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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充實與修正，例如：每一章節論述完畢後，針對論述內容，提出個人研究看法

做出小結。聚焦在蔣經國政治領導力方面，避免失焦，提出建議在研究蔣經國總

統政治領導力，可以發現到蔣經國用人大公無私，以及前瞻性、執行力方面著手

研究。對於現任或歷任總統政治領導力作對照與比較研究時，應注意用詞與批判

適當性。因此研究者對於有關政治領導力正面時採肯定用詞，若研究發現其治領

導力不適合時，則用有待商確，採較緩和用詞，主要採用劉校長寶貴意見與綜合

研究者看法，並表達萬分感謝，對校長一路支持與相助，但願有機會可回饋大恩

一、二。 

黃人傑教授指導柏嘉論文後對現任馬英九總統政治領導力批判論述時，亦提

醒柏嘉要注意用詞，不要採較激烈用語，例如：馬英九總統與親民黨主席宋主席

未能攜手合作，其論述亦採委婉用詞。研究者認為執政者為最高政治領導者，擁

有絕對資源權力優勢，若能禮賢下士，較能整合不同意見與排除障礙。故對現任

總統必然有更高期許，對事不對人，對公共政策與政治領導力用人不分政黨色彩

論述。 

        在論文寫作時，曾邀志疆與文豪一起在圖書舘共同相互努力，雖然他們因故

而漸漸少來圖書舘，但柏嘉為發起人故無論何事，至今一直保持當時約定最少星

期日要在圖書舘見面承諾，論文亦逐步完成，亦感謝志疆與文豪伙伴在平時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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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支持，亦希望他們能順利完成論文研究。 

    當第一次正式寫論文時，有論文主題亦有其主幹和內容，亦有寫作論文格式

與方式。柏嘉因較關心國家政治與和人民有關公共政策事務，故主幹與內容較為

有把握，但寫作論文格式規定則為生疏，常常請教陳文政教授，正如陳文政老師

說有售後服務，實際可與豐田汔車服務享有美名。在論文完成接近成時，王冠雄

老師剛好有演講一場如何寫論文技巧與方法，讓研究者更能掌握其寫作技巧與方

法，聽演後頗有收獲，表達感謝意思，亦感謝助教靜芬協助論文發表時間與即時

送專業治國書補充論文內容。論文寫作因為第一次正式寫，故寫作規則常是最傷

神問題，還好有陳文政教授，有許道然教授、劉維琪校長、指導教授黃人傑（後

來），稍微緩和一下。在平時生活中，有在加拿大慈濟委員姑姑、小姑美慧、師大

慈濟師姊妙桂教授關心、同學志疆、文豪、學姊文玫、學長名呈；好友子卿、阿

妹、仁傑、家傑、月娥等加油打氣、以及親民黨宋楚瑜秘書長秦金生關心論文完

成和黃城教授鼓勵、陳延輝教授、陳士榮老師、吳定教授、鄧中堅教授、陳松柏

校長關心、和教育部次長楊國賜及師大教務長關心與協助。感謝關心柏嘉師長與

親朋好友們，論文完成，亦希望看到良善政治領導者，帶領國家與行政團隊邁向

康莊大道，人民生活安康幸福與美滿，可以看見人民散發出快樂、滿足神情與笑

容、亦就是本研究論文和研究者所關心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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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所名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 

論文名稱：政治領導力-以蔣經國總統用人為例 

畢業時間：2012 年 8 月 

研究生姓名：蘇柏嘉                              指導教授：黃人傑  博士 

論文摘要： 

    中國自黃帝立國以來，人民若幸運遇到好皇帝，則生活則安定與富裕，若不幸

遇到不好的皇帝，則面臨戰亂、重賦稅、常勞役、刑牢之罪。人民被動只能接受皇

帝安排，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國父為了避免人們想爭奪皇帝統治權，相互

殘殺，贏得之人，容易有權力傲慢，輸之人則面臨殺頭之罪。而主張國民主權論，

並具體展動國民革民行動，最後成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開創中國主

權在民立國歷史新頁。 

    國父創造中國歷史，以國民主權論開啟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五權憲法政府體

制，但身為國家領導者，除了具有理想性與實踐執行力外，必須識人、用人、知人

善任，將對的人擺在對的事上，如國父說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

流。但國父在識人上出現重大挫折，有陳烔明叛變而炮轟總統府，最後成立黃埔軍

校以蔣中正為第一任校長，擁有實際軍事權力，最後北伐成功一統中國。 

因此回顧歷史上政治領導，而本研究政治領導力，則以蔣經國總統用人為例，

主要理由是，在政治領導力方面，識人、用人、知人最具績效，則以蔣經國主政時

期，人才濟濟，政治清廉、政府有能，如解除戒嚴、開放成立其他政黨，開啟政黨

政治良性法治化競爭首頁，定期改選國家領導者基礎，實現主權在民具體政策措

施。在經濟上，全力推動十大建設，創造就業機會、尊定工業基礎、提升整體國家

競爭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台灣、新加坡、香港、南韓），國民所得快速成長、

經濟成長率高、國民就業率高、但物價可以有效被控制，因此物價平穏，所以實際

上人民購買能力提升，而當時人民感覺有台灣錢淹腳目盛況。而蔣經國總統又勤政

愛民、生活樸實、政府呈現上樑正下樑正清廉政治風氣，為中國自有歷史以來人民

生活最富裕時期，藏富於民，本研究者尊稱為「蔣經國總統國民主權廉能之治、民

生富裕經濟」，可比美唐太宗「貞觀之治、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而其中關鍵因素

蔣經國具備有良善政治領導力，亦是本研究探討重點。 

    首先研究探討良善政治領導力，有那些技術與方法，亦本文未附錄 99 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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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蔣經國先生採用那些技術與方法，獲得歷史上政治人物領導能力最好與人

民最讚賞與肯定蔣經國總統。在研究同時發現中國皇帝政治統治領導中亦有共同良

好特性，如齊恒公重用管仲、劉邦善用張良、蕭何、韓信，劉備禮用諸葛亮、關公、

張飛、趙子龍，唐太宗誠用魏徵，朱元璋策用劉伯溫，國父孫中山先生授權重用蔣

中正。運用政治領導力其中一些技術與方法，加上領導者人格特質，如氣度恢宏、

知人善任、廣聽則聰多看則明、以身作則、大公無私用人、誠信、負責、前瞻性眼

光、執行力、果斷、魄力、建立正確方向與願景、資源整合協調與統合能力、溝通

能力、同理心、危機管理能力、權變領導能力等。而我們懷念蔣經國總統，但他己

先走了，但人民可以主動發掘像蔣經國總統具有良善政治領導者，研究發掘其關鍵

選擇優良政治領導者方法，人民不在是碰運氣可否遇到好的政治領導者，在我國定

期制度化選舉設計所產生國家領導者，如何讓主動選擇權回歸到人民身上，落實主

權在民這是本研究核心課題。 

    最後結論建議與展望，目前國家與人民需要什麼目標、政策、建設，如產業提

升與研究創造、國土保持、水資源水庫整體規劃與維護、中山高與北二高等擴建工

程、全面性將全國阻塞道路找出並提出解決通道、高速鐡路全面性環島、全面性捷

運化逐漸代替市區公車、全面性由國小附設幼稚園、開放大陸與世界各國來台求

學、研究開發永續發展能源、規劃各國各地區科學園區與辦公大樓，如科學園區、

辦公大樓、汔車工業。 

全面規劃策略性產業：中西醫學產業、醫學美容產業、世界級觀光產業、保健

與藥饍食品研發產業、金融、保險、證券產業、電腦與電子產品產業、農業產品食

品化產業、大中小型企業輔導與轉型、家電產品產業研發、文化與電影文創事業產

業開創、全國性無線網路系統與監視系統提升。必須以世界性眼光看中華民國台

灣，才能提升國際性競爭力，創造無限性附加價值，創造人民就業與國民就得，提

升國人生活品質、民生富裕。 

 

 

 
關鍵字：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人格特質、權變領導 

        、氣度恢宏、知人善任、以身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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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Student: Su Po-Chia     Advisor: Dr. Huang Ren-jie 

 

Abstract 

The main reason for why this study, Political Leadership: Taking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s Employment for Example, is that with respect to political leadership, 

knowing, hiring and appreciating talented persons is the most effective during the 

Chiang Ching-kuo’s regime. There were plenty of talented persons, politics was 

uncorrupted, and the government was capable, such as lifting the martial law, allowing 

the people to found political parties, opening up a new page for benign competence of 

political parties under the rule of law, regularly reelecting national leaders, carrying out 

concrete policies and measures lik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In regards of economy, Ten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were set into action with all 

the efforts, which created jobs, established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improved national 

competence to become the top of the Four Asian Tigers (including Taiwan,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South Korea). National income grew rapidly, the economic growth was 

high, and national employment was high. However, prices of commodities could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Therefore, prices of commodities were stable, so actually the 

people’s purchasing power went up, and the people met the grand occasion of “Taiwan is 

ankle-deep in money”. Moreover,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was diligent and loved 

his people. He lived a simple life, and the government expressed an upright political 

atmosphere by example, which could be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for the peopl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Wealth with the people,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s upright regime 

with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as prosperous” as the researcher 

describes respectfully, which may rival “Doors were left unbolted at night and roadside 

remained untouched during Golden Years of Zhenguan” under the regime of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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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zong of Tang. And the key factor is that Chiang Ching-kuo had good political 

leadership, which is the discussion point of this study. 

    First, this study discusses what techniques and methods good political leadership 

can have, that is, the 99 techniques in the appendix. In this essay, the techniques and 

methods Mr. Chiang Ching Kuo adopted are discussed, which obtained the best 

leadership and the people’s praise and recognition among political figures in the history. 

Meanwhile in the study, we discover that there are common good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political regimes and leadership of Chinese emperors. For example, Qi Huan Gong 

put Guan Zhong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Liu Bang made good use of Zhang Liang, 

Xiao He and Han Xing. Liu Bei courteously hired Zhuge Liang, Guang Gong, Zhang Fei, 

and Zhao Zi-long.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sincerely hired Wei Zeng. Zhu Yuan Zhang 

hired Liu Bo Wen with plans. The national father, Dr. Sun Yat-sen, authorized to put 

Chiang Kai-shek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The adoption of some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along with 

personalities of leaders, such as broad tolerance, knowing talented persons’ subordinates 

well, leading by personal example, unselfish employment, integrity, responsibilities, 

forward-looking foresight, executive power, determination, boldness , building correct 

directions and visions, communicating ability, empathy, crisis management ability, and 

contingency leadership。 

We yearn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He already passed away, however the people 

may initiatively discover key political leading methods of good political leaders like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The people will not try their luck to meet good political 

leaders. The core issue of this study is how to move the initiative selection right back to 

the people, and to implement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design of the periodical 

and institutionalized election scheme to generate national leaders. 

 

    Finally, the conclusion suggests and look ahead that what goals, measures, or 

construction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need currently, for example, industry upgrading, 

research and creation, land preservation, overall plans and maintenance for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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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and reservoirs, projects of the Sun Yat-sen and Second Northern Freeways, 

comprehensively finding nationwide roads where the traffic is jammed and proposing 

solutions, high-speed rail roads around the island, comprehensive MRT to gradually 

replace downtown buses, total affiliated kindergartens of elementary schools, access for 

students from the Mainland and the whole world to study in Taiwan, R & D for ener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s of science parks and office buildings for various 

countries or various areas like science parks, office buildings, and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from a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reate limitless added values, offer 

jobs for the people and create national income, thus to improve compatriots’ quality of 

life and mak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prosperous. 

 

 

 

 

 

 

 

 

 

 

 

 

 

Keywords: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political leadership, personalities, 

contingency leadership, broad tolerance, knowing talented persons’ 

subordinates well, leading by personal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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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國自黃帝至今，號稱全世界歷史最悠久，文化最豐富偉大國家，但到了讀近

代史滿清未來，卻面臨各國列強瓜分中國以及割讓台灣給日本困境。國父孫中山先

生面對國亦非國、家亦非家，上萬言書給滿清大臣李鴻章，以人盡其才，地盡其利、

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文章。盼望受到任用，盡一分知識讀書份子力量，但上書如沉

大海，只好化被動等待讓人任用無奈，採更積極主動革命，從皇帝極權主義傳統國

家向民主、民本、民治、民有、民享、福利與法治國邁進，而開啟亞洲第一個民主

共和國。 

從本個案而言，若滿清大臣李鴻章與慈禧太后等可以具備政治領導力，能知人

善任，重用如國父孫中山先生才能，則可避免如陸皓東等革命志士傷亡。 

國父推翻滿清後，建立中華民國，但滿清將領中袁世凱擁有軍隊，革命志士中

因有些人短視，盲目聽從袁世凱計謀，要國父讓位，而國父為了顧全大局與避免革

命志士中再度因戰爭而死亡，宣布退位，由袁世凱繼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因為

大權在握，為了滿足個人權力與私欲，暗中派人暗殺國會領袖宋教仁，迫使國父再

度革命，死傷更多於只是滿清將領袁世凱勢力。 

從個案而言，若當時國父堅持不讓位給袁世凱，革命志士，或許有人說國父革

命只要為了當中華民國總統權力欲望吧。若國父可以堅持不讓，忍受別人譏諷，堅

忍為國為民，並同時培養軍隊，或許可以避免再度革命。關鍵如何知人善用外、知

人避禍，亦是關鍵。台灣諺語，不認識錢，虧一半，不認識人，死一半。亦傳遞識

人、知人重要性。 

    國父歷經陳烱明叛變，知人不善再度受到挫折，並體會建立軍隊重要性，任命

蔣中正為黃埔軍校第一任校長。而蔣公亦發揮個人軍事長才，北伐、抗日亦有功績，

但在政治領導力上，卻歷遭挫敗，如閭鍚山叛變，造成中原大會戰，死傷慘重。大

陸撤台任第一任省長陳儀，引起二二八事件，至今仍餘波盪漾。而後來繼任蔣經國

總統先生勵精圖治，知人善用，奠定中華民國在台灣經濟基礎。 

    因此本研究分析中國近代史中，能知人善任，又發揮國家競爭力與行政績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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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民滿意度，可以值得學習楷模，以便人們學習借鏡，嘗試著以中華民國蔣總統

經國先生為例，來分析研究。為其研究動機一。 

    在蔣經國總統時代中，勤政愛民、知人善用，提升整體國家競爭力，使得我國

從開發中國家邁向進入為新興國家，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在當時經濟大環境正

面臨第一次石油危機，蔣經國當時為行政院長，大力任用如孫運璿、李國鼎、林洋

港、李登輝、李煥、王建瑄、趙耀東、王昭明等人。 

    在蔣經國任總統時，在人事用人方面，重用孫運璿、李煥、李登輝、林洋港、

錢復、宋楚瑜、馬英九等人。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兩岸探親，其中開放組

黨，和兩岸探親，影響目前政黨政治與兩岸良性發展，提供良好素材。謂在良好領

導人之下，英雄輩出，亦良將手下無弱兵。如今歷經蔣經國總統以來，李登輝總統、

陳水扁總統、馬英九總統。似乎國人在問，總是缺乏如蔣經國如此勤政愛民、知人

善任、品性操守良好國家領袖。李登輝處理凍省不過細膩，造成旗下愛將宋楚瑜離

開，若由宋楚瑜接下行政副院長兼凍省後省長，適當安排其公務人員與行政人員工

作任務，或許不至於引發政治如父子李宋不和。主要宋楚瑜不滿，可能因素如，凍

省後，理應照顧各行政人員工作任務安排，對一個重情重義宋楚瑜而言，無法照顧

其部屬，有其內心無奈。政治領導力強調被領導者內心世界中，他們需要是什麼，

並給予滿足，這是李登輝總統不夠細膩地方。 

    陳水扁因李登輝與宋楚瑜不合，形成李連蕭陣營與宋張陣營交火，而兩雄相

爭，民進黨陳水扁而當選總統。陳又因貪污案被囚禁牢房，成為中華民國首位被以

貪污案被囚禁總統。接續為馬英九成為總統。人們似乎普遍有如此概念，陳水扁因

利勲被囚禁，馬英九雖名廉但在政治領導能力方面，有待商確，若他本身缺乏幹練，

又不能任命如宋楚瑜如此行政幹才，為國所用。而當時宋楚瑜與連戰和吳伯雄友好

氛圍下，國民黨與親民黨合作，奠定藍軍選舉大勝民進黨，而使泛藍在立法院擁有

三分之二以上席位，馬英九亦高票當選為總統。但目前身為總統馬英九，卻因領導

大格局與氣度、胸襟問題，而捨棄宋楚瑜與親民黨不用，亦未能加以整合與融合，

有人亦諷稱謂為藍軍中老大卻不是藍軍共主泛藍有國民黨、親民黨、新黨）。若能

任命以（宋楚瑜為行政院長，則國親則能合，則馬英九在正常情況下，亦可輕鬆連

任當選總統。而宋楚瑜以省長經驗和得到蔣經國總統真傳，其勤政愛民、行動力與

執行力，必能為國為民所用。雖然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結束，仍然由馬英九連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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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過程卻有很大波折，最後因親民黨為小黨，宋楚瑜依然在兩黨政治下仍然被棄

保，但親民黨政黨票卻過 5%門檻，獲得政黨補助款，繼續以親民黨立法院黨團繼

續在政治舞台運作。若選後馬英九總統若能整合泛藍如親民黨、新黨等，則下次國

民黨總統候選人則較易勝出，更何況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以六百多萬總統選票，己

奠定民進黨基本盤，若再調整兩岸政治與經濟，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再加入台

灣共識（各政黨協商政黨政治運作、或民主程序），則未完成哪一里路則越趨向成

功攻頂，而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歩黨，則基本盤逐漸各趨向 50%時，則公共政策制

定與執政政績，人民生活安全、就業與富裕，則民心向背可用選票方式選擇由那一

個政黨來執政。 

    從個案中分析，李登輝因重用行政幹才宋楚瑜（親同父子），其當選總統之路

順遂。經濟發展亦穩定發展，但也因李登輝忽略被領導者宋楚瑜心理層面，因凍省

問題產生誤解，造成兩人決裂（父子形同路人）。李離開國民黨成立台灣團結聯盟，

宋離開國民黨成立親民黨。對照劉備三顧茅廬得到諸葛亮相助，誠意者禮賢下士，

則國乃興，反之則亡。而馬英九若能尊重宋楚瑜，以及借重宋楚瑜行政長才，為國

所用，而宋楚瑜若願亦比照與連戰和吳伯雄合作模式國親合，則劃下國親融合契

機，反之則否。身為中華民國國民與目前論文研究者希望目前政治人物如國民黨總

統參選人馬英九、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以及總統參選人宋楚瑜、和未來中華

民國各政黨總統參選人，亦能學習到蔣經國總統勤政愛民為表率，能知人善用，組

成堅實行政團隊，而以政治領導力為研究重點，儘量不分黨派與色彩、中立，以蔣

經國總統用人為例，人民如何找到卓越優質政治領導者，為本篇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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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壹、研究問題 

          根據前述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想探討之問題如下： 

一、政治領導力技術與方法有那些： 

學問為濟世之本，知識是一種力量，知識又包括各種技能、技術與方法，

而本文所探討是政治領導力，而以蔣經國用人為例，首先瞭解政治領導力技

術與方法有那些？例如：以身作則、大公無私、如何識人、知人、用人，知

人善任，如何協調、整合、權變領導、如何臨危不亂、如何危機管理等。 

二、國家領導者應具備何種政治領導力 

本文主要探討政治領導力，而以蔣經國總統用人為例，然而蔣經國是歷

任總統，展現出最佳領導能力總統之一。而研究國家領導者應具備何種政治

領導力，可以分析蔣經國政治領導方法有那些，有那些優質政治領導技術，

可以作為後輩政治領導者學習課題，而用對的人做對的事，進而富國利民、

人民安居樂業榮景。 

三、人民如何選擇而產生卓越優質政治領導者 

           在中國古時候政治領導者（統治者），稱為皇帝，好的皇帝可以帶給人民

富裕，如唐太宗貞觀之治，不好的皇帝，有如秦始皇，勞役重、賦稅重，甚

至戰爭。而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政治領導者對人民生命、財產、

前途影響甚鉅，而國父創建民國，在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國家主權在

人民。而人民如何才能選擇而產生卓越優質政治領導者，可以從被動企求上

天賞賜卓越優質政治領導者給人民，難道人民不能透過選舉制度來選賢與

能，而本研究者以人民福祉為最高追求目標，透過分析研究，嘗試如何找到

人民有主動權可以選擇到卓越優質政治領導者，組成優質行政團隊，創造人

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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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和研究問題，其本研究目的為何： 

一、瞭解國家領導者應具備何種政治領導力 

         本研究以追求人民經濟生活與福祉為最高目標，而國家政治領導者是影

響到人民生活經濟為最具有影響力之人，故瞭解國家領導者應具備何種政治

領導力，可以幫助人們從選舉當中，可以選賢與能。而政治領導者亦可以學

習良善政治領導力方法，改善並增加政治領導力技術與方法，帶領行政團隊，

提升國家競爭力，創造人民福祉。 

         天大、地大、人民生活福祉最大。而分析並瞭解國家領導者應具備何種

政治領導力，最基本目的就是要找出最優秀政治領導者，如何用人。帶領行

政團隊提升行政效能，滿足人民需求。而研究重點在於領導者如何學習領導

方式，將人才擺在適當位置，為國為民創造福祉，提升人民經濟生活與幸福

快樂滿意度。 

 

二、人民如何影響並產生卓越優質政治領導者 

            在民主政治時代中，如我國總統選舉，透過人民直接定期化投票，選出

領導國家最高領導者。如何選賢與能，與選舉制度有無改善空間，容易讓優

秀政治領導可以當選。例如：免費電視辯論，讓有意擔任國家最高領導者候

選人，提出政策主張，可以普及性使用大眾傳播，稱之為大眾傳播使用權，

公平話語權發聲權。或許進一步是由中選會買下如公視節目星期一至星期

日，例如：晚 20.00-22.00 兩個小時，候選人可以抽籤取得日期，由候選人提

出主張，民眾可以現場請問候選人，打破資訊不透明化障礙。 

            迫使候選人專業研究公共政策可行性與人民需求性，從制度面與技術

面，讓優秀政治領導力人才，不用靠財團或大金主亦可贏得總統選舉，落實

主權在民選舉優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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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章節內容安排 

壹、研究範圍 

          因受到研究時間、資料等限制，因此研究範圍僅限於政治領導力與蔣經

國用人相關人物等，做為研究範圍。 

一、時間方面的範圍 

本文主是研究蔣經國先生政治領導力，因此在研究時間範圍主要以民國

六十一年（1972 年）五月二十六日立法院行使同意權，同意蔣經國開始擔任

行政院長開始至民國七十七年（1988 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總統猝逝止。 

二、研究個案的範圍 

        本研究主要以參考相關紀載有關於蔣經國先生書籍、傳紀、以及相關人

士對他評價，以及研究者本身所處蔣經國時代感受，以蔣經國政治領導力所

產生影響，如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經濟表現、勤政愛民典範等，做為本文個

案研究範圍。 

三、研究對象的範圍 

        研究對象主要以蔣經國總統為主要對象，其次為蔣經國所任用行政團隊

中有其卓越行政幹才表現的對象，如孫運璿、李煥、李國鼎、趙耀東、宋楚

瑜等人。 

四、研究議題的範圍 

          為因應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繼續在以自由、民主、均富、經濟繁榮發

展，以及對大陸產生民主政治種子播種，和經濟上互補。主要議題以蔣經國

總統政治領導力為主，例如：研究議題 1、政治領導能力技術與方法有那些：

政治領導技術與方法如：以身作則、誠信原則、知人善任、氣度恢宏、魄力、

執行力、資源整合能力、協調能力、大公無私作為、權變領導能力。研究議

題 2、國家領導者應具備何種政治領導力：如政治領導技術與方法中，以身

作則、大公無私用人方式、氣度恢宏、知人善任等。研究議題 3、人民如何

選擇而產生卓越優質政治領導者：改善總統選舉方式，用良善制度，可以讓

人民從被動接受政治領導者，成為可以主動選擇出優秀政治領導者，希望從

中找到政治領導力關鍵技術與方法，成為我們學習榜樣，使我國政治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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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經濟更繁榮，人民生活更富裕、國家更富強。 

          而對蔣經國當時有關國民黨的影響力、軍事方面影響力等不在研究議題 

範圍內，重點集中在政治、行政用人方面，知人善任績效上。 

貳、內容章節安排 

        本文章分為六章，其論文架構為       

第一章「緒論」：旨在闡述本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範圍

與內容章節安排、名詞釋義。 

期望在本研究論文當中，找到政治領導力技術與方法。 

        第二章「相關文獻探討」：領導力、政治領導力。 

        分析瞭解有關領導力、政治領導力等，有關文獻蒐集，可資運用。 

        第三章「研究途徑與分析架構」：研究途徑、分析架構、研究方法、研究流

程與限制。採用何種分析架構與方法，有助於更加瞭解政治領導力技術與方

法，如文獻法、深度訪談法。 

        第四章「蔣經國政治領導力分析」：人格特質與政治領導力關係、蔣經國用

人哲學、政治領導力優劣之影響、蔣經國政治領導力評價、蔣經國對政治領

導者影響瞭解蔣經國人格特質，有優秀政治領導力，而卓越優質領導力可以

產生何種行政績效，對蔣經國政治力評價如何。 

        第五章「政治領導力如何提升之研究」：領導者如何提升政治領導力、制度

設計產生優質政治領導力、人民如何影響並產生卓越政治領導者。 

        研究討論領導者如何提升政治領導力，在制度設計上如何可以產生優質政治

領導力，而人民如何運用選票力量，來產生卓越政治領導者。 

        第六章「結論」：研究發現、建議、展望 

       本文研究結果希望學習政治領導力技術與方法，政治領導者如何權變運用各

種領導技術，帶領行政團隊，提升國家競爭力，創造更優人民生活環境，能

藏富於民又均富社會。真正落實人民是頭家（國民主權論）實質生活品味。

能看到人民生活富裕、國民充分就業、居住安全、與良好教育學習環境，是

身為國家政治領導者責任，而蔣經國總統令人懷念與愛戴，實乃時時刻刻心

存國家前途、心存人民富裕生活而更顯可貴與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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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為了讓研究者與研究本題目之先進，對於本研究一些專業或特殊用詞有所瞭

解，故將其重要關鍵字，先在名詞釋義中，先做說明。例如： 

壹、人格特質理論 

一、人格的定義 

         人格，是個人對週遭環境中人事物適應時所呈現異於他人的性格。具有 

       獨特與個別性，但亦有外在統稱性。如學者人格或性格、經師與人師或教師 

       匠性格、法匠性格、或法匠治國等外在統稱。但事實上個體人格具有特殊性 

       與獨立性。通常對人、與事物反應，通常會有一致性，除非是針對特別人或 

       環境，不願表現其真實人格展現。 

二、人格的特性 

         人格乃是個人在對人、對已、對事、對物等各方面適應時，其行為上所

顯示的獨特個性。此種獨特個性，係由個人所接受的遺傳、環境、成熟與學

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現於身體與心理各方面的行為所組成的，具有複雜

性、獨特性、統整性及持續性等四個特性。而人格愈穏定與成熟理性，則與

人互動則較易溝通協調和整合。 

   三、人格理論 

          人格理論有精神分析學派、人本學派、特質學派及學習學派等。各有其

主張理論內涵。 

（一）精神分析學派 

      1、學者弗洛伊德（Freud） 

      2、理論要義 

      （1）心理層面： 

弗洛伊德就行為者對自己所思所為在心理覺知的程度，將其分為三種

層次：「意識」、「前意識」及「潛意識」。 

      （2）人格結構： 

           將人格分為「本我」、「自我」、以及「超我」三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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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格動力： 

            若個體所作所為非出於理性，不能明確道出真正原因。佛洛伊德特別

指出為防衛方式。主要合理化作用、退化作用、投射作用、反向作用、

轉移作用、昇華作用、壓抑作用。1
 

      （4）人格發展 

          1、口腔期：0-1 歳： 

             是人格發展的第一階段，該時期嬰兒主要的快感來自於嘴巴，藉由 

             不斷的吸吮而獲得內在的滿足。而該階段母親是滿足孩子的口慾需 

             求中讓他產生被愛的感覺。反之，讓時期的嬰兒若未能滿足口腹之 

             慾，在長大成人後，仍會繼續追尋這種藉由口腔滿足的快感，而造 

             成吸菸、嚼口香糖等習慣，甚至是人格上的依賴。心理學上稱之因 

             為發展滯留所造成的「口腔性格」。 

          2、肛門期：1-3 歳 

             1-3 歳肛門期主要的快感來自於肛門。該階段嬰兒正面臨訓練大、小 

             便的階段，並開始學習忍受挫折，以及消化自己的負面情緒。但若 

             在這個時期給予訓練過早或過於嚴厲，則可能造成人格發展的阻 

             礙，形成「肛門性格」，在行為上具有頑固、吝嗇等特徵。 

           3、性器期：3-6 歳性器期 

              3-6 歳性器期是佛洛依德的發展理論中，最重視的一個階段。該時期 

              幼兒的快感來源轉移到生殖器，他們開始面臨性慾的萌生與衝突， 

              男孩與女孩會產生想要毀滅與取代同一性別父母的潛意識慾望。 

           4、潛伏期：6-12 歳 

             當個體成長到 6-12 歳時，口腔期、肛門期與性器期所產生的各種衝 

             突和壓力，會開始受到整合而產生基本的人格。在該階段時，這些 

             衝突會昇華成社會化的動力，和學校同儕形成互動關係，並發展與 

             他人的友誼與情感交流。 

          5、性徵期：12 歳以上 

             性徵期時，因為生理各方面達到成熟，原本被潛抑在心中的性衝突

                                                
1
 張春興著，《現代心理學》，台北市，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3 月，頁 455。 



 11 

被重新激發，個體開始尋求親蜜與愛，以本我的能量找到一個出口，

然而人格己在 6 歳前的階段己大致形成，青少年階段只是一種人格的

展現，不如前六年對人格的影響較大。
2
    

（二）人本論：現代心理學第三勢力 

          人本論（humanistic theory），強調以人為本心理學，主要學者有馬斯洛和羅

嘉思。而著名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在他人格理論中，主要三點要義，自

我實現、需求層次、高峰經驗3。其中需求層次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

與隸屬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晚期又加入追求知的需求、美的

需求、超越需求。 

          研究者認為：分析一個人所產生價值感、行為、態度、與堅持，可以從出

生環境、背景、所遇到人、事、物、地、和各種機遇，逐漸表現出慣性習

慣思考邏輯與行為，除了受出身環境、背景與遺傳外，和自我學習亦有重

要關鍵，而自我學習才是自我改變命運希望之鑰。而瞭解人格特性，除可

自我瞭解外，亦可識人、知人、用人，將對的人擺在對的事上。 

 

貳、政治相關名詞 

一、政治心理學 

       政治心理學為政治科學的一支，焦點放在人類涉及政治面之行為的心理

基礎為何上面。而政治行為涉及個人的偏好，其中包括各種相互競爭的目標

與價值觀念，達到這些目標與價值方法，以及這些個人的如何挑選某些人士

來代表或領導他們。更深層分析，瞭解政治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內心世界與作

為，以便引導至適當人與事組合與運用。  

二、政治資源     

         為政治行為者所掌握，足以作為產生與交換所欲之政治後果的各種價

值。而個人的手腕與特性（如：領導統御的技巧、政治職位的擁有、有關政

治性資訊與資源的掌握等）。通常執政黨較具有擁有人與事等資源分配與統

籌權。與政策制定主動權，較具有組織動員人力、財力與物力優勢。 

                                                
2
 李玉嬋等著，《心理學概論》，台中市，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2011 年 1 月，頁 7 之 8-7 之 9。 

3
 張春興著，同註 1，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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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權力       

         指參與政府管理與影響公共政之權。典型的政治權，包括投票權利、組

織政黨之權利、以及參與壓力團體活動之權利。4
 

         人民最大政治權力是定期化投票權與罷免權。而政黨最大政治權力則是

組成執政團隊，掌握國家資源重分配，包括人事官員任免權、預算編制與公

共政策制定與執行。而在野政黨則發揮在野監督政治上權力，而期待下一次

大選可以贏得勝利。 

         政治權力第四權又稱大眾傳播媒體，透過文字、圖像、影像、有線與無

線電視台、政治評論節目、全民開講等，滙集焦點，成為政策規劃公共政策

議題，而優質大眾傳播，如國內天下、卓越雜誌等優良刊物則有議題過濾與

聚焦，如選出最受人民肯定地方首長評比，而不分黨派以客觀調查與數據呈

現，亦可以給地方首長做為參考指標，又稱議題守門員。 

四、政治信任感 

              係指對政府官員、政策、政治人物、政治現象、政治典則的信任態度。

政治信任感受到：1.個人人格特質，如信任他人感、傳統文化、權威性人格

2.個人社會條件，如職業、教育、種族；3.政治期望，如對政府官員的期待而

影響對政策與官員的評估 4.政治經驗，如評估與官員的接觸經驗者影響。 

 與政治信任感相反的，即信任不信任感，或政治嘲諷感，由於長期認為政府

的決策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而逐年累積不信任感。 

              學者伊士頓指出，政治系統假如没有支持的投入，根本無法運行，支持

的對象包括社區、典則、當局，任何政治系統必須減低反對壓力，擴大積極

性支持。人民政治信任感愈高，政治支持愈高。所有執政官員均爭取人民的

政治信任與政治支持。5政治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有信任基礎，透過互信基礎其

政治領導才能事半功倍，而行政績效良好。如蔣經國總統與孫運璿行政院

長、經濟部長趙耀東等彼此相互信任基礎關係。  

 

                                                

4林嘉誠等著，《政治學辭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9 月，頁 278-279。 

5
林嘉誠等著，同註 4，頁 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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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探討 

第一節  領導力相關理論 

    我國普遍而言其人民文化水準與素質頗高，在國內各書局所出版作品，各式各

樣的書籍都有，而國內有關寫領導方面書和翻譯領導書籍己相當普及，但有關政治

領導力書籍較缺乏有系統理論，而相關碩博士論文亦少見，主要以企業經營為利益

之盈虧領導與管理論為最多，因為市場上有各企業與跨國企業經營，需要企業領導

與管理知識，而企業管理教授們，因市場需要該領導與管理知識，故專書與著作特

別興盛，而政治領導與管理領域，因會渉及到政治與權力運作分析，或對現任政治

人物領導風格，較為敏銳，則呈現相較於企業管理領導，在政治領導力這一專書較

不興盛可能主因。但本文既然是專題研究政治領導力，試著嘗試發掘其重要政治領

導力相關文獻，試論述如下：  

壹、領導的意義 

    自從有了人類組織後，就必須由領導者執行領導功能（leadership），以統合組

織成員的力量，共赴事功，完成組織目標。從過去經驗可知，一位成功的領導者乃

是成事者，而非做事者，乃整合資源作最有效運用。優秀領導者應透過最適當的領

導方式，組合並協調部屬完成工作，而不必事必躬親，大小事情一把抓（俗稱當總

統做的像當科長，小事一把抓）。此種觀念尤其適合於行政領導的領域，蓋因行政

機關組織成員之間的衝突、磨擦、矛盾等問題層出不窮，必須經由適當的行政領導，

以組合、協調、溝通、激勵等方式，促使組織正常運作、人員和諧相處、任務圓滿

達成。6 「士為知己者死」被領導者心悅誠服，心甘情願跟隨領導者完成組織目標。 

   何謂領導？茲引述若干學者的看法。 

（一）張金鑑教授（1902-1988） 

行政領導就是機關的各級主管適應部屬的心意與需要，運用思想溝通、人

格感召、智能表現及管理措施，促使之踴躍熱烈的共赴事功，以協同一致

                                                

6吳定等著，《行政學上》，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2007 年 8 月，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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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有效的完成組織的使命與任務。 

（二）泰利（George R.Terry） 

領導係為影響人們自願努力以達成團體目標所採取行動。 

（三）庫茲（Harold Koontz,1908-1984）與歐丹尼爾（Cyril O’Donnell） 

領導係為影響人們自願追求共同目標之達成。 

（四）譚能保（Robert Tannenbaum） 

領導是在某種情境下，人際間的相互影響，並藉由溝通過程，使其趨向既

定目標之達成。 

由前面幾位學者中可以得知，領導強調三個重點：人際間的互動、影響他

人的行為、達成團體的目標。因此領導乃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影響力

互動的過程。進一步而言，領導乃是指某一種特定情境下，某人行使各種

影響力（influence），以影響他人或團體行為，使其有效達成目標的過程。

由此觀之，領導並不限於上級人員對下級人員的領導，也包括下級人員對

上級人員因行使影響力而產生的實質領導。7
 

（五）葛德納（John W.Gardner） 

領導是一種說服或示範的過程。一個人（或領導班底）可以藉著這個過程，

引發團體去追求領導者所堅持、或上下一心所共持的目標。領導者和團體

組成分子或追隨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告訴我們，在兩者之間，溝通和影響是

雙向流通的，而在雙向溝通的過程中，非理性、非語言和不自覺的成分各

占一部分。領導者在這其中既塑造別人，又被人塑造。8
 

（六）吳瓊恩教授 

      領導的英文字源於 laedare，意謂旅途中的導遊。而社會科學對「領導」尚 

       未有明確定義，因為領導問題是複雜且涉及多面向的問題。 

       當代管理學者認為，做為一位領導人，不僅應具有某種專業知識技能，也 

       不能只成為「單向度的人」，成功的領導人應是一位通才而非專才型的人 

                                                

7吳定等著，同註 6，頁 236-237。 

8譚家瑜譯，葛德納（John W.Gardner）著，《新領導力》，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8 月 30 日，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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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且同時領導人也應具有「認知的複雜」，能從多面向詮釋問題的意義。 

       因此領導者價值、態度、思惟傾向要比他所具有的專業知識更為重要。 

       領導者必須具有某種程度影響力，能使人自願追隨或聽命令來合作辦事。 

       而這領導能力的培養，是一種修練的功夫，「內省真理」之所長，亦為西方 

       所未及者。如莊子說：「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 

       知所以然而己矣」。其領導魅力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功夫，而是長期修練而 

       成。這種偏向主體生命修養功夫的導向，可從領導者從實踐中去體驗心得。 

       是一種超乎語言文字的「默會知識」。9其領導的定義如下： 

    1、重視權力基礎的領導定義 

    （1）領導主要是建立在個人特質上的權力，通常本質上是規範性的。   

    （2）領導者即團體中的個人，被賦予指揮與協調有關團體活動的工作。 

    2、重視影響力的領導定義 

    （1）組織領導的本質即對於機械性服從組織慣例的指示之外，增加其他方面    

         影響力。 

    （2）領導即任何試圖去影響其他個人或團體的行為。 

    3、強調目標、價值、意義、遠見的領導定義 

    （1）領導者做正確的事情，管理人把事情做好。 

    （2）領導是說服或以身作則的過程，使個人或領導群能誘發一個團體，追求 

         領導者所制定目標或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所共同的目標與願景 。 

    （3）領導即影響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活動朝向目標設定與目標達成的過程。 

    （4）領導即經由大多數非強制的手段，使某一團體朝向預定某種方向發展的 

         過程。 

    4、強調輔助者領導定義 

       對人類運用領導時機，是當具有某種動機與目的的人，與他人競爭或衝突 

       時，動員制度的、政治的、心理的與其他資源，以喚起、接觸、並滿足追 

       隨者的動機。 

                                                

9吳瓊恩著，《行政學》，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8 月，頁 36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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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強調動態過程的團體發展的領導定義 

      領導是團體發展的動態過程，是一團體或組織中某個人的行動激勵他人更 

      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本來潛在的需求、願望與潛能而工作一起以求其實現。若    

      這個人雖然在團體中無論有無具有「領導人」的名號，只要能使該團體產生 

       活力，就是領導力展現與運用。10  

    小結： 

        領導者本身無論其人格特質或其領導方法與技術，其目的是希望影響被領 

    導者共同朝向預定目標前進，達成使命，因此其人格特質與溝通技術與方法必 

    須去學習，才能與被領導者產生良性互動關係，有無與無形去影響到被領導者， 

    共赴目標，主要為下列三項： 

1、 人際間的互動與溝通良好 

無論在行政團隊中或政治團體中，人與人之間必然有互動關係，良好互動關

係，易於產生好的溝通氛圍，優秀的領導者，善於營造出有助於溝通氛圍與

環境，如點頭微笑、握手寒暄、講話語調誠懇和緩、溝通時傾聽與符合雙方

合內容等。 

2、 影響被領導的行為，共赴目標和願景 

           身為一位政治領導者，為了結合所有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甚至抽 

           象中各有不同看法和不同立場與利益，如何運用各種領導技術與方法來達到 

           影響被領導的行為，共同為該制定目標而努力，可參酌民主型參與目標管理 

           方式，匯集智慧與共同力量。 

          蔣經國總統，除了本身擁有權力之外，最重要是，他以身作則，勤政愛民、 

          大公無私，讓被他領導人們，甘心歡喜付心，全力完成目標，主要他以人格 

          魅力感召他人，所謂人格參照權影響力。 

3、 達成團體共同目標 

          領導目的就是要達到既定目標，而要完成目標，必須要團體中每一個人有參 

          與感、責任感與榮譽感，善用獎懲以及各種激勵方法，來使被領導者共襄盛 

                                                

10吳瓊恩著，同註 9，頁 3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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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達成團體共同目標、完成使命任務。 

          古語：「給人魚吃，不如教人釣魚。」而訓練計畫亦是運用這個原則，目標是 

          教導主管為自己「釣魚」。溪流代表個人與組織運作的環境，亦即變幻莫測的 

          市場。而教導主管如何在溪流中釣魚時，經常用一種簡單的方法，如規則 1 

             基本概念就是，組織的共同價值或支配的原則必須是主要考量；規則 2 指的 

             是策略、結構、制度、技巧和風格等，都是衍生自規則 2，因此必須與核心 

             價值和環境現實相互配合。11
 

          蔣經國總統當年規畫十大建設，有些短視政客們並不看好蔣經國做得到，他 

          卻以身作則，勤走基層，鼓舞士氣，讓行政團隊瞭解，建設為自己亦為後世 

           奠定經濟基石，我為人人、人人為我，蔣經國總統所帶領行政團隊，無論是 

           十大建設或北橫公路、中橫公路、南橫公路等，無不一一克服，蔣經國總統  

           曾說，再大困難，亦阻擋不了有決心克服困難之人。他的堅韌毅力，勇往直 

           前勇氣，強而有力執行力，再加上優質政治領導能力，創造中華民國在台灣 

           經濟奇蹟，亞洲四小龍之首，並成為世界最均富國家之一。 

 

貳、領導力相關理論 

一、領導的意義 

            領導是在某種情境下，人際間的相互影響，並籍由溝通過程，使其趨向

既定目標之達成，完成組織預定達成目標。領導具備有形與無形影響力，可

以經由組織與整合，可以充分發揮領導一加一大於無限可能性。如船長指揮

全船船員航向即定方向與目標，最高的政治領導總統，帶領政府部門與行政

團隊開創國家新局面，建設國強民富、安康、幸福、快樂社會。 

二、何謂領導力？What is Leadership？ 

能夠影響他人以達成組織所預定目標、實現此種影響力的力量特質、透

過理念、行動、人格感召、願景，所實現的個人領導特質與誠信、協調、整

                                                

11徐炳勲譯，史蒂芬．柯維著（stephen R.covey），《與領導有約》，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5 月 30 日， 

           頁 37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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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統整授權的有效過程中、解決組織問題和增進整體組織團結的能力。 

     如我國蔣經國總統，他以身作則，勤政愛民，主動下鄉訪察，發掘問題，整 

     合國家所有資源，克服種種困難，而各行政部門，亦同時感受領導者誠心亦 

     學習之，古云：在上位者如風、在下位者如草、風至草而偃，上樑正而下樑 

     正。如漢代劉恒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國父孫中山、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 

     美國國父華盛頓、美國總統林肯。除了既有法定職權和獎賞懲罰外，關鍵在 

     以身作則參照權。影響被領導者共赴目標。 

  三、領導能力 Leadership Power 

           成中英教授，指出領導者應具備五大領導能力。1. Natural Power 自然力

(Cheng)、2. Hard Power 硬實力(Nye)、3. Soft Power 軟實力(Nye)、4. Smart 

Power 聰明力(Nye)、5. Moral Power 道德力(Cheng)。 

           研究者看法：何謂領導能力，則是領導者帶領行政團隊，達成計劃中目

標。包括全員性參與目標制定、執行，並協助被領導者解決難題，如執行中

所產生突發狀況與問題，如金融海嘯、歐債危機而影響台股表現等，政治領

導者，必須具有前瞻性眼光並洞燭先機，帶領行政團隊開創新局。如我國面

臨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機，蔣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立即推動國內十大建

設，創造就業，穏定物價，大力從事公共建設，不僅没有使國內經濟崩盤，

反而逆勢而成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奠定中華民國在台灣經濟基礎。這

就是政治領導力處變不驚，前瞻性眼光、卓越有成政治領導力。 

四、領導的基礎 

            領導既然是以影響力為其先決條件，必須探究影響力的來源，也就是行

使其影響力的基礎。並同時瞭解如何採用何種領導方法，使得被領導者，可

以心服口服接受領導者指示，共赴目標，其領導成功關鍵在於知悉被領導者

需要何種領導模式，運用巧妙存乎於心。 

（一）獎賞權力 

        指他人願意接受領導者的影響，並預期將可獲得獎勵的認識。但領導者所

給予的獎勵確定與被領導者的期望相當才能發生作用。例如記功、嘉獎、

獎金、榮譽假、表揚績優名譽感受。若能以被領導者需要給予適時、適當

獎賞時，可以發揮被領導者潛力，謂重賞之下必勇夫。獎賞權運用：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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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於項羽、曹操勝於袁紹。胡蘿蔔勝於木棒（兔子）；牧草勝於馬鞭（千里

馬）；榮譽勝於處罰（德才兼具之人）；肯定勝於批評；讚賞勝於指責。 

 （二）強制權力 

         指他人之所以願意接受領導者的影響，因了解若不接受領導的話，將會受

到某種程度的懲罰。因此為避免受到懲罰，只好接受領導者的影響。如法

律強制處罰權力。但必須審慎使用，避免口服心不服虛與委蛇表面服從。 

         專制國家勝於民主體制國家。 

（三）合法權力 

       指依照機關組織的規定，或是團體行為規範及社會文化倫理關係，某些人

具有「合法」領導他人的作用。例如，機關中部屬接受上司的領導，學校

中學生接受老師的指導，家庭中子女接受父母的督導等。如學者韋柏主張

科層體制合法權力。 

       合法權力使用時必須注意不要「目標錯置」，依法行政是程序與規範、而依

民眾福祉而積極行政是目標與目的。法律没有規定不可以做的，只要對人

民有利就要主動創造人民福祉，「為民興利與福祉」才是目的。 

（四）參照權力 

      指由於某人在學識、能力、技術、做人處事等各方面均表現優異，使他人

對他產生由衷的敬仰，願意以他為學習的榜樣，自然願意接受其影響。如

國父孫中山先生人格感召，跟隨者前仆後繼，完成建立民國偉大使命、蔣

經國總統勤政愛民、以身作則、勤樸風範，讓人民懷念、讓政治人物如宋

楚瑜仍師法蔣經國總統勤政愛民，稱為經國先生跟隨者。而中國儒家思想

中士大夫亦有士為知己者死豪情壯志，如漢代中，被劉邦皇帝譽稱為安劉

者老將老臣相周勃，臨死前要求其兒子周亞夫保護劉桓皇帝與漢朝、三國

時代劉備中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關公、張飛、趙子龍至死仍追

隨劉備政權。 

（五）專家權力 

       指某人之所以能夠影響他人，具有別人所未及的專業知識、學術技能等。

在某些情況下，此種權力比法定的職位還具有影響力。因此在機關組織中

或是組織外的專家，往往被稱為「自然領袖(natural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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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訊權力 

       指由於領導者擁有或可接近具有價值的資訊，而被領導者想要分享其資

訊，因此在領導者願意提供資訊的情況下，便可發揮其影響力。而人事單

位較知悉那裏有職缺，較有人事方面優越資訊權力。  

（七）關聯權力 

       指由於某人與組織內或組織外具有權勢地位的重要人士有相當的關聯性，

他人基於巴結或不願得罪的想法，而接受他的影響力。例如：一般機關首

長的機要秘書，因為能夠隨時接近首長，便被他人另眼看待有所巴結，而

具有關聯權力。12如李登輝總統身邊 00 誠，馬英九總統旁金 00，行政院 

       院長陳沖秘書長林益世等，林 0 世自號稱行政院只有重要三顆官印章，要

陳 0 祥相信他具備有重大人事影響力，如對中鋼董事長人事任命權影響 

       權力。 

       而 John C.Maxwell 約翰．麥斯威爾，在培育領導 101 該書指出，「信任是

領導力」的基礎，領導者必須擁有三項特質以建立誠信：能力、關係和品

格。因此一名領導者的優良品格能讓他在追隨者間建立誠信。然而當領導

者的信用破產，他就會喪失他的領導力，亦不能對被領導者有影響力。所

以信任是領導力的基礎，破壞給人的信賴感，就喪失領導者影響力。13
 

 若以上述本文中蔣經國總統對行政團隊主要影響力為該研究理論，所

提出參照權力，指由於某人在學識、能力、技術、做人處事等各方面均表

現優異，使他人對他產生由衷的敬仰，願意以他為學習的榜樣，自然願意

接受其影響。而蔣經國總統亦有誠信，擔當與負責，勤政愛民、生活樸素，

以身作則、不結黨營私，使其行政團隊與人民對他有其信任感，因此他對

行政團隊與人民是有影響力。 

        

參、領導行為型態 

                                                

12吳定等著，同註 6，頁 237-238。 

13徐愛婷譯，約翰．麥斯威爾（John C.Maxwell），《培育領導101》，台北市，智庫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6月，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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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分式的領導型態 

（一）以工作為中心的領導，此種領導方式的特色： 

  1、以工作或產量為目的，員工僅是完成工作或產量的手段。 

  2、嚴密監督員工，不准員工偷懶。 

  3、以工作或產量的數量及品質，評定員工成績的高下，做為獎懲的依據。 

  4、凡事依照既有的詳盡規定辦理。 

（二）以員工為中心的領導，此種領導方式的特色： 

 1、摒棄消極的懲罰，注重積極的激勵與獎賞，提高員工士氣 

 2、實施分層負責，逐級授權，給予員工較大的自主權。 

 3、重視員工的需求，尊重員工人格，加強員工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二、三分式的領導型態 

（一）獨裁式的領導 

       此種領導方式是指決策權集中於首長一人手中，以權威推動工作，部屬處

於被動地位。 

（二）民主式的領導 

        指首長在理性的指導及一定的規範下，使部屬作自動自發的努力。首長與

部屬相互尊重，距離接近，關係密切。 

        民主式領導對於智慧與能力較高，且獨立自主強、主動積極被領導者，較

適合。 

        蔣經國總統對行政團隊行政人員，主要採取民主式的領導，相互的尊重，

故人才濟濟，並且貢獻所長。在現在民主體制下，大都採民主式領導，如

中華民國、美國、歐洲各先進國家。 民主式領導除了行政與政治領導外，

亦適合老師與學生、教育者與學習者，如研究者論文早期的評論人學者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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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琪校長與指導教授黃人傑院長，採用較屬於民主式的領導與指導論文，

非常適合對研究者領導模式，因此師生關係感情非常融洽，研究者終生跟

隨兩位恩師。劉維琪校長在早期指導研究者寫其論文時充分尊重其個人風

格與寫作方法，同時給予必要寫作規則給予教導，採用就是民主式指導方

式，適時提供必需要寫作技術，以達到盡善盡美境界。爾後正式指導教授

黃人傑院長加入，亦可充分討論如何寫論文才能維持其研究者寫作風格又

可以符合寫作規則。 

        所以瞭解民主式領導，其特色是相互尊重，以平等與包容和充分表達意見，

共同決定目標，當然達成目標是可預期，且達成目標的過程中亦是相互尊

重與和諧。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有相當程度相互信任基礎，才是關鍵重點。 

        馬英九總統與前宋楚瑜省長要培養彼此相互信任關係，自然水到渠成。 

 （三）放任式的領導 

        指首長不把持操縱權力，一切運作聽其然。組織中缺乏明確運作的規範與

制度，行事由部屬自行摸索。 

        而三種權力型態，史蒂芬．柯維（stephen R.covey）認為追隨者跟從領導

者的原因很多，大略可分為三個層面，每一層面都有不同的動機和心理根

源。第一是出於害怕，擔心若不照要求去做，會招致不利的後果，這可稱

為「強制的權力」。第二個原因是，言聽計從就能獲利，這可稱為「功利的

權力」。雙方的關係，是建立在有實用價值的財物和服務的交換。第三種原

因，因為他們願意相信領導者，以及領導者計劃，使領導者擁有指揮其他

人的權力。這些領導人受到信任、敬重與尊榮。而人們追隨只是因為心中

願意這麼做，願意相信領袖以及領袖的動機，這不是盲信、無意識地服從

或機械式的服務，這是有智識、全心全意的承諾，稱為「正統的權力」。14 

 

                                                

14徐炳勲譯，史蒂芬．柯維著（stephen R.covey），《與領導有約》，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5 月， 

           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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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分式的領導型態 

（一）壓榨的權威式 

      被領導被假定為「性惡者」，厭惡工作、逃避責任、被動消極等。領導者對

他們採取極為嚴厲的監督作法，相當的專斷及權威。 

  （二）仁慈的權威 

      仍屬被動消極，故領導者仍採取權威式的領導型態。不過己考屬到被領導

的立場。   

（三）諮商式 

        被領導被認為己有相當的自動自發，接近所謂「性惡者」假定那一類人，

故領導者凡事都會問一問他們的意見，以做為決策的參考。 

（四）參與式 

        被假定為「性惡者」，會積極主動、負責盡職的去完成份內的工作， 

        因此領導者非常尊重他們的意見，給予同等的權力參與決策的制定。 

       參與式主要由被領導者與相關人員，共同討論制定決策目標，由於是共同 

       參與決定，向心力較強，執行時亦能盡心盡力，因此參與式是達成目標完 

       成一種適當方式。  

四、五分式的領導型態 

     指布雷克（Robert R.Blake）與珍‧毛頓（Jane S.Mouton）二人所提的「管

理格道（Managerial Grid）」。兩人根據二分式領導的概念，發展出一個較

為複雜的二面向座標圖，緃軸為「關心員工」、横軸為「關心工作，雙軸由低

至高各有 1 到 9 個刻度，雙軸組合起來共有 81 個可能領導型態，稱之為「管

理格道」，其中最具代表性及受重視的是 4 種極端的領導型態，以及 1 種中

庸的領導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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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權威服從式管理（9、1 型領導） 

       此為主管對工作展現最大關心與對員工展現最少關心的管理方式，管理者藉 

       行使專斷的權力促使員工達到最高的生產量（績效水準）。 

   2、鄉村俱樂部式管理（1、9 型領導） 

       此為對員工展現最大關心與工作展現最少關心的管理方式，管理者的作風及   

       努力重點在促進同僚及部屬的良好感覺（人際關係）。 

   3、無為式管理（1、1 型） 

       此為主管同時對工作與員工展現最少關心的管理方式，管理者只從事最少且必 

       要的努力，以求在組織內保住其身分地位而己。 

    4、組織人式管理（5、5 型領導） 

       此為主管同時對工作與員工展現中度關心的管理方式，為中庸型，大多數管理 

       者採行這種管理方式。 

5、團隊式管理（9、9 型領導） 

      此為主管同時對工作與員工展現最大關心並整合到最高績效水準的管理方

式，它是一種團隊合作，以工作目標為取向，透過參與、投入、承諾、與衝突

解決等措施，達到產量高、品質好、人際融洽和諧的理想境界。布雷克與毛頓

進指出，透過所謂的「格道訓練技術」，可以提升管理者在二個領導行為面向

的效度，朝向團隊式領導努力。   

      主要組織領導者關心行政組織目標完成和對被領導者關懷，同樣具備高度關 

      心。如蔣經國總統行政團隊具備如此特質，蔣經國重視國家建設與行政績效， 

      亦重視行政人員健康與發展適性。如台灣省長宋楚瑜關心台灣省建設，亦關心 

      行政人員發展，如發生涷省時，力陳意見希望可以照顧到省府員工權益，宋楚 

      瑜剛接省長時，夫人陳萬水女士，發現隨從侍衛，全部擠到一個小房間，洗澡 

      亦輪流梳洗極為不便，則建議宋省長擴建宿舍，安頓他們住宿問題。而陳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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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親切貼心對待每一個行政人員。而研究者有二次機緣在公開場合中剛巧坐 

      在陳萬水姊姊旁邊，直接可以感受到她的親切與善良，令人難忘，今雖己遠去， 

      萬水姊姊仍是官夫人中典範，令人無限懷念與尊崇。 

  9 鄉村俱樂部式管理（1、9 型領導）         團隊式管理（9、9 型領導） 

   強調注意員工需求以滿足彼此關係         經由對組織目標共同感受及員 

導致舒適友善的組織氣候。               工承諾而完成工作，並獲致誠信 

                                           與尊重人際關係。 

                           

5                         組織人式管理（5、5 型領導） 

                                                    經由平衡對完成工作的要求與維持員工 

適當士氣水準的方式獲得足夠的組織績效。 

     

  無為式管理（1、1 型）                權威服從式管理（9、1 型領導） 

       只盡最少努力以維持在組織             經由安排工作條件使受人性因素 

  1 身分地位。                           干擾減至最低而獲致運作的效果。   

    1       2       3       4       5       6      7      8     9 

圖 2-1：管理格道模式15
 

                              資料來源：吳定等著，（2007），頁 242。 

 

肆、權變領導理論 

          權變者，「通變達變」的意思。領導者必須適應環境，審視需要，要因人、

因事、因地制宜的選擇適當領導型態，從事最有效的領導。在一般情況下，

如果部屬的人格高度成熟，可採取民主式、體諒型及以人員為中心的領導方

式；如果部屬的人格低度成熟，則採取專斷的、體制型及以工作為中心的領

導方式。若像學術機構則因重獨立研究，自由討論、專業掛帥，故宜採民主

式或甚至放任式、及體諒型的領導方式。對於權變領導理論，曾有多位學者

                                                

15吳定等著，同註 6，頁 23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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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過研究，茲舉例其中二個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以明其論。 

一、 費德勒的權變領導理論 

費德勒（Fred E.Fiedler,1922-）是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教授，設計「最難共

事同仁量表（Least Preferred Co-worker Scale,LPC）」，做為領導型態的區別工

具：LPC 分數高者為關係型領導，LPC 分數低者為任務型領導。他在作過實

證研究之後認為，領導者想要達成高度的成果，必須要採取適當的領導方式，

而決定採取何種領導方式，則需知三項主要變項的綜合研判而定。此三項變 

數為何：16
 

（一）領導者與部屬關係 

       指領導者與部屬相處的情況，及部屬對領導者表示信任與忠心的程度，如

果雙方關係良好，即使得領導者的領導情境處於有利的狀況，反之，則處

於不利的狀況。 

（二）任務結構 

      指群體所負責之任務性質，是否清晰明確、規律化，可預測後果；或是模

糊不清、複雜多變，後果難以預測。前者表示結構性，有利領導者領導；

後者表示結構性低，不利領導者的領導。 

（三）職位權力 

      指領導者所據有職位之實際獎懲權力的強弱，及其自上級與整個組織所得

到支持程度。如果權力很大，有利領導。如果權力很小，則不利領導。 

       因此費德勒將此三大變數加以組合成八種領導情境。費德勒將領導型態分

成二類：任務導向以及關係導向。他建議，當領導者發現其領導情境屬於

有利及不利兩個極端時，他最好採取任務導向（亦專斷式、體制型）的領

導型態，才能獲得高度的績效。相反的，如果他的領導情境處於有利與不

利之間，最好採取關係導向（亦即民主式、關懷型）的領導型態，較能獲

得高度的績效，若採體制型領導，績效反而低落。 

      依照費德勒的看法，没有任何一種領導型態可以放諸四海皆準有效。換言

之，在某一種情境下，非常有效的領導型態，在另一種領導情境下，可能就

                                                

16吳定等著，同註 6，頁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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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無效。所以費德勒認為，領導型態必須與情境密切配合才有效。若領導

者的個性偏向採取某一種領導型態，則欲使之有效，也可以從改變領導情境

著手，例如，改善與部屬的關係，使工作偏向例行化、增加獎懲權等。17
 

      研究者個人看法，學習各種領導技術與方法，在實際運用時，可以因人、時、

地、物、環境不同，而採用不同領導方法，達到領導行政團隊，發揮行政績

效，完成組織制定目標。尤其對不同性格、價值觀、榮譽感、責任感之人，

細心觀察，敏銳瞭解被領導內心需求，適度給予滿足，謂士為知己者死，一

種非常貼心感受。三國諸葛亮可以為劉備盡忠、死而後已，關公、張飛、趙

子龍亦為主子劉備以生死相託，顯現劉備帶人帶心可帶到心中深處，為其奮

門而死境界。因此權變領導不侷限於一泥，而彈性靈活運用，巧妙存乎一心。 

二、豪斯的途徑目標理論 

（一）工具行為 

       即對部屬的行動予以計畫、組織與協調行為。屬於技術與方法方面行為。 

（二）支持行為 

       即對部屬的需要的滿足，給予支持性的考慮與關心和表現其支持行為。支

持肯定其行政作為。如曾志朗對韓國裁判對我國跆拳國手作不適當裁判，

表達抗議行為，有受到我國馬英九政府支持與聲援。 

（三）參與行為 

       即領導者與部屬共同分享資訊、徵詢部屬意見，並運用部屬的構思與建議，

以達成團體的決策。如蔣經國十大建設、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都有參

與決策與執行力展現。宋楚瑜參與李登輝總統有關總統直接民選決策。 

（四）成就導向行為 

        即領導者為部屬設定富有挑戰性的目標，期望部屬有高水準的工作表現以

及不斷地尋求改進。18蔣經國十大建設，讓許多行政幹才達成目標，如當時

經濟部長孫運璿全力發展經濟與國家建設、財政部長李國鼎調度財政預算、

趙耀東中鋼管理模式，建立我國鋼鐵質與量。榮工處施工品質得以確保，不

濫追加預算，以及各項建設如期完成。 

                                                
17吳定等著，同註 6，頁 242-244。 

18吳定等著，同註 6，頁 245-246。 



 28 

伍、何謂領導力 

       領導力就是可以自我領導，亦可以讓別人接受我們領導，稱之為領導力。 

      研究者個人看法：又何謂「自我領導」，自我領導乃是自我管理個人品性、

修為、自我節制、自我控制。如我國古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

自我管理、自我領導者，才能以身作則，發揮人格魅力，進一歩感召他人，

領導別人。如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領導全國人民向即定目標前進。如慈

濟證嚴法師，自我律己甚嚴，自給自足，並發揮宗教人格感召，號召並領導

世界慈濟人投入大愛救助人們行列，追隨者付出無所求，自我犠牲奉獻，只

為服務眾生菩薩（俗稱人們）。從自我領導發展成為領導人們成長過程，並

發揮領導力最大效能。 

領導能力，乃是一種在領導權威與追随者服從之間的特殊權力關係，而「領

導能力」是一種說服或示範的過程，領導者或領導團隊可以藉由這過程，引

發組織去追求領導者所堅持的，或上下一心共同完成的目標。領導力不能與

「地位」、「權勢」混為一談，分不清領導力與職權將是大型組織致命傷，公

部門也不例外。另一方面「領導力」乃是平衡工作關係與目標，其相信改變

別人的價值觀是領導者之成為領導者道理。一個領導者必須學會關懷、提出

願景、管理自我，並在組織與個人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點。而國家領導者，

其施政方向、領導能力、用人哲，都影響國家發展方向與發展。 

學者 Nixon於 2003 年指出，領導者必須做的兩件事： 

   首先，使組織目標、價值、願景、方向和文化能吸引組織成員的注意 

   其次，能讓組織有效回應、創造與再造，形成自我調適的動態系統。 

   現今組織的領導者必須有效地整合組織內部資源與管理人際關係，才能使組

織適應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因此任何領導都是在領導者與被領導相互作用

中進行，且領導的本質就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在領導過程，領

導者最重要的就是改變被領導者的心理和行為，以便實現領導的功能與達到

組織的目標。因此「領導力」變成國家領導者統合執政團隊及國家治理所必

備之能力。 

   學者指出國家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方法上有六項策略必須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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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領導力 

2、策略性思考 

3、提升學習與轉換 

4、發展夥伴與聯盟 

5、體會多樣性 

6、瞭解科技是作為服務革新的方式。 

      在上述六項策略中，領導力顯然是較重要的選項，可以影響地方政府首長的

施政效果，發揮統合各地方資源的能力，關鍵是緃的整合如中央與地方和各

區各鄉鎮、橫的整合是各地方政府整合。 

 一、領導的概念 

          在個人與組織整合過程中，一項最具動態影響作用的因素，就是把潛力

變為現實的催化劑，便是領導。讓一個人充分發揮其潛質，達成預定目標，

人盡其才，適才適所，讓台灣諺語說小卒亦會變英雄。領導者亦可提供舞台

盡情讓被領導充分發揮其能力。宋楚瑜在蔣經國時代是行政幹才，在李登輝

總統大選直選之前像西遊記中孫悟空，武功高強，保護唐三藏，排除萬難。

如今卻缺乏最高層政治領導者任用，則失業十餘年，英雄而無用武之地。因

此領導是發掘人才，讓人才充分發揮潛能，達成組織目標，使百里馬亦可訓

練成為千里馬。 

1、領導影響力的發揮 

2、領導是達成組織目標的過程和方法 

3、領導是存在於領導者與團體成員之間的雙向互動關係。 

 領導的本質乃於號召組織員工，創造並追求外界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夢想與願

景，組織員工當然是組織的最佳資產，而該資產之滋生，有賴組織內的領導，

適切地扮演正當的角色。 學者 Glueck(1977)歸納領導力量的基礎應當是藉

由法統力量、獎酬力量、脅迫力量、專技力量、感情力量、敬仰力量等所構

成，當然領導力量所依據的來源越多，其影響力作用也就越大。19
 

 

                                                

19陳國興，《領導力與地方治理-桃園縣長朱立倫之個案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2009 年 1 月，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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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人格特質特徵與技能 

特徵（Traits） 技能（Skills） 

適應環境強 

對於社會脈動警覺性、敏感度 

有野心達成目標  

肯定的 

樂於分工合作 

決定性的 

可靠的 

支配力 

有活力 

堅持 

自信 

抗壓性 

願意負責的 

具有理性的聰穎 

概念清楚熟練 

有創造力 

人際圓潤 

善於溝通、協調 

對於團體工作有見解 

行政能力 

說服力 

社交熟練與達練 

 

 

                       資料來源：陳國興，（2009），頁 31。 

 

     強調個人特質與情境狀況的交互作用，才是導致領導效能是否發揮之主因。20
  

     因此政治導者除了自我瞭解外，亦要瞭解被領導者特徵與技能，才能權變領導 

     依照被領導者特徵與技術負責何種職務與工作，人與事作最適切配合。 

     蔣經國任命宋楚瑜為新聞局副局長，宋楚瑜向蔣經國報告，可能要化心思作人 

     際溝通方面工作，經國先生告訴宋楚瑜，你專心作好新聞局中政府與民眾溝通 

     管道，交際應酬不需要你費心。因為蔣經國知悉宋楚瑜是行政幹才，不是交際 

     應酬型，蔣經國善於用對的人放在對的事上，並依據被領導者人格特徵與技能 

     作人與事最適當結合，產生行政績效。宋楚瑜在蔣經國時代如魚得水、行政幹 

     才卓越，李煥在蔣經國身邊，才幹發揮淋漓盡致、孫運璿與蔣經國就是人格特      

     徵與技能作最適合組合。 

                                                

20陳國興，同註 19，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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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領導風格 

    表 2-2：領導風格類型與內容 

領導風格類型 內容 

1、發號施令型領導風格 由領導者界定部屬的任務，並命令部屬如何做、

何時做、何處著手做等。 

2、推銷型領導風格 領導者一面指導部屬工作行為，一方面支援部屬

的工作行為。 

3、授權型領導風格 領導者既不指導、也不支援部屬的工作行為，完

全採無為而治的領導態度。 

                          資料來源：陳國興，（2009），頁 32。 

     

    當然，領導者没有自知能力、自信、溝通能力，這個領導者不能建立自己的方  

    式，進而無法將自己意見正確有效的傳達予他人，就無法有效協調和指導他人。 

   對於領導風格提出七種領導者型態 

1、魅力型：這種人通常擁有強勢的個性 

2、天縱英名型：他們不需要思考就自然表現出領導風範，追隨者需要相當專注

才能了解他們複雜的政策與明智見解。 

3、皇宮貴族型：這種人會讓人覺得他們是天生的領導者，全身散發領導氣質，

相當具有吸引力，但也讓人難以親近。 

4、超級智慧型：這類人擁有異常天賦之才智，別人常無法跟上他們頭腦處理的

速度與能力。 

5、專制型：專制是一種特有的個性特質，這類人相信自己所做之一切決定都不

會錯，要求別人只能服從其命令，享受權力的快感。如秦始皇。 

6、牧羊人型：這類人與群體之成員的關係最密切，極為關心員工、顧客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如三國時代劉備。 

7、軍事將領型：這類人對於部屬要求順從與追隨，不容任何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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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領導能力的五個層級 

第五級 第五級領導人 

藉由謙虛的個性和專業的堅持，建立起持久的卓越績效。 

第四級                 有效能的領導者 

激發下屬熱情追求清楚而動人的願景和更高的績效標準。 

第三級                 勝任愉快的經理人 

能組織人力和資源，有效率和有效能追求預先設定的目標。 

第二級                 有所貢獻的團隊成員 

能貢獻個人能力，努力達成團隊目標，並且在團體中與他人 

合作。 

第一級                 有高度才幹的個人 

能運用個人才華、知識、技能和良好的工作習慣，產生有建

設性的貢獻。 

                                                                                                                                                                                                                                                  

                  資料來源：陳國興，（2009），頁 34。        

                                           

而領導能力的五個層級，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能力，則屬於第五級但其他四級能力

亦同時具備。因此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能力，包括各項技術與方法，可以權變運用，

巧妙運用自如。 

領導者可以自我審察具備何種領導能力，在第一級中有高度才幹的人，可以獨立完

成行政作業，產生良好績效。在第二級中有所貢獻的團隊成員，能與人分工合作，

第三級，能組織人力資源，可以達到組織目標。第四級為有效的領導，可以激發願

景與更高理想目標，第五級，可以藉由個人領導風格，建立制度化永久保持良好 

績效。瞭解自己與領導者能力可以扮演何種角色。 

 

◎何謂領袖魅力 

  領袖魅力根植於價值觀和感受。乃由亞里斯多德所謂的理性、道德、感性結合產 

  生的影響力。而要說服別人，你必須利用強力和合理的言辭，建立個人信譽和道 

  德信譽，繼而激發追隨者的感情和熱情。如果領導者妥善做到這三點，就能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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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隨者的希望和理想，並賦予他們使命感，並激勵他們達成了不成的成就。而領 

  導者確實需要一套專門技術，以贏得追隨者的信任、管理營運作業和訂定策略， 

  若具備賞罰能力，亦有助力。 

 1、策略一：連結、比較和對照 

    充滿領袖魅力的演講人，會協助聽眾了解訊息，產生共鳴，並謹記不忘。要做 

    到這點，有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暗喻、明喻和類比。而故事和趣聞逸 

    事也會使訊息更吸引人，協助聽眾與講演人建立感情連繫。  

 2、策略二：參與和注入 

    魅力型領導者常用修辭性問句來鼓勵參與，或採用三段論法。 

 3、策略三：表現正直、權威和熱情 

    表達道德信念和呈現群體感受的談話，提升信譽。而訂定崇高的目標時，領導 

    人也必須傳達這種目標絕對可達成的信心。21
 

 

三、轉換型領導 

         領導影響力是指領導者在人際交往中，有效地影響或改變他人的心理和

行為，進而使之有效地完成組織使命和任務的能力和力量。而權變因素包含： 

1、領導者本身特質 

2、部屬特質 

3、團體結構和任務特質 

4、組織因素等 

     權變論者認為領導模式必須要考量情境因素，領導效能取決於是否瞭解情

境，進而選擇適合的領導方式。 

     轉換型領導四個成份： 

1、理想化影響 

      轉換型領導會展現讓追隨者值得學習的行為，追隨著會佩服、尊敬、以及信

任領導者，進而認同並效法，而領導者亦會賦予追隨著較多的資源、耐心與

                                                

21約翰．安東納基斯等，〈第一次領導就上手〉，《哈佛商業評論》，70 期，台北市，2012 年 6 月，頁 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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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權。如國父倡導國民革民，建立主權在民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

享的理想國家。帶領被領導者開創國家新局面，新的生存環境。 

 2、激勵鼓舞 

    轉換型領導者會提供追隨者有意義及有挑戰性的工作，並藉著清楚的願景溝

通激勵鼓舞他們，使追隨著願意對未來願景產生熱情與理想性，進而對目標

的達成產生承諾，藉由共享願景，將領導者目標與本身目標相互連結。如美

國林肯總統廢除黑奴制度，追求人類一律自由、平等，鼓勵黑人打贏南北戰

爭，並承諾給予恢復自由身人格權。 

 3、智能化啟發 

     領導者鼓勵追隨者質疑現況並提出問題，利用新的角度重新架構問題本身，

以尋找創新的解決方案，並鼓勵追隨者提出富有創造性的想法。蔣經國總統

常常下鄉去訪察，鼓勵提出問題，並集思廣益用創造性思考解決問題，如愛

民助割、國軍防災、救災等。 

4、個別化關懷 

     領導者會注意個別追隨者在工作成長以及成就上的需求，並適時扮演教練或

監的角色，使追隨者發揮較大的潛力。22
 如前省長宋楚瑜夫人陳萬水，就扮

演親切如姊姊關懷與照顧宋省長部屬。因此到今日仍然可以在各政論中聽到

萬水姊姊關心部屬小故事。 

         表 2-4：四種情境領導理論比較 

理論名稱 主要情境變項 領導方式 

Fieldler  權變領導 工作結構 

職位權力 

工作取向 

關係取向 

House  途徑-目標理論 工作結構 

部屬特徵 

指示性 

成就取向 

支持 

參與 

                                                

