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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蘭

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Chun-Lan Lee, RN, MS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ursing,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在不確定 、充滿複雜與變化的時代中 ，領導的

導行為 ，發現受到領導者屬性與領導成功要件之獨

品質將越來越重要（Shirey, 2006b）。Mills（2005）在

立變項 ，及所被賦予的權力的影響 、情境變數和其

其談論『領導』的書上提到 ，在人類的生活中沒有幾

他介入措施交互作用的影響。由此可知 ，在多變的

件事比得上領導更重要 ，有效的領導幫我們脫離泥

環境中 ，不管領導者用的是何種領導型態 ，其個人

沼 ，使組織成功 、或達到組織的宗旨 ，缺乏領導將

特質與領導成功要件皆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好

會導致遺失方向。好的領導者可以使差的計畫最後成

的領導者可以決定組織的良窳 ，但現任的管理者並

功；反之 ，差的領導者將摧毀最佳的計畫。對照此

非人人皆是天生的領導者 ，若能透過成功領導要件

一說法 ，Yukl（2006）綜合 1989 年起至新版的組織領

的學習將更能在多變的潮流中以有效率領導行為建

導學中 ，將領導定義為「不論學者或臨床實務者如何

立 正 向 的 工 作 環 境。 美 國 急 症 護 理 學 會（AACN：

歧異來說明 ，但他們一致認為領導型態是一種會對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Care Nurses）2001

組織有效性產生極重要影響的真實現象」，而在所有

年 提 出 創 造 健 康 的 環 境 ， 包 含 安 全（safe）、 癒 合

的領導統御的學說中 ，通常會針對「領導者」與「管

（healing）、人性化（humane）、與尊重病人 、家人與

理者」作一界訂。Northouse（2003）分析差異在於管

護理人員（respectful to patients, patients’ families, and

理傳統的將規劃 、組織 、人員管理和控制當為主要

nurses），真誠領導成為六個標準之一（技巧性溝通 、

管理活動的核心 ，反之領導者強調的是整個過程的

真實合作 、有效決策 、適當的人員分派 、有意義的

影響性 ，因此管理者重視的是有條不紊與穩定 ，而

確 認 、 與 真 誠 的 領 導 ）（Shirey, 2006a）。George 於

領導者則關心怎樣帶團體調整及有建設性的改變。現

2003 所談的真誠領導（Authentic leadership）建議領導

今醫療環境面對健保給付及標準要求的壓力 、醫院

者在靈性上的修養 ，對領導者屬性具有根本性的指

評鑑制度持續品質的要求 、顧客滿意的挑戰 、醫療

引 ，是現今被重視的領導哲學 ，為近期成功領導要

技術的革新與人力資源條件的不同等急遽變化 ，穩

件的論述（Boje, 2003）。身為主的兒女 ，我們每天要

定與秩序已不足以因應 ，身為醫療組織的管理者更

用心靈和誠實來回應主豐富的供應 ，因為約翰福音 4

需站在承擔未來發展關鍵點上 ，做一個帶領群體迎

章 24 節裡說「神是靈 ，所以拜祂的 、必須用心靈和

向改變的優秀領導者。

誠實拜祂」便點明了「真誠」之重要。

Yukl（2006）在管理理論中對於領導的描述 ，有
兩個部分：一為領導者具備的屬性 ，所談為領導者



真誠領導是什麼？

與所屬員工透過其個人特質領導的影響；二為領導

Cooper、Scandura 與 Schriesheim（2005） 認 為

過程 ，所談為領導者與所屬員工其雙方互動的影響；

最近「真誠領導」是因為學者希望在這個倫理淪喪 、

同時 ，多數領導理論的研究中有關探討依變項之領

社會衝擊的現今環境中 ，建構藉以強調「正向」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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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誠 領 導
而被凸顯 ，探討目前能創造未來持續價值的重要秘

