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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技職院校在面對升學大環境中的嚴峻的考驗時，承擔此重任的就是學校最重
要的資源－老師了，而單位的領導者則為各系主任，本研究擬以僕人式領導為主
軸，了解各系主任對此議題的認知與應用，是否將其應用在帶領教師團隊？並進
一步探討技職院校體系，僕人式領導應用的可行性。本研究以開放式問卷訪問本
校前後任主任 15 位，獲至結論如下：
（1）主任們都了解僕人式領導，絕大多數對
此領導方式都表認同，多數認為僕人領導理論的特點是「以身作則」及「服務為
首」、「共同成長」（2）絕大多數主任都已將僕人式領導應用在系上帶領老師團隊
上面，大多是透過以身作則，自己先做的方式進行（3）多數主任認為技職院校的
主任適合以僕人式領導帶領老師，原因是能在合諧中分工，且教師的獨立自主性
強，應予尊重。另在老師所負責的多項任務中，多數主任認為「教學」與「服務」
是最容易領導的兩個項目，
「研究」則屬於個人能力之範疇，較不易透過僕人式領
導達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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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僕人式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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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face severe challenges from the environments for students
to enter a higher school. The key persons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ies are the school
teachers who are directed by the department chairman. The theme is to discuss how the
chairmen lead their teacher members by means of servant leadership skill. What is their
perception about it？ Did they apply the skill？. We use the open-end questionnaire to
visit 15 former and present chairmen.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1）All the
department chairmen understood the theory of servant leadership and agrees to the
methods. They thou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y is 「to set examples of one，s
own action」,「service is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
「growing up together」.（2）Most
chairmen have applied such skill in their own department by setting examples of their
own action.（3）Most chairmen thought the institutes or universities of technology is
TAO

suitable to apply the concept to lead their teacher members. The reasons are

it is more

harmony to sh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with each teacher and also can respect them as
well. Finally, it is more easier to direct teachers by applying servant leadership skill in
「teaching students」 and 「service」and it seems ineffective in 「research 」because
it is related to personal research ability.
Key word: servant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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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一、究背景與動機
由知名大師羅伯 葛林里夫（Robert Greenleaf）所提出的僕人式領導，不僅
在美國國內被推崇，也在世界各地興起多方的探索與研究。葛林里夫強調透過領
導者服務的動機所產生的堅強信念，能如僕人般的領導組織裡的員工，以關心、
引導、激發員工潛力，並尋求團隊共識的方式，達成組織的目標。目前國內在此
領域發表的期刊、論文仍屬有限，本研究擬以僕人式領導為主軸做進一步的探討。
目前在台灣升學率幾乎已達百分知百的大環境中，技職院校面對更加嚴峻的
挑戰，各校不管在教學品質、研究案件的爭取、軟硬體設備的擴充、學生的口碑
上都必須要有相當的成績，才能與其他學校衝刺，而承擔此重任的就是學校最重
要的資源－老師了，身為學校的老師，本研究擬以僕人式領導為主軸，了解各系
主任對此議題的認知與應用，是否將其應用在帶領教師團隊？並進一步探討技職
院校體系，僕人式領導應用的可行性。

二、研究目的
僕人式領導者是以謙卑、服務員工的態度，建立一個有共識的群體，並將其
僕人領導的理念影響其屬下，使其成為僕人領導的承接者。在技職院校體系中，
系主任對此領導方式的認知如何？是否將其應用在系上帶領老師上，其成效如
何？茲分述如下：
1. 系主任對僕人領導的認知程度。
2. 系主任對僕人式領導的了解 －僕人領導的特點、特質、核心價值觀。
TAO

3. 系主任僕人式領導的應用成效－以僕人式領導帶人，是否能完成組織所交待的
任務、面對最大的挑戰或困難是在哪裡？最大的回饋與成功的地方為何？本身
是否有值得一提的僕人式領導技能？
4. 技職院校（含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的組織體系中，僕人式領導是否容易應用
成功？在老師所負責的教學、輔導、研究、服務等項目上，哪一項以僕人式領
導最容易達成組織的目標？哪一項則否？為什麼？
5. 由系主任個人基本資料(性別、年齡、擔任主任年資、所屬系別學群、是否有
信仰)分析僕人領導的技能是否有差異。

