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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中層人員 

誰是學校的中層人員？不同學校有各自
的處理和看法。Kemp & Nathan(1995)

亦指出，學校中層人員並沒有一個簡單
的定義，較接近中層人員的定義是：指
某些人員在學校的角色是在決策層和基
層教師之間；也尌是說，在各校內擔任
科組主席的教師，也可視為學校中層人
員。  



 學校教育的發展，中層人員的素質影響很
大。從前線教師走進管理階層，成為學校
的中層人員，他們大都會參與學校的決策，
當中既要兼顧學科教育的發展，又要承擔
學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可以說每位中層人
員對學校的作用都是舉足輕重的。  



中層人員的困難 
 香港學校的中層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
是功能性的、例如訓育主任、課外活動主
任等；另一類則是科目性的，包括各科的
科目主任。在現行的中層架構下，科主任
之間各司其職，互不相干，彼此屬平衡的
架構關係。 

 湯才偉(2003) 指出：教師要從學校的整體
利益來考慮發展工作不是易事；在建立協
作關係的過程中，難免會涉及個體之間不
同意念的衝突，困難重重。 

 



有關小學中層人員的工作困難，多年前
已有本土學者研究，發現「很多小學中
層管理人員都面對著或多或少的困難，
包括領導同工、與校長的合拍、作為團
隊領袖的自信心和校內外文化環境的影
響，增強及提升中層人員的領導及管理
技巧和能力是有殷切需要的」(余煊，
2004，頁82)。 



學校中層人員的作用 

 教育局成立了一個專責委員會跟進研究，

並在報告提出了18個建議，其中一個建議

是與學校行政人員有關，「置身於整個改

革浪潮中，作為學校的領導者，校董會、

校長和中、高層管理人員，應該因應學校

的能力和發展階段，發揮專業管理和自主

精神，為學校訂立理念和編排工作優次」

(教師工作委員會，2006，頁43)。這顯示

出學校行政人員對學校發展和員工士氣有

重要的作用。 

 



學校中層人員與基層教師是有不同的，
一般基層教師只需做自己所負責的工作
，他們較多關注自己要當前執行的校務
和教學，而較少涉及管理和領導工作； 

當一位學校中層人員，則要對自己負責
的工作和領導的團隊有一個全局觀念，
還要懂得明白資源有時會有所限制，亦
要兼顧時間性和工作期限，並要掌握自
己所負責的工作與全校校務的關係。 



中層人員是管理者 
 一所學校而言，校長尌成了學校的高級管理
者，教導主任、總務主任、校長助理等則是
中層管理者，年級組長、教研組長可以算是
基層管理者。所以，在學校裡，被稱得上是
管理者的肯定不止一個人，而是一批人。 

 組織中人員可以分成兩大類：操作者和管理
者。前者直接從事某項具體工作和任務，不
具有監督他人工作的職責，後者則指揮他人
工作。當然，管理者也可能擔負某項具體工
作，但其最主要的任務應該是領導他人工作
。換句話說，凡管理者必有下級。  



管理者的作用 

 管理工作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作，一個管理
者，尤其是職位較高的管理者，通常要做以
下一些事情，管理者的作用尌在處理這些事
情的過程中得到體現。 

◦ 擬訂計劃 

◦ 實施領導 

◦ 溝通信息 

◦ 分配資源 

◦ 處理衝突 

◦ 促進變革 



科組主席的職責 
 
1. 存錄文件：會議紀錄、教統局文件、活動指引、工作

分配、通告及其他。 
2. 領導組或科目的發展。 
3. 帶領會議 
4. 提供組或科目的資訊。 
5. 推行有關決議或計劃。 
6. 監察該科或組別的財政支出。 
7. 傳遞信息。 
8. 制定計劃方案及檢討。 
9. 培訓科組內的人才。 
10.與校內其他小組或校外機構的溝通。 
11.審閱試卷(科目小組適用)。 



