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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所謂「混沌(Chaos)」就字義而言，其是指「一團混亂」及「難以預測」，充

滿不確定與不規則。然而混沌系統動力學(Chaotic System Dynamics)，就像流

速變快的河水接近岩石，它會開始打漩並倒捲回來形成渦流(Vortex)，它的行為

模式是高度複雜非線性，過程總是崎嶇蜿蜒，充滿變數，必須仔細檢視分析才能

發現其潛藏在無秩序中的秩序結構。 

誠如「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一詞的創造者，Lorenz(1963)發表「決

定性的非週期性流(Deterministic Nonperiodic Flow)」指出：天氣的決定對初

始條件的敏感依賴，其研究企圖了解隱藏在混亂無序天氣模式中的秩序，蝴蝶效

應是勞倫茲(Lorenz)本篇論文對混沌理論的重要貢獻，也是混沌理論研究學者引

用次數最多的著作。另外，Yorke (1979)在「Metastable Chaos」指出：混沌最

先傳來的訊息是不規則，若要和不規則打交道，勢必要了解其內容，才能找到規

律性。」如同 Hayles（1990）指出，混沌的涵義有兩個分支：其一是規律秩序

的前兆及夥伴，而非與其對立者；其二是強調存在於雜亂現象內之潛藏的規律和

秩序結構。 

    對照學校領導研究的發展趨勢，詳如圖 1所示：從科學管理學派、人群關係

學派、權變理論學派、組織理論學派、混沌理論學派的核心內涵，誠如

Hayles(1990)指出：當今的學校領導者必須具備混沌系統的能力才足以因應其工

作，因為混沌是強調存在於雜亂現象之內潛藏的規律秩序結構，因為雜亂現象之

內隱含有「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s)，進而啟動運作「混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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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的理論發展趨勢圖 

因此，本文嘗試混沌理論的觀點來進行研究，期望能如同 Curtis(1990)指

出：當我們將「混沌」應用到許多領域時，會比前一種觀點產生更美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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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此一觀點影響，許多研究者進而發展出「力的性質」，吸引一個系統的元素，

產生了混沌系統的模式特徵，並強調存在於雜亂現象之內藏的規律秩序結構之

美，探討分析混沌領導與學校革新。以下嘗試著歸納混沌系統動力的特性，從

1.混沌理論對學校領導的啟示；2.MASTER 混沌領導模式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3.CREATE 混沌領導模式對學校革新的啟示、4.ACTION 混沌領導模式對學校革新

的啟示，探討混沌領導與學校革新，作為豐富中小學校長學校領導研究的參考。 

 
 

貳、混沌理論對學校領導的啟示 
Lashway(2002)在「Trends in School Leadership」一文指出，在最近五年

來學校領導研究的趨勢，政策制定者和學校領導者都發現教育領導工作者面對了

變革及未來趨勢的挑戰。其研究發現校長們並不覺得他們有足夠的權力和資源勝

任工作，使得他們必須以超時工作來彌補。半數以上的現任校長想在十年之內退

休，這也顯示出由誰繼任領導的問題。其更指出在推動教育改革的過程之中，校

長們可能都曾經歷兩種感受：1.害怕改變；2.缺乏技能；3.不知該如何做。若無

法解決上述的現象，找到一些可用的增能策略來培育校長能力的專業發展，學校

教育改革的目標及學校經營的成效將很難達到。陳木金(2001)以學校經營實務之

校務發展、行政管理、教學領導、公共關係及專業發展等五個向度來探討學校領

導人才培養與訓練的實務內容，從學校領導管理系統知識培訓的圖像建構分析，

找出信念系統、人的系統、組織系統、溝通系統及行動系的學校經營知識來建構

學校領導人才的培養與訓練的圖像，作為校長能力的專業發展指標。 

混沌理論的研究脈絡，例如史邁爾(Smale,1998)、曼德布洛特

(Mandelbrot,1977)、惠依(Ruelle,1980)、費根堡(Feigenbaum,1990)……等許

多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及其它領域學者對於混沌理論與實務的努力研究，目前混

沌系統研究已形成新的科學研究典範。例如，學者 Prigogine 與 Stenger(1984)