211

南亞學報第二十八期
系主任對僕人式領導的認知與應用－以南亞技術學院為例

貳、 文獻探討
一、領導理論
（一）領導的定義
許士軍（民國 79）定義為：「在一特定的情境下」，為影響一人或一群人之行
為，使其驅向達成某種群體目標之人際互動程序。
賴文豪（民國 94）領導的概念具有三個特色：
1. 領導是影響力的發揮
2. 領導的目的在於達成任務
3. 領導是領導者與跟隨者之間的雙向互動及影響的關係
（二）領導理論與型態
1. （Stogdill，1920 與 1950）領導特質論（trait theories of leadership）
認為領導者具有特定的特質，這些特質構成領導者權利與威權的基礎。
2. （1940-1960）領導行為論（behavior theories of leadership）者認為
領導是後天培養而來，也就是透過某些學習行為而成為領導者。在一般領導
行為論的研究上，俄亥俄州立大學的研究、密西根大學的研究，以及管理方
格等三者，是常被提到的三種研究取向。
3. （Fideler）領導的權變觀點（contingency theories） 認為領導不是單
靠幾項特質，或是找出行為構面即可，領導的風格與領導績效受到情境所左
右。最常見的的領導權變觀點包括費德勒的權變模式、赫塞與布蘭查德的情
境領導理論、領導者－成員交換理論、路徑-目標領導理論。
TAO

4. （House，Bass & Burn, 1970）魅力與領導（neo-charismatic leadership）
指領導者可以獲得跟隨者驚人的支持與承諾，而這些跟隨者可以舉出領導者
象徵性或情感性的吸引力，在此理論上可以分為魅力領導與轉換型領導兩種。

二、僕人式領導
James C. Hunter（2004）
在其「僕人修練與實踐」一書中提到領導（Leadership）是一種技能，用來
影響他人，讓他們全心投入，在領導性格（Character）的激勵下，為達成共同目
標奮戰不懈。此處的性格是我們在道德方面的成熟度，同時也驅使我們做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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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的意願，唯有做出正確的事情必須付出代價，大於我們所願意的程度時，才
突顯出性格的的真正所在，性格就是讓我們能依循正確價值及原則行事的道德規
範力量。領導的技能的發展，主要是結合了知識、必要的行動及情緒智商所成。
優秀的領導風格是應具備領導人所該有的工作知識，也能了解未來的方向是什
麼？同 時也能將領導視為一種需要學習、發展與持續改善的技能。
Greenleaf（1970）
僕人領導人以想要服務他人的天性為基礎，主動選擇成為一個領導者，其中
最明顯的差異是確保其部屬最優先的需求都能得到滿足、最大的試驗是領導人必
須捫心自問：部屬需求被滿足後是否也變的更健康、更自由、更自律，同時也會
希望自己會成為『僕人』。
真正的領導人都是由追隨者所選出的，而誠實正直的領導能力則端賴領導人
應對進退的技巧、聆聽何說服他人的技巧，以及務實設定目標。顯然僕人式領導
是始自內心光明面的一種見解，而那種內在的光明則可以啟發外在的成果，它植
基於長遠的遠景，同時經歷不少實用主義的焠鍊。
Kan Blanchard & Phi Hodges （2004）
僕人式領導始於對未來的明確與具有說服力的遠見。所以他激起領導者的熱
誠，以及追隨者承諾的決心，具體來說，完善的遠見有三部份：你的目的（任務）
－你所從事的工作將如何嘉惠於顧客、你的遠景－如果一切按照計劃進行你將往
何處去，變成什麼樣的人？你的價值觀－當人們執行你的任務與你對未來的願景
時，你希望他們怎麼做，你的理念為何？
耶穌對所有想追隨他的人傳遞一項清楚的訊息：領導的頭一要項，也是最重
要的一項條件，乃是「服務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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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賴文豪在民國 94 年 6 月發表之「僕人領導與員工工作滿意度之研究」
論文中所整理之文獻，其中較具代表性的觀點如下：
Melrose(1996)
提到僕人領導不是一條輕鬆的途徑，僕人式領導不是從人們中獲得更多，而
是幫助他們建立自我價值和正直。
Spears（1998）
Greenleaf 僕人式領導中心的執行處長，曾指出僕人式領導者的十項重要特
質，包括傾聽、同理心、安撫、認知、說服力、概念化、遠見、管理、對人員成
長的承諾。
Patterso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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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僕人領導模型，認為僕人領導是由內在的精神所指引，由以下七個特質
來形成僕人式領導者的態度、特質及行為，他認為僕人式的領導者（1）展現出愛
（2）行為上是謙虛的（3）是一位利他主義者（4）對他的追隨者給予願景（5）
是值得信任的（6）授權給予他的追隨者（7）最後是服務他人

