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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6 
                  By Robert J. Tamasy  
 

適才適性 

 

員工有很多類型，有一些需要監督，有一些則不需要。在執行任務或是計畫的時候，

對於上司的期待或是自由發揮的空間，有些員工需要你給很清楚的指示，有些給個

大概的指導就夠了。 

 

想要成為一個有效率的領袖，他的挑戰就是去了解每一個員工需要甚麼，才能表現

得最好、最有生產力，並且提供員工需要的以及監督他們工作。很多年前，美國老

羅斯福總統就曾經說過：「最佳的行政是夠敏銳能選擇好的人才去做該做的事，又

能夠自制在他們做事時，不去干涉他們所做的。」 

 

領導者也有很多類型。有一些喜歡捲起衣袖參一腳，有些喜歡近距離監督，有些則

是委派下屬工作並且相信他們會把事情做好，只有在員工有問題或是需要更進一步

指示才會來檢查。 

 

我自己的工作模式總是傾向於少一點計畫，讓工作完成的方式有更多的彈性和可能

性。我也認識一些領導者很有自信地把工作交給我，讓我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也有

些老闆對我的工作是採取緊迫盯人的方式，有些甚至是鉅細無遺地檢查我的工作，

讓我感到非常困擾，甚至是擾亂我的工作。不過有些人確實是需要有人緊盯著他們

工作。很明顯地，領導者不能用同一種方式去領導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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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同老羅斯福總統所說，好的領導者知道要如何去選擇正確的人來做工作，

以及分辨如何領導他們工作，而不是去干擾他們。聖經也提到這個重要的平衡： 

 

了解你所領導的人。領導者應該要清楚自己要完成的目標，更要努力去了解那些下

屬可以把目標完成。「你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景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為資財

不能永有，冠冕豈能存到萬代？乾草割去，嫩草發現，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斂。羊羔

之毛是為你作衣服；山羊是為作田地的價值，並有母山羊奶夠你吃，也夠你的家眷

吃，且夠養你的婢女。」 (箴言 27 章 23-27 節)。 

 

對你帶領的人表達關心和興趣 。耶穌用牧羊人的比喻，來解釋他和門徒之間的關

係。優秀的領導者會去觀察耶穌的榜樣，並從中學習領導的智慧。「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

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我是好牧

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

羊捨命。」 (約翰福音 10 章 11-15 節)。 

 

明白你帶領的人的獨特性。在一個團隊中，每一個人的恩賜、才能和經驗都不同。

認識每個人的獨特性，能夠讓領導者在委派工作的時候，平等地分配他們責任和職

權，以及他們能貢獻甚麼。「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

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設若腳說：

「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設若耳說：「我不是

眼，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若全身是眼，從哪裏聽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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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全身是耳，從哪裏聞味呢？但如今， 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子在哪裏呢？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眼不能對手

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

以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

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 神配搭這身子，

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

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哥林多前書 12 章 12-26 節)。 

 
©  2018. Robert J. TamasyIt 是企業巔峰: 給今日職場從箴言而來永恆的智慧 一書的作者。也與導師之心的作
者 David A. Stoddard 合著 Tufting Legacies。編輯多本著作包括 Mike Landry. Bob 的書: 透過苦難成長。Mike 

Landry. Bob 的 網 站 為 www.bobtamasy-readywriterink.com, 他 的 雙 週 部 落 格 為 : 

www.bobtamasy.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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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討論 
 

第一、你是甚麼類型的工作者？在工作時，你希望多一點自由，或者是你希望上司能一

直給你指示和支持？ 

 

第二、根據老羅斯福總統的建議，優秀的領導者如何去選擇適當的人來完成工作？一旦

這些人被找來團隊裡工作，領導者又要如何避免去干擾他們做事呢？ 

 

第三、你認為要分辨哪些人做哪些工作是最有效率的，是一件簡單的事嗎？箴言告訴我

們應當如何做？理由是甚麼？ 

 

第四、為什麼讓下屬知道領導者真的關心他們和他們的利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覺得

這是必要的嗎？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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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要閱讀更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經文，請參考以下內容。  
  
箴言 27 章 17 節 

27:17 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原文是磨朋友的臉）也是如此。 

 
傳道書 4 章 9-12 節 

4:9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4:10 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

禍了。 

4:11 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獨睡怎能暖和呢？ 

4:12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馬太福音 28 章 19 節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譯：

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哥林多前書 3 章 9 節 

3:9 因為我們是與 神同工的；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以弗所書 2 章 10 節 

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叫我

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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