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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力教室
-僕人式領導



領導力教室

先進觀念，真實案例
自我提升，領導能力



僕人式領導
以服務取代領導的哲學
•暢銷書《僕人》的作者杭特借助一個中年企業領導人的
經歷，寫出埋藏在聖經中一種作僕人式領導（Servant 
Leadership）的真理。

•他強調，當一個領導人願意像僕人般服侍他的下屬時，
並決心滿足其心理的基本需求如愛、自尊及自我實現，
且在影響力所及處負責打造有助於部屬生命成長之健全
環境，與他們建立關愛、尊重、信任、接納及承諾的關
係，就能獲得領導人的威信及影響力，還能以此激勵他
們發揮個人最大的潛能，全心投入心力、才能及創造力，
為達成共同目標奮戰不懈。《僕人》一書中對下列關鍵
詞彙的定義發人深省：



領導 Leadership

•領導是一種過程，藉此影響他
人共襄盛舉，完成任務的一門
藝術。

•韋氏大字典定義領導為：「藉
著走在前面或一旁為人引路、
指揮、引導其行程」(To show 
the way, to conduct, to guide, to 
direct the course of another by 
going before or along with.)。



領導,權威,威信

•領導(Leadership)：一種技能，用來影響別人，讓
他們全心投入，為達成共同目標奮戰不懈：『技能』
是一種能力，透過學習而得；領導，也是領導別人，
是人人可學，人人可得的。

•權威(power)：一種能力，利用你的地位，罔顧別人
的意願，強迫他們照著你的決心行事。

•威信(authority)：一種技能，運用影響力，讓別人
心甘情願地照著你的決心行事。



領導,權威,威信

•領導(Leadership)：一種技能，用來影響別人，讓
他們全心投入，為達成共同目標奮戰不懈：『技能』
是一種能力，透過學習而得；領導，也是領導別人，
是人人可學，人人可得的。

•權威(power)：一種能力，利用你的地位，罔顧別
人的意願，強迫他們照著你的決心行事。

•威信(authority)：一種技能，運用影響力，讓別
人心甘情願地照著你的決心行事。

權力



威信的根源來自犧牲奉獻

•耶穌基督：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
來歸我。

•印度聖雄甘地：不費一兵一卒，沒有使用暴力，
更沒有行使威權，他的成功全靠個人的影響力。

•馬丁路德：不用訴諸武力，他就可以推動黑人民
權法案(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

•德蕾莎修女：以犧牲奉獻的精神贏取舉世推崇的
影響力。



僕人式領導的內涵

•或許有人認為僕人式的領導似乎
矮化了領導人的地位，但事實上，
根據馬斯洛（Maslow）的看法，
當人開始關愛別人及為他人著想
之際，早已放下自身的需求與慾
望，從自我的限制裡釋放出來，
這靈性層次的成長就足以使人喜
樂及滿足於付出。 馬斯洛（Maslow）



自我實現需求

自尊需求

社會需求(愛與歸屬感)

安全需求(安心與安全)

生理需求(基本生活溫飽)

馬斯洛層次需求理論



僕人式領導的內涵

•或許有人認為僕人式的領導似乎
矮化了領導人的地位，但事實上，
根據馬斯洛（Maslow）的看法，
當人開始關愛別人及為他人著想
之際，早已放下自身的需求與慾
望，從自我的限制裡釋放出來，
這靈性層次的成長就足以使人喜
樂及滿足於付出。

無私的,無欲則剛
馬斯洛（Maslow）



讓最像僕人的人作領袖

•從「領導力」的定義來看，藉眾人的幫
助把事情完成的能力(Ralph M. 
Stogdill)，不在於其職位高低，權力
大小，而是一種態度與使命的承諾。

•因而，Robert K. Greenleaf強調如下
的領導信條：『要建設一個好的社會，
也就是有公益及關懷，強者與弱者無限
的彼此服事，就是建立僕人領導的機制，
讓最像僕人的人作領袖。』 協力組長推選案例



影響證嚴法師一生最重要的話

•為佛教，為眾生

•他的師父印順導師
在皈依儀式時送給
他的話
慈濟的四十多年前，這四十幾年的時
間，師父都是專心為眾生，45年以後，
我就要專心為佛教，要把佛法一定要
把它說出去，《妙法蓮華經》，我現
在最擔心的，我能不能說完它。



我們的學習與應用

•為佛教，為眾生

•為公司，為顧客

蘇國垚老師



Greenleaf僕人式領導的6項行為特質

• 一、傾聽：傾聽可博取眾議，發揮同理心，注意自己的態度，跳
開自己的主見。

• 二、說服：英文的persuasion來自拉丁文「persuasio」，per為
藉由,sursio為溫柔，是讓人心服口，而不是勉強為之。

• 三、無為：適時閃避可以避開一些瑣事，分別輕重緩急，使自己
持盈保泰。

• 四、接納：學習接受不完美，想如何使對方更好。

• 五、自我認識：有感受力，能辨識環境需求，但也要了解其限度。

• 六、助人：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使幫人解決困難，幫助人成長，使
人更強、更健全、更自動自發、更自主。



耶穌對「領導」的定義-1

•在馬太福音第廿章廿五至廿八節，耶穌對門

徒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

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

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

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

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耶穌對「領導」的定義-2

•同樣的使徒保羅在聖經《腓立比書》2：7中描述耶

穌取了人的樣式"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在

四福音的序言中也表明了基督僕人的角色。"道成

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聖經約翰福音1：14）

•又說：「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

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

人的贖價。」(太20：26~28)