參、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為了解僕人領導的各項概念與應用，首先針對國內、外相關著作多所瀏覽，
並參酌 Patterson(2003) 提出僕人領導模型，認為僕人領導是由內在的精神所指
引，並由（一）愛（二）謙虛（三）利他主義（四）願景（五）信任（六）授權
（七）服務等七個特質來形成僕人式領導者的態度、特質及行為，及本身在技職
院校任教經驗和對學校環境地了解，發展出「系主任僕人式領導的認知與應用」
開放式問卷，期望透過此問卷了解系主任在態度、特質及行為上是否符合此領導
精神，經親自訪談各系主任並彙整意見，少數問卷由主任填寫後擲回未經訪談。
量表部分採 James Hunter 所設計的領導技能清單（Leadership Skills
Inventory）的 25 題自我評量以 4 點量尺計分，先計算出每位答題者的總分，再
算出平均分，4 點量尺的平均值為 2.5 分。該量表的設計包含僕人式領導者應具備
的態度、特質及行為，符合衡量僕人領導精神的要項。

二、資料收集
本問卷約經 97 年 10 月一個月時間陸續訪談本校十一系中之九系主任及通識
TAO

中心主任一位，共計現任主任十位，前任主任五位，其中五份問卷由主任填寫後
擲回未經訪談。因恐主任對「僕人式領導」一詞感到陌生，故在訪談前略為概述
此領導觀念，並讓主任們先行閱讀一篇僕人式領導短文，再行訪問。

三、資料分析方法
（一）樣本資料敘述
就取得樣本之性別、年齡、年資、所屬學羣、信仰等之分布次數、百分比、
平均數等統計資料分析。
（二）效度分析
本研究之開放式問卷係參酌 Patterson(2003) 提出僕人領導模型，認為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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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領導是由內在的精神來形成僕人式領導者的態度、特質及行為，並根據學
理上領導之認知與應用所包括之多項因素設計，含對該領導理論之特點及領
導特質是否了解、領導人本身之價值觀是否符合僕人領導之核心價值、僕人
領導如何應用，及其與環境之關係等。在內容效度上應達研究所需。
另在量表部分使用 James Hunter 所設計的領導技能清單，該表在美國業
界僕人領導研討會曾多次被使用來衡量領導者是否具備僕人領導技能，極具
參考價值。
（三）信度分析
本研究屬開放式問卷，對受訪者答題的語意與內容，皆經反覆確認，盡可
能把握原意。

肆、 資料分析與解釋
一、樣本結構
表 4-1
受訪者之個人資料
性別
男
女
年齡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69 歲
所屬學群
工程學群
商管學群
人文社會學群
擔任主任年資
5 年以下
6~10 年
11~15 年
16~20 年
21 年以上
信仰
是
否

樣本資料結構
次數

百分比(%)