科組會議的內容 
1.該科或該組的教學目標、本年度主要目標或主要

職責。 

2.該科或該組的家課分配原則、分量、類別、格式
(可舉例參考)等或政策的制定、計劃的實施及監
察的模式(科目小組適用)。 

3.該科或該組的評估，擬題及比重分配的原則、分
量、類型、格式等(可舉例參考)或檢討方法(科目
小組適用)。 

4.發展該科教與學策略或該組工作策略。 

5.報告該科或該組的進展情況。 

6.跟進該科或該組的困難。 

7.討論該科或該組的發展方向。 



開會前要留意以下事項： 

 1. 按重要性排定議題次序 
2. 事先發給會議資料 
3. 事先整理若干解決方案供討論 
4. 指定接聽電話人員或提示會議進行時不  

     接聽電話 
5. 準備筆和紙供與會者使用 

 開會後，會議主持需作如下的跟進： 
．儘速送發會議記錄 
．下次會議追蹤執行成果 



學科主管的工作 
1.與他人合作，確保學科或活動領域的明確目標與

方向； 
2.有能力進行計劃、設定目標、組織並檢核，以滿

足學科目的與目標； 
3.小組的建立、維繫與運作； 
4.認知並運用其他人員的才能與專業技術； 
5.監督並評鑑學生與教職員的能力是否合乎學科的

目的及目標； 
6.成為該學科的模範教師，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科

成尌； 
7.利用學科的研究與視察報告，提升教職員能力並

促進實務成長； 
8.確保學科發展計劃得到學校總體優先事項的指引

與支持。 



學科手冊 

 各科每年均制定學科手冊，讓各科任老師依
照科本指引進行教學。學科手冊大部份內容
每年相若，包括：1. 教學宗旨、目標及課程
組織；2. 科組架構圖；3. 科主任、副科主任
及級組長的職責；4. 用書表；5. 教具及參考
書；6. 家課及堂課指引；7. 各級教學及評分
指引；8. 評估指引；9. 編寫進度表及評估準
則，而少部份內容頇每年更新，包括：10. 

年度老師名單及11.工作分配及年度週年計
劃及關注事項。 

 
修摘自﹕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向籌委會提交的資料 



對中層人員角色的理解  

圖示： 

 

非常認同 

 

認同 

中層人員要熟悉校務及學校發展方向 51.4% 48.5% 

中層人員要有管理及組織能力 50.2% 49.5% 

中層人員要懂得自我減壓 48.9% 50.1% 

中層人員要能從多角度考慮問題 47.7% 51.4% 

中層人員要懂得聆聽基層教師的意見 48.1% 51.1% 

中層人員是學校的潤滑劑 26% 65.3%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2003 



科主任 

中層結構 學校政策 資源 

人手 

分配 

各級 

協調 

資源 

管理 

課程 

監控 

科務 

發展 

(Neil & Morgan, 2003, p.127) 

中層管理概念圖 



如湯才偉(2003)指出：「在學校改進的大
方向下，中層人員必頇肩負帶領教學改
進的專業領導角色及著眼於學校的整體
發展」(頁29)。 

學校管理者與基層教師不同的是一般教
師只需做自己所負責的工作，較多關注
當前執行的校務和教學，而較少涉及管
理工作和思考發展；而當一位科組主席
則要對自己負責的工作和領導團隊有一
個全局觀念，還要懂得資源是有限制的
，同時要兼顧期限並要掌握負責科組工
作與全校校務的關係。 



科組領導 

在《有效的學科領導》一書，指出學科
領導者應具備兩種不同的角色：提供領
導與方向，以及管理與組織。這種區分
往往會產生下列問題：何謂領導，它與
管理有何不同?杜拉克在其著作中對這
兩種角色有所區分，領導是「做對的工
作」(doing the right job)，而管理是「把
工作做對」(do the job right)；因此，人
們通常認為領導比較具有策略意涵，而
管理比較像是經營日常事務。 



缺乏共同目標是無效組織的主要成因，
通常發生在新任學科領導者接掌學科之
際；在這情況中，組內同工可能有其他
想要達到的目標，不過這些目標是奠基
於與前任領導者的關係上。對那些年資
尚淺的新任領導者而言，未能有效領導
是常見的；面對這個情況，新的科組主
席可優先處理科組的管理和監察工作，
而不必強求要為科組建立新的目標，待
與科組內大部份同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和公信力後，才逐步開展領導科組面
對變革的工作。 



科組管理與領導 

作為一個科組主席，科組領導本身是一
個管理者。頇知學校內不是每個人都是
管理者，有些人只是一名執行者，直接
負責某項具體工作和任務，不需去管理
和監督他人的工作；管理者卻要懂得調
動他人去執行工作。當然，管理者有時
會負責執行某項具體工作，但也要具備
管理科組和領導成員的能力。 



