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Hill (2000)在英國國立學校領導學院(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簡稱 NCSL)所提出一份報告中說到：在二十世紀的最後

二十五年，對學生學習績效責任的重視以及有效能學校(effective 

school)研究中發現，校長在作為學校領導者的責任上更顯得沉重；而

Fullan (1991)也指出：「過去的十年來，校長的角色已經戲劇性地更為

複雜、超負荷以及含糊不清了」；近年來，隨著社會的變遷、校園民

主化的影響，我國國中小學的學校生態也產生了實質上的變化，這迫

使了校長對其角色責任的重新調整，以因應教育潮流的趨勢變革。 

學校本身是一個動態的社會系統，而學校經營則是校長依據學校

行政的原理原則，運用有效的科學方法，對於學校內的人、事、物等

業務，作最妥善而適當的處理，促進教育進步達成教育目標的歷程；

陳木金(2005)指出在中小學校長之學校領導與經營的場域之中，校長

的工作好像是夾著於「變革」與「未來」的兩大趨勢之間，日昇日落

校長的一天在工作場域邂逅「人多、事雜、速度快」的問題，但又必

須以「事情要完成」、「原則要把握」兩者並立來存活；同時在後現代

的社會中，強調多元、變動及去中心化等特性，學校校長扮演的角色

急需隨著時代潮流的變遷而調整，絕不能再沈迷於以往揮舞著「權杖」

（郭木山，2003）。 

因此，校長面對這樣外在環境的劇烈轉變，傳統「黑箱式」的領

導已不能滿足學校成員對其的信任感，而且組織必須需要個人信諾的

投入才能達到成功的變革，校長唯有透過絕對誠實、真實的弱點、強

烈溝通對話、信守承諾、通達人性情理、沈著鎮靜、真誠鼓舞等特性，

成為一位建立信譽的透明領導者，運用這些透明化優勢的領導作為，

在面對學校這個混沌動力系統時，能更有效地達到「把人帶好、把事

完成」目標，把學校營造成一個有績效且深具人性的教育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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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對學校混沌動力系

統之影響研究」為題，進行相關研究與探討；首先，就國民中學校長

運用透明化優勢以及學校混沌動力系統進行文獻探討，作為研究架構

的理論基礎；接著，藉由實地訪談、問卷調查來瞭解現況，驗證理論；

再依研究結果進行討論與結論；最後，提出研究的發現與建議，以做

為推動國中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等政策制訂、執

行以及學校實務工作者的參考。 

本章共分五節，分別從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待答問題、重要名

詞釋義、研究步驟以及研究範圍與限制等五方面加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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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與學校混沌

動力系統之關係。茲將研究動機與目的敘述如下： 

 

壹、研究動機 

一、瞭解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導行為之內涵與實施現

況，作為提供國民中學校長校務經營的行政策略 

陳木金（2004）指出 Eagleton在「Awakening from Modernity」

提到我們正從現代化的夢魘中覺醒，亦即從操作人的理性(rationality)

對總體性(totality)的迷戀中覺醒；進入後現代意義浮動的多元世界

中，也就是身處生活方式與語言遊戲的異質範圍，已經放棄了使它本

身總體化與合法化的懷舊渴望；而在後現代主義研究的脈絡，

McGrath(1996)在「A Passion for Truth」指出，「解構」主導了後現代

的方案，其意味著現代生活的「去中心化」，因為現代主義的範型乃

是尋求一個中心，但轉移到後現代時，便主張沒有中心，只有多元的

可能性，因此，變革的規則與行動方式被改變了，領導者的思維也必

須重新被檢視。 

在傳統的學校領導之中，因校長擁有「法職權」之故，是學校權

力的掌握者，並以「權威」當作校長領導的依恃，在進行各項決策時，

握有最大的主導權，尤其在許多關鍵時刻，往往會流於校長主觀式的

決策領導，部屬因受限於「職位」的限制，也只能遵循校長的指示行

事，這樣的結果，校長雖然贏得了管理，但同時也失去了部屬對其的

信譽，儼然成為非透明化的「黑箱式」領導；然而，隨著後現代社會

的來臨，整個學校經營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亦朝向鬆綁、多

元、權力下放的方向發展，尤其校園中資訊管道的日益多元，人們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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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被動的資訊接收者，任何的決策不再是單靠「後設敘事」