給的豐沛後 ，便擘餅 、遞給門徒 ，同時也傳送著信

徑 ，在動態的醫療照護環境中日漸被全美護理界所

心 ，終有十二籃有餘的食物代表額外的恩典同在 ，

重視 ，是醫療工作環境中的基石 ，能夠契合現有各

實際透過同甘共苦的行為而成為我們真誠領導的典

種所必須面對的狀況（Shirey, 2006a）
。依照韋伯字典的

範。真誠領導者自我認知所處環境的困苦 ，學習仰

解釋 ，真誠（authenticity）指的是誠懇 、不偽善的 ，代

望神而不靠自己的力量 ，按設定的目標 、意義與價

表確定 、存在與真實的本質（Webster’s Dictionary）
。

值 ，領著伙伴以身作則經歷不同形式的考驗 ，朝向

依 Shirey（2006a）查 究 真 誠 領 導 的 革 新 源 自 於 西 元

領導的終身成長而前進。George（2003）定義真誠領

2000 年 ，最初來自於工商管理界與正向組織心理學

導：是能智慧的藉由領導去服務他人 ，有興趣在不

說 ，強調領導者與跟隨者的良善與正向的人性 ，如

同於他人用自己的權力 、金錢 、聲望的方式 ，以人

信賴 、希望 、樂觀與有恢復力的 ，融會在高度文明

內在真心 、熱情和憐憫的特質來引導與賦能人們。

的組織型態內 ，而展現自我認知與自我調整的正向

正好在廿一世紀初呼應耶穌的作為 ，他提出所需具

行為。同時對於領導者而言 ，此特質將能夠激發跟

備的五個特質：
「目標」
、
「價值」
、
「真心」
、
「關係」
、

隨者向著更高目標前進的自我興趣 ，使得工作同仁

「自律」
，此五個面向不是階段性 ，而是在生活經驗

與病人皆有好的滿意度 ，就好比轉換型領導型態中

中持續混合的實踐出 ，真誠領導者的特質與聖經的

所言 ，能夠創造持續的組織價值 ，與負向的領導型

啟示的整體概念圖（如圖一 ，延伸自 Shirey, 2006b 於

態針對命令與控制所造成組織遲滯甚或死亡不同。其
實早在聖經中便記載耶穌用憐憫體恤對著一群痛苦
無依的跟隨者 ，正如同馬太福音在 14 章 14 至 21 節中

George, 2003 之 “The Authentic leader’s Characteristics”

Authentic Leadership, p36）正傳達此一概念 ，這也是
聖經中詮釋耶穌祂的一生。Shirey（2006a）認為護理

描述 ，祂以五餅二魚供給五千人吃飽還有剩餘 ，其

界管理者需能在「此時此刻」、透過「內在自我」省

中耶穌親自帶領群眾在困乏的野地裡 ，熱情祝謝神

察的方式來劍及履及 、逐步成就自己真誠領導的特
質 ，以適時面對複雜的現今環境。

實踐真誠領導的五個特質
因此我們依 George（2003）對真誠領導的詮釋 ，
一一將五個特質與實踐方法 ，介紹如下：

一、瞭解自己的「目的」，以「熱情」回應
首先 ，當一個領導者 ，你必須先自問 ，要以何
種方式領導？否則容易以獨裁的方式淹沒在世俗所
認為的地位 、財富之下而迷失方向 ，歷代志下 1 章
11 至 12 節「神對所羅門說：我已立你作我民的王。
你既有這心意 ，並不求資財 、豐富 、尊榮 ，也不求
滅絕那恨你之人的性命 ，又不求大壽數 ，只求智慧
聰明好判斷我的民；我必賜你智慧聰明 ，也必賜你
資財 、豐富 、尊榮…。」是的 ，如何發現自己的目
圖一

真誠領導者的特質與聖經的啟示

的？由神給予的智慧來判斷 ，即使身為組織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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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亦要以自我瞭解 、自己的熱情與潛在的動機為

