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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大學生總隊學生管理理念與
《周易》
周易》經傳哲學之內在聯繫
鄒濬智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摘要：警大學生總隊每年均舉辦有實習幹部講習，對學生管理的
方法及觀念進行宣導和經驗傳承；本校莊副校長德森亦總結其擔
任學生大隊總隊長之經驗，發而為《堅持──我是隊職官》一書。
該書在精神教育、生活教育、領導教育三大方面對隊職官充滿期
勉，並提出許多重要的學生管理理念。而中國經之首──《周易》
包羅宇宙萬象，據說為文王所重卦，後來的周公及孔子對它都有
所整理。其卦、爻辭及《易傳》亦蘊涵著重要的管理智慧。經筆
者歸納，以總隊講習手冊與《堅持──我是隊職官》所見管理理
念比對《周易》哲學，其相通之處計有七點，就警察員生管理而
言，兩者當可互為表裡，彼此參考。
關鍵詞：
關鍵詞 《堅持-我是隊職官》、《易經》哲學、管理學、經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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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總隊學生管理理念與《周易》經傳共通的管理觀念
一、管理者應該謙虛為懷，守空若谷
二、管理者應該睜大雙眼，見機而作
三、管理者應該居安思危，危機預防
四、管理者應該以退為進，遂行管理
五、管理者應該體貼下情，禮賢下士
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皆須遵守倫理，應對得宜
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皆須重視修養，崇德踐履
參、結論

壹、前言
警大學生總隊每年均舉辦有實習幹部講習，對學生管理的方法進行宣導和經
驗傳承，此講習活動之手冊資料保留大量珍貴的學生管理理念於其中；本校莊副
校長德森亦曾總結其擔任學生大隊總隊長之經驗，發而為《堅持──我是隊職官》
（以下簡稱《堅持》）一書。1該書在精神教育、生活教育、領導教育三大方面對
隊職官充滿期勉，並提出許多重要的學生管理理念。
1

莊德森（2009 初版）
，堅持──我是隊職官。台北縣：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本校莊副校長德森
曾擔任本校學生總隊總隊長數年，遵循本校幹部養成理念（詳文末附圖）
，落實學生管理，並將
所見所聞發而為文。這些珍貴的演講稿及文章計三十一篇，於民國九十六年彙整成《堅持》一書
出版。做為隊職官的工作守則或勵志讀物，
《堅持》一書是當仁不讓的。下文再次徵引該書則僅
標明頁數，不再附上出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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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一書提到隊職官應該要：
其一、建立隊職官的專業倫理，這是敬業的開始；其二，樹立隊職官的尊
嚴，如此方能樂業；其三，找回隊職官的核心價值，大家才有共同努力的
目標。同時，秉持「簡單愉快，認真負責」的態度，和同仁建立夥伴關係，
更要讓學生感受到我們不僅是師生、是學長（姐）與學弟（妹），更有如
家人一般的愛。……讓學生總隊每一份子感受到「家」的溫暖。（頁 19）
為使具專業倫理與尊嚴的隊職官能夠順利在學生總隊裡營造「家」的氣氛，
使學生能夠感受到隊職官的關懷與溫暖，適當的學生管理方法和智慧顯得特別重
要。
《周易》中的八卦，傳說是伏羲所畫，還被視為是我國文字的源頭之一2；
後來文王拘於商，於牢中演八卦為六十四卦（漢易學家說）
，六十四卦便成為《周
易》的原始文本。《周易》本是周代的一部占卜之書，後來成為儒家教科書後，
被賦予了形而上的哲學意涵。漢．鄭玄曾用「三義」來概括《周易》的哲學特徵，
其一叫「簡易」，因《周易》雖然內容簡單，但卻能蓋括無窮的天道人事變化3。
如是，則《周易》哲學當中應有與學生管理哲學相通之處。
本文擬連結學生總隊學生管理理念與《周易》經傳中的哲學思想，一則為學
生總隊的管理方法與管理智慧取得更加堅實的學理基礎，二則希望能發揚《周易》
在當代的應用價值，拉近傳統經典與今人的距離，為國學的推廣盡一份心力。

