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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Perspectives

φHJ血吸F血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obtain the opinions of

practitioners and scholars on four issues in parent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There were 22 experts surveyed for the open-ended

questionnaires. Then a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data was

conducte吐. The fin丘ings of the study include: J. The main parent in

volvement roles are Supporter an吐 Teacher; 2. Parents need to be

involved primarily because of the benefits of parent involvement; 3.

The main types of parent involvement are Volunteering and Decision

-making; 4. The obstacles to parent involvement include primarily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barriers of parents and the negative

attitudes of school personnel

Keywords: parent involvement ,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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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實際之探究:

以國民中學為例

黃乃榮

【摘要]

本文曾在探究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實際，包括它的可能特徽、成因、

影響及排除之溝通途徑，進而提出改善學校行政品質的建議。學校行政

瘋狂行為，係指在學校行政歷程中，超越文化慣例、且不受規範的情緒

失控行為，會對學校行政品質產生很大的影響，有必要做相照問題的探

究，以謀求學校行政運作的改善，並立藉此建構學校行政的新觀點。本

文採用質性研究法，經由三所學國民中學的十二位人員的訪談，包括三

位校長、三位行政人員及六位教師，結果發現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會阻

礙學校目標的達成。而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必須加強自我組織型態

的經營，其關鍵工作在於面對心理、社會及生理衝突時，仍能持續進行

溝通。

鶴鍵字:學校行政、癒狂行為、自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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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結論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係指在學校行政歷程中，超越文化慣例、且不受競

範的情緒失控行為，會影響學校行政運作的品質，有必要做相關問題的探究，

以利謀求學校行政協調的改善，並藉此啟示學校行政運作的新觀點。

前陣子有一例子，值得臺灣教育界的反省。某國中校長與教師表現出瘋

狂的行為，亦即校長將教師在休息室的桌椅搬到教室，臣的在為了落實協同

教學的理念，引發教師嚴重的不滿。因而教師將已置於教室的辦公桌椅，搬

到學生出出入入的走廊，以示抗議，更引來媒體的大幅報導，導致長期以來

校長與教師闊的緊張對抗關係，終於爆發。由於校長與教師闊的失控行為，

耗費很多精力於敵對的抗爭，有輕忽學生受教權之處，而導致學校行政績效

的低落。因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問題，應該加以重視。而探究學校行政瘋

狂行為的特徵，可以提醒學校成員，當發現有此特徵時就應加以重視，以免

破壞學校行政的正常運作。

Foucault (1979a) 認為人類的瘋狂行為，並非與生俱來，而是源起於社

會關係所致(轉引自Capluo & Yount , 1993, 4) ;特別是指不合理的權力關

係 (Foucault， 1980) ，它可以當作探究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成因的基礎，並藉

此診斷學校行政的問題。基於此，探究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成因，是愛耍的

課題。

誠如前面所言，學校行政瘋狂的行為，起因於不合理的社會關係;特別

是不合理的權力瀾f系，它乃是權力濫用的產物，將有降低學校效能的問題

(Scott, 1992) 。所以，探究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影響，以使得知它的破壞

性，進而喚醒學校成員以嚴肅的態度去看待它，並激發學校成員努力解決相

關的問題，將有助於學校效能的提升。

了解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原因後，還要謀求改善之道，方有助於學

校行政問題的解決。而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成因，在於不合理的社會關{系，

且談論關係的形塑與溝通忌、忌、棺閱 (Putnam et aI., 1999) 。因此從領導者及

被領導者聞社會串串係網絡的反省，探索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溝通途徑，

來維護學校組織生活的品質，將有助於學校行政的運作 (Geer紹， 1973) 。因

此探究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溝通途徑，是另一個重要的課題。

根t濛緣起及動機，本文旨在探究學校行政瘋狂行為之可能特徵、成函、

216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實際之探究 以國民中學為例

影響孟之排除之溝通途徑。以下茲就研究問題驢列如下:

(l)探究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特徵。

(2)探究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成因 a

(3)探究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影響。

(4)探究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溝通途徑。

武、文獻探討

探討學校行政瘋狂的行為，當以人類學家 Foucault 的理論為首。 Foucault

( 1979a) 的{瘋狂與文明>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書，對於瘋狂行

為之現象有深刻的描述。此書是一份區分理性與非理性、理性與瘋狂條件的

文本 o 他認為在十七世紀，綜合醫院的設立，旨在監管瘋狂行為的人，是種

基於治安的需要，而非醫學的需要。例如1956年巴黎總醫院的設立，並非收

容精神錯亂的人，而是在車在禁窮人、流浪漢、乞丐等。然而此等不合理的社

會制度或權力關係，卻是造成人們精神疾病的原因。Foucault (1979a) 更認

為理性與瘋狂的行為，皆是人性的一部分，而理性要能夠戰勝瘋狂的條件，

就是「排除行動J 也就是說以揭露理性自然排除人類瘋狂的行動(毛榮富，

1992)。因此瘋狂行為可以說是社會制度、權力闕係、文化結構的產物，而

非人類本身就會表現瘋狂的行為。只是Foucault的理論，所提示的瘋狂行為

是一種精神疾病。本研究應用他的理論，將瘋狂行為定義為「非理性行為」

的反應，具體的定義為 r脫離文化慣例、且不受規策的情緒失控行為 J

以期符合學校行政的脈絡。由於文化是為一種理性的規範，而且此理性是經

白質體的社會建構而成 (Berger & Luckmann , 1967) ，因此脫離文化慣例係

指脫離社會規範所建立的理性，表示人們表現不在意任何人、事、物的脫序

行為。基於此，所謂瘋狂行為並非指患有精神疾病，而係指人類受到不為自

己接受的刺激，所表現出的非理性行為。

以下根據Foucault理論的要旨，討論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特徵、成函、

影響及排除之講道途徑。茲分述如下﹒

一、學校行政癥狂行為的特徵

根據《韋氏辭典> (Webst肘 '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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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將瘋狂行為 (rna吐ness) 定義為非理性的心智狀態，有如Foucault約

理論之非理性或瘋狂行為的意涵。它的行為徵{皮包括不講道理、易暴怒、愚

昧、狂熱以及耽溺(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986)。所謂不講理的行為，是指人們不思考行為的合理性，其具體的行為

表現包括我行我素、唯我獨尊、自我破壞及不切實際等等;所謂易暴怒的行

為，是指人們無法控制自己情緒的行為，其具體約行為表現包括難以控制自

己的焦慮、憂鬱、情緒等等;所謂思昧的行為，是指人們的行為受精影

(shadow) 所操控( Schwar紹， 1995, 223) 。其真鑽的行為可以分爾方面來

說明:首先學校勾勒一億理想的闢像，而且學校成員完全配合該理恕的圖像

行事，學校成員的身分因而完全自組織來定義;亦即學校成員沒有自己的身

分。其次自我的人格特質會描繪自我理想的圖像，導致學校行政行為完全受

到自戀的人格所操控(Jung, 1964) ;所謂狂熱的行為，是指人們極度貫徹

自我的意志，以致不顧意協調爭議性議題的行為(Nutt & Backoff, 1992) 。

其具體的行為包括自以為是、忽略別人的立場、維護自我的信念、易誇大其

事等等，所謂耽溺的行為，意指人們的行為拘泥於某個客體，而不知還有其

他的事情需要加以考慮。JlPBracke & Bugental (1995) 所稱A型性格的行為，

此行為會表現拘溺於某些事情，而嚴寰忽略其他有價值的事物。

二、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成因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起因於社會關係的不合理性，而權力閱(系的不合理是

