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三節探討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及學校混

沌動力系統；首先，探討透明化優勢領導的理論內涵以及相關研究分

析；其次，探討混沌動力系統之理論內涵與相關研究；最後，探討透

明化優勢領導與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關係。 

第一節 透明化優勢領導之理論與研究分析 

領導是令人著迷但又複雜，且具有重要性的一門學問，而領導理

論的探究更是管理學與教育行政學不可缺少的研究領域；人們戲稱學

校「十年沒有校長，畢業生一個也不會少」，但是可曾想到「學校一

日無校長，學校一日無發展」，尤其在變遷快速、環境日趨複雜的今

日，已經無法如和尚敲鐘，有口無心，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必須有

強而有力的領導帶領成員，往組織的「迦南樂土」邁步前進（吳煥烘，

2004）。 

校長在學校組織結構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對於學校的發展影響力

至為深遠重大（引自江志正，2003），而校長是學校的領導者，學校

的校風、氣氛與教育的成敗，校長均有重大的影響力，因此，學校中

各項活動之推動與各因素功能的發揮，成敗完全取決於校長的領導；

但近幾年來，我國中小學受到教育改革理念及具體改革措施之影響，

整體校園生態與往昔產生了極大的變化，這也迫使了校長必須對其角

色責任的重新調整，方能因應教育潮流的趨勢變革，進而達成教育目

標的實現。 

 

壹、領導的定義 

領導，就中文的意義而言，是指示範、啟迪、引導以達到所預期

的目標；而英文「leadership」一詞，是指引導(to lead)或明示方向(to 
show direction)的意思，也就是引導團體成員向目標邁進，期能達成
共同的目標的行政行為（謝文全，2003），而《韋氏大辭典》則將領

導解釋為獲得他人信仰、尊敬、忠誠及合作之行為（Neilson, Knott & 
Carhart, 1959）；因此，領導是領導者與成員間交互作用的過程，亦即

是領導者與成員間的人際互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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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專家學者對於領導的定義亦有不同的看法，臚列如下： 

黃昆輝（1988）認為領導乃是教育行政人員指引組織方向目標，

發揮其影響力，以糾合成員意志、利用團體智慧及激發並導引成員心

力，從而達成組織目標之行政行為。 

吳清基（1989）認為學校行政領導是學校行政人員藉由學校組織

團體間的交互作用歷程的運作，以集合學校組織成員的意思，運用充

分的組織人力物力，而冀求實現學校教育目標的一種行政行為。 

吳清山（1991）認為領導乃是團體中的份子（領導者）在一定的

情境之下，試圖影響其他人的行為，以達成特定目標的歷程。 

Yukl(1994)認為領導是影響部屬活動的歷程，其涵蓋選擇團體或

組織目標、完成既定目標的活動組織、激勵部屬達成目標的動機、維

持團隊合作的關係，並爭取外部團體獲組織的支持與合作。 

Chemers認為領導是一種社會影響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有一方能

獲得他方的支援與協助，進而完成共的任務（引自謝文全，2003）。 

Hoy 與 Miskel 認為領導是一種社會歷程，在此歷程中，團體或

組織的一位成員影響著內外事件的詮釋、目標的選擇、工作的組織、

個人的激勵與能力、權力的關係與共同的導向（引自謝文全，2003）。 

謝文全（2003）認為領導是在團體情境裡，透過與成員互動來發

揮影響力，以引導團體方向，並糾合群力激發士氣，使其同心協力齊

赴團體目標的歷程。 

綜合以上學者之看法，研究者認為領導本身是一種概念，領導者

運用其本身的能力與技巧，透過各種方式，與被領導者間產生互動，

最後促使組織目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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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政學理論的演進 

綜觀二十世紀教育行政的發展與演進，在 1930 年以前的行政

學，屬於傳統理論時期的行政學，因為 Taylor提倡以科學的方法來研

究行政，自此行政的研究逐漸變成一門具有科學化系統的行政學，在

這個時期中，Taylor的「科學管理原則」主張時間設定、功能管理之

手段，目的在使組織能達到產量最大與成本最小的境界，而 Weber

的「科層結構理論」則是藉由職位分層、法定責任的訂定，以形成組

織理性關係的建立，同時主張組織內的任何決定，必須杜絕各種人情

關係，純以理性的分析為準，一切合乎標準就應毫不遲疑的執行。 

但是這樣理論觀點，卻過於偏重組織結構的探討而忽視組織成員

的行為，因為行政的運作必須靠兩部分的配合，一是組織的「結構」，

另一是組織的「成員」，才能真正發揮組織應有的功能；此外，這個

時期偏重正式組織，忽略非正式組織的探討，組織的重點，則在於目

標的達成，卻忽略必須兼顧成員需求的滿足。 

1930 年以後至 1960 年左右，是以科學的方法來研究人類行為問

題的科學，以瞭解、解釋及預測人類的行為，亦即進入行為科學時期

的行政學，在這個時期中，漸漸將研究重心放在「人」的身上，透過

心理學或是社會學的觀點，探討人員的心理需求以及人性等等，因為

這個時期的學者視人性本善，因此主張採取民主式的領導，尊重成員

的人格、參與諮詢管理、雙向溝通、工作擴展等，同時亦注重非正式

組織的運作；雖然行為科學時期的理論，矯正了傳統時期的缺失，但

有時仍不免發生矯枉過正之弊。 

1960 年以後的行政學，被稱為系統理論時期的行政學，系統理

論融合了傳統以及行為科學兩個時期的理論而成，取兩者之長，而去

其短，兼重組織的靜態結構（制度）以及成員的心理層面，將激勵與

懲罰兼用於型領導之中，Fiedler認為領導領導形式與情境必須相配合

宜，方能發揮良好的組織績效；同時非線性典範在此時也開始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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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社會現象是充滿動態的變化，因此提出非線性(nonlinearity)、不

確定性(uncertainty)與隨機(randomness)等概念，提醒教育行政人員不

應過度強調一致性，應同時注意到個別差異的存在，視情境做適當的

權變勢必要的（秦夢群、黃貞裕，2001）。 

 

 

參、後現代主義的興起 

然而，在二十世紀六０年代初，隨著科技與經濟的迅速發展，西

方社會進入了後工業社會階段，而現代的西方文化也經歷了一次次新

的烈變，隨之全面推進到後現代主義時期（王岳川，1993）；因為現

代主義在西方文化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激盪後，讓整個西方文化的氛圍

與思維邏輯產生的巨大的變化，五０年代以後，現代主義內部許多流

派間的鬆散組合與自我顛覆，加速了現代主義運動的解體。 

後現代主義一詞最早是由十九世紀英國藝術家 J. W. Chapman首

開先河，不過，後現代主義真正成為哲學思潮則是崛起於 1930 年代，

直至 1970 年代，後現代主義已廣泛出現在文化的各個層面，例如，

建築、舞蹈、繪畫、電影以及音樂等，而成為人生活型態的一部份（許

立一，1998）。 

高宣揚（1999）指出後現代主義乃集社會、文化、歷史、氣質、

品味、思想、心態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種因素於一身的複雜新事物，由

於這種內容方面的同質性與複雜性，使後現代主義同時兼有歷史性、

社會性、文化性、思想性以及生活性；因而其也可以同時成為歷史範

疇、社會範疇、文化範疇、思想範疇以及生活範疇，也由於其內容的

複雜性與多樣性，使得後現代主義成為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語言

學、心理學以及美學等人文科學，以及社會科學諸學科進行科際研究

的跨學科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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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主義是資訊時代下的產物，因為科技高度發展的媒體、誘

導的消費文化以及無遠弗屆與及時傳播的資訊科技，在在使得現代文

明越來越脫離人的主體性，而人類尊嚴則在機器控制的世界中慘遭蹂

躪；此外，人文科學也越來越偏離傳統的人類正義的事業……。藝術

家和思想家們已經遠遠地把對事物的真相（或真理）之關切拋諸腦

後，事物的真相成為愈來愈難以駕馭的東西，其愈來愈成為媒體的產

品和營利的手段……。在當今社會中，媒體的職責在於不斷杜撰出新

聞，以迎合大眾的各種需要（引自林俊杰，2002）。 

此外，啟蒙知識觀顯示出它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者西方中心主義，

以它的理性標準作為普遍判準，以及以西方科學作為知識的典範；事

實上，此與西方帝國主義之擴張息息相關，歐洲中心主義乃由於有世

界霸權的支撐，否則，看是普世的事實，其不過也是一種思想觀點而

已，而在歐洲中心主義的逐漸衰落之下，已然使得弱勢或邊緣文化得

以抬頭，以及多元文化的局面得以出現，如此一來，將有利於不同文

化傳統之間的平等對話（林俊杰，2002）。 

Eagleton在「Awakening from Modernity」指出，我們正從現代化

的夢魘中覺醒，亦即從操縱人的理性(rationality)與對總體性(totality)

的迷戀中覺醒；進入後現代意義浮動的多元化世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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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劉紀雯指出，定義的後現代主義可以是南轅北轍的，

要給他一個單一、放諸四海皆準的定義是不可能的但是其歸納各種後

現代主義有一些共同的關注點或運動方向，例如：1.反/同現代性和現

代主義：反對現代性的經濟模式、科技，批判現代主義的理性秩序與

菁英主義，卻在各方面受其影響；2.建構論(constructionism)：質疑（歷

史）寫實再現、主體自主，認為二者都是社會和文字建構來的；3.顛

覆真理(anti-foundationalism)：反對絕對普遍的真理，支持小敘述和在

地政治；4.打破中心權威、跨越（既有學科、國家、文類等）疆域來

探討後現代的意義（引自陳木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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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現代主義研究的脈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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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復活」也是另一

個界定後現代的特徵，就是他帶來後設敘事的死亡，例如 Lyotard在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對於後現代的定

義是「對後設敘事不肯輕易地相信」，他更進一步說明他所指的就是

不要相信任何有意告訴你的話，因為所有後設敘事都不過是主宰的面

具，其更辯稱權力的組織是透過偉大的敘事來支持他們的宣稱，並藉

由故事顯示出他們如何成為更好的人（引自陳木金，2004）；因為後

現代主義其代表人物相當多，並且主張不盡一致，綜合各家學者的論

點，主要包括反基礎主義、反後設論述、反決定論、反權威，而主張

解構、去中心化、多元、存異；換言之，後現代主義認為知識並無通

則，解決問題無唯一最佳途徑，故凡事不能強求一致，應重視個別差

異與強調多元，視情境脈絡之不同而採取不同的作法（謝文全，

2003）。 

 

肆、透明化優勢領導的背景 

在後現代主義思維的影響之下，對傳統的領導觀產生相當大的衝

擊，因為傳統式領導是採取「由上而下式」的領導模式，對於領導者

而言，偏重獨裁式的傳統權威領導，然而後現代主義則是強調「由下

而上式」的行政模式，因為權力來源的重新定位，領導者必須反思如

何運用「權力」，透過民主化的領導方式，鼓勵權力鬆綁、增權賦能

以及鼓勵多元參與；同時在領導的過程中，領導者應避免以自我觀

點、主張來對所有事物下主觀的判斷，而能站在對方的立場多為對方

設身處地的著想，並承認與重視弱勢者或邊緣者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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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傳統上過份講究領導者權威的應用，往往會壓抑到不

同意見或忽略基層基層人員的心聲與情感表達，相反地，後現代主義

者卻認為異質或局部的聲音，往往是改善不良現狀的活力泉源；在傳

統的領導模式中，是以領導者意見為真理的霸權迷思，然而後現代主

義者確認認為必須跳脫以領導者的知識為知識，透過全員參與及擴大

決策層面，採取多元化的領導方式，加入績效責任制以及全面品質管

理(TQM)的觀念，充分授權、尊重專業，以提升組織的行政品質。 

在 1980 年代初期，許多的企業家、經理人及學術界人士已經意

識到：北美洲有愈來愈多的公司逐漸失掉競爭力，一些有先見之明的

人，開始重新檢討傳統的管理方法，儘管他們的確在企業經營程序上

做了一些改變－比如資訊系統的普及、目標管理、專業規劃，以及一

大堆制度改革，然而，整個環境最迫切需要的，其實是一次徹底的企

業革命（黃進發譯，1997）。 

加上在傳統的企業領導之中，領導者因擁有「法職權」之故，在

球員兼裁判的領導模式之下，是組織權力的掌握者，並以「權威」當

作領導的依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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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會流於領導者主觀式的決策領導，而部屬因受限於「職

