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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以轉換型領導建構型塑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理論基礎

    基層行政人員面臨裁量系絡中多元、分歧的價值觀的負責任行政裁量行為的

價值採擇標準，就是在合法的前提下，調合多元、衝突的價值觀。從第四章針對

當前已存在的行政裁量行為模式所為的評析中發現，其對基層行政人員面臨的裁

量困境的描述，皆有某種程度的相合，但也有無法涵括之處。而轉換型領導的目

的之一，在於解決各種價值觀歧異所引起的衝突，以消弭人們所堅持的價值觀與

現實之間的差距。故轉換型領導之觀點與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的

價值採擇標準相迎合。故本論文嘗試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基層行政人員負

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以平衡裁量系絡中多元、衝突的價值觀。    

第一節  基層行政人員可成為領導者之理由

    領導在傳統的觀念中係與組織中、社群以及社會中的菁英或高階管理者相關

連，而無法與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工作產生連結。然而，事實上基層行政人

員本來就具有某種影響力，而足以成為領導者。本論文嘗試從組織理論學者、相

關學者之實證研究以及領導與影響力等面向，闡述基層行政人員可成為領導者之

理由，謹分述如下：

一、 組織理論學者之觀點

    基層行政人員足以成為領導者之相關研究，始可追溯至傳統公共行政時期，

其中最重要者當推 Mary Parker Follett 夫人提出之「最後權威論」，其認為組

織中每位員工皆擁有或多或少的權力，而金字塔組織頂端的管理者擁有最高的權

力。

    修正理論時期則以 Chester I. Barnard 的「權威接受論」最具代表性，再

加上行政機關的垂直分化，使組織中各層級各職所司，更是確保下屬的權限不會

受到主管的影響。除此之外，Selznick（1949）在早期的相關研究中也曾指出：

基層員工也有一些權力的來源，能影響管理階層（蔡秀涓，1998：60）。

    最後，近來公共管理所倡導的團隊，也不遺餘力強調「領導權共享」、「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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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的理念（孫本初，2001：504）。職是之故，領導權將不僅存在於組織中的

管理階層，而領導之技能也不僅為管理者所需，而是組織中的其他成員亦皆須具

備的能力。

二、 相關學者之實證研究

    Vinzant 與 Crothers 透過對美國四個州的警員、社會工作者及其他第一線

基層行政人員進行超過 1,500 個小時的直接觀察後發現，基層行政人員可成為領

導者的理由如下（Vinzant and Crothers，1998：5-6、73-74）：

（一） 如同其他各領域的管理階層一般，基層行政人員在複雜、混沌的環境

中行使裁量權與從事判斷的工作。

（二） 基層行政人員制定的決策也經常是艱難的，並且對於民眾的權益具有

重大的影響。

（三） 與領導者相同，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行使，亦須在充滿多元的價

值觀、規範以及其他多種限制條件下，決定當須做哪些事情以及決定

如何執行。

    因此，吾人可知 Vinzant 與 Crothers 認為基層行政人員足以成為行政裁量

系絡環境中的領導者乃在於：首先，領導的功能之一在於管理組織中的多元價值

觀，而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系絡環境也要求對於裁量系絡中的多元價值觀做

管理。其次，領導者並非在真空中運作，其必須在組織中的多元價值觀、規範以

及期望的系絡中，向其之主管與下屬負責。相同的，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系

絡環境，也經常面臨衝突的價值觀。故其之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就當須調合、

平衡裁量系絡中相互衝突或競爭的期望與價值觀，以達成行政目的。

三、 領導與影響力面向

    國內張潤書教授嘗由 R. Tannenbaum、F. Massarik、O. Tead、R. M.

Stogdill、John R. P. French 及 Richard Snyder 等學者對領導所下的定義中

發現，領導與影響力有不可分的關係，並認為領導就是組織人員在交互行為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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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影響力，而領導者影響力的發生，實有以某些力量為基礎（張潤書，1998：