其中一例。例如在學校行政的歷程中，若有溝通者出現極度自我鞏固及堅持

的行為，會以物化的意識型態當作溝通的基礎，Nlti會產生錯誤的理念，來增

加權力關係的不合理性(陳文圈，1999) ，將容易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換句話說，由於意識型態會與權力相伴相髓，以物化的意識型態當作溝通的

基礎，將易於產生宰制的權力關f系，溝通者將難以理解有意義的事物，因此

溝通行為會增加壓抑性。當被宰制者的壓抑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對結構

性的權威進行反抗，進而表現出脫離文化慣例的瘋狂行為，也會出現非理性

之情緒失控的抗爭行為。

Foucault (1980) 認為，知識是權力關{系的結果。幸言權力的協係具有宰

辭til生;亦即宰制者與被宰制者的串串{系，本質上就會出現獨霸、單向度的知識

活動，則知識活動服務面向會流狹隘，甚至議牲別人，來造就霸權的意志。

通常有權者會提供無權者反抗的機會，但是會擴大對弱勢者的再一次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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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弱勢者越形弱勢，當弱勢者的壓抑累積到某種程度後，便會出現非理性的

行為或情緒性的抗爭，即所謂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Foucault ， 1979b) 。

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原因，在於不合理的社會爾係 o 因此在演變成

瘋狂行為前，常會歷經社會街突的階段。當社會衝突嚴重妝害自我人格對於

情境的適應性峙，就會衍生心理衛突或生理衛突 (Gutting ， 1989, 65) 0 j宛如

個體的需求被剝奪容易產生心理及社重Y街突，進而衍生侵略性約行為 (Deaux

& Wrightsman , 19日8) 。墓於此，在學校行政的歷程中，當察覺到社會、心

理及生理衝突時，不可等閒視之，應加以設法排除，以避免演變成學校行政

瘋狂行為，進而造成學校行政無法彌補的傷害。 Gutting (1989) 更進一步補

充說明，社會或心理的街突本身不至於產生瘋狂行為。但是，若社會或心理

衛突轉變成生理衝突，就比較容易出現瘋狂行為。也就是說瘋狂行為是由心

理及社會調遇問題，演變成生理病徵的產物;心智病態與生理病態將如影隨

形。基於此，探索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成函，也要探討社會關係型態所造成

的街突，如社會衝樂、心理衝突與生理衛突，並分析其對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的影響。

三、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影響

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原因，係種基於不合理的社會關係。倒如就權

力鞠係的不合理而言，它常會催化權力的濫用，進而造成無回應性、無效率

性及無人惰性的組織病態 (Scott ， 1992) 。由於回應性、效率性及人惰性，

皆是學校效能的指標 (Scott ， 1992) ，因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將會降低學

校的效能。詳細而言，無回應性導致學校行政的缺乏創意;無人惰性導致學

校行政的缺乏正當性，無效率性導致學校行政的成效不彰，再加上效率、正

當性及創意性是學校的重要目標(Blanke， 1993) 。因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會

障礙學校白標的實踐。

四、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之溝通途徑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解決，必須加強它的非理性排除效應，而且在溝通

過程中，增進別人發展自我理性機會，將是最重要的工作。由於Fouacult

( 1979a) 曾經對於瘋狂行為的立論有深入的分析，因此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

為的溝通途徑，也可以從他的立論切入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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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 (1980) 在{知識/權力} (Knowledge/Power)一書中，提出

後結構主義的認識論，旨在挑戰社會權力協係的不合理性，同時也為建構合

理的權力關係提出分析。Foucault進一步主張真理、知識皆是權力運動的產

物，因此社會生活品質的探索，必須對於權力與知識、真理的關係加以反省。

基於此，反省權力關係是促進社會生活品質的重要方法，而反省最好途徑是

相互質詢的論述(Foucault， 1980， 1990) 。所謂論述旨在加強平等權力的互

動，將弱勢的個體或固體能夠納入組織的詮釋系統，而加強倫理學習的溝通

行為 (Haberm帥， 1979) 。也就是說互為主體的論述將易於整合差異，並開

創新局，作為維護個體及團體身分的基礎。同時，也藉由邊緣個體或團體聲

音的聆聽，來重建理性準民日，以和反省權力關係的合理性。由於別人能夠受

到合理的尊重，容易誘發個體內在的理性，藉以排除非環性(Foucault,

1990)。因此相互質詢的論述是開展理性的良好方法( Sherid凹， 1980) 。墓

於此，賦權增能 (empowerment) 的互動，會加強倫理學習的溝通，將會有

助於壓抑者的解放，並增進其能力，以利椅展人們的理性行為，進而達到排

除人們瘋狂行為的目的，語以改善學校行政的運作。

從另外 僑角度來看，在學校行政的過程中，自我鞏固的知識活動，容

易衍生別人的瘋狂行為，原因在於它會促進學校成員的不快樂意識( Fay,

1987)。由於學校行政的知識活動，在處理人們快樂的議題，當屬批判理論

認識論的主張 (F旬， 1987) 。因此經出批判理論典範知識論的主張，來探索

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溝通途徑，使其可行性。詳細而言，批判理論，主

張權力關係的不平衡及意識型態的物化，會產生 K. Marx所稱的虛妄意識，

而出現權力脅迫或宰制的扭曲 (Guess ， 1989) 。因此在學校行政運作的過程

中，組織成員從脅迫的幻想解放出來，方能建立合理的權力關係( Culbertson

1990) ，而且解放必須經由理性的自我澄清及集體自主的互動(Fay， 1987,

7) 。基於此，理性的自我澄清以及集體自主的互動，可以從意識型態的扭曲

解放出來，以避免溝通者的壓抑，來促進人們的快樂意識，以利達到發展人

們理性的目的。而權力的平衡管理，強調權力還泊之承諾及系統發展之探索

( Torbe哎， 1991) ，會促進人們理性的自我澄清及集體自主的互動，將有助

於提升人們的快樂意識，來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區此加強權力的平衡管

理益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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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訣計

本研究以探究的態度，秉持著以理解為本的研究方法，與實務工作者進

行互動，掌握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實際狀況，及其對於學校行政運作的影響，

以利本研究的「探究」精神。經由多所學校及不同職位者的訪談，多方蒐集

資料，從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實際，探索各項啟示，進而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

同時本研究也是圓科會補助專案，學校行政瘋狂行為之研究的一部分，將來

會在專案報告中呈現。本論文之研究設計，包括研究樣本、研究方法、研究

參與者的選擇與介紹、資料管理及資料分析。茲就其意i區分述如下:

