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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自組織理論」（self-organizing theory）著重於組織系統動態複雜現象與發展過程
的探討，提出系統從混沌無序到有序之自組織演化相關機制、規律與發展途徑，對當前人類
普遍關注的一系列自然、社會、人文現象與問題，具有可供參照依循的典範價值。
學校組織因屬教育基層單位而受他組織形式的行政節制與影響，但在當前講求教育鬆綁、權
力下放、民主參與及績效責任的教改時潮氛圍下，處於教育實踐第一場域的學校組織尤須在
校務經營與管理實務上因時變通、因地制宜，充分地發揮自組織運作的機制與效能，方能創
化學校組織生存與發展的生機與能量。職此之故，本文以自組織理論觀點就當前國教場域學
校組織運作與發展進行探究，先就自組織理論的理論概念、自組織系統形成的主要條件進行
探究、理解與詮釋，復就國教場域的現況闡述學校自組織的運作表徵及相應課題，最後提出
提升學校自組織效能的發展策略，以供學界及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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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組織理論（self-organizing theory）是20世紀60年代末期開始建立並發展起來的一
種系統理論，有別於過往一般系統理論偏重系統靜態結構的考察，自組織理論較著重於系統
動態發展機制的探究。該理論本源自於自然科學領域，以探究自組織現象形成與演化機制之
相關學說為其理論基礎，主要以複雜性組織系統為研究對象，探討系統及其構成要素如何自
組織起來，實現由無序走向有序、由低級有序走向高級有序的演化現象、機制與發展途徑等
。爾後，隨著學術研究的知識遷移，自組織理論被擴展應用於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領域，成
為可以同時解釋自然、社會、人文現象的理論典範（MBA智庫百科，2015；馮朝霖，2003）
。
    近年來，隨著教育改革開放的腳步，國民教育階段學校組織的結構、功能、角色與權責
均不斷起著複雜、動態的轉變：一方面雖秉承上級教育主管機關的政策指導及行政約制，而
具有教育基層單位接受行政科層節制的他組織形式，另一方面則順應後現代教改時潮對於教
育鬆綁及民主參與的訴求，讓處於教育實踐第一場域的學校必須依組織內外部情境條件、學
生需求、家長期望與社區特性，因時變通、因地制宜地進行校務經營與發展的自主協調與管
理，以發揮自組織的運作機制與效能。惟在教育環境日趨複雜多元的趨勢下，學校於教育行
政科層體制中雖仍具他組織的形式，但在學校經營與管理實務上能否充分地發揮自組織運作
的機制與效能，才是對學校組織永續經營與發展具有實質且直接影響的關鍵。職此之故，本
文將先論述自組織理論的理論概念、自組織系統形成的主要條件，復就國教場域的現況闡述
學校自組織的運作表徵及相應課題，最後提出提升學校自組織效能的發展策略，以供學界及
教育實務工作者參考。

貳、自組織理論的理論基礎

    自組織理論係源自於自然科學領域，以探究自組織現象形成與演化機制之相關學說為其
理論基礎，其後隨著學術研究的知識遷移，被擴展應用於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領域，成為可
以同時解釋自然、社會、人文現象的理論典範。茲將自組織理論之相關學說概念加以整理列
舉，分述說明如次（MBA智庫百科，2014、2015；馮朝霖，2003；韓亞品、胡瓏瑛，2012；
Haken, 1983, 2008）：

1



  一、耗散結構理論

    耗散結構理論（dissipative structure）係比利時物理化學家I. Prigogine於1967年提
出，主要研究系統與環境之間有關物質、能量與訊息的交換關係及其對自組織系統的影響等
問題。系統的開放性、遠離平衡態、系統內不同要素間存在非線性機制為耗散結構出現的基
本條件—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當系統的某個參量變化達到一定的臨界值時，通過非
平衡相變，並持續與環境發生物質、能量與訊息的互動交流，就可能從原來的無序狀態轉變
為一種時間、空間或功能上的有序狀態；此種需要耗散物質、能量與訊息方能維持的有序結
構，即稱為耗散結構。