392-397）。因此，基層行政人員可由「領導者之權力基礎」及「領導之交互行為

之過程」等二個面向，探索其足以成為行政裁量系絡中之領導者的理由。

（一） 由「領導者之權力基礎」觀之

    J. R. French 等在「社會權力的基礎」（Basis of Social Power）

一書中曾提及領導的基礎來源包括合法的權力（Legitimate Power）

及專家的權力（Expert Power）。首先，在合法的權力方面，基層行

政人員在其主管的職務上，擁有國家所賦予其執行職務本身所具有

的公權力，以促使其達成任務。其次，在專家的權力方面，Simon

亦曾言：「人之所以為人們接受為其領導者，首須其附從者承認他確

有所長，使他們對他具有信心，願意接受他的影響。所以優越的智

慧、訓練、學識與經驗，都是領導的基礎。」此外，領導的功能研

究法派的學者也特別重視機關人員的功能或專門技術，認為在今日

高度分工的社會裏，人人皆有專長、人人皆具功能，所以他在其專

長範圍以內便有很大的權力，此種權力足以發揮大的影響力，從而

發生領導作用。因此，機關的領導權不限於組織中從事管理工作的

少數人，而是普遍的散佈於機關之中（張潤書，1998：396-399）。

（二） 由「領導之交互行為之過程」觀之

    領導之交互行為說派的學者認為領導是由組織中的人員交互行

為之過程而產生，凡是人員之間彼此交互行為後，某一方對另一方

產生影響力，便是領導。根據此論點，人員之間的交互行為並不限

於上下的命令與服從的關係，而是任何人均享有的領導權力（張潤

書，1998：396）。

    綜合上述，本論文認為領導作用的產生並非僅存在於組織中的管理者，基層

行政人員也可能成為領導者。在此思潮之下，現代的領導觀念特別注重人人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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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不以地位高低來研究領導。因此，轉換至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系絡中，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行政業務的不斷複雜化，組織對專業知識的倚賴也越來越深，

而專業知識的要求，已成為各個行政機關甄補基層行政人員的重要考量之ㄧ（江

岷欽，林鐘沂編著，1999：308）。除此之外，基層行政人員也非常嫻熟於本身業

務，或具有獨到的見解與經驗（呂育誠，2001：377-404）。據此，基層行政人員

得以在擁有執行該職務所擁有的合法的權力基礎的前提下，以其專家的權力在行

政裁量的系絡環境中，成為自然的領導者，而與行政裁量系絡的參與者相互領

導。其次，凡是人員之間彼此交互行為後，某一方對另一方產生了影響力，便是

領導。根據此論點，如同影響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直接或間接的系絡環境一

樣，基層行政人員也會對這些系絡環境發揮影響力。例如基層行政人員可透過其

之技能、專長的優點影響主管、媒體、社會大眾、民意代表、裁量系絡環境中的

意見領袖。其也可透過擁有的裁量權限，使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人深信基層行

政人員對他們的福利具有掌握權而影響他們（Lipsky，1980：15）。職是之故，

基層行政人員可成為裁量系絡中的領導者，其不僅如本論文第三章曾提及會被這

些具有競爭性的價值觀及偏好的系絡環境所影響，其也會影響裁量系絡中所有的

系絡環境。    

第二節  轉換型領導之相關理論

    由於轉換型領導基本上係源自於論者對領導理論的研究而來。因此，吾人應

先對於領導理論的相關研究，有相當程度的認識後，才能對轉換型領導的內涵有

所瞭解，從而以此為起點評析當基層行政人員面臨行政裁量系絡中多元、衝突的

價值觀時，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負責任行政裁量行為之可行性及其之運

作。

    張潤書教授曾就領導理論的發展歷史過程指出：領導理論研究的早期有人就

領導者所應具備的特質加以研究。1950、1960年代的研究思潮係就領導者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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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來作分析。1970年代則為情境取向的領導理論，強調情境因素對領導效果的

實際影響，而自 1990年代則有轉換型領導的提出。基於此，本論文擬從領導理

論的特質論、行為論、情境領導理論等之發展過程，以瞭解轉換型領導理論的內

涵。

一、領導之特質理論（Trait Theories of Leadership）

    研究領導理論最古老的途徑就是特質理論，其認為領導的能力是天生

的，許多研究也指出擁有一定程度的特質，可增加領導效能的可能性

（Vinzant and Crothers，1998：75；張潤書，1998：395）：

    （一）R. M. Stogdill

    認為成為一位成功的領導者須具備身材面貌、智力、自信心、

交際能力、意志力、管理能力及活潑精神等七項特質。

     （二）Keith Davis

          認為具備智慧（Intelligence）、社會的成熟性與廣博性（Social

Maturity and Breadth）、內在的動機與成就慾（Inner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Drives）及人群關係的態度（Human Relations

