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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魅領導之研究：理論與模式建構 
 

 

黃建銘* 
 

 

《摘要》 

 

    領導是組織管理上相當重要的議題，而有關領導的理論也不斷推陳

出新，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討 Conger 與 Kanungo 所提出的「神魅領導」

理論及其模式。首先，說明神魅領導的主要意涵；其次，介紹神魅領導

的理論模式，模式主要包涵對環境系絡的敏感度、對組織未來願景的說

明以及達成願景的行動；第三，分別論述神魅領導對組織效能、組織管

理文化及組織成員的影響性；最後，則說明達到神魅領導之若干途徑，

以使理論能與實務充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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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dership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organizations. Many theories of 

leadership are proposed constant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suggested by Conger and Kanungo. To understand it, 

there are four main sections in the paper. First, the concept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has to be specified. Secondl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t, 

including sensi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formulation of 

organizational future visions and achieving the visions, is described 

deliberately. Thirdly, it is essential to analyze substantial impacts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on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culture and members. 

Finally, I try to suggest some approaches of achieving charismatic leadership 

to improv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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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領導不管是在公部門或私部門組織，一直都是受到廣泛研究的重要議題，

有關領導的文獻也相當的多，從早期的特質理論、情境理論、權變理論，一直

到較新一代的領導理論，如轉換型領導、願景領導以及神魅領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都不斷為領導本身賦予新的意義與內涵，在在顯示領導對組織而

言是相當重要的議題。隨著組織外界環境的千變萬化以及組織內成員互動關係

的錯綜複雜，領導方式已不可能再承襲舊有的思維，而神魅領導的出現就是要

突破既有的思想窠臼，為組織創造更嶄新的生命力，因此本文將對所謂的神魅

領導做一詳實的探討，藉以瞭解有關的理論模式並進一步說明形塑一個神魅領

導者的相關策略及方法，以便對此種領導方式的內涵以及其對組織的影響有更

為深入的瞭解與認識。 

 

壹、神魅領導的內涵 

 

    Max Weber 是最先提出「神魅」(charisma)一詞的學者，他在有關權威的

研究上，認為主要的權威型態有三，分別是：傳統的、神魅的以及理性合法的

權威，所謂神魅領導的權威即基於個人的特異性質所形成的一種權威，雖然

Weber 對神魅的界定顯得較為狹隘，但卻是最原始的意涵並因此而建立往後發

展的基礎。之後，神魅一詞隨著時代的推進有了更為廣泛的意涵，在領導的領

域中，針對神魅領導行為做了較為深入研究的有下列幾位學者： 

 

一、Bass 與 Avolio 的「轉換型領導」觀點 

 

    Bass 與 Avolio（1993）所提出的「轉換型領導」的主要特質有四，分別

是【1】神魅特質或理想化的影響力：主要在於發展出組織的願景，培養員工

對組織的榮譽感、尊榮感以及信賴感；【2】激勵鼓舞：藉由創造出高度的期望

以激勵員工，規範適當的行為並使用象徵符號以集中努力；【3】個人化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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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員工、尊重員工並給予適度的職責。【4】智能刺激：使部屬持續地接受新

理念及新方法的挑戰。 

由 Bass 與 Avolio（1993）所提出的觀點看來，所謂的神魅僅屬「轉換型

領導」的一個特質，神魅的角色是要藉由喚起部屬強烈的對領導者認同感及情

緒而能影響部屬，藉由對情緒的激發而創造出對組織使命積極實踐的熱衷感

情。 

然而，Bass 將神魅特質僅歸於其所謂的「轉換型領導」的特質之一，並

未受到全然的認同，House 等人（1993）就有不同的觀點，以下進一步說明 House

等人的論點。 

 

二、House、Shamir 及 Arthur 的「神魅領導」觀點 

 