位」的限制，也只能遵循領導者的指示行事，這樣的結果，領導者表

面上雖然贏得了管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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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兩個革命性的管理觀念正好適時出現：一是提升品質滿足顧

客，另一則是賦予員工更多更多權力，增加他們的參與投入程度，這

種以團隊為基礎、品質為導向、強調員工參與、充分授權的工作組合，

成了管理實務上神聖不可侵犯的議題，因應這個概念而起的一些新作

法：全面品質管理（TQM）、高效能作業系統、學習型組織、企業程

序的改善、改造工程、結合社會與科技的制度系統等，因此企業界正

邁向一個更全面性的員工授權制度，透過教育以及建立普遍認同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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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觀，員工才會更進一步探索企業財務方面的知識，這正是這波全面

改革的最新趨勢－開卷式管理(open-book management, OBM)，在開卷

式管理下的溝通系統，運用一系列相關的員工會議，讓組織內部從上

到下、從下到上，跨越各部門，傳遞所有正確的資訊，讓組織中的個

人，都可充分享受到「知」的權利，同時也可避免因錯誤消息的傳遞，

對組織造成莫大的衝擊與傷害。 

 

伍、透明化優勢領導的理論介紹 

因此受到 1990 年代這波「開卷式管理」理念思維的影響，領導

力專家 Pagano以及 Pagano在「透明化優勢－九大行為金律教你成唯

一流主管」一書中指出企業界有個名詞開始頻繁出現，那就是「透明

化」，若要贏得員工、顧客、投資人的信任，領導者必須展現透明作

風，他們所倡導之「透明化領導」，主要在說明透明管理作風如何有

助於提高你的聲譽、溝通力、決策力，同時建立部屬的忠誠度，以及

贏得上司的信任，進而提升組織的績效與競爭力，並提出經過驗證的

九項行為金律，包括：誠實至上、集思廣益、沈著鎮靜、脫下防禦的

盔甲、信守承諾與違背承諾、得宜地傳達壞消息、勇於說抱歉、注意

你的言辭、別吝嗇鼓勵與讚許他人，提供一套更得人心、更具成效的

領導模式。 

因此研究者將針對 Pagano以及 Pagano所提出的九大行為金律加

以介紹： 

一、誠實至上(be overwhelmingly honest)： 

德國哲學家尼采曾說過：「令我難過的，不是你對我撒謊，而是

從今以後，我將無法再相信你了」，在組織中，要說實話事件相當複

雜麻煩的事情，但是誠實仍然是組織領導中不可違背的指導準則，同

時也是領導的中心主軸，而且誠實必須具體展現在行動和決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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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無法建立起部屬的信服與信賴；當領導者希望藉由透明化作風以

建立起個人的信任與信譽，其必須作出一些複雜的決定，例如：要做

到怎樣程度的透明？怎樣程度的透明性才能同時對個人與整個組織

都有利？然而要對這些問題要作出決策相當困難，因為在誠實的價值

觀中不能夠有灰色地帶(gray area)，領導者絕對不能背離誠實，即使

你必須說：「我知道此事，但是我現在不能告訴你」，仍然得忠於事實，

因為一旦被部屬發現你撒謊、不誠實，人們將永遠不會視你為可靠的

領導者。 

Kouzes以及Posner(1993)在所著「Credibility : How leaders gain 

and lose it, why people demand it」一書中提到：無疑的，在信譽所有

的屬性之中，誠實是最重要的，因為誠實對一個人的信譽影響程度，

大過其他所有因素的加總；因此領導人若是能保持一貫說實話的作

風，人們對他的信任度自然很高，而他人的信任度也會愈高，領導者

在激勵與影響他人的成效上也隨之愈佳，可見領導者說實話的技巧不

僅影響到他個人的聲譽問題，也左右了整個組織的成敗與否。 

說謊在企業界，往往導致公司股價下挫或是公司瓦解，然而對於

領導者而言，經常面對的兩難不只是對與錯的抉擇，還得要面對許多

似是而非的情況，並且要從這些看似皆對的選擇中作出抉擇，才是領

導者最大的困難所在；雖然有時候不誠實（善意的謊言）似乎是較好

的選擇，但是誠實卻是放諸四海皆準的道德行為，道德學家 Kidder

在其著作「奉行道德者的困難抉擇」(How Good People Make Tough 

Choices)一書中指出，不說實話往往是對與錯的兩難抉擇，但撒謊永

遠是錯的（引自李芳齡譯，2004）。 

當一個組織之中欠缺以誠實為核心的價值觀時，領導者往往更難

選擇誠實行為；Pagano以及 Pagano(2003）指出在最近一項對四千八

百多位員工所進行的評量問卷調查中，在被問到他們的領導者是否以

直接坦率的態度進行溝通時，只有 26%的人認為他們的領導者在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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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表現令他們覺得滿意，由此可知在現實的世界中，大多數的領導

者仍未在部屬前展現出其真誠地態度。 

雖然領導者常常面臨到透露真相的兩難情境，不過也可以透過讓

部屬發問的機會，誠實地回答他們，以解除他人心中的疑惑，即便是

向部屬回答：「現在我無法告訴你們這項資訊」，但也好過逃避與不誠

實的行為。 

義大利政治學家安東尼‧葛蘭西(Antonio Gramsci)曾說過：「說實

話總是具有革命性的影響。」有信譽的領導者不只本身說實話，也要

在個組織中倡導誠實，他們就像向熱中尋求事實的狗一樣，到處嗅察

可能發生的誤解，扒掘出不誠實情事，不斷挖掘秘密；高度誠實到被

人們稱為「可靠」的領導者會以身作則，並促使環境變得有利於人們

無所忌憚地展現誠實行為；他們知道誠實文化造就一個有信任感的工

作環境，當工作環境的們彼此信任時，事業自然就成功茁壯（引自李

芳玲譯，2004）。 

Pagano 以及 Pagano(2003)提出五項推動組織誠實文化的策略：

（1）獎勵誠實(pay for it)；（2）提出拋磚引玉的問題(ask leading 

question)：藉此鼓勵部屬進行誠實的討論；（3）以身作則，展現弱點

(model vulnerability)：透過與部屬有價值、誠實的交流，獲得領導者

改善的實質建議；（4）坐電椅(take the hot seat)：藉由公開說實話的方

法，讓領導者誠心接受他人的回饋意見以改善其領導技能；（5）努力

使部屬獲得充分的資訊 (being diligent about keeping followers 

informed)：當然人們無法獲得充分的資訊時，往往會以自己的詮釋（多

半是負面）來填補黑洞，因此讓員工隨時獲得最新的資訊，有助於粉

碎不利組織發展之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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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思廣益(gather intelligence)： 

生活在尊崇專家的時代，面對專家的意見，多數人都有種莫名的

恐懼，在擔心犯錯下，寧可人云亦云，即便在大群人集思廣益得出明

智的決定時，我們也往往會把群體的成就，歸功於群體內少數聰明

人，而忽略了群體展現的智慧；此時，一個和人們傳統認知格格不入

的另類主張悄然上陣－「群眾不是愚民，他們比聰明少數更加聰明。」

管理大師詹姆斯‧索羅維基(James Surowiecki)企圖打破專家的迷思，

建議大家應該多多集思廣益，停止繼續找尋一個萬事通的專家（楊玉

齡譯，2005）。 

因此藉由廣徵他人對某件事的意見，能夠傳達尊重之意，讓對方

覺得受到重視，同時也可以互惠的方式促進透明；就領導者而言，當

他要求其他人對自己的表現與績效提出回饋意見，以瞭解他人對自己

的觀點時，將更能使自己的意圖與事實搭配結合，擬出合宜的改善計

畫，為了增進自我學習與成長，我們需要有自知之明，然而，迪派克‧

塞提(Deepak Sethi)在「學習之旅」(Learning Journeys)一書中寫道：「自

知之明的矛盾之處在於我們不可能只靠自己而自知自覺。」（李芳齡

譯，2004）因此，自知之明是需要參考來自他人的意見。 

不過話雖如此，Pagano以及 Pagano(2003)指出在一項問卷調查對

五百五十九位經理人的部屬與同儕間詢問他們對這些經理人的觀

感，在六千零二十三位的受訪者中，有 86％的人認為，這些領導者

應該在「經常詢問他人的回饋意見方面」有所改進的；雖然有些領導

者宣稱他們時常徵詢部屬對於他們的意見，不過部屬的說法卻是相反

的，很顯然地在這兩者間有著斷層鴻溝，總結來說，多數領導者不徵

詢部屬對他們的意見，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們不確定自己是否想聽

到答案，或者，他們根本不自在於徵詢部屬對他們的觀感。 

而 Pagano 以及 Pagano(2003)認為領導者不論是訴諸正式或非正

式的回饋意見徵詢，都應遵守下列五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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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不要在進行部屬的績效考核與檢討時徵詢：因為績效考核多

半是員工情緒波動的時刻，他們會專注於自己的發展與經

歷，在此時徵詢意見，往往無法得到最真實的意見。 
（2）清楚地說明為何徵詢：當部屬清楚知道領導者為何會徵詢他

們的意見，並知道所提供的意見有何用途、可能對組織會有

哪些助益時，多半會樂意提供審慎思考過且有價值的回饋意

見。 
（3）不要列出一長串的清單：因為領導者希望取得有價值的回饋

意見，因此讓他們列出一至三項領導者做得不錯以及可以改

進的項目，而非一串鬆散的牢騷清單。 
（4）讓人們有時間思考：對於非正式的回饋評量，若要求當場提

供答覆，通常不是最佳的方法，最好讓他們有一段思考時間，

可以聚焦在對他們有益的意見上，如此的回饋評量有才能發

揮實質的效果。 
（5）必要時宣布你打算徵詢回饋意見的計畫：不管領導者是否希

望透過非正式或是有系統的問卷調查方式以徵詢回饋意見，

都要讓所有部屬聽到你宣布的意圖，這將可避免產生不必

要、沒有建設性的耳語言傳，同時讓他們知道這並不是一件

祕密行動，每個人的意見都同等重要。 

此外，詹姆斯‧索羅維基指出要形成「智慧群眾」必須具備四大

特質：（1）意見多元化－私自資訊人人有；（2）思考獨立性－自作主

張個個能；（3）分構系統化－全體貢獻一起來；（4）集體作決策－統

合機制大家用（楊玉齡譯，2005）。 

因此，面對 21 世紀這個新 e 世代，傳統式的金字塔式領導結構

已使不上力，因為，這是個組織型社會，每一個人不再單打獨鬥，現

代的領導者，他能集思廣益、傾聽意見、找出平衡點，用坦率、誠實

的態度與人溝通，用印度聖雄甘地的「柔性權力」加以形容，領導者

是以「尊重」、「理解」、「接受」、「欣賞」四種流程處理問題，唯有追

求卓越、尊重個人、努力精進，才會成為令人心服口服的領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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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沈著鎮靜(compose yourself)： 

田青春（2005）指出「心態決定成敗」，這句話雖然極其通俗，

不過卻極其重要，因為天下事不可能一切皆如你意，你必須調整好自

己的心態，在各種環境中都不輕易改變和放棄自己的選擇，始終讓自

己處於一種積極的狀態中，同時要沈著冷靜、穩紮穩打，樹立起自己

的品牌，才能在市場競爭中贏得勝局。 

一個有效且令人敬佩的領導者，需要具備沈著鎮靜的修養功夫，

因為在任何組織以及任何領導人的發展歷程中，必然會遭遇挑戰、壓

力與阻礙，領導者必須在順境與逆境中顯示出他們的個性、能力與信

譽；為了追求以透明作風來建立信譽，將無可避免地讓領導者必須對

重要的事件表達他們的真實意見與情緒，但這並非表示領導者可以不

負責任、率性地把情緒以及意見一五一十地表露出來，尤其當面臨困

難時，部屬更是期望他們的領導者能夠沈著、冷靜、機靈的引領整個

組織團隊度過危機。 

領導者的沈著鎮靜是攸關長期成功的重要因素，領導者若想要有

效地影響部屬、備受尊重（即便他不被眾人所喜愛，但至少得受尊

重）、值得信任、被認為具有當領導者的資格，他必須能在遭遇挑戰、

壓力或情緒緊張時，展現可靠、穩定、有所掌控的行為，並在緊急狀

況下表現出從容不迫，讓部屬能在變化或是逆境下仍然專注於組織發

展願景，堅定地朝向共同目標實現。 

Pagano 以及 Pagano(2003)指出領導者情緒失控是相當常見的

事，兩千一百一十八位受訪的主管在被問到他們的上司是否高度沈著

鎮靜或情緒高度成熟時，有 60％的人表示有待改進，這些領導者的

上司中有 73％的贊同此看法；然而這項要素對個人聲譽的重要性卻

往往被忽略，即使是生活中的狀況，就算看似個稀鬆平常的互動，但

已在不知不覺影響著他人對領導者的沈著鎮靜能力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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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Pagano以及 Pagano(2003)認為在面臨難關危機時，身為一