Attitudes）的人，就能產生領導作用。

     （三）Bennis

              Bennis 發現成功的領導者傾向於體恤管理（Management of

Attention）、意義管理（Management of Meaning）、信任管理

（Management of Trust）及自我管理（Management of Self）。

      （四）Mill 及 Bohannon

             Mill 及 Bohannon 發現具備支配性、智慧以及自主性 等特質

的基層行政人員，如警員，其之工作績效較佳。

      （五）Kirkpatrick 及 Locke

         認為支配性的特質與領導具有關連性。無法理解對下屬重要的

議題、不參與、僵化等特質，則不適用於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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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張潤書教授

              認為完全以權力迫使部屬接受命令的時代已經過去，一位成功

的領導者除了應具備領導的基礎之外，尚應具備某些特質條件，這

些條件並非完全與生俱來的，有許多可以從後天的培養與訓練中得

到。這些特質可包括下列三方面（張潤書，1998：400-402）：

             1. 屬於學識與資質方面

          成功的領導者應具備智力、學識、自信及表達能力等特

質。

             2. 屬於道德修養方面

       強調成功的領導者應從個人作起，由內心出發，力求實

踐，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崇高理想，並主張以「仁」

與「敬」為先決條件，以人格相感召被領導者。

             3. 屬於性格和體格方面

             成功的領導者應具備創造力（Creativity）、人緣好

（Popularity）、社交性（Sociability）、判斷力（Judgment）、

積極性（Aggressiveness）、堅決的意志（Desire to Excel）、

幽默感（Sense of Humor）、協調性（Cooperativeness）、活

力（Liveliness）、運動能力（Athletic Ability）及儀表

（Appearance）等特質。因此，毋庸置疑地，領導者的人格

特質會影響領導的運作。       

二、行為領導理論（Behavior Theories of Leadership）

                主張行為領導理論的學者主張領導的效能，非由於領導者具有一套特

殊的人格特質，而在於其從事何種行為模式。相關文獻中對領導的行為模

式的分類標準很多，本論文擬將行為領導理論中的行為模式區分為二分式

的、三分式的、四分式的及五分式的領導型，謹將其說明如下：

（一）二分式之領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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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以領導者的作風與態度為區分標準，主張領導的行為模式

當應同時從事以工作為中心（工作導向）及以員工為中心（員工導

向）。最典型者為 1940年代及 1950年代在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及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研究。

1. 以工作為中心（工作導向）之領導

             強調領導者僅重視產出成果，嚴格監督與控制，不關心成

員，一切按體制規定辦理，以工作產量及品質為獎懲的依據。

2. 以員工為中心（員工導向）之領導

               領導者注重對員工的激勵與獎賞，尊重員工的人格與需

求，並給予其較大的自主權，一切領導以體諒員工為出發點。

    （二）三分式之領導型

     主要以領導者之權力運用方式為區分標準，R. White 和 R.

Lippett 將領導的行為模式主要區分為下列三種：

1. 獨裁式之領導

             又稱為專制的（Autocratic）領導，此種領導完全依恃權

威，強迫部屬服從，決策權集中於領導者，使得部屬缺乏自動

自發的服務精神。

            2. 放任式（Laisse-Faire）之領導

               領導者之領導方式為任由部屬自行處理業務，除非部屬請

示，否則不主動過問，是為一種「無為而治」的領導行為。

3. 民主式（Democratic）之領導

               強調領導者以一種富於人性且較理性的領導方式，鼓勵與

教導部屬自動自發，發揮其之工作潛能。

    （三）四分式之領導型

              主要以領導者對人性的假定為區分標準， R. Likert 依領導者

對於人性的假定，採取系統一：壓榨的權威式領導、系統二：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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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威式領導、系統三：諮商式民主領導及系統四：參與式民主領

導等四種領導型態。

    （四）五分式之領導型

            主要以產量與員工兩個面向交叉分析為區分標準，例如由 Blake

與 Mouton 建構的管理格道（Managerial Grid）理論，其以管理者

對關心產量、關心員工等兩個面向的程度，做交叉分析，每個面向

依高低程度再分為九種，而發展出八十一種的可能組合的管理格

道。其中四種極端的領導型態與中庸型態，即權威服從式（9，1）、

鄉村俱樂部式（1，9）、無為式（1，1）、組織人式（5，5）及團隊

式管理（9，9）。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顯示出領導者傾向於考量部屬的需求、欲求、支