    House 等人(1993)認為對於「神魅領導」的說法並不完全統一，如「神魅

的」、「轉換的」、「願景的」以及「激勵的」等各種不同名稱，所指均為一個相

近似的概念。亦即指一個具有不同於他人特質的領導者對部屬及其所屬的組織

具有獨特的影響力，它的主要精神在於把部屬從「自我利益」觀點的需求、價

值與偏好轉換到「集體利益」觀點的需求、價值與偏好。進而使部屬對領導者

的使命有高度的認同感，願意自我犧牲完成使命。House(1993)認為以神魅一

詞最能表現此種領導型態的真正意涵。 

 

三、Conger 與 Kanungo 的「神魅領導」觀點 

 

Conger 與 Kanungo(1998:40)對整個領導發展過程的文獻歸納出三項基本

的模式，分別是【1】領導角色行為：認為領導者所扮演的主要角色為體貼或

人的導向及結構或工作導向；【2】領導效能的權變性：係以 Fiedler(1967)所

提出的領導的權變理論為主要的基礎，說明領導是否有效必須審視環境系絡的

變化，領導者的角色應隨不同的情境而做適度的調整；【3】領導者與部屬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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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過程：主要係透過心理機制來解釋何以領導者的角色行為與部屬對為達到組

織目標所產生的順從與承諾可以產生有效的連結，所謂的心理機制可透過三種

不同的理論觀點來瞭解，亦即社會權力的基礎、社會交換的本質、動機的動態

性，此一模式著重的重點就在於心理機制在領導者及部屬之間扮演著什麼樣的

連結角色。 

Conger 與 Kanungo(1998:51)不但歸納了他們對先前領導研究的模式，同

時也提出整個領導學術領域所欠缺的研究重點，他們認為過去領導研究最為欠

缺的面向有三方面：【1】有關於環境及現狀的重要性評估；【2】對部屬說明或

形成未來願景或目標；【3】在部屬心中建立發展上述願景的重要性信賴感及可

信性。由於 Conger 與 Kanungo 發現整個領導領域的研究仍然有著上述的不足

之處(Conger and Kanungo:49)，因此他們也試圖提出對領導的看法以及可以

融入更大意涵的領導觀，Conger 與 Kanungo(1998)試著由行為產生的階段性來

描述他們對領導的看法及觀點，以下將對該二人的領導模式做一個統整性的說

明。 

 

貳、神魅領導的理論模式 
 

Conger 與 Kanungo(1998)詳細地闡述神魅領導的意涵，並以神魅領導做為

其領導理論之核心，發展神魅領導的理論模式，此一模式主要的理念是認為神

魅領導實際上可看做是一種態度，而這種態度是基於部屬對領導者的觀點而產

生。站在社會心理學的理論來看，領導是團體成員在組織中互動結果所產生的

副產品，因為在組織中一起為共同目標而奮鬥的人們，會逐漸瞭解到他自己在

群體中的地位，這種瞭解是因透過成員對群體內影響過程的觀察而瞭解的，當

某一個人對其他人有最大的影響力時，他就可以扮演領導角色，而其他成員透

過與此人的互動過程認同並承認此人的領導角色，如此便產生領導者與被領導

者的定位，因此，領導的本質可以說是個人影響力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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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er 與 Kanungo(1998)認為神魅領導也可以透過此種觀點來解釋，因此

神魅的產生可以說是部屬所製造出來的一種屬性。領導者行為透過部屬的觀察

可以將之解釋成一種神魅特質的表達。從上述這樣一種看法來思考，可以進一

步說明神魅領導的行為要素，Conger 與 Kanungo(1998)將領導視為一種過程，

這種過程是讓組織成員從既存的現狀邁向未來的某種情狀，這種動態也可以看

成是由現狀朝向把長期目標完成的一種過程。整個過程可以明確區分為三個階

段，這三個階段可以用圖 1來表示： 

 

             領導者行為                          假設的結果 

 

 

 

 

 

 

 

 

 

 

 

 

圖 1：神魅領導的階段模式圖(Conger and Kanungo,1998:50) 

 

由上述模式圖形，可以進一步瞭解到 Conger 與 Kanungo(1998)的領導係

以行為產生過程的三階段動態過程來建立其領導模式及架構，並以三階段的領

導行為過程連結其他的管理概念。 

 