個領導者應該牢記下列事項： 

（1）鎮定地站在前方：因為在危機時刻，領導者的出現(visibility)

是相當重要的，透過走動式的巡察，讓部屬獲得充分的資訊，

而非讓謠言散佈，影響整體員工的士氣。 

（2）以目標提醒他們：領導者可以從組織的價值觀或願景中，為

人們指引出一個有意義的目標，讓他們對組織有目的感。 

（3）徵求協助：組織的高層領導人往往以為靠他們的力量就足以

走出危機，但在某些情形下，由領導高層尋求出路是唯一的

方法，因為領導者終究必須對決策負責，因此藉由讓員工部

屬的共同參與，有助於獲得他們的熱衷支持。 

（4）經常指引方向：明確的資訊有助於消除人們心中的疑惑與憂

慮，尤其在危機時刻，不要讓部屬漂浮不定、無所適從，藉

由簡單的訊息經常提醒他們向目標邁進。 

（5）調整步伐：即便是最沈著鎮靜、最有膽識的主管，也有可能

因為劇變而亂了分寸，但是領導者仍然必須保持冷靜、指引

出路，並調整自己的步伐，作出最佳的決策，否則一個緊張、

草率倉促的領導者將導致組織更加混亂的局面。 

因此被高度評等為沈著鎮靜的領導者，即使在承受壓力的情況下

也能保持耐心，保持「船身」平衡、從不情緒失控，在高度緊張的情

況下，顯得冷靜而氣定神閒，像個莊嚴的將軍指揮方向，因為儘管部

屬希望領導者採取透明作為（尤其在面臨不確定性），但領導者更需

要展現出其決心與掌控感，保持堅固穩定的行為表現，引領著組織成

員共同解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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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卸下防禦盔甲(let your guard down)： 

在美國歷史上，最年輕的參謀首長聯席會議主席（陸軍四星上

將），也是第一位非洲裔的美國國務卿鮑爾（Powell）將軍，在自傳

中提及，其擔任陸軍指揮官時，不惜千方百計讓部屬有機會接近他。

每天下午，他在同一時間走向同一條路，刻意讓人「突襲」（他自己

的用語）他；沒多久，有困難的部屬便知道，這是向上司陳情的大好

機會，而且他們也充分利用這個機會；同時，鮑爾清楚地告訴部屬，

他無意利用散佈瓦解指揮系統，他強調，他的做法只是讓人一吐為

快，也許在放言高論中會出現不少好點子；這每天例行散步不只具有

舒解調劑的功能，也同等於每天都在做組織管理示範；如鮑爾所說：

如果有一天，你的部屬不再告訴你他的問題，從那天起你就不再是他

們的領導人了。他要不是不相信你能幫助他們，就是你根本不在乎。

而無論是那一種原因，都是領導上的失敗（樂為良譯，2002）。 

當一個崇尚真實可信精神的領導者，致力於與他的部屬建立有意

義的關連，同時展現真誠，吐露有助於工作環境與氣氛的個人資訊，

這是以透明作風建立信譽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因為真實性或個人的

透明性最終詮釋的是關係的性質，領導者必須營造出部屬參與投入的

機會，使部屬能透過這些機會更加認識、瞭解領導者。 

展現人性，讓員工更加瞭解他們的領導者，能夠拉近他們和部屬

之間的距離，強化工作關係，建立領導者的信譽，畢竟部屬若是對於

他們的領導者沒有一定程度的瞭解，不清楚領導者重視什麼、主張什

麼，就無法真正信任領導者，若領導者對他們個人本身展現足夠的透

明性，讓部屬瞭解他們的信念、看法、價值觀、興趣與背景，部屬自

然對領導者有一定程度的瞭解。 

就組織的立場而言，「真實性」(authenticity)意味著表裡合一，內在

自我和外顯自我的一致性，其最終的目的在於提高他人對我們的信任以

及改善彼此的關係，並使價值觀具體化，以創造一個有助益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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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謂的真實性，並非要求領導者要揭露個人隱私、裸露自

己的靈魂於眾人面前，而是除了談論工作相關內容外，也能夠與部屬

分享一些個人的資訊，如個人理念、過去的經驗或教訓等等，增加更

多非正式的互動機會；藉由揭露與分享個人遭遇，可以展現出領導者

人性的一面，讓他人覺得他是真誠可親近的，即便領導者顯現出自己

的缺點與不足，也有助於破除人們對於領導者無所不知、無所不能的

迷思。 

Pagano以及 Pagano(2003)在其領導力評量中指出，人們對於領導

者有著以下的期許：多表達你的意見，你太安靜了；你應該多和我們

分享你的意見與看法；你不和我們分享你的知識，就等於在欺騙我

們；我（員工）和他（領導者）工作了一年，仍然不瞭解他，可否請

他展現真實的自己；而且在一份針對兩千一百九十七人進行的問卷調

查中，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他們的上司並不容易親近、交談，另一項

針對一千七百八十三人的調查中，有 76％的人認為，他們的領導者

並非百分之百的真誠；由上述部屬的看法中可以知道，一個不與部屬

交換資訊、分享知識、想法與意見的領導者，是不可能與他人建立互

惠的關係，因為一個良好穩固的關係必須是有施有得的。 

固然傾聽是領導者一個相當重要的技巧，而「說話」也是扮演著

非常重要的角色工作；因此致力於和部屬建立個人連結，是領導者邁

向個人透明性不可或缺的一項行動，而「情緒智商」（EQ）一書的作

者 Goleman 所言：「社交技巧是有目的的友善」，因此領導者要創造

讓別人瞭解他們的機會，展現出其人性關懷的一面，贏造一個有關懷

心、有生產力的工作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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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守承諾(promises made, promises broken)： 

一個優異的公司之所以表現傑出，部份原因是創辦人與接棒的領

導人做出大膽承諾，承諾一套創新的策略、流程、資源、關係，與價

值，以定義公司的基本性格，這些定義性質的承諾，稱為公司的「成

功模式」（success formula），企業創辦人的成功模式可吸引公司所需

資金，提供經營團隊活力，使組織從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要避免陷入

自己挖掘的洞裡，領導人的主要任務是：選擇、做出及信守承諾（李

田樹、李芳齡譯，2003）。 

因為不論是在工作或是在生活中，信守承諾都不是件容易的事，

尤其當我們遇到複雜的情況，更是難以在信守承諾與違背承諾之間作

明確的抉擇；不過，有時候最佳的抉擇是盡可能地使違背承諾的成分

降到最低。 

因為承諾是一個相當強烈的字眼，會令人聯想到生命中重大的事

件－結婚、職務宣示、法庭宣示等等，一個有誠信領導者除了信守工

作承諾外，也應該認真看待日常生活的承諾，因為當部屬發現領導者

的言行不一時，他們對領導者的信任便會降低，同時也會造成整個組

織的士氣轉趨低落，生產力與績效也隨之受到不利的影響。 

康乃爾大學的管理與組織行為學副教授 Simons(2000)所進行一

項針對旅館業的研究中發現，讓受訪者以五分的等級來評量旅館的

「行為誠實度」（亦即言行一致），當評量分數提高八分之一分，能使

得旅館的年營收增加 2.5％，相當於增加二十六萬一千美元；不過雖

然信守承諾對於公司績效有如此大的影響，但在實際的工作場所中，

不信守承諾仍然是相當普遍的情形，Pagano以及 Pagano(2003)指出一

項針對一萬兩千名員工的研究中，有 55％的人認為他們的上司或同

事應該在信守承諾方面有所改進，而在一千一百位的領導者中，有

67％的領導者承認他們在信守承諾方面有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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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的生活，天花亂墜的宣傳糊弄文化依然普遍存在於組織之

中，因此一個期望被視為信守承諾的領導者，必須謹慎考慮他們對部

屬所承諾的目標，並且充分讓部屬瞭解新的決策所可能遇到困難點，

這遠比作出樂觀、可能無法兌現的承諾，其穩定性要來的高。 

一個言行不一、經常未能言出必行者，多半被視為不值得信賴、

缺乏信譽，因此若想要贏得「可靠」、「守信」的美譽，領導者可以透

過明確的溝通，來減少避免他人錯誤的期待，同時避免對他人作出不

切合實際的承諾：此外，建立信譽最佳且有力的方法：適度的說「不」，

因為信譽並不是要討他人歡心，說「不」所造成的傷害遠小於失信於

人所造成的傷害。 

 

六、得宜地傳達壞消息(deliver bad news, and do it well)： 

對多數的領導者而言，如何傳達壞消息，是件相當棘手的事情，

有些領導者會甚至選擇保持沈默，不論他們的本意好壞，這都是不負

責任的作法，因為得宜地傳達壞消息是透明領導建立信譽重要的部

分；訊息的接收者多半希望領導者以誠實、直接、關心、慎重的太不

立即傳達壞消息，否則敏感、具爭議或具潛在傷害的資訊若未能得宜

傳達，可能會讓部屬產生背叛、憤怒、信任遭到破壞，進而傷害彼此

的關係。 

Pagano以及 Pagano(2003)指出在一項領導力評量問卷調查中，受

訪的一千七百八十四位員工中有 75％的人表示他們的領導者並非總

是以坦誠態度處理事情，那些領導者的同儕中有 72％的人同意此看

法；他們認為當一個領導者已準備好要傳達壞消息時，應該盡可能親

自傳達消息，並切記下列原則：（1）盡你所能的提供資訊：因為資訊

的缺乏可能會導致員工對於未知感的恐懼，進而影響到他們的工作士

氣；（2）允許他們發問：不讓人發問即等同於傳達非常糟糕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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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傳達壞消息前，因先設想各種可能發問的問題，以及如何回

答，盡量坦承回答所有問題；（3）盡快傳達消息：傳達壞消息的最佳

時機就是「現在」，不要為了選擇傳達壞消息的適當時機而拖延太久，

拖延讓人等待是不顧及他人感受以及不尊重對方的行為。 

而人們會希望如何獲知壞消息呢？通常他們希望坦白、直接面對

面地獲知訊息，領導者不試圖包裹糖衣，而是以誠實、直接、關懷的

方式傳達壞消息，這才是負責任的透明作風，也才能建立領導者的信

譽，部屬也較能根據以公平、尊重的溝通方式所獲得的建設性批評來

改進自己。 

身為一個領導者不只是口頭上宣稱「開放溝通政策」(open-door 

policy)，更重要的是得付諸行動執行，如此一來部屬也更願意直接告

知、分享壞消息（寶貴的資訊），而領導者也不必自行費心司去挖掘

訊息，或避免更糟糕的情況發生；因此在組織或團體中，領導者應盡

量不去理會那些奉承、拍馬屁的文化，對於提供壞消息的員工能夠適

時給予鼓勵，同時在獲知壞消息或問題所在時，立即採取相關措施，

如此便能幫助組織維持在正軌之上，也讓組織形塑出透明文化，讓傳

達壞消息成為團隊或組織日常運作中很自然的行為模式。 

 

七、勇於說抱歉(get ahead, and say you’re sorry)： 

身為領導者做對的事才能領導全體人員跟隨他，領導者勇於認錯

才能使人相信他，同時領導者以身作則才能使幹部有樣學樣，曾文正

公說：「風俗之厚薄兮，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向。」風行草偃，每個人

都是企業文化的建築師，領導者更是首席建築師，豈可不慎乎。 

不論在生活或是工作中，現今社會普遍抱持的價值觀是追求完

美、強調信心與獲勝，但諷刺的是，認錯與道歉反而可能帶來成功，

因為認錯且真誠地道歉，能夠對領導者產生相當大的助益，當然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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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其潛在風險－顯現出領導者的弱點、能力不足、不完美，但是藉