22曾筱珍著，《轉換型領導與創新工作行為之關聯》，元智大學領導研究所，2010 年 6 月，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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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din  三層面領導 組織的心理氣候 

工作所用的技術 

與上司的關係 

與同事的關係 

與部屬的關係 

統合型作風 

高度任務取向 

關聯性管理 

分離型管理 

Hersey 和 Blanchard 

情境領導理論 

部屬準備度 告知式 

教導式 

參與式 

授權式 

                 資料來源：陳國興，（2009），頁 36。 

   領導者對部屬的影響力是建立在交易或承諾等不同層次上，並提出部屬心理層

面的領導行為，可視為研究轉換型領導的起源。而轉換型領導的具體內涵，乃

結合交易領導與魅力領導，藉以促進組織變革更新，同時運用不同領導情境進

行調合。 

   轉換型領導，需要配合的領導情境條件乃是：「組織處於不穏定，但仍能控制的

環境，所以領導者致力於開發部屬的潛力，透過精神、感情的交易機制來凝聚

力量，從而展開組織的計畫性變革」。而成功的民選地方行政首長，其領導力應

該包含轉換型領導的要素，才有可能良善治理。針對轉換型領導也進行分類為： 

  1、知識型領導 

  2、改革型領導 

  3、革命型領導 

  4、英雄型領導 

  5、意識型態型領導 

  6、變革型領導 

       而轉換換型領導具備有四個維度，具備領袖魅力，可以鼓舞被領導者士氣，

如國父孫中山先生以建立民國，主權在民，建立民有、民治、民享國家，革命

志士無不犠牲自己寶貴生命，建立民國而努力。蔣經國總統亦鼓勵榮工弟兄們，

開闢北橫、中橫、南橫，冒險犯難亦可克服困難順利完工。美國總統歐巴馬以

你自己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為競選口號，贏得美國總統大選。馬英九以反貪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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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為號召，擊敗當時被紅杉軍逼迫下台，而由於缺乏人民直接罷免權，尚未

下台陳水扁，贏得我國總統大選勝利。 

       民進黨小英主席以三個小豬，人民小額捐款力量，和美國歐巴馬小額捐款

類似，差一點擊敗馬英九，而這差一哩路主要關鍵在於無法讓兩岸穩定發展，

讓人民信任，兩岸共識為一中各表九二共識，若能以兩岸共識一中各表九二共

識，加入台灣共識可以兼容並蓄，則大企業們則較無疑慮。領導者所提出願景

與口號，必須為被領導者所需要的，所共同願望，而能付出所有一切生命、努

力共赴目標。蔣經國總統亦是常關心部屬健康，而宋楚瑜省長亦是關心部屬政

治領導者，雖失業多年，仍有忠誠者默默跟隨，包含研究者在內，而宋省長夫

人陳萬水姊姊，更會關心部屬安全，常常有省長部屬上政論節目提到，省長常

坐直升機去災難現場去探災，因為天候不佳，直升機常常出狀況，被萬水姊姊

說，你不珍惜自己生命，亦要考量其跟隨部屬安全，因因萬水姊姊常是最體貼

別人政治領導者夫人，雖今不在，其善良與體貼成為官夫人最佳典範，令人無

比激賞與懷念。 

 

   表 2-5：轉變型領導四個維度內容與涵意 

1、領袖魅力 

（人格感召） 

領導者本身與生俱來的，或學

習與訓練培養而成。通常是學

習與訓練而成。如國父孫中山

先生、蔣經國總統。 

蔣經國以勤政愛民，勤儉樸素 

主動積極行政、勇於負責與擔當 

，有誠信而君諾必行，因此民眾

愛戴他，行政官員願追隨他的 

領導，蔣經國總統具有領袖 

魅力。（參照權） 

2、鼓舞動機 

 （願景建構） 

利用口號、願景鼓勵下屬付出

更大的努力，產生動力。愛國、

愛家、愛鄉土，建立國強民富

的社會等鼓舞行政團隊與人民

共赴目標。 

蔣經國以今日不做就後悔，希望 

鼓勵大家勇往直前，創造台灣奇

蹟、而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實踐

模範省。（獎賞權） 

國父以建立中華民國，自由與平

等國家，號召有志之士投入革命

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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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別體貼 

（人性化關懷） 

關注每一位部屬的持殊需求，

與適當滿足個人需求。人性化

領導與管理。而同理心感受，

倍感親切與溫暖。 

蔣經國總統常常巡視各地方，關

心人民與各地方行政官員有無

需要協助地方，他會將這一次訪

察結果作紀錄，下一次再來時會

追蹤問題是否己解決。 

4、智力刺激 

（集思廣益、 

創造性思考） 

鼓勵部屬用嶄新的、創造性的

途徑來解決工作上所遇到的問

題。包括腦力激盪、創意思考、

個案研究、與模擬環境與情境

變數。 

蔣經國總統會鼓勵行政官員以

創新思考解決新問題與舊問題， 

時代在變，解決方法亦要調整與

彈性，而知識為濟世之本。 

創意思考，簡化流程，提升行政

績效，如自動化管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四、交易型領導（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交易型領導又稱「互易領導」。交易型領導即為領導者基於工作目標的達

成及角色詮釋的基礎上，適時運用協商、利益交換、獎賞處罰等方式，激勵

部屬努力工作完成任務目標的一種領導歷程。 

     Bass （1985）認為交易領導過程涵蓋兩個重要內涵： 

（一）權變酬賞 

       權變酬賞對符合績效標準的部屬予以獎賞，並表彰其行政績效與成就。 

（二）例外管理 

      係注視、找尋偏離規則和標準的活動，並採取修正的措施，符合即定目標。 

表 2-6  轉換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之比較 

面向 轉換型領導 交易型領導 

領導方式 屬於較高層次的領導理想 

，必要時才使用「權變報償」與

「例外管理」 

將「權變報償」與「例外管理」 

視為一種必要的手段。 

組織目標 組織的目標與遠景是領導者與組

織成員共同設定、與可接受的。 

組織的目標與遠景是領導者個

人設定的。 

領導行為 指導或協助成員解決問題。 監控或修正成員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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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能 重視成員專業能力的培養與技術

知能的提升，領導者給予成員

「權」、「能」的自我發展機會。 

視授能、授權為領導者推卸責任

的行為。 

組織情境 適合於組織發生變化或面臨危機

時，為組織進行變革。 

適用於維持組織的穩定與組織

發展的正常運作。 

成員需求 在滿足成員的需求之外，更注重

成員提昇需求次。 

只滿足成員的需求，成員需層求

層次能否提升則不在領導者的

考慮範圍。 

影響-權力的

關係 

較常運用「專家權」與 

「參照權」 

較常運用「獎賞權」與「強制權」 

      
23

                   資料來源：黃俊明，（2009），頁 23。 

五、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而通常一套制度要運作順暢，還必須配合

若干傳統的社會習慣與倫理習慣，雖然契約可以讓陌生人缺少信任下共事，

但是如若真信任對方時，其合作過程將更有效率，其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而

擁有雄厚社會資本的縣市首長，在縣政施政上面也可以獲得較多的資源，也

是領導力展現的一種方式。 

              （一）社會資本意涵            

                     社會資本可以解釋政策執行的因果關係，因而被不同領域學者運用，希冀能

解決日益增加的社會問題與現象。無論是科層體制、市埸或是社會網絡都必

須回歸公民社會的架構，更需要所有公民社會成員創造的社會凝聚，亦是信

任。強調公民意識的建立，有助於提升社會凝聚力以及建立互信互助的公民

社會，更是累積社會資本的一種重要範疇。 

                                                

23黃俊明，《領導風格關鍵事例對組織公民行為影響之探討－以海軍某指軍部為例》，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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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實社會資本的政策架構 

      我們可以瞭解社會資本，其核心概念為「互動」，亦是「相互性」。在內涵上 

上為「認知」與「結構」。具體而言，則以「信任與互惠」與「網絡和制度」 

的內涵呈現在社會的互動之中。江明修與陳欽春（2005）提出，社會資本

的充實與積累必須從「個體-總體-後設」三個連續環節來理解，而這三個層

級和德國社會大師哈伯瑪斯將整個社會政治系統分為「經濟系統」、「政治系

統」、「社會系統」三個次級系統有異曲同工之妙。24
 

 

陸、領導力內涵與技巧 

       魅力型領導，是領導特質理論所發展出來的模型。即追隨者觀察領導者的行

為，視領導者為英雄或異於常人的領導能力。 

 

      表 2-7         領導風格特徵     

        特  徵              說  明 

自信 對自己的判斷力與能力有完全的信心。 

願景 他們有理想的目標，使未來比現況更好。當理想與現實的距

離愈來愈遠，追隨者歸因於領導者願景現象。  

闡明願景的能力 他們能以他人可以瞭解的方式，說明自己的願景。 

對於願景堅信 

不移 

對願景有強烈的承諾、願意承擔風險、付高代價並犠牲自我。 

行為反傳統 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被視為新異、反傳統及反常規的。 

改革的推動者 改革的推動者，非現狀的保護者。 

環境敏感度 他們能夠對環境的限制與改革所需的資源，作出實際的評估。 

     
25

          資料來源: 黃俊明，（2009），頁 25。     

                                                
24陳國興，同註 19，頁 38。 

25黃俊明，《領導風格關鍵事例對組織公民行為影響之探討－以海軍某指軍部為例》，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2009 年 6 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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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領導亦有其陷阱：陷阱 1：一視同仁，認識美國總統布希的人都瞭解他待人

親切誠懇。在美國熱情風俗中可以接受，但到了法國直呼法國總統席哈克他

的名諱「賈奎斯」感到相當不悅。有時要依照國情風俗不同而有所調整。陷

阱 2：嚴格限制討論與質疑：因為擴大與深入討論有助於減少重大問題衍生而

生的意外性，但要化費時間，不過有聆聽、決定與解釋，才可以全盤掌握。

對於重大議題透過辯論與針對各種可能性進行討論，你的決策也可因此獲得

更為廣泛的支持。而失誤隨時可以發生，紀律與效率有時反而可能適得其反，

造成危險的後果。總體而言，當領導人的行事風格是把所有事簡化成黑白分

明的是非題時，反而會有導致灰色地帶擴大的風險。陷阱 3：容許團隊分崩離

析：在美國預算局長與國會時起摩擦為常態，因為預算通常為是白宮與國會

間關係緊張的導火線，而預算局長亦造成摩擦關鍵人物，然而這一回，尋求

削減預算赤字的參議員大都是共和黨，而丹尼爾的嚴詞抨擊不僅使得白宫與

國會間關係緊張，同時也激怒了總統的黨內同志。不過布希仍然持續大力支

持丹尼爾。陷阱四：面對灰色地帶時決策卻黑白分明：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

之後，布希反應激烈，誓言為無辜喪命的人復仇，此舉為他贏得廣大的支持，

他告訴美國人民，他要逮到賓拉登，「不論死活」。他稱恐怖份子是「邪惡之

徒」與「野蠻人」，並呼籲盟友站在他這一邊，否則「非友即敵」。他的風格

引導他對恐怖攻擊做出強烈果決的反應。但是這個方法應用在其他敏感、尖

銳的議題上並不成功，因為黑白分明、非友即敵的反應並不適合這些議題。

陷阱五：對議題失去控制：布希的領導風格源自於 MBA 教科書：專注於大

議題，決定主要的策略性問題，然後對細節授權。 

 

一、當代領袖總體分析 

         成功通常不是偶然，必須經歷無數的磨練；要圓自己的夢，制定正確的

方向，和需要不斷地用心學習，並力求表現，才能成功，堅毅持之以恆努力，

是成功基石。 

（一）成功的領導者其特質異中有同   

       而成功領導者通常承受挫折、永不放棄、堅苦卓絕、客觀判斷、真誠親切

待人、掌握大局、切合目標，朝向正確方向努力，以及過人的適應力、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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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力、修養等，都是身為一位領導者不可或缺的條件。如國父孫中山先生、

蔣經國總統等。 

（二）成功的領導者大多經歷艱辛的奮鬥過程 

      如蔣經國總統曾經在蘇俄當人質，刻苦耐勞，培養堅忍意志力，而更能體

會人民辛苦，日後成為中華民國總統而有勤政愛民之同理心。人格與意志

力經過磨練更加堅強與勒性。 

（三）成功的領導者類型大略區分成權威、民主與放任三種 

      第一類屬於傳統上對下之「權威式領導」如蔣中正總統，第二類是「民主

式領導」如蔣經國總統，第三類屬於放任式領導，在此領導方式下，領導

者不直接干預被領導者的作法，由部屬自由發揮創造力，嚴家洤總統領導

方式，由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自由發揮行政幹才。 

二、領導者前瞻性眼光與方向 

（一）成功的領導者多負責組織經營的大原則 

蔣經國總統注意大方向、大原則，但也會注意小細節，負責大原則，領導

者較有時空間計劃整體國家發展方向，而小細節則只關心被領導需要並給

予滿足即可。 

因此在現代政治領導者，必須誠懇做事與做人，對待被領導者可採民主式

領導，結合各方力量，以宏觀的視野，與果敢的決策力與執行力，達成預

定目標與共同願景。 

（二）成功的領導者要有果敢的決策力與宏觀的視野 

      領導者一定要宏觀視野，將失敗視為向上成長的學習經驗，補強過去的不

足，培養承擔新風險的信心，以及將未來的成功視為真實可行。蔣經國總

統推行十大建設就是有宏觀的視野與高度，並具有前瞻性眼光，與果敢的

決策力展現，以及強而有力執行力。 

       研究者看法：成功領導者必須有正確的治國方向與策略，具備前瞻性眼光， 

       建立願景，帶領行政團隊完成共同制定目標與使命，並懂得用對的人做的 

       事，強而有執行政策落實，才能達到行政績效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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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領導研究的三種途徑 

一、領導人特質的研究途徑 

     此一研究途徑強調領導人必須具備某些特質，才能有效領導，其領導者的 

       個人因素有五大類： 

      1、能力（智力、敏捷、語文熟練、原創力、判斷力） 

    2、成就（學術能力、知識、體能成就）  

    3、責任（可靠性、自發性、毅力、進取心、自信、出人頭地的願望）  

    4、參與（活動力、社交力、合作、適應力、幽默） 

    5、地位（社經地位、知名度） 

       根據多年來的研究，認為組織中的領導，最普遍的特質應是「遠見」的建 

       立、績效標準的設定、創造方向與努力重點，有能力將此遠見傳給他人（透 

       過符號的運用）。並強調效命或熱情、對工作的投注，鼓舞信心，建立關 

       係，要有誠信；同時強調領導人應有冒險精神、彈性應變、自信心、人際 

       關係的技術、工作能力、決定力、智慧、瞭解追隨者、與勇氣等。 

       上述這些領導特質大多是偏向於可觀察的經驗特質。若從領導人主體面向 

       來觀察，西方社會科學這一途徑的研究尚未能超越經驗研究，進入形而上 

       學非經驗的、著重實踐中提昇自己的修養境界的討論。中國文化中所研究 

       是領導人的特質，例如：「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論語》）。 

       曾國藩：「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己。」該道德實 

       踐的功夫是一種立體境界的修為，難以就表面的經驗現象來描述。而對非 

       語言所能描述的境界，只有身體力行者如人飲水，泠暖自知，此即道的境 

       界，為領導人所應具備者。而缺乏道的境界體驗，領導人必無定力和智慧， 

       也無法成功，此為中國文化的基本觀念。26 

二、領導情境的研究途徑 

          領導情境的研究途徑，大約在一九四 0 年代後期和一九五 0 年代之間， 

      認為領導人並非「英雄造時勢」而是「時勢造英雄」，領導的成功有賴於情 

      境的特質因素。 

                                                

26吳瓊恩著，同註 9，頁 371。 



 43 

（一）組織的結構屬性（規模、層級結構、形式化） 

（二）組織氣氛（開放性、參與性、團體氣氛） 

（三）角色特質（職務權力、工作型態與難度、程序規則） 

（四）部屬特質（知識與經驗、容忍瞹昧度、責任感、權力） 

       該研究途徑，在強調相對觀點，黑白、對錯、好壞僅存在於特定架構或信 

       念社群中，而未具普遍性的後現代社會中，具有特殊意義，認為真理必須 

       放在特定的系絡內來觀察，並與其目的與用途有關。在現代社會中，領導 

       的成功也必須視不同的情境來觀察其特徵。27 

三、領導的權變研究途徑 

          在什麼情境下，什麼樣的領導特質最有效？不同的情境，將會產生不 

      同的領導風格，這就是領導的權變研究途徑。領導與被領導者是一種交互 

      關係，「一個病態的社會可能會選出一個病態的領導人」。同樣的部屬的技 

      能與動機高，所需要的領導者，與部屬的技術低又疏離，所需的領導者是 

      大不相同的。28 

  小結： 

      領導研究的三種途徑，領導人特質的研究途徑，強調領導者人格特質才能 

  有效領導，但除了上述提到能力、成就、責任、參與、地位外，領導者氣度、 

  心胸寬大、與智慧、修養，有其重要關係，特別是領導者用人氣度與心胸寬大 

  與否有絕對關係，千里馬常有，伯樂何在呢？在蔣經國總統時代，只怕没本事、 

  不怕經國不識貨，該貨為千里馬，經國為伯樂。主要因素是經國先生常到處巡 

  視，稱之為走動式領導管理模式，可以深入瞭解各地方施政品質與行政績效， 

  自然瞭解施政與與施工品質，非道聽途說，而眼見為憑。做到勤政愛民、其氣 

  度恢宏，可以識人、知人、可以用人，展現其優質人格特質。 

      領導情境的研究途徑，其領導者非「英雄造時勢」，而是「時勢造英雄」， 

  強調組織結構屬性、氣氛、角色特質、部屬特質，因大環境而形成英雄特質， 

  如國父孫中山先生因滿清腐敗，國家淪為次殖民地，國父上萬言書給滿清大臣 

  李鴻章卻死沉大海，情勢所迫只能走國民革命路線，時勢造國民革命英雄國父 

                                                
27
吳瓊恩著，同註 9，頁 372。 

28
吳瓊恩著，同註 9，頁 37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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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生先，但國父若没真本事與人格特質與學養，又如何引導國民革命建立 

  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國民主權論真諦。因此不論英雄造時勢」，或「時 

  勢造英雄」，研究者認為是環境趨勢領導者時勢造英雄，或英雄主動創造環境， 

  有其先後和比重多寡吧！ 

      若以蔣經國先生為例，當時在民國六 0 年代，爆發石油危機，為時勢困境， 

  但蔣經國任用經濟部長孫運璿，馬上去我國最大供油國沙烏地阿拉伯，穩定油 

  量和油價，同時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全力推動十大建設，加強基礎工業建 

  設，創造大量就業人口，成立穩定物價小組，化危機為轉機，雖當時有石油危 

  機，時勢壓迫，蔣經國此時人格特質主動出擊創造國家競爭力，外貿出口強盛， 

  帶動國內產業活躍，民生經濟富裕，時勢創造蔣經國，蔣經國亦創造時勢。 

      領導的權變研究途徑，在領導的理論上，有專制型領導、民主型領導、放 

  任型領導，可以依照被領導人個性、能力而採不同方式領導模式，所謂因人、 

  事、地、物不同，採取不同領導模式，研究者認為，可採目標與願景導向，用 

  參與式民主化方式共同制定目標，並統合各項資源共赴組織與國家目標。 

      蔣經國先生禮賢下士，組成行政團隊，在十大建設或整體國家建設上，都 

  表現卓著，其政治與行政領導，將權變領導方式，發揮淋漓盡致，值得政治與 

  行政領導者學習教材。 

 

捌、培養領導魅力 
         世界最成功的人，懂得能發揮潛能後，逐漸才走上成功的途徑。而成 

     功的關鍵，全在於自己是否懂得運用天賦潛能及組織效率。而領導的困難的 

     工作，就是引導一起工作的伙伴在和諧環境下，貢獻他們的努力與智慧。 

一、明確的目標 

         領導者必須要有明確的目標，可以建立終身目標，讓志業與目標結合在  

     一起。如行船中大小船需要有燈塔指引航向終點靠岸。否則盲目行走則永遠 

     找不到方向，迷航在大海中找不到生路。因此船長要帶領船員航向目的地， 

     政治領導者要帶領行政團隊與人民，創造強國富民國家與社會環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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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信心 

         自信心將協助克服人們六項基本恐懼： 

（一）生病的恐懼  

（二）年老的恐懼 

（三）死亡的死懼 

（四）貧窮的恐懼 

（五）批評的恐懼 

（六）失去愛人的恐懼 

三、儲蓄的習慣 

          如何有系統的分配你的收入，使得收入一部分能夠持續儲蓄而累積， 

      而構成個人力量最大的一個來源。不把金錢存下來，没有人可以成功。 

四、進取心與領導才能 

          要有進取心與領導能力，才能領導團隊邁向成功。領導者要保持不斷 

      學習能力，才能學習更多知識與管理方法與領導技術，才能有效運用其領 

      導方法，完成使命，達成預定目標。 

五、想像力 

    激發新的想法與新的計劃，去達到明確的目標，從舊有概念中創造出新的意 

      念，以及如何使舊思想產生新功效。 

六、充滿熱忱  

         將使你和你接觸的人，對你本人及你的想法，產生很大的興趣。熱忱是 

     迷人個性的基礎而必須擁有它，才能夠影響其他人和你合作。 

七、自制力 

          是平衡的輪子，可以利用它來控制你的熱忱，並使你的熱忱指向你所期 

      望的方向。成為命運的主人，靈魂的船長。 

八、任勞任怨，不計酬勞 

         如何增加收獲的原則，使你所獲得的利益，遠超過你所提供的服務。如 

     果不養成「任勞任怨，不計酬勞」的習慣，而只是拿報酬作分內的工作，將 

     無法成為該行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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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吸引人的個性 

         是一個桿槓支點，你必須把你努力的「撬槓」放在這個支點上，再配合 

     智慧，將可使你除去面臨的障碍，學習轉變個性，可以適應任何環境、任何 

     人，而成為領袖。 

十、正確的思想 

         正確的思想是一切持久成就的重要基石。如何在從純綷的消息及資料中 

      找出「事實」，又如何將己知的事，分成重要和不重要兩類。而又如何決定是 

      重要的事實，如何從事實中建立明確的工作計劃。  

十一、專心一致 
         如何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主題上，使你能擬出那項主題的實際計 

         劃。並與他人合作，學習可行的知識，運用這些力量，以達到即定目標。 

十二、合作精神指出聯合行動的價值 

         如何使自己和其他人合作無間，而摩擦、嫉妒、爭吵、羨慕及貪婪都 

        將消除，學習如何運用他人所具備的各種知識，加強行政績效。 

十三、失敗為成功之母 

            如何以過去的錯誤及失敗當作踏脚石，並且將教你區別「失敗」和「暫 

        時挫折」的區別。並如何從自己和他人失敗中獲取經驗。 

十四、寬容他人 

            如何避免因偏見所產生的災禍性後果，許多人把這種後果視為失敗。 

        不寬容使得那些本來是朋友者，變成了敵人。它破壞了良好的機會，使你 

        腦中充滿懷疑、不信任及偏見。29 

 

十五、實施黄金定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其同理心。而友善對得他人，才能「種瓜得 

        瓜，種豆得豆」。當你選擇一項行為規範指引你自己如何與人相處時，你 

        可以作得十分公平及公正，只要你知道，你經由那項選擇，己經促使一項 

        力量發揮行動。它將為其他人帶來幸福或禍害，而因果偱環將會回過來幫 

                                                

29劉立人著，《培養您的領導魅力》，台北市，先見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 11 月，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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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你或妨礙你，完全根據其性質與先前作為而決定，積善之人雖福尚未來 

        臨，而禍己遠離。30 

  小結：  

      研究者認為培養領導魅力，除了劉立人作者所寫的十五項培養領導魅力外， 

  最重要是以誠懇、謙和態度對人，要培養同理心，不要換職位，就換腦袋與驕傲 

  態度。做事和做人處處儘量給予他人方便，以智慧和能力帶領被領導者共赴目標。 

  而蔣經國總統具備上述十五項法則條件，如蔣經國無論擔任行政院長或總統，從 

  不藉勢欺人，亦不驕傲，以勤政愛民親切對待人民或被領導者，如儒家所云：愛 

  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而佛家講的是因果循環，種善因得善果、種惡 

  因得惡果。從領導管理角度來看，士為知己者死，可見領導魅力，可以讓跟隨著 

  心甘情願跟隨領導者共創新局，非以權勢壓迫別人服從，否則如暴秦必亡、陰奉 

  陽違。 

 

玖、行政領導 
          在行政領導理論中，有轉換型領導，而轉換型領導，如何透過領導作用 

      來轉換組織原有的價值觀念、人際關係、組織文化與行為模式。31而蔣經國 

      如何善用行政領導理論中轉換型領導方法。 

一、勤政愛民價值觀 

          早期公務人員，以不做不錯，多做多錯做事價值觀，故行政效率低落， 

      因此蔣經國以身作則，勤政愛民，積極行政，以民脂民膏，其公務人員薪水 

      來自人民納稅血汗錢，主動積極為民服務做事態度與價值觀。而在蔣經國先 

      生身邊做事之人如前台灣省省長宋楚瑜至今仍受薰陶，謹尊經國先生價值觀 

      影響，勤政愛民勤走全台 319 個鄉鎮。連馬英九總統在總統大選前亦學習 

      下鄉住民宿，想深入瞭解人民真正生活實況。 

          而蔣經國總統勤政愛民價值觀，深深影響後世政治領導者，對前台灣省 

      長宋楚瑜影響最深，而行政績效中亦有徹底落實，連五星級評價花蓮傅縣長 

                                                
30劉立人著，同註 29，頁 248。 

31張潤書著，《行政學》，台北市，三民書局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 3 月，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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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前宋省長嘆譽有加。而現任馬英九總統亦總統大選前下鄉住民宿，去瞭解 

      民情、甚至依據憲法繼任總統李登輝總統，在總統大選前亦喊出人民是總統 

      頭家，雖然人民是總統頭家只是投票一刹那間，但以民為本、為根、為尊服 

      務價值觀，政治領導者不能不重視，只是政治領導者個人值觀與內心真誠度 

      如何，所具體行政作為成效有所不同吧！ 

二、行為模式 

         蔣經國總統深知兩岸要和平共處，與長治久安必須以自由民主國家和平 

     統一願景，必須以經濟建設台灣為中國大陸學習模範省，在民主政治體制下， 

     讓大陸經濟學台灣、民主政治亦學台灣。以在台灣中華民國軟實力，逐漸潛 

     移默化於大陸，此時更要在台灣全力發展民生經濟與民主政治： 

（一）民生富裕與均富台灣經濟 

       中華民國在台灣，在 60 年代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後，重用德才兼具人才，如 

       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李煥、林洋港、王昭明、錢復、李登輝、宋楚 

       瑜、蕭萬長等人，組成陣容堅強行政團隊，創造台灣經濟奇蹟譽為亞洲四 

       小龍之首。全民發展民生經濟，而經濟發展其重大發展關鍵十大建設，因 

       應當時環境發展需要所提出重大工程建設，統籌國家各種資源人力、物力、 

       財力、創造中國有史以來最富庶國家，在歷史定位上，與唐太宗貞觀之治 

       共享美譽。至今仍是台灣經濟建設參考重大依據。無論繼任李登輝總統或 

       馬英九總統，仍然以投資重大公共建設改善國內投資環境為施政重大課 

       題，只是策略與建設項目不同，而造成行政績效不同，主要為「用人不同， 

       所產生結果不同」。 

（二）民主政治制度 

   1、開放人民去大陸探親 

       蔣經國總統，首先開放台灣人民去大陸探親，一方面符合人道亦符合人性， 

       對於當時跟著蔣中正總統來台軍民，可以回大陸探親。另一方面可以增加 

       兩岸人民互相瞭解，增加友善氛圍，並逐步改善兩岸政治與軍事緊強關係。 

    2、開放黨禁 

       開放黨禁，人民可以自由組成政黨，而當時有新成立民主進步黨，簡稱為 

       民進黨，開啟政黨政治序幕，為中國歷史政黨政治以來新局面。之後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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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也執政過，打破國民黨一黨執政歷史，第一次政黨輪替誕生。 

    3、開放報禁 

       以往只有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現在有親緑民進黨自由時報、發 

       展至今有中立蘋果日報、新新聞期刊等。 

    4、大眾傳播開放 

       在過去只有無線三台，台視、中視、華視，現在發展至今有民視與公視台， 

       有線電視亦發展迅速，逐漸走向黨政軍退出三台與大眾傳播趨向。而第四 

       權大眾傳播媒體權，日趨走向中立方向前進。 

   小結： 

       蔣經國總統對中華民國台灣貢獻，不僅創造台灣經濟奇蹟亦創造民主政治 

   奇蹟。而影響至今是其政治與行政領導轉變型領導模式，帶領所組成行政團隊 

   向民生經濟富裕、均富國家發展，亦改變行政團隊服務價值觀，以民有本、以 

   民有根、以民為有、以民為享人生服務觀，而全心全力發展經濟行為模式，為 

    國家興千秋大業，為民興萬世之利。可知蔣經國政治與行政領導融合權變理論 

    與轉換型領導理論，而因人、事、地、物、環境不同，帶領行政團隊創造國家 

    繁榮發展願景，與人民幸福安康民生富裕生活。 

      在本文章文獻中所提出領導方法、技術與理論，以盛安之提升領導能力 99 

   技巧，並參考各先進如吳定教授、吳瓊恩教授等學者論述，以及研究者綜合分 

  析與整合，若以蔣經國總統領導力為例：基本上蔣經國因歷經被蘇俄當人質困 

  苦日子，使得其人格受到歷練，洗濯政治世家太子爺驕氣，而其權力有具父親蔣

中正總統支援，其領導權力與地位，相當程度鞏固。因此所展現是一位自信心強、

有權力但可貴是不驕傲、不濫用其政治權力，去貪取個人財富。而且勤政愛民，

且生活簡樸，以身作則，讓全國政治風氣為之正氣無奢靡之風，在蔣經國總統、

行政院長主政時代，並沒有那一位行政院長或部會首長，有抄地皮，賤買國有土

地，或抄股票或有何內部交易內線，與財團掛鉤等重大不法情事發生。 

   主要因素歸納其下列幾點因素： 

1、人格魅力遠勝於權力 

   蔣經國以身作則，生活上非常儉樸，住是總統府官邸，下鄉探隱民情，吃的是

一般民間伙食，而有民間八大友人。穿著是青年裝，行的是公務車。各地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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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没有接受利益團體或財團招待與饋贈，使得國家政治風氣上正則下正，呈現

以行政績效為主風氣，而非拍馬屁奉承奢侈浮華之風。其人格魅力遠勝於權力。 

2、成大事者，先管理好自己 

蔣經國總統，對於自己情緒一般而言掌握不錯，很少有大聲斥責行政院長或部

會首長。而制定目標都是實際可行，如十大建設、如發展民生經濟，藏富於民。

而在訪查各地區時，若發現有問題，立即請幕僚紀錄下來，並有專人專則負責，

下次再來時，問題己經解決，否則就會追究不積極行政作為責任。 

3、找對人才能做對事 

   蔣經國總統，對於找對人才能做對事，以及識人技巧、方法，有其獨特方法。 

    首先會觀察受任用人，其品德、情操、操守、情緒、能力、態度、修養、知識、 

    技能，而給予一個適當職務，讓其歷練，如宋楚瑜為蔣經國總統秘書，而後外 

    放為新聞局副局長，升為新聞局長，一共有八年之久。對於連戰為政治世家、 

    其爺為台灣通史作者連橫、其父為連震東為高級政府官員，權力與財富均佳家 

   族，而亦是先任青輔會主委給予歷練。避免給予權力大柄後，濫用權力營私結 

   黨。而同時也觀察是否為可造之材。 

4、用人管人處處是學問 

   蔣經國總統，任命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行政業務穩定，經濟繁榮，人民生活

逐漸富裕。任李煥為教育部長，整併各專科學校改制為學院或大學，成立國立

空中大大學，推廣終身教育，處處是教室，打破時間與空間限制，開創萬世學

表學習制度。任用宋楚瑜為新聞局長，對於政府施政可以清楚讓人民知悉並支

持與肯定政府用心，日後更成為穏定蔣經國總統身後留下總統大位，出現政局

不穩時輔佐重臣。而趙耀東中鋼績效表現良好、經濟部長任內表現卓著。李國

鼎科技大老，促成新竹科學園區誕生。因此蔣經國總統識人、知人、用人，使

得人盡其才，為國盡忠、為民服務。用人管人處處是學問，用人用對行政績效

無限提升，管人可採用民主方式，更讓人信服口服。 

5、把「要我做」變成「我要做」  

    蔣經國總統，獎罰分明，孫運璿擔任經濟部長時，表現穩定優秀，進而提升為

行政院長。而江南案，其作家劉宜良，被陳啟禮第三名「竹聯幫」等刺殺，當

時時間是在蔣經國連任第七任總統就職後第五個月，而帶來對蔣經國總統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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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挑戰和政治風暴，因為國際社會視為中華民國政府暗殺政敵的醜聞，甚至把

矛頭指向蔣經國本人，誣稱是他下令所為。時任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

好大喜功，透過非正式管道找人解決劉宜良，蔣經國爾後亦秉公處理。32
 

      研究者個人看法： 

   公共建設中，常出現公共工程延誤或工程品質不佳，若能建立有功者萬古留芳，

有罪萬古留臭名。例如：建高速公路完成後，在休息站中成立成果介紹碑文，

將工作人員寫在碑文中，並釐清功過責任。而真正有使命感與責任感工作人員，

總希望自己名字可以作為後代子孫傳頌佳話，而非被駡豆腐渣工程施工者，自

然工作氛圍往全面品質管理方向邁進，而非貪一時之便，留下千古駡名。亦就

是用制度讓行政工作團隊朝向自治自理，全面性正向工作心態使命感、榮譽感、

責任感。 

6、没有溝通解決不了的問題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主持行政院會議，與各部會首長和台灣省主席、台北

市長、高雄市長，共同討論相關國家與地方問題，亦常常下鄉視察各地方民俗

風情，親切友善與地方政府與人民溝通，不擺官架子，亦建立親民愛民典範。

而擔任總統期間亦關心兩岸人民長時間親人隔離，開放兩岸探親政策，向大陸

釋放善意、在外交上由駐美代表錢復向美國表示是基於人道主義精神，而無政

策暴衝問題。 

   正如宋楚瑜所說，他擔任國民黨秘書長，其工作是上與下溝通良好上下兜攏好。 

   蔣經國擔任總統期間，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成立民主進步黨，蔣經國總統並未

下令抓人，反而指示開放黨禁等政治措施，和緩政治緊張關係。 

7、創造和諧、溫馨的環境 

    蔣經國先生認為，大量投質基礎公共建設，除了奠定國家經濟與工業、交通基

礎外，亦可增加就業人口，改善人民生活。正如親民黨主席在電視台專訪時所

說，蔣經國先生要藏富於民，使民生經濟發展，老百姓生活富裕。當人民生活

安定、富裕，不為三餐煩惱，家庭才能安康幸福。因此行政團隊都是造福人民

                                                

32張祖詒著，《蔣經國晚年身影》，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9 月 25 日，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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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而在政府工作，因此公部門是積陰德好地方，因此行政團隊工作環境

是和諧與溫馨，且合作愉快。 

8、對人的投資回報率最大 

    蔣經國先生就任行政院長開始，認為教育文化是國家根本大計，亦是札根工作

最根本的工作。就堅持教育文化經費支出必須依照憲法規定，應佔國家總預算

的百分十五，不能縮減，以及國民九年義務教育。並在每一個縣市建立文化 

    中心。33
 

9、運籌帷幄，決斷千里 

   蔣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時，發生世界能源危機，全球糧食恐慌，國際金融風暴

等各種衝擊接踵而來，致使台灣受到物價飛漲和通貨膨脹的強大壓力，對我國

經濟成長與穩定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因此親自領導內閣財經團隊，運籌帷幄，

決斷千里，作出有利國家發展重大政策： 

（1）穩定物價 

（2）抑止通膨 

（3）平衡財政收支與均衡財富分配 

（4）均富 

（5）促進經濟自由化 

（6）推動產業轉型 

並設立「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以政務委員李國鼎為召集人。34全力推動

十大建設，加強公共投質，提升就業人口。蔣經國先生具有前瞻性眼光，運

籌帷幄，決斷千里。 

10、口吐蓮花，打動人心 

      蔣經國先生，雖不屬於口吐蓮花型，但態度誠懇，發言簡潔有力，應屬口吐麵

包，打動人心型。其發言乃言之有物，處處為國家整體發展與利益，實實在在

                                                

33張祖詒著，《蔣經國晚年身影》，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9 月 25 日，頁 171-172 

34張祖詒著，同註 33，頁 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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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生活經濟與福祉而努力，而使人民至今仍感動追念這一位實在誠懇政治

領導人。 

11、能言善辯，力求雙贏 

    蔣經國先生，非屬於能言善辯型，但講話實在，不說謊言，以誠信待人而服人，

說話條理分明，心存同理心，因此遇到不同立場政黨人士時，不卑不傲，自然

流露出墾切溝通態度，而力求雙贏。 

12、會議主持的技巧 

     蔣經國先生，主持會議平均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處理明快。而提案說明不會

超過五分鐘，一般發言不會超過三分鐘，他本身發言亦一、二分鐘，因此會議

進行極為順利。而非官場上「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舊端。35
 

     因此政治領導者若能事先學習領導方式與技巧，加上其個人特質與權變理論運

用，針對人、事、物、地、環境與情境，作各種組合巧妙運用，可發揮良善領

導效果，分析觀察蔣經國總統，其政治領導以人格魅力感召以身作則，態度上

誠懇真實，心存國家與人民權益與福祉，加上人格上氣度恢宏，知人善任，用

人大公無私，廣聽多看，成為一個歷史上享有美名政治領導者，可與唐太宗相

互輝映比美，成為政治領導力學習典範。 

 

小結： 

要培養領導能力，可以多學習領導方式和各項技巧，在本文中所提到領導十二

大項，以及本文未附錄中並含九十九個領導技巧，若能善加學習與權變運用，必然

有助於領導技術更加成熟精進與實用。中外古今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在，英雄豪

傑常有流浪落魄情境發生，關公、韓信等，亦有後來被伯樂發覺如劉備與關公、劉

邦與韓信、劉備與諸葛亮、劉邦與張良，唐太宗與魏徵、朱元璋與劉伯温。 

在現代中，如我國蔣經國與孫運璿、李登輝、李國鼎、李煥、林洋港、趙燿東、

王建瑄、王昭明、宋楚瑜、馬英才等。因此領導者要有恢宏大度，不恐懼被用人才

幹練超強，若能善加運用，必能為國為民服務，開創新局面。如唐太宗與魏徵、如

                                                

35張祖詒著，同註 32，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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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與孫運璿等。 

若能熟讀歷史或從各種文章，如名人出版社所出版名人偉人傳紀中所記載中，

而偉大卓越領導者，其人格特質中氣度恢宏，為關鍵重要因素。而領導者若具備良

好氣度，必能看到被領導者全面性優點與弱點，取之長用之，不畏懼其才幹卓越，

亦能包容其弱點，能給予適度尊重，（謂士為知己者死，展現其讀書人風骨），而領

導者亦要具備獨立思考能力，見微知著分析力，切忌偏聽、偏見與傲慢，若能將其

人才擺在適當位置，為國為民服務，才是政治領導力全面性展現行政績效。 

 

表 2-8   領導方法與技術  

領導內涵 領導技巧 

一、魅力遠勝於權力 

 

（一）做事先做人，成事先修身 

（二）領導的根本在於經營人心 

（三）激發下屬追求慾的技巧 

（四）領導者的大氣與格局 

（五）領導者要善於自處 

（六）處變不驚，大家風範 

（七）始終保持光彩照人 

（八）獲得下屬信任的技巧 

 

二、成大事者，先管理好自己 
（九）整理辦公桌的技巧 

（十）管理時間，要事第一 

（十一）計畫合理，目標可期 

（十二）讓工作馬力持續的技巧 

（十三）午餐是最好的時間 

（十四）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 

（十五）看、聽、學獲取資訊 

（十六）用順手的東西 

（十七）處理書信與文書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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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找對人才能做對事 
（十八）考察能力重於考察知識 

（十九）重視心理素養和工作態度 

（二十）識別人才的技巧 

（二十一）知人知面到知心 

（二十二）人員篩選的技巧 

（二十三）人員錄用的衡量標準 

（二十四）讓新人感到你的熱情 

（二十五）確保待遇是令人滿意 

（二十六）確認人才的技巧 

四、用人管人處處是學問 
（二十七）讓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 

（二十八）不同的性格用不同的方法 

（二十九）科學委派任務的技巧 

（三十）  公正用人的技巧 

（三十一）留人的技巧 

（三十二）提高員工士氣 

（三十三）合理考核、科學評價的技巧 

（三十四）合理解雇的技巧 

五、把「要我做」變成「我要

做」 

（三十五）獎罰要分明 

（三十六）物質激勵的技巧 

（三十七）給員工精神上的滿足 

（三十八）完整激勵體制建立的技巧 

（三十九）為員工描繪正確的藍圖 

（四十）  滿意的才是最好的 

（四十一）每個人都希望被認可 

（四十二）得體、到位地指出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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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没有溝通解決不了的 

問題 

（四十三）與員工談話的技巧 

（四十四）對員工的傲慢就是一種「犯罪」 

（四十五）深入基層，到處走走 

（四十六）提供有效溝通的機會和氛圍 

（四十七）將溝通作為工作的重要部份 

（四十八）直面衝突與矛盾 

（四十九）部門衝突的化解技巧 

（五十）  讓人心悅誠服：「說服」的技巧 

（五十一）建立完善溝通機制的技巧 

七、創造和諧、溫馨的環境 
（五十二）高效團隊需要什麼樣的人 

（五十三）整體的成功是具有爆炸性的 

（五十四）選對領導班子 

（五十五）塑造「家」的氛圍 

（五十六）群策群力的技巧 

（五十七）理順團隊方向的技巧 

（五十八）適當地加入危機感 

（五十九）把工作當事業 

（六十）  把榮譽留給下屬 

八、對人的投資回報率最大 
（六十一）時刻洞察下屬的學習需要 

（六十二）讓員工在工作中得到成長 

（六十三）把握培訓的規律 

（六十四）培訓手段的應用技巧 

（六十五）培訓控制的技巧 

（六十六）優化工作態度與作風 

九、運籌帷幄，決斷千里 
（六十七）為所有人指明方向 

（六十八）用正確的思路做果斷的決定 

（六十九）讓所有人發揮作用 

（七十）  做資訊統籌的高手 

（七十一）塑造獨特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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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運籌帷幄的技巧 

（七十三）挑選理想的授權人選 

（七十四）在集權與分權間做到平衡 

（七十五）做好授權的後續工作 

十、口吐蓮花，打動人心 
（七十六）當眾講話心理調節技巧 

（七十七）一言可以得人心 

（七十八）在無聲中展示威信 

（七十九）不怯場，底氣要十足 

（八十）  冷場時，讓熱情再高漲起來 

（八十一）第一次亮相就贏得滿堂彩 

（八十二）學會總結和陳述 

（八十三）總結報告的語言技巧 

（八十四）與新聞媒體打交道 

十一、能言善辯，力求雙贏 
（八十五）談判情境設置的技巧 

（八十六）做好談判的準備 

（八十七）堅定立場，先聲奪人 

（八十八）把握博弈尺度的技巧 

（八十九）把握取捨尺度的技巧 

（九十）  緩解氣氛，巧解僵局 

（九十一）談判語言的運用技巧 

（九十二）研究對方的內心活動，搶占先機 

十二、會議主持的技巧 
（九十三）主持會議時最顯領導才能 

（九十四）主持「解決問題」會議的技巧 

（九十五）主持政策性會議的技巧 

（九十六）會議上發言的技巧 

（九十七）會議上插話的技巧 

（九十八）會議意外情況，冷靜為要 

（九十九）給會議畫上圓滿句號的技巧 

  資料來源：參考盛安之領導能力 99 個技巧，〈2010 年〉，研究者自行作表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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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政治領導力 

壹、政治領導力相關理論 

         中國政治領導力分析與探討，傳統中國在歷代統治者，無論採用儒家學 

     說、道家學說或法家學說，或兼採其他學說，其主要目的是為鞏固其統治權 

     基礎，以及所要達成目標，但政治領導所採取方法不同，其所達成效果亦有 

     所不同，而政治領導者以身作則外，將對的人任用在適當位置，其所產生行 

     政績效通常是最具成效。 

    在中國的帝王學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儒家思想也就是人的思想，將人的

生命剖析得淋漓盡致。而紀錄孔子與弟子、時人間對話的《論語》一書，是

儒家的精要，其對領導銓釋正著重人的方面。北未創業宰相趙普曾對宋太宗

說：「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此語為

日後有名的成語「半部論語治天下」的由來，可見此書對治國重要性。儒家

之道一以貫之則為「仁」，仁即為寬恕，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修己安人，

以精神及品德為首要。故儒家自孔、孟以降，講求倫理組織，即人居其位而

有上、下之，把持五倫之際而各盡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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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儒家學說應用於領導之架構 

學說中心 領導特質 領導策略之應用 

 

仁              

 

    德                  

 

  禮  

 

    天人 

  合一 

 

 

 

智仁勇 

 

忠恕之道 

 

恭寬信敏惠 

 

尊五美 

摒四惡 

                     1、言行有禮    

為政以德        2、正名定份 

                  3、公正無私 

知行一致 

 

無為而治        1、以德教化 

                  2、以信服人 

依禮行事        3、知人善任 

                  4、信任部屬 

執經達權           

       資料來源：蔡培村等著，（2005 年），頁 217。                                

 

一、儒家學說中心 

          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泛道德的社會。儒家學說，孔子的價值焦點是

仁，孟子是善，《孝經》是孝，《禮記》是禮與誠。這些取向，鼓勵人們建立

和諧與謙遜的人際關係。儒家思想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定下，以忠恕

為本，以身作則，並推己及人；在團體中以德服人、因材施教，用圓通的方

式待人，使上下皆能臣服。並且儒家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仁愛的胸

襟、忠恕的態度，凡事講求中道，尤其注重領導者本身的品德與修養。故儒

家的學說中心，就是仁、德與禮以及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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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 

儒家思想廣博精深，追本溯源，其中心思想即為「仁」。「仁」是愛仁，也

是一種人我並重的思想。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2、德與禮 

德與禮為儒家精神的代表。「德」是領導者必備人格修養，「禮」為維繫團

體的基石，是合理合宜的行為規範。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領導者

必先具備道德修為後，再以禮為治術來實施領導。 

「道之以正，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為政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篇》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顔淵篇》 

     3、天人合一 

        儒家極力倡導「天人合一」，「天」是自然之規律與運行。「天人合一」的

目的即為人間的秩序、道德行為及政治法律等制度、提供最根本的依據。

36
 

 

二、儒家思想中的政治領導力與原則 

    基於對人性地深刻了解, 傳統儒家思想中的政治領導力包含道德與責任

的培養與延伸。另還立基於由正面態度發掘和認識人類的問題與困境,並找出

解決之道。 

       儒家思想中的政治領導原則，基於關懷觀察產生深入了解與確信、不因差異

而排除事與人,求取全面的平衡和高度、和諧、懷抱願景和訴諸可達成的理念

與目標採取即時作為，自我規律作為激勵他人，和被後支持組織的基礎、透

過互動和動員工作小組，達成轉變、重新檢視和對結果與反應的重點檢討,

使手段和目標能夠一致。 

                                                

36蔡培村等著，《領導學理論、實務與研究》，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4 月，頁 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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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的儒家政治領導模式，儒家式民主領導: 以人民意願為主的法律、 罰

則+ 道德、禮儀，當人民守法且有道德認知，理想的現代儒家領導模式：應

取自對中國歷史和哲學的批評觀點,由此產生綜和創新的概念,我個人將之稱

為”超容”, 因為其所需要的不單是綜合,而是符合開放,效率和廣泛性的巨觀。

欲了解此一模式的需求和實際形成,必須了解歷史的經驗和權宜如何能為政

治領導的發展和維持作出指導。此處不詳述歷史事實,僅討論政治領導的發展

如何因應社會和世界變化及如何了解認知人民的需求。 

成中英教授論述：現代化儒家式領導的7大要件1、慎思,滿足和明辨目標體系,

建立起實體計畫,負起責任並執行、2具備建構組織多方努力的能力,以有效管

理計畫內容、3、具備在發展影響力和轉變力量過程中與對手競爭的能力、4、

具備滿足人民需求的能力，在目標和價值體系中需預先對需求加以考慮、5

具備提升人性中道德誠信和正義感的能力,以身作則令民眾信任、6、具備回

歸原點和檢討結果成敗的能力,如此才能從當中學到教訓並改進、7要具備能

傳達計畫體系的能力,以創建一個新體系,或將不佳體系轉化為在危機中眾人

所渴求的體系。 

由於儒家管理以人的修養、管理為起點，所以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治人、

修己以官人」、「己達達人、己成成人、官己宫人」「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要去實踐這點，以身作則，進而影響他人，仁、義、禮、智、信，

便是儒家所強調五種德性。37
 

  

三、領導者特質 

孔子對於領導者特質，首重在「德行」。孔子認為唯有具備良好德行的領導

者，才能發揮領導力。而「德行」的內涵，主要包括下列四點： 

1、智仁勇三達德 

領導者應具備智仁勇三種德行。好學的智者能清楚事理，不迷惑；身體力

行的仁者能仁民愛物，不憂慮；知恥的勇者才能勇往直前，不畏懼。故《中

                                                

37成中英著，《C 理論-易經管理哲學》，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7 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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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中記載：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

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 

2、忠恕之道 

欲達至有效的領導，領導者必須具有容許部屬無心犯錯的雅量。領導者應

對部屬有寬大的同理心，能推己及人，自己不願做的事，勿強迫部屬服從

與執行。領導者「盡己」才能發揮完全的影響力，「推己」才能激勵部屬更

努力。 

「子曰：」『吾道一以道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 

     3、恭寬信敏惠 

        領導者待人要「恭寬信敏惠」－「恭敬」就不會受到侮辱；「寬厚」能獲取

大眾的愛載；「信實」能使別人為你效力；「勤敏」能致力成就；「慈惠」能

役使別人。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

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篇》 

4、尊五美、屏四惡 

   好的領導者要能尊崇「惠、勞、欲、泰、威」等五美，給部屬恩惠卻不刻

意施捨，驅使部屬而部屬卻没有怨言，有欲望卻不貪心，雍容大方卻不驕

傲自大，威嚴卻不兇猛。除此之外，好的領導者也應杜絕「虐、暴、賊、

有司」等四惡，避免不教誨部屬便嚴厲處罰，平時不申誡卻立刻督查，命

令延誤卻要部屬限時完成，應鼓勵部屬卻吝於褒揚等其不適宜的領導策略。  

「五美：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四惡：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弁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

之吝謂之有司。」《論語堯曰篇》38
 

 

 

                                                

38蔡培村等著，同註 36，頁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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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領導策略 

儒家主要以「德治」、「禮治」與「樂治」為根本，發展出依禮行事、為政以

德、知行一致、執經達權，以及無為而治等五大領導策略。 

1、依禮行事 

包含言行有禮、正名定分、公正無私等三部份： 

     （1）言行有禮：儒家思想認為禮是所有人行為的標準，因此領導者的言行更

應合禮。唯有合禮的言行，才是美言美行，也才能為部屬所接受。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篇》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論語憲問篇》 

     （2）正名定分：「名分秩序」是維持應有人際關係。「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說明了名分階級的重要。組織中應明確畫分各層級的職權，領導

者要有良好的行為風範，身為部屬亦應有著合宜的行為規範。所有人的

行為應與名分相符，才能使組織正常的運作。 

「子日：『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篇》 

     （3）公正無私 

          領導者除了依禮行事外，也要公正無私，不要一味偏袒自己的親信。故

領導者要重視部屬的言行，仔細觀察才能真正識人。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論語為政篇》 

          「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論語衛靈公篇》 

     2、為政以德 

        孔子十分重視領導者的道德修養，進而提出「祟德」的主張。包含以德教

化、以信服人、知人善任，以及關懷部屬等四部份。 

（1）以德教化 

儒家兼顧做人和做事，從做好人出發以求成就好事。德治是不以自己的

私意領導部屬，不以強制手段管理部屬。故領導者本身除具備高尚品德

外，更應以德性來教化部屬。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篇》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子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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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信服人 

領導者應以信為本，才能使部屬信服，而專心地努力工作。領導者不能

揺擺不定，言而無信，使部屬没有遵從的依據，否則組織必然散漫，組

織效能也隨之低落。 

     （3）知人善任 

          領導者應舉用賢才來輔佐，才能使組織工作順利推展，領導者亦可從事

更重要工作。另外，領導者在選才時，應多觀察其德行，作為進用的重

要的標準。「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治長五之十》 

      （4）關懷部屬 

          領導者要能關懷部屬，帶人要帶心，了解自己在什麼情境下最樂意接受

他人之領導，然後將心比心，創造類似的體貼情境，以同理心領導部屬。 

     3、知行合一 

         儒家哲學具有德事並舉、知治一致與力行實踐之特點。所謂「行」，是個

人道德的實踐；「知」是知識與學問。身為一個領導者，唯有廣泛聽取各

方意見，才能作出最佳的決策。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之。」《論語述而篇》 

      4、執經達權 

        儒家管理哲學講求「執經達權」的方法論。所謂「經」，是指由推己及人

的忠恕之道推衍而來的正己安人之道；「權」則是適時權變，各得其所。

領導者一方面要把握恆古不變的真理，一方面又須能因應瞬息萬變的內

外在環境，作最好的調整。 

     5、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不只是道家的主張，也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領導方式，其貴在

以最簡單自然的行為來求取最大的領導效能。 

        儒家思想闡述人的本性，強調知己知彼、謀定而動，是對照現代生活最

普遍、最貼切的解釋。綜上所述，儒家要求領導者要有「德」，才能使部

屬心悅誠服的接受領導；領導者也應重視組織的「禮」，明確的畫分工作

職責，以正名分、循名責實、使每一個人均依禮行事，選賢舉能；亦要

做到信任部屬，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且用人制度化、合理化與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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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領導者才能得到民心，亦達到儒家大同之治的最高境界。39
 

   ◎領袖可養成：王淑俐博士 

     王淑俐博士認為在領導語言的修練上，要培養及學習： 

 （一）正確的心態與修養 

       1、包容與接納 

       2、關懷照顧 

       3、謙卑隨和 

       4、客觀公正 

       5、自尊尊人  

       6、自信信人 

       7、自愛愛人 

       8、己立立人 

       9、真心誠意 

       10、樂觀熱忱 

       11、反求諸己 

       12、幽默開放 

       13、情理兼顧 

 （二）帶人帶心的領導作風 

       1、以德服人 

       2、機智權變 

       3、讓功擔過 

       4、知人善任 

       5、民主參與 

       6、惜才育才 

       7、以身作則 

       8、言出必行 

                                                

39蔡培村等著，同註 38，頁 21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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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充分授權 

      10、慎謀能斷 

      11、與時俱進 

      12、敢做敢當 

      13、高瞻遠矚 

      14、專業權威 

      15、情緒穩定 

         王淑俐博士認為，爬到領袖地位，要承擔頭銜並不難，但要贏得尊重，

成功地帶領大家就不簡單。如何有效的領導，需要用心研究，而不是「表

面功夫」就能敷衍了事。而今日民主化且民智己開，領袖自持其才，全

力以赴不一定就能「成事」，要「帶得動」，使「大家一起來」，才是真

功夫。有心成為傑出領袖者，必定願意從「心」做起，由「正心」而「正

語」，在領導語言的藝術及智慧上，充分展現領袖的實力與魅力。40 

  五、法家思想：重勢－制度－治事之道 

            法家思想分為三大派 1、商鞅重「法」2、慎到重「勢」3、申不害

重「術」，而韓非子則集三家之大成。 

        領導者首先應具備「架勢」，在舉手投足之間讓人感受其領導風範，進而

將這舉止言談「架勢」，轉化為澟洌不可擋的「氣勢」。「氣勢」有時外顯

到使人民不敢攖其鋒，然而鋒芒卻不可過於外露，否則會招致妒嫉，更

不利於己，故此時需要的是「蓄勢」為蓄勢待發的意思，並不斷積極「養

勢」，要隨時間不斷增長自己的智慧、經驗及成長的動力。「蓄養」具足

之後，配合所謂的「造勢」 時機己成熟之時，就應該適時顯露自己的才

華與能力，讓部屬心悅誠服，再「順勢」成為當然的領導者。而「術」

為操縱的策略－寬嚴並濟、公平公正、賞罰分明。「術」雖為御臣察奸的

有效工具，但不應是權力過度擴張、凌駕國家制度的個人意念，而應堅

守虛靜，深藏內心，謙恭為懷，否則會造成民怨。整體而言，這三者中

                                                

40王淑俐，《領袖可養成》，台北市，南宏圖書有限公司，1992 年 6 月，頁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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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為法家的精髓，亦即建立制度的治事之道。41
 

六、唐太宗政治領導力 

（一）大方略 

       處世要講藝術，當一個領袖人物，例如：像唐太宗這樣的帝王，立身施政

用人才，就要有大的藝術。或者叫大方略。這大方略，在《貞觀政要》裡，

大抵就是「君道」－-當帝王要遵循的道理和規律。而君道是大方略，而不

是小心術。大方略表現的是人的真誠，在真誠地對待人的基礎上，調動自

己智慧，也動員別人的力量，求得一個個目標的實現，這是事業成功的根

本。而王者的事業是人的事業，所以承認人，承認民眾創造歷史，改寫歷

史的偉大力量，謙遜地保守自己，在恰當的程度上確認英雄和偉人的關鍵

作用，正是君道的根本。根據大方略的要諦無非：真誠地承認民眾能力。42
   

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為舟、人民為水）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就是承認人民力量的一條政治思想。而政治領導

者掌握權力之後，真正做到如范仲淹自我期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真正正視民眾力量，又能與人民共急患，仍是一種極高的

政治美德和人生美德。而領導者可正人先正己，把心思用到老百姓關心

的事上去，並讓老百姓去做。教導他們注意休養生息，不要弄得精力盡

竭，常常想到處於室內施政的人們是如此舒適安逸，作工的人卻在吃苦

受累。而人民則擁戴君王更加恭敬，而天下萬民也會受國君性情的感化

而歸入純樸，這是以德治國的方法之一。而源遠才能流長，若君王認為

本身是天意，忽略勤儉，放縱官庭貪欲，追求宫室華美，興土木，征民

夫。而人民看不到皇帝作什麼好事，而人民卻年復一年，不斷為皇上服

徭役、作苦工。如此君王治國則民心流失。因此要樹木長得高大茂盛，

必須根深蒂固；想像河水流得長遠，一定要深掘它的源頭，要想國家政

局穩定，為政者一定要道德深厚。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通常國君開

                                                

41蔡培村等著，同註 38，頁 77-78。     

42揚帆著，《唐太宗的人生哲學》，台北市，漢揚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12 月，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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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基業時，沒有哪一個不是深謀遠慮、處事謹慎，廣施仁義，但大功告

成後，德行就漸漸走向反面。原因何在？創業時艱苦征戰，時時處在深

切的憂患之中，必然竭盡誠意對待自己的部屬，這樣人心所向，即使天

南地北的人亦會望風歸順，但得志之後，大權在握，用權威與鎮壓去震

懾，但得到的下屬的虛予應付，那內心裡只是為了躱過災禍，怨憤己在

其中了，且民心己流失。而臣民與君主的關係，如同水與船，臣民是水、

君主是船，水能夠載船，亦能掀起巨浪，把船打翻。    

     2、唐太宗虛懷論道：虛心求教、親君子賢人遠奸臣小人 

          論明智：對於魏徵的連連上疏，唐太宗李世民是言聽計從，並親自寫詔 

          書答覆魏徵，以示信任與感激。從善如流：唐太宗對魏徵說，你的建議 

          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而當時唐太宗坐擁天下時，能近賢人，從善如 

          流，謙遜對待下屬的大膽直話，其心其行也足為後世領導者效仿。即便 

          在今日的民主與政治，領導者要辦好一椿事業，獨斷專行不可行，驕奢 

          淫佚更不可。可看到唐太宗政治領導者的寬廣的心胸與品德。知錯就改： 

          當時唐太宗打算修幾處宫苑以備遊獵，而魏徵強烈反對，引起唐太宗憤 

          怒，要將魏徵關進大牢，而長孫皇后知悉後，換一身朝服向唐太宗拱手 

          致賀，認為君明臣忠，犯顏直陳，為治世之兆，因此唐太宗知錯能改， 

          並表彰魏徵良臣直諫，廣開言路。弓匠的啟示：唐太宗將收藏十多張良 

          弓給造弓的師傅一看，他們竟說不是好材料，弓匠，木料中心不正，木 

          紋就隨之歪鈄，用這樣的木料做的弓，雖然強勁有力，但射出的箭路不 

          直，所以不是好弓。而我用弓箭打下天下，所用弓和箭不計其數，卻最 

          終不懂弓的奧妙，更何況治國大道理，因此更加虛心檢討。更加探知民 

          間疾苦與政治教化。43
  

       3、兼聽則明：廣泛聽取他人意見並審察真偽 

           歷史是一面鏡子，而觀今宜鑑古，歷史是現實政治與人生的參考。而明察，

不等於審細，能「明」與「察」，帝王就能在政治中而心明眼亮，不闖死

胡同，也不會被小人蒙蔽，逆耳忠言也能寬心靜聽。而千斤擔子眾人挑，

                                                

43揚帆著，同註 42，頁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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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在處理複雜政治問題中，千斤擔子眾人挑，能者各施其長，反之像隋

文帝一樣，事必躬親，吃力不討好，如此君主不信任大臣，大臣也不忠誠

皇帝，君主一天到晚累得頭腦發脹，辦事只會越辦越糟糕。眾人出力，賢

者施能，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從繁雜的事務中騰出精力來，就能心更

「明」，神更「察」，下「明」民情人心，上「察」百官才能品格。如此「明」、

「察」國家又怎能不太平昌盛呢？貞觀之世產生，就是皇帝命令所有官

署，如果詔令頒發下去有不穩妥或不便施行，必須堅持己見，明確上呈，

不能盲目順從旨意去執行，做到臣子為朝廷盡心盡力的責任。偏聽則暗，

兼聽則明，「明」與「察」是一種發現與識別能力，但處理政務僅靠個人

這種能力，未免時常成為聾子瞎子，還必須聽取別人意見，了解當事人。

這種幫助君主「明」與「察」的方法，就是魏徵提出的「偏聽則暗，兼聽

則明」的辦法。唐太宗問魏徵，怎麼樣的君主才算是明君、或昏君，魏徵

說：國君所以聖明，是因為他廣泛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而國君所以昏庸，

是因為他偏聽偏信。為了集思廣益，就算是砍柴割草一類平凡的人的話也

得聽聽。堯、舜時代，廣開八方賢路，志士仁人爭進；廣開視聽，了解各

地情況，納取各種意見，則無事能不知曉。因此皇帝能廣開言路，多方採

納臣下建議，那麼即使權勢很重的大臣也不能隱瞞下情，蒙蔽君主，人民

的呼聲必能傳到聖君的耳朵。44
  

        4、尚無為  

           一種的以退為進的政治方針與發展哲學，這種方針與哲學，是休養生息，

虛而言之，是以無致有。而無為就是有所不為，在貞觀君臣的心目中，

無為就是王道，以仁義教化治理天下。皇帝儘量不要作滿足自己情慾的

事，儘量讓臣子和老百姓去做該做的事，於是國家可以管理得安定和平、

生產亦會順，皇帝克制自己的私欲，循規蹈矩，官場自然就會上行下效，

作風儉樸，為政清廉。當官的有道德，不侵擾老百姓，在民間社會風尚

就自然而然樸實健康，人與人和睦相處，真誠相見。作事實，少廢話，

劉洎要求太宗省去談空洞學問的雄辯，按無為的最高原則修養節操和浩

然之氣，去養生，是韜晦，適用於君權時代，在民主的時代，討論，見

                                                
44揚帆著，同註 42，頁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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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見智，集思廣益，為事業發展的前提，但注重實幹，儘量避免把精力

浪費在空談上，更別說詞色炫耀，嘩眾取寵，肯定也是對的。45
     

 （二）有所畏 

       1、要畏小人 

    要畏小人，唐太宗主政時間，更是不斷地與大臣們相互提醒。君子報恩，

小人報怨，有一次，李世民問臣子，為何開創基業的君主，傳位到子孫

時多發生禍亂，房玄齡說：因為幼子生長在深官之中，從小就享受榮華

富貴，不了解人世間的人情真偽，不懂得治理國家有安有危，所以主政

後，多發生禍亂。而不太了解人情真偽，就可能以偽為真，使小人得志。

小人則易記仇報怨，而君子才會感恩戴德，因此親君子遠小人。而小人

得志，好人遭殃，如秦朝趙高，可以說秦朝的天下就是直接葬送在在手

中，在秦始皇在世，他當胡亥的老師，教胡亥嚴刑峻法，以殺戮治天下，

給秦朝滅亡埋下了導火線，秦始皇死了，他夥同李斯，偽造秦始皇遺詔，

逼死太子扶蘇，立胡亥為二世皇帝，他自己趁機現弄權勢。後來他又逼

死胡亥立子嬰為王，等到子嬰收拾了趙高，天下己大亂。而偽君子，到

底是小人，如隋朝虞世基似有點君子味道，但關鍵時刻，仍然表現小人

嘴臉。46   

       1、歷史是一面鏡子 

    人總是喜歡在前人的得失中，確定自己為人處世的取捨，因為前人的現  

    實就是今人的歷史，這其中的借鑑與參考，既直接又現實。不要忘記歷 

    史，如隋煬帝冤殺頭人民，不僅隋煬帝無道，他的臣子也不盡心辦事， 

    只會諂媚奉承，苟且討得國君的歡心與讚賞，君臣如此荒謬， 焉能不 

    失誤，希望你們共同幫助，從而使牢獄空虛，進而善始善終。聖賢不在 

    高位，周秦兩朝，最初取得天下没有兩樣，而周朝建立國家就專門興辦 

    好事，累積功業和仁德，所以基業能保持八百幾十年，秦朝得天下後， 

     便放縱自己，驕奢淫佚，喜好用刑罰，所以兩代就滅亡，因此作好事善 

                                                
45揚帆著，同註 42，頁 45-49。 

 
46揚帆著，同註 42，頁 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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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事業就綿延長久，幹惡事壞事壽命就不長。互相監督，各負其責，唐

太宗說，你們為我想到隋朝滅亡的事，我為你們考慮關龍逢、晁錯是怎樣

被屈殺的，君臣之間相互保全，難道不是很好的事麼！這是太宗由歷史上

賢良大臣的不幸，想到君主為政與德行，以此警醒自己和他的下屬。得道

者昌，失道則亡，而在大臣給太宗的奏章裡，只要是談興亡大道、人才培

養、道德教化等大問題時，大臣們便盡是引用歷史往事去說明。而歷史上

人們的成功與失敗，對現實中希望有所為的人們，實在太親切，學習前人

的成功經驗，對前人失敗的教訓，必須有所迴避，有所畏懼，這無論帝王，

還是平民，都會自覺取捨。47
    

    （三）求諫與納諫 

            一人見識短，二人見識長。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對於重大決策，多

和人商量，聽聽更多的人意見，做法會更正確與周全。集思廣益，辦好一

件事要盡可能多採納更多人的意見。而唐太宗時代貞觀政治活動中就是

「求諫」與「納諫」。請人批評自己，而又聽得進去立即去行動更是難事。

對當時事情就有清晰的認識，博採眾長，形成正確的方針與辦法，保證工

作的成功，而善於聽進好的意見。 

1、 論求諫 

要治理好國家，需要各方面努力。而廣開言路，廣開賢路，求諫納諫，

充分利用賢才，就成了唐太宗政治生涯中，貫徹始終的特點。 

       （1）遵守規矩，同心同德 

                 唐太宗說：「正直的國君用了奸臣，國家不可太平；忠心正直的大臣

侍奉邪惡的皇帝，也不可能把天下治理安定。」謂君與臣各守本分、

各盡其職。 

       （2）勸諫要有氣氛 

                 唐太宗對房玄齡說：能正確了解自己的人就明智，但真正作到實在是

難啊？唐太宗提倡大臣進諫，自己勇於認錯，知錯而改，所以在進諫

的雙方，唐太宗與大臣之間還創造了一種和諧融洽的氣氛，若少了這

                                                
47揚帆著，同註 42，頁 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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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氣氛，進諫與納諫的風氣也不能保持長久。                

1、 進諫有風險  

          觸及君王的短處會招來殺身之禍，向皇帝進獻忠言，總是與風險聯 

           繫在一起。不僅對帝王，一般人，下級對上級，乃至朋友間交談，   

           說直話、說實話，都容易得罪人，因此關於進言者總是事先要三思。  

           （1）和顏悅色，誠心誠意 

                唐太宗主動要求臣子批評自己，和顏悅色，誠心誠意，因為一國之君

想知道自己的得失，必須借助忠臣進諫。 

       （2）誠心勸告，語言委婉 

               魏徵引用漢元帝去祭高祖廟，出長安便門，打算坐樓船，薛廣德擋住

車駕說，應該從橋上走，否則他要自盡血染紅車輪，讓陛下不能進入

祖廟。漢元帝說：曉喩眾人，為臣就當如此。其實是魏徵委婉進諫形

式，各臣子進諫方式有別，請太宗海涵。48
  

        小結： 

  唐太宗貞觀之治，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政績，即使到現在世界各

國仍有中國唐人街，如美國紐約中國城唐人街、日本橫濱中國城唐人街，

足見唐代盛世美名對中國良譽影響深遠。而唐太宗可以在中國歷代君王中

享有美譽至今，主要為心胸廣大，可以容人和聽取諫言，又懂得知人善任，

得到如魏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等人協助。適才適所、用人得當，成

就自己歷史偉業、亦成就眾多將相之才。 

  若以唐太宗用人哲學，則現在政治領導者可以學習唐太宗問政與用人

方法，例如： 

       1、用人氣度恢宏： 

          唐太宗可以任用主張殺他的李建成謀士魏徵，其氣度和齊恒公任用管仲 

          亦有相同氣度恢宏，歷史共嘆譽。 

       2、接納諫言與聽取不同意見  

          唐太宗問政，可以讓臣子暢所欲言，在政策尚未作成決策之前，鼓勵臣 

           子可從不同角度分析利弊得失，而非故意討好唐太宗心意，可以容納不 

                                                
48揚帆著，同註 42，頁 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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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立場與看法，如此所作政策才能周延，兼顧到不同立場，議論可以周 

         延，決策後可貫徹執行。論策就事論事，不會刻意討好主子，而忽略重 

         要關鍵因素。因此唐太宗政策周延，且符合當時情勢需要。 

         因此對現代國家政治領導者可以學習採用。針對目前國家面臨如民生經 

         濟問題或一個自由民主中國兩岸問題，與能源與環保永續緑能問題，透 

         過集體智慧集思廣益方法，找到一個適當政策決定，來解決目前國家所 

         面臨政策制定與執行難題與爭議： 

        1、油電雙漲 

        2、一個自由民主中國，兩岸分治局面 

        3、核能核四運轉與停用問題 

        其關鍵在於國家政治領導者用人氣度恢宏，若有用人氣度，則國家千里馬 

        常有，人才濟濟，則是國家之福、人民之幸，對領導者而言創造歷史定位、 

        被領導者亦可萬古留芳。己符合儒家所追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境界。 

 

七、政治領導方法 

（一） 識人 

觀其行：一個人在特定的思想品德、道德情操支配下表現出來的舉止和行

動，做為領導者透過察顔觀色來揣摩對方的行為，可以捕捉其內心活動的

蛛絲馬跡，以及探索引發這類行為的心理因素。  

領導者的偉大，不因自身條件特殊而偉大，因善於鑑識人才而偉大。觀其

行、聽其言、品其性、辨其心、審其美，做為識人術。 

1、觀其行 

從身體姿勢識人：領導者作為觀察者，可以將自已儘可能置身於被觀察

者的立場，去體會對方的一舉一動。如站姿、坐姿、歩態、手勢等。 

日常習慣生活：如是否有讀書習慣，培根說：「讀書能使人充實，談話

能使人機敏，寫作能使人精確。」愛讀歷史的人聰慧、愛讀倫理學的莊

重、愛讀邏輯學和修辭學的人善辯。古往今，看無數英雄，凡成大器者

必要讀書，中國古代帝王中不少人都把讀書視為治國之本、立國之基。 

學問為濟世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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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聽其言 

