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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對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預測分析，
首先從有關文獻中探討「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與「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
之理論，並以之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建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並導出研究問題，
再以自編之「國民小學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與「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調
查問卷」實施問卷調查，蒐集相關資料。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對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具有顯著的預

測力，據此衡酌國內境況，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學校經營之參考：1、重視學校人
員素質，敏覺學校經營的混沌現象促進學校全面發展；2、重視教育事件的發展脈
絡，以提高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3、謹慎遴選具有理念的優秀校長，領導學校
同仁進行學校權力關係重建；4、細心體察學校經營敏銳度的內涵，積極關心校園
情境；5、強調學校經營之奇異吸子敏銳度，提昇教師的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 
6、留意學校行政決策的實質效益，促進組織重建的良質互動關係。 
 
關鍵詞：1.學校經營、2.混沌現象敏銳度、3. 組織權力關係重建 

The Study of Predictive Analysis for Chaos Sensibility of School 

Management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Organizational Power 

Relations in Taiwan Elementary School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prediction for chaos 
sensibility of school management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organizational 
power relations. 

It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Firs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of cognitive sensibility with regard to school managerial chaos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organizational power relations.  Second,to predict 
cognitive sensibility to the current management chaos and restructuring of  power 
relations.  Finally, the results are analyzed, deriving conclusions a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for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nd elementary school administrators will hopefully elevate 
local research standards. 
Key words：1.school management ,2. chaos sensibility, 3.restructuring of 

the organizational power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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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對組織權力關係

重建之預測研究 

 

壹、緒論 

近年來，由於社會變遷、政治解嚴及校園民主化的影響，我國中小學學校組

織也產生了實質的變革。其中最主要的變革，包括「教育基本法」的制定，讓家

長擁有了教育選擇權及參與權的法源；「國民教育法」的修定，促使校務會議法制

化及建立校長評鑑制度；「師資培育法」的公佈，衝擊著傳統師範教育制度；「教

師法」的公佈，賦予教師組織教師會的權力。凡此種種，都深深的影響傳統穩定

的學校組織，迫使學校組織必須重新思考其權力運作的方式，學校中的成員也必

須重新調整其角色責任；為了符應學校組織的變革，提升學校教育的整體效能，

學校組織權力運作有其需求性必須隨之調整以為因應，此乃本研究之緣起。  

「混沌理論」（chaos theory）的出現，提出了許多科學與研究發展的方向。 

例如，Gleick（1987）在「Chaos：Making a new science」一書中指出，許多數

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及化學家等等，都在找尋各種不規則間的共相，嘗試

以混沌理論開闢一條出路。近年來，國內外教育學者(Jones & Paterson，1992；

Blair，1993；Jones，1994；Holayter & Sheldon，1994；Gunter，1995；Hunter，

1996；Livingston Bridges & Wylie，1998；王彥文，民82；姜濤，民82；葉連

祺，民87；秦夢群，民88；姜靜繪，民89；徐振邦，民89；蔡文杰，民91；陳

木金，民92)亦對混沌理論提出許多看法，其內容包括教育行政、學校行政、學校

管理、課程設計、教育革新等，可見混沌理論的理念，對於教育範疇，當有可供

參考的價值。因此，如果學校組織能夠引用「混沌現象」的原理，作為推動有效

經營研究的理論基礎，合理進行「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對學校整體發展、課

程運作，甚至對社區、社會及整個國家的健全發展，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教育法令的大幅修正，學校教育改革的呼聲，對學校教育

產生重大的衝擊，其中最直接面對此一變革的就是學校中的所有人員，因為學校

已經不再是封閉獨立的系統，校長的行政領導與教師的教室教學型態，必然會受

到多方的監督與干擾，再加上資訊的快速流通，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相對的更為頻

繁，學校系統中的運作情形，也會有許多突發而無法事先預料的事情發生，這對

於一個開放式學校組織的運作，產生許多變數，也相對的提高了學校組織經營的

困難度。蔡文杰（民 91）指出：許多學校行政工作者，他們在處理行政事務都接

受一種隨機且不能說明的原型（typical form），寧願成為一種混亂，而不願探究

這些事件在原型背後的混沌系統，以致於無法產出高效率和高效能的行政工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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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products）。因此，在學校組織重建的系統中，如果每一位人員都能具備對於

學校中混沌現象的敏銳度，那麼學校組織重建的工作必然會有可能兼顧多方面的

考量，亦即如果能夠深入探討學校人員對於混沌現象的敏銳度，將可作為協助學

校組織進行權力關係重建，此為動機之一。 

雖然由於各項法令的頒布，對於學校組織中的權力主體與來源，具有清楚的

法源根據，對於學校組織中的權力關係，也具有較為明確的規範，對於學校組織

中的權力類型與運作，似乎擁有可依循的範疇，然而在新的權力圖像尚未完全確

立，舊的學校權力圖騰尚未完全消失之際，在新的校園生態中，勢必產生許多衝

突、對立或崩潰的狀況。因此，若能找出學校組織權力重建的分配模式與合理途

徑，必定可以為目前之學校領導者或學校行政工作者之學校經營提供有效的參

考，此為動機之二。 

 