領導技能平均分

11
4

73.3
26.7

3.27
3.22

1
8
4
2

6.7
53.3
26.7
13.3

2.84
3.16
3.36
3.61
TAO

7
4
4

46.6
26.7
26.7

3.24
3.42
3.11

7
3
4
0
1

46.7
20.0
26.7
0
6.6

3.174
3.166
3.28
0
3.96

7
8

46.7
53.3

3.3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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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 分析，各系主任不管是以性別、年齡、擔任主任年資、所屬系別學
群、是否有信仰之任一項目區分，其僕人領導技能平均數皆大於尺度平均值 2.5
分。以性別而言，男性的平均數（3.27）略高於女性（3.22）
；以年齡而言，30~39
歲平均數（2.84），40~49 歲（3.16），50~59 歲（3.36），60-69 歲（3.61），表示隨
著年齡的增加，僕人領導技能分數愈高；以所屬學群而言，商管學群（資管、企
管系）平均數（3.42）高於工程學群（材纖、土環、資工、紡織、）平均數（3.24）,
而工程學群又高於人文學群（建築、應外、觀休管、通識中心）之平均數（3.11）；
以年資而言，5 年以下平均數（3.174）
，6~10 年（3.166）不相上下，11~15 年（3.28）
略高，21 年以上（3.96）更高；以有無信仰而言，有信仰平均分（3.34）略高於無
信仰者（3.18），此處信仰採廣義說法含儒家思想、佛教、基督教、道教等。
二、根據開放式問卷訪談及自行填答擲回之問卷資料歸納如下：
問卷設計包括三大部分：
（一）僕人式領導之認知部分，包括對該理論是否了
解及認同。對僕人式領導理論之特點及特質所敘述的是否能符合其精神、領導人
本身之價值觀是否符合僕人式領導之核心價值？ （二）應用部份，包括是否將僕
人式領導運用在組織帶人上面？以僕人領導方式帶領員工，所獲得最大的回饋是
什麼？最成功的地方在那裏？是否能完成組織所交待的任務？面對最大的挑戰或
困難是在那裏？ （三）領導方式與環境的關係，包括在技職院校的環境中，僕人
領導是否容易應用成功？目前技職院校的老師通常承擔教學、輔導、研究、服務
等項目之責任，哪一項目在僕人式領導下，最容易達成組織（系或學校）目標？
哪一項目最不容易達成組織目標？為什麼？
（一）僕人式樣領導之認知部分
1. 對該理論是否了解及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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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主任都表示了解僕人式領導，其中 26.67%表示「部分認同」此領導方式。
73.33%表示「認同」此領導方式。部分認同者表示，因不容易拿捏狀況，太
過謙卑，無法達成領導效能，須恩威並用。
2. 對僕人領導理論之特點及領導特質所敘述的是否能符合僕人領導的精神
（茲以分號「;」區隔不同主任之答覆）
（1）在領導理論之特點中回答「以身作則」及「服務為首」、「共同成長」者
佔多數 46.67%，另有主任提到服務時須注意到服務對象所需了解的細節；知
道老師的想法後，領導的方式會較務實；爭取認同、贏得好感、拉攏人心；
了解部屬需要；與權威式不同；謙虛、傾聽、下決定；尊重老師專業，讓每
個老師發揮特長；同仁可充分表達；避免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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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僕人領導特質部份，整理如下：需有主動熱誠的心，用心觀察老師所
需（以服務生觀察所服務對象為例），愛人如己,、爲人設想；知人善任、充
份授權；透過謙卑口吻，使老師感受溫馨與感謝；任勞任怨、心胸寬大；需
有領導者個人魅力；放下身段服務人，且本身要有能力才能服務人；謙虛、
協調，多與老師溝通；專業的精神；了解學校所交派的任務，並站在老師的
立場與其溝通；從過往的經驗中學習好的領導者之特質；善良、同理心；組
織中每位成員對組織有認同感；平實、肯溝通、常檢討；謙卑心態、廣納建
言心胸；低姿態與同仁接觸，但此時權威性會下降，必要時也該堅持。
3. 領導人本身之價值觀是否符合僕人領導之核心價值
老師分別回答如下：領導的價值觀是為人服務並為同仁帶來幸福；在合理的
環境下透過協助及督導，發展最大的效力；不是為了討好每個員工，只要把
事情做好，大部份人心服即可；以身作則、潔身自愛；傾聽、協調、溝通、
尊重；贊成高體恤與高結構領導理論，但在緊急極高壓的下，展現高結構領
導；老師不能被領導，系主任不是老闆，須了解老師的想法、看法；須建立
願景、並找出如何達成目標的方法；學習成長；減輕同仁負擔，使其有時間
個人成長；三人行必有我師；達成任務且獲認同；減少衝突、工作順利完成。
（二）僕人領導應用部分
1. 是否將僕人式領導應用在組織帶人上
答「部份應用」者佔 46.67%，其餘 53.33%均表示「有應用」在組織帶人上面。
茲整理如下：有應用、但仍須不斷的修正，抱持者以服務為目的的心態去進
行；依照職權範圍，充分授權；透過謙卑口吻，使老師感受溫馨與感謝；自
己本身會參與工作；與老師溝通所需參與的工作，但不一定有成效，若透過
TAO

