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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公共服務整合了傳統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內容，其分析

單位回歸到人的本質，強調健全良好品格的人，才能成為良好的公民，最後才能成為有

品德的公務員。除了強調生產力、公共利益、公平正義、人文主義外，更要注重公務員

心靈的自我覺醒。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探討新公共服務的主要內涵及基本假定，從文化的

深層結構和新公共服務作心靈的對話。透過公務員自我反思，思考為何要到公務部門服

務？最初想到公務機關服務的動機？從事公務生涯的意涵？找出內在生命的價值，就能

成為有品德的公務員，自然而然就能找回為大眾公共利益服務的熱忱。

關鍵字：新公共服務、品德、基本假定、自我靈性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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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Public  Service & Goverment 
Employees’ Character Development

Hsiao, Wu-Tung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New Public Service involves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new public management- all related in some way to the deep side of human 
nature. It argues that, before one can become a well-conducted government employee, he must 
first develop a sound personality and then act as a well-behaved citizen.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productivity, public good, sense of justice and human concern, he is also required to pay attention 
of spiritual realization on his own part. The purpose of this writing is thus aimed at finding out 
the major ideas and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of New Public Service for dialogues of minds in 
the light of profound cultural structure and New Public Service. By way of self-examination, 
any government employee will be able to deliberate such question as “Why I chose to work for 
public sectors in the first place?”, “What was my original motivation?” and “What was my aim to 
pursue for a career as government employee?” By retrieving the important ethical values existing 
in one’s inner life, one may well become a well-conducted government employee and show again 
a heart to render service to the general public for their greatest benefits.

Keywords: new public service, character, assumption, meta-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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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公共行政自從 1 8 8 7年美國威爾遜

（Woodrow Wilson）發表《行政的研究》

一文而脫離政治學的領域。一百多年來發

展成四個階段：傳統的公共行政，新公共

行政（1968）、新公共管理（1990）、

新公共服務（2000）。傳統的公共行政

主要強調生產力，受企業管理的影響頗

深。新公共行政開始重視與關懷人文行政

（Humanistic Administration），尤其羅斯

（John Rawls）的《正義論》更重視眾生

平等及社會公道。

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應該減少其對

社會及市場的干預，讓市場機制充分發

揮，視民眾為顧客。歐斯本和蓋伯勒（C. 

Osborne& T. Gaebler）在1992年出版的

《新政府運動：如何將企業精神轉換至公

部門》為代表著作，提出企業型政府如何

運作的十項原則。雖然有些立意很好，可

是公民並非顧客，政府的施政績效並不能

完全由顧客滿意度來決定。因此才有兩

位學者Robert B. Denhardt與Janet Vinzant. 

Denhardt 提出新公共服務，來回應新公共

管理而強調政府的角色是服務不是導航的

辯論。新公共服務整合了傳統公共行政，

新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內容，其

分析單位回歸到人的本質，強調健全良好

品格的人才能成為良好公民，最後才能成

為有品德的公務員。

貳、 新公共服務的主要內涵及
基本假定

新公共服務並不是反對傳統公共行

政、新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而是覺

得除了強調生產力、公共利益、人文主

義外，更要注重個人心靈的自我覺醒。如

何變成一個良善的人，再成為一個好公

民，最後才能成為一位好的公務員。所謂

的新公共服務是由公民精神、社群、公民

社會、組織人文主義及新公共行政的學者

和後現代主義所建構而成，現簡述如下

（Denhardt and Denhardt, 2003; Podsakoff 

and Mackonie. et al, 2000）：

一、為公民服務而不是顧客

公共利益是公民經過不斷對話、價值

分享而形成，而不是個人自我利益的總

和。公務員不只要回應顧客的需求，更要

和公民建立互信和合作的關係。

二、尋找公共利益

行政人員要建立一個集體共享的公共

利益，這不是透過個人的選擇可以快速達

到，而是共享的利益和責任的創造。

三、重視公民精神超過企業家精神

公共利益是藉由公務員和公民對於社

會的承諾，作有意義的貢獻。

四、策略性思考和民主行動

政策和計畫要符合公共利益，必須透

過集體努力及合作的過程，才能有效達

成。

五、課責並不是單純簡易的事

因為公務員不只是要回應市場的需

求，還要遵守憲法、法律、命令、社會價

值、政治規範、專業標準及公民利益，涉

及許多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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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而不是導航

