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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在傳統和非傳統的學校行政領域，有大量的學校行政工作層面不能被當代的行政理論所

描述、解釋、預測。當代的學校行政學者們相當地懊惱，有一些看起來似乎是相當細微、無

害的小事件，在表面上很快就被遺忘之後，卻演變成為日後的行政救濟主要控訴、煩人的示

威活動、嚴厲的抗爭，甚至罷工，這些事件的出現並無關於行政人員的能力、先見之明、智

力、知識和敏銳度的高低。因為這些事件與原來行政工作的特性並無直接的關聯，它們的形

成象徵著一種混亂狀態的發生，但是它們的再出現似乎是有規則性和週期，產生混沌的系統。   
混沌理論的倡導者認為學校行政工作者應該將工作複雜、現象多變的行政事務模式化，

但這些模式代表著非線性的型態，來分解模式結構的潛藏脈絡，進而建立「混沌系統」。混

沌理論應用到學校行政的研究上，可以混沌理論的重要內涵為脈絡，其內容包括：1.蝴蝶效
應、2.混亂的起源、3.驅散結構、4.隨機龐雜的震憾、5.奇異吸子、6.迴路遞移對稱、7.回饋機

制，進而可以統整過去學校行政研究的五大領域：1.信念系統、2.組織系統、3.人的系統、4.
行動系統、5.政治系統，對學校行政的研究上產生很大的回響。 

由於急速的變革是邁向新世紀社會的事實，因此我們對於變革必須加以導引或控制。為

達到這個目的，學校行政工作者必須學習對邁向新世紀做更好計畫及控制的技能。在學校系

統中，這意味在團體及組織中激發、診斷、實施、及維持一個新的層次或良好的表現。邁向

新世紀學校行政是一種在混沌理論系統中，對能力優先順序的轉變，藉著掃除一些過時的，

陳舊的作法，及對創新、未知的實驗，變革的推動保證組織的存活及發展，這是學校行政工

作者幫助教育革新，並創造一個新的心理環境，使得學校行政能更有效率及效能。為預防變

革對學校組織衝擊或減緩其衝盪，學校行工作者必須發展較正面的態度，以有準備的或開放

的來面對必要的變革，在學校系統中成立專責機構以做連續的、有計畫的改革，並傾聽不同

的聲音以從教師、員工、學生、家長、社會大眾獲得更多的訊息，並進一步領導革新，鼓勵

學校成員創新及表達不同意見與觀點，獎勵研究及發展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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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校行政；混沌理論； 組織變革。   

               英文摘要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The  first were  to  understand  

the  reality  for  School  management   from the research of chaos theory. 

    Secondary,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chaos sensitivity. 

    Thirdly, the  researcher  also  investigated  school management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chaos sensitivity. 

    Finally, the study also  helps to probe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management 

evaluation indicators on chaos sensitivity. 

Keyword: Chaos Theory,  schoo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change   

壹、 前言 

    混沌(Chaos) 是目前學術界一個重要的專有名詞，它已經被應用於氣象學、物理學的研
究。混沌現象的相關研究普遍地受到它的第一個研究──羅倫斯的氣象學理論研究：天氣系

統 (weather systems)和地球氣壓(earth atmosphere) 的混沌之影響，並嘗試建立混沌現象的發
展模式，引起各界廣泛的注意(林和，民81)。 
    混沌理論(Chaos theory)這個名詞，乃是由於考慮了太多雜亂隨機因素而被誤稱形成的，
例如所謂的「混沌理論」和「混沌科學」，並非是這個專門領域研究者們慣用的名稱，他們

比較喜愛命名他們的領域為為「非線性動力學」(nonlinear dynamics)、「動力系統理論 」
(dynamical systems theory)，或更謹慎地命名為「動力系統的方法」( dynamical systems 
method) ，對他們而言，使用「混沌理論」或「混沌科學」象徵一種非專業外行人的用語而
非專家術語。雖然如此，著名學者 Hayles(1990) 仍以「混沌」這個名詞遍及於他的整個研究
討論，因為他的部份研究發現，使用「混沌」這個名詞，可以出現一種神話的和文學豐富傳

統的賦與，並藉由科學給予一種適當的和特別的意義(Hayles,1990)。 
    迎接二十一世紀，各種教育改革聲音波濤洶湧，教師會、教評會、家長會等組織也促使

教育決策權力的重組；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際化、國際化更引導了教育的發展方向；

教育鬆綁、學習權的保障、父母教育權的維護、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維護等理念搖擺著教育權

利的平衡機制⋯。學校組織文化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學校組織變革亦是必然面臨的挑戰。

