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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1. 何謂何謂何謂何謂「「「「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 」？」？」？」？ 

 

2. 員工員工員工員工 的的的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可分為哪幾類可分為哪幾類可分為哪幾類可分為哪幾類？？？？ 

 

即即即即：：：：心高功高心高功高心高功高心高功高、、、、心高功低心高功低心高功低心高功低、、、、心低功高心低功高心低功高心低功高、、、、心低功低心低功低心低功低心低功低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或或或或「「「「對待對待對待對待」」」」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的的的員工員工員工員工？？？？ 

 

即即即即：：：：如何運用不同的如何運用不同的如何運用不同的如何運用不同的「「「「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及及及及「「「「風格風格風格風格」？」？」？」？ 

 

3.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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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謂何謂何謂何謂「「「「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 」？」？」？」？ 

 

� 「「「「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Ideology）：）：）：）：法國哲學家特拉西法國哲學家特拉西法國哲學家特拉西法國哲學家特拉西（（（（D. de 

Tracy, 1755 – 1836））））最先使用最先使用最先使用最先使用「「「「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一詞一詞一詞一詞。。。。 

 

� 他所指的他所指的他所指的他所指的，，，，是對是對是對是對「「「「觀念觀念觀念觀念」」」」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現在現在現在現在，，，，典型地是用來典型地是用來典型地是用來典型地是用來

指指指指「「「「任何一套支持局部利益的信念任何一套支持局部利益的信念任何一套支持局部利益的信念任何一套支持局部利益的信念」。」。」。」。 

 

� 社社社社會上會上會上會上，，，，盛行的一些盛行的一些盛行的一些盛行的一些「「「「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可能反映居統治地可能反映居統治地可能反映居統治地可能反映居統治地

位位位位（（（（如如如如：：：：階級階級階級階級、、、、政治或宗教的政治或宗教的政治或宗教的政治或宗教的））））集團之利益集團之利益集團之利益集團之利益，，，，並認為這並認為這並認為這並認為這

種利益是正當的種利益是正當的種利益是正當的種利益是正當的。。。。 

 

� 這個概念這個概念這個概念這個概念，，，，亦意味著亦意味著亦意味著亦意味著「「「「思想思想思想思想、、、、信念信念信念信念」，」，」，」，在某程度上是對在某程度上是對在某程度上是對在某程度上是對

現實的現實的現實的現實的「「「「誇大誇大誇大誇大」」」」和和和和「「「「歪曲歪曲歪曲歪曲」，」，」，」，所謂所謂所謂所謂「「「「有諸內有諸內有諸內有諸內、、、、形諸形諸形諸形諸

外外外外」，」，」，」，便是這種體現便是這種體現便是這種體現便是這種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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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員工員工員工員工 的的的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可分為哪幾類可分為哪幾類可分為哪幾類可分為哪幾類？？？？ 

 

(1) 心高功高心高功高心高功高心高功高 

  

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帶着無比的信心與鬥志帶着無比的信心與鬥志帶着無比的信心與鬥志帶着無比的信心與鬥志，，，，常希望把工作或事常希望把工作或事常希望把工作或事常希望把工作或事

情情情情「「「「做到最好做到最好做到最好做到最好」，」，」，」，以創一番事業或成就以創一番事業或成就以創一番事業或成就以創一番事業或成就。。。。其特徵是能力其特徵是能力其特徵是能力其特徵是能力

偏高偏高偏高偏高，，，，能達到公司的要求能達到公司的要求能達到公司的要求能達到公司的要求，，，，甚至屢創佳績甚至屢創佳績甚至屢創佳績甚至屢創佳績。。。。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或或或或「「「「對待對待對待對待」」」」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 

 

� 可不必可不必可不必可不必「「「「多管多理多管多理多管多理多管多理」，」，」，」，只只只只要適當時候徵詢其工作進要適當時候徵詢其工作進要適當時候徵詢其工作進要適當時候徵詢其工作進

展展展展，，，，以及需要時給予一些以及需要時給予一些以及需要時給予一些以及需要時給予一些「「「「必須意見必須意見必須意見必須意見」（」（」（」（不必要的不必要的不必要的不必要的