一、研究樣本

國民中學學校行政協調工作，可以說相當沈重。為了達到各種學校目標，

學校行政領導者比較會出現貫徹自我意志的行為，學校成員也可能較容易出

現瘋狂行為，這是本研究所以選擇國民中學為樣本的主要原因。再則本研究

選擇北區三所國民中學，包括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各一所區民中學，作

為研究的樣本。由於中型國民中學的辦學岳標達成狀態較差(黃乃槳，2001

a) ，而且從分獻分析得知，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會影響學校目標達成的成效，

因此本研究的樣本學校皆是中型學校。此外，由於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研究，

受訪者的自我防衛會很重，資料的蒐集不易，因此本研究以立意取樣的方式，

並旦選擇多所學校為樣本，以利蒐集本論文可用且充分的資料，來完成本研

究的目的。

為了說明本研究樣本的合理性，茲將三所樣本學校的特徵分述如下:首

先就挑園縣X園中而言，它為53班的中星星學校，學生人數有2，027人、教師有

115人、職員有的人，土地有4日16平方公尺，行政區近石門水庫、北二高、

埔心、中壢。它建校於民國50年，現任校長為民國88年8月就任;其次就臺北

縣Y圈中而言，它為42班的中型學校，學生人數有1 ， 614人、教師有86人、職

員有的人，土地有泊，182平方公尺，行政區臨近挑園市、八德市。笠，於民國

78年開始籌備、民國81年正式成立籌備處，民國86年8月開始招生，現任校長

是原籌備處主任;最後就臺北市Z國中而言，它為63班的中型學校，學生人

數有2，09。人、教師有的0人、職員有21人，土地有27，325平方公尺，行政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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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信義區與松山區的交界處。它於民國65年開始籌儷、民竄66年正式成立、

並開始招生，現任校長自民國86年開始擔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質性研究，採局正式訪談法來蒐集資料，訪談時間從89年10月

11 日至89年 10月 20日，為期約一星期多密集訪談。根據研究目的擬訂訪談大

綱，包括﹒(1)在學校行政過程中，學校成員是杏出琨非理性(瘋狂)的行為?

具體行為有哪些? (2)在學校行政的過程中，學校成員非理性(瘋狂)行為的

成因? (3)在學校行政過程中，學校成員出現非理性(瘋狂)行為前有何癥兆?

(4)在學校行政過程中，學校成員非理性(瘋狂)行為的影響為何? (5)在學校

行政過程中，排除學校成員的非理性(瘋狂)行為的溝通途徑為何?

再則要特別加以說明的是，本研究擬訂四項目的，其中一項學校行政瘋

狂行為的成因，將討論兩種現象。根據文獻分析，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成因

是植基於社會關係的不合理性，但是在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形成前，必會經過

社會衡突、心理街突及生理衛突的階段，它們也是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形成原

因的一環 a 區此本研究在訪談結果的分析是根據四個研究目的來討論，其中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原區的討論，除分析社會聽係的成區之外，也分析形

成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前的衝突現象。但是為了確保形成瘋狂行為前之街突現

象的呈現，故擬訂訪談題綱三，以和對於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的原因，能

有深入的詮釋。並在訪談結果的分析中，同時探索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原

因的社會關係特質及衝突類型。

此外，為了讓受訪者能夠深入了解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意義，在進行訪

談前與受訪者針對瘋狂行為的定義進行詳細的溝通，直到受訪者能夠明瞭其

意涵，方開始進行訪談。同時，為了避免受訪者，對於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字

限的紡銜，以非理性行為的字眼作為訪談的基礎。然而出於瘋狂行為有其立

論基礎，因此本研究仍以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為題。

本研究訪談細節出研究者規劃，然後指導國科會專案的研究助理、國立

臺灣師大教育學系的研究生，共6位，到訪談學校進行相關向題的了解。 6位

研究生皆會經修過質化研究或研究法的課。訪談前自主持人召集訪談者加以

訓練，以期蒐集之資料，能夠符合本研究的目的。

由於本研究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理論基礎源起於不合理的社會蹄係，而權

力磁{系是重要的一環。囡此本研究每所閩中選取不同職位的4位成員進行訪談，

這4{立成員包括校長I{立、行政人員1位、教師2位(以導師為主) .以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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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作系統性的了解，進而分析社會關係不良產生的各項問題。為了確保訪

談的品質，每位訪談者以訪談2位為主， 6位訪談者共訪談12位，包括校長3位、

行政人員3位、教師6位接受訪談。每一次的訪談皆有錄音，並根據訪問題綱

整理，成逐字稿，以作為分析之依據。逐字稿整理後，並加以反覆確認，以避

免資料整理的失寞。

三、研究參與者的選擇與介紹

受訪者的選擇主要在於對於研究者的信任，並願意將懇、法忠實的表達出

來。由於校長是必定訪談的對象，因此研究者首先徵求訪談學校校長的同意。

尤其訪談學校的校長皆與臺灣師大教育學系關係良好，將有助於提升訪談的

信任度。為了避免某校除了校長之外的其他人員產生防衛之心，其餘受訪者

背個別取得向怠，而且不將他們校長也是受訪對象的訊息，加以告之，以利

他們保持獨放的心態，來陳述資訊，且能增加訪談資料的可信度。

四、資料管理

各訪談資料的管理以時間為序，以XYZ表示訪談的三所園中， p代表校

長 'A代表行政人員， TI代表第一個教師， T2代表第三個教師。例如891016，

x-pili]表示訪談時間為民國89年的月 16日，訪談為X函中，提供資料者為校長。

五、資科分析

將訪談的資料加以整理歸類，並對應研究目的加以分析，以凸顯學校行

政瘋狂行為各項研究的意義。分析的時候，以每個學校為單位，以期資料以

個案的型態呈現，作為學校行政運作實際探究的基礎。由於篇輯有限，本論

文的資料分析以文獻討論的範園為主翰，故文獻討論範圍之外的資料無法逐

討論。但是經過訪談逐字稿的詳細研讀，脫離本文文獻範圓的資料鼓不多，

所以影響論文的方向並不大。由於本論文假定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源自於社會

關f系的不合理，因此資料分析儘量呈現不同立場的觀點;特別在學校行政瘋

狂行為形成原因的分析，並加以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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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資料信實的處理

為了使本研究的過程更為嚴誨，本研究也對於資料的信實加以處理，採

用的方法包括三角測量、深度描述及嚴格遵守保密的協定 (Owns， 1998)

茲分述如下.

(一)三角測量

在訪談結果的分析，進行伺一事件之不同資料來源的檢測;例如校長與

教師對於同一事件的陳述是否相同。

口深度描述

研究者儘量將訪談所得的資料，做深度的描述及詮釋，以凸顯資料的意

義感，以利讀者有如臨現場情境的感覺。

(且嚴格遵守保密的協定

本研究不管在學校名稱、受訪者以及敘述的內容等，皆烙守保密的協定。

於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會向受訪者提出保證，絕對遵守保密的協定，不會

將個別學校、人名，加以呈現，以維護本研究的倫理性。

肆、研究結果的合析

針對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問題，依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具體特徽、成因、

影響及排除之溝通途徑。茲就訪談結果分別呈琨如下:

一、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實際的特徵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特徵，包括不講理、易暴怒、愚昧、狂熟J主耽溺。

從訪談的分析中，得知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特徵'大概符合文獻探討的學理

歸類。茲究訪談結果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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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行政歷程會出現不講理的瘋狂行為

學校行政的不講理行為，{;系為瘋狂行為的重要特徵'包括我行我素、唯

我獨尊、自我破壞及不切實際等行為。

李老師是年級主任兼導師，他聯絡幾位導師罷我們的研習課...