公務員要運用共享價值為基礎的領

導，去幫助公民參與實現其共享的利益，

而不是控制及引領社會到新的方向。

七、重視人而不是生產力

公共組織的成功端賴尊重人及透過合

作及共享的領導，而不是單純的生產力評

估。

新公共服務的基本假定是透過人的自

我覺醒，找到自己清淨的本性，再建立主

動、積極、進取、利他的公民，逐步形成

社群機制，追求社會平等與正義的實現。

自我覺醒的過程是去澄清基本假定，進而

改進心智模式。例如為何要當公務員？最

初想當公務員的感覺或動機？工作本身的

意涵為何？為何不去私人企業服務？賺錢

並非罪惡，只要取之有道。可是服公職就

不能將賺錢放在價值排序的首位。

當前教育大都偏向專業化的知識教

導，而忽略了基本人格品德的陶冶，亦即

重視外在價值，而忽略了內在人文品德的

建立，正如韓愈在《進學解》中勉勵當時

博士生，做任何事都要體會「行成於思、

毀於隨」的教誨。公務人員的品德修養非

一朝一夕可成，需日積月累，逐步改變只

重視外在功名利祿的追求，應澄清基本假

定（assumption）—福由德來。德是本，

福是末，本立而道生，有德之人，真積力

久則入，福自然水到渠成，如此才能永續

發展；假定只顧巧取豪奪，則福就是禍。

但福德還是有形的，如果能做到利益眾生

的事，又不執著別人的回報及著相，這就

會變成「功德」無量，最後回饋到自我本

自清淨的德性，達到自我靈性實現的極

致（meta-motivation）。達摩祖師的初化

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

設齋，有何功德？達摩言：實無功德。

（六祖壇經‧決疑品）。梁武帝所做的

事大概也只算是「福德」吧（蕭武桐，

2002a）！

參、 新公共服務和中國文化的
對話

新公共服務中對於公務員的自我反省

過程中，強調要以擔當公務員為尊榮但又

不自大傲慢，才能發揮能力去服務大眾。

當代哲學名家方東美教授認為人類在追求

宇宙的真相與價值時，首先當在精神上有

高度的啟發與成就，然後才可談結果，也

就是一般的知識可以用來裝飾門面，而智

慧卻是內在的精神，靈光照耀自己、人

類、萬物、世界，這成就是光明偉大的

精神人格，意即個人之精神超升，其氣概

可以攝取宇宙一切真相和價值，於其內

在生命，培養出—顛撲不破的人格—此於

儒家謂之聖人，道家謂之至人、真人，到

達平等的境界後，再回到世界上同眾生一

起拯救世界。必須如此，才能完成一個偉

大的人格，才是人力資源的充分開展（方

東美，1984）。這就是新公共服務所強調

的，要先成為健全的人。

人力資源的發展至圓滿境界，以宋儒

的用語，應該是處處表現聖者氣象。而如

何培養聖者氣象呢？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

投到萬物、人類廣大的生命中，與之合

流，然後在與宇宙的精神價值一同超升到

很高的境界，才是聖者氣象。所以王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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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弟子說「滿街都是聖人」，正因為他自