可不必說可不必說可不必說可不必說），），），），便可大膽地把工作交給他們便可大膽地把工作交給他們便可大膽地把工作交給他們便可大膽地把工作交給他們，「，「，「，「放放放放

手手手手」」」」讓其策劃及自由發揮讓其策劃及自由發揮讓其策劃及自由發揮讓其策劃及自由發揮。。。。 

 

� 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及及及及「「「「風格風格風格風格」」」」 ？？？？ （（（（請參閱以下請參閱以下請參閱以下請參閱以下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2) 心高功低心高功低心高功低心高功低 

  

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雖擁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雖擁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雖擁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雖擁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事事充滿熱誠事事充滿熱誠事事充滿熱誠事事充滿熱誠；；；；

但卻但卻但卻但卻「「「「眼高手低眼高手低眼高手低眼高手低」－－」－－」－－」－－表現平平無奇表現平平無奇表現平平無奇表現平平無奇，，，，並不出色並不出色並不出色並不出色！！！！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說說說說，，，，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心有餘心有餘心有餘心有餘」」」」而而而而「「「「力不足力不足力不足力不足」、」、」、」、有心無力有心無力有心無力有心無力、、、、志大才志大才志大才志大才

疏疏疏疏。。。。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雖表現出意見多多雖表現出意見多多雖表現出意見多多雖表現出意見多多，，，，但總是但總是但總是但總是「「「「不切實不切實不切實不切實

際際際際」！」！」！」！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或或或或「「「「對待對待對待對待」」」」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 

 

� 宜給他們互相合作的機會宜給他們互相合作的機會宜給他們互相合作的機會宜給他們互相合作的機會，，，，以補其不足之處以補其不足之處以補其不足之處以補其不足之處。。。。譬如譬如譬如譬如

說說說說，，，，由幾個員工組成由幾個員工組成由幾個員工組成由幾個員工組成「「「「專門專門專門專門」」」」或或或或「「「「特別小組特別小組特別小組特別小組」」」」

（（（（task force），），），），一起策劃和推行工作一起策劃和推行工作一起策劃和推行工作一起策劃和推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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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及及及及「「「「風格風格風格風格」」」」 ？？？？（（（（請參閱以下內請參閱以下內請參閱以下內請參閱以下內

容容容容）））） 

 

(3) 心低功高心低功高心低功高心低功高 

  

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雖沒有什麼雖沒有什麼雖沒有什麼雖沒有什麼「「「「雄心壯志雄心壯志雄心壯志雄心壯志」，」，」，」，但卻循規蹈矩但卻循規蹈矩但卻循規蹈矩但卻循規蹈矩、、、、

默默耕耘默默耕耘默默耕耘默默耕耘，，，，工作表現非常優異和出色工作表現非常優異和出色工作表現非常優異和出色工作表現非常優異和出色。。。。由由由由於於於於他們不求他們不求他們不求他們不求

「「「「揚名立萬揚名立萬揚名立萬揚名立萬」，」，」，」，所以工作只要所以工作只要所以工作只要所以工作只要「「「「不不不不失準失準失準失準、、、、不出不出不出不出錯錯錯錯」，」，」，」，便便便便

會會會會「「「「心滿意足心滿意足心滿意足心滿意足」！」！」！」！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或或或或「「「「對待對待對待對待」」」」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 

  

� 只需只需只需只需從旁勉勵從旁勉勵從旁勉勵從旁勉勵、、、、給予給予給予給予提點提點提點提點，，，，他們便有他們便有他們便有他們便有良良良良好的工作表好的工作表好的工作表好的工作表

現現現現。。。。 

 

� 然然然然而而而而，，，，若因若因若因若因其表現不其表現不其表現不其表現不俗俗俗俗，，，，而想把他們而想把他們而想把他們而想把他們提升提升提升提升至管理至管理至管理至管理職職職職

位位位位，，，，則則則則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鑄鑄鑄鑄成大成大成大成大錯錯錯錯」！」！」！」！何何何何解解解解？？？？  

 
� 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及及及及「「「「風格風格風格風格」」」」 ？？？？（（（（請參閱以下內請參閱以下內請參閱以下內請參閱以下內

容容容容）））） 

 

(4) 心低功低心低功低心低功低心低功低 

  