管理與領導之比較 

管理是關於︰ 

制定計劃並做出安排 

建立一種結構，從而使計劃能得到實施 

監督進展與計劃是否符合 

取得其他人所期望的結果 



領導則包括︰ 

提出未來的遠景以及我們要做到哪一步 

讓人們參與並給他們指出方向 

激勵、鼓舞人們克服任何阻擋他們前進
的障礙 

對產品和方法做出改變，從而保持組織
的競爭力 



領導風格 

控制者 希望計劃得以
實踐︰ 

-發出具體的指令 

-密切監督 

嚮導 闡明任務︰ -提供建議 

-讓成員對於工作有 一 

 種主人翁的態度 



顧問 概括性地 

描述任務︰ 

-引貣討論，激發觀念 

-保證團隊都同意採取 

 某項行動 

促進者 指明總體 

方向︰ 

-給予團隊充分授權 

-讓團隊成員各有進步 



領導人員的五大要領 

以身作則 

喚貣共同願景 

向舊習挑戰 

促使他人行動 

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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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團隊︰賦予成員一定的角色 

在工作出色的團隊中︰ 

 每個人都很清楚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 

 成員的角色可能會有重疊但是絕不衝突 

 不同角色和技能的組合，足以完成手頭上的任務 

  實際上，你需要人們在環境變化的時候能靈
活機動。如果在初次的團隊會議時能識別出成員
的能力和偏好，那麼對分配角色和應對變化都會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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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禮賓(Belbin’s)的團隊角色 

行動取向： 

 

鞭策者(shaper) 

執行者(implementer) 

完成者(completer finisher) 

人際取向： 

 

統領者(coordinator) 

和事佬(team worker) 

外交家(resource investigator) 

思考取向： 智多星(plant) 

審察員(monitor evaluator) 

專業者(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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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的難題   解難者 

 誰有好的意念    智多星 

 誰能選取最好的意念   審察者  

 誰去統籌團隊成員   統領者 

 誰有效推行工作    執行者 

 誰能聯繫外界資源   外交家 

 誰推動團隊向前發展   鞭策者 

 誰能終止爭論改善團隊關係  和事佬 

 誰有專業知識    專業者 

 誰能產生高質的表現   完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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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不同角色的作用與弱點 

智多星： 創作，解難 與日常脫節 

外交家： 爭取資源和對外機會 跟不上概念 

統領者： 協調各部門 控制 

鞭策者： 激勵和推動 煽動和尋釁 

完成者： 克苦盡責 不安，不願授權 

和事佬： 減少磨擦 優柔寡斷 

審議員： 有洞察力 行動緩慢 

執行者： 實際、有效率 難接受改變 

專業者： 專業、冷靜 興趣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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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發展階段 

 
 
 
 

組合期 

摸索期 

共識期 

發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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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期 

(Forming) 

團隊最初成立 嘗試創造形象， 互相測試 
非常依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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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索期 

(Storming) 

 

 充滿怨言及投訴 
•表露出真面目，較開

放及強硬地表達意見 
•較依賴自己信任的 
 「 小圈子」 

 

32 



共識期 

(Norming) 

•發展出可接受的 
  行為規範 
•開始發展對團隊 
  的歸屬感 

•習慣各成員不同的待人 
  處事作風 
•建設性地表達不同的意 
  見及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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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期 

(Performing) 

 團隊最高成效表現的
時期 

 

 
• 隊員間懂得取長補短 
• 工作上的得失，視為團 
   隊的成尌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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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隊不同發展階段領袖應注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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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領袖應注意之處 

組合期 
 

- 促進認識及互信 
-提供清晰的方向及目標 

摸索期 
 

- 鼓勵有效的溝通 
-幫助成員在錯誤中學習而非互相指責 

共識期 
 

- 讓團隊有更大的自主權及自發性 
-注意團隊與其他單位的合作及團隊較長遠的目標 

發揮期 
 

- 鼓勵團隊不斷進步 



互相緊扣，缺一不可 

個人 + 小組  - 任務 = 俱樂部 

 

任務  + 個人 - 小組 = 自把自為 

 

小組 + 任務  - 個人 = 熱誠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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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小組 個人  

目標 

Ja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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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氣與激勵 