貳、文獻探討 

一、學校組織混沌現象之內涵分析 

混沌理論（Chaos theory）或稱動態系統理論（dynamical systems theory）

起源於自然領域的學者對於大自然許多無可解釋與預期現象的一種詮釋，對於複

雜多變的宇宙事物，例如：細胞的生命現象、族群的興亡盛衰、星體的互行不

悖....，甚至於社會科學領域，例如：人群組織的形成、文化特質的延續、政權

統制的更迭....等，都是這一派學者所追求的主要課題，這些不同向度的系統，

都具有共同的特色，也就是他們在變化無常的演繹背後，呈現出某種無法理解的

不特定規律，而混沌理論的學者，就是試圖去了解與掌握這些存在於秩序、複雜

與混沌邊緣的活動原理。 

混沌理論（Chaos theory）是一種兼具質性思考與量化分析的方法，用以探

討動態系統中（如：人口移動、化學反應、氣象變化、社會行為等）無法用單一

的數據關係，而必須用整體、連續的數據關係才能加以解釋及預測之行為。具體

而言，混沌現象發生於易變動的物體或系統，該物體在行動之初極為單純，但經

過一定規則的連續變動之後，卻產生始料所未及的後果，也就是混沌狀態。但是

此種混沌狀態不同於一般雜亂無章的的混亂狀況，此一混沌現象經過長期及完整

分析之後，可以從中理出某種規則出來。混沌理論在教育方面已經有些許應用的

例子，由於教育的對象是人，人是隨時變動起伏的個體，而教育的過程依循一定

的準則，並歷經長期的互動，因此，相當符合混沌理論的架構。 

Blair（1993）指出：混沌理論奠基於物理學的量子力學研究，應用於教育經

營上，可以發現具有六項現象，分別為蝴蝶效應、動亂的起源、驅散結構、隨機

震撼、奇異吸引子、對稱和回饋機制。如果說，我們把教育措施看成是有生命現

象的有機體，而教育週期就是所有教育措施的整體特徵，對於傳統教育學所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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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的部分，我們透過「混沌理論」給予合理的驗證機會，這是民主自由教育改

革的必然現象。以下針對混沌理論的六個論述加以探討，分別為：1.非線性

（nonlinearity）2.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3.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4.複雜的形式（complex forms）5.遞迴對稱（recursive symmetries）

6.回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 

 

（一）、非線性（nonlinearity） 

「線性關係」是我們所熟悉的概念，將其數據描繪在平面圖形上是一直線，

是指小起因將造成一些小後果；而「非線性關係」則是與線性關係相對的概念，

認為不起眼的小原因可能引發巨大震撼性的結果。線性因果關係一般被視為常

態，混沌理論卻認為「非線性」才是自然和人文社會的常態，任何事物和現象間

常因交互糾葛，形成錯綜複雜的混沌狀態。學校中的一個不起眼的小原因可能引

發巨大震撼性的結果，因此混沌理論將系統的變動情形，看成是非線性、動態的

和暫時性的，提出線性關係的不周延以及事件變化的動態性，而永久平衡並不存

在。 

（二）、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 

藐小不起眼的事件或現象，在紛擾不可測的混沌中，可能會扮演具影響性的

關鍵角色。學校行政工作者應經常地分析主要問題不能被解決的初始衍生條件，

進而去解決問題，對時間、微小事件、暗示、線索保持相當程度的敏銳度，即時

去解決。旨在提醒組織成員保持對於週遭心理與物理環境的高度敏銳度，進而洞

燭機先，避免系統面臨崩潰的危機。Griffiths ,Hart & Blair (1991)認為這個

概念是混沌理論的中心主題，它「假設今天巴西有一隻蝴蝶展翅拍動，其對空氣

造成擾動，將可能觸發下個月美國德州的暴風雨。」只要在初始條件小小的差異，

就可能造成巨大的不同結果，藉以指出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在複雜的動力系

統裡，可能出現幾處不穩定的點，只要輕輕一推，就會翻越造成後果嚴重的臨界

點，若干微小的變化，都可能造成巨大的影響，牽一髮而動全身。 

（三）、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 

是指潛藏在事件內度的某些元素或某種力量，當其發展累積能量足夠的時

候，就會使整個模式環繞運轉；奇異吸子表示系統有一個或多個潛藏的規準或原

則，它會主導系統的演變，雖然幻變萬千，但仍在某特定範疇內，它具有穩定的

性質，可以被預測的，可視為影響系統運作的重要因素。奇異吸子表示系統有一

或多個潛藏的規準或原則，它會主導系統的演變，雖然幻變萬千，但仍在某特定

範疇內，它具有穩定的性質，可以被預測的，可視為影響系統運作的重要因素

Bobner，Newman & Wessinger（1989）將資料以量化圖示方式呈現，很容易發現

吸子存在的蹤跡。儘管事件或現象的演變極為混沌，然而經歷長久時間的變遷，

在詭譎多變的狀態中，仍可清晰見出不規則的變化，還是遵循某些特定的範圍或

形狀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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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複雜的形式（complex forms） 