持部屬、增加員工的工作滿足感、忠誠度及信任等，可被期望增進組織的

績效及目標的達成（Vinzant and Crothers，1998：78）。因此，吾人可知

領導行為途徑對於描述領導的成功或失敗具有解釋力。

三、情境領導理論（Situational Theories of Leadership）

           特質理論、行為領導理論所採用的途徑，都是在確定因素的考慮下，而

未能對情境因素及這些因素對領導效果的影響加以注意。因此，無法有效的

提供領導者如何選擇及運用適當的領導型態，以完成工作效果並滿足成員的

需要。由於上述的缺點，乃有「情境領導理論」的產生。情境領導理論認為

成功的領導，乃基於在某一特定系絡中，領導者的領導風格、決策與領導情

境的配合。此外，不同的情境領導理論主張導致有效的領導情境因素亦有所

不同。謹將其中較著名的研究，分述如下（張潤書，1998：411-425）：

    （一）F. E. Fiedler

               在 Fiedler 的權變領導理論中，支配領導者採取任務導向或關

係導向的領導型態的主要三種情境變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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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領導者與下屬的關係。

2. 任務的結構化程度。

3. 領導者職位的權力與權威。

                   當領導情境屬於有利或不利，即三項變數皆高或皆低時，應採

任務導向的領導，介於兩者之間則應採關係導向的領導。

    （二）House 之途徑目標理論

               其係依據 V. H. Vroom 的期待理論而來，說明激勵受個人達成

任務的努力程度與欲望的影響。其考慮的情境因素包括：

  1. 部屬特性

               部屬之特性包括部屬之能力、人格特質為內控或外控、部

屬之需要及動機。

  2. 工作環境特質

             係指部屬工作的例行性、複雜性、團體性質及組織的特性。

     領導者的領導行為則可依情境不同而採行下列四種行為：

     （1）工具行為

              對部屬之行動予以計畫、組織及協調。

     （2）支持行為

              滿足下屬需求，並予以支持性關心。

     （3）參與行為

               領導者與部屬上下共享情報、徵求意見，並利用團體

決 策。

     （4）成就導向行為

              領導者為部屬設定挑戰性目標。

           House 的途徑目標理論認為當部屬能力較差、人格特質為外控

性格、其之需求與成就動機較低時，領導者宜採工具行為或支持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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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領導模式。倘若部屬的工作能力較強、人格特質傾向於內控性

格，且其之需求與成就動機較高時，領導者則宜採參與行為或成就

導向行為之領導模式。

    （三）Hersey 及 Blanchard

       Hersey 及 Blanchard 的權變領導理論認為下屬的成熟度、能

力、意願三者，交互作用形成下列四種領導者之行為。

1. 在下屬不樂意也無能力行動之情境：

       領導者當須為引導者，藉由提供特定的指引、對員工之績

效密切注意，並「教導」（Tell）下屬如何作為。

2. 在下屬無能力，但樂意行動之情境：

       領導者當應扮演「推銷」（Sell）的角色，為下屬解釋任務

或澄清任務。

3. 當下屬有能力，但不樂意行動之情境：

       領導者當須採讓下屬「參與」，與下屬共享願景，以共同制

定決策。

            4. 當下屬有能力且樂意行動之情境：

       領導者當應「授權」下屬，使下屬為其之任務負責。

                由是可知支持情境領導理論之學者認為：管理工作即為診斷與評

估可能影響領導者領導行為與效果的各項因素。因此，領導者在從事

領導行為的選擇與運用時，必須對各種情境加以考慮。

第三節 以轉換型領導型塑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可行性

        張潤書教授認為上述之領導理論皆忽略組織成員自我引導、自我要求的可能

性，以及未能辨明領導者在組織變革活動中的任務在於「創造」。基於對組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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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深切體認和個人積極主動的開創精神，引導組織整體的變革方向的積極角