指出：混沌是規律秩序的預兆，當各種事件在一個系統中進行時，規律秩序開始

出現，但觀察者也注意到相對一面「驅散結構」(disspative  structure)的雜

亂現象在自然出現。假使這個系統在「熱力函數(entropy)」上有足夠熱度，則

它的結果將使「驅散結構」的雜亂現象成為確切明白的秩序。Gleick (1987)指

出：這種規律秩序的預兆，稱之為介於熱力學和動力系統間，以高度個體化和關

聯化的哲學觀點命名，稱為「規律秩序之外的秩序」，稱之為「混沌」。。Briggs

與 Peat（1999）指出：科學上對混沌狀態的定義，指的是在顯然毫不相干的事

件之間，存在、潛伏的內在關聯性。混沌系統把焦點放在潛藏的秩序、細微的差

異、事物的「敏感性」，以及無法預測之事產生新事物的各種「規則」上，形成

混沌系統動力學的研究脈絡與取向。  

混沌理論在學校行政應用的倡導者 Hayles(1990)指出，我們應該將工作複

雜、現象多變的工作事務模式化，發現分解結構的潛藏脈絡，進而建立「混沌系

統」；Adams 與 Russ(1992)將混沌理論的原理應用於小學資賦優異班，發現其對

兒童學習具有良好的成效。陳木金(1999)指出，學校行政混沌現象的事件與例行

性工作的特性並無直接關聯，混沌現象的形成象徵著一種混亂狀態的發生，但是

混沌現象的再出現似乎是有規則性和週期性，產生了一種混沌的系統。如果我們

能夠探究這些事件在混沌原型背後的混沌系統，其必定能產出較高的行政經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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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效能。例如，Griffiths、Hart 與 Blair (1991)的觀點，並從七個向度來

探討混沌現象的潛藏脈絡，進而建立混沌現象敏銳度的動力系統：1. 蝴蝶效應

敏銳度；2.混亂起源敏銳度；3.驅散結構敏銳度；4.隨機龐雜震撼敏銳度；5.

奇異吸子敏銳度；6.迴路遞移對稱敏銳度；7.回饋機制敏銳度。Trygestad(1997)

在「Chaos in the Classroom: An Application of Chaos theory」指出混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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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再平衡(equilibrium→disequilibrium→

reequilibrium)。Briggs 與 Peat(1999)在「Seven Life Lessons of Chaos: 

Timeless Wisdom from the Science of Change」指出，每個人都曾有一種感覺，

覺得生活失去了控制，變得混沌紛亂，若能深入了解混沌現象，便能獲得人生的

重大啟發。 

由於急速的改變是現代社會的事實，因此我們對於改變必須加以導引或控

制管理。Salmon(1999)指出：混沌理論研究的新典範，能夠幫助我們面對多元現

象(diversity)、失序現象(disorder)及變化現象(change)，進行良好的經營。

因此，本研究歸納之混沌理論研究觀點作為學校領導者推動學校革新的主要參考

方向，詳如圖 2所示。 

 

 

 

 

 

 

 

 

 

 

 

 

     圖 2 混沌領導與學校革新的關係脈絡圖 

 

一、面對混沌現象培育勇能創新的因應能力 

    Griffiths、Hart 與 Blair (1991)指出：「混亂的起源」是混沌理論的第二個

重要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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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木

金(1999)指出我們應以「混亂的起源」之啟示，注意檢查溝通系統。徐振邦(2000)

指出，面對此種情境，應該採取自我反省和回想過去面對混起源的處理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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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gs 與 Peat(1999)指出，面對混沌現象應該採取勇於創新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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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出從事創意工作的人，總是設法進入混沌狀態，才能讓手中作品活出自己的

生命。因此，學校領導者應該能從面對混沌現象的研究融入學校領導工作，豐富

自己的勇於創新之能力。 

二、面對蝴蝶效應培育敏銳察覺的因應能力 

    Griffiths、Hart與Blair (1991)指出：「蝴蝶效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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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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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對學校心理、物理環境的敏銳度，注意

存在個體或組織生活空間中的各種因素， 洞察其可能促進或阻礙變革計畫的推

動。徐振邦(2000)指出，對初始條件的敏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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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ggs 與Peat(1999)指出，面對蝴蝶效應應該採取敏銳察覺的因應策略，其指出