體制的推動較容易有成效（如目前老師皆有明確的行政分工）
；以好的語氣請
老師幫忙，若其無法勝任時，會幫忙完成；首重溝通協調，做決定前先了解
老師意見；扁平式組織因組織成員熟悉，較容易進入情況、金字塔組織則因
層級太多，不容易推動；主任自己本身先了解事情的需求是什麼？再進一步
與老師溝通，根據其特點與強項，請老師幫忙；自己先做，了解後再向員工
傳達，進一步了解其想法，訂下原則；可自行完成的工作便自己做；自己先
做，便於服務。其中提到「自己先做，先行服務」者達 33.33%。
2. 運用僕人式領導，是否能完成組織所交待的任務？
僅一位主任答「否」，占 6.67%，其答覆是須視該事情與個人利害是否有密切
相關，才會受到老師重視。其餘主任皆答「是」
，茲整理如下：不能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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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目標，當事情具有急迫性質時，則視團隊成員的良莠，增加一些賞罰的
誘因；充分授權後仍需督導與協助，主任能成為溝通的橋樑；僅能部分完成
組織任務，因有人有同理心，有人則無法感受；利用有限的權限回饋員工，
製造誘因；先與員工溝通再協調，大部份老師都願意做；須視老師對事情的
熟悉度及使命感而定；老師的負擔很重，把一些例行性不重要的部分刪除（如
行政分工無關緊要的部份），再將學校的要求事項（如產學案），給有能力又
有意願的老師，其他的老師則把教學、服務的工作做好即可；例行事項會直
接分給相關老師即可，若有需要時，則透過約談、溝通，看事情的複雜程度
是否需要召開會議；須公平、合理的對待成員，分配適量的任務；親自完成；
分工合作；依據老師專業與個人特質分工等。
3. 運用僕人式領導最大的挑戰或困難是在那裏？
當同仁並沒有感受到管理者的想法時，有時須應用權變管理、或例外管理或讓
他暫時離開此位置；遇溝通不良，而員工又不願提出其想法時；每個人有不同
的人格特質，故不必然能以此方式進行；老師背景很強勢時，則不適用；即使
追隨者能信服你，也不一定願跟隨；有人會凌駕到主任頭上來；因人而異，有
些老師須花更多的時間釐清其專長及興趣，若事情緊急時則找配合度高的老
師；結構性領導與人際關係之衝突；有些同仁的意願只是當老師，很難更改其
意願，此時給願意者回饋（比如有同仁願意接建教案），是可採行的方式；須
慢慢的了解，不斷的溝通；讓成員能發揮所長；交付之工作最後仍須自己完成；
工作量難預測；系上有少數不願配合且會分化組織的成員時；低姿態領導久
了，必須強勢時較困難
4. 運用僕人式領導最大的回饋是什麼？

