同的情境當中選

擇最好的領導模式，因此在情境分析以及領導型態的歸類上務求面面俱

到，涵括所有的可能性，究其宗旨，雖然不再執著於最佳領導型態的尋找，

但對於最佳解答的探索意旨還是極其明顯的。 

   

Yukl(2002)就方法上對權變論研究進行分析指出，權變理論將組織情境納入考

慮，各家所納入的情境因素的種類多寡各有不同。在權變領導中納入多樣化的情境

變項可以增加研究的嚴謹度與效度，但事實上，納入的情境變項越多，則其實用性

卻反而更難以確立。此外，權變論研究中中介變項的納入也有待加強。此外，權變

理論乃是藉由一系列連續性的結果來支撐其論點，可惜是大部分的權變理論皆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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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因此很難衍生出特定並且可以一再被驗證的論點，各項變數的因果關係也無

法作出較有把握的判斷。 

 

McCall(1998)提到領導者忙亂的工作實境使領導者很難運用複雜的領導理論

來釐清每種情況中最佳的領導行為模式，主管皆疲於奔命的試圖解決不斷發生的問

題，而他們沒有時間以一個複雜的理論來分析不斷變化的情況。權變理論對於領導

實務上，並未提供充足且便利可行的指導。 

 

領導情境研究主張領導型態與效能必須依據情境而定。在某種情境中，領導者

的特質與領導型態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另外的情境中則可能變成無效。領導理論與

研究的任務，在於確認什麼樣的情境，採用什麼樣的領導型態或行為方能奏效，領

導型態的效能是依某些情境因素而變化（Westwood & Chan, 1992）。唯領導者若是

一再遷就情境因素，尤其是遷就不利的情境因素，而無法展現其強勢的領導行為，

必然亦難以發揮領導效能，因此，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於焉產生，即是領導者宜完

全的配合情境因素，採取削足適履的方式，以選擇領導型態，抑或以領導者自己的

領導哲學，並適度改造情境的性質，以提升領導效能呢?此乃領導者和情境交互作

用的過程中，最高的領導藝術，亦可能是今後權變論者擴展理論時的一個思考方向。 

 

此外，權變論者所關注的「情境」定義，並未擴及組織之外的環境與壓力，這

是權變論另一個有待思考的部分。領導不只是領導者、部屬與任務的交互作用而

已，組織之外環境的變遷與壓力都會對組織與領導模式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權變

論所定義的情境，實有擴充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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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領導研究轉型領導視角的再審視 
 

壹、轉型領導之意義 

 

Yukl(1989)認為轉型領導是指：「影響組織的成員在態度及假設上產生重大改

變，對組織目標或使命建立承諾奉獻。」這項定義，可以明確了解到轉型領導是一

種高層次的思想轉變。轉型領導的重要目的是針對特質論與行為、權變理論的缺失

作出修正，這些缺失包括（張潤書，2006）： 

 

一、 過去的領導理論皆將重點放在影響領導效能的各種因素，如領導者的特質、

能力、行為模式、權力來源、乃至於領導作為的情境特性，而未能關注領導

者在組織變革活動中所應扮演的積極角色。 

二、 過去的領導理論奠基於「領導者」與「被領導者」二分的角色關係上，領導

與部屬之間的角色區分，忽略了組織成員自我導引、自我要求的可能性。 

三、 過去領導理論常將「領導者」與「管理者」混為一談，而未能辨明管理者的

主要任務在於「維持」與「控制」，針對短期性與例行性的組織作業進行管

制；而領導者的任務在於「創造」，基於對組織使命的深切體認和個人積極

主動的開創精神，引導組織整體的變革方向。 

 

為了導正傳統領導理論的缺失並彌補其不足，轉型領導必然必須強調傳統領導

理論所缺少的部分。Bryman (1992)在探討有關轉型領導的研究文獻後,指出轉型領

導有五個共同要點，分別是：願景、傳達願景、賦予自主力、組織文化和信任。對

於轉型領導強調與較不強調之要點，Bryman 認為轉型領導：  

 

一、 較不強調計劃而較強調願景與使命 

二、 較不強調分配責任而較強調傳達願景 

三、 較不強調控制和問題解決而較強調引起動機和激發鼓舞 

四、 較不強調創造例行事項和均衡而較強調創造變革和革新 

五、 較不強調權力維持而較強調賦予成員自主力 

六、 較不強調創造順從而較強調創造承諾 

七、 較不強調契約性責任而較強調刺激成員付出額外的努力 

八、 較不強調理性的重視，減少領導者對成員的依附而較強調對成員感興趣並依

賴直覺 

九、 較不強調對環境的回應而較強調對環境有前瞻作法 

 

綜合 Leithwood(2006)、Leithwood、Jantzi 與 Steinbach（1999）、Malone 與

Caddell（2000）、Robbins (1998)、Waddel（1996）、Roueche、Baker 與 Rose（1989）、

Bass（1985）等人對於轉型領導的觀點與主張，歸納出轉型領導的三個核心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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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轉型領導者的領導力來自於領導者本人，而非傳統的科層體制或是法理權

威。 

二、 轉型領導透過激勵與滿足成員需求，強化成員的向心力。 

三、 轉型領導的領導者能夠有效的將組織成員的工作動機由交易式的利益交

換，提升層次至內在層次與精神層次，使成員自願而樂意為組織付出。 

 

轉型領導的基本步驟如下(Bass, 1985)： 

一、 建立組織的發展願景，以激勵部屬對組織的奉獻。 

二、 滿足組織成員的需求並鼓勵其以新的角度觀察問題，協助其了解組織轉型的

需要。 

三、 引導組織成員轉移自身的利益為組織而付出。 

四、 組織成員以轉型後的行為實現組織目標。 

 

貳、轉型領導相關理論 

 

    以下羅列轉型領導相關理論，以與第四章及第五章研究資料分析與對照與深化

分析。由於轉型領導相關理論派別頗豐，因此在此先列出與本研究分析上密切相關

的轉型領導理論進行探討。又本研究屬質性研究設計，故在第四章與第五章研究資

料分析（即校長領導分析）時，將發掘出更多與本研究相關的轉型領導理論面向，

因此在研究分析時也會依據理論分析需要再度擴增本部分的文獻探理論派別內

容。本研究文獻探討部分進行探討的轉型領導相關理論包括：魅力領導、願景領導、

道德領導、柔性領導、教導型領導、服務型領導、教學領導、學習型組織等。 

 

一、 魅力領導 

 

關於魅力領導部分，本研究將以 Conger 與 Kanungo 以及 Shamir、 House 與

Arthur 的魅力領導激勵理論為討論重點。首先為 Conger 與 Kanungo 的魅力領導

理論： 

 

(一) 理論形成背景： 

 

從 House (1977) 開始，許多學者提出一種新的稱為魅力、轉換的、願景的領

導方式，這些新領導理論，著重在他們對追隨者乃至於社會系統出類拔萃的影響

力，這些領導者能夠轉變追隨者個人的需求、價值、偏好，與組織的需求與目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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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進而促使追隨者對領導者與組織賦予的任務產生高度的自我承諾與自我激

勵，因此能夠為了組織目標做出犧牲小我的行為，並且產生超越一般期待的優質表

現。魅力領導理論將研究的重點聚焦於此，並認為領導的魅力來自於：1. 追隨者

加諸情感於領導者；2. 追隨者情感與激勵的喚起；3. 追隨者對領導者的敬愛、信

任；4. 追隨者內在激勵與價值。 

 

魅力領導行為與其他組織領導理論不同，先前的領導理論描述領導者與追隨者

的交換關係 (exchange relationship)，而新領導理論則強調領導者對追隨者的象

徵性行為、願景、鼓舞訊息、非語言溝通、意識型態價值、智性激發、表示自信與

信任追隨者、期待追隨者能自我犧牲，以達成超標準的表現。領導者以點燃工作與

組織的道德目的與承諾，而非改變任務環境，或提供物質獎勵與威嚇來賦予對工作

的意義。 

 

Conger 與 Kanungo（1998）擷取社會學、政治學及社會心理學的觀點，提出

了一個聯結組織脈絡與魅力型領導的模型。他們將魅力型領導人定義為：運用超人

的個人能力，使部屬無條件地接受其所指示的方向與指派的任務；他們擁有產生社

會變革的力量，也同時對社會變革負有責任。 

 

(二) 領導魅力形成的歸因理論基礎： 

 

 Willner(1984)認為領導者魅力是來自於領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互動。領導者

的魅力並非來自部屬對任務成功的理性判斷，而是追隨者臣服於領導者的超然魔

力。Willner 研究所得結論為：魅力不是由個性或環境情境所產生，而是由人們如

何認定領導人所產生，人們一旦認定自己的領導者是位值得佩服與擁戴的領導者，

就會以無條件或超越物質交換條件的方式，為領導人付出，並服從且樂於配合領導

人的一切命令與指示。Katz 與 Kahn, (1978) 提出一組魅力型領導者的追隨者的

行為：「無條件接受、服從、共享領導者的信仰、價值觀、願景，願意模仿領導者

特質等等。」魅力領導事實上似乎更近於先前所提及的「大人物領導理論」，也更

近於「宗教家」與「革命家」式的領導，領導者以「奇異的魅力」獲取人們的追隨。

Conger 與 Kanungo 整合至 1985 前的學說，提出一個魅力領導可觀測的行為性概

念架構，以作為往後實證研究的基礎，Conger 與 Kanungo (1987)指出領導魅力的

判定是如同其他領導行為模式 (參與、任務導向、人際導向)，是由部屬觀察領導

者的行為表現所認定的，同時領導者的魅力屬性是由以下四個變數所決定（Conger 

＆ Kanungo, 1987）： 

 

1. 領導者所倡導的未來願景與現況差距的程度。 

2. 使用革新、非傳統手段以達到變革的程度。 

3. 對因應變革而實際評估環境資源與限制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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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用管理本質激勵部屬追求願景的程度。 

 

(三) Conger and Kanungo (1987) 的魅力與非魅力領導行為要素比較表： 

 

Conger 與 Kanungo 提出魅力領導與非魅力領導行為屬性比較表 (表 2-5)，並

進一步提出魅力領導的行為特質假說模型，以做為後續實證研究的基礎： 

 

 

表 2-5 魅力領導與非魅力領導行為屬性比較表 

行為要素 非魅力型領導人 魅力型領導人 

現況差距 

未來目標 

受歡迎度 

 

值得信賴度 

專業 

行為 

環境敏感度 

目標/激勵聯結性 

權力基礎 

與部屬關係 

認同/維持現況 

與現況無大差距 

大致上受歡迎 

 

公正無私 

保守/原有領域 

傳統/定規 

不敏感 

低 

職位權/個人權 

平等/共識/引導 

反對/革新現況 

與現況差距大 

英雄式的被認同與模

仿 

以冒個人風險受擁戴 

創新性/突破原有秩序

非傳統/超常規 

高度敏感 

高 

個人權 

精英/模範 

 

Note. Conger, J. A., & Kanungo, R. N. 1987. Toward a behavior 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2(4), 627-647. 