學校中的一個不起眼的小原因可能引發巨大震撼性的結果，因此混沌理論將

系統的變動情形，看成是非線性、動態的和暫時性的，提出線性關係的不周延以

及事件變化的動態性，而永久平衡並不存在。古典幾何的形狀包括直線、平面、

圓、三角形和錐體，它們代表現實世界有力的抽象化，過去兩千年以來的幾何學

對不連續性、複雜性、不完整性，這些現象視若無睹。在古典的科學裡，目的物

通常被假定為可以量尺獨立選擇的測量他們，但是在這個假定的規則圖下，卻不

能測量出不規則形狀的複雜形式，譬如海岸線的長度。因為測量時，當測量工具

的量尺縮小，這形狀的測量就會產生「量的變化」，當我們把測量的結果視為理所

當然時，則產生了「質的變化」（陳木金，民85）。 

（五）、遞迴對稱（recursive symmetries） 

學校組織中的系統，有時會趨向於穩定狀態，暫時不再改變；其軌跡沿著迴

路不斷的打圈圈，暗示系統已陷入週期性地重覆運作的方式。我們可以利用函數

疊代的推演過程，找出模組週期性的函數關係，進而瞭解組織的穩定程度。

Griffiths, Hart & Blair（1991）指出：「遞迴對稱」是混沌理論的重要概念，

所有的學校工作者必須了解更多關於遞迴對稱的主題，因為在單純的模式中，當

我們要追蹤個體的數量隨時間變化的時候，只需要找到事情的起點，然後不斷地

運用函數關係去獲取數據得到結果。 

（六）、回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 

混沌理論認為組織系統本身具有回饋機制，能將系統的輸出，再回饋轉為輸

入，如此迭代形成回饋圈，引發系統產生自我組織和轉變，使之逐漸變成穩定狀

態。在檢視組織發展過程中的輸出項與輸入項之間的運作狀況，亦即瞭解回饋圈

形成的因素與狀態。陳木金（民88）指出：在混沌系統循環的回饋機制，使得輸

出項（output）回饋返回到系統裡如同輸入項（input）一樣，例如，在一個學區

裡，學生的學習成就（output）、學習結果，最後仍是會回饋到學區（input）的

各項成就之中。在學校行政管理上形成一套循環的系統，組成一種不斷求進步發

展的動力系統，相信必能使學校系統產生高的效率和高的效能。 

歸納分析國內外學者對於混沌理論的闡釋之後，針對六個論述加以深入探

討；其中「非線性」旨在提出線性關係的不周延以及事件變化的動態性；「蝴蝶效

應」旨在提醒組織成員保持對於週遭心理與物理環境的高度敏銳度，進而洞燭機

先，避免系統面臨崩潰的危機；「奇異吸子」是指潛藏在事件內度的某些元素或某

種力量，當其發展累積能量足夠的時候，就會使整個模式環繞運轉；「複雜的形式」

主要在反映出事件的不規則性以及糾結的複雜性；「遞迴對稱」利用函數疊代的推

演過程，找出模組週期性的函數關係，進而瞭解組織的穩定程度；「回饋機制」在

檢視組織發展過程中的輸出項與輸入項之間的運作狀況，瞭解回饋圈形成的因素

與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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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組織權力重建之內涵分析 

學校領導者的權力，主要來自對於教育資源的掌握程度，當教育資源的來源

發生改變時，權力結構即產生重組。在資源分配方式尚未急速改變時代，領導者

藉由「合法的程序」取得權力，掌控組織的一切，包括基本權力的來源，如知識、

技術與土地。當領導者擁有重要的因素維持組織生存，其領導的地位不受挑戰，

權力結構也就非常穩定。然而，當學校組織成員擁有資源分配因素時，單是憑藉

傳統規則取得「合法性權力」的領導者，組織成員將質疑領導者的貢獻，使領導

地位產生「合法化的危機」，導致權力結構的鬆動與瓦解。當知識或技術在教育資

源分配過程中成為重要因素時，知識的普及，成為權力重組過程的關鍵因素。知

識的爆炸及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更加速權力解構及重組的進行。  

權力持有者所擁有的資源，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成為影響別人的主要工具，學

者對於組織權力結構的來源，大都以 French & Raven在 1959年所提出的五個架

構為基礎，分別為法職權、強制權、獎賞權、專家權、參照權。到了1975年Raven 

& Kruglanski除了延續以上的五種權力之外，又提出資訊權（information power）

成為第六個權力來源，而到了 1979年 Hersey又加上第七種的權力－－關聯權

（connection power）。以下茲從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運作主體、互動方式和

運作結構來分析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內涵： 

（一）、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運作主體 

根據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置校長一人，綜

理校務⋯⋯⋯」，高級中學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亦規定：「高級中學置校長一人，專

任，綜理校務」，職業學校法第十條規定：「職業學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可

知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的學校校長必須「綜理校務」，仍為學校辦學績效的主要權力

主體。 

李玉惠（民89）指出：校園裡成員所擁有的權力，除一般人所擁有的法令規

定的個人權力外，尚分別包括：  

1學生：擁有學習權及受教權。所謂教育權，包括機會平等、需要滿足權、救濟

權、學習權、學習環境權、選擇權。 

2教師：擁有的權力包括教師的法職權、專業自主權、決策參與權、進修；對學

生之輔導管教權、獎賞權；分享人事權和考核權；以及個人可擁有的專家權、參

照權。 

3家長：校務決策與教學活動之參與權、教育選擇權，而新修定的國民教育法，

不但促使校務會議法制化，也確定了校園裡參與式決策的民主模式，也明文規定

保障家長擁有參與遴選校長的權力。 

4校長：作為學校法定負責人，在傳統科層體制中視學校的最高領導管理者，秉

承上級指示、依據教育法令及理想，領導全校師生共同努力實現教育目標。除擁

有其正式職務的法職權、強制權和獎賞權之外，必須擁有專家權、參照權和學校

 6



陳木金、蔡文杰(2004)：國民小學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對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預測研究。教育
與心理研究，27(3)，483-505。 