  二、協同學

    協同學（synergertios）係德國物理學家H.Haken於1977年發表《協同學導論》時所提出
，主要研究系統內部各構成要素之間的協同機制。該理論認為系統各構成要素或次系統之間
的協同是自組織過程的重要基礎，系統內部各次系統或構成要素之間的非線性動態關係將導
致系統內各序參量(order parameter)之間的競爭和協同作用，從而使系統產生新的結構；此
外，系統內各次系統或構成要素的獨立運動或在局部產生的各種協同運動以及環境因素的隨
機干擾將可能造成系統的實際狀態值偏離平均值，這種偏離波動大小的幅度即為漲落，當系
統處在由一個穩定態向另一各穩定態躍遷時，系統內各次系統或構成要素間的獨立運動及協
同運動進入均勢階段時，任一微小的漲落都會迅速被放大為波及整個系統的巨漲落，繼而導
引出大量次系統協調一致的運作模式，形成整體系統進入有序狀態。

  三、突變理論

    突變理論（catastrophe theory）的基本構想係由法國數學家Rene Thorn於1967年發表
《形態發生動力學》時提出，另於1972年發表《結構穩定與形態發生》時，進一步系統性地
闡述了突變理論的內涵。突變理論建立在穩定性理論的基礎上，認為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任
何一種運動狀態都有穩定態和非穩定態之分，在細微的偶發擾動因素作用下，仍然能夠保持
原來狀態的是穩定態，一旦受到細微擾動就迅速離開原來狀態的則是非穩定態，而突變過程
即是由一種穩定態經過非穩定態向新的穩定態躍遷的過程，表現在數學上是標誌著系統狀態
的各組參數及其函數值變化的過程。

  四、超循環論

    超循環論（super circle）係由德國化學和和生物物理學家Manfred Eigen所提出，其在
研究生物體內發生的快速生物化學反應時，發現了在生命發展的化學及生物進化歷程中存有
分子自組織的現象與過程，且這種分子自組織的現象與過程係以一種「超循環」的形式運行
，而所謂「超循環」形式即包含著自催化反應的循環或自複製單元通過功能之循環耦合而聯
繫起來的高級循環組織。該理論觀點認為，「超循環」除了具備自我再生與複製的功能外，
且能透過自我選擇與優化，進一步演化成更為複雜的結構，而多元的不可逆循環過程為高度
自組織系統的結構特徵之一。

    綜上所述，自組織理論由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突變理論和超循環論等學說觀點構成
其主要理論基礎，以有別於過往一般系統理論的另類觀點及方法，就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
動態複雜現象進行探索，提出系統從混沌無序到有序之自組織演化相關機制、規律與發展途
徑。此一理論觀點及相關概念，對當前人類普遍關注的一系列自然、社會、人文現象與問題
，具有可供參照依循的典範價值。

參、自組織系統形成的主要條件

    自組織係一系統內部組織化的過程，通常是一開放系統的構成要素，在沒有外力引導或
管理之下能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種規則，各盡其責且相互協調地自發形成有序結構；自組織現
象普遍存在於自然界或是人類社會的不同組織系統中，一個系統自組織功能愈強，其創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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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能力亦將愈強(MBA智庫百科，2014；維基百科，2010；顏澤賢，1993；Waldrop, 
1992)。茲根據自組織相關理論文獻之探討結果，整理列舉出自組織系統形成的幾個主要條
件，分述說明如次(汪維揚，20 0 1；洪一梅，20 0 4；盧美圓、王世紅，20 1 5；
Prigogine&Stengers, 1984)：

  一、組織系統必須是一個開放系統

    開放系統是系統形成自組織的基本條件之一。根據耗散結構理論而言，系統耗散結構本
身是非平衡狀態，此結構要維持必須依賴質能量的耗散，亦即以一個開放系統特徵與外界環
境進行物質、能量與訊息的交換，以有效地將系統自身的熵（entropy）減少，方能逐步讓
系統從無序狀態向新的有序狀態發展。申言之，系統必須是一個開放系統，才能不斷與外界
之物質、能量與訊息進行交流互換，讓來自外界的負熵流抵消系統內部運作所產生的正熵，
降低系統的不穩定性，使系統步向有序化發展。

  二、組織系統必須遠離平衡態

    根據最小熵產生原理，系統在平衡態中的自發趨勢是趨於無序；在近平衡態的非平衡線
性區系統，雖有負熵流流入，但大多難以形成新的有序結構，仍將逐步趨向平衡，導向無序
。因此，系統只有在遠離平衡態時，才會有新的規律性，才有可能產生新的有序結構，並且
不與熱力學二定律發生衝突。申言之，平衡態是指系統內部的熵產生為零的特殊情況，即系
統在物質、能量和訊息的分佈上無差異的一種狀態，處於平衡態的系統將成為無序的孤立系
統；近平衡態的系統則是朝向某個定態演變，其演化結果僅是到達熵產生最小的的非平衡態
，仍難形成新的有序結構，只有在系統遠離平衡態（far from equilibrium）的條件下，利
用系統的非線性作用機制，才能使系統失衡而引發質變，進而形成新的有序結構。

