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與學校混沌動力

系統之現況及其關係，並瞭解教育人員人口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對校

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及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影響。除蒐集、閱讀、整理、

歸納有關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及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理論與相關研

究外，亦提出研究架構、編製問卷、問卷調查、回收資料等，並就調

查所得資料進行統計分析、討論，以形成結論、提出建議，提供教育

行政機關、國中校長及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 結論 

    本節擬就文獻探討結果、調查研究發現，並依研究目的，歸納出

本研究之結論如下： 

一、學校之組織特性適合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理念來領導學校教育人員 

根據文獻探討，透明化優勢領導的內涵大致可分為九個向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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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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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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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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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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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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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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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並能坦承提供及接受壞消息；（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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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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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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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透明化優勢領導之內涵可知，透明化優勢領導是跳脫傳統

黑箱式的領導思維模式，校長藉由展現其透明作風以提高其聲譽、溝

通力與決策力，並贏的教師、學生、家長以及社會的信任。因此，在

面對這複雜、多元以及充滿開放風氣的校園生態中，校長對於學校教

育人員的領導，則以透明化優勢領導的理念及運作模式為佳。 

     

二、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高低實為影響校長校務經營之重要因素 

根據文獻探討分析結果，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主要內涵可分為七

個向度：（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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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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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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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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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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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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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回饋機制：是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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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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主要內涵可知，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

高低實為影響校長校務經營之重要因素，因此校長愈能夠掌握學校這

個動態系統的運作情形，方能在校務經營上有高效能的表現；然影響

校長在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因素很多，包括校長個人的背景因

素，例如性別、年齡、服務年資、學歷等，或是學校情境因素，例如

校長領導方式、學校文化等。因此，如何提升校長在經營學校混沌動

力系統之能力是學校行政部門的重要課題之一，根據相關研究發現，

校長的領導方式是最能提升其在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上之效能，由

是校長應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的策略來提高其在經營學校混沌動力

系統之能力，並增進學校效能。 

 

三、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的實際情形尚佳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民中學教育人員所知覺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

調查問卷的得分平均數為 212.57，平均數除以題數為 4.52，在六點量

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75.3 分（4.52 ÷6 ×100），得分的程度

屬於中上。至於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調查問卷九個向度的得分情形，

依序為「誠實至上」、「沈著冷靜」、「鼓勵讚賞」、「集思廣益」、「信守

承諾」、「卸下防禦」、「傳達警訊」、「注意言辭」、「勇於認錯」，其平

均數除以題數之得分分別為 4.67、4.61、4.59、4.57、4.53、4.52、4.44、

4.42、4.37，在六點量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78、77、76.5、

76、75.5、75、74、74、73分。顯見，國民中學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

領導的情形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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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目前國民中學校長在透明化優勢領導之誠實至上方

面，能夠在其校務經營的行動與決策上展現出誠實與道德的行為，藉

此建立起學校師生的信任與信譽；在集思廣益方面，能夠勇於接受來

自他人的回饋意見與批評，在校務經營上作出適當的改變與行為調

整；在沈著鎮靜方面，當校長在面對來自內外在壓力時，能夠有耐性

並從容不迫的處理應對，並採取有建設性的行政作為；在卸下防禦方

面，校長能夠透過各種方式來展現其透明度，藉由與師生間的互動分

享，讓大家能夠更瞭解校長最真實的一面；在信守承諾方面，校長在

對部屬作出承諾前，能夠明確地與對方溝通，並謹慎考量各項條件，

以做到言行一致與言出必行；在傳達警訊方面，校長能以顧及尊嚴與

關懷的方式向部屬傳達壞消息，並且勇於面對承擔學校問題，作出立

即最適當的處理；在勇於認錯方面，當校長面臨行動或是決策上錯誤

時，能夠以高度負責的態度來處理問題，並將這視為學習改變的機

會，協助學校師生共同成長，同時也建立起領導者的信譽；在注意言

辭方面，校長在與他人的互動中能夠採取多面向的角度思考，並善用

語言的力量，以營造出和諧、互助的學校團隊關係；在鼓勵讚賞方面，

校長能夠隨時關心學校師生的感受，經常鼓勵部屬的努力與成就，讓

他們能夠在工作成就中發揮最大的潛能。 

 