本位管理的自主權，才能完成國民教育法所規定的「綜理校務」的職責。 

此外，在教師法實施之後，教師本身可以籌組學校教師會，教師會也可以依

法派出代表參與學校各校事務的討論與決策，而教師法第二十七條對於教師組織

的基本任務也做了明確的規定，同法的第十六條第六項規定，教師對於學生之教

學與輔導，依法令及學校章則享有專業自主權，再依照國民教育法第九條所規定

校務會議中，由教師全體或代表參加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相關的法令之修訂，賦

予教師更多的權力，也奠定了教師成為學校權力主體的基礎。 

再者，教師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及

家長代表一人」賦予了家長參與教師聘任的重大權力，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

規定，校長遴選委員會應有家長會代表參與，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一。教育基本

法的通過，更賦予家長教育選擇權與參與權，由於相關法令的修正，使家長逐漸

成為學校重要權力的主體。 

最後，學生是學習權的主體，其權力受到法律的保障，教育基本法第八條規

定：「學生之學習權及受教育權，國家應予保障。」同法第十五條也規定：「⋯學

生學習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提供當

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道。」可見學生的學習權與受教育的權力

受到法律上明文規範加以保障，因此學生為學校組織權力的主體之一。 

Odden & Wohlstetter（1995）指出南加州大學的研究者發現：學校本位管理

可以使學校最有效地組織自己並調整校本課程和行政命令。學校董事會藉由對於

預算、人員和課程的掌控權來影響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有效能的本位管理

學校具有下列特徵：分散權力、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快速流通資訊、選擇正確的

校長、有明確的學校目標和獎勵達成目標的成員。 

Bailey（1991）認為現代的組織理論不鼓勵以一種傳統模式經營學校或者控

制典型學校系統，而強調授權是改進教育時的必要變化，授權教師是學校組織管

理時分散風險的好方法，教育系統需要調整以應對組織的變革，去中心化的呼聲

就像因應而生。重整意味著學校系統的去中心化，採用新思維和隨社會經濟變更

的運動，藉此落實參與式的決策模式。 

根據上述內容，研究者將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運作主體之內涵

層面，依照學校的組織特性，歸納如下： 

1、教師：依照教師法第十六條，賦予學校教師所享有的權利。 

2、行政：科層體制中領導學校實現教育目標的成員組合。 

3、家長：依照教育基本法第八條，家長具有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 

4、學生：學生之學習權與受教育權，國家應給予保障。 

5、社區：在時代的潮流中，社區意識與學校經營息息相關。 

（二）、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互動方式 

Foucault（1980）認為，權力是一種無所不存在於社會結構的「關係」，例如

家庭、學校、工廠之多樣態的權力關係，權力在社會情境之無數個點上運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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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權力關係都有他獨特關係型態，例如，經濟生產過程、知識的傳播、兩性

關係等；每一個團體都是「微觀權力」（micro-power）的運作機構，而社會則是

所有微觀權力的綜合體。 

Pfeffer（1981）在探討權力運用的條件時，以「條件模式」來說明組織內部

間的權力運用，認為組織權力運作的基本原因是組織內部的衝突，而之所以造成

衝突的原因，乃在於專業分工造成組織內部的相互依存的關係，而專業分工與複

雜的環境因素，會使得組織成員對組織目標與技術理念的看法產生衝突，而在資

源稀少的情形下，衝突便會加劇，以致於使領導者有權力的運用產生。然而，在

正式的組織當中，組織所隱含的理性層面會克制衝突的升高，也就是會考慮事件

的嚴重程度與權力的分配態勢，組織成員會審慎評估此二因素，運用各種方法改

變均勢，造成對自己有利的局面，並化解衝突。 

Yukl（1994）曾經提出五個權力運作的策略，包括： 

1.理性說服：運用邏輯敘述和事實證據說服對方，達到想要目標。 

2.交換條件：運用明確或不明確的建議、要求、承諾酬賞對方以達目的。 

3.合法要求：依據角色權威、法令規定、政策與運作要求工作的完成。 

4.施加壓力：持續要求、隱含或明確的威脅，暗示未達目標的後果。 

5.個人吸引：運用迎合討好或個人魅力和交情作為命令與要求的基礎。 

此外，Yukl也提出領導者權力與影響行為的結果的看法，認為領導者要具有

影響力，就必須考慮權力的來源，並依據這些來源考量本身所能運用的權力基礎，

以採取適當的權力互動來完成組織的工作與任務。 

Herman & Stephens（1987）的研究指出為了創造更好的組織成員素質和恢復

對學生指導的成效，學校的顧問可以幫助這個學校，使行政組織重新組織，進行

有效能的行政作為。學校組織中的問題可以確定為不平均的工作量、優先順序的

錯置、沒有效率和錯誤的權力行使。而在研究最後可以讓學校顧問來重建成員結

構和改善對學生的服務品質。 

根據上述內容，研究者將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互動方式之內涵

層面，依照學校的組織特性，歸納如下： 

1、多元參與：在多文化的時代中，學校組織的權力應該是分享的。 

2、協商談判：學校中的成員都應該平等的表達自己的意見。 

3、整合歧見：分歧的意見，必須經過溝通、協調、作決定的歷程。 

4、民主參與：在自主管理的訴求中，任何人都必須擁有相同的參與機會。 

5、鼓舞激勵：激勵與歡呼是組織成員繼續為組織目標努力的最大動能。 

（三）、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運作結構 

黃嘉雄（民88）指出：不同國家對於學校管理的權力結構類型應有所不同的

設計，大體上而言，可區分為四種類型：包括1.專業主義型：以學校的校長、教

師等專業人員，作為學校層級的權力核心；2.消費主義型：以學校的消費者，即

家長作為權力結構的支配力量；3.均衡主義型：有些學校的權力組織，採均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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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分配原則，盡量力求各類群體均能有相當比例的代表參與權力結構，而且

希望不要讓其中任一類代表的席次足以左右學校的方向；4.約定型：近年來，美

國許多州立法推動信託學校（chartering school 又譯為特許學校、契辦學校）

制度，讓教師和家長們可以向州政府或學區申請辦理其所信奉的教育理念之學

校，此種信託學校，係高度自主管理的學校，為自主管理的範圍和作決定的權力

結構類型，視合同的規範而定。專業主義型主張學校教育事物具高度專業性，故

學校決策最終應由專業人員決定。消費主義型則認為市場力量和消費者的意見，

才是提升學校教育品質的最後憑藉。均衡主義型則以為學校專業人員、教育行政

機關、社區及消費者的決定權力，形成一種均衡狀態、相互制衡，較能保證決定

的合理性。 

根據許藤繼（民89）的研究指出：「金字塔權力結構部分解構，但是新的權

力結構尚未成形。」國民教育法第九條規定校長綜理校務並由遴選任用，一方面

維持過去校長模糊的首長制，但另一方面已改變了校長的職位權力的來源，不是

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派任賦予，而是由遴選委員會共同賦予的，而遴選委員會之

委員是由行政機關、教師及家長代表等所組成，因此，傳統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

已有鬆動。校長一部份職權來源是學校組織中的家長或教師，因此校長的權力受

到制衡，校長不再是承接行政機關的命令，也不再成為學校最大權力的擁有者。

可見傳統以校長為最高權力的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已經有所鬆動。截至目前為

止，學校組織權力結構尚處於過度混亂階段，未來應是對學校性質與目標的確立，

積極建構適當的權力結構，以利學校組織之有效運作。 

而教育基本法第八條規定：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利義務，應以

法律定之，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學生之學習權及受教育權，國家應予保障。

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

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學校應在各級政府依法監

督下，配合社區發展需要，提供良好學習環境。 

根據上述內容，研究者將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運作結構之內涵

層面，依照學校的組織特性，歸納如下：  

1、教評會：學校教師的甄選、介聘、遷調之評選，有賴教評會的組織。 

2、校務會議：國民教育法第十條賦予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的法源。 

3、行政會議：學校中為了順遂行政運作，通常都會定期舉開行政聯繫會議。 

4、成績考核委員會：針對學校組織中成員的考核所組成的委員會。 

5、學年會議：大型學校中，學年間的工作聯繫或意見反應的管道。 

6、教師會：教師專業自主意識的抬頭，給予組織教師會的法源依據。 

7、家長會：家長會具有學校與家長密切聯繫，共謀學校教育發展之功能。 

 

