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表率 與 神國原則
RN, MSN 彰化基督教醫院護理師

■ 陳淑雅

主耶穌的服事風範在任何世代皆能成為領導者

實務運作模式 ，首重與人建立關係。

的榜樣。事實上 ，偉大領導者必須摒棄頭銜或

聖經中主耶穌對於領導者的教誨：「人子來並不

地位 ，成就「疼惜生命」的職事。在美國基督

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可 10:45）」、「我

徒 護 理 雜 誌（Journal of Christian Nursing）裡

在你們中間 ，如同服事人的（路 22:27）」。祂服事風

Bullock 女士的一篇談護理領導的文章中 ，讓人

範在任何世代皆成為領導者的榜樣。事實上 ，偉大

可以重新回到信仰的核心－愛神 、愛人如己 ，

領導者必須摒棄頭銜或地位 ，成就「疼惜生命」的職

效法耶穌基督為們徒洗腳 ，作彼此相愛的榜

事。

樣 ，即是最佳的領導者。以下是我對“Magnet

耶穌的領導方法如同僕人般 ，與人維持「同甘

Nursing and Kingdom of God Principle”的重要觀

共苦的伙伴關係」，抱持著服務的心態 ，需打從心底

點省思與回應 ，特撰文與讀者分享。

願意 、且無私地付出 ，在犧牲與奉獻中建立威信 ，
才能達成真正領導。

透過上帝的眼光看護理領導

Bullock 在印度以「服事」作為宣教途徑 ，其服

在新時代護理領導和授權似乎尚待摸索前進 ，

事計畫過程中 ，確實幫助了印度的護理人員探索神

該 如 何 發 展 、 發 揮 整 體 力 量？ 怎 麼 引 導 人 力 、 物

國度的原則（Kingdom of God），以及發展新的護理

資 、讓支援體系間和諧 ，行出有效率的照護措施？

模式（a new practice model for nursing），願意謙讓 、

尤是在印度－對發展中國家的宣教士而言 ，來自美

被降為卑 ，且落實為護理工作上的具體行動。

國先進醫療環境的 Bullock 是天壤之別 ，該如何為這
場域建立適用的護理模式是一大挑戰？作家 Bullock
探 討「磁 化 護 理 原 則 」（Magnet Nursing principle），
她描述在印度以馬內利醫院協會（Emmanuel Hospital
Association）的行政管理經驗 ，「磁化」的服事成為她
在 19 所宣教教會醫院和 4 家護理學校的處事風格 ，
突破過往 ，重新塑造革新護理（revolutionize nursing）
的領導形象。

探索神國度的原則
Bullock 以前所認知神國度的臨到是：狹隘地指
人去世而離開世界 ，之後進入天堂。聖經記載：「願
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太 6:11）」。其實 ，神國度的真正意思是人們的順服
和完全遵守耶穌的教導。當嚐到主話語新的詮釋意
涵 ，使得 Bullock 天天為神國度禱告 ，求能在每天職
事上遇見神的奧妙 ，看見主擺在她面前的豐滿。