語言充分展示出人的職業、身分、知識水準。領導者拫據一個人每天的

談話，能分析個體工作績效、情緒如何與程度。其張口說話的人，就是

在為自己畫像。而人的聲音各不相同，輕、柔、穩重、或躁進，聲音不

僅在一定程度上表現著一個人的健康狀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著一個

人的品格及社會地位和情緒穩定度。49
 

3、品其性 

   不同的性格決定不同的命運。性格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後天塑造的。 

   塑造性格的主動權不在命運手中，在人的手中。一個人重塑自己的性格 

   ，亦把握住自己的命運。因此傑出的個性，導出傑出的創造與成就，引 

   導別具一格的生活藝術和人生智慧。英才和雄才：英就是聰明靈秀，具 

   備文才；雄就是瞻力過人，具有武略。因為英才有智慧，以文才為名； 

   雄才有瞻力，以武略為名。而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形形色色的人才， 

   審視他、明辨他、詳察他，然後慎用他，則不易遺漏。 

領導者識人，是一個由外向內、順藤摸瓜、追根溯源的過程。在觀察人

的精神狀態時，也是這樣，即由外在的情態舉止，去探察其隱伏在內的

精神氣質，瞭解他的心靈深處真實的活動。50
  

（二）用人     

    1、選用優秀人才  

       良好的領袖人物需要有識人的眼光和用人的瞻略，那麼選用什麼  

        樣的人才更能獲得成功呢﹖ 

     （1）精英型人才 

              一方面努力工作，一方面又有更高的追求，他們有目的、有毅力、致 

              中庸、尚禮義、追求進步、實踐創新、勇於認錯、勤於進取、能屈能 

              伸、不貪不侈。該類型人物前途遠大，其志向遠大，眼界開闊，不計 

              較一些小得失。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外，他也會幫助別人和指導同事。 

                                                

49文柳著，《領導三件事識人、用人、會管理》，台北市，正展出版公司，2006 年 3 月，頁 1-36。 

50文柳著，同註 49，頁 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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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無形之中影響別人，控制群體的行為。他的見識往往異於常人，思 

              考邏輯方式也有其個人特色。他在時機不成熟時，可以忍常人之所不 

              能忍。但是時機成熟，他振臂而起，如飛鷹沖天，没有人能與之爭鋒。 

              非每一個精英都能成大功、立大業，其做人處世自有風格，不卑不亢、 

              不急不躁是他的本色。 

     （2）大將型人才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深切地使人感到軍事人才在決定戰爭勝敗、國 

              家興亡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衡量一個人才是否為將才，有五個 

              標準： 

a、不怕死 

           將才首先要有一種捨生忘死、身先士卒敢於衝鋒陷陣的精神，才能 

           激發士兵以死相隨，並且要以身作則，才能對部屬提出更高的要求。 

         b、公、明、勤 

           公正無私，明確目標，勇於任事，才能帶出一支堅強隊伍。 

         c、薄名利  

           過分追求功名利祿的將才，必然不會很好控制個人的欲望，當升遷 

          不如意時，就會怨天尤人，其部屬亦會為蠅頭小利而傷和氣。   

        d、身心健康  

           為將之才，上要與領導者溝通、下要與部屬交流，勞心勞力，故要 

           有堅強體格與精神飽滿。 

        e、義膽忠肝 

           其人才有義膽忠肝、正氣良心，才能受到人們信賴和依靠。 

    （3）開拓型人才 

           開拓型人才所具備的特點是：不安於現狀，總是在尋找新的開拓與進取，   

      對現成的制度與做法敢於做大膽的改革、積極進取；它必須順應社會和 

         經濟的發展規律，並且在國家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亦必須從 

         實際出發思考問題、處理問題，具有大局觀念和長遠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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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明星型人才  

     a、雄心壯志 

          明星人才必然有取得成就的強烈願望。他透過更好地完成工作，不斷 

           地去尋求發展的機會。 

        b、動員別人完成任務 

           具有組織管理能力，可以帶動別人完成工作任務，達成組織目標。 

        c、被需要並被求助之人 

           許多人常聽取他的建議、意見和幫助，他的思相方法為人們所尊重，並 

           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d、能迅速做出決定 

           是一個能迅速轉變思想和說服別人的人，在相關訊息都己具備時立即做 

           出決定。 

        e、他能獨立解決問題 

           剛才有一件事情，我們這樣處理，結果是這樣。 

        f、他比別人進步更快 

            明星人才能把上級交待的任務完成得更快更好，因為他勤於做「家庭作  

            業」，他隨時準備接受額外任務。 

         g、他勇於擔當責任 

            勇於負責是一個明星型人才的關鍵性條件。 

      （5）硬漢型人才 

          硬漢型人才有個人原則，不輕易接受失敗。他們的個性強烈，有本身的 

獨立主見。從不把障礙放在眼內，對他們而言，今天不可能的事就是明 

天常規。他們充滿冒險精神，但又相當實際，不會因暫時挫折而令他們 

的情緒不好或一蹶不振，反而會使他們咬緊牙關，再闖難關。 

       （6）專家型人才 

           專家型人才最大的優點就是精通本行，擁有高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具 

          有強烈的排他性，亦不容易為其他人所代替。而成為領導者心腹和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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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知識型人才   

         a、自主性 

           知識型人才是富有活力的細胞體，他們傾向於擁有一個自主的工作環   

             境，不僅不願意受外物控制，並且強調在工作中積極地引導自我。 

        b、勞動具有創造性 

          知識型人才在易變和不完全確定的系統中充分發揮個人的資歷和靈感， 

          應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推動著技術的進步。 

       c、動過程不容易監控 

           知識型員工是腦力工作者，而非體力工作者，他們的勞動過程是無形的， 

           故不能進行對他的勞動過程進行監控。 

       d、勞動成果難以衡量 

           知識型員工往往組成團隊來工作，而勞動成果就是團隊智慧和努力的結 

           晶，個人績效難以量化。 

        e、成就動機強 

           知識型員工在工作時在意自身價值的實現，並強烈渴望得到社會的認 

           知，他們熱愛具有挑戰性的工作，把克服難關看成熱趣，並認為這是一    

           種體現自我價值的最好方式。 

        f、潛質型人才 

    潛質型人才有如待琢之玉，似蒙土的黃金，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視，没   

    有得到公眾的承認。若無獨具慧眼的識玉者是難以發現的。千里馬之所

以能在窮鄉僻壤、山路泥濘之中、鹽車重載之下被發現，是幸運遇到善

於相馬的伯樂。千里馬若不遇伯樂，恐怕要終身困守在槽櫪內，永不得

展示「日行千里」的風采。而對於潛質型人才都是被「伯樂」相中，又

為其提供了一個發展成長、施展才華的機會，才獲得成功的。當你發現

下屬中有潛質型人才，應立刻善加運用，而不能妒忌而把潛質型人才當

平庸者看待，其組織則愈走下坡。 

       2、不求全責備 

           事實上，世界上既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才，也没有一無是處的庸才。才能 

高的人其缺點亦顯著，在這個世界上没有人在每個方面都是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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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戴復古在《寄興》詩中寫道：「黃金無足色，白璧有微瑕，求人不 

           求備。」人的長處只能在某一個方面有所成就，頂多是在極少的幾個方 

           面達到「卓越」的境地。 

        3、不限資歷和年齡擇人  

           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的人，很少在人才選拔上論資排輩，不少有遠見的領 

導者十分注意提拔各年齡之人與基層有才能之士。  

        4、不糾纏於細枝未節，用人不求備：展其優避其弱 

          《郁離子》中講了一個故事：趙國有個人家中老鼠成患，就要一隻很會 

           抓老鼠貓回來，但是這隻貓會捕老鼠，但也愛咬雞，因此老鼠之害解決 

           但雞被咬死。而該主人深知其貓功大於過，若身為領導者不看被領導者 

           功只看到其過，其人才豈不被遺棄而不用。因此辦大事的人，不計較小 

           事；成就大功業的人，不追求瑣事。51
 

           如水滸傳中寨主宋江，四處去求才，如求才盧俊義為招安作準備，各地 

           英雄豪傑，皆能為用，留下歷史典故宋江陣，亦成為劇中故事留傳至今。 

           在蔣經國時代，台南市長蘇南成成立馬上辦中心，服務口碑不同，受到 

           蔣經國重用任命為高雄市長，蘇南成其行動明快，但也不善於和高雄市 

           和士紳派系協調，而常有一些爭執，但他可以在蔣經國時代做到國大議 

           長之職。之後蔣經國不在，就無人可以包容他的爭議作為，現在他反而 

           只能當個台南市市議員己經算不錯政治上職位，因此不同政治領導者之 

           下，被領導者發揮空間是明顯不同。千里馬在伯樂之下，馳奔萬里、反 

           之則怪吃糧草太多，不如一般馬。 

           宋楚瑜在蔣經國時代為青年才俊，如今卻失業十幾年，是宋楚瑜年老體 

           衰？還是執政當局不知要知人善用？用人不求備嗎？還是用人氣度不 

           夠？留待歷史評價吧！。因此用人不糾纏於細枝未節，所以用人不求     

           備：展其優避其弱。 

       5、親仇不避 

          古代英明之主，因其舉大事不計恩仇，不管親疏，凡賢才皆用之，故能 

          知人，用得其人成就大業；有的賢臣因其心公而量雅，於國於民都有利。 

                                                
51文柳著，同註 49，頁 14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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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為春秋時晉國大夫祁黃羊薦留下來。而東 

           晉中書侍郎郗超也因「不以私怨匿善」，力廌人才，而受到後人的讚揚。 

           強盛的前秦勢力企圖吞併東晉，天下形勢因此十分緊張，謝安薦舉自己 

           侄子謝玄領兵前去抗敵。同為東晉兩派人馬誰亦不服誰，郗超且能在國 

           家面臨生存危機，不以私怨而忘掉有適才能力者。而謝玄領軍可以表現 

           傑出的軍事才能，而郩超的胸襟和雅量也令人嘆服。   

        6、唯才是舉  

           人才要知識化，要有一定的學歷，但不要唯文憑論。人才要專業化，没 

           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從事專業工作的能力，就不可能成為專才。若有真 

           才實學，則大力拔擢，擺在適當位置，發揮才幹。謂「內舉不避親、外 

           舉不避仇」。用人則唯才是舉。 例如：齊恒公重用管仲 ，而管仲曾射箭 

           射中齊恒公胸口，幸好有護身器擋住，否則一命嗚呼，齊恒公還能重用 

           管仲，如同唐太宗重用魏徵，用才不記仇大氣度，令人贊嘆，歐巴馬與 

           希拉惢可合作。而馬英九總統和宋楚瑜省長不知何時可結善緣，成為歷 

           史佳話。  

                                                                                                                                                                                                                                                                                                                                                                                                                                                                                                                                                                                                                                                                                                                                                                                                                                                                                                                                                                                                                                                                                                                                                             

貳、現代政治領導力 

          在現在政治領導力中，不僅在人格形塑中培養正向性格，亦要養成良好

生活習慣與做為，建立內外一致優質形象，贏得被領導者與人民信任與跟隨。 

 一、現在政治領導者要養成好習慣 

（一）贏得信任與信心 

歐巴馬知悉，如果你渴望成為一位高效能的領導人，必須贏得你想帶領的

人民的信賴與信心。人民必須信任你的能力與判斷，並相信你身上具備必

要的權威。若少了信任與信心，鮮少人願意跟隨。因此所有高效能領導人

有一項重要的早期任務，就是要取得信任與信心。可以透過形象和肢體語

言營造強烈的第一印象，可以透過身邊適當道具，強化自己的訊息。而透

過聲音和語調來建構出色的第二印象，而歐巴馬善用他的手勢非常融入他

自己所談的議題當中，因此更顯得他熱血澎湃，而認為他的熱情為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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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重要部分，要建構強烈第二印象時，善用手勢加上聲音和語調，可以

順利達成目的。第三印象也可以幫助我們贏得信賴和信任，第三印象可以

包括強而有力的開場白、努力傳達高尚的道德情操及萬全的準備。 

（二） 有效溝通願景 

在現代成功政治領導者，必須建立共同願景，而該願景建構可以由政治領

導者先勾劃出一個藍圖大方針，再藉著集體腦力激盪與集思廣益，以民主

化全員參與，所建立溝通與共識願景，通常較具完整與完善性，執行成效

較符合預期結果成功。 

在美國歐巴馬參選總統，喊出你自己可以改變自己命運，因為你手中有選

票，表達你需要選擇歐巴馬成為你們的總統，來一起改變我們的前途與命

運。而當時美國人民面臨金融風暴，次級房貨，失業率急速上升，人民急

迫需要有優秀卓越政治領導者，帶領人民走出民生經濟困境，歐巴馬提出

改變自己生存的條件與生活經濟困境，獲得人民廣泛支持與迴響，歐巴馬

掌握到人民渴望民生經濟富裕的心，有效需人民對話建立共同願景，讓歐

巴馬入主白宮成為美國新任總統。 

      領導者要擁有一幅清晰的願景且能巧妙地勾劃呈現的重要性。而區分團隊

與群體有一個關鍵層次，那就是有没有共同願景。而願景展現的長期目

標，是「更大的格局」。而願景將有助於導引團隊行動，並能激起強烈共

鳴，因而成為一股激勵的力量，引來眾人支持。因此身為一位領導者要完

成一項至為重要的任務時，就是要溝通、傳遞清晰的願景，以便為隨之而

來的一切奠下基礎，乃是成功領導力的基礎。要實踐願景，成功的領導者

必須要用有效、易懂且憾動人心的方式將自己的願景傳遞給他人，讓其他

人先掌握這個願景，最後才能激勵他們擁抱願景。以歐巴馬來說，成功地

勾劃願景是一個包含五歩驟的流程，他創造出有助於實踐的條件。這五歩

驟分別為：「選用會引起共鳴的詞彙」、「勾劃讓人渴望的景象」、「證明願

景可以達成」、「激勵人民」及「鼓勵人民擁抱願景」。 

       將注意力導引至共同立場上，他的成功可以用三句話來總結：破除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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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橋樑、找到共同立場。52 

（三）善用盛譽 

        領導者成功地傳達自己懷抱強烈道德感，並能透過身體力行具體實現這些

話時，在爭諯四起或是出現負面指控時，獲得喘息的機會就大，因為大家

比較會用「不，這不是我一直以來認識的那個人」這種態度來回應。因此

傳達高尚的道德情操、做一個剛正不阿的人、耳聽建言，手行公平之事，

誠信原則，行為要一致。賦予忠誠應得的地位，並對人保持謙恭，不扯爛

汙。當歐巴馬有意展現魄力時，他會強調他願意敞開心胸或行公正知識並

不代表軟弱，或是要棄守長久以來抱持的原則。而他處理議題時總是做足

了準備功夫，亦提升了他的名望。而他面臨重大壓力時，泰山崩於前而面

不改色。53 

   （四）在不尋常之處廣結善緣 

          隨著歐巴馬在政治事業發展道路上一路前進，他能在不尋常之地贏得友

誼的能力，變成他領導力中鋒利無比的優勢。運用強而有力的分析看到

友誼的實務面，當歐巴馬在處理重要議題時，他堅持要信守團結的理念，

並盡量廣泛地建立聯盟關係，而有效和握有權力的人士往來、幫助他達

成目標這一點，在實務上非常重要。而歐巴馬的兩大重要信條浮現出來，

「絕對不要劃地自限，而僅在你常去的地方尋找盟友」，以及「樂於在不

尋常之處廣結善緣」。而他會找出並強調共同立場；這麼一來，促成人們

相信建立雙方互惠的聯盟關係確實能開花結果。54 

          在歐巴馬與希拉惢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歐巴馬對競爭對手希

拉惢一直保持著友善態度，因為歐巴馬深知，贏得民主黨總統提名後，

                                                

52吳書榆譯，雪兒.琳恩著(Shelly Leanne)，《征服領導 歐巴馬成功的 10 個習慣》，台北市，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2010 年 5 月，頁 32-59。 

53吳書榆譯，雪兒.琳恩著(Shelly Leanne)，同註 52，頁 97-110。  

54吳書榆譯，雪兒.琳恩著(Shelly Leanne)，同註 52，頁 11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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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與希拉惢陣營合作，才能擊敗共和黨總統提名人，所以與希拉惢

陣營等廣結善緣。 

   （五）建立並領導優勝團隊 

          歐巴馬的成功，證明一位領導人若想打造出最高水準的團隊，他不僅應

該採取適當歩驟詳細釐清目標，更應該建立傳播並維護足以支持團隊工

作的堅強團隊文化。而歐巴馬樂於傾聽不同的觀點，也願意測試各項假

設前提，他會在才華出眾、成就非凡的團隊成員之間發起「腦力激盪」，

並從中獲益。歐巴馬喜歡把焦點放在「大格局」上面，他會尋求和才智

出眾的領導人一同合作，他可以授權給這些人，並給予這些人高度自主

的空間，讓他們完成自己的任務。而他在打造優勝團隊成績斐然，因為

他清礎地建構出團隊結構，以切合他的領導風格。55 

（六）從「績效高超」到「全員參與」 

      團隊成員之間散發出的高度熱情與投入，有助於展顯全員參與的文化。

而全員參與文化也能鼓勵、促成參與者善用自己獨特的才華與特質，去

達成使命或完成既定目標。在歐巴馬陣營裡表現出來的全員參與文化，

有助於形成一場精力充沛的選舉，帶來熱情的支持者；他們能夠主宰關

鍵任務，能學習技能好讓工作盡善盡美，並且能熱情地招募其他人進來，

以同樣有益的方式付出貢獻。 

而歐巴馬也會向幹部傳達清楚的期待，說明可接受的行動有哪些，並要

求他們去強化這樣的文化，藉此傳揚、維護全員參與文化。56 

  （七）善用多元化成為力量的源頭 

        歐巴馬相信，若加以善用，可以把「我們」（指團隊的基本支持群眾）的

範圍擴展出去，並激起前所未見的大膽創新。能集結懷抱各種不同觀點

的能幹稱職人才，可以激發出豐富的對話及腦力激盪，之後會轉化成富

                                                
55吳書榆譯，雪兒.琳恩著(Shelly Leanne)，同註 52，頁 148-162。 
56吳書榆譯，雪兒.琳恩著(Shelly Leanne)，同註 52，頁 16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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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和想法。而每一位擁有多元背景的成員都帶來各自的

網路，這些都可加以利用或動員，擴展歐巴馬的團隊及相關工作的觸角。

他肯定各種膚色、各個地區、各種宗教及各種生活經驗都可造就卓越的

專業人才，他肯定不同的觀點通常都是讓整體更豐富的觀點。57   

 （八）與科技為友                                                                                                                                                                                                                                                                                                                                                                                                                                                                                                                                                                                                                                                                

        當歐巴馬競選團隊開始看到明顯的熱烈反應及前所未見的線上支持時，

代表己經成功善用新科技的力量，這也就證明了歐巴馬擁有非凡的打造

組織技巧，讓組織能在獲得不斷回饋之下而持續興盛壯大。歐巴馬競選

團隊幹部強調要運用雙向互動的科技，讓他們可同時收、發訊息。而他

認為自己穩穩掌握選擇最佳夥伴的祕訣：注重對方的承諾、工作倫理、

與組織文化的切合度，及將焦點放在相同終極目標上的意願。當歐巴馬

的團隊在瞄準、評估及瞭解目標群體的習慣時，他們會尋找最優秀的夥

伴和專家，協助他們建構策略，以便善用這些習慣來傳達資訊、建立支

持及動員選民。在他們完成策略部署之後，歐巴馬的團隊會收集更多回

饋，並樂於從雙方互動式的媒體中取得廣泛且持續的回饋。他能成功善

用科技，關鍵之一是他堅持緊盯著基本面和終極目標，對他來說，終極

目標就是要動員選民。而歐巴馬陣營有效地利用科技來增進人員生產

力、改善內部流程、建構有益的內部溝通、維持高昂的士氣及強化組織

文化。58 

（九）激勵目標群體，經營組織追求成功 

       常保源頭活水，指領導者一定要不斷培養支持群眾或客戶，要注重目前的

工作，更要放眼未來。而常保持源頭活水態度與行為，可建立領導者穩健

的組織。而歐巴馬樂於放下傳統看法，願意展現「跳出框架之外思考」的

                                                

57吳書榆譯，雪兒.琳恩著(Shelly Leanne)，同註 52，頁 188-193。 

58吳書榆譯，雪兒.琳恩著(Shelly Leanne)，同註 52，頁 20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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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風，好利用這些自發性的潮流。他授權並賦予領導人適當的地位，讓他

們可以找到那些目標群體成員認為瞭解他們、能和他們建立關係，而且能

夠辦識並處理他們需求的領導者。歐巴馬擅於找出目標群體（包括年輕人）

的利益、需求和渴望，這項技能也大大協助他激勵、動員這些支持者。他

的運作原則是「對話、傾聽、回應」。若要激勵目標群體、讓他們加入你

的組織一同努力，光是用他們能理解、會欣賞的語言說話是不夠的，這個

關鍵群體必須要聽到你的訊息。重點不僅是訊息，管道同樣也很重要，選

擇適當的管道可以強化你激勵目標群體採取行動的效果。另一項幫助歐巴

馬成功動員年輕人的作法，是他具備敏銳的能力，能夠將個人色彩融入他

的訊息之內，而且還能明確地善用「你」的力量。歐巴馬會替他的年輕支

持群眾找到稍加努力就可獲得的成果，並且指點他們去做。快速且容易獲

得的勝利，能夠鼓舞他們、提振他們的士氣，並且營造出握有權力的感受，

還可以建立動能。當領導者要鼓舞其他人採取行動時，他們應提供必要的

方法，將行動成功地導向既定的終極目標。歐巴馬會親身示範這項原則，

他用很多方式來導引年輕人的熱情。並提供大量的訓練，幫助他們培養必

備的技能，並授權給年輕志工，讓他們在選舉當中能扮演重要角色。亦建

立了一個分權式的組織架構，志工能透過這樣的組織架構順利參與有效果

的活動。59 

（十）面對並克服爭議 

       許多幹練的領導者都會學到一件事：在你的生涯發展過程中，問題不在於

會不會出現爭議，而在於何時出現。不管何時何地，所有領導者都很可能

會遭遇難題、逆境或爭議；問題的源頭可能是措辭不當、無意中表現的怠

慢、溝通不良或是代理人傳話有誤，林林總總的情況都可能造成棘手的情

境。因此一位領導者如何因應艱難時，決定他是成是敗、是向下沈淪還是

游泳上岸。歐巴馬成功秘訣中，有各式各樣的行事風格都能助他一臂之

                                                

59吳書榆譯，雪兒.琳恩著(Shelly Leanne)，同註 52，頁 22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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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僅讓他撐過備受爭議的困境，之後更能繼續成長茁壯。歐巴馬相信

最好直接、迅速地去面對爭議，他也透過行動實踐了他的信念。來降低聲

譽及進行中工作的受損程度。而不管是防範未然還是正面迎擊，歐巴馬能

成功克服爭議，關鍵就在於他能認清目標的倩況下面對這些爭議。 

       展現謙遜，在他面對爭議時，謙卑和寬容扮演重要角色，讓他順利過關。

必須善加運用你的德行、判斷和人格，再度讓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肢

體語言就像第一印象一樣，也能傳達重要的訊息，提供清晰可見的線索和

確認訊號。而謙遜和寬容能讓你安度爭議。人通常願意寬恕他人；當你傳

達了謙遜或是悔意時，他們更可能會原諒你。恰如其份地選用道具，讓你

的背景和身邊道具應能強化你的意圖和說出的話。知道何時該承認自己搞

砸了，證明直接處理錯誤、明確認錯並為任何不當言行擔起責任等作法，

通常很有用。歐巴馬展現了他具備非凡的能力，能夠「不扯爛污」，甚至

反而對毀謗者伸出友誼的手，或者是直接面對他們，努力地快速化解緊

張。另一項讓歐巴馬順利達成目標的作法，是他在處理爭議或道歉時會選

擇不斷地重新宣告他的道德、原則和重要信仰。領導人就是一再地重塑第

一印象。而立場堅定，傳達強硬的訊息，展現高標準的領導力。而且能夠

用尊重和善意來對待他的批評者或者對手，因此他常能舒緩緊張或是扭轉

不利局面。60
 

 

貳、其他政治領導者與政治評論者論述 

一、新加坡李光耀總理治國之鑰：人才為治國之本 

    李光耀治國歷程的起點，以網羅人才為第一要務。他心目中的人才必須

能力好、誠實、有奉獻的熱忱，還具備臨危不亂的特質。而先有好人才，後

有好政府，如何建立一套能源源不斷網羅才德之士的制度。 

求才若渴：網羅優秀領袖乃是好政府的當務之急，第一、如何辨識人才，  

第二、找到人才後，如何吸引他們擔任政府工作。而找人才如何得知： 

1、領袖特質：品性第一 

                                                

60吳書榆譯，雪兒.琳恩著(Shelly Leanne)，同註 52，頁 25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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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稱作「品性」的特質，再加上心智、知識或紀律，構成領袖的要件。 

     2、智識、熱情、前瞻力： 

 除了決心以外，還需要另外幾種推動計畫不可或缺的德行。必須勤勉，有

努力工作的準備，還要帶別人一塊兒工作。對從政者非爭取別人為你工

作、跟你一起工作不可。充滿積極熱情，以及智力，可以吸收資訊、組織

資訊、利用資訊，綜合足夠的事實與論證，達成特定目標的能力。 

發掘人才，考試只能看到一個面向：智商、勤勉、系統思考和邏輯能力。

而有分析能力，具有想像力而腳踏實地，同時必須有領導能力以及激發他

人熱忱的天賦。建立願景，邁向目標完成成。没有前瞻力、也没有能力改

善現況的領袖，是不適當領袖，這種領袖只能原地踏歩，不會有進歩。如

何識別人才，有三種特質：分析能力、對事實合理的掌握、專心研究基本

要點並探究原則。對現實有清楚的認知，知道什麼事可行或不可行。61   

 李光耀對如何造就高效率的優秀領袖，以及經世治國必須具備哪些特質，

具有獨到的見解。除了決心，還需要所有能推動計畫向前的特質，你必須

熱心、勤勉，使人願意跟你合作。政治領袖尤其需要有能力使別人願意為

你工作、願意配合。你必須用激發你自己奮戰不懈的同一股熱情，激發他

們的熱情，這是成功領導的一個重要因素。62
   

 

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政治評論人胡忠信說，不妨以五個條件加以考察：1、總統是危機問題

的處理者。一位具有信心與瞻識的總統，要有駕馭形勢的能力，形勢如同老

虎，總統必須騎在虎背上，否則掉下虎背就會被老虎吞噬。目前台灣最重大

的危機，莫過於台海兩岸關係，誰最有能力處理，提出前瞻性解決之道，誰

就是最勝任的領袖。2、總統是文明社會的領袖。總統動見觀瞻，牽一髪足

以動全身，他的起心動念，是將台灣由中國式的威權社會帶向歐美的民主文

明社會，在此前提下，總統必然是人民情感的向心力，他能提出一個宏觀的

                                                

61韓福光等著，《李光耀治國之鑰》，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4 月，頁 93-108。 

62韓福光等著，同註 61，頁 24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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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大目標，帶領台灣成為世界文明社會主流，並使台灣徹底揚棄封建中國的

羈絆。3、總統懂得用人唯才。使我國可以進入國際社會，甚至要對國際社

會做出應有的回饋，為了達此目的，總統要「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將

社會最優秀的人才集聚在身旁，使人才產生引爆的驚人效果。4、總統能提

出施政的優先事項。針對國家安全政策、經濟政策、國內政策，總統必須有

所規劃，總統不僅要提出具體明確的政策，也要設定優先事項，並設定及維

持施政標準。5、總統是一個偉大的溝通者。在民主式的總統，必然是一個

偉大的溝通高手，他用說服代替命令，用協商代替鬥爭，他在建立全民共識

以後，以勇於負責的態度承擔大任。綜合以上五項條件，台灣總統必須具有

一種「人格力量」，他有絕對的自信，但又極度的謙遜，他深悟「無私」之

哲理，他一切的自我克制是為了建立偉大的台灣。63因此良好政治領導者應

具備上述領導特質與條件。 

 

三、 行政官僚制度中的領導修練 

   身為公部門的領導者，應加強自我的修練功夫，以驅使自己成為轉換型領

導者，不僅長於知識技能的追求，而更應勤於反思自我判斷與境界，提昇應

變的能力。 

（一）哲學思考 

      不管是工作道德的提升、高層次需求展現，還是組織承諾的激發，轉換型 

       領導的重點不再只是透過領導的工具來達成既定的組織目標，而是從價值 

       面、人性   面、文化面、社會面來討論領導的現象。所以領導不再只是一 

       種管理的技術，而是一種哲學觀念的實踐。而對領導者面對複雜的情境， 

       應有哲學思考的能力，並從日常生活中一再重複的行為習慣批判反思其所 

       預設的假定，尋找改變現狀的機會。子日：「下學而上達」，即從經驗層面 

       的學習上達而形而上的哲學反思能力的修練。64 

（二）辯證思考 

     所謂「辯證法」的觀念，是種特殊的邏輯，黑格爾相信這種邏輯可以應用 

                                                
63胡忠信著，《領導與管理 》，台北市，唐山出版社，1997 年 7 月，頁 55-57。 

64林鐘沂著，《行政學》，台北市，三民書局，2005 年 4 月，頁 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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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思想、人類制度和社會歷史的發展上。而辯證法中的一個主要型式就是 

      「否定的否定」。可採用「正、反、合」。而將此種辯證法之應用至行政領導 

       上，領導者不能流於單面向的思維，而是應從人類行動`的主動面向，和組 

       織生活客觀面向，看出主客對立互相轉化與互相依存的同一性。65  

（三）內省真理的體驗  

      成功的領導者要有寬宏的胸襟、容人的雅量、和深切反省的內在修為，才 

       能使人願意親近。荀子：「內省而外物輕矣」。莊子：「`凡外重者內拙」。若 

       太重視外表形象者，似乎不能體會處理人類事務，要有博藍尼所謂的「默 

       會知識」，深刻了解自己本質，而反求諸己，因此只要對道學和人間事務有 

       所體驗，才會重視內在價值，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 
66

  

（四）培養全人的人格 

      成功的領導者應是通才與專才兼具，而且在人格的養成過程中，重視知、 

       情、意三方面的健全發展，有智慧宏觀與微觀並重，有情有義能凝聚群體 

       的精神向心力，更有百折不撓，有始有終的意志力以貫徹原則的堅持而不 

       投機揺擺。而善於周旋人世的工夫，只有「全人」 才能做到，不是「單向 

       度的人」所能為。67
   

（五）理性與直觀能力的互補 

       誠如柯茲曼所言：「理性的過程呈線性。它出現的時機是，當你把客觀事實  

       整理就緒，加以檢視、衡量，並根據所賦予每一項事實的份量而做成決定。 

       直覺是指，檢視相同的客觀事實，從中歸納的某種形式。通常這些形式並 

       非永遠明顯可見，因為不具有線性外觀」。68
        

       在官僚制度下，領導者要具備哲學思考而不斷自我自省，來減少不必要一 

       再犯錯。並善用辯證方法運用到行政領導上，不能流於單面向的思考，而 

       有正、反、合思維。而成功領導者具有寬宏大度與胸襟，且能容人，更能 

       謙虛自我內在修為，同時培養全方位人格，理性與直觀能力兼具，自我培 

                                                
65林鐘沂著，同註 64，頁 286。 
66林鐘沂著，同註 64，頁 287。 
67林鐘沂著，同註 64，頁 287。 

68林鐘沂著，同註 64，頁 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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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成為優秀卓越領導者。 

四、關鍵在領導 

          資深媒體政治評論家南方朔，在他的笨蛋－關鍵在領導書中提到， 

（一）領導力 

       領導人不要只是想著他們自己的那個位子，而是要去激勵、創造及分享一 

       種能夠凝聚人心的願景。「偉大事務」不是要豐功偉業、歷史定位等美名， 

       而是去和人民共享熱情與願景。   

      研究者看法：基本上政治領導者為了鞏固自己領導地位與權力，而全力經    

       營其職權，才能做大官與做大事，無可厚非。但掌握政治權力後，必須提 

       升整體國家競爭力，匯集全國人民力量，創造一個安居樂業好環境。   

        在中國古代唐太宗玄武門權力爭奪中獲勝，之後全力治理國政，重用李建 

        成謀士魏徵，成就貞觀之治「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歷史佳蹟。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全力推動十大建設，創造經濟奇蹟，譽稱為亞洲 

       四小龍之首「台灣錢淹腳目」盛況。 

（二）重視經濟力 

      開國英雄與創業豪傑，由於其生命與工作結合一體，他們的創業 

       幕屬自然而然榮辱與共。他們如家庭中成員般盡忠，對團體的成敗隨時都保 

       持驚覺和驚戒。其經濟發展亦為良好體質。 

       研究者認為：國家政治領導者應重視國家建設，讓人民可就業，重視經濟建 

       設，讓人民生活變得為好。 

       柯林頓競選美國總統曾說：美國總統競選成功關鍵在於經濟要做好。 

       我國蔣經國總統亦非常重視民生經濟，主張藏富於民，和充分就業機會。 

（三）安治力 

       一個稱職的領導人應當是「一個組織團結與共識的象徵」，領導者必須是那 

       個組織的凝聚點，並且建立領導者的誠信品牌，使自己的團隊與有榮焉。 

       研究者看法：政治領導者可以團結各領域中立場與利益者，共赴目標與願景， 

       可用目標參與管理領導模式，而共同制定一個願景，並全力以赴。 

       馬英九總統為泛藍的老大，要試著整合泛藍中親民黨與新黨。民進黨可以試 

       著整合泛綠的台聯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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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蔣經國時代中，為了國家發展與人民幸福，善於整合各自為政行政團隊， 

       如國防部投入救災的行列或愛民助割。 

（四）開創力        

      「轉型」就是要把「以前可以，現在不可以」的事轉掉，而規劃「以前不可 

       能，將來可能」的事。所謂好的領導全以瞻識智慧開啟希望，超越不必要限 

       制與狹隘，在共同提升的領導下創造出新局面。69 

       研究者看法：在蔣經國時代，大力推動十大建設，有些人認為建設經費太多 

       財政籌劃困難，或給有錢人開車用的中山高速公路，而有批評阻礙聲，蔣經 

       國說今日不做，明日就後悔的話，至今仍顯示其前瞻性眼光的開創力。                                                                                                                                                                                                          

小結：                                                      

        在中國政治歷史中，政治領導者早期以神權說，以上天所賦予統治權，來

領導人民，或君死子承傳承君位，爾後則以武力戰勝者取得統治權。而統治者

主要以儒家政治思想或法家政治思想，或兩者兼用。而自從國父孫中山先生國

民革命成功後，實施政黨政治，定期改選政治領導人，以民主機制用自由意志

投票行為來產生政治領導者。而政治領導者亦可以參酌儒家政治主張或慎酌法

家政治權術。而本文研究政治領導者蔣經國總統亦是國父孫中山生生追隨者，

亦是遵行儒家思想政治領導人，我們對蔣經國總統印象是，勤政愛民、以身作

則、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講求誠信，認真負責、禮賢人才、知人善任，在蔣

經國主政時代中，國家經濟強盛，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人民生活富裕，為中國

歷史上可比美唐太宗貞觀之治。關鍵在於政治領導者要以身作則、勤政愛民、

知人善任，民之所需，貫徹行之。並善用儒家或兼用法家權、術、勢謀略，並

權變巧妙運用政治領導技術，讓行政團隊全力以赴、心甘情願，並讓人民滿意

施政品質，從蔣經國總統身上可以發現到其政治領導力績效。而其發現如美國

總統歐巴馬政治領導力，則塑造為全民參與與行政團隊願景目標，善於化解歧

見與爭議，將阻止變為助力，化敵為友能力與氣度，如重用競爭同儕如參與美

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任命為美國國務卿，成為政治領導力學習教材。

如華人社會小國家新加坡，由李光耀總理如何識別人才，重視人才，建立願景、

行政團隊全力以赴，使得國民所得高居世界第一位。政治領導者如何識人、知

                                                
69 南方朔著，《笨蛋！問題在領導》，台北市，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 12 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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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人，建立國家願景，帶領行政團隊，邁向人民幸福富裕康莊大道，為世

界共同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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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途徑與分析架構  

                    第一節  研究途徑 

壹、研究途徑 

         在中華民國台灣從大陸遷台，在民國三十八年代至六十年代，為國共關

係較為緊張關係，兩岸處於敵對狀態。六十年代後，蔣經國先生任行政院，

全力投入公共建設，如奠定台灣經濟基礎十大建設，大力提拔與善用人才，

如孫運璿、李國鼎、李煥、趙耀東、王昭明、宋楚瑜等。分析良好領導能力

與國家治理所產生行政團隊中行政績效，產生因果連結關係。因此本研究主

要以「政治領導力」 與「行政績效」的觀點作為研究蔣經國總統之個案的

研究分析途徑，引領出「政治領導力與行政績效」密切因果闗係。若分析結

果良好政治領導力可產生良好行政團隊與高度行政績效，使人民過得更美好

生活，使得本研究具有研究價值性功效。 

一、領導力的觀點   

         領導是在某種情境下，人際間的相互影響，並籍由溝通過程，使其趨向

既定目標之達成。在個人與組織整合過程中，一項最具動態影響作用的因素，

就是把潛力變為現實的催化劑，便是領導。換言之，領導者可以讓被領導者

心悅誠服跟隨領導者去達成即定目標，完成任務使命。 

1、領導影響力的發揮與引導 

2、領導是達成組織目標的過程與方法 

3、領導是存在於領導者與團體成員之間的雙向互動，有形與無形相互影響 

       領導的本質乃於號召組織員工，創造並追求外界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願景

與夢想，組織員工乃是組織寶貴的資產，而該人力資產之滋生，有賴組

織內的良好領導，適切地扮演正當的角色。學者 Glueck(1977)歸納領導

力量的基礎應當是藉由法統力量、獎酬力量、脅迫力。若在組織與個人

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點。而國家領導者，其施政方向、領導能力、用人

哲學，都影響國家發展方向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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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 Nixon於 2003 年指出，領導者必須做的兩件事： 

   1、使組織目標、價值、願景、方向和文化能吸引組織成員的注意 

   2、能讓組織有效回應、創造與再造，形成自我調適的動態系統。 

      現今組織的領導者必須有效地整合組織內部資源與管理人際關係，才能使組 

      織適應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因此任何領導都是在領導者與被領導相互作用 

      中進行，且領導的本質就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在領導過程，領 

      導者最重要的就是改變被領導者的心理和行為，以便實現領導的功能與達到 

      組織的目標。因此「領導力」變成國家領導者統合執政團隊及國家治理所必 

      備之能力。 

      學者指出國家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方法上有六項策略必須重視： 

1、建立領導力 

2、策略性思考 

3、提升學習與轉換 

4、發展夥伴與聯盟 

5、體會多樣性 

6、瞭解科技是作為服務革新的方式。 

      在上述六項策略中，領導力顯然是較重要的選項，可以影響地方政府首長的   

      施政效果。從政治領導力角度來思考： 

1、誠信、正直 

2、對國家忠誠對人民負責 

3、品性端正 

4、不貪污、不濫權 

5、有願景、有理想 

6、具有前瞻性眼光 

7、具有創造力 

8、具有決策分析與統合能力 

9、具有魄力、堅毅力 

10、具有行動力、執行力 

11、計天下利、謀人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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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領導的概念  

         做為領導基礎的七種權力為： 

      （1）獎賞權力 

      （2）強制權力 

      （3）合法權力 

      （4）參照權力 

      （5）專家權力 

      （6）資訊權力 

      （7）關聯權力 

         領導者與管理者主要區別在於，領導者將焦點放在組織的願景上，關

注組織「情感與精神上的資源」，重視組織價值觀、成員對組織的投入

與關注；管理者則運用組織的「物質資源」，即組織的資金、人力、技

能、材料及技術。雖然有領導與管理差異性，但領導也需要管理的技

巧與手段，以便達成組織或任務目標。70
  

      2、領導風格 

         由文獻回顧得知，領導者的領導風格確實對行政團隊、組織發展與行政

績效，產生關鍵性影響力。而領導者有何風格及類型？Robert R.Blak, Jane 

S .Mouton,兩人提出管理格道模式。 

      （1）鄉村俱樂部管理式 

           刻意注重員工需求以滿足彼此關係導致舒適友善的組嬂氣候。 

      （2）團隊式管理 

         經由對組織目標共同感及員工承諾而完成工作，並獲至誠信與尊重的

人際關係。 

      （3）組織人式管理 

           經由平衡對完成工作的要求與維持員工適當士氣水準的方式獲得足夠

的組織績效。 

                                                

70吳定等著，同註 6，頁 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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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無為式管理 

           只盡最少努力以維持組織成員身分地位。 

      （5）權威服從式服務 

           經由安排工作條件使受人性因素干擾減至最低而獲致運作的結果。 

           這種分類為目前較廣泛的分類，也比較可看出領導者領導風格屬性。 

           主要領導風格或影響力的呈現，取決於人格特質等相關面向。而構成

正式的影響力的因素則有領導者法律所賦予的合法權力、習慣、武力

等；非正式的影響力有品格因素、能力因素、知識因素、情感因素、

理性因素等 

     3、轉換型領導 

           領導理論，大部份區分成三種： 

        （1）特質論 

        （2）行為論 

        （3）權變論 

             而屬於權變論的轉換型領導最早出現在 James M. Burns1918-1978 所

著《領導》（Leadership）一書，他認為：領導是一種領導者與部屬之

間相互影響關係的演進過程，透過該歷程領導者與部屬的工作動機與合

作意願得以提升，透過人際互動得以促進組織社會系統的改變、組織體

制的變革。 

             然而權變理論為領導研究所推論至今，比較符合現實的現況等，並可以

進一歩實現組織目標的領導方式。轉換型領導為權變理論中的一環，源

自魅力領導與交易領導，而現今公部門政府在面對內外環境，皆屬於高

度變動的環境下，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的領導風格似乎

較為可行，而從這理論所發展出的「轉換型領導」，乃是當前學術界與

實務界所一致認同的最佳領導模式，其涉及四項元素，包括：「魅力、

激發動機、知識啟發、及個別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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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治領導力 

           主要分析身為國家領導者，其人格特質形成如何，以及如何培養良善人

格特質，若具備良好人格特質，適當運用各種領導方法與技術，使得國家事

務官與政務官能同心協力為國家所制定目標而努力達成，整體提升國家競爭

力與人民福祉而努力。 

          政治領導者要善用政治領導方去與技術，將對的人擺到對的位置，達到

事半功倍績效。而政治領導者也需要不斷自我學習成長，其人格感召被領導

者，如中華民國蔣經國總統其勤政愛民與生活樸素成為政治為官者典範。 

參、國家治理  

一、國家成立要件 

     1、國家構成要素： 

      （1）人口 

      （2）領土 

      （3）主權 

      （4）政府 

      （5）民族意識（政治學者看法） 

      （6）定期民主選舉與罷免制度（研究者看法） 

       在一般政治的教科書中，論國構成要素，主要有、人口、領土、主權、 

       政府。而政治學者教授等亦會論述到，當一個國家人民自覺到該其民族屬

於那一國家時，則主觀認定為那一個國家人民，如中華民族人民自覺到為

中國人，而現在中國人又分屬兩岸治理，則人民自由意識中則較偏向誰在

當時治理國家政府，則其歸屬性。換言之，在中華民國台灣人民則民族意

識，認為國家為自由民主中華民國在台灣政府；在大陸人民則偏向國家政

府為中共人民共和國。 

       而研究者認為定期化民主選舉與罷免制度，為成立一個國家基本核心價

值，當一國人民可以定期化自由意志，可以選擇國家政治領導者與罷免不

適當政治領導者，落實主權在民，為民有、民治、民享，真正為國家主人

翁，否則槍桿子出政權，人民只有任其宰割，人民無自由與民主參與，理

應不算合於公義與真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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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治理    

         治理的定義，治理最基本的意義就是統治、資源分配和領導與管理。而

自由民主為普世價值，國家權威己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以民為本，以民之

利為利，以民之樂為樂，以民之苦為苦，同理感同身受領導者治理心態與風

範。 而治理必須由領導者將對的人才擺在適當位置，組成優秀行政團隊，

才能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研究者認為，國家治理除了政治領導者本身優良條件外，政治領導者最

重要前提是要有寬大氣度與胸襟，可以用人並且知人善任，國家治理非一人

所及，必須要有良好行政團隊才能為國為民創造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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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析架構 

藉由(圖表 3-1)的分析架構，筆者認為政治領導力的形塑，或許參酌歷代

政治領導者國家治理經驗，但在民主現代國家，主要是由民選總統本身個人形

象、能力、個性與學經歷等，運用個人網絡與社會網絡的運用，加上與行政團

隊配合，實實在在瞭解人民需求，進而展現在國家治理績效上。 

就本研究個案而分析，透過政治領導力與國家治理的觀點，來分析蔣經國

總統如何透過其本身的「領導力」來推動行政團隊的「團隊力」與「執行力」、

創造良好的組織文化與良好公眾關係。而對領導力的建構，亦需要蔣經國總統

本身的能力與個人網絡與社會網絡等政治世家背景，進而影響政府與黨外人士

關係與國家治理。對於國家治理是一個大環境，其相關網絡也勾勒政府與民眾

的重要性。 

而以蔣經國總統本身人格特質、個性、學經歷，加上其個人網絡、政治世

家、行政團隊的綜效，進而展現出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幾個變項之間的概念、

內涵與相互影響，進而推論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如下圖所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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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國家體制              

 

 

 

出生政治世家 

 

                              

                    

 

                         個人人格形塑（蔣經國） 

       勤政、愛民、清廉、知人善任、同理心（知民之需；知民之苦）、 

       能幹、具有前瞻性眼光、具有危機處理能力、國家建設願景與規劃    

 

 

 

政治領導 

政務官                  事務官 

                

 

 

各縣市地方首長 

 

        

各大企業    各財團法人  各研究學會   各研究機構 各公益團體    

人   民            

   圖 3-1     人格形塑與政治領導力關係         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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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壹、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考量，最重要的是，它是回答你的研究問題最好、最適當的

方法，但是方法的選擇也受到研究倫理、個人特質、資源、外在條件等限制。

而筆者針對本研究有關政治領導力與國家治理，以蔣經國總統之個案，所要

進行探討的研究方法，選定為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輔助以深度訪談為

主要方法，希望藉由上述三種方法，更能清楚瞭解與剖析，筆者研究目的所

列之問題。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又稱內容分析法）及次級資料分析等方法進行。

其中文獻分析法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往前眺望」，可以增進我們瞭解過去所

有關的文獻及研究。藉由文獻的調查蒐集、分析、整理歸納有關政治領導

力與蔣經國總統之相關議題，提出問題假設，以便如有需要做深入訪談。

然而次級資料分析則透過對既存統計資料的蒐集與研究問題及變項相關的

資料，然後用新的方式重新組織、詮釋以達到研究問題的解答，乃是次級

資料分析的核心內涵。 

    在蒐集資料層面，專書、論文部份；可以從碩博士論文著手、研究報告、

期刊學報，為另一蒐集途徑，將「政治領導力」、「國家治理」、「行政績效」、

「蔣經國總統」等面向，進行多方面搜索與參考。 

（二）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是一種敘述性與輔助性研究方法，是將之前蒐集的資料、理論

加以整理後，並在實務面加以驗證。強調社會研究必須根植於研究現場時

空系絡，對於社會體之描述是整體的，並從歷史的、本土和全觀性的角度

進行詮釋。但由於時空間的限制，無法訪談到蔣經國總統本人或如孫運璿、

李煥本人，但可以嘗試分析各種資料，與訪談如能得到蔣經國總統真傳之

宋楚瑜等人證實，或訪問其他專家學者，適度彌補無法與蔣經國總統直接

面對面作深度訪談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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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在古今中外中，為何獨愛以蔣經國總統為例，作為本研究的個案？ 

       如有教授提醒，論文研究重點如何點出，蔣經國總統如何好？好在那裏？

而蔣經國總統處於強人政治時代環境背景，是否可以適用其現在我國自由

民主國家環境？而賦予領導力來源與當今環境不同，是否可以採用相同政

治領導方式？而劉維琪校長提醒，分析資料後，要提出個人看法，有融合

各家學說後，並提出研究者具體主張。而在企業管理學當中以政大前副校

長司徒達賢最熱愛採用企業個案分析與討論法，全盤分析與觀照企業整體

問題，提出各種解決之道，為企業管理熱門分析法。 

       而中華民國在台灣，研究者試著以蔣經國主持下治國模式，分析其卓越政

治領導力用人方式，提煉出可以作為國家領導者良好政治領導力典範。再

創造經濟奇蹟，讓國家更富強、國人民生經濟更富裕，因為人民幸福是國

家政治領導者最崇高神聖責任。 

（三）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為質化研究中蒐集資料的一種方法，在時間上較長、又具

彈性，由於研究者就是訪問者，特別強調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期望

發現不易從表面資料所分析與觀察的現象。而筆者不是蔣經國最親近之

人，亦有時空限制，是由較單純由各種紀錄、報導和研究，早期筆者個人

生活環境體會與觀察，又如蔣經國總統跟隨者，如宋楚瑜等人親口對外公

開說明，他如何學習蔣經國總統如何勤政愛民，如何知人善任，和良好政

治領導能力，如何領導整個行政團隊，成為國家領導者典範，而歷任國家

領導者以國父孫中山先生和蔣經國總統，評價最佳，影響最具深遠與成效。 

           因此藉由深度訪談可以讓筆者可以與本研究相關行為者進行良善互

動、或電話互動，並深入瞭解真實個案內涵，或彌補研究者主觀偏愛。 

   小結： 

       本研究主要是採文獻分析法為主，分析與歸納其因果關係，瞭解優劣政治  

   領導力不同，而所產生國家治理中所展現行政績效亦不相同，為了聚焦在蔣經 

   國先生政治領導力，以類似個案研究法，全盤考量蔣經國先生人格與政治領導 

   力，希望發現擁有優質政治領導者，如何學習與運用。 

   而訪談法、包含電話訪談，透過實際訪談對蔣經國先生有深刻印象之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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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嘗試找出可以有補強本研究論點以及可能遺露觀察點，亦減少研究者主 

 觀偏好誤差。使得本文章在研究政治領導力，可以發現與現實環境更加契合政 

治領導方法與技能，去提升整體國家競爭力，和創造人民福祉。 

而在實際電話訪問中，在事先設計規問卷，而電話訪談所得到結論，大致相差 

不大，與研究者論點亦有相同點，基本上都是肯定蔣經國以身作則、勤政愛民、 

具有前瞻性眼光、大力推動十大建設、有執行力、提供就業機會、提升國家整 

體競爭力、提升國民所得，大公無私用人，苦民所苦、樂民所樂，對蔣經國總 

統正面與肯定評價很高。   

 

表 3-1 正式訪談人選：       

受訪者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代表性 類別 

劉維琪   大學校長 101.03 電訪 國立中山大學

校長 

財務管理學者 

李煥校長求才

用人學者 

鄧中堅   政大教授 101.03 電訪 政治大學外交

系所長 

外交政策學者 

吳  定   政大教授 101.03 電訪 政治大學公共

行政所所長 

公共政策學者 

學術者泰斗 

陳松柏   空大校長 101.03 電訪 國立空中大學

校長 

科技管理學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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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限制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藉由資料蒐集後，確定為何研究該論 

    文題目，主要是探討良好政治領導力，如何領導行政團隊，提升國家整體競 

    爭力與行政績效，為人民帶來幸福快樂的生活。透過「政治領導力」、「知人 

    善任」、「國家治理」的理論分析研討，試圖建立分析架構圖。爾後運用文獻 

    分析法、個案研究分析、深度訪談所得到資料，嘗試進行整理與相關分析， 

    希望勾勒出領導力與國家治理的成功藍圖，而本研究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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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動機與目的  

 

 

                             資料蒐集整理   

                             

 

                             擬定研究題目 

 

 

                             確定究方法 

 

 

 

 

            國內研究與文獻回顧          政治領導力與用人之研究  

 

 

                             

選定訪談對象        

 

 

          文獻分析            個案研究分析        深度訪談            

 

                            綜合整理分析、歸納 

 

結論：建議與展望                    

                                                   圖 3-2 研究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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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由於主客觀與時空間因素，本研究有下列限制： 

（一）理論部份 

        1、政治領導力 

          政治領導力主要由領導力所延伸，文獻中主要探討以企業經營領導者為

主要研究對象，而政治領導者探討文獻理論較不易蒐集，具不易具體量

化與比較。 

          企業界若以領導者能力，假設以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為例，則自成立台

塑集團開始至今，王永慶所任用何者為重要幹部，經營績效如何，公司

人事與財務報表則具體呈現。  

          若以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而論，任用何者為國家重要首長本有記錄，

但其行政績效如何，如何具體量化則明顯比企業公司更難量化。因為財

務經濟周刊或證券公司、金融銀行等，為了瞭解該企業經營績效盈餘，

都設專人在研究，而且有市場機制與利益所得，故任何大型企業集團，

其領導者人格特質與領導與管理能力是被透視分析，股票行情則明顯表

現高低起伏。但國家政治領導者，由何機構專責加以分析研究？其國家

治理績效由誰來認定？假設未來我國或世界各國有這樣機構，該機構由

財團法人公正份子由組成，針對國家領導者，每半年做一次分析研究，

一年做結論研究報告，國家經纃成長率標準如何？參照世界各國成長率

標準所作準則？國民所得如何？參照世界各國國民所得標準所作準則？

人民失業率如何？參照世界各國國民失業率所作準則？則國家領導者則

較為戰戰競競吧？因此政治領導力比企業領導力在文獻上較為難取得，

與具體量化，人民幸福快樂感覺比企業股票高低與股利或盈餘，更較難

為具體量化。 

       2、國家治理 

          企業管理在世界各國或我國，是極為重要和普及化知識或常識，無論大

到如台塑集團、裕隆汔車工業、統一企業，小到如，各地飯店、民宿業

者或小吃店，都需要企業管理中人事、財務、生產、行銷，在大企業更

需要如研究發展等，因此企業管理理論發展迅速。但國家治理，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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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有關國家治理專書卻少之又小，只能借鏡中外古今例子，從中

提煉，找到適合方式運用在當今國家治理上，筆者嘗試以名人出版社所

出版有關名人偉人傳記中找出國家治理績效良好真正關鍵精髓與方法。 

（二）實證部份 

       礙於人力與時間限制，僅能就單一個案進行探討，較難全面檢視所有歷任

國家領導者其政治領導力全貌，而目前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己不在，無法近

身觀察與訪談，只能透過相關資料或訪談，試著理解其政治領導力精髓。

主要限制內涵： 

      1、良好政治領導力如何界定？ 

      2、良善治國方式如何衡量？ 

      3、若蔣經國總統知人善任，如何衡量其行政團隊中人員是幹才？ 

      4、人民幸福快樂如何界定？由誰來界定？ 

      小結： 

           筆者非蔣經國貼身秘書，而在時空間限制下，以及蔣故總統經國先生

己不在情況下，僅能以領導力、政治領導力和與蔣經國總統國家治理行政

績效，有關資料，和相關人物傳紀等整理歸納與分析，綜合研討，僅量做

到客觀中立研究人員心態立場與角度，而使美中不足減低到最低現況。    

           嘗試以人物訪談方式，試著補強所蒐集資料不足，更加貼近一位偉大

政治領導者真實領導風格，和他內心世界政治想法，以及國家治理思考領

域中，所展現其勤政愛民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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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蔣經國政治領導力分析 

           第一節  人格特質與政治領導力關係 

壹、人格特質內涵與理論 

一、人格特質 

 （一）何謂人格(personality)？而人格具有下列特性：  

    1、是個人對週遭環境中，對人事物適應時所呈現不同於他人的性格。  

     2、人格乃個體內一致的行為模式與內在歷程，而在不同時空下仍可辨認並

呈現穩定且一致行為模式。包括了深層的認知、情緒與動機，影響著我

們的行為與感受。 

      3、人格是由多種心理特徵所構成，如樂觀或悲觀、積極或消極、活潑或安

靜、大方或吝嗇等。 

     4、人格表現在對人、對己、對環境的適應，如優越感或自卑感、正義感或

冷漠感、喜悅感或悲傷感、謙卑或驕傲等。 

     5、人格具有統合性與持久性，跨情境、跨時間均表現一致的行為，儘管人

格會改變，也是輕微、漸進而非突然的改變。 

     6、人格其形成是在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兩因素交互作用下，逐漸發展而

來，總受到個人所承受自父母的遺傳以及他生長的環境。 

7、人格屬於基本與身體或生理有關人格特質，如身體意象、高矮美醜，其 

   形成受遺傳因素影響較大；屬於較複雜的內隱人格特質，如價值、態度、  

   興趣，其形成受環境因素影響較大。  

（二）人格的特性        

        人格乃是個人在對人、對己、對事、對物等各方面適應時，其行為上所顯

示的獨特個性。其獨特個性，係由個人所接受的遺傳、環境、成熟與學習

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現於身體與心理各方面的行為所組成的，具有複雜

性、獨特性、統整性及持續性等四個特性。 

       1、複雜性 

          人格是身心兩方面多項特質的綜合表現，人格就像是多面的物體，每一面



 110 

均屬人格的一部份。而人格的特質有些是外顯，例如：健談、活潑，稱

為表面特質，有些則是蘊藏潛意識中，不但他人無法觀察，自己亦不易

察覺，稱為內在特質，由此觀之，人格具複雜性。 

       2、獨特性   

          每個人的人格係由遺傳、成熟、環境、學習等因素交互影響下發展而成，

此四種因素又非完全相同，交互影響下發展出來的結果，自亦不同。因此

對各種事物的認定、判斷、好惡、取捨、價值亦多有差別。 

       3、統整性 

         構成人格的各種特質，並非個別或分離的，而是統整的，故人格亦可說是

身心合一的組織。個人生理方面變異，會直接而迅速的影響到心理狀態和

行為表現；同樣的，個人為求社會生活的適應，面對著千變萬化的環境，

會將個人的觀念與行為方式不斷的調整與改進，以求人格統整。 

       4、持續性 

          個人的人格，雖然在異常重大的環境壓力下會產生突變，但在一般情況

下，人格是有其持續性的，因此欲瞭解某人的行為表現，除找尋行為之直

接原因外，早年的生活環境、經驗、身世等，亦有密切關係。故個人人格

中有許多特質是持續存在著，不輕易受外界環境所影響。精神分析學派心

理學家非常強調，早年學習經驗的重要性，即是從人格發展特續性此一角

度加以說明。 

（三）人格的表徵 

        個體的人格，會透過下列幾種行為特質加以表現。 

       1、身體特質 

          如身高、體重、姿勢、體態、面部表情、健康、強壯、病弱、感官與各種

器官機能等均是。 

       2、心理特質    

          如表示一般心智稟賦多寡準則智力、記憶、知覺、推理、想像、邏輯、理

解等心理方面的能力。 

       3、特殊才能 

          如，音樂、藝術、建築、運動、社交等方面的持殊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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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專門知能 

          與先天能力不同，興趣、知識與專門技能多是後天學習而得，個體後天不

同的興趣、知識與技能，也可彰顯不同的人格特質。 

       5、天生氣質 

          指個人在適應環境時所表現的情緒性與社會性的行為，是與生俱來的行為

模式，而非後天學習得來。 

       6、意志態度 

          包括許多與各種行動自制有關係的特性 ，如積極、消極、堅強、薄弱、

開朗、悲觀等。 

       7、品格價值 

          對於道德、倫理的與宗教的，及其他社會公認的行為標準的情境的反應 

          性向。     

  二、人格理論   

      人格理論有精神分析學派、人本學派、特質學派及學習學派。 

 （一）精神分析學派 

      1、學者弗洛伊德（Freud） 

      2、理論要義 

      （1）心理層面 

   弗洛伊德就行為者對自己所思所為在心理覺知的程度，將其分為三個

層次：「意識」、「前意識」及「潛意識」。 

     （2）人格結構 

           將人格分為「本我」、「自我」、以及「超我」三個部份。 

     （3）人格動力 

           合理化作用、退化作用、投射作用、反向作用、轉移作用、昇華作用、

壓抑作用。 

      （4）人格發展 

           有口腔期、肛門期、性器期、性潛伏期、兩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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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本學派 

     1、學者馬斯洛（Maslow） 

        在心理學上，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相信行為主義可

以改變人類的本性，而事實顯示僅靠行為主義，對於本性改變無濟於事，

於是轉而探求人的內在力量，即人的價值與潛能。並強調人類動機是由不

同的需求所組成，需求之間有先後順序與高低層次之分。 

      2、理論要義 

        （1）需求有高低層次之分 

               需求之間不但有高低之，而且有後之順序之別，低層次需求獲得滿足   

               之後，高層的需求才會產生。 

      （2）需求層次分兩類 

           較低的前四層次，稱為「基本需求」，較高後三層次稱為「成長需求」。 

      （3）基本需求的特徵 

           基本需求是維持生活所必須，一旦獲得滿足其需強度就會減降。 

      （4）成長需求的特徵 

           成長需求是人類異於禽獸的獨特之處，需求強度不但不隨其滿足而減

弱，反將因獲得滿足而增強。 

      （5）學習動機源自知的需求 

           求知需求的產生將繫於基本需求是否滿足，乃一般學生對求知一事未必

有學習動機的原因。 

      （6）自我實現與高峰經驗 

           馬斯洛對於人格持「人格自我實現論」的觀點。 

         3、需求層次理論（need-hierarchy theory）  

            按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的需求可按其性質由低而高分為八個層

次，各層次的名稱及其對個體行為所發生的促動作用，分別說明 

           如下： 

           （1）生理需求 

                指維持生存及延續種族的需求，諸如飲食、飲水、睡眠、性慾、空氣等

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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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安全需求 

             指期望得到保護與免於威脅從而獲得安全感的需求，諸如困難求人幫

助、危險求人保護、職業期求保障、病痛期求醫治等屬之。 

（3）隸屬與愛的需求 

     指被人接納、關懷、愛護；鼓勵及支持等需求屬之。 

        （4）自尊需求 

             指獲取並維護個人自尊心的一切需求，諸如被人認可、讚許、關愛等

均屬之。 

        （5）知的需求 

             指個體對己對人對事物變化中所不理解者希望理解的需求，諸如探索、

操弄、試驗、閱讀、詢問等屬之。 

         （6）美的需求 

              指美好事物欣賞的需求，諸如希望事物有秩序、有結構、順自然、循真

理等心理的需求屬之。 

        （7）自我實現需求 

             指在精神上臻於真善美合一至高人生境界的需求，亦即個人所有理想全

部實現的需求。 

        （8）超越需求 

              指個體有對宇宙認同的心理需求。 

  （三）特質學派（trait theory）  

        所謂「特質」可視為是引起行為的先天傾向或描述性的向度。特質學派的

理論假設人們在各種連續的向度上有不同的一般行動傾向，特質使個人的

行為在不同時空具有連續性。 

       1、學者：班都拉（Bandura） 

2、定義 

班都拉（Bandura）的理論稱為「社會學習論」，認為除了環境因素外， 

 個人對環境的認知、個人行為三者，彼此都會交互影響行為，因此社會 

 學習理論中包含環境、個人與行為三項因素，故又稱為「三元學習論」， 

 或稱「交互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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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貮、領導風格 

   一、蔣經國總與其他領導者有關領導風格比較分析 

           若以蔣經國總統和其他領導者有關領導風格比較分析，台灣在一九四

九年後的發展，初期是類似韋伯所說的魅力型領袖建立的合法性。蔣中正

總統以極權式領導，來應付中共企圖渡海解放台灣的危機。爾後蔣經國總

統採取適才適所領導方式，人才輩出，如孫運璿、趙耀東、林洋港、李煥、

李登輝、王建瑄、宋楚瑜等，並全面性發展經濟，擴大如十大建設基礎與

發展工業如高速公路、港口、中鋼、中船、石化工業等。 

              蔣經國總統與李登輝總統都是繼承強人政治，成為新一代領導人物，

最後並開創一個新領導格局。但領導風格卻有其差異： 

 

   表 4-1  曾任總統、政黨領袖權力來源領導風格比較 

 蔣經國 

總統 

李登輝 

總統 

陳水扁 

總統 

馬英九 

總統 

蔡英文 

民進黨主席 

宋楚瑜 

親民黨主席 

權力 

鞏固 

全面接班 點面接班 選舉產生 選舉產生 黨內選舉 

產生（有競

爭對手） 

黨內選舉 

產生（尊重

禮讓產生） 

權力 

重組 

中央內部

交替 

地方包圍 

中央 

直接掌權 直接掌權 直接掌權與

派系分權 

直接掌權 

領導 

角色 

開明、以身

作則 

權力控制 政治利益 

分配者 

權力控制 整合各派系 

如新潮流系 

、福利國

系、正義連

線等 

個人魅力、

人格感召 

改革 

動力 

留下典範 選舉競爭 政治利益 歷史留名、

競選連任 

選舉勝利 為民服務、

歷史留名 

改革 

主體 

以國民黨

為主體 

朝野主體 以財團為主 以金馬體系

為主 

民進黨內初

選制度合理

化 

追求公平正

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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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模式 

循序漸進 順勢突破 利益導向 以兩岸關係

為主軸 

以能贏得選

舉為主 

希望獲得施

得展抱負局

面 

改革 

範圍 

制度面 階段性 金融銀行整

併 

兩岸關係 民進黨體質 整體政府施

政品質 

改善本質

與人才培

育 

重用本 

省籍 

人才輩

出.、 

民主化、 

本土化 

侷部性人才 

無 無 無 無 

制度 

建立 

解除戒嚴

嚴、開放 

黨禁、兩岸

探親、勤政

愛民 

總統直接民

選。 

無 無 無 希望藏富 

於民 

   本表中，親民黨宋主席楚瑜與民進黨主席為政黨領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二、領袖特質之歸納與解析   

           江文雄列出了領導特質測定五十項要點，而且要成為一位具魅力的領導者，

需要時時不斷加以修練。 

       表 4-2   領袖特質歸納與解析表 

律己嚴一點 包容寬一點 身段低一點 腰桿挺一點 名利淡一點 

情緒穩一點 操守廉一點 信用好一點 錢財捨一點 理由少一點 

施捨闊一點 脾氣小一點 腦筋活一點 爭執讓一點 觀念新一點 

衝突退一點 想法變一點 企圖強一點 眼光遠一點 感恩重一點 

遠景想一點 溝通細一點 進修常一點 做事多一點 運動勤一點 

行動快一點 眼晴亮一點 管制緊一點 鼻子靈一點. 電腦用一點 

耳朵聽一點 士氣旺一點 嘴巴甜一點 效率高一點 說話輕一點 

學生寵一點 飲食節一點 子女疼一點 微笑露一點 配偶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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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椎硬一點 家庭顧一點 肩膀頂一點 好友交一點 心胸開一點 

凡事傻一點 待人誠一點 為己活一點 肚量大一點 人生樂一點 

                   資料來源：江文雄（1997），頁 307。             

     魅力領導者的人格特質，必須具備多方面的能力，善於傾聽、精力充沛、洞

燭先機、勇敢果決、教導部屬、通情達理。71
 

              表 4-3   領導者特質 

領導特質 包含條件 

生理特質 身高、體重、年紀、外貌、眼神、聲音、體魄、耐心 

社會背景特質 教育程度、社會地位 

學識能力特質 智慧、能力、知識、語言流暢性 

品德修養特質 高尚的品德、廉潔的操守、寬容的雅量 

人格特筫 積極性、付諸行動的判斷力、支配性、社交性、人緣、熱

誠、敏捷、內外向、獨立、創造力、自信 

與工作有關之 

特質 

責任感、使命感、創發性、想像力、宏觀視野、堅毅、事

業心、企圖心、工作導向、成就驅力、專業敬業等 

社交人際特質 行政能力、吸引力、魅力、發表力、口才、說服力、合作、

受歡迎、聲望、社交技巧、人際技巧與關係 

                 資料來源：蔡培村等著，（2005），頁 308。 

 

         因此一位稱職的領導者除了知識豐富、才能出眾，勇於承擔道德責任，公平

且依據公義與真理的原則來行事外，也要具內在敏銳度，多聽諫言，吾三省

深思而不剛愎自用、勿專制專斷，更要能跨越領域的觀念，亦即超脫個人本

身的態度、判斷、價值、性別、出身、階級、宗教、學歷、地域、職業、種

族、國籍和經驗等，以宏觀的視野與氣度來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72
 

 

                                                

71蔡培村等著，同註 36，頁 307。 

72蔡培村等著，同註 36，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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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領袖魅力培養   

領袖魅力 領導條件培養 

魅力修練 

 

 

 

 

 

建立自我形象的修練 

領袖才幹的修練 

演說技巧的修練 

人際關係的修練 

社交技巧的修練 

情緒能力的修練 

                              資料來源：蔡培村等著，（2005），頁 308。 

 

         偉大人物多非是天生，而是後天修練而成。例如：雷根總統的高超溝通技巧，

為數十年演藝生涯經驗的成果；麥克阿瑟將軍在第二次大戰時所展露出來的

戰略才華，同樣也是長期鑽研與實戰經驗的累積。因此與領導高度相關的人

格特質、品德修養特質、與工作有關之特質、社交特質、某些生理特質等，

都是領導者必須加以修練以求提升。73
 

         在易中天品人錄中，分析劉邦與項羽最後勝敗關鍵，主要人格特質有所 

     不同，其成就與最後結果自然不同： 

（一）人格特質 

    1、項羽 

       項羽太過自信、自滿、自負，雖然有著出身貴族世家，又有叔父項梁相 

       助，且無法將適當人選用於適當位置。 

    2、劉邦 

       劉邦出身背景卑微，但卻瞭解人性，懂得適時資源分享，最重要關鍵將適 

       當人擺到適當的位置。 

 

 

                                                

73蔡培村等著，同註 38，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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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人態度 

   1、項羽 

       項羽自認武功高強，高人一等，因此其叔父項梁推薦張良給項羽時，項 

       羽並未重用之。而韓信期望項羽重用他，且未能如願，而離去。 

    2、劉邦 

      當劉邦看到張良時，大為驚喜，深慶得人，非常重用張良，故歷史有云 

      楚漢相爭，誰得到張良，則天下歸誰，亦是非常推崇張良謀略與智慧才 

      能。而韓信由蕭何推薦，重用之。故歷史稱楚漢相爭，劉邦擁有張良負 

      責謀略，蕭何負責行政總務，韓信負責帶兵打戰，和當時項羽雖有謀略 

      范增，但中了劉邦陣營被離間而被迫離開項羽，因此項羽少了謀略國師， 

      註定劉邦勝，項羽敗局面。 

  

 小結： 

      得天下者，必能識人、知人、用人，將對的人擺到對的事上。劉邦雖出 

    身背景遠不及項羽，武功更不如項羽，但善用張良政治謀略與兵法計策、蕭何糧 

    食行政庶務統籌、韓信軍事帶兵本事，發揮整合人才匯集力量，成為漢代開國皇 

    帝，中國第一位平民皇帝，其勝敗關鍵劉邦比項羽善於識人、知人、用人，整合 

    人才政治領導能力。 

        對照今日蔣經國總統，其人格特質因早年在蘇俄當人質時，歷經苦難，而更 

    能體會人民痛苦，能苦民所苦樂民所樂政治領導者，更能重用其行政幹才孫運璿 

    任行政院長、趙耀東為中鋼董事長、經濟部長，李國鼎為財政部長、李煥為國立 

    中山大學校長、教育部長、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為新聞局長、中國國民黨副秘 

    書長，蕭萬長為國貿局長。全力推動十大建設，奠定基礎工業基石，設立高雄加 

    工區，使得高雄港成為世界十大港口之一，創造人民就業機會，提高人民所得。 

    再成立新竹科學園區，結合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產、官、學合作，提升科技產 

    品附加價值，全面增進國家競爭力。同時穩定物價，提升人民購買力，因此蔣經 

    國識人、知人、用人，其政治領導力值得學習典範。 

        要透徹分析政治領導者，其展現領導力如何，必須從當事人內心世界以及人 

    格特質作分析。主要受到先天性遺傳、環境，學習過程，以及人生歷練所產生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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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為個人特質。 

          若以研究本題目專題人物蔣經國總統，為研究重點來分析，可以試著從他

出生背景以及留在蘇俄當人質困苦環境下，促進他在無形之中培養堅忍意志

力、毅力、耐力，更能感受最人民基層苦難，培養成與民同樂同苦的同理心。

否則以他出生背景，多少人趨炎附勢，想與他接近，他又能如何培養敏銳觀察

力，洞悉人心呢？因此從苦難中環境逆流而上者，通常更能貼近人心（民心），

其行為當中帶有庶民生活氛圍。而蔣經國總統，除了卓越政治領導力外，受到

後代人們推崇，主要勤政愛民，生活樸素，政治風氣清廉，處處以人民利益為

己任，展現以計天下利為民利，以計世界宏圖為民宏圖。追求民有民治民享正

直國家，因此分析良好政治領導者行為表現，和人格形成良窳有因果關係。 

 

 

 

 

 

 

 

 

 

                       

 

                     ◎伯樂與千里馬 

                 資料來源：黃人傑院長網站圖 

                 http://t00652000.myweb.hinet.net/ ，2012 年 5 月 1 日。 

 

 

 

 

 

http://t00652000.myweb.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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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人格特質與政治領導力關係 

一、人格特質形塑   

       政  治  世  家 

1、出生背景：父親蔣中正總統   

2、求學階段 

3、工作情況（蘇俄當人質） 

4、結婚 

 

               

              蔣經國總統             執政國內外環境        在野黨情況 

             1、救國團主任          1、世界第一次        1、美麗島事件                  

             2、國防部                 石油危機          2、民進黨成立 

             3、行政院長兼          2、退出聯合國  

國民黨主席          3、中美斷交                      

            4、總統                4、開放組政黨 

                          

                行政團隊                        國家建設與重大施政計劃            

             1、孫運璿                       1、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2、李煥                         2、十大建設 

             3、李登輝                       3、國民住宅 

             4、林洋港                       4、物價穩定小組       

             5、連戰                         5、解除戒嚴  

             6、李國鼎                       6、開放黨禁、報禁  

             7、趙耀東                       7、開放兩岸探親 

             8、錢復                         8、拔擢人才（重用本省籍）  

              9、宋楚瑜                       9、民主制度建立，總統職位          

10、王建瑄                          蔣家世襲，而依憲法實行 

11、馬英九                      10、奠定勤政愛民樸素政治典範 

                圖 4-1  人格特質與政治領導力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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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特質與政治領導力關係 