由認錯也展現其勇氣、謙卑與負責，所以錯誤正好是領導者可以明顯

展現信守誠實的機會，以高度負責、透明度來處理錯誤，並幫助領導

者建立信譽。 

在企業界，大家都會犯人類在日常生活中常犯的錯誤，因此如何

處理這類錯誤的方式極有可能影響著領導者的信譽，公布錯誤、承認

錯誤以及道歉等需要謹慎的態度與卓越的判斷力，才能使可能的風險

及問題的副作用降至最低，包括避免嚴重損及人們的忠誠杜、信任、

信心，或失去客戶、朋友、工作等等，視錯誤的嚴重程度而定；不過，

不承認錯誤的風險更高，尤其在現今資訊密集的社會中，我們幾乎不

可能隱瞞錯誤，除了許多消息靈通的人士外，電子郵件和網路更是無

所不在的便利資訊管道，在許多組織企業的醜聞弊案被揭發後，而領

導者若仍不願意將自己攤在陽光下，坦然面對錯誤的話，人們將會認

為你是騙子，因此這也是目前企業界致力於透明化的主要因素。 

Pagano 以及 Pagano(2003)指出在一項問卷調查中，有 62％的領

導者表示他們應該在勇於認錯這方面有所改進；然而「選擇」認錯和

「被迫」認錯這兩者間有著相當大的差異，因為「出於自願」

(willingness)是關鍵，領導者真心誠意地承認自己的錯誤，遠比被迫

承認錯誤有意義，尤其當王子犯罪，真的與庶民同罪時，整個組織團

隊就會提升到另一個境界。 

因此 Pagano 以及 Pagano(2003)提出五項道歉的原則來提醒領導

者如何處理自己的過錯：（1）盡快從被動變成主動：愈快採取行動處

理問題，對於領導者而言愈有利；（2）重視他人的感受與抱怨；（3）

適時說抱歉，並向正確的對象致歉；（4）不要在道歉中出紕漏：領導

者如果要真心道歉，就必須說出「對不起」或「抱歉」，否則大家會

認為這樣的道歉並非是真心誠意的；（5）道歉要即時：因為遲來的道

歉永遠都嫌太遲與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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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常會被察覺，因此將時間花在掩蓋錯誤只會延長大家的痛

苦，白白浪費的時間和精力卻無法找到解決之道，而徒增自己的壓力

罷了（黃淑敏譯，1997）；不過，認錯與道歉需要力量與勇氣，同時

也免不了必須承擔風險及後果，但是為錯誤負起責任，並對所造成的

損害或遭遇冒犯者做出彌補錯失，這才是負責任的透明領導作風，並

能幫助領導者及其組織建立信譽。 

 

八、注意你的言辭(watch your mouth)： 

曾經被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評選為全美前十名主管領

導力發展顧問的 Marshall Goldsmith 把破壞性言詞 (destructive 

comment)定義為「不能增加價值、不能幫助你或是其他人做好工作的

言論」(Pagano & Pagano ,2003)，而破壞性的言詞有許多種，包括責

備、流言蜚語的八卦、批評、諷刺挖苦、不適當的幽默、「我們 vs.

他們」之類劃清界限的對立態度等等，因為這些言論基本上多半是未

經思考、脫口而出的話，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非常微妙，而且那些說者

往往未留意到自己說的話所造成的負面後果；因此，破壞性的言辭可

能會滲透到整個組織之中，無形中形成嘲諷、不互相支持的文化，尤

其在資訊發達的社會中，處處充滿著破壞性的言詞，不滿的員工經常

在網際網路的聊天室中發牢騷，或聚集在迎合不快樂與氣憤員工的網

站上。 

Pagano 以及 Pagano(2003)指出在主管領導力發展評量中，有 88

％的領導者承認他們必須在避免破壞性的言詞方面尋求改善，他們的

上司中有 83％也贊同此看法，因此可以知道組織團隊的領導者往往

會忽略自己的言詞用語，然而要避免語出這類的用詞，則是需要靠領

導者個人的修練與節制，領導者必須先想清楚後再說，並確定你談論

他人的言論是可以提供某些價值或是抱持中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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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批評，並非是無的放矢，必須要審慎考慮你所提出的訊息內

容與背景，留意你的說話語氣與時機，避免誇大的言辭，因為這會讓

傾聽者失去焦點，一個有建設性的批評，是展現鼓勵與支持，讓對方

感受到他的績效優劣具有影響作用，進而產生改善的意願，同時知道

這樣的批評是相當客觀中立的，是針對事情作出批評，並非針對某人

有所偏見，而且，最糟糕的批評是讓對方滋生畏懼、不信任，且喪失

信心。 

此外，領導者在日常言行中應該努力避免產生「我們 vs.他們」

的破壞性言辭，因為這樣的言詞把人們分成不同的團體，並貼上標籤

（不論是部門、管理階層、種族、階級或社經地位等），這將會分化

整個組織團隊，造成部屬間的惡性競爭與歧見，因此領導者應該必須

要幫助部屬瞭解不同團隊部門間的相互關連，以及讓彼此認知到必須

要相互合作才能使組織繁榮，並且要提供機會與時間讓部屬間表示不

同的意見、互相對話交流，消弭彼此間的對立隔閡。 

倫敦商學院的組織行為學教授 Nicholson(1998)指出在石器時

代，一個人的生存不僅仰賴他採擷果實的能力，也仰賴他蒐集資訊的

能力，他在「哈佛商業評論」(Harvard Business Review)文章中表示，

八卦(gossip)向來是我們理知作用的一部份；而這種非正式的消息與

資訊溝通永遠不可能在組織中消失滅跡，因為八卦不僅會造成非常負

面的工作環境，還會讓員工間會互相對立，因此領導者除了約束自

己，也要節制員工道八卦。 

再者，身為領導者應該具備良好的幽默感，具備洞察力看出如何

在困境之中運用幽默來解決問題，並抒解壓力，同時幽默能使工作場

合營造出一種較輕鬆的氣氛，但也切記不要挖苦諷刺別人，許多的幽

默帶有這種負面的性質，如果不能謹慎避免，絕對會傷害到領導者專

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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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別吝惜鼓勵與讚賞他人(don’t hold your applause)： 

領導者若想成功地影響與激勵部屬，必須讓部屬感受到領導者真

誠的關心，肯定他們、設法認識瞭解他們，因為讓部屬感受到重視，

這對提升整個組織團隊的士氣、績效與生產力有著相當大的助益，但

是，領導者不能只為了組織利益而展現其關心與重視，這樣狹隘的觀

點將適得其反，使員工懷疑你根本不是真心的關懷，最終將降低員工

對組織的認同感。 

真正的領導是以「跟隨我，我承諾會幫助你成功」的社會契約為

基礎，領導者若是不遵守這樣的契約，其採取透明性策略的動機將會

遭到部屬質疑，懷疑你別有目的，並非真誠的關心他們。 

領導者的任務之一是在幫助每位部屬成長，並且要能夠瞭解每個

人的能力、長處、弱點與需求，知道他們在個人的職業生涯中希冀達

到什麼境界，並激勵他們努力達成目標；但是，Pagano 以及 Pagano 

(2003)指出在一項問卷調查詢問七千一百零七位主管，他們的領導者

是否瞭解與關心部屬所關切的事物、感覺、動機、需求與能力，79

％的受訪者並未給予最高的評價，事實上，他們的領導者中有 91％

的人同意此看法。 

一個真正關心部屬、花時間去瞭解部屬重視什麼的領導者，會發

現部屬要的並不指是金錢報酬而已，他們希望獲得肯定，或許表現優

異的部屬會高興獲得好報酬，但是他們並非只是為了獲得好報酬而努

力做好工作；儘管許多的研究證明肯定與讚賞部屬對績效的助益，同

時有許多相關的書籍教導者主管如何去肯定與讚賞部屬，但這仍是最

被忽略、最不普遍的管理實務，許多領導者往往自認為善於給予部屬

正面的肯定，卻驚訝的發現部屬的評語卻恰好相反，對整體團隊的鼓

勵讚許固然重要，也有助於加強團隊合作精神，但是員工也渴望他們

的領導者針對他們的個人表現給予獎勵與肯定，至於鼓勵與讚許他人

有沒有一個一體適用的原則呢？唯一不變的準則，就是：真誠一致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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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懂得瞭解與體諒部屬需求的領導者，更能建立機強、忠誠

的關係與成功的團隊，在強調組織目標與經營策略的同時，展現同理

心也是和部屬建立連結有效的方法，有同理心的領導者不是替部屬承

擔麻煩，而是去傾聽與瞭解他們內心的感受。 

 

陸、透明化優勢領導的研究取向 

因此，整個學校經營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朝向鬆綁、多

元、權力下放的方向發展，人們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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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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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研究在測量工具上，採取透明

化優勢領導的九大行為金律作為研究國民中學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

之研究取向，各向度對學校領導者之意涵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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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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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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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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透明化優勢領導的研究取向 

透明化優勢領導主要是由領導力專家Pagano以及Pagano於 2003

年所提出的的領導理論，雖然在此之前，企業界早已興起一股透明管

理的趨勢，但其所關注的焦點大多在財務管理的透明上，至於領導者

如何採取透明化的領導行為之研究則相當少見，乃至於在學校管理上

之應用更可說是從未有過，因此研究者在整理透明化優勢領導的相關

研究上，則以國內外研究中提及透明化優勢領導相關概念之研究為整

理方向。 

Sashkin 的願景領導，提到領導者的行為包括：焦點領導、溝通

技巧、信任領導、尊重領導與風險領導，領導者將成員聚焦在重要觀

念與溝通技巧上，運用人際關係技巧傳達訊息與意義；其言行一致，

建立成員對之信賴感；尊重、關懷成員之工作與生活細節；並讓成員

接受挑戰，提供方法、資源與自主力，並降低風險，以確保最後之成

功；領導者的特質則包括自信、授權與認知時間幅度（引自濮世緯，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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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iovanni強調領導並非管理，重視進一步的工作表現而非僅供

參與，重視符號與意義非僅操弄情境，重目的性而非僅計畫性，重視

教師和學校的能力提升而非僅給予方向，重績效責任而非僅在監控，

重視內在的動機而非僅外在的動機，強調同僚的關係而非僅在意氣相

投，強調爆發性的領導而非僅在計利性的領導（引自張慶勳，1996）。 

謝謹如（2000）在「當危機來臨時－談學校危機溝通」中指出，

溝通與領導是密不可分的，良好的溝通會使學校擁有和諧的氣氛，相

反地，不良的溝通卻會導致誤解及謠言的產生，尤其當危機來臨時；

面對危機發生時，學校行政人員應快速回應，讓全校師生及媒體能夠

很容易獲得訊息，並且在內部溝通時，消息的傳遞要一致，不要出現

多種聲音，否則事件會更加複雜，同時尊重內部成員有知的需要，要

求他們在未了解事情的真相前，不要任意接受媒體訪問；此外學校要

透過發言人機制與媒體溝通，用誠信對待媒體，自然可以贏得媒體的

信賴；最後亦提到危機容易造成緊張，適時的幽默有助於緊張氣氛的

化解；因此有這樣良好的危機溝通計畫，學校才能在危機事件中安然

度過。 

孫本初（2000）在「轉換型領導對台北市政府行政績效影響之研

究」中發現，領導者應該放下高高在上的身段，運用「個別化關懷」，

主動在工作與情感上關懷部屬，同時運用理想化影響力來增進員工之

向心力；在才智啟發上，應鼓勵部屬開發自我潛能，突破過去單一思

考與唯命是從的盲點，而建立學習型組織與開放的溝通環境將有利於

成員於政策創意時進行腦力激盪，並能薰陶出組織內對多元意見的兼

容並蓄，使部屬的工作能力能夠提升，進而提升市府整體績效。 

蔡宗興（2004）在「雲嘉南地區國民中學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中指出校長必須運用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加強教育

人員的對話與討論，廣納建言，使教育人員充分瞭解校長的辦學理

念，減少彼此之間的疏離感與隔閡，使教育人員樂意配合校務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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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校長在言談舉止間應發揮影響力、充滿活力，對環境有高敏感杜、