己的價值標準、修養境界提高了，不以鄙

陋之心看人類，卻以其價值理想看人類，

人類的真正價值便立刻顯現出來了（張廷

榮，1989）。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道盡了

人力資源的本懷，肯定了眾生每一個人存

在的價值，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非常尊

貴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禪是中國文

化的特質，其流行的公案故事都是當下直

指自性。據說有位賣豬肉的屠夫在市場販

賣豬肉，每位前來買肉的客戶都要選上等

的精肉，使得屠夫很生氣地大聲一喝說：

「這頭豬那一塊不是上等精肉？」有位盤

山寶積修行人路過聽聞此話，立即開悟，

明白《六祖壇經》中「何期自性本自清

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

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

法。」的法要。從事人力資源的開展，如

能悟入，則每個人都是「上等人才」（蕭

武桐，1999）。

清淨是自性本相，清淨並非和污染

對待的名詞，而是吾人本來面目（禪宗

語），自性不因清淨而增，也不因煩惱而

減，這才是道地的清淨，因此才能「不垢

不淨，不增不減」。一切萬法都不離自

性，可知在我們自性中具足一切法，是名

法性身。由自性不可得，則善惡、是非、

成壞、煩惱、菩提，亦盡不可得。所以一

幻，一切都是幻。但萬法不出乎我們的真

知本體，則善惡、是非、成壞、菩提、煩

惱，也不妨權當作為真，因一真，一切都

是真。再說說幻說真者，均是屬於法。而

諸法本自空寂，則善惡、是非、成壞、菩

提、煩惱，都是屬於幻法相對，畢竟同此

空寂，也就是平等不二，以本來平等不

二，所以是本自清淨，如能覺悟這層道

理，就可立見本來面目。

往昔本師世尊在菩提樹下的金剛座，

夜諸明星悟道後曰：「奇哉！奇哉！大地

眾生皆具如來本具之德性，但因妄想執著

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執著，則一切智、自

然智、無礙智自然現前。」因此，開發出

我們光明的自性，才是人力資源的大根

本。

從禪學的觀點知道「我執」是痛苦的

主要根源，也是妨礙人力資源發展的絆腳

石，所以教導我們能諸行無常的觀照任何

事物，乃至做到六度萬行利益眾生的身體

力行，逐步將我執化入般若智慧空性，這

就是最大的慈悲（拔苦與樂）。因為能放

下許多無意義的執著，自然而然地會承擔

深具意義的責任，義無反顧地去荷擔利益

眾生事業。有則禪宗公案頗能詮釋這層道

理。

有位居士自稱已見到諸法實相，要去

請趙州禪師印證。一見到禪師就說：「我

已見到空性了。」

趙州禪師說：「請放下。」

居士心想：空性是清淨無染有何放

下的呢？大概是禪師年紀大，有點重聽

吧！於是他又大聲地說：「我已見到空性

了。」

禪師回答說：「請挑起。」

正如＜普賢行願品＞曰：「諸佛如來

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眾生而起大悲，

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

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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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

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

而為華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

佛菩薩智慧華果。」更明確地指出諸佛菩

薩要用大悲水不斷饒益眾生，才能成就無

上的正等正覺，此為自我實現的典範。

新公共服務提到公務員要自我覺醒，

回歸到最初發心亦是找出自己服務大眾的

心，及當初為何要來從事服公職的本心。

而禪的教育宗旨就是要從日常生活工作當

中，當下體會出生命的價值意義，以下舉

幾則禪宗祖師的教示，希望能直透生命的

本體一線曙光。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曰：「喫

粥了末？」

僧云：「喫粥也。」

師云：「洗鉢去！」

其僧忽然省悟。《景德傳燈錄》

趙州禪師指示學僧，要從日常生活的

親自實踐中，體會宇宙的真理。亦是學僧

所要尋覓的「清淨自性」。

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大都傾向於依他

取向及盲目比附，缺乏理性獨立自覺的精

神，因此能傾聽自己內在的呼喚，就較能

認識自己，不被外在事物所迷惑，有自己

的定見。

禪宗達摩祖師來東土傳法救迷情，也

是在尋覓個不受人「惑」的人而已。因為

有了惑就是無明，對事理無法認識清楚，

盲目衝動地造業（行為），自然而然苦也

隨之而至。因此大學知道為何開宗明義地

要「在明明德」，正是要我們能把無明轉

成明，擴充恢復吾人本來固有的清淨光

明德性，進而才能親民，從事利益眾生之

事。

現代人的生活困境—異化或疏離

（alienation），部分原因來自於無法自我

承擔及肯定自我，總是向外追逐五光十色

的花花世界，甚至於物化了。其實宇宙的

真理普遍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只是太平

常了，反而無法領略個人精髓。而禪的重

心則須於日常的平實生活當中去體悟。

在亞洲，有一種捉猴子的陷阱，他們

把椰子挖空，然後用繩子綁起來接在樹上

或固定在地上。椰子上留一個小洞，洞裡

放了一些食物，洞口大小恰好只能讓猴子

空著手伸進去，而無法握著拳伸出來。於

是猴子聞香而來，將牠的手伸進去抓食

物，理所當然地，手便伸不出來。

緊握的拳頭伸不出洞口。當獵人來

時，猴子驚慌失措，但就是逃不掉。並沒

有任何人捉著猴子不放，相反地，牠是被

自己的執著所俘虜，牠只需將手放開就能

伸出來，不過就是內心中貪的欲念所致，

鮮有猴子能放下。因為內心的欲望與執

著，使我們一直受縛。我們唯一要做的，

只是將我們的雙手張開，放下自我與執

著，就能逍遙自在了（葛斯汀，1996）。

龍潭崇信問天皇道悟禪師說：「自

從我來到此地，未嘗聽過你為我指示心

要。」

道悟卻說：「自從你來到此地，我沒

有一時一刻不再為你指示心要呀！」

龍潭不表同意，又問：「你指示了什

麼？」

道悟答：「你不妨再回想一下，你遞

茶來，我接；你拿飯來，我吃；你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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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點頭。這不是處處都在指示你心要