 

(四) 魅力型領導者應該能夠激起魅力領導的「追隨者效應」，Conger與Kanungo

（1987）認為的魅力領導行為與追隨者效應的假設包括： 

 

1. 聚焦於領導者 (leader focus variables)：接受此一經理人為領導者。對領導

者的高度敬愛 (Reverence)、信任 (Trust) 與滿足 (Satisfaction)。 

2. 聚焦於追隨者 (follower focus variables)：認同自己是部屬，應該對任務盡

心盡力。 

3. 團隊認同感 (Collective Identity)、團隊績效認知 (Group Performance) 與

感受被賦權 (Empowerment)。 

 

此外，Shamir、House 與 Arthur (1993) 則提出以自我概念為基礎的魅力領導

激勵理論，他們認為魅力領導與轉換型領導的理論及實證研究文獻中，只預期與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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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這些領導行為對追隨者有著深遠的效應，但卻沒有說明這些效應是如何獲得的。

Shamir、 House 與 Arthur (1993)的魅力領導理論主張，魅力領導能有效地激勵起

追隨者，樹立其對領導者所倡導的任務有利的自我概念。這個理論並衍生出：魅力

領導行為與追隨者效應；追隨者的價值與傾向；追隨者在魅力領導之下的角色；有

利於產生魅力領導者的組織情境，等相關可推衍驗證假說的命題。 

 

1980-1990 年間 35 篇有關組織內魅力領導的實證研究論文的共同的發現指

出：當領導者施展魅力領導行為時，就可獲得魅力型追隨者效應，他們獲得較高的

績效評比、有較高滿意與士氣的追隨者、他們被長官與部屬視為較有效能的領導

者。Shamir 等（1993）歸納這些追隨者效應如下： 

 

1. 轉換型或魅力型領導者能提高追隨者的馬斯婁 (Maslow) 需求層級。 

2. 這種領導者能提昇追隨者的道德層次。 

3. 這種領導者能激勵追隨者為了團隊、組織而超越自己的利益考量。 

 

Shamir 等將此稱之為「轉換型魅力領導效應」。此一效應無法以當時的心理學

激勵理論來解釋，因為現有的激勵理論是以人性的理性-經濟 (rational-economic) 

或高度需求-滿足模型 (need-satisfying model) 做為基礎假設的。Shamir、 

House與 Arthur (1993)歸納出一些前提 (assumptions) 做為建構其激勵理論的理

論基礎如下：  

 

1. 人們並不只是著眼於現實考量，也並非全然遵循絕對的目標導向，人們並具備

自我表達 (self-expressive)的能力。人們會以某些行為來自我定位，做成能

自我表白的假定來解釋人們不為自利的利他與無私行為。先前的領導理論闡述

激勵的工具性觀點 (instrumental aspect)，而魅力領導者述說著表達式的觀

點 (expressive aspect)。 

2. 人們能以強化自尊 (self-esteem) 與自我肯定 (self-worth) 來進行自我激

勵，自尊是基於能力、權力與成就的感覺，自我肯定是基於品德與道德價值的

感覺 (Gecas 1982)。自我評價是內在激勵的重要來源，它形成獎賞或懲罰的自

我反應心理(self-reactions)，自我反應的評價標準某種程度上反映了社會價

值，因此自我評價也進而連結了個人與群體。 

3. 人們能以維持及增加自我一致性 (self-consistency) 的感覺來自我激勵：自

我概念與行為的一致性給予人們有意義 (meaningfulness) 的感覺。 

4. 自我概念 (self-concept) 由意識 (identities) 組成：此處意識或可稱之為

角色意識，角色意識也會將自我概念連結到社會體系，根據社會意識理論，自

我概念包括了個人意識與社會意識，社會意識將個體定位於群體裡。 

5. 人們可以用信念 (faith) 來激勵：目標較不明確，成功機率與報償皆不高時，

人們可以被信念所激勵。擁有較好未來的信念是內在滿足的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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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有關自我概念及激勵性意涵的前提，此一新的激勵理論涵蓋了：(1) 

領導者行為；(2) 此行為對追隨者自我概念的效應；(3) 由對追隨者自我概念的效

應，產生對追隨者的進一步效應；(4) 領導者行為產生魅力效應的過程等四大部

份。魅力領導者以可觀測的行為，牽動自我概念的方式激勵追隨者，引發了自我概

念的效應，此一效應進一步產生對追隨者的效應。此一連鎖效應 (influence 

process) 稱為自我關聯效應 (self-implicating effects)。 

 

Strauss（1969）並提出魅力領導者牽動追隨者自我概念的五項激勵機制 

(motivational mechanisms)： 

1. 增進努力的內在價值觀：努力常代表一種價值觀，魅力領導者激起追隨者對於

努力的正當性與必要性的正向認知，並藉由參與而與群體認同連結，使努力更

加有意義。 

2. 增進努力-成功的期待：魅力領導者藉由加強追隨者的自尊與自我價值感，來增

強人們對於以努力指向成功的期待，同時也強化了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的認知。而自我效能是高品質激勵的重要來源 (Bandura, 1986)。魅力領導者

同時也強調群體效能 (group efficacy)，利用群體效能的認知來進一步強化自

我效能，如此反覆加強努力—成功的期待。 

3. 增進目標達成的內在價值觀：魅力領導者訴求目標於任務與願景之中，激發了

自我一致性、有意義感覺、與群體意識等自我概念，因而增加目標達成的內在

價值觀。 

4. 灌輸有美好未來的信念：魅力領導者強調努力的內在價值如自我表達、自我效

能、自我肯定與自我一致性等，他們刻意壓制外在報償式的觀點；他們著重在

糢糊與高遠的目標和烏托邦式的結果，基於相信有美好未來是滿足的一種形

式，人們會追隨能提供美好未來願景的領導者。 

5. 創造個人承諾：魅力領導者必須建立追隨者無條件的承諾，當追隨者能將他與

領導者的關係及自我的任務角色，內化為是一致性的、自我表達式的自我概念

時，此一高度的個人道德承諾便成形了。個人承諾是所有內在激勵因子中最重

要的，因為它是對自我概念與評價標準的承諾。 

 

    就魅力領導的理論觀之，魅力領導雖歸屬於轉型領導類別之下，但確有著濃濃

的「大人物領導理論」以及「特質論」的元素與興味，可說是對大人物效應與領導

者特質效應的理則化與細緻化，且其對於領導者的可培養與可進步性抱持較為樂觀

的態度。但魅力領導本身可以深入思考的問題點在於，魅力型領導者協助追隨者樹

立的價值觀與自我概念，其「合價值性」存疑；也就是說，魅力型領導者更近似於

「宗教家」、「革命家」、甚至於「政客」，激起追隨者狂野熱情，瘋狂認同組織利益

的同時，卻可能失卻許多真正重要的人生價值。魅力型領導的合價值性決定於魅力

型領導者本身的良知，否則魅力型領導及容易流於「煽動」與「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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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魅力領導的正用來說，魅力領導的行使，其根本在於引導引導對於其日常事

務工作產生重要感與權能感，訴諸榮譽感與責任心，讓部屬相信自己的行為與工作

職責對於組織有決定性的影響與巨大貢獻；也就是說，讓部屬不再自覺自己僅是組

織機器的一沒小螺絲釘，而是一個重要的存在，當自我效能感提升時，部屬樂於工

作，並且會對自我效能做出監控與承諾，因此能夠有超越一般期待的表現。此外，

魅力型的領導者需要一些基本特質與價值以取信於部屬，在先前諸學者提出的觀點

中，較著重於領導者個人際能力、溝通技巧與形象塑造，但是僅是依賴人際能力稱

起的魅力領導其實失之脆弱。穩固且優秀的魅力領導者，一如拿破崙或是諸葛孔

明，是一場一場勝仗當中累積而來，以其驚人的洞見魅力累積部屬對其的信任與順

從，穩固的魅力領導，應該由領導者實力的展現開始，始能長久，故除了引起「追

隨者效應」的技巧之外，領導者本身的素質與能力，在魅力領導中也應扮演重要的

角色。 

 

二、 願景領導 

 

願景所以成為近年來倍受矚目的新興流行名詞，乃是由於美國企業管理理論對

願景概念的研究與重視。Conley, Danlap 與 Goldman (1992)指出：「在1980 年代

期間，願景在塑造組織方向與目的上受到大量的關注」。而Lashway（1997a）更認

為願景這個名詞可能是美國1990 年代流行語（buzzword）中的榜首。在台灣，受

到西方企業管理的理念之影響，尤其受到美國當代大師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

的著作《第五項修練－學習型組織與實務》中所提到的「共同願景」概念的襲捲，

帶動國內企業界對於組織領導與管理的一股新風潮，強調以學習型組織的五項修

練，建立組織願景，推動組織文化變革，激發組織成員潛能，提升組織競爭力，促

進組織的卓越成長與永續經營。其中「願景塑造」即為受到關注的核心。 

 

對於願景的定義，Nanus（1992：27）認為願景乃「合於組織與時代特性；能

夠建立卓越標準，反映高度理想，闡明目的與方向；激勵熱誠與承諾；清楚說明且

易於瞭解；且具有企圖心的」。換言之，由於願景對組織未來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

與力量；因此，願景需必須具備下列條件與特質： 

 

（一） 適合組織的需要，適當地反映組織所處的社會變遷與時代演進。 

（二） 符合未來導向，對組織未來具有一種充滿企圖心的意念。 

（三） 需指出組織的努力方向，也闡明組織努力的目標、任務及目的。 

（四） 能被清楚描述與說明，且使組織成員們能夠容易認知瞭解。 

（五） 能激發組織成員們的熱誠，且鼓勵組織成員們願意承諾與奉獻。 

（六） 能為組織建立一個卓越的標準，且能夠反映出崇高的組織理想。 

（七） 能反映出組織的獨特性，且能成為一個代表組織特色的識別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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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1989：3）指出：「願景提供學校一種方向感」，願景是學校內在的羅

盤，是學校成員對於未來狀態的一種期待與願望，所形成的方向感與目的感能夠協

助學校成員為學校的未來描繪出一幅教育的理想圖像。人的內在心智架構傾向建立

一種對於個人未來的特定期待、經由心理建構一種個人期望的未來景象。同樣地，

校長或教師的內在心理也對於學校的未來具有特定期待與想像，學校願景就源自於

學校校長與教師們對於學校未來的一種集體關切與熱望，聚集而形成對於學校未來

狀態的一種共同期待與願望，並導引出一種共同的方向感與目的感。吳百祿（2002：

131）強調：「學校的願景反映了一個特定學校的一個特定組群的價值」，學校願景

反映出每一所學校對於教育的特定價值信念，學校校長與成員們所共同擁有的目的

感，凝聚集體認同的價值信念，對學校願景產生一種共識與協議，進而塑造出學校

的共同願景，將設定出學校發展的一個可達成之目的地。Sergiovanni（1994）認

為學校願景應該反映出校長、教師、家長及學生的期待與夢想、需求與興趣、以及

價值觀與信念。吳百祿（2004）引申了學校願景的功能：（一）引導專業承諾並激

勵工作士氣；（二）創造學校與社區的生命意義；（三）建立卓越教育品質的標準；

（四）為學校現況與未來搭起橋樑。因此，學校願景連結學校的過去、現在及未來，

反映學校成員們的教育價值信念，形成一種集體共識，激勵人心士氣，營造文化氣

氛，建立學校制度與專業標準，最終實現共同願景並同時提升學校效能與教育品質。 

 

Lashway (1997b)曾指出學校願景所反映出的四個重要理念： 

 

（一） 學校願景是有關於學生要學習什麼與學生要如何學習。 

（二） 學校願景是有關於社會正義。 

（三） 學校願景是有關於學校所提供的專業環境。 

（四） 學校願景是有關學校與外在環境互動的方式。 

 

葉連祺（2002：113）強調學校願景的要素包含：「全員個人願景、社會文化規

範、領導者經營理念、教育價值和專業知識等項」。相較於一般企業願景，學校願

景必須： 

 

（一） 以教育理念為核心，聚焦在學生的學習與成長。 

（二） 必須反映出學校所處的社會變遷與社會價值。 

（三） 必須具有時間與未來導向，必須適合學校的需要，能夠反映出學校的獨特

性。 

（四） 必須能指出學校的努力方向，也闡明學校努力的目標與目的。 

（五） 必須能被清楚描述與說明，而且使學校成員們能夠容易瞭解。 

（六） 必須能激發學校成員們的熱誠，且鼓勵學校教師們願意承諾與奉獻。 

（七） 必須為學校建立一個卓越的標準，而且能夠反映出崇高的教育理念與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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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願景領導者的必要條件，Lashway (1997b)指出：（一）領導者心中必有其

願景；（二）領導者必須對願景具備高度的承諾；（三）領導者必須同時兼具指引者

與促進者的角色；（四）領導者必須能夠將願景制度化；（五）領導者必須以思維、

言語及行動來實現願景。Nanus（1992）認為願景領導者所扮演的角色乃方向制定

者（direction setter）、變革的行動者（change agent）、發言人（spokesman）、

以及教練（coach）。Nanus（1992：156）並進而提出願景領導公式： 

 

願景＋溝通＝共同目的 

 

共同目的＋授權人們＋組織變革＋策略性思考＝成功的願景領導 

 

Chance（1989：7）強調：「領導者提倡（initiate）、監控（monitor）、激勵

（motivate）、催化（facilitate）及編排（orchestrate）以達成願景」。對於學

校發展願景的步驟，Chance（1992）指出四個階段：（一）個人願景的自我評鑑；（二）

學校的願景宣言；（三）溝通願景；（四）維持願景。謝寶梅（2002）認為學校願景

的發展步驟可以採取：「組織人員、分析溝通、規劃溝通、擬定行動策略、實施評

鑑修正願景和行動策略、再實施等類似行動研究之進行步驟」。對於實踐學校願景，

學者Lashway (1997b)指出二個重要因素：（一）重新安排結構以支持願景；（二）

結合願景融入學校文化。 

 

願景領導可區分為兩個重要階段，第一為形成願景階段，重點在於技巧性的凝

聚或導向共同的願景，第二階段為執行階段，將訂立的願景，分為階段與計畫逐步

落實。願景是拿來實踐的，而非高懸的夢想，因此完整的願景領導包含願景形成與

實現兩階段，不能偏廢。願景領導並非設立迷人的目標後就認為部屬將受到足夠的

引誘而自然戮力以赴，因此如前述，Chance、Lashway與Nanus等人其理論觀點中都

特別強調了領導者在維持與執行願景上的工作與角色。願景領導執行上的困難點也

包含兩者，一是願景高遠與務實取向的拿捏以及共識形成的難度，二是願景形成

後，常常救被當成組織的精神或形象口號（slogan），缺乏實際的實踐行動，彷彿

願景領導只有形成願景這個步驟便完成了。 

 