貳、總隊學生管理理念與《
總隊學生管理理念與《周易》
周易》經傳
共通的管理觀念
共通的管理觀念
一、管理者應該謙虛為懷，
管理者應該謙虛為懷，守空若谷
《中央警察大學 96 學年度第 1、2 梯次學生總隊實習幹部講習手冊．鑑往知
來──從古今案例談傑出人士具備的特質》舉出具誠信、謙遜、自制特質的馬歇
爾和馬英九與學生共勉。4管理者就被管理者而言，往往掌握權力和更專門的知
識，但管理者不能因此而高傲與浮誇，更應謙虛為懷，多方採納意見。《周易．
謙卦》也提到：
「謙謙君子，用涉大川」5，謙虛的君子，他的態度像涉過大川一
樣，姿勢很低，小心謹慎。如此才能「勞謙君子有終，吉」。
《堅持．天子不棄、大臣不忌、百官不逆》在講到管理者如何與上級應對時
2

其他還有結繩、書契、陶符等。
其二叫「不易」
，指《周易》取法宇宙運行的變化，提出來的道理永恆不變。；其三叫「變易」
，
指《周易》各卦所象相生相變，生生不息，變動不止。
4
學生總隊（2007）
，中央警察大學 96 學年度第 1、2 梯次學生總隊實習幹部講習手冊。台北縣：
中央警察大學學生總隊， 37 頁。下文再次徵引則僅標明頁數，不再註明出版項。
5
本文所引《周易》經傳原文係據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十三經．斷句十三經經文．周易」
，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ukey=1200291922&path=/2.1，該資料庫據魏．王弼、韓
康伯注、唐．孔穎達疏，（1955 年影印）
《周易》
，台北：藝文印書館，下不另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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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當自己為上司所賞識時，亦不能恃寵而驕，愈應謙虛的對長官忠誠，對
工作負責。」（76 頁）能夠對工作全力以赴，得到長官的認同，這是極好之事。
但若只是在本份上盡責而得到肯定，卻志得意滿，過度驕傲，容易不再聽得進別
人的建議而自以為是。
《易傳‧繫辭上》也說到：
「子曰：
『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功勞卻
又不誇大其辭，有功勞而不貪得無厭，做厚道之人。並且能禮遇下士，德盛禮恭，
從而永守祿位，這是管理者所必須具備的修養。《周易．謙卦》也要求每一個管
理者修心養性，正確地定位自己，以良好的群眾基礎贏得事業的成功。反過來，
自高自大，自傲自誇，即使處在九五之尊位，也不會在群眾中享有威信，其管理
效力將大大減弱，必將直接影響自己的事業發展。6

二、管理者應該睜大雙眼，
管理者應該睜大雙眼，見機而作
《中央警察大學實習幹部講習手冊．工作能力的培養》指出幹部能力養成的
重點之一是「態度要積極，想法要轉彎」，活動開始之前要準備周詳，活動開始
之後要隨時掌握人事時地物各環節，注意突發狀況，採取適當的措施和應變辦
法。7另外《堅持．天子不棄、大臣不忌、百官不逆》指出管理者應當如何贏得
長官的信任，提到：「體察並瞭解上司的性格，習慣及對工作的企圖，即為工作
順遂與否的第一要務。」（75 頁）；同篇另指出管理者如何與同事相處的方法，
說到：「瞭解並融入組織（辦公室）的文化：所謂的『入境隨俗』……」（76 頁）
這兩段說明提出管理者應具備好的觀察力，並採取適當舉措的重要性。面對陌生
的人事物，必先觀察以了解其運作，再以相同的運作文化加入其中，才不會扞格
不入。
根據環境的變化採取適當的態度和舉措，類似的理論《周易》也有所陳述。
《周易》指出「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
，並強調：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以上見《易傳．文言》）要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卦．彖辭〉）
，認為只有隨時而變，
「與時偕行」
（〈損卦．彖辭〉）才可見「天
8
地萬物之情」（〈恒卦．彖辭〉）。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繫
辭下》）當面對困境時應該予以變通、換個方式來解決，方能持久不衰。

三、管理者應該居安思危，
管理者應該居安思危，危機預防
《中央警察大學 96 學年度第 1、2 梯次學生總隊實習幹部講習手冊．鑑往知
來──從古今案例談傑出人士具備的特質》舉善於規避風險的胡雪巖和巴菲特做