  三、組織系統必須具有非線性動力機制

    組織系統內部各次系統或構成要素在數量、性質上必須存在差異性及獨特性，藉以形成
非線性動力機制—透過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產生各種形式的正回饋和負反饋，進而相互產生
複雜的相關和協同效應，讓系統的演化充滿了多樣性與複雜性，最終使系統朝向有序發展。
申言之，在開放而複雜的巨系統內，各次系統或構成要素之間的非線性交互作用，將使各次
系統或構成要素之獨特性因競爭而擴大彼此的差異，從而使整個系統趨於遠離平衡狀態；在
遠離平衡狀態的條件下，各次系統間藉由協同以聯合各次系統的某些發展趨勢加以放大，使
之在整個系統中佔有優勢地位，從而導引出大量各次系統朝向具優勢地位的發展趨勢演進，
進而形成整體系統的有序狀態。

  四、組織系統必須存在隨機漲落現象

   「隨機漲落」（order through fluctuation）係指系統某個參量或行為對平均值的隨機
偏離，以及連帶引發的相關效應，從而使系統偏離原有平衡態而轉向非平衡態發展的現象。
當系統處於遠離平衡態的情況下，由於系統內非線性動力機制的作用，即使是某種細微的漲
落都有可能被迅速擴大，形成整體宏觀的「巨漲落」，發揮積極的催發作用，從而使系統發
生突變，躍遷至一個新的有序狀態，形成新的穩定結構與秩序。申言之，當一個系統處於開
放狀態，在該系統從平衡態到近平衡態再到遠離平衡態的演化過程中，達到遠離平衡態的非
線性區時，系統內部各次系統或構成要素，透過對外界環境的覺察與感知，自身產生相應的
調適與改變，而這樣的變化透過各次系統或構成要素間的交互影響得到放大，進而成為一個
整體宏觀的「巨漲落」，使系統先進入一個不穩定狀態，從而又躍遷至新的有序結構，並持
續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與訊息的交流互動，以形成新的穩定狀態。

    綜而言之，自組織系統的形成必須衍生於開放系統之中，藉由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與
訊息的交換以維持系統的活性外，並透過內部非線性動力機制的作用及導引，促使系統進入
遠離平衡的非穩定狀態，以及隨機漲落的出現與擴大，超越臨界點（threshold）而自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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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有序結構，使整體系統在時間、空間、結構與功能上朝向宏觀有序的樣貌發展。

肆、學校自組織的運作表徵及相應課題

    隨著教育市場化與自由化的教改時潮驅動下，當前學校組織所面對的教育環境已趨向開
放系統發展，而將學校內外部各層面利害關係人的交往互動及相關事務融攝其中，形成一個
複雜的開放組織系統。學校組織系統雖為教育巨系統下的一個次系統，但學校組織系統內又
包含了諸多不同的次系統及構成要素，除了系統內部各次系統及構成要素進行交互作用外，
學校系統內、外部之間亦存有物質、能形成有量、訊息的交流互動，實已具備前文所述自組
織系統的形成條件與特性。茲運用自組織理論觀點來檢視並論述當前國教場域中學校自組織
的運作表徵及其相應而生的經營課題，臚陳說明如次：

  一、開放系統形成學校自組織的發展條件

    學校組織的構成主體是人，為各具不同的心智模式的行動主體(agent)，具有很強的開放
性，能以其所扮演的角色與組織系統內、外環境要素，以及其他行動主體隨機進行各種不同
形式的交互作用，所形構的組織系統即具有明顯的開放性特徵。

惟如何在學校正式組織之計畫、組織、領導、溝通、協調等管理職能運作下，有效地與外界
進行多元層次及面向之物質、能量與訊息的持續交流，諸如教育相關政策、知識、技術、資
訊，以及人力、物力、財力等心理性、物理性、社會性資源的供給與輸出，以形成負熵效應
（negentropy），促進學校自組織系統的持續發展，則是學校當局在學校自組織系統經營與
管理上須加以正視的課題之一。

