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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從混沌現象敏銳度理論探索

學校學習型組織文化，主要係以研究混沌
現象敏銳度之「校務發展敏銳度」、「行政
管理敏銳度」、「教學領導敏銳度」、「公共
關係敏銳度」、「專業發展敏銳度」理論啟
示，促使行政領導者運用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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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找出塑造優質學校學
習型組織之「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
式」、「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系
統思考」的軌跡及規律秩序的線索。因
此，學校行政領導者應該在可尋求校務行
政體系之教務、訓導、輔導、總務、會計、
及人事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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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種革新的奇異吸子模式的動力吸引
系統，塑造有利於優質學校學習型組織
「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
同願景」、「團隊學習」、「系統思考」的推
動。
其次，因為塑造優質學校學習型組織的
「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
同願景」、「團隊學習」、「系統思考」工作
的推動可說是一項範圍廣、時間長、程序
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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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展現學校特色，發
揮學校之「校務發展敏銳度」、「行政管理
敏銳度」、「教學領導敏銳度」、「公共關係
敏銳度」、「專業發展敏銳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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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與學習的成效，產生教育的功能。從校
長混沌現象敏銳度研究學校經營效能，必
須重視質的研究與量的研究方法並用，透
過參與觀察、文件分析、訪談與問卷調查
的方式，期望從分析學校傳統特色、社區
背景、未來發展及校園規劃藍圖，研究校
長如何塑造及展現學校經營效能，發揮學
校經營效能的教育功能。「混沌現象敏銳
度」這個混沌現象的科學理論非常值得引
進作為「學校經營效能」領域來深入研
究，因為我們能夠深刻體認校長之學校經
營效能的塑造是永久性的教育投資，除了
關係著學校未來的發展，也肩負化育莘莘
學子在此求真、求善、求美的任務，是國
家紮根的百年大計，必須謹慎周詳的評估
與考量學校經營效能塑造功能，以創建一
個優良有文化的校園，充分發揮學校行政
領導效能，以創建最佳的學校經營效能與
教育情境，進而能激勵學生向善向學，以
提高教學與學習的成效，產生教育的功
能。

關鍵詞：混沌理論、混沌現象敏銳度、
學習型組織、國民小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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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The first were to understand the 

reality for principal Chaos sensibility and 

the school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from 

Taiwan Elementary School.

    

Secondar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hool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Chaos sensibility.

Thirdly, the researcher also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mong the 

school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Chaos sensibility.

Finally, the study also helps to probe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the school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on principal Chaos 

sensibility.

Keywords ： Chaos Theory 、 Chaos 
Sensibility 、 the school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Elementary School、Principal

壹、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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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也廣泛地受到學校
行政界的討論與研究。根據Gleick(1987)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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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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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義包括兩種觀點：
1.混沌是規律秩序的預兆。2.混沌是強調
存在於雜亂現象之內的潛藏的規律秩序
結構。Wertheimer & Zinga(1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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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就是將混
沌理論運用在協助校長經營管理學校方
面的研究。校長如何找出存在於學校各種
雜亂現象之內隱藏的規律秩序結構，有效
掌握因應學校裡的混沌現象，使得學校的
各項活動能依教育的原理正常運作，良好
的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能幫助校長從忙
碌的學校工作中理出頭緒、把握重點，有
效推動各項學校工作的系統運作，以提昇
學校效能。

在此變動不拘的時代中，「學習」是
因應變局，永保卓越的關鍵，片段局部的
思考方式是造成組織智障的主要原因，而

組織智障不但嚴重影響組織的生機、學
習、與成長，更有甚者，組織終將被一種
看不見的巨大力量所吞噬。有鑑於此，企
業界紛紛將「學習」的觀念納入組織當
中，期使組織成員不斷的發展其能力，一
方面實現成員追求成長的願望，同時在組
織中培育出創新及具影響力的思考模
式，鼓勵成員凝聚熱望並繼續不斷的在團
體中學習，使整個組織不斷的成長，繼而
提升組織的整體競爭力。在這股企業組織
變革的呼聲中，Peter Senge (1990)提出
以「系統思考」、「自我超越」、「改善
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團隊
學習」等五項修練為內涵的「學習型組
織」，將個人的發展與組織的進步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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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符合企業界的要求，因此，企業界紛紛
引進「學習型組織」的理念，並具體落實，
成為企業界組織變革的主要策略。例如：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福特汽車
（Ford）、摩托羅拉（Motorola）以及國
內的中德科技公司、百略關係企業公司、
松誼企業管理公司等都已實際在推展學
習型組織的修練，而且獲得相當好的成果
（洪榮昭，民87）。