6

吳世彩，
《周易》的經濟管理要義管窺。周易研究,（2001）
，1,27-31。

7

學生總隊（2004），《中央警察大學實習幹部講習手冊》
，台北縣：中央警察大學學生總隊，41
頁。下文再次徵引則僅標明頁數，不再註明出版項。
8
袁繼富，
《周易》管理觀初探。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綜合版,（2005）
，3（3）,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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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子，藉以勉勵實習幹部。
（37 頁）
《堅持．面對 SARS 侵襲的防疫心情》則提
到本校學生總隊在因應 SARS 流行時所採取的各項防疫措施：「……萬一同學感
染時，要如何因應？我們立即透過醫務室，採購了一批隔離衣、頭罩、腳套提供
給救護小組使用……如果有任何情況，我們都要以最高標準的規格與方式來處
理。」（68-70 頁），盡心思考危機處理的條件和程序，是管理者在危機預防方面
所必須做好的功課。同書〈活出領導力〉
：
「……簡單的說，就做最壞的打算，最
好的準備」
（261 頁）
，也強調管理者在面對可能出現的危機時必須做好萬全準備。
9

《周易》對危機管理有一整套理論，構成了完整的危機管理理論體系。 自
然的《周易》也是有一套與總隊風險管理思想相通的應變哲學。講到危機預防的
觀念〈既濟．六四〉爻辭就提到：「繻有衣袽，終日戒」──一整天都要小心戒
慎，不能輕忽。
〈小過．九四〉
：
「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也主張也是要人時時警戒。在〈坤．六四〉裡所舉的例子更是十分生活化：「括
囊，无咎无譽。」把口袋紮緊，不透一點風，就排除了所有風險。
如果危機確實發生，那管理者又該如何處理？《堅持．面對 SARS 侵襲的防
疫心情》提到：「當 SARS 造成社會彌漫一片恐慌之際，媒體卻傳來毫無根據、
挑撥是非的謠言，抹煞了本校同仁與同學對抗 SARS 防疫工作的辛勞。校長除了
致函各位學生家長，向上級長官澄清並無媒體報導情形外，也向報社提出嚴正抗
議。」
（67 頁）針對危機進行公關處理──向學生家長及上級長官澄清──可立
即達到停損的作用。這與《周易．謙卦．上六》爻辭所指出的：「鳴謙，利用行
師，征邑國」道理相同。〈謙卦．上六〉提到鸚鳥鳴叫求救於朋友，得到各方的
了解與支持後，便能集中精神對抗危機（共同的敵人）。
除了借助危機公關，管理者持續強調紀律也是有效的危機解決辦法。
《堅持．
「一 00 八」事件的省思》提到：
「學生在學校犯了錯，違反校規，本屬正常現象，
只要有悔改之意，懺悔之心，同時能立即改過遷善，很多事情都可以被原諒的。
本次罷餐事件發生後，當天隊部雖已立即處罰同學，同時禁止請榮譽假與寫一份
檢討報告；然而，由於罷餐事件非同小可，總隊長仍然要求隊部師長必須於本週
實施全隊帶隊上下餐廳……」（235-236 頁）。《周易．師．初六》裡就提到：「師
出以律，否臧凶」──帶領軍隊若有嚴明的紀律，便能避免危機發生；若危機真
的發生，有嚴明的紀律自能防止事態擴大。

四、管理者應該以退為進，
管理者應該以退為進，遂行管理
遂行管理
《中央警察大學 96 學年度第 1、2 梯次學生總隊實習幹部講習手冊．實習幹
部工作能力之培養》引述溫世仁的經驗：「通過艱苦考驗的人不多，帶著幽默感
通過的人更少」
（40 頁）
，指出團隊工作難以避免之衝突，當應用幽默感化解。
《堅
持．天子不棄、大臣不忌、百官不逆》則在提到如何與同事相處時指出：「在平
時意見的表達應隨時注意自己的措詞，並留心對方的反應（包括非語言的行為）
，
尤其對一件雙方持有不同論點時，必須避免針鋒相對，凡事訴之以理，持之以忍，
9