黃老師也是蠻偏激的，她帶領二年級四十幾位導師拒絕學校

安排的研習。 (891011， X-P)

他們以拒絕參加研習來作無言的抗議。(891013， X-A)

我們三年級導師故意聯合起來不參加研習。(891011， X-Tl)

從X學校個案中，校長規劃的研習，具有增進教師，學養及提升教師專業

能力的企圖。然奈李老師聯合其他老師不參加研習，或老師拒絕參加研習作

無言的抗議，已經陷入我行我素、唯我獨尊及自我破壞的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因此在學校行政的歷程中，學校成員會出現不講理的瘋狂行為。

同學校行政歷程會出現易恕的瘋狂行為

學校行政的易怒行為，{;系為瘋狂行為的重要特徵，是指情緒失控的行為，

包括難以控制自己的憂鬱、焦慮及脾氣等行為。

一位新老師有一天他氣沖沖跑來找我丟下一句話 r禮拜六我

不會到學校J 0 (8910時， Y-p)

遇到不滿意時有人會向你丟課本、大聲咆嚀。(8910時， Y-A)

Y學校的行政人員認為，學校成員會出現丟課本的無禮舉動、氣沖沖、

大聲咆i亭、情緒失控等。所以，在學校行政歷程中，學校成員會出現易怒的

瘋狂行為。

有人在戰場上碰到不順利，他會自己默默承受，結果產生憂鬱

症。(8910的，z-p)

我們職員有輪調制度，而這做出決定後，使得兩派的人有失控

的情緒，並藉由激烈怒罵的語言表達出來。(8910蹈， Z-p)

Z學校的校長，認為有人在職場不順利，自己默默承受，而導致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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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為了自我福利闊的街突，而僵持不下，終究出現激烈的語言怒罵，皆

屬於易怒的瘋狂行為。因此在學校行政歷程中，學校成員會出現易怒的瘋狂

行為。

(三)學校行政歷程會出現狂熱的瘋狂行為

學校行政的狂熱行為，係瘋狂行為的重要特徵，是指極度貫徹自我意志

的行為，包括自以為是、絕對維護自我信念及誇大白我等行為。

f也有可能去做一些搧動)1']人的，做一些串連的動作。 (891016 ，

z-p)

Z學校成員出現煽動別人的自以為是舉動，是屬於狂熱瘋狂行為的特徵，

因此在學校行政歷程中，學校成員會出現狂熱的瘋狂行為。

學校行政方面在推動技務會議，有老師認為開校務會議沒有用，

而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至於說現在新的九年一貫課程趨勢下，對

於部分的老師比較不客觀的處置，例如誇大其負面的效應，這可能

有情緒上的過度反應在裡函。 (891020， Z-T2)

Z學校的老師認為，學校成員會出現自我認定開校務會議無用的情形，

反凶為情緒性的反隸而有誇大報導的傾向，是屬於梅力維護自我信念及誇大

自我的特1殼。由於它們是情緒反應過度的產物，是屬於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因此在學校行政歷程中，學校成員會出現狂熱的瘋狂行為。

國學校行政歷程會出現愚殊的瘋狂行為

學校行政愚昧的行為，1:系瘋狂行為的重要特f設，是指行為受制於組織的

理想圖像及自戀的人格(lung， 1967) ，包括行為受制於組織或個體的暗影

所操控。

我們的研習一定要全員到場，這是一個活動我們要把它辨出來，

而且不是為行政辮，是為老師辨，為你辦而你卻不來，我實在要說

你過分。 (891011，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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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學校約校長自以為研習是替老師所辦，這是一廂情盟員的說法。譬如說

是否反省每個人皆適合校長所規劃的研習，或者研習內容是否符合學校成員

的實際需求，將可以開展此事件的新意義。但是校長受制於學校組織的理想

區像，亦即所有的人皆需要研習，將陷入愚昧的瘋狂行為。須知每個人皆參

加研習，不等於每個人皆有專業成長的動機。因此在學校行政的歷程中，學

校成員會出現愚昧的瘋狂行為。

二、學校行政攝狂行為的成囡植基於物化的權力鷗係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的原因，是極基於社會協係的不合理( Foucault ,

1979b) 0 Dimmock & Walker 提出六種配對的社會關係型態，它們包括關

懷/強勢、團體導向/自我導向、權力分配/權力集中、自自生/複製、自顯

論/命定論及開展性與限制性等關係型態，可以作為分析學校行政社會關係

合理與否的基礎(轉引自Hofstede ， 1991 )。而強勢、自我導向、權力集中、

複製、命定論與限制性等關係型態，會加強權力的物化效應，將伴隨資源分

配的不公平，進而容易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McLell凹， 1995) 。本研究

也從實際的情境，探究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原因。茲就訪談結果分析如下，

H原因植基於強勢的關係型態

學校行政運作強調強勢的協係型態，互動關係會植基於絕對的權威

( Hofste缸， 1991) ，容易產生自我鞏圓或物化的知識活動，進而衍生學校行

政瘋狂行為。同時，如此歷程也會增加父權思維的運作，導致弱勢者充滿壓

抑 (Morgan， 1986) ，進而產生社會或心理衝突，終究導致學校行政瘋狂行

為。

我覺得學校成員的非理性行為常看到，之前校長很體諒我們老

師，但是新校長來之後，要求我們做很多事情，我們的權力感到嚴

重的被剝奪。 (89101l， X-Tl)

X學校的Tl老師認為，之前校長很體諒教師，現任校長一上任後，就表

現得很強勢，老師的權力感到嚴重被剝奪，而產生心理衝突，終究導致學校

成員的非理性行為。因此強勢的關係型態，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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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有些老師已經得到某些好處，而且已經習慣並視為理所

當然，當校長強力提倡某些事物，他們就會表玩得很不理性。例如

學校值遐站導護的工作就是一例就比如說我為了這些事情去抗議，

就會變成黑名單，最後還是會屈從校長要求的目的，但是老師心理

會變得很不爽。 (891013 ， X-T2)

X學校T2老師認為，老師對於既得利益者的維護，會看得更重。但是當

校長強力提倡某些事物，必會壓迫到既得利益者，他們就會出現抗議的舉動。

然而當老師出現抗議的舉動，若校長把他們視為黑名單的再一次打壓，雖然

老師表面屈從校長的要求，但是卻會累積非常不爽的情緒，進而產生非理性

的行為，或曰瘋狂的行為。由於學校成員][接對校長抗議，就是一種社會衝

突的現象，因此在學校行政歷程中，出現社會衝突後，若校長把別人變成黑

名單，別人就容易出現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從教育局到一個學校的行政逕作壓力，把這些壓力直接灌到老

師這邊來，老師面臨這些問題、沒有背後支援時，老師可能情急之

下就直接反應出來。 (891020， Z-T1)

Z學校的老師認為教育局，將工作壓力強力貫注在教師的身上，此時老

師更需要更多的支持(Dunnet妞， 1976; Steers, 1988) 。若教師得不到有權者

的支持，則會出現失控的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由此顯示學校行政的運作，植

基於強勢的串串係型態，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最要原因。

5盡力推動政策，而剝奪學校成員的福利，會產生利益的街突，

使容易出琉非理性的抗爭。 (891016 ， Z-P)

Z學校校長認為強力推動政策，由於會剝奪別人的福利，會產生利益的

街突，便容易出現非理性的抗爭。Buss (1963) 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說明，

當人們的需求無法獲得滿足便會產生挫折感，如此挫折感不一定就會出現侵

略性行為，但是若從挫折轉變成生氣，就容易出現侵略性的瘋狂行為(Krebs

& Miller, 1985) 。由此顯示學校行政的運作，種基於強勢的協係型態，是產

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重要原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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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原因植基於自我導向的串串係型態