    首先有人想問，領導者人格特質與政治領導力良窳，好壞、強弱、適當、

績效有何因果關係？研究者者認為有很大因果關係，試分析如下： 

（一）安全感 

        若領導者安全感高低與否，會影響對人信任、恐懼、猜疑、排擠等。而領

導者有無安全感與出生環境、所處生活環境、學習環境、所經歷人、事、

物等綜合產生人格特質與心理狀態。 

（二）自信心 

       領導者有無自信，適當強度自信是良好的，假若自信太強、太弱都非合宜，，

容易而走向兩個極端，如太自信走向自負；太不自信走向自卑。而缺乏自

信者則做事瞻前顧後，遇事果斷不足；做人則對人持負面評價。 

（三）魄力                                                                                                                                                                                                                                                                                                                                                                                                                                                                                                                                                                                                                                                                                                                                                                                                                                                                                                                                                                                                                                                                                                                                                                                                                                                                                                                                                                                                         

         領導者有無魄力與歷經人、事、物有關，通常缺乏安全感與自信心之人，遇

事瞻前顧後，不敢前進。而有自信者，則會分析問題關鍵點在那裏，找對方

向，用正確方法，則大力去執行。 

（四）氣度恢宏 

      自古以來，無論齊恒公不計前嫌，重用管仲成為春秋時代霸主，劉邦重用張

良、韓信，但也後來氣度不足，而殺害韓信。劉備三顧茅廬，誠請諸葛亮為

謀臣，關公、張飛、趙子龍為陣前大將。朱元璋重用劉伯溫，國父重用蔣中

正，蔣經國總統重用孫運璿、李煥、李國鼎、俞國華、林洋港、李登輝、錢

鍑、連戰、趙耀東（鐡頭）、王建瑄（小鋼炮）、宋楚瑜等人，蔣經國總統時

代人才輩出。 

       李登輝總統早期重用連戰、宋楚瑜，尤其以宋楚瑜行政幹才最為卓越，讓李

登輝總統在權力掌握與施政得力助手，後來因凍省後，引發親同父子李宋關

係降到冰點，使李宋合則同受其利（權力），分則兩受其害失勢（紛紛被迫

離開國民黨）。 

       陳水扁總統因氣度問題，任期八年，行政院長先以任用唐飛、張俊雄、游錫、

謝長廷、蘇貞昌等人、任期每人平均不足二年。馬英九總統則重用金漙聰，

無法整合泛藍，成為泛藍版圖大老而非老大，國親關係至目前為主，關係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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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冰涷，缺乏大整合，成為馬英九總統連任重大危機。 

       因此氣度恢宏為中國歷代最上位的領導者，可以成為中國偉人與治國績效最

佳，而其中氣度恢宏為最關鍵因素之一，若有質疑，可參酌名人偉人出版傳

紀，分析發現，氣度宏觀，才有信心任用有幹才之人，不恐懼被任用者功高

震主。因此得天下之人才者，得天下。     

  （五）知人善任                                                                                                         

      領導者不擔心被領導才氣蓋過本身，自然給予重用，將好的人才擺在適當位

置，發揮最大行政績效。與目前美國總統歐巴馬，重用希拉為國務卿等。 

       誰能用人誰就能成功，可知用人的重要，諸葛亮曾說：「國之有輔，如屋之

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74而如何的來用人：

不要為人擇地，而應當為地擇人。不要為人擇事，而應當為事找人，不要以

錢買人，而以義感人。不要以勢誘人，而以禮待人。75如唐太宗重用魏徵等

知人善任： 

1、 長於籌謀的房玄齡 

        房玄齡原是在隋朝為官，因得罪朝廷丟官，爾後受到唐太宗任用，房玄齡    

        去發掘人才，如善於謀劃的文士和武藝高強的猛將，共同效力唐太宗，不 

        因懼怕別人搶了他的職位，故唐太宗部屬人才濟濟。 

2、 魏徵忠誠建言： 

         唐太宗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歷史為鏡可知治國良策、以人為鏡可 

         以知得失。而魏徵是輔佐太子建成，主張殺唐太宗，但唐太宗勝利了，卻 

         未殺魏徵，而對魏徵說，你的罪比射中齊恒公一箭的管仲還大，但對你的 

         信任卻遠超過齊恒公對管仲的信任，而君臣之間相處融洽。而唐太宗可人 

         知人善任，魏徵亦敢直言諌勸，亦有唐太宗容人大量。君臣相互輝映。 

3、 杜如晦決斷力強、瞻識過人 

當時國家政務和軍事行動非常多，杜如晦，排難解紛，剖析事理，決斷既

迅速又切實可行，表現出過人的智慧與勇氣。 

 

                                                
74
曹聚仁著，《蔣經國論》，台北市，一橋出版社，1997 年 8 月，頁 242。 

75曹聚仁著，同註 74，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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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整合能力 

       自古以來，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在。而從歷代領導者來分析，如漢朝劉邦

重用如張良、蕭何、韓信，唐朝唐太宗，可以重用如李建成謀臣魏徵，為己

所用，蔣經國總統可以放心重用孫運璿當行政院長。因此整合能力強，天下

英雄豪傑皆能被良好領導者所任用，其治國績效自然良好、永垂千秋。而 

       領導者要懂得整合與資源重分配，讓人與資源得到更好重置效用，發揮更大

價值。 

（七）建立願景 

       良好領導者，通常會提出治國安民樂業、幸福、快樂計劃施政白皮書，領

導其行政團隊與全國人民朝向制定目標成功達到。政治領導者，是主動積極

樂觀者，有建立美好願景，帶領全國人民邁向成功康莊大道。 

（八）溝通能力強 

      身為政治領導者，必須和行政團隊、民眾、不同政黨之重要人士、大眾傳播，

以及各種利益團體、各大企業等作溝通。良好溝通有助於整合不同意見，並

減少不必要誤解。  

（九）誠信 

      做為一位國家領導者，必須以誠信立身，如此上下才能對其信賴，否則朝夕

令改、今諾明否，誰願意相信領導者今是而明非承諾呢？誠信者，一諾千金，

讓人有其信任感，謂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信任是領導力的基礎，領導者必須擁有三項特質以建立誠信：能力、關係和

品格。而品格使信賴感成為可能，信賴感則使領導力成為可能。品格會傳遞，

品格傳遞許多事情讓追隨者了解，產生品格傳遞一致性，因為缺乏內在力量

的領導者無法持續讓人仰賴，因為他們的表現能力一直在改變。因此當一名

領導者的品格堅強時，人們就會信任，而且他們相信他有能力激發他們的 

       潛能。76
 

而我國蔣經國經國是一位誠信領導者，有一次到民間訪問，房子主人說年底   

                                                

76徐愛婷譯，約翰．麥斯威爾著（John C.Maxwell），《培育領導 101》，台北市， 智庫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6 月，頁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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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兒子娶媳婦，歡迎蔣院長來喝喜酒，之後主人寄喜帖給蔣經國院長，以

為院長應該不會來，但到了大喜之日蔣院長親自來道賀，實現承諾，謂君

子不輕諾，一諾千金。 

（十）負責任 

      良好國家政治領導者，必須勇於負起國家治理成效與照顧人民責任。一個

勇於負起責任領導者，必然心存人民生活安樂與否為己任，時時刻刻做好

領導者現有工作，主動積極為人民服務，帶給國家好的發展方向、人民安

居樂業生活品質與富裕。          

在 James  M.Kouzes ＆ Barry Z.Posner 著 高子梅譯，提到誠信人格為

領導統御基礎。一個人無誠信，就不配領導。人們亦不能追隨一個没有信用、

亦不瞭解和相信自己在做什麼，以及做事方法没有把握的人。 

身為領導者，要以身作則、喚起共同願景、向舊習挑戰、促使他人行動，

以及鼓舞人心，而領導統御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一種互惠過程。而人們欣賞

領導者哪一點，根據詹姆士˙庫塞基和貝瑞˙波斯納所著《模範領導》所作

調查： 

表 4-5    模範領導特質 

特質 2002 年調查結果 

誠實 88 

具前瞻性 71 

有勝任能力 66 

善於鼓勵 65 

聰明才智 47 

公正 42 

心胸寬大 40 

能給予支持 35 

坦率 34 

可靠 33 

樂意合作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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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斷 24 

富想像力 23 

具企圖心 21 

有勇氣 20 

具有愛心 20 

成熟 17 

忠誠 14 

自我控制能力 8 

獨立 6 

77
 

資料來源：高子梅譯，詹姆士.‧庫塞基地(James M. Kouzes)，（2010）， 

頁 51。 

1、誠實： 

當受訪者談到自己最欣賞的領導者特質時，總是會提到和誠實的同義字，

像正直（integrity）和有個性（character）。無論環境如何，每個人都希望

能百分之百信任自己的領導者，相信那些領導者是有骨氣的、正直與善良

的是可以被跟隨。我們每個人都不想被騙，讓本身像一個大笨蛋似。我們

想要知道真相。我們想要有一個能分辨是非的領導者。人們觀察領導者的

言行是否內外一致，藉此判斷領導者是否誠實。而誠實和價值觀、道德標

準息息相關，我們欣賞有原則的人，我們不會盲從那些對自己信念没有把

握的人。不知道領導者立場，會讓擁護者備受壓力；不瞭解領導者的信念

是什麼，則會造成矛盾衝突、舉棋不定以及政治鬥爭。我們就是不能相信

那些不肯或不願說出自己價值觀和道德標準的人，搞其瞹昧與神秘複雜 

之領導者。 

 

                                                

77高子梅譯，詹姆士.‧庫塞基地著(James M. Kouzes)，《模範領導》，台北市，臉譜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 18 日，頁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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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前瞻性 

被領導者希望領導者有方向感，關心組織的未來。而領導者所提到最佳領

導經驗時所提到的能力—勾勒未來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為願景、夢想、使

命、目標或個人理想，則是領導者要別人自願加入他的領導行列，就得先

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裡。所以「目標」和「方向」的重要性，如「策略規

劃的研擬能力」和「預測能力」，是他們最在乎的關鍵因素。而領導者具

備最重要特質為「誠實正直的領導風格」最優先，然後是「對公司有願景

和方向」。 

所謂具有前瞻性，並不是指具見未來的神奇能力，乃指有能力設定或選出

一個值得奮鬥的目標，做為政府努力的方向與指標。 

     3、有勝任能力 

        要支持別人的理想，就得先相信領導者有能力為我們指引方向。我們必須 

        先認定領導者是有能力、有效率。若被領導者懷疑領導者的能力，就不可 

        能加入他的行列。 

        領導統御的勝任能力是指領導者過去紀錄和成事能力，也這就是這種勝任 

        能力，讓我們相信領導者可以帶領整個組織—無論大小往該走的方向前 

        進。而人民對國家領導者期許是什麼，而領導者要能證明具備該項能力。 

        如國家政策規劃能力、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增能人民生活福祉。具有相 

        關經驗也是一種勝任能力，是指曾積極參與過一些情境性、功能性和產業 

        性活動，並從參與中累積足夠的專業知識。經驗和成功息息相關，你的經 

        驗愈廣，就愈有可能在組織和環境下勝出。 

     領導者必須有能力讓別人發揮最大潛能—亦即促使他人展開行動。而新的 

        研究調查指出，這種促使他人展開行動的能力，已經成為領導者成功致勝 

        的關鍵要素。而對領導而言最重要的勝任能力莫過於與其他人共事。領導 

        統御是一種人際關係，人際關係技巧的良窳能左右最後的成功。在實務上 

        以身作則、喚醒共願景、向舊習挑戰、促使他人行動以及鼓舞人心—都是 

        領導者必須精通的技巧，如果領導者希望被領導者肯定並具備有勝任能力 

        的話，這種實務領導技巧是不可或缺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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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善於鼓勵 

  人們希望我們的領導者熱情洋溢、精力充沛，並對未來充滿樂觀。並希望 

    領導者善於鼓勵他人。而領導者對未來有夢想是不足的，他必須能說出願 

    景，鼓勵大家堅持下去。我們都希望擁有遠大的目標，才不會對日復一日 

    的單調工作失去信心。雖然傑出領導者的熱忱、活力和樂觀並不足以改變 

    工作的本質，但卻能讓工作本身變得有意義。無論外在環境如何，只要領 

    導者為我們的夢想和抱負注入生命，我們就會更義無反顧的加入他所號召 

    的行列。我們希望人生是有意義、有目標的，強調鼓勵的領導統御可以滿 

    足我們這方面的需求。也因為對未來樂觀而開始懷抱希望。無論處於什麼 

    情況下，積極樂觀的態度都是一種致勝關鍵，尤其身處不確定的年代中， 

    若能以積極、樂觀的態度來領導，絕對能振奮人心、帶領人們勇往直前。 

    因為正面情緒會在組織中引發效應，滲入組織和擁護者之間。而領導者必 

    須鼓勵群眾拿出最好的表現—而這一切都得靠正面情緒來鼓勵。因此當有 

    人加入領導者的行列，接受挑戰，領導者必須鼓舞他們，給他們希望。熱 

    忱和激情是必要的，因為它意味著領導者對理想目標的堅定，若領導者都 

    對自己的理想目標都失去熱情，被領導者怎麼可能有熱情呢？78
 

總之，誠信是一切的基礎，人們希望領導者講誠信，因為誠信是領導統御

的基礎。因為要相信自己的領導者，我們必須相信他們的話是可靠的，是

言出必行的，他們對我們的未來方向滿懷熱情，他們具備了領導的專業知

識和技巧。而如果你不相信傳遞訊息者，你就不會相信他帶來的訊息，人

無信而不立。而領導者會實踐他們所主張的事情，他們言出必行、言行一

致、他們信守承諾、他們說到做到。79
 

    本研究主題主要探討政治領導力，那為何要探討政治領導力？因為政治領 

       導力與行政績效有密切關係。良好政治領導力，可以知人善用，將適當人 

       擺在適當位置，如國父曾說：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 

       人與事人與物、人與事、物等，亦能整合分配、安置適當。 

    古代有唐太宗李世民、善用魏徵，形成貞觀之治，為為中國某一部份代表 

                                                

78高子梅譯，詹姆士‧庫塞基地著(James M. Kouzes)，同註 77，頁 53-58。 
79高子梅譯，詹姆士‧庫塞基地著(James M. Kouzes)，同註 77，頁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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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如世界各地中國城唐人街等而近代中本研究以蔣經國總統為例，探討 

       在蔣經國總統主政下，發揮個人政治領導力，帶領中華民國退守、台、澎、 

       金、馬，面對當時中共軍事、外交、武力、經濟、統戰下，如何突破重圍， 

        並建立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台灣、星加坡、香港、南韓）從開發中國家 

        發展為新興工業國家。如葉明德教授認為蔣經國總統平凡偉大的領導，可 

        以分成三個主軸來分析： 

1、「廉能」為本：1972 年經國先生接任行政院長，推動「十項革新」事項。 

   主要求行政機關節約簡廉，二是要求行政機關人員「有效」務實。 

2、經濟優先：蔣經國總統在他擔任「領導人」職位（行政院長、總統）時， 

   經國先生把他的經驗閱歷聲望，全部整合在一起，為台灣人拼經濟，創造 

   台灣的「經濟奇蹟」，讓台灣人享受到五百多年最富裕的成果。如「十大建 

   設」，為台灣奠定重工業的基礎之外，也為台灣的經濟發展，扎根永續發展 

   的「基礎設施」。 

3、前瞻開放：宣佈「解除戒嚴」，開啟了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開放 

   去大陸探親，開啟兩岸交流康莊大道。 

        因此葉明德教授分析，蔣經國總統「平凡偉大」的領導，在於前半生的磨 

        難、國內外經歷，鍛練出儉樸、踏實、講求績效、親近民眾的「平凡」的 

        人格。而「領導人」的「領導效能」即在給予一個「方向」。在這個「方向」 

        之下，所有的社會力、知識力與經濟力，全都集中貢獻，分工合作，完成 

       「方向」訂定的目標。一九七 0 年代，蔣經國總統立下「拼經濟」一個「方 

        向」，創造「台灣經濟奇蹟」，走出中共與日本、美國建交，當時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外交困境，開創自己國家一條大道。一九八 0 年代未，經國先生 

        再度決定、指引「解除戒嚴」政黨政治方向，因此開啟政黨政治，以定期 

        化選舉制度取得執政權力法定基礎良性競爭，再度創造「中華民國台灣政 

        治奇蹟」。第三個方向開放去大陸探親，開啟兩岸良性互動契機，以人道、 

        民生、經濟異中求同，先人民、先經濟、後政治大方向。 

   因此葉明德教授分析歸納，蔣經國總統先生這三個「方向」，都給台灣人突 

   破困境、絕處逢生、否極泰來轉機，創造台灣歷史，所以是「偉大」的領 

   導。而蔣經國總統一生的磨難所換得來的質樸、親民、受人民愛戴、勤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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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事（行政能力）的人格，在他成為行政院長與總統時，充分展現「平凡 

   偉大的領導」，將台灣帶領走向民生經濟富裕與均富社會、政治自由、平等 

   康莊大道。80
 可以試從用人、事情、用地、國內環境、國家發展、人民生 

   活品質、制度面等來分析蔣經國總統在執政政治領導力表現績效如何？分 

   析之。 

 

 

 

 

 

 

 

 

 

 

 

 

 

 

 

 

 

 

 

 

 

 

                                                
80
葛永光主編，《蔣經國先生與台灣民主發展》，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2008 年，頁 17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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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蔣經國用人哲學 

    現代政治分析學者，或在中華民國台灣 1971 年至 1978 年代記憶尚存民眾而

言，蔣經國先生政治領導用人哲學，使得人才輩出，而今 2012 年為何少見如孫運

璿之才德與操守國家棟樑之士，不因為那時代較有良才，而是蔣經國懂得識人、知

人、用人，發掘人才、培養人才，找對的人擺在對的事務上，而使得蔣經國成為中

國歷史上除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自由民主政體、與唐太宗善用魏徵成就貞觀之治，

而享有善用人才美名，創造中國歷史上最富裕國家與人民並藏富於民，成為亞洲四

小龍之首典範，亦是歷史評價很高國家政治領導者。 

壹、蔣經國總統用人哲學 

        蔣經國總統用人哲學，乃蔣經國一心為國為民服務，不求私益，只求公 

      益，用人德才兼備，因此大公無私，所任用政務官政績斐然，行政團隊為我 

      國史上行政幹才最充沛陣容。 

一、蔣經國總統用人德才兼備 

     在蔣經國時代，經濟發展迅速，主要關鍵點，找對人做對的事。如大力

任用毫無政治背景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王昭明、宋楚瑜等人。而孫運

璿亦學習蔣經國用人方法，提攜後進，以勤政勇於任事為主要用人標準。在

101 年 6 月 9 日前行政院長劉兆玄在某大學畢業典禮勉勵畢業學子要有「五

識」現代知識份子。「五識」指的是知識、常識、見識、瞻識和賞識，前四識

讓個人走向卓越，而「賞識」能助自己培養對社會關懷。而「賞識」引發的

同理心、同情心，正是培養「關懷之心」的基礎。不要像椰子樹一樣，只管

自己往上長大，而不留下樹蔭讓人可蔽日與乘涼，可學習老榕樹，該人們可

遮蔭。而總統府資政李家同，談到權力使人腐化，但唯有奮發掌握權力、善

用權力才能造福人群，「要己立方能立人」，和儒家強調「己立立人、己達達

人」具有相似關懷面。而研究者研究發現，蔣經國總統比較像「芒果樹」主

人，「種芒果樹」可以讓人乘涼外，亦可讓人有良好經濟生活，因為可以將芒

果變換成生活經濟所需。因此分析蔣經國總統用人哲學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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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孫運璿 

   在民國六十年十月底，聯合國通過中共入會案，我國被排除會籍。我國退

出聯合國。但是外交堅持「漢賊不兩立」政策，我國外交頻頻受挫，而大

都工商界人士，將資金移往海外或移民，此時孫運璿為經濟部長。眼見外

交戰場步步挫敗，民國六十一年蔣經國經成強勢內閣，決定全力發展經濟，

為國家存亡命脈奠基。 

1、退出聯合國，各國紛紛與我國斷交 

擴大駐外大使舘經濟名額和斷交國家中設商務代表，其目的不因我國外貿

易不因外交斷交後使得對外貿易跟著受阻。 

2、中日斷交 

向歐美地區採購原料、機器，可享受長期低利貨款及減免稅捐，減低工商

業負擔，主要因應中日斷交所帶來衝擊。 

    3、石油危機 

   1973 年 10 月以色列、阿拉伯大戰，阿拉伯國家或禁止或限運石油出口，

三個月之間，石油價格上升四倍，使我國九八%依賴進口石油的經濟飽受

威脅。 

   石油不但漲價，還有買不到之虞，親以色列的美國、英國己受限運的處罰，

當年十月底，孫運璿決定親訪沙烏地阿拉伯，以穩固油源。 

   那是政治風險，親自去了萬一失敗，回台灣如何不負起政治責任？ 

   而孫運璿勇於任事，不因害怕失，而裹足不前，所謂不做不錯，多做多錯

閃避心態。所以出發前，孫運璿部長詳做準備，向我國駐沙大使舘打聽得

國王費瑟信任秘書長法朗，由他進言可以見到國王費瑟，而由孫運璿友好

沙國官員穿針引線而成。 

   行前他思酌良策，如何才能打動沙國，他提了農業、電力和工程的中沙合

作計畫，藉由沙國所缺乏與需要東西，以互惠方式爭取沙國對國友好關係。 

   而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說，「中沙為兄弟之邦」，而不在禁運與限運之列。

81
 

                                                

81楊艾俐著，《 孫運璿 》，台北市，天下雜誌出版社，1990 年 1 月，頁 1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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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價波動激烈、市場囤積搶購： 

    孫運璿宣布穏定物價十一項措施，對數十種產品採取議價、限價、以維持

油、電原來價格。而受到自由派經濟學者評批，認為違反經濟學自由市場

理論。他認為要中油反映油價容，但公營事業率先漲價，又如何說服民間

企業不漲價，物價上漲，人民受害。 

    孫運璿希望人民不要受苦同理心展現，亦表現抗壓性。 

    而在民國六十三年初，農曆年關將至，搶購再成風潮，當時蔣經國院長率

領財經首長共商解決方案，孫運璿提出「油、電及公用事業一次漲足方案」，

各項費用，如油價、鐵、公路票價都上漲 50%，以消除各界的預期心理，

使得生產者容易計算成本物價。而當時藥能對症下藥，且藥劑適量。各界

推崇他為一位最值得尊敬部長，「定力、耐力、創造力是經濟發展的原動

力」、「三年來歷經天災、困頓、大變局，克服困難使國家安如磐石」。 

  5、工研院誕生 

   在應付日愈緊迫的經濟危機外，孫運璿思索如何讓經濟升級，擺脫勞力密

集產業，因此非得提升科技技術才行，他定下二個目標： 

（1）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之父尊稱） 

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為我國成為亞洲四小龍關鍵因素。孫運璿看到韓

國科技研究院，運作成功，主要是它的薪水彈性、法規鬆綁。因此想整

合國內聯合工業研究所、礦業研究所，並改組為財團法人，可自由撰擇

儀器、設備、人才。但受到立法院有些委員反彈，主要理由是政府編列

預算支出但受不到政府嚴密控管。但孫運璿向那些委員保證，會訂出一

套嚴密監督規章，使其營運合理合法。 

（2）製造積體電路 

積體電路稱為八十年代的石油、電子業的腦，指節大小的晶片可取代往

日龐大的電路、電阻。收錄音機可以掌中握，大小電腦可以縮小成手提，

是當時最先進、最熱門技術。但不單製造一項產品，更要能培養一批熟

諳電子技術的工程師，引導我國電子業大歩邁前，因為台灣依靠廉價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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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時代己將過去。 

當時反對聲浪，認為加拿大與英國都尚未投資成功，台灣憑什麼成，但

孫運璿由於有蔣經國院長指派秘書長費驊，和旅美學人潘文淵支持，之

後由聯華電子公司生產，更培育不計其數工程師。 

    6、中美經濟合作策進會 

   每年固定舉辦中美工商界聯合會議，為日益危急的中美邦交加入新的力

量。而直到中美斷交後，這項會議每年仍然照常舉行，使兩國工商人士的

溝通管道不因斷交而斷絶。 

7、經濟政策措施 

（1）中鋼 

（2）中船 

（3）農村建設 

取消田賦裡附徵的教育捐、並補助農民低利貸款購買農業機械，他為農

村開闢產業道路，充實醫療設備。 

實地去看問題、發掘問題，解決問題。 

孫運璿說，中華民國有很高成長率、通貨膨脹低、失業率低，亦不稀奇，

重要是所得貧富差距小，而要達到均富有兩項重要措施：照顧農民、扶

植中小企業。 

（4）扶助三富汔車成立 

8、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由蔣經國總統提名孫運璿為行政院長 

（1）簽署「台灣關係法」 

因為要因應 67年 12月 16日美國卡特總統宣布自明年一月一日起宣布中

美斷交。 

（2）聚沙成塔 

     與美國行政官員或國會議員與助理保持溝通見面管道，維持中美友誼。 

（3）國防自主性要提升 

     除傳統武器外，最具關鍵莫過於本土製造戰鬥機（I D F）成軍。 

（4）開放出國觀光，培養國人國際觀視野 

（5）國家賠償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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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擴大辦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7）建設台灣為科技島 

（8）自動化先鋒，任用石滋宜 

（9）培育與提攜人才 

如提攜宋楚瑜、魏鏞等人。 

（10）注重協調溝通，待人謙和有禮，耐勞、耐怨、胸襟寬大 

（11）新竹科學園區成立 

（12）引進外人投資證券市場 

（13）通過「加強培育及延續高級科技人才」方案，使任用科技人才較富彈性 

（14）命工研院籌畫超大型積體電路投資 

（15）成立中美貿易小組82
 

小結： 

    孫運璿行政院長、歷經如經濟部長、交通部長、台電經總經理等職務，以實

幹、苦幹、清廉、勤政愛民著稱，為歷任行政院長除蔣經國之外，算歷史評價甚

高行政院長。 

    孫院長雖然有其本身才幹，但在實際政治上，無強而有力政治世家背景，要

當上行政院長，有如中國古時候宰相，談何容易。主要分析原因如下： 

1、孫運璿院長個人卓越才幹 

2、蔣經國總統信任、重用 

3、蔣經國總統氣度恢宏、知人善任、將對的人擺在對的地方，發揮人與事結合，

產生行政績效。 

   否則有些政治領導者懼怕功高震主部屬，不僅不給完全發揮長才機會，甚至

加以陷害、或冷涷。因此良善政治領導必須要有足夠自信心，以及寬大心胸，

才能容人、知人、用人，所以蔣經國領導年代，才會人才輩出，行政績效 

    卓著。蔣經國能，而國家政治領導者亦希望也能做到容人、知人、用人，才

是國家之福人民之福。 

 

                                                

82楊艾俐著，《孫運璿》，台北市，天下雜誌，1990 年 1 月，頁 12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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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國鼎 

       蔣經國 1972 年接任行政院長後，便積極策劃推動十大建設，而所需要的龐

大資金，財政部長李國鼎自然責無旁貸。除了研究發行建設公債外，還向

沙烏地阿拉伯，爭取到三千萬美金的無息長期貸款，支援建造高速公路的

中沙大橋。其餘的外匯則由外國進出口銀行或承包商提供。 

       1976 年 6 月行政院局部改組時，李國鼎奉調為政務委，同年 12 月銜命成

立「應用技術研究發展小組」，負責引進高等科學技術，並協調各部會推動

研究發展與解決問題，藉以帶動台灣經濟的進一歩發展。在 1978 年 1 月召

開了「第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根據會議結論作出的《科學技術發展方

案》，提出了我國科技發展的三大目標、七項策略、與兩百五十餘項措施。

如建立能源、材料、資訊、生產自動化四大重點科技、設立新竹科學園區、

大量扶植與延攬海內外學人、建立海內外科技顧問制度等。對 1980 年代及

其後我國科技產業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與深遠影響。 

       李國鼎請張忠謀主持台灣積體電路公司，使台灣半導體工業在國際上占有

一席之地。李國鼎勇於任事、勇於負責，他為了整個社會經濟發展，要扶

植某些產業，盡心盡力協助這些產業，奠定堅實基礎，而有台灣科技之父

尊稱。 

       可知蔣經國先生識人、知人、用人，政治領導力高超，可以善用像李國鼎

這樣科技與財政人才，使李國鼎推動並開發新竹科學園區，亦從海內外發

掘人才，如張忠謀回台成立台積電，建立國內高科技產業，為台灣科技奠

定扎實基礎。83
 

   小結： 

           李國鼎對國家非常忠誠，一心一意想為國家貢獻心力，廉潔又能幹，正好

遇到蔣經國這位伯樂，當時蔣經國 1972 年接任行政院長，積極要推動十大建

設，其財政資金由李國鼎負責籌備，而新竹科學園區成立，李國鼎功不可没，

譽稱為「台灣科技之父」，並積極尋找人才回國建立科技產業，如台灣積體電路

公司張忠謀等，奠定我國科技產業基礎。 

 

                                                
83李國鼎編輯小組《李國鼎先生紀念活動》，台北市，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出版，2004 年 12 月 20 日，頁 102-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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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趙耀東 

      當時評估不佳，政府財政又困難，在一貫作業鋼鐵規範不能太小、所需資

金龐大、技術高又密集下，鋼鐵廠到底要不要蓋，成為各界議論的焦點。

而趙耀東以鋼鐵廠籌備處主任身分到經合會做結束報告，身兼經合會副主

任委員的經國先生聽完報告，卻說無論如何研究，「我這個鋼鐵廠就是要

做」，不只做、加緊做，而且規模還要擴；不只一百萬噸，還要擴大到一百

五十萬噸。蔣經國先生說：「任何事情没有不困難的，再難也要做，今日不

做，明天會後悔」。而有蔣經國全力支持（伯樂）；趙耀東（趙鐡頭、千里

馬）而使中鋼成為國營事業經營績效最佳公司之一。至今仍是績效良好國

營事業上市公司。 

      1、中鋼管理辦法：可以因應人、事、物、環境對市場需求，作出適 

當反應。 

      2、趙耀東當時以身作則剛正清廉，形成中鋼不貪污組織文化。 

    3、找對人作對的事，發揮各人特質，並作整合調和，發揮行政績效。 

         趙耀東（趙鐡頭），善於做事，不善於政治官場文化，若無蔣經國與馬紀

壯、尹仲容等人支持與重用，由趙耀東去設立中鋼，又怎麼有今日中鋼

績效高美名，和知人善任蔣經國政治領導力所展現成效，來相互輝映。84
 

  小結： 

             趙耀東譽稱為趙鐡頭，其勇往直前、不怕困難、剛正果斷、魄力十足，成立

中鋼時，因財政困難，但受到蔣經國這位伯樂支持，順利成立中鋼，且趙鐡頭將

中鋼管理很有績效，當時趙耀東在中鋼並無貪污事件發件，至今仍使中鋼管理文

化成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中績效名列前茅。現在卻傳出中鋼子公司中聯有不法

受賄事件發生嫌疑，假若今日在蔣經國時代在趙耀東管理下，理當會避免該不法

事件發生可能性。可見蔣經國識人、知人、用人，發現趙耀東這位剛正且積極做

事幹才，不僅蔣經國獲得用人得當美名，亦使趙耀東（趙鐡頭）一展長才，至今

中鋼管理仍享有盛譽，蔣經國先生成就自己亦成就他人，亦使國家競爭力提升，

                                                

84劉玉珍著，《鐡頭風雲-趙耀東傳奇》，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 年 10 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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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人民就業機會，中鋼在高雄目前仍是人民最愛工作之一。有一則笑話說，只

有考上中鋼工作，不怕娶不到老婆。可見中鋼在高雄具有美譽形象國營事業公司。 

             但如今中鋼與子公司中耀且陷入林益世收取賄賂案嫌疑關係角色中，不妨借

用蔣經國支持趙耀東而成立中鋼管理模式，或許可以避免如此弊端發生可能性。 

（四）李煥 

    1、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李煥先生為蔣經國最受重用愛將之一，其行政與組織能力為當時佼佼者，

因許信良事件而下台，離開黨職，被賦予重任去高雄市西子灣辦理國立 

   中山大學，在李煥擔任校長時，聘請如林基源教授與劉維琪教授到中山大

學任教，並興建教授宿舍，解決教授住的問題，可以留住歸國與北部優秀

學術人才在中山大學札根，同時建立優良學術教學與研究環境，使得國立 

   中山大學術地位成為名列前茅優良大學，接棒者如趙金祈校長、林基源 

   校長、劉維琪校長，使得國立中山大學至今仍享有榮譽、與雄厚學術基礎

和學術地位。    

2、教育部長 

    （1）成立國立空中大學並合併國立空中行政專科，而成為空中教學一元化 

（2）各專科學校改制為學院 

（3）各學院成立為大學 

    3、中國國民黨秘書長 

       李煥為中國國民黨秘書長，與宋楚瑜副秘書長，共同協助李登輝副總統，

因蔣經國總統兼任國民黨主席亡故，大力穩住政局，使李登輝接任國民黨

主席關鍵時刻重要人士之一。 

    4、行政院長 

    小結： 

李煥前行政院長，其心思細膩，組織動員強，善於用人，有行政幹才，口

才一流，無論辦理國立中山大學治校成績卓著，任教育部長任內，中華民國成

立第一所國立空中大學，開啟成人終身教育，無限時空間學習環境，成為萬世

學表。而各專科學校改制為學院，逐漸整合各學制統一年限與學習接軌，而各

學院成為綜合大學，提升學校學術績效與競爭力。在國民黨秘書長任內與宋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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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聯手，全力輔佐李登輝任國民黨主席，穩住政局。在行政院任長積極發揮行

政長才，但在總統直選與委任選舉，因與李登輝總統不同調，李煥贊成委任選

舉總統（當時李煥在華視演講，研究者為空中行專行政科學生，正在必修憲法

課程，亦是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經理進修班第二期學生，曾經舉手表示，吾愛吾

校中山大學與李煥校長，但表示追求真理，建議李煥行政院長支持總統直接人

民選舉，而李煥院長認為擔憂像菲律賓總統直選激烈場面發生，較主張委任選

舉，由國大間接選舉，但學生認為總統直接選舉，未來人人平等一票，社會呈

現公平與最直接民意，非由國民代表所能直接反應其效果顯著不同，不過李煥

院長並没有強烈反對學生意見，只表示看法各有不同，後來發現李煥院長就没

有公開主張委任選舉之事），又因李登輝提名李元敊為副總統有不同意見，引

發主流與非主流之戰，逐漸失去李登輝總統信任，而被同非主流派陣營郝柏村

去向主流派李登輝總統表示願效忠並肝膽相照，因此被取代一頭露水而下台，

非常可惜難得有行政幹才而勛落。假若李煥行政院長支持李登輝提名李元敊為

副總統（無聲音特性），以行政院長高度與李煥行政幹才加上善於用人，必然

可成為與孫運璿同享齊名行政院長。 

          蔣經國總統身邊人才濟濟，為優良政治領導者，因善用人才提拔人才所形

成堅強行政團隊，否則空有千里馬，而無伯樂，千里馬亦無發揮空間。 

  （五）李登輝 

       在李登輝的一千天這一本中書中提到，蔣經國一九八四年選擇副總統人選

時，雖然有其堅強的生命力，若一旦熬不過八十四年起的六年總統任期，

繼位掌大統的必然應是他親手挑選的副總統。在當時經國先生立定仍維持

本省籍副元首的原則，手邊考慮的理想對象，就只有當時任副總統的謝東

閔、行政院副院長林洋港、和省主席李登輝三人。人稱「求公」的謝副總

統東閔先生己七十七歲，且因左手遭炸傷身體行動不便，蔣總統決定讓他

轉任總統府資政，調養身體為宜。而林洋港與李登輝做決擇，有所困難，

亦是台籍菁英份子，李登輝獲被選中，認為一般推測與他國際接觸較廣泛，

以及他與宗教界友善關係。亦認為由李登輝來處理台灣政治本土化可能發

生的族群間和諧問題，是選任副總統的主要因素之一。85
 

                                                
85周玉寇著，《李登輝的一千天》，台北市，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 年 1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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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看法： 

林洋港具有豪爽草根性格，親和力強、行政能力強、鋒芒太露，稍缺

乏內歛，而當時蔣經國身體已逐漸走下坡，需要一位信任副手，而同處副

總統人選之一李登輝對蔣經國總統畢恭畢敬，據聞椅子只坐二分之一，呈

現以蔣經國為重態度，自然較易獲得蔣經國總統信任與提拔。 

       因此李登輝當時極度內斂，是符合當時政治氛圍。而李登輝貴人為蔣經國

總統。李登輝就任副總統後： 

    （一）協助處理本省籍政治人物爭取政治參與所衍生的各種爭議： 

         民進黨在法律允許前宣告組黨，以及美麗島事件受刑人林義雄等特赦，

李登輝均奉蔣總統之命協調相關單位逐一處理。而在這些任務執行經驗

中，李登輝了解到蔣經國進一步寬廣政治空間的決心。 

            在 90 年五月二十日就任第八屆總統後，李登輝立即宣告特赦，允許

因政治事件遭判刑坐監的人士重獲自由，他相信是延續蔣經國政治開放

的政策主張。八六年九月，原先的政治反對陣營「黨外」人士正式宣告

經組黨的九月二十八日那天，正好是週日，蔣經國總統未表示任何意見。

李登輝技巧的詢問總統對民進黨在法律容許前宣佈組黨的處置原則，經

國先生的答覆是寬容再寬容。李登輝贊同經國總統的想法，更進一歩體

認到蔣經國推動民主化的誠意和堅定。 

     （二）後蔣經國時代 

         李登輝除每日清晨向經國先生靈前致禮外，開始走訪兪大維、張群等黨

政界素負盛名的人士，亦獲得這些一言九鼎級大老的支持。而大老中，

以國民黨李煥秘書長最具影響力、行政院長俞國華擁有實際政權，蔣宋

美齡官邸派支持俞國華、參謀總長郝柏村掌握軍權。而副秘書長宋楚瑜

為蔣經國留下愛將，最重要行政幹才，成為協助李登輝做穩總統大位最

得力良將幹才，完成經國先生本土化和憲法依法繼任總統並穩定政經 

         大局，否則歷史要改寫。 

     （三）代理主席，還是集體領導？ 

        蔣經國所遺下國民黨主席地位的處理方式，一月十三日蔣經國辭世當

天，黨內核心即有深刻考量。瞭解蔣經國生前其平民作風、經世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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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無私的胸懷，並依照良性政黨政治慣性，擇人補位較佳，否則和經

國先生遺願相違背。主席人選，黨政領導一元化是黨內核心的共識。力

求實踐這個主張的主要人物，是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深刻體會並落實

支持行動是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宋楚瑜。 

            一月十九日，中常會前夕，突然出現新狀況，李煥秘書長在辦公室裡，

意外接到蔣夫人宋美齡的親筆信函。成為棘手的難題。而李煥建議按照

計劃在中常會完成李總統任代理主席的提案，他會修書一封向新任李主

席請辭，並致函蔣夫人請罪。展現應有政治擔當。 

            但好事多磨，二十六日晚上，新的枝節又起，經國先生的三子孝勇

一通電話打給了行政院長俞國華，要俞國華第二天不可以在中常會上提

出代理主席案。蔣孝勇表示是奉老夫人之命做這樣指示。 

         1、黨副秘長宋楚瑜發言力挺代理主席案要總統兼任黨主席 

             當時有黨秘書長李煥支持，而當時中常會主席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

忠，與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大眾媒體亦贊同。而當時俞國華不能下決

定提案，宋楚瑜當時奮力一擊，主張代理案不提出，外界揣測，外力

介力愈來愈多，非國家與黨務之福，並對不起經國先生，提出嚴重 

             抗議，並離席表達強烈意見。 

          2、俞宋交惡、李宋相挺 

             宋楚瑜底下一擊，讓俞相當不悅，但宋楚瑜立下為李登輝接任黨主席

一役立下關鍵性一戰，開啟李宋命運共同體，外界形容李宋親同父子

關係而形成政治聯軍。 

          3、李煥功高震主？ 

（1）高票風波     

十三全票選中央委員，李煥的得票數居高位，被批評挾黨秘書長職

位之便，提高自己得票數。 

（2）俞國華與李煥之爭  

（3）李登輝與李煥之爭 

（4）李登輝與郝柏村之爭 

最後因李登輝有宋楚瑜相助，關闗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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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李登輝總統功與過 

      1、李登輝總統功 

       （1）總統直選案通過，由人民直接票選總統，實現直接民主政治 

       （2）任用行政院長連戰與台灣省主席宋楚瑜有建設政績 

       （3）經濟成長率維持適度成長，人民生活亦有富裕 

        2、李登輝總統有待評價點 

      （1）在處理台灣省涷省時不夠尊重與細膩對待，現任台灣省省長宋楚瑜引

發李宋決裂（之前親同父子） 

      （2）身為國民黨主席，未能積極妥善處理連戰與宋楚瑜總統與副總統候選

人整合問題，形成藍軍兩組總統候選人 

      （3）引發興票案問題，陳○○因此而獲勝為總統，後因貪污罪嫌案入囚 

小結： 

蔣經國任總統時，可能希望未來總統由本省人士接任，當時本省籍政治菁

英主要為林洋港與李登輝，林洋港當時聲望較高、親和力強，當時鋒芒畢露，

而李登輝見總統時據聞椅子只坐一半，戰戰競競，因此容易雀屏中選。但蔣經

國或許不是將李登輝視為最滿意接班人，故無正式交待重臣輔佐，缺乏足夠排

除眾議威望，而造成其他大臣護李有功，在當時李登輝無法掌握全局權勢，出

現大臣各有其影響力其勢力範圍。當時聲望平平如副總統李登輝，因蔣經國總

統過世繼任總統，而中國國民黨秘書長李煥，之後接任行政院長，且行政幹才

聲望卓越，林洋港掌握司法院長權力，郝柏村掌握軍權系統、還好李登輝有中

國國民黨副秘書長，之後接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依照憲法規定和蔣經

國心願，全力輔佐，讓李登輝渡過一場又一場政治權力鬥爭。若蔣經國先生如

在生前立下規範，並宣示依法定職權由副總統如李登輝接任，耳提面命如李

煥、郝柏村、林洋港、蔣緯國等必須全力輔佐李登輝，或許較減少各重臣之間

衝突，因為各領山頭，誰也不服誰。 

因此政治領導力除了生前所面臨實際領導外，對於接棒事先安排與佈局，可以

減少在未來人事鬥爭和可能性和穩定政局。 

在中國古代如三國蜀漢，劉備囑託諸葛亮輔佐後主劉襌與後出師表所囑咐

輔佐後主人事安排，再如秦始皇本意由皇太子扶蘇接替，但由於宦宫趙高與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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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假造聖旨，逼迫太子扶蘇自殺，秦王朝毀於一旦。事實證明政治上領導力包

括任用賢人之重要性，無論為生前或死後所能預估政局影響力。 

（六）連戰 

       回歸鄉士，學以致用，連戰決定應聘母校台大政治系，開設有關政治學的

數種課程，並強化教學與研究，禮聘國內外知名學者，增加國際學術交流，

奠定台大政治系的學術地位。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外交研究小組的渠道，經

常提   出有關外交政策及國際關係的建言，獲得行政院長蔣經國的重視。 

      1、出任大使，鞏固邦交 

         一九七五年，連戰離開台大政治系，出任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後

來該國決定在台灣設立使館，強化兩國關係，連戰運用外交藝術及政治

技巧取得中薩穩定基礎。 

      2、響應徵召，出任黨職：(蔣經國提攜) 

         由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徵召連戰出任執政黨青年工作委員會主任。再出任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並兼任行政院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3、出掌交通部 

         連戰以「安全、便利、服務、發展」為其施政目標： 

（1）推動交通現代化 

在鐡路及公路運輸方面，策劃台北市區鐵路地下化艱鉅工程，完成北部

地區第二高速之規劃與設計、完成台北大眾捷運系統之企劃及台北火車

新站之規劃，籌建並完成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系統，完成全台龐大之公路

系統的現代化電腦監理作業系統。 

而出口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如要強化外貿，增加出口，必須發展海運。

因此交通部積極擴展貨櫃航運及港口貨櫃裝卸量，台灣貨櫃船隊因而躍

登全球第五；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長榮公司，數年中成為世界最大的貨

櫃運輸公司。而台灣貨櫃的裝卸量亦因此名列全球之首，導致國際的重

視。在連戰領導下，交通部協助台灣擴展船隊，數年內到達七一一億四

千五百萬載重噸，使中華民國不但成為貿易大國，並發展為全球海運的

重鎮。之後連戰更進一步督導及協助陽明海運開闢亞歐航線及歐美亞直

達航線，並協助長榮開闢國際航線，使得長榮成為中華民國第二個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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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在空運方面，連戰推動航空系統十年發展計劃，興建航空大

廈及完成中正國際機場的第二期擴建計畫，並籌建國際海空聯運儲運中

心，推動民航機隊的汰舊換新，以擴充國際飛航機隊及拓展國際航線。

並爭取航線，使華航與荷蘭阿姆斯特丹通航，並開闢盧森堡貨運航線，

使中華民國進入歐洲航空市場，並擴展美洲業務，除滿足經濟發展之需

求外，在國際外交上亦有重大的意義。 

    （2）拓展郵電業務 

         在現代化建設中郵電事業的重要性，在他督導下，郵政總局開辦快遞郵

件業務，擴大國際通郵，與將近五十國家和地區互通快遞郵件，擴大郵

政儲金，鼓勵郵政儲蓄，使儲蓄儲金猛增至七千一百五十五億元。 

         在電信方面，連戰推動六年電訊現代化計畫，促使電話普及及電訊網路

暢通，先後引進光纖傳輸系統、數位微波傳輸系統，及數位交換機系統，

並布設台灣與香港、琉球、關島，及新加坡之間的海底電纜，通過這些

電纜以強化台灣與歐美亞各國的電訊聯繫。 

         氣象情報在發展交通及現代生活之重要性，故亦推動氣象業務全面現代

化計畫，引進亞洲第一座超級電腦設備，使氣象業務走向電腦化及自動

化，並籌建氣象雷達站，改進氣象預報品質，擴大國際氣象合作與交流。 

    （3）推動觀光事業業 

         當台灣的經濟日趨繁榮之時，國人對生活品質改善的要求亦日益提高，

故提升觀光事業品質，一方面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可以提

升台灣觀光收入，對台灣人民生活與經濟同時受益。因此一方面開發墾

丁公園及分期完成可容納十萬遊客的東北角海岸遊覽特定區之實體建設

計畫，並全面開放國民出國觀光旅遊，擴大國人的國際視野及國際交往。 

    （4）出任副揆 

         在交通部長任內，受到蔣經國總統重視，並提升為行政院副院長，此時

正是台灣解除戒嚴、報禁、黨禁，及開放大陸探親之時，而由連戰主持

大陸探親政策專案小組，研究及規劃大陸探親的政策，排除各種阻礙與

困難，訂定逐步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方案及措施，滿足人民家庭團聚

的需要，亦主持行政院港澳小組，開始研究及草擬更積極的港澳政策。 



 145 

    （5）連戰內閣 

        1、閣揆與總統將密切配合，掃除李郝體制中的府院衝突。 

        2、強化務實外交的出擊，開展對外關係，尋求國際上的突破，加強台北

的國際地位。 

        3、採行「全方位動員」及「兼顧全局」的施政理念，儘速落實憲政體制，

全面推動國家現代化，逐步實現「祥和社會」的理想。 

        4、全面推動經濟，策畫及實施十大公共政策，提升平均國民所得。 

        5、在國防政策上，推動文人領軍、精兵主義等理念，並調整兵力結構，

充實國防力量，強化國家安全。 

        6、凝聚「生命共同體」的共識，要求各方同舟共濟、團結合作。 

        7、在「國統網領」所訂定的原則下，開展大陸政策，推動兩岸交流，尋

求兩岸關係的發展。 

8、要求化解「地域之見」及「省籍情結」，並建立政黨政治及責任政治 

   規範。  

9、 振興教育文化、改善生活品質、充實社會福利、健全財政金融制度，

並提升行政效率。 

10、 廣建國宅、抑制房價、改進賦稅制度、落實環境生態保護、實施全民 

    保險、消除各種特權、全面檢討土地政策，調整六年國建的規模，並 

    強化其監督。86
 

     （6）與李登輝總統搭擋成為副總統： 

          現任總統李登輝選擇行政院長連戰為搭擋競選正副總統，最後由台灣省

長宋楚瑜全力輔選，加上國民黨組織動員，贏得總統與副總統選舉勝利。 

     小結： 

連戰先生有政治世家背景，其祖父為台灣通史著作連橫先生，其父為連震

東先生，其母親有善於理財，其連戰為本省籍政治菁英份子，被號稱為四大公

子（連戰、錢復、陳履安、沈君山），但蔣經國總統先給予如行政院青輔會主

任委員先行，而非給部長之位，使得不會驕傲之勢，反而一歩一步給予歷練而

                                                

86楊力宇著，《有容乃大- 連戰從學者到閣揆之路》，台北市，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3 月 5 日，頁 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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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行政院長與副總統。其政治之路平穏與順遂，而在其行政院長任內最大政績

為全民健康保險通過，成為世界開發國家最重要醫療政績，而最大美中不足因

涷省問題與台灣省長宋楚瑜分裂，造成國民黨失去執政政權。最後連戰發揮有

容乃大胸襟，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合作角逐總統與副總統寶座，雖因故未能如

願，但其優雅大度與宋楚瑜密切合作，留下美好名聲。 

   因此分析蔣經國用人哲學，大公無私，選能善辨，先給予被任用人有一個

小舞台發揮，再經由歷練而成大舞台部長為國家重臣，不會因為皇親國戚，而

濫用無能力私人，或權貴子弟，而使得蔣經國時代中人才輩出，其行政團隊行

政績效卓著。而不致發生諸葛亮一時失察重用馬謖，而大失北伐曹魏重要糧草。

其蔣經國先生知人善用為歷代領導者可與唐太宗李世民善用人才（善用李建成

謀士魏徵）可享齊名。如秦始皇重用宦官趙高使得權傾一時秦國，當秦始皇死

後，假傳聖旨將原遺命任太子扶蘇賜死，爾後趙高指鹿為馬，迫害忠臣、能臣，

遭致秦國迅速滅亡。           

（七）宋楚瑜 

       宋楚瑜早期由錢復推薦給蔣經國行政院長當英文秘書，爾後由蔣經國行政

院長提拔為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當時中美即將要斷交，由宋楚瑜帶美國

駐台灣大使，深夜前去晉見蔣經國總統，爭取幾小時由蔣經國總統召開緊

急會議，其結論，立即停止當時正在進行選舉，先穩定政局，再則由企業

加碼投資台灣，根留台灣，宣布自行研發防禦性國防武器。國內政治、經

濟逐漸[穩定下來。因此宋楚瑜，展現有識、有瞻，以及敏銳政治觀察力，

使得讓蔣經國總統可以有一點時間做政治、經濟、國防等安排。因此獲得

蔣經國信任與重用，再度提升為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在新聞局任內，擴大舉辦金馬獎，提升國片水準。重新整頓所有政府刊物

與發行。之後任文工會主任，負責黨務工作、國民黨副秘書長等職。 

       當時蔣經國總統不幸過世，由副總統李登輝依憲法接任總統職務。但中國

國民黨黨主席出缺，以蔣宋美齡女士為主官邸派，認為國民黨主席，應由

中常委輪流代理。而以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和副秘書宋楚瑜為主，則希望由

李登輝接任總統兼任國民黨主席，由當時行政院長俞國華提出建議案，但

是蔣夫人派蔣孝武前去告訴俞國華，不能提出由李登輝兼任國民黨主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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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因此李登輝兼任國民黨主席，充滿變數，當時宋楚瑜在國民黨中常

會慷慨陳義，認為此時不提出由接任總統兼任黨主任，會引起政治不穩定

局面，發揮臨門一腳重大效用，李登輝順利接任國民黨主席。 

   小結： 

        宋楚瑜政治人生第一個貴人為錢復，將宋楚瑜引進給蔣經國，而宋楚瑜第

二個貴人為蔣經國，並跟隨蔣經國學習勤政愛民，在蔣經國時代宋楚瑜才幹有

充分發揮空間。而蔣經國知人、用人，身後留下宋楚瑜良臣、幹臣，順利輔弼

李登輝逐漸取得黨、政大權，穩住政局，宛如諸葛亮留下姜維輔佐劉禪。若當

時李登輝若無宋楚瑜協助，順利取得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能否穩定政局，或許

恐有很大變數發生。 

        宋楚瑜人生最大與珍貴的貴人就是陳萬水女士，今尊稱萬水姊姊，待人親

切、善解人意，一生相夫教子女，生活樸素，如今不在令人感到萬分不捨，其

親切態度與善解人意和樸素生活風格成為官夫人典範。亦從未給宋楚瑜帶來政

治獻金或收受賄賂惡名，與宋楚瑜優質才幹相得益彰，為當代官夫人在政治生

涯中，提供一條光明大道。 

        研究者看法，而現任總統馬英九若能以中華民國優良人民或模範母親或夫

人，給予公開表揚，讓世人或官夫人學習其風範，一方面可以改善官夫人珠光

寶氣形象與公眾生活中準繩，另則有助於改善於宋楚瑜之信任關係，畢竟在上

位者則有資源與釋放善意優勢與決定權。若能重用宋楚瑜創造馬英九與宋楚瑜

共同歷史定位，就是創造中華民國在台灣經濟奇蹟再度展現。如同蔣經國總統

與孫運璿行政院長，共享歷史最佳總統與最佳行政院長合作美譽，創造台灣經 

    濟奇蹟與民主政治奇蹟。 

           資料來源：蔣經國與宋楚瑜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8%94%A3%E7%B6%93%E5%9C%8B&hl=zh-TW&rlz=1T4ADRA_zh-TWTW493

TW494&prmd=imvns&source=lnms&tbm=isch&sa=X&ei=8pw4UOLwAsfnmAXQzIHIAw&ved=0CAoQ_AUoAQ&biw=10

42&bih=610，2012 年 8 月 20。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8%94%A3%E7%B6%93%E5%9C%8B&hl=zh-TW&rlz=1T4ADRA_zh-TWTW493TW494&prmd=imvns&source=lnms&tbm=isch&sa=X&ei=8pw4UOLwAsfnmAXQzIHIAw&ved=0CAoQ_AUoAQ&biw=1042&bih=610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8%94%A3%E7%B6%93%E5%9C%8B&hl=zh-TW&rlz=1T4ADRA_zh-TWTW493TW494&prmd=imvns&source=lnms&tbm=isch&sa=X&ei=8pw4UOLwAsfnmAXQzIHIAw&ved=0CAoQ_AUoAQ&biw=1042&bih=610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8%94%A3%E7%B6%93%E5%9C%8B&hl=zh-TW&rlz=1T4ADRA_zh-TWTW493TW494&prmd=imvns&source=lnms&tbm=isch&sa=X&ei=8pw4UOLwAsfnmAXQzIHIAw&ved=0CAoQ_AUoAQ&biw=1042&bih=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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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馬英九 

       馬英九其父親為馬鶴凌為國民黨中高級黨部幹部，一生為了培養馬英九為

未來總統而準備，而馬英九個人具備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加上其父裁培與

安排，擔任蔣經國先生英文秘書，受到蔣經國提攜，之後任法務部長，而

後下台成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因白曉案，提出辭呈，回政大教書，但因陳

水扁在台北市長市民滿意高，國民黨未來總統候選人連戰先生，為了挫陳

水扁銳氣，找出他的學生馬英九出來挑戰陳水扁連任台北市市長，雖然陳

水扁為現任市長，擁有台北市長行政資源，但中央執政權還在國民黨手中，

國民黨擁有行政資源還是高於陳水扁，且當年陳水扁可以贏得台北市長一

役，主要泛藍有國民黨候選人黄大洲與新黨趙少康，讓民進黨陳水扁一剛

始就取得優勢，但現在國民黨只有馬英九挑戰陳水扁，而新黨王建瑄只是

競而未全力選，避免藍軍選票分散，加上「台北市藍大於綠基本盤」，馬英

九一開始其實已取得競選優勢，最後擊敗陳水扁贏得台北市市長寶座，成

為國民黨最賞眼政治明星。在總統一役上碰到謝長廷與蘇貞昌，民進黨因

謝與蘇初選競爭太激烈有產生裂痕，加上「陳水扁因貪污事件」，紅杉軍對

抗之，加上銷國政策，兩岸未能有經濟與觀光互益，失業率高、經濟蕭條、

國民所得未能增加，已被鄰國韓國超越，「人心強烈思藍，投射到馬英九身

上」，馬英九以首都市長身分，結合國民黨政經資源，加上藍軍基本盤大於

綠軍基本盤，一開始馬英九就以極大優勢領先對手，最後贏得總統寶座。

而現今馬英九要取得連任，碰到對手為綠軍蔡英文與蘇嘉全，國民黨為執

政黨且基本盤大於綠軍，但執政績效，人民感受平平，馬英九執政績效優

弱分析如下： 

    1、行政績效： 

（1）採取兩岸開放政策 

對經濟有絕對助益，尤其對相關產業如觀光產業，特別有所助益，大陸

人口近十三億，對來台觀光促進台灣地區經濟發展必有一定貢獻。 

（2）兩岸和平穩定： 

中華民國政府不需化費太多外交經費去拉攏邦交國，當凱子國，可以將

經費用於我國公共建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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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軍公教調薪與帶動民間業者調薪  

       軍公教自從陳水扁上任以來，物價波動但薪資一直未加以調升，實感生

活緊縮感，而目前雖軍公教只調薪百分之三，但也帶動民間調薪，增進

工作者實際購買能力。 

  （4）政府貪污案不致擴大 

     除了台北市政府某一單位貪污案，以及關稅局集體貪污案，政府不致於

有惡化現象。 

（5）監院院長由王建瑄出任，建立監察風範 

     監察院長由王建瑄出任，積極勇於任事，風評其佳，將對的人擺到對的

位置上，一掃監察院只打蚊子不打老虎負面評價，而現今亦抓蚊子閒置

舘、亦打大老虎展威名。 

（6）房屋實價課稅 

     房屋實價課稅，有助於落實房屋買賣公開透明化市場機能價格，避免資

訊不公開被壟斷。因此透明化房屋買賣價格，可避免不肖建商、投機客、

不良房仲業拱抬房屋價格，造成民眾購屋成本負擔。 

2、有待加強改善之處： 

（1）發放消費券 

化費近八佰億經費發消費券，表面促進消費活絡經濟市場，實際是似乎

討好選民心態。若將八百億投入基礎國家公共建設，促進國民就業，才

是解決經濟根本之道。 

（2）未能人盡其才，行政團隊顯有金馬體制色彩 

在政黨上，未能積極整合如親民黨與新黨成為團結泛藍，如今弄得親民

黨背水和國民黨金馬體制一戰態勢，形成國親決裂，綠軍在總統大選雖

基本盤為 45 比 55％劣勢，但卻因泛藍軍未能整合成功，卻戰得幾乎勢

均力敵，恐有翻盤可能性，最後因大企業有在大陸投資，或深怕影響兩

岸經濟良性互動，紛紛跳出來挺藍軍，如鴻 0 企業郭台 0、台塑集團王

雪 0、遠百企業許旭 0 等大企業，再加上大陸當局暗助、美國宣布赴美即

將免簽證優惠等，其實為馬英九競選連任時，八方英雄皆相助形勢，使

得選前大逆轉使得馬英九聲勢大漲，才能一舉擊敗綠軍。分析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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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馬英總統不善於政治領導用人，其用人氣度大格局和識人、知人、用

人有待斟酌，若能事先國親整合為一，由宋楚瑜組閣或重用之運用其行

政幹才，全力發展民生經濟，提升行政績效，必然有於藍軍輕鬆贏得本

次總統大選，因為人民重視民生經濟生活與國家未來發展，國家政治領

導者將國民就業與經濟發展做好，才是最重要施政課題。 

     小結： 

         馬英九先生曾經擔任蔣經國總統英文秘書，因此無形之中感受到蔣經國 

     勤政愛民和樸素生活。因陳水扁貪污事件中，社會引發出紅衫軍風潮，人民 

     希望罷免陳水扁而未果，盼望國民黨籍台北市市長馬英九出馬角逐總統寶 

     座，因為人民痛恨陳水扁海角七憶貪污嫌疑案件，反觀投射到馬英九廉潔偏 

     好，故馬英九廉絜為馬英九取得總統大位最有力支撐點，再加上國民黨基本 

     盤大於民進黨，因此馬英九代表國民黨角逐總統職位，基本上勝算大於競爭 

     者民進黨候選人。 

          馬英九先生常說是蔣經國總統追隨者，但其政績卻有待加強，主要關鍵 

       在用人不夠廣濶，只侷限於同質性政務官上，目前還因得力助手行政院秘書  

       長林益世收賄案，導致馬英九總統廉潔招牌受到強烈衝擊。在蔣經國時代， 

       其用人廉能兼顧，少有如此政府高官涉及貪瀆事件，當時行政院秘書長王昭 

       明，負責協調整合各部會意見，提供行政院長作決策、規劃與執行參考依據。 

       若現任馬英九總統若能禮賢下士，可以由前省長宋楚瑜組閣，將總統與行政 

       院職權責任劃分好，理應為最適切用人哲學，如齊恒公任用管仲、美國總統 

       歐巴馬任用希拉惢為國務卿，成就任用者亦成就被任用者，受益者是全體人 

       民生活經濟與幸福。 

          現任馬英九總統需要像大海成為寬濶大海必須容納百川，善用人才，亦 

      可整合與重用宋楚瑜等行政幹才，其廣聽則聰、多看則明，找對的人做對的 

      事，其實馬英九總統是可以該政治領導力用人做得更好更完善，讓國家更有 

      競爭力，人民生活更富樂、幸福美滿。 

          在馬英九第二任總統任內爆發林益世受收賄賂案，嚴重衝擊馬英九行政 

      團隊廉潔形象招牌。在馬政府可以做的防貪做法中，可以採取降低競選成本， 

      如政府統一提供媒體廣告，使得候選人不必依賴政治獻金，使得必須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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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援者糾葛不清。工程發包可採審查委員抽籤制，事先有合格審查委員，然 

      後抽籤決定由誰審查，避免委員受到干擾，影響其審查果判斷。若不能貪、 

      不敢貪、無處貪，而使預防勝於治療。而最近宋省長夫人陳萬水女士因病不 

      在，但萬水姊姊親切與善解人意和簡樸生活風範，值得官夫人去學習楷模， 

      馬英九貴為總統有其高度，可以頒發中華民國良民獎狀或優良母親或夫人 

      褒揚令獎狀等，來彰顯其萬水姊姊官夫人典範，並鼓勵官夫人學習萬水姊姊 

      樸素，淨化官場貴夫人生活文化。另一方面亦可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提升相 

      互信任感，進而重用宋楚瑜共創馬宋歷史大業。齊恒公可重用殺他管仲、唐    

      太宗亦可重用主張殺他魏徵、美國總統歐巴馬可以任命和他競選民主黨總統 

      候選人希拉惢為美國國務卿，如今馬英九總統己不在競選連任總統職位， 

      何不用行政幹才宋楚瑜，避免浪費國家人力寶貴資源。      

          而研究者亦在研究論文中，提供一些政治領導用人方法，但願可提供作 

      為政治領導者參酌。因為研究者研究政治領導力用人是不分黨派，只希望國 

      強民富，盼望可提供誠懇衷心研究建議。 

 

二、蔣經國用人成為學習典範 

         良善政治領導者非一人所獨治獨為者，必須組織其行政團隊，分工合作，   

     各職盡責，早期蔣經國因為在蘇俄當過人質，受盡苦楚，更能體會人民最需 

     要什麼，民生經濟、工作保障與工作尊嚴。並從中瞭解人性，進而提升識人 

     與知人能力，加上勤勞刻苦，不追求虛榮物質享受，因此識人、知人、用人 

     高人一等，並且以身作則，造成官場文化崇向勤政愛民風潮，樸實政風，不 

     見官員公然抄地皮，養豪宅，官商勾結黑金文化產生。國家全力推動十大建 

     設，提升人民就業經濟繁榮。對國家、社會、人民影響如述： 

（一）國家 

       在蔣經國先生時代，經國先生對國家有重大發展方向，如十大建設，提升 

       整體國家競爭力，而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即使經國先生己不在，但其對 

       國家發展政策模式與經驗仍然留下典範讓政治領導者學習，其中以宋楚瑜 

       省長學習最澈底，勤走中華民國在台灣 319 鄉鎮，連評價五顆星花蓮傅縣 

       長，嘆讚宋省長最關心花蓮地方建設政治領導者不是作秀虛晃一下。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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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楚瑜省長長年跟隨蔣經國總統，深得其走動式,領導管理精髓，真正用心 

       去瞭解人民需要，誠心誠意去解決人民問題。雖然蔣經國先生過世，仍然 

       有其蔣經國先生學子追隨其勤政愛民步伐繼續向前邁進，而研究者本身亦 

       是欣賞蔣經國總統勤政愛民與用人哲學。而我國政治領導者在無形中亦會 

       以蔣經國總統十大建設藍圖，發展類似國家重大建設，如馬英九總統愛台 

       十二項建設，不同是，蔣經國總統其行政團隊執行力貫徹始終發揮行政三 

       聯制，計畫、執行、考核，較不會追加預算或成為蚊子館，。 

（二）社會 

     蔣經國生活樸實，居七海寓所，下鄉亦和民眾同吃一般食物，或民眾常去 

      小吃用餐，穿著為青年裝。影響並讓公務員學習勤勞與樸實美德，進而影 

      響社會大眾與大企業，謹守本份，在蔣經國時代，少有抄地皮，抄豪宅一 

      坪 320 萬天價發生。謂上樑正則下樑正，君子如風，小人如草，風至必偃。 

      而公務員不貪污，則企業與民眾不用行賄，養成廉能政府。我們感念蔣經 

      國這一位偉大政治領導者，他以身作則，讓當時社會充滿勤政樸實風氣， 

      政府用人不用走後門走紅包文化，若個人有本事，蔣經國會用人，而經國 

      先生所用才幹之人，亦同樣方式用人，因此人才濟濟，上無閒野之人，下 

      無埋没人才之事，亦顯示上有寒門之人，下有貴族之輩。      

（三）民間 

      蔣經國有所謂民間八大友人，都是經國先生在民間訪察時所結交民間友人， 

      亦有如去高雄六龜弧兒院所看到與關懷她的楊恩典。亦無形之中展現長者 

      慈悲胸懷。他去感受人民苦楚，去瞭解人民需要，去解決人民問題，樂民 

      之所樂，苦民之所苦，蔣經國總統亦是歷史上最能貼近民意政治領導者， 

      他樂與和民眾在一起。 

            小結： 

古時代劉邦接受軍師張良建議，給予韓信有尊敬之王封號，讓韓信出兵以

十面埋伏擊敗強敵西楚霸王項羽，劉邦取得大位。齊桓公接受鮑子牙規勸重用

敵人謀臣管仲，成為當時霸主亦為歷史佳話，唐太宗重用李建成謀臣魏徵，造

就貞觀之治。而今馬英九重要謀臣金且未能及時規勸馬重用宋楚瑜，而馬又未

能及時覺悟，形成目前國親政治僵局。馬在政治領導用人方面，應有改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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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長空間，政治領導力需要大氣度與胸襟，才能成就大事業。 

在國家與政府用人方面，蔣經國塑造出用人才德兼具風格，不結黨營私，

不論出身貴族或寒門，只要能為國家盡忠，為人民盡力服務重用之。而馬英九

總統用人，其廉節為重，但用人方面同質性非常高，且較無法感受人民苦楚，

似乎在同理心方面，有所不足。常常自我感覺良好，如油電雙漲，使其馬英九

總統聲望降到只剩 15%。在社會方面，蔣經國總統塑造出勤政愛民風氣，馬英

九總統亦有學習到該勤政愛民方式，但廣聽民意方面，馬英九總統或許可以再

有進步空間，如油電雙漲所引發物價波動，增加企業生產成本，人民生活負擔。

實務上只要用人像蔣經國支持任用趙耀東擔任中鋼董事長等方法，找對的人去

擔任台電與中油董事長，提升台電與中油行政績效，如發展永續天然能源，如

水力、太陽能、風力、潮汐、種植可提煉出動力能源，可降低發電成本，同時

降低企業營運成本，降低人民生活負擔成本，並同時增加國際競爭力。而千里

馬常在，伯樂要用之。在社會方面，蔣經國去民間訪察，主要目的要瞭解人民

問題之所在，去解決人民問題，去感受人民苦楚，將施政用在人民最需要地方，

因此民間人士喜歡蔣經國。而馬英九總統有一次去巡視風災時，有一戶人民因

為是馬英九支持者，因為父親被活埋了，看到馬英九總統說怎麼這麼久才來，

因為受害者內心希望可以儘快找到其父親，這是人之常情，但馬英九回答我不

是來了嗎？被外界批評缺乏同理心。若能說對不起我來晚了，你希望我們怎麼

做才可實際協助你呢？民眾可能會說趕緊開挖土石流，找到其父親。若馬總統

可說我們全力協助，則人民感受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政治領導除了用對的作對

的事外，「用同理心去感受人民喜怒哀樂，與民同在」，亦是現任和未來總統政

治領導者可以學習課題。用對的人作對的事外，可以解決問題外，亦可相互學

習廣聽民意能力，因為近朱者赤、近墨則黑。常與良善同事為國為民服務，整

個國家政治領導者可以發揮賞識力，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貨暢其

流外，更能培養感受人民需求同理心，亦是本題研究目的，如何找到與培養如

蔣經國總統如此良善政治領導者，在蔣經國總統奠定四小龍之首基礎下，成為

一條世界巨龍，日本能，四小龍之一韓國能，中華民國在台灣亦更能，以整體

國家力量結合官、產、學，發展創造性國際企業與產品，如美國可口可樂、麥

當勞、日本新力、豐田汔車、韓國三星企業、新加坡國家總動員觀光聖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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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光聖地、台灣世界級大企業，可以發展而成，政治領導者可扮演領航者

角色創造願景與強而有力執行，中華民國在台灣發展榮景是可期待與實現。 

 

    表 4-6  蔣經國用人與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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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7   61-72 年經濟成長率與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經濟成長率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民國 61 年 13.3 3.0 

民國 62 年 12.8 8.2 

民國 63 年 1.2 47.5 

民國 64 年 4.9 5.2 

民國 65 年 13.9 2.5 

民國 66 年 10.2 7.0 

民國 67 年 13.6 5.8 

民國 68 年 8.2 9.8 

民國 69 年 7.3 19.0 

民國 70 年 6.2 16.3 

民國 71 年 3.6 3.0 

民國 72 年 8.5 1.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87

 2012 年 

     2 月 1 日。 

      

                                     

    

      

 

 

 

 

 

 

                                                

87行政院主計總處，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2012 年 2 月 1 日。 

      

    

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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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政治領導力優劣之影響 

    為何要探討與研究政治領導力優劣，主要良好政治領導力，可以整合如事務官

與政務官，組成優秀行政團隊，並結合各行各業發揮整體國家競爭力，提升就業率，

創造人民福祉。而本節分析優質政治領導優劣之影響，主要以蔣經國總統用人為本

題主角，分析蔣經國總統如何善用其政治領導力，造成中華民國在台灣良好發展，

以及比較一些不善政治領導力所帶來對國家與人民傷害。 

壹、優質政治領導力特質 

          無論世界各國或中國自黄帝至今政治領導者，都會有共同人格特質與其 

      政治領導方法，亦有不同之處。相同的是如美國國父華盛頓，有一個崇高理 

      想目標，追求美國獨立自主民主與民權國家，建立國家願景，政治領導全國 

      人民打敗日不落殖民帝國英國，和中華民國開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相同人格特 

      質與政治領導模式類似。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人民推翻次殖民地腐敗滿清 

      政府，建立中國有史以來民主共和國，不再有皇帝稱呼，並去落實主權在民、 

      民有、民治、民享中華民國，而中國唐太宗政績有「史稱貞觀之治美稱」、 

      中華民國在台灣有蔣經國良譽政績「亞洲四小龍之首」、「台灣錢淹腳目」人 

      民評價最高政治領導者。其良好政治領導特質分析如下： 

一、良好政治領導特質 

（一）領導者具有高尚品格 

      領導者具高尚品格，如蔣經國總統，勤政愛民、以身作則，不做政治口號，

實實在在做事，為國盡忠、為人民服務，而上位者正，下者豈敢不正。而

當時政治官場文化，亦顯著吹起清廉之風，而無重大貪贓枉法之事發生。 

（二）領導具有大公無私作為 

      蔣經國總統治理國政，用人做事，以德才為考量基礎，不因私人結黨營私，

因此所謂布衣卿相，在蔣經國主持時代蔚為風氣。行政院長孫運璿與蔣經

國總統並無任何血緣或親戚關係，且受到蔣經國總統重用。   

（三）氣度恢宏 

      蔣經國總統個人氣度，肚量可撐艦空母艦，而宰相可撐船。他部屬中如孫

運璿很受到人民愛戴，蔣經國並不會嫉妒行政院長孫運璿，而且仍然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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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支持他擔任行政院院長，而在重大政策也給予強而有力支持與肯定。  