綜合上述所論，國民小學學校組織中的各種權力關係重建、重組及再造，主

要在達成組織的目標，進而提升學校組織的效能與競爭力。本研究所稱的學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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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權力關係重建的內涵現況係指「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狀況調查問卷」

所得的分數，做為判斷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樣態的依據，受測人員在調查問卷

中的得分愈高，代表該組織在進行權力關係重建的能力愈強。問卷內容包括運作

主體、互動方式及運作結構三個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內涵層面，分別為：  

（一）、運作主體 

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運作的主體是指國民小學學校組織中行使權力的

單位或個人。在調查問卷第一個向度中，得分越高，代表組織的單位或個人

在進行權力關係重建的情形越好。 

（二）、互動方式 

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互動的方式是指國民小學學校組織中各相關單位

之間的權力對待。在調查問卷第二個向度中，得分越高，代表組織權力關係

重建時，相關單位之間的權力對待關係越好。 

（三）、運作結構 

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行使的結構是指國民小學學校組織中權力的構成

的鬆緊狀況。在調查問卷第三個向度中，得分越高，代表組織權力關係重建

時，行使權力的單位之間結構越好。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學校現場訪談與座談諮詢及問卷調查等方法，來對研

究主題進行探究。本研究架構以Cutright(1996)、Gleick(1987)、Griffths, Hart 

& Blair, (1991)、Hayles(1990)、Pfeffer(1981)、Yukl(1994)、蔡文杰（民91）

及陳木金（民 92）之研究觀點為主要依據；首先經由文獻探討，歸納分析國內外

有關「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與「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研究向度，並

依據我國現行學校組織體制，擬定訪談諮詢大綱，進行學校現場訪談，編製問卷

進行預試問卷施測，分析其信效度。在「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預試問卷」中之

Cronbachα係數達.9397，在「國民小學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調查問卷」中之

Cronbachα係數達.9750，可以發現兩份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其次，本研究以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地區公立國民小學為抽樣

對象範圍，採多階段抽樣 (multistage sampling)。第一、二階段採分層隨機抽

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首先以「區域」作為第一個分層的標準，其

次再依「學校規模大小」為第二個分層的標準，隨機抽取若干所學校為樣本學校；

第三階段再以簡單隨機抽樣 (simple random sampling) 方式抽樣，共計抽取台

北縣三十一所、台北市二十三所、桃園縣二十六所、基隆市六所學校 860位教師

進行問卷調查，做為研究的樣本，並進行整理以了解國民小學中「學校經營混沌

現象敏銳度」對於「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影響。 

本研究問卷計抽取樣本860人，問卷回收648份，剔除收回樣本資料填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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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者，合計有效樣本為630份，回收率為75.35﹪，可用率為73.26﹪。回收問卷

後，先篩選出無效問卷，再進行編碼、登錄輸入電腦等作業，並以描述性統計先

進行資料校正，確定資料無誤後，即依研究需要以變異數分析及迴歸分析，探討

本研究之問題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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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動的方式 

1.運作的主體 學
校
組
織
權
力
關
係
重
建

6.回饋機制敏銳度 

5.遞迴對稱敏銳度 

4.複雜的形式敏銳度 

3.奇異吸子敏銳度 

2.蝴蝶效應敏銳度 

1.非線性敏銳度 
學
校
經
營
混
沌
現
象
敏
銳
度

圖1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對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預測分析研究架構圖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校經營混沌知覺敏銳度對於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預測

分析，首先瞭解知覺不同程度之學校經營敏銳度在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差異

情形，並探究國民小學學校經營知覺敏銳度對權力關係重建之預測情形。 

 

一、知覺不同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程度之教師在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上的差異 

根據本研究結果（如表1所示），在教師知覺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之低、

中、高分組中，發現其在「整體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及各向度「運作主體」、

「互動方式」、「運作結構」方面，均是高分組教師的得分平均數高於低分組及中

分組教師；而中分組教師的得分平均數高於低分組教師。由此可知，學校教師知

覺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的得分在「非線性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奇

異吸子敏銳度」、「複雜形式敏銳度」、「遞迴對稱敏銳度」、「回饋機制敏銳度」愈

高，在整體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及其各向度上的得分也愈高。 

Holayter & Sheldon（1994）認為學校領導者可以運用混沌的新觀念來應對

外界複雜、糾結的變化，領導者在混亂、非線性的環境中，過度的強迫掌控混亂

 11



陳木金、蔡文杰(2004)：國民小學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對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預測研究。教育
與心理研究，27(3)，483-505。 

的全局，將使問題更加惡化；為了要構築一個具有安全的情境，必須在不可預測

的時序中，找到具有可預測的規律，來化解學校不必要的危機，與本研究的結果

相近。 

 

表1 不同程度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在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差異情形摘要表 

差異情形 整體權力 
關係重建 

向度一 
運作主體 

向度二 
互動方式 

向度三 
運作結構 

整體學校 
經營敏銳度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向度一 
非線性 
敏銳度 

高＞中 
高＞低 
 

高＞低 高＞中 
高＞低 

高＞中 
高＞低 

向度二 
蝴蝶效應 
敏銳度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向度三 
奇異吸子 
敏銳度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向度四 
複雜形式 
敏銳度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向度五 
遞迴對稱 
敏銳度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向度六 
回饋機制 
敏銳度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二、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對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預測情形 