  二、遠離平衡態是學校自組織的創化契機

    教育場域中的學校組織或個人，面對後現代的教改時潮，教育事務的發展往往會接受到
各方力量的介入或牽引；教育工作的規劃與執行，除了要能調和組織內外部利害關係人（教
育行政當局、教師、家長、學生、社區人士、專家學者…等）的政策主張、意見、想法以及
相關資源分配外，更需隨時面對政策環境、人際關係、時勢潮流的更革興替對組織造成的影
響。是以，教育場域中的學校組織或個人所處的系統環境即顯現出混沌、動態的「間斷均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組織系統每在穩定運作一段時間之後，可能會突然遭逢短
暫、劇烈的變動，並有週而復始的循環傾向。是以，學校組織系統在所處的教育場域中，無
論組織或個人均可能在被動或主動驅力下，步向系統失衡的境況，從而在非線性交互作用及
相互演化的過程中，從近平衡態達到遠離平衡態，形成學校組織創化(autopoietic)的革新
契機。

    惟學校組織秉具重大的教育任務與使命，在教育目標的前導下，學校組織的行政管理與
教學運行如何在不悖離教育本質原則下，展現組織與個人的主動性、適應性和創造力，有效
因應前述教育相關事務動態更迭可能造成的系統失衡境況，自組織性地有機調整組織與個人
的運轉機制、內容及方式，從而引發或萌生出學校自組織創化與革新的看法、想法及行動，
則為學校當局者在面對教育改革時潮時必須正視的經營與管理課題之一。

  三、非線性作用引發學校自組織動力機制

    學校組織系統經由學校相關之人、事、時、地、物等構成要素錯綜繁複的相互影響與作
用，進而形成動態而複雜的非線性關係。組織系統中各具不同心智模式的行動主體(主要的
利害關係人)無法自絕於此一非線性關係的交互影響，勢必隨著系統中各要素間相互制約或
促進的正、負向回饋機制，彼此形成多元分立的「競爭」作用與聯合相依的「協同」作用。

    惟學校組織經營與管理的相關事務，無論是課程、教學或行政層面，均涉及多元利害關
係人的共同參與及相互影響，而每個利害關係人又為各具不同心智模式的獨立行動主體，在
參與過程及互動活動中將可能出現意見分立或利益衝突的競爭行為與關係，學校當局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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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體目標與共同使命下，運用有效的經營策略將相互分立的競爭作用，調適整合為彼此
相依的協同作用，促成學校自組織系統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的良性發展，亦是必須慎思的課
題之一。

  四、隨機漲落催化學校自組織的突變躍遷

    在當前教育市場化與績效掛帥的時潮趨勢下，學校組織系統勢必經常面對各類教改議題
與革新訴求，並且在上級政策指導、學生需求、家長與社區期望，以及學校教育人員對組織
承諾與專業承諾的自我應許等多元驅力交會作用下，學校在課程、教學、行政等層面上均會
推動或多或少的興革事項，從而使學校組織系統在時間、空間、結構與功能上偏離原有的平
衡狀態，一般而言，在系統剛剛偏離平衡狀態的近平衡態區，興革事項所引起的漲落只使系
統狀態暫時偏離，隔一段時間後這種偏離狀態會逐漸消退，重新回歸平衡狀態。

    是以，學校當局如何採行有效的策略作為，強化系統內外部物質、能量、訊息交流的負
熵效應，激發成員推陳出新的創意想法與作為，以促進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交互作用動力機
轉，維持學校持續革新的活力與能量，讓更多「漲落」現象湧現於各類創新方案或革新過程
中，並使細微的漲落有機會迅速擴大為整體宏觀的「巨漲落」，讓學校自組織系統藉由隨機
漲落的觸發與催化，躍遷到一個嶄新的穩定有序狀態，是為學校追求永續經營與發展必須加
以慎思的課題之一。

伍、提升學校自組織運作效能的發展對策

    在教育環境日趨複雜多元的趨勢下，學校經營與管理實務上能否充分地發揮自組織運作
的機制與效能，將對學校組織永續經營與發展具有實質而重要的影響。茲就前文所述學校自
組織運作相應而生的經營課題，提出若干可行的發展對策，以做為學校教育當局提升學校自
組織運作效能的參考，臚陳說明如次：