嗎？怎麼能說我沒有指示呢？」

龍潭低頭沈思良久。這時，道悟禪師

當頭棒喝又說：「見到直下便見，擬思便

差。」

聽了這話，龍潭當下心開意解，接著

又問道：「如何保有這份悟境呢？」

道悟說：「非常簡易，只要順著你的

自性，逍遙而遊；隨著一切外緣，放曠而

行；本著平常之心，而沒有凡聖之分就可

保任（持）了。」《景德傳燈錄》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

人，不可以為道。」（《中庸》）明白地

說出假如我們想從事於中庸之道，而遠離

人生時，那就不能稱之為道了。而由《中

庸》第一章開宗明義指出之「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可知，修

道並不需要任何與眾不同的行為，只要在

日常生活當中，專心不雜心意識地去歷事

鍊心，久而久之，自然能和道契入。開悟

見性是如此，保任的方法也是如此。道是

極平常的，並不需驚世駭俗。如：

僧問：「如何是平常心？」

師（湖南長沙景岑禪師）云：「要眠

即眠，要坐即坐。」

僧云：「學人不會。」

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

《景德傳燈錄》

「平常心是道」其最道地的詮釋，是

馬祖道—禪師的解釋：「平常心是道，

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

斷常，無凡無聖⋯⋯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

接物盡是道。」如果能將慈悲、平等、融

合、包容實踐在日常生活當中，不但可解

決工作異化疏離的問題，亦能建立一個安

和樂利的人間淨土（蕭武桐，2002a）。

肆、 公務員為何要有較高品德
修養

近年來由於公務人員的言行不檢，使

得公務人員的品德（character）問題又再

度被提起，公務人員為何需要有高尚品

德？因為公務人員有管理公共財的義務，

公共財與民眾息息相關，必須要有堅毅與

善的品德，才不會喪失目標。公務人員要

有同理心，才能站在民眾的立場，去思考

政策對民眾的影響。尤其公務人員如有高

尚的品德就會在人際信任上，具有正直與

一致的特質，而公務人員的工作涉及許多

部會單位間協力與合作，因此信任與品德

就顯得相當重要。決策者和事務官可利

用領導，來避免違及行政倫理方面的規

定。尤其行政主管以自己的品德，來改變

部屬的一些自私觀念和行為（Lewis and 

Gilman, 2005）。

一、 美國行政學者的觀點（Cooper, 

2001）

美國公共行政有關品德的研究較少，

較重要的有Stephen K. Bailey，此人認為

公務人員需要培養一些內在品質，以作為

行政指標來自我激勵。有三項重要品德特

質：

1. 樂觀：並非樂天派的自我陶醉，而是指

凡事皆可達到正面積極的目的。使行政

人員能將政府機關，視為一種具有建設

性，誠實且有能力的機關。

2. 勇氣：能不卑不亢的勇於抵制非法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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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或強勢利益團體的壓力，或專家