聚焦於主耶穌的領導

經查證聖經 ，讓 Bullock 更明白神的心意該如何

一開始投入護理職事 ，Bullock 時常禱告 ，上帝

落實在宣教工場上！令人驚訝的是 ，當遵守耶穌的

給她的回應是：重視護理人員的需要 ，正如盡心 、

教導來行事 ，其實 ，祂深深瞭解我們的有限 ，祂比

盡力 、盡義 、盡性來愛神 ，愛鄰舍如同愛自己。淺

我們瞭解我們自己更多 ，就愈親自引領人們建立和

顯易懂的道理 ，幫助她在印度時 ，發展嶄新的臨床

好的關係。因著有創造主 ，人的生命是彼此相關 ，

2007年12月

No. 177



領 導 表 率
往上延伸到神的居所 ，往左右延伸到週遭病人 、同

變遲到 、酗酒的習慣 ，轉而每週喜樂地到教會作主

事；且我們都有權對這些關係做出關鍵的決定。

日禮拜 、準時上班。

過去 ，Bullock 曾經單純一心一意想要作事情 ，

這位護理督導長分享她的觀點：信服上帝主

忽略對四周護理人員的認同感 ，然而 ，上帝呼召她

權的引導 ，態度是謙卑的 ，必要時降低自己的身分

委身在宣教 ，並且忠心信靠神的帶領。

去關心部屬 ，以及應該多為他人利益著想 ，付出犧

她踏入護理人員的職場裡 ，有時抵達印度偏僻

牲小我的實際行動 ，如同基督耶穌在桌旁為門徒洗

鄉野 ，花時間全神貫注地陪伴 、傾聽 、關懷 、表達

腳 、勉勵彼此相愛服事；若上司 、屬下 、同儕互相

關愛 ，珍重護理人員 ，一段時間後建立信任與熟悉

謙卑以待 ，必能有歡呼收割的成果。

的感情 ，護理人員與 Bullock 分享了受挫的感受和需
要：在印度文化風俗裡貶損護理角色 ，在基督教醫
院工作被視為是最後一塊淨士 ，然而 ，護理人員於

西元 2003 年 Bullock 離開印度 ，進入美國印地

固有文化框架下 ，仍舊多多少少受到輕視。Bullock

安那州的研究所進修時發現：「磁化護理」理論基礎

匯集一些看法和改善建議 ，給行政人員 、醫師 、主

和神國度的原則非常類似 ，且已經在美國施行 ，積

管 ，卻被視為挑戰權威 ，但她沒有因此灰心！

極方面：就是「合而為一」，去聽 、去順從 、去謙卑

相 反 地 ，Bullock 感 謝 神！ 學 習 愛 那 些 與 她 意

服事 ，才能消除職場同儕間的斤斤計較 、內鬥 ( 太

見相左的人 ，正如護理人員在困境中學習依然心存

20:20~28)，進一步同心全意興旺福音。事實證明 ，

愛 ，Bullock 女士學習到愛他人的重要 ，如同耶穌無

任何環境隨處都可以顯出神的國度 ，並不僅止在於

條件愛我們一般。

教堂裡。
「磁化護理」縈繞腦海時 ，某天早晨 Bullock 看

僕人式領導的重要
在 Bullock 走訪 19 所宣教教會醫院時 ，往往受
邀帶領早上敬拜 ，她常常傳講馬可福音的訊息：「你
要盡心 、盡性 、盡意 、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
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可 12:30-31）。」
過程中 ，Bullock 關心 、聚焦護理人員的需要 ，
去感受 、去聆聽 ，讓護理人員體會其尊貴 ，感受神

見一位行政主管以身作則到病人床邊協助端盤子發
放早餐 ，好讓護理人員能夠順利完成晨間治療的評
估 ，甚至主動尋問有任何可以幫助的嗎？這不僅是
有自發的行動力而已 ，而且對其他行政管理者發揮
影響力 ，也願意常常投身至第一線作工 ，不尷尬或
是迴避 ，以「忍耐 、恩慈 、謙卑 、尊重 、無私 、寬
恕 、誠實 、守信」的態度 ，幫助護理人員處理現場
事務。他們把「珍重護理人員（valuing the staff）」擺
在首要 ，不流於教條；甚至鼓舞護理人員有熱忱地

的愛 、自我價值感 ，被賦予維持照顧品質的權利與

追求卓越 ，可齊坐會議室來發言 ，相對地 ，意見受

義務 ，肯嘗試嶄新的臨床實務運作模式。

到尊重 ，且參與實務政策面的表決；領導者鼓勵護

Bullock 極興奮地看見：許多護理人員開始領受
耶穌對她們的愛 ，超過 Bullock 在印度可以為這些護
理人員作的事。特別是在護理督導長 Shashi 身上 ，



與「磁化」護理經驗接軌

理人員以目標為導向 ，努力達成。歸結而言 ，「磁化
護理」理念愈與神國度的原則契合 ，就是神國度的具
體表現。

過去 30 年需處理棘手的行政業務 ，未曾有人告訴她

護理專業人員跟隨主耶穌腳蹤 ，「以基督耶穌的

要如何作 ，經過聆聽到「盡心愛人」的訊息 ，這位管

心為心（腓 2:5）」的涵意是：要藉由工作使別人得著

理者對護理人員的態度有巨大轉化 ，使得有些人改

益處 ，而不求自己的好處 ，必需時常操練「磁化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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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致力於追尋神國度的降臨 ，信靠神 ，必然先順

有份。誠然，我也不禁反思護理行政領導者可以帶來

服神的旨意 ，期望透過委身服從於祂的權柄；最終

什麼影響力？是位階頭銜、學位，還是新世代流行風

的結果 ，我們將看見神國度完滿地被彰顯出來 ，同

潮的管理理論？落在我心中的是，惟有僕人的樣式，

時將目睹優質的護理。

可以建立人與人間寶貴關係；上司不是要駕御部屬，
而是轉化護理的體質，把人帶到神面前。

這世代中，神繼續帶來影響力
試問在您 、我的機構是否有主耶穌腳蹤「僕人
式」的領導服事方式呢？
閱讀畢Bullock 的文章後，我默想：感謝上帝，
呼召我成為基督徒護理人員，且讓我在基督教醫院工
作，因祂極大的恩典，使我參與在見證「神愛世人」上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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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國原則」與「磁化護理」

神國原則（Kingdom of God principles）
1. 帶來好消息－耶穌孤苦無助的人
太 9:35-38
2. 僕人式領導－具惻隱之心
太 20:20-28
3. 愛人如同神愛我們一般
約 13:34
4. 耶穌是可親近的－願意花時間與人在一起
太 19:13-15
5. 每個人忠心又善用恩賜
太 25:14-29
6. 取了奴僕的樣式
腓 2:6-7
7. 盡心為神而作工
西 3:22-23
8. 正確的自我價值觀
太 7:1-6
9. 聖靈是我們的助慰者
約 14:16-17，26
10. 耶穌給予權柄作祂的事工
路 10:1-24
11. 支持管理者的權柄
羅 13:1-2； 多 3:1-2
12. 相信者被命令和授予權柄成為福音的導師
太 28:18-20
13. 無論作任何事皆需為神而作
太 25:34-40
14. 基督忠告：愛 、饒恕 ，不評斷他人
林前 13:1-13
15. 先求祂的國和義
太 6:33

磁化焦點（Focus of Magnetism）
對護理臨床環境帶來正向轉變
有品質的護理領導：有學識 、擔任諮詢者 、可權衡變通
組織架構：在護理行政位份上作決策
管理風格：參與 、重視成員 、可近性的護理領導者
人事政策與規畫：晉昇是競爭性的薪資

福利與機會

照顧的專業模式：護理人員可在執業中獲益
照顧品質：高品質照顧是機構優先順序的首要
品質改善：護理人員參與 ，同感於共創非凡的品質改善成效
諮詢與資源：可親近的知識專家
自主性：在跨專業之處置措施裡 ，發揮護理的獨立判斷
社區與醫院：機構可識為堅強 、正向 、有產能合作的公民
護理人員如同導師：護理實務的允諾和期望
護理型象：護理人員可提供病人整合式的服務
跨團隊合作的關係：彼此尊重和壯大
專業發展：突顯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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