人的跟隨？撒母耳記下 12 章描述大衛王因一時軟弱

首務 ，尋求如何在現有的環境下 ，以最合宜方式結

而犯了錯 ，被主懲罰 ，他只能禁食禱告求主憐憫赦

合自己與組織的目的（George, 2003）。而目標的設定

免 ，隨後神追討他的罪 ，他接受並未抗拒 ，仍回轉

非難事 ，但要始終如一的維持你對所設目的之熱情

向神指示的道路繼續前行；真誠領導者亦需要鼓勵

則非易事 ，動力乃在於你能從工作中獲取真正的內

自己與屬下有勇氣去面對與統整整個局勢。雅各 1:12

在價值 ，進而能夠驅動自己的能力去成就最大的效

便告訴我們「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經過試

益 ，路加福音 19 章 2 節說到撒該稅吏長因為要尋見

驗以後 ，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

耶穌 ，不顧身份爬樹 、站在高處等候福音的來臨 ，

之人的。」堅守在主的道上奔跑 ，便無懼迎面來的挑

在如此變動異常的環境中 ，我們要學習撒該的精

戰 ，因為美景總在那滿片荊棘的後面。

神 ，不擔心得或不得 ，只知道向著好的目的熱情的
回應 ，等候腓立比書 3 章 14 節中「向著標竿直跑 ，要
得

三、以「真心」引領，培養「體恤」

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而真

過去的商業管理總是想著如何善用員工的體力

理的道路 、神的旨意便是我們至始至終的目的 ，使

與資源 ，很少想到關心員工內心的部分 ，21 世紀有

我們在世俗受託付所管理的組織因著我們與神同在

組織的大公司都在想如何透過目標的認同而使得員

而蒙福。

工衷心付出 ，願意為組織多盡心盡力 ，進而成為公
司的優勢所在（George, 2003）。體恤分為兩方面 ，

二、透過「行為」，實踐穩固「價值」
要定義自己的價值與特質何在？堂而皇之 ，美
其名的價值觀若無法經得起生命的錘鍊與實踐終將
落入虛名 ，並非真正的價值。在雅各書 1 章 10 至 11

的瞭解；二是如何面對部屬所犯的錯。路加福音 22
章 39 至 44 節提到耶穌被釘十字架前的惶恐 ，希伯來
書 4 章 15 節談到即使連耶穌都受試探 ，深知為人的

節「富足的降卑 、也該如此；因為他必要過去 、如同

軟弱 ，因此除了耶穌 ，我們都是軟弱 、曾犯過錯的

草上的花一樣。太陽出來 、熱風颳起 、草就枯乾 、

人 ，無法憑可能有所偏差 、受了誘惑的己見 ，定他

花也凋謝 、美容就消沒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

人的罪。約翰福音 8 章 1 至 11 節講到法利賽人故意陷

事上也要這樣衰殘。」因此 ，真正去經歷因自我價值

耶穌於兩難 ，而卻被耶穌以智慧化解 ，不定婦人的

所引致的衝突與困難 ，續而妥協或調整 ，需要內在

罪 ，讓一個個血氣方剛的群眾「知罪而不定罪」而離

省視個人的信念與學習 、加上與他人互動的影響 ，

去 ，更叫行淫婦人明白自己的罪 、認罪悔改 ，其中

透過終身之經歷而得致 ，最後則要被個人所持守的

耶穌彎下身腰 ，所顯現的真心體恤 ，實為我們所敬

道德所環繞 ，否則終將導致沒有「是」與「非」的判

佩。彌迦書 6 章 8 節「世人哪 、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

斷 ，隨波逐流。雅各 1:8「心懷二意的人 、在他一切



一是對個人成長的環境不同 ，人格特質也不盡相同

善。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 、好憐

所行的路上 、都沒有定見。」價值理念穩固堅定的領

憫 、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

導人 ，知道自己真正的方向 ，具備判斷是非的洞察

知道體恤的同時 ，仍須存有恩惠與公義 ，方可化解

力 ，因此統合自己基本價值是真誠領導者非常重要

彼此或他人的衝突。雖然我們有太多的瑣事佔據我們

的部分（George, 2003），且不只是不說謊 ，更要將所

的生活 ，但發展真心仍可透由瞭解同仁們的生命故

有的事實說出 ，即使會令人痛苦；正如同有人只挑

事 、參與社會服務等貼近真實人生的方法來建立 ，

正向的結果呈現而省卻醜惡的部分 ，掩蓋的事實終

因為我們經由感受他人的難處 ，誠實自我面對與接

將使得自己被矇騙或不被信任 ，如此將如何要求他

近自己內心深處 ，然後知悉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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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同行。」所說 ，讓我們

真 誠 領 導
哪些優點和缺點？使我們可以設身處地 、謙卑的去

有詳細察看那全備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並且時常

體恤每個人在世上的情境與常常軟弱的行為 ，使自

如此 ，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 ，乃是實在行出來 ，就

己真正成為可信靠與值得追隨的人。

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堅守律法 ，就能言行
一致 ，而使行出來的事備受祝福。自律包含行為一