色。因此，有「轉換型領導理論」（Transformational Theories of Leadership）

的提出（張潤書，1998：425-426）。以下謹以轉換型領導之意義、特色及以轉換

型領導之觀點，型塑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可行性等課題，分項

說明之。

一、轉換型領導之意義

     Burns 認為領導是領導者與部屬之間相互影響關係的演進過程，透過此

一人際互動的歷程，領導者與部屬的工作動機得以提升，從而轉變組織原

有的價值觀念、人際關係、組織文化與行為模式。Bass 則補充說明領導者

在上述的轉換過程中應扮演的角色如下：

（一） 領導者在不同的情境運用不同的領導型態時，應本於個人良知，確

實明瞭各種領導行為的價值意義與可能結果。

（二） 領導者應以超越私利的心情，為謀求組織更大的利益努力。

（三） 由利他的實踐過程中，賦予部屬更寬廣的自主權與發展空間，以促

進自我的實現（張潤書，1998：426）。

    除此之外，轉換型領導理論係來自於魅力領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與交易型領導（Transactional Leadership）兩種領導類型

（張潤書，1998：426-427）。不同於過去的交易領導，員工與領導者間彼

此並不為心服口服的關係。員工與領導者間可能為疏離的、計較的。相反

的，轉換型領導希望透過領導者對下屬的承諾度為發自內心、道德的，以

影響成員的態度與假定，使部屬的價值觀轉向上提升，繼而為組織效力。

故轉換型領導理論的領導者亦必須具有領導魅力的特質。

    由上可知，轉換型領導理論係透過領導功能影響部屬的態度與假定，

並強調領導者對部屬的影響，繫於是否充分授權給部屬參與轉變組織的過

程，故為一種共享的過程，其遍布於組織中，而非僅存在於主要經營層內

（蕭武桐，2001：208）。此外，領導者的影響力來源除得自於以物質、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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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或利益與部屬交換之外，還包括透過領導者的精神與魅力的感召，使部

屬轉變價值觀，以達成組織目標。

二、轉換型領導之特色

      經由以上的論述，本論文認為轉換型領導的特色如下：

1. 轉換型領導是領導者與部屬之間為「互惠」及「相互影響」之關係。領

導者的互惠及相互影響的基礎是超越層級的職位權力，係可能基於部屬

對領導者專業上的尊重等非正式權力的來源，而使領導者成為自然的領

導者（張潤書，1998：431）。

2. 轉換型領導的最終目的在於轉換員工的內在品質與修養，使員工進取、

對人、對組織忠誠。

3. 基於轉換型領導假定組織成員具有自我引導、自我要求的可能性。故轉

換型領導理論的關鍵成功因素在於：領導者是否充分授權給部屬，以拉

近彼此的關係，使部屬願意被領導者影響。基於此，轉換型領導適合用

於「互信度」較高的組織中。

三、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負責任行政裁量行為之可行性

        由於社會環境變動快速，公共問題的性質也愈形複雜，許多問題仍然沒

有解決方案，其之關鍵所在乃在於其牽涉到多元、衝突價值觀的問題，一個

解決方案可能成就了某一價值觀，但卻忽略另一項價值觀。因此，如何將社

會中多元、衝突的價值觀加以調合，已有學者從實證的研究中觀察到可以轉

換型領導之觀點，調合問題系絡中多元、分歧的價值觀。謹將其說明如下：

（一） Ronald A. Heifetz 之研究

           黃光國教授在 Ronald A. Heifetz（1994）所著「調適性領導」

（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s）一書的中文版的導讀中指

出：Ronald A. Heifetz 的研究觀察到擁有正式以及非正式權力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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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各階層人員，在面臨環境是變動的、問題