第一階段:評估現狀 
‧ 對環境的資源及限制以及部屬的需求進行評估。 
有效的說明 
瞭解現狀的缺失 

第二階段:建立並說明組織目標 
‧ 在環境中，形成能利於策略願景的機會。 
對於那些來自現狀存有高度差別但是在可接受的範

圍內的具有鼓舞作用的願景應予有效說明。 
第三階段:達成部屬信賴且可激勵部屬的方法 

‧ 藉由個人例子、風險、文化激蕩、授能、印象管理、

實地練習、領導者對目標的宣導等方法來做為達成

並建立部屬信賴及激勵部屬的方法。 

組織或群體的結果: 
‧ 高度的內部凝聚力 
‧ 低度內在衝突 
‧ 高度的價值一致性 
‧ 高度的共識 

個人(部屬)的結果: 
‧ 與領導者的關係 
敬重領導者 
信賴領導者 
滿意領導者的表現 

‧ 與工作的關係 
凝聚工作群體 
高度的工作績效 
高度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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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環境系絡的敏感度 

 

就第一階段而言，是對環境系絡的敏感度，神魅領導者非常重視現狀，他

們對自己所運作的社會及心理環境有著高度的敏感性，若是一個領導者無法評

估環境的限制及可獲得的資源，他的策略及行動可能無法達成組織目標，如此

必然會被認為是一個沒有效率的領導者，所以一個領導者若能擁有對群體所處

的情境加以洞察或預測的能力，並跟據此種能力形塑他個人獨特的途徑，才能

更有效地回應部屬的需求。而此種對所處環境的評估能力是領導者採取行動及

訂定策略的重要基礎。就此一階段而言，神魅領導者最重要的特性在於他認同

現狀必有不足之處，而他會主動去尋求現狀中既存及潛在的缺點。即便是在承

平時期，神魅領導者仍藉由預期未來變革並且為此種在未來即將發生的變革營

造有利的環境，因此，情境可以看成是一種沉澱因素(precipitating factor)，

它使得神魅行為得以產生。 

神魅領導者的行動就是一種產生創新且激進性變革的原動力，因為神魅的

特性是它不是單純地想要獲得變革的結果，而是更重視變革或改革的行動是否

能真正落實(Conger and Kanungo,1998：53)，這與行政管理者及監督者他們

對變革所持的保守心態是截然不同的。 

 

（二）說明組織未來的願景 

 

就第二階段而言，主要是說明組織的未來願景，神魅領導者對策略性願景

有極佳的敏感度，所謂的「願景」，對神魅領導者而言，就是指神魅領導者希

望組織在未來所能達到的理想化目標，若要建構此種願景必須進行兩項工作：

首先是形成願景，神魅領導者所建立的願景不是一般的組織目標，藉由此種急

欲跳脫現狀束縛所建構的願景，領導者帶給部屬一種向變革挑戰的意念及一股

受到激勵的力量。第二則是詮釋願景，神魅領導者除了形成願景之外，更重要

的是說明他所提出的願景意涵以及有效的行動策略以便可以影響部屬，這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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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詮釋願景包含兩個過程，即對系絡的詮釋以及領導者領導動機的詮釋。系

絡詮釋包括說明：【1】現狀的本質以及既有的缺陷；【2】未來的願景; 【3】

當所提出的願景被瞭解以後，此種未來的願景會如何改進既有的缺陷並讓部屬

的希望或得實現; 【4】領導者實現該項願景的計畫。對領導者領導動機的詮

釋，包含有語言及非語言的的方式，他會設法讓部屬瞭解它的意志、自信並對

自己所倡導的願景投入心力加以落實，而表達在言與中亦是充滿著自信亦會關

心部屬的需求，甚且透過衣著、表情以及肢體語言來展現他們的堅定與自信。 

 

（三）達成願景 

 