三、 道德領導 

 

Sergiovanni（1992）定義道德領導（moral leadership），是一種基於道德權

威的領導，能夠把學校轉化為共同體，並且形成使學校不同於其他社會組織的承

諾、奉獻與服務。學校領導者基於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以師生為服務對

象並且善用各種領導替代物（substitutes for leadership），激勵成員專業的團

隊精神，熱忱十足地投入工作，而組織成員則由部屬地位蛻變為追隨者，攜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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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行的學校。Sergiovanni亦指出領導的道德層面包含兩方面的意義，一是領導

者要有能力喚起追隨者內心的正義感、品行操守以及責任感，以激勵其對工作的充

溢感；其次是為實現前項工作，領導者本身須先具備崇高的責任感與道德感，否則

部屬將無法感受領導者的道德激勵而成為追隨者。他將道德領導分為三個層次： 

 

（一）領導之心（heart of leadership）：係指領導所依據的信念、價值觀或願景

等道德層面的特質，領導之心是人的內心世界，也是人真實生活的基礎，領

導之心必須與人的信仰、價值觀、理想以及人所有專心一致的願景聯繫起來。 

（二）領導之腦（head of leadership）：係指領導者心中所抱持的信念、價值觀

與實踐理論等在其腦中轉化為心像（mindscapes），引導領導者在實際情境

中進行領導。領導之腦必須與心智圖景或與領導者預期發展的實踐理論結合

一致，也要與領導者整合理論與實務的能力結合起來。如此將個人願景與內

在價值體系融為一體的思維，即成為領導策略與行動的基礎。 

（三）領導之手（hand of leadership）：係指領導實際運用的行為與技術，如領

導類型、作決定方式與管理策略等行動。在特定的情境中需要合適的領導作

為，但領導之手並無法代表領導的全部，必須與領導之心及領導之腦相互整

合以利運作。 

 

領導之心塑造了領導之腦，領導之腦駕御了領導之手，然後對決策與行動的反

思又肯定並重塑了領導之心與領導之腦。三者的互動模式如圖2-8所示： 

 

 

 

 

 

 

 

 

 

 

圖2-8 道德領導三層次圖 

 

Note. Moral leadership( p.8 ). Sergiovanni T. J., 1992. San Francisco: 

Jossy-Bass. 

 

Sergiovanni（1992）在「道德領導：達到學校改革的核心」一書中指出道德

領導的幾個重要內涵，其重點說明如下： 

 

領導之心 

我所認為有價植

的與我所信仰的 

領導之腦 

我對世界如何運

作的心智圖像 

領導之手 

我的決定、行為與

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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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現關懷倫理： 

 

有德行的學校所關懷的是全體學生的權益，並責無旁貸致力於學生各種學習、

身心發展與社會需求之一切事物。領導者被視為服務者，關懷倫理視教師和管理者

為服務他人的地位上，惟有透過服務者的態度，學校才能完成其教育方面的任務。

在學校價值體系中，最為首要的是道德倫理的關懷，此種關懷倫理是學校教育成功

的關鍵。此外藉由認同教師專業承諾、教學技術與知識以表達對教師的尊重，將學

生視為完整的個體，予以尊重，進而形成相互尊重與增進自我尊重的可能性。在德

行學校中，家長、教師、社區與學校是教育伙伴關係，是互惠和互依的聚合團體，

傳遞著一種互信互善的交流，每個人都受到關注，同時每個人也關懷別人。 

 

（二）領導的替代品： 

 

真正的領導者是將各類領導替代品引進領導之中，促使成員能夠從中作出回

應。領導的最終結果是要把注意力從領導者本身的權威與指揮轉向其他方面，而此

種替換式的發展能舒緩管理者的壓力，讓他們能夠把精力發揮於其他方面。領導者

可運用之領導替代品，如建立社區規範、學習共同體、建立專業理想、讓成員成為

自我激勵者、培養成員追隨者精神與發揮團隊精神等皆可發揮替代領導的功能。 

 

（三）重視批判倫理： 

 

領導者本身應具備批判能力並鼓勵成員針對不合理處進行批判，尊重忠實反對

派提出的建言，在學校中忠實反對派將形成必要的張力，提供了維護統領一切的價

值觀所必需的控制與平衡。 

 

（四）秉持正義原則： 

 

Sergiovanni（1992）認為營造一所有德行學校須符合正義與公平原則，平等

對待與尊重所有個體，如此方能獲得成員的信賴與支持，進一步形成教育伙伴關

係，使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更具意義。 

 

（五）道德判斷： 

 

Sergiovanni（1992）認為人類習慣將道德判斷轉移至個人之訴求上，並且習

以犧牲個人的自利與歡樂。人類的行為與決定不僅受到價值觀與信念的影響，也受

到自利的左右，當兩者發生衝突時，價值觀與信念通常勝過自利的念頭。道德領導

的重要，不僅在於領導者自身的正直，同時領導者的正直也激發了追隨者的責任感

與義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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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林俊傑（2007）認為道德領導的行為層面可分為以下六點： 

 

(一)公平正義的作為： 

 

公平與正義(rightness)，常牽涉到個人工作、利益上的平等原則與合理分配，

或是個人權益與團隊利益孰重的問題；一切應在可接受、同意的前提下，進行決策

或執行工作。 

 

(二)關懷服務的作為： 

 

關懷(caring)與服務精神(stewardship)，係指校長在工作上或是私領域上，

都能關心、照顧教師、學生們。校長充分尊重每一位教師與學生的工作角色與私人

需求，盡所能地提供協助。 

 

(三)勇敢負責的作為： 

 

負責任的態度，無非是要建立自動自發、自主管理的「使命感」典範；對於自

己職務所掌管之事務，能做到不推諉、勇於負起全部責任的修養，激發領導者、教

師、家長、學生，依循責任心和義務感做事的價值信念。 

 

(四)正直批判的作為： 

 

崇尚正直、誠實、廉潔，鼓勵批判的意思，是指對不合理之事物，敢於作理性

的檢討改善；對於好的、善的、有價值的行為與事物，亦會提出討論並予褒獎。校

長發現學校有所缺失時，應勇於批評，找出問題的原因並對症下藥；對於有意義、

正確、善的事物，就要努力去實踐。要落實批判精神，則領導者應隨時接受新知，

時時反省，誠實地面對自己與他人，具有批判反省的勇氣；心中若存有「永續改進」

的想法，也比較容易產生誠實批判之作為。 

 

(五)促進專業共治的作為： 

 

專業主義包含了合格能力與崇高的專業道德理想兩個層面。高尚的倫理價值觀

與道德理想，可以讓一個人表現出忠誠、守信、奉獻的行為，主動去完成具有價值

性的任務；透過授權與信任，造就教師們自動、互助的專業精神與態度，促使他們

不斷自我要求、精進、成長、彼此融合、互相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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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規劃實踐願景的作為： 

 

願景(vision)或可解釋為遠見、理想或夢想，係指校長展現洞察力，具有前瞻

性的視野，能在心中規劃、預見學校未來的發展圖像，並能將這些遠見、期望和價

值信念，與教師們共同分享，逐步規畫並實現。 

 

我們可以歸納出道德領導所強調的一些重要概念（林俊傑，2007）： 

 

(一) 以倫理道德為基礎。 

(二) 領導者需具備道德權威。 

(三) 領導者本身須加強道德修養。 

(四) 尊重、關懷、真誠分享的領導方式。 

(五) 容許錯誤、接納多元的意見。 

(六) 重視道德規範之認知、認同與實踐。 

(七) 責任心與義務感的培養。 

(八) 公平正義與道德勇氣之展現。 

 

    道德領導的領導者，形成一種無瑕疵的道德者與人格者的形象，帶領組織成員

就呈組織所需提供的成就與服務而努力，因其公平正直而廉潔的形象，展現出的道

德魅力足以讓其他組織成員心服並成功引領追隨者。但與魅力領導相仿，道德領導

者並非具備高尚道德就已足夠，必須具備一定程度的組織目標所需專業能力以及決

策能力，才能讓道德領導穩固化，否則空有高尚道德，對於組織運作與目標達成卻

欠缺實踐力與指揮能力，則容易流為 Reddin(1970)所提及的傳教士型宣傳者的低

效能領導。 

 

四、 教導型領導 

 

    教導型組織的理論建立者Tichy是密西根大學商學院教授暨全球領導夥伴課程

﹙Global Leadership Partnership Program﹚主持人，專長於研究領導與組織轉

型相關議題，並實際從事與參與奇異、可口可樂、Ameritech 等大型企業轉型改革

工作。「教導型組織」主要概念來自於Tichy與Cohen合著之「領導引擎」(The 

Leadership Engine: How Winning CompaniesBuild Leaders at Every Level)一

書，其中新思想為：「成功企業與成功領導人之的關鍵能力在於造就更多的領導

人」，企業充滿領導等級的人才，方能因應變革與激烈的企業競爭。Tichy與

Cohen(1997)認為，二十一世紀的組織，必須由「學習型組織」走向「教導型組織」

（Teaching Organization），每位主管都能親自傳授、培養各階層的領導人，以激

發組織成員潛能，並增強組織競爭力並創造永續的成功。Tichy與Cohen復於1998

年於《Training  & Development》期刊發表<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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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度對教導型組織以專題與專文的方式呈現。2002年，Tichy 和 Cardwell (2002)

正式出版《教導型組織：奧林匹克級的雙螺旋領導》﹙The Cycle of Leadership : 

How Great Leaders Teach Their Companies to Win﹚一書，並以此書奠定教導型

領導的理論規模。 

 

教導型組織中每位成員同時是教師，也是學員，組織在日常活動中必須安排彼

此教導與學習的互動機會，而組織領導人須扮演校長的角色，負責設定方向、塑造

教導文化、並分享自身寶貴的意見與知識。Tichy 認為教導型組織必須建構「良性

教導循環」，塑造「教導式的組織氣氛」，領導人必須提出「可傳授的心經」，醞釀

出「雙向學習」，培養出「未來的領導人」，並能運用現代的「數位式資訊」傳達溝

通理念，最後要負起「世界公民」的責任，創造更和諧與更優質的社會。 

 

所謂「可傳授的心經」﹙Teachable Points of View，以下簡稱TPOV﹚乃指教

導者所提出的相關理念﹙idea﹚，而這些理念是可以在組織的各層次被創造﹙be 

created﹚、被實行﹙be practiced﹚、與被教導的﹙be taught﹚。Tichy 認為教導

型組織是個架構﹙infrastructure﹚，架構中能提出真實與務實﹙real-life﹚的案

例心得，而這些案例都是在公司中實際的例子。有效率的領導人會不斷的激勵他

人，有效率的TPOV主要之內容在於「該做什麼以及事件會如何進行﹙what is to be 

done and how it will work﹚？」領導者必須具體指出有價值的優先事項與目標，

並激勵部屬將這些理念付諸於行動。TPOV 必須提出「激勵方案」，由激勵到執行的

過程，最後的組合就是「膽勢」﹙Edge﹚，就是把所有的理念付出實施。可傳授的心

經主要包含四個層面﹙如圖2-9﹚： 

 

1.想法：領導人對於市場如何競爭與組織如何發展都有清晰想法，可以跟他人侃侃

而談。 

2.價值：成功領導人有深厚的價值觀，來支持他對企業的想法，更讓價值觀貫徹在

組織的目標與行為之中。 

3.激勵：成功的領導人熱愛挑戰，更主動用熱情與實際行動，為他人製造正面的情

緒能量。 

4.膽識：領導人須有面對現實以誠實和勇氣，做出困難決策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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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可傳授的心經」關係圖 

 

Note. Moral leadership( p.21 ). Sergiovanni T. J., 1992. San Francisco: 

Jossy-Bass. 

 

為了增加學習的效果，Tichy 也特別提醒，領導人要利用自己的真實故事，把

上述可傳授的心得具體化，來影響和激勵他人。透過領導人以身作則的激勵和影

響，配合建立外部導向的營運機制，組織的基因密碼就會悄悄改變，成為組織致勝

的DNA，而這致勝的DNA，就是透過教導型領導而形成的：「良性教導循環」。 

 

良性教導循環﹙Virtuous Teaching Cycle﹚係指組織中的每一個成員都能教

導別人，而本身也要樂於學習，所有教導相互產生有效的知識置換。在良性教導循

環過程中，教導者與學習者必須能夠相互吸引，而所謂的「相互吸引」即為理念與

意見的結合。如果組織的文化並不是教導型文化，成員彼此觀念無法相互結合，那

麼就無法形成良性的教導型組織。 

 

在教導型組織中，任何人皆為教導者亦為學習者，而「學習者」所須具備的先

備理念為：1.承諾發展自己學習的理念；2.具有學習與教導的自信心。「教導者」

須具之先備理念為：1.具備教導的理念；2.減少組織層級；3.承諾願意學；4.設計

交互學習的過程。其相互關係如圖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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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0 良性教導循環圖 

 

Note. Moral leadership( p.24 ). Sergiovanni T. J., 1992. San Francisco: 

Jossy-Bass. 