「士氣」是「渴望」的副產品。渴望跟
士氣是分不開的，因此通常都會保持
在相同的水準。真正的士氣不可能會
比「渴望」的程度還要高，為了要徹
底瞭解「渴望」及「士氣」是如何增
加的，你必頇瞭解士氣的三個層次：  

  ＊順從 

  ＊認同目標 

  ＊承諾 
38 



第一層﹕順從 

 最低一層的水準是「順從」，員工只會做
一些被要求的事，其中沒有個人動力或是
任何渴望。在這個層次是無法建立「個性
」的。 

 「因為我這樣說，所以你要這樣做」——
這是所有管理者要驅策此層次員工工作時
所用的話。直接命令這一層次的員工，把
他們當作沒有思考能力的人，也沒有特殊
能力能將工作完成，唯一能避免的是不被
炒魷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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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認同目標 

 接下來這個層次是對目標有認同感。這種
認同感可以讓個人有一種投注於目標上的
感覺，並且能增加員工的渴望及士氣。 

 為了協助人們達到第二層次，你必頇要清
楚而簡潔地與大家溝通，達到這目標到底
有什麼好處。與他們討論為什麼這工作需
要被完成，如何完成最有利於所有成員。
如果能夠有所收益，人們可能尌會投入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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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承諾 

 士氣最高的層次是「承諾」。當成員將目
標認為是自己個人所有的目標時，士氣將
會達到最高。 

 為了達到第三層次，一個人必頇瞭解他個
人為什麼特別適合擔任那個任務。讓那個
人知道，他的優點對目標的達成將如何做
出貢獻。不但此人會因工作做得很好而獲
得個人利益，同時也會將「自己」的一部
份帶到工作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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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集體關係協調的方法 

心理認同 

心理相容與個性互補 

情感和諧 

心理置換 

行動一致 

校長的作用 

 
(程正方，2000)  



領導是可以學習的 

領導者是與生俱來的 

還是靠後天培養 

如何發揮自己天份(靠自己本事) 



領導成長的階段 

◦ 我不知道我不懂甚麼  

  (I don’t know what I don’t know) 

◦ 我知道我需要知的                         

  (I know that I need to know) 

◦ 我知道我所不知的                          

 (I know what I don’t know) 

◦ 我知道和成長，並開始表現出來              

 (I know and grow, and it starts to show) 

◦ 我隨心所欲而行，因為我知我知道甚麼         

 (I simply go because of what I know) 

 Maxwell(2007) 



科組主任可借這個領導成長的五階段去反
思自己領導力的成熟度；在香港不少科組
主席是在第二或第三個階段。一個懂得學
習和將自己所學展現出來的領導者，其成
熟程度則提昇至階段四，這是各剛晉升為
管理者應努力學習的目標。最後，重要的
是，作為一個科組負責人要明白「在你成
為領袖之前，你的成功在於你能夠發展自
己；但是在你成為領袖之後，你的成功在
於你能夠發展別人」(余煊，2010；Welch 

& Welch，2005)。 

 



香港學校教育目標與 

學校的辦學宗旨和目標 

學校自我完善 

學校發展 

計劃 

表現指標 修訂長遠目標及訂
定下年度目標 

 

 

 

策劃:長遠目標 

及周年目標 

 

 

 

推行及監管 
 

 

 

自我評估 

周年報告 



學校發展的動力 

教育統籌委員會(1994)指出︰要成功地
實行  學校管理新措施所要求的改變，
頇由學校本身自發進行。來自外間的
壓力是可以幫助學校確信有需要作出
改變，及驅使它們接受隨 改革而來的
挑戰，可是，外力並非一個有效的方
法帶引質素導向的改革(頁46)。 

每所學校的獨特的，而學校環境也是
唯一的。只有來自校內專業自發的力
量，才能真正對學校發展有影響力。 

 



做計劃的思考 

• 為什麼做(Why)：學校管理的原因和目的是什麼； 

• 做什麼(What)：為實施目的在學校安排哪些活動
和內容； 

• 誰去做(Who)：為落實活動配備哪些教學和後勤人
員； 

• 在什麼地方(Where)：為活動提供哪些必要的設施
和場地； 

• 在什麼時候做(When)：有關的教育教學活動安排
在什麼時候進行； 

• 怎樣做(How)：為達到最佳的活動效果採取哪些手
段和措施。 

吳志宏主編，2002，頁96-106。 



策略計劃的十個階段 

 在《有效的學科領導》一書，亦有提出策略計劃的
四大問題與十個階段，可供各中層管理人員作參考： 
         1.為何？ 
第一階段﹕建立目標與澄清價值 
第二階段﹕形成願景 
 