翟雪貞，
《周易》的危機管理。樹仁學報,1（5）,（2000）
，18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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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化解表面或內心的爭執與衝突。」（頁 77）
管理者不應和其他管理者發生衝突，否則對管理階層的形象是很大的傷害；
情緒化的去處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衝突亦然。如果有需要處理到管理者之
間或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衝突，則必須找出能滿足雙方要求的焦點，凝聚共
識，才能化解衝突。
《周易》中也處處可以看到這種「退」的哲學。「退」能避免正面衝突，保
全雙方。
《周易》的「退」就是當對方氣勢太盛時必須要先退一步，但退一步並
不代表自己理虧，而是不要讓暫時良好的現狀破滅。像《周易．訟卦》第四爻講
到：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爭訟不勝就要適時退讓，避免紛爭。
〈師〉卦第四爻講到：「六四，師左次，无咎，」軍隊行軍打仗若形勢不利又無
後援，應該適時退守，不應強攻。11
《周易》認為每一整體都是陰陽的對立統一。套用在管理上，陰陽的對立就
像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對立一樣，雖是對立，卻也統一。
《易傳．繫辭》說：
「一
陰一陽之謂道。」卦象如果陰陽交感平衡協調，那麼它所象徵的事物發展就處於
和諧狀態，此時卦辭往往表現為吉，反之則往往表現為凶。例如泰卦，表徵自然
界的生化運動處於暢通無阻的和諧狀態。其卦辭即為：
「泰，小往大來，吉，亨」。
《周易》以陰陽平衡協調即和諧。12《周易》以陰陽平衡、協調為吉的原則乃是
衡量管理和諧狀態的基本原則。因此若管理者把握和遵循這一原則，處處避免衝
突和紛爭，將使自己的管理行為最終處於和諧狀態。只要使人們處於一種和諧的
狀態之中，就會使管理階級和被管理階級等級分明，社會就會穩定。

五、管理者應該體貼下情，
管理者應該體貼下情，禮賢下士
《中央警察大學 96 學年度第 1、2 梯次學生總隊實習幹部講習手冊．領導風
格與溝通技巧》講述領導技巧時提到「帶人帶心」
、
「廣結善緣」這兩個重點。
（17
頁）
《堅持．隊職師長的角色定位與工作職能》論及：
「隊職師長的工作離不開這
君、親、師、友四種身分，也就是對待學生要情同手足、賞罰分明、訓勉勸誡、
友愛互助，這四者各有所專，而隊職師長則必須將其集於一身。」
（54 頁）13《中
央警察大學 99 學年度學生總隊第 1、2 梯次實習幹部講習．理念衝突與協商技巧》
則是指出實習幹部在處理衝突時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站在對方的角度著
想。」14

10

同書〈活出領導力〉條列式的說明如何創造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雙贏局面：
「要處理衝突創造
雙贏的處理程序有幾個：（一）對焦：找出問題癥結在哪裡。
（二）找出彼此的需求。
（三）評量
各種解決方法。
（四）凝結共識。（五）回顧問題並且重新協商。」
（265 頁）可以參考。
11
原文解釋根據張小喬，
《周易》
「退」的哲學。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
，35,194-196。
12
陳郁環，
《周易》管理思維向度及其應用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碩士學位論文，
（2006）
。
13
會這樣的要求隊職師長，這是因為「在教育輔導工作上，隊職師長與同學不是對立的，而是融
為一體的。」見《堅持》56 頁。
14
學生總隊（2010），中央警察大學 99 學年度學生總隊第 1、2 梯次實習幹部講習。台北縣：中
央警察大學學生總隊,十-2 頁。下文再次徵引則僅標明頁數，不再註明出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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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職師長必須體認到自己和學生有如一體，用古時候的話來講就是「愛民如
愛子」、
「民為邦本」。管理者在管理實踐中，不論採取何種措施，皆要以全體之
大利為根本。
《周易》指出易有三道：天道、地道、人道。三道又稱三才。其中，
天道、地道只有通過人道才能實現其存在，這就揭示了人文管理應「以人為本」
的普世價值。其次，由於《周易》認識到被管理的對象本人身就是管理的主體，
所以它要求在管理過程中要有愛民（被管理者）
、民（被管理者）為邦本的思想。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君子以利物足以和義」（《易傳．文言》），「君子以容民
畜眾」（
〈師．象辭〉），從這裡來看，《周易》主張管理者應體恤民情。
《堅持．天子不棄、大臣不忌、百官不逆》提到：「給予部屬適當的讚譽並
多為部屬設身處地：當部屬有良好的工作表現時，應適時給予讚譽，藉使激勵部
屬樂於工作。……能常站在部屬立場考量其工作的困難及為其謀取應得的福利，
體恤部屬的辛勞及滿足其需要，如此亦能使部屬無後顧之憂，全心全力於工作，
甚而為你、為單位『鞠躬盡瘁』。」（79 頁）用古時候的話來講，這就是一種尊
賢尚能、禮賢下士的具體表現。
《周易》裡也有很多尊賢尚能、禮賢下士的觀念在其中。像〈大畜卦．彖傳〉
說：「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養賢也。」又〈頤
卦．彖傳〉說：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鼎卦．
彖傳〉也說：「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不僅要崇尚尊重賢才，更
重要的還要厚祿安養。
《周易．繫辭傳》云：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集人曰財」。
15
領導者不僅要對人才表示尊重，更重要的是要使他們在物質生活上有可靠的保
證。管理者要關心被管理者，使他們得到豐厚的物質待遇，生活上沒有後顧之憂，
從而安心工作。