適應性高、知人善用，以身作則適當調整行政職務，讓更多的教育人

原有機會擔任行政工作，使教育人員發揮所長並樂意發揮團隊合作的

精神，為學校效力。 

王秀燕（2004）在「臺北縣市國民小學女性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

效能關係之研究」中發現國民小學女性校長在「個別關懷」與「校長

能主動為教師設想，爭取更多的權益與福利」層面之得分較低，可知

教師非常需求女性校長給予個別關懷，主動為他們爭取福利，因此建

議女性校長在這方面可以多下點功夫去贏得教師的認同；同時建議女

性校長給予所有教師和主任一樣多的時間與機會，彼此溝通協調，凝

聚全校教師共識以提升學校效能；最後建議女性校長要改變心智模

式，突破傳統的思維方式，以Maslow的需求理論為基礎，透過激勵、

鼓舞、尊重的態度，帶領教師同仁共同提升自我時限及道德層級的需

求，並與其共享學校願景的形塑，使學校及個人不斷進步，並達成學

校目標。 

張賜光（2004）在「桃園縣國中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中指出校長必須透過多種管道，使導師及專任教師充分瞭解校

長辦學的理念，減少彼此之間的隔閡，並配合學校校務運作；同時校

長應注重人際關係的建立與維持，增加自己的領導魅力，使教育人員

接納並樂意配合學校的教學活動；此外因女性教育人員大多擔任導師

或專任教師，少有機會接觸學校行政事務，因此校長應多支持與關懷

女性教育人員，多多任用有能力及有意願的女性教育人員擔任行政職

務。 

詹幼儀（2004）在「國民小學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變革接受度：

以九年一貫課程變革為例」中指出學校中的變革管理校長促進教師變

革接受度的著力點，校長可以透過讓教師在學校正式會議中提出相關

疑慮、豐富公開的研習資訊，以及提升教師參與變革相關決定的機會

等方式，以增進教師對變革的瞭解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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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到，領導者在帶領團隊組織時，除了

既有科層組織下的領導規範外，同時應適時放下傳統權威的身段，多

多關懷部屬員工，聽聽他們內在的需求與聲音，藉由不斷溝通對話的

過程，激發更多創意經營的觀點，這樣一來可以讓領導者贏得部屬的

認同，二來亦可促進整體組織績效的再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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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混沌動力系統的理論與研究分析 

 

混沌理論（chaos theory）或稱動力系統理論（dynamical system 

theory）乃是起源於自然領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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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體的運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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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統治的更迭等，都是混沌理論學者所

探求的主要課題，在這些不同向度的系統中，都有共同的特色，亦即

在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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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沌理論的學者則試著去瞭解與掌握這些存在於混沌、複雜與秩序邊

緣的活動原理。 

雖然目前尚無一致公認精確的數學公式，但許多專家學者認為混

沌理論是繼統計理論、愛因斯坦的相對論、量子力學後，又一重大的

科學突破（姜濤，1993），因為相對論排除了絕對空間與時間的幻覺，

量子力學排除了對可控制測量的迷失，而混沌理論則排除了拉普拉斯

決定論的可預見性之狂想，同時混沌理論跨越了不同科學學門的界

線，因為它是各種系統的宏觀共相（Gleick, 1987），因而對現今的自

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研究產生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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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混沌理論的緣起與發展 

混沌的見解可源溯自希臘、埃及等古民族對宇宙初始的傳說（王

彥文譯，1993），而不論在中西方，混沌現象自古即有，甚早存在於

巫術、神話、文學、宗教、哲學等諸多學界，其基本理念可自我國和

希臘的古代經籍中發現（Loye & Eisler, 1987），例如：在中國文學中

的《淮南子‧要略》：「律牟六合，混沌萬物」；《鬼谷子本經陰符》：「神

道混沌為一」……等，意味天地尚未形成前之狀態；辭海中對於「混

沌」一詞的解釋有二：一指「天地剛開闢時，清濁未分的自然景象」，

二是「比喻無知」；在西方學者 Hayles則自神話與文學的傳統觀點認

為：混沌之意義是極為幽暗未明的。 

然而對於混沌現象的研究始於自然科學－氣象學、物理學、數

學……等，Gleick(1987)在「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一書中指

出：混沌理論的研究從原本物理學範疇中落後的部分突顯出來；二十

世紀中大部分的時間，主流是粒子物理學，試圖探究禁錮在更高能

量、更小空間及更短時間中的基本物質，當混沌理論到來時，年輕的

科學家相信他們正面臨物理學改朝換代的序幕。 

法國物理學家 Poincare首先提出「非線性動態系統」中的微小干

擾因素，可以隨時間的變化遽增；之後，混沌現象的相關研究普遍受

到它的第一個研究－愛德華勞倫斯(N. Edward Lorenz)的氣象學理論

研究天氣系統(weather system)和地球氣壓(earth atmosphere)的混沌之

影響，並試圖建立混沌現象的發展模式，引起各界廣泛的注意（林和，

1998）。混沌的研究始自六０年代，而直至 1970 年才由美國的物理學

家費根鮑姆 (Mitchell Feigenbaum)正式提出所謂混沌理論，同時

Mandelbrot 發現碎形結構(fractals)，使科學界颳起一陣旋風，奠定了

混沌的研究方向，爾後的二十幾年來有關混沌的研究論文不下 5000

篇及 100部專著和文集（黃榮河，1995；張志三，1996）；Gleick（1987）

指出混沌現象已變成一項代表重建科學體系的風行運動，美國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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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終將更多的軍隊、中央情報局和能源部門研究經費投入探索混沌

現象，同時成立特別部門來處理經費收支；而在每一所大學和聯合研

究中心裡，理論家視混沌為共同志業，其次才是他們的專長。 

因此，混沌理論開啟了另一扇窗，也讓人類的文明進入一個嶄新

的里程碑，他跨越了不同科學學門界線的特性與宏觀的視野，經由諸

多學者的貢獻，取代了傳統的線性模式，儼然成為學術新派典。 

 

貳、混沌的涵義 

林崇智（1995）認為混沌是指一些不規則但非任意(random)的行

為，即這些不規則的行為是經由一系列複雜的規則所控制的結果，而

不是隨機率而來；秦夢群（1995）則指出混沌理論主張存在混亂而無

規則的系統，系統中更隱含著不可預測性，因此極細微的起始行為也

都有可能到至系統的完全崩潰；陳木金（1996）提到關於 Hayles 所

謂的「神話」和「文學」的傳統，「混沌」的意義是相當地朦朧的

(obscured)，Curtis強調我們使用混沌理論或混沌科學時，或多或少以

隱含雜亂隨機現象(randomness)的意思。 

混沌現象無所不在，一般而言，學界對於「混沌」有以下兩種不

同看法： 

一、混沌是規律秩序的前兆與合作的伙伴 

因為當各個事件在系統中進行時，規律秩序開始出現，同時，觀

察者也發現「驅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在自然出現；尤其當這

個系統的「熱力函數」(entropy)累積足夠的能量時，它的結果將使「驅

散結構」的雜亂現象轉變成為確切明白的秩序 (Prigogine & 

Stenger,1984)；Gleick(1987)則將它定義為介於熱力學與動力系統間，

一種高度個別化、關聯化的哲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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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雜亂現象下潛藏的規律秩序 

因為在雜亂的系統中，隱含有「奇異吸子」(strange attractors)，

影響著系統的運行，因此當我們將「混沌」運用到許多領域時，會比

前一種觀點產生更佳的結果，受此一觀點影響，許多研究者發展出「力

的本質」，吸引系統中的元素，產生混沌系統的特徵(Griffiths, Hart & 

Blair.,1991)。 

綜合上述，本人將「混沌」(chaos)歸納為是一個非線性系統模式，

此系統具有隨機、複雜、不可預測之特性，然而在其雜亂的現象下，

卻潛藏著規律與秩序結構。 

 

參、混沌動力系統的特徵 

Hayles(1990)在「Chaos bound: Orderly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cience」一書中指出，混沌動力系統有以下特徵：1.複

雜的形式(complex form)；2.非線性(nonlinearity)；3.不同尺度間的遞

移對稱性(recursive symmetries between scale levels)；4.對初始條件的

敏銳度 (sensitivity to initial conditions)； 5.回饋機制 (feedback 

mechanisms)。 

Griffiths、Hart 以及 Blair(1991)在「Still another approach to 

administration: Chaos theory」中指出混沌現象應用在學校研究上，可

以從七個向度來探討：1.蝴蝶效應；2.混亂起源；3.驅散結構；4.隨機

龐雜震撼；5.奇異吸子；6.迴路遞移對稱；7 回饋機制等對學校行政

進行研究。 

姜濤(1993)在「混沌發展與其簡介」提出導致混沌型態的根本原

因，在於系統中的幾個非線性因素，包括：1.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

2.數學描述的特性；3.自我相似性；4.描述它所用的數學模型的簡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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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木金（2003）指出 Trygestad 於 1997 年時在「Chaos in the 

classroom: An application of chaos theory」提到混沌理論研究的要素：

系統(system)、碎形(fractals)、初始效應(initial effects)、及分歧點

(bifurcations)，可以應用到教室裡的學習，協助教師對於班級經營，

進行自我組織的平衡 (equilibrium)→失衡 (disequilibrium)→再平衡

(reequilibrium)。 

邱淑玲（1997）研究「混沌理論在政府組織管理中的運用」指出

從混沌理論的非均衡演化觀點，以及環境變動快速與複雜性不斷增加

的挑戰，組織管理的新思維是必須改變過去對於均衡、穩定與秩序的

假定，建立新的思想傾向（mind-sets），瞭解組織行為本質上的不可

預測性與隱藏的形態，以及組織內衝突與矛盾非線性特質的存在是正

常且必要的，運用不穩定的正面效用，從政治的互動與團體的學習，

促進新的管點與組織創造力，從而能更發展出能因應變遷與複雜性的

新管理能力，以結合混沌理論內隨機性、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無序

中的有序與普適性等特徵，並從其存在與演化、隨機與不可逆轉性、

從量的世界走向質的世界以及從均衡到非均衡等相關的面向，所形成

的「組織的混沌理論」，確認組織的混沌行為並運用在組織的管理上，

以對於控制的新認知、適當地運用權力、建立自組織學習的小組、發

展多元的文化、嘗試冒險、促進團體學習的技巧與創造資源等原則，

來增進策略性的管理，並且更進一步顯現其在政府組織管理中的運用

與價值。 

Liu(1998)在「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chaos」中指出混沌

現象的特性如下：1.決定主義：系統在以前、現在和未來的狀態都由

決定論法則所決定；2.非線性：混沌必從非線性產生；3.對初始條件

的敏感性；4.類週期性；5.在某些邊界和緊張狀態中有某種穩定狀態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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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連祺（1998）在「混沌理論對國小教師課程設計之啟示」提出

混沌理論的幾個要點：1.非線性；2.敏感於初始條件或稱蝴蝶效應；

3.奇異吸子；4.回饋和迭代(iteration)。 

陳木金（1999）「在混沌理論對學校組織變革因應策略之啟示」

指出，學校行政組織和環境之互動的各種現象與潛藏秩序結構，可以

用混沌現現象之觀點加以說明其啟示：1.蝴蝶效應對學校行政的啟

示；2.混亂的起源對學校行政的啟示；3.驅散結構對學校行政的啟示；

4.隨機龐雜震撼對學校行政的啟示；5.奇異吸子對學校行政的啟示；

6.迴路遞移對稱對學校行政的啟示；7.回饋機制對學校行政的啟示。 

Briggs 和 Peat(1999)在「Seven life lessons of chaos: Timeless 

wisdom from the science of change」中藉由一張張精彩的圖片和有趣

的實例，發展出七個混沌現象的研究概念：1.勇於創新：從事創意工

作的人，總是設法進入混沌狀態，才能讓手中作品活出自己的生命；

2.蝴蝶效應：即使是不起眼的改變，透過系統的正反饋作用，將會放

大成為巨大的力量；3.共同演化：競爭不該是生物進化的唯一關鍵，

混沌理論提出共同演化的觀點，認為整個生物體系以互助合作的方

式，共同進化；4.亂中求序：短暫的混亂，打破原有的秩序，反而能

讓規律持續發揮作用；5.師法自然：混沌指出一個方向，讓我們探索

自己與宇宙之間豐富的聯繫；6.活在當下：我們可以重建內在時鐘與

大自然的聯繫，學習全心全意投入正在發生的事件中；7.天人合一：

機械的觀點是我們過去數百年來所熟知的觀點，然而，在中古時期，

機械的觀點則是從整體論觀點中孕育出來。 

吳清山與林天祐（2000）混沌理論是一種兼具質性思考與量化分

析的法，用以探討動態系統中無法用單一的數據關係，而必須用整體

連續的數據才能加以解釋及預測之行為。 

徐振邦（2000）在「國民中學學校行政混沌現象之研究」指出針

對學校行政組織之所言的混沌現象，是指組織行政運作歷程中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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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在沒有外界無預期的干擾因素下，卻出現與平常不同的結

果，使行政組織內的人、事、物呈現無秩序狀態；組織若有上述現象，

即是一個混沌系統，同時並歸納出混沌系統具有三大特性：1.人事物

關係的非線性；2.系統結構的複雜性；3.自我組織性。 

賴銳霞（2000）在「混沌(chaos)對國小老師班級經營的啟示」中

指出混沌現象具有以下幾點特徵：1.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sensitivity 

to initial conditions)：系統中只要細微的改變，就會造成迥異的結果；

2.自我相似性(self-similarity)：混沌中包含著無窮層次的「自相似性」

或「不盡相似」，透過碎形理論就能找出其中的規律性，進而支配他

們；3.不可預測性(unpredictable)：混沌系統屬於非線性系統，科學家

無法對混沌系統進行精確的測量；4.自我組織性(self-organization)：

混沌系統雖雜亂不穩定，但亂中有序，本身具有自我組織的特性，能

夠不斷的自我建立系統中的秩序，促使混沌系統產生規律的奇異吸

子；5.普遍性(university)：普遍性代表不同的系統展現相同的行為，

在性質上、數量上、結構上、計量上是一致的，所推廣的不僅是型態，

而精確的數字。 

蔡文杰（2001）在「國民小學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銳度及組織權

力關係重建之相關研究」中指出教育週期是所有教育措施的整體特

徵，對於傳統教育學所無法解釋的部分，可透過「混沌理論」給予合

理的驗證機會，因此身為教育行政人員就必須瞭解混沌理論具備下列

特性：1.非線性；2.蝴蝶效應或稱敏感於初始條件；3.奇異吸子；4.