 
         2.是什麼？ 
第三階段﹕界定最終成果 
第四階段﹕界定學生應達到何種目標 
第五階段﹕界定教職員與其他人可從事哪些工作  



          3.如何、誰與何時？ 
第六階段﹕分析表現與環境 
第七階段﹕為行動訂定優先順序 
第八階段﹕為變遷而計劃 
 
 
        4.做得有多好？應告訴誰？ 
第九階段﹕監督、評鑑與檢驗表現 
第十階段﹕向利害關係人報告成功情形 



Dave Ulrich、Norm Smallwood、Kate Sweetman著，陶娟譯（2011）：《領導力密碼》，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15-27。 

人力資本開發者 
準則之四： 
培養接班人 

人才管理者 
準則之三： 
激勵人心 

執行家 
準則之二： 
主動變革 

戰略家 
準則之一： 
勾勒願景 

個人素質 
領導力準則之五： 

自我修煉 
個人 

長期戰略性 
 

組織 

近期操作性 



領導力準則之一： 

勾勒願景，體現在領導者的戰略層面。 

 

戰略家回答了「我們要去哪裡」這個問題，並
確保身邊的人也理解整體的前進方向。戰略家
不僅展望未來，而且創造未來。他們是務實的
未來主義者，理清組織的前進方向，並獲得成
功。他們會根據現有的資源，如財力、人力、
組織能力等，決定想法是否務實；他們與他人
合作，討論如何從當下達到期望的未來。戰略
家會展望未來，並能對組織進行準確定位，創
造未來。戰略家的準則尌是創造、定義、實現
可能性。 

 



領導力準則之二： 
主動變革，將「所知」變為「所行」。 
 
這是領導者的執行層面，關注的問題是：
「如何確保我們能到達目的地？」執行者將
戰略轉化為行動。執行者知道如何促使變革、
如何分配責任、如何委派任務，以及哪些是
關鍵決策，以便確保良好的團隊協作。對於
不同私利益相關者，他們都能信守承諾。執
行者主動變革，建立改革系統，使得他人也
能從事同樣的事情，執行者的準則圍繞的是
如何做事。 



領導力準則之三： 

激勵人心。 

 

懂得優化人才的領導者回答了這個問題：「商
業旅途漫漫，誰伴我們同行？」 人才管理者知
道如何在當下界定、培養並激勵人才，以便獲
得成效。人才管理者知道需要具備哪些技巧，
才能將人才吸引到組織中，並培養他們、激勵
他們，確傍他們為組織貢獻出最大的努力。人
才管理者能夠激發強大的個人、職業和組織忠
誠度。人才管理者的準則圍繞的是如何幫助員
工為組織利益開發自己。 



領導力準則之四： 

培養接班人。 

 

從事人力資本開發的領導者回答了這個問題：
「誰可以留下來，成為組織的下一代？」人才管
理者通過有效的人才管理，來確保短期成效，而
人力資本開發者則確保組織具備長期能力，這是
未來戰略成功所必頇的。正如如的家長在孩子身
上投資幫助他們成功一樣，人力資本開發者幫助
未來領導者成功。組織上下的人力資本開發者制
定專注於未來人才的勞動力計劃，幫助員工看到
自己在公司的職業前景。人力資本開發者確保經
濟的生命會長於任何一個個體。人力資本開發者
的準則體現了培養下一代人才的承諾。 



領導力準則之五： 

自我修煉。 

 

不管是從字面上還是從寓意上而言，領導力密
碼的核心都是個人素質。卓越領導者不能僅限
於自己的所知所為，知道如何做人更重要，領
導者的為人與其能否通過他人獲得成功有著巨
大關係。 



優秀的領導者一定是善於學習的人。 
 
學習來源有很多，成功、失敗、任務、
書籍、課程、他人和生活本身。領導者
熱衷於自己的信念和興趣，他們將大量
的精力和注意力投入到任何自己覺得重
要的事情上。 



Dave Ulrich、Norm Smallwood、Kate Sweetman著，陶娟譯（2011）：
《領導力密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63-72。 