學校行政運作強調自我導向的關係型態，互動關係是植墓於自我興趣的

獲得滿足(Hofste缸， 1991) 。因此個體會表現競爭的企圖，而不頓與別人發

生合作的關係。然而在如此歷程中，人們為滿足自我興趣的最大化，強力意

志貫徹的結果，卻容易產生自我鞏固的知識活動，也會產生物化的心智，進

jjjJ剝奪別人的動機，別人因而產生心理衛突，以及發生社會衝突。特別有權

者在貫徹白我意志的過程中，會加諸耳目人過分沈重的負擔，而衍生生理的街

突，終究導致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我覺得校長放不下身段，他有先入為玉的觀念，這種態度讓我

們感到不舒服﹒..，校長叫我們老師一定要參加周六的研習，否則以

礦職論，所以老師很不高興，因此那一天到的人不到一半。(8910

日， X-T1)

X學校的Tl老師認為，學校成員會出現瘋狂行為，是因為校長有先入為

主的觀念，校長的自我觀念太強，而且學校的所有事情皆校長一人所決定，

校長也不可能有所改變(891013， X-A) 。也就是說校長是極度自我成就導向

的，會表現強力貫徹自我意志的行為。因此校長的自我鞏固行為，不顧意與

教師發生協商的關係，係導致老師拒絕研習的重要原因。

當事人比較主觀的想法影響別人，特別有權者的主觀，當別人

比較不認同的時候，非理性行為就會明顯表現出來。(891018， y

A)

Y學校的行政人員認為，當事人太過主觀而表現太自我導向，特別是有

權者過於主觀。當其行為?尋不到學校成員的認同時，必會發生不良的協調關

係，是促使學校成員產生瘋狂行為的重要原因。由此顯示學校行政運作，植

墓於自我導向的關係型態，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重要原因。

大部分是因為雙方溝通不良，雙方的期待不一樣，這樣就可能

會出現一些街突的情況，就會出現一些比校不理性的行為。

(891018, 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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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學校校長認為，學校成員產生非理性的行為是因為溝通不良所致。

Steers (1988) 就認為上司與部屬問常存在認知的差異，若不善加溝通的話，

則易於產生社會街笑。深入來看，領導者應該顧及別人的興趣及觀點，而非

只顧自己的興趣及觀點，容易出現社會衝突，進而衍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由此顯示學校行政運作，植墓於自我導向的關係型態，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

行為的重要原因。

亡三)原因權基於權力集中的獨係型態

學校行政運作強調權力集中的關係型態，會出現宰制性的互動，弱勢者

常被教化成有接受命令的義務(Hofstede， 1991) 0 Morgan (1986) 曾經運

用普車陋的隱喻，來描述宰剝的互動關係，並認為它會危害人們的身心健康，

將容易導致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辦教師研習，應該是很單純的教師研習。不過因為我們人事的

我的觀念是學校活動教職員工應該在學校，自為那天不是放假、如

此而已、平鋪宜述。可是人事發佈如果不在的話以礦職論處，人事

室說他依法有據，他人事的職務上有權這樣寫，我恕我同意我們人

事的權利，可是我認為你有這個權利但不一定要用這個權利，那麼

他是說他張貼出來的時候寫奉校長指示，我想我的錯誤在於我從來

沒有要求哪一個處室用我的名義發又的時候先絡我看一下，事實上

有很多處室用我的名義發文，所以我都沒有警覺性。(891011， X-P)

X學校的校長認為，他並非有意要以曠職的作法來增進教師在戰進修的

意顧，但是人事主任所頒佈的通知，卻讓教師有權力集中的感受，進而出現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由此顯示學校行政運作，植基於權力集中的關係型態，

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重要原函。

行政單位給老師措辭非常強烈，人事給這個研習一律參加，不

參加者算曠職，列入考績懲處。(妙的13， X-T2)

X學校的T2老師認為，學校行政單位權力一把抓，學校教師考核權是落

在行政單位身上。而且他認為教育局已授權學校車自修與否由各校自己決定，

X學校郤仍由校長一個人所決定(8910刃， X-T2) 。如此權力集中的認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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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老師有受侮辱及被迫害的感覺，而引發心理及社會的街突，進而衍生學校

行政瘋狂行為 (891013 ， X-A) 。由此顯示學校行政運作，植基於權力集中的

關係型態，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重要原因。

國原函植基於援製性的關 f是型態

學校行政運作強調複製性的關係型態，會以現存的文化規範，再製學校

行政行為，當作問題解決的基礎 (Hofs扭曲， 1991)。例如現存的學校文化規

範強調學生上課時要安靜聽課，則教師的教學行為及學生的學習行為，會囡

如此文化規範而重複出現。由於現存文化規範為依歸的學校行政，會加強領

導者自我權力意志的操控 (Morgan ， 1986) ，進而促進有權者增加自我鞏固

的知識活動，所以容易導致別人的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由於已存的文化娛範，

會擴大領導者權力白大的偏見，囡此它會對於其他個體產生壓抑作用

(Morgan , 1986) ，進而衍生社會或心理街突，調適嚴重者會出現生理的病

痛，如胃病，終究導致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自為F老師早自修不到被下條子'F老師去跟他溝通，說他們班

早自修老師不在也很安靜，那校長的邏輯很奇怪，認為班上安靜是

自為大家安靜它才安靜，那F老師就說試一個禮拜看看嘛，那校長

就是認為你導師就是要在教室，那F老師就說那校長我也不能跟你

溝通了。(8910日， X-T2)

從X學校的個案中得知'F老師平自修不在、而被下條子。自於每倡導師

去看早自修，是當前的學校文化規範，若脫離如此文化規範，則會歸類為不

負責任的教師。而X學校的校長(有權者)很堅持這一個原則，進而擴大校

長的權力偏見。然而X學校T2教師的班級早自修他不在也很安靜，請求校長

給他 4個星期實驗看看，但校長仍不允許，其藉由既存的文化規範來擴大自

我權力的意義，終至導致X學校T2教師的非理性抗爭。由此顯示學校行政運

作，糧基於複製性的關係型態，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重要原因。

西為學校自辦研習這是一個趨勢，讓老師們依照法令、依照本

縣國中小教師管理條例的第八條或第幾條的，老師有參加學校安排

的研習的責任。.....陳老師就聯絡另外幾位級導師罷課。(891011 ,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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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x學校的個案得知，校長引用法令條文，並強調自辦研習是當前的學

校文化規範'且是教師應有的責任，結果引來陳老師串連其他老師的罷課。

由此顯示學校行政運作，植基於複製性的關係型態，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

為的重要原因。

但草原函植基於限韌性的關係型態

學校行政運作強調限制性的關係型態，人際互動將受制於自我的絕對堅

持( Hofste缸， 1991) ，會強化自我鞏固的知識活動，進而產生學校行政瘋狂

行為。由於它會忽略個體的差異，而產生社會的街突，也因為個體的價值及

動機容易被忽略，個體因而產生心理的街突(Mid吐1emist & Hilt, 1981;

Steers, 1988) ，終究導致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其實在聘書中里明載一些條文，但是這些條文把它公布出來影響

別人的行為，就會有人覺得尊嚴被踐踏，就會有情緒性的反應。

(891013 , X-A)

X學校的行政人員認為，雖然聘書有明載諸多懲罰的規定，但是把它公

布出來，學校成員尊嚴就有被踐踏的感覺，而產生心理的衝突，然後出現倩

緒失控的反應，進而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就職員輪調制度而言，一派認為資深的人有優先選擇的權利，

另外一派認為站在公平客觀的立場，不應強調資深資淺，不久就出

現非理性的對抗。 (891016， Z-p)