即使不起眼的改變，透過開放系統的正回饋作用，將會放大成為巨大的力量。因

此，學校領導者應該從面對混沌現象的研究融入學校領導工作，豐富自己的的敏

銳察覺之能力。 

三、面對驅散結構培育共同演化的因應能力 

    Griffiths、Hart與Blair (1991)指出：「驅散結構」是混沌理論的第三個重要

概念，所有的學校行政工作者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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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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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一定之臨界關鍵點時，驅散結構於是產生一定

的波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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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關鍵點的掌握。對於變革計畫的開放對象，及一旦變革被採用時必須執行此變

革計畫者，應將其納入變革的設計小組中。徐振邦(2000)指出，驅散結構的特性

即是系統內會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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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Peat(1999)指出，面對驅散結構應該採取共同演化的因

應策略，其指出競爭不該是生物進化的唯一關，混沌理論提出共同化的觀點，認

為整個生物系以互助合作的方式共同進化。因此，學校領導者應該從面對混沌現

象的研究融入學校領導工作，豐富自己的的共同演化之能力。 

四、面對隨機震撼培育亂中求序的因應能力 

    Griffiths、Hart與Blair (1991)指出：「隨機震撼」是混沌理論的第四個重要

概念，所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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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涉及了非常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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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注意其演變的情形，掌握

先機。陳木金(1999)指出我們應以「隨機龐雜的震撼」之啟示，深人瞭解變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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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龍去脈，掌握先機。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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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變革計畫的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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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Peat(1999)指出，面對隨機震撼應該採取亂中求序的

因應策略，其指短暫的混亂，打破原有的秩序，反而能讓規律持續發揮作用。因

此，學校領導者應該從面對混沌現象的研究融入學校領導工作，豐富自己的亂中

求序之能力。 

五、面對奇異吸子培育師法自然的因應能力 

    Griffiths、Hart與Bl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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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環繞著事件運轉循環，模式型態是環繞著奇異吸子潛藏在

混沌系統裡發展。陳木金(1999)指出我們在尋找變革推動者的吸力系統，應以「奇

異吸子」的啟示，注意找出變革混沌之中規律秩序的線索。徐振邦(2000)指出，

當學校中有著奇異吸子特性之人、事、物層面的改變，其改變就可能為學校行政

組織的運作帶來影響，有些因素的影響立即浮出檯面，有些因素的影響可能潛藏

在各次系統或成員看不到的知覺，一但配合時空上其他之非線性因素的變化，則

可能產生連鎖反應而對學校造成較大的影響。Briggs與Peat(1999)指出，面對奇異

吸子應該採取師法自然的因應策略，其指出混沌指引了一個方向，讓我們探索自

己與字宙之間豐富的連續。因此，學校領導者應該從面對混沌現象的研究融入學

校領導工作，豐富自己的師法自然之能力。 

六、面對迴路遞移培育活在當下的因應能力  

    Griffiths、Hart與Blair (1991)指出：「迴路遞移」是混沌理論的第六個重要

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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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數量隨時間的變化就只需要找到起點，然後不斷地應用函數的

關係。林和(1992)指出：生態學家使用了史邁爾(Smale)的混沌研究方法，推估吉

卜賽蛾的族群數量，將所有上年度數量和次年度數量之間的關係規則，作為一種

函數關係Ｘnext＝Ｆ(Ｘ)，如此一來，任何特定的函數皆可以畫在圖上，並立刻

提供了形狀全貌的意義。陳木金(1999)指出我們對有關變革的正反力量敏銳感

應，應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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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gs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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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學習全心全意投入正在發生的事

件之中。因此，學校領導者應該從面對混沌現象的研究融入學校領導工作，豐富

自己的活在當下之能力。 

七、面對回饋機制培育天人活一的因應能力 

    Griffiths、Hart與 Blair (1991)指出：「回饋機制」是混沌理論的第七個重要

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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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混沌系

統循環裡的回饋機制，使得輸出項(output)回饋返回到系統裡如同輸入項(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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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陳木金(1999)指出我們應解除目前的平衡狀態準備冒險，應以「回饋機制」