  一、落實學校本位管理以形構學校組織系統開放的耗散結構

    要讓自組織運作機制與效能獲得積極有效地開展及提升，必須先營造一個開放系統的耗
散結構，藉由組織內、外部物質、能量與訊息的流通及耗散，形成負熵效應，促進自組織系
統的有機運轉。學校本位管理係強調權力下放的學校管理，其主要特徵有二：其一為「賦權
增能」，即賦予學校更大的自主權，減少中央或地方政府法令之限制，由上層政府機構將人
事聘用、經費預算、課程教學等決策權力下放給學校教育相關人員，並賦予學校績效責任的
要求；其二為「分享決策」，即由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家長、社區人士和學生共同參與校
務決策，分享作決定的權利（孫志麟，2000）。因此，在學校本位管理的經營模式中，學校
組織雖受教育行政當局宏觀政策的規範與指導而具他組織的形式意義，但在學校組織經營與
管理的實務運作上則可充分發揮自組織系統的運轉機制，配合學校情境條件與社區特性，因
時制宜、因地制宜地進行行政、課程、教學等校務相關層面的自主經營與管理，且須讓學校
組織主要利害關係人—教師、行政人員、家長、社區人士和學生共同參與校務決策，並擔負
學校經營及發展的成敗責任。

    是以，學校本位管理的精神內涵若可在國教場域中確實實踐，當可讓學校組織形構出一
個讓教師、行政人員、家長、社區人士和學生等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可共同參與及交流互動的
動態開放系統，且在行政、課程、教學等校務發展事務上透過與外界物質、能量與訊息的互
動交流，營造出可充分發揮負熵效應的耗散結構，提升學校自組織運作效能。惟學校組織因
係教育基層單位，仍受他組織形式效應的影響，而須接受上級行政科層的節制與指導，教育
行政主管當局若能體察學校所在地理區位及人文背景的殊異，鬆綁或修訂不合時宜的法令規
章、減少非關學校核心工作的行政指導干預，以及整併過多繁複的視導評鑑，讓教育實務現
場真正獲得鬆綁，使學校在合法授權下得以真正地因校制宜，並有較為寬裕的時間、精力與
相關資源來從事學校自主管理工作的開展，勢將對學校自組織效能的提升有更為實質的裨益
效果。



  二、形塑共好願景以促發學校組織分工競合的革新動力

    面對教育市場化及績效責任的公眾訴求，學校教育必須持續興革與進步，使得學校組織
無可避免地承受「間斷均衡」環境態勢的壓力與挑戰。學校當局應當體察環境變遷與教育時
潮的演進，依學校發展的階段需求，引導成員共塑學校組織的共好願景，以聚斂成員對教育
價值與學校使命的向心及熱情，使彼此在動態複雜的教育環境中進行良性的分工競合，以促
發學校組織系統革新發展的動力。

    在當前動態複雜的教育環境中，學校當局必須引導成員以全像式系統思考的角度，來審
視動態更迭、間斷均衡的教改局勢，釐清教育發展的脈絡及其本質意義，以引領其對自我角
色與任務的覺知，慎思出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及家長應然的任務圖像，進而匯聚共識，統
合出學校發展的共好願景，以激發出學校組織成員的熱望與雄心，願意為學校的未來發展共
同努力。此外，學校當局應進一步設立鼓勵創新思考的計畫機制，提供激發成員創意、容許
嘗試錯誤的機會及空間，使其在各自的角色職能上展現能耐、發揮創意，從而在行政、課程
、教學等校務發展層面上，充分展現個人、團體或部門獨自的績效表現，以形成分立競爭的
激勵效果；又能在共好願景及使命的引領下，讓學校成員在相關事務上跨越個人、團體或部
門的籓籬，進行知識、技術、智慧與資源的交流合作，以促成相依協同的整合效果。準此，
對學校自組織效能的提升當可產生積極正向的助力。

  三、實踐分佈式領導以強化學校組織非線性作用的運作機能

    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學校組織營運型態的思維，從封閉系統、開放系統演進至自組織
系統的概念，形構出複雜、非線性及不可預測的組織系統圖像，並深切影響學校領導型態的
發展，而在學校組織形態朝向自組織演進的當下，學校領導允宜重視領導過程中的非線性及
湧現現象，適時調整並採取適切的領導作為(蔡進雄，2013；Morrison, 2002），以有效運用
系統中的非線性機制，將存於各次系統或構成要素間相互分立的競爭作用，調適整合為彼此
相依的協同作用，以促成學校自組織系統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的良性發展。