的特性是不明確的，沒有任何人知道解決問題的方案時，運用轉換

型領導可幫助人們對各種價值歧異引起的衝突，瞭解採行各種解決

方案必須付出的代價，學習調整並修正自己的信仰、行為和價值

觀，然後針對外在環境的變化，擬定行動計畫，逐步付諸實施（劉

慧玉譯，1999：導讀 3-6）。

（二） Vinzant 與 Crothers 之研究

    Vinzant 與 Crothers（1998）透過對警察、社會福利工作者等

與民眾第一線接觸的基層人員的工作系絡中，進行實地的田野調查

後發現，基層行政人員工作的困境係導因於其之行動系絡蘊涵衝突

的價值觀，而轉換型領導的行動運用於當基層行政人員在裁量結果

上擁有權限時，為評估基層行政人員制定具有妥適性裁量決策的有

效行為模式（Vinzant and Crothers，1998：6）。

        由上可知，Ronald A. Heifetz 及 Vinzant 與 Crothers 的實證研究均

指出：轉換型領導被運用於調合多元、分歧價值觀的可行性。在適用的對

象方面，Ronald A. Heifetz 的實證研究結果認為：轉換型領導可運用於任

何擁有正式以及非正式權力來源的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各階層人員。

Vinzant 與 Crothers 的實證研究重點則將其置於基層行政人員的工作系絡

中。

         Burns 主張成功的領導乃在於領導者的行動目標、價值觀及欲求

（Wants）與下屬一致性的程度（Burns，1978），並強調能透過結合組織成

員共同需求與願望的組織變革過程及領導作用，建立起人員對組織目標的

共識與承諾（張潤書，1998：428）。故轉換型領導理論的核心意義與基層

行政人員負責任的行政裁量行為的價值採擇強調在「合法」的前提下，調

合及妥適反映裁量系絡中的多元價值觀，使裁量系絡的參與者對基層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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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裁量行動或決定支持與滿意相謀合。基於此，本論文認為無論由相

關的實證研究結果或由轉換型領導與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價值採擇的

核心意義等面向相符合觀之，皆足以證明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基層

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為一可行的途徑。

第四節 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負責任行政裁量行為之運作

    吾人已對轉換型領導理論之意義、特色以及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基層

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可行性，有了初步性的認識後，為了對轉換型

領導被運用於型塑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行政裁量行為的運作，有更廣泛與深入的

瞭解，即有必要對相關研究將轉換型領導運用於調合多元、歧異的價值觀的情形

先加以說明，而後再論述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運

作。

一、運用轉換型領導之相關研究

（一） 國外研究方面

1. Vinzant 與 Crothers 之研究

                   Vinzant 與 Crothers（1998）將基層行政人員在裁量決策

中擁有的權限區分成「結果裁量」與「過程裁量」兩類。「結果

裁量」係指基層行政人員對裁量決策的結果擁有權限。「過程裁

量」則係指基層行政人員對裁量決策的過程中，如何達成行政

裁量的結果擁有權限。Vinzant 與 Crothers 認為當基層行政人

員在「結果裁量」的情境中，面臨裁量系絡中分歧的價值觀時，

其可運用轉換型領導，藉由協助裁量系絡的參與者，學習調整

並修正自己的信念、行為，以調合裁量系絡衝突的價值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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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真正的問題（Vinzant and Crothers，1998：91-94）。

2. Ronald A. Heifetz 之研究

                   Ronald A. Heifetz（1994）認為轉換型領導的運作，首先

乃在於定位轉換型領導者與傳統領導者的不同。其認為傳統的

領導者著重於將解決問題的技術告訴組織成員，並督導大家執

行解決問題的方案。轉換型領導者的任務則是幫助人們對各種

價值歧異所引起的衝突，了解採行各種解決方案必須付出的代

價，學習調整並修正自己的信仰、行為和價值觀，然後針對外

在環境的變化，擬定行動計畫，逐步付諸實施。繼而，其將轉

換型領導的運作分成以下幾項來說明（劉慧玉譯，1996：33-45、

55-64）。

（1） 轉換型領導之價值調適過程

          Ronald A. Heifetz 將轉換型領導的價值調適過程

分成下列四個過程：

A. 價值衝突

         此為轉換型領導的價值調適過程的起點。在此

過程中，價值衝突的人們會依據各自持有的價值觀

詮釋自身處境，在同樣的情境中，不同的價值觀將

呈現出不同的選擇與面向。

B. 價值澄清

        由於人們會有價值衝突乃在於人們習慣於以自

己的價值觀與所處情境的不同來定義問題。因此，

轉換型領導者在此階段的任務為協助人們澄清問題

的定義及價值觀，使人們瞭解彼此的主要問題為

何？以及是否有共享的價值觀以化解歧異。

C. 價值協調與折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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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型領導者在此階段的任務為：促使對立的

雙方能相互學習，其重新以不同的觀點來審視彼此

面對的真正問題。

D. 價值整合

         在此階段的問題情境中，轉換型領導的任務在

於：將該問題中所有不同的價值觀整合到某種和諧

的程度。亦即將衝突的價值觀加以調合。

（2） 牽引環境之管理與壓力鍋原理

          Ronald A. Heifetz 指出在轉換型領導的價值調適

過程中，轉換型領導者必須透過一些機制以調節價值調

適過程的四個階段，其包括運用牽引環境的管理與壓力

鍋原理（劉慧玉譯，1996：160-165）。

A. 牽引環境之管理

        係指人們在價值調適之過程中，轉換型

領導者必須幫助人們釐清問題的本質，將注

意力集中在重要問題上，以引導人們逐步解

決問題與調合彼此衝突的價值觀。

B. 壓力鍋原理

        係指轉換型領導者除了引領人們逐步往

價值整合的方向前進之外，在價值調適的過程

中，也必須觀察人們的反應，並調適人們的焦

慮，使調適過程中的壓力水準維持在可容忍範

圍內，以確保成功的進行調適工作。       

（3） 五項領導策略原則

          Ronald A. Heifetz 提供五項領導策略原則以作為

轉換型領導者領導的方針（劉慧玉譯，1996：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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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確認調適性的問題。