就第三階段而言，則是達成願景。這是整個領導過程的最後一個階段，在

這一個階段中一個有效能的領導者必須要建立部屬對自己能力的信賴感並且

可以清楚地展示出達到組織目標的策略與行動，神魅領導者就是透過個人以身

作則、身先士卒以及不按牌理出牌的特質來建立部屬的信賴感，如果愈能讓部

屬瞭解到神魅領導者個人為完成組織目標所投入的個人成本及犧牲，此一領導

者所受到的信賴感也愈高。換言之，領導者愈能做這樣的投入及犧牲，就愈能

夠受到部屬全然信賴的神魅特質。當然，一個具有神魅特質的領導者必須在所

欲影響部屬的範圍內有相當程度的瞭解及專業知識。領導者神魅特質的展現就

是依賴部屬認知到領導者有著「變革的」、「反傳統的」的特質，這種反傳統且

不拘泥於現狀的特質一部分可由他所提出要跳脫現狀束縛的願景上看出來，而

更重要的是神魅領導者必須致力於「非慣例性」的努力，他必須是要跳脫既有

文化的束縛而有全新的作法，這樣在他領導部屬達成組織目標的過程中才有更

多創新性的行為。 

 

參、神魅領導對現代組織效能的影響 
 

對組織而言，所處的環境變化成為左右組織策略的主要因素，因而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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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者首先必須偵測環境的變化，因為組織不可能再成為一群墨守成規而不圖

進取者的避風港，從 Conger 與 Kanungo 所建構的神魅領導模式中，顯示領導

者對環境高度洞察力的重要性。事實上，危機的發生是引動神魅領導特質的機

制，因危機的發生常是無法預知的，更無前例可循，所以組織領導者對危機的

處理方式是有別於過往的處理方式，更能考驗組織領導者的能力，在這種狀況

中，組織領導者必須勇於嘗試具有突破性的作法，而這些作法經常帶給組織創

新重生的機會。 

對組織而言，領導者、部屬及所處環境的互動關係是形塑危機文化(crisis 

culture)以及神魅特質的重要因素，而要將領導者、部屬及所處環境的互動關

係導向具有危機意識以及神魅特質的關鍵在於「願景」的建立，正如 Conger

與 Kanungo(1998)所描述一般，建立願景是神魅領導者的特質。一個清晰的願

景能夠轉換成行動、政策以及工作行為的準則(Valle,1999:254)，若是缺乏明

確願景，一但有危機產生，此一危機無法轉換為轉機，而是加速組織的分裂，

是以願景的提出是領導者展現神魅特質的表徵，亦是整合組織力量發揮最大組

織效能的主要機制。 

傳統的領導行為理論立基於理性(rational)模式的思考過程，將部屬的角

色視為領導行為的影響客體，部屬在某種程度中被工具化，因此對一個被工具

化的部屬而言，對組織的承諾感與向心力亦將減低，故而表現出疏離的傾向，

離職及缺席的行為相形增加。然而神魅領導行為有別於傳統的理性行為理論，

此一領導模式強調價值(value)與情感(emotion)的重要性，對領導者象徵

(symbolic)行為及是否傳達有意義的(meaningful)訊息給部屬亦持肯定立

場，因而此一領導理論試圖扭轉理性影響過程成為感性的過程，這種領導立場

的變遷影響組織效能的表現，所以 Valle(1999:249)認為神魅領導過程有助於

降低員工離職與缺席的狀況，改善整體的組織效能。 

面對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知識管理成為領導者的重要任務，而知識管理

的主要意義可以藉由下式加以表示：KM=CM+(P+K)
S
*I，其中 KM 表示知識管理，

CM 表示變革管理，P表人員，K表知識，s表分享，I則表示創意(innovation)(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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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與馮咸丰，2001：64)，從上面的公式可以瞭解人員與科技的結合必須透過

對組織價值的分享以及創意才能將個人的潛力發揮到極致。在這一過程中領導

者的角色扮演著關鍵性地位，因組織員工願意與他人分享價值在於組織已建立

明確的願景，而創意的產生更是基於「勇於突破」的組織文化，因此就因應知

識經濟時代的變局而言，領導者「神魅」特質的發揮將成為組織效能能否符合

時代要求的重要關鍵。 

 