學校亦是一種組織，由教師、學生、
行政人員、學生家長等所組成，以培育能
適應未來的兒童為主要目標。過去傳統的
學校組織結構偏重於科層組織：權責分
明、一切依法行事，但卻流於僵化、缺乏
彈性，已難因應多變社會之所需；且學校
組織特性一向比較保守，缺乏創新進步的
動力，變革也較為被動，然而受到社會變
遷及企業界組織變革的啟示，學校組織與
成員均體認到，若非大力改造，以團隊學
習的精神，型塑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將
無法跟上時代的腳步，因此，學校組織再
造，促使學校組織新陳代謝，賦予組織活
力，提昇學校效能，乃成為當前國際性教
育改革的重點。而學校的發展與成長，校
長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校長如何發揮
其影響力，帶領全校同仁面對此波教育改
革浪潮的衝擊，亦相對顯得重要。

因此，本研究首先探討校長學校混沌
現象敏銳度意義與特性，希望分析出校長
經營學校的混沌現象敏銳度取向；其次，
探討學習型組織的特型及塑造學校成為
學習型組織的策略，最後，歸納校長學校
混沌現象敏銳度理論對學校學習型組織
塑造的啟示，作為推動學校行政革新之參
考。

貳、研究問題與研究取向探討

一、研究動機

（一）期望協助國民小學校長從學校的混

沌現象中，找出塑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

的先機。

學校本身也是一個具有特色、複雜的

小社會；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因此他對

學校混沌現象的掌握與處理，對學校的運

作有直接的影響。而學校組織的特性對學

校的運作與發展，同樣有深入與長期的影

響。諸如：成員的價值信念、行為準則、

信仰態度、慣用語言、象徵物、動作、訊

息表達方式、溝通模式……等，都會受到

學校組織文化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期望

協助校長從「學校混沌現象」中找出塑造

學校成為學習組織的先機，此乃本研究動

機之一。

（二）找出存在於學校雜亂現象之內潛藏

的規律秩序結構，作為校長塑造學

校成為學習型組織之參考。

國民小學學校經營的內容相當繁

雜、所要處理的事務很多。校長必須找出

存在於學校雜亂現象之內潛藏的規律秩

序結構，才能進行良好的學校運作。而如

何協助他將忙亂的工作理出頭緒、把握重

點，使得學校的各項活動能依教育的原理

正常運作，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三）研究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的內涵指

標，作為校長塑造學校成為學型組織之參

考。

    研究混沌現象的學者指出混沌理論

應該可以應用到學校教育的研究上，他們

強烈地感受到混沌理論可以統整過去學

校教育研究的其他領域，並在教育研究界

產生很大的回響 (Griffiths, Hart,& 

Blair,1991)。國內將混沌理論應用在教

育上的研究甚少(徐振邦，民 89；秦夢群，

民 88；陳木金，民 85；陳木金，民 88；

陳木金，民 89a；陳木金，民 89b)；應用

於校長塑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的研究

者，更有如鳳毛麟趾。因此，研究混沌現

象敏銳度的內涵指標，作為校長塑造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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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學校之參考，乃本研究動機之三。