 

Tichy 提出良性教導型組織﹙Virtuous Teaching Cycle﹚的觀念，也附帶提

出惡性非教導循環﹙Vicious Non-Teaching Cycle﹚，企業或組織所以走向凋零與

衰敗，常導因於組織呈現「惡性非教導循環」的狀態。惡性非教導循環的特徵﹙如

表2-6﹚是由上而下的領導、命令和控制；防衛式溝通；被動和侵略行為；自信心

降低；TPOV(Teachable points of view)制式的由上而下；智能只假定在組織上層，

只有要用的時候才使用成員腦力；組織知識耗盡；情緒能量被組織耗盡；充滿界線

及勢力範圍導向；畏懼上司；同質思想。 

 

良性教導循環的特徵﹙如表2-6﹚為；在所有層級均有領導人；教導和交互作

用；開放式溝通；團隊合作；自信心成長；TPOV 在所有層級；集體知識在所有層

級；所有成員腦力被使用；組織知識成長；正向情緒能量的成長；無界線；相互尊

敬；與多樣化價值觀。良性教導循環與惡性非教導循環主要的差別在於；良性教導

組織中已經型塑出「教導的特殊文化」，TPOV 溝通、團隊、交互作用可以在組織中

各層級充分施展；惡性非教導循環仍然依照舊式的官僚體制傳統，以命令、濃厚上

位概念的方式進行指揮與管理，造成部屬畏懼上司，良性溝通缺乏，組織僵化而無

生氣。由圖2-11及表2-6 可以看出良性教導循環組織是隨螺旋逐漸擴大上升，而惡

性非教導循環組織是隨螺旋逐漸縮小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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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良性教導循環V.S.惡性非教導循環的比較表 

良性教導循環 惡性非教導循環 

在所有層級有領導人 由上而下的領導 

教導和交互作用 命令和控制 

開放式溝通 防衛式溝通 

團隊合作 被動和侵略行為 

自信心成長 自信心降低 

TPOV在所有層級 TPOV制式的由上而下 

集體知識在所有層級 智能只假定在組織上層 

所有成員腦力被使用 要用的時候才使用成員腦力 

組織知識成長 組織知識耗盡 

無界線 充滿界線與勢力範圍 

相互尊敬 畏懼上司 

多樣化價值觀 同質思想 

 

Note. Moral leadership( p.30 ). Sergiovanni T. J., 1992. San Francisco: 

Jossy-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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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良性教導循環V.S.惡性教導循環圖 

 

Note. Moral leadership( p.33 ). Sergiovanni T. J., 1992. San 

Francisco: 

Jossy-Bass. 

 

Tichy以教導型組織中之「超高速轉型」﹙Hypertransformation﹚

與「超高速成長」﹙Hypergrowth﹚的概念，分別解釋教導型組織理論在

傳統組織以及新經濟組織間的運用狀況。因應組織的變革與成長。「超

高速轉型」適用於具有悠久歷史的企業組織，用以解決制式的官僚體系

與固著的企業流程所造成的問題；「超高速成長」則適用於「新經濟」

成長，過度迅速膨脹與發展，因而面臨績效持續維持困難的企業，藉以

解決成長上的種種問題。對歷史悠久的企業而言，轉型最大的障礙是既

有的文化固著、根深蒂固的官僚體制傳統與效應，領導者需在極短的時

間內協助成千上萬名員工建立新的觀念，做為有效決策與適當行為的依

據，並進行建設性破壞，摧毀舊經營方式的組織制度，持續強化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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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相反地，「新經濟」企業往往是因發明科技而生，或憑藉科技創

業，因此科技能力遂成為組織中最大的影響力與決定力，也成為企業成

長本身的陷阱。Tichy 指出新經濟組織有以下特徵：1.個人動機迅速致

富；2.組織結構紊亂；3.領導風格呈現無政府狀態；4.團隊合作以工具

性為導向；5.不理會顧客態度。在「新經濟」企業體中，這些狀態比歷

史悠久的企業呈現老化的現象更嚴重。 

 

Tichy 提出「超高速轉型」、「超高速成長」意即不論新舊組織都必

須導入「教導型組織」﹙如圖2-12﹚，以教導型組織來修正「超高速轉型」、

「超高速成長」所呈現組織的困境與弊端。 

 

 

 

 

 

 

 

 

 

 

 

圖2-12「超高速轉型」、「超高速成長」導入教導型組織關係圖 

 

 

Tichy 認為組織最大的失敗就是缺乏培養領導人的遞補能力，意即

組織缺乏領導人養成的管道。教導型組織的目的是培養領導人，領導人

須具備聰明思考與行動且教導其他部屬之能力，進而教導其他人成為領

導人。此外，教導型組織開發未來領導人，不能僅靠正式的養成制度，

仍需透過實務與實際生活經驗的磨練，才能養成真正的領導人。 

 

Tichy 認為企業要破除弊病或是停滯不前的現象，不能寄望於「漸

進主義」式的改革。傳統慣性、官僚的體制，遇到改革便時便會自然展

現阻礙或抗拒變革的行為與現象，如此改革計畫斷無成功之可能。依照

教導型組織的理念，改革之前除了建構教導型組織與運用良性教導循環

之外，並且要實施所謂「加速變革計畫」﹙Chang Acceleration Program, 

CAP﹚，冀望整個改革計畫儘量在6 個月內完成。Tichy 在奇異公司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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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過程中提出「除舊佈新」計畫，公司下令每位奇異高階主管總，共150 

人，每年必需有24 天進行各項員工研習活動，研習時間必須超過一天，

過程中高階主管須聽取基層員工提出對公司作業方式的提案或建言，在

研習活動的最後一天，領導人必須回答75%的問題，並嘗試當場解決這

些問題，另外25%的問題須於三十天內提出解決或解答。 

 

二十一世紀是資訊世紀，Tichy認為教導型組織也將虛擬團隊之資

訊科技概念導入教導型組織之中。例如成立互動式「領導力網站」

﹙leadership.com﹚，這個網站創辦人兼執行長利曼德，他每晚睡覺前

總是將網站瀏覽一次，附帶回答部屬與員工問題。因此，運用「數位化」

的資訊科技系統，以資訊科技換取速度使得組織具有超強之競爭力，是

現代企業維持並擴增競爭力所不可或缺。此外，Tichy 也認為成功企業

領導人，不管身處任何階級，都應該是肯犧牲、肯奉獻及負責任的好公

民。因此，企業主管可安排公司成員對社區義務服務，除了觀察其是否

具有犧牲奉獻等領導特質行為，也可以在實際服務情境中為公司拔擢領

導人才。 

 

Tichy 和Cardwell(2002)《教導型組織：奧林匹克級的雙螺旋領導》

一書中，Tichy和Cardwell將教導型領導共分成十個實戰步驟，可協助

評估目前的領導表現及組織在各層級領導人的能力，使我們了解為了創

造教導型組織，領導人應該採取哪些具體行動，其中亦包含各步驟是否

達成之評估。此十個實戰步驟如下： 

 

實戰一：建立教導型組織﹙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 

實戰二：成功領導你的組織﹙The Hand You have Been Dealt﹚。 

實戰三：提出你的理念﹙Building Your Teachable Point of View﹚。 

實戰四：編寫故事﹙Pulling It All Together﹚。 

實戰五：提出團隊理念﹙Building a Team Timetable Point of View﹚。 

實戰六：打造領導人才養成管道﹙Architecting the Leadership 

Pipeline﹚。 

實 戰 七 ： 擴 大 教 導 型 組 織 的 規 模 ﹙ Scaling 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 

實戰八：把教導植入組織DNA﹙Building Teaching into the DNA﹚。 

實戰九：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 

實戰十：踏上征途﹙Start the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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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天祐(2009)就教導型組織的理念與特徵，提出學校邁向教導型教

育組織的四點看法： 

（一）設置學校行政領導人員培育機構  

  成功的企業界本身設有「領導學院」等類似機構，有計畫培育組織

中各層級 

領導人，以便為未來發展不斷衝刺。我國現行教育行政體系中，並無學

校行政領 

導人員專責培育機構，各教育學術研究機構中亦無專門培育學校行政人

員的單位 

，展望未來，學校的工作環境將日趨開放與彈性，學校行政人員絕不能

以「完成 

份內的工作」為滿足，而必須具備「完成需要完成的工作」之能力，這

種綜合能 

力的培養絕不是光靠當事人自學就夠了，「學校行政領導學院」、「學校

行政研 

究所」的設置，或透過產學合作方式，以專門培育學校行政領導人才，

是一個刻 

不容緩的課題。  

 

（二）各級高層行政領導人員實質講授領導課程  

  教導型組織由高層領導人親自授課，以培養其他領導人，透過高層

領導人親 

授的過程，組織得以創造出最務實的領導人才。我國現行各類學校行政

人員的教 

育訓練，大部分以外聘專家學者授課為主，高層行政領導人員多數以蜻

蜓點水式 

的「蒞臨指導」為主，重覆宣導政令，了無新意。殊不知，高層行政領

導人的經 

驗與智慧的結晶，正是學校行政領導人最需要的知識寶藏，也是激發其

突破、創 

新的重要原動力。因此，各層行政領導人員應實際講授學校行政人員培

育訓練課 

程，以培養智慧型的學校行政領導人才。  

（三）學校校長既是學習者也是教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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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型組織的領導人，定期向各層領導人員講授領導課程，因此，

必須自己 

不斷從經驗中擷取重要素材，作為授課的內容，同時也要善於將重要的

素材傳授 

給學員。因此，他不僅是一個經常性的經驗學習者，也是一個出色的教

學者。學 

校是一個組織，校長是學校領導人，各處室主任、組長以及所有教師，

甚至各班 

班長是各層級的領導人，校長的重要職責之一在於不斷學習、不斷自我

成長，並 

從專業的角度，去「教」主任、組長、教師如何做，而不是「叫」他們

如何做。  

（四）建立學校行領領導人員培育計畫  

  成功的企業領導人，本身有一套完整的領導培育計畫，源源不斷的

培養各層 

領導人，持續為企業衝刺。我國現行教育政策對於中小學師資有明確的

培育計畫 

，對於學校行政領導人員則無任何培育計畫，如果我們要不斷進行教育

革新的衝 

刺，必須擬具明確的學校行政領導人員培育計畫，建立中央到地方到學

校的一貫 

培育體系，創造隨時可用的學校行政領導人才。 

 

五、 服務型領導 

 

服務型領導是由Greenleaf 在閱讀Herman Hesse 於1932 年所著的

《東方之旅》後有所體悟而逐漸發展出來的領導理論。Greenleaf於1977 

年提出服務型領導領導的概念，其認為服務型領導者首先必須自願性的

扮演僕人的角色。在《東方之旅》一書的故事描述中，一群人正籌劃著

一次神祕的東方之旅，並招募了一位僕人Leo打點旅程上的大小事項。

有一天，當Leo 突然從隊伍中消失，大家陷入了空前的惶恐，並且發現

沒有Leo 為其處理大小事務，他們變得寸步難行、一事無成，Leo透過

服務型領導，在不知不覺中已成為旅行團隊中不可或缺且主宰成敗的關

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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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leaf（1977）強調一個組織領導理論若未達成其實際成效，

主因在於此理論在實踐時無法同時提升組織成員的人性高度。

Greenleaf認為，強調服務的領導者，其主要任務就是要認清組織的使

命就是要服務他人，以及提升組織本身服務他人的能力，並能夠以一位

僕人自居。服務型領導的哲學基礎始於領導者的意圖和自我認知，這兩

個前提假設使服務型領導的概念：「我服務而非我領導」有別於其他的

領導學說，也造就了服務型領導人的價值模式。換言之，服務型領導人

行為動機來自於他們的信仰、價值觀與原則，以及他們的謙卑及其精神

上的卓見。這些與生俱來的動機性因素，使得服務型領導人能夠從事自

我犧牲的行為。當然，這種種說法中與與一切行動核心最有直接關係的

便是各宗教所倡導的「愛」（林思伶，2004）。Greenleaf (1998) 認為，

欲成為服務型的領導者，必需先實踐僕人的作為，具備服務他人的強烈

意念，肯定組織中每位成員的價值、主動為組織成員解決問題，並盡可

能滿足成員需求；作出決策以及付諸實行之前，會廣納建言、主動詢問

成員的意見以作為重要參考依據。 

 