（四）善於整合各方力量 

      蔣經國總統因為常常下鄉去巡視各地方政府，瞭解人民各種問題，但法律

總是趕不上在現實生活中發生各項疑難雜症，中央與地方、各部會間、地

方政府與地方政府間，有時候問題跨部會等，而蔣經國處事果斷、並善於

整合各方力量來共同解決各種問題，並追蹤其問題處理結果，是否己完全

解決問題。只要法律没有規定不可以做，儘量統籌各部會加以解決民生各

項問題，如愛民助割稻、颱風助清理家園，指揮國防部國軍直接協助民眾

解決問題。水果盛產亦由國軍與政府協助產銷。 

       未來可以結合企業界和消費者力量，如研發柳丁、香蕉、芒果製作成麵包 

       等，來解決水果盛產而造成價格下跌，或供過於求季節性產銷失衡情況。 

（五）善於識人、知人、用人 

      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最令人讚賞是善於識人、知人、用人，在其主政期

間，人才濟濟，充分發揮人盡其才行政績效。使我國從開發中國家發展成

為新興工業國家，奠定台灣經濟基礎與民主政治基石。 

        識人以心性為主體。對人的鑑別，以心性最難，一個人心性渾厚，既得於

先天的生成，更得自於後天的培養。心性端正，則一切都端正。領導者識

人用人，應以正直渾厚、本性質樸為指導原則。大事難事看擔當、順境逆

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群行群止看識見、取捨進退看氣宇、日用常

行看胸懷、利害得失看操守、死生災變看志節。都是以本心本性為主體。

而人才的美德，應該具備「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園，行欲方，能欲多，

事欲少」六個特徵。領導者在認識人心這一步棋上若有失誤，將失之毫釐，

差之千里。不僅個人的名聲被玷污，就是事業也將功敗垂成，不能不慎！88
 

（六）用人技巧與方式 

       蔣經國先生用人，先觀察、然後先給予適當職務歷練，不會直接一下子給

予很高職務，掌握太大權力，也避免識人不清、用人不當，則造成國家與

                                                

88文柳著，同註 49，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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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很大災難與問題。 

（七）資源整合與運用 

      蔣經國總統雖然不是學財經，但善用財經人士，聽取各方專家簡報，然後

綜合各方意見與建議，作資源整合與靈活運用。如十大建設，統籌國家財

政，分工合作，創造就業機會，提升產業結構升級，奠定工業基礎，促進

南北交通便利、物流通暢。 

（八）獲得權力技術與謀略 

      國父說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因此國父缺乏實質政治權力與軍

隊，早期推翻滿清，死傷慘重、民國建立後，軍隊在袁世凱手中，國父被

迫讓位，直到宋教仁遇刺後，再討伐袁世凱，民國初年，政治風風雨雨，

又遇陳烔明叛變，砲轟總統府，最後成立黄埔軍校，掌握軍權，才能建立

自己擁有一支實際力量。因此國父有偉大政治理想，建立主權在民民主國

家，但需要真正權力作後盾。因此獲得權力技術與謀略亦屬必要過程。在

民主法治國家，可以透過定期化民主機制選舉功能，贏得選戰，取得政治

領導權力。因此要學習選舉技術與方法，要有治國法定權力，才能實現治

國理想。 

       蔣經國總統權力主要有其父親蔣中正先生支持，順利取得黨、政、軍支持，

但蔣經國總統，能識人、知人、用人，且勤政愛民，亦獲得被領導者全心

全意擁戴，亦是軟性政治實力展現，和獲得穩定權力方法。 

（九）懂得尊重與謙遜並能感動人心 

       蔣經國總統非常懂得尊重部屬，與謙遜待人，並能感動民心。他常常下鄉

去巡察，從來不擺官架子，迎他隆重接待。他只要求部屬要努力工作，熱

忱為民服務，將百姓之事當成大事要處理，處處以民眾利益為優先，來獲

得人民信任與支持。        

（十）擁有權變領導各方知識與技能 

      蔣經國總統擁有權變領導各方知識與技能，他會因人、事、物、時、環境、

重要性、急迫性、風險性，而有不同決定與作為。 

      1、面對石油危機：推出十大建設，提升就業機會 

2、面對中美斷交：制定台灣關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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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面對中共威脅：以民主和全力發展經濟，導引中共往民主制度與民生經 

    濟發展，來取代兩岸武器競賽。 

二、政治領導拙劣之特性 

（一）具有權力傲慢 

      當一個人擁有權力時，容易產生權力傲慢，甚至換職位就腦袋，亦有因為

人們為了懼怕擁有權力者，本身受到不利益對待，故不願講對擁有權力之

人不想聽之事物，甚至極盡討好之能事。使得擁有權力者則更容易意氣風

發，濫用職權之權力。謂絕對權力造成絕對腐化，成為權力傲慢者。        

（二）容易妒才 

       容易妒才者則容易產生政黨間內部權力門爭，正如最近花蓮縣傅縣長常提

到那一隻驕傲公鷄，是阻擋國親合作主因。因為權力傲慢者，掌握政治資

源，別人需要資源共享，權力傲慢者不願與之協商與溝通，獨佔其政治資

源，最後必然因政治利益分配不均而衝突。 

      政治領導者，假若無真本事，僅靠著投機取巧，逢迎巴結，而僥倖取得政

治領導者權位，由於無真本事，內心空虛不踏實，故有人能力比他強時，

或功高震主時，則領導者較易產生妒才心理，擔心能力被比下去，失去權

力舞台，因而妒才排擠能力強者。所以在中國古時候，敵國亡、功臣誅，

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屢見不鮮。   

（三）爭功誘過 

      政治官場上爭功誘過，若政治領導者會爭功誘過，則容易失去被領導者信

任與支持，因此在制度設計上，盡量朝向職權劃分清楚，否則各部會推來

推去。例如：八掌溪事件重演、電價緩調漲三部曲、或林益世案件。 

（四）無法分辯正義與邪惡 

     政治領導者較不容易分辯正義與邪惡，因為周圍之人大部份會隱藏其缺

點，呈現包裝好的一面給政治領導者看。所以如蔣經國總統常常下鄉去做

訪視，直接聽取民意，以正確資訊然後作出為民服務良好決策。 

       蔣經國總統在任命政府重要官員時，會想要去提攜之人家中走一走、看一

看，主要目的想要瞭解，該政務官居住環境與所得是否成正比，生活是否

樸實，試圖瞭解將來有無貪污可能性。據聞，李登輝先生面見蔣經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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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椅子只坐二分之一畢恭畢敬，因此身為領導者，要懂得識人、知人、

且能用人。 

       現今執政馬英九總統，亦感嘆用人失當，造成林益世貪污事件發生，無法 

       事先識人、知人與用人，其總統府與行政團隊廉潔受到重創。其實在古代 

       如秦始皇重用趙高等人，趙高假傳聖旨害死太子扶蘇，又指鹿為馬，故分 

       辯正義與邪惡，是政治領導不得不知與不得不察重要課題。 

 

貮、政治領導力與行政績效關係 
          政治領導力優劣高低與行政績效好與壞具行政績效有直接關係。在蔣經 

      國政治領導行政績效是成效良好。主要關係是蔣經國以身作則，且勤政愛民、 

      生活樸實，對行政團隊將對的人擺在對的位置上。上樑正下樑正、上行下效， 

      因此在蔣經國政治領導力下，其行政團隊創造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經濟奇蹟， 

      人民最富庶生活，俗稱（台灣錢淹腳目）盛況。在世界競爭舞台上成`為亞 

      洲四小龍。而中華民國在台灣亦奠定良好經濟基礎。而在陳水扁擔任總統時， 

      其政治領導力之下行政團隊，其經濟表現尚不符合大多數人民期待。國民所 

      得、經濟成長率、國民就業亦有停滯情況。因此分析政治領導力與行政績 

      效關係時，雖然政治領導力與行政績效皆為抽象名詞，若要具體展現必須以   

      問卷調查與訪談，實際感受人民最實際生活感受。但政治領導力卻是在實務 

      政治環境發揮正面或負面績效。例如：在蔣經國時代，經國先生常輕車簡從 

      到各地巡視，一方面考察各地方政治人物，如地方首長、民意代表、或在政 

      府服務中事務官、基層工作人員，觀察並瞭解其行政績效如何，另一方面要 

      落實其政策執行力，再則發掘人才，委以重任。 

一、適才適所 

     良好政治領導力，如蔣經國先生，他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機關到民間企 

        業或人民工作環境中，去深入瞭解真實情況如何，幫助本身在規劃國家政 

        策時，更能貼近民意，並實地去瞭解其政策制定後，有無不可實行之處， 

        若是該政策目標正確則要貫徹執行，反之則討論如何解決。因此蔣經國所 

        制定國家政策通常符合國家長久利益，亦滿足人民需求，十大建設、國民 

        住宅、穩定物價等都是具體落實國家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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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身作則 

       蔣經國總統勤政愛民生活樸素，並以身作則，因為所用行政官員大都是操 

       守良好之人。若在位者貪污腐敗則在下位者則如法炮製，因為竟然官位用 

       錢買來，當然亦要撈本錢回來，故貪污下去，為上樑不正下樑歪。因此在 

       蔣經國先生主政下行政團隊其操守清廉，且行政能力強，故其行政績效很 

       高，人民滿意度亦最高。 

 

參、政治領導者全力推動關鍵重大公共建設 

        在蔣經國時代中，蔣經國全力推動十大建設，主要加強國家基礎建設，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並同時提高人民就業機會，也同時讓國民所得更加富 

      裕。因此關鍵正確方向重大公共建設，就是國家政治領導責任與義務，而蔣 

      經國十項重大建設分述如下 

一、十項重要建設 

  蔣經國在他主政期間，展現大氣魄，大擔當，為國家建設深耕，為經濟發展

起歩，立下扎實基礎，為政績留下最佳紀錄，就是他全力推動，為國人津津

稱道、也為國際稱頌的「十大重要建設」。那是一個屬於國家大策略的大計

畫，在項目選定、時機選擇、技術引進、工程設計、預算分配、品質與進度

控管、財力人力資源運用以及效能考核等，都需要精細規劃，稱為中華民國

史無前例的一次國家建設總動員。十項重要建設包括：中山高速公路、中正

國際機場、鐡路電氣化、北迴鐡路、台中港、蘇澳港、大鋼廠、造船廠、石

油化學工業、核能發電廠。前六項屬於交通建設，其後三項屬於重化工業建

設，最後一項屬於電力供應發展能源建設，均屬現代化基礎建設所必需。 

（一）前膽性眼光與規劃能力 

   台灣經濟發展，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經過五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的

實施，經濟快速成長，所有交通運輸及電力供應等基本設施，出現嚴重不

足，造成經濟發展的瓶頸。蔣經國院長認為當務之急，必須立即加以改善，

經過深入研究與規劃，於民國六十二年宣示，決定同時推動上述十項建設。

他堅定表示：「我們要為經濟建設奠定一個重工業和基本建設基礎。因為就

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史實來看，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本身沒有重工業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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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的基礎，經濟發展一定會受到影響和窒礙，所以發展重工業是促使經

濟高度發展的基本條件」。蔣經國主張獲得執政國民黨完全支持，決以五年

為期，同時進行十項重要建設，而且務必如期完成。空前投資兩千億計畫，

其成敗必然關係到國家未來前途的盛衰，影響極為深遠。所以蔣經國說出：

「今日不做，明日會後悔」的名言。89
 

（二）魄力與執行能力（十項建設總體效益） 

       十項建設涵蓋公共基本設施及改變工業結構的重要生產事業，基本目的在

於奠定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其所投入的資金、人力、物力等規模之龐大，

史無前例。因此無論在興建期間暨在工程完成後，對台灣經濟發生之影響，

自然重大而廣泛。 

      1、創造發展能量，加速經濟成長 

       當十大建設於民國六十四年及六十五年間進行達到巔峰期之際，適值全球

性經濟不景氣衝擊，而台灣因十大建設的鉅額投資，適時彌補了不景氣時

間民間投資銳減的缺口，特別有助於當時景氣復甦。尤其在全部工程接近

完成的後期，民國六十五年、六十六年及六十七年，連續三年實質經濟成

長率均在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十三點九、百分之十點二、百分之十三點

六）其中由於十大建設因素所達成比率，分佔百分之二點六，百分之一點

三、百分之一點二。可見十大建設創造的發展能量，相當可觀。 

   2、創造就業機會 

      創造就業機會，緩和失業壓力。十大建設推動期間，需用大量人力，估計

共需十八萬餘人，其中普通工人需要八萬多人、技術工七萬多人、技術員

和工程師二萬多人，除原巳雇用人力外，淨增加人力約十五萬人，創造大

量就業機會，其中技術中人部份，為機電工、化工、鉗工、焊工等，須予

專業技術訓練，隨之提高國內就業勞動水準，裨益未來產業升級需要，也

緩和失業的壓力。當然高度也不可避免造成國內工資的上漲，產生正、負

兩面影響。 

                                                

89張祖詒著，同註 32，頁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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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立基本工業，消除下游工業發展瓶頸 

由於十項建設帶動重化工業發展，其佔製造業比率逐年提升，至十大建設

完成後開始超過輕工的比重，達到百分之五十點一，其後更增高至百分七

十七，使下游產業基本原料的自給率可以高達百分之九十，而完全消除下

游工業發展的瓶頸，提高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促進產業集團發展的 

效果。 

  4、提高國民生活素質 

     十項建設完成後，提供人民現代化的國內交通設施、生活和居住日常所需  

     的電力與用品，以及無遠弗屆的飛航便利等，使國民普遍可以享受建設成 

     果，從而提高國民生活素質，增進民生福利。                                                                                                                                                                                                                                                                                                                                                                                                                     

（三）十項建設的啟示 

       事實證明，十項重要建設全部如期圓滿完成，是一個政府執行政策能力的 

       成功考驗。除每項個別計畫施工進行中各種困難皆能克服、完工後計畫效 

       益均能達成目標外，全部十大項建設的綜合效益所發揮的總體功能之弘 

       大，以及計畫執行過程中展現完美的行政效率帶給國人極為重要啟示，其 

       意義比工程本身更有價值。探討其主要原因，當歸諸於領導人蔣經國的全 

       盤統籌，駕馭指揮，有條不紊，循序行進，方能克臻於成。舉其彰明顯著 

       者如下： 

    1、政治者領導者目光遠大，瞻識過人，乃是正確決策的主要關鍵 

       十大建設計畫與研究時，部份學者及民間曾有不同聲音，不僅對其可行性  

       有所質疑，認為國家財力無法負擔同時進行十大項巨大工程，甚至有些惡 

       意攻訐，指開闢高速公路、國際機場等，乃專為富人來享受，浪費其國家 

       資源等，但蔣經國先生信任專家暨財經幕僚群所提可行性的研究，依然決 

       心全力推動，「今日不做，明日後悔」的名言，說明一個領導者目光遠大， 

       瞻識過人，乃是正確決策的主要關鍵。 

   2、政治領導者統籌整合各項資源與運用能力 

       十大建設總需要資金達新台幣兩千多億元，以當時國家財力確有不足，但在

財經單位精心籌措下，或列國家年度預算、或特別預算、或向國外借款、

或由國內銀行貸款、或發債券、或由目的事業營運收入挹注等各種不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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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調度運用，而每項措施，無一不由蔣經國本人親自核定，說明事在人

為，「鐡杵磨成針」的古訓。 

     3、授權分工合作，追蹤管制考核 

       十大建設全部計畫一經決定實行，由行政院長、副院長以及八位政務委，

每人負責督導一個單項計畫的進行，蔣經國先生本人更於每個週未假期巡

視各項工程的進展狀況，實地瞭解並解決各種不同的困難問題，並同時指

示行政院研者會建立追蹤管制考核制度，必須對於每項工程每個月提出一

份考核報告，掌握其進度，如遇任何障礙，有關單位必須申述原因，立即

作出修正、補救方法，確保所有工程計畫進行順暢，隨之中華民國一個現

代化、科學化的行政管考制度於焉誕生，對目標管理發揮導正功能和進度

時程控制。 

  4、蔣經國勤政務實： 

       蔣經國個人對十大建設全力的投入的專注，其精神力量無法計量。他無論風

兩、烈日或寒冷不時出現在各個工地，向每個工作人員慰勞，探問工作有

無困難、生活環境能否適應，親身在工地去體驗，細細觀察施工難度，與

工地人員共進簡便午餐，讓所有員工感到他不是來做官式巡視，而是給大

家表達他的關懷，給大家鼓舞，腳踏實地要給大家幫助，因此每個工地人

員看到蔣院長來臨，極表歡迎並和他愉快交談。而十項建設每一工程進展

的順利，凝聚了民心，加強人民對政府的信心，蔣經國個人於正確決策之

外，那股無形的精神感召，不亞於有形的財力、人力、物力動員的能量，

蔣經國領導國家至誠親和的風格，開始永植人心，其個人政治領導力，以

身作則勤政務實，散發人格魅力，感召部屬全力相挺。 

  5、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以十項建設施工到達頂峰時期為例，其時運用人力、物力、包括所有的機械、

工具、車輛等都在使用高潮，他就預想到十項建設陸續完成之後，大量人力、

器材、機具不能任其閒置，如何再分配再運用，應妥善規劃，也就是要為未

來剩餘的人力、物力找好出路。因此再推動十二項建設計畫，提前於民國六

十七年開始，能與十項建設之未期工程緊密銜接，人力物力不致虛費。乃源

於他的性格中「簡儉」兩字所產生的作用，他認為「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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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變真理，這樣真理應該貫徹到國家建設。蔣經國政治領導力展現具有高

瞻遠囑眼光，及全盤統籌運用資源能力。 

   6、展現果斷決心、意志力、耐力與實現目標堅持力 

       蔣經國雖曾說過「今日不做，明日後悔」的名言，但悔的不是不該做，而是

基於財政困難，將中山高速車道做的不夠寬大。因此其後十二項建設，以及

再後的十四項建設，均繼續延長或擴大原有計畫，內容涵蓋農田水利、治水

防洪、開發新市鎮、廣建國宅、醫療保健、都市垃圾處理、保護自然生態等，

無不與國民生活福祉息息相關，總投資金額達一兆三千億，其最終目的只有

一個－造福台灣90。蔣經國政治領導力展現果斷決心、意志力、耐力與實現

目標堅持力。 

 

肆、政治領導力與人民滿意度關係 

         在 101年 4月 28日聯合報頭版報導馬英九總統 520就職前夕民調結果， 

      馬聲望創新低 23％，其政治領導力缺乏施政魄力、忽視民意、没執政能力， 

      且 56％對馬續領導没有信心，馬政府空前危機。主要有三大民生政策爭議： 

      油電雙漲、美牛進口問題、加徵證所稅： 

          而 101 年 7 月 4 日馬英九聲望直落到 15％支持度為個人聲望最低點。主 

      要油電雙漲等引發物價波動外，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爆發收包工程賄款，以 

      及林益世由聶存賢辦公室主任要求陳啟祥先生在林益世家中見面，林益世以 

      行政院秘書長職權要求賄賂款項，被廠商陳啟祥錄音而被揭發，林益世現今 

      被特偵組羈押監獄有直接因果關係，人民再度質疑馬英九識人、知人、用人 

      不當批評聲浪再起。 

一、油電雙漲  

 （一）依據聯合報民調顯示，對於其政策內容不滿意 

     1、無視油電虧損癥結 50％ 

     2、政策執行手段粗糙 15％ 

                                                

90張祖詒著，同註 32，頁 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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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未與民眾充分溝通 11％ 

       4、反對漲價 11％ 

       5、決策反覆 8％ 

（二）對馬政府表現評價，僅 14％滿意，高達 82％不滿意。 

      油電雙漲，造成物價上漲壓力，造成人民購買能力下降，當國民所得未能 

        明顯提高，民生物質價格上漲，形成人民經濟負擔，對於原先處於經濟弱 

        勢衝擊更大。人民對馬政府處理油電雙漲不滿，亦可預期，政府應立即研 

        發永續替代性能源，才能降低發電等成本，才是為長久良策。 

 

 二、美牛進口問題 

 （一）依據聯合報民調顯示，對於其政策內容不滿意  

    1、政府罔顧人民健康 32％ 

    2、未與民眾充分溝通 26％ 

    3、對瘦肉精肉品進口 20％ 

    4、決策反覆 19％ 

 （二）對政府表現評價，僅 13％滿意，高達 76％不滿意。 

 

三、加徵證所稅 

（一）依據聯合報民調顯示，對於其政策內容不滿意：  

      1、衝擊股市及國內經濟 33％ 

      2、決策反覆 28％ 

      3、未與民眾充分溝通 23％ 

      4、反對加稅 9％ 

         （二）對政府表現評價 23％滿意，不滿意 53％。 

       而中國時報 5 月 19 日民調馬英九總統不滿意度高達 59％，而滿意度僅 23 

       ％。天下與遠見發行人高希均則建議馬英九總統，必須改變其法律中律師性 

       格，並且調整「過度在意細節」的領導風格。馬總統應有大格局大視野的總 

       統高度，授權給行政團隊解決問題和推動政策，而應有「不知道小事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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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在蔣經國先生時代中，用人適才適所，故行政績效高，在其行政團隊，大 

   都是為人民服務才德兼具政務官，即使是事務官亦感受在位者為人民謀福祉誠 

   心，因此使得行政機關更能主動積極為人民服務，故行政績效高，反之則否。 

   因此瞭解良善政治領導力，可以用適當人才去做適當事，使得行政績效提升， 

   因此蔣經國時代其政策執行力，最具成效，如十大建設都按照計劃有效達成， 

   而其追加預算則很少發生。而蔣經國總統非常關心人民經濟生活，故除了提供 

   人民就業機會外，亦關心物價波動，讓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因此人民對政府滿 

   意是很高評價。 

       回顧以往在蔣經國時代行政院秘書長王昭明廉潔有能，亦無貪瀆事事發生， 

   亦不會發生濫用職權要求廠商賄賂打通關節，而中鋼董事長趙耀東有美稱趙鐡 

   頭，亦不會發生中鋼相關產業中有收受賄賂情事產生。因此現今政府與政治領 

   導者可以學習蔣經國如何用人與制度建立，讓如中鋼相關產業不會發生如此賄 

   賂弊端。 

       而制度上防貪，要做到無法貪、不能貪、不敢貪，且有一套機制可以阻隔行

賄方法。如事先成立審查委員小組，然後抽籤決定由何人審查，而廠商方面可以

事先建立優良廠商名單，並事先過濾體質不良廠商。如此優良廠商投標之前並不

知由何人審查，又如何行賄？因此可從制度面去防範圍標、綁標，因此審查會不

知何人審查就無法行賄，若無人行賄何來收賄之事情發生。否則有人拿陸千參佰

萬行賄，或打通關卡，林益世無法抵抗誘惑，又如何期待有多少民意代表、政務

官、事務官可以抗拒如此大額錢財誘惑，政府要設計預防行賄制度，讓相關人員

無法貪、不能貪、無處貪廉潔制度。 

 

 

 

 

 

 

 



 169 

伍、蔣經國總統與其他總統和政黨領袖政治領導力分析 

一、蔣經國總統與其他總統和政黨領袖政治領導力分析 

         蔣經國總統其政治領導力是非常卓越，至今仍是大家所懷念與稱頌，試 

     著與其他總統與政黨領袖作政治領導力分析，並希望能找到最適切的政治領 

     導力如何用人與做事，分述如下： 

 

表 4-8    蔣經國總統與其他總統和政黨領袖政治領導力分析      

 蔣經國 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 宋楚瑜 

政黨領袖 

蔡英文 

政黨領袖 

領導者

具有高

尚品格 

 

1、生活儉樸 

2、不貪污 

3、品格端正 

4、勤政愛民 

5、以身作則 

1、生活優渥 

2、被控利用

公款捐入

台綜院 

3、品格普通 

 

1、生活奢侈 

2、被依貪污

罪拘禁牢

房 

3、品格與操

守有嚴重

問題 

1、生活普通 

2、品格諯正 

1、生活樸實 

2、品格諯正 

3、勤政愛民 

4、有情有義 

1、生活普通 

2、品格諯正 

 

領導具

有大公

無私作

為 

 

1、用人大公

無私 

2、用人論德

論才 

1、用人以親

信為主 

2、用人以無

聲者為主 

 

1、用人以親 

   信為主 

2、贏得選舉 

   之人 

1、用人以親

信為主 

2、贏得選舉

之人為主 

3、較具同性

質之人 

1、用人大公  

   無私 

2、用人論德 

   論才 

3、用人以信 

   任為主 

 

1、用人可用

不同派系

之人 

2、用人想兼

具理想與

現實（如

想以彭准

南為副總

統來搭檔 

氣度 

恢宏 

氣度恢宏 

，可以容人 

氣度恢宏 

，有待商確 

氣度恢宏 

，有待商確 

氣度恢宏 

，有待商確 

氣度恢宏，可

以容人 

可以容人 

善於整合

各方力量

可以整合各

方力量 

懂得資源分

配 

很懂得資源

分配 

較不會資源

分配 

非常懂得資

源分配 

善於整合各

方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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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源 

分配 

善於知

人、識

人、用人 

用人技

巧 

 

1、善於知人  

識人、用

人技巧 

 

1、用人普通 1、用人普通 1、用人以班

底為主 

1、以有情有

義領導別

人 

1、兼具理性

與感性 

資源整

合與運

用 

善於整合各

方面資源 

善於運用情

勢，達成 

目標 

善於選舉 

造勢 

善於運用機

會乘勢而起 

善於運用機

會乘勢而起 

善於運用機

會乘勢而起 

獲得權

力技術

與謀略 

 

自然形成 

權力。 

善於運用人

事取得權勢 

善於選舉造

勢取得政權 

善於選舉造

勢與女性粉

絲取得政權 

金幕僚協助 

早期有蔣經

國總統支持

與李登輝支

持，中期有台

灣省長選

舉，而後期只

靠個人魅

力，有其死忠

跟隨者。 

可以整合各

派系，如新潮

流系徐佳

青、福利國連

線謝長廷、正

義連線陳其

邁等。 

懂得尊

重與謙

遜並能

感動人

心 

 

以勤政愛民

樸素獲得人

民尊重，對其

部屬關愛有

加，因此人才

濟濟 

早期和宋楚

瑜情同父

子，政治相

當順遂，後

期因凍省案

和宋楚瑜分

裂，其權力

威望，逐漸

下滑。 

其幹部中有

羅文嘉、馬永

成等人，在民

進黨中，實力

最強，主要以

善選舉和造

勢取得權

力，非以品格

贏得尊敬 

其個人特色

為斯文，獲

得女性青

睞，但不善

於尊重或重

用前輩如連

戰、宋戰楚

瑜等人，造

無法整合國

學習到蔣經

國總統精神

與品格，以誠

懇待人，因此

在他最落寞

時，仍然有其

死忠之人跟

隨。 

獲得初選

後，積極整合

與蘇系摩

擦，將三大天

蘇貞昌、謝長

廷、 

游錫垚整合

加入選戰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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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為一個黨

結局。造成

親民黨在總

統大選這一

役與之爭大

位。 

權變領

導各方

知識與

技能 

 

蔣經國總統

主要是以身

作則，稱之為

魅力領導，再

加上輔以權

威性領導與

民主性領導 

李登輝主要

以權術領

導，故常有

其權力鬥爭

戲碼產生，

以郝柏村取

代李煥當行

政院長，而

又換掉郝柏

村形成肝膽

俱裂。採用

聯合次要政

敵打擊主要

敵人，最後

才將敵人消

滅。政爭不

斷發生。 

善於政治資

源索取，亦善

於分配，無論

正義連線、新

潮流系、福利

國系，在其主

政期間，少有

興風作浪之

勢。 

不善於政治

資源分配，

只照顧自己

班底，造成

如宋楚瑜等

人長期被冷

落，形成總

統大選國親

之戰態勢。 

因勤政愛民

和善於資源

分配與整

合，在台灣省

長任內，獲得

良好政績，地

方派系被安

撫妥當。因此

功高震主鋒

芒太露，加上

個性太鮮

明，造成政途

被冷凍。 

善於整合各

派系，其用人

兼含各派系

之人，而成為

民進黨入黨

最短，卻是民

進黨一顆顆

閃亮明星。 

                                                            研究者自製。     

二、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卓越關鍵因素 

     蔣經國總統會成為除國父孫中山生先之外，歷史上評價甚高，其治國政 

 績佳，人民滿意度最高，卻又勤政愛民、生活樸實，而其留下制度可以長治 

 久安，而提攜一些行政幹才，影響至今，可比美後出師表中諸葛亮給後世劉 

 禪重用何人輔弼這般心境。其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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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公無私胸懷 

       蔣經國總統用人主要是以能否為國盡忠，為民服務，而非以謀取個人私利  

       為出發點，故身邊無如秦國趙高盡其包結之人，蔣經國主政期間，國有忠 

       臣良相人才濟濟焉有不興之理。 

（二）氣度恢宏： 

      蔣經國手下有如孫運璿、李煥、李國鼎等能臣，尤其行政院長孫運璿，其 

      品格高超、行政幹才、苦幹實幹。其聲望日如中天，但未見蔣經國總統因 

      懼怕其功高震主將孫院長貶低，未曾有蔣經國總統與行政院長權力鬥爭、 

      政治紛擾之事發生。而國家有良相能臣，國家興旺為必然之事。 

      古時如春秋戰國時齊桓公用管仲、蜀漢劉備用諸葛亮、關公、張飛、趙子龍。 

      漢朝劉邦用張良、明朝朱元璋用劉伯溫等。亦成為當代最成功君主與良相大 

      將。反之，越王勾踐殺害功臣文種、秦朝秦始皇殺相國呂不韋、趙高宦官假 

      傳聖旨將秦國太子要登上皇帝遺旨改為賜死之詔書。漢朝劉邦最後殺功臣韓 

      信，明朝劉伯溫被宰相給害死。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晚期與台灣省長宋楚瑜 

      不和。主要早期君主要打天下，需要能臣將士，出生入死，才幹愈強愈好， 

      但天下己定，因君主懼怕本身才能不如其幹才，故其將相若不及時隱藏鋒芒 

      太露，對於氣度太小君王，易惹來殺身之禍。而將相幹才之人選擇跟對之人 

       才是關鍵，其次天下底定後，要避免鋒芒太露才是明哲保身之道，而君主亦 

       要有氣度，否則君主與臣下鬥爭永遠在重演。而當今李登輝副總統在蔣經國

總統過世後，依憲法繼位為中華民國總統，但是尚末是國民黨主席，需要宋

楚瑜幫助，因此可情同父子，但李登輝己是中華民國總統又是國民主席，黨

政軍己是集權己一身，權力與人事己完全掌握時，台灣省長宋楚瑜，就現實

政治生態時，必然要調整其心態與作法，養精蓄銳、並隱藏鋒芒，否則功高

震主，最後父子反目成敵，兩敗俱傷，雙雙被國民黨開除黨籍。而李登輝己

是貴為總統若能氣度恢宏，可以稍微尊重其民選省長職權，宋楚瑜接行政院

長或行政副院長兼台灣省長凍省相關事宜，必可讓民省長可以有出口重新分

配人事與事物時空間，避免有心人士見縫插針，去挑撥李宋關係。評心而論，

李登輝總統或許對民選省長宋省長有戒心，功高震主，但凍省乙事，研究者

不覺得針對宋省長而來。只是李登輝在處理該凍省事件，缺乏對宋省長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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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以總統職權強壓在宋省長身上，若能更細膩一點，氣度恢宏，則歷史則

將改寫。 

（三）知人善任，將對的人擺在對的地方 

       以蔣經國總統為例，蔣經國政治領導力，可以成為當今典範。分析發現蔣 

       經國用人有下列幾點方法： 

      1、先給予適當職務歷練與發揮，但不是一下很大官階： 

          （1）如給予李煥辦理國立中山大學校長職務，之後才任用為教育部長。 

     （2）如給予連戰青輔會主委職務，之後才任命為交通部長。 

（3）如給予宋楚瑜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職務，之後為新聞局長、黨副秘 

     書長。 

       2、會到被任用職務人家裏看看： 

   去瞭解其生活奢侈或簡僕，其夫妻關係如何等等去分析觀察。 

   因此無論是孫運璿、李煥、李國鼎、宋楚瑜等基本生活簡樸，品性優良、 

   操守良好，同時具有行政幹才，成為國之重臣、良臣。 

（四）具有高度前瞻性眼光 

    1、開放人民自由組成政黨，奠定政黨政治基礎： 

 人民可以自由組成政黨，形成民主政治常軌，促使執政黨要不斷努力為民服 

 務，才能獲得人民支持，否則政黨輪流執政成為常態。 

   2、開放兩岸探親 

開放在台灣人民可以前去大陸探親，增進與大陸人民相互瞭解，有助於兩岸 

和平與穩定。 

   3、開放人民出國觀光： 

謂讀萬卷書亦要行萬里路，讓人民可以增進知識與寬度。有良好素質人民才

有偉大國家。 

  4、重用台籍人士，融合本省與外省政治菁英   

     如重用本省人士李登輝、林洋港、邱創煥、謝東閔、連戰、許水德、蘇南成、

客家籍吳伯雄等人。與孫運璿、李煥、李國鼎、宋楚瑜、錢復、陳履安等成

為國家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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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廢除動員堪亂時期 

 讓國家恢復平時時期，依憲法規定，正常國家運作。 

（五）全力發展經濟 

      全面發展經濟，加速國家發展，提出十大建設，落實基礎建設，交通建設， 

      中山高速公路是我國第一條高速公路，鐡路電氣化、桃園國際機場、台中 

      港，在重工業上有中鋼、中船，以及化工業等，使我國成為亞洲四小龍 

      之首。 

三、民生經濟 

     蔣經國先生強調穏定物價是社會安全的前提，那不只是某一部門的工作，而

是整體政府應負的責任，必須全力以赴。尤其對於民生日用必需物品的價

格，更要力求平穩，不能任其波動，以免影響一般人民生活，顯示他對物價

問題的重視，而其重點則在於民生福祉。他的主要財經政策包括： 

（一）物價穩定  

        他採取各種穩定物價措施的主要目標，既然要以做好對平民大眾日常生活 

        的照顧，要讓人民、特別是弱勢族群生活無憂。所採取的措施，而產生即 

        時穩定效果，包括限價、議價、平價、貼補、限制某些產品出口、限制公 

        用事業漲價等。 

        但事實上，據統計自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七年所有開發中國家平均每年消 

        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為百分之二十六點二，其中南韓為百分之十二點二， 

        而台灣則僅百分之七點六，其成果應歸諸於政府貫徹穏定物價方案所致。

91
  

       

 

 

 

 

                                                

91張祖詒著，同註 32，頁 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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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9   民國 61-72 年度經濟成長率與消費者物價上漲率對照分析 

 經濟成長率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民國 61 年 13.3 3.0 

民國 62 年 12.8 8.2 

民國 63 年 1.2 47.5 

民國 64 年 4.9 5.2 

民國 65 年 13.9 2.5 

民國 66 年 10.2 7.0 

民國 67 年 13.6 5.8 

民國 68 年 8.2 9.8 

民國 69 年 7.3 19.0 

民國 70 年 6.2 16.3 

民國 71 年 3.6 3.0 

民國 72 年 8.5 1.4 

    
9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2012 年 

        1 月 2 日。 

       表：4-10      民國 61 年至 70 年台灣經濟成長、物價變動與國際比較 

 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 平均每年消費者物價上漲

率 

台灣 9.1         12.4 

        南韓           7.3         17.3 

       工業國家           3.1         9.3 

       開發中國家           4.9         21.6 

      

     
93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http://www.cepd.gov.tw/，2012 年 2012 年 1 月 2日。 

                                                

92行政院主計總處，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2012 年 2012 年 1 月 2 日。 

93行政院經濟建設委會，http://www.cepd.gov.tw/ ，2012 年 2012 年 1 月 2 日。 

 

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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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抑止通膨 

     受到政府在大陸時期惡性通貨膨漲的慘痛教訓和他個人在上海「打虎」失敗

的經驗，蔣經國在處理財經問題時，即有戒慎恐懼之心，特別對通貨膨脹存

有高度「警惕」。政府絕「不以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景氣，不以赤字預算來

加速經濟發展」，這是他的中心概念，所形成財經政策，「穏定中求成長，成

長中保穏定」。 

（三）平衡財政收支與均衡財富分配 

     蔣經國的財政理念，有兩個主軸： 

     其一，國家財用要「量入為出，能省則省，當用則用」  

     其二，國家財富要藏富於民，要「均中求富，富中求均」。 

     而從該理念而制定的政策，主要有二個面向： 

     面向一，財政要全面配合經濟發展需求，同時力求國家財政收支平衡，預算 

     控制良好。 

             面向二，經濟發展的成果，要透過財稅政策，能讓全民共享，實現「均富」

理想。因此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任內，政府年度總決算收支不但平衡，從

無短絀，並且有歳計賸餘，累計自六十二年度至六十八年度歳計剩餘總額達

五百七十餘億元，使得國庫充盈，有助於物價穏定。 

（四）均富 

     均富都是蔣經國主政所追求的目標，他自始深信「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國

之道，加上他一貫的平民思想，認識貧富差距是構成社會不安的潛因，故要

維持一個平均社會財富的租稅結構，具體措施是積極改進稅制，加強所得稅

的徵收，用量能課稅來調節財富分配，防止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所得集中

的趨勢。他認為：「政府的財政措施，不能僅從增加經濟成長率高低來評斷

其得失，也要從其措施是否足以擴大或縮短貧富差距來衡量」。在他主政期

間民國六十一年至民國七十七年，台灣每人 GDP 平均每年增加率高達百分

之十六點六，但因採取「均中求富，富中求均」的財政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

而使得國民所得最高與最低的差距，始終保持在四點五倍上下，成為世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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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指標，肯定蔣經國財政與經濟政策的成果。 

     蔣經國的經濟思想明顯地有兩種傾向，一是十分強調「均富」。在一九七六

年一月，他在中興新村說：我們的經濟政策是建設均富的社會，一切以大

眾的利益為出發點。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立法院作口頭施政報告時也說：建立均富安和

之社會，增進全民之福祉。二是對計劃經濟與公營經濟有明顯的傾向性。

他運用政府力量和財政手段積極推行「十項建設」，但對民營企業和自由經

濟發展的民營化有所保留。他對物價平穩的執著，遠超過對市場價格的信

任。而他為了照顧大眾福，常常一方面愛做大型公共投資計劃，一方面又

堅持「不增加稅目，不調整稅率」的主張，而忽略了台灣經濟發展的金科

玉律－預算平衡。這些經濟思想特色也反映了留蘇十二年在農村、基層的

鍛練中，的確培養了他對勞動人民，特別對農民的深厚感情；也反映了孫

中山的民生主義及儒家仁政思想對他的影響。94
 

（五）促進經濟自由化 

     他認識到市場導向和價格機制為經濟發展趨勢，所以十分重視學者與專家

提出的研究報告中興革意見，不影響穩定成長的基礎上，順應趨勢，逐歩

採納自由化走向的許多政策措施。大幅放寬外匯管制，實現金融自由，降

低關稅，放寬進口限制，加速貿易自由化，以及開放民間投資機會，促進

投資自由化等，蔣經國 1984 年：（今後經濟發展應以自由化、國際化、制

度化為基本政策方向）為台灣經濟確立了新的基點。 

（六）推動產業轉型 

      台灣在過去五十多年經濟發展，有過三次產業重大轉型： 

     第一次，在民國五 0 年代之前，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轉向工業，但以發展勞

力密集的工業為主。 

      第二次，自勞力密集產業轉向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發展。 

      第三次，自重化工業轉向為技術密集產業的發展。 

             後面兩次的產業轉型，均在蔣經國主政期間所策劃推動，而且獲得顯著 

                                                

94茅家琦著，《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台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6 月，頁 39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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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在適當時機做正確抉擇。95
 

             在民國六十五年底設立「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以政務委員李國鼎為

召集人，全盤規劃及推動技術密集產業發展。並在民國六十七年召開第一

次全國科技會議，蔣經國院長指出，是要有效的將科學技術因素納入國家

政策規劃，並要加強技術密集工業在國內向下扎根，向上發展，更要建立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體系，使科技應用擴大到農業、環保、醫藥、公共衛生

諸多方面，促進國家建設現代化。96
                                

        因此瞭解蔣經國不是財經專家，且以優秀政治領導能力，在其主理國政期

間，竟然創造台灣經濟奇蹟。而蔣經國總統副秘長長張祖詒分析： 

    1、人格特質： 

           蔣經國具有絕對大公無私的高尚品格、清廉正直的操守與忠誠愛國的情

懷，所以每一政策措施，都以國家利益來考量，從來不為一己之私著想。 

        2、思想理念： 

        蔣經國具有儒家孔孟之道中「民為貴」濃厚的民本思想，「財聚民散、財

散民聚」的真諦。乃能做到「民之所欲而為之聚，民之所惡而不予施」。

而蔣經國在財經會談中，指出「我們要執行的每項方案及每項措施，都必

須與民眾的利害一致」乃是一切以民眾為先的理念。 

      3、博採周諮： 

        蔣經國可以仔細傾聽財經專家們的研究報告和建議意見，而用他卓越智慧

對症下藥，作出最佳的抉擇，而這決策必然符合公平、公正原則，也就是

必然符合大多數民眾福祉的決策。 

     4、行動模式： 

        蔣經國具有堅強的魄力，凡經確定採取的決策，立即負起全面擔當，全力

推動，並在執行過程，不斷考核進度或缺失，隨時加強改進，務使既定政

策能夠發揮最大效果。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得來並非偶然。97
 

        研究者分析，蔣經國政治領導力，所展現治國行政績效： 

                                                

95張祖詒著，同註 32，頁 82-88。 
96張祖詒著，同註 32，頁 89-90。 
97張祖詒著，同註 32，頁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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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        法                                

                                                         1、氣度恢宏         

                                                         2、知人善任 

                                                         3、集思廣益 

                                                         4、廣聽多看          

                                                                5、大公無私                          

                                  蔣經國總統                        6、前瞻性眼光       

          具備各項條件與能力                                    7、政治領導力  

          與卓越政治領導力                                      8、勤政愛民                                                                 

                                                                9、執行力 

                                                               10、人格魅力 

                        領導 政府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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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具備各項條件與能力卓越政治領導力  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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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卓越，讓國家發展從開發中國家邁向成為新興工業國 

  家，而被譽稱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蔣經國總統主要人格特質中具備高尚品德、氣 

  度恢宏、大公無私作為。在政治領導力方面，善於整合各方力量，在用人方面， 

  善於識人、知人、用人，而在用人技巧與方式，能發掘人才並將對人才擺在對的 

  位置。整合各方資源，以權變彈性親民愛民領導模式，獲得行政團隊與人民愛戴， 

  其政治領導力影響不僅在當時，即是在現在，馬英九總統與宋楚瑜（前台灣省省 

  長）仍自稱為蔣經國嫡傳門人。 

      因此政治領導力之優劣影響，關係國家整體發展與競爭力高低優劣，更影響 

  到人民生活水平經濟與幸福。所以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可以作為現在與未來 

  國家政治領導學習典範。  

  

陸、古今中外政治領導力之分析 

    政治領導力之優劣，會影響領導者與所領導行政團隊等，有不同行政績效， 

而我國以齊恒公重用管仲，成就春秋霸業；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而為秦國奠定了

雄厚的基礎。楚漢相爭，項羽捨張良而不用，而由劉邦重用張良，故歷史有云誰得

到張良則誰得到天下，可見用對的人重要性。明朝朱元璋善用劉伯溫，擊敗陳友諒，

建立明朝。在滿清時代，國父孫中山先生要推翻滿清無能與建立民國，而其跟隨著

有陸皓東、陳少白、黃興、宋教仁、蔣中正等，有些志士為其犧牲生命，建立起中

華民國在台灣主權在民，歷史上最重要政權改變。到了現代蔣經國以大氣度與胸襟 

重用孫運璿、李煥、李國鼎、趙耀東、王昭明、林洋港、李登輝、宋楚瑜等建立成

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政績。可見用對的人做對的事，是影響政治領導者與被領導者與

行政團隊績效的重要因素。而政治領導者以禮待人，以能做事、以身作則，就是相

見必敬、開口必誠。如此領導行政團隊，才能發揮整體團隊力量，為國盡忠、為民

謀福。 

一、劉邦 

       劉邦在抗秦途中，巧遇張良，並請教行軍作戰的方法，而張良滿腹經綸， 

      卻找到一個欣賞他的人劉邦，因此決定共同携手共進，共創新局面。後來張 

      良去韓國當司徒，後來劉邦經韓地時，又再度相遇，深感張良可以事先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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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狀況全部考慮周到，而且能分析利弊得失，讓劉邦能很快地作出最佳決策。 

（一）張良獻策 

    1、不濫殺無辜、不擾民、招降納眾：宛城 

       劉邦要西取關中，途經宛城，因地勢高峭，不易攻取，故想先不攻宛城 

       繼續西進，張良分析敵情，避免到時腹背受敵，先圍宛城與孤立，運用形 

       勢，乘隙攻取。之後郡守惶焦齮眼見大勢不妙，找謀臣陳恢商量，陳恢建 

       議投靠劉邦以顧大局。而因劉邦途經收復秦國城池，未濫殺無辜、不擾民、 

       招降納眾，產生安心效果，而不費一兵一卒，收取城池外，更得到宛城軍 

       隊與資源，敵消我長，可見張良謀策之深遠，劉邦不濫殺無辜、不擾民、 

       招降納眾奏效。
98
 劉邦用張良為軍師謀臣，一策之中改變多少人生命與生 

       存和發展，否則勝者屠城殺敵人、敗者全軍覆没，只因心中只有權位而無 

       仁義之心。謂民如水、君如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行仁義與王道才能順 

       應民心，一統天下。 

 （二）鴻門宴 

       項羽軍師范增一直想除掉項羽頭號對手劉邦，剛好被項羽叔父項伯知道， 

        從前項伯走投無路時，張良有恩於他，特地請張良逃走，避免被禍及生命。 

        而張良對劉邦獻策，關中雖有楚懷王曾下令說，雖先入關中，先坐關中王， 

        但目前項羽軍隊遠超過劉邦甚多，若兩雄相爭，必吃虧，故建議劉邦先不 

        坐關中王，說待六國諸候會師後，再決定一切。避免惹來殺身之禍。而 

        項羽軍師范增，想除掉劉邦，設下鴻門宴，計殺劉邦於宴會上，故要項莊舞 

        劍意在沛公，而此時項伯亦加入保護劉邦行列起身舞劍護衛。張良使臉色走 

        人，而張良留下善後99。可見張良足智多謀外、忠勇仁義聚全。劉邦得張良 

        焉不能得天下呢？ 

 

                                                

98李介欽著，《張良傳》，名人偉人傳紀全集，台北市，名人出版公司，1988 年 5 月，頁 75-77。 

 

99李介欽著，同註 98，頁 1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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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韓信 

  張良獻策說，項羽想要圍困劉邦於在巴蜀一帶，建議劉邦把沿途經過的   

棧道燒燬，表示無回關中於東歸的計劃，避免項羽處處設防於你。當然 

使得劉邦部屬將領無法回去故里有所抱怨，而逃離劉邦的人不少，此時韓信  

亦要逃離，被蕭何馳馬月夜追韓信，力薦重用韓信為大將軍，楚漢相爭，後 

來由韓信以十面埋伏解決項羽，亦瞭解蕭何有識人之明，劉邦可能聽信除張 

良外，蕭何之建言亦被採用，使得劉邦可用適當的人才韓信，解決武功蓋全 

項羽，以十面埋伏車輪戰，戰得項羽精疲力盡、人仰馬翻，最後以自刎於烏 

江，高喊天要亡項羽，其實不然，主要是項羽不懂得用人才吧！因為韓信本

來是在項羽帳下當小軍官，韓信屢屢請求項羽重用他未果而去投奔劉邦。 

 在漢營中韓信受到蕭何大力推薦而由劉邦重用為大將軍，首先建議明修棧 

  道、暗渡陳倉100，之後收愎關中，再滅楚而亡。  

（四）張良獻策穩世局、陳平歸劉邦背項羽    

       劉邦陣營中陳平謀略雖無張良緃橫全局，但亦是計謀深算之人，他分析項羽 

       生性多疑，而身邊最大謀土為范增，故建議離間項羽與對范增信任度，最後 

       項羽中計，范增又氣又悶離開而亡故。此時項羽己奠定失敗關鍵主因之一。 

       當劉邦與項羽正對峙中，韓信佔領齊國兵源充足、糧草俱備，成為楚漢關鍵 

       勝敗第三勢力，當時韓信讓使者告訴劉邦請求立假王，劉邦憤怒斥責之，張 

       良見狀輕聲對劉邦說，何不做個順水人情立真王為齊王，張良立刻赴齊國說 

       服韓信出兵共同夾擊楚軍101，再加上劉邦軍隊彭越偷襲項羽，而項羽失去軍 

       師范增己呈日落西下局面，最後項羽烏江自刎而亡，其實性格與命運有其因 

       果關係，若項羽搭上想救他烏江亭長船回江東，重新重視人才，改變驕傲性 

       格、禮賢下士、愛護人民，則難保無東山再起機會。可見得到人才、用人才 

       於適當位置，成者為帝王，並可造福百姓、失者則國破人亡。關鍵在於識人、 

                                                

100李介欽著，同註 98，頁 124-128。 

 

101李介欽著，同註 98，頁 13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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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人、用人不可不慎。而劉邦另一特點，「看人下菜碟」，因為「畫龍畫虎難

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世界上最難做的事莫過於看透人心。根據不同的

人的不同特點，採取相應的對策，則為十分高明的御人之術。劉邦可以審時

度勢外，在識人與用人上充滿著智慧。他對不同才能之人，給予適當職位，

並能廣羅天下人才為我所用，如當時項羽底下大將陳平投靠（小張良）謀略

加入，一減一加，劉邦不贏項羽也很難，主要是天下人才皆為我用關鍵重要

因素。102
 

二、朱元璋 

       朱元璋求才的第一位軍師李善長，建議朱元璋軍事與政事策略為： 

（一）築高牆、廣積糧、緩稱王：軍師李善長 

    1、築高牆 

      築高牆就是做好城牆防護工作，在軍事上確保軍隊安全與保障。意思作好 

       軍事作戰能力妥善安排。 

    2、廣積量 

      軍隊作戰需要糧食作長期支撐，所以儲備足夠糧食，才能確保軍隊不致於 

       斷糧。不會像諸葛亮北伐曹魏，因馬馶大失糧食，而後繼無力困境。 

    3、緩稱王 

       在抗元義軍中，有陳有諒與張士誠有最強大軍事力量與元對峙，若朱元璋 

       急於稱王，會成為元朝攻擊首要目標，且抗元各地軍隊會視為最大敵人， 

       建議加強軍事力量儲備，而非急於稱王，或者今稱王，明滅亡結局。  

（二）到各地遍覓人才、接納投靠與降者 

       朱元璋雖布衣出身，但懂得去尋訪人才，尤其是富有戰略眼光、文武兼備 

       的方家。正如學棋要拜高師、覓才亦要覓比自己更傑出的高才，這是欲做 

       大事的人必須有所認知的。如果妒賢嫉能，來個武大郎開店–比自己高的 

       師傅都不要，如何成就大事103。如水滸傳中梁山原寨主王倫，排斥八十萬 

       大軍教頭林沖在先，又拒絕兆蓋與吳用等兄弟在後，後成為歷史人物中小 

       人物角色，之後宋江接任寨主，廣採人才，成為歷史大戲如今宋江陣仍每 

                                                
102

 諸葛宏梁等著，《心術》，新北市，文圓國際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8 月，頁 39。 
103

 子木著，《洪武大帝朱元璋》，新北市，緋色文化出版，2006 年 12 月，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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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在台灣比賽選拔最優宋江陣，與民俗中神明廟會宋江陣出巡表演。 

       朱元璋禮賢下士，重用儒士降將，為政治用人重大措施全面了解士人的才 

       能大小其長處和短處。他昭告世人：「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 

        用之」，爾後因材授職，專用其長。每到各地區時總要尋訪當地名賢為己 

        所用，天才又怎能不歸他呢？可見用對的人做對的事重要性。 

（三）求才若渴，禮賢下士：軍師劉伯溫， 

      讀過《三國演義》或看過電影或歷史大戲，都曾描述劉備請諸葛出隆中 

       的時候，劉備請教諸葛亮目前天下大勢局面，諸葛亮縱橫而論，曹操佔據 

     北方挾持天子號令諸候，軍力最強大，孫權久居江東，文有魯肅、武有周 

     瑜掌水軍，依江之險，稱霸江東。而益洲物產豐盛（今四川一帶），可取之 

     做為根據地，東聯孫權，北抗曹操，時機成熟可一統天下。史稱「三國演 

     義隆中策」，事後天下形勢亦朝三國發展態勢發展，可見諸葛亮謀策功力為 

     當時一流軍師。而朱元璋請教劉基（伯溫）如何平定天下時，劉基就向朱 

     元璋呈上「時務十八策」，將天下時局向朱元璋做了詳細的分析。因此可尊 

     稱當時誰得到劉伯溫誰最就得到天下。 

        劉伯溫分析說，你雖出身平民，而一無所有卻取得如此勝利基礎，做 

      事英明果斷，不濫殺無辜人民，為爭天下一大優勢。而與你爭天下則有兩 

      大敵人，最大敵人為陳友諒、另外一個為張士誠。陳友諒在西邊，包圍著 

      饒、信二州，占據著荊、襄之地，幾乎占了江南的大半，他挾持君主以號 

      令天下，他的部下全都是亡命之徒，人們都以為他的勢力最為強大，得到 

       天下最為可能，但他有致命的缺點，由於幾次戰役都被打敗，軍隊和人民 

       都感到不能忍受，他的軍隊對人民不友善，必將離心離德，將來與之決戰， 

       民心向背，自然會勝利。而張士誠則在東邊，他所佔據都是一些沿海的地 

       方，狹長而不足守，戰事順利時與元朝作對，戰事不利時，則投靠元朝， 

       因此早就失去了民心。從自身與敵人優弱點作綜合分析，先拿下陳友諒， 

       注意張士誠，則成功水到渠成。與劉備與諸葛亮「三國演義隆中策」極為 

       相似模擬作戰最高戰略。劉伯溫並不從一時一事著眼，而是從天下時局的 

       高度為著眼點，看出克服二敵的宏觀戰略，同時還使朱元璋明白了對陳友 

       諒一定要緊追猛打而對張士誠則要採取長期抗戰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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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屢次招攬劉作伯溫，只是他用人策略縮影，朱元璋認為漢高視所以 

       得到天下，主要有三傑的輔佐。特別是有此尊稱張良說，誰得到張良誰就 

       得到天下。那誰到劉伯溫是得到當時明朝的天下一般尊稱。 

（四）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亡 

       朱元璋和劉邦類似，史上稱為殺功臣，而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 

       狗烹：敵國滅、謀臣亡，歷史悲劇不斷發生。 

       因此政治領導者在需要人才時，可以大海不擇其江河，故成其大，而不要 

       等到事成後，毀滅其功臣人才。而功臣亦不要居功自傲。 

三、鄧小平 

          在中國鄧小平在中國共產主義下，極力找到一條國強民富的大道上。而 

      在自由經濟潮流中，如何讓共產主義轉型，而以國強民富經濟做為主流路線 

      與方向，鄧小平提供政治性全面領導。他領導行政團隊以民眾可以接受的方 

      式來執行。他選拔人才，和指揮行政團隊，讓他們可以齊心協力開創並落實 

      各項改革。他是能解決難題之人，他非常努力找出有利於國內外相關者的解 

      決方案。他建立強而有力的統治結構，可以適應迅速變化國內外環境，他能 

      確定問題的輕重緩急，制定最高戰略，積極建設與改革，達成即定目標，發 

      揮政治領導力。鄧小平採用世界最先進的科學與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帶領中 

      國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經濟最富庶的社會。今日中國己成為世界四大金 

      磚大國之首，外貿總額己世界第二，主要奠基於鄧小平走經濟開放路線，世 

      界外資可以在中國大陸投資，投供經濟發展活力財源，結合大陸廣大市場與 

      人力支援，要成為經濟強國，必須採開放政策，吸引全世界資金來投資，大 

      海而成大海就是容納百川，而世界經濟強國就是可以容納全世界資金前往中 

      國大陸來投資，活絡經濟，而上海成為中國大陸向世界投資家招手最佳城市 

      之一，成為全世界投資大企業進入中國大陸試金石。而鄧小平有其獨特政治 

      上用人與對經濟上見解。 

（一）從亞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國 

      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才真正加入國際社會，成為各種國際組織以及自由貿 

      易、金融和各種公民交往活動，建構成全球體系中活躍的一員。 

      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成為最高領導人時，中國的貿易總額總共不到一百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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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三十年後數字成長一百倍。一九七八年，中國希望美國接受幾百名中國 

      留學生，鄧小平過世十年後，約一百四十萬中國學生在海外留學，約三十九 

      萬人學成歸國。一九九二年時，中國己經在全球學術對話與全球貿易體系中 

      長期扮演積極角色，而開創者就是中國最高政治領導者鄧小平。104
 

  （二）黨的集體領導 

        鄧小平與毛澤東時代，採用在北京建立的核心領導結構以政治局和書記 

          處為中心。它透過領導班子網絡與地方緊密聯繫。並對全局性問題作出 

          最適切政治判斷。 

  （三）現代的菁英治國 

        到鄧小平退休時，年輕的中共幹部為了證明自己實力，首先必須考上較 

          好的高中和大學，鄧小平重視菁英治國做法在中國有悠久歷史傳統，如 

          中國科舉制度。 

  （四）開放的全國性城市社會 

      鄧小平允許人口可以自由流動，使中國走上從事農業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  

       的道路。農村地區在文化上亦城市化105。而城市亦有農村生活薰陶。 

    （五）鄧小平的用人 

    1、胡耀邦 

        鄧小平知悉胡耀邦學習力強，刻苦耐勞，活力旺盛，獻身於改革，凡是能 

        推動國家前進的事，他都會全力以赴，被公認最能幹的幹部，胡耀邦 

        亦擔任總書記，是鄧小平重要政策執行者。106 

     2、趙紫陽 

        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寧可受到上級懲罰，亦不願動用軍隊來結束天安門示 

        威活動，並前往探視廣場學生，而名聞世界，世稱中國大陸六四運動。 

        而鄧小平讓趙紫陽擔任總理，主要是看重他為堅定改革家、經驗豐富的幹 

                                                

104馮克利譯，傅高義著，（Ezra F﹒Vogel），《鄧小平改變中國》，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6 月，頁 910-915。 

 

105馮克利譯，傅高義著，（Ezra F﹒Vogel），同註 104，頁 917-923。 

 
106馮克利譯，傅高義著，（Ezra F﹒Vogel），同註 104，頁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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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他具備銳利眼光與分析力，能落實鄧小平經濟開放政策和具體行動支 

        持者。107 

        鄧小平堅持在中國大陸走經濟改革開放路線政策，所任用胡耀邦活力充 

        沛，全力以赴亦屬於行政幹才。趙紫陽具有獨持經濟政策分析力，可以提 

        供鄧小平作決策時參考，並可以貫徹鄧小平堅持走經濟開放政策的支持 

        者。因此政治領導者，除了本身能力外，亦要懂得用適當的人做對的事。 

 

 

小結： 

    從中國歷史中開國皇帝，所以成為開國皇帝或最高政治統治者，其中最關鍵因

素，是如何找尋適當人才，提供良策與治國大略。文中提到二位平民皇帝，漢代開

國皇帝，當時楚漢相爭，項羽有其叔父項梁和范增軍事相助，氣勢雄霸一方，當項

梁死、范增被劉邦謀臣陳平用離間計於項羽氣走范增，項羽己呈現日落西山局面。 

劉邦陣營中有張良謀略、蕭何統籌糧食等庶務、韓信用兵對抗項羽，再加上陳平計

謀、彭越作戰等，項羽被擊敗非上天要亡項羽，實乃項羽過於驕傲，不能虛心請教

能士所在問題，不如劉邦雖學識有限，可是可聽取張良建議，優勝劣敗己呈現勝負。 

    陳友諒在抗元軍隊中最為強大，但遇到軍隊人員不如他的朱元璋為何落敗，主

要是朱元璄，攻城每到一處，就四處尋找謀士能臣，最早找到第一位軍師李善長，

建議築高牆、廣積量、緩稱王。使得朱元璋逐漸穩定來，再去找尋謀士劉伯溫奠下

可以擊敗陳友諒策略。 

    中國大陸政治領導者鄧小平，曾經三下三上，歷經權力鬥爭生死與權傾一時，

但歷史或兩岸歷史家對鄧小平評價且各有不同，但不可忽視的成果是，在中國大陸

是共產主義與極權政治，屬一黨專政體制結構，而鄧小平從國家經濟建設與採某種

程度開放外資投資中國大陸，從上海與沿海城市逐漸開放至內陸城市，全力發展民

生經濟是一條正確道路。但民生經濟達到一定程度時，人民會要求自由民主政治，

而在台灣中華民國可提供學習方法。而鄧小平在政治領導方面用人，重用胡耀邦為 

總書記、趙紫陽為總理，為中國大陸最重要權責職務，而鄧小平只掌握軍權，確保

政權穩定，因為在極權國家槍桿子出政權，而對照民主國家則是定期化選出民選最

                                                
107馮克利譯，傅高義著，（Ezra F﹒Vogel），同註 104，頁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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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政治領導者，而是民意選票出政權。而鄧小平採取社會經濟開放路線，符合當時

國家發展需要，為中國大陸奠定基礎，如今中國己成為世界四大金磚之首，外貿總

金額為全世界第二名己超越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僅次於美國，未來

二十年可能外貿總額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可能即將誔生。 

    總之，無論劉邦或朱元璋出身卑微，但可善用如張良、劉伯溫等良才進可開國

成為皇帝，亦可造福人民，政治最高統治者，其用人不能不慎、不能不學。而中國

大陸鄧小平採經濟開放路線、經濟學台灣重用幹才，任用胡耀邦、趙紫陽、而繼任

江澤民、胡錦濤、和擔任總理溫家寶，都能師學鄧小平走經濟學台灣開放路線。而

現代中蔣經國總統能用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李煥、王昭明、錢復、李登輝、

宋楚瑜、馬英九成行政幹才，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台灣錢淹腳目，成為政治領導用

人學習典範。 

    表 4-11：中國與美國政治領導者與重要人物政治優劣之影響 

國名 政治領

導者 

人格特質

與識人眼

光 

用人 歷史定位與政績 領導理論 

齊國 齊恒公 氣度恢宏 管仲、鮑

子牙 

尊王攘夷成為春秋

強權，子曰：無管者

今披左髪也 

參照權力 

孔子 顏回.子

貢.子路 

好學不

倦、不知

老之將至 

歸屬的權

力（以道.

德.學感化

識） 

1.將貴族教育成為

平民教育 

（萬世師表）,2.開啟

百家爭鳴.如孟子.荀

子等 

參照權力 

秦始

皇 

呂不韋.

李斯 

毛遂自薦 強制的權

力 

1.統一六國 

2.統一文字 

3、統一貨弊； 

1,焚書坑儒 

2、集權統治、趙高：

指鹿為馬 

法定職權、權威式

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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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 劉邦 知人善任 張良、蕭

何、韓

信、周

郣、陳平 

開創中國第一個平

民皇帝、為漢代的盛

世奠定基礎。 

獎賞權力 

漢朝 劉桓 用人唯德

才兼具、

溫和禮賢

下士 

周郣、陳

平等老

臣、張

武、周亞

夫、賈誼 

漢朝有文景之治，漢

文帝指劉桓，施政仁

民愛物、獎勵勤耕農

作並備戰防匈奴，輕

賦稅、農作物豐收 

以身作則參照權 

三國

時代 

 

劉備 謙遜態

度、禮賢

下士、知

人善任 

諸葛亮、

關公、 

張飛、 

趙子龍 

赤壁之戰與孫權聯

軍以寡擊眾，奠定三

國局面。 

參照權力 

唐朝 唐太宗 主動、積

極、好

學、禮賢

下士、知

人善任 

、廣開言

路 

魏徵、房

玄齡、杜

如晦、尉

遲敬德、

秦叔寶、

程咬金 

貞觀之治「道不拾

遺、夜不閉戶」，民

生經濟富裕，世界至

今各大城市仍有中

國唐人街。 

獎賞權力、參照 

權力 

明朝 

 

 

 

 

 

 

 

 

朱元璋 自幼家

貧養成

克苦耐

勞，懂得

知人善

任與求

才若渴 

李善長 

劉伯溫 

徐達 

擊敗陳友諒，成為中

國第二位平民皇帝。 

獎賞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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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

民國 

國父孫

中山 

學識淵

博、有崇

高理想 

陸皓東、

黃興、 

蔣中正、

陳少白、

宋教仁 

建立亞洲第一個民

主共和國，國號中華

民國。被尊敬中華民

國父，結束中國皇帝

爭奪權力歷史不斷

重演。提出國民主權

論，以民生、民權、

民族，三民主義提出

建國藍圖。 

導、歸屬權力（程

度高）、參照權 

中華

民國 

蔣經國 刻苦耐

勞、勤政

愛民 

孫運璿 

李國鼎 

趙耀東 

王建瑄 

林洋港 

李登輝 

邱創煥 

王昭明 

吳伯雄 

宋楚瑜 

馬英九 

亞洲四小龍之首、 

台灣錢淹腳目、 

民生經濟富裕、 

均富社會、 

無重大貪官污吏 

無重大抄地皮事件 

無房地產狂飆不止

事件發生、 

官場文化勤樸 

獎賞權力 

參照權力 

民主型領導（知人

善用） 

中華

民國 

李登輝 對權力

喜愛掌

控、 

蘇志誠 

黃主文 

黃昆輝 

連戰 

宋楚瑜 

許水德 

趙守博 

謝深山 

 

重用連戰、蕭萬長與

宋楚瑜時，經濟繁榮 

爾後因涷省不夠細

緻，造成與當時省長

宋楚瑜決裂，失去政

權。 

權勢領導、早期用

獎賞權力（總統大

選時）、後期用高壓

式領導，（總統大選

後）如涷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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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

民國 

陳水扁 好辯與

善爭鬥 

羅文嘉. 

馬永成、

陳哲男、

陳其邁、

高志鵬 

蕭美琴 

銷國政策、反中國立

場、經濟發展停滯、

引發紅杉軍示威遊

行、因貪污案入監 

服刑 

獎賞權力、懲罰 

權力 

中華

民國 

馬英九 廉潔 蕭萬長 

劉兆玄 

江炳坤、 

蘇起 

金溥聰. 

歐晉德. 

詹春柏. 