的啟示，注意評鑑每一個要件的正確性。徐振邦(2000)以文獻分析及觀察法研究

國民中學學校行政組織中的混沌現象，歸納出以下結果及啟示：學校行政混沌現

象中的回饋機制分為正回饋、負回饋，正回饋可以讓影響效果加大讓系統趨向改

變，而負回饋則具有調和的功能，讓系統保持穩定。Briggs與Peat(1999)指出，面

對回饋機制應該採取天人合一的因應策略，其指出機械的觀點是我們過去數百年

來所熟知的觀點，然而機械的觀點則是從整體理論觀點中孕育出來，我們應該採

取天人合一的整體觀來面對世界。因此，學校領導者應該從面對混沌現象的研究

融入校長學校領導工作，豐富自己的天人合一之能力。 

 

 
參、MASTER 混沌領導模式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關於校長專業培育制度的建構，許多學者都提出相當具建設性的觀點來豐富

校長專業能力的培養。例如，林文律(1999)也指出，美國中等學校校長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NASSP)為校長提供

各種專業發展活動的組織，並建立「領導評鑑中心」(Assessment center)，鑑

定的學校領導人才的能力包括：果斷力、判斷、領導、口頭溝通、組織能力、問

題分析、敏銳度、壓力容忍度、書面溝通、教育價值、個人動機、興趣廣泛等十

二項學校領導者所必備的一般性能力，幫助各州及地方學區甄選校長人才。楊振

昇（2001）指出，中小學校長培育制度之革新與建構，有助於培養校長的專業知

能，建立校長的專業形象，促進校長的專業發展。林明地（2002）認為校長職前

儲訓，乃針對將擔任國小校長的人員，所預先進行的一種職前儲備訓練，以使其

在擔任校長職務時，能夠立即勝任，並據以追求成長與發展。 

在學校領導人才實務知識之專業培育課程模式，陳木金(2004)從學校領導管

理系統知識培訓的圖像建構分析，分別從 1.校務發展：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

透過校務計畫之整體性計畫、未來性計畫、程序性計畫、績效性計畫等校務計畫

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2.行政管理：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透過人事管理、設備管理、財政管理等行政

管理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

校目標。3.教學領導：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透過臨床視導、發展視導、區分視

導、同僚視導等教學領導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

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4.公共關係：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透過塑造學校

的公眾形象、建立善意依存的基礎、統合大眾意見的功能、令人感到舒適的溫馨

等公共關係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

達成學校目標。5.專業責任：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透過運用較高級的心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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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長期的專業教育、自我要求不斷進修、高度參與提高專業水準、應以服務社

會為重、遵守道德規約、視教育為其終身志業等專業責任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

合學校之人力、物力、財力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探討校長專業套裝

知識的內涵。 

為了接續陳木金(2004)在學校領導人才實務知識之專業培育課程模式，本文

作者乃根據幾年研究混沌系統動力學的心得，構思設計了 MASTER 混沌領導模式

在學校革新的啟示，詳如圖 3所示，以下分別以說明： 

 

MASTER

 
MASTER 模式對學校創新的啟示

 

 Mind

Acquire

Search

Trigger

Exhibit

Reflect

 

 

 

 

 

 

 

 

           圖 3 MASTER 混沌領導模式對學校革新的啟示圖 

 