服務型領導者藉由關心和服務組織成員，與成員建立良好的互動關

係，並影響與改變每個組織成員也成為僕人、成為服務型的領導者，使

組織成員願意犠牲小我，為他人與組織謀福。Patterson（2003）認為

服務型領導是領導者受到個人內在的精神與信念的指引，主動為他人奉

獻，並將注意力聚焦在追隨者身上，認為追隨者才是領導者必須關心的

重點。Reinke（2004）把服務領導定義為：領導者在領導時能把他人和

組織的需求擺在第一位，兼具開放、願景及服侍等特質，並能夠在組織

中建立社群。Blanchard (1998) 也認為，服務型的領導者應從傳統上

的指揮者、控制者和監督者，轉變為鼓舞者、傾聽者和促進者的角色。

吳清山與林天祐（2004）則指出，服務型領導乃指一個人具有僕人風格

與心理特質的領導者，能夠服侍、扶持、激勵與授權他人，而不將自己

視為高高在上，處處需要他人服侍的權威者。 

 

Greenleaf (1977) 指出服務型領導者具有以下六種特質： 

 

（一）傾聽 

抛開個人的成見去傾聽他人的需求、發揮同理心並瞭解每個人，

在問題發生時，給予機會讓員工訴說事情發生的原委與所遭遇的

困難，而非利用權力壓迫、獨斷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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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說服 

說服是用和緩的方式來使人信服，藉由適當的誘導與溝通來達到

目的，而非以強制的方式下達命令。 

（三）避免非必要服務的藝術 

每個領導者所能運用的時間都是有限的；因此，在問題的處理上

應依照事情的輕重緩急去解決，有系統的去避免一些不必要的瑣

事，以專注於提升個人的服務能力或去幫助一些真正需要幫助的

人。 

（四）接納與同理 

服務型領導者在面對問題時不會因個人的成見而影響最後的決

策。服務型領導強調無條件地接納與體諒他人，領導者不應去排

斥表現欠佳或是處事不夠圓熟的組織成員，而應該同理其心情與

心態，協助其度過難關並自我成長。 

（五）自我認識 

服務型領導者對自己的價值觀與信念能夠清楚掌握，並具有高度

的自我整合能力，知道自己的步調，並能夠隨時保持心靈平靜，

以提升對週遭環境與組織成員需求的敏感度。 

（六）助人 

服務型的領導者具有服務他人的意願與能力，願意與每一位成員

保持良好的互動關係，並幫助他們不斷地進行學習與自我成長；

受到服務型領導者關懷與幫助的員工，也將會開始展現犠牲與服

務的精神，漸漸地也成為一位服務型領導者。 

 

Spears (1998) 亦指出服務型領導者應具有以下十大特徵： 

 

（一） 傾聽：服務型領導努力尋求團隊的願景，並協助這些願景清晰

化。傾聽是聆聽每個組織成員內在的聲音，探尋組織成員個人

身、心、靈的流露。傾聽與反思是服務型領導所不可或缺的。 

（二） 感同身受：服務型領導力求理解他人並且體會其心意。每個人都

需要別人接納自己並且認知自己心靈的獨特性，而領導者對於部

屬，正具有這樣的責任。 

（三） 療傷：學會療傷是使整個群體和諧與協調的重要能力。服務型領

導者必須擅長為自己以及他人進行心靈的療癒。服務型的領導者

需要幫助周圍的人成為身、心、靈皆健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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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省察：省察可以使服務型領導者澄清心智與信念、避免錯誤，並

能從一個全觀的角度來看待問題和形勢，並幫助他人釐清有關道

德和價值觀等問題。 

（五） 說服：服務型領導者努力讓他人對自己心悅誠服，而不是脅迫他

人遵從自我的權威。 

（六） 抽象化：服務型領導者應努力培養自己「懷抱高遠夢想」的能力，

能夠從抽象化的角度來透視問題，其思考必須超越日常的現實生

活和短期目標，進行高階的思考。 

（七） 先見：先見力是服務型領導者與生俱來的特質，能夠讓他汲取過

去的經驗教訓，掌握當前現實，洞悉決策可能帶來的未來結果。 

（八） 管家：企業的領導者扮演著重要角色是透過管理企業促進更大的

社會利益。服務型領導者需要像管家一般，把服務他人的需要作

為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承諾。 

（九） 致力於員工成長：服務型領導者應該積極幫助組織中每位成員成

長，不僅是成員的專業成長，還包括其個人成長與心靈成長。 

（十） 建設社區：服務型領導者對組織所在社區的良性發展具有高度的

熱情，並樂於為社區奉獻，帶領社區從事改造與提升。 

Covey(2002b)進而衍生出服務型領導幾個與傳統領導觀迥然相異

的特徵如下： 

 

（一） 以說服代替強制：要實踐服務型領導，領導必須透過「說服的能

力」，而非透過職權上的權威來形成獨斷的決策。 

（二） 以遠見代替控制，激發成員對願景的追求：服務型領導者具有預

見未來的能力，可預見事件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其應具備優異

的抽象思考能力。 

（三） 以傾聽代替引導：服務型的領導者以傾聽部屬的聲音來瞭解部屬

內心的深刻感受與意志，藉此進行心靈上的溝通。 

（四） 以接受和治療代替判斷：服務型領導者應是位「具有同理心的傾

聽者」，並透過傾聽與溝通進一步治療部屬的心靈需求或缺憾。 

（五） 以系統性的忽略取代完美主義：服務型領導者不苛求部屬的表

現，他以最高道德標準要求自己，再以此等風範試圖影響部屬工

作表現。 

（六） 對成員的進步成長做出具體的承諾：服務型領導者藉由轉型領

導，透過彼此的轉化與改變，使領導者與被領導者的能力都發展

至更好的境界，以便對服務對象提供更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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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為更大願景而服務：服務型領導者總是能滋養自己為更偉大的夢

想而努力，他從長遠的眼光與廣闊的視野來瞭解問題，而非以例

行公事的直覺與僵化反應來思考並處理問題，這種深度而靈活的

思考方式即為完形思考。 

（八） 服務型領導是倒三角形的領導：服務型領導與傳統的正三角形領

導模式相反，它是一種倒三角形的領導模式，領導人在下層，基

層員工在上層，而顧客更居其上。領導人發掘組織成員的需求，

為組織成員排除工作上的困難，使成員無後顧之憂地全力服務顧

客，進而精進服務品質。 

 

Covey(2002b)在其論文中指出服務型領導者在組織中所扮演的四

種角色，這四種角色包括：(一)楷模/榜樣；(二)先導者 ；(三)調整/

調正；(四)彰權益能，並強調在這四個角色中以楷模/榜樣最為核心且

重要。提供楷模/榜樣的角色是指以持有正直、努力、人文及服務領導

的精神而提供貢獻有關。Batten (1998) 更指出實際運用服務型領導時

的二十種作法，包括運用思想、激發熱情、不因少數人而受挫、強化優

點、高期望、目標導向、重要性、團隊綜效、豐富別人的生活、正直、

強調結果、定義人生觀、定義預期結果、心智年齡、管理變革、補償與

績效的關聯、了解人們、尊重、善意、與堅定。 

 

 

    服務型領導因其宗教比喻以及「僕人」二字而容易為粗淺認知的人

所誤解為：「所謂服務型領導（僕人領導），就是領導者如同僕人一般去

滿足部屬所有的需求。」盡力服侍對方對方就會因為感激涕零而為自己

或組織盡力，這是一種誤解。耶穌幫門徒洗腳這個故事的重點，在於他

要門徒們，「也要能夠為他人洗腳」，而不是耶穌如何迂尊絳貴服務門徒

的感人事蹟。當服務型的領導人體認自己本該為他人服務，而也能讓部

屬理解他們自己也有同樣的義務，那麼他們的服務行為，應該是等價

的。因此，服務型領導真正的核心在於領導則和透過楷模、先導、調整、

彰權益能等角色教導部屬服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服務一如教導型組織

的教導二字，是互相的，是廣泛的。 

 

六、 柔性領導 

 

隨著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過往主要以剛性控制和強制命令為手段

的領導方式已漸入疲態。當領導的對象已經從藍領工人變成了知識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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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這種客觀形勢的變化帶來了領導方式改變的需求，於是與剛性領導

相對的柔性領導模式便應運而生。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管理學界對

於知識經濟時代的領導—柔性領導－的研究不斷深入。許多領導學研究

者針對知識經濟時代的柔性領導問題提出了不同的觀點和見解，其中尤

以《柔性領導》( Flexible Leader ship) 一書的作者Yukl的觀點最具

代表性。Yukl 與 Lepsinger (2004: 4) 指出:「柔性領導者需要在相

互競爭的各種需求中尋求平衡，在縱橫交錯的管理層和子系統之間尋求

協調和一致；因此，柔性領導行為的關鍵是對持續變化的環境做出反

應。」 由此可見柔性領導的特性如下：柔性領導是一種互動作用;柔性

領導具有引導宣傳作用;柔性領導須具備說服力;柔性領導並不是目

的，而是解決問題、實現目標的工具或手段。 

 

柔性領導中所謂的領導，乃歸本於領導的初始定義，也就是「影響

力」本身。柔性領導通過其領導行為不斷擴大非權力影響力的控制範

圍，再通過提升影響力來實現組織目標並提升柔性領導行為的有效性，

最終實現和提升組織價值。現代組織中的領導越來越強調願景與合作，

這意味著組織領導者傾向使用非強制權力式的影響力，尤其是知識經濟

產業，其成果與組織效能不若傳統產業容易客觀評估，因此當領導者對

部屬進行要求時，部屬的「樂意」、「自動自發」與「自我要求」才是提

升組織競爭力的保障。Yukl等人重新詮釋了領導的影響力，指出領導是

影響他人理解和認同該做什麼與該怎麼做的過程，以及推動個人和集體

努力實現目標的過程。領導的影響力是領導者有意無意改變客體(人、

物、過程、策略) 的結果表現。因此，嚴格說來，柔性領導的影響力是

一種個人權力(personal power) 而非職權(position power) 。時至今

日，魅力領導理論和變革型領導理論都要求領導者運用個人魅力、而不

是依靠職權去影響他人（許一，2007）。 

 

 

影響力本身是無形的與潛移默化的，但它會隨領導者控制部屬思想

和行為的程度而發生變化，部屬的能力和思想行為也會因這種控制而發

生變化。擁有影響力就意味著可以對一定的人力、物力和財力等實施支

配和控制。從本質上看,影響力是一種選擇權(choice power)，領導影

響力波及的範圍越廣、影響程度越深，領導選擇權的靈活性就越大。影

響力的擴大能夠增加領導的資源控制幅度，使領導在組織中擁有比過去

更多的選擇權，這反過來又能增強領導的影響力、擴大領導的控制範

圍。而領導者要想具備影響力,必須滿足以下條件：領導者必須證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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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已經取得了一定的成績；領導者的行為與其影響之間必須有顯而易見

的相關關係；領導者採取的行動應該能夠真正改變組織成員的行為、並

能確保成果（Yukl & Lepsinger, 2004；許一，2007）。 

 

柔性領導的非權力影響力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 方向確立：

領導者具有實現目標的遠見與策略；(二) 凝聚組織成員：根據組織目

標，通過溝通來調整組織成員的行為以確保成員間的合作；(三) 激勵

與鼓舞：基於員工的人性需求、價值觀念與情感對員工進行激勵（許一，

2007）。而柔性領導的核心重點，主要在於：（一）促進組織的變革與適

應力；（二）人力資源與人際關係的管理與維持；（三）在多元挑戰與多

重選擇機會中為組織尋找正確的平衡決策(Yukl & Lepsinger, 2004)。

而為了增進組織適應力，Yukl 與 Lepsinger ( 2004)認為可以就以下

步驟與要點著手： 

 

（一）對環境的掌握與監控 

（二）作出變革策略與計畫 

（三）建立變革願景 

（四）為變革提供支持 

（五）履行變革計畫 

（六）鼓勵有助變革的思考 

（七）組織學習 

 

此外，在人力資源與人際關係的管理與維持方面，Yukl 與 

Lepsinger ( 2004) 認為在增進人力資源的使用上，柔性領導的領導者

應該做到認同部屬、給予支持、發展能力、提供諮詢、彰權益能以及建

構團隊等等。同時為求組織人力資源素質的提升，必須為組織成員建構

如下計畫與管理系統，包括： 

 

（一）人力資源計畫系統 

（二）組織成員成長計畫 

（三）彰權益能計畫 

（四）認證、授獎以及福利計畫 

（五）工作生活品質提升計畫 

（六）願景聚焦與團隊建構計畫 

 

又談到「促進組織的變革與適應力」這個要點，在快速變化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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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領導者若想要提高組織適應能力以加強領導的有效性,就必須相應

提升領導柔性。領導者的柔性分為三類：認知柔性、情感柔性和處事柔

性。認知柔性是指運用多樣化的思維策略和智力結構的能力、情感柔性

是指運用多樣化手段適應他人的能力、處事柔性(或基於個性的柔性) 