TAO

實踐中即得到滿足；民主式領導，工作與回櫃成正比；同仁以同理方式對應；
可盡快達成目標；同仁不會對主任不滿或非議；相處融洽；完全授權給老師，
結果比預期好；員工可以體驗到自我成長；尊重老師，老師比較快樂；氣氛圓
融；組織成員分享成果；主任工作繁重；集思廣益；同仁的認同與合作。
5. 運用僕人式領導最成功的地方在哪裡？
單位不要太龐大，運作即可成功，比如一個系去運作是可以的，但以學校來運
作則較無法發揮其功能，因僕人式領導常須事事躬親，較大單位同仁無法看到
領導者的背影，自然無法感受到其影響力；可以讓同仁發揮、有創意，附加價
值提高；同仁的感受比較好；系上一團和氣；效率提高；在協調、合作中完成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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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任自己在僕人式領導的應用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技能
以身作則，自己做榜樣；在學校工作多元化的情況下，要能夠適才適任；學習
釋懷、調整淡忘不愉快的人際衝突；運用主任權限給配合老師ㄧ些鼓勵（比如
排課時段優先、實驗室配備優先採購）；沒有派系、利害衝突；協助老師做善
後工作；運用老師的興趣、專長去發揮所長；將價值觀及信念投入在實際工作
上，上讓組織成員持續成長、適應變革；尊重、溝通、協調；不氣餒、不計得
失、繼續推動系上工作；決定重要決策、培養人才；先付出、勤協調；充分討
論、廣納建言、擅用校內外資源。
（三）僕人式領導與環境的關係
1. 在技職院校的環境中，僕人式領導是否容易應用成功？
多數主任（73.3％）認為技職院校的主任適合以僕人式領導帶領老師，僅少數
持相反或不一定（26.7％）的看法。持肯定意見者：技職院校較容易應用，因
可透過自己本身為模範，持之以恆，而且學校是教育單位可以給予較多的時
間，而企業往往要立刻拿出績效，故推動較難；老師的才智都已相當足夠，故
在用人方面要有藝術，啟發他的成就感與榮譽感；老師屬專業人員，不宜用威
權領導，應給予尊重；私立學校的老師，較願意接受學校的安排，故僕人式領
導相對較容易；可應用成功，各有專業可互補；可行性高，但還是要看老師個
別特質而定；可以引導老師；在合諧與分工中達成任務；老師都很獨立自主，
故適用。持否定或不一定意見者：主任不像名間企業，有很大的權限可以支配，
老師自主性很強，故不容易成功；老師學歷高意見多，不易凝聚共識做成決策；
不易運用成功，因無績效、加薪等因素，大家都固守本份而已；較資淺的主任
TAO

可以，但若是學校之高層主管可能不易達成。
2. 在老師所負責的教學、輔導、研究、服務等項目上，哪一項以僕人式領導最
容易達成組織目標？哪一項則否？為什麼？
多數主任認為以僕人領導方式帶領教師羣，在「教學方面」最容易達成組織的
目標，出現次數共 8 次（本題可填寫多項），原因是服務學生就是透過教學引
起其學習動機；「教學」有自己的領域，老師各有專長；教師主觀認知教學為
本份，較具熱誠；出現次數第二多的是「服務」共 6 次，服務（指行政分工），
不需要太多專業技能，老師各司其責，即可達成。以僕人式領導最不容易達成
組織目標出現次數最多的是「研究」共 8 次，因研究需要研究量能、須獨立完
成，具專業能力，與個人未來升等有關，非領導方式可介入。但也有老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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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為老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主任很難去領導；少數老師也認為服務非老師
工作，在主觀上並不認可，也非領導可帶動。

伍、 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1. 主任們都了解僕人式領導，絕大多數對此領導方式都表認同，故其在僕人
領導理論的特點上回答「以身作則」及「服務為首」
、
「共同成長」居多數；
在特質部分則包含了謙虛、溝通、協調、愛人如己、同理心等；本身之領
導價值觀上也以以身作則、傾聽、尊重及溝通、減輕老師工作負擔使其有
成長的空間，達成任務且獲認同等為主，絕大多數都符合僕人領導的精神。
2. 絕大多數主任都已將僕人式領導應用在系上帶領老師團隊上面，大多是透
過先以身作則，自己先做的方式，掌握事情的需求，透過溝通請老師參與
其中，除了一位主任認為無法達成組織所交待的任務，其他多數主任認為
雖無法達成百分之百組織的要求或僅能達成部分，但透過一些溝通、協
調、協助與督導，適量的分派任務後大致可完成。若遇到困難比如因部分
同仁不能體會管理者的想法，又不願溝通時，或因個人特質、背景不盡相
同之故，有主任提出需透過權變領導（但此為例外狀況），使任務能順利
達成；或遇急迫任務，為求時限內達成，通常會找配合度高的老師或採高
結構式領導盡快完成。但結論仍是以僕人式領導帶領老師，最能營造系上
融洽的氣氛，並使老師發揮所長。
3. 多數主任認為技職院校的主任適合以僕人式領導帶領老師，僅少數持相反
TAO