Livingston; Bridges & Wylie（1998）研究兩個體制外學校，並運用混沌理

論的隱喻描繪他們之間的共通性和差異性，以便了解不同的學校的經營模式。結

果發現學校系統是一種動態型態的存在，單一學校個體的變化無法預言結果會是

如何，必須將所有學生的學習當作一個系統來看待。而在本研究結果中，亦發現

學校中某些行為模式一再的發生，為了確保所有孩子們都能夠學習以及學校負起

教育的責任，組織中的每個人都與這個學校期待相連接。本研究在探討學校經營

混沌現象敏銳度各向度中，何者對於整體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及其各向度較具有預

測作用，茲將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各向度對於整體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預測作

用 

本研究分別以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各向度當作預測變項，整體學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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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關係重建當作效標變項，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在六個預測變項中，

以「奇異吸子敏銳度」、「複雜形式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非線性敏銳度」

及「回饋機制敏銳度」五項之聯合預測力最佳。其中，尤以奇異吸子敏銳度最具

有預測力，其次分別為複雜形式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非線性敏銳度及回饋

機制敏銳度五項，亦即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於對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具有

正向的預測作用。 

表3 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各向度預測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係
數R 

決定係數R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R2 

增加解釋量 
F值 

奇異吸子敏銳度 .714 .509 ─ 651.916＊＊＊ 
複雜形式敏銳度 .739 .547 .038 378.259＊＊＊ 
蝴蝶效應敏銳度 .749 .561 .014 266.602＊＊＊ 

非線性敏銳度 .753 .566 .005 204.057＊＊＊ 

回饋機制敏銳度 .755 .570 .004 165.688＊＊＊ 
＊＊＊
p＜.001  

 

（二）、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各向度對於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各向度的預測

作用 

在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的六個預測變項中，對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

「運作主體」的預測情形，以「奇異吸子敏銳度」、「回饋機制敏銳度」、「複雜形

式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及「非線性敏銳度」五項之聯合預測力最佳。其

中，尤以奇異吸子敏銳度最具有預測力，其次分別為回饋機制敏銳度、複雜形式

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及非線性敏銳度。 

表4 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各向度預測運作主體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係
數R 

決定係數R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R2 

增加解釋量 
F值 

奇異吸子敏銳度 .604 .365 ─ 360.632＊＊＊ 
回饋機制敏銳度 .637 .406 .041 213.855＊＊＊ 
複雜形式敏銳度 .642 .412 .005 146.477＊＊＊ 

非線性敏銳度 .647 .419 .007 112.458＊＊＊ 

蝴蝶效應敏銳度 .651 .424 .005 91.787＊＊＊ 
＊＊＊p＜.001 

此外，對於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互動方式」的預測情形，以「奇異吸

子敏銳度」、「非線性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及「複雜形式敏銳度」四項之

聯合預測力最佳，其中奇異吸子敏銳度最具有預測力，是互動方式的重要關鍵因

素，其次分別為非線性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及複雜形式敏銳度。 

再者，對於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運作結構」的預測情形，以「複雜形

式敏銳度」、「奇異吸子敏銳度」與「蝴蝶效應敏銳度」三項之聯合預測力最佳，

其中以複雜形式敏銳度的預測力最佳，可見在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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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複雜形式敏銳度是運作結構的重要關鍵因素，其次分別為奇異吸子敏銳度、

蝴蝶效應敏銳度。 

表5 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各向度預測互動方式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係
數R 

決定係數R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R2 

增加解釋量 
F值 

奇異吸子敏銳度 .584 .341 ─ 325.399＊＊＊ 
非線性敏銳度 .625 .391 .050 201.414＊＊＊ 
蝴蝶效應敏銳度 .643 .414 .025 147.365＊＊＊ 

複雜形式敏銳度 .654 .428 .014 116.714＊＊＊ 

＊＊＊p＜.001 

表6 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各向度預測運作結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預測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係
數R 

決定係數R2 

累積解釋量 
決定係數R2 

增加解釋量 
F值 

複雜形式敏銳度 .644 .414 ─ 444.213＊＊＊ 
奇異吸子敏銳度 .677 .459 .045 265.570＊＊＊ 
蝴蝶效應敏銳度 .680 .462 .003 179.526

＊＊＊
 

＊＊＊p＜.001 

在進行了多元迴歸分析之後，從研究結果及討論顯示，學校組織中如欲促進

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運作主體順利進行，應該多敏覺「奇異吸子敏銳度」、「回

饋機制敏銳度」、「複雜形式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及「非線性敏銳度」的

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如欲加強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互動方式，應多採

取「奇異吸子敏銳度」、「非線性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及「複雜形式敏銳

度」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度；如欲強化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運作結構，則應多

採取「複雜形式敏銳度」、「奇異吸子敏銳度」與「蝴蝶效應敏銳度」的學校經營

混沌現象敏銳度；在重視個別不同的學校經營敏銳度之後，可提高學校組織效能

與權力關係重建的順利運作。 

Jones（1994）指出：在新興的混沌論述中，未來的管理者必須要有快速反應

的視野，由於隨機事件的不可控制性，常導致事件問題無法收拾，因此，強而有

力的敏銳觀察力是身為一位領導者所必須擁有的能力。Gunter（1995）研究侏儸

紀管理方式失敗的癥結在於洞察力、一致價值觀、主動創造力和發展計劃，學校

組織最後的生存取決於教育經營者的接受力而不是控制未來的能力。由此可知，

實用的混沌理論可以幫助學校進行自我管理，逃避災難，並且改善經營策略。 

 

伍、結論與建議 

學校組織中的結構型態，一如混沌學者研究所呈現的結果，真正活性的組織，

是一種動態變化的有序，它會不斷地在時間與空間中呈現有規律的週期變化。在

不斷與外界環境所進行的物質與能量的交換中，學校的變革方向與領導的策略，

也在不斷的尋求動態非均衡的平穩發展，在學校組織重建的系統中，如果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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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人員都能具備對於學校中混沌現象的敏銳度，那麼學校組織重建的工作