四、建立彼此「連結」的「人際關係」

致 、必須保持冷靜 、及學會控制會影響自己專業判

建立親密與永久關係的能力將會是成功領導者

斷的壓力 ，讓屬下可以預測上級長官的想法使工作

的標誌 ，聖經上提到相生相契的關係；耶穌在最後

更有效率。領導者是可以允許犯錯 ，一旦我們有所

晚餐的擘餅 、喝葡萄汁表示為眾人捨了身體和流血

缺失 ，要清楚自己所錯為何 ，才能及時修正而不致

的立約 ，信徒有彼得願同耶穌下監與受死 、捨棄所

造成更大的問題 ，以免假象侵蝕根基。約翰福音 8

有錢財的婦人為耶穌獻上最昂貴的香膏 、忍著芒刺

章 31 至 32 節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

的保羅最後因傳揚真理而死 ，在在顯明領導者與所

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

屬的關係 ，應該是休戚與共 、同舟共濟。以往的領

由。」每一件自律的行為將會呈現真誠領導者自己的

導者通常想的是「策略 、組織架構與過程」，因而僅

價值信念 ，因此唯有向著真道 ，才能無限揮灑 ，獲

對工作授權多加關心 ，而疏遠了做事的個人 ，若在

得真正的自由。而規律的飲食 、運動及生活方式有

21 世紀的領導者仍熱衷於此 ，只問成效而不關心部

助於促進自律 ，創世記 2 章 2 節「到第七日 ，神造物

屬 、獨來獨往終將注定失敗（George, 2003）。組織的

的工已經完畢 ，就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工 ，安息

運作的效率以及組織 、員工與其工作之間的互動是

了」，主照著規律要萬物有其作息 ，運行才得無礙 ，

否良好 ，是維持組織整體運作與創造業績的重要因

我們亦當如此。

素（李 、李 、沈 ，2000）。要今日的員工付出自己的
心力 ，需要更多的人際關係彼此連結 ，而將會以長
久有形與無形的獎勵回饋 ，羅馬書 8 章 28 節「我們曉

結

論

真誠領導與其他領導學理論的差異 ，Cooper、

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與部屬 、

Scandura 與 Schriesheim（2005）指 出 所 謂 轉 換 型 領

團隊 、外界建立開放與深厚互信的基礎 ，不但我們

導和魅力領導 、轉換型領導 、僕人式領導與真誠

的領導得以推展 ，組織亦能因大家的同心協力而團

領導全是強調「根本建造（root construct）」。而 Bass

結向前 ，對任何可能的阻礙將無攻不克的 ，尤其當

在 1985 所 主 張 的 交 易 型 與 轉 換 型 領 導（Transaction

壓力越巨大時 ，彼此的關係亦將更加連結 ，因為患

&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一直是目前研究領導

難中見真情 ，彼此濡沫相親的革命情感源遠流長。

型態的重要理論 ，意指領導者互有交易與轉換的行
為特質 ，端看兩者之均衡狀況而導致外顯行為型態

五、前後「一致」、展現高度「自律」

有所差異。交易型領導較為權謀與政治 ，但制度 、

領導者多是積極競爭型 ，被成功慾望所驅使 ，

獎賞明確 ，屬下可獲得領導者的承諾與讚賞 ，抑或

對成功有高度的挑戰並非壞事 ，但需要目標明確 、

被負向的回應所糾正；反之 ，轉換型領導包含吸引

信念堅定 ，在嚴酷市場中永保競爭力；但領導者的

人的非凡影響力 、激勵人心 、智慧的激發與個別化

言行舉止通常也是被放在顯微鏡下放大檢驗的 ，因

的 考 量 等 ， 具 有「真 誠 領 導 」的 倫 理 特 質（Bass &

此以身作則是真誠領導必要的特質之一 ，沒有自律
將不會被屬下所尊重 ，因為會和他自己所要求的好
價值相互抵觸（George, 2003）。雅各書 1 章 25 節「惟

Steidlmeier, 1998）。另講求領導或管理技巧之外 ，在
領導的靈性層面 ，Bass 與 Steidlmeier（1998）進一步
提出真誠的轉換型領導提供「自我」道德的合理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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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誠 領 導
實際的概念 ，指出「自我」與朋友 、家人 、社區的福

所有成員 ，因為受了我們的影響 ，而同樣享受屬天

祉相連結 ，此部分將超越個人在團體裡廣泛概念下

的福份。

所應盡的義務之外 ，更與社會與文化信念相關。因
此 ，強烈具有此特質的領導者將促進真實 、忠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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