的脅迫，或去討好社會大眾的喜好等。

亦即在尋求公共資源時，要有擔當去依

法行事。

3. 基於愛心的公平：是公務人員重要的品

德特質，就是平衡個人的差異，以標準

化的態度來處理公眾事務。但此公平原

則並不是要剷除憐憫之心，而是要公務

員以有秩序及公平的同情態度來進行公

務，避免產生如同機械人似的官僚行

政，使人民對政府產生疏離感。

公務員有義務服務大眾，而且必須是

公平地使所有個別公民的需求均獲滿足。

David K. Hart認為公共行政與企業管理，

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公務人員必須要擁

有較高的道德特質，因此需要有特別的道

德義務及品德，如道德勇氣、對人類的

關懷、信任民眾及當公務員為榮的心態。

貝利（Bailey）更指出三種心態（Metal 

Attitudes）是任何層級的公務員不可缺少

的，詳述如下（Cooper, 2001）：

1. 承認所有人與所有公共政策的道德模糊

性

所有在公部門服務的人，都應承認人

有自私與利他的兩面性。因此行政人員必

須警覺到組織中的活動及公布的政策，都

具有苦樂參半的性質。他們並不會都是好

的或壞的；也不全然都是道德的或邪惡

的，有了這層共識，是民主社會中的公共

政策者絕對必要的品質。

2. 承認脈絡中的勢力（Contextual Forces）

可以支配公共服務道德的優先順序，

即當倫理問題與它所處的脈絡有所變遷

時，價值必須重新安排。貝利承認為了在

另一脈絡中實現更重要的價值，有必要犧

牲目前某一些客觀價值，即沒有必要在任

何情況下，都固守一套原則，畢竟長遠的

結果與更寬大的視野，才具有決定性的作

用。

3.承認程序的矛盾

承認程序的矛盾（P a r a d o x e s  o f 

Procedures）的心態，係指承認有提出標

準程序的需求，但也承認標準程序帶來一

些威脅。為了達成秩序、可預測性、效率

與平等，需要建構程序來完成這些公共事

務的標的。這些程序使得行政人員無法剛

愎自用、偏袒與徇私。但另一方面，程序

本身也有可能變成目的，若完全遵照組織

手冊所載的規定去行事，只會把彈性的、

有反應的、敏捷的行政破壞掉，而將其破

壞掉的行政隱藏到程序中，只會逃避實質

問題的討論。

二、 中國文化：孔子的觀點—禮、

義、仁（蕭武桐，2002a）

孔子對人性道德觀關懷與生活行為，

深刻地融合在一起，主要有三項要素：禮

（Li）、義（Yi）、仁（Jen）可做為公務

人員品德修養的功課。禮當作是人生理想

指標、義為骨幹的社會規範，仁為中心的

人性本體，三者互相依恃，形成息息相關

的一個全體三面。人性是建立社會規範與

人生理想的基礎，人性亦須透過社會規範

的建立與人生理想的投射，得到表彰和發

揮。社會規範是擴充人性的道路，也是實

現人生理想的方法，唯有憑藉社會規範的

建立，人性方可得到源遠長流的充實與堅

固。人生理想是人性自然的流露，也是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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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社會規範的前提，人性的完成仰賴人生

理想的實現，社會規範的順利建設，也需

要人生理想的積極提攜，此三而一，一而

三的關係密切。

《論語》中有兩句話最能代表孔子對

「義」的觀念的重視，以及其關於「義」

的中心思想：一是「君子以義為質，禮以

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衛靈公」，第十八章）另一是「君子

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里仁」第四章）這兩句話明顯

的指出孔子把義視為君子為人，以及立身

的根本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一個人

是否為人，取決於他是不是以「義」作為

處身的原則，以及治事的標準。

君子在孔子思想中是立志做人的人，

也就是要努力實現人性的人。孔子以為，

「義」是君子本質，也就是作君子的條

件和基礎。「義」顯然是一種認識和態

度，有了這種認識和態度，然後在表現於

禮的行為，出之於謙和的風度，達到建立

自己的信譽，君子也就成為君子了。可知

「義」不是抽象存在，而是要見諸具體於

人的表現。一個人有其內在的質，也有外

在的文，真正的君子是文質相互統一的。

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

也。」（「堯曰」，第三章）孔子並未言

知義但知命、知禮、 知言即可說是知義的

條件，因為不知禮顯然不足以行義，而不

知言則不知人，故要以義對人自然就必須

知言，又作為君子要知命，也就是要接受

事實，故為義自然就要知命了，所以我們

可推說「義」是以知人、知命、知言為條

件，甚至為內涵。

孔子一再表示當人在欲求一己的利益

時，一定要考慮大眾利益。這一點足以顯

示孔子對「義」的觀念是以大功大利為主

旨。他說：「見利思義」（「憲問」，第

十二章）；「義然後取」（「憲問」，第

十三章）；「見得思義」（「季氏」，第

十章）；「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里仁」，第十六章）；「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述而」，第十六