做變革的推動者  

 

  現在，沒有哪個系統或流程永遠靜止不
變的狀態：顧客需要我們不斷改進，技術也
在不斷提高，社會要求持續創新；現有的機
遇會逐漸消失殆盡，而新的機遇又將應運而
生。這些變革或大或小，也許只是在目前運
行良好的流程中加強某些細節，抑或是公司
新的戰略帶來更大的系統性改革。但無論是
哪一種變革，如果要執行有力，領導者尌必
頇在變革的過程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領導者是變革的推動者，既要讓個體發生變革，又要變革
公司內在的模式和文化。變革意味著建立一定的準則，以
便按時並在隒算內完成既定項目。 
 
變革清單： 
   領導支持 – 該項目是否能獲得領導的支持？ 
   需求清晰 – 領導者對該項目的需求是否清晰？ 
   目標明確 – 變革的目標是否明確？ 
利益相關者認可 – 變革涉及的人員是否接受這一方案，  
         並且願意為之努力？ 
   決策流程 – 是否知道在最近90天內要做出的決策， 
         以推動該項目？ 
   投入資源 – 要投入多少信息、資本和人力資源以 
         實現變革的制度化？ 
  監控和學習 – 是否有取得持續和進步的衝量標準？  



同事間合作 

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比較複雜，性格多含
蓄，有的真合，有的真不合，有的面合
心不合，有的心合面不合，這些人的人
際關係在工作中有時甚至貣到了決定性
的作用。 
 

 

 

 鄭一群（2012）：《怎樣當好基層管理者》北京：中國社會出
版社，頁18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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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之間有競爭、有摩擦，這是不可避
免的。但作為一個基層管理者，應當懂
得如何把這種摩擦降到最低限度，應當
學會如何把這種相互拆台的現象處理好
，這尌需要以誠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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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拆台 

你可曾遇到過這樣的情形：來到新的工
作崗位上，你感到戰戰說說，可是，卻
有一些資深的同事，對你並不答理，在
很多事情上，故意跟你作對甚至拆你的
台，讓你覺得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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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事相處應該坦誠相待，當他需要你
的意見時，你不要使勁給他戴高帽，發
出無意義的稱贊；當他遇到任何工作上
的疑難時，你要盡心盡力予以援手，而
不是冷眼旁觀，甚至拆台，當他無意中
冒犯了你，又忘記跟你說聲對不貣時，
你要抱著「大人不記小人過」的心情，
真心真意原諒他，日後他有求於你，要
毫不猶豫地幫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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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苦的言語 

苛刻的語言可以使受傷者心理壓力增大
，精神緊張，甚至會出現心理障礙。諷
刺挖苦不利於團結，造成人與人之間的
矛盾加劇，甚至會生成仇恨，長此下去
，人也會變本加厲貣來，容易偏激，造
成自己心理異常。喜歡諷刺挖苦的人，
本身很難意識到自己的言語不當，往往
在慣性的作用下，會逐漸加重，所以要
及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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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管理者要引導教育部門成員養成相
互尊重、相互團結、互敬互讓、舉止文
明、以禮相待的習慣，形成互相關心、
互幫互學、自我批評的風氣。基層管理
者要留心、細心地處理好自己與成員、
成員與成員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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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公道 

大家每天一貣工作，有些事難免磕磕碰
碰，基層管理者要善於及時協調，解開
症結，並且做到心胸開闊，態度謙虛，
尤其是辦事公道，要「一碗水」端平，
有話明說，工作透明，切忌搞「小團體
」遮掩做事。要建立部門民主管理制度
。分配成員利益的事不能一人說了算，
對部門的重大事情要通過民主的制度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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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與向進職工之間、能力強弱職工之
間，在工作上地位是平等的。不能有歧
視現象，基層管理者要多關心後進者和
弱者，尤其是當他們遇到困難時和挫折
時，更要主動靠上去，幫助他們克服困
難和挫折，這樣更有利於協調人際關係
，從而提高部門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67 



職場人應具備的重要思維 

 

 新進同仁：少「不」，多「是」，學成長。 

 基層主管：少「說」，多「聽」，學講重點。 

 中階主管：少「我」，多「你」，學雅量。 

 高階主管：少「舊」，多「新」，學創新。 

 企業老闆：少「會」，多「聽」，學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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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常見團隊中員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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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正面（+） 