Z學校校長認為，學校成員為職員輪調制度各有堅持之故，終究導致非

理性的對抗。也就是說溝通者的自我絕對堅持，會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8910紹， Y-A) 。具體而言， 方認為年資深應得到更多的權利及照顧;一

方認為應該要有公平客觀的安排。從單一方來看都有它的道理，但者各自堅

持的結果，就會出現非理性的對抗，將對於學校行政運作產生不良的影響。

由此顯示學校行政的運作，t直墓於限制性的關係型態，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

行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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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原因植墓於命定論的關係里去態

學校行政運作強調命定論的關係型態，會以固定的原則作為互動的基礎，

並說不明確性會導致心理的不愉快 (Hofste缸， 1991)。例如學校行政運作強

調所有的教職員工，皆要出席校務會議的固定原則。假如有教師白為急事而

誇假，因而未出席校務會議，將無法被接受的。由於如此學校行政運作無法

加強規則運用的彈性，進而強化自我鞏固的知識活動，作為處理情題的基礎，

而產生無法處理個體行為動機的現象。因此當您體出現極度想從事的事情，

而受到僵化的規定所壓抑，學校成員常會出現心理的無力感，或生理無法獲

得應有的調適，終究導致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我知道我們學校以前完全是鬆散的、放任、自由派的。那現在

我強調明確性的原則，而且強力要求的結果，就會出現反彈及抵制。

( 8910日， X-p)

過去X學校校長的領導，較崇尚自由派，其能夠運用彈性約規定，回輝、

個別的差異，因此學校成員就較不會出現反彈的現象。現在X學校的校長，

會主要學校成員接受他的各種要求，他的思考邏輯較為固執而不知變通(8910

日， X-T2) ，尤其強調研確性的原則、且強力要求的結果，就會出現各種反

彈與抵制。由此顯示學校行政道作，植基於命定論的樹係型態，是產生學校

行政瘋狂行為的重重要原因。

比方說一個老師想要調動課表，那一定會影響到別人平常事不

關己的時後，老師會要求教務處秉持非有特殊原因，否則不能調整，

但是自己碰上的話有要特別的體諒，若不順他的意話，就會出現語

言上的不滿及消拯性的反抗，當累積到一個引爆點，激烈的抗爭就

會產生。(8910日， X-A)

X學校的行政人員認為，學校排課有它的屆定或明確性原則。但是老師

希望排課的時候要顧及個別特殊的需要。所以當排課時面臨教師有特別的原

凶， m謀者不加以考慮，而堅持明確性的原則，就會出現心理及社會的衝爽。

當如此l~j突累積到某一種程度，就會出現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由此顯示學校

行政的選作，植基於命定論的關係型態，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重要原

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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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對於學校目標的達成其破壞性

通常效率、效能、成長、凝望在力、計畫能力是學校的重要目標(黃乃焚，

2000 ; Quinn , 1988) 。而學校行政瘋狂或非理性行為，對於學校的破壞性很

大 (891011 ， X-A) ，會影響學校目標的達成。茲就訪談結果分析如下:

H會阻礙學校計重的能力

計畫能力是學校的重要岳標。但是若過分強調計畫能力，而不顧及人力

資源拓展能力、或成員自我實現能力，因為忽略計畫修正的機制，則計畫能

力將大打折扣 (Quinn， 1988) 。由於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會阻礙人力資源能

力開展，學校成員也無法冷靜思考計畫的前瞻性及可行性，進而產生為反對

而反對的現象，將破壞學校計量的成效。因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會降低學

校的計畫能力，將不利於學校目標的實現。

我覺得影響蠻大的，有很多事情人家很想造成目標，但是過程

真的會引發很多情緒......這個研習是希望增進老師小班教學精神的

實務演練，但是卻難以達成應有的目標。(8910日， X-A)

X學校的行政人員認為，在小班教學精神教師專業成長的計畫過程中，

出現情緒失控的抵制，實會組礙學校研習計畫的執行，導致教師專業發展的

研習規劃，難以達到應有的自療。由此顯示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會阻礙學校

規l1I研習計畫的能力。

(=)會阻礙學校的教能

學生學習成就是評量學校效能的重要指標(吳清山，1992 ;張德銳，

1994; Scott, 1992) 。由於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會出現非理性的我行我素行

為，而脫離應有的專業規範，使得學校成員對於學生學習權益的保障，失去

應有的真誠及投入，進而阻礙學校的效能。

其實我現在做的跟以前沒有兩樣，可能以前做得更多......我現

在變成我放學後我想打電話給家長有點難…-﹒那我也可以照你的方

式做，但是最終吃虧的還是學生啊! (8910日， X-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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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學校T2老師對於學校行政運作，有非理性抵制的行為。他認為自己以

前做得更多，環在他自己會故意在家長不在的時獨與家長聯絡，表示是家長

不接電話的，而不是他沒有處理學生的問題( 8910 日， X-T2) ，工作品質也

會很低 (891020， Z-T2) ，終究會損害學生的學習權益。由此顯示學校行政

瘋狂行為，會極礙學校的效能。

已)會降低學校成員的凝~力

凝聚力乃學校重要的目標。而學校行政瘋狂的行為，會出現不講理、情

緒性的抵制，使得學校成員對於學校的認同感降低，因此它會減少學校成員

的凝望在力。

非理性行為沒處理或處理不當，這個組織裡的成員是離心的，

如果一個組織的成真是離心的話，團體力量就會抵銷掉，不可能出

現好的績效，這是最明顯對行政目標造成的影響。(8910蹈， Z-p)

Z學校校長認為，學校行政的非理性行為，會增加學校成員的離心，而

缺乏學校的向心力，進而影響學校的領效，而且缺乏凝毅力是破壞績效的重

要原因。由此顯示學校行政的瘋狂行為，會阻礙學校成員的凝家力，進而降

低學校的辦學績效。

四會降低學校的效率

效率乃學校的重要目標。而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會出現非理性的抵制，

進而對於學校的辦學效率產生不利的影響。

因為老師他不配合你的話，你自然要花很多時間去做這些東西。

配合又不是很高的話，那當然囉! (891020, Z-T1)

Z學校的老師認為，學校行政的瘋狂行為，會促使老師故意不去配合行

政的，因而要花更多的時問去處理一些事情，而降低學校的效率。由此顯示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會降低學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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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排除途徑，是植基於溝通倫理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排除途徑，必須經由理性發展的歷程，來排除非理

性。又分享的詮釋，將可提示組織行為意義及理由，有助於建構倫理的行動

範圈，也提供足以促進學校發展的理念( Sart間， 1992) 。基於此，溝通倫理

會促進道德發展的行政，來提升別人的快樂意識，藉以排除別人的非理性行

為 (Rosen ， 1987)

我相信人有理性，所以我會引導，把他拿到抬面上來，從抬面

下拿到抬面上來公悶討論，他個體的本身就會經過一個從非理性到

理性的歷程。 (891016， Z-P)

Z學校的校長認為人皆有理性，只要把伺題拿來公詞討論，會促進學校

行政的透明性，就會加強關懷倫理，也會加強公平主義倫理(黃乃榮，2001

b ; Fay , 1987 ; Rosen訓， 1992) ，就會有轉化非理性朝向理性的效果。如此

的發蹺，再次證明本研究之瘋狂行為起因於社會暸係不和諧的立論。基於此，

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之途徑，應植基於溝通倫理。

根據訪談結果，茲就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溝通行動，分述如下:

(→學校行政領導者要真鼓溝通

在學校行政歷程中，領導者的真誠溝通，會以服務他人為本，將易於建

立倫理的行動領域(Terry， 1993) ，進而幫助發展學校成員的理性，來排除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當初對於研習的事抗議最激烈的是陳老師，後來因為校長私底

下與之真誠溝通，陳老師後來有去上課。(891011， X-T J)

X學校的老師認為，陳老師是表現最為非理性者，校長與之真誠溝通後，

他使全程參與研習的課程，將非理性的因素有效排除掉。事實上有權者只要

表達善意的溝通陳{系，別人便會產生滿足感，進而排徐非理性行為(8910時，

Y-T1 )。因此唯有充分尊重的真誠溝通，方能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妙的

11 ,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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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校行政領導者要關懷別人

在學校行政歷程中，領導者關懷別人、照顧弱勢，將有助於與別人建立

親密的關f系，進而促進倫理性的行動 (Gilligan ， 1988) 。並經由理性發展的

歷程，來一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像我要倡導樣東西，必須聽看看老師有沒有困難，開完會後還

要五動去關心。 (891018 ， Y-A)

Y學校的行政人員認為，排除瘋狂行為約良好途徑，是學校行政領導者

能多關懷別人，而且要主動關心，以利了解別人的困難所在，進而增加對別

人的服務性。墓於此，建立親密、友誼的關{系，將有助於排除學校行政瘋狂

行為(89悶悶， Y-A) ，原因在於置身於一億溫暖的環境生活，事情就會朝正

面的方向去思考 (891013， X-A) 。由此顯示學校行政領導者關懷別人，將有

ll)]於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o

同學校行政領導者要理解別人

在學校行政的歷程中，領導者理解部屬會維護別人的行為動機，也會替

部屬尋找新的可能性，將有助於提升倫理學習的行動(Haberm帥， 1973;

Haberm缸， 1979) ，以利排除不合理的領導行為，進而避免部屬出現學校行

政瘋狂行為。

我覺得應該高關懷，設身處地想想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做，站在

老師的立場想想，再去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我覺得校長可以

調整他的方式，他有這個雅量，可是問題是他太不了解老師在想什

麼。 (891013， X-A)

X學校的行政人員認為，領導者要能夠理解老師的立場，然後調整自己

的行為模式，來避免自主是僵化、物化的行為，以利發展自我的理性，來影響

別人朝向理性，進而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891012， Z-T2) 。由此顯示學

校行政領導者要理解別人，將有助於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個學校行政領導者要讓別人理解自己

在學校行政歷程中，領導者要發出聲音，讓別人理解自己的立場。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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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聲音，植萃於想要與別人發生調和的相互依賴關係 (Isaacs ， 2000)

將有助於發展理念來規範非理性的行為他ohm， 1987)

讓他嘗試一下做做行政。因為很多事情我是覺得，只有你去做

之後你才會發現困難重重。所以你就會去角色扮演、角色交換，然

後他可能會去體驗到:\? (8910垢， Z-A)

Z學校的行政人員認為，領導者應該讓別人體會其立場的困難所在，藉

以開展別人的理性，來排除瘋狂行為。而儘量說明行政是站在幫助老師的立

場，尤其重要 (891018， y-p) ，原因在於它可以避免學校成員有想當然而受

欺侮的心向，以利加強棺互調不口的可能性。由此顯示學校行政領導者，要讓

別人理解自己，促進與別人發生哥哥華口的關係，將有助於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

為。

個學校行政領導者要加強分辜的詮釋

在學校行政歷程中，加強分享詮釋的行動，會先理解別人的內在動機，

進而體念別人，然後說之以理，會易於創造有意義得行動。如此歷程別人會

得的尊重，將有助於建立倫理性的行動(Ellis， 1999) ，進而排除學校成員的

瘋狂行為。

而我之後再跟他說，我為什麼做後要做那個裁示，我會吾訴他

理由。所以排除非理性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碰到非理性的時候，

不要用非理性的去對待他，先接納他非理性的情緒，可是也要導哥!

他到理性的，這樣久而久之，非理性行為就會減少。(8910時， Z-P)

Z學校的校長認為，面對學校成員的非理性行為，要先接納他的情緒，

藉以導引他的非理性。也就是說面對學校成員的非理性時，不能強加打壓，

反而要加以理解，以增加他們的安全感(8910日， X-p) ，然後再提出理由與

之溝通，則有助於排除學校行政的瘋狂行為。理解別人及提出理由，是一種

分享詮釋的歷程。因此學校行政領導者加強與被領導者潤的分享詮釋，將有

助於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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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學校行政領導者要運用柔術領導

在學校行政歷程中運用柔銜的領導，領導者會以犧牲自我的心胸，加強

對於別人的包容，籍以增進對他人的服務性 (DePree ， 1992) 。由於如此學

校行政領導會強化倫理的行動，因此柔術領導可以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我覺得應該用柔術的領導，就是要帶心，你要讓老師自已願意

做，不要被逼著做。 (891013 ， X-T2)

X學校的老師認為，校長應該用柔街的領導方式，以利別人的心悅誠服

追隨校長，會幫助排除非理性的行為。由此顯示柔術領導的運用，將有紡於

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七)學校行政運作要透明

學校行政的運作橙基於意識型態的宰制，會使學校行政運作充滿不透明

性。由於意識型態與權力如影輝形(Guess， 1989) ，因此權力的宰制是造成

學校行政運作不透明性的重要原因。2主於此，學校行政的透明性，會加強集

體自主互動及理性自我澄清的知識活動，將有助於提升學校成員的快樂情緒

(Rosenau, 1992) ，進而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這學期間校務會議前，把重大的決策提出來以後，讓三位級老

師及教師會主席，讓他們公開討論，我說這個還沒定案，修正後我

們猜可以做，結果那一次我們的校務會主義鬧得風平浪靜，沒有人起

來焉，也沒有人起來跳。 (891011， X-P)

X學校校長認為聞校務會議前，讓教師會主席及級導師公開討論相關議

題，而且強調決策案沒有定案，結果到了正式會議時，沒有人起來「罵」與

「跳J (易怒的瘋狂行為)。由於領導者強調決策案沒有定案，會促進無預

設立場的開放互動，而加強透明的學校行政運作，將有助於排除學校行政瘋

狂行為 (891016， Z-P; 891012, Z-AI)。由此顯示學校行政運作的透明性，將

有助於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可被領導者要加強學校組綾專業身分的反省

在學校行政過程中，被領導者加強學校組織專業性的反省，行為會受專

239



教育研究集刊 2001 . 7 • 47輯

業理性所規範及導引，而不致於出現無止境的非理性對抗，將有助於排除學

校行政瘋狂行為。

非理性之後大家還是會理性，老師還是會站在學生的立場來怒，

這樣子對學生好不好。 (891013 ， X-T2)

X學校的老師認為，當老師出現非理性行為後，最後還是會站在學生的

立場來思考間題。亦即若學校成員有非理性抗爭行為，會犧牲學生學習權益

的想法，則將會導引自我行為非理性報向理性，進而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由此顯示被領導者加強之學校組織專業身分的反省，將有助於排除學校行政

瘋狂行為。

T五、訪談結果的若是在啟示

從訪談的分析中，有幾點啟示值得加以探討，以利本研究的討論更為完

整。茲分述如下:

一、學校行政社會關係的不合理，是植基於封閉的學校

文化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的原函，是植基於強勢、自我導向、權力集中、

複製、限制性、命定論的關係型態。由於關係型態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結構，

而強勢、自我導向、權力集中、複製、限制性、命定論，皆以單向度的權力

運作為主，有權力者將主導整個學校行政運作，本質上是一種封閉的文化結

構。因此學校行政社會關係的不合理性，是桓基於封閉的文化結構

(Hofs扭曲， 1991) 。例如Moragn (1986) 把封閉的文化結構視為心靈牢獄、

以及有權者實現霸權的產物，在在顯示它的缺乏啟蒙、不公平、宰制、壓抑

等意涵，會催化學校行政權力關係的不合理性，將易於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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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形成，會經過社會、心理及

生理衛突階段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的原因，在於學校行政的運作是植基於強勢、自

我導向、權力集中、複製、限制性、命定論的權力關係型態。這些關 f系型態

會強化學面向權力的運用，因此其容易產生意識型態的宰制( Marcu間，

1964) ，進而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根據訪談結果，學校成員不會囡為運

用單向度的權力，就立即表現瘋狂的行為，而是累積相當的情緒後，蘊釀一

段時間才爆發出來(891011， X-A) ;而如此累積情緒的過程，即心理及社會

街突的歷程。此外，生理衝突，也是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重要媒介(891020 ,

Z-TI)。基於此，心理、社會與生理衛突，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重要

媒介。

三、在社會館突的過程中弱勢者受¥tl再一次的打壓，

就很容易出琨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根據訪談結果，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的前兆，會先出現社會衝突，然

後演變成心理、生理衛突。一般而言在民主氣氛逐漸重視的學校組織，學校

行政的運作，會給予學校成員抗議的機會(社會街突)。但是有權者也可能

表現再一次的強力打壓，弱勢者就很容易出現瘋狂行為，也就是這是越抗議

越弱勢的例示 (Foucault ， 1979b) 。例如把抗議者視為黑名單，一些事情有

意無意加以冷落，而得不到應有的福利，就是一例 (891013 ， X-T2) 。囡此

學校行政領導者在商對社會衝突時，不應出現打壓別人的行為。

四、學校行政的革新，應植基於學校成員欲求的改變

學校行政的革新，若植基於領導者的強勢提倡，則容易剝奪學校成員的

既得利益、或文化情感;若植基於明確性的規定或原則，而忽略學校成員的

欲求，容易出現反彈，進而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將導致學校行政革新的

失敗。基於此，學校行政的革新必須處理學校成員的欲求 (Lacan， 19日9) 。

也就是說學校行政必須經由學校成員的欲求，來定義學校行政的需求

(891013 , X-A) ，惟有學校成員的欲求有了本質的改變，方能有真正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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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革新。基於此，學校行政革新應權基於傳統的探索，目的在改變學校成

員的欲求，而不在壓抑別人的欲求，以確保學校行政革新的成功。

五、雙重束縛的溝通，容易產生學校行政的瘋狂行為

Bateson (2000) 認為絕對堅持的溝通，是一種雙重束縛溝通。所謂雙重

束縛的溝通，是指一方堅持，會讓別人受制於他的堅持，以致別人喪失修正

自我約機會，進而讓原先的立場更會僵化，將容易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891018, Y-A) 。原因在於溝通的歷程缺乏相互成長的互動。

六、學校行政的倫理，應擺在比績效更高的位階來實踐

學校行政瘋狂的行為，會阻礙學校白標的達成，亦即它對於效率、效能、

計。畫能力、凝聚力皆產生負面的影響。前三者皆為學校績效的指標;後者加

強學校成員對於學校行政運作的認同度，乃具學校行政權力正當性或倫理性

的意義(黃乃榮， 2001b) 。由於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必須透過倫理行動

的建繕，包括鞠懷倫理及公平正義倫理的實踐，會促進學校行政的認同度自

標，也會促進學校績效的目標。因此把學校行政倫理放置優於績效實踐之先，

有其必要性。原因在於學校行政倫理的實踐，會促進學校成員的認同感，進

而提升學校的緩效。但是過分著重績效的貫徹，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闊的社會

關係會趨於物化，而容易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很弔詭的是，它會有破壞

緩效的可能性 (Quinn ， 1988) 。此立論打破長期以來，以績效為主要訴求之

組織理論的應用，既之把倫理放在比績效更高位賠來建構學校行政理論，對

於學校行政的實踐似乎更合理。

七、自我組織的經營，可以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溝通途徑，包括學校行政領導者要真誠溝通、

關懷別人、理解他人、讓他人理解自己、要運用柔街;學校行政運作要透明、

加強分享的詮釋;被領導者要加強學校組織專業性的反省。由於自我組織強

調開放的社會互動，因此它被定義為 r持續不斷的溝通 J (continuing com

munication) (Luhmann , 1990, 14) ，並藉由相互理解的歷程，探索人際闊

的共演化關係(Bates凹， 2000) ;亦即人際闊的相互成長闋係，而且此鞠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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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學校組織的專業身分所規範 (Morgan， 1986) ，實會加強排除學校行

政瘋狂之溝通行為的應用。基於此，自我組織的經營，可以排除學校行政瘋

狂行為，以利學校組織呂標的達成。

八、在面對衝突時仍願意繼續溝通，乃排除學校行政

瘋狂行為的關鍵途徑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產生，會經過心理衛突、社會能突、心理街突的階

段。而自我組織的經營，強調溝通的持續進行，常有助於排除學校行政瘋狂

行為。然而在經營白我組織峙，最困難的工作是在面對衝突時，無論是心理、

社會或生理的衝突，仍願意維持溝通的繼續進行(Luhmann， 1990) 。因此

在面對街突時仍願意繼續溝通，乃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關鍵途徑。

陸、結論興建議

一、結論

本論文從訪談結果的分析及啟示，來探索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實際，可

得下列車直論以資參酌。茲分述如下-

1.學校行政的瘋狂行為，包括不講理的行為，其特徵為我行我素、唯我

獨尊及自我破壞等;易怒的行為，其特徵為氣沖沖、大聲咆監事、粗暴

的語言等;狂熱的行為，其特徵為自以為是、不理不睬及誇大報導等

等;愚昧的行為，其特徵為行為受制於自我及學校組織的理想屬像等。

2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的原因，係因為學校行政的運作，值墓於強勢、

自我導向、權力集中、複製、限制性、命定論的權力關係型態。由於

這些關係型態會強化單向度權力的運用，並以封崗位的文化結構，作

為學校行政運作的基礎，會缺乏倫理行動領域建構的互動，將成為學

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的重要原因。此外，雙重束縛的溝通，因為缺乏

相互成長的互動，也會造成學校行政的瘋狂行為。

3 心理、社會及生理衝突，是產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重要媒介;如抱

怨、語言表達不滿、工作壓力大。因此當出現如此衝突裂態，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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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化解、排除，不可等閒視之。因為如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產

生，皆是蘊釀一段時間後的產物。

4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會對於學校目標的達成破壞性很大。尤其對於學

校計畫能力、效率、效能及凝聚力的傷害皆很大，有必要加以排除。

而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應加強溝通倫理;所謂溝通倫理， {系指經由

相互詮釋探索共同行動意義的溝通，旨在經由理性的探索縫護多元的

價值。有鑑於此，溝通倫理可以透過理解組織成員的欲求，來建構學

校行政的方向，容易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以利達到學校行政革新

的目的。

5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之溝通途徑，應加強溝通倫理，異體的溝通行

動包括學校行政領導者要真誠溝遠、 IUJ懷別人、理解他人、讓他人理

解自己、要運用柔術;學校行政