關中 

吳柏雄 

賴仕堡 

吳育昇、

蘇俊賓 

走開放兩岸政策、開

放大陸來台觀光自

由行。用人高度有待

改善，油電雙漲、企

業生產成本提高、物

價波動激烈，經濟成

長率 2012 年下修為

1.99。 

民主領導、歸屬 

權力 

中華

民國 

宋楚瑜 有情有

義、執行

力強、資

源整合

運用強 

秦金生 

張昭雄 

黎建南 

劉文雄 

李桐豪 

傅崐萁 

林國正 

勤政愛民風範、與行

政績效高、執行力強 

、建立親民黨。 

民主型領導、歸屬

權力（程度高） 

美國 華盛頓 勤勉的

態度、誠

實的個

性、勇敢

富蘭克林 

、傑佛遜 

建立自由民主美國

並成為國父、立下只

任期二屆總統優良 

慣例 

獎賞權力與參照 

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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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

與堅勒

耐力。 

 

美國 林肯 為人誠

摯、誠

懇、努力

工作且

好學不

倦。 

演說能

力超

強，主要

能貼近

民心。 

總司令格

蘭特打敗

南軍關鍵

人物 

廢除黑奴制度，不論

種族一律平等、發表

民有、民治、民享基

本人權與民權普世

價值。 

參照權力 

美國 羅斯福 正直的

個性與

行動力 

組成智囊

團如大學

教授雷門

等 

第二次大戰勝利國、 

解決經濟大恐慌與

失業問題。 

參照權力 

美國 甘迺迪 積極進

取、果斷 

羅伯．甘

迺迪、羅

斯特、班

廸、雪廸 

解決古巴危機避免

第三次世界大戰爆

發 

參照權力 

美國 歐巴馬 熱情、 

活力 

演說 

希拉惢 重用希拉惢為國務

卿，外交表現不錯。 

獎賞權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在中國悠久歷史中，有些值得學習如中國政治領導者御術，協助統治者維護國家生

存，以及如何管理人才，和運用人才，可以成為當代政治領導者學習技術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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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表 4-12：中國歷代御術技術與方法 

朝代中領導者 領導技術內涵與方法 

晉文公 在能屈能伸中見工夫、絕不能重複前人的錯誤。 

信陵君魏無忌 找到讓人擁護你的秘訣、瞭解尊重能人的脾氣、雪中送炭勝過

錦上添花、不注重賢人才是自貶身價、在跌倒的地方爬起來。 

漢光武帝劉秀 善待幫你打天下的人、用柔來麻痺對手、用好一個柔可戰無不

勝、以真情、誠懇、誠信獲得人心、給對手一點好處、優勢在

握也要夾緊尾巴做人。 

東晉宰相謝安 睜大眼睛洞察周圍變化、缺我不行的時候再出來、對自己有利

時及時行動、辦成幾件難辦的事、在高峰時一定要想到退路 

楊堅 該拿捏住的一定要拿捏住、讓明暗兩手都顯靈、一邊圍攻，一

邊突擊、掐滅隱患，才能做大事。 

唐太宗李世民 讓下屬又敬又怕、不講技巧的施恩毫無意義、當機立斷才能一

往無前、講原則還要有情義。 

宋太宗趙匡胤 將誠信成為做事大方略、要以誠待人、寬以待人，才能得到 

人才。 

努爾哈赤 緊盯對手，移動變化步法、取長補短，才能事半功倍。 

康熙 堅守剛正的立場、立即搬掉障礙物、制住抬頭之勢、看中自己

器重之人、握緊權力這把利劍、收拾陷害者和貪婪者、把監督

機制擺到日程上。 

108
   資料來源：諸葛宏梁等，（2004），頁 9-14，研究者自行整理為表格。 

 

 

 

                                                

108諸葛宏梁等，《御術-指揮若定的錦囊》，新北市，文圓國際圖書，2004 年 6 月，頁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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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中國歷史以來，無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秦、漢、唐、宋、

明、中華民國、其開國皇帝或歷史評價高蔣經國總統，其氣度與知人善任，則為朝

代與國家興衰關鍵之鑰。研究者分析歷代政治領導者目的，試著找到識人、知人與

用人方法，和相關政治御術方法與技術，作為政治領導權變下高深技術，同時藉著

研究蔣經國總統用人為例，並分析瞭解各朝代用人方式，提供我國政治領導者可以

參酌技術與方法，提升我國國家整體競爭力，造福人民，為研究者目的與期望，因

為看到國家強盛、人民幸福快樂，亦感同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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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蔣經國政治領導力評價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自黄帝有完整歷史記載而來，其影響中華民族盛衰與

興亡和政治制度變革，如齊桓公輔佐大臣管仲，孔子曰：若無管仲，則今日吾

們成為蠻夷人。如國父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從天下文武百官與人民必須服待皇

帝一人，改為人民有權力選擇國家領導者，主權在民實現，國父孫中山先生為

政治領導者偉大人物，至今蔣經國總統以勤政愛民、生活樸實、以身作則、人

格感召，而其政治領導力能統籌分配與整合各方面人力與物力資源，使得人盡

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實現國父主張理想目標。分述各方人

士對蔣經國政治領導力評價，以及多方面角度瞭解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特質。 

壹、國家經濟建設與藏富於民主張 

          蔣經國總統師承中華文化儒家思想，民以食為天，而國父孫中山先生亦

是主張民生經濟先驅，蔣經國總統為國父孫中山先生追隨者，再加上早期在

蘇俄當人質，體會到人民生活經濟重要性，故對國家建設，提升人民就業率，

和人民生活富裕特別重視，更希望能藏富於民，其經濟政策主張等分述如下： 

一、經濟政策主張 

        在民國 61-77 年，人民普遍感受到國家正在全力發展經濟，政府有效能

與廉潔。而在今日紀念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中，如葉萬安先生提出他

的看法，他認為蔣經國先生自民國 61 年就任行政院長及總統期間，遭遇國

內、國外、政治、經濟方面的衝擊不斷，而就經濟方面所遭遇的衝，蔣經國

如何因應作分析： 

（一）克服石油等危機 

       蔣經國先生曾於民國 37 年在上海主持經濟管制，有對抗惡性通貨膨脹經

驗，對物價波動特別敏銳，對於維持物價的穩定也特別重視。他於民國 61

年 5 月就任行政院長時，正值國際金融崩潰、美元大幅貶值；隨後又發生

糧食危機與石油危機，糧食與石油價格呈倍數上漲，引發全球性通貨膨脹

等。因此蔣經國先生主持行政院財經五人小組會議，或主持總統府財經會

議時，對維持物價穩定的提示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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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物價穩定的重視 

     （1）經濟的繼續成長是我們的目標，但保持經濟的穩定，亦有同等的重要，

因此必須在穏定中求成長。 

     （2）如果不能做到保持物價的穏定，恐怕再高的經濟成長也會落空。 

     （3）「在穏定中求成長」一直是我們國家基本經濟政策，而穏定物價又是維

持經濟穏定的主要因素，所以能否穏定物價，乃是我們經濟成敗的重要 

          關鍵。 

     2、維持物價穏定的作用 

（1）全力維護民生安定 

政府決定任何重大政策，必須把握最重要一點，就是全力維護民生安

定，然後才能有政治的安定。政府要不惜一切力量，來求物價的穏定，

方可確保民生的安定，這是決定我們前途的關鍵，不可不慎。 

（2）我國經濟發展成果，應為全民共享 

為達到全民共享目的，就必須縮短貧富差距，必須穏定物價。 

     3、穏定物價是整體政府的責任 

     （1）要把穏定物價看作不只是經濟部門的工作，而是整個政府應負的責任，

共同努力來克服物價問題。 

（2）在處理物價問題上，政府各部門必須通盤合作，摒棄本位主義，一切作

為均須看到全局，以統合的力量來遏阻物價上漲，帶給國民經濟帶來的

威脅。這是安定社會、安定民生的重要任務，雖然艱鉅，但必須做到。 

     4、穏定物價的作法 

（1）謹慎處理物價問題 

處理物價問題，不能大意，宜須針對一般民眾心理，密切注意社會上造

成物價波動之許多人為因素，妥作防範。 

（2）民生日用必需品，供應充裕 

民生日用必需品，必須供應充裕，發揮以量制價的政策功能，而達到穏

定物價的目的。 

     （3）儘量緩和物價上漲的衝擊 

政府盡一切可能，採取各種方法，儘量緩和物價上漲的衝擊，不使國民



 197 

生活和經濟發展因物價上漲而受到劇烈影響。 

     （4）預算控制平衡 

          以往我國經濟，所以能夠多年來在穩定中持續成長，政府之嚴格控制預

算，力避預算赤字，當為主要成因之一。 

     （5）穏定求發展生產事業 

針對國內外環境狀況，謀取適當措施，以使生產事業在保持現況之基

礎，自然上升，不必急求快速發展。因此有兩二項要求必須做到，即不

以調整匯率來促進輸出，不以膨脹通貨來刺激生產。 

由以上蔣經國先生對有關穩定物價的提示，可瞭解他對維持穏定物價的

重視。不僅是財經部會的責任，也是全體政府責任，並指出穏定物價的

各種方法。而由於國家領導人的重視，政府各機構無不將穏定物價列為

施政的首要任務，全力以赴。 

     研究者看法：物價穏定，除了會影響民生生活外，會影響連環性生產成

本提高，導致生產企業競爭性下降，紛紛遷到海外，尋求生產成本較低

國家重新設廠，若無力遷廠企業，則紛紛關廠或直接宣布倒閉，造成國

內失業人口急速上升。如 101 年 4 月份，油電雙漲政策執行，導致生產

企業成本上升，企業訂單逐步取消，因為生產量產不足，企業紛紛裁員，

失業人口急速上升，企業重新調整議價價格，整個國家總體經濟成長率

從 3-4%下修至 1.99，如要解決能源問題，國家必須拉高其戰略上，整

合資源全力發展永續綠能發電，如風力、水力、潮汐、洋流、太陽能、

替代能源如玉米、花生等，運用國家結合企業與人民，研發永續綠能發

電才能提升整國家競爭力與控制物價穩定，不受油電雙漲衝擊，在戰術

上，可設立冰庫與糧倉，必要是政府可出手調節物價。即是國內風災、

颱風、地震時亦可適用。如根莖類蔬菜像洋蔥、南瓜與水果，或製成品

如芒果餅干、柳丁餅干、米等耐久性可儲存性，此時可釋放出來調節物

價。政治領導者主動積極找對的人去做物價控制小組執行者，才能事半

功倍。雖風不調雨不順亦可安渡難關。因為能未雨綢繆，毋臨渴而掘井，

才能國強民安，是給用心準備良善政治領導者給予肯定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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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3 就業與國民所得成正比關係  

                                  高 

 

 

            15000 美金  

     國民所得 

            10000 美金 

            8000 美金 

            低 

  低       就業機會     高    

 

                                                 研究者自製 

 

 

         表 4-14    物價與購買力成反比關係                             

 

 

            高 

 

       物價波動 

 

            低 

                 高       購買力         低                    

 

                                                 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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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民國 61年至 64年進口單價及消費者物價年增率       單位  % 

 進口單價 消費者物價 

61 年 62 年 63 年 64 年 61 年 62 年 63 年 64 年 

第一季 12.9 10.6 46.3 36.0 1.1 0.9 53.4 9.0 

第二季 10.2 18.0 49.3 26.8 3.0 2.6 55.1 5.7 

第三季 13.3 23.8 47.4 12.3 6.0 5.5 48.8 4.7 

第四季 12.0 39.0 43.7 1.6 1.6 23.7 35.3 1.8 

全年平均  12.1 23.1 46.9 17.9 3.0 8.2 47.5 5.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109 ，2012 年         

            1 月 2 日。 

 

 

  表 4-16   民國 61 年至 70 年台灣經濟成長、物價變動與國際比較分析 

 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 平均每年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台灣 9.1         12.4 

        南韓           7.3         17.3 

       工業國家           3.1         9.3 

       開發中國家           4.9         21.6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http://www.cepd.gov.tw/
110

 ，2012 年         

     1 月 2 日。 

貮、民主政治主張 

         以台大政治系教授、監察委員葛永光先生，在蔣經國先生與台灣民主發

展（紀念經國先生逝世二十週年學術研討論文集），以蔣經國的轉化型領導

－台灣民主轉型的推手，發表文章，摘要如下： 

                                                

109行政院主計總處，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2012 年 1 月 2 日。 

 

110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http://www.cepd.gov.tw/，2012 年 1 月 2 日。 

 

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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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蔣經國時代的範圍與民意的評價 

       我們雖不欲對經國先生作出歷史評價，但是對一個政治領袖的評價從民

眾在他過世十年後對他的觀點，仍然可以提供一個客觀的參考依據。根據聯

合報在 2003 年 1 月 11 日所作的調查指出，高達 86%民眾肯定蔣經國對台灣

的項貢獻，其中 52%認為非常有貢獻，34%覺得還算有頁獻，只有 1%的人認

為没有貢獻。而民眾對經國先生的肯定是跨黨派的，且不分族群的，民調中

就歷任總統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比較，60%認為蔣經國貢獻最大，12%認

為李登輝居功最多。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貢獻，35%認為蔣經國貢獻最大，

31%認為李登輝功勞最大。 

          從民眾對經國先生的評價，無論是過世 15 年或 20 年，都認為是歷任總

統中對台灣貢獻最大者，足見經國先生對台灣影響之大。111
   

 

 二、經國先生與台灣的民主轉型 

              台灣的民主發展可以分為幾個階段：民主奠基期（1949-1977），民主成

長期（1977 年-1986 年），民主起飛期（1986 年-1996 年），民主鞏固期（1996

年-迄今）。經國先生從 1975 年開始掌權，正是民主奠基期的後，但是在經

國先生掌政期間，民主快速的成長。一直到 1988 年逝世為止，經國先生在

晚年開始推動民主轉型的巨大工程，使台灣步入了民主起飛的階段，正式從

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體制。 

 （一）民主轉型 

           威權體制如何轉型為一個民主體制，一直是政治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議

題。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第三波」民主化一書中。杭廷

頓歸納出三種民主轉型的模式。第一種是「轉化型的轉型」、第二種「置

換型的轉型」、第三種「移轉型的轉型」。 

           杭廷頓把台灣視為是第一種「轉化型的轉型」，這種民主轉型的模式，是

由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經國先生掌權後，台灣經濟發展成功，逐漸展

                                                

111葛永光主編，《蔣經國先生與台灣民主發展》，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2008 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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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更大動力。而經濟發展成功，提升人民政治參與的慾望。而中壢事件

(1977)及美麗島事件（1979）的發生，使經國先生意識到必須加速政治改

革的腳步。受到中壢事件的刺激，更多的人出來支持黨外運動。體察到政

治社會變遷之快速，經國先生在政策和作法上改弦更張。言論自由尺度大

幅開放，集會、遊行只要事先報備、申請，都能得到允許與容忍。在 1986

年 10 月 15 日，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優先進行「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

兩項議題。 

         1987 年 5 月初，李煥先生在就任國民黨秘書長後，經國先生對李煥說：「我

有三個願望要實現，希望你能擔負一部分的工作。」 

1、黨務要革新 

2、政治要民主化 

3、國家要統一 

            在政治民主化上，經國先生在 1986 年 11 月 2 日，經國先生開放民眾赴

大陸探親。1987 年 7 月 15 日政府正式宣布解除戒嚴。1988 年 1 月 1 日

解除報禁。在經國先生個人的改革意志與決心下，台灣完成民主轉型。

112
 

   （二）解嚴 

          1987 年政府正式解除戒嚴，開啟了台灣民主轉型的新頁。而蔣經國總統這

一個政治上重大決定，一方面與其個人的民主信念和民主性格有關，另一

方面也與經國先生體察國內外形勢後得到的結論有關。政府在 1980 年代

經濟發展成功後，己為台灣在經濟領域中建立了一個公平競爭的體制，同

時也為台灣人民培養了堅強的民主價值與信念。根據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等政治學者的研究，經濟發展會促成政治參與和公民文化的

形成，這些都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出現。因此在 1980 年代政府締造台灣經

濟奇蹟後，事實上政府也己為台灣邁向民主政治奠下了基礎。  

          而兩岸關係亦是政治改革考量因素，經國先生認為只有持續發展民生經

濟、落實政治民主化，建立更開放的社會，中華民國在台灣才能得到人民

                                                

112葛永光，同註 110，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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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及國際社會的支持。政府一直希望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

省，進而催化大陸的「和平演變」。無形中促進大陸在「經濟上學台灣」，

更要在「政治上學台灣」因此台灣解嚴和民主改革有利於台灣維持在兩岸

競爭上的優勢。113
  

          因此葛永光教授認為蔣經國總統是對台灣最有貢獻的領導者，他的轉化型

的領導，不但提升了其周圍的幹部和台灣人民的境界，政府官員亦學習秉

持「平凡、平淡、平實」的「經國風」，為國家犧牲奉獻，開創了台灣政經

發展的盛世。更重要的是，經國先生政治上轉化型領導，提供了台灣人民

一個願景，在創造台灣「經濟奇蹟」後，繼續成功的完成「民主轉型」。 

          尤其在開發中國家或威權體制中，當制度化尚未成熟時，往往人治的重要

性遠超過法治，領導人的素質對國家發展的影響超過一切。蔣經國總統的

政治領導力為後人留下一個學習典範。114
  

      小結： 

          而研究者認為蔣經國總統在創造台灣經濟奇蹟後，又再度創造民主政治奇

蹟，主要是蔣經國總統氣度恢宏，在經濟上希望人民生活富裕、藏富於民；在

民主政治上，落實主權在民，並影響中國大陸向中華民國在台灣學習，往正面、

良性方向前進，穏定兩岸和平，建立長治久安局面。在政治政策與實行中，以

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開放大陸探親、解除報禁、出國觀光等政治性開放措施，

奠定中華民國在台灣民主政治基礎，而以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形成現代政黨

可以政黨輪替，在中國歷史上最和平、合法政權移轉，逐漸走向成熟政黨政治

制度上，良善制度可以優於人治慣例、常態。因此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是值

得後世政治領導者可以學習榜樣與治國典範。 

 參、以人民福祉為首要目標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黃城教授等，在蔣經國先生與台灣民主發展（紀念經

國先生逝世二十週年學術研討論文集），以蔣經國先生的治台經驗文章中指

出，經濟是台灣生存發展的命脈，台灣若無當年的經濟起飛，就不具備提升

教育的條件，也無法使社會具備從威權轉型為民主的價值基礎，正因為台灣

                                                

113葛永光主編，同註 110，頁 19-21。 
114葛永光主編，同註 110，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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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創造經濟奇蹟，才能繼而締造華人世界民主的典藏。我們知道著力社會

建設，著眼民生改善是一個國家發展程度的指標。蔣經國先生當初施政重點

在於加強社會建設，要以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

點，使經濟發展成果能體現到改善民生，尤其要注重優先發展教育，實施擴

大就業的發展策略，深化財富再分配的改革，均富社會結構態，基本建立覆

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準，

完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115，所取得的具體成就要述如下： 

一、縮小貧富差距、預防階級對立：（均富社會、勞資和諧） 

            近來年我國貧富差距呈現不斷拉大的 M 型社會態勢，使人民的痛苦指數

不斷增加。蔣經國深知經濟因素的重要性，若經濟出現嚴重的問題，將會嚴

重影響民生經濟、人民受到衝擊，社會動盪不安，若因貧富差距懸殊過大，

社會亦會失去穏定。 

       在蔣經國主政時期，就一直非常關心基層民眾的生活問題，他常常輕車簡從，

出現在台灣各鄉鎮與各地基層民眾親切互動，真正瞭解人民最真實生活現

況，做為施政的參考。他節儉自制，去傾聽人民心聲與同理心感受人民生活

環境，他深刻地記取大陸失敗的教訓與經驗，盡力拉平貧富差距，可從 1972

年到 1988 年，國內高低所得的差距倍，按吉尼係數呈現出來，最高 20%平

均所得為最低 20%平均所得的 5 倍以下，可見當時蔣經國主政下社會政策，

讓富貧階級對立情況是緩和，社會矛盾不易被激化。另佐證如 2001 年～2006

年間的貧富差距倍數，己超過 6 倍以上，可比較出蔣經國時代，老百姓的幸

福指度應較高，這應是蔣經國總統讓人民與後世懷念與學習原因之一。 116 

二、把經濟建設的成果分享給全民（全民享福、藏富於民） 

        《禮記．大同篇》中對理想社會的建構「天下為公」，福利國家是現代國

家所一致追求的最終理想，也是民生主義的實踐。而在蔣經國主政期間，卻

是中華民國史上最接近「均富」理想的時代。從一九八二年時的主要社會福

利發展指標，在世界各國的排名情形，除了醫療部份可算是比較落後外，其

他皆名列前茅，對於尚處於開發中國家而，可以如此均衡發展社會福利，當

                                                
115葛永光主編，同註 110，頁 69。 
116葛永光主編，同注 110，頁 70。 

 



 204 

然是政府策略選擇的結果，而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主要表現在各種立法方

面，並在政策上加強國民就業輔導、安置貧戶、實施小康計畫，以及危難的

救助。若要讓國民能生活在安全的社會中，以現代的眼光來，至少要包括就

業安定、保險安全、治安安全等三方面。在就業方面，各地區成立了就業輔

導中心、服務大眾，行政院青輔會則負責輔導大專青年。職訓中心則推行職

業訓練，使台灣群眾普遍享有充分就業機會。以下列表中，可以看出蔣經國

時代兩大特色，其一是就業面的勞動參與率很高，代表當時的台灣社會勞動

勤勞奮發的氣氛；其二是失業率一直維持 3%以下，甚至低到 1.5 以下，可

見當時台灣經濟的榮景，這和近年來失業動輒 5-6%上下，可謂優劣立見。

這也是「台灣經驗」令人贊賞之處。117
 

我國所得分配趨勢 

--1970～1980年代：最高所得組與最低所得組差距，大致維持在 4至 5倍之間， 

  1980年起即漸上升。 

--1990年代漸上升至 5至 5.55倍，2001年上升為 6.39倍，2002年降為 6.16倍。  

--歷年來，吉尼係數均維持在 0.35以下。 

 

             五等分位所 

 

 

 

 

 

 

 

 

                                                                  

                                    圖 4-3  90-91 年家庭可支配所得變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2012 年 1 月 2 日。 

                                                
117葛永光編著，同註 110，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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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1年家庭可支配所得變化 

      最高 20％家庭： 178.6→180.0萬元(+0.8%)  

此外，在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方面，傳染病逐漸消除，死亡率急速下降，男女   

的平均壽命均普遍增加。至於社會保險方面，除了勞保、公保、軍保外，八零   

年代未期漁保、農保相繼推動，社會安全逐步邁入新境界。118
                                                                                                                              

   小結： 

        在蔣經國主政時期，以人民福祉為首要目標，首先提升就業機會，讓人民有

一份穏定工作，有人性尊嚴，並可以養家活口，同時藏富於民，廣建國民住宅，

降低人民居住購屋成本，落實住者有其屋政策主張，推行國民九年義務教育，透

過教育讓貧窮小孩可以上學，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積極推行國家十大重要建設，

全力發展經濟，且又能維持人民均富生活經濟型態，在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下，

人民生活富裕且最均富社會，蔣經國總統是一位優秀政治領導者，亦值得研究者

與後世之人肯定與讚譽。 

       

肆、建立勤政樸素風氣 

       蔣經國總統勤勞於國事，卻又常常下鄉到各地巡視，實地去瞭解各地方

問題，協助解決，而走動式領導與管理，更貼近人民需要。而他日常起居生

活極為簡樸，是一位平民化的總統，巳是眾所週知之事，可從許多生活小細

節中，看出他在平凡中的不平凡，同樣令人感動。 

一、食衣住行，簡單為上 

        飲食方面，他不講求精緻與可口的美食專家，他一日三餐十分簡單，吃

的寓所廚師所做的普通菜餚，和寓所內警衛人員吃的完全是一樣的大鍋菜。

後來因他患有糖尿病，才改有榮總營養師決定飲食。但他常常出外到各地巡

視，和民間朋友一同用餐，就在路邊食攤進食，和民眾邊吃邊談，瞭解民情。 

二、衣著整潔樸素 

           蔣經國他穿著不講究，平時一身便服，只有接見賓客和主持慶典或會議

時方穿正式服裝。而常見為青年裝，簡單樸實端正。 

                                                
118葛永光編著，同註 110，頁 74。 

 



 206 

三、住在七海寓所 

          蔣經國總統並没有住在豪宅裏，而是住在大直七海營區寓所，內部陳設

簡單，他個人的臥室，面積僅約四、五玶左右而己。因此蔣經國身邊大官們，

在當時那有抄作豪宅之人，連大企業都不敢明目張瞻抄作地皮，不像現在人

民不吃不喝二十年才能在台北市買下房子，人民購屋痛苦指數屢屢報歷史紀

錄，成為人民厭惡十大之首。 

四、輕車簡從 

         通常出門除了辦公、開會，用得到座車外，他常常喜歡歩行走路，而到

鄉間訪問，或到重大建設工地勘察，只要有路可通，他仍然棄車歩行。他走

路有兩個特點，一直向前走，即使有個小水坑，他不另繞小圈，照樣踏步過

去，代表著勇往直前的性格。另一個特點不喜歡走回頭路，也就是從出發點

到達目的地後要回返原點時，他必詢問另外有無通路回去，除非別無他途，

否則總是要選條新路，這又可能代表不斷求新的性格。119
 

  小結： 

        蔣經國總統因勤政愛民生活樸素，為政府官員樹立良好典範與榜樣。謂上為  

    正者下者焉能不正。故在蔣經國總統主政期間，少有貪官污吏弊端發生，行政績

效拖泥帶水現象出現。而全國上下同心協力來發展民生經濟、推動國家十大建

設等，亦戲稱台灣錢淹腳目。也因為蔣經國以身作則，行政官員能為國盡忠、

為民服務，大公無私作為，而非私自營私舞弊，因此中華民國成為亞洲四小龍

之首，實乃蔣經國總統善用他政治領導力，領導並統合全國黨、政、軍、人民

共同奮鬥成果，或許尊稱台灣經濟建設之父，可表彰其一生政績，足給後世者

學習楷模。 

 

 

 

 

                                                

119張祖詒著，同註 32，頁 27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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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政治領導力輿論評價與研究分析 

一、解嚴後總統貢獻度排行：蔣經國總統居冠 

        當新新聞在 2012.0517-05.23 出刊，封面寫著蔣經國 53.7％、李登輝 20％、 

    陳水扁 7.6％、馬英九 4.5％。國家貢獻度馬英九竟然輸給陳水扁，引起電視政 

    治評論最熱門政治評論話題。蔣經國總統在以往政治領導力或人民對其總統表 

    現，都是非常優秀卓越。因此該新新聞出刊蔣經國總統居冠並不意外，而意外 

    的是對國家貢獻滿意度竟輸給因貪污罪入獄陳水扁，引發政治熱門評論。 

  每一年一月十三日，馬英九總統都會到慈湖悼念前總統蔣經國先生，亦自喻為 

  蔣經國先生勤政愛民的傳人，另位有一位為政黨領袖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亦是蔣 

  經國先生傳人，但不在新新聞民調之中。 

   《新新聞》雜誌針對解嚴之後四位前後任總統進行貢獻度調查，結果發現，超 

    過五成以上的受訪者還是認為蔣經國對國家貢獻度最大，其次是 20％的人認 

    為李登輝貢獻最大，而陳水扁有 7.6％的受訪者認同。 

    在蔣經國時代前期，台灣仍處於戒嚴狀態，民主政治尚未上軌道，而蔣經國執 

    政時也被從事黨外運動人士認為打壓政治異己的行為，但蔣經國在中華民國台 

    灣民眾心中，卻普遍留有好感，除後期解嚴、開放組黨之外，其勤政愛民、生 

    活樸實及深入民間的作風，有很大關聯性，在四位歷任總統對國家貢獻度上居 

    冠。其中，在政黨民黨和親民黨等泛藍的受訪者，高達八七.七％，都肯定蔣 

    經國對國家貢獻度最大，連泛綠民眾也有 35％認為蔣經國對國家貢獻度最大。 

    而李登輝，在其總統任內數度修憲，實施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經濟成長 

    率也不算太差，曾經有「民主先生」的稱號，但其在民眾的心中，對國家貢獻 

    的認同度卻低於蔣經國，專家分析，可能與卸任後仍從事政治工作的印象有 

    關。而認同李登輝對國家貢獻度大的受訪者，泛綠者占 36.5％，傾泛藍者僅有 

    6.5％左右。四位總統中，唯一因貪污罪判刑確定的陳水扁，則有 7.6％認為其 

    對國家貢獻度最大。不過政黨傾向為民進黨的受訪者中，認為陳水扁對國家有 

    貢獻的祗有 19％，33.8％認為是蔣經國，認為是李登輝的有 34.9％，認為馬英 

    九的僅 1.8%。這一份民調最令人意外的，莫過於民眾認為馬英九項貢獻度還 

    遠低於陳水扁，其中以中立的選民大多數認為蔣經國對台灣貢獻最大，占 

    53.1％，而李登輝 18.1％，陳水扁 2.4％，馬英九則祇有 1.2％，居然是陳水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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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而己，顯然馬英九過去四年執政的成績不佳，己逐漸在民眾留下深刻印 

    象，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他要在人民心中獲得值得稱頌的歷史定位，將難 

    以達到。
120
分析該民調結果，新新聞該民調有值得肯定之處，因為不涉及政黨 

    色彩，而較能客觀呈現民眾看法。但若有一個空格欄位，能開放人民自由表達 

    何人最具國家貢獻度，或許蔣經國傳人宋楚瑜省長亦有民意反應、央行總裁澎 

    淮南可能亦有民眾支持。若能細分其肯定部分為何、不滿意是什麼，較能讓政 

    治領導有所學習與警惕，蔣經國總統最被肯定方面，如從事十大建設，提升人 

    民就業機會，而馬英九可能如油電雙漲所引起物價大波動，在國民所得未顯著 

    增加時，人民生活更幸苦，當然人民對馬英九滿意度是很低的，己低到 15％。 

    而我國總統有權無責制度，可朝向有權有責方向制定，如人民有選舉總統權 

    力，要賦予罷免總統直接權力，總統要向立法院發表國家政策方針，立法院有 

    行使行政院長同意權。若權責如此設置，油電如何雙漲，人民就會使罷免權， 

    而對政策決定者有嚇阻作用，尊重民意機制功能就會產生。所謂絕對權力，就 

    會絕對腐化，換職位就換腦袋，其實是缺乏權責相符機制，只有建立完善制度， 

    才能改變政治領導者，大選前鞠躬再鞠躬、拜訪再拜訪，選後謝謝再連絡困境， 

    制度勝於人治，才能長治久安。 

 

二、蔣經國政治領導力對後世影響    

         蔣經國政治領導力，對民生經濟、民主政治、為官勤政愛民典範，值得 

      後人學習，至今宋楚瑜前省長馬英九總統，都聲稱為蔣經國總統追隨者，分 

      述如下：如附表 4-14、以及相關政治領導者分析： 

 

 

 

 

                                                

120陳敏鳯，〈國家貢獻度-馬英九輸給阿扁！〉，《新新聞》1315 期，2012 年 5 月 17 日－5 月 23 日，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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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7    蔣經國政治領導力對後世影響        

蔣經國政治領導力 

對後世影響 

民生經濟 民主政治 為官典範 

1、知人善任 將對的人擺在

適當的地方，賦

予適當職位，產

生良好績效，人

民生活富裕。 

遵守憲法規定，並

提名適當人選參

與選舉。 

在官場呈現樸素

風氣，少有貪官 

污吏。 

2、勤政愛民 上正者下正

也。他勤政愛

民，故帶領政府

官員全力拚經

濟。 

解除戒嚴、推行政

黨政治、走議會 

路線 

帶領政府官員下

鄉瞭解民間疾苦 

3、樸實政治風氣 不用送迎往

來，以行政績效

來表示 

理性問政、民主經

濟優先 

簡化繁文縟節、不

貪取、不擺官架子 

4、解除戒嚴形成民  

   主政黨政治形成 

多元化社會生

活經濟型態 

組織政黨 政府官員必須面

對民意代表與民

意 

5、開放黨禁、報禁 各政黨為爭取

執政，故提出有

利於民生政策

主張 

各政黨相互競

爭、各有各的支持

大眾媒體 

要維持行政中

立、與依法行政 

6、開放兩岸探親 促進兩岸經濟 

觀光 

緩和兩岸在政治

與軍事競爭 

兩岸政府官員逐

漸相互訪問，促進

瞭解 

7、人才培養 全力發展經濟 提出優秀政治候

選人，爭取選民認

學優則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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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與支持 

8、民主機制 共同參與民生

經濟計劃 

政黨提出候選人

由民意投票選出

民意代表與民選

首長 

走議會路線，政府

官員備詢、民意代

表代表人民質詢

官員 

9、公共建設 全力推動十大

建設，加強基礎

建設與公共設

施完備 

 

先發建民生經濟

再發展民主政治 

政府官員積極投

入公共建設，因受

到蔣經國影響 

10、領導與治國典範 穏健與發展，提

高國民所得，並

維持均富社會 

尊重在野黨議會

質詢權 

行政團隊全力以

赴，簡化工作流

程，達成目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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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8  曾任總統與政黨領袖政治領導能力分析 

 蔣經國 

 

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 宋楚瑜 蔡英文 蘇貞昌 

人格氣度 高 普通 低 普通 高 高 中上 

競選能力 高 高 高 高 中高 高 高 

 

 

領導 

能力 

行政 

團隊 

超級強 強 弱 普通 省長時

強現今

弱 

強 

 

強 

    

行政 

執行力 

超級強 強 強 普通 超級強 強 強 

魄力 超級強 強 強 普通 超級強 強 強 

前瞻性眼

光 

超級強 強 弱 普通 超級強 強 強 

危機處理

能力 

超級強 普通 弱 弱 超級強 中上 中上 

 管理能力 超級強 普通 弱 弱 強 強 強 

治國 

理念 

教育政策 超級強 普通 弱 普通 超級強 強 中上 

經濟政策 超級強 普通 非常弱 普通 超級強 中上 中上 

就業 

政策 

超級強 普通 弱 普通 超級強 中上 中上 

內政 超級強 普通 弱 普通 超級強 中上 中上 

財政 強 普通 弱 弱 強 高 中 

政府 

用人 

超級強 普通 弱 弱 超級強 高 高 

兩岸 

政策 

穏定、 

開放去

大陸 

探親 

鎖國 

政策 

超級鎖

國政策 

開放、 

大陸來

台觀光 

更開放 

結合大

陸市場 

逐漸開

放兩岸 

對話 

逐漸開

放兩岸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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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關鍵點                            

                              十大建設 

                    （ 公共投質、建設、創造就業人口 ） 

                              

 

 

 

 

                             創造人民就業機會                              

1、就業：產生個人所得 

2、人性尊嚴：工作滿足感、自力更生 

3、養家活口：成家立業、養兒育女 

 

 

 

           

                健康：各種保險                  事業：（志業）    

                                                創造各種就業機會 

                                                    

 

                學業：                          婚姻 ：  

                   推行九年國民教育  

 

 1、食：穩定物價 

                 2、衣：價廉物美 

                 3、住：興建國民住宅 

                 4、行：中山高速公路     

                 5、育樂：推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圖 4-4 重大建設與就業關係         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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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上所論，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所產生正面影響主要有： 

1、民生經濟成就： 

    在蔣經國先生從民國 61 年 5 月 26 日立法院同意擔任行政院長，67 年 3 月擔

任總統至 77 年 1 月 13 日病逝，合計近 16 年乃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民生經

濟發展最迅速年代，國民所得、經濟成長率高、人民儲蓄強、物價控制穩定、

人民實際購買能力提升，且發展均富社會，自有住屋率亦高，成為亞洲四小

龍之首。 

2、民主政治成就 

      台灣地區自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是應當時戰局逆轉，為確保台澎安全而

採取的非常措施，對台灣的安定、進步與繁榮有一定貢獻。但對民主政治長

期發展，無論是形式或實質，無異是一道枷鎖，縱然台灣地區後來所實施的

戒嚴逐漸放寛，並未完全依照戒嚴令的規定嚴格執行，對民眾生活的影響亦

極為有限，但畢竟不合時代潮流、不合國情需要，也被國際間誤認中華民國

一直尚在軍事管制之下，因此蔣經國審慎評估後，在不影響國家安全的前提

下，回歸平時法治的軌道，是蔣經國繼任第七任總統之後的一大心願。 

       蔣經國為了昭示大信於天下，先在十月七日利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

格蘭姆夫人專訪機會，向全世界明白證實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即將取消戒嚴，

立即震動國際，並受到一致讚揚。 

       就在蔣經國作此宣示的前十天（九月二十八日），黨外的偏激份子在台北圓

山飯店集會，臨時宣布成立「民主進歩黨」。這個突然的演出，當然震撼執

政的國民黨和維安單位，保守勢力的中堅人士，認為當時尚未解嚴，公然觸

法組黨，不容寬縱，主張加以取締，甚至逮捕相關人等。但是這項訊息到了

蔣經國手中，他卻非常沉著鎮定，絲毫看不出有何激動，隨後召集重要人員

會談，指示要冷靜處理，並且說出「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也在變」的

不朽名言。 

3、人民生活幸福感 

          在蔣經國主政年代，因大力推動十大建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使得人民 

          有工作上尊嚴，並提高個人所得與家庭收入，而又有穩定物價措施，使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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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可以購買力大大提升，並且政府推行國民住宅，降低人民購房成本，使 

          得人民感受到生活上幸福感。 

  4 勤政愛民樸實政治典範 

       蔣經國主政期間，常常下鄉巡訪，深深去體會人民苦處與難題，常常指示 

       政府相關單位，把人民小事當成政府大事來處理，以同理心去感同身受， 

       使得當時政府官員無以師法經國先生勤政愛民風範，而當時鮮有那一位大 

       官是貪官而發生舞弊事端。而連現在政治人物中如前台灣省長省長宋楚瑜

依然追隨經國先生風範，勤走全台 319 個鄉鎮，即使卸任後，仍然不忘經

國先生勤政愛民感召，將其成立政黨組織取民為親民黨，親近人民意思。

蔣經國先生留下不僅是十大建設經濟發展，而且是人政治領導者政治典

範，令後世學習楷模。 

  5、氣度恢宏、人才濟濟 

      蔣經國先生氣度恢宏，重用人才，因此行政團隊人才濟濟，至於所用人才， 

      而人才所重用其部屬，仍然為國服務，貢獻其力。蔣經國行政團隊重要人 

      才，如李煥行政院長，而李煥行政團隊中國立中山大學林基源校長、 

      劉維琪校長等，仍是國家重要人力資產。 

6、大公無私情操 

      蔣經國用人大公無私情操，使得適才適所，不因私人關係，任用不應該任 

      用之人。就算是蔣經國先生親生兒子，亦交給孫運璿加以訓練與管理，不 

      因而形成太子黨，奉承馬屁之歪風。使得人才甘願為國效命，心甘情願接 

      受蔣經國先生領導。  

  7、以人民福祉為優先  

     天大、地大、人民最大，我國憲法亦規定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因此蔣經

國施政以人民福祉為優先，例如：有關民生生活相關如油、水電、瓦斯、米

油、農民用的肥料價格等物價穩定、和國民就業機會、國民就學國民義務教

育延生、國民住宅興建等，都顯示蔣經國施政以人民福祉為優先政策考量。 

     8、重視教育、人才培育 

       我國憲法有關教育經費保障，在蔣經國主政年代，都依照憲法規定落實施  

       行，重視國家教育，如國立中山大學設立、國立中正大學成立、公費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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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國立師範大學等教育體系實行，穩定國、中小學師資來源水平性。對 於  

       人才積極培育，造成蔣經國時代人才輩出現象。 

        多聽聽則聰、多看則明，明辦是非曲直，訪察，實地瞭解民心向背，政府     

        措施合宜性，不會偏聽、不會被瞞騙，謂多聽則聰、多看則明，明辦是非 

        曲直。10、引導大陸走向民生經濟與民主制度良性發展蔣經國總統認為兩 

        岸要走向和平穏定，必須要中華民國在台灣全力發展經濟，成為中國大陸 

        學習楷模，良性引導大陸全力發展民生經濟，而不是全力發展戰爭武器， 

        其軍事競賽不是我們選擇策略方向，當大陸人民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準， 

        自然會期望有民主政治制度誕生，兩岸自然是往和平穏定方向邁進，在中 

        華民國在台灣全力發展經濟，成就台灣經濟奇蹟後，再成就民主政治奇蹟， 

        帶給中國大陸民主政治制度學習楷模。  

 11、國民生活福祉的理念                

國民生活福祉可以界定為：全體人民生活上幸福和滿足感的總和，因此凡

是影響人民生活幸福與滿足感的因素，都應涵蓋進來。 

第一個保障，就是要確保人民的生命和財產，有免於受到盜匪侵犯的恐懼，

有免於在公共場所和設施遭到災害、危險和疾病侵害的恐懼。 

第二個保障，就是要確保我們的生態和環境，不會遭到不當的破壞和劫難，

使得我們子子孫孫、世世代代，在這片土地和大自然共存共榮。 

第三個保障，就是要確保我們努力的成果，由全體人民所享受，而社會上

弱勢團體均能受到應有的幫助與照顧，以伸展社會温暖，落實社會的公平

與正義。這是我們民;眾心理面最希望實現的社會願景。我們要什麼做，才

能落實所提出的四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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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蔣經國對政治領導者影響   

    在民國 101 年 5 月人民報稅季節，以及面臨汔油高漲，電價即將大漲壓力下，

人民亦思考者若蔣經國總統還在時，他身為中華民國總統時，會如何帶領行政團隊

來克服因國際石油漲價所帶來物價波動危機。在蔣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時，亦遇

到國際第一次石油危機，除了對行政團隊與人民信心喊號來穩定民心外，推動十大

建設，帶動國內產業升級並提供大量國民就業人口，並提升人民所得，與整體國家

競爭力，而當時經濟部長孫運璿並前往我國最大石油供應國沙烏地阿拉伯穩定供油

價格。雖然生產成本因石油所帶動物價上漲，但國民可以就業並提升所得同時，大

力提升其購買能力，其人民生活可以減輕其經濟生活壓力。而現今因總統大選故油

電涷漲，選後急速上漲，人民所得未同時增加時，所帶來物價上漲，造成購買力下

降，感受經濟生活沉重負擔，造成馬英九先生尚未就任第二任總統時支持聲望急速

下降。最後由立法院長王金平與副總統蕭萬長提出建言希望馬英九總統緩漲電價，

讓人民可以慢慢調適。馬英九總統帶著鋼盔向前衝，而暫時緩下來一下。 

 

壹、蔣經國總統對政治領導者影響 

          蔣經國總統對其他政治領導者影響，以自稱為蔣經國先生追隨者馬英九 

      先生，現任為總統，和擔任國貿局長為蔣經國先生力挺蕭萬長先生，現任為 

      副總統為例，基本上都以蔣經國總統為師，重視人民生活經濟與心聲。而只 

      是學習多寡與程度差別，基本上是屬於清廉形象。 

一、馬英九 

          中華民國現任總統馬英九先生，曾是蔣經國先生英文秘書，曾近距離與 

      蔣經國總統相處，深知經國先生勤政愛民、生活檢樸，因此馬英九，在生活 

      上有學習到經國先生儉樸生活，亦知勤政愛民作為。但到用人方面卻有明顯 

      不同，而人民評價亦有不同。 

（一）相同點 

      馬英九曾經擔任蔣經國總統英文秘書，曾近距離接觸到蔣經國總統，對其 

       治國理念與方法，生活檢樸亦是深知，在蔣經國主政時代，因蔣經國本身 

       生活檢樸，吃民間小吃，非大魚大肉或鮑魚大餐；穿著是青年裝，住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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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寓所簡單陳設。在其主政期間少有政府高官中飽私囊、抄地皮等不符合 

       人民與社會期待行為。 

       而馬英九總統亦有學習到經國先生生活檢樸，故亦無生活奢侈現象發生， 

       亦無抄地皮情況，住著亦是官邸。而蔣經國大力推動十大建設，擴大公共 

       建設投資，提升人民就業機會，馬英九總統亦推出愛台十二項建設，其目 

       的亦是擴大公共投資，增加人民就業機會。 

（二）不同點 

   1、用人不同 

      蔣經國總統用人大公無私，用人德、才兼具，至今仍為世人所津津樂道稱 

       頌有行政幹才孫運璿、科技之父科園園區李國鼎、中鋼式管理趙耀東、行 

       政、教育、黨務李煥、行政林洋港、農經李登輝、行政管理連戰、外交才 

       子錢復、調和協調王昭明、行政幹才宋楚瑜、財稅小鋼砲王建瑄、國際經 

       貿長才蕭萬長、法制不沾鍋馬英九。 

       馬英九擔任總統，其用人較受肯定如請蕭萬長擔任副總統候選人，任國家 

       經濟總規劃師，但實際上副總統蕭萬長少有實權去統合經建會與財政部與 

       經濟部，若設立專案如預定達到經濟成長率百分七，馬英九總統授權由蕭 

       副總統定期聽取行政相關部會簡報，而才有著力點。否則較有可能空有美 

       名，而不能實際有其行政績效。而馬英九用人中最重要選舉幕僚金先生， 

       則毀譽參半。因此蔣經國總統雖然在人格操守與形象和治國用人，深深影 

       響到馬英九總統，讓他每年一月十三日要去大溪頭寮去看經國先生，但實 

       際用人方面卻有明顯不同。蔣經國總統所領導行政團隊，人才濟濟；而馬 

       英九所領導行政團隊外界批評為一小圈同質性高無像孫運璿、李國鼎、趙 

       耀東、李煥、宋楚瑜等人行政與經濟幹才，作為後輩學習典範。 

    2、處理物價波動不同 

       蔣經國先生處理物價波動時，有專門物價處理小組，專門掌握物價波動情 

       況。當民國六十年代時，發生世界第一次石油能源危機，物價萬物齊漲， 

       經濟部長孫運璿立即去我國最大產油國沙烏地阿拉伯，請求沙國不要對我 

       國大漲油價，並穩定我國石油供應無缺，減少對我國物價衝擊。並同時推 

       動十大建設，提升人民就業，提升整體國家競爭力，同時提高國民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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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人民實質購買力。而馬英九總統亦未派人前去石油產油國去交涉穩定 

       石油價格或提出研發替代石油計劃，如水力、風力、太陽能、潮汐、或花 

       生油、玉米提煉成替代能源。亦未加強投質公共建設。但物價上升時，而 

       人民國民所得未同時提升時，則人民實質購買力會下降，最基層人民生活 

       會受到影響。而造成馬英九執政聲望則下降不少。 

    小結： 

        馬英九總統可以學習蔣經國總統作法，如大力推動公共建設如現代水庫設 

    置與原有水庫堆積清除並增加蓄水量。獎勵國內外企業來台投資，設置專區提 

    升國際競爭力。發行專款專用公共建設股票，比照中鋼和國營銀行股票或公司 

    股票發放股利與現金，統籌愛國、愛鄉土公共建設資金，並吸引游資往公共建 

    設方向前進而不必大抄房地產，去增加人民購屋沉重負擔。對於投質公共建設 

    可考量免課徵財政部規劃中證所稅或調降證交稅。 

        成立能源研發小組，結合官、產、學去研發去替代能源方法。而台電火力 

    發電，可研發由風力、太陽能、水力、潮汐逐漸替代，全面降低發電成本。讓 

    企業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而人民生活負擔亦同時降低。 

 

二、蕭萬長 
          副總統蕭萬長原是嘉義鄉下長大小孩，受到蔣經國總統、李登輝總統、 

      宋楚瑜省長（蕭萬長被李登輝總統提名選嘉義市立委，宋省長建議如此重要 

      才幹政務官，不要讓他只擔任陽春型立委，應委予重任，爾後升為行政院長）， 

      馬英九總統請蕭萬長擔任副總統候選人負責經濟總規劃師。在蔣經國時代 

      中，雖然出身背景卑微，只要才德兼具，蔣經國會是伯樂而重用千里馬，蕭 

      萬長、許水德、邱創煥、林洋港、李登輝都是不是政治世家子弟，亦不是當 

      時具有時代背景外省高官權貴子弟，而是台籍平民化背景行政幹才，蔣經國 

      重用他們，而蕭萬長亦開始展露能力，但若無蔣經國用人唯才、大公無私， 

      或許人才亦被埋没。而蕭萬長和蔣經國類似，亦是勤政愛民、生活樸素之人， 

      亦是善類者冋時相聚，俗稱物以類聚。而如蕭萬長在專業治國一書提到的， 

      蔣經國總統是一位具有前瞻性眼光政治領導者，能看出未來發展重大方向， 

      可以帶領人民邁向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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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蔣經國時代中平民化蕭萬長被發掘，而蕭萬長掘起，不僅代表蔣經國 

      用人大公無私，亦為國家發展找到良才，而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從民國 60 年代 

      至今，蕭萬從國貿局長至行政院長到副總統，對於國家未來發展方向亦提供 

      具體可行建議。他在專業治國一書提到「先見力」，政治領導者如何規劃出未 

      來國家發展方向。國家在正確方向發展，不斷研發與創新，走到世界尖端。 

      而蕭萬長主張要打造台灣的未來，而建立「兩岸共同市場」如何與大陸互助 

      互補的課題，從世界與亞洲格局出發，打造台灣的太平盛世。 

 

         而馬英九與蕭萬長 2008 年總統大選國家政策主張： 

     壹、定位： 

         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國家建設藍圖。 

     貳、理念： 

        永續台灣—經濟成長、社會公義、環境資源。 

     參、願景 

        再造經濟成蹟。 

     肆、具體目標 

    一、經濟成長目標：336 

    （一）平均每人 GDP 於 2010 年達 2 萬美元，2016 年超過萬元 

    （二）失業率低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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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經濟成長率超過 6% 

     二、永續發展指標 

           發佈綠色 GDP 並以其成長率高於經濟成長率為目標。 

      三、社會公義體現  

         所得最高與最低 20%家戶的平均所得比值低於 5%。 

      伍、策略 

      一、愛台 12 建設    

      1、全島便捷交通網 

     （1）台北、台中、高雄三大都會區捷網路 

     （2）北中南都市鐡路立體化及捷運化 

     （3）東部鐡路電氣化與雙軌化 

     （4）高（快）速公路網路整合 

     2、高雄自由貿易及生態港 

     （1）打造高雄港為自由貿易港區 

     （2）推動以碼頭營運商方式經營貨櫃中心，以民營公用方式提高碼頭裝 

          卸能量，增加碼頭工人收入 

                  （3）推動市港規劃及及建設合一，於洲際貨櫃中心及南星計劃設海洋生 

                       態園區 

                  （4）整體規劃旗津地區土地利用、改造旗津地區成為高雄國際級海洋遊 

                       樂區 

                  （5）積極推動哈瑪星、鼓山、苓雅等舊港區之改造計劃 

      （6）在高雄設立海洋科技文化中心 

       3、台中亞太海空運籌中心 

        （1）台中清泉崗機場列為兩岸直航機場，台中港為兩岸貨運直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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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雙核心海空轉運功能 

        （2）推動完成中部國際機場第一期擴建工程計畫，擴建現有航站區、興 

             建國際航廈及相關設施、滑行道遷移改善及遠端機坪興建等工程 

        （3）設立倉儲物流及加工增值專區 

      （4）推動清泉崗機場對外聯絡交通建設 

      （5）視需求情況增建中部國際機場民航專用跑道 

      4、桃園國際航空城 

      （1）推動「桃園國際航空城特別條例」立法，將桃園機場打造成 6150

公頃的亞太國際航空城。其中機場專用區 1800 公頃、自由貿易港

區 500 公頃、航空相關產業帶 400 公頃經貿展覧園區 490 公頃、

生活機能區 400 公頃、海遊憩軸 1000 公頃、精緻農業發展帶 1200

公頃。 

      （2）民國 107 年興建完成第三航，並陸續興建第四航、第三跑道、滑行 

             道、停機坪及設備維修站等         

        （3）整建第一航廈 

        （4）建構完善的航空城聯外交通建設，執政後 6 年內完成中山高五股楊 

             梅段拓寬工程，4 年內桃園國際機場捷運如期通車營運 

5、智慧台灣 

        （1）人才培育 

        （2）建設全世界第一的無線寬頻國家 

        6、產業創新走廊 

           打造全台六大產業創新走廊 

        （1）北北基宜產業創新走廊 

        （2）桃竹苗產業創新走廊 

        （3）中彰投產業創新走廊 

        （4）雲嘉南產業創新走廊 

        （5）高高屏澎產業創新走廊 

        7、都市及工業區更新 

        8、農村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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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海岸再生 

       （1）定期清除全台漁港淤沙，改造傳統漁港為兼具漁業及休閒觀光之現 

            代化漁港，並鬆綁沿海遊艇觀光限制    

       （2）國際招商開發沿海景點，建設海岸生活與旅遊區 

      （3）發展郵輪觀光，推動高雄港、基礎港、台中港、花蓮港納入 

             國際郵輪航線 

        （4）檢討保安林，解編無國家安全或生態顧慮者，以活化沿海土地利用 

         10、緑色造林 

        11、防洪治水 

        12、下水道建設 

二、產業再造 

   1、服務業全球化  

  （1）金融業 

       吸引資金回台，建立亞太資產管理與籌資中心等。 

  （2）觀光業 

  （3）醫療照顧 

  （4）文化創意產業 

   2、製造業高值化 

（1）願景：將台灣發展成為「全球創新中心」、「亞太經貿樞紐」、「台商營運 

     總部」 

（2）研發創新 

（3）新興產業 

（4）傳統產業 

  （5）中小企業 

   3、農業企業化 

三、全球連結 

   1、參與全球經濟整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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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四、社會公義 

  1、社會福利 

     2、農民權益  

  3、租稅改革 

 五、環境資源  

     1、國土復育 

      2、能源效率化與多元化 

      3、資源再生利用 

    4、環境污染防制121            

  小結： 

        蔣經國總統勤政愛民，且具有前瞻性眼光，與執行力，用對的人做對的事， 

     因此馬英九與蕭萬長皆為蔣經國總統任用較清廉政治人物，而蔣經國總統亦是 

    他們學習楷模。現任馬英九總統與蕭萬長愛台十二項政策建設，某種程度帶有 

    學習蔣經國所推動十大建設。相同是大力推動公共建設；不同的是，蔣經國所 

    推動十大建設，對當時國家需要建設與發展，具有關鍵性影響，而愛台十二建 

    設為基礎性或一般性建設，而最大不同是，在蔣經國主政時代中，無論經濟部 

    長孫運璿、財政部長李國鼎、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李煥、中鋼董事長趙耀東（鐵 

    頭）、國貿蕭萬長、新聞局長宋楚瑜，人才濟濟，用對的人擺在對的位置。而馬 

    英九總統以政治不沾鍋清廉自許，但其用人行政團隊卻有待評論。而蔣經國總 

    統除了本身在政治領導力發揮功能外，亦讓更多德才之士為國效命，至今仍影    

    響現在政治人物行事風格，有其政治領導力學習典範，因此政治人物氣度、胸 

    襟其政治領導力所用人態度，才是高度績效行政團隊關鍵重點。 

                                                

121蕭萬長著，《專業治國-為下一代打造台灣的太平盛世 》，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2 月 12 日， 

             頁 19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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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蔣經國巡視中鋼，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8%94%A3%E7%B6%93%E5%9C%8B&hl=zh-TW&rlz=1T4ADRA_zh-TWTW493TW494&prmd=

imvns&source=lnms&tbm=isch&sa=X&ei=mMk4UIOlA5GemQXh8YHAAQ&ved=0CAoQ_AUoAQ&biw=1042&bih=610，2012 年 8 月。 

        20 日
122

 

         

 

 

  

 

 

 

 

123資料來源：蔣經國總統百年誕辰，//www.chinayouth.org.hk/20090412/ ，2012 年 2 月 1 日。    

                                                

    122資料來源：蔣經國巡視中鋼，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8%94%A3%E7%B6%93%E5%9C%8B&hl=zh-TW&rlz=1T4ADRA_zh-TWTW493TW494&prmd=i

mvns&source=lnms&tbm=isch&sa=X&ei=mMk4UIOlA5GemQXh8YHAAQ&ved=0CAoQ_AUoAQ&biw=1042&bih=610，2012，8 月 

   20 日。 

  
123資料來源：蔣經國總統百年誕辰，//www.chinayouth.org.hk/20090412/ ，2012 年 2 月 1 日。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8%94%A3%E7%B6%93%E5%9C%8B&hl=zh-TW&rlz=1T4ADRA_zh-TWTW493TW494&prmd=imvns&source=lnms&tbm=isch&sa=X&ei=mMk4UIOlA5GemQXh8YHAAQ&ved=0CAoQ_AUoAQ&biw=1042&bih=610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8%94%A3%E7%B6%93%E5%9C%8B&hl=zh-TW&rlz=1T4ADRA_zh-TWTW493TW494&prmd=imvns&source=lnms&tbm=isch&sa=X&ei=mMk4UIOlA5GemQXh8YHAAQ&ved=0CAoQ_AUoAQ&biw=1042&bih=610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8%94%A3%E7%B6%93%E5%9C%8B&hl=zh-TW&rlz=1T4ADRA_zh-TWTW493TW494&prmd=imvns&source=lnms&tbm=isch&sa=X&ei=mMk4UIOlA5GemQXh8YHAAQ&ved=0CAoQ_AUoAQ&biw=1042&bih=610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E8%94%A3%E7%B6%93%E5%9C%8B&hl=zh-TW&rlz=1T4ADRA_zh-TWTW493TW494&prmd=imvns&source=lnms&tbm=isch&sa=X&ei=mMk4UIOlA5GemQXh8YHAAQ&ved=0CAoQ_AUoAQ&biw=1042&bih=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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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資料來源：蔣經國總統與民同樂，//www.chinayouth.org.hk/20090412/ ，2012 年 2 月 1 日               

 

 

 

 

 
                                                                                                                                           

 

124資料來源：蔣經國總統與民同樂，//www.chinayouth.org.hk/20090412/ ，2012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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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治領導力如何提升之研究 

本章主要討論國家領導者如何提升政治領導力，如何設計良善制度產生優質

政治領導力，而人民如何影響並產生卓越政治領導者。中國自古以來，在古代最

高政治領導者為皇帝，所謂聖明皇帝，就是輕勞役少賦稅，人民生活富裕，並且

少戰亂為太平盛世。而非聖明皇帝，常常有戰亂，民不聊生，重勞役多賦稅，而

且貪官污吏橫行。因此歷代朝政，主要關鍵在於誰當上皇帝，而皇帝政治領導力

卻影響當時政治風氣良窳，善於知人善任者，則國家發展興盛，反之則衰亡。因

此設計良善政治制度，才能確保可以良善政治領導力不致於人在政存，人亡政

息。在古代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亦要死，人民對君主無選擇權只有服從權。

但現今為民主法治國家，人民可以透過定期選舉可以產生良善國家領導者。回顧

歷史結束中國近數千年皇帝專制政權，國父孫中山先生等仁人志士亦顯難能可

貴，尤其以國父孫中山先高瞻遠矚，前瞻性眼光，以及豐富學養，開創中國第一

個民主共和國為中華民國，之後蔣經國總統落實主權在民，為民有、民治、民享，

真正以天下為公情操為民服務，而憲法制定，更是保障人民權益最大權利書，更

別於古時代君令要人民死，人民焉能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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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政治領導者如何提升政治領導力 

     政治領導者如何提升政治領導力，首先要瞭解何謂政治，政為眾人之事，而治

為管理之意，合其意為管理眾人之事為政治。因此政治領導者，必須要具備管理眾

人之事基本能力與方法與技術。其中關鍵因素在於領導者氣度恢宏，容人之心，以

及知人善任能力為關鍵之鑰匙，分述論之。 

壹、政治領導者如何提升政治領導力 

一、氣度恢宏 

         在春秋戰國時代，管仲曾射箭射中齊恒公胸口，剛好射中胸口有一個吉

祥物，而齊恒公免於一死。之後齊恒公登上王位，欲殺死管仲，由鮑子牙求

情並向齊恒公推薦管仲受重用。通常以君主氣度，管仲不僅要斬首示眾，並

罪及家人、甚至殺其九族殃及無辜者。而齊恒公不僅未殺管仲而且加以重用，

齊恒公其氣度恢宏，成就齊恒公亦成就管仲並美名鮑子牙，至今仍是歷史用

人氣度恢宏佳話題材。 

         在唐代時，魏徵輔佐唐太子李建成，眼見李世民功高遠超過其主子李建

成，認為太子地位不保，建議計謀殺死李世民，以保太子權位並能順利登基

為皇帝大位，最後結果李世民在玄武門殺掉太子李建成，並活抓魏徵，最後

唐太宗李世民並未斬殺魏徵，反而給予重用成為中國歷代最具成效大臣，史

上嘉稱為「貞觀之治」，至今世界各國都有通稱為「中國城唐人街」，尤其美

國、日本。可見中國歷代以唐朝和漢朝最能代表中國人文化與繁盛時期。 

         在中華民國蔣經國總統，亦是氣度恢宏政治領導者，可以從對人和對事

做法來分析之。蔣經國部屬中以行政院孫運璿為例，孫運璿生活儉樸、品格

高超，勤政愛民，做事踏實，歷屆行政院長口碑亦可比美於蔣經國院長，聲

望如日中天，但蔣經國不以為功高震主，給予更多支持，否則領導者若缺乏

自信與氣度。隨意找一個藉口說孫運璿院長為國盡忠，避免讓他太過勞累、

積勞成疾，讓其飴養晚年，或對外界宣稱因另有重用，予以免職。因此在蔣

經國主政下，人才濟濟，行政幹才良才不會受到蔣經國排擠，或人才懷才不

遇憂國憂民卻不受重用憾事。如前宋省長宋楚瑜若在蔣經國時代，亦不會像

現在仍是失業十幾年，其英雄無用武之地行政幹才，若不再受重用，即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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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歷史號稱 319 個鄉鎮走透透宋前省長說再見了。                                

二、知人善任 

         項梁認為張良為大相之材，故望其姪子項羽給予重用，但項羽認為個人

武功蓋世，故無需要張良等協助，爾後由劉邦所重用，成立漢朝最重要關鍵

人物。韓信早期亦想跟隨項羽，但不受重用，最後張良與蕭何所推薦為劉邦

所重用，並以十面埋伏，消耗項羽軍隊體力，最後擊敗項羽。因此劉邦武不

及韓信，文不及張良與蕭何，若和項羽比較，武不及項羽，但卻成立漢朝而

使得項羽自盡於烏江。劉邦乃是善於用人。 

         在三國時代，劉備雖是漢王室後代，卻流落民間漂泊，但因早期環境關

係，而培養出其高明識人能力，當時關雲長落難以買綠豆謀生，張飛買豬肉

維生，但劉備卻看到關雲長義氣與武功和張飛豪氣直性子，並結拜成為桃園

三兄弟。之後又吸收武功高超趙子龍，特別是三顧茅廬聘請到孔明，賦予軍

師一職，開啓三強鼎立局面。論武功劉備不及於關公與趙子龍，論智謀不及

孔明，但卻能將適當人才擺到適當位置，使得原本最弱劉備可以成為三強鼎

立形態，主要為劉備能識人、知人、用人，將適當人才擺在適當位置。 

         在中華民國的時代，蔣經國總統知人善任，因此行政團隊行政績效超高，

有行政院長孫運璿、經濟部長趙耀東、內政部長林洋港、行政副院長邱創煥、

交通部長連戰、國民黨副秘書長宋楚瑜、外交部長錢復、台灣省主席李登輝、

行政院秘書長王照明、財政次長王建暄、國貿局長蕭萬長、國民黨秘書長李

煥，李煥所提攜部屬中如林基源爾後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富邦銀行董事長，

劉維琪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之後大學評鑑中心董事長。人才結實開花結良

果。少有如現代宋楚瑜台灣省長下台後失業近十年有餘，只能每年一月十三

日蔣經國總統忌日，到桃園縣大溪鎮頭寮去向經國先生緬懷和暗自掉淚、感

嘆懷才不遇啊，其夫人萬水姊姊說她老公失業十餘年，雖然輕鬆一語，且道

盡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在感嘆。而在蔣經國時代，只怕人才没本事，不怕人

才有本事，成為「在朝無貪官污吏，在野無良才流浪」。因此蔣經國用人哲學

與成效才會成為政治領導者所學習典範，以及歷任總統聲望最高，以及最獲

人民喜愛與尊敬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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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聽則聰、多看則明 

         自古明君皇帝，多善長於識人與廣聽，唐太宗為明證，在議論朝政議題時，

讓官史暢所欲言，正反對錯利害得失可一併細述，之後才由唐太宗作最後結論

與執行，才不致有所偏頗，或方向錯誤，也不會讓大官只一昧討好唐太宗，而

不作任何勸諫之責，尤其以魏徵敢於規勸聞名於後世，忠臣或良臣亦要有明君

相互輝映，或則魏徵若服務於奏始皇，早就被宦官趙高陷害而死，成為冤魂。

謂廣聽則聰、多看則明方法。 

         宋代開封府尹包青天，亦是常常微服出巡，探察民情，避免被小人瞞騙，

成為為官公正，而成為後代流傳佳話與劇本，成為最紅電視連續劇至今熱潮 

     不退，不斷重播。 

        在中華民國蔣經國時代，尤其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任內，常常下鄉去探視

民情，因此少有貪官污史，或瞞天過海之輩可以僥倖隱瞞其不法濫權之事發

生，再加上蔣經國用人哲學，不會一下子給予大官任用，而是一歩一歩任用，

觀其言聽其行審其果，因此在蔣經國時代少有重大舞弊發生，結黨營私官場弊

端發生，今日在蔣經國主政下，林益世貪污收賄嫌疑案亦可能不會發生。 

四、大公無私，用人德才兼具 

         蔣經國用人是大公無私卻德才兼具。絕不因為了結黨營私，濫用私人卻

毫無能力之人重用成為大官。如蔣經國將其親兒子交給當時在台電孫運璿加

以訓練，而不是賦予高官職位，讓他學習孫運璿勤政樸實生活與作事風格，

無形培養良好品性與操守和工作能力。對其弟蔣緯國亦不是給予國防部長職

務、或參謀總長乙職，因此蔣家亦無一人繼承蔣經國總統或院長等職務，而

是依照憲法規定而行使繼承權，而由副總統李登輝繼承總統職權。雖然在蔣

經國總統過世後，曾經出現傳說中蔣宋夫人派中，對代理國民黨主席有不同

意見引發權力紛爭，但由於有國民黨秘書長李煥與副秘書長宋楚瑜大力挺副

總統李登輝繼任代理國民黨主席，而能化險為夷，主要蔣經國旁邊有像李煥

與宋楚瑜能以國為重大臣、良臣，深深體會經國先生心願，貫徹遺志所成。

他二人無乘勢攬權而起。假若當時國民黨秘書長李煥與副秘書宋楚瑜有私

心，則歷史可能改寫，可能會經由權力門爭後由國民黨權力核心所掌握，總

統候選人可能換成為李煥，行政院是宋楚瑜，李煥與宋楚瑜聯軍而起。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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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李煥與宋楚瑜深知蔣經國總統，有意將政權交給本省籍台藉人士，要落實

本土化並札根民主化與法治制度化用心，依據憲法副總統繼承總統職權，並

政與黨、軍合一統帥權，有助於領導權鞏固，謂國有重臣、忠臣、良臣國乃

堅石也，當時李煥與宋楚瑜大公無私胸襟功不可没。 

     小結： 

領導者如何提升政治領導力，要從氣度、心態、如何識人與用人著手，

主要有下列幾項可以加以培養： 

      1、氣度恢宏 

      2、知人善任 

      3、眼明廣聽 

      4、大公無私，用人德才兼具 

           從中外古今以名人偉人出版社所記錄來分析，可以成為一位偉大政治

領導者，一定是氣度恢宏之人，否則時時刻刻擔心所任用部屬那一天會表

現比自己好時，疑神疑鬼，那會被領導者甘願為其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謂士為知己者死。 

           政治領導者強者，善於將對的人擺在對的位置，發揮極高效能。從現

代棒球隊來說，該是投手或補手或打擊第一棒或第三棒、第四棒或第九棒，

亦依照其專長和技能有不同考量安排。 

             在中國歷史中，善用人才得天下或稱霸一方者如，劉邦得張良，有謂

誰得張良者天下歸誰之讚譽張良。劉邦為草莽平民，卻能善用張良得到天

下，主要將張良擺在軍師一職，若擺在如行軍打仗則不如韓信，若擺在後

勤支援補給上，則未必超越蕭何。 

             三國時代，劉備因善用於關公與張飛和趙子龍，也常常打勝仗，但卻

茫茫漂泊缺乏有力根據地，後來經徐庶推薦，三顧茅廬請到諸葛亮孔明協

助，逐漸與曹操和孫權形成三國鼎立局面。 

           明朝朱元璋為平民出身，為了一統天下，早期由文人當軍師，建議「築

高牆、廣積糧、緩稱王」，築高牆：意思加強國防武功與防備能力；廣積糧：

意思廣儲糧食，以備戰時需用；緩稱王，避免成為元朝大軍與抗元軍隊攻

擊目標。朱元璋最後為了一統天下而去禮賢下士，希望得到劉伯溫他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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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最後因為劉伯溫協助終於擊敗強敵陳友諒，成為明朝開國君主，若劉

伯溫為陳友諒所用軍師，則歷史亦可能改寫，故可知其識人、知人、用人，

用對的人做對的事是非常重要政治領導能力，成功時則可以功成名就、亦

可保身安命。反之如韓非子被害死於同門老師荀子學生李斯之手，呂不韋

亦受到被一手提拔李斯所害，故識人、知人、用人不能不察、其政治領導

技術與方法亦不能不學。 

           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專制腐敗滿清，成立亞洲民主共和國，亦有如陸

皓東、宋教仁、黃興、以及蔣中正等人協助，而在黄埔軍校成立後，以蔣

中正為主正規軍，完成北伐，但國父少了一個如張良軍師，故死時仍念念

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期許。 

           蔣中正手下有張學良、何應欽、蔣經國、蔣緯國、蔣宋美齡、陳誠等

人，但日軍入侵東北時，張學良受到中國共產黨挑撥離間中國人不打中國

人，東北好漢保護東北家園時，演出西安事件，造成大陸淪陷前兆。但亦

同樣少了一位如張良軍師為其規劃國家大計。當日軍入侵東北時，在外交

上可以由美國與蘇俄制止，當時美國並未與日本同流合污，而蘇俄與日本

亦有敵對狀態。 

           在軍事上，由東北軍對上日軍，雖然日軍武器較中國軍優越，但人數

上中國人較日軍軍隊多，卻中國東北軍是保護國家與家園，日軍是侵略行

為，在精神上中國軍隊明顯佔上風，若以死戰力阻日軍，研究者認為日軍

未必可以輕易進入中國。而蔣中正亦可乘勢調撥共軍前去打日軍。不過當

時軍事戰略為以中國領土空間換時間，但研究者認為，在自己土地打戰，

損失自己資源與未來修補問題，故應全力阻止日軍侵入中國領土，甚至以

人海戰術可以攻擊日本首都東京，擊潰日軍士氣，打破日軍三個月亡華白

日夢，因為攻擊亦是最好的防守。從歷史上發展與借鏡，一個良好政治領

導者，要有一位可以規劃國師、良師（軍師）。 

             而蔣經國總統是一位良好政治領導者，部屬中以行政院長孫運璿為主

要行政團隊，並有李國鼎、趙耀東、李煥、宋楚瑜、錢復、連戰、林洋港、

李登輝等人，而國師以其老師吳稚輝為主要請益對象、和錢穆長者。基本

上仍稍有不足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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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馬英九有金溥聰（金小刀）為其謀略，雖為其打下天下，可是非

屬於治國良相或（軍師），反而與同屬泛藍親民黨弄得水火不合局面，造成

競選連任總統時焦土狀態，至今尚未化解。張良不會與韓信水火不容，諸

葛亮不會與趙子龍和關公敵對狀態。諸葛亮主張聯合孫權對抗曹操。 

           而現今宋楚瑜現在最低潮時候，仍有副主席張昭雄、秘書長秦金生、

花蓮縣傅縣長、台北市市議員黃珊珊、前立委劉文雄、陳振盛、立委吳清

池、政治評論員黎建南、名間人士連石磊、甚至亦包括研究者在內，亦十

分欣賞宋楚瑜有情有義政治人物，且有氣度與見識、勤政愛民、生活樸實、

家庭美滿。其所做所為令人激賞、大家甘願跟隨宋楚瑜身邊、不離不棄，

或許缺乏政治前途，但也跟著心安理得。宋楚瑜以人格特質亦人格魅力（參

照權力）令人自願跟隨。政治領導者不僅善於知人善任，亦要同時令人激

賞，才能形成一股力量。如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美國國父華盛頓、

印度國父甘地、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在宗教上如佛敎釋迦牟尼、慈濟證

嚴法師、佛光山星雲大師、基教教耶穌，都是人格特質令人贊賞、無論是

政治上伙伴或民眾與信徒都是自願跟隨。因此用人者與被用者，都必須具

備某些條件與能力。  

五、時事綜合論述 

（一）新時代為官之道-用創造性思維打造幸福未來 

       黃丙喜、馮志能學者在最近出版一本書，書名為新時代為官之道-用創造性  

       思維打造幸福未來，希望提供為官之人有所參酌。本文摘其重點並論述： 

    1、右腦經濟，左腦財稅： 

       傻瓜，問題出在經濟。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說。經濟低迷是你的鄰居失業，經

濟蕭條是你自己失業。美國前總統杜魯門說。 

           滿腦子財經對不對，「國家領袖應當滿腦子都是經濟成長」，因為經濟隨著全

球化時代的來臨，愈來愈成為一個國家施政的重點，也愈易成為一個政府

及政黨能否成功取得政權的關鍵。《華盛頓郵報》提出的觀點是：失業率及

通膨率是人民最痛苦的指數，而失業率又是民眾感受最深切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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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政府的經濟職能  

      「經濟成長」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例如以台灣的情勢而言，必須將兩岸關

係及國內投資環境都弄好，才有可能把經濟搞好。而國家領導人若是「腦

子裡只有經濟成長及國民所得」，他自然也會把必須與經濟配套的其他政務

也整合好。《聯合報》的論點是，總統的腦袋裡「只有經濟發展及國民所得」

有何不對？又有何不好？ 

     國家重要的任務之一是推動經濟穩定及健全的發展，以創造人民在工作與

生活上的最佳福祉。「德為善政，政在養民」《尚書‧典範》。行政官員接受國

家委託代表政府執行此一「治國富民」的職能。需要公務員公正無私地依法

行政，嚴守國家法律與行政倫理的規範；又需要他們勇於突破事事防弊的藩

籬。敢於為國為民興利，才能充分發揮以最少資源達到最大效益的經濟目

的。兩者之間應如何兼籌並顧，是全球化經濟時代廉能政府的施政重點。125 

     研究者認為：國家經濟發展與重大建設、人民就業、國民所得提升、物價

穩定、稅率合理性，提供良好生活環境與品質。      

 （二）蕭萬長那個時代的那些故事：王健壯 

       蕭萬長在他組閣前那三十幾年，他之所以能夠放手施為，替台灣經濟轉型作  

       出貢獻，除了因為那個年代是個做事的年代外，也因為他一路都有貴人相挺， 

       他的長官挺他信任他，更在關鍵時刻當他的靠山。 

       他當國貿局長時，趙耀東是經濟部長。趙鐡頭常跟他說：「你不用怕自己要 

       承擔這個責任，這責任是我的；我當部長，我當部長，我來承擔，不是你」， 

       祗要是為公做事，有什麼事他一定會挺，趙鐡頭說你怎麼會做成這樣？也不 

       會責備你考慮不周。而在蕭萬長接國貿局長前，蔣經國也約見他，告訴他：  

      「你做，你不要怕，有問題就來看我。假如有事情，上面没有辦法幫你解決 

       的，你就來看我」，後來 兩岸轉口貿易除罪化，以及智財權法律體系的建立， 

       都是因為蔣經國挺他才能有成。在蔣經國年代中，有肩膀政務官相互學習與 

       支持成為風範126。蔣經國時代找對的人做對的事，蔣經國提攜趙耀東（趙鐡 

       頭之美稱），而趙耀東又力挺經貿長才蕭萬長，形成人才濟濟；人才輩出態 

                                                

125黃丙喜等著，《新時代的為官之道-用創造性思維打造幸福未來》，台北市，商周出版，2012 年 1 月，頁 95-96。 
126王健壯，〈中國時報時論廣場〉，《中國時報》A16 版，2012 年 6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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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成為蔣經國為伯樂，趙耀東為千里馬，而千里馬又轉換成伯樂再去發現 

       千里馬蕭萬長，在蔣經國那個時代，只怕無本事、不怕没人用，而英雄氣短 

       局面。 

（三）台灣民主，還在「黨紀民主」階段 

       大多數人肯定美國前總統林肯是史上最偉大領袖之一，而研究林肯的學者也 

       注意到他的偉大特質之一，乃是他從不認為自己一定對，而總是會隨著時代 

       的變化和公意的發展而調整自己，揺揺擺擺的去做出最好的決定。以最重要 

       釋奴問題而論，林肯最先並不是釋奴論者，而是隨著形勢走，最後釋奴問題

在任內解決。林肯的偉大，乃是他有一顆平凡正直的心，願意和時代去「對

話」，願意去改變自己。其「對話」不只是「講話」而己，「對話」是一種文

明的交談方式，由這種交談來說服別人和改變自己。因此「對話」有個前提，

那就是對話的人一定要具有某種自謙，願意去「聆聽」別人。 

      而台灣目前問題不願意去分析根源，而以油電雙漲，而中油暴漲之後因國際

原油價格下跌，中油油價雖經十多次下降，但物價己跌不回來，而以「世事

難料」解釋，看到當權者麻木和硬拗仍是當權者的風格。127 

（四）台灣成功的故事愈來愈少，失敗的故事愈來愈多 

      在 2005 年美國《商業周刊》更曾以「隱藏的全球經濟中心」形容竹科，但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公會秘書長張致遠，對竹科三十年的發展，卻發出如此的 

      感慨。「竹科不升級，難逃被淘汰」竹科廠商依舊在，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 

      約有一成是竹科創造。但世界變得更快，加上中國大陸崛起，全球科技分工 

      急速變化，有「東方矽谷」美譽的竹科若無升級，也難逃被淘汰的命運。 

     換個場景到高雄，優越的地理位置曾將高雄港推升為世界第三大港，而今早

就被鹽田、上海、寧波等超越。「四小龍韓國晋貿易大國」時代的變化還不

僅於此。與台灣並稱亞洲四小龍的韓國，從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恥辱中

站起來，憑著意志與決心，與美國簽署 FTA，去年韓國外貿總額突破一兆美

元，晋升為貿易大國。從竹科、高雄港到韓國，己顯出台灣經濟危機，過去

台灣不怕危機和艱難，一直是孤立無援中走自己的路。台灣就像一艘航空母

                                                
127

 南方朔，〈台灣的民主還在「黨紀民主」階段〉，《中國時報》A14 版，2012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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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百萬中小企業是圍繞母鑑的小艦，領導人是艦長，政府是舵手，率領龐

大艦隊走過外交孤立、兩次石油危機也譜出台灣奇蹟。128
 

（五）從四小龍之未到超越四小龍：經濟馬凱 

      從四小龍之未到超越四小龍：經濟馬凱在聯合報論述。在台灣以昂揚之姿居 

      四小龍之首，卻由於廿年故步自封、自毀長城而一夕之間淪落四小龍之未，  

      而今日不論每人所得、國民生產毛額（GDP），或是最受矚目的產業如智慧型 

      手機、半導體等，台灣均瞠乎其後，而且遥遥落後，的確不可同日而語。 

      台灣落難，其來有自，當我們將那惡因一一去除，還其生命力。而當時台灣 

      可以創造台灣奇蹟，其原因甚多，若要一雪前恥，超越亞洲四小龍扶搖直上， 

      亦有實現可能性理想目標。 

      馬凱學者認為台灣的原動力在民間，其一為遍步各處中小企業，如螞蟻雄兵 

      無堅不摧。其二則是勤奮努力、百折不撓、充滿幹勁與創意人民。 

      而台灣人民的謙恭有禮熱情豪邁以及聰穎好學，早己成為我們最寶貴的資產。 

      在不受政府壓抑的各個場所脫穎而出也司空見慣，而這一群人所生活、工作  

      的空間，得天獨厚，復緊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咽喉地區，只要善加運用， 

      其他三小龍罕有可與之匹敵者。 

      如果台灣可以與星、港一樣全面自由開放以盡情發揮其地理優勢，如果眾多 

      中小企業在適當引導之下可以師法德國的範例，成為小而美但雄霸世界的小 

      猛虎，如果我們先進的農業與花卉可以學習荷蘭的經濟與行銷和管理充分， 

      成為亞太地區的研發與行銷中心。如果台灣企業與人民的商貿天才可以採荷 

      蘭的範例，透過兩岸的開放與合作成為十三億人不可須臾失之的貿易夥伴與 

      經紀人；則集星、港、德、荷之長於一身的台灣，在今日世界將睥睨世界四 

      顧無一對手。這樣的台灣豈會豔羡偶爾趁隙而起的昔日亦步亦趨至誤入岐途 

       的後輩？ 

而目前台灣之尚未能搏扶揺直上九萬里，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台灣人，還 

在等待什麼！129
 

                                                
128江睿智，〈竹科不升級難逃被淘汰，四小龍韓國晋貿易大國〉，《聯合報》A5 版，2012 年 6 月 18 日。 

 

129馬凱，〈從四小龍之未到超越四小龍〉，《聯合報》A5 版，2012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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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FTA 成功要件照藍圖衝，漸進多軌總動員 