複雜的形式；5.遞迴對稱；6.回饋機制。 

吳春助（2001）在探討「國民小學校長學校行政混沌現象敏銳度

與學校組織文化塑造之關係」中，沿用 Griffiths 等人(1991)的觀點，

從蝴蝶效應、混亂起源、驅散結構、隨機龐雜震撼、奇異吸子、迴路

遞移對稱等六個向度來探討學校行政混沌現象敏銳度潛藏脈絡，進而

建立學校行政混沌現象敏銳度的動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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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洪運（2001）在探討「混沌理論在人力資源管裡的應用」中指

出，利用混沌理論的基本概念包括耗散結構、蝴蝶效應、奇特吸引子、

回饋機能等，進而探討兩者間之關係，並以「員工參與」為例，說明

若組織在人力資源規劃時未能考慮員工參與，就耗散結構來看，員工

對外在環境與需求欠缺瞭解，未能吸收外在環境所提供之資訊；從蝴

蝶效應來看，員工因缺乏參與溝通，則芝麻小事易引起軒然大波；從

奇特吸引子來看，領導者不易發現員工觀念上的差異，未能及時整

合，因而產生許多次級團體，影響組織內部的穩定；從回饋機能來看，

員工未能參與，導致組織目標、方向未能了然於心，因此若工作產出

低下或偏差而又再行輸入時，將不斷衝擊組織績效。 

李宏才（2003）在「混沌理論應用在國小校長危機管理之研究」

中指出，從蝴蝶效應可以探討危機的肇始原因；從回饋機制則可以探

討危機形成的連續過程；危機事件在不同的組織、不同的層次、不同

的時間、地點一再重複，展現它的自我類似特性；從碎形可以瞭解危

機案例對於危機管理的重要性；而奇異吸子則可以發現學校危機潛藏

的因素或秩序；至於危機本身對於學校組織來說，就是一種分岔，因

為從分岔來探討爆發危機或解除危機的關鍵點，具有重要的意義。 

綜合以上學者之看法（整理如表 2-1），研究者將混沌動力系統的

主要特徵論點整理成以下七個向度來探討： 

一、充滿創意(being creative) 

Griffiths 等人(1991)提到所有的學校行政工作者必須瞭解更多有

關混亂的起源，因為他們都曾經歷過在一個穩定的情境中，突然間發

生一個事件而造成一片混亂的經驗；線性因果關係一般被視為一種常

態，而混沌理論卻認為「非線性」才是自然與人文社會的常態，任何

事物和現象間常因相互糾葛，形成錯綜複雜的混沌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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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藉由對混沌動力系統中「非線性」運作模式之體認，當面對

眼前一片混亂的現象時，採取自我反省和回想過去面對混亂起源的處

理經驗，創造解決方法，找尋可行的處理模式和檢討自我世界觀，相

信可將無序引導進入新秩序中。 

Briggs 和 Peat(1999)也指出，面對混沌現象應該採取勇於創新的

因應策略，保持創意的開放性，藉由自我組織與創化，對不斷改變的

環境做出反應，自然會像流水一般，不斷活化更新內在思維，找到充

滿創意的方法。 

 

二、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 

Griffiths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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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翅拍動，其對空氣所造成的擾動將可能觸發

下個月美國德州的暴風雨。」因為混沌現象是很難將其輪廓圖像化，

因此只要在初始條件小小的差異，就可能造成巨大不同的結果，而形

成「失之毫釐、差之千里」的現象，藉以指出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

在這個複雜的混沌動力系統中，可能會出現幾處不穩定的點，只要輕

輕一推，就會翻越造成嚴重後果的臨界點，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 

葉連祺（1998）指出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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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整個系統的發展

和蛻變，對微小初始條件有相當程度的敏感，系統的變遷是非線性和

難以預測的；其次，敏感於初始條件，具有積極創造的成分，可促使

系統因時空變異，締造出適宜的系統型態，免於系統崩潰的危機。 

陳木金（1999）指出我們應以「蝴蝶效應」的啟示，注意初始條

件的覺察，保持對學校心裡、物理環境的敏銳度，注意存在個體或組

織生活空間的各種因素，洞察其可能促進或阻礙變革計畫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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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邦（2000）指出國民中學行政組織要對初始條件敏感，在不

同的學校隨著環境不同、刺激不同也會有所影響，生活中些微的小插

曲就可能對學生的未來造成重大的影響。 

 

三、共同演化(going with the flow) 

Griffiths 等人(1991)指出所有學校行政工作者必瞭解更多有關

「驅散結構」的主題，因為學校組織的驅散結構系統是一種非線性模

式，明確地指出學校系統裡表現出許多的驅散結構，如熱力函數

(entropy)到達一定的臨界關鍵點時，驅散結構於是產生一定的波動。 

Prigogine與 Nicolis在其相關化學研究中，發現驅散結構的存在，

其主要特徵為能自外部環境中吸取能量，基本上，驅散結構是一開放

系統，隨著內部能量的消長，必須隨時與外部交會而產生新型態；驅

散結構也非穩定之系統，有時會陷入混沌暴亂的情境，整個驅散結構

的變化乃是一種連續的過程，其特點乃在完全拋棄既有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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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自我重組的動力，在混沌與不穩定中產生新的

形式。（整理自秦夢群，1997）。 

陳木金（1999）指出我們應以「驅散結構」的啟示，注意變革的

契機與臨界點；而徐振邦（2000）指出驅散結構的特性即是系統內會

作自我組織以增加系統對環境改變的適應力，而各次系統又能發揮其

獨自的功能性。 

Briggs 和 Peat(1999)也指出面對驅散結構應該採取共同演化的因

應策略，其指出競爭不是生物進化唯一關鍵，混沌理論提出共同演化

的觀點，認為整個生物體系以互助合作的方式，共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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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亂中求序(order out of chaos) 

Griffiths 等人(1991)指出學校行政工作者必須瞭解更多有關隨機

龐雜震撼的主題，因為所有混沌系統的出現都指向隨機龐雜的震撼。 

陳木金（1996）指出混沌理論的熱衷學者也討論學校組織的複雜

社會系統，他涉及了許多變項是自然非線性的，必須深入去思考和注

意這些隨機龐雜變項的來龍去脈，注意其演變情形，掌握先機；陳木

金(1999)亦指出我們應以「隨機龐雜的震撼」之啟示，藉由研究為什

麼變革是必須的背景因素，蒐集有關變革的好處之資料，建立一個變

革計畫，並在適當時機對參與變革計畫者介紹此一成功變革的案例。 

Briggs 和 Peat(1999)指出面對隨機震撼應該採取亂中求序的因應

策略，短暫的混亂，打破了原有的秩序，倒反而能讓規律持續發揮作

用。 

 

五、奇異吸子(strange attractor) 

Griffiths 等人(1991)指出奇異吸子是某些元素或力量浮現出來成

為一個中心的組成部分環繞著事件運轉循環，模式型態是環繞著奇異

吸子潛藏在混沌動力系統裡發展；Ruelle 和 Takens 認為奇異吸子具

有下列特性（林和譯，1998）： 

1.穩定：經過紛擾而後動力系統恢復最終狀態。 

2.低維度：空間中的軌跡必須限制在長方形或箱型內，只有幾個自

由度。 

3.非週期性：從來不重複自己，永遠不落入一成不變古董擺鐘的結局。 

奇異吸子表示系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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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為影響系統運作的重要因素(Bobner, New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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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singer, 1989)；而在組織中，奇異吸子可以是抽象的意識型態，也

可以是具有影響力的個人或團體，陳木金（2000）在「從奇異吸子理

論談新世紀的學校行政革新」中，以奇異吸子研究的「漢諾吸子」、「洛

斯勒吸子」、「勞倫斯吸子」之理論啟示，運用決心、直覺、理想及熱

情四個原則開始行動，形成推動學校行政的動力，注意找出學校行政

革新中之軌跡與規律秩序的線索，根據這個系統行為變化的情形去描

繪出模式發展圖，如此將能幫助我們去及時預測或解決問題。 

 

六、活在當下(living within time) 

Griffiths 等人(1991)指出所有的學校行政工作者必須瞭解更多有

關迴路遞移對稱的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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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不斷地應用函

數的關係去獲取數據得到結果。 

Hayles(1990)認為不同尺度間存在迴路遞移對稱的關係，例如湍

急的水流，它由大漩渦組成，而大漩渦是由多個小漩渦所組成，小漩

渦中則有更多的更小的漩渦，大大小小的漩渦套疊在一起，就成了湍

急的水流，此即對稱複製；陳木金（1996）指出在混沌現象中，不管

測量量尺如何改變，其複雜形式在不同量尺標準間的迴路遞移線路仍

是對稱的，而且從各種角度看不同量尺標準間仍是相互連接的。 

陳木金（1999）指出我們對於有關變革的正反力量敏銳感應，應

該以「迴路遞移對稱的啟示」，注意各種正反力量的資訊，例如：對

已計畫好的變革的改變有心理準備，並接受對最初計畫的改變的回

饋、修飾、增加及修正意見；另一方面，也注意存在個人或系統中可

能促進或阻礙變革的不同力量，並評估這些驅動或抗阻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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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gs 和 Peat(1999)指出面對迴路遞移應該採取活在當下的因應

策略，其指出我們可以重建內在時鐘與大自然的聯繫，學習全心全意

投入正在發生的事件之中。 

 

七、回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 

Griffiths 等人(1991)指出所有的學校行政工作者必須瞭解更多有

關回饋機制的主題，因為在混沌動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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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彥文（1993）指出在系統的變化方面，是受到系統過去的歷史

決定其進行的方向，然後在隨機與動態中，系統中各吸引子導致成果

的產出，一切的過程可經由非線性的方程式加以表示；如此反覆進

行，舊的成果會回饋制系統成為新的輸入，並產生波動而激發下一次

新的結構。此外，由於系統具有以上反饋的性質，不斷的作自我更新

的性質，為組織系統帶來獨一無二的特性，科學家們便用「自生」

(autopoiesis)的觀念來定義這種特性，由於自生結構會讓系統產生自

我更新的效應，而使得每一個個體都具有和其他個體不同的性質，並

且一直保持有這些特性，這就是系統的回饋所產生的特殊現象。 

葉連祺（1998）提出：混沌理論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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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loop)，當系統外部環境或測量量尺變動時，將引發系統產生自我組織

(self-organizing)和轉變，使混沌狀態逐漸變成穩定狀態。 

陳木金（1996）舉例：在一個學區裡，學生的學習成就(output)、

學習結果，最後仍是回饋到學區(input)的各項成就中，因為學生學習

成就的結果促進學區變化、進步、發展的動力，更進而增強此一學區

的各項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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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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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研究者研究混沌理論所關注要點彙整表 