章）。

大凡一個人見到「利」，每有自然之

慾望，但「義」卻要求人注意自然之欲望

是否與大眾的利益相衝突，而後依「義」

作一決定。這是把「義」當作理性態度的

明證。同時「義」也是捨己從眾的原則，

實行此原則的人，就是一個自覺並立志發

揮人性的人（君子）。一個不自覺並不

立志發揮人性的人（小人），只是順從一

己欲求利益的傾向，而不考慮全體性的利

益，因此也就有「利」而無「義」了。

做為君子，即使生活很貧困，也絕不

放棄利人之原則，孔子所謂「君子固窮」

或孟子所謂「士窮不失義」，都是「義」

的原則的一種表現。

「義」可說是一個人尊嚴之所在，

也是一個人肯定他人權益的理性態度。

「義」意指一種對人我之際的利益調和的

裁決，也是一種對全體利益的肯定。

簡言之，「義」是公心，「利」是私

心。「義利之辨」公私之辨。由於「義」

意涵著理性的判斷與大利的認識，因此

「義」自然是不同於、也不涉及具體利益

的、理性考慮的「仁愛」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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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實現：行為科學的觀點

西方人力資源的發展從1968年開始，

至今已將近40年，尤其人力資源會計的

觀念，把人視為整個組織中最重要的資

產。在整個組織發展與變遷當中，唯有

不斷透過訓練、教育及發展來提升人力

資源，使之生生不息；否則就會很殘酷

地但合理的被淘汰出局（Cascio,2006）。 

    心理學家研究人類生存生活的目標

有：(1)生存和安全；(2)傳宗接代；(3)

自我重要感； ( 4 )社會讚許； ( 5 )感覺

上快樂或滿足； ( 6 )認知的一致性和好

奇； ( 7 )自我昇華 (實現 )。所謂自我實

現含有自覺、自主、自立的能力，不

隨波逐流；能從別人或社會的習慣、

陳規，及壓力中解脫出來；勇往直前

去實現自己的目標並為人類造福。 

    馬斯洛（Maslow, A.H.）教授在<自我實

現及超越>一文裡，提及如何引向自我實

現的行為，值得我們參考，現敘述如下： 

(1)自我實現意味著要充分地、活潑地、

無我的體驗生活，必須全神貫注並能忘

懷一切。在這體驗的時刻中，個人要完

全成為一個人，那就是自我實現的時    

刻。代表這種體驗的關鍵詞是「無我」

（selflessness），而我們的毛病正是出在

太少「無我」，而存在太多自我意識。 

( 2 )要把生活設計成為一系列的選擇

過程，當下決定做成長而非畏縮的選

擇，這即是趨向自我實現的行動。 

( 3 )要傾聽自己內在的呼喚，讓自我被

展現出來；我們大多數的人大部分只

是傾聽長輩的教誨或權威的、傳統的

聲音，而不是傾聽自己內在的呼聲。 

(4)當有懷疑的念頭時，要誠實的說出來不

要有所隱瞞。在許多問題上反躬自醒時，

就意涵著要能承擔責任；每一次的承擔責

任，也是一次的自我實現。(5)自我實現

不是一種結局的狀態，而是在任何時刻、

任何程度之上去實現個人潛能的過程。自

我實現要運用我們的聰明才智，但並非要

我們去做一些遙遠不可企及的事，而是說

要實現一個人的可能性，往往需要經歷勤

奮、付出精力的準備階段。因此自我實現

可以讓我們做好想要從事的工作。

 馬斯洛教授指陳出人們的毛病所在，

是充滿太多的自我意識。確實是一針見血

之言，與《莊子》〈消遙遊〉篇以「至人

無己，聖人無功，神人無名」為宗旨有異

曲同工之妙。明朝憨山大師更進而指出聖

人的境界為忘己、忘功及忘名的無對待的

境界；此不二境界廣大無邊，逍遙自在，

任運自得。而多數人為何不能任運自在

呢？憨山大師指出其癥結：「世人不得如

何消遙者，只被一個『我』字拘礙。故凡

有所作，指為自己一身上求功名。自古至

今，舉世之人，無不被此三件事，苦了一

生，何曾有一息快活哉？獨有大聖人忘此

三件事，故得無窮廣大自在，消遙快活。

可悲世人，迷執拘泥，只在我一身上做

事，以所見者小，不但不知大道之妙，即

言之而亦不信。」《莊子內篇憨山註》。

憨山大師並非要我們脫離人世間，而是要

知一切功名利祿不過是夢、幻、泡、影、

露、電，剎那就消失，要以出世的精神作

入世的大業 （蕭武桐, 1993）。

 公務員假定能反躬自省及承擔責任，

都是自我實現，並非一定要做偉大事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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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我實現；而是要能反省檢點自己，不