肆、神魅領導者對組織文化之影響 
 

組織所面對的環境不斷地推陳出新，因此各種組之管理理論也不斷地修

正，藉以因應環境變化所產生的挑戰，領導理論的發展亦復如是，身為一個組

織領導者所扮演得的領導角色亦將與時俱進，Valle(1999:248-249)對不同環

境下，領導者所應扮演的角色及其應有的作為，作了完整的描術，他認為在穩

定及不穩定(turbulent)的環境之下，領導的過程亦有所差異，其間的差異可

藉由圖 2及圖 3進一步說明之。 

 

 

 

 

 

 

 

 

 

 

 

圖 2：穩定環境下的領導過程(Valle, 1999:248) 

領導過程 
訓練員工預期

問題的發生 

例行的問題
穩定的環境 

工作過程 
預期式文化 

結果 
績效 
滿足感 
缺席 
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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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不穩定環境下的領導過程(Valle, 1999:249) 

 

從圖2及圖3吾人可以明顯看出環境的改變促使領導的方式也必須適時調

整，在穩定的環境中，領導的過程是使員工能夠預期問題的發生，因此工作過

程也是處於一種預期式(anticipatory)文化，這種文化強調規則及制式程序的

學習，帶給員工的影響是被動而消極的，因此所造成的結果雖然有績效表現亦

使員工獲得滿足感，然而此種領導過程也帶來缺席及離職等負面現象。 

然而，在不穩定的環境中，「危機」幾乎已成為例行性問題，此時領導過

程所重視的是訓練員工適應問題的發生，亦即將問題視為常態，所以危機的產

生將成為領導過程中所要主動考量的一部分，此時員工的心理早已做好因應問

題的準備，因而在工作過程中所表現的即是一種適應式(adaptive)文化，為組

織所帶來的結果除了績效表現及員工的滿足感之外，缺席及離職的情況亦將大

幅改善。 

上述在不穩定的環境中所表現的領導過程正是現階段領導理論所一再強

調的重心，亦即組織的領導者對環境的偵測能力以及其與部屬間的互動成為領

導的重要組成部分，領導者如何讓部屬相信他，而發自內心地真心追隨其領

領導過程 
訓練員工適應問

題的發生 

例行問題(危
機) 
不穩定環境 

工作過程 
適應式文化 

結果 
績效 
滿足感 
缺席減少 
離職減少 

玄奘管理學報 第一卷第一期                                                               

 

 12

導，這與神魅領導所強調的特質已不謀而合，因此圖 3的模式凸顯領導者、部

屬及所處環境的互動對組織使命的完成佔有關鍵性的地位。當然圖 3所強調的

適應式文化的建立並非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因為組織文化的形成是一個長期過

程，有些必須是因特殊事件的發生才形成該組織特殊的組織文化，因此組織管

理者要改變組織現有的文化則必須要利用組織發展的干預技術或藉由某些圖

騰(symbol)才有可能改變組織文化。這種文化的改變亦可視之為組織價值的分

享過程，領導者的「神魅」特質亦將在此過程中逐漸浮現，進而使部屬加深對

領導者的信賴感。而適應式文化的產生則是神魅領導者擘劃願景並因應危機環

境的主要基礎，故就神魅領導者的管理角色而言，如何創造出具有適應危機或

任何突發狀況的組織文化成為其最重要的管理要務。 

 

伍、神魅領導對組織成員之影響 

 