四、整體而言，國民中學校長在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能力尚佳 

根據本研究發現，學校混沌動力系統調查問卷的得分平均數為

181.16，平均數除以題數為 4.53，在六點量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

當於 75.5 分（4.53 ÷6 ×100），得分的程度屬於中上。在學校混沌動

力系統調查問卷七個向度的得分情形，依序為「回饋機制」、「活在當

下」、「充滿創意」、「奇異吸子」、「蝴蝶效應」、「共同演化」、「亂中求

序」，其平均數除以題數之得分分別為 4.652、4.635、4.528、4.525、

4.522、4.435、4.406，在六點量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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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75.5、75.4、75.4、74、73.4分。顯見，目前國民中學校長在經

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能力尚佳。 

由此可見，目前國中校長在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充滿創意方

面，能夠抱持著開放的心胸，採取勇於創新的因應策略，鼓勵多元對

話參與，以發揮學校的創意經營；在蝴蝶效應方面，校長能夠透過徵

詢各方的意見，並藉由走動式管理，以保持對於學校人事物的敏感

度，隨時察覺可能影響危害學校正常運行的潛藏因子；在共同演化方

面，校長能夠透過各種方式來加強全體師生的共識，以激發整體的凝

聚力；在亂中求序方面，校長能夠在學校面臨危機混亂時，掌握混亂

的根源，勇敢面對問題，並作出立即性的處理與回應，讓學校規律能

夠正常運行；在奇異吸子方面，校長能夠秉持著教育本質與時勢潮

流，並同時兼顧全體師生的需求興趣，明確掌握學校特色的發展方

向；在活在當下方面，校長能夠在發生突發狀況，且危急學校正常運

作時，設法維持學校內部的穩定運作，同時顧及與外界的互動平衡，

讓學校安然走出危機；在回饋機制方面，校長能夠透過各種正負回饋

機制，採取及時適切的因應措施，來進行學校發展計畫的檢核與修正

工作。 

 

五、教育人員人口變項與學校背景變項中，性別、年齡、服務年資、

職務以及區域在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上有顯著差異，但學歷無顯

著差異 

（一）男性教育人員在知覺校長整體透明化優勢領導，顯著地高

於女性教育人員，同時在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各向度也皆顯著地高於

女性教育人員。 

（二）不同年齡的教育人員在知覺校長整體透明化優勢領導上有

顯著差異。其中，51～60歲組教育人員的得分平均數高於 41～5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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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31～40歲組以及 30歲以下組教育人員。在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

各向度上，皆有顯著差異。 

（三）不同學歷的教育人員在知覺校長整體透明化優勢領導及各

向度的得分差異上，並未達於顯著水準。 

（四）不同服務年資的教育人員在知覺校長整體透明化優勢領導

上有顯著差異。其中，以服務 26 年以上的教育人員得分平均數最高，

其餘依序為 16~25 年的教育人員、6~15 年的教育人員、5 年以下的教

育人員。在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各向度上，皆有顯著差異。 

（五）不同現任職務的教育人員在知覺校長整體透明化優勢領導

上有顯著差異。其中，校長的得分平均數高於主任、組長、專任教師

以及導師等教育人員之得分。在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各向度上，皆有

顯著差異。 

（六）不同區域的教育人員在知覺校長整體透明化優勢領導上有

顯著差異，尤其北區學校教育人員的得分平均數顯著高於中南部的教

育人員。在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各向度之上，皆有顯著差異。 

 

六、教育人員人口變項與學校背景變項中，性別、年齡、服務年資、

職務以及區域在知覺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上有顯著差

異，但學歷無顯著差異 

（一）男性教育人員在知覺整體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上，顯著地高

於女性教育人員，同時在知覺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各向度也皆

顯著地高於女性教育人員。 

（二）不同年齡的教育人員在整體教育人員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上

有顯著差異。其中，51～60歲組教育人員的得分平均數高於 30歲以

下組、31～40歲組以及 41～50歲組之教育人員。在知覺校長經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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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混沌動力系統各向度上，皆有顯著差異。 