（metanarrative）來取信於部屬；因此，校長已不能再用過去傳統權

威的領導思維來帶領今日的教師，校長除了既有的「法職權」外，更

重要的是「專家權」建立，唯有誠信、透明，並與部屬間的對話、溝

通，激發更多創意的觀點，亦能樹立教師對其的專業信賴感，同時，

在校務經營上方能發揮最大的教育成效。 

因此瞭解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導行為之內涵與實

務現況，進而可提供校長在校務經營上的行政策略。此為本研究動機

之一。 

 

二、瞭解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內涵與實務現況，作為提升國民中學校

長校務經營之策略參考 

秦夢群（1998）指出混沌理論的學者，如 Prigogine 和 Nicolis

在其相關的化學研究中，發現驅散結構的存在，整個驅散結構的變化

乃是一種連續的過程，其特點乃在於完全拋棄既有的結構，而在決定

性之分歧點上蛻化而成新的系統，基本上，它是一種穩定 崩潰 重

組的更新過程，由於它是非線性和不穩定的，隨時因系統內外的隨機

波動而進行組織的解體和重組的工作，而且它是開放系統中的非均衡

結構，藉著自我重組的動力，在混沌和不穩定中產生新的形式。 

學校組織本身就是一個混沌動力系統的結構型態，學校的變革方

向與領導的策略，藉由與外在環境互動中，不斷地尋求動態非均衡的

平穩發展，因為對混沌現象而言，穩定而有序的平衡結構只是一種暫

時的假象，而真正活性的組織，是一種動態變化的有序，會不斷地在

時間與空間中呈現有規律的週期變化。本研究就是要瞭解目前學校混

沌動力系統的內涵與實務現況，以作為國民中學校長校務經營之策略

參考。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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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望從瞭解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之領導行為與學校混沌

動力系統之關係，以做為學校經營之參考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教育生態環境的丕變，所有人的思維都在與時

遽變，Lashway(2002)在「Trends in school leadership」中指出，在過

去五年內的學校領導趨勢研究中，政策制訂者和學校領導研究者發現

教育領導工作者面對了變革及未來趨勢的挑戰；校長透過領導模式的

轉換過程，察覺當權力被分享時，權力會增加而不是減少，同時為了

贏得教師、學生、家長以及社會的信任，校長必須要打破傳統「黑箱

式」的領導思維，展現其透明作風，以提高其聲譽、溝通力、決策力；

此外，校長也必須體認學校是個混沌動力系統的組織型態，掌握混沌

系統的運作模式，進而提升學校領導經營與教育目標之績效。 

因此本研究期望能從瞭解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之領導

行為與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關係，以做為學校經營之參考。此為本研

究動機之三。 

 

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歸納出本研究之目的有四： 

一、探討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之領導行為與學校混沌動力系

統的內涵及現況。 

二、瞭解不同背景變項的校長在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與學校混沌動力

系統之差異情形。 

三、瞭解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與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關係。 

四、瞭解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對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預

測情形。 

五、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提供教育行政機關、國民中學學校經

營者及未來研究者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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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待答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與學校混沌

動力系統之關係，為達成研究之目的，乃進行背景變項、歷程變項、

結果變項三者之間的現況及其關係。本研究有待解答之問題如下： 

一、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導行為之現況為何？ 

二、國民中學混沌動力系統之現況為何？ 

三、以國民中學教育人員人口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為自變項，以校長

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導行為為依變項，則教育人員人口變項及學

校背景變項在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導行為調查問卷之得分

差異情形？ 

四、以國民中學教育人員人口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為自變項，國民中

學混沌動力系統為依變項，則教育人員人口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

在國民中學混沌動力系統之得分差異情形？ 

五、以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導行為為自變項，學校混沌

動力系統為依變項，校長不同的透明化領導行為程度在學校混沌

動力系統之差異情形？ 

六、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導行為與學校混沌動力系統是

否有顯著相關？ 

七、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導行為與學校混沌動力系統是

否有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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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能有一明確的概念，並避免混淆，茲

將各相關重要名詞釋義如下： 

 

壹、國民中學校長 

本研究所指之國民中學校長，是根據國民教育法第九條規定由縣 

(市) 政府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滿

或連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或曾任校長人員中遴選後

聘任之國民中學校長，其範圍係以台灣地區（不包括離島縣市）所有

公立國民中學（不包含完全中學以及高中附設國中部）為限。 

 