研究者（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混沌理論所關注之要點 
Hayles(1990)  
邁向混沌－亂中有序的當代文

學與科學 

1.複雜的形式；2.非線性；3.不同尺度間的遞移

對稱性；4.對初始條件的敏銳度；5.回饋機制 

Griffiths, Hart & Blair(1991) 
教育行政的另一研究取向－混

沌理論 

1.蝴蝶效應；2.混亂起源；3.驅散結構；4.隨機
龐雜震撼；5.奇異吸子；6.迴路遞移對稱；7回
饋機制 

姜濤(1993) 
混沌發展與其簡介 

1.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2.數學描述的特性；3.
自我相似性；4.描述它所用的數學模型的簡單性

Trygestad(1997) 
混沌理論在教室中的應用 

系統(system)、碎形(fractals)、初始效應(initial 
effects)、及分歧點(bifurcations) 

邱淑玲（1997） 
混沌理論在政府組織管理中的

運用 

1.隨機性；2.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3.無序中的
有序；4.普適性 

Liu(1998) 
混沌理論的意義與重要性 

1.決定主義；2.非線性；3.對初始條件的敏感
性；4.類週期性；5.在某些邊界和緊張狀態中有

某種穩定狀態存在 
葉連祺（1998） 
混沌理論對國小教師課程設計

之啟示 

1.非線性；2.敏感於初始條件或稱蝴蝶效應；3.
奇異吸子；4.回饋和迭代(iteration) 

陳木金(1999) 
在混沌理論對學校組織變革因

應策略之啟示 

1.蝴蝶效應；2.混亂的起源；3.驅散結構；4.隨
機龐雜震撼；5.奇異吸子；6.迴路遞移對稱；7.
回饋機制 

Briggs和 Peat(1999) 
混沌的七項生活課程：大自然

變革的永恆智慧 

1.勇於創新；2.蝴蝶效應；3.共同演化；4.亂中
求序；5.師法自然；6.活在當下；7.天人合一 

徐振邦（2000） 
國民中學學校行政混沌現象之

研究 

1.人事物關係的非線性；2.系統結構的複雜性；
3.自我組織性 

賴銳霞(2000) 
混沌(chaos)對國小老師班級經

營的啟示 

1.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2.自我相似性；3.不可
預測性；4.自我組織性；5.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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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研究者（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混沌理論所關注之要點 
蔡文杰(2001) 
國民小學學校經營混沌現象敏

銳度及組織權力關係重建之相

關研究 

1.非線性；2.蝴蝶效應或稱敏感於初始條件；3.
奇異吸子；4.複雜的形式；5.遞迴對稱；6.回饋
機制 

吳春助(2001) 
國民小學校長學校行政混沌現

象敏銳度與學校組織文化塑造

之關係 

1.蝴蝶效應；2.混亂起源；3.驅散結構；4.隨機
龐雜震撼；5.奇異吸子；6.迴路遞移對稱 

倪洪運(2001) 
混沌理論在人力資源管裡的應用

1.耗散結構；2.蝴蝶效應；3.奇特吸引子；4.回
饋機能 

李宏才(2003) 
混沌理論應用在國小校長危機

管理之研究 

1.蝴蝶效應；2.回饋機制；3.自我類似特性；4.
碎形；5.奇異吸子；6.分岔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肆、混沌動力系統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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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經由各家學

者對於混沌理論之論述後，本研究在測量工具上，採取混沌動力系統

的七項特徵作為研究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研究取向，各向度對學校領

導者之意涵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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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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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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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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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混沌理論在教育上的應用 

混沌理論在自然科學中的研究與應用很多，例如：物理學家把他

用來分析複雜的物理現象，如氣象預測、湍流過程、力學與電學系統

等；化學家用它來分析化學反應過程；生物學家用它來研究動物繁殖

規律；人口學家用它來研究人口增長規律；生態學家則用它來研究職

務圖案與生態變化等；混沌理論在人際科學中的研究與應用也相當廣

泛；社會學家用它來分析一些過去在研究社會型態時無法解決的問

題；經濟學家用它來研究股票價格規律；大腦專家把他用來研究思維

過程；生物醫學專家用它來研究心臟的跳動等（引自吳春助，2001）。 

林妮燕（1999）在「運用混沌理論批判我國教師法之立法與實施」

研究中，將混沌理論在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運用情形整理如下表

2-2與 2-3： 

 

表 2-2 混沌理論在自然科學運用情形彙整表 
自然科學領域 研     究     發     現

物 理 學

1.氣象：氣象預測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結構，系統對初始狀態

十分敏感，導致氣象預測困難。 
2.湍流：湍離的內部組織是一個對稱複製的型態，符合碎形

幾何原理，組織中又佈滿許多奇異吸子，影響水流流向。

3.其襪雜的物理現象，如流體、力學。 
化   學 藥劑的連鎖反應過程具有回饋機制，而且具有不可逆性。 

生 物 學

動物數目突然增減甚至滅種的情形，符合混沌理論的基本主

張，即系統為一非線性的耗散結構，且其中存有許多奇異吸

子。 

生 態 學
發現許多植物的圖案具有碎形幾何的構造，例如蕨類植物、

花椰菜。 

醫   學

1.人類大腦的思維過程不是簡單的直線進行，而是靠許多奇

異吸子，以聯想的方式進行，聯想過程中與當時的狀態及

環境（初始條件）有密切相關。 
2.心血管的分佈與律動具有碎形幾何結構。 
3.遺傳變種的情形及傳染病圓的傳播，吻合混沌理論的主張。

資料來源：林妮燕（1999）。運用混沌理論批判我國教師法之立法與實施。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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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混沌理論在社會科學運用情形彙整表 
社會科學領域 研     究     發     現

經 濟 學

1.商品價格的變動具有碎形幾何的構造。 
2.經濟體系具有耗散結構的特質。 
3.國際金融與國際金融市場是一複雜而多元化之系統，融合

不同歷史背景、人文、思想、觀念，透過學習，在時間系

列上造成動態非線性系統之變化。 

都 市 地 理 學

都市空間區域發展具有耗散結構與非線性的特質，人口數

量、工作機會、運輸系統及商業活動等變項的互相影響，決

定各區域的發展走向。 
公 共 關 係 認為混沌理論促進公共關係的發展與實施。 

政 治 學
政治革命往往是少數人的想法與作為（隨機波動），造成系

統無法預測的巨大影響（組織解體或重組），而導致革命。 
藝 術 運用碎形幾何學的觀念創作。 
特 殊 教 育 非線性、隨機性及動態系統，符合幼兒發展產生障礙的情況。

閱 讀 教 學 文字與閱讀教學具有非線性系統特質。 

輔 導 諮 商
混沌理論可幫助輔導人員瞭解被輔導者求助行為的背後因

素。 

文學與藝術教育 自我組織系統符合古典文學與藝術的教學。 

音 樂 教 育
個人的寫作能力極具複雜性，因此要以多樣的方式激勵學生

的創作力。 

認 知 心 理 學
皮亞傑的兒童認知發展理論與非線性的混沌模式具有密切

相關。 

心理與教育測驗

前測分數相同或相近者，其後測分數卻產生難以預測的差

異，此種預測失效的現象即是系統對初始狀態高度敏感的例

證。 

教育行政管理
教育行政系統（例如一所學校）具有耗散結構、蝴蝶效應、

奇異吸子及回饋機制的性質。 
資料來源：林妮燕（1999）。運用混沌理論批判我國教師法之立法與實施。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頁 27。 

以下，研究者將針對混沌理論在教育上的應用，分別從教育革

新、學校行政、班級經營、課程實施與設計、教學、校長培育等方面

加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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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教育革新上的應用 

根據蔡文杰（2000）在「從混沌理論探究教育革新的走向」中的

研究結果指出，混沌理論對教育革新的啟示有：（一）重視心理特質，

保障學習權利：認真地進入學習者的心理大視窗，才能正確掌握其學

習需求，如此教育革新的策略，才能符應其學習方向，進而保障其學

習權利；（二）結合整體資源，發揮強度效能：教育革新的歷程，牽

涉到許多複雜的層面，因此在進行教育革新的設計與定位時，應整體

考量所有相關變項，並以統關的鉅象，來規劃多種可行的方案，使其

朝向有序、穩定的永續目標發展；（三）檢視計畫系統，統觀機制品

質：有效的教育革新，必須檢視整體計畫系統，讓組織中形成積極支

持的文化與氣候，再根據組織的需要，研擬革新計畫並付諸實施，如

此方能監控組織變革的品質，達成組織自我更新的目標；（四）尋求

變革因子，力導吸力系統：時代思潮和觀念，扮演吸子角色，影響教

育的發展，身為教育工作者，必須隨時留意時代思潮的演進，確實掌

握時代動脈，進而在革新系統中，充分發揮其吸力因子的角色；（五）

鼓勵多員參與，建立革新共識：廣納各方成員，共同參與研擬計畫內

容，凝聚共識，教育組織方能成為一個具有吸力的緊密結構，確保革

新的成效與結果；（六）敏感細微契機，掌握變革動向：身為教育人

員，唯有開啟微觀的新眼，清晰體驗變革的契機，以拆零和組裝的技

法，把各種變革因子加以統整，才能確實掌握變革的動向，完成教育

革新的目標；（七）匯聚民間智慧，呼應社會需求：珍視民間的資源

與智慧，建立制度化的參與網路，充分瞭解和反應人民需求，確保革

新成效；（八）解除平衡假象，靈活動態流動：回歸動態的的真實面

貌，才能靈活革新，落實變革。 

而林妮燕（1998）在「運用混沌理論批判我國教師法之立法與實

施」研究中發現：（一）教師法的立法與實施過程中，符合混沌理論，

社會是一複雜、動態的結構，具有非線性的性質，並具有回饋機制；

（二）社會系統中存在許多異形吸盤（奇異吸引子），此奇異吸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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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社會大眾對教師法的各種反應，這些反應會左右教師法未來的發

展；（三）教育系統即有混沌共相，混沌之中隱藏理性與秩序；（四）

造成教師法規修正之背後動力，包括界聘、申訴、教評會，恰如混沌

現象中之奇異吸引子，牽一髮而動全身；（五）系統的初始狀態，往

往具有決定性的重大影響。 

 

二、在學校行政上的應用 

陳木金（1996）的研究中指出，混沌現象對因應學校變革策略的

啟示為：（一）對心理物理環境的覺察：以「蝴蝶效應」的啟示，注

意初始條件的覺察；（二）檢查溝通系統：以「混亂的起源」之啟示，

注意檢查溝通系統；（三）鼓勵參與變革的計畫過程：以「驅散結構」

之啟示，注意變革的契機與臨界關鍵點的掌握；（四）發展一個變革

成功的案例：以「隨機龐雜的震撼」之啟示，深入瞭解變革的來龍去

脈，掌握先機；（五）尋找變革推動者的吸力系統：以「奇異吸子」

之啟示，注意找出變革混沌之中規律秩序的線索；（六）對有關變革

的正反力量敏感：以「迴路遞移對稱」之啟示，注意各種正反力量的

資訊；（七）解除目前平衡狀態的冒險：以「回饋機制」之啟示，注

意評鑑每一個要件的正確性。 

白雲霞（2001）在認為混沌現象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具有相當

啟發性，其發現如下：（一）對應蝴蝶效應，強調校長應善用情境分

析如 SWOTS的方式，瞭解學校在初始條件是否有所變化，加以調整

不同作法，以小成功締造整體成功的方式來完成學校改革；（二）對

應於騷動的開始，領導者應該經常檢視通系統是否暢通無阻，溝通是

否為開放、雙向、循環及多元的管道；（三）對應於耗散結構，強調

瞭解、自我更新與學習，校長要瞭解並分析學校本位課程的耗散來源

（如教師的無助），才能適時補充耗散結構中能量，並鼓勵教師自組

小組學習網絡；（四）對應於隨機波動，學校應深入瞭解可能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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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課程發展產生不可預知影響之因素，方能掌握先機；（五）對應