一、以 MASTER 設計專業課程培育勇能創新能力 

    以「MASTER」法來吸收專業新知，能使記憶力大增，這種學習方法非常適合

偏好視覺和整體學習方法的人，經由塗、寫、畫進行「心靈繪圖」來表達他們的

新想法，其包括六個基本步驟：1.正確心智(Mind)；2.吸收資訊(Acquiring)；

3.找出意義(Searching)；4.啟動記憶(Triggering)；5.展示所知(Exhibiting)；

6.反省學習過程(Reflecting)，教導學習者們如何發揮潛力，更有把握地達成學

習目標，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勇於創新能力。 

二、以 Analysis 設計專業課程培育敏銳察覺能力 

    以「Analysis」在進行專業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導學習者發展「快

速學習」與「清晰思考」兩種才能，是一個很值得推展的教育方法措施。因為學

習者若同時擁有「快速學習」與「清晰思考」兩種才能，就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

學習，掌握大量資訊，了解其真正涵義，同時也知道如何利用這些資訊，以研發

出具創意的產品，提供創意的解決問題方法，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敏銳覺察能力。  

三、以 Knowledge Management 設計專業課程培育共同演化能力 

Analysis

快速學習

清晰思考

核
心
主
軸

1.story
project

3.play
project

4.excursion
project

System
knowledge

1.經驗
2.理解

3.內化

4.統整

5.建構
6.系統化

7.功能化

功能

1.自我檢核

3.系統敏銳

2.監督管控

2.hand
project

1.技術的知識

知識管理

課程
設計

3.人員的知識 2.流程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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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在進行專業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

經由指導學習者發展「技術的知識」、「程序的知識」與「人員的知識」三種向度

管理，形成核心主軸思考，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共同演化能力。 

四、以 Teaching Projects 設計專業課程培育亂中求序的能力 

    以「Teaching Projects」在進行專業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導學習

者發展「story project」、「hand project」、「play project」與「excursion 

project」四個向度課程設計，形成核心模組課程教學活動，有助於培育校長們

的亂中求序的能力。  

五、以 System Knowledge 設計專業課程培育師法自然的能力 

    以「System Knowledge」在進行專業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導學習者

發展「經驗」、「理解」、「內化」、「統整」、「建構」、「系統化」與「功能化」的七

個步驟，形成順暢的認知與推理的學習歷程活動，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師法自然

能力。 

六、以 MASTER Function 設計專業課程培育活在當下的能力  

    以「MASTER Function」在進行專業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導學習者

發展「自我檢核」、「監督管控」與「系統敏銳」三種核心功能，形成核心功能的

精熟力，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活在當下的能力。 

 
 

肆、CREATE 混沌領導模式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關於校長實務實習制度的建構，許多學者都提出相當具建設性的觀點來豐富

校長專業能力的培養。例如， Smith 與 Pieie(1990)指出，臨床實習的想法，

即是給了參加校長儲備課程的人一個在學校管理的真實生活中設身處地，大展身

手的機會，並非是新的發明。其更進一步指出在學校領導人才培訓方面，如果能

認真地設計與管理臨床實習，對於預備校長們充分地認識現實校長職位的複雜性

和工作範圍，最具有幫助的意義。Capasso 與 Daresh(2000)指出，臨床實習能提

供學校領導人才藉由反省實踐的運用，再次檢視其決定，及持續性的估量它們對

他人的影響。Crow(2002)指出，臨床實習可以提供接受學校領導人才培養與訓練

者之專業化與組織化的發展到達實務知識的成熟。 

在學校領導人才實務知識之臨床實習模式，陳木金(2004)研究歸納此一部份

之關鍵培訓，其內容包括五大項目：1.臨床實習的學校領導實務知識之訓練的階

段，由初始接觸的導入期→知能培育的醞釀期→設定能力的定位期→自我效能的

檢證期→獨立運作的成熟期。2.臨床實習的學校領導實務知識之訓練來源，包括

行政同仁、師傅、教師及其它同仁所提供的實務訓練機會。3.臨床實習的學校領

導實務知識之訓練的內容，包括學校領導之技術層面和文化層面的實務知識。4.

臨床實習的學校領導實務知識之訓練的方法，包括學校領導之觀摩、會談、省思

及執行等方面的實務知識。5.臨床實習的學校領導實務知識之訓練的結果，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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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學校領導識訓練者，能夠瞭解學校經營如何守成及如何創新的實務知識。 

為了接續陳木金(2004)在學校領導人才實務知識之臨床實習制度模式，本文

作者乃根據幾年研究混沌系統動力學的心得，構思設計了 CREATE 混沌領導模式

對學校革新的啟示，詳如圖 4所示，以下分別以說明： 

CREATE

Connect

Relate

Explore

Analyze

Transform

Experience

Creativity

創新思維

創意思考

核
心

知
識

System
Innovation

1.Rethink
2.Reconfigure

3.Resequence

4.Relocate

5.Reduce
6.Reassign

7.Retool

功能

1.主體論價值

3.方法論可行2.知識論穩定

1.Connection

2.Discovery

3.Invention

4.Application

CREATE 混沌領導模式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融會貫通

3.Leading Edge Thinking

1. Ancient Wisdom 2. First hand knowledge

 