貳、透明化優勢領導（transparency edge leading） 

校長透過領導模式的轉換過程，權力運作亦在改變，為了贏得教

師、學生、家長以及社會的信任，校長必須要打破傳統「黑箱式」的

領導思維，當校長愈能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導行為，充分展現其透明

作風，將可提高其在學校組織內的聲譽、溝通力與決策力；本研究所

指的透明化優勢之領導行為是指校長在「國民中學校長透明化優勢領

導問卷」中測量之得分情形，內容包括：誠實至上、集思廣益、沈著

鎮靜、卸下防禦、信守承諾、傳達警訊、勇於認錯、注意言辭以及鼓

勵讚賞等九項，校長若在問卷之得分愈高，代表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

導行為之程度愈佳。 

一、誠實至上 

是指校長必須在行動與決策上展現出誠實與道德的行為，否則無

法建立信任與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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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思廣益 

是指校長能勇於接受他人的反饋意見與批評，並作出改變及適當

的行為調整。 

三、沈著鎮靜 

是指校長在面對內外在壓力時，能夠有耐性並從容不迫地處理應對。 

四、卸下防禦 

是指校長以個人的方式展現其透明度，創造讓別人更瞭解他的機會。 

五、信守承諾 

是指校長在向部屬作出明顯或是隱含承諾時，能夠謹慎考量各項

條件，以做到言行一致與言出必行。 

六、傳達警訊 

是指校長能以尊重、顧及尊嚴、關懷的方式向部屬傳達壞消息，

並能坦承提供及接受壞消息。 

七、勇於認錯 

是指校長在面臨行動或決策上的錯誤時，能以高度負責及透明度

來處理錯誤，以建立領導者的信譽。 

八、注意言辭 

是指校長能夠善用言辭，以營造出校園內和諧、互助的團隊關係。 

九、鼓勵讚賞 

是指校長懂得肯定部屬的努力與成就，並能引導部屬發揮他們最

大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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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校混沌動力系統（chaotic dynamical system of school） 

混沌現象起因於物體不斷以某種規則複製前一階段的運動狀

態，而產生無法預測的隨機效果，而學校本身亦是一個混沌動力系統

的組織型態，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里」，校長若是能夠明確掌握

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運作模式，便能從「人多、事雜、速度快」學校

工作環境中，整理出頭緒，把握學校經營的重點。本研究所指的學校

混沌動力系統是指學校教育人員們在「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問卷」之測

量的得分情形，內容包括：充滿創意、蝴蝶效應、共同演化、亂中求

序、奇異吸子、活在當下以及回饋機制等七項，若在問卷之得分愈高，

代表其對於校長掌握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經營能力愈佳。 

一、充滿創意 

是指校長面對混沌狀態，應該採取勇於創新的因應策略，充滿創

意，才能將雜亂無序現象引導進入新秩序中。 

二、蝴蝶效應 

是指校長敏銳覺察初始條件的差異，保持對學校心理、物理環境

的敏銳度，洞察即使是不起眼的改變，也可能發展為促進改變校務推

展的巨大力量。 

三、共同演化 

是指校長運用各種方式使學校系統透過自我組織創化(創造與化

育)的功能，以增加對內外在環境變遷的適應力，帶領學校成員以互

助合作的方式共同演化。 

四、亂中求序 

是指校長在面對隨機龐雜的現象，它涉及了非常多的變項，故必

須要深入思考和注意其來龍去脈，並注意其演變情形，以洞燭先機，

找到秩序，讓規律持續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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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奇異吸子 

是指校長能發展累積足夠的校務推動能量，指出營造學校特色的

方向，促使學校特色的整個模式能環繞運轉。 

六、活在當下 

是指校長能全心全意投入校務經營發展之中，保持系統內在的穩

定運作，同時維持與外界的互動平衡，達成學校組織的自我創化(創

造與化育)。 

七、回饋機制 

是指校長能在學校行政混沌現象中，注意評估每一要項的正確

性，運用正負回饋機制，讓正回饋可以讓影響效果加大，使系統趨向

創新發展，讓負回饋則具有調和功能，使系統保持穩定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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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為使本研究所採用之方式和歷程更為明確，茲將研究步驟呈現如