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皆須遵守倫理，
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皆須遵守倫理，應時得宜
《堅持．應該要教》寫道：「……席間，有一位同學興高采烈地跑來跟我敬
酒，他說：「大哥，我敬你。」……我太太小聲的在我耳邊說：『學生是怎麼帶
的？』……這位同學其實是無心的，他自認為和總隊長親近，這樣的稱呼能夠拉
近彼此的距離，避免疏離感。……講了這麼多，其實主要是告訴大家，應對進退
應有的倫理與態度。」（218 頁）
《中央警察大學 99 學年度學生總隊第 1、2 梯次實習幹部講習．實習幹部之
角色與倫理》提到逐級層級回報的觀念，就是一種倫理的實踐（十二-2 頁）
。
（49
頁）《2009 中央察大學實習幹部講習手冊．實習幹部之角色與倫理》對此更加引
伸：「……絕不可以不聽命令，自以為是從事幹部的工作，若在工作上有疑問，
也必須提出與隊部師長溝通，不可以扭曲事實隨意轉述不當言論。」16
15

鄭萬耕，易學與現代管理的幾個問題。孔子研究,（1998）
，4,120-125。
學生總隊（2009）
，2009 中央察大學實習幹部講習手冊。台北縣：中央警察大學學生總隊，47
頁。《中央警察大學 96 學年度第 1、2 梯次學生總隊實習幹部講習手冊．實習幹部工作能力之培
養》指出優雅的儀態和倫理的實踐是精神教育的重點所在，同書〈實習幹部之角色與倫理〉則是
提到實習幹部制度蘊含著傳承校園倫理的功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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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倫理」的討論，《周易》也是有的，不過《周易》是用「爻位」來象
徵貴賤之分。「位」的貴賤可以理解成為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係，或者是有利還
17

是不利。一般說來，居下者須要順服上位者，只有這樣，管理秩序才能建立。 《周
易》關於爻位之間比、應、承、乘、中關係的劃分，有助於管理者正確地分析並
不斷地調整組織中的上下級關係，達成組織內部「位勢」狀態的相對平衡，如此
便能有效率的發揮人才團體的組合效應。管理者在行使組織和管理的職能時，應
認知和把握《周易》中的「位勢」思想。管理者若具備這種觀念，將有助於學會
18

及時知勢，善於待勢和造勢，進而調整工作和行為方式，提高管理的績效。
若要妥善運用「位勢」，還必須做到「定位」。「定位」就是確定陰陽的尊卑
主次秩序。在管理中表現為確定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上級與下級的上下尊卑界
限。
「定位」還可以理解為確定各個職位的地位和職能。19《周易．繫辭上》開宗
明義第一句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在《易傳》
中，陽剛與陰柔有著不同的性質和地位。爻有陽爻陰爻，卦也分陽卦陰卦。《周
易．繫辭下》問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
行何也？」答曰：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剛代表君子之道（管理者），陰柔代表小人之道（被管理者）。「定位」之後還
要「守位」
。
「守位」就是謹守本份的意思。
《周易．繫辭下》寫到：
「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謹守本份才能確保領導地位，從而藉此以建立功業。