看法。贊成者認為教育單位相較企業，仍有較多的時間讓主任發揮僕人領
導的影響力，且老師都很獨立自主，應給予尊重，比較能在合諧中分工。
另在老師所負責的多項任務中，多數主任認為「教學」與「服務」是最容
易領導的兩個項目，「研究」則屬於個人能力之範疇，較不易透過僕人式
領導達成效果。
4. 由樣本資料敘述統計，男性系主任領導技能平均分略高於女性；年齡愈大
領導技能平均分漸次略為提高；商管學群領導技能平均分略高於工程學
群，而工程學群又略高於人文學群；以年資而言，十年以下領導技能平均
分差不多，年資 11-15 則略高，21 年以上更高；另外有信仰者領導技能平
均分略高於無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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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理意涵
1. 僕人式領導與其強調其領導技巧，不如說是透過領導者內在品格的鍛鍊，
領導人願意以恩慈、忍耐對待部屬，使其茁壯成長，發展其潛力，並成為
組織中的人才，及未來的僕人領導者，故領導者本身內在品格的鍛鍊是非
常重要的，故非僅是表面上討員工歡喜而已，其影響力亦較為深遠，需要
不斷的學習；也不是單純的民主式授權而已，需要不斷的協助老師改善，
少數主任在此想法上似有偏差。
2. 僕人式領導並非代替員工做事，而是透過培育、訓練，使員工有能力完成
任務，並在過程中輔以傾聽、溝通、協調，儘量使員工適才適所，發揮所
長，少數主任認為僕人式領導，最後工作都要獨力承擔，加重其本身的工
作，此亦為偏差之想法。
3. 僕人式領導的確不適用於主任更換太頻繁，主任需要時間去了解老師的想
法、專長與特質，在技職體系中老師需要承擔多項任務時，如何以身作則
讓老師有意願跟隨，但最後仍需透過平日的了解使其適才適用，才是長遠
之計。
4. 如遇急迫性任務，部份主任會找願意承擔者或以結構性領導（成員的任
務、期望水準、工作期限，皆有明確要求）儘速完成，或因個人因素也會
有權變管理（視情境有利程度決定領導方式）或例外管理之情況，但事後
仍須回歸僕人式領導，使員工一直有跟隨的榜樣，可以不斷的更新成長。
5. 系主任在組織中通常是一個被指派的管理者，但管理者也可以成為一個真
TAO

正的領導人，透過僕人式「應對進退的技巧，聆聽、說服他人的能力，以
及務實設定目標、內心信念的支持」等持續性的領導，應可減少少數主任
提出的以下狀況「會使權威性下降」
、
「只能在合理的環境下進行」
、
「主任
缺乏獎勵績效的籌碼」等困難因素，但仍待後續研究者繼續追蹤此理論的
實証效果。

三、研究限制
1. 本研究限於人力，僅以本校主任為例，後續研究者可就北、中、南全台技
職院校多做採樣，較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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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訪時雖極力揣摩、確認受訪者語意，仍有少數語意無法完全確認，僅能
以最接近意思表示；少數直接擲回的問卷，回答較簡略，儘量以最可能意
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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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各位主管、主任：
您好！我是企管系黃麗卿老師：目前正著手研究「技職院校主管對僕人領導
的認知及應用」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中填寫問卷，本問卷調查內容僅作統整分析之
用，絕不以您個人名義對外發表，敬請放心填寫，再次感謝您！
敬祝
教學順利
健康平安
南亞技術學院企管系
黃麗卿
敬上
1、您了解僕人式領導嗎？