（四）找出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之內涵指

標及策略，作為校長塑造學校成為學習型

組織之參考。

塑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有助於推

動學校優質文化的建立與學校革新，亦可

協助校長將忙亂的學校事務化繁為簡，使

得學校的各項活動能依教育的原理正常

運作。Peter Senge (1990)提出以「系統

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

「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等五項

修練為內涵的「學習型組織」，可以協助

校長塑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的內涵指

標及策略之參考，此乃本研究動機之四。

（五）探討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與塑造學

校成為學習型組織之間的關係，作為校長

塑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之參考。

混沌理論的研究進步是有目共睹

的，應用範圍日漸廣泛，已漸成為許多管

理科學倚重的工具，因此瞭解混沌現象，

有效利用混沌系統的原理提高工作效率

與效能，是現代從事任何行業人員所應具

備的素養。陳木金（民 89b）研究「國民

小學教師教室混沌現象敏銳度」所指出的

「蝴蝶效應敏銳度」、「混亂的起源敏銳

度」、「驅散結構敏銳度」、「隨機龐雜震憾

敏銳度」、「奇異吸子敏銳度」、「迴路遞移

對稱敏銳度」、「回饋機制敏銳度」等七個

層面，可以當作學校行政混沌現象的內涵

指標去分析與了解。學校行政混沌現象敏

銳度指標對校長塑造學校組織文化的具

體影響如何，目前仍然沒有一個客觀的指

數作為參考來說明。所以，瞭解混沌現象

敏銳度指標與學校組織文化兩者之間的

關係，不論是就校長學校行政實務工作或

學校組織文化研究的那一個向度來看，均

顯現出它的重要性及迫切性，是為本研究

動機之五。

二、研究目的：本研究根據以上五個研究

動機而形成下列研究目的：

（一）探討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

銳度及其塑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的內

涵與現況。

（二）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受試者，在國

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

及國民小學校長學校學習型組織

塑造上得分的差異情形。

（三）瞭解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

銳度與國民小學校長學校學習型

組織塑造兩者之間的關係。

（四）根據研究結果，從國民小學校長學

校混沌現象敏銳度與國民小學校

長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的探討，建

構一套塑造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

的指標，並提出建議以供師資教育

訓練機構、教育行政機關、國民小

學校長、國民小學學校行政人員、

國民小學教師及未來研究者之參

考。

三、研究待答問題：依據前述研究動機與

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的具體問題如下：

（一）探討國民小學校長之學校混沌現象

敏銳度的指標內涵及現況如何？

（二）探討國民小學校長之學校學習型組

織塑造的指標內涵及現況如何？

（三）以不同背景變項受試者為自變項，

以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

銳度為依變項，了解不同背景變項

受試者在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

現象敏銳度之得分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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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不同背景變項受試者為自變項，

以國民小學校長學校學習型組織

塑造為依變項，瞭解不同背景變項

受試者在國民小學校長學校學習

型組織塑造之得分的差異情形？

（五）探討國民小學校長之學校混沌現象

敏銳度與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的積差相

關情形如何？

（六）以國民小學校長之學校混沌現象敏

銳度為自變項，以學校學習型組織

塑造為依變項，探討學校混沌現象

敏銳度得分之低中高三組受試者

在校長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上得

分的差異情形？

（七）驗證本研究建構的國民小學校長學

校混沌現象敏銳度與校長學校學

習型組織塑造模式的適合度如

何？

（八）探討國民小學校長之學校混沌現象

敏銳度對其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的影響

力如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用之方法以文獻分析法及

問卷調查法為主，文件分析法、訪問調查
法為輔。研究相關文獻之蒐集主要係透過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圖書館的光碟資
料庫系統中的「教育資料與訊息中心光
碟 」 (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RIC)、「博士論
文摘要光碟」(Dissertation  Abstracts  

Ondisk，DAO)、「社會科學引用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SSCI) 、「一般期刊光碟索引」(General 
Periodical Ondisk，GPO)、及 「心理學
光碟資料庫」 ( Psyc  Info  Department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PSYCLIT) ，及政大社會科
學資料中心的「全國博碩士論文區」蒐集
有關於「混沌理論」、「混沌現象敏銳度」、
「學校學習型組織」在教育研究的應用之
相關博碩士論文，並透過「臺灣學術網路」
(TANET) 上的各大學圖書館系統查詢相
關的文獻，以了解「混沌理論」、「混沌現
象敏銳度」、「學校學習型組織」在教育研
究及其他領域之應用情形，作為本研究建
立研究架構與待答問題之依據。茲將本研
究之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
料處理、研究流程與進度分別予以說明。

一 、 研 究 架 構

從圖 3-1 得知：本研究架構包含了背
景變項、歷程變項及結果變項等三個部
分。其中背景變項有人口變項與環境變項
等兩項，人口變項包含性別、年齡、學歷、
年資、職務等向度；環境變項則包含學校
歷史、學校區域、學校大小等三個向度。
歷程變項是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的
包含：1.校務發展敏銳度、２．行政管理
敏銳度、3.教學領導敏銳度、4.公共關係
敏銳度、5.專業發展敏銳度等五個向度。
結果變項則是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包
含：1.自我超越、2.改善心智模式、3.建
立共同願景、4.團隊學習、5.系統思考等
五個向度。