斷提升心靈，昇華情感，及面對事實承擔

責任，切勿逃避自己的責任。自我實現並

非要我們有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提醒我

們要實現一個人的可能性，必須要有所投

入的準備，所以要切實努力做好目前的工

作，再逐步的向自己的願景邁進並為人類

造福。因此公務員如能體會「公門中好修

行」，找出生命的意涵及工作的意義，不

但能解決工作異化的困境，進而最後的生

死大事亦迎刃而解，這就是自我實現的極

致─自我靈性的實現。

伍、 領導者的覺性管理：禪的
觀點

領導者如何能使公務員從單純的自

我成就提昇至自我靈性的實現（meta-

motivation），這就要依靠領導者的轉

換型領導。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

（384-322 B.C.）亦提出類似儒家的中庸

之道的模型（The Model of “All in Good 

Measure”）雖然是一種理想型，亦是領

導者（CEO）所要追尋的目標（Shafritz 

and Ott, 2001）。

在國外研究領導相當有名氣的美國學

者Warren Bennis認為一位成功的領導者，

要像禪學中所提到的射箭手一樣，技藝精

湛，但最後要達到「三輪體空」的意境，

就是要射箭的人，射的靶及射箭之事，全

部合而為一，進而匯入「空性」，如能

達到這種境界，那就可說是最卓越的領導

者。為何禪與領導會發生關聯，甚至能產

生那麼大的影響力？值得我們分析。

最近二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射箭項

目，韓國為何都有令人羨慕的成績呢？如

果我們能了解其訓練的過程，結果自然

就不言而喻了。起先也是從科學技術層次

的訓練開始，待訓練到達技術的最高水平

時，便將選手帶到韓國的深山當中，學習

參禪打坐，慢慢地調整心靈的活動，使其

達到「空明不二」的境界。如此地運用禪

到實際的射箭，當然得到好的成績，自然

不會患得患失了。

領導是主管與部屬為了達到組織的目

標，彼此共同互動的過程。因此有效的領

導決定於三個因素：主管、部屬及當時的

情境，隨時調整而成，沒有一定的固定模

式，就是所謂整合的權變領導。從有形的

領導，逐漸調整成無形的領導，進而變成

「空性」領導，任運自在。禪的修鍊過程

就是如此，先要專注有個「入處」，再入

於中而出於外，不要沈溺於樂、明、無念

的定境，再投入於生命的大洪爐中鍛鍊，

逐漸地將不良的習氣消除，歷事煉心，直

「了」處。

領導是科學亦是藝術，從基礎學習的

角度而言，確有許多實證經驗研究的成

果，可供我們學習，但因我們所面對的人

與情境，不是在真空的情境，而是瞬息萬

變。如果要提昇領導的效能一定要從科學

的層次，提昇到藝術化的意境。

禪的精義「平常心是道」，就是提示

我們如果有心要辦道，不論何時何地，你

都可以辦道。你的一言一語，一舉手一投

足，莫不是辦道的端的；只要誠心誠意，

全神貫注於應做的工作上，自然會與道打

成一片，辦道即刻現成。不管你所做的工

作，事無分大小粗細、亦無貴賤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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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典座亦好，當菜頭、園頭，或者擔水搬

柴都一樣，莫不是尊貴的辦道修行。反過

來說，坐禪、看經不一定就是辦道。如果

心猿意馬，不能專心坐禪、看經，便談不

上辦道、修行。禪修並非要隱居山林或置

身道場，工作職場的人間百態亦是修禪的

活源啊！（徐木蘭，1993）。這也揭示了

《六祖壇經》裡「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

覺，離世求菩提，恰如覓兔角」的真義。

領導並不是靠著權威，權力及職位來

行使大權，而是靠影響力及雙方互動，

以達到組織的目標。而領導者特質所具

的直觀及創造力，依禪的觀點，都是本

性皆具，只要能澈見「本來面目」，自

然就能發揮出來，並非全靠後天的訓練

能得來的。此關鍵點和賽蒙（Herbert A. 