是指保持樂觀和與時俱進的能力。這三個柔性維度主要從溝通的角度指

出了柔性領導的行為特徵，我們可以稱之為「柔性溝通」。透過柔性溝

通，領導者可以為組織塑造共同的「組織集體心智模式」（許一，2007）。 

 

此外，就溝通網絡分析而論，柔性領導者還有一個獨到的特色：柔

性領導者是組織的代表，具有更多代表組織向外界接觸的機會，柔性領

導是組織成員與組織外交流的重要橋樑；因此，與其他組織成員相比柔

性領導有機會佔有更多的結構網（許一，2008），也就是說，相較於組

織中的其他成員，領導者具有絕對優勢的文化（人際）資本，也就是因

為有如此強大的「人脈」，使得部屬甘於接受領導者的帶領。 

 

最後，Yukl 與 Lepsinger ( 2004) 提出了有效能領導的守則作為

柔性領導的核心準據： 

 

（一）核心價值系統的構築與承諾 

（二）在各層級建構有效能的領導 

（三）為各層級的所有組織成員增能便促使其變革 

（四）永遠暢通溝通管道 

（五）為組織目標建構回饋與獎勵系統 

（六）透過自為楷模鼓勵成員效法並接受領導 

 

柔性空間在客觀上界定了柔性領導的行為「邊界」,也就是柔性領

導行為有效性或效能的邊界。柔性領導效能受領導者自身能力、利益相

關者行為特徵和組織環境所構成的領導柔性空間的制約。過度的領導柔

性有可能使組織偏離正確的發展方向和基本原則，從而導致組織核心競

爭力的喪失甚至導致組織瓦解。柔性領導行為並不是無限制的,保持組

織運行的相對穩定性是柔性領導行為變化速度和幅度的內在界限(Yukl 

& Lepsinger, 2004)。根據柔性空間的特點,我們可以從多樣化程度、

變化的速度和幅度以及穩定性四個方面對柔性領導行為進行分析。其

中，多樣化程度是指領導者在一定的柔性空間內進行決策時可選擇的備

選方案的種類和數量；變化的速度是指領導者通過領導行為帶領組織從

一種狀態轉入另一種狀態所花的時間；變化的幅度是指領導者所承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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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劇烈程度;穩定性是指領導者在快速應變的過程中保持組織行為不

偏離組織目標並使組織文化和核心能力保持穩定（許一，2007）。柔性

領導行為的柔性並不是無限度的,柔性領導行為須在柔性空間中展開。 

 

柔性領導的領導力核心來源在於影響力而非強制力，而且常是隱性

影響力，它改變被領導者，而非壓迫被領導者服從，這其實類似近年頗

受重視的『柔性權力』概念。其中強調的人際互動維持，頗似中國的人

際觀與人情觀，也頗符合社會學學說中『社會資本』的概念。由於傳統

領導方式容易壓抑個人創造力，又由於優秀成員間挖角跳槽的情形頻

繁，因此彈性領導強調以人際關係『拴』住對方，並影響對方認真投身

於工作，信任與忠誠因此成為被強調的重要面向，領導者如果想要留住

優秀人才，由於經濟資本不足（大公司往往可以提供更高的薪水進行挖

角），便可以用自己豐沛的社會資本（人脈、人情等等）留住對方。彈

性領導強調內在報酬、心理性的酬賞、互惠、交換、相互節制以及信任，

雖屬於轉型領導的範疇，但柔性領導把人情與社會資本觀念納入後，人

情與關係都可算是「交易」的籌碼，事實上反而調和了轉型與互易領導

的概念與價值衝突。 
 

七、教學領導 

 

（一）教學領導的定義 

 

    校長領導理論多來自於商管理論，僅有少數理論是初始即為學校場

域所設計，教學領導即為一例。校長教學領導的概念最早起源於美國的

有效能教學運動，而有效能教學運動則緣起於於美國 Coleman 報告書，

此報告書指出美國國民平均教育素質低落且情況極為嚴重，促使聯邦政

府不得不為了提升國民基本能力，積極致力於學校課程以及學校教育，

大刀闊斧的改革（林家蓉，2005）。Coleman（1968）在指出，有效能學

校普遍具有如下特色：（一）校長能夠擬定學校明確的發展目標；（二）

校長能夠主動積極參與課程與教學的相關活動；（三）校長對於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具有高度期望；（四）校長能展現高度的行政與教學領導

知能，明白揭示對於校長「教學領導」之職務功能的期待，因此校長角

色逐漸由行政管理擴展至教學領導者的角色。而美國的教育改革特重學

校效能之提升，希望學校教育能回到其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表現的本務，

因此教與學這兩個元素成為美國教改的核心焦點，而強調提升教師教學

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果的校長教學領導概念逐漸萌生齊備。李安明(1999)

分析 1984～1999 年期間各種教學領導的定義後，認為教學領導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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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效能取向」的，其主要目的在於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進而改

善學生的學習表現，可見教學領導正符合當時教改所需，故頗受重視。 

 

台灣在民國 85 年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其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總

諮議報告書>>中明確指出，校長為學校的首席教師兼行政主管，應重視

教學領導，自此校長教學領導的概念正式在國內法令中具體化被提出

（林家蓉，2005）。 

 

    關於教學領導的定義，可分為廣狹二者。早期的教學領導定義偏向

校長教學視導部分，但隨著對於校長角色認知改變以及校長領導行為影

響層面及影響力的重視，教學領導逐漸從教學視導的概念擴及其他學校

教育面向。Reitzug（1997）即指出，校長教學領導不應侷限於教學視

導，應該還包括同儕教練、專業讀書團體、行動研究方案、以及其他正

式或非正式的專業發展活動，以朝向更授權、更合作、更問題導向的教

學與專業發展。林俊杰（2006）亦指出廣義的教學領導不侷限於教室的

教學層面，而應以校長角色為出發點，涵蓋校長所有行政作為，界定在

校內所有與教學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事宜上，包含所有能提升教師教學成

效與學生學習成果的相關活動與作法。林俊杰（2006）則認為，舉凡教

學品質之監督與促進、課程安排、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學習、環境安排、

塑造合作的學校文化以及支持教學與學習的各項措施等皆屬於校長教

學領導的範疇。而李安明（1997）則以開放式的範圍定義，將校長教學

領導定義為：「學校校長經由發展學校任務與目標、確保教育品質、增

進師生學習氣氛、發展及支持學校與社區之間關係的工作環境等領導作

為，直接主導、影響、參與、示範或授權他人從事與學校教學相關之各

項改進措施，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之歷程。」 

 

（二）教學領導行為層面 

 

    在校長教學領導所包含的行為層面方面，Murphy(1990)認為可分為

如下以下四個層面：（一）發展使命與目標；（二）管理教育生產之功能；

（三）提升學校學習風氣；（四）培養支持性的工作環境。在發展使命

與目標部分，我們可以看見目標管理與願景形塑的概念，管理教育生產

功能則可明顯看出其重視績效管理的特性。培養支持性的工作環境以及

提升學習風氣，一為強化教師教學效能，一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果，則可

看出教學領導的兩個核心概念：「教」與「學」。 

 

吳明珠（2005）則將校長教學領導分為六大層面： 

 



 94 

1. 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校長能與教師充分溝通，帶領教師發展並達

成學校任務和目標。 

2. 確保課程品質：校長能重視課程研發，成立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與

學習領域小組，並積極帶領學校成員發展本位課程。 

3. 確保教學品質：校長能減少與教學無關的活動對於教師的干擾，鼓

勵教師進行教學研究，並全力協助教師改進教學，以確保教學品質。 

4.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校長能提供並鼓勵教師參與多元的進修活動，

重視教師對於進修的需求，作為規劃學校本位進修活動的參考。 

5. 增進學生學習氣氛：透過各項獎勵措施或是學習環境的營造，來增

進學生的學習氣氛，進而加強其學習動機，提高學習成就。 

6. 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校長能支持教師個性創新的教學作為，鼓勵

教師進行課程與教學研發，合理分配及運用教學資源，並積極爭取

家長與社區的支援，提供更充足的教學設備，以利各項教學活動的

進行。 

 

 

（三）教學領導校長角色與行為 

 

    在校長教學領導的領導風格與定義之下，校長於學校中的角色定位

也與以往有所不同，校長所扮演的角色更多重，但也更聚焦於對教與學

的促進角色。也就是說，傳統上校長只要能成功領導學校行政團對順暢

運作，間接可扶助或支援教學即可，但在教學領導中，校長將成為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的直接助力，校長的一切行為不是為了成功領導行政團

隊，而是成功確保與提升學校效能，校長所扮演的色將較以往與學生與

教師更加緊密。Smith 與 Andrews(1989)認為校長在教學領導中扮演的

角色如下： 

 

1. 校長作為資源提供者（resource provider）：校長能提供、運用與

分配學校及社區資源，以達成學校發展目標。 

2. 校長作為教學資源（instructional resource）：指校長對改善教

學品質能夠主動、積極的投注心力，以提升教師教學效果與學生的

學習成果。 

3. 校長作為溝通者（communication）：校長能運用各種方式與管道，

使學校師生與社區人士瞭解學校各項活動與措施。 

4. 校長作為可見的存在（visible presence）校長能經常出現在校園

或是教室中，隨時與教師或是學生交談。 

 

魯先華（1994）則認為校長在教學領導中，應該扮演六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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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遠見的計畫行動者 

2. 環境氣氛的營造者 

3. 溝通激勵者 

4. 作決定者 

5. 資源取得者 

6. 監督者。 

 

邱惜玄（2001）在其研究中則進一步將校長於教學領導中之角色擴

張至八個角色： 

 

1. 宏觀規劃決策者 

2. 彙整資源提供者 

3. 課程教學評鑑者 

4. 溝通協調激勵者 

5. 疑難問題解決者 

6. 團對學習建構者 

7. 環境氣氛營造者 

8. 終身學習實踐者。 

 

    在校長教學領導的實際作為上，林明地（2000）透過實地觀察，指

出其研究對象校長教學領導的具體作為包括： 

 

1. 巡視教室與校園 

2. 協助教師在職進修與專業成長 

3. 表達較高期望，提升師生表現的標準 

4. 瞭解學生學習情形 

5. 實踐行政支持教學的理念，建立良好的教學環境 

6. 塑造英雄，建立楷模 

 

Blasé 與 Blasé（1998）在探討有效影響教師教室教學的校長教學

領導特質與行為的研究中，曾提及許多校長教學領導的作為，包括提出

建議、給予回饋、示範、探索詢問、誘導教師發表意見、在態度上強調

教與學、支持教師彼此合作、發展彼此的教導關係、採才用行動研究以

解決問題、提供資源、觀察教師教學、對話、鼓勵讚美、提供進修機會

等。 

 

（四）教學領導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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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領導在我國學校行政的概念範圍中定位與執行效能較為模

糊，主要的原因有三。首先，部分學者認為透過行政的力量來引導教師

教學，似乎有戕害教師的專業自主權之虞。其次，傳統的學校行政專注

於教務、訓導、總務、輔導等行政工作間的協調與溝通，對於教師教學

行為的溝通較為缺乏。第三，學校行政在教學的功能上，因考試領導教

學的影響，既有的進度決定教學內容與資源以及人力分配，老師根據進

度教完便代表責任的結束（黃乃熒，1996）。台灣近年教育改革高唱教

師教學專業自主以及教師治校，在校長教學領導推行上的確造成了不小

的阻力，但是校長對於教學領導的體會與施行的正確性，也是不可忽視

的重點。校長推行教學領導時，雖然被稱作「首席教師」（head teacher），

但是若自視為教學之王，無論科目時機都強勢介入各科教師教學，不但

易造成教師反彈，而且可能使學校面臨「外行領導內行」的耳語與糾紛。

「校長教教師如何教學」不僅是對於教學領導的誤解，並且將教學領導

的意義窄化至教學視導的概念。Bolman 與 Deal（1991）研究發現，校

長監督教師教學的行為常造成兩極化的反應，好校長的校園巡視作為被

教師認為具有下列目的：激勵老師、督導教學、顯示可接近性、提供支

持、瞭解學校進行中的事務、傳達訊息、表示關懷、以及提高教師士氣。

而教師認為失敗的校長校園巡視常會形成干預或介入教師教學，而教師

認為校長之目的在於證明校長的權力以及監督教師教學等等。可見校長

對於教師教學之監督與促進，其方法使用的巧妙與正確，足以左右結果

的成敗，若方法不當，極可能未蒙其利，先受其害。 

 

    真正的教學領導，不但校長本身需不間斷的增加自身的教學知能，

支持鼓勵教師進修，提供進修管道，營造意見交換與相互學習的機會，

這些作法可能比直接干預教師教學來的重要；此外，一個學校教學領導

能夠成功，尚有一個極其重要與根本的信念基礎，那就是：「相信學生

能學（believe that students can learn）」。相信學生能學是教學領

導一切概念與可能性的開端。黃乃熒（1996）探討教學領導時指出，教

育真正的危機在於學校人員不相信學生能學，從「相信學生能學」的前

提積極規劃教學領導以及教學行為之改善，是提升學生學習成就的必要

途徑。 

 