人口變項

1.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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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

3.學歷

4.服務年資

5.現任職務

環境變項

1.學校歷史

2.學校區域

3.學校大小

學

校

混

沌

現

象

敏

銳

度

1.校務發展敏銳度

2.行政管理敏銳度

3.教學領導敏銳度

4.公共關係敏銳度

5.專業發展敏銳度

學

校

學

習

型

組

織

塑

造

1.自我超越

2.改善心智模式

3.建立共同願景

4.團隊學習

5.系統思考

背景變項 歷  程  變  項 結 果 變 項

圖一  本研究之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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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台北市、台北縣地區

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範圍。抽樣的原則採

多階段抽樣 (multistage sampling)。第

一階段採分層隨機抽樣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首先以「台北市、台

北縣」作為第一個分層的標準，再依「學

校規模大小」為第二個分層的標準，隨機

抽取若干所學校為樣本學校；第二階段再

以 簡 單 隨 機 抽 樣  (simple random 

sampling) 方式抽樣若干位校長，做為研

究的樣本。

(一)、預試問卷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依據中華民國九十年台北

市、台北縣教育統計作為分層的標準，隨

機抽取台北市八所學校、台北縣共十二所

學校。研究者就所抽樣的學校，委託該校

一位主任負責協助施測，並函請其就學校

教師名錄中，以隨機抽樣方式抽取十位教

師，預計抽取預試樣本 200人。此外，亦

在每份研究調查問卷說明研究目的，冀能

得到受試者的協助與合作。

(二)、正式問卷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依據中華民國九十年台北

市、台北縣教育統計，作為分層的標準，

隨機抽取台北市四十所、台北縣六十所學

校。研究者就所抽樣的學校，委託該校一

位主任負責協助施測，並函請其就學校教

師名錄中，以隨機抽樣方式抽取十位教

師，本研究問卷預計抽取樣本 1000 人。

此外，亦在每份研究調查問卷說明研究目

的，冀能得到受試者的協助與合作。
肆、研究結果一：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與

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
的內涵

壹、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
「混沌現象敏銳度」是混沌理論的重

要概念，因此所有的學校工作者必須瞭解
更多有關混沌現象的主題。學校混沌現象
敏銳度係指學校人員如何找出存在於學
校雜亂現象之內隱藏的規律秩序結構，有
效掌握因應學校裡的混沌現象，使得學校
的各項活動能依教育的原理正常運作，良
好的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能幫助學校人
員從忙碌的學校工作中理出頭緒、把握重
點，有效推動各項學校工作的系統運作，
以提昇學校效能。

本研究所指的學校行政混沌現象敏

銳度是指受試者在「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

沌現象敏銳度量表」之測量的得分情形，

向度內容包括：1.校務發展敏銳度、2.行

政管理敏銳度、3.教學領導敏銳度、4.公

共關係敏銳度、5.專業發展敏銳度。國民

小學校長若在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量表

之得分愈高，代表其學校混沌現象的敏銳

度愈高，則其處理學校事務的混沌現象能

力愈強。

貳、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
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係指學校人員

如何透過一些方法或策略，依據學習型組
織的五項修練，作為全校教職員工共同遵
循一定的準則，藉以適當而有效地處理與
推動學校中的人、事、物等各項事務，進
而能夠維持一個有效率的教育系統，營造
良好的教學環境與師生關係，並促進有效
教學與成功學習的實現，使學校成為學習
型組織。塑造良好的學校學習型組織，有
助於學校的正常運作與發展，使得學校的
各項活動能依教育的原理正常運作，以提
昇學校效能。

本研究所指的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
是指校長在「國民小學校長學校學習型組
織塑造量表」之測量的得分情形，向度內
容包括：1.自我超越、2.改善心智模式、
3.建立共同願景、4.團隊學習、5.系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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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國民小學校長若在「學校學習型組織
塑造量表」之得分愈高，代表其塑造學校
成為學習型組織的能力愈強。

伍、研究結果二：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對
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
的影響