Simon）或水平思考專家迪博諾（Edward 

de Bono）的看法是不同的。如從道家的

觀點，西方對於直觀力的培育注重「為學

日益」可從經驗累積而成；而禪的觀點是

「為道日損」，只要能覺悟，徹見本性，

就能發揮直觀的潛力（蕭武桐，1999）。

陸、 個案研析：慈濟之道在
「明明德」（蕭武桐，
2002a）

30年來，慈濟從區域性到全國，現在

走向國際化，這個歷程的發展，管理的角

度來說，應和整個慈濟文化及實務上的領

導有密切關係。90年代的領導強調的是一

種「轉換型的領導」，也可以說是「魅力

式的領導」，甚至說得更淺顯一點就是

「感性、智慧的領導」，是透過溝通說服

的，不是硬性的。

慈濟在證嚴法師用身教潛移默化的領

導下，即是屬於轉換型、魅力式、感性的

領導，不是從權力、權威出發，這種領導

是意境很高的領導。

從管理實務方面來說，「沒有制度的

制度」是最高的制度，然而從基礎方面、

開創階段來說，制度也確實是需要的。但

若要改變人性、改變人心，有時光靠制度

是不夠的，所以TQM（全面品質管理）在

現在管理學界是很重要的思潮，強調心靈

的革命－建立一個學習性組織最重要的，

是提高或強調組織成員反思（靜思、內

省、內觀、反省）的能力。

要了解組織的變革變遷，不能只從結

構或技術，雖然結構技術容易更新，最難

的是人員，尤其人的框框。打破框框很不

容易，人常作繭自縛，被框框所限；而慈

濟團體可以提供人反思靜思的機會，因為

慈濟之道在「明明德」－激發我們的清淨

本性，也就是證嚴法師所強調的「人的良

知良能」。

禪宗的基本精神是：「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

非常尊貴、無可替代的。接觸慈濟八、九

年來，我深深感受到無論是一個企業家或

是一個油漆匠，他們在慈濟團體的地位都

是平等的，都受到同樣的尊重，因此就落

實佛家眾生平等的觀念來看，慈濟是非常

可貴的。

來到慈濟團體中，讓人覺得內心有一

個歸處，並能激發證嚴法師常說的「人

的良知良能」，讓人看到人性的光輝，

這也就是我們現在面臨「典範移轉」

（paradigm shift）所需要的赤子之心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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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能力。

人生除了要垂直發展以外，還有水平

的發展。水平發展在慈濟這個大家庭中，

可說是皆大歡喜，因為大家各盡所能各取

所需，每一個人都能滿足自己需要，甚至

到最後人生究竟的關懷都能圓滿達到。

這種企業文化（或是慈濟文化）是最

難建立的，但在上人身體力行創建的哲學

中，不管是有情說法，或無情說法，都能

融合起大家共同一致的價值觀。因此吸引

很多人投入這個團體，使得台灣在整個經

濟發展的過程中－給外人的印象是貪婪之

島，物化現象很嚴重－稍微扳回一城。

柒、結語

新公共服務就是為大眾公共利益服務

的心，尤其是最初的發心。要找出公共

組織的核心價值，工作的基本意涵，人

性的本質等。而不是從自利的基本假定；

衡量效率及生產力，要從整個民主、社群

及公共利益的廣大脈絡之中考量。透過公

務員不斷地反省，自我對話找出公務員的

動機，工作的意涵，內在生命的價值等。

從心的自覺反省為何要當公務員的本心，

如果將賺錢列為第一優先順序價值的人，

擔任公務員是不適當的。其實企業管理的

教育最近亦重視生命教育，如彼得．聖吉

（Peter M. Senge）的五項修鍊中第一項就

是自我精進（mastery），希望組織成員都

能體會生命存在的價值意義，才能活出創

造型的生命力。其所提倡的學習型組織簡

言之，要組織中成員每個人都要有反思的

能力。和新公共服務要公務員自我反省的

過程是一致的。

一位能發自內心對工作和人有高度興

趣者，亦必然是一位充滿了生命力的公務

員。許多人將名利視為生命之主，忽略了

在有限的公務生涯中，發揮生命的實質意

義。儒家的教育宗旨「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道家「自知者明」就是要澄清自己

基本假定，以完成做人的本務為志向，履

行自己的責任，進而安心立命。茶郁陵禪

詩云：「我有明珠一顆，久為塵勞關鎖，

一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新公共

服務的具體實踐，就是要找回那顆澄澈如

明珠般的清淨本性，與心靈自我對話，思

考為何要到公部門服務？最初想到公務機

關的最初發心？想從事公務生涯的工作方

式及意涵？自我覺醒想要為大眾服務的感

覺？透過這一連串的自我覺醒反省的過

程，我們就能再找回服務大眾的熱誠及公

務生涯核心的精神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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