B. 將壓力水準維持在可容忍範圍內，以進行調適工

作。

C. 將注意力集中於把問題催化成熟，而非在減低壓力

等次要事務上。

D. 就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人可以接受的程度，逐漸

把其之責任放到他們的肩上。

E. 保護那些無權勢者的發言。 

（二） 國內研究方面

1. 陳勝仁教授之研究

         陳勝仁教授於「美國公共行政重要價值觀之探討」一文中

（陳勝仁，1996：123-151），針對美國公共行政的重要價值觀

進行探討發現，各種主張背後指導的價值觀存有相互競爭甚至

衝突的關係，因而常使得行政人員決策時面臨兩難的困境。

         基於此，陳勝仁教授引述 Goodsell（1989）的看法，建議

行政人員面臨價值抉擇時，應試圖尋求各價值觀之間的平衡，

尋找能夠使相關價值都得到部分滿足的方法，而「非全有或全

無」。此外，也不應過度執著於某一價值觀而忽略其它價值觀。

並舉行政人員在面臨上級的政策方向與服務對象的福祉相互衝

突的例子，亦即面臨「行政效能」與「社會衡平」兩種價值觀

相互衝突時，建議行政人員可以透過一方面設法說服上層的決

策者以改變現行的方案，使政策能夠順利推行。另一方面要求

決策者將部分範疇的決策授權行政人員進行裁量，以利與服務

對象協商，繼而透過協助各相關團體對解決方案達成共識後，

極力向上級建議此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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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陳勝仁教授引述 Yates（1982）的看法，建議行政

人員做出政策決定或價值抉擇後，應讓受到決策影響者知道決

策背後的相關價值觀為何？各價值觀之間有何衝突？及其如何

平衡各項價值後作成最後的決定，使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人

對行政人員的決策順服。

2. 江明修、姜誌貞、陳定銘等之研究

       江明修、姜誌貞、陳定銘等（1997）在針對臺北市政府政

策規劃人員之決策價值研究的深度訪談中，當受訪者被問及面

臨社會價值（公平正義之要求）、組織價值（如效率之要求）、

個人價值（如工作滿足之要求）或者行政專業化與民主化間的

衝突時，無論採取調合或單一價值觀的受訪者，在價值抉擇的

過程中，皆會透過舉辦公聽會或者說明會與當事人或者民眾面

對面溝通、協調以瞭解民眾之需求，修改決策，並且由專業人

員對政策加以分析使民眾瞭解政策內容等方式，而圓滿達成任

務（江明修、姜誌貞、陳定銘等，1997：1-56）。

         綜上所述，吾人可知每位學者對如何運用轉換型領導，以調合人們彼

此衝突與多元的價值觀的細膩程度不一。其中，Vinzant 與 Crothers（1996）

認為基層行政人員在裁量決策的結果上擁有權限時，可採取轉換型領導以

調合多元價值觀提出建議，惟未就基層行政人員為轉換型領導者時，究竟

應如何運用其之權力基礎，以調合裁量系絡中多元的價值觀，提供具體的

見解。相同地，Goodsell（1989）亦僅提供行政人員之行為符合轉換型領

導之目的乃在於改變其之價值觀。相較於此，江明修、姜誌貞、陳定銘等

（1997）則對於轉換型領導之運作提供較具體的做法，認為其可透過舉辦

聽證會、公聽會等場域與民眾面對面溝通，並透過專業人員的專家權力基

礎使民眾對政策的內容加以了解後，進而支持其之行動。當然，其中 Ronald

A. Heifetz（1994）的研究是最能提供吾人如何運作轉換型領導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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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A. Heifetz 的研究不僅將人們價值觀的衝突細分成四個階段之外，