       韓國 FTA成功四要件：領導人、公務員、企業及知識分子。韓國何以在短 

短九年內談成八個 FTA？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蔡旭總結，韓國能夠 

善用 FTA，是因為有好的基礎與條件：領導人的意志力、優秀的公務員、勤 

勞的企業，以及願意投入研究各種策略與對策的知識分子。為了達成 FTA談 

判，韓國政府進行組織調整。2004 年 6 月，當時通商交涉本部長金鉉宗制定

了「簽署 FTA程序規範」，依照此法，負責對外談判為通商交涉本部，所有

部會都要配合。而在通商本部下設二個局，一是 FTA 政策局，負責對受創部

門擬定對策、找出辦法；另外是 FTA 交涉局，現有六十幾個公務員、專業博

士、律師、精通外語的專業人員約四十人，負責 FTA 事務談判工作；其他經

濟部門都分別開設與 FTA有關的課，所以能一次對很多國家進行 

談判。130
 

（七）台灣：消失中的小龍：周行一 

      一九九 0 年時，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的國民所得分別為，  

      8132、13224、12234、5893 美元；經過二十年到 2011 年底時，各國的國民所  

      得達到 20101、34049、49271、22778 美元。顯示台灣的經濟發展己落後其他  

      三小龍，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個結果？ 

（八）設立特區兩次讓台灣成功轉型 

      「自由經濟示範區」就是一種「經濟特區」，主要是以比本國優惠、寬鬆、 

      彈性的特殊規範，吸引外國資金及企業進駐，在台灣行之多年，但在全球自 

      由化的大趨勢下，功能日受質疑。台灣第一個經濟特區，始於 1966 年創設 

      的高雄加工出口區，由於任經濟部長李國鼎催生。1980 年，新竹科學園區

誕生，搭上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浪潮，讓台灣經濟透過兩次成功的「特區」

經驗而成功轉型。1995 年，政府推出虛擬特區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透

過法規鬆綁，希望將台灣發展成為區域的製造、海運轉運、航空轉運、金融、

通信、媒體等六大中心，但因兩岸出現飛彈危機、亞洲金融風暴而失敗。 

     2005 年，另一個特區「自由貿易港區」設立，強調物流、倉儲服務便捷化，

                                                

130江睿智，〈FTA成功要件照藍圖衝，漸進多軌總動員〉，《聯合報》A5 版，2012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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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時兩岸未直航，直航後又碰上全球金融海嘯等巨變，至今仍陷入轉型考

驗中。因此以實體特區而言，「自由經濟示範區」是台灣第四次的特區實驗。

而目前易名為「經貿營運特區」，依時任經建會主委蔡勲雄規劃，乃是添加兩

岸自由化誘因的自由貿易港區或加工出口區轉型，希望吸引台商回台設立營

運總部。131
 

 

（九）港星韓鬆綁法規，全球吸才攬才 

      表 5-1 新加坡、韓國、香港攬才政策   

新加坡攬才政策 韓國攬才政策 香港攬才政策 

1、長期培養外籍人才對新 

  加坡的認同感：主動出 

  擊，以獎學金延攬外國 

  中學、大學學生或研究 

  生赴星就讀。 

2、全世界稅率最低的己開 

  發國家之一：扣除減 

  免，個人所得稅稅率維 

  持在 0 到 20％之間。 

3、提供應屆畢業優厚的 

  起薪。 

4、配合經濟發展，鎖定領 

   域：目前包括生物技 

   術、互動數位媒體、醫 

   療服務業、化工業、工 

   程業、科學研究等領域。 

1、 公務員、公營事業、金 

   融事業之任用：正式人 

   員須經過考試，且排除 

   外國人；但可以約聘方 

   式任用外籍人士擔任 

   特殊職務。 

2、 吸引特殊技術人才： 

對於特定尖端科技、特

殊技術人才，給予延長

居住期限，如工作期限

由 3 年延長至 5 年；甚

至給予長期居留或永

久居留權。 

3、 投資移民： 

在韓國投資達一定金

額、或投資政府鼓勵事

業，給予永久居留權。 

4、 對韓國社會有重大 

   貢獻： 

1、 專業人才和投資者： 

有意到香港投資或對

香港經濟做出重大貢

獻之境外人士都可申

請香港工作簽證，無學

歷、薪資限制，且在香

港工作、居住滿 7 年即

可申請香港永久居留

權。 

2、 優秀人才入境計畫： 

有意到香港發展之各

國人才無須獲得香港

本地雇主聘任，均可依

「優秀人才入境計畫」 

申請到香港定居、任

職。 

3、 輸入大陸人才計畫： 

大陸人士不限行業之

各類優秀人才和專業

                                                
131陳雲上等，〈設立特區兩次讓台灣成功轉型〉，《聯合報》，A5 版，2012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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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長期居留在韓國、 

   且對韓國社會有重大 

   貢獻，給予歸化待遇； 

   如韓國延攬德裔韓籍 

   人士出任韓國觀光公 

   社社長。 

人士皆可依「輸入大陸

人才計劃」申請到香港

定居、任職。 

4、 境外學生： 

在香港修讀全日制課

程而獲得學位之境外

學生，畢業後無須找到

工作即可申請在香港

停留一年，且在香港工

作無最低薪資限制。 

            資料來源：姜兆宇，（2012 年 6 月 22 日），《聯合報》。 

1、新加坡：没天然資源，鎖定產業攬人才 

   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謝發達從窗外看到新加坡的貨櫃船正快速駛離，平靜無波，  

   卻暗藏滾滾商機。「當你什麼資源都没有，人就是唯一的資源。」新加坡，没 

   有天然資源，卻能「無中生有」，人均所得超過五萬美元（約新台弊一百五十 

   萬元），關鍵就是人才。 

   來自台灣，南洋理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郭振羽，星國向外延攬第一批學者 

   他說星國除新加坡四年頂尖大學中，除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其他三所大學校 

   長都是外國人。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會長許慶育說，新加坡不只向公司招手， 

   更有計畫地挖人才，近年來，目光鎖定生物科技和電子產業。 

   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員陳志欣就是一個例子。拿到師大化學博士後，二 00 八 

   年，新加坡看準他在化學與生物工程的實力，把他從中研院挖過去。新加坡 

   薪資不比歐美差，而且稅率低，而他赴新加坡半年，他和妻子就成為永久 

   居民。可購買組屋（相當於國宅），來鼓勵優秀人才留在新加坡。132 

  2、有一個天才，就可養活百萬人 

     韓國政府為了國家發展，在某些職務的人才晋用上大膽又創新。例如，為推 動  

     韓國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會邀請外國人擔任大學校長；也會延攬德裔韓 

                                                

132姜兆宇，〈没天然資源，銷定產業人才〉，《聯合報》A5 版，2012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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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人士出任韓國觀光公社社長。並邀請三星電子社長出任韓國知識經濟研發 

     戰略企劃團長，掌握近五兆韓元預算。韓國用人方式，目前台灣政府用人比 

     較不可能。而韓國簽署愈來愈多 FTA，韓國企業愈來愈國際化，來到韓國工 

     作的外國人也愈來愈多。三星總裁李健熙很重視人才，他的名言是：「一個天 

     下可以養活百萬人。」三星不只自己培育人才，也積極自海外挖角，包括從 

     台灣找出專才出任要職。 

     金連河被韓國重金挖角大陸人士，他說在仁川經濟自由區的企業，多會大量  

     聘用外國人，「企業要用什麼薪水聘、用多少外國人，都是企業自己的事」。133
 

3、没太多限制、人才流動早習慣 

    盛寶銀行集團旗下的盛寶金融（香港）是一家丹麥銀行，董事總經理李紀綱 

    是香港負責人，但來自台灣。他說：「我的團隊裡，除了台灣人、香港人，還 

    有大陸人、新加坡人。」 

   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人，可以輕易地結合起來在一家外資金融機構的香港

分公司共事，李紀綱問在台灣這種事可能嗎？ 

   而從香港入境事務處年報中，將「為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業人士提供方便的安

排，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列為主要工作目標，明顯反映出香港對人才抱持

的開放心態。正是因為心態上認定，引進境外優秀人才是提升香港競爭力，

而非搶走工作，香港對於境外人才的移入政策不斷調整與鬆綁。而人才的爭

逐己是世界性的競賽，香港早有深刻認識。因為多數香港人都相信，「優秀人

才流入，不是搶走一個就業機會，而是創造五個，甚至更多的就業機會」。134
 

（十）一場颱風吹出零碎化的施政 

目前政府施政零碎化、臨時化與避鄰化，愈來愈明顯，其執政者無論在中央  

或地方，都愈來愈缺乏宏觀性、長遠性和整體性規劃的認知與能力。如此施  

  政府官員疲於奔命卻一事無成，行政系統己處於潰堤邊緣，幾乎看不到肯於、

善於、勇於為政策辯護的官員；政務官五日京兆，事務官等因奉此，「不知為

何而戰」的何止美牛案中的藍營立委？整個台灣都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 

                                                

133江睿智，〈有一個天才，就可養活百萬人〉，《聯合報》A5 版，2012 年 6 月 22 日。   

134林財宏，〈没太多限制、人才流動早習慣〉，《聯合報》A5 版，2012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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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莫非定律」或者「瓦倫達效應」下，人們發現，政府官員還真的是愈嫌

愈笨愈批愈爛。但駡的再厲害、再氣憤，最終國家還是要這批人治理，政事

還是要這些人執行；政黨總會輪替，台灣何苦卡在政權爭奪的肉搏格鬥裡？135
 

（十一）實踐願景：共赴台灣經濟卓越之路 

       在聯合報社論，《關鍵兩年，台灣快轉》，經由與韓國、新加坡及香港等同 

       是東亞中小型經濟的比較，清楚勾勒出台灣經濟的四大事實： 

 1、經濟發展深度、廣度、速度落後，在亞洲四小龍殿後 

 2、產業升級轉型陷入瓶頸，走不出代工宿命，產業優勢面臨威脅 

 3、兩岸經濟協議（ECFA）、自由貿易協定（FTA）及「自由經濟示範區」等 

    大突圍政策，仍深陷圍城而停步不前 

  4、發展經濟所需的人才，亦正面臨流失危機 

     這四大事實之間互為因果，彼此影響，儼然己成必須打破、扭轉、導正的 

     惡性循環。希望政府以三種心態真誠回應： 

     （1）不要過度「防弊」的心態 

       企業界面對政府時，常被誤為只想貪政府的好處，導致行政流程上層層 

       查核、交叉會審的關卡又多又長，消耗無謂時間、人力、物力，也限制 

       很多的發展可能性。政府負有審慎運用國家資源之責，但更有國家發展 

       之實；因此，防弊之外，更要興利，國家方有生機。 

    （2）不要有過度「本位心態」 

        近年來產官學界高度憂慮人才流失危機，甚至認為勞委會如果改名為「人 

        力資源部」，或許就能從人才發展而非勞動條件的角度看問題；或各部會 

        都設有「產業發展司」，或能增加產業發展的思維，某一部份並反映了部 

        會間過於本位的思維，己成為遲滯國家前進的阻障。 

    （3）不要有過度「拒難」的心態 

    亦即，面對複雜、困難的事，不要消極應對。而現在台灣經濟的處境當 

    然是困難的，但回顧台灣發展史，那個時候不困難呢？因此重點不是它 

                                                

135中國時報社論，〈一場颱風吹出零碎化的施政〉，《中國時報》A19 版， 2012 年 6 月 23 日。 

 



 243 

    有多困難，而是我們有多在乎。在乎它，它就難；也因在乎它，就會排 

    除萬難，政府没有喊難的權利。值此內憂外患之際，召開為台灣經濟開 

    路高峰會，應當己有「形塑影響」之功；我們希望，高峰會引發的群策 

    群力的熱情與思考，亦有「策動轉變」之效，將台灣帶向正向改變。136
 

（十二）領導者該具備何種人力資本？ 

           領導者風格的養成非一朝一夕，其領導風格早己成型。在民主國家中，領 

           導人少有同時具有下列四種能力，實難以奢求多福。 

        近年來政策紛擾，總統在第二任就職前的滿意度，跌至上任以來新低點。 

        許多評論者認為領導力是一個重要關鍵。什麼是領導力？ 

        經濟學家將領導者定義為：「在面對新環境的不斷挑戰下，有較高機率做 

        出正確決定的人。」當他們持續地做出正確決定，支持者就會隨之而來； 

        因為支持者相信：複製或跟隨領導者的決定，會讓自己有更高機率能從此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因此，領導者應有遠見智慧且能展現卓越的決策技 

        巧，是在一片渾沌不明的未來迷霧中的指路者。 

        領導者面對的各種選擇常是多面向的，成功的領導者通常是一般型而非專 

        才型；而組織所涵蓋的範圍愈廣，領導人的一般人力資本比起專才能力資 

        本就更加重要。  專業才人力資本指的是祗在某一特殊行業中重要的能 

        力，而一般人力資本則在每一行業都能（但須與專才能力資本一起）發揮 

        作用。對領導者這個特殊的職位來說，一般人力資本就是專才人力資本。 

        領導所需的人力資本，主要有以四點： 

    1、溝通能力 

       這是整合不同群體利益衝突、吸引支持者，並讓領導過程有更堅實的民意 

       後盾不可或缺的技能。 

    2、同理心 

       民眾愈相信領導人「會替他著想」，支持的力道就愈強；而在這一次政策改 

       變中失去利益的群體，也較願意相信「下一次又是我被犠牲」的機率會變 

                                                

136
 聯合報社論，〈實踐願景：共赴台灣經濟卓越之路〉，《聯合報》A2 版，2012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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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反彈的力道也就會變弱。 

  3、溝通力與同理心平衡 

        溝通力與同理心之間有一個微妙的平衡：溝通勝同理則滑舌，同理勝溝通 

        則濫情；兩者彬彬，然後領導。而領導者也必須瞭解政策的因果關係，常 

        會有意想不到的後果，而為了達到某一個目標所採取的政策，更經常會以      

       傷害到另一個目標做為代價。 

      4、如何制定正確目標與願景 

       因此把所有好的目標全當願景，而不討論中間的取捨，也非負責任的做法。 

       最後好的領導人雖然聽取多方意見，但決定後，一定要自己政治判斷負責。  

       當政策遭遇到強烈反彈時，若動輒朝令夕改，或說對此事没有定見或推給下 

       面官員或政治對手，對領導有效性將是一大打擊。 

       領導者的養成非一朝一夕，其領導風格早己成型，其人格特質難改。在民主 

       國家中，能在四點上能突出者寥寥無幾，但若無一所長時，原地踏步恐怕是 

       組織能達到最好的狀況。137 

  小結： 

      最近新聞報導，除了油電雙漲、課徵證所稅、美牛進口事件，己造成馬英九 

  總統聲望從 51％直掉到 15％，目前尚未跌停板，若電價還維持漲價，政治評價 

  人胡先生預測還有可能繼續往下掉可能只剩 8％支持度。馬英九總統其政治領導 

  行政團隊，目前陷入油電雙漲、課徵證所稅、美牛進口事件泥沼中，再加上行政 

  院秘書長林益世受收賄款，以及利用行政院秘書長職權要求行賄嫌疑案件，嚴重 

  衝擊馬政府清廉招牌。反觀亞洲四小龍新加坡政府全力發展觀光（無煙囪工業） 

  國民所得居世界全三名之內。而韓國由於政府全力支持大企業成立跨國企業如三

星企業，其生產毛額佔韓國貿易總額 20％，可見政治領導者如何將政府力量結合

民間力量，學理上稱為「鑲嵌理論」，才能超越各國大企業。分析其新加坡、韓

國、香港，其國家採取開放政策，大力去吸引優秀人才到本國服務，打造國際化

頂尖優質化人才可終身居住在該國，因為深知要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人才具有

絕對關鍵影響力。尤其新加坡採取低稅賦策略，吸引跨國大企業前往新加坡投

資，台灣有些大企業紛紛出走直奔新加坡，值得台灣警愓。而我國目前行政、立

                                                
137

 林明仁，〈新新聞 1318 期〉，2012 年 0607-0613，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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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還陷在證所稅、美牛案、油電雙漲泥沼中，政府行政、國會立法不斷抗爭與空

轉，實為不智之舉。雖在 101 年 7 月 25 日在國民黨立法委員人數佔過半數優勢下，

通過改良版證所稅，以及美牛案，但該兩案則是民意未加相挺，因此當一位國家

政治領導者，必須衡酌國內外各種政治與經濟情勢，提出符合國家與民眾需要，

否則當今 101 年 7 月 26 日，有歐洲債務危機、世界不景氣中，股市不振情況下，

去課徵證所稅，在課徵時機點顯然有一些不恰當。 

 回顧過去蔣經國時代，有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蕭萬長、李煥、俞國華、

宋楚瑜、王建瑄、王昭明等。孫運璿曾任台電，李達海任中油，照樣照亮國營事

業，至今台電與中油經營虧損負債累累，必須要漲價，增加人民生活成本，且帶

動物價上漲源頭。可見當時蔣經國政治領導力用人，找對人作對的事，才能提升

國家整體競爭力。反觀現在中油油價暴漲，帶動物價狂漲，爾後雖連十三跌，而

再說「世事難料」但己漲物價卻難以回復原價。因此要找適當人才去做適切的事，

才是重點。 

  過去高雄前鎮加工區、新竹科學園區，集中人力、地力、物力、與行政績效，

造就台灣經濟奇蹟貿易大國，並同時提升國民所得，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有台

灣錢淹腳目美譽。如今我們政治領導者要做的就是，找對的人作對的事，全力支

持大企業發展跨國企業，韓國三星能，中華民國更能；新加坡發展觀光能，台灣

亦更能。而中華民國台灣為何能？因為我們教育普及，人才濟濟，只是千里馬遍

地都是，但伯樂蔣經國己不在，讓現在政治領導者可以成為伯樂，可以成就自己

亦成就別人，用天下人才為天下造福，民之所需，要落實執行，「苦民所苦、樂

民所樂」，才是政治領導者使命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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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制度設計產生優質政治領導力 

       從本研究探討，己初歩分析得知，國家中有優質政治領導者，可以帶領國

家走向康莊大道，追求人民永續幸福，反之則走向戰爭與死亡道路，害人又害

己，如納粹黨希特勒，不僅害己又帶給世界上許多破裂家庭和冤魂。因此如何

規劃完善制度設計產生優質政治領導力，帶給世人無限發展空間與生存又幸

福，以憲法、法律和政治規劃運作等分述論之。  

壹、憲法規定、定期修正每年開憲法說明會，建立共識 

         在民國以前，政治領導者主要統治權來自於世襲或爭戰天下，勝利者得

天下。為了爭奪皇位，在世襲中兄弟相殺、叔姪爭奪，在戰爭中拚鬥死活。

因為誰掌握皇位權位，誰就擁有封官與生殺大權。人民無奈被迫接受領導統

治，而統治者因為缺乏制衡者，故只需州官放火，不許百許點燈，官僚體制

形成。而我國自從國父孫中山先生提出國民主權論，政府有能、人民有權概

念後，進一步慢慢由憲法規定國家與人民權利義務，使民主法治成為國家發

展基石，無形之中將角逐大位之人如總統候選人，就必須有本事提出有效治

國方略，和運用行政團隊，來為民服務，去獲得人民支持，因此在憲法規定，

有助於統治權穩定，任何人想擔領導人就必須依增修條文第 2 條規定，由中

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 

    第 2 條：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 

    國八十五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若有 

    可定期修正每年開憲法說明會，建立共識，該條文就有機會討論空間，不因 

    政黨或個人增修憲法條文。 

 

貳、有關總統、副總統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修正

為以過半數為當選 

一、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 

   優點： 

      選舉完勝敗立即知曉，較經濟與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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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點： 

（一）執政黨通常有權力傲慢： 

因為執政黨擁有國家資源分配，若是資源分配不均，同屬政黨或接近政黨

色彩則無力反抗。亦缺乏與之競爭資源與條件。如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

九兼國民黨主席，初選時同國民黨籍，無人可與之競爭，為當然國民黨候

選人，而同屬泛藍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其參選就容易給外界認為小黨選不

上為來攪局，因為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是以得票最多為獲勝。藍營

擔心同屬泛藍親民黨宋楚瑜瓜分選票，而忽略親民黨有權代表其政黨推出

總統候選人為其親黨立法委員造勢。    

（二）資源分配不均以及缺乏有效整合不同意見 

   陳水扁選舉總統時，由於國民黨有連戰與無黨籍宋楚瑜參選，雖然陳水扁

主張非屬過半人數主持，照樣當選總統，陳水扁連任總統大選時，連宋合，

且因二顆子彈籃營停止選前最後一夜造勢活動，而藍營以極少數差距落

敗。而中選會角色就選舉而言，是否超越黨派顯得重要。 

   馬英九先生第一次參選總統時，國民黨與親民黨合，故發揮最大戰力，馬

英九贏得總統大選，但第二次想連任時，未能整合親民黨，因此有泛藍親

民黨挑戰，對國民黨金馬體系而言，似乎也未主動積極整合親民黨，並給

予外界認為親民黨是來亂的，若憲法增修條文將來修正為總統選舉以過半

數為當選，則若第一輪有三位候選人，則取前二位對決，因此第三位候選

人意見就會收到整合契約，因為二位候選人則會極力爭力第三組候選人支

持，國民黨會極力整合親民黨、民進黨則會修正台獨作法與親民黨合作，

組成聯合成府，主張傾向中間靠攏，否則民親如何合作呢？因此選舉制度

設計可無形促使各政黨主張向中間靠攏。 

（二）降低參選總統、副總統連署門檻與程序 

現有參選總統、副總統連署門檻約為有效樣本25萬人，連署時間為四十五

天，是否修正約10萬人左右，且連署書由中選會提供13萬連署書，候選人

可以支付現金如一半金錢如陸萬伍仟元，連署書提前一個月發出。可降低

參選人時間壓迫與人力金錢化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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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立法院行使閣揆同意權 

      憲法增條第3條，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可以考量行政院長由總統

提名，立法院行使閣揆同意權。可以讓總統提名時考量是否獲得超過半數立

法委員同意權而定。形成總統或行政院行使同意權會受到公共政策計劃、議

題、統獨主張傾向中間穩定路線，不會產生暴衝現象。 

 

肆、各政黨或無黨籍參選總統各資源公平分配 

一、各媒體必須輪流或統一聯播： 

            各政黨或無黨籍參選總統，各資源公平分配，並降低參選成本，例如公 

        辦政見辯論五場，公辦政見發表會10場。各地區公所公佈橺必須可以公平提 

        供候選人政見主張，使總統候選人不因資源缺乏，而無法使用大眾傳播權 

        力與機會。因為候選人參選成本降低，而不太需要政治獻金，避免當選後 

        必須償還其政治獻金利益，作出不公正公共政策，向財團作不正當利益 

        輪送。 

二、各平面書報媒體 

             各平面書報媒體，可以統一由中選會買斷如45日，可以由各政黨候選人

發表，做到降低競選成本，以及公平使用平面媒體機會。 

 

伍、稅制改革合理化  
            任何企業申請公司或建立廠房，都要有一套作業標準流程與時間表，不

得故意拖延，對於不合理稅制要加以調整。而在總統大選前60日除非有現行

犯或犯行明確，否則不得隨意去到各地查稅，通常被詬病為當時握有中央執

政權力政黨或各縣市執政權力政黨，大選前特別針對特定企業作查稅動作，

產生白色恐怖想像空間。在自由民主政黨政治，就是要去尊重企業界自由支

持各政黨或無政黨自由意願。改善選舉公平、公正，建立制度化選舉風格。 

  小結： 

       制度設計產生優質政治領導力，而非寄託於人治聖賢政治領導力，良善制度  

   可以長治久安，發揮撥亂反正功效。如美國國父華盛頓，雖然以他當時聲望可以   

   連任第三屆美國總統，但是他認為要美國留下美國總統只作兩屆慣例，毅然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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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競競連任，造成美國民主與經濟強盛主要，因為減少人事門爭機會，若一個人 

   連任三次或以上，必然引起後起之秀不滿，認為久佔其位，不懂得提攜後學者， 

   引起新舊之爭。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了打破皇帝專制體系，建立主權在民，成立政 

府有能，人民有權民主法治國家，運用個人影響力與政治領導力，帶領革命志 

士建立中華民國。依據憲法規範人民權利與義務，而非君主個人好惡行生殺大 

 權。國父建立民主制度，如今由中華民國在台灣落實，更顯制度優於人治，良 

 善制度兼好的政治領導者可以產生更好治國績效。 

而中華民國在台灣，在蔣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與總統期間，以優秀政治

領導力，以身作則，大官無貪污，小官無官僚政治風氣。並大量投入公共基礎

建設，創造就業，提升產業競爭力、簡化流程，行政革新，使我國成為亞洲四

小龍之首，奠定良好體質。因此良善政治領導力蔣經國總統成為政治領導者學

習典範，至今仍為老一輩津津樂道政治人物，亦是宋省長楚瑜，念念不忘政治

領導師父，並以蔣經國傳人自我期許，跟隨並學習其治國方法與政治領導力。

宋楚瑜認為蔣經國在對人事觀察與任用，要經過重重關卡考，對事情則用心與

同理心態度 

1、 對人事部份 

（1）先給予適當職務歷練 

     如宋楚瑜所說，單一行政院新聞局就歷練八年。 

（2）以身作則 

     蔣經國生活儉樸，衣服以青年裝為出門訪查服裝。飲食則四菜一湯。影響所

及上下皆學習，政府出現儉樸風氣。 

（3）重要職務任命，會去受訪者家中觀察 

     瞭解其生活樸實度如何，與其配偶家人相處如何等。 

2、對事部份 

（1）對人民照顧用心與態度： 

      在 100 年 10 月 22 日接受有線電視台專訪時表示，蔣經國總統對人民非常關     

      心，所以他也學習到他的精神，有一次新竹縣范振宗縣長問他宋省長怎麼有 

      時間管小事，例如有一位民眾經過省政府所臨時搭便橋時，被河水給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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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沖走之人留下一名小孩，而小孩撫慰金出現多人爭領問題，所以宋省長特 

      地來幫忙解決，認為人民小事就是政府大事。 

（2）穏定物價                                                                                                                                                                                                                                                 

      蔣經國總統很關心物價波動情況，故常常聽取物價小組報告，並明確指示如 

米酒、新樂園、農民用肥料、自來水、油、電、瓦斯等民生用品，不能隨意 

       漲價，要照顧人民、農民等基層生活。在蔣經國主政時代，無論台電、中油、 

       自來水公司、瓦斯公司、中華電信、中華郵政、台鹽、台肥等相關國營事業 

       全部要配合國家政策穩定物價。因此良善政治領導方法，無論對人或對事， 

       可以經驗傳承，亦是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希望政治領導者可以藉著學習蔣 

       經國總統優質政治領導方法，帶給人民更幸福、快樂生活。 

 

 

 

 

 

 

 

 

 

 

 

 

 

 

 

 

 

 

 



 252 

 

 

 

 

 

 

 

 

 

 

 

 

 

 

 

 

 

 

 

 

 

 

 

 

 

 

 

 

 



 253 

   第三節 人民如何影響並產生卓越政治領導者 

很慶幸我們生活在中華民國民主法治國當人民，若是古時候，君要臣死，臣不

得不死，亦不敢不死。秦始皇要相國呂不韋死，呂不韋則死，秦始皇本意要太子扶

蘇繼承皇位，結果秦始皇亡故後，身旁宦官趙高與李斯，偽造聖旨賜太子扶蘇自盡 

太子只好服從聖旨從萬里長城一躍而下身亡。劉邦要殺韓信，韓信亦得死。但是中

華民國現在總統要誰去死，人民没有犯罪行為，亦死不了，可能只有日子難過一點

吧！查稅或申請證照難一點或時間拖延久一點。但優劣政治領導者亦會影響到國家

整體競爭力與發展，和人民就業、所得、教育、治安、生存發展、權益、福祉影響

深遠。因此探討人民如何影響並產生卓越政治領導者。而從人民角度、立場化被動

為主動，如何找到好的政治領導者，分述如下： 

 

壹、中華民國總統依據憲法增條文第二條人民直接票選     

         中國自黃帝以來近五千年歷史，皇帝通常世襲，例外為戰爭勝者為皇帝，

人民只有服從，更無選擇權。但是歷史演變至今我國己是民主法治國家，依

據憲法條文規定，行使權利負擔義務。即然我國人民可以直接票選國家政治

領導者，理應人民是總統頭家，為何只作一日頭家（投票日）呢？而且只好

也接近總統大選前四個月且離大選愈接近時，較能感受總統候選人關懷，問

題出現在那裏呢？ 

一、票數最多者為勝    票數要超過 50﹪以上 

      目前我國最大政黨為國民黨、再來民進黨，形成藍綠對決態勢，其他如親民

黨、新黨、台聯黨，目前只有本次由小黨親民黨有派出總統候選人宋楚瑜主

席，其餘亦難有贏得總統大選可能性。因此誰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其勝算於

高於 55﹪以上；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基本上亦 45﹪以上，因此正式代表國

民黨參選總統，若無同屬泛籃政黨出面角逐總統大位，則國民黨勝算較大，

反之則要看如親民黨最後影響力如 10%以上，國民黨可能失去總統大選勝利

局面。 

       假如採超夠半數才能當選總統，因為兩黨要獲得超 50%，故兩黨候選人必須

將公共政策向中間靠攏，兩黨政黨輪替更加頻繁。而因兩黨政黨政治實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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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故人民主要偏向何方，則一方則勝利，因此人民會被更加重視，兩黨高

喊一票不能没有你。 

二、人民要有總統直接罷免權  

       人民可以透過連署，如全體投票人數 25%通過後，再交給人民複決超過 50%，

則總統與副總統則立刻辭職。 

       否則發生上一屆陳水扁因貪污案由施明德先生所發起百萬紅衫軍倒扁運動，

且人民無法行使罷免權功敗垂成，民意無法展現困境。  

貳、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都不同意空白欄 

        人民對於總統候選人都不滿意時，表示內心強烈不滿時，才會投下廢票。

但容易被解讀為蓋錯章或蓋錯位置。若能有空白欄可以讓人民表達意見，若

空白欄超過 50%，各黨參選人則全部不能再參與這一次總統與副統候選人，

各政黨則另外再提人選。讓取得政黨推薦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不因為在自

己黨內取得被提名後，就高枕無憂，還必須面對真正民意，而不用含淚投票，

而是快快樂樂去投票。  

小結： 

中華民國總統依據憲法增條文第二條人民直接票選，票數最多者為勝。其

規定容易因各政黨內部分裂，造成某政黨因對方陣營分裂而得勝，而不是以公共

政策讓人信服而得勝，因此投票行為中票數要超過 50﹪以上，讓各政黨政策可

以受到 50%以上選民的認同，則各政黨就必須修正其意識形態與國家認同差異，

瞭解人民最需要公共政策議題與計劃並落實於行動。而人民亦展現主權在民實質

投票行為，而人民是頭家不是只有投票那一日才是總統頭家，而日日都是人民是

總統頭家，主要有投票空白橺、投票超過百分五十、和行使罷免權等讓人民可自

由自主，使得人民可以透過制度與投票行為，去影響並產生卓越政治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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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論 

    領導力理論在企業管理書籍中發展成熟，但在政治領導理論中卻少有鉅著，主

要是企業管理乃是企業生存命脈，成功者富可敵國，如麥當勞、可口可樂、微軟公

司、新力公司、豐田汔車等，亦發展各種企業管理各種領導理論。而政治領導理論

卻相對少之，主要分析，或許因為政治較為敏感，卻較無馬上取得既得利益，故有

關政治領導理論較少因素，這是從企業中領導能力與政治領導能力理論發展差異性 

而言。良善政治領導者，通常具備一些共同人格特質，而不好領導者亦有一些不好

惡習與作風。 

壹、政治領導力理論與實務研究發展和整合運用 

一、 政治領導力理論較少於企業管理領導力 

以台北市有書街之稱重慶南路上書局，大部份有關領導力書藉，主要以

企業管理為主領導力，因為各大企業或一般公司都需要領導力，來帶領企業

員工走出一條康莊大道，而這一類書籍因為有讀者需要與研讀，有市場需求

面，因此供應者如企業管理教授們，就會順應世界潮流，研究與撰寫相關領

導力技巧與如何運用其領導力方法而恰到好處。 

          而政治領導力理論書較不多見，而碩博士論文亦不多見，可能因素是政

治太敏感，以及缺乏廣大市場所致。通常只是透過政治人物傳紀與研究報告，

稍微只知其政治人物政治領導枝節一、二。 

二、具備優質政治領導力 

（一）氣度恢宏 

      1、蔣經國總統為例 

         蔣經國總統身旁人才濟濟，若以孫運璿為例，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勤

政愛民、生活簡樸、品德高超，積極任事、勇於負責，民間聲望直逼蔣

經國總統，但蔣經國總統亦不會覺得孫運璿院長功高震主或其鋒芒太

露，而壓抑孫運璿院長，而發揮國家明君，下有良相，君相和局面。而

李煥擔任國任中山大學校長、教育部長、國民黨黨秘書長亦表現相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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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幹，蔣經國總統亦委以重任，不擔心李煥才幹出眾，搶了蔣經國風采，  

      2、唐太宗為例 

         當唐太宗取得皇位時，本來可殺掉輔佐李建成的魏徵，因為魏徵曾建言

太子李建成先下手為強殺掉李世民，然而李世民並没有殺魏徵，反而賜

給予諫史大夫，勸諫皇上，成為貞觀之治美名，傳誦至今。 

            3、歐巴馬為例： 

               歐巴馬在民主黨初選時與競選對手希拉惢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歐巴馬獲勝。但歐巴馬勝利後，馬上邀請希拉惢擔任競選團隊重要成員，

且當選後給予國務卿職務，輔佐歐巴馬總統相輔相成，贏得世人佳話。 

（二）知人善任 

1、蔣經國總統為例 

 （1）先委以適當職務歷練 

        例如：蔣經國秘書宋楚瑜，外放至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而升任新聞局長

一共擔任八年之久。蔣經國總統細心觀察何者為良相重臣，慢慢給予歷

練和提升，之後給予重責大任，將適當人才擺在適當位置。 

    （2）重視個人情操品格和操守  

  蔣經國常常微服出訪，除了考察民土風情外，亦會拜訪重臣之家，瞭解

生活是否奢侈浮華，便於驗證其收入與生活是否相當，有無不法收入。

在蔣經國總統時代，很少有重臣貪污事件發生，可見一斑，謂上正則下

樑正。 

（三）廣聽則聰、多看則明 

  蔣經國總統，常常下鄉訪察，瞭解民間疾苦，並給予適當解決，多聽各方

意見，則不會受少數人給壟斷資訊，成為昏君。而博聞多看，則明白看清

事務，不會被瞞騙。謂兼聽則聰、多看則明。 

  而蔣經國無壟斷資訊在幕僚一人身上，而李登輝有親信幕僚蘇○誠，陳水

扁有親人吳○珍。馬英九有親信金○聰。而三人則有偏聽現象之憂，呈現

下情無法上達困境產生。 

（四）大公無私情操 

       蔣經國總統用人大公無私，有高尚情操，無論行政院長孫運璿、經濟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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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耀東、黨秘書長李煥、副秘書長宋楚瑜等人皆與蔣經國總統無任何血緣 

       關係。蔣經國總統用人是大公無私情操。而因為其用人大公無私，因此人 

       才輩出，而不會有人持親寵而驕，弄壞政治風氣。 

（五）擁有良師與國師或良臣 

蔣經國良師為吳稚暉老師，蔣經國遇有難解之題，則會去請教吳稚暉老師，      

稱為良師，而國師尚缺，而有良相如孫運璿、重臣李煥、能臣宋楚瑜。 

唐太宗有國師魏徵，可以提供良策並可以勸諌效果。 

漢朝劉邦有國師張良協助，因此可以打敗西楚霸王項羽而成立漢朝。 

劉備有孔明諸葛亮國師輔佐，而成為三強鼎立局面。 

而現今馬英九總統缺乏良師、國師，雖然貴為國內最大黨國民黨為執政黨， 

而在競選連任中亦曾出現困局。選後雖嬴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當選總統，但 

由於油電雙漲，民意支持度大幅下跌，因此有良師與國師或良臣，則可以 

提醒政治領導者可以往正確道路前去，開創新局面。如建議改革中油與台 

電採購成本：如中油替代能源，台電採購成本，替代發電多元化與永續天 

然能源。非僅調漲油電價，才可解決油電陳年老問題。 

 

貳、憲政制度設計所產生問題 

一、總統大選採用是相對多數決非絕對多數決 

  總統大選採用是相對多數決非絕對多數決時，政治領導者，只要比競爭對手

多一票就是勝利者。故不必特別研究政治領導者應具備條件。 

二、人民缺乏直接對總統可以行使罷免權     

      當時在施明德先生發起百萬紅杉軍，想要拿下有貪污嫌疑陳水扁總統時，且

人民無直接罷免權，因而功敗垂成。而下台是不容易的，故較不會認真思考

何者為良善政治領導。 

三、參選困難度高  

       人民對於總統候選人都不滿意時，表示內心強烈不滿時，才會投下廢票。但

容易被解讀為蓋錯章或蓋錯位置。若能有空白欄可以讓人民表達意見，若空

白欄超過 50%，各黨參選人則全部不能再參與這一次總統與副統候選人，各

政黨則另外再提人選。讓取得政黨推薦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不因為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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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取得被提名後，就高枕無憂，還必須面對真正民意，而不用含淚投票，

而是快快樂樂去投票。 

     1、保證金多 

2、連署門檻高 

四、對於總統提名行政院長，立法院無法行使同意權 

  使得行政院長成為總統幕僚長，立法院無法行使同意權，則執政黨才比較有

機會，任命一些非國會大部份可以接受人選，而新閣揆又再去組閣，若新閣

揆不強時，則選出部會首長則一般不會太強，只是聽話而己。而無法展現應

有行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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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從本研究分析可以全盤瞭解，政治領導者政治領導力優劣，影響國家發展甚

鉅，和人民生活經濟關係重大。在中華民國在台灣發展經驗中，特別以蔣經國政治

領導力，所組成行政團隊行政績效最好，人才濟濟、國家發展有亞洲四小龍之首美

譽、台灣錢淹腳目經濟盛況，物價控制得宜，國民所得逐年上升，外貿呈現出超榮

景，但是蔣經國總統己不在。那麼人民又如何選擇出未來國家政治領導者，可以像

蔣經國總統如此有前瞻性眼光，執行力強，而又能勤政愛民政治領導者，因此必須

去研究一套可長治久安選舉總統與副總統制度，可以讓人民自由而且可以較能選出

德才兼具國家政治領導者方式。 

壹、總統選舉制度改革 

一、 總統、副總統選舉採用絕對多數決 

（一）票數最多者為勝，票數要超過 50﹪以上 

      目前我國最大政黨為國民黨、再來民進黨，形成藍綠對決態勢，其他如親

民黨、新黨、台聯黨，目前只有本次由小黨親民黨有派出總統候選人宋楚

瑜主席，其餘亦難有贏得總統大選可能性。因此誰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其

勝算於高於 55﹪以上；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基本上亦 45﹪以上，因此正式

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若無同屬泛籃政黨出面角逐總統大位，則國民黨勝

算較大，反之則要看如親民黨最後影響力如 10%以上，國民黨可能失去總

統大選勝利局面。反之則由國民黨以基本盤大於 50 以上而獲勝。 

       假如採超夠半數才能當選總統，因為兩黨要獲得超 50%，故兩黨候選人必  

       須將公共政策向中間靠攏，使得兩黨基本盤各接近 50%，兩黨政黨輪替更 

       加頻繁。而因兩黨政黨政治實力接近，故人民主要偏向何方，則一方則勝 

       利，因此人民會被更加重視，兩黨高喊一票不能没有你。在政治選舉制度 

       設計上，當兩大黨實力愈接近時，人民影響力最大，因為無任何一個政黨 

       可以長期有權力傲慢，否則則被人民用選票唾棄。而因為選票採絕對多數 

       決，超過 50%以上，故任何一個政黨不能僅依靠他黨分裂而僥倖而獲勝， 

       必須提出絕對大多數所支持公共政策，降低意識形態對抗，回歸民生經濟 

       公共議題，才是政黨政治真正民意主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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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有直接罷免權 

       人民可以透過連署，如全體投票人數 25%通過後，再交給人民複決超過

50%，則總統與副總統則立刻辭職。 

       否則發生上一屆陳水扁因貪污案由施明德先生所發起百萬紅衫軍倒扁運動，

且人民無法行使罷免權功敗垂成，民意無法展現困境。而人民缺乏直接罷免

權，所以油電雙漲人民莫可奈何，若人民有直接罷免權，則油電亦容易採緩

漲政策，否則油電急漲觸犯眾怒，就下台一鞠躬。   

    

三、參選門檻降低 

       目前參選總統、副總統門檻過多，目前除了兩大黨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

外，其餘小的政黨必須依靠公民動員連署才能取得總統、副總統參選資格，

以 2012 年 1 月 14 日總統大選為例，目前只有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和林瑞雄搭

擋參選總統與副總統，依據公民動員連署可以有參選資格。但連署勞心、勞

力又化錢，且將公民投票意願曝光，違反公民秘密投票原則。中華民國包括

五都直轄市長選舉、縣市長選舉、立法委員選舉，都不需要公民連署，為何

總統、副總統參選資格就必須要公民連署，實有改善空間。建議可以維持相

對參選保證金與審查相關學經歷，有具備治國與政治領導能力等即可，只排

除靠參選打知名度搗亂之參選人，符合公平正義有參選總統與副總統參政權

空間。 

 

四、有空白欄可以表示都不滿意候選人 

    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都不同意空白欄，人民對於總統候選人都不滿意

時，表示內心強烈不滿時，才會投下廢票。但容易人民對於總統候選人都不

滿意時，表示內心強烈不滿時，才會投下廢票。但容易被解讀為蓋錯章或蓋

錯位置。若能有空白欄可以讓人民表達意見，若空白欄超過 50%，各黨參選

人則全部不能再參與這一次總統與副統候選人，各政黨則另外再提人選。讓

取得政黨推薦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不因為在自己黨內取得被提名後，就高

枕無憂，還必須面對真正民意，而不用含淚投票，而是快快樂樂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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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於總統提名行政院長，立法院無法行使同意權 

            使得行政院長成為總統幕僚長，立法院無法行使同意權，則執政黨才比

較有機會，任命一些非國會大部份可以接受人選，而新閣揆又再去組閣， 

        若新閣揆不強時，則選出部會首長則一般不會太強，只是聽話而己。而無法展

現應有行政績效。 

 

六、參選者可以公平使用大眾傳播機會 

 （一）各媒體必須輪流或統一聯播： 

        各政黨或無黨籍參選總統，各資源公平分配，並降低參選成本，例如公辦

政見辯論五場，公辦政見發表會10場。各地區公所公佈橺必須可以公平提

供候選人政見主張，使總統候選人不因資源缺乏，而無法使用大眾傳播權

力與機會。因為候選人參選成本降低，而不太需要政治獻金，避免當選後

必須償還其政治獻金利益，作出不公正公共政策，向財團作不正當利益輪

送。使得較弱勢團體總統候選人，不因竸選經費短缺，無法表達其政策主

張，為了確保話語權機會與表達。 

（二）各平面書報媒體 

          各平面書報媒體，可以統一由中選會買斷如45日，可以由各政黨候選人發

表，做到降低競選成本，以及公平使用平面媒體機會，確保自由表達權可

以運用。 

 

七、公共政策與目標可設立誠信能力狀，若達不到則進入再度

行使同意權部份，若超過一半以上未達到目標則下台： 

       在總統大選時，各政黨以及無黨籍候選人，為了爭取選票不斷加碼演出，

或提出一些動人但能力達不到目標，例如國民平均所得三萬元，失業低於三

%，年成率 6%，這些選舉訴求是吸引人，若其他政黨再加碼，若由人民因相

信而選票投給提出願景之候選人，若有簽公共政策信用狀，如同古時候軍令

狀，到了期限時達不到時則交由人民公投是否該下台。例如二年做為檢核標

準時間。這樣總統候選人比較不亂開支票，人民,更能準確判斷何種政策符合

我們需求。 



 262 

八、總統府建立民眾服務中心，可採適度付費方式處理，金額

在壹佰元到壹仟元之間，有專人專則處理，原則上處理期

限有二個月內完成： 

       早期在台南市蘇南成市長，開辦馬上辦中心，成效良好，現今台北市由

研考會推出 1999 市民專線，開辦初期是電話費是有計費的，之後高雄市政府

推出免費市民專線，台北市比照辦理。 

     目前台北市 1999 號市民專線因為免費，己暴增其通話量，且 1999 己成為轉

接市府接線生，而 1999 號雖然有經過訓練，其人員素質較好，但遇到問題度

較高，易陷入無法監督執行專責專案困境。因為缺乏其執行和追蹤人力與 

     授權。若採用電話市價計費，則比較不會亂打電話現象發生。若遇到權益受

損，則需要專人專則代為處理時，則因為有付費基本費用，壹佰元至壹仟元

之間，目的不讓有心之心人，浪費行政資源，再則因為由專人處理，人事費

用較高，可以由使用者負一部份費用，減低行政成本。 

     在處理民眾陳情時，可以逐漸歸納出幾大項：例如： 

（一）內政問題 

1、 治安問題 

2、 都更問題 

3、 違建問題 

4、 污水道擴建問題 

（二）交通問題 

     1、交通阻塞問題 

     2、停車問題 

      3、廢棄車回收問題 

      4、交通罰單與拖吊車輛問題  

       整理出產生關鍵問題爭點，以及如何修改法規，在現階段尚未修改法規之前，

如何解套等。定有處理期限和專人專則向陳情民眾解決難題。人民小事就是

總統與政府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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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政團隊可以採用每年民調方式，微調行政團隊 

        對於所組成行政團隊，可以每年固定時間以三家民調平均值來考量政務

官施政民眾滿意度如何，進行指導或微調其工作內容，並分析民眾需求與需

要政府協助事務，而加以有效解決。所謂「人民小事，是政府處理大事」，而

非不做不錯，或遇事推、托、拉，無法感受人民苦楚。因此要達到適才適所、

人事皆宜狀態，讓民眾滿意政府官員行政績效。  

貳、政治領導者可以接受民眾直接提問 

         自從總統直選至今，總統候選人通常只在台上陳述候選人想法與政見，

並且運用選舉技巧與造勢氛圍，問底下聽眾好不好等，引發台上與台下互動

選舉慣性模式。 

         只有一次在宋楚瑜在總統府前廣場演講完，可以登記三十位民眾，每一

個人民眾上台計時 1 分鐘將自己想表達意見說出來，研究者本身曾上台講一

分鐘，講增加公共基礎建設投資，提升就業機會，並清除各水庫中沉積土，

增加各水庫蓄水量，以及各公路連接各網絡中並找出塞車路段主因，提出解    

決辦法。 

      假若政治領導者可以接受民眾直接提問，則民眾心聲則不必透過代議政治代

表間接表達，非常直接將感受傳遞給總統候選人知悉，有助於政治領導者非

常強烈感受到人民呼喊，庶民經纃、庶民難題，宛如古時皇上出巡，人民攔

轎申冤。通常政治領導一旦成為國家領導者，因為住家受到嚴密保護，府中

不會遭到小偷與搶刼，出門有前導車開道，一路是綠燈，故無法體會塞車之

若、治安敗壞切身之痛，因此決策時與人民所面臨生活容易感受不同，易未

能切中弊端，處理得且到好處。研究者認為適時讓政治領導者可以利用每年

可以三次可以聽取民眾心聲機會，如用視訊方面，國家政治領導者可以在總

統府發表國家政策主張，人民可以在某一個定點如總統府廣場提問與建議，

一方面可以保障國家政治領導者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可以讓人民心聲可以直

接傳達給最高政治領導者，在政治領導者人身安全保護下，亦可同時感受人

民期望與建言，而成為實質全民總統、並讓全民參與國家政策，以及各方智

慧貢獻，不僅眾志成城、亦是眾智慧治國良策，符合國家、政府與人民整體

利益，一位謙和又謙虛學習眾人智慧政治領導者才是國家與人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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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展望 

壹、提升政治領導能力 

        本研究主要以研究政治領導力，試著以評價較佳蔣經國總統為例，嘗試

去發現有無良善政治領導方法與技術，可供後輩政治領導者學習之處，帶給

國家更富強，人民生活更幸福。如本文中有提到各項技術，更重要是政治領

導者要以身作則，培養更大氣度恢宏，知人善任，適才適所，以心帶人，形

成人格感召，讓其跟隨者願意與之共同奮鬥。良好政治領導者帶領跟隨著追

求美化未來如蔣經國總統、國父孫中山先生、美國國父華盛頓。而拙劣政治

領導者則帶給國家災難和跟隨者滅亡，如希特勒軍隊、如回教狂熱恐怖頭目

者賓拉登。 

 

貮、制度設計更完善            

    所謂人治美好只是一時，制度面好可長治久安，因此世人感念蔣經國

總統情操，用人唯德才，不因跟他無任何血緣和姻親關係，有才幹被冷凍，

而呈現千里馬比比皆是政治人才現象，但是畢竟人會往生，為了確保如蔣經

國總統良好政治領導者，永續傳承下去，就必須事先規劃良善政治與憲政體

制，形成自然培育出優質政治領導者。可以從憲政體制著手修正如： 

一、從總統大選採用是相對多數決改為絕對多數決 

票數要超過 50﹪以上，才能贏得總統大選。目前我國最大政黨為國民黨、

再來民進黨，形成藍綠對決態勢，其他如親民黨、新黨、台聯黨，目前只有

本次由小黨親民黨有派出總統候選人宋楚瑜主席，其餘亦難有贏得總統大選

可能性。因此誰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其勝算於高於 55﹪以上；代表民進黨

參選總統基本上亦 45﹪以上，因此正式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若無同屬泛

籃政黨出面角逐總統大位，則國民黨勝算較大，反之則要看如親民黨最後影

響力如 10%以上，國民黨可能失去總統大選勝利局面。 

      假如採超夠半數才能當選總統，因為兩黨要獲得超 50%，故兩黨候選人必

須將公共政策向中間靠攏，兩黨政黨輪替更加頻繁。而因兩黨政黨政治實力

接近，故人民主要偏向何方，則一方則勝利，因此人民會被更加重視，兩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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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喊一票不能没有你。 

二、 人民缺乏直接對總統可以行使罷免權，修改憲法可以直接 

    行使罷免權    

          當時在施明德先生發起百萬紅杉軍，想要拿下有貪污嫌疑陳水扁總統

時，且人民無直接罷免權，因而功敗垂成。因為下台是不容易的，故較不會

認真思考何者為良善政治領導。若「人民可以擁有直接罷免總統權力」，則人

民是總統頭家，人民有權投票與投罷免權，才能掌握政治領導者朝民意政策

方向實行，制度勝人治，而權力與責任和義務相符，才能使執政當權政治領

導者更能體會人民心聲，亦不得不聽人民心聲，否則即使僥倖贏得總統大選

勝利，若得意忘形，濫用職權，不為人民謀福祉，亦會被人民給罷免。「成也

人民、敗也人民」，謂「水能戴舟、亦能覆舟」，因此要有國家長治久安制度

設計，方為良策。 

（三）公共政策與目標可設立誠信能力狀，若達不到則進入再度行使同

意權部份，若超過一半以上未達到目標則下台： 

在總統大選時，各政黨以及無黨籍候選人，為了爭取選票不斷加碼演出，

或提出一些動人但能力達不到目標，例如國民平均所得三萬元，失業低於

三%，年成率 6%，這些選舉訴求是吸引人，若其他政黨再加碼，若由人民

因相信而選票投給提出願景之候選人，若有簽公共政策信用狀，如同古時

候軍令狀，到了期限時達不到時則交由人民公投是否該下台。例如二年做

為檢核標準時間。這樣總統候選人比較不亂開支票，人民,更能準確判斷何

種政策符合我們需求。 

公司營運不佳，老板會換總經理，公司開了支票，無法兌現，則公司倒閉，

老板則換新老板，政治領導者治理國家不佳，國民主權人民頭家，當然可

以換總統，讓有德才之政治領導者來治理國家大計，提升人民生活水準，

當制度設計良善時，呈現有良好素質國民就會有選擇好的政治領導者，而

優質政治領導者，亦會正向帶領其行政團隊無論是政務官或事務官，讓國

家走向正確道路上，使國家強盛，人民更富裕。 

政治名人胡忠信提出，台灣未來，涉及兩個最核心的問題，一個是領導人

的品質，另一個是願景的問題。而一個國家的未來發展，没有比領導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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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身為國家領袖要有兩個要件，提出願景、鼓舞士氣。而領袖就是要

跟隨者才有領導，要成為一個領袖，就必須提出願景，讓人們可以跟隨。

而目前在中華民國台灣最需要的領導者領導力，其領導力就是領導品質。 

               

三、國家更有競爭力，人民更幸福       

      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他曾經提出一個問題，國家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讓公民有更美好的生活，也就是現代人說的，營造出一個安居樂業的 

     環境。十四世紀西方文藝思想家但丁曾說：「國家最高利益是安居樂業，公義 

     則是這一利益最主要而最有利的推動者；而慈悲又是公義最重要的推動者， 

     愈有慈悲，愈有公義。」政治領導者要崇高的目標，是追求國家利益與全民 

     福祉。而如何讓國家更有競爭力，使國家更強盛，人民更幸福與富裕。就必 

     須發揮良好政治領導力，結合全國力量，正如國父說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地盡其利、貨暢其流。亦如蔣經國總統對人帶人帶心，以身作則、對事積極 

     作事，勇於承擔責任。蔣經國總統帶領全國文武百官與行政團隊，加速全國 

     公共建設，積極提升整體國家競力，創造人民福祉，使我國成為亞洲四小龍 

     之首，從開發中國家邁入新興工業國家，提升國家平均所得、貧富差距不大， 

     更使得在大陸中共政權調整共產主義經濟作法，逐漸模仿台灣經濟奇蹟發展 

     模式，全力發展民生經濟，使兩岸從軍事對抗，演變以改變提升人民生活為 

     最重課題。而中華民國台灣在蔣經國總統領導下奠定基礎，從台灣經濟奇蹟 

     而發展為民主政治奇蹟，並促使中共政權往經濟方向前進。 

     在中華民國台灣教育普及，人才濟濟，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在，宋楚瑜為

行政幹才，自從台灣省凍省後，失業近十年有餘，從年輕新聞局長到最年長

失業政治領導者，和他一樣比比皆是，其實研究者亦差不多處境。因此蔣經

國時代萬馬奔騰，不怕無人用，只怕無本事，如何找到在朝有良相在野有良

民，成為人人可以發揮才幹舞台，而我們國家中華民國台灣再開創除台灣經

濟奇蹟與民主政治奇蹟外，再創造人力資源發揮奇蹟，更顯現一個偉大優質

政治領導者，若能發揮其正面領導力，人民安居樂業、個個發揮幹才，使國

家更有競爭力更富強，國民平均所得更高，亦是研究者想探討如何發揮政治

領導力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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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政治領導國家建設 

（一）國土保持 

近年來每遇颱風就帶來大量雨水，山坡地因未加保護，故大量雨水沖刷，

造成土石流四處崩潰，當時高雄縣小林村慘遭土石流滅頂。為了未雨綢繆

並解決土石流問題，應成立國土與水資源保護委員會，層級比照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專職專責處理有關國土與水資源等相關問題。 

在國土保護區中，大量種植森林，扎根土壤，避免颱風來時，大量雨水沖

刷土壤而形成崩潰土石向下流沖擊，形成土石流滅村慘劇再度發生。而現

今有墾殖人民，種植高山水果、或高山蔬菜，可以輔導成為種植森林種植

者與未來巡視森林人員，給予就業工作，並成為實際國土保持守護者。善

用政治領導方法與技術，引導人民向國家良好建設邁進，重新調整人民在

生活經濟中所定目標，那就是國家與人民共存共生共贏策略目標。 

（二）水資源水庫整體規劃與維護 

台灣目前水庫除了北部菲翠水庫，維護較良好外，如桃園石門庫水庫、台

南曾文水庫、烏山頭水庫、白河水庫等，水庫底部沉積變成水庫有效蓄水

量平均減少 30%以上，成為淺盤水庫。遇有大雨則水庫益滿而潟洪，遇久

旱未雨則旱災，則農民休耕，農民所得減少，而政府則補助休耕農民又化

費財政，而人民因農作物缺乏收成，物價又向上波動，那是三方面都是損

失。因此必須定期清除水庫沉積物之外，最重要是避免上流雜物流入水源

區，從上流作全面性防範水源區避免受到污染與沉積物侵入。 

（三）中山高與北二高等擴建工程： 

      中山高有五股與楊梅之間高架高速公路增建，可全面廣增高架中山高速公

路，或路面再度擴寛，較有助於疏解交通嚴重阻塞情況。而北二高亦可採

同樣方式擴建。 

       主要考量土地有效運用，可以形成上下垂直無限空間與邊際間運用效能。 

（四）全面性將全國阻塞道路找出，並提出解決通道： 

        例如北宜高速公路，遇到假日則容易阻塞，如出口通路冬山河附近可以興

建大型停車場，避免車輛一時找不到停車位，造成回流車潮。如台北市文

山區快速道路終點，向右往政治大學與猫空、動物園與文山區木柵捷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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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常常阻塞，向左則往深坑，若可以再造一座橋，跨過景美溪，則往動

物園與貓空則以直接跨橋過去，不必和文山區道路擠成一團等，即不是改

善車輛回堵現象。 

 （五）高速鐡路全面性環島 

       高鐡北從台北至高雄左營，若可在延伸至小港機場、林園工業區、東港漁

港（黑郁魚）、墾丁公園等，或許再逐漸往台東、花蓮、宜蘭、再回台北形

成全台高速鐡路。可以全面整合各地區資源，並能平衡發展，成為一日生

活圈。 

（六）全面性捷運化逐漸代替市區公車 

       例如台北市捷運站逐漸成熟後，可以代替公車，避免公車重複路線缺乏經

濟效益，並且等待紅綠燈時間，讓公車、計程車和各種汔車因交通阻塞，

燃料大量浪費掉，較不經濟。 

（七）全面性由國小附設幼稚園  

      我國現有國小在既有基礎下全面性附設幼稚園，讓人民減少負擔，自然對

少子化可以緩和。而且父母親亦可專心工作。而對於現有幼稚園可以輔導

成為新成立國小附設幼稚園老師，減少對現有幼稚園老師或開業園長們衝

擊。而幼稚園師資亦可補足。 

（八）開放大陸與世界各國來台求學 

      可提升國內學術地位與水準，亦可以增加國內就業市場，促進經濟活絡。

在思想與行為上亦逐漸薰陶大陸人民，學習民主政治思想與態度作為，促

進兩岸和平與穩定，亦可成為世界教育發展中心，形成教育文化高附加價

值文教產業，如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日本東京大學、英國劍橋大學、

牛津大學等亦是吸引全世界學子與教育大師滙集地。而中華民國台灣有國

立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中山大學、中央研究院

等亦有潛力與條件可創造與發展，世界級一流大學以及研究學府。 

（九）研究開發永續發展能源 

      石油逐漸枯萎，而油價高漲且不穩定，常受戰亂、政治環境、市場需求而

價格上升波動。常常使得國內物價波動不斷，為了徹底解決能源問題，各

國無不積極研究開發替代能源，因此世界各國誰能找到替代能源，則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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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則成為較富裕與競爭力國家。 

       政府各機關屋頂裝太陽能板與風力發電設備 

         政府各機關屋頂可以裝設太陽能板與風力發電設備，使得電力可以充裕自 

         給自足，甚至出買多餘電力給台電。 

 2、協助民間各大樓裝太陽能板與風力發電設備 

    政府有技術與能力可以協助各大企業興建太陽能板與風力發電設備，而

成為全民運動。 

3、水力發電，集水力與觀光和發電，產生多功能價值： 

（1）水資源完備 

    除了提供民生所需用水之外，有工業用水、農業用水，因此水資源愈完

備，人民生活愈能滿足。 

（2）具有觀光價值性  

     台灣有石門水庫、曾文水庫、烏山頭水庫、都採取兼具儲水與觀光功能

水庫。因此興建水庫亦具有觀光功能價值性。 

（3）具有發電功能 

     如日月潭具有發電功能，同時兼具觀光與休閒台灣十景之一。 

4、研究開發新的能源 

  如研究玉米、花生，或其他植物，來替代石油，可以永續發展，而不像石

油一般，有儲量限制，總有一日被採光。 

        總之，永續發展能源如：水力、風力、太陽能、海潮等。農業產品研發如

玉米、花生成為替代汔車永不間斷動力能源。而目前市面上電動車主要關

鍵為蓄電池不能行駛太久，以及充電設備不普及，將來如我國每一個加油

站必須配備充電設備，自然充電車逐漸普及，但亦要研發長久蓄電池，較

為實用。而每一戶家庭樓頂太陽能板，因為尚未大量生產故裝置成本太

高，故尚未普及，因此政府可以協助生產者生產太陽能板技術，如工研院

提供技術援助，亦可提供廠商與家庭裝太陽能板技術成為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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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研究者攝影石門，2012 年 4 月 21。 

（十）規劃各國各地區科學園區與辦公大樓 

       早期我國規劃為如高雄市前鎮加工區，集合土地、廠房、人力、出口貨易，

因為集中管理，因此基礎建設完備，可以減低生產成本，提升競爭力，亦

為我國賺取不少外匯。之後再成立如新竹科學園區，以科技產品為主，屬

於與關鍵性技術與高價位產品。再來如台北市內湖科學園區、南港經貿園

區等。 

    1、科學園區 

      未來以電腦、手機、家電、監視器、無線網路等與生活化科技息息相關，

若能整體規劃其生產線與技術、人力資源、出口動線作全盤性考量，可以

降低成本，提出競爭力。如台灣中期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在技術研究上有

工業技術研究院、國科會參與、在人力上有新竹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師生

投入。因此未來必須產、官、學一起合作，才能創造國家競爭力提升、人

力就業與發展、創造財富，在經濟理論上又稱鑲嵌理論。 

    2、辦公大樓    

      世界未來，逐漸走向整合，以各區域為主，如歐洲經濟體、北美經濟體、南

美經濟體、東南亞經濟體。因此金融、保險、股票、基金將世界性快速流通，

金融辦公大樓因應而生，若政府可以主動提出規劃與興建，則會降低該企業

營運成成，提升競爭力。   

   3、汔車工業 

     汔車工業為動力工業亦有電子零件火車頭工業之稱，任何先進工業國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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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國家汔車工業必然相當發達。故要整合各零件生產線，研發新技術，如油

電車、電動車或太陽能車，或替代能源車、或更省油車等。 

（十一）全面規劃策略性產業： 

1、中西醫學產業： 

       中國自古以來中國醫學一直發展與成長而不中斷，即使在秦始皇時期焚書

坑儒，藥書亦不被燒毀，因為不涉及政治上統治權爭奪，而統治者反而希

望藥書發達，以使解救他本身生命與健康，因此中國有外科之父華佗、醫

聖：本草綱目李時珍、中國針灸術、推拿術、近代有吳若石神父發現腳底

按摩術，因此若能給合西醫醫療器材，則中西醫產業發展無可限量。 

2、醫學美容產業 

    人是愛漂亮，尤其女性更愛漂亮，因為女為悅己者容。有時外表因為意外

或先天性造成缺憾，如車禍或火災，而需要醫學美容來變為更加亮麗。 

3、世界級觀光產業 

    觀光產業又稱無煙囪工業，可以提升生活環境品質，亦可增加觀光收入，

而來我國觀光客，較吸引觀光客與旅行社安排觀光名勝古蹟，主要為故官

博物院、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舘、日月潭、阿里山、太魯閣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懇丁國家公園、高雄愛河、台北士林夜市、高雄六合夜

市、台中逢甲夜市、西子灣、高雄旗津漁港等。主要以中華文化如故官博

物院。國家公園如太魯閣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懇丁國家公園、台

灣小吃如台北市士林夜市、高雄市六合夜市、台中市逢甲夜市。旅遊景點

如高雄市愛河、西子灣、高雄前英國領事舘可觀賞高雄美景、前鎮漁港海

鮮小吃。但如玉山國家公園因地形較高且交通較不便，而無法吸引大量觀

光客，當然可以用直升機克服交通不便，但台灣處於多颱風天氣亦不必強

行而為，但可以開發如平地景點。如可以成立國家食品加工廠，如鳯棃酥、

太陽餅、製作過程、如己成立天仁茶葉製作流程，花蓮兆豐農場有牧牛區、

水果區等，可以提升賣點。而加強整治以及串連各河流與各溪，如景美溪

與淡水河、基隆河連貫，一方面可以整理各溪邊景觀，亦增加觀光價值，

如高雄市愛河、河邊景觀；宜蘭冬山河景觀。重要是解決交通與停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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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健與藥饍食品研發產業 

    世界人民愈來愈講究個人身體健康、營養吸取，希望能有健康而延年益

壽，因此有關食品保健與藥饍食品研發開發產業，是未來可相對明確決

策。如山藥食譜、枸杞人參湯等。    

4、金融、保險、證券產業 

   我國領導者一直希望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故金融、保險、證券愈要自由與

開放，甚至成為世界級領導產業。如美國花旗銀行、英國保誠人壽等。而

我國富邦金控己到中國大陸設點，而應該逐漸走入世界金融中心，而美國

有紐約華爾街金融中心，而中華民國台灣可以有台北信義金融中心，如中

華郵政可以發行世界級金融卡，進而信用卡，但首先政府心態要調整、法

令鬆梆，以世界級前瞻性眼光看世界，而非只從台北看世界。 

5、電腦與電子產品產業 

   我國電腦如宏基電腦、華碩電腦，而世界品牌有 IBM、蘋果電腦，世界品

牌有新力、國際、日立泠氣等。因此政府可以結合官、產、學聯合研究開

發新技術產品電腦與家電、手機等日常生活中高級先進產品。而我國主要

人才與教育普及發達，但缺乏有效整合，因此可以成立專業科園園區、專

買區，而專賣區，可以分為一般消費者購買區與國內外廠商採購洽談區，

並和各大學院校合作、財團法人如工研院合作，成為產銷一體。 

6、農業產品食品化產業 

   我國農產品因氣候屬副熱帶、陽光充足、水份也足夠、土壤肥沃，故水果

等農產品盛產，但亦有颱風侵襲或豪雨成災，成為農產品盛產隠憂。因此

可以將水果如柳丁、香蕉、柿子、芒果等和食用麵包作結合，成為柳丁麵

包、香蕉餅干、芒果蛋糕等，而各農業區可設立大型冷涷庫與冷藏庫可以

保存水果等產品，可以延長保存期間，亦可適時避開颱風侵襲。 

7、大中小型企業輔導與轉型 

   台灣人有寧願當雞首而不願當牛後心態，故中小企業頗多，且為家族企業

延續經營，較缺乏國際競爭力，因此政府可以逐漸輔導中小型轉型為大型

企業，甚至國際化企業，如捷安特腳踏車成為世界性品牌。食品亦可如鳯

棃酥、太陽餅，可以世界級品牌、而在大型企業如國產車裕隆牌向中國大



 274 

陸市場邁進，政府亦可和賓士車廠或豐田車廠合作，在台灣成立世界級生

產高級汔車，如在中鋼與中船附近填海造廠，有原料與鋼鐵、並在高雄港

出口而一貫作業，形成強而力世界級競爭力，政府可以扮演整合者角色，

主動積極協助企業技術取得與產業轉型，符合市場潮流趨勢。 

8、家電產品產業研發 

   日本是世界上家電產品生產國，如新力、國際、日立等有世界級家電企業，

而我國如大同公司、生產大同電鍋最有名，但侷限於台灣地區、聲寶冷氣

亦侷限台灣，因此可以和工研院合作，研究開發如智慧型電視，可以預錄

電視節目、可以卡拉 OK、家庭歡唱，可以無線上網，具有大螢幕優點。

並可監看監視器功能等，成為智慧型家電，成為世界級品牌。 

9、文化、電影文創事業產業開創 

             在電影中以美國好萊塢電影風靡全球，而台灣國片、港片、大陸片只是局

部地區發展，但近年來國片逐漸走出低潮，而政府可以讓國片公司上市發

行股票，籌集資金、在技術與國際行銷上可以協助，加上我國有悠久五千

年文化，亦可開創世界級電影世界。 

         10、全國性無線網路系統與監視系統 

             可以以家庭戶數或個人電話申請為計算單位，如每個月附加一百元，就可

以全國無線上網，打造無線上網國家世界級競爭力，而監視系統發達有助

於治安維護，甚至進階衛星監控系統，全力維護治安，必須以世界性眼光

看中華民國台灣，才能提升國際性競爭力，創造無限性附加價值，創造人

民就業與國民就得，提升國人生活品質、民生富裕。 

 

四、運用政治領導力降低人民生活負擔 

               民以食為天，或苛稅猛於虎，亦代表著人民主要經濟生活之生存權為首

要條件，而物價波動關係人民購買能力。人民被政府課稅亦是人民負擔稅賦

輕重實際情況。 

    （一）每年固定軍公教調薪和民間企業調薪 

          國家政治領導者，規劃國家經濟成長率，亦若能規劃每年固定軍公教調薪百

分之一到五之間，並帶領民間企業跟著調薪，因此國民所得亦逐年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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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蔣經國領導下，國民所得逐年上升，主要政府每年調薪使得人民薪資

大幅上升，增加其購買力反之則否。而在陳水扁主政時期，軍公教調薪亦非

每年都有調薪，馬英九現在時期亦是，故我國之國民所得逐漸形成滯留狀

態，而被同`為四小龍韓國所超越其國民所得。 

    （二）穩定物價、保障人民購買能力  

           在蔣經國政府時期有穩定物價小組，故物價波動卻是有效被控制。其親民愛

民和有感施政措施讓人民有感受到，苦人民之苦，痛人民之痛。至今蔣經國

總統至今仍被人民所感念。 

           而今馬英九總統在 101 年 4 月初讓油與電雙漲政策宣布時，其政治領導聲望

直直落，更引發不同政黨和人民強烈抗議，即使為國民黨同黨立委或同志亦

有不同看法，有主張不漲或逐步分階段調漲。可見物價穩定是一件關係人民

生活息息相關大事非芝麻小事而己。 

    （三）合理賦稅制度 

            人民依據憲法第十九條人民有納稅義務，而在 101 年 5 月 20 日馬英九總統

就任前，因為課徵證所稅，引發股市動盪不安。在馬英九競選總統時亦實行

土地實價課稅，因為可以有效反應實際房屋買賣情況，人民接受度高，並有

遲來正義感覺。 

               買賣股票課徵證交稅，己實施多年，從事股票之人己習慣並認可課稅制度。 

               如今又開徵課證所稅，會被認為一隻牛被剝二次皮疑慮，且買賣股票有賺 

               有賠，賠錢投資人自己承擔，若賺錢則必須繳納證所稅，而引發不同意見。 

               若要針對投機客，例如可以設定多少金額以上交易，一年內脫手，則加課 

               徵其證交稅，可以兼顧公平正義原則，亦可增加稅收。 

 

         五、前瞻性預測危機用政治領導力整合資源解決問題 

                   中華民國在台灣自民國 38 年遷台至今有 63 年，而在台灣發生天災主要 

               有颱風、豪雨、土石流、水量不足停水危機、與地震，橋樑裸露易斷橋如 

               何防範與處理來降低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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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颱風與豪雨 

              在台灣每年 6 月到 9 月有颱風侵襲，常常帶來狂風暴雨，所引發土石流，埋 

              没村莊與積水成災。解決之道： 

1、 廣植森林： 

在高山與山坡地上，廣種森林，涵養土壤，而目前因為居民種植高山蔬菜

或水果或檳榔樹與其他經濟作物，造成土壤鬆動，在颱風巨大風力吹動和

暴雨沖刷，容易造成土石流從山上直奔而下，淹沒村莊，因此政治領導者

可以規劃國土森林保護區，平時可以觀光與休閒，而將附近居民納入保護

區守護者，可以讓他經營如飲食或住宿維持生活經濟，一方面可以保護國

士，另一方面讓附近居民可以謀生，不會造成人民與政府政策產生對立情

況，而創造出政府與人民雙贏局面。 

    2、興建水庫 

              興建水庫可以容納暴風雨所帶來暴量雨水，並可供應未來民生、養殖業與工 

              業用水。而水庫又可以來發電，與觀光休閒地區，又可創造就業機會實為最 

              佳公共建設項目。但亦有居民反對而擱置，如高雄美濃水庫，因居民擔心蝴 

              蝶谷中蝴蝶不見，而極力反對，若政府可以另建蝴蝶舘或規劃蝴蝶區或許可 

              以降低美濃地區居民反對。  

            而西部沿海地區因居民大量養殖漁類，必須有足夠水量，而因水庫水量不足

和考量用自來水所支出成本，故採用抽取無成本地下水來使用，卻造成西

部沿海地區嚴重下陷，每遇颱風所帶來豪雨，常常積水成災和海水侵襲進

來，主要是因地盤下陷所致，又因地盤下陷亦造成高鐡行車安全危機。目

前政府採封井政策，來降低地盤下陷速度，研究者認為雖為減緩地層下陷

速度與危機，但人民生活經濟亦未妥適安排，目前人民因畏懼被罰錢與處

罰而不得己配合封井，但沿海養殖業用水尚未全盤解決。因此可以興建水

庫來供應養殖業用水，才是良策。 

           3、興建湖泊 

              湖泊平時可以休閒觀光，亦可供應如養殖業用水，另一方面可以吸收大量雨 

              水，避免淹水。西部沿海地區可以做，屏東沿海地區如林邊、佳冬、東港可 

              以實施，連台北市亦可開闢。如各區可以設置，現在有設置如內湖有大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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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大安區有大安森林公園小型池塘、信義區有小型國父紀念館小型池塘、 