□是

2、您認同僕人式領導嗎？

□是

□否
□否

□部份

若否，為什麼？

(若您能詳述，將非
常感謝)

回答「是」及「部份」者，請繼續以下題目；否，請回答至此，不須繼續作答。
3、您認為僕人式領導的特點是什麼？
4、您是否將僕人式領導運用在組織帶人上面？
□是

□否

□部份

TAO

您都是如何應用？

。
(若您能詳述，將非常感

若否，為什麼？
謝)

回答「是」及「部份」者，請繼續以下題目；否，請回答至此，不須繼續作答。
5、您以僕人領導方式帶領員工，所獲得最大的回饋是什麼？
最成功的地方在那裏？
6、您 以僕人領導方式帶領員工，是否能完成組織所交待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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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您都是如何完成？

。

若否，為什麼？
7、您認為僕人式領導最需要那些特質才能成功？
8、您的領導價值觀為何？
9、您以僕人領導方式帶領員工，面對最大的挑戰或困難是在那裏？
10、在您的僕人領導技能上，有那幾點是特別值得一提的？
11、在技職院校的環境中，您認為僕人領導是否容易應用成功？
為什麼？
12、目前技職院校的老師通常承擔教學、輔導、研究、服務等項目之責任，您認
為哪一項目在您應用僕人領導方式帶領下，最容易達成組織（系或學校）目標？
。
。

為什麼？
哪一項目最不容易達成組織目標？

。

為什麼？

。

基本資料：
1、性別：

□女

□男

2、年齡：

□30~39

□40~49

□70 以上

□現任主管或主任

3、擔任主管或主任年資

□50~59

□60~69
□前任主管或主任

□5 年以下

□6~10 年

□11~15 年

□16~20 年

TAO

□21 年以上
4、教育程度
5、所屬系別學群

□大學

□碩士

□博士

□工程學群
□商管學群
□人文社會學群

6、您是否有信仰
□是

□儒家思想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回教

□其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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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Hunter 領導技能清單
管理人姓名
位階

部門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打勾，如果對於某個敘述沒有任何

非常

意見，請不要做任何記號！謝謝您

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1. 我常常對別人表達謝意。

F

F

F

F

2. 當問題發生時，會挺身而出，與之對抗。

F

F

F

F

3. 我會常常花時間在辦公室裡走動，多與部屬互動。

F

F

F

F

4. 我常常鼓勵別人。

F

F

F

F

5. 我會對部屬說明工作目標是什麼。

F

F

F

F

6. 我是個好的傾聽者。

F

F

F

F

7. 我會常常指導部屬，進行詢商，以求達成工作目標。

F

F

F

F

8. 我會以禮待人(視部屬為十分重要的人)

F

F

F

F

9. 我會致力於部屬的發展訓練。

F

F

F

F

10. 我會使部屬負起責任，以達工作要求的

F

F

F

F

11. 我會給予有成就者應得的獎賞

F

F

F

F

12. 我會時時表現出耐心以及自制力

F

F

F

F

13. 我是位可以讓部屬可以放心追隨的好領導人

F

F

F

F

14. 我具備適當專業技能，足以勝任當前的工作

F

F

F

F

F

F

F

F

16. 可以原諒部屬的錯誤，不會記恨。

F

F

F

F

17. 是個值得別人信任的人。

F

F

F

F

F

F

F

F

19. 適時的給予部屬正面回饋。

F

F

F

F

20. 從未在公開場合羞辱或是懲罰部屬。

F

F

F

F

21. 對個人，部屬及部門設立最高目標。

F

F

F

F

22. 已積極的態度面對工作。

F

F

F

F

23. 對其他部門的決議，都審慎回應。

F

F

F

F

24. 是個公平且行事一致的領導人，凡是以身作則。

F

F

F

F

25. 不是一個喜好掌控，或太過強勢的人。

F

F

F

F

15. 可以滿足其他的『所需』(need)
(相對於『所欲』<wants>)。

18. 從不會在背後算計別人。
﹝或在他人背後說壞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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