    分布式領導的興起是因應當前學校領導需要所發展出來的理論，代表學校領導權力的分
佈已是潮流趨勢，英雄式領導已成過去，學校中負起實際領導責任的個人或群體都是領導者
，學校領導的實踐是構築在學校領導者、追隨者和情境三者共同交互作用的結果(賴志峰，
2008)。其主要陳義在於揭示一個組織中的領導活動係散布於組織中各個成員，而每個成員
在其負責領域和信任與合作氛圍下，參與領導實務運作，擔任領導角色並承擔領導責任，以
利達成組織任務及提升組織效能 (吳清山、林天祐，2010）。申言之，分布式領導觀點強調
了學校領導邊界的調整與開放，讓領導者、追隨者和情境等組織構成要素，隨著時間的推移
進行交互作用，讓每位組織成員在不同角色職能上均有機會貢獻專業知能及專長，進而對組
織發揮影響力(蔡進雄，2011；賴志峰，2008；張奕華、顏弘欽，2012）。是以，學校若能
在正式、非正式領導結構及校務運作中，融入分布式領導的理念並加以實踐，促進學校組織
成員能在相互信任、尊重與合作的氛圍中，於不同情境和角色擔當間，進行知識、技能、智
慧、資源及行動上的良性競爭與協同整合，當可讓彼此的非線性交互作用發揮促進學校自組
織運作效能的積極效應。

  四、營造學習社群文化以蘊蓄學校組織隨機漲落的創化能量

    開放系統和遠離平衡態是自組織系統發生的先決條件，系統內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則為系
統演化的主要動力機制，而當系統處於遠離平衡態的情況時，仍須系統內非線性動力機制引
發的「隨機漲落」作用，方能觸動系統發生突變，躍遷至一個全新的有序狀態，形成新的穩
定結構與秩序。

    組織學習係指組織藉由較好的知識與理解來改善行動的過程（Fiol& Lyles,1985）。學
校組織系統得運用組織學習的理念，建構個人學習、團隊學習及組織學習等不同層次的學習
成長機制，透過多元層次的交互作用與整合發展，營造出學習型學校的社群氛圍與共同演化
關係，透過有意義之個人、團體及社群的行動學習，強化系統內、外部物質、能量、訊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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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以維持負熵效應，並激發成員推陳出新的創意想法與作為，以維持學校持續革新的動力
與能量，讓更多「漲落」現象湧現於各類創新方案或革新過程中，活化學校自組織效能，促
進組織的永續經營與發展。

陸、結語

    隨著教育市場化與自由化的教改時潮驅動下，當前學校組織所面對的教育環境已趨向開
放系統發展，而學校組織的結構、功能、角色與權責亦伴隨著教改的腳步不斷起著複雜、動
態的轉變。學校組織系統為教育巨系統下的一個次系統，一方面既因位居教育行政科層的基
層單位，而受他組織形式的節制及影響，特別是在宏觀政策指導及經費稽核管控上，學校仍
有其須配合與遵循的責任及義務；另一方面，在當前講求教育鬆綁、權力下放、民主參與及
績效責任的教改時潮氛圍下，處於教育實踐第一場域的學校組織尤需在行政科層節制的他組
織形式規範下具備因時變通、因地制宜的彈性與活力，而在校務經營與管理實務上充分地發
揮自組織運作的機制與效能，方能創化學校組織生存與發展的生機與能量。

    自組織理論以有別於過往一般系統理論的另類觀點及方法，著重於組織系統動態複雜現
象與發展過程的探討，提出系統從混沌無序到有序之自組織演化相關機制、規律與發展途徑
，對當前人類普遍關注的一系列自然、社會、人文現象與問題，具有可供參照依循的典範價
值。職此之故，本文乃參照自組織理論觀點就當前國教場域學校組織運作的自組織表徵，以
及該表徵現象下學校經營管理上可能面對的相應課題進行探究、理解與詮釋，並本於筆者過
往涉獵學校經營理論的領悟，以及經年實務現象的實地觀察與體驗，進一步提出有效提升學
校自組織運作效能的可行對策—1.落實學校本位管理以形構學校組織系統開放的耗散結構；
2.形塑共好願景以促發學校組織分工競合的革新動力；3.實踐分佈式領導以強化學校組織非
線性作用的運作機能；4.營造學習社群文化以蘊蓄學校組織隨機漲落的創化能量。

    承上所述，本文所提出之論述及見解，乃植基於理論探討及實務慎思之相互參照辯證，
冀可提供學界及實務工作者探討學校經營理論及實務應用時之參考。另筆者探究此議題的過
程中，發現本土論著與研究於此教育相關議題之探討尚不多見，值得學界及實務工作者多予
琢磨及關注，未來如有教育研究者能進一步就該相關議題進行實徵性研究或探查，或將更能
豐厚及拓廣相關理論視野及應用價值，以建立有助於本土實務應用的行動理論及實用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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