              中正區有中正念堂小型池塘、植物園有小型荷花池塘、而文山區可以在動物 

              園附近開闢湖泊，平時可以讓動物遊樂、人民休閒，亦可以吸收雨水，降低 

              景美溪水位。而目前南投日月潭湖泊，不僅為觀光、休閒、民生用水與發電 

              成為多功能最有價值台灣湖泊。若台北市亦有觀光湖泊，對大陸人士與外國 

              人員來台觀光必有助益。如中國大陸杭州西湖湖泊亦是觀光聖地。因此湖泊 

              規劃得當亦是附有多功能價值性。 

           4、研發吸收颱風風力超大型機器 

              若研發成功超大型颱風風力吸風機，將颱風吸進超大型吸風機裏，可以發揮 

              強大發電功能，亦可降低侵台威脅風力。可以在基隆、宜蘭、花蓮、台東、 

              恆春設置、如同家中抽油煙機一般，和抽取油煙原理相同。   

                                                      

       （二）水量不足 

            最近幾年如 94-99 年常有水庫水量無法供應農業用水，造成農田休耕情事發

生，政府雖補貼農民損失，不僅化費政府預算，也因農業休耕造成相關產品

物價波動，而民生用水有時亦配合要停水，相關產業要停止營業，造成人民

損失。主要原因由於水庫沉積，有效蓄水量有的只剩 65％如白河水庫、曾

文水庫、烏山頭水庫、石門水庫約 85％，成為淺盤型水庫，豪雨來時，水

庫很容易滿水位，但總蓄水量不多，遇到久旱不雨時，則因蓄水量不多，容

易水庫乾涸。因此水庫保養與清理沉積物為當務之急。 

 

       （三）地震 

            台灣多地震，上一次九二一大地震，台北市雖只有四級震度，卻己造東星

大樓倒塌，全台都有災情傳出，而南投地區首當其衝，橋樑斷掉、學校倒

塌、人民傷亡，政府發布緊急命令，調動全台物質，解救災區困境。因此

政府可以研發提早發布地震警報，用地震儀器測量地震發生時，自動發生

震報聲，提早 60 秒，讓人民可以躲在安全角落，避免被掉落物繫中。而政

府在核發建築執照時，應考核有無防震建材，平時可以獎勵良好防震建材

製造，來提供建商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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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火災 

            火災發生主要原因有電線走火、瓦斯漏氣、或人為縱火等，常常造成人民

生命與財產一瞬間化為烏有。因此政治領導者，可以要求相關部門督促生

產廠商製造防火材料，如防火門、防火板、防火天花板等，公共場所如餐

館、KTV、旅館、必須採用防火材料，如此可以降低火災發生。而消防設

備可以採購精良救火裝備，可以迅速撲滅火勢，解救人民生命安全與財產

保障。 

       （五）橋樑裸露問題 

              橋樑裸露問題要開放砂石進口專門港口，因台灣砂石有限，砂石業者因需求 

              量大，故挺而走險去盜採溪水中砂石，造成橋墩裸露，嚴重危及橋樑安全。 

               而以濁水溪、大甲溪河床最為嚴重。每一遇到颱風侵襲，溪水暴漲時，則橋 

               樑容易斷掉，影響到行車中人車安全。 

              因此政治領導者要事先預測每年砂石需求量多寡，開放專港進口，控制其合 

              理進口價格，來解決國內砂石業者需求，並同時嚴格要求不能盜採橋樑下砂 

              石以確保人民行車安全。 

（六）貪污問題 

      在蔣經國主政時代中，亦無行政院長孫運璿、行政院秘書長王昭明、曾任經 

       濟部長、中鋼董事長趙耀東、國民黨副秘書長宋楚瑜、國貿易長蕭萬長、 

       交通部長連戰、有何貪污或濫用職權要求行賄案件發生。而今在陳水扁任 

       總統時發生很多貪瀆案、在馬英九總統任內，發生行政院秘書長收受賄款 

       以及利用職權要求行賄嫌疑案時，重新思考為什麼蔣經國時代可以有清廉 

       政治環境、為何陳水扁不能做到、馬英九識人、知人、用人不清陷入貪瀆 

       風暴中，除了蔣經國以身作則外，提拻才德之士任政府高官，亦是關鍵。 

            除了政治領導者本身能力之外，在國家制度上有無可以改善可能性。 

        貪污事件主要分為： 

     1、包工程事件 

        在蔣經國時代，十大建設如交通建設中山高速公路，主要由榮工處負責， 

        少有貪污事件發生。而現今主要是公開招標，但卻出現圍標、挷標事件一 

        再重演，如何解決圍標、挷標事件屢屢發生，或許可以考量建立優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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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如當年榮工處。 

（1）政府招聘人員 

     事先其工程人員亦經過濾並取得工作資格，較一般人要珍惜得來不易工 

     作機會，亦要年終考績與考核，故施工品質會比公開招標較穩定品質， 

     因為工作時間可能長達二十年之久，若為豆腐工程，地震則倒塌，亦不 

     失去工作機會連退休金泡湯。因此又可減少所謂包工程圍標風險產生。 

（2）公辦民營 

     政府出資股份超過 51%，而民間出資 49％，政府負責董事長與監督事項， 

     民間負責營運與執行，一方面維持工作品質，另一方面引進民間活力與 

     企業管理能力。 

（3）選拔優良工程廠商  

     事先由政府、專家、學者、公益民間團體合組審查委員會，事先將優良 

     廠商選拔產生，當政府要推出其公共建設時，可以指派出優良廠商投標 

     或直接負責施工。若發生嚴重施工品質不良或嚴重偷工減料時，則可永 

     久不錄用。如此優良廠商為維持良好信譽，必然全力以赴，若表現良好 

     則有優先承作機會。而可每年為選拔廠商作評量。 

           小結：  

             蔣經國總統至今仍被國人肯定與感念，主要是能樂民之所樂，若民之所苦，

全力建設中華民國在台灣，大力推動公共建設如十大建設，提升國家整體競爭

力，以及國民所得，穩定物價，提升人民其購買力，人民生活普遍感受生活滿

足。而至今和未來總統若要學習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則用對人做對的事，

全面性發展經濟，對於影響物價甚鉅能源問題，可以研發太陽能、風力、潮汐、

水力等，逐漸取代進口石油，當我們研發出替代能源時，讓企業生產成本降低，

其所生產物品才能物美價廉，而增加人民購買力。讓其生活水平最基層人民可

以生活無虞，而其總統政治領導力，就是用對的人做對的事，就是發揮整體競

爭力，來提升國家競爭力，帶給人民幸福快樂，亦是本研究蔣經國總統政治領

導力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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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一、問卷表 

各位先進前輩們大家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國家事務與管理班研究生蘇柏嘉，研究論文

題目是政治領導力－以蔣經國總統為例。雖然個人十分欣賞蔣經國總統，避免太主

觀認定，故想訪問先進前輩們，有關於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領導行政團隊治理

國家績效如何，以問卷方式來呈現，謝謝接受訪問，不勝感激。 

    而問卷配分如□（1）非常具備得 5 分；（2）□有具備得 4 分；（3）普通得 3

分（4）不具備得 2 分（5）□非常不具備得 1 分。 

    問卷題目：編號 1 

1、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有具備良好政治領導力：1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2、你認為蔣經國總統對國家與人民最大貢獻是： 

（1）國家建設如十大建設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2）提升國民就業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3）提升國民所得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4）穩定物價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5）戒除解嚴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6）其他 

□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3、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是否有以身作則：1 

   □非常有、□有、□普通、□不常有□非常没有。 

4、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是氣度恢宏之人：1 

□ 非常是氣度恢宏之人□是氣度恢宏之人□普通□不是氣度恢宏之人□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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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氣度恢宏之人。 

5、蔣經國總統識人、知人、用人，其知人善任，績效如何：1      

□非常知人善任、□會知人善任、□普通、□不會知人善任、□非常不會知人

善任 

6、蔣經國總統用人是否大公無私 1             

□非常會大公無私、□會大公無私□普通□不會大公無私□非常不會大公無私

  

7、蔣經國總統是具有前瞻性眼光之人 1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8、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執行力之人 1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9、蔣經國總統是否為勤政愛民之政治領導者：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0、蔣經國總統帶領國家與人民方向是否正確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1、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誠信之人：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2、蔣經國總統是一位負責任之人：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3、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人民受國家教育之人：2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4、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政府清廉之人：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5、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治安之人：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6、蔣經國總統國家財務政策是否穩健平衡：2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7、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同理心，可以感受人民心聲：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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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值得信任國家政治領導者：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9、蔣經國總統是否重視社會公平與正義 2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20、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危機風險管理能力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編號 1：對蔣經國先生在政治領導各方面，大都持非常肯定態度，十大建設仍是讓   

       人民感受非常深刻重大國家建設。 

 

 

 

 

 

 

 

 

 

 

 

 

 

 

 

 

 

 

 

 



 284 

 

 

 

 

 

 

 

 

 

 

 

 

 

 

 

 

 

 

 

 

 

 

 

 

 

 

 

 

 



 285 

二、問卷表 

各位先進前輩們大家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國家事務與管理班研究生蘇柏嘉，研究論文

題目是政治領導力－以蔣經國總統為例。雖然個人十分欣賞蔣經國總統，避免太主

觀認定，故想訪問先進前輩們，有關於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領導行政團隊治理

國家績效如何，以問卷方式來呈現，謝謝接受訪問，不勝感激。 

    而問卷配分如□（1）非常具備得 5 分；（2）□有具備得 4 分；（3）普通得 3

分（4）不具備得 2 分（5）□非常不具備得 1 分。 

    問卷題目：編號 2 

1、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有具備良好政治領導力：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2、你認為蔣經國總統對國家與人民最大貢獻是：1 

（1）國家建設如十大建設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2）提升國民就業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3）提升國民所得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4）穩定物價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1 

（5）戒除解嚴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1 

（6）其他   

□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3、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是否有以身作則：1 

   □非常有、□有、□普通、□不常有□非常没有。 

4、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是氣度恢宏之人：2 

□ 非常是氣度恢宏之人□是氣度恢宏之人□普通□不是氣度恢宏之人□非常不

是氣度恢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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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蔣經國總統識人、知人、用人，其知人善任，績效如何：1       

□非常知人善任、□會知人善任、□普通、□不會知人善任、□非常不會知人 

善任  

6、蔣經國總統用人是否大公無私  1             

□非常會大公無私、□會大公無私□普通□不會大公無私□非常不會大公無私

  

7、蔣經國總統是具有前瞻性眼光之人 1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8、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執行力之人 1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9、蔣經國總統是否為勤政愛民之政治領導者：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0、蔣經國總統帶領國家與人民方向是否正確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1、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誠信之人： 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2、蔣經國總統是一位負責任之人：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3、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人民受國家教育之人：2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4、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政府清廉之人：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5、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治安之人：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6、蔣經國總統國家財務政策是否穩健平衡：2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7、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同理心，可以感受人民心聲：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8、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值得信任國家政治領導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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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9、蔣經國總統是否重視社會公平與正義  2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20、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危機風險管理能力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編號 2：對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是非常肯定，尤其推動十大建設，具有前瞻性眼 

       光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民所得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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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表 

各位先進前輩們大家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國家事務與管理班研究生蘇柏嘉，研究論文

題目是政治領導力－以蔣經國總統為例。雖然個人十分欣賞蔣經國總統，避免太主

觀認定，故想訪問先進前輩們，有關於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領導行政團隊治理

國家績效如何，以問卷方式來呈現，謝謝接受訪問，不勝感激。 

    而問卷配分如□（1）非常具備得 5 分；（2）□有具備得 4 分；（3）普通得 3

分（4）不具備得 2 分（5）□非常不具備得 1 分。 

    問卷題目：編號 3 

1、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有具備良好政治領導力：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1 

2、你認為蔣經國總統對國家與人民最大貢獻是： 

（1）國家建設如十大建設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2）提升國民就業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3）提升國民所得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4）穩定物價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5）戒除解嚴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6）其他 

□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3、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是否有以身作則：1 

   □非常有、□有、□普通、□不常有□非常没有。 

4、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是氣度恢宏之人：1 

□ 非常是氣度恢宏之人□是氣度恢宏之人□普通□不是氣度恢宏之人□非常

不是氣度恢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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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蔣經國總統識人、知人、用人，其知人善任，績效如何    1     

   □非常知人善任、□會知人善任、□普通、□不會知人善任、□非常不會知人 

善任 

6、蔣經國總統用人是否大公無私 1           

□非常會大公無私、□會大公無私□普通□不會大公無私□非常不會大公無私

  

7、蔣經國總統是具有前瞻性眼光之人  1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8、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執行力之人  1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9、蔣經國總統是否為勤政愛民之政治領導者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0、蔣經國總統帶領國家與人民方向是否正確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1、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誠信之人 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2、蔣經國總統是一位負責任之人 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3、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人民受國家教育之人  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4、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政府清廉之人  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5、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治安之人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6、蔣經國總統國家財務政策是否穩健平衡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7、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同理心，可以感受人民心聲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8、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值得信任國家政治領導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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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9、蔣經國總統是否重視社會公平與正義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20、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危機風險管理能力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編號 3：對蔣經國先生是非常肯定，從管理學角度來看，是以身作則所產生影響力， 

       參照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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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表 

各位先進前輩們大家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國家事務與管理班研究生蘇柏嘉，研究論文

題目是政治領導力－以蔣經國總統為例。雖然個人十分欣賞蔣經國總統，避免太主

觀認定，故想訪問先進前輩們，有關於蔣經國總統政治領導力，領導行政團隊治理

國家績效如何，以問卷方式來呈現，謝謝接受訪問，不勝感激。 

    而問卷配分如□（1）非常具備得 5 分；（2）□有具備得 4 分；（3）普通得 3

分（4）不具備得 2 分（5）□非常不具備得 1 分。 

 

    問卷題目：編號 4 

1、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有具備良好政治領導力：1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2、你認為蔣經國總統對國家與人民最大貢獻是： 

（1）國家建設如十大建設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2）提升國民就業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3）提升國民所得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4）穩定物價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5）戒除解嚴 1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6）其他 

□ 非常肯定、□有肯定、□普通、□不肯定□非常不肯定。 

3、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是否有以身作則：1 

   □非常有、□有、□普通、□不常有□非常没有。 

4、你認為蔣經國總統是氣度恢宏之人：1 

□ 非常是氣度恢宏之人□是氣度恢宏之人□普通□不是氣度恢宏之人□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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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氣度恢宏之人。 

5、蔣經國總統識人、知人、用人，其知人善任，績效如何  1       

□非常知人善任、□會知人善任、□普通、□不會知人善任、□非常不會知人 

善任 

6、蔣經國總統用人是否大公無私  1             

□非常會大公無私、□會大公無私□普通□不會大公無私□非常不會大公無私

  

7、蔣經國總統是具有前瞻性眼光之人 1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8、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執行力之人 1 

□非常具備、□有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9、蔣經國總統是否為勤政愛民之政治領導者：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0、蔣經國總統帶領國家與人民方向是否正確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1、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誠信之人：  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2、蔣經國總統是一位負責任之人： 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3、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人民受國家教育之人： 2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4、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政府清廉之人： 1 

□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5、蔣經國總統是一位重視治安之人： 2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6、蔣經國總統國家財務政策是否穩健平衡： 2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7、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同理心，可以感受人民心聲：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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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值得信任國家政治領導者：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19、蔣經國總統是否重視社會公平與正義  2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20、蔣經國總統是否具備危機風險管理能力  1 

    □非常是□是的□普通□不是的□非常不是 

 

編號 4：是欣賞蔣經國先生，肯定十大建設，帶給國家繁榮與國民所得提升，正確 

       領導國家方向，全力發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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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深度訪談，運用事先設計題目亦簡單但也反映想知悉資訊，減少研究者主觀偏

好，有無忽略重要關鍵點，訪談結果基本上他們對蔣經國總統是肯定與支持的，和

研究者初步預估相差不大，當然研究者更欣賞與肯定蔣經國總統，主要在經濟上推

動十大建設，提升整體國家競爭力與人民就業機會。在國際上成為亞洲四小龍之

首。而蔣經國總統識人、知人、用人，能將對的人擺在對的事上，而且用人大公無

私，氣度恢宏，對國家發展具有前瞻性眼光，在國家發展正確道路上，發揮高度行

政績效與強而有力執行力，今日不做明日就後悔決心與魄力。在政治領導風格上，

以身作則，勤政愛民，生活樸素，在行政官場上形成為民服務熱誠，良好政治環境，

全國上下一心意全力發展經濟，成為中國有史以來人民生活最富庶時代，我們感恩

蔣經國總統勤政愛民，以及所留下中國歷史上最值得學習政治領導力典範，可提供

未來政治領導者可學習、參酌寶貴經驗，為國家之幸、人民之福，為研究者深深期

望在制度上可培養出優質政治領導者識人、知人、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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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一、魅力遠勝於權力 

         優良領導者，其意志堅定、處事果斷，待人接物既有原則又有靈活，稱之

為「領導魅力」。其內涵與技巧： 

 （一）做事先做人，成事先修身 

         意志堅強、處事果斷，待人接物既有原則又有靈活應變，這樣的領導才

是真正成熟的人。 

         一名真正優秀的領導者，其內在品性有許多吸引人的地方。 

         首先，必須具有良好的品德，有才無德難得人心，亦不會成大器。其次，

要有淵博的知識。只有具有雄厚的知識基礎，才不會社會繁雜的現象所

迷惑，在政治決策中做出適當決策。 

         其領導人的品德包括兩方面： 

        1、做人的基本準則： 

           最基本的社會公德、個人品質的角度出發，正直和誠實占有很重要的

地位。 

        2、職業道德或政治道德： 

           美國管理學會（AMA）曾做過一項調查：由大約一千五百位管理人員

列出他們最欣賞的部下、同事和領導所具備的品質。他們列出二百二

十五種品質，經研究人員整理後，歸納為十五大項，包括： 

（1）氣度恢宏（胸襟開闊、有彈性、能包容人） 

（2）有才幹（有能力、有效率、做事徹底） 

（3）能與他人合作（待人友善、有團隊精神、肯配合別人） 

（4）可靠（值得信賴、有良心） 

（5）有決心（工作勤奮、有幹勁） 

（6）公正（客觀、前後一致、民主） 

（7）富於想像力（有創造力、富有好奇心） 

（8）正直（可信、有人格） 

（9）聰明（靈活、善於推理） 

（10）有領導能力（能鼓舞士氣、能決斷、能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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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忠誠（對公司或對政策忠心） 

（12）成熟（有經驗、有智慧、有深度） 

（13）坦誠（不拐彎抺角、率直） 

（14）能體諒別人（關心別人、尊重別人） 

（15）能支持別人（能瞭解別人的立場並提供協助）138
 

 

（二）領導的根本在於經營人心 

管理者必須從人性的特點出發從心理的分析知道其行為的原因。 

（三）激發下屬追求慾的技巧 

            從領導效能的觀點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魅力遠勝過權力。 

 （四）領導者的大氣與格局 

        那些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會放射出磁石般的力量，對於追隨他們的人來說，

他們是最終目標的象徵，是希望的象徵。 

（五）領導者要善於自處 

  自以為是，盛氣凌人，誇誇其談，自我炫耀；在會議上或到下屬中去時，

總是自己先說一大堆，把別人想說的話都堵回去；這都是領導者缺乏自知

之明的典型表現。 

（六）處亂不驚，大家風範 

          遇事冷靜是領導者的基本素質。 

 （七）始終保持光彩照人 

  成功的領導形象會自然而然地散發出一種光輝，也就能更好地發揮出領導和

表率作用。 

1、重視面部表情 

2、領導者的姿態要有力 

3、領導者必須有自信的走姿 

4、領導者要有充滿力度的手勢 

                                                

138盛安之著，《領導完全攻略(提昇領導力 99 個技巧》，菁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 10 月，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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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手勢就像語言一樣，深深地受到個性形成時期的影響。手勢也是

文化與個性的表現之一。 

（1）避免使用令人不快的手勢 

（2）手勢要自然得體 

（八）獲得下屬信任的技巧 

      領導者不遵守自己的諾言，將會使下屬產生對上司的不信任感。 

 

二、成大事者，先管理好自己 

     何事為自己想完成，完成該目標需要多少時間，何時開始做，當決定去做時，

可以提高你的辦事能力。但只做那些要計劃要做的事。 

      

（一）自己的辦公桌自己動手整理，以保持自己最方便使用的狀態 

     1、自己整理辦公桌 

     2、檯燈要在左側 

     3、抽屜整理盡可能細分化 

     4、圓珠筆之類的文具，要儘量保持在三支以上。 

     5、文具用品要放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 

     6、把電話簿放在手邊。 

（二）管理時間，要事第一 

      效率最高的管理者是最有成效的管理。 

      1、學會從事務性工作中擺脫出來 

     （1）例外管理法 

          只閱讀或批示那些違反規定和制度，而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數量繁

多的小事，轉到為數不多的大事上。  

     （2）對瑣事敬而遠之 

     2、有效安排時間 

     （1）日之未： 

          擬定明日要達到的目標和主要活動提綱，使次日早醒時就有明確的行

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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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週未之未 

          總結本週工作，擬定下週主要工作，要求細到每天要達到的一項或多

項目標。 

     （3）月之未 

          總結本月重大事件，擬定下月主要目標，要求細到每週完成的事情。 

    （4）季之未 

         同季度目標比較，檢查本季的成果，確定需要採取的補救措施或計劃

中需要改進的地方。 

    （5）歳之未 

         檢查本年度的主要事件，分析成功失敗之處，列出下年度的工作目

標。最後把自己的工作結果與計畫的預期目標相比，如果相符，即符

合有效管理時間。 

（三）找到節省時間的措施 

   1、選好秘書 

   2、制定「閉門謝客」制度 

     3、減少會議，充分利用會議記錄 

     4、要有正確的錯誤觀 

（四）學會積零成整 

1、檢視行事歷 

2、反省 

3、創作 

（五）實行交叉「輪作」  

       在時間運籌中，也和土地利用一樣，要採用合理的「輪」制度，以保持 

       精力。         

（六）提高「復種指數」   

     時間利用中的「間作」和「套種」，就是在相同時間內，以一件事為主，附

帶也把別的事辦了。「充分利用空白時間」，人們在辦事過程中，往往會因

各種原因而出現等待，可以善加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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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應付意外事件 

          為意外事件留點時間，是明智的。 

      1、每件計劃都留有多餘的預備時間 

     2、努力使自己即使在外在環境干擾下，亦能完成預定工作。 

      3、另準備一套應變計劃   

假使你為每件事立下時間限制，你將發現，有三件事己經做成功了： 

1、迫使自己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工作。 

2、對你自己能力有了信心 

3、你己仔細分析過將做的事了，而把它們分解成若干意境單元，是正確迅

速完成它們的必要歩驟。 

（八）分身術 

在寫一份總結時，先要搜集資料，這時如果有意識地注意一下「一帶搜山，

二帶打獵」，依據所得資料，不僅可以寫出總結，還可以寫出專題。 

 

（九）計畫合理，目標可期 

       如果人生没有目標，我們所說的時間管理原則、方法、技巧都是惘然。 

1、制定週計畫 

2、制定月計畫 

3、制定年度計畫 

 （十）讓工作馬力持績的技巧 

         把今天安排得井井有條的最佳時間是在昨天。 

1、利用一天快結束的時間，回顧工作進展。 

2、把未完成的任務移到明日的清單上 

3、在「單純作業」時間，利用耳機充實自己 

4、增強工作意念的妙法 

5、防止厭倦單調工作的「成功畫面思考法」 

6、以「悅音」來對抗噪音 

7、要誠實面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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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午餐是最好的時間 

          午餐是增進相互關係的一種有效途徑。 

1、不必等別人，你自己就可以發出一些請柬 

2、兩小時午餐最佳 

3、查看以前午餐記錄，以示關心 

 

   （十二）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 

           經驗告訴我們，當自己没空休息的時候，就是自己該休息的時候。 

1、 睡眠的時間管理 

2、 睡眠的長度 

3、 睡眠的深度 

（1）掌握生活節奏，養成按時作息的習慣 

（2）創造良好的睡眠環境 

（3）保持平靜的心情 

4、 午睡的問題 

5、 閒暇的時間安排 

     （十三）看、聽、學獲取資訊 

            善於學習的管理者是充滿活力的。 

1、成功的管理者接受好的指示 

（1）工作的品質取決於接受指示的明晰程度 

（2）在接受任務之前，一定要明確任務的要求 

（3）你可能會談到你理解了那些指示，但這似乎還不是最明智的方法 

2、把每一個電話都看成是一個小型會議 

（1）準備工作要做好 

（2）注重禮儀 

（3）確認關鍵問題 

3、聽到的越多，知道的越多 

4、當個電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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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用順手的東西 

把東西放在手邊會使你騰出更多的精力，它能使你的工作像一部加足馬

力的機器。 

1、將公司報表檔原稿與資料的紙張統一起來 

2、單面使用活 

3、把書架上大套書籍背向下排置 

4、利用百科全書的硬紙盒來收藏，可一舉兩得 

5、將重要的剪貼資料印成 B5 規格 

6、在活頁紙的兩側打孔 

7、參考書籍在複印出所需資料後，要立即歸位 

8、編制派得上用場的「專屬用書」，每個月都要寫相當多的稿件 

9、採用高爾夫球記分法，隨時隨地記下備忘錄 

10、在抽屜中放置空名片盒，以收藏小東西 

11、經常備有文具目錄 

12、事先決定文具的「購買庫存量」 

13、記下常用文具的商品號碼 

14、期數完整的雜誌須編制索引 

15、在書架上為正在進行的工作保留「專用區」 

16、把經常使用的文字、數字刻成橡皮印 

17、將剪貼資料的印本直接存檔 

18、將處理完畢的筆記頁要即刻抽出 

19、日後還會使用的資料要收到「暫時檔案」裡 

20、在活頁紙上寫上大標題 

（十五）處理書信與文書的技巧 

         不要在桌子上凌亂地堆滿書信檔，應把它們歸類整理起來。 

        1、呈送出去的書類檔也要做標題和目錄 

        2、寫報告時，先將問題列在紙上，事後再一併查閱 

        3、利用業餘時間構思文稿 

         4、利用文書處理機來輸入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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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備忘錄上要標明「主題」、「日期」、「出處」 

 

三、找對人才能做對事 

     用人先要學會觀察人。善於觀察你的下屬這是很有必要的，這能夠促使管理

者洞悉下屬的心理、想法、慾求，能夠真正發現下屬潛在的特質，並善加運

用。觀察下屬是管理者給下屬定位的方法之一，不能疏忽。 

（一）考察能力重於考察知識 

       領導在選用人才過程中，應當清楚地認識到能力、人格等方面的因素。 

（二）重視心理素質和工作態度 

       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才應是德才兼備的。才反映在工作能力和心理素質

上；德從工作態度中體現出來。 

（三）識別人才的技巧 

       只有透過細緻徹底的觀察，才能正確評估出一個人的價值，並安排他合適

的工作。 

      1、只有長時間觀察，才能真正瞭解下屬的心 

2、不經意的小事往往是人的心理體現 

3、工作表現是心理狀態的直接體現 

（四）知人知面到知心 

 知人言行而後識人，是管理者識人的一個重要手段。從政治用人方面，

高明的管理者，要懂得從下屬的言行舉止間，識別一個人的才幹和品行。 

（五）人員篩選的技巧 

 人員的篩選是領導用人藝術的中心環節。 

1、有數量才有品質 

2、最經常使用的選拔工具是面試 

（1）發問的技巧 

（2）聽的技巧 

（3）學會觀察 

3、電話篩選 

4、簡歷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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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請表篩選 

（六）人員錄用的衡量標準 

       做出錄用決定時要集中精力、全力解決你所瞭解的事情，忽略那些你所

不瞭解的事情。 

     1、使用全面衡量法 

     2、盡量減少做出聘用決定的人 

     3、不要拖拖拉拉 

     4、不能吹毛求疵 

 （七）讓新人感到你的熱情 

  最初的就位工作完成之後，不要就此停止，要繼續做好維繫新員工的 

  工作。 

（八）確保待遇是令人滿意 

       最好的員工需要用最誠摯的心去呵護；心誠才可得到千里馬。 

（九）確認人才的技巧 

   領導者在識別人才的時候，要不受主觀感覺的影響，不受世俗偏見所左

右，在實踐的基礎上用理性思維去評價和考核人才，這才是識別人才的

重要原則。 

1、堅持公開公正的原則 

（1）秉承公認的原則 

（2）領導要以身作則 

2、摒棄求全責備的思想 

3、以適用為原則 

 

四、用人管人處處是學問 

     無論什麼的人才，都各有有其用，關鍵在於領導者如何任用管理。任用;正確，

則坐擁天下；任用不當，則危機四伏，可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善於用人管人的領導者，恰到好處，覺得人傑雄才遍地；拙於用人管人的領

導者，亂用一氣，適得其反，直歎人才實在難找。可見，用人與管人也須講

究方法與藝術，並非隨心所欲，胡亂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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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讓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 

 用人問題的關鍵是要用人之長，這是管理者用人的眼光和魄力之所在。 

 領導者有權力命令下級做事，但若用說服的辦法，就會事半功倍。誰也

不願意被人支使，最好的辦法是在布置工作任務時，加上「請你」、「如

果你不介意的話」、「不知道你是否願意」這類的語句，這樣做定會產生

理想的效果，下級也會心悅誠服。 

1、做分配工作的內行 

（1）經常檢討個人負責的工作內容，適當地估計工作的質與量，以求分

配平均。 

（2）充分考慮某份工作完成所需的時間 

（3）若派給其他員工，應先分析員工本身工作進行的狀況 

2、領導者要看到下屬的偏長 

3、用人以長也要容人之短 

 （二）不同的性格用不同的方法 

                  根據人的不同性格採用不同的管理方式，是提高管理水準的一種重要 

                  手段。 

       1、脾氣暴躁，常與人結怨者 

       2、自尊心極重，感情脆弱者 

       3、消極悲觀、缺乏自信者 

       4、溜鬚拍馬，阿諛奉承者 

       5、善於表現，急功近利者 

       6、鬱鬱寡歡，以為懷才不遇者 

  （三）科學委派任務的技巧 

         根據人的不同性格採用不同的管理方式，是提高管理水準的一種重要 

         手段。 

        1、選定需要委派他人去做的工作 

        2、認真考察要做的各種工作 

        3、當你對工作有了清楚的瞭解以後，還要使你的員工也瞭解 

        4、把工作委派出去以後，還要確定自己對工作的控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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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切記不要把「熱土豆」式的工作委派出去 

           處於最優先地位，並要求你馬上親自處理的特殊工作。 

          若當一個挑戰性工作出現時，公司主管應將它迅速分派給公司員工 

        （1）瞭解工作和員工完成工作的速度 

        （2）瞭解員工完成工作的速度是另一個重要任務 

    （四）公正用人的技巧 

           出於公心選人、留人、用人，是管理者必須具備的重要心理素質之一。 

          1、任人唯親心理 

          （1）以我劃線 

          （2）唯派是親 

          （3）關係至上 

          （4）以血緣關係作為用人的標準 

          2、從王安公司失敗中可窺一斑 

          3、論資排輩心理 

          4、信讒心理 

          （1）壓抑優秀人才，良莠不齊 

          （2）使組織氛圍惡化 

          （3）損害決策者威信 

          5、怕擔風險心理 

     （五）留人的技巧 

           能否聚攏人才並留住人才，就要看企業的領頭人是否能夠維護好企業

自身的優勢。 

          1、用高薪來留人 

          2、用情感來留人 

          （1）用理解之心去引導下屬，解除感情障礙 

          （2）用尊重之情影響下屬，解除各種羈絆 

          （3）用實際行動關懷下屬，解除後顧之憂 

          3、用事業來留人 

             要留住優秀人才，首先要打造一個有利於發展、有利於創新、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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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符合實際的目標。 

          4、用困境來留人 

          （1）以「人情味」的福利代替高薪 

          （2）「任命於危難之中」的信賴 

               感情留人是中國特色的留人之道，中國知識份子歷來有「士為知

己者死」的傳統觀念。 

       （六）提高員工士氣的技巧 

             責任感愈重之事做起來越有價值。 

           1、不要做個囉嗦的主管 

           2、權責必須均衡 

           3、激發下屬的熱情 

           （1）明激法  

           （2）暗激法 

           （3）自激法 

           （4）導激法 

        （七）合理考核、科學評價的技巧 

              對員工進行考核，按成績實施獎勵與懲罰，是公司管理員工的一個

行之有效的方法。 

           1、如何對員工進行考核管理 

           （1）筆試 

           （2）面試 

           （3）如何對員工進行培訓期考核 

           2、如何識別員工的表現 

           （1）優秀員工的三大表現 

                ◎積極向上型 

                ◎良心驅使型 

                ◎個人實惠型 

           （2）難纏員工的四種類型 

                ◎指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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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型 

                ◎智力型 

                ◎工兵類型 

            3、如何評價員工的業績 

            （1）量化員工的工作 

            （2）不要僅僅從考核表中識別員工 

      （八）合理解雇的技巧 

             如何正確解雇員工是很多管理者都不具備，或不願意煞費苦心去培

育的一項技能。 

            1、糾正訓練 

            2、暗示-詢問-解雇139
 

 

五、把「要我做」變成「我要做」 

     俗語說得好：「士為知己者死」。身為領導者，如果你瞭解員工的本性，也就

知道如何有效激勵他們。讓你的目光更為犀利，更具穿透性，幫助領導者更

迅速走入他們的心靈，激發他們的拚搏精神，從而實現人文化管理。 

（一）獎罰要分明 

       賞與罰，可以稱為管人的兩把利劍，是領導者統禦部屬，使用人才的一種

重要手段。 

      1、獎罰分明才能讓下屬心服口服 

      （1）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2）有功即賞，有過即罰 

      2、獎勵的標準即是工作價值的心理標準 

（二）物質激勵的技巧 

       真正的天才是無價的，即使是化費萬金也應在所不惜。 

      1、基本工資 

                                                

139盛安之著，同註 138，頁 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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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獎金 

      3、津貼、補貼 

      4、福利制度 

      （1）住房和交通 

      （2）免費工作餐 

      （3）帶薪假期、旅遊 

      （4）教育培訓計畫 

      （5）養老、醫療保險 

      （6）優越的辦公環境 

      5、經理人的股票期權 

      6、員工持股 

  （三）給員工精神上的滿足 

         想要激勵真正產生作用，必須給員工精神上的滿足。 

      1、傾聽式激勵 

      2、讚美式激勵 

      3、參與式激勵 

      4、內部升遷式激勵 

      5、感謝太太式激勵 

      6、工作輪換式激勵 

      7、工作豐富化式激勵  

      8、培訓式激勵 

 （四）完整激勵體制建立的技巧 

        管理者要根據員工不同的類型來設計激勵措施。 

1、按照工作業績進行分類激勵 

2、按照個性類型選擇合適的激勵方法 

（1）競爭型員工的激勵 

（2）成就型員工的激勵 

（3）自我欣賞型員工的激勵 

（4）服務型員工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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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研發人員的激勵 

（1）良好的軟體環境，也就是一個良好的人際關係環境 

（2）多給科研人員提供觀摩學習深造的機會 

（3）盡量提供先進的儀器設備 

（4）對企業進言者的激勵 

   （五）為員工描繪正確的藍圖 

          目標的價值越大，意義就越大，目標也就越能激動人心，激勵作用也就

越強。 

1、 用目標去激發鬥志 

2、為員工描繪正確的藍圖 

3、激勵下屬的夢想 

   （六）滿意的才是最好的 

         對領導心悅誠服的員工才是滿意的員工。 

         1、滿意的員工才是最好的員工 

          2、時常做一下員工滿意度調查 

          3、薪酬滿意度四點要求 

    （七）每個人都希望被認可  

          表揚是領導者調動下屬的積極性、激勵下屬工作熱情，以實現工作目

標的重要工段。 

         1、個別表揚    

        2、當眾表揚 

         3、間接表揚 

         4、表揚每一個進步 

         5、充分評價下屬 

    （八）得體、到位地指出缺點 

           被批評的下屬若最終理解領導者的若心，必會痛改前非，這是多次表

揚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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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批評貴在到位、及時 

         2、有效斥責的八個標準 

        3、批評切忌惡語傷人 

        4、批評切忌捕風捉影、主觀行事 

        5、批評切忌不分對象、不分場合 

        6、批評切忌喋喋不休，没完没了 

        7、批評切忌針對個人、傷及自尊 

   六、沒有溝通解決不了的問題 

         世界上沒有一種動物能夠真正單獨地生活，它們要依靠各種方式和同伴

互相溝通，才能存活下來。密蜂即以「跳舞」為信號，告訴同伴各種蜂

蜜資訊，溝通完畢後一起去採密；該辦法用在管理中就是著名的「蜂舞」

法則。資訊是主動性源泉，加強溝通才能改善管理的效果。 

（一） 與員工談話的技巧  

領導者要和員工溝通，就必須學會交談。 

          1、尋找話題的四個技巧 

         （1）從員工的口音找話題 

           （2）從員工的穿戴來尋找共同話題 

           （3）從共同遭遇談起 

           （4）從共同物件談起 

           2、把握交談的三個要點 

           （1）用得體的稱呼 

           （2）要處處尊重員工 

           （3）說話把握分寸 

           3、交談中忌諱的四件事 

           （1）不要好鬥 

           （2）不要以自我為中心 

           （3）不要言過其實 

           （4）不要挖苦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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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與員工交談的三個忌諱話題 

（1）員工的隱私 

（2）員工的傷心事 

（3）員工的尷尬事 

    （二）對員工的傲慢就是一種「犯罪」  

           領導者對員工的要求不要無動於衷，要及時回應，無動於衷就是傲慢。 

          1、合乎時宜 

          2、雪中送炭 

          3、謙虛做事 

     （三）深入基層，到處走走  

            一個有效溝通的領導者在其中要做好三件大事：「傾聽、教育、促進」。 

     （四）提供有效溝通的機會和氛圍 

              在你的組織裡，如何能有效鼓勵雙向溝通？很簡單，向他們表明，你

重視他們的意見。  

           1、使溝通成為優先事項                  

                   2、盡力擴充有效溝通管道 

             3、建立信任氛圍   

     （五）將溝通作為工作的重要部份 

             優秀公司是資訊和開放式溝通聯絡的一張龐大網路。 

                     1、全方位、多途徑的溝通 

                     2、餐桌面談溝通法 

                     3、巡視管理溝通法 

                     4、八大技巧提高溝通能力 

                     （1）妥善處理期望值 

                     （2）培養有效的聆聽習慣 

                     （3）認真積極聽取，積極給予回饋 

                     （4）堅持誠實 

                     （5）平息對方的怒火 

                     （6）有創意地正面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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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果斷決策 

                     （8）對失誤不必耿耿於懷 

              （六）直面衝突與矛盾 

任何一個組織或團體在長時間的對內對外關係，必然會產生誤解和 

矛盾。 

1、彼此謙讓的協調方式 

2、接受時間的協調方式 

3、迀迴前進的協調方式 

4、洩憤釋怒的協調方式 

       （七）部門衝突的化解技巧         

                       化解部門的衝突既是做好部門工作的需要，也是處理好部門關係的 

需要。 

            1、部門衝突的五種原因 

            （1）各團體之間目標上的差異 

            （2）各團體之間認識上的差異 

            （3）各團體之間的職責許可權劃分不清 

            （4）各團體的利益，需要沒有獲得滿足 

            （5）不健康的思想意識或不良的團體作風 

            2、如何做好部門間的溝通工作 

            （1）在目標上溝通   

            （2）在思想上溝通 

            （3）在感情上溝通 

            （4）在資訊上溝通 

            （5）宣導相互幫助 

            （6）維護合理競爭 

  （八）讓人心悅誠服：「說服」的技巧 

         你希望別人如何對待不同意見的你，你應該怎麼樣去對待那些不同意見

的別人。 

        1、不要情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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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焦躁 

        3、遵循原則 

        （1）針對性 

        （2）系統性 

        （3）關聯性 

   （九）建立完善溝通機制的技巧  

                 企業員工有瞭解公司財務情況的權利。 

                  1、員工協調會議 

                2、主管彙報 

                   3、員工大會 

            七、創造和諧、溫馨的環境 

                  個人力量無論多麼弱小，只要能夠依靠某種凝聚力組建成一個團隊，就可

以發揮出神奇的力量。如「蟻球」法則產生。 

（一） 高效團隊需要什麼樣的人 

每個成功的企業都需要三種人，一個夢想家、一個生意人、還有一個「雜

種狗」。 

要有效地運作，一個團隊需要三種不同類型的人。 

        1、有技術專長的成員。 

       2、有能夠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並權衡這些建議，然後做出有效選

擇的成員。 

        3、善於聆聽、回饋、解決衝突及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的成員。   

           如果成員的工作性質與其人格特點一致，其績效水準容易提高。團隊

有不同的需求，挑選團隊成員時，應該以員工的人格特點和個人偏好

為基礎。高績效團隊能夠給員工適當地分配不同的角色。例如，長期

使球隊保持贏球的藍球教練知道如何挑選富有前途的隊員，能識別他

們的優勢與劣勢，並把他們安排到最適合他們的位置上，這種教練們

能夠認識到，一個取勝的球隊需要有多種技能的球員。而在團隊中人

們喜歡扮演九種潛在團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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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造、革新者：產生創新思想  

2、探索、宣導者：宣導和擁護所產生的新思想 

3、評價、開發者：分析決策方案 

4、推動、組織者：提供結構 

5、總結、生產者：提供指導並堅持到底 

6、控制、檢查者：檢查具體細節 

7、支持、維護者：處理外部衝突和矛盾 

8、彙報、建議者：尋求全面的資訊 

9、聯絡、合作者：綜合協調 

（八）整體的成員是具有爆炸性       

                     團隊精神不僅要求基層的員工，而且更要求領導層從上到下建設一個

團結的團隊。   

                  1、團隊精神不是孤立的，要建立精英團隊 

2、共同目標的承諾 

3、建立具體目標 

4、領導與結構 

5、社會化和責任心 

6、適當的績效評估與獎酬體系     

 （九）選對領導班子 

            如果有一個結構合理、成員團結的領導班子，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1、如何實現領導班子結構優化 

（1）要先設計結構後考慮具體人選 

（2）不要只重視個人素質 

（3）要多方面考慮統籌兼顧 

（4）要由一個模式變為多種模式 

2、如何解決領導班底的內耗   

                    （1）注意領導班底的整體結構 

                    （2）管理者要在克服內耗上產生表率作用 

                    （3）制定紀律和管理制度懲罰「內耗」肇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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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何提高領導班底解決問題的效率 

                    （1）意見要儘量表達得清晰明白 

                    （2）責成有關的部門和人員拿出初步的方案 

                    （3）領導班底討論和研究的問題往往多是非常規性的，又由於各自的

角度和所管轄的領域不一樣，看法有分歧是難免的。 

                    （4）抓住問題的關鍵 

                    （5）服從多數 

                    4、如何化解領導班底的內部衝突 

                    （1）黃牌警告法 

                    （2）以冷制熱法 

                    （3）坦誠中和法 

                    （4）抑相制將法 

                    （5）彼此退讓法  

            （十）塑造「家」的氛圍                        

                   高薪並不能買到員工的永久忠誠，唯有情感的投入才能讓員工無法抗拒

企業巨大的磁力。 

                   每一個人都需要歸宿感，讓員工擁有歸宿感是用人的重要原則之一。 

            （十一）群策群力的技巧    

                    調動員工的積極性，重要的是使員工能發現自己所從事工作的樂趣和價 

                    值。 

            （十二）理順團隊方向的技巧 

                 全體成員的向心力，凝聚力是從鬆散的個人集合走向團隊最重要的 

                    標誌。 

                   1、共同的追求可以使人熱情而積極地工作 

                2、共同的目標讓組織氣順心齊 

                 3、全體人員共同的信念，價值是行動的嚮導 

              4、適當地加入危機感 

           破釜沈舟策略，實際上是切斷人們的退路，產生危機感，以此激勵下

屬奮發進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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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把工作當事業 

        只有員工把自己的工作當作事業來做，才會盡自己最大努力，發揮自己

所有潛能。 

 

   （十四）把榮譽留給下屬 

         給你的手下更大的空間去施展自己的才華，是對他們最大的

尊重和支持。每個人都希望用自己的能力來證明自身價值，

給他們更大的空間去施展自己的才華，是對他們最大的尊重

和支持。不要害怕他們失敗，給予適當的扶持和指點，放開你

手中的「雄鷹」，讓他們翱翔於更廣闊的天空。 

     八、對人的投資回報率最大 

          培訓通常被看成是傳播具體知識以取得勝任一定任務的能力。透過培訓，

可以增強員工的人際交往技能，增強專業技能，可以使新員工迅速適應現

實的工作，縮短適應期。 

（一） 時刻洞察下屬的學習需要 

如果一種培訓活動不能對組織目標產生積極的影響，就没有理由開展。 

1、瞭解下屬的學習態度 

  2、讓下屬產生學習的心理需要 

  3、鼓勵成員的進取精神 

（二）讓員工在工作中得到成長 

               育人的最高是「隨意潛人心，育人細無聲。」 

                 1、耳濡目染 

                   有詩云：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說的是春雨對大地萬物無聲的滋潤。

培育人才也如同春雨潤物一樣，不知不覺傳給自己下屬，而下屬没有從

領導那兒索取什麼技能，卻發覺自己能力提高不小。亦謂「強將手下無

弱兵」。 

                2、因材施教的技巧 

                3、培養接班人，要從長計議 

               （1）「引狼入室」，製造危機感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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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即時教導」省時間 

               （3）優化員工的道德 

               （4）培養員工堅強的意志 

                    ◎持之以恆 

                    ◎抵抗慾望的誘惑 

                    ◎勝不驕，敗不餒 

               （5）讓下屬樹立理想 

                   理想是志向的基礎，而志向則是實現理想的意圖和決心。 

            （三）把握培訓的規律          

                   不同的培訓對象和培訓內容，需要不同的培訓方式。 

                  1、明確目標 

                  2、行為示範 

                  3、事實材料 

                  4、親自實踐 

                  5、效果回饋 

           （四）培訓手段的應用技巧  

                  培訓的方法和技術多種多樣，它們應用的廣泛程度也有一定的差別。 

                  1、遠程培訓                                  

2、電腦培訓     

3、實際模擬培訓 

  （五）培訓控制的技巧 

正確瞭解科學的原理原則，即「學習的原則」是培訓的前提。 

  （六）優化工作態度與作風 

 環境和教育是人的職業能力形成的關鍵。 

1、培養職業興趣 

2、拓展職業技能 

3、繼續教育更新知識結構140
 

                                                

140盛安之著，同註 138，頁 12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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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運籌帷幄，決斷千里 

      正確的決策是領導者的第一要務，是領導藝術和領導水準的集中體現。由

於領導居於「中堅」位置，具有最後執行的權力，因此，決策水準的高低，

對於保證決策的先進、科學、可行、高效，產生關鍵性的作用。 

（一）為所有人指明方向 

所謂「領導」，就是要為成員們「指導方向」，「領而導之」。讓他們明白自

己的工作與其生存和成功緊密相連，及時鼓勵，及時肯定成績。 

1、確立目標時切記少而精 

2、讓員工瞭解企業的目標 

3、不要只停留在目標上 

（二）用正確的思路做果斷的決定 

簡單而有效的決策技巧，被看作是提高經營管理水準和品質的重要途徑。 

       1、決策時要掌握正確的思路 

（1）在錄用新人時一定要反覆斟酌 

（2）決策時務必全面掌握資訊 

（3）切莫過分自負 

（4）不要墨守成規 

2、決策時要果斷行事的魄力 

（1）組建高效率的團組，以便依靠團組的力量形成更好的決策方法。 

（2）使重大決策的範圍縮小，這個範圍應能保證取得很大的成功，以便樹

立信心，為下面的改革提供支持。 

（3）下調決策制定的層次。發展企業中守信、有責任心、高素質人才，給

予相應的決策權，同時也要有制衡機制，防止這些人做出對企業不利

的決定。 

（4）把決策過程劃分為逐歩遞進的小歩驟。 

3、決策時要果斷把握住機會 

4、決策時要敢於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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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肯做「不賺錢的買賣」，平庸之輩往往只能看到眼前一兩歩，而高明

的棋手則能看出後五、六歩甚至更多。 

（2）敢於相信自己的商業直覺和眼光 

     必須具備高瞻遠矚的目光，唯有如此，才可做出正確的決策。 

 

（三）讓所有人發揮作用 

最成功的領導，就是讓每一個下屬都發揮自己最大的潛力。 

1、讓每個人都發揮作用 

（1）加大管理人員的工作量 

（2）要打破常規 

（3）要給高級管理人員自主權 

（4）要給他們一次犯錯誤的機會 

（5）讓他們認為一切創意都是他們想出來的 

（6）適時讓位以便讓他們獲得升遷 

（7）要付給他們優厚的報酬 

2、讓下屬樂於盡心盡心為你做事 

（1）讓下屬感覺到主管的關心 

（2）關心要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必須適度，要講求成本核算，要在組織制

度許可的範圍內。 

（3）不能完全控制的關心少做，如加薪、晉升等都不是中層領導者可以控

制的事，你就不要輕易許諾。 

（4）關心與組織目標一致的需求，並對不合理的需求加以引導。 

（5）讓員工感覺到「你的關心」時要恰如其分。 

（6）敢於承擔責任。 

 （四）做資訊統籌的高手 

 資訊對於經營猶如情報對於戰爭。 

1、領導者學會獲取資訊 

（1）明知故問 

（2）重複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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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桃報李 

（4）注意消息來自何人何地 

（5）投石問路 

（6）尋求數字中隱含的意義 

    2、領導者要懂得搜集資訊 

3、領導者要懂得利用資訊 

4、領導者要不斷補充資訊 

 （五）塑造獨特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凡是有能力的領導者，遇到問題的時候總是以獨特的方式解決。 

1、領導者要打破傳統思維，緊跟時代 

2、領導者應善於成人所不成 

3、領導者應敢作敢為 

 

 （六）運籌帷幄的技巧 

 聰明的領導者不是事必躬親，而是運籌帷幄。 

 真正的領導者，不一定自己能力有多強，只要懂得信任、懂放權、懂珍惜，

就能團結比自己更強的力量，從而提升自己的身價。 

       1、領導者最大的本事是發動別人做事 

2、如何做到運籌帷幄 

（1）要分級管理而不要越級插手問事 

（2）多看、少說、少做 

（3）聰明，小事糊塗 

（4）事必躬親會削減下屬的工作積極性 

（七）挑選理想的授權人選 

       選好受權者，是授權工作的基礎和關鍵環節。 

1、大公無私的奉獻者 

2、不徇私情的忠誠者 

3、善於團結協作的人 

4、善於獨立處理問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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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勇於創新的開拓者 

6、那些犯過非本質的或是偶然錯誤並渴求悔改機會的人 

（八）在集權與分權間做到平衡 

      企業的領導者處於企業的中心地位，在權力的運用上，應做到大權獨攬，

小權分散。  

（九）做好授權的後續工作 

       領導者的授權藝術，是融用權，用人等藝術為一體的藝術。可以說領導活

動的成敗，往往不在於領導人本身的才能高低，而是在於他是否善於分配

權力。 

      1、授權時如何做到自我控制 

      （1）堅持政務公開 

      （2）根除自己的權力欲 

      （3）謹防權力商品化 

      2、授權時如何進行有效的指導和控制 

      （1）評價風險 

      （2）只授予「任務的內容」，不干涉「具體的做法」 

      （3）建立信任感 

      （4）進行合理的檢查 

      3、如何對待下屬越權 

      （1）先表揚後批評 

      （2）強調下不為例 

      （3）因勢利導，糾正錯誤 

      （4）盡量減少反向授權 

      （5）學會分配「討厭」的工作 

      4、如何做到權力移交的持續與平穏 

      （1）大公無私 

      （2）平穏、有序 

      （3）適時收回 

      （4）始終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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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口吐蓮花，打動人心 

       對於任何一位領導來說，在社會交往中，當眾講話無時無處不會出現，用

好它可以出人頭地、左右鴻源。說話水準高，很多利益呼之即來；說話水

準低，很多利益聞聲而去。說話水準高，可以把各種願望和意思恰到好處

地表達出來，把各種利益順理成章的聚攏到對自己有利的方向上來。因此

可見當眾說話的水準對個人價值實現、人生成功的作用是難以估價的。 

（一） 當眾講話心理調節技巧 

講話是一種精神活動，表達效果的好壞，是和講話者心理者的心理素質

有很大關係的。 

         1、領導講話要有一顆勇敢的心 

         （1）情緒飽滿地講話 

              一個充滿了感情的演說者，常常使他聽眾和他一起感動。而良好的

精神狀態才能吸引聽者的注意，並打動聽者。 

         （2）思路清晰，表達明確 

         （3）學會與聽眾溝通       

              好的領導者也會在自己說話時觀察聽者的表情、情緒的變化，以此

判斷自己話語的效果，並會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改進。因此要學會與

聽者交流，隨時注意聽者回饋資訊，如此所說的話，才會產生預期

的效果。 

        2、領導講話要有自信 

        （1）練習正視別人 

        （2）選擇前面的位子 

        （3）用自信培養自信 

        （4）用肯定語氣消除自卑 

        3、領導講話要學會駕駛情緒 

        （1）領導要善於「營造氛圍」        

             ◎盡量排除工作環境中不利因素。 

             ◎協調好組織內部的人際關係，使組織成員工作處於真誠相待，協

調一致的人際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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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組織有益身心健康的團體活動，例如：旅遊、聯歡、體育比 

  賽、技術競賽等，讓員工在團體活動中鍛練自己的意志，並在團

體活動中釋放自己不快情緒，和分享團體的快樂。 

        （2）領導要善於「疏通管道」 

        （3）領導要善於「平衡心態」    

             ◎語言調節法 

             ◎注意力調節法 

             ◎「出氣」調節法 

        （4）要善於「察言觀色」 

             要駕馭組織成員的情緒，就必須像注意天氣預報那樣，隨時注意組

織成員的表情，掌握他們情緒狀況。要駕馭組織成員和整個組織的

情緒，首先須學會駕馭自己的情緒，因為領導者的情緒會直接影響

下屬及整個組織的情緒。 

 

  （二） 一言可以得人心 

          口才說不是指何時都能侃侃而談，而是說領導者每一次說話都能振奮人

心，感動人們。 

          說話要懂得什麼時候說什麼話，還要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一個人如果

不是真才實學，無真知卓見，或許從他說的話或許可以一時吸引別人，

卻不能一世蒙蔽他人。 

         1、仔細傾聽，留心細節 

         （1）專心致志地傾聽 

         （2）有鑒別於傾聽 

         （3）克服先入為主的傾聽 

         （4）不要輕視對方 

         2、三思後言，掌握尺度 

            說話適時、適情、適勢、適機。領導說話分寸掌握得好，給周圍的人

感覺就是深思熟慮的結果，說話的尺度和分寸是奠定形象的基礎。 

         （1）不要談及他人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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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要談論有爭議性的話題 

         （3）不要隨意詢問健康狀況 

         （4）不要談及個人的不幸 

         3、洞燭先機，一針見血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預」指預見性和洞察力。好的領導應該善

於洞察先機，因為不僅是管理之道，也是擁有口才的一種前提能力。 

         （1）仔細觀察與傾聽 

         （2）時刻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 

         （3）學會從經驗中總結提煉 

              事物都有一定內在規律和聯繫，即使大相徑庭的事物間，也都會存

在著共同之處。注意對這些事物間共同點的比較和總結就會有新的

發現，得出一些很有概括意義的結論。在言談中運用這些概括性的

結論，能使你的語言一針見血，揭示事物的本質規律。 

（三）在無聲中展示威信        

           要實施自己的領導行為，準確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意向和感情，就必然

運用身體語言。 

          1、利用微笑溫暖人心 

          （1）要笑得自然 

          （2）要笑得真誠 

          （3）要笑得程度合適 

          （4）笑的對象要合適 

          （5）要笑在合適的場合 

          2、巧用獨具魅力的手勢 

          （1）仰手式 

          （2）覆手式 

          （3）切手式 

          （4）啄手式 

          （5）伸指式 

          （6）包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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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推手式 

          （8）撫身式 

          （9）握拳式 

     （四）不怯場，底氣要十足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就敢在公眾場合自如說話，都有一個艱難的「第一

次」。 

           1、做好準備 

              在非即席發言中是容易做到的，對當眾講話的話題要有所瞭解，事

先可廣泛收集資料，打好草稿，這樣講話時就可以做到心中有底，

臨場不亂。 

           2、加強訓練    

              如朗誦、自言自語、與陌生人互動交往，與親近熟悉的人交談，多

聽別人當眾講話等。 

           3、視而不見 

           4、勇往直前 

      （五）冷場時，讓熱情再高漲起來 

             冷場的根本原因在於發言者的話沒有吸引力。 

        1、發言簡短    

         2、變換話題 

           3、中止交談 

     （六）第一次亮相就贏得满堂彩 

            在職場上，現在經常有些競聘演講，想要從眾多對手中脫穎而出，演

講技能至關重要。 

          1、競聘演講的特點  

        （1）目標性 

         （2）競爭性 

         （3）主題集中性 

         （4）材料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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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競聘演講的「五忌」   

         （1）忌信口開河，雜亂無章 

         （2）忌吐詞不清，含混模糊 

         （3）忌狂妄自大，目空一切 

         （4）忌妄自菲薄，過分謙虛 

         （5）忌服飾華麗，求新求異 

（七）學會總結和陳述   

              答辯過程中應保持自然，儀態大方、熱情、不要太緊張、拘束或過分 

              激動。 

       1、明確述職答辯主題 

        2、確定述職答辯目標 

        3、寫出述職答辯的提綱 

        4、準備必要的道具 

        5、進行試練習 

        6、整理和充實素材 

（八）總結報告的語言技巧  

         同樣的報告內容，語言藝術運用的好，就有感染力和吸引力，效果就好。 

       1、切忌說成流水賬 

       2、報告時不能文過飾非  

       3、切忌老生常談 

       4、少說套話和空話 

       5、用詞不能誇張和籠統 

 （九）與新聞媒體打交道 

        要想使組織維持良好的聲譽，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就必須協調好與新

聞媒體的關係。 

       1、實事求是，尊重媒體        

           新聞界的職業特點是重視新聞報導的客觀性、及時性和公正性。因此

在與新聞界打交道時，一定要誠懇，提供的新聞素材要真實可信。而

領導者說話講求是什麼就說什麼。 



 329 

        2、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組織領導對所有的新聞機構和媒介，都要平等相待，使他們都能夠平

等地獲得本組織所提供的資訊，切忌，「看人下菜碟」。 

        3、一針見血，言簡意賅 

           新聞工作者對時間、效率的要求極。因此對新聞界所提出的問題，要

簡潔與貼切地回答。 

十一、能言善辯，力求雙贏 

        管理活動和商務活動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談判技巧與能力。現代

管理者，必須練就卓越的談判技巧和實戰能力，才能成為贏家，才能在掌

握自己命運時得心應手。訓練有素的談判技能，是一種超級的腦力勞動和

心理博弈活動，既需要科學的理論作指導，也需要借鑑成功的經驗。 

（一）談判情景設置的技巧 

       一般而言，在自己熟悉的環境裡作戰、比賽或談判，總是能夠發揮優勢，

鎮定自若。所以談判的地點，特別是重大的政治、軍事談判，常常在雙方

都不熟悉的中立區。 

      1、居家優勢 

      2、談判座次的奧妙 

      3、時間的魅力 

（二）做好談判的準備 

       一次成功的談判，談判準備工作至關重要。 

     1、搜集對方的一切資料 

     2、擬定詳細的談判計畫 

     3、談判人員的選定 

     4、提前做一次實戰演習 

（三）堅定立場，先聲奪人 

       堅定立場，其實是建立在自己的實力基礎上的。 

      1、針鋒相對法 

      2、以牙還牙法 

      3、當仁不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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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事實對抗法 

      5、堅持正義法 

 

（四）把握博弈尺度的技巧 

       談判不僅是一種戰爭，更重要的是一種合作的行為。因此，雙方必須以誠 

       相待。 

      1、以誠相待，消除對方戒備心理  

         在談判中，以誠相待的原則，首先就體現在真誠地關心對方。人最關心

的是他自己，而且希望他人也關心自已。首先也希望你的談話中能找到

他，並會以你關心他的程度來決定他關心你的程度。因此談判開始，先

拿出一定的時間，以寒暄、問候的形式真心實意地表達你對他人的關心

是十分必要。因此可以使談判在一種相互關心的氣氛中進行。從你的關

心中，對方感到他是在同一個富有同情心和愛心的人打交道，他不必擔

心自己會受到欺騙和不公正的待遇，從而消除戒備之心。 

      2、言必信，行必果 

         在談判中，一個談判者可以是難以對付的人，可以機智善變，或軟磨硬

泡的談判作風，但他一定要守信的。而談判者對自己的許諾要採取慎重

的態度，要清醒地估計履行諾言的條件。而許諾要留有餘地，不要把話

說絕，否則很容易使自己陷入絕境。 

 （五）把握取捨尺度的技巧 

        在談判桌上，當你要喝湯的時候，不要忘記對方手中也有一把湯匙。 

        在談判，堅持對立的立場，各不相讓，常使談判出現僵局；而奉行互利的

原則，則可以打破僵局，達成對雙方都有利的協議。 

 （六）緩解氣氛，巧解僵局 

        當自己的觀點令對方難以接受，就不要一條路走到黑，試著從另一個角度

來考慮問題。 

       1、頭腦冷靜，切不可直言衝撞對方  

          良言一句暖三冬，惡語傷人六月寒。而不要為了速勝而說一些令對方難

以接受的話，使談判可能不歡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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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更換談判組成員 

          非常有經驗的談判專家不會觸怒對方而被要求離開，因為他可能要在壞

人策略中扮演極為重要角色。現在談判出現僵局，是要減輕對方壓力的

時候，可以讓這些人從談判組中離開，以做出讓歩，而暫時的退卻可能

換來更大的勝利。 

       3、用某種不同的方法重新解釋問題 

          提出新的理由，新的資訊以探討更廣泛的問題；找一個橋樑，使雙方達

成某些方面的共識。自己的方式說服不了對方，就試著用對方考慮問題

的方式來說服對方。有經驗的談判者往往會在談判之前考慮幾套對付的

方法，一套不行，就換另一套，還可以根據談判進展的情況做出隨機應

變的選擇。 

       4、轉換話題  

          包括談論一些輕鬆的話題，或娛樂新聞，或者講幽默的故事，以緩解緊

張氣氛。 

       5、幽默以對 

          當談判陷入僵局無法繼續進行的時候，恰到好處地使用幽默，有利於打

破僵局。善於運用幽默，必須從兩方面加強修養。一方面要不斷地清除

自身瑣碎、卑微的缺點和陋習，提高自己的人格；另一方面要接受實際

考驗，使自己富於才華和機智，遇事才能顯出敏捷的思維和機智的應變

能力。 

       6、採取暫時休會的方式，使雙方冷靜頭腦，整理思路 

       7、對己達成一致的議題做回顧性的總結，消除僵局所造成的沮喪情緒 

       8、走為上策 

   （七）談判語言的運用技巧  

          我們所謂的談判言語，則是指人們為了進行談判而應用的口頭語言與體

態語言。 

       1、談判言語的應用原則 

（2）必須為實現談判目的服務 

（3）必須適應不同談判物件的不同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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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須適應特定的談判環境 

2、談判體態語的應用 

（1）目光語 

（2）手勢語 

   （八）研究對方的內心活動，搶占先機   

       1、從舉止、表情、言談掌握對方的心理變化 

       2、研究談判心理，提高談判能力  

       （1）文飾作用 

       （2）逃避 

       （3）反向作用 

       （4）同一化 

       （5）自我顯示 

       （6）攻擊 

十二、會議主持的技巧   

        會議是上下交流的機會，是領導者發出資訊並接受回饋的機會，是實施領

導的主要工作。優秀的領導者，當他主持一次會議的時候，總是十分清楚

會議的特定目的是什麼，或者應當是什麼。他在會議上就會牽著眾人繞著

自己的目的轉，取得會議的高效率。 

（一）主持會議時最顯領導才能 

          會議主持人是會議的「舵手」，要隨時把握，駕駛好會議之舟，啟發引導 

           大家。 

      1、會議要準時開始 

       2、要開宗明義 

      3、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 

      4、提供背景材料讓大家決策 

      5、務必讓每個與會者都發言 

      6、主持人要善用調和藝術 

      7、防止會議上的緊張氣氛 

      8、應付分歧意見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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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防止「冷場」的辦法 

      10、提問的措辭應樸實無華 

      11、給人臺階 

      12、在討論中要經常歸納提醒 

      13、會議中的小結不超過三十秒鐘 

      14、會議要適時而止 

（二）主持「解決問題」會議的技巧 

       能否主持好這類會議，是對領導者能力和作風的綜合考驗，也是會議成敗

的關鍵。 

所謂「解決問題的會議」，是指決策討論實質問題的工作會議，它是領導者

最常運用的一種會議形式。能常五步進行： 

第一歩，用簡潔明確的語言闡明會議的目的和所要討論的問題，規定會議

的範圍，即把會議限制在一定議題之內，交代一下會議的進行方式和時間

的要求。 

第二歩，把需要討論的問題按重要性的大小和緩急程度排列一個順序。 

第三歩，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討論。每項問題最好拿出幾種解決辦法，從

中挑選出最好的解決辦法，或把幾種辦法的長處綜合成一種新的辦法，並

預料實行這種辦法會出現什麼情況和結果，怎麼解決？ 

第四歩，這項工作如何付諸實施？由誰來執行？什麼時麼完成？完成後以

什麼形式彙報和總結？ 

第五步，每一個問題討論完畢，主持者做一次歸納，形成一個一致的意見； 

全部問題討論完畢，主持者作簡要總結，歸納一下會議的成績與不足，強

調一下有關問題；如果需要舉行下次會議，則同大家商定下次會議的開法

和時間，如果需要將會議內容形成一個檔或紀要，則當場由承辦人落實。   

          而以上這五個步驟，只是一個一般性的程序，會議能否開得圓滿，很大程

度上還要取決於會議主持者能否做到以下幾點： 

      1、抓住重點，把握方向 

      2、掌握進程 

      3、民主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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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言簡意賅的語言風格 

      5、善於調解氣氛 

（三）主持政策性會議的技巧 

       政策性研究會，也叫「產生思想觀念的會議」。 

           1、會議主持者和與會者是平等關係 

           2、要造成一個自由發表意見的氣氛 

           3、主持人發表意見要慎重 

           4、做好綜合和總結 

  （四） 會議上發言的技巧 

           站起來人們能夠看見你，大聲說話人們能夠聽見你。閉住嘴人們喜歡你。      

           1、自問你的發言目的是什麼 

（1）瞭解你的聽眾 

（2）把你會議上要講的事列成提綱                

          （3）記住，念稿子是場災難141
 

      2、事先準備要回答的問題  

          3、發言詼諧幽默      

          4、語速不要太快 

          5、看著你的聽眾－不要看地板、天花板或窗戶 

  （五）會議上插話的技巧 

           一句好的插話能將會議推向高潮；一句不好的插好能把會議方向引偏。 

          1、選好「插縫」把握插話的時機 

          2、插話的語言要短些、再短些 

          3、不要插話成癖 

    （六）會議意外情況，冷靜為要   

             對會議中的意外情況，主持者要沉著，靠自己的應變能力恰當地加以 

             處理。        

                                                

141盛安之著，同註 137，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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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巧妙對付會議開始的冷場 

         2、善於打破部份人的沉默 

（1）顧慮、害羞的沉默 

（2）持少數意見者的沉默 

（3）無所謂的沉默 

（4）對立的沉默 

3、善於控制離題發言 

（1）閒話式的離題 

（2）發揮式的離題 

 

（七）給會議畫上圓滿句號的技巧 

       會議總結要體現簡明扼要、全面準確、重點突出、實事求是的特點。 

       好的總結可以幫助與會者加深對會議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有利於會議的貫

徹落實。   

      1、瞭解會議總結的內容 

（1）會議基本情況 

（2）會議的主要收獲 

會議統一了哪些思想、提高了哪些認識、研究解決了哪些問題等。概

括歸納出幾條，讓人聽了覺得條理清晰，便於記憶。談收獲要緊扣會

議主題，突出反映問題，切實符合會議的實際情況。每條收獲都應有

具體的事例加以說明，要注意引用與會者發言，特別是一些好的意見、

建議以及具體的措施和算打算，給人以具體的生動的感覺。 

（3）今後工作意見 

根據會議的總結的精神，結合工作實際，提出實施會議主題的意見。

而對會議傳達學習、貫徹落實提出具體要求，對會議確定的目標、政

策措施進行分解，落實到有關責任單位和責任人。 

      2、掌握會議總結的方法 

（1）直敘法 

簡要概括地回顧，其會議辦了哪些事，達成哪些共識，解決了什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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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加深與會者的印象。 

（2）歸納法   

就是在簡要回顧會議的基礎上，對整個會議進行高度歸納、概括。 

      （3）鼓動法 

           對會議不作全面總結的情況下，用鼓舞人心的話作總結，對大家提出

希望和要求，號召大家為實現某個目標或完成某項任務而努力工作。 

           因此對會議的總結是詳細還是簡要，這要根據會議的要求、會議氣氛、

與會人員、時間安排等情況而定。可以根據上述介紹的一般結構和方

法行調整，完善，靈活運用 
142

  

 

 

 

 

 

 

 

 

 

 

 

 

 

 

 

 

 

                                                

142盛安之著，同註 138，頁 24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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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用人者（伯樂）       用人方法      影響 研究者分析 

秦穆公 秦穆公：把能人組合起來謀

大事： 

1、不欣賞寶物，而欣賞人

才 

2、放下架子才有人追隨你 

3、人才外流就是江山流失 

4、施恩於人才有人助你 

5、不以一時成敗論英雄
143

 

秦穆公奠定秦國

強盛基礎，為日後

秦國統一天下提

供足夠人才與糧

食。 

秦穆公、胸懷大

志、善於用人、包

容部屬。 

漢武帝劉徹 漢武帝劉徹：雄才大略是成

功的資本： 

1、理想再大也要知曉進退 

2、用不同的手段各個擊破 

   對手。 

3、把權力抓在自己手中 

4、絕不讓對手靠近身前 

5、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 

6、尊崇一種思想開創霸業144 

漢帝國強大影響

邊疆各民族，使古

老的華夏族改稱

為「漢族」。 

雄才大略，重用衛

青、李廣、霍去

病，掃平匈奴， 

主要用對軍事幹

才，奠定漢代疆

域。 

三國蜀漢劉備 劉備：讓大家都興奮 

      起來： 

1、和人才站在一條線上 

2、先做人，再管人 

3、仁義是一張更牢固的網 

4、把權力交給最放心的人

145 

劉備：重用諸葛

亮、關公、張飛、

趙子龍等文武將 

，形成三國鼎立 

局面。 

劉備有知人之明、 

讓人才充分發揮

才幹、禮賢下士、

體諒人才，人才甘

願為他效命。 

                                                
143
諸葛宏梁等著，《霸術-開創霸業的要錄、冷靜分析、臨危不亂》，新北市，文圓國際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7 月，頁 7。 

144諸葛宏梁等著，同註 143，頁 7-8。 
145諸葛宏梁等著，同註 143，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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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距離不能太遠也不

能太近： 

1、給人留下一條出路 

2、揚己抑異是成事之術 

3、聯合人力，自己才能 

   強大 

4、掌握固己強權之道 

5、調動整體應對法 

6、缺乏公正、事情只會越 

   辦越砸 

7、讓忠心之人站在自己的 

   身邊 

8、聽人言，能讓自己變得 

  更聰明146 

史稱貞觀之治讚

譽。「道不拾遺、

夜不閉戶」。而至

今世界各國仍有

中國城唐人街。 

唐太宗李世民，主

要為氣度恢宏、可

用賢才與能才，可

聽取諫言。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採取「轟然一 

擊法」： 

1、不漏掉任何機會 

2、學會與對手牽手 

3、避實就虛，借勢得利 

4、採用「釘子」計147 

統一蒙古各部落 

，統治中原，横跨

西亞。 

成吉思汗，善於避

實就虛，借勢得

利。善於抓住機

會。採用釘子計，

善於收攬人心、分

化敵人陣營。  

忽必烈 忽必烈：靠制度去說話： 

1、為國家立下綱紀法度 

2、任何時候都要把好這 

   一關 

3、最高明的用權術是放權 

4、把別人的力量變為自己 

建立綱紀制度、獎

良吏、懲貪官，善

用人。 

忽必烈：他充分授

權，使有才有能者

各負其責，發揮所

長，充分地施展了

「人盡其才」的御

人術。 

                                                
146諸葛宏梁等著，同註 143，頁 9。 

  
147諸葛宏梁等著，同註 143，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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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力量。 

5、使人盡其才乃為真本事148 

清太宗 清太宗皇太極：一定要做自

己有把握的事： 

1、把劣勢化優勢才是大 

   智慧 

2、不與對手正面衝突 

3、江山是靠大家打下來的 

4、是人才就絕對重用 

5、看透問題的關鍵所在
149

 

建立清朝，以少數

民族統治漢族。採

用高壓與懷柔政

策、重用漢人。 

逢強智取，遇弱活

擒。征撫並用的方

法。善於權變衡量

情勢。用人唯才、

不避親疏。馬上打

天、人才治天下。 

清聖祖康熙 清聖祖康熙：穩天下須有大

氣魄： 

1、智和勇是滅敵的兩件 

   法寶 

2、開逆風船才能顯出英雄 

   本色 

3、給下屬表現的舞台 

4、榜樣的力量絕對是無 

   窮的 

5、獲得別人的支援最重要 

6、奢華是失敗的開始150 

除鰲拜、滅三藩、

台灣回歸。 

智勇兼備、適度給

人才表現舞台，如 

漢人中李光地、姚

啓聖、施琅等。善

用漢人智慧與才

幹、恩威並施、懷

柔用賢。 

 

 

 

 

 

                                                
148諸葛宏梁等著，同註 143，頁 10。 

 
149
諸葛宏梁等著，同註 143，頁 10-11。 

 
150
諸葛宏梁等著，同註 143，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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