從 Conger 及 Kanungo(1998:50)所提出的神魅領導的三階段行為模式中，

整體的影響過程植基於心理上的建構及解釋，依照 Burns(1978:15)對領導過程

的看法，他認為此種領導過程可以分為兩種：【1】交易式的影響過程【2】轉

換式的影響過程。就前者言，領導者確信部屬可以表現出他所要的行為主要是

透過獎勵及懲罰，在此種模式之下，部屬所表現出來的順從性是透過獎懲的一

種交換價值，在這樣的一個模式之下，隱含了過去傳統監督者所扮演的社會性

角色、工作性角色以及參與的角色，因此部屬之所以有順從領導者的行為是因

外在力量所導致，並非部屬內在力量所產生；就後者而言，在所謂的轉換模式

下，部屬的順從來自於兩種重要因素的影響，分別是：【1】對領導者所提出的

願景內化到部屬的心中【2】增加自我效能的信念(Conger and Kanungo:58)。

若以 French 與 Raven 所提出的五項基礎權力(吳定等，2002:100-101)模式來

講，之所以使轉換式的影響過程奏效的是來自領導者心理特質的權力(即參照

權及專家權)而不是來自於職位上的權力(即合法權、強制權及獎懲權)，神魅

領導者的影響過程與轉換式的影響過程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因此，神魅領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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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權力來源也就是建構在個人對理想化願景的實現，對激進變革的倡議所產

生一種足以深入部屬內心的影響過程，藉由此種魅力讓部屬產生信賴，信賴領

導者的行為表現是無私的是為組織達成理想願景而努力的，實際上是一種利他

性的表現。整個神魅領導的過程正如 Kelmen(1958)對態度轉變的說明是由順

從、認同而到內化。 

由上述的討論，雖然 Bass 與 Avolio 的「轉換型領導」、House、Shamir

及 Arthur 的「神魅領導」以及 Conger 與 Kanungo 的「神魅領導」各有其各自

的意涵及表述方式，然而究其實質仍難區辨出涇渭分明的顯著差異，這其中以

Conger 與 Kanungo 對「神魅領導」的意涵做了最詳實的表示。而所謂的「神魅」

依 Conger 與 Kanungo 本身的研究認為要使部屬認為領導者是一位神魅領導者

決定於三個要素，【1】神魅領導者要能有圖 1 所描述的特質行為【2】這些行

為必須要有一定的強度【3】個人要素的優越性及重要性的程度依賴既有的情

境 、 組 織 系 絡 以 及 部 屬 接 近 領 導 者 的 程 度 而 定 (Conger and 

Kanungo,1998:61)。儘管各家對神魅一詞的界定並不全然相同，但神魅領導者

的意涵是近似的。亦即指一個神魅領導者是一個極力倡議要跳脫現狀的理想願

景且不按慣例性的方法去達成願景，而領導者個人對願景表達出高度的承諾感

並甘冒風險去體現此一願景，同時能清楚說明願景的內容。更重要的一點是，

部屬之所以能知覺到領導者的神魅特質在於領導者所提出的願景能否相容於

環境及部屬個人的價值。同樣的一種行為在某一個情境之下可以讓部屬感受到

是神魅的一種特質，然而在另一種情境之下就可能不是一種神魅特質。 

 

陸、神魅領導之實踐途徑 
 

神魅領導雖有若干特質理論的色彩，似乎只能期待「英雄造時勢」，而無

法達到「時勢造英雄」，然而隨著教育的普即以及知識的傳承，成為一位神魅

領導人再也不是一個全然遙不可及的夢想，若能透過一些有效的方法與策略，

形塑一位具有遠見的神魅領導者，絕對是可以達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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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ehler 與 Pankowski(1997)在探討轉換型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時，提出一些值得參採的原則：【1】視組織為一個整體的系統；

【2】建構並傳達組織策略；【3】管理制度專業化；【4】發展並訓練相關人員；

【5】個人與團隊之授能；【6】過程的量測及掌控；【7】認同並鼓勵持續性的

改善計畫；【8】鼓舞持續性的變革。這些觀點說明了轉換型領導者與環境必須

密切互動，藉由對環境的深刻體認，做為引發組織變革進步的動力。雖然，Bass

與 Avolio(1993)認為神魅領導是轉換型領導的一個特質之一，而這兩種名詞也

常混用，使得這兩種領導的概念難以涇渭分明，也常造成認知上的困擾，然而

所謂「神魅」是指在人際互動中部屬對具有神魅特質的主管所產生一種尊敬及

信賴的情感的人際互動型態，所以神魅領導與轉換型領導仍有所別，亦即神魅

領導有超越行為的人格特質，這些特質對部屬參照權；而轉換型領導則是偏重

在引導變革的行為過程（McShane and Von Glinow,2000）。透過這樣的區別，

本文認為要成為一個神魅領導者有幾個重要的方法： 

 