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皆須重視修養，
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皆須重視修養，崇德踐履
《堅持．學生總隊實習幹部制度之倫理觀》指出：「警察工作經常處於社會
道德與個人道德相互競逐的情境，沒有良好的倫理思想作為基礎，往往身陷兩難
處而無以適從。……培養幹部建立一種普遍的倫理原則，並增進幹部的道德判斷
力，是幹部教育極為重要的目的。」
（377 頁）
《中央警察大學 99 學年度學生總隊
第 1、2 梯次實習幹部講習．實習幹部應有之理念與修為》也提到：
「不要只會喊
口號，不要講道貌岸然的話〔要去生活中實踐〕
。」
（十三-2 頁）本校學生總隊要
求隊職官及學生養成良好的道德和正確的道德實踐價值觀。
《周易》特別推崇道德，六十四卦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卦用「道德」來解釋；
〈繫辭〉更是對樹立道德的基礎、施行道德的方法、鞏固道德的途徑、檢驗道德
的標準等進行探討，認為「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
之本也；
〈恒〉
，德之固也；
〈損〉
，德之修也；
〈益〉
，德之裕也；
〈困〉
，德之辨也；
20
〈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在《周易》的「盛德」理念中，德不僅僅是一種管理的目標和理想，而且還
是管理過程和管理目的達成的途徑和手段。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17

袁繼富，
《周易》管理觀初探。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綜合版,（2005）
，3（3）,84-86。
張鵬飛，
《周易》的位勢論與現代管理。湖湘論壇,（1998）
，5,57-58。
19
謝慶綿，
《周易》陰陽學說與管理之道。福建行政學院福建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6）
，4,9-11。
20
蓋勇、徐慶文，
《周易》視野下的管理倫理問題。周易研究,（2003）
，6,59-64。

18

69

警大學生總隊學生管理理念與《周易》經傳哲學之內在聯繫

何以守位？曰仁。」(《周易．繫辭》)管理者要靠道德、靠仁政進行管理；
「君子
體仁，足以長人」(《周易．文言》)，把道德作為人的成長的手段；
「聖人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成」(〈彖傳〉)，把道德當作人文教化的重點；「君子以厚德載物」
(〈象傳〉)、「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繫辭〉)、「存乎德行」(〈繫辭〉)，把
道德作為成己達人的工具。當被管理者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便能自我約束，
管理也就事半功倍。

參、結論
經過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學生總隊學生管理理念與《周易》哲學相通之處，
在於它們都提到：
一、「謙卑低下」是管理者應該有的修養，能守德謙虛，方能虛心納諫，正如江
海以下百川一樣，訊息來源多，加上管理者的思維迴避掉主觀成見，自然能
做出較正確的決策。
二、「見機而作」是管理者應該有的能力，因事設事，靈活變化，求得全體的永
續發展。
三、「危機處理」是管理者常處理的功課，臨危不亂，通變不窮，做最大的保全
是管理者的本份。
四、「以退為進」是管理者的智慧，敵強我弱，暫避其鋒，和諧圓滿，管理效率
自然加倍。
五、「體貼」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應當有的一種關懷，只有君視民如手足，
民才視君如父兄，反之君視民如草芥，民視君則如寇讎。
六、「倫理」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要遵守的本份，在其位則謀其政，上下分工
分能，管理制度才能順利運作。
七、「道德」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要具備的素質，管理者以德服人、被管理者
德行淳良，管理自然事半功倍。
筆者以為能夠充份的運用並實踐以上七點的管理理念，將能發揮管理藝術的
最高境界──「大業」
。什麼叫「大業」？《周易》提到：
「顯諸仁，藏諸用，鼓
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繫辭〉）管理者的最終目標並不是
把資源或利益收歸到自己身上，也不是把資源或利益集中到自己所歸屬的團體
中，而是將資源與利益投入公共的事業，擴大自己乃至團體對社會的正面影響，
也就是現代人所說的創造「社會效益」。
《中央警察大學 96 學年度第 1、2 梯次學生總隊實習幹部講習手冊．鑑往知
來──從古今案例談傑出人士具備的特質》舉出具人道關懷、人性尊重特質的史
懷哲、釋證嚴與比爾蓋茲來和實習幹部共勉（38 頁）
《99 年寒假隊職人員工作講
習．天下雜誌「生命教育」專刊導讀》也提到「人類是群體的動物，個人在追求
自我實現的過程中，絕對不可忽視他人或是團體的重要性……必須培養為團隊付
出的精神，因為公共精神的培養，對全人類來說不可或缺。」21學生總隊若能持
21

學生總隊（2010），99 年寒假隊職人員工作講習。台北縣：中央警察大學學生總隊。
70

通識教育課程革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續以人道關懷和社會公益做為學生生活管理與教育的最終目的，則本校所培育出
來的警界中堅將心繫國家，以追求「為天下利」
、
「以教天下」
（〈繫辭〉）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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