    相信學生能學是教學領導一切可能性的開始，一個學校要推行或形

塑教學領導氛圍與作法時，所遇見的最大阻力往往是教師認為學生不可

救，而學生也認為自己不可學，行政人員朝九晚五只為維持學校基本運

作能力，學校氣氛冷漠而充滿低自信與放棄的氛圍。唯有讓教師相信學

生能學，教師才會致力於精進教學方法以提振學生學習成就，否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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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以學生素質差作為藉口，則學校進步的動能自然難以累積。因此，

校長進行教學領導時，以讓教師及學校組織成員改變錯誤認知與偏見，

揚棄低自我要求的藉口與遁詞，以其領導魅力、溝通技巧、軟硬體氣氛

營造，相信學生能學，而後學校教學領導的推展，將會漸入佳境並且進

步的速度也會越來越快。 

 

八、學習型組織 

 

Peter Senge（1990）於 1990 年提出學習型組織理論概念，認為

因應全球化以及激烈競爭的世界市場，傳統組織以面臨適應上的困難，

組織必須積極變革以尋求出路，而面對瞬息萬變的境外世界，唯有讓組

織保持開放、學習與自我充實的習慣與氛圍，組織才能在不斷持續的進

步中屹立不搖。在學習型組織中，組織成員不斷突破自己能力的上限，

創造其嚮往的結果，培養全新、前瞻而開闊的思考方式，全力實現共同

的願景，並且不斷一起學習如何共同學習。Senge 認為，學習型組織係

指組織中的個人，能持續的擴展其創造真正所欲達到結果的能力，並在

其中培育出新的且具延展性的思考型態，且可自由培塑出集體性的志

向，並透過持續的方式一同學習到如何去學習。 

 

學習型組織的核心概念在於學習，Watkins 與 Marsick（1993）

以提綱挈領的方式，將學習型組織界定為：「一個組織在其結構裡，具

有持續學習的過程，能強化組織改變或變革的能力。」而 Garvin（1993）

則將學習型組織定義為：「學習型組織係指一個組織精於知識的創造、

獲得和轉換，並且能夠改變組織的行為，以反應新的知識與洞察。」而

其中學習的作用在於產生新的理念，而洞察、創造、刺激與溝通是促進

組織改革的主要動力。 

 

（一）學習型組織的特徵 

 

學習型組織為一以學習為中心的組織，而其組織特徵與特色，

Watkins 與 Marsick（1993）認為可歸納為七個 C 字母開頭的概念（7Cs）：

1.持續不斷（continuous）的學習：以持續學習保證進步的繼續性；2.

親密合作（collaborative）的關係：成員能有效的相互支持；3.彼此

聯繫（connected）的網路：成員間保持便利緊密的互動關係；4.集體

共享（collective）的觀念：不藏私，藉由分享與相互學習發揮更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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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實力；5.創新發展（creative）的精神：不守舊，不固著，持續

性的改良與發展；6.系統存取（captured and codified）的方法：善

用科技能力與方法改善學習效率與組織效能；7.建立能力（capacity 

building）的目的：形成組織與成員持續學習的能力。 

 

吳清山（1997）則認為學習型組織的特徵，可歸納包括以下五項：

1.持續的學習：重視組織中個人、團隊和組織三層面不斷的學習，以建

構新的組織，增加對外在挑戰和應變的能力；2.系統的思考：組織是一

系列問題的組合體，因此必須用系統的思考和整體觀，才能有助於問題

解決；3.開放的文化：組織成員彼此接納，坦誠相見，相互信任，故組

織文化不是封閉的，它是開放的，在此文化裡有利於成員相互學習；4.

工作的激勵：提供成員工作的回饋，具有優良表現者，給予獎勵和認可，

以激發成員潛能，促進組織革新；5.不斷的嘗試：能夠承擔風險，勇於

嘗試，吸取經驗，改進缺失，激勵組織以新的方式處理事務，使組織具

有更大的適應力和創新力。 

 

林騰雲（2002）從文化、結構、策略、心態、方法、應用的觀點，

歸納出學習型組織之特徵： 

 

1. 在文化上：學習型組織強調一種持續學習的組織文化，成員皆抱持

終身學習的態度，不斷追求自我的成長，並致力於提昇組織的學習

能力。 

2. 在結構上：學習型組織是會持續轉型、不斷地進行變革的組織模

式，強調要具有能因應變遷的組織型態與結構，如跨部門、跨功能

的組織。 

3. 在策略上：學習型組織以系統思考為核心，重視系統性的思考，能

夠有效的掌握變化，解決問題。 

4. 在心態上：學習型組織重視創新發展，能夠不斷追求新知，以因應

變革；不會恐懼防衛，願不斷的嘗試，能從錯誤中學習，鼓勵分享

個人或團體的資訊，並將每次的工作經驗都視為學習有用事物的機

會。  

5. 在方法上：學習型組織支持個人、團隊、組織、及行動的學習，重

視團隊學習與團隊工作的方式，強調學習過程的開放與方法的快速

有效，並致力於實驗性、相關性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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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應用上：學習型組織能快速轉化資料成為有用的知識，具備承擔

風險的勇氣，但又不會危害整體組織的安全；不單是為了適應環

境，更是要創造未來。 

 

（二）學習型組織的變化過程 

 

學習型組織的形成，並非一蹴可幾。一般說來，組織多限於傳統

式的思維而不自知，而要形成學習型組織，需要進行組織的變革。黃荻

昌（2006）認為，傳統的組織屬於「告訴型組織文化」，強調控制、命

令、相互競爭、追求短期數量結果、被動反應、各職能單位孤立運作。

而「學習型組織文化」植基於不斷省思我們心靈深處的真正願望，強調

尊重個人願景，並建立共同願景；藉由開放式的相互學習與對外學習而

達成， 與告訴型組織文化有著明顯的差異，形成學習型組織的過程，

正是需要讓組織從「告訴型組織文化」中蛻變出來。 

 

黃荻昌（2006）認為學習型組織的演化過程，即學習型組織的創

新過程如下： 

 

1. 團體中如隱形牆一般的習慣性防衛，使團體成員無法共同思考，故

首重解除成員的自我防禦。 

2. 透過建立安全、尊重、開放的環境與能力等學習型文化環境，改善

每人之間的防禦心。唯此階段雖然環境安全尊重與開放，但又太安

逸，故需再引進全球之視野及加強員工技能，建立知識社群科技基

礎，使組織成員得以進行自我超越的學習。 

3. 組織成員養成學習習慣，能力增加後，若缺乏策略與共同願景，則

造成其能量的佚散與浪費。故需導入共同願景與確認價值使命與作

業策略，使每人知所配合，力量集中。 

4. 願景、學習與能力的組合，亦即整體搭配的團隊：則形成健康成熟

的學習型組織。 

 

黃荻昌（2006）並提及組成學習型組織，領導者需具備的七種能

力： 

 

1. 終止與擱置（Suspending）：暫時忘卻我執，擱置自我的主觀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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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開放的傾聽對方的感受，並相互感知。 

2. 用以整體為重的意念來轉向（Redirection）：自己的意向也許和整

體的態度與對方的意向不同，因此有可能調整，故需轉念並和對方

共同轉念，才能集體深層轉向。 

3. 放下（Letting Go）：放棄對於錯誤概念或是習慣的堅持。 

4. 讓來（Letting Come）：讓更大的整體來。 

5. 願景（Crystallizing）：右腦與左腦融合的願景，是內心能量的願

景，要真正的願景。不是只是領導者的願景，領導應學習共創願景，

並呵護大家的願景出現並凝聚。 

6. 原型化（Prototyping）：具有提出構想的能力。 

7. 實境化（Institutionalizing）：具有逐漸實現願景的能力。 

 

具有七個能力之後，組織學習就是由七個步驟去體驗、去轉化、去

行動與去創新：1.注意（Pay Attention On）；2.後設認知（Seeing our 

seeing）；3.用整體觀來看我們的世界（Seeing from the whole）；4.

澄現未來（Presencing）：由自我深層的省思預見希見的未來（Foresee 

Outcome from Self Orientation）；5.將即將生成的浮現的希望與信心

願景化(Envisioning what seeks to emerge) ；6.與整體對話並啟動

行動，以觸動活絡的生命環境(Enacting living microcosms) ；7.逐

步具體化所想創造的世界（Embodying the New）（黃荻昌，2006）。 

 

在學校場域中，校長如何塑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陳木金（2001）

認為必須要從硬體部分，包括學校環境、學校庭園、學校行政建築、普

通教室、專科教室、輔助教學室、運動遊戲場、附屬建築等方面進行整

體改造，這是硬體的環境氣氛部分，並搭配軟體與氣氛的營造，活動規

劃，才能讓學校朝著學習型組織的目標邁進。 

 

（三）學習型組織在學校場域所發揮的功能 

 

林騰雲（2002）深度訪談十二位臺北縣市國民小學校長、主任、

組長和教師等教育人員，綜合受訪者的意見，獲致學習型組織理論在國

民小學行政應用可發揮「廣效性」的功能，包括： 

 

1. 促動轉型的功能：雖然社會大環境在急遽轉變，然而公立學校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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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上，較缺乏生涯發展的機制；因此，透過學習型組織的變革與運

用，可以改變傳統科層體制的運作模式，對校內同仁有新的專業實

踐要求。 

2. 強化行政的功能：行政包含計劃、組織、溝通、領導與考核五個重

要歷程，而學習型組織在啟動循環學習之輪後，會產生新的技巧與

能力、新的認知與感覺、新的態度與信念，而影響整個行政運作之

歷程。因此把學習型組織運用在學校行政上，可以強化行政的功能。 

3. 活化組織的功能：組織架構是一種具體的、外在的模式，但是必須

是有彈性的、能創新的機制。學習型組織在透過深層學習後，它是

員工的資源與支援，能迅速掌握社會環境的脈動，達到活化組織的

功能。因此，把學習型組織運用在學校行政上，可發揮活化組織的

功能。 

4. 凝聚共識的功能：學習型組織強調整體團隊精神的發揮，大部分受

訪者皆認為學習型組織在學校行政的運用上，可以凝聚共識、增進

和諧，型塑共同的願景，為學校願景而努力。 

5. 建立合作的功能：團隊的力量，是來自於集體的智慧與貢獻，是一

種相乘的效果，而非個人累加的總和。透過學習型組織，可以發展

群組夥伴關係，發揮策略聯盟合作功能，分享成果、分擔情緒、相

互鼓勵與協助。 

6. 專業成長的功能：學習型組織強調學習的概念，也認為「習」比「學」

更重要，因為「習」是不斷的、持續的一種終身態度。學習型組織

在學校行政的運用上，可以發揮激勵學習的功能。 

7. 溝通整合的功能：組織是由許多人或許多單位組合而成的，彼此之

間存在不同的意見與需求，必須藉由溝通協調整合出團體的共識。

學校行政在決策之前，必須整合各單位，或各學年之間、級任與科

任教師之間的不同意見。因此在學校行政的運用上，可以發揮整合

的功能。 

8. 培養責任的功能：學習型組織強調工作夥伴共享權威、共負責任。

在作成決議之前，必須讓每個成員分享完整正確的資訊，了解決策

的長期影響，沒有任何個人能主宰決策。而作成決策之後，由大家

共同承擔後果。如果運用學習型組織模式，可以達到承擔責任的功

能。 

9. 擴大參與的功能：傳統的自我超越是一種「被動式的反應」，而實

踐學習修練則強調「創造導向」，主動創造自己所憧憬的未來。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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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組織不讓員工參與決策規劃和學習，員工不需要負起責任，就

養成逃避消極的心態。學習型組織強調成員的共同參與，成員很快

從經驗中學習，知道自己的方向，不會被現實所限制。學習型組織

在學校行政運用上，能擴大參與的功能，建立同仁的成就感，服務

與貢獻大眾。 

 

（四）學習型組織評述 

 

黃荻昌（2006）認為，學習型組織不應只是一種領導與管理技巧，

而應該成為一種人生態度。他認為，學習型組織具有超越傳統組織的新

能力，因為學習型組織是一種超越物質，基於愛、謙遜、同理心等人類

價值觀的文化。它有一套開創性交談與協調行動所需要的做法，它擁有

一種看清生命一起運作的能力，讓個人與組織生命渾然一體回應的成

長，由我們內心心智模式世界向外探尋，用系統思考找到日常生活及工

作中之有效實踐，再向宇宙探尋系統特質，瞭解系統思考之整體觀感，

個人與組織生命渾然一體回應有機成長，有如種子成樹之過程：播種，

軟土澆水，萌芽，扭曲茁壯而自立，曼妙上揚而婷生。長期以來，組織

為追求業績，提升經營效率，強調結構性、組織面的控管，希望以績效

數據、管控系統來達成品質標準，然而有些願景、理念及創意是無法用

數理科學來形成的，它們必須歷經組織文化的醞釀、陶冶、分享及腦力

激盪而隱然成型的。所以組織的組織學習就是在互相信任、公開交流、

相互學習、實現分享、創造信心的良性循環中，提升組織整體而非個體

或表層的應變、創新和競爭能力。經營者應用『心』而非用『力』與『利』

來領導，並以貼心關懷共創願景願力來對待員工，營造組織間互相關懷

與積極的溫暖氣息，鼓勵員工相互學習、分享，俾以去除過去以權力運

轉為主的組織現象，回復朝向美麗生活、活化生命、生計相攜的喜樂人

生實相。 

 