一、培養設身處地的洞察力 

 

    洞察力不僅僅是針對人員，也包括所處的環境，亦即要成為一位神魅領導

者，其洞察力是多方面的，而這種洞察力勢必備的基本要件，Valle(1999)認

為公部門領導人在多變的組織環境之下，為了要瞭解組織所面對的威脅以及機

會，必須要做持續性的環境掃瞄（scanning）。因此，要成為一個神魅領導者，

對環境的偵測能力是必要的，這種能力足以用來發展組織成員能夠配合適應組

織文化而產生的主要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e）。 

 

二、勇於創新，跳脫傳統思維 

 

    儘管勇於創新是常見的呼籲，但真正能落實在實務上卻相當的困難，尤其

是對於受到層層法規所拘束的公務部門而言，更是如此，因此如何創新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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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窠臼，對一個組織的領導者而言是相當嚴厲的考驗，Valle(1999)認為現

今公部門組織所需要的領導者是必須要能因應環境的持續性變化，而新的領導

人的實務工作就要帶領組織成員能夠應付並適應有關組織使命、環境以及方向

的變革。 

 

三、建立契合組織及其成員的共同願景 

 

建立願景一直是神魅領導所強調的特質，因此一位領導者必須要能夠為其

組織設立願景，而此一願景並不是一個遙不可及的夢想或者是不切實際的海市

蜃樓，因為這些不符現實狀況的理想徒然浪費每一成員的時間，最後也必然無

疾而終，對增進組織效能無所助益。是以，領導者所提出的願景必須是符合組

織使命而且與個人需求相容的目標，亦即將成員個人的目標融入組織本身的目

標，使兩者相互結合，成員為字己的生涯奮鬥而付出努力即是為所屬的組織奉

獻己力，如此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四、營造利於溝通的組織氣候 

 

    溝通系統是構成團隊及組織的一項要素，團隊運作能否成功也係於是否能

夠建立良好的溝通系統（McShane and Von Glinow,2000），一個混亂的溝通體

系，必然會造成團隊及組織中資訊傳遞的障礙，或者造成資訊的過渡負荷

（overload），這樣的情形將導致成員對資訊的誤判而對組織領導人呈報錯誤

的訊息，以致形成決策的失當，這對整體組織的損失是相當大的，尤其進入電

訊時代，資訊的傳遞非常迅速，更需要有健全的溝通系統來過濾龐大的訊息

流，使得下情確實能夠上達，而使領導者有正確的資訊做為決策的基礎與憑

藉。所以要能夠成為一個神魅領導人，必須改善組織的溝通氣候，使成員有適

當的管道表達其意見，而領導者的想法及意念也能使成員充分地瞭解，這種互

動的體系對彼此工作默契及組織認同都有莫大的影響，因此，營造利於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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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氣候是強化領導機制的重要過程。 

 

柒、結語 

 

領導理論由早期的特質論觀點、行為風格觀點、情境權變觀點到轉換型觀

點的不斷地推陳出新，顯見「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有關領導的各項研究雖

然有點老生常談，但仍不斷受到各界的重視，代表領導議題對組織的重要性與

日俱增，不容吾人忽視。 

在早期，神魅被認為是一種天性，但在現在神魅將是一種信念，因為組織

成員信任領導者的信念，而願意順從領導者，認同領導者並進而仿效領導者，

因此，要成為一位具有神魅特質的領導人，就要與部屬建立此種共同的信念，

透過對此種信念的堅持，而創造出神魅領導的效果。 

為有效因應資訊化時代所產生的各種變局，神魅領導更應受到應有的重

視。從過去所倡議的「政府再造」工程到現今的「知識經濟」建設，領導無疑

地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可以說是啟動政府改革的主要動力，在這求新求變

的過程中，不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的領導階層，都不能再固守於舊有的領導思

維，而應該有創新性、突破性的思考，才能為整體國家建設打造有力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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