因此，從學校行政研究的觀點而言，學校行政的職責範圍包羅龐雜廣泛，且經常隨機遭遇政

府政策、政治生態、社會環境、經濟因素、學校首長變動及許多原因不明的因素而造成的學

校行政變革，在仔細思考歸納這些變革情境後，發現如何因應此種變革的處理方法，陳木金(民

86)指出：面對學校組織變革的壓力，我們可以引用混沌現象的基本原理來作為推動學校行政

研究與改革的理論基礎，「混沌理論」這個科學研究理論是非常值得引進學校行政領域來深

入探討與研究。以下，我們首先探討混沌(Chaos)的現象，瞭解混沌的涵義；其次，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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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藏在學校行政上的混沌現象；最後，應用混沌理論對學校行政上的啟示，分析邁向新世紀

的學校行政。 

 

貳、混沌現象(Chaos)的涵義               

    因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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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強調當我們使用混沌理論或混沌科學時，或多或少已隱含著雜亂隨機(randomness)
現象的意思，並且指出「混沌現象」涵義包括以下的兩種觀點： 

一、「混沌」是規律秩序的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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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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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gogine & Stenger,1984)。這種規律秩序的預兆，Gleick (1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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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秩序之外的秩序」，稱之為「混沌」

Gleick,1987)。 

二、「混沌」是強調存在於雜亂現象之內的潛藏的規律秩序結構 

    Hayles(1990)指出：「混沌」是強調存在於雜亂現象之內的潛藏的規律秩序結構，在雜亂
的現象之內隱含有「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s)。Curtis(1990)指出：經由奇異吸子的吸收
容納，進而啟動運作「混沌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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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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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潛藏在學校行政上的混沌現象  
     在傳統和非傳統的行政領域，有大量的行政工作層面不能被當代的行政理論所描述、解
釋、預測。當代的行政學者們相當地懊惱，有一些看起來似乎是相當細微、無害的小事件，

在表面上很快就被遺忘之後，卻演變成為日後的行政救濟主要控訴、煩人的示威活動、嚴厲          
的抗爭，甚至罷工，這些事件的出現並無關於行政人員的能力、先見之明(foresight) 、智力、
知識和敏銳度(sensitivity) 的高低。因為這些事件與原來行政工作的特性並無直接的關聯，它
們的形成象徵著一種混亂狀態的發生，但是它們的再出現似乎是有規則性和週期，產生混沌

的系統(Chaotic systems) 。因此，許多混沌理論的倡導者，認為應該將工作複雜、現象多變
的行政事務模式化，但這些模式代表著非線性的型態，如Hayles(1990)發現在分解結構的潛藏
脈絡，進而建立「混沌系統」是相當重要(Hayles,1990)。許多教育行政學者 Griffiths，Hart，
及Blair (1991)指出混沌理論應該可以應用到學校行政的研究上，他們強烈地感受到混沌理論
的重要內涵：1. 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2. 混亂的起源(onset of turbulence)、3. 驅散結構

(dissipative structure)、4. 隨機龐雜的震憾(random shock)、5. 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6. 迴路

遞移對稱(recursive symmetries)、7. 回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s)可以統整過去學校行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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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領域，及從學校行政學者的觀點上產生很大的回響(Griffiths, Hart,& Blair,1991)。 

一、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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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的影響上只要在初始條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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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生活社會裡，人人都知道一連串事

件裡有一刻契機會扭轉全局，但是如何掌握契機並非人人可以達成，在學校行政裡的蝴蝶效

應啟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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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應該對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出現的微小事件、暗示、線索保持相當程度的敏銳度，

及時去解決，不要讓「看起來似乎很小的事件，發展成為難以解決的大事件」。在學校事務

管理裡，如教務、訓導、總務、輔導、人事、會計管理的初始規畫、做法及情境等的設計都

相當的重要，也就是掌握初始條件的正確度，進而控制全局。 

二、混亂的起源(onset of turbu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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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學校裡學生突然地全身發疹(erupts)、社區人士的權力突然高漲、教師或學
生被野狗野貓攻擊、學校家長委員會四分五裂意見分歧，原本有規律秩序的狀態崩潰，進入

一種混亂、無秩序、無規則的動亂情況之中。Friedrich(1988) 建議學校行政工作者處於此種
情境，應該採取自我反省和回想有關過去混亂的處理經驗，創造解決方法、尋找可行的處理

模式、和檢討自我世界觀，相信必能將無秩序引導進入一種新秩序(Friedrich,1988)。 

三、驅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  

Radzicki提出一個數學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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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波動理論(Fluctuatiion theory) 對學校行政工作者而言是
相當地有用的，例如Curtis(1990)指出：學校行政工作者可以應用波動理論研究學區都市化所
衍生的問題，瞭解其驅散結構的系統(Curtis,1990)。 非線性關係的發展是學校行政管理的特
色，也即是學校裡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必須要特別的注意，如何能有效地運用波動理論使學校

行政管理產出高的效能，對學校行政工作是一件相當重要的工作，譬如如何以微小的教育經

費投入而產生很大的教育成果。 
 

四、隨機龐雜的震憾(random shock)  