就學校場域的學行行組織營造而言，學校本是教育組織，若是學校

組織成員，無論行政人員或是教師都能夠養成學習型組織所強調的開放

態度、暢通溝通、持續學習與創造精神，不啻是給學生樹立了良好的楷

模，如此身教，讓學生耳濡目染也養成對於學習的認同與喜好，學習上

自可有所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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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組織於校園，對於學校行政人員來說，學習精進於公務處

理、危機處理、活動辦理、溝通協調、領導管理等才能與作法，對於教

師來說，首要之處就是不斷精進教學以及對於學生指導的能力，兼及班

級經營、輔導諮商等重點項目，如何與青年學生相處，本身也就是教師

必須不斷學習的課題。學習型組織的學生，必須在「學習方法」上知所

精進，改變學習方法、態度、習慣與模式，對於死讀書的學習模式進行

「組織變革」，徹底打破純接收而欠缺反思的「被告訴型學習文化」，有

效的學習，並激發自我潛能。而對於行政人員、教師、學生以及學校內

的所有人，「人際互動」、「問題解決」則是他們都必須要不斷學習精進

的課題。 

 

在學校內形塑學習型組織，應該將其精神內化為一種人生態度，因

為終身學習原本就是教育的至高理想，而學習型組織在個人態度、習慣

以及價值觀等等的調整，正是終身學習的基石，因此學習型組織無疑是

教育與學校機構因該努力去構築與形塑的。 

 

參、轉型領導理論綜合評析 

 

傳統領導型態以達成部屬的工作績效、滿足感為主，而轉型領導則

重視部屬對領導者的高度信任，領導者必須能夠提昇部屬的自尊、激勵

部屬做出超出工作職責外的額外努力。傳統領導將領導者界定為以完成

任務為取向的人，而轉型領導者則是一位能提出共同願景、授權、並鼓

舞部屬、為部屬設定具挑戰性工作的領導者，並影響部屬產生態度與想

法的改變（濮世緯，1997）。Bennis 與 Nanus（1985）提出轉型領導者

的領導策略如下： 

 

一、發展新願景以融貫注意力 

（一）將遠景轉化為簡單、明瞭、易懂的層次。 

（二）加入成員需求：將組織成員的集體需求融入共同理想與

價值的追求上（如追求自我實現、自由、正義）。 

（三）建立溝通網：建立組織內外成員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

管道。 

（四）接受成員的創見：對部屬創意與意見，加以選擇並整合

為清晰可見的遠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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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利用溝通網來建立共識 

（一） 利用隱喻、修辭、口號、象徵、儀式來傳播遠見的重要

性與意義。 

（二） 組織結構與管理歷程必須做必要調整與改變，以配合新

遠見的價值與目標。 

（三） 領導者在日常生活中切實履行，並深植於組織文化中。 

 

三、運用定位，發展承諾與信賴 

（一） 領導者言行一致並對組織的遠見作出承諾，以贏得部屬

的信賴感。 

（二） 探索遠景的方式： 

1. 找出組織的主要顧客、效能相關指標、與意義重大的

事件。 

2. 評估今後一、二十年間每個事件可能發生的機率。 

3. 勾勒出組織近二十年內可能的應變行動方案。每一方

案代表一種遠景，每一項遠景均需得到參與者的討

論，在相互印證與交互衝擊的過程中激發新的想法。 

4. 構想、方向、遠景確立之後，領導者應堅持原則與擇

善固執，以作為組織成員所信賴與所接受的組織文化

的一部份。 

 

四、組織學習與自我發展 

（一） 領導者不斷透過組織學習的方式，彌補與改正自己的缺

點。 

（二） 透過學習方式，訂定更高更好的目標，並不斷的自我突

破。 

（三） 強調組織的共同學習經驗。 

（四） 使用計劃評核術：事前評估、精密計算、行為的監控、成

功達成預定目標。 

（五） 對失敗者以鼓勵代替批評，並以情感的激勵作為失敗後勇

往直前的驅力。 

 

    轉型領導已成為組織領導中研究的新焦點。它強調的是理念建立與

價值的重建，不僅能獲得部屬的尊敬信賴，更能激發成員追求自我實

現，並將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合而為一。但在實際學校組織運行之中，

轉型領導與交易領導仍有其相互適用之處，如部份日常的例行工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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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領導有具一定功效，但面臨外在複雜改變的社會環境，組織必須面臨

轉型變革，才能在未來社會中生存，這時轉型領導則為組織所必須。蔡

進雄（1990）提供以下建議供學校領導者參考： 

 

一、 要體認到組織變革的需要：當社會科技變遷快速，或是本身組織

運作已產生許多問題時，領導者就必須有知覺，敏感的促使組織

變革。 

二、 建立共同願景：當組織需要變革時，必須與成員共同擬訂共同願

景，以激勵成員朝理想邁進。 

三、 發展專業之承諾與信任：領導者運用適當修詞、口號、象徵或儀

式，塑造新的組織文化，讓成員能長期奉獻於教育工作，以具有

歷史參與之使命感。 

四、 建立學習型組織：有效能領導者會體認到，促使組織與個人之學

習成長乃是組織永續經營之不二法門。因此，發展學習型組織是

轉型領導者之重大使命。 

 

轉型領導重視願景、價值、主動、提昇、授權，但其發展亦有些重

要特色須特別注意。以下列出個人分析之轉型領導的重要特質以及運用

於教育領導上所需注意的重點以為參考： 

 

一、 轉型領導於競爭性強、危機感重的組織中執行效果較佳 

 

    由上列轉型領導理論內容可知，轉型領導諸理論重視領導彈性以及

組織成員創造力的激發，藉由授權鼓勵獨立且具創意性的行為表現。轉

型領導理論多強調變革以及組織精神與結構的再造，而在形塑群體認同

時，競爭越劇烈的場域以及危機感越重的組織，越容易塑造出同舟一命

的強烈認同感與使命感（Kotter, 1998）。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轉型領導正是因為世界經濟體系的來臨而顯得重要，因為瞬息萬變的競

爭，默默耕耘式的科學管理經營方式已經無法抵擋潮流的變化，因此需

要以轉型領導增益組織的創造力以及適應性，以延續組織壽命並促使組

織進步。但在教育領域中，尤其是台灣，公立學校一直是屬於受養護性

組織，又廣設高中大學以及幾乎已達百分之百的高中職聯招錄取率，使

得許多學校感受不到強烈的競爭壓力，且學校尚屬於鬆散結合系統，因

此在形塑團體認同感時就需要更多的心力投注，對於危機分析以及願景

塑造上，需要更大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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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主動積極的部屬較為有效 

 

    轉型領導對於主動積極的部屬較為有效，雖然轉型領導的精義也在

於引起部屬的動機，透過責任心、授權與信任讓部屬化被動於主動，但

想要改變一個人的個性與心智模式，所需投注與耗費的心力就非常可觀

了。因此當情境不利於領導者時，應該按部就班的訂定滿意的目標，而

不是好高騖遠的渴求一步登天。 

 

三、 組織認同的訴求未必處處可行 

 

    昔者中古歐洲宗教上有「先知後信」或「先信後知」的論戰，在轉

型領導中也會遇到類似的情況。領導者希望部屬「先去喜歡組織才去努

力改善它」，部屬卻希望「讓組織變好之後，我才有理由喜歡它」。轉型

領導理論在鼓動變革時常以救亡圖存的方法匯聚組織成員的向心力

（Kotter, 1998），但學校屬於一相對穩定的組織，組織成員未必能深

切感受到求變以圖存的壓力，因此一個狀況不佳的學校組織在形塑認同

上將較沒有穩固的說服力與驅動的壓力，在願景塑造上容易流於空談，

實施轉型領導時也容易流於形式。 

 

四、 願景、認同塑造在企業環境與學校環境之本質差異與其衍伸的道

德問題 

 

當領導者利用各種方式試圖建立組織成員的認同感時，會遇到許多

道德上的問題，例如諸多傳銷企業近乎洗腦式的強制灌輸組織認同，許

多組織試圖說服成員其人生的終極價值就是促使組織的不斷發展，這些

方法雖然強調了願景，促進了組織的發展，但卻違背了人性與人而為人

的道德責任，並傷害了個人心理與價值觀的健全。這些逐利的訴求扭曲

了人性當中善意與抹煞個人的獨立思考能力，造成表面上鼓勵獨立思

考、但在核心價值上卻又複製且強調單一的弔詭。這樣的情況在將本求

利的商業界尚不顯的嚴重，但運用在人性訴求的教育界時又會產生怎麼

樣的影響？當我們援引企業領導理論進入教育場域時，不可不仔細思量

這樣的問題。 

 

再者，業界的願景大多是具體而容易評量的，而學校的願景除了一

些較極端的單一訴求－例如升學率必需達到某程度或比率以上－容易

評鑑之外，其他關於道德陶冶等方面的願景其達成與否都難以測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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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學校願景設置容易流於空談或過度高懸的海市蜃樓。 

 

五、 教師為一良心事業－轉型領導的必要性 

 

    適才提到的都是轉型領導運用於教育場域時所需注意的問題以及

所可能遇到的困難，但就「教師為一良心事業」作為出發，轉型領導的

推行是至為必要且重要的。教師教學品管鬆散、教師分級制度尚未建

立、教師組織權力的過度擴張、教學上的過度負擔、以及教師管教權的

剝奪，都造成教師執行教育責任的困難已及服務品質表現的分殊化。因

此，在現今的體制與環境條件下，教師道德良心與責任感的引發才是教

學品質的保障，其他的評鑑作為都只是隔靴搔癢。就如同近年來逐漸受

到重視的組織公民行為，也與轉型領導有著密不可分的正向關係

(leithwood, 2006)。因此，運用轉型領導讓教師自重自信並且努力付

出，是實現卓越教育成效的ㄧ大關鍵。 

 

六、 使用不當即易流於口號領導 

 

轉型領導在實際使用時常常流於口號領導，其癥結在於領導者不敢

真正的充分授權，而在校園中，最常見的情形是行政與教學的偏重問

題。若學校只是開會時強調學校的中心訴求在教育與教學，而實際作為

仍處處以行政便利為中心，即使訴求學校教育願景，亦無法使成員信

服，徒流於形式化的空談。如果領導者建立了一個願景，訂立了一個中

長程目標，就任為自己責任已經完全，只等時限到了之後去檢驗部屬的

執行成效，而比實際按部就班實踐願景的計畫，那麼願景也不會有實現

的可能。 

 

七、 對於權力定義與行使權力途徑觀點的改變 

 

Lashway(1995)指出現今領導的主流趨勢顯示，校長角色不應該是

「指揮」他人，而是營造一種共同做決定的校園文化。就如同促進領導

（facilitative leadership），其領導權力係「透過」（power through）

其它人展現而非對他人施以（power on）權力。領導不在直接主導學校

課程發展、教學設計、教學活動、學習評量等學校教育活動，而在提供

支持的環境，讓教師能全力以赴去做這原本就屬於教師專業職責範疇的

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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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l(2002)分析轉型領導理論貢獻時指出，早期理論強調領導者與

下屬之間互動的理性面，轉型領導理論則著重下屬對於領導者情緒反應

的重要性，亦強調象徵性行為的重要性以及領導者的角色扮演。部分理

論甚至提供了更佳的解釋去闡釋高階領導者如何不經由面對面的互

動，便能影響部屬，此與過往僅強調直接互動的領導研究有明顯的分別。 

 

Yukl 認為，轉型領導理論在其研究與理論上也有其缺點，包括理論構成

含糊不清，對於領導實踐的解說與描述不足，相關行為疏漏省略，情境

變項不夠具體，以及對英雄化領導觀念存有偏見與排斥等等。Yukl 指

出，在轉型領導研究中，即使領導者對於下屬的個別影響是重要的，但

大多數理論焦點仍放在狹窄的個人間雙向互動過程，而不足以解釋領導

者是如何構築卓越的團隊以及轉型化的組織。這些理論如果能加強有關

於領導者如何增進相互信任和合作，團隊認同，自我效能感增進，和團

隊學習等等方面的解釋，則理論會更趨周全。此外，有關領導者外在角

色的描述也顯不足，也就是領導者如何代表團隊進行對組織外的互動這

部分，依然著墨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