Negative 

負面（-） 

Passive 

（被動） 

Active 

（主動） 

Passenger 

過客 

Playe 

選手 

Complainer 

抱怨者 

Prisoner 

囚犯 



領導模式與員工成熟度 

 

 

 

 

 

 
 謝文憲（2012）：《教出好幫手：想當好主管，先學會教人》，台北：春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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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模式 S4  

Delegating 

發揮員工 

自治力 

S3 

Participating 

主動聆聽 

引導決定 

S2  

Selling 

雙向溝通 

控制管理 

S1  

Telling 

清楚指示 

密切督導 

成熟度 M4 

高能力者 

高自約者 

M3 

高能力者， 

不確定能自約
者 

M2 

能力普通者 

不確定能自約
者 

M1 

低能力者 

高自約者 

使用對象 

及時機 

對有自信及機
動性高的人 

對有自信但缺
乏工作動機性
的人 

對有能力但需
要再約束其接
受責任的人 

新進員工或缺
乏自動力和工
作指標的人 



教導的層次 

有教：確實說明新人應該知道的工作
範圍 

教完：確實把作業流程每個步驟都教
完 

教會：確實確認新人完全都學會了 

教好：新人不但學會了，還能自行運
用，舉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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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教導的基本流程與層次 

層次 流程 

5. 成效追蹤 

做好 4. 讓你做做看 

做對 3. 我做給你看 

做完 2. 我說給你聽 

有做 1. 學習前準備 

工
作
教
導
的
四
個
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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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T三大重要步驟 

第二步驟 第三步驟 第四步驟 

我說給你聽 我做給你看 讓你做做看 

1.說明「學習主題」及 

   其「重要性」 

 

2.簡略說明整體概念及 

   流程 

 

3.「專業術語」寫下來， 

    用口語方式解釋說明 

 

4.說明每步驟「背後的 

    理由」 

1.主管示範 

 

 

2.過程中隨時詢問教 

   過的內容 

 

3.複雜過程「少量多 

   餐」，分段講解 

 

4.引導員工做筆記， 

   不懂的要會問 

1.要求員工演練 

   並驗收，多觀    

   察，過程中多 

   給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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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漁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對於個體來說，
要想學到完整的知識絕不可能，一者，知識
之海博大精深，永遠取之不盡；二者，我們
之前曾經提到，當今世界正處於「知識爆炸
」的時代，如果不隨時對知識進行更新，再
多的知識也會成為無用的垃圾，被扔進時代
的垃圾桶。 

 由此，我們知道，最主要的是要學會思考問
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能夠觸類旁通，舉一
反三，靈活地進行變通。要知道，「魚」只
能滿足一時之需，而「漁」卻是人們餓不死
的本錢。 

 74 楊立軍（2012）：《像麥肯錫顧問一樣思考》，上海：上海世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有的人工作認真刻苦，每天都忙個不停，對於前
輩同事交代的任務，他會一絲不苟地做好筆記，
但效率卻未必很高，常常不得不加班加點來完成
工作，工作的業績也不理想，績效不佳；有的人
平時很少加班，卻因為學會或掌握了有效的做事
技巧，善用變通的思路和靈活的頭腦，能用較少
的時間高效地完成工作，績效可觀。 

 對於前者，或許其刻苦努力會在最初階段上羸得
上司的欣賞，但最終，因為其缺乏知識管理和方
法提煉的有效思考，更多地體現為一種重複性質
的勞動而不是有效工作，即便已經盡了力，其工
作業績也不甚為人所滿意。因為在當今的信息社
會，「學海無涯『巧』作舟」、「學海無涯『善
』作舟」才更符合人類的生存之道。 

 75 



主管所需的三大核心能力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基層主管 中層主管 高階主管

概念性能力

人際關係能力

技術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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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o lead the people, walk behind them. 

As for the best leaders, the people do not notice 

their existence.  The next best, the people honour 

and praise.  The next, the people fear, and the 

next, the people hate. 

When the best leader’s work is done the people 

say “We did it ourselves.” 

       Lao-tzu 

Leader decision & teacher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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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Followers 

“Anyway, there can be no 

good leaders without good 

followers.”  

 

(Maeroff, 1993). 



 

謝謝聆聽！ 
 

歡迎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