欲做諸佛龍象，先做眾生馬牛

•無相禪師回答：「如果以一棵樹作為比
喻，眾生是樹根，菩薩像是樹的花，佛
則是樹的果。想要這棵樹長大、開花、
結果，就得先灌溉它，所以救度眾生是
修學佛法的根本。」

•禪師又說：「《華嚴經》裡有一句偈言：
『欲做諸佛龍象，先做眾生馬牛』。你
如果想成為佛門龍象，就要先付出；致
力為眾生服務，才能福慧雙具。」 協助案家清掃案例



耶穌僕人式領導的三大原則

• A．對成功領導的認定不同。在世上看來的成功定義並非
耶穌的標準。他宣稱："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貴君王治
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
這樣。"（馬可福音10：42-43）

• B、衡量基督徒領導的標準是服務。耶穌說："你們中間，
誰願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
就必作眾人的僕人。"（馬可福音10：43-44）

• C、僕人服務是建立在耶穌的典範上。他提醒我們："因
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
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可福音10：45）



僕人領導的七項領導技巧
• 1.擁有威信(Authority)但不是以權力(Power)逼迫共事者，也就是

說這個威信是學術上或技術上的威信，但不把威信當作權力(Power)。

• 2.與所有的CEOS（Customers顧客或學生，Employees員工或部屬，

Owners老闆或股東，Suppliers供應者或外僱人員）保持良好關係。

• 3.領導是影響他人以熱忱與領導者合作，努力完成共「善」之目標。

• 4.聆聽共事者的意見。

• 5.尊重所有的人甚至以無私的愛照顧並負責。

• 6.領導者應像公僕，但公僕不是百呼百應的奴隸，而是以對方真實

需要為出發點。

• 7.考慮到所有共事者的合理需要，但不是要什麼給什麼。



最佳的領導模式

•最佳的領導模式是
把以往「上對下」
的模式倒過來，成
為僕人式的領導，
下一層的要服務上
一層，竭力達成他
們的要求。



最佳的領導模式

•最佳的領導模式是
把以往「上對下」
的模式倒過來，成
為僕人式的領導，
下一層的要服務上
一層，竭力達成他
們的要求。

接近顧客,自主管理



改變你的思維

•要經常反省我們早年所形成的成見，
無論是和我們自己有關的、和周遭有
關的、和組織有關的、或是和別人有
關的。
•請記住，我們是透過我們所形成的典
範來理解外在的世界的。
•但是我們們的典範並非是天經地義的
金科玉律。〈典範，是一套心理樣式
“pattern”、模型 “model”、或是
地圖，用來指引我們人生的方向〉。



尊重不同的意見

•『要是你和手下的員工開會，
與會的十個人意見都一樣，
這也就是說，其中有九個人
是多餘的。』



自我和驕傲可是我們成長的最大障礙

•『服從確實可以治好我們過
剩的自我和驕傲。說實話，
自我和驕傲可是我們成長的
最大障礙。』



以服務代替領導
•『僕人式領導』：簡單地說，即『以
服務代替領導』的哲學。

•領導人應培養領導的特質(例如，誠信、
關懷、傾聽、謙卑等)，以滿足部屬的
基本需求，並懂得激勵部屬，讓他們
發揮最大的潛能。

•而前述的領導特質是一種『技能』，
人人均可透過學習、修練而獲得。它
能感召屬下全心投入工作，為達成共
同目標奮戰不懈。



威信始終建立在犧牲奉獻上

•1, 如果領導要能穿越時間與空間的
重重考驗，就必須建立在威信上。

•2, 行使權威(Power)或可收一時之
效，但是長久下來，彼此之間的關
係卻會惡化，跟著，影響力也會蕩
然無存。(P103)

•3, 威信始終建立在犧牲奉獻上。



領導是建立在奉獻之上

•領導是建立在奉獻之上，也就是說，
是要找出並且滿足對方的基本需求。

•『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你為
我奉獻，所以我也你為奉獻。

•你肯為我赴湯蹈火，我當然也會為
你赴湯蹈火。(行為會影響行為)

•當我們受人恩惠，我們怎麼可能會
不懂得感激，不懂得湧泉以報呢？



領導始於決心
•領導始於決心，這是人類最獨特的能力，連結
了意圖和行動，進而推動了我們的行為。

•只要我們擁有決心，我們就可以去關愛別人，
這個愛是動詞的愛，愛能讓我們找出並且滿足
我們所帶領的人的基本需求。

•滿足他們的所需，而需所欲。為了滿足他們的
需求，我們就要犧牲奉獻，我們就能建立威信，
或者說是影響力，亦即『要怎麼收穫，先怎麼
栽』。直到建立威信，我們才算是貨真價實的
領導人。



領導始於決心
•領導始於決心，這是人類最獨特的能力，連結
了意圖和行動，進而推動了我們的行為。

•只要我們擁有決心，我們就可以去關愛別人，
這個愛是動詞的愛，愛能讓我們找出並且滿足
我們所帶領的人的基本需求。

•滿足他們的所需，而需所欲。為了滿足他們的
需求，我們就要犧牲奉獻，我們就能建立威信，
或者說是影響力，亦即『要怎麼收穫，先怎麼
栽』。直到建立威信，我們才算是貨真價實的
領導人。

做就對了



第四關
號召群雄
寶鍊



第四關
號召群雄
寶鍊
轉七識為
平等性智



領導力教室

學習複習，不斷練習
身心調息，厚植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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