（三）不同學歷的教育人員在整體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上，各組間

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在各向度的得分差異上，僅研究所以上學歷的

教育人員在活在當下與回饋機制上明顯較高，至於其他各向度，則未

達到顯著差異。 

（四）不同服務年資的教育人員在整體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上有顯

著差異。其中，服務 26 年以上教育人員之得分平均數最高，其餘依

序為 16~25 年的教育人員、6~15 年的教育人員、5 年以下的教育人員。

在知覺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各向度上，皆有顯著差異。 

（五）不同現任職務的教育人員在整體知覺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

力系統上有顯著差異，尤以校長的得分平均數高於其他教育人員；同

時，在知覺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各向度上，亦有顯著差異。 

（六）不同區域的教育人員在整體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上有顯著差

異，尤以北區學校教育人員的得分平均數顯著高於中南部學校之教育

人員。在知覺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各向度上，亦皆有顯著差異。 

 

七、教育人員知覺校長不同程度之透明化優勢領導在知覺校長經營學

校混沌動力系統上有顯著差異 

本研究將教育人員知覺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問卷之得分劃分為

高、中、低三組，這三組之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在整體學校混沌動力

系統及知覺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各向度上，均有顯著差異；同

時，在「整體學校混沌動力系統」或「知覺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

統各向度」的得分上，高分組顯著優於中、低分組；而中分組顯著優

於低分組。顯見，教育人員知覺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的得分愈高，其

在整體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及其各向度上的得分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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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能提升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效能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及各向度，與知覺校

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及各向度間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亦即，教

育人員知覺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之誠實至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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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讚賞的

領導行為愈高，則知覺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充滿創意、蝴蝶

效應、共同演化、亂中求序、奇異吸子、活在當下、回饋機制等能力

亦愈佳。因此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策略，藉由展現其誠信與道德

的行為，以增進全體師生瞭解校長的機會，同時建立起大家對校長的

信任；在面對決策或行動上的錯誤時，校長能勇於接受來自各方的回

饋意見與批評，隨時檢核修正其在校務發展上的缺失，以便作出立即

最適切的行政作為，並帶領著全體師生在危機中一起學習成長；同時

經常鼓勵肯定度部屬的努力與成就，以增進全體師生對學校的認同感

與向心力等，必能提昇校長在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效能。 

 

九、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對知覺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具有預測

作用 

為探討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各向度對知覺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

力系統是否具有預測力，乃將全部預測變項對整體學校混沌動力系統

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發現九個變項之中，以鼓勵讚賞、傳達

警訊、信守承諾、勇於認錯、卸下防禦及沈著鎮靜六者之聯合預測力

最佳，尤以鼓勵讚賞最具預測力，亦即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對校長經

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係對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

力系統之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因此，為提升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

統之效能，校長在透明化優勢領導的行為中，應多採取鼓勵讚賞、傳

達警訊、信守承諾、勇於認錯、卸下防禦及沈著鎮靜等六種領導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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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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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校長及未來研究之參考。 

 

壹、對教育行政機關的建議 

本論文旨在探討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暨學校混沌動力系統，兩者

均係影響教育品質良窳之重要因素，其動向、互動如何，自然值得教

育相關單位之重視，因此擬就本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一、建議教育行政機關定期舉辦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專業知能研習活

動，增進國民中學校長對透明化優勢領導的瞭解及領導技巧的運用 

根據本研究發現，教育人員知覺校長不同程度之透明化優勢領

導，其對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上具有顯著的差異，因此校長若

能瞭解、體會透明化優勢領導之內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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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內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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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強化校長透明化

優勢領導及專業發展的知能，必能提昇校長的領導效能。職是之故，

為使校長具有豐富的專業學養，並具備透明化優勢領導的知能，教育

行政機關宜定期舉辦校長專業發展研習活動。該活動除闡釋透明化優

勢領導的內涵、功能、進行經驗分享、交換外，亦可擴展校長的知識

領域與透明化優勢領導的能力，豐富校長的專業學養，提昇校長的領

導效能，進而提升校長在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能力，以促進學校

整體發展。 

 

 223



二、建議教育行政機關加強各校對於校園危機處理能力之在職教育，

以提升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能力，促進學校整體發展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在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七個向度

中，以「亂中求序」向度的平均分數得分最低，而在預測校長亂中求

序能力中，又以「傳達警訊」的預測力最高，因為近幾年來，整個社

會環境的變遷，學校已不再是一個單純封閉的靜態系統，因此校園內

外任何細微事件都可能引發學校所無法預料的衝擊，例如學生遭不明

校外人士潑硫酸、學校內發生性侵害事件等等，加上經由報章新聞媒

體的大肆宣傳報導，很容易讓整個危機事件變得更加複雜；所以校長

能否在學校面臨危機混亂時，迅速發現掌握混亂的根源，勇敢面對問

題，並作出立即性的處理與回應，讓學校規律能夠正常運行，變得相

當重要；同時教育行政主管機關應該加強學校校長在危機處理方面的

應變能力，建立一套校園危機處理機制，降低危機所帶來的負面影

響，如此一來才能帶領著學校師生共同走出危機，並且能夠讓教師與

學生的權益受到最佳保護。 

 