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伴隨伴隨伴隨伴隨着着着着消極消極消極消極的心態的心態的心態的心態－－－－－－－－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怠慢怠慢怠慢怠慢之餘之餘之餘之餘，，，，還還還還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得過且過得過且過得過且過得過且過」，」，」，」，缺乏缺乏缺乏缺乏工作熱誠和鬥志工作熱誠和鬥志工作熱誠和鬥志工作熱誠和鬥志，，，，恍恍恍恍如如如如俗語俗語俗語俗語所指的所指的所指的所指的

「「「「軟皮蛇軟皮蛇軟皮蛇軟皮蛇」」」」或或或或「「「「賴皮賴皮賴皮賴皮」（」（」（」（推推推推卸責卸責卸責卸責任任任任）。）。）。）。所謂所謂所謂所謂「「「「少少少少做做做做少少少少

錯錯錯錯、、、、多做多多做多多做多多做多錯錯錯錯、、、、唔唔唔唔做做做做唔錯唔錯唔錯唔錯」，」，」，」，正是此類正是此類正是此類正是此類人人人人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寫寫寫寫

照照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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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或或或或「「「「對待對待對待對待」」」」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此類員工？？？？ 

 

� 對治此類員工對治此類員工對治此類員工對治此類員工，，，，絕絕絕絕不宜不宜不宜不宜「「「「手手手手軟軟軟軟」，」，」，」，宜宜宜宜採取採取採取採取「「「「專專專專權領權領權領權領

導導導導」」」」(autocratic leadership)手法手法手法手法。。。。比比比比方方方方：：：：施施施施以以以以「「「「行行行行

政指政指政指政指令令令令」，」，」，」，向向向向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清楚列明各項清楚列明各項清楚列明各項清楚列明各項工作的要求工作的要求工作的要求工作的要求－－－－－－－－不不不不

得得得得有有有有誤誤誤誤！！！！ 

 

� 倘倘倘倘他們能他們能他們能他們能遵從遵從遵從遵從指指指指示示示示、、、、辦妥辦妥辦妥辦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以及以及以及以及漸漸漸漸有有有有改改改改進進進進，，，，則則則則

可可可可留留留留用他們用他們用他們用他們。。。。 

 

� 不不不不然然然然，，，，及及及及早早早早把他們把他們把他們把他們辭退辭退辭退辭退，，，，以以以以免影響免影響免影響免影響他他他他人人人人及工作及工作及工作及工作士士士士

氣氣氣氣，，，，也也也也不不不不失失失失是一是一是一是一英明決定英明決定英明決定英明決定、、、、明智明智明智明智之之之之舉舉舉舉！！！！ 

 

 

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及及及及「「「「風格風格風格風格」？」？」？」？ 

 

1. 專專專專權式權式權式權式 (autocratic style) 

  

主主主主管集大管集大管集大管集大權於權於權於權於一一一一身身身身，，，，凡凡凡凡事事事事均均均均要要要要過問過問過問過問，，，，下下下下屬屬屬屬必必必必

須須須須言聽計從言聽計從言聽計從言聽計從，，，，不不不不得得得得異異異異議議議議。。。。 

 

2. 諮諮諮諮詢詢詢詢式式式式 (consultative style) 

  

主主主主管會先管會先管會先管會先諮諮諮諮詢下詢下詢下詢下屬屬屬屬意見意見意見意見，，，，但只會作為參但只會作為參但只會作為參但只會作為參考考考考，，，，

執執執執行指行指行指行指示仍示仍示仍示仍由由由由主主主主管管管管本人本人本人本人發出發出發出發出。。。。 

 

3. 協商式協商式協商式協商式 (participative style) 

  

主主主主管管管管凡凡凡凡事事事事均均均均與下與下與下與下屬商量屬商量屬商量屬商量，，，，希望集思希望集思希望集思希望集思廣廣廣廣益益益益，，，，增增增增

加加加加成成成成效效效效，，，，在在在在取得共取得共取得共取得共識識識識後始全後始全後始全後始全力以力以力以力以赴赴赴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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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放放放放權權權權式式式式 (laissez-faire style) 

  