必然會有可能兼顧多方面的考量，亦即，如果能夠深入探討學校人員對於混沌現

象的敏銳度，將可作為協助學校組織進行權力結構重建。 

研究除蒐集、閱讀、整理、歸納有關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理論與相關研

究，亦對混沌理論相關主題進行探究，據以形成結論，提出建議，提供教育行政

機關、國民小學學校行政團隊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結論 

近年來，對於複雜教育問題的研究，正如涓涓細流而逐漸匯集成為濤濤江河，

教育範疇的研究，也在短時間內擴充成為鉅大的領域。Hunter（1996）描述組織

領導者試圖運用混沌理論來發現教育管理的規則。當領導管理模型轉變的時候，

理論缺乏科學數據和經驗性的支持，因為領導者不能證實理論是否適用在大規模

的社會行為上，此時提供了混沌理論一個作為理論建構的使用空間。根據許多學

者的研究探討，混沌理論強調雜亂現象內部所潛藏的規律與秩序結構，研究者認

為混沌理論可以增進學校組織關係的重建的論點如下： 

 

（一）、從混沌理論知覺敏銳度的觀點可以有效增進學校組織關係的重建 

過去十多年，在自然科學發展所產生的混沌理論思考方法，已經傳延到教育

領域，這套理性選擇的犀利方法理論，促進了社會科學的發展，也使教育問題產

生許多弔詭，對於問題探討的角度與層面，可以具有較為清晰的途徑，進行反省

思考的機會。對於組織權力關係的變化，身為學校組織的領導者，必須要先鼓勵

小部份的學校行政人員或有意跟隨改革步伐的教師，勇於接受挑戰現況，從小部

份的改革開始著手，締造小成功累積成為整體的成功來完成組織的變革；如果能

夠在學校中營造出一股變革的氣氛，進而由這種積極的力量開啟組織關係重建的

序幕，如此由一個點擴充為線以至全面，將有利於組織順利轉型或革新。 

（二）、從微細教育問題可以窺見統觀的視野有效掌控權力重建的初始條件 

在台灣北部所衍生的教育問題，在短期內就會成為南部的另一種形式的教育

問題，即令在窮鄉闢野的地區所發生的學童事件，都有可能在第二天透過各種傳

訊管道，影響全國的學童。因此，身為學校教育工作者，應該對於不同時間、不

同地點微小的事件、線索及各種暗示，保持高度的敏覺性，適時處理微小的事件，

避免讓它發展成為難以解決的大問題，這種掌控初始條件的概念，正是混沌理論

中「蝴蝶效應」的應用。 

（三）、重視溝通協調的技巧可以減少學校組織進行權力重建的衝突 

Jones & Paterson（1992）曾針對系統組織提供研究結果，幫助學校管理人

發展一個危機回應系統的建議工具，這些策略包括協助領導人建立心理準備，以

便對各種危機舉凡自殺行為、自然災禍、殺人事件、滋事鬧場等有所回應。他建

議學校組織在平常必須制定一個危機管理計畫，也要成立危機回應小組，當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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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臨的時候，組織的危機檢查機制必須啟動，組織成員會議要處於有效危機回應

的狀態，在本文中也根據主題參考列表，提供對於組織團體默契支援服務的一個

有效架構。 

學校系統裡表現出來的驅散結構系統是一種非線性模式，正由於這種機制的

結構耗散性質，在教育行政單位中，特別重視協調溝通的技巧，不管是溝通的方

法、時間、管道、對象都必須環環相扣，使組織間凝聚強烈的向心力，才能使行

政順利的運作。在遞迴對稱敏銳度中，學校組織的領導者必須重視各種正反回饋

力量所產生的效應，並注意評估這些力量存在於系統中的連鎖影響，並盡全力傾

聽來自組織最基層的聲音，使每一個成員都能成為改革的擁護者與內部穩定的捍

衛者，當領導者扮演著舊秩序更改的緩衝角色時，組織的改革衝突必然會降低與

減少。 

（四）、檢視行政運作機制可以作為改變權力關係的參考 

在混沌理論的要點中，回饋機制是系統中重要的向度之一，其主要目的乃在

於要將輸出項（output）返回到整個系統中的起點，使其成為另一項輸入項

（input ）；而在教育制度上，不管是行政作為或是學習行為，都充分的運用這一

個功能；例如，在學校行政權力關係的行使上，通常都會形成一套循環系統，組

成一個進步的動力發展系統，使行政作為形成高效率、高效能的產出。 

（五）、充分掌控隨機龐雜的震憾能夠防止組織權力關係重建的動盪 

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教育系統既然是一個驅散結構力量強固的組織，任何

的事件都有可能引發許多連鎖反應，從許多的學校事件中，我們不難發現：存在

於混沌系統中，似乎有許多的規則與秩序。許多的組織會存在著內部的不穩定性，

組織中的事件將會影響到組織發展的不協調性，學校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組織系

統，各種的隨機波動與不確定性，都會使學校組織處於一個非常危急的狀態，因

此，領導者必須了解並承認這種隨機所產生的震撼效果，唯有對於事件可能產生

隨機波動的因素，加以充分解析與掌控，才能深入了解組織習性，把握先機，防

止組織產生動盪不安的亂象。 

（六）、不同程度之學校經營知覺敏銳度在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上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不同程度的學校經營混沌知覺敏銳度在整體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

建及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各向度上，均有顯著差異。顯見，教師知覺學校經營

知覺敏銳度的得分愈高，其在整體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及其各向度上的得分也

愈高，合宜的進行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是學校行政部門的重要課題之一。而根

據Livingston; Bridges & Wylie（1998）的研究也發現，學校人員對於現場現象

的知覺能夠激發學校組織權力重建，因此，學校行政人員應該妥善運用學校經營

知覺敏銳度的策略，藉以提高學校組織權力關係的重建，使學校權力穩定行使，

增進組織效能。 

（七）、運用學校經營知覺敏銳度，能夠提高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學校經營知覺敏銳度及各向度，與學校組織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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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及各向度間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亦即，教師知覺學校經營敏銳度之非線性