三、應加強中南部學校校長的教育領導知能研習，以提升其校務經營

的效能表現 

根據本研究發現，北區學校教育人員在知覺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

以及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平均數顯著高於中南部學校的教

育人員。究其實，主要是因為北區的校長除了面對學校複雜多變的人

事物環境時，同時教師的專業自主權也較高，因此校長自然必須要採

取更透明開放的領導作為來經營校務，才能滿足教師的需求，因而其

在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經營能力也較佳，相較於中南部學校的校長，

所接受到新的教育訊息不如北部多，且也無實施改變上的迫切性與壓

力，所以許多校長仍抱持著傳統的領導思維模式來經營學校，以致在

透明化優勢領導以及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表現均不佳，因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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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主管機關應多加強中南部教育人員對於新興教育領導概念的研

習，以提升改變其領導思維和校務經營能力。 

 

貳、對國民中學校長的建議 

當前校長面對整個外在社會環境的劇烈轉變，迫使校長必須對其

角色與責任重新調整，方能因應整個教育潮流的趨勢變革，因此校長

的領導思維是影響其校務經營上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擬就本研究結果

對國民中學校長提出數點建議。 

一、建議國民中學校長細心體察透明化優勢領導的內涵，並積極關心

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運作模式 

根據本研究發現，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對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具有

顯著的影響力，亦即教育人員知覺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的問卷得分愈

高，校長在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能力愈佳愈高，在充滿創意、蝴

蝶效應、共同演化、亂中求序、奇異吸子、活在當下、回饋機制等向

度的得分亦愈高。換言之，校長應從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中，體察如何

運用誠實至上、集思廣益、沈著冷靜、卸下防禦、信守承諾、傳達警

訊、勇於認錯、注意言辭以及鼓勵讚賞的透明化優勢領導，並融合校

園文化及學校組織特性，以提昇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效能。 

 

二、建議國民中學校長應強調透明化優勢領導之「鼓勵讚賞」能力，

以提昇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效能 

根據本研究發現，以透明化優勢領導各向度為預測變項對整體學

校混沌動力系統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即以「鼓勵讚賞」向度的預

測力最佳。顯見，校長如欲提升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效能，必須

瞭解激勵教師同仁的因素，妥善運用溝通技巧，以肯定讚賞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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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力與成就表現；再者，充分授權機制，讓教師得以發揮其在教學

或行政工作上之最大潛能；校長應把教師同仁視為學習的伙伴，一起

共同學習成長，並隨時關心教師同仁的需求，努力營造一個充滿溫馨

關懷的學校工作環境，如此一來既可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二來亦可

提升校長經營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效能。 

 

三、建議國民中學校長應樹立其「專業權威」，營造與師生溝通對話

的互動平台，同時積極展現自我，以獲取學校師生的認同與信任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在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各向度中，校長以

「勇於認錯」、「注意言辭」、「傳達警訊」等向度的平均得分最低，再

仔細分析各題的答題狀況可以發現，目前許多校長仍然對自己抱持著

傳統科層體制的權威角色，行於外以致讓學校師生同仁覺得校長有一

種高高在上不可親近的地位，也拉遠了與師生之間的距離，造成彼此

溝通上的隔閡，即使師生同仁對於學校有任何的批評與建議，往往會

懼於校長的權威而不敢提出，或是擔心發出聲音後，可能會遭受到不

良的後果，以致讓校長錯失了許多改革的先機。 

因此，校長應該拋開舊有「法職權」所帶給其的權威依恃，設法

建立其「專家權」來，藉由不斷的溝通、對話過程，傾聽師生內心的

想法，例如可以定期舉行與教師、學生代表互動對談的活動等，激發

校務經營的創意觀點；此外由於電腦網路的發達，校長亦可透過各種

資訊媒介，例如發行電子報、刊物或是個人網頁等，向師生宣達其經

營治校的教育理念；再者當校長面對自己在行動或是決策上的錯誤

時，首先要能夠放下身段，勇於認錯、承擔責任，將危機視為轉機，

積極尋求立即性的補救措施，如此一來既可贏得學校師生的認同與信

任，也可增進校務經營的效能，發揮最大的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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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國民中學校長應藉由建立新的學校識別系統，以加強全體師