於奇異吸子，強調願景與英雄的營造，重視解決組織文化的問題；（六）

對應於遞迴對稱，強調評估正反力量與發展具彈性的計畫；（七）對

應餘回饋機制，強調鼓勵創新，化危機為轉機。 

鄭孟忠（2001）在「從混沌理論談學校行政革新」研究中，提出

在學校行政革新上可行的策略為：（一）致力心靈重建，改變心智模

式：跳脫傳統的窠臼，運用水平思考法，以客觀、多重而整體的立場

與角度來思考；（二）瞭解社會變遷，掌握時代脈動：瞭解現代化自

由、民主、開放的社會發展趨勢，掌握速度、樹為、網路的時代脈動，

有效發揮學校效能；（三）審視各項資源，發揮整體效能：以統觀的

思維，規劃多種可行的方案，使學校朝向有序、穩定的永續目標發展；

（四）檢視組織系統，卓越變革品質：讓組織中形成積極支持的文化

與氣候，達成學校自我更新的目標；（五）尋求變革因子，導引組織

系統：身為學校人員必須隨時留意時代思潮的演進，確實掌握時代脈

動，進而在學校行政革新系統中，充分發揮其吸力引子的角色；（六）

敏感細微變異，掌握革新走向；（七）廣泛吸收新知，掌握學習機緣：

經由個人的努力與群體互動，拓展生命視野、圓熟的知識與智慧，讓

知識產生真正的力量，用以擴大教育影響，解決與應變任何行政問

題；（八）捨棄固著模式，迎接變革挑戰：以更柔軟、彈性、權變的

方式，革新行政作為。 

 

三、在班級經營上的應用 

盧姿里（2000）在「混沌理論對少年矯正學校班級經營之啟示」

中發現：（一）在班級教學活動上：應視為「非線性」關係，才可以

解釋教學活動中更多的面向與情況；（二）在班級常規管理上：對初

始條件的敏感與適時適度的管理，可避免事端擴大，提早控制與解決

問題；（三）在班級氣氛營造上：可以適度運用奇異吸子的特性，在

班級中營造幾個特殊的吸子，使學生不知不覺中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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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銳霞（2000）在「混沌(chaos)對國小老師班級經營的啟示」研

究中提出混沌理論對於老師班級經營的啟示為：（一）承認班級中存

在混沌現象：老師需要面對各種次家，善加溝通，造就新的契機，才

能有良好的班級氣氛，有利於教學目標的達成；（二）見微知著，重

視初始狀態：老師應該要瞭解學生的動靜，注意個體或班級中的各種

因素，洞察其可能造成阻礙班級經營成效的因素；（三）注意事件的

連鎖反應：家長與教師間交互作用的結果，可以強化班級經營的效

果，也有可能變成阻礙，因此教師要善用回饋機制的影響力；（四）

注意並善用奇異吸子：讓學生參與共同建立常規，建立共同願景，引

導學生朝班級的目標努力，展現「部分大於整體」的效能；（五）從

混亂現象中發現秩序：教師需要回顧其班級經營或其他教師的經驗，

發現班級經營的盲點，以求突破與創新。 

蔡文憲（2003）在「淺談混沌理論在學校經營管理上的應用－以

塭子國小為例」的研究中指出，混沌理論給予教師在班級經營工作上

的啟示為：（一）做好班級經營，善盡導師之責任；（二）強調個別差

異，實施因材施教，帶好每一位學生；（三）兼顧知情意行的全人化

教育目的；（四）採用多元評量方式，提供學生充分表現的機會。 

陳木金（2003）在「混沌現象敏銳度在國小教師班級經營效能評

鑑之運用研究」中，歸納出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為：當教室混沌現象

敏銳度之「蝴蝶效應敏銳度」愈佳、「混沌起源敏銳度」愈佳、「驅散

結構敏銳度」愈佳、「隨機龐雜震撼敏銳度」愈佳、「奇異吸子敏銳度」

愈佳、「迴路遞移對稱敏銳度」愈佳、「回饋機制敏銳度」愈佳，則「推」

教室混沌現象敏銳度的力量也愈強；同時陳木金建議國民小學教師能

以該研究工具作為班級經營效能評鑑或教師教室混沌現象敏銳度自

我檢核之使用，並藉以建立我國國民小學教師教室混沌現象敏銳度在

班級經營效能評鑑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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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課程實施與設計上的應用 

葉連祺（1998）在「混沌理論對國小教師課程設計之啟示」研究

中指出混沌理論之啟示為：（一）課程設計應採整體規劃觀點：整體

考量課程的相關變因，規劃多種應變方案；（二）以新觀點看待課程

綱要和課本在課程設計中的地位：教師基於教育專業，妥善調整課程

及相關內容，以促成學生心智技能的成長；（三）多注意和瞭解可能

影響課程設計的因素：諸如教育理念、研究成果、社會事件等，均有

可能影響課程設計；（四）視情形讓學生或家長參與部分的課程設計：

國小部分學科，例如道德與健康、輔導活動等，可以斟酌讓學生或家

長參與規劃，以提升教學效能；（五）勤於在職進修，增進課程設計

的知能：社會變遷快速，大眾對教育品質期待甚殷，教師唯有積極進

修、充實與提升教學知能，方能勝任課程設計的需求。 

郭至和（2001）在「混沌理論對國小課程實施的啟示－以鄉土教

學活動為例」研究中，指出混沌理論對國小課程實施的啟示為：（一）

課程實施前應做好整體規劃：從課程實施的蝴蝶效應，提醒我們不能

忽視在不同時間地點所出現的微小事件或線索，對毫不起眼的細節也

需要保持敏感度；（二）結合不同資源體系，在課程實施時發揮最大

的功效；（三）尋求課程實施中的奇特吸子，創造課程革新的動力；（四）

設立課程發展委員會，隨時檢視計畫的擬定與執行，追求永續的革新

與發展；（五）瞭解時代脈動，面對課程改革的挑戰；（六）隨時檢討

反省，發揮教師專業能力。 

 

五、在教學上的應用 

曾榮祥與吳貞宜（2000）在「混沌理論在教學上的應用」研究中，

提出應用混沌理論符映現代教學變革之需要，方能有效提升教學品

質，據此，作者提出以下意見供學校教學之參考：（一）隨時掌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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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情形，並作立即性的回饋；（二）隨時留意可能影響影響教學

的因素；（三）實施各科聯絡教學；（四）適時掌握教學變革之契機，

並鼓勵教師參與教學革新之相關計畫；（五）積極參與在職進修，改

進教學方法。 

 

六、在校長培育上的應用 

陳木金（2005）在「混沌動力系統對中小學校長培育課程的啟示」

中指出，我們若是能從混沌理論學者所發展出來的混沌系統動力學理

論之各向度，包括「因應混沌現象」、「使用蝴蝶效應」、「倡導共同演

化」、「隨機亂中求序」、「探索奇異吸子」、「學習迴路遞移」、「運用回

饋機制」七大向度，應用MASTER、CREATE、ACTION三個模式於

中小學校長培育課程之「專業培訓課程」、「現場實習課程」、「師傅制

度課程」三大領域的課程設計中，積極加強校長領導能力的培養及實

務方面的訓練，提供各種資源及教育新趨勢，透過各種討論、反省、

思考與學習「校務發展」、「教學領導」、「行政管理」、「公共關係」、「專

業責任」等五個學校行政經營專業能力，以提升校長的素養與辦學績

效，全面提升學校經營之品質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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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透明化優勢領導與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關係

探討 

 
本研究針對透明化優勢領導與混沌動力系統兩項主題之關係探

討的文章，發現目前專門以透明化優勢領導與混沌動力系統為主題之

研究尚屬少見，因此本研究乃以這個領域上之相關議題來進行探討分

析。整理如下： 

邱淑玲（1997）研究「混沌理論在政府組織管理中的運用」指出

混沌理論的運用，因應了政府組織管理的意義與範圍，提供一個新的

典範，使公共管理者對於組織更新與質變過程，能有更多的理解與創

造性的思維，以新的眼光來看對政府組織以及變遷的可能性，做為改

進政府績效與服務傳遞以及管理轉變的基礎，能滿足公共組織理論劃

分為實用理論的需求，具有行動的可能與多重的理論途徑；而從公共

管理新的典範，運用混沌理論的觀點，將焦點放在風險與不確定性管

理、利用無序來促進政府組織的變遷與革新、自組織部門的建立與管

理以及公共管理在非線性動態中的倫理基礎，不僅能面對政府組織中

的混沌與複雜性，將政府的組織管理從機械保守的均衡觀點，朝向非

均衡動態的創新發展，重視社會變革的需求，回應民主的價值與責任

的道德規範，同時更能在新物理學典範的指引下，有助於解決公共行

政研究定向的認同危機、舊物理學典範的限制、以及複雜性與變遷的

挑戰，而導引出公共行政發展的新方向。 

徐振邦（2000）研究「國民中學學校行政之混沌現象」中，探討

混沌理論應用在學校組之上之可行性，以及學校行政運作歷程中是否

有混沌現象之存在，並瞭解國民中學學校和統一的複雜特性，研究結

論指出：（一）宜將混沌理論視為學校行政的研究典範之一；（二）學

校中人事物的互動關係無法完全加以預測；（三）學校行政組織會同

時產生混論和統一的複雜的特性，尚待進一步探討；（四）可由人口

和學校變項中的排序差異情形發現歧異點；（五）國中學校行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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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我組織性的知覺會影響其對混沌管理的接受程度；（六）性別對

於混沌現象的知覺會有所不同；（七）國中學校行政人員對於影響隨

機事件與行政人員有關因素資訊的需求趨於保守。 

陳木金（2000）在「從奇異吸子理論談新世紀的學校行政革新」

的研究結論指出：（一）以「漢諾吸子」、「洛斯勒吸子」、「勞倫茲吸

子」的啟示，運用決心、直覺、理想及熱情四原則開始行動，形成推

動學校行政的動力，注意找出學校行政革新之軌跡及規律秩序的線

索，為避免推動行政革新與個人或個人的人格太過相同，學校行政領

導者應該在可尋求校務體系之教務、訓導、輔導、總務、會計及人事

等六大動力系統的積極合作，由他們扮演促動行政革新的表面領導

者，形成一種革新的吸力系統，塑造有利於改革的推動；（二）因為

學校行政革新推動工作可說是一項範圍廣、時間長、程序煩、耗費大、

責任重的工作，必須重視團體的運作歷程，成立規劃委員會，透過參

與、整合與落實的原則，發揮集思廣益的力量，講求主動、效率、適

用、創新的精神，參考學校傳統特色、社區背景及未來發展，訂定學

校行政革新藍圖，使其在整體規劃下逐步辦理，並發展學校特色，發

揮學校之「奇異吸子」的教育功能，以創建最佳的學校行政成效與教

育情境，進而能激勵學生向善向學，以提高教學與學習成效，產生教

育功能。 

蔡文憲（2003）在「淺談混沌理論在學校經營管理上的應用－以

塭子國小為例」的研究中指出，混沌理論給予行政人員在教育工作上

的啟示為：（一）強調危機管理：成立校園危機處理小組，進行事前

預防、事發緊急應變處理、事後徹底檢討改進的工作；（二）建立人

文、支援、服務、敏捷的行政制度；（三）重視公共關係：與社區各

方人員建立溝通、良好互動關係；（四）採取走動式管理；（五）建構

輔導新體制；（六）教師能以身作則，起正向漣漪效應，帶動學生正

向發展；（七）重視潛在課程，引導學生正面學習；（八）推動學校成

為學習型組織。 

 68



黃玉梅（2004）在「混沌理論及其在學校經營管理的應用研究」

中對於學校的經營管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一）對初始狀態的敏感，

以防微杜漸，避免蝴蝶效應的大量產生；（二）掌握奇特吸引子的出

現，製造契機、開發良機、創造利機；（三）善用迸發的分歧點，將

此視為經營管理變數的起始點再行改進；（四）從經營管理的各方改

進，來預防組織崩盤所出現的耗散結構；（五）善用回饋機制，將組

織管理的異音視為再製溝通與解決之鑰，以促使雙贏(win-win)機制進

入經營管理的循環之中。 

綜合上述文獻內容可知，身為組織的領導者在面對任何一個以

「人」為主的動態系統環境中，若是能夠掌握混沌動力系統的特性，

敏銳察覺動態系統中任何可能影響組織運作的細微因子，善用組織系

統的回饋機制，將這些轉化為其在經營混沌動力系統時的領導行為，

再運用到實務的現場環境中，一來既可提升領導者的經營成效，二來

亦可提升組織系統的運作績效，達到領導者與組織系統的雙營局面；

因此可知領導管理與混沌動力系統兩者間存在高度的相關性，然而透

明化優勢領導又屬於領導管理行為中的一環，因此研究者大膽假設透

明化優勢領導行為會對混沌動力系統產生影響力，並希冀藉由本研究

能夠加以驗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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