        圖 4 CREATE 混沌領導模式對學校革新的啟示圖 

 

一、以 CREATE 設計實習課程培育勇能創新能力 

    以「CREATE」法來進行現場實務實習，能造成連結以及造探索造成連結的深

層意義，這種學習方法非常適合須在學習專業理論課程之後進行的整體實務實習

的人，經由眼要看、耳要聽、口要說、手要做、腦要想及心要記來表達他們的實

做感受，其包括六個基本步驟：1.造成連結(Connect)；2.互相關聯(Relate)；3.進

行探索(Explore)；4.分析推理(Analyze)；5.轉換形式(Transform)；6. 親身體驗

(Experience)，教導學習者們如何按部就班地將理論知識轉化為實務智慧，更有

把握地達成學習目標，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勇於創新能力。 

二、以 Creativity 設計實習課程培育敏銳察覺能力 

    以「Creativity」在進行實習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導學習者發展「創

新思維」與「創造思考」兩種才能，是一個很值得推展的教育方法措施。因為學

習者若同時擁有「創新思維」與「創造思考」兩種才能，就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

實務，創造其繪圖、模型及發明，並將它們儘量應用在各種新的背景裡，然後再

重複進行整個創造的，了解其意義及滋生更深層意義的理解，提供創意的解決問

題方法，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敏銳覺察能力。  

三、以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設計實習課程培育共同演化能力 

    以「融會貫通(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在進行實習課程的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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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則可經由指導學習者發展「Ancient Wisdom」、「First-Hand Knowledge」與

「Leading-Edge Thinking」三種向度融合，形成高層次的領悟，有助於培育校

長們的共同演化能力。 

四、以 Creating Levels 設計實習課程培育亂中求序的能力 

    以「Creating Levels」在進行實習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導學習者

發展「Connection」、「Discovery」、「Invention」與「Application」四個層次

課程設計，形成創造思考與創新思維模組課程教學活動，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亂

中求序的能力。  

五、以 System Innovation 設計實習課程培育師法自然的能力 

    以「System Innovation」在進行實習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導學習

者發展「Rethink」、「Reconfigure」、「Resequence」、「Relocate」、「Reduce」、

「Reassign」與「Retool」的七個步驟，形成順暢的創造思考與創新思維的學習

歷程活動，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師法自然能力。 

六、以 CREATE Function 設計實習課程培育活在當下的能力  

    以「CREATE Function」在進行實習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導學習者

發展「主體論價值度」、「知識論穩定度」與「方法論可行度」三種核心功能，形

成核心功能的創造力，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活在當下的能力。 

 
 

伍、ACTION 混沌領導模式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關於師傅校長教導制度的建構，許多學者都提出相當具建設性的觀點來豐富

校長專業能力的培養。例如， Tomlinson(1997)指出，師傅(mentors)在幫助初

任校長分析他們的專業發展需求及開展他們個人的發展計畫，並支持初任校長從

事他們新學校的組織分析及評鑑他們學校的表現，扮演相當重要角色。例如，當

他們在討論在學校所面臨到的問題時，他們會從師傅所提出的忠告與支持，找到

問題解決方案與策略。再則，Thomas、John 與 Mary(2000)指出，校長對於領導

與管理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主要是能將理論與真實生活相連結，強調關鍵

性的領導問題。再則， Thomas、John 與 Mary(2000)指出，師傅教導具有提昇

學校領導人才之職業角色發展的功能，例如：幫助學校領導人才能更進步、訓練

學校領導人才有關成員的知識及組織內部的策略、提昇學校領導人才教學新技巧

與技術、對學校領導人才的行為表現提出回饋與評斷。Daresh(2004)認為「校長

學習者跟著有經驗者校長來學習，而兩者之間的關係為師徒關係」。Enrich、

Hansford 與 Tennent (2004)對師徒關係的看法為「師傅是提供他人有成長機會的專

家，憑藉其對情況與事件的了解能增加管理者對實務工作的知識與經驗」。 

在學校領導人才實務知識之師傅教導模式，陳木金（2004）在學校領導人才

實務知識方面，歸納師傅校長教導模式的四大項目：1.Better reward：師傅教

導的學校領導實務訓練，幫助每位學校領導人才設定一系列的個人學習目標，並

協助達成之，給予他們省思的時間，將之視為是這領域中的經驗成果，來完成學

校領導人才專業知識的實務訓練。2.Better training：師傅教導的學校領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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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訓練，幫助每位學校領導人才發展一對一的特殊目標，當作是學習的成果，來