圖 1-1所示。並將本文之研究步驟說明如下： 

一、研究理論之建構 

首先蒐集書籍、期刊、博碩士相關論文、電腦資料庫中，檢索與

本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資料，並詳細閱讀，以奠定研究之基礎；再經

由文獻探討，歸納分析國內外有關「透明化優勢之領導行為」與「學

校混沌動力系統」之研究向度，並依據我國現行學校組織體制，擬定

訪談大綱。。 

二、研究工具發展 

本研究為編製研究工具，乃進行實務工作者深度訪談，訪談樣本

包括專家學者三位、國中校長三位，探討國中校長對於「運用透明化

優勢之領導行為」與「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觀點，以作為編製研究

工具之參考；經整理實地訪談的內容後，即著手草擬調查問卷之草

稿，諮詢專家學者以及學校實務工作者，提供問卷修改之意見，之後

由研究者依據諮詢意見刪除不適合的題目，並做語句的修正，編製成

正式問卷。 

三、研究問卷調查 

本研究對象以台灣地區（不包含離島縣市）之國民中學為範圍，

預計抽樣 700位教育人員進行問卷調查，做為研究的樣本，並進行整

理以了解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之領導行為」對於「學校混

沌動力系統」的影響；待正式問卷回收後，先篩選出無效問卷，再進

行編碼、登錄電腦等作業流程，接以描述性統計資料進行資料校正檢

核，確定資料無誤後，即依研究需要進行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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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蒐集研究題目相關文獻，並進行文

獻探討與評閱 

文獻探討與評閱 

研

究

理

論

建

構 

根據文獻資料，草擬訪談問卷大綱。 

用

 

誠實至上、集思廣益、沈著鎮靜、 
卸下防禦、信守承諾、傳達噩耗、 
勇於認錯、注意言辭、鼓勵讚賞

充滿創意、蝴蝶效應、共同演化、 
亂中求序、奇異吸子、活在當下、 
回饋機制 

 
 
 

 
 
 
 
 

專家學者與校長訪談 

草擬問卷之初稿 

以

編製問卷 

 
 
 
 
 
 
 
 

研

究

工

具

發

展 

 
 
 
 
 

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

 
調查國

為之現

 校長運用 

透明化優勢領導  
 
 
 
 
 
 

研

究

問 

卷 

調 

查 

學校混沌動力系統

調查國

與國民

混沌動
背景變項  

 
圖 1-1：「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與學校混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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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編製研究工具，乃先進行專家學者

及校長訪談。 
根據文獻分析級訪談結果，編擬問卷初

稿。

諮詢專家學者以及學校實務工作者，提

供問卷修改之意見，編製成正式問卷。 

領導對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影響為何？ 

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之領導行

況，及其對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影響。
調查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現況，及其對國民

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之領導行為的影響。
界定國民中學校長運

透明化優勢領導向度
界定學校混沌

動力系統向度
民中學背景變項，藉以瞭解背景變項

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及學校

力系統之相關。 

力系統關係之研究」研究步驟圖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法、調查法與個別訪談法三種研究方法為

主，並對台灣地區（不包含離島縣市）國民中學教育人員進行研究分

析。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係以九十四學年度台灣地區（不包含離島縣市）公立國民

中學之現任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係以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對學校混沌動力

系統之影響為研究主題，其中，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導行為之內

容包括：誠實至上、集思廣益、沈著冷靜、卸下防禦、信守承諾、傳

達警訊、勇於認錯、注意言辭、鼓勵讚賞等九個向度；學校混沌動力

系統內容包括：充滿創意、蝴蝶效應、共同演化、亂中求序、奇異吸

子、活在當下、回饋機制等七個向度；至於背景變項方面，本研究僅

討論校長性別、年齡、學歷、服務年資、服務學校規模等。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的領導行為之內

涵，並分析其對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影響與關係，由於各種主客觀因

素使然，研究限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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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的限制 

由於時間與能力之限制，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方式進行量化研

究。惟受試者在填答問卷時，可能受到其認知、情緒、主觀判斷等主

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出現不符實際之填答；因此，在內容分析或結果

之解釋上，會產生一定程度的誤差。 

二、研究樣本的限制 

由於時間與人力之限制，本研究僅以台灣地區（不包含離島縣市）

學校班級總數在 24班以上之國民中學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 

三、研究結果推論的限制 

本研究係以台灣地區（不包含離島縣市）學校班級總數在 24 班

以上之國民中學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亦以台灣地區（不包

含離島縣市）學校班級總數在 24 班以上之國民中學教育人員為限，

是否可以推論至其他地區、其他學校規模或各級各類之教師，尚待進

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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