本研究探討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對
學校學習型組織的影響分析，採用
Joreskog & Sorbom(1989)所發展線性結
構 關 係 (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hip，簡稱 LISREL) 模式及設計
的 LISREL 8.02統計套裝軟體程式來進行
分析。其考驗模式指標之各項評鑑項目有
一定之規則，如 Bollen(1989)指出評鑑互
動影響模式指標的目的，乃希望從各方面
來評鑑理論模式是否能解釋實際觀察所
得資料，因此宜從不同角度，並參照多種
指標來做合理的判斷。有關評鑑互動影響
模式指標的標準，Bagozzi & Yi(1988)指
出：應該從「基本適配標準」(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標準」
(overall model fit)、「模式內在適配標
準」( fit of internalstructure of model)
三方面來評鑑。本研究所得結果如下：
一、本研究之互動影響模式的基本適配標
準評鑑結果分析

從表 5-27 可看出，所有參數估計數
(即λ值)皆達顯著水準，而且誤差值都沒
有負值，γ值也達顯著水準，可以看出本
研究之互動模式的基本適配度良好。

二、本研究之互動影響模式的整體適配標
準評鑑結果分析

整體的適合度指數(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是 0.99，調整後的適合度指數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是 0.99，與最大值１很接近，表示本研究
所假設的互動模式與理論上的模式相符
合，本研究之互動影響模式的可信度高；

而且本研究的最大正規化殘差(largest 
standardized residual, LSR)是.965，都
符合互動影響模式指標評鑑的標準，可以
看出本研究之互動影響模式的整體適配度
良好。

另外，本研究之互動影響模式的Ｑ─
Plot 圖的殘差分佈線斜度大於 45 度。所以，
本研究所擬探索的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
現象敏銳度對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的互動
影響模式，經由線性結構關係模式的分析
後，其建構之互動影響模式結構關係被證實
是存在的。

三、本研究之互動影響模式的內在結構適
配標準評鑑結果分析

各測量指標的信度：學校混沌現象敏
銳度之X1至X5的五個指標的Ｒ2 從在.81
到.96 之間；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之 Y1 至
Y5 的五個指標的Ｒ2 從在.77 到.92 之
間，顯示本互動影響模式之各項指標的信
度皆佳，顯示本研究之互動影響模式的內
部結構適配度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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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對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之影響模式的參數估結果
參數λ值 SC 估計值 參數 誤差估計值 Ｒ2值 評鑑指標

X1.校務發展敏銳度 .96 δ1 .08 Ｒ2（X1）= .92
X2.行政管理敏銳度 .95 δ2 .09 Ｒ2（X2）= .90 GFI= .99
X3.教學領導敏銳度 .98 δ3 .05 Ｒ2（X3）= .96 AGFI=.99
X4.公共關係敏銳度 .90 δ4 .20 Ｒ2（X4）= .81 RMSR= .25
X5.專業發展敏銳度 .97 δ5 .06 Ｒ2（X5）= .94 LSR=.965
Y1. 自我超越 .88 ε 1 .22 Ｒ2（Y1）= .77 γ11=.948
Y2. 改善心智模式 .92 ε 2 .16 Ｒ2（Y2）= .85 ζ1=.101
Y3. 建立共同願景 .94 ε 3 .12 Ｒ2（Y3）= .88
Y4. 團隊學習 .91 ε 4 .17 Ｒ2（Y4）= .83
Y5. 系統思考 .96 ε 5 .08 Ｒ2（Y5）= .92

圖二 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與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互動影響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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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研究模式的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對
其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影響分析
本研究探討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

現象敏銳度對其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的
影響情形。歸納前述三項研究「國民小學
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與學校學習型
組織塑造互動影響模式之結構模式」的適
配度研究發現：1.在模式基本適配標準評
鑑結果適配度佳；2.在模式整體適配標準
評鑑結果適配度佳；3.模式內在結構適配
標準評鑑結果適配度佳。前述三項評鑑結
果都支持本研究之互動影響關係模式的
成立。因此，也可以支持和解釋國民小學
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對學校學習型
組織塑造有互動影響的關係存在，其各項
指標間的關係詳見於表一及圖二所示。以
下分別從：1. 本研究模式之上游潛在變
項「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
之結構模式；2. 本研究模式之下游潛在
變項「國民小學校長學校學型組織塑造」
之結構模式；3. 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
現象敏銳度對其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的
影響效果加以分析與討論。  