完成學校領導人才專業知識的實務訓練。3.Better support：師傅教導的學校領

導實務訓練，幫助每位學校領導人才省思所學，傾聽與支持，不在不適當時間或

無效率行為中責備，顯示出幽默感，能避免挖苦或譏諷，來完成學校領導人才專

業知識的實務訓練。4.Better leadership：師傅教導的學校領導實務訓練，幫

助每位學校領導人才獲得成功，來完成學校領導人才專業知識的實務訓練。 

為了接續陳木金(2004)在學校領導人才實務知識之師傅教導制度模式，本文

作者乃根據幾年研究混沌系統動力學的心得，構思設計了 ACTION 混沌領導模式

對學校革新的啟示，詳如圖 5所示，以下分別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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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混沌領導模式對學校革新的啟示

 

 

 

 

 

 

 

 

 

 

 

 

 

 

 

       圖 5 ACTION 混沌領導模式對學校革新的啟示圖 

 

一、以 ACTION 設計師傅教導課程培育勇能創新能力 

    以「ACTION」法來進行師傅教導課程，能協助師傅校長與徒弟校長之現場經

驗知識的復活成為：「初始接觸」、「實務訓練」、「技術文化」、「互動分享」及「省

思札記」等五種知識，徒弟校長們若能仔細探索，應該可以從師徒互動之中找到

校長現場經驗知識，思考為各類問題的多元解決方案，其包括六個基本步驟：1.

有憑有據(According)；2.依照程序(Consequence)；3.合於邏輯(Translate)；4.找到

創意(Initial)；5.推理發現(Outcome)；6. 結論建議(Narrative)，經由師傅校長教導

提醒徒弟校長如何下判斷、做決定的領導能力，更有把握地達成學習目標，有助

於培育校長們的勇於創新能力。 

二、以 Appreciation 設計師傅教導課程培育敏銳察覺能力 

    以「Appreciation」在進行師傅教導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導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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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無中生有」與「推陳出新」兩種才能，是一個很值得推展的教育方法措施。

因為學習者若同時擁有「無中生有」與「推陳出新」兩種才能，找尋最佳方案及

問題解決，為校長現場經驗識的復活再出發，應該可以讓徒弟校長們發展出更好

的學校領導與學校經營的系統知識，提供創意的解決問題方法，有助於培育校長

們的敏銳覺察能力。  

三、以 Objective Orientation 設計師傅教導課程培育共同演化能力 

    以「目標導向(Objective Orientation)」在進行師傅教導課程的教與學上，

則可經由指導學習者發展「Focus on Mission」、「Define Significant Result」

與「Do Rigorous Assessment」三種向度導向，提高校長推動工作的行動，有助

於培育校長們的共同演化能力。 

四、以 Highly Effectiveness 設計師傅教導課程培育亂中求序的能力 

    以「Highly Effectiveness」在進行師傅教導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

導學習者發展「計畫能力」、「執行能力」、「評估能力」與「服務能力」四個層次

課程設計，發展校長們「無中生有」與「推陳出新」模組課程教學活動，有助於

培育校長們的亂中求序的能力。  

五、以 System Succession 設計師傅教導課程培育師法自然的能力 

    以「System Succession」在進行師傅教導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導

學習者發展「主動積極」、「以終為始」、「要事第一」、「雙贏思維」、「知彼解己」、

「統合綜效」與「不斷更新」的七個步驟，形成順暢的「無中生有」與「推陳出

新」的學習歷程活動，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師法自然能力。 

六、以 ACTION Function 設計師傅教導課程培育活在當下的能力  

    以「ACTION Function」在進行師傅教導課程的教與學上，則可經由指導學

習者發展「個人的成功」、「公眾的成功」與「全面的成功」三種核心功能，形成

核心功能的行動力，有助於培育校長們的活在當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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