    所有混沌系統的出現都指向隨機龐雜的震憾。假如系統是穩定的，則震憾的影響將是微
小的，且系統很快就恢復平衡；換言之，假如系統是非線性的，則僅僅一個微小的震憾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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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造成很大的變動，而且系統將無法再回到它原始的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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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學校行政工作者必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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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奇異吸子(strange attractor)  

    奇異吸子是存在混沌系統中規律秩序的線索，它是混沌理論的另一個重要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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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擺的振動是經常被慣用來作說明的實例，一個觀察

者可以依照鐘擺來回擺動的軌跡，畫出它運動情形的模式圖，假如我們在這個系統增加一些

力量，則這個模式型態將會更複雜，奇異吸子的改變可以根據這個系統行為改變的情形描繪

出來。基於此因，在一個學校組織裡，學校行政工作者應該去找出系統出現的變化點改變導

向，以備將來它再出現時能夠掌握住發展方向。學校行政管理看似龐雜混沌，但是從各類事

務處理情形的軌跡，大都可以畫出它們處理運作情形的模式圖。譬如，從事務性質大概可以

用奇異吸子原理分為公共關係、教務、總務、訓導、輔導、人事、會計等幾個運作系統，根

據這個系統行為變化的情形去描繪出模式發展圖，如此將能夠幫助我們去及時預測或解決問

題。 

六、迴路遞移對稱(recursive symmetries)  

    迴路遞移對稱在單純的模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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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生態學家使用史邁爾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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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想求得第三年的數量，

只要運用函數到第二年結果就可以了，此後一再如法炮製。完整的數量歷史經由這種函數疊

代過程依次推演，稱之為迴路遞移，每年的結果就是下一年的輸入資料(林和，民81)。在學
校行政管理上，可以應用前一年度成果作為第二年度的基礎，進行規畫、發展、執行必能有

更佳的績效。並且在整個學校行政管理上，形成以既有經驗為基礎，不斷地追求進步與成長。 

七、回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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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例如，在一個學區裡，學生的學習成就(output)、學習結果，最後仍是回饋到學區(input) 
的各項成就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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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混沌理論對邁向新世紀學校行政的啟示   
     由於急速的變革是邁向新世紀社會的事實，因此我們對於變革必須加以導引或控制。為
達到這個目的，學校行政工作者必須學習對邁向新世紀做更好計畫及控制的技能。在學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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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五大系統─信念系統、組織系統、人的系統、行動系統、政治系統中，這意味在團體及

組織中激發、診斷、實施、及維持一個新的層次或良好的表現。邁向新世紀學校行政是一種

在混沌理論系統中，對能力優先順序的轉變，藉著掃除一些過時的，陳舊的作法，及對創新、

未知的實驗，變革的推動保證組織的存活及發展，這是學校行政工作者幫助教育革新，並創

造一個新的心理環境，使得學校行政能更有效率及效能。為預防變革對學校組織衝擊或減緩

其衝盪，學校行工作者必須發展較正面的態度，以有準備的或開放的來面對必要的變革，在

學校系統中成立專責機構以做連續的、有計畫的改革，並傾聽不同的聲音以從教師、員工、

學生、家長、社會大眾獲得更多的訊息，並進一步領導革新，鼓勵學校成員創新及表達不同

意見與觀點，獎勵研究及發展的活動。以下分別從混沌現象談邁向新世紀的學校行政工作加

以探討： 

一、以「蝴蝶效應」的啟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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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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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混亂的起源」之啟示檢查溝通系統  

    以「混亂的起源」之啟示，注意檢查溝通系統。身為學校或組織溝通系統中的推動者，
學校行政工作者必須評估自己的溝通風格。如果是開放的、雙向的、循環的、及參與的風格，

則已具有推動改革的準備。如果是封閉的、單向的、專制的風格，則在改革發生之前必須先

開放溝通系統。 

三、以「驅散結構」的啟示鼓勵參與變革的計畫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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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隨機龐雜的震撼」之啟示發展一個變革成功的案例    

    以「隨機龐雜的震撼」之啟示，深人瞭解變革之來龍去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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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以「奇異吸子」的啟示尋找變革推動者的吸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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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變革與個人或

個人的人格太過相同，可尋求一些合作者，由他們扮演促動改革的表面領導者，形成一種變

革的吸力系統，利於改革的推動。 

六、以「迴路遞移對稱」的啟示對有關變革的正反力量敏銳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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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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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存在個人或系統中的可能促進或阻礙變革的不同力量，並評估這些驅動或抗組的力量。 

七、以「回饋機制」的啟示解除目前的平衡狀態準備冒險 

    以「回饋機制」的啟示，注意評鑑每一個要件的正確性。例如，藉著解除目前的平衡狀
態，排除或減弱抗拒力及增強驅動力，進而能夠打破現狀。另一方面，學校行政工作者也要

準備冒險，因為變革的推動者必須準備去冒明智的、計畫好的危險，使變革成為事實，並承

擔變革執行的後果，因為改革進步是不可能在一定安全的保證之下獲得。因此，學校行政工

作者本身都應該要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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