由圖二可以看出Ｘ1 到Ｘ5 五個測量
指標：校務發展敏銳度、行政管理敏銳
度、教學領導敏銳度、公共關係敏銳度、
專業發展敏銳度愈佳，則「推」國民小學
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的力量愈強。由
圖二可以看出上游潛在變項「國民小學校
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的觀察變項「校
務發展敏銳度」、「行政管理敏銳度」、「教
學領導敏銳度」、「公共關係敏銳度」、「專
業 發 展 敏 銳 度 」 之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96、.95、.98、.90、.97，其ｔ值皆
達到顯著水準。可以看出Ｘ1 到Ｘ5 五個
測量指標也都測量到相同的潛在因素ξ
(推的力量)。左邊模式圖的涵義可以解釋
如下：當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現象之
「校務發展敏銳度」愈佳、「行政管理敏
銳度」愈佳、「教學領導敏銳度」愈佳、「公

共關係敏銳度」愈佳、「專業發展敏銳度」
愈佳，則「推」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現
象敏銳度的力量也愈強，此結果將本研究
中「推的模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

由圖二可以看出：Y1 至 Y5 測量指
標：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
願景、團隊學習、系統思考愈佳，則「拉」
校長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的力量愈強。由
圖 5-3 可以看出下游潛在變項「學校學習
型組織塑造」的觀察變項「自我超越」、「改
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
習」、「系統思考」之結構係數分別
為.88、.92、.94、.91、.96，其ｔ值皆
達顯著水準，可以看出 Y1 到 Y5 五個測
量指標也都測量到相同的潛在因素 η
(拉的力量)。右邊模式圖的涵義可以解釋
如下：當校長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之「自
我超越」愈佳、「改善心智模式」愈佳、「建
立共同願景」愈佳、「團隊學習」愈佳、「系
統思考」愈佳，則「拉」校長學校學習型
組織塑造的力量也愈強，此結果將本研究
中「拉的模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

    綜合上述三項評鑑互動模式指標的
標準，本研究模式在「基本適配標準」方
面佳、在「整體模式適配標準」方面亦佳、
在「模式內在適配標準」亦佳。因此，測
量影響國民小學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
度的五項測量指標：「校務發展敏銳度」、
「行政管理敏銳度」、「教學領導敏銳
度」、「公共關係敏銳度」、「專業發展敏銳
度」，整體而言，其實發揮了一股潛在且
看不見的「推力」，以校長的學校混沌現
象敏銳度的強度將校長推向對於學校學
習型組織塑造；而測量影響學校學習型組
織塑造的五項指標：「自我超越」、「改善
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
習」、「系統思考」，整體而言，其實亦發
揮了一股潛在且看不見的「拉力」，以對
校長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的強度將校長



12

拉向對於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由於「校
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校長學校學習
型組織塑造」這兩個潛在變項間的推拉力
量，於是造成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與
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間的互動關係，這關
係正可以用圖二的結構方程式互動影響
模式來加以解釋。

從圖二互動影模式圖來分析，在「校
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至「學校學習型
組織塑造」的主要徑路上，徑路係
數.948，其ｔ值為 19.635，已達.001 顯
著水準。亦即「校長學校混沌現象敏銳度」
上游潛在變項對「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
下游潛在變項有顯著的影響效果。由此結
果，可以看出國民小學校長之學校混沌現
象敏銳度對校長之學校學習型組織塑造
的影響力很大，其影響力係數高達.948。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混沌現象敏銳度理論探索

學校學習型組織文化，主要係以研究混沌
現象敏銳度之「校務發展敏銳度」、「行政
管理敏銳度」、「教學領導敏銳度」、「公共
關係敏銳度」、「專業發展敏銳度」理論啟
示，促使行政領導者運用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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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找出塑造優質學校學
習型組織之「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
式」、「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系
統思考」的軌跡及規律秩序的線索。因
此，學校行政領導者應該在可尋求校務行
政體系之教務、訓導、輔導、總務、會計、
及人事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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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種革新的奇異吸子模式的動力吸引
系統，塑造有利於優質學校學習型組織
「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
同願景」、「團隊學習」、「系統思考」的推
動。

其次，因為塑造優質學校學習型組織

的「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
共同願景」、「團隊學習」、「系統思考」工
作的推動可說是一項範圍廣、時間長、程
序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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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展現學校特色，
發揮學校之「校務發展敏銳度」、「行政管
理敏銳度」、「教學領導敏銳度」、「公共關
係敏銳度」、「專業發展敏銳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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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與學習的成效，產生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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