主主主主管只管只管只管只提提提提出出出出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說說說說明目標明目標明目標明目標和和和和權限權限權限權限，，，，然後將然後將然後將然後將

權權權權力下放力下放力下放力下放，，，，讓下讓下讓下讓下屬屬屬屬利用所利用所利用所利用所長完長完長完長完成任成任成任成任務務務務。。。。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領導方式」」」」所所所所考慮考慮考慮考慮的的的的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下下下下屬屬屬屬成成成成熟熟熟熟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技巧技巧技巧技巧 

☺ 足足足足夠經驗夠經驗夠經驗夠經驗 

☺ 獨立獨立獨立獨立行事行事行事行事 

☺ 辦辦辦辦事事事事積極積極積極積極 

☺ 承擔責承擔責承擔責承擔責任任任任 

 

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環境因素 

 

☺ 時時時時間因素間因素間因素間因素 

☺ 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複雜複雜複雜複雜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 工作成工作成工作成工作成敗敗敗敗所帶來的所帶來的所帶來的所帶來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 組組組組織文化織文化織文化織文化 

☺ 團團團團隊隊隊隊發展發展發展發展動動動動態態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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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四四四四類員工的類員工的類員工的類員工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純屬講者純屬講者純屬講者純屬講者的個的個的個的個人人人人見見見見解解解解，，，，

只只只只供供供供參參參參考考考考，，，，並非一並非一並非一並非一科科科科學學學學引証引証引証引証。。。。 

 

� 員工的員工的員工的員工的「「「「心態心態心態心態」」」」積極積極積極積極與與與與否否否否，，，，會會會會直接影響直接影響直接影響直接影響到其工作表現到其工作表現到其工作表現到其工作表現，，，，

以及其他員工和對公司的以及其他員工和對公司的以及其他員工和對公司的以及其他員工和對公司的歸屬感歸屬感歸屬感歸屬感。。。。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軟硬兼施軟硬兼施軟硬兼施軟硬兼施、、、、把把把把握握握握分分分分寸寸寸寸，，，，掌握掌握掌握掌握員工的心態員工的心態員工的心態員工的心態，，，，使他們的使他們的使他們的使他們的

表現表現表現表現恰恰恰恰如其分如其分如其分如其分、、、、恰恰恰恰到好處到好處到好處到好處？？？？ 

 

� 清朝名臣清朝名臣清朝名臣清朝名臣 曾曾曾曾國國國國藩藩藩藩 有有有有曰曰曰曰：：：： 

「「「「辦辦辦辦事不用外事不用外事不用外事不用外人人人人，，，，用用用用人人人人必先必先必先必先知人知人知人知人；；；； 收收收收之之之之欲欲欲欲其其其其廣廣廣廣，，，，用用用用

之之之之欲欲欲欲其其其其慎慎慎慎。」。」。」。」 

 

� 李嘉李嘉李嘉李嘉誠誠誠誠「「「「用用用用人人人人之之之之道道道道」：」：」：」： 

  工作能力工作能力工作能力工作能力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投入投入投入投入 

  可可可可靠性靠性靠性靠性 

 

� 注注注注意意意意：：：：不為不為不為不為 vs.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 領導領導領導領導不不不不再再再再是是是是命令命令命令命令、、、、要求和要求和要求和要求和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也也也也不是階級不是階級不是階級不是階級、、、、頭銜頭銜頭銜頭銜

和地位的和地位的和地位的和地位的象象象象徵徵徵徵，，，，而是有而是有而是有而是有了了了了 3E的的的的藝術藝術藝術藝術。。。。3E是指是指是指是指：：：： 

  

 Encouraging - 激勵激勵激勵激勵員工員工員工員工士氣士氣士氣士氣 

   Enabling - 強化強化強化強化員工能力員工能力員工能力員工能力 

   Empowering - 授權授權授權授權員工員工員工員工執執執執行任行任行任行任務務務務 

                                                                               

    Carly Fiotina – HP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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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以以以「「「「法法法法」「」「」「」「管管管管」」」」人人人人 (i.e. Firm)  

以以以以「「「「理理理理」「」「」「」「服服服服」」」」人人人人 (i.e. Fair)  

以以以以「「「「情情情情」」」」 「「「「感感感感」」」」人人人人 (i.e. Friend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