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奇異吸子敏銳度、複雜形式敏銳度、遞迴對稱敏銳度、

回饋機制敏銳度愈高，則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運作主體、互動方式、運作結

構亦愈高。因此，學校行政人員若能運用學校經營知覺敏銳度策略，提醒所有同

仁敏覺教育政策的推出後學校的變化，鼓勵老師了解學期開始時學校整體計劃、

凝聚同仁向心力、對於突發狀況的適當處理以及進行學校各項計劃檢核及修正的

行政工作的作為，必可提昇教師參與各項學校事務的意願，進而尋求合理的學校

組織權力關係重建。 

（八）、學校經營知覺敏銳度對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具有預測作用 

本研究在探討學校經營知覺敏銳度各向度對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是否具有

預測力，結果發現在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整體與三個向度中，以奇異吸子敏銳

度、複雜形式稱敏銳度及蝴蝶效應敏銳度三者聯合預測力最佳，尤以奇異吸子敏

銳度最具預測力，亦即學校經營知覺敏銳度對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具有正向的

預測作用，係對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因此，為提高教師

的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校長在學校經營知覺敏銳度的行為中，應提高對於奇

異吸子敏銳度、複雜形式稱敏銳度及蝴蝶效應敏銳度三種學校混沌現象的敏銳度。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文獻分析、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提供

教育行政機關、國民小學學校行政團隊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重視學校人員敏覺學校經營的混沌現象促進學校全面發展 

根據本研究發現，教師知覺不同程度之學校經營敏銳度，對於學校組織權力

關係重建具有顯著的差異，因此學校人員若能瞭解、體會學校經營敏銳度之內涵

（非線性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奇異吸子敏銳度、複雜形式敏銳度、遞迴對

稱敏銳度、回饋機制敏銳度），以及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之內涵（運作主體、互

動方式、運作結構），進而強化學校經營敏銳度及專業發展的知能，必能提昇學校

的行政領導效能。因此教育行政機關宜督導師資培育機構及在職進修課程中，闡

釋學校經營敏銳度的內涵、功能、進行經驗分享，藉此擴展學校人員的學校經營

敏銳度的能力，提昇學校權力決策的效能，進而提高教師之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

建，促進學校整體全面的發展。 

（二）、重視教育事件的發展脈絡，以提高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 

根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發現，蒐集足夠的教育事件的發展脈絡，依照時間序列

的方式，加以分析、評判、建立、保存及整合，對於重要教育行政決策具有重大

的參考價值；在許多的行政領導行為中，混論理論的回饋機制與遞迴對稱敏銳度，

都能激發教師對於學校組織權力關係的重建，因此當一項重大的教育政策推出的

時候，有關教育行政單位應該同時進行該政策所引發效應的整體評估，依據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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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整合非教育領域的相關資訊，回饋到輸入的起點條件，並且保持彈性的修

正空間，如此使用時間序列資料來分析教育事件，對於政策之推動能夠兼顧理論

與實際，貼近現場實務人員的情境，較能有效達成教育政策之目標。 

（三）、謹慎遴選具有理念的優秀校長，領導學校同仁進行學校權力關係重建 

一位具有正確教育理念及教育熱忱的校長，能夠建構合理適切的教育場域，

讓教師在優質的教學環境中，帶領學生在有利學習的時空環境下，得到自我潛能

最大的開展機會，因此校長對學校發展、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根據文獻探討及本研究發現，校長的領導態度，對於學校同仁的教育態度具有指

標性的影響作用，也是影響學校權力關係對待的重要人物。近年來，由於社會、

政治及教育環境的變遷，國民小學校長之遴選方式也趨向於多元化，因此，有關

單位，應該訂定更符合校長專業需求的校長遴選辦法，遴選出具有理念的優秀校

長來領導學校教師，以營造合乎時宜的校園權力關係生態，促進學校整體發展。 

（四）、細心體察學校經營敏銳度的內涵，積極關心校園情境 

根據本研究發現，學校經營敏銳度對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具有顯著的影響

力，亦即教師知覺學校經營敏銳度的問卷得分愈高，其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愈

高，在運作主體、互動方式、運作結構的得分亦愈高。換言之，學校行政人員應

從校園情境中，體察如何運用非線性敏銳度、蝴蝶效應敏銳度、奇異吸子敏銳度、

複雜形式敏銳度、遞迴對稱敏銳度及回饋機制敏銳度的學校經營敏銳度，並融合

校園文化及學校組織特性，以提昇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 

（五）、留意學校行政決策的實質效益，促進組織重建的良質互動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中，以「互動方式」的得分最

低，亦即教師認為學校各項會議內容之實質效益、學校的行政人員處理校務與處

事的態度、工作的分配、校長對於教師間衝突爭執的排解等方面的表現不理想，

而其中又以學校各種會議內容的得分平均數最低，僅達3.37分，相當於百分制56

分，可見教師普遍認為目前學校組織中的會議過於僵化、流於形式，沒有實質效

益；因此，學校行政人員在規劃各項會議時，必須瞭解教師的需求與心聲，用心

經營學校人際關係的互動。 

（六）、強調學校經營之奇異吸子敏銳度，提昇教師的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 

根據本研究發現，以學校經營敏銳度各向度為預測變項對教師整體學校組織

權力關係重建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其中以「奇異吸子敏銳度」向度的預測力

最佳。顯見，校長如欲激勵教師之學校組織權力關係重建，必須強調學校經營之

奇異吸子敏銳度，根據親師生的需求，掌握各種有利的機會，接受同仁對於校務

的意見，喚起教師之教育熱忱，並以多元的方式，進行學校環境的規劃，建立屬

於全校的榮譽制度，營造和諧的校園氣氛，並運用各種方式與教師討論教育信念，

來推動學校特色吸引師生向心力，以激發全體教師的教育責任使命感，共同為組

織目標與共識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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