生對於學校的認同感與向心力 

根據本研究發現，在學校混沌動力系統各向度中，校長在「共同

演化」與「亂中求序」向度的平均得分低於總量表的平均數，就各題

回答情形來看，發現校長在第 17 題「校長會以共同的服裝、口號或

徽標(logo)等方式加強共識，來激發全體師生的凝聚力」該題的平均

得分竟然只有 4.04 分，為所有題目中得分最低者，推究其原因，因

為目前在大專院校正積極利用企業識別系統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CIS)來建立學校自我形象，尤其現今招生環境面臨巨大的改

變，也是許多學校轉型的時機，各校如何以學校識別(School Identity, 

SI)，在學生心中建立更良好的形象，確是有企圖學校的當務之急（劉

明德，2002）；然而目前國中小學在學校識別（SI）方面的能力仍相

當缺乏，由於長久以來每個學校既有傳統的傳承壓力，使得現在學生

必須一味地接受認同數十年前，那些開校至今所留下來的校歌、校

服、口號等，但是對於現今的八年級（民國八十年以後出生的人）學

生而言，舊傳統已無法獲得他們的認同，但並非是舊傳統不好，而是

這些東西與他們生活經驗太過遙遠，很難藉由此讓他們對學校產生共

鳴。 

因此，校長若能勇於拋棄舊傳統的包袱，讓全校師生共同設計出

屬於他們的精神標誌，例如校徽、吉祥物等，以政大附中為例，學校

透過公開徵稿，讓學生來設計符合學校精神的徽標(Logo)，再經由公

開票選選出大家最喜歡的圖樣，成為學校師生共同認可的精神指標象

徵，如此一來可以創造整體的學校形象、彰顯學校精神文化，同時也

可以激發鼓舞師生對於學校的認同感與士氣，具有積極正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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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對未來相關研究的建議 

因為目前國內尚無關於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暨學校混沌動力系

統之研究成果，因此本研究擬就尚待開發研究課題提出幾點建議。 

一、在研究架構方面 

根據文獻分析得知，影響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因素很多，目前有

關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研究，大多係就其前因後果變項進行分析探

討，而本研究則僅探討影響學校混沌動力系統的前因變項：「校長透

明化優勢領導」。事實上，除了校長透明化優勢領導外，亦可探討領

導新趨勢，如參與式領導，以及其他的前因變項，如學校文化、校務

參與等，或者可探討其可能之中介變項等。當然，亦可兼具前因與後

果變項進行探討，以建立完整的模式，深入剖析學校混沌動力系統之

問題。 

 

二、在研究對象方面 

由於時間、能力與經費所限，本研究僅能抽樣台灣地區（不包括

離島縣市）七十所公立國民中學的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並未包含私

立國中，同時本研究是以學校班級總數在 24 班以上之學校為抽樣對

象，所以在研究推論上，不免有所限制，未來之研究對象若能進一步

增加抽樣校數（同時包括私立國中與離島縣市學校）以及班級總數在

24 班以下學校之樣本，則研究結果當更具正確性與推論性。此外，

本研究在探討校長運用透明化優勢領導行為上，因校長性別人數採隨

機抽樣之結果，並未事前做妥善的分配，以致男女校長比例上的懸殊

（男校長四十位、女校長十三位，比例=3：1），因此未來研究可以在

進行抽樣時，預先對於學校校長性別作安排分配，屆時在樣本回收之

後，亦可深入探討不同性別校長在透明化優勢領導行為以及在經營學

校混沌動力系統上是否有差異存在，如此將可使研究內容更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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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在編製問卷初稿之前，雖以文獻探討所建立之研究向度為

依據，並對學校實務工作者進行訪談，以作為編製問卷初稿之參考，

但以問卷調查之方法進行研究，難免因受試者作答反應心向偏差，而

陷入量化研究之限制。所以，未來可採質的研究，以實地觀察、個案

研究、深度訪談等方法，蒐集更深入的資料進行探討，同時亦可採行

質化與量化兼具的研究，使研究結果更具客觀性。當然，編製問卷初

稿所參考之學校實務工作者的訪談資料，亦可進一步地分析探討，以

補量化研究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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