並對轉換型領導者在此四個階段中，應採取何種策略及注意哪些事項提供

有用的指引。因此，綜而言之，每位學者對於基層行政人員面臨行政裁量

系絡中之衝突價值觀的問題，如何以轉換型領導的觀點，以調合或提升彼

此的價值觀，進而共同找出方案以解決問題，皆提供許多重要且珍貴的方

針與指引。

二、轉換型領導之運作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的實證性研究，本論文認為基層行政人員以轉換型

領導之觀點，型塑負責任行政裁量行為的運作，可分成下列幾項說明之：

（一） 轉換型領導之目標

    轉換型領導之所以能作為型塑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

量行為之有用行為模式的原因，乃在於轉換型領導的核心意義與負

責任行政裁量行為之價值採擇的內涵相迎合。故基層行政人員面臨

行政裁量系絡中，多元、衝突價值觀之困境，其運作轉換型領導的

目標為在合法的前提下，調合多元、衝突的價值觀，以滿足各系絡

環境的需求，並提升其之價值觀至更高的道德層次。

（二） 轉換型領導中「部屬」之定義

           領導的核心在於領導者與部屬之關係，故轉換型領導的運作，

首要在於確立哪些人為基層行政人員欲影響的對象。本論文認為轉

換型領導的「部屬」係指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系絡中與基層行政

人員互動的所有參與者與系絡環境。其包括本論文表 3-1 臚列的所

有系絡環境。這些系絡環境皆會企圖透過彼此的互動與交互作用，

以影響基層行政人員的行政裁量決定。惟如同這些系絡環境一樣，

基層行政人員也會對其發揮影響力。換言之，基層行政人員不僅影

響表 3-1 中的所有個人及其具有競爭性的價值觀之外，基層行政人

員也會被其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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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轉換型領導中基層行政人員之權力基礎

           轉換型領導的特色之一乃在於領導者與部屬之間為「互惠」及

「相互影響」之關係，故領導者與部屬之互惠及相互影響必奠基於

某種權力基礎之上。轉換至基層行政人員運用轉換型領導的系絡

上，基層行政人員與裁量系絡中的每一系絡環境的互惠及相互影響

的權力基礎與基層行政人員可成為領導者的理由一致，乃係基於基

層行政人員的專業而贏得裁量系絡各參與者的尊重，進而成為裁量

系絡中自然的領導者，而具有魅力領導者的特質。除此之外，基層

行政人員亦可奠基於其具有國家賦予其行使公權力的合法的權

力，使裁量系絡的服務對象或被管制對象認為其對於其之權益具有

重大影響，而願意對基層行政人員的執行行動順服，而成為裁量系

絡中的交易型領導者。

（四） 轉換型領導產生交互作用之場域

           基層行政人員運用轉換型領導時，為了與裁量系絡中的各參與

者或系絡環境產生互動或交互作用，其必須有一特定場域使其與裁

量系絡中各參與者產生互動的場域。在 Ronald A. Heifetz（1994）

以及江明修、姜誌貞、陳定銘等（1997）之研究皆曾指出，可透過

舉辦公聽會、說明會等場域運用轉換型領導。

（五） 轉換型領導產生交互作用之策略

           基層行政人員運作轉換型領導，除了應擁有某些權力來源及與

裁量系絡各系絡環境產生交互作用的場域之外，使基層行政人員與

各系絡環境產生互動的策略更是不可或缺。在上述的實證研究上，

吾人可知可運用於轉換型領導之運作，以產生交互作用的策略包

括：透過專家與民眾或當事人面對面溝通（江明修、姜誌貞、陳定

銘等，1997：1-56），或者建議行政人員做出政策決定或價值抉擇

後，透過讓受到決策影響者知道決策背後的相關價值觀為何？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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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之間有何衝突？及其如何平衡各項價值而後作成最後的決定

等策略，以與民眾產生交互作用，進而調合與改變其之價值觀（陳

勝仁，1996：123-151）。

（六） 轉換型領導運用之情境

           轉換型領導被運用於型塑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

為的適用情境，亦為一值得探索的課題。實證研究中，Vinzant 與

Crothers（1996）認為基層行政人員在裁量決策之結果擁有權限

時，才能成功地運用轉換型領導以調合多元、衝突的價值觀。Ronald

A. Heifetz（1994）則認為轉換型領導模式主要係運用在問題定義

不明確，吾人對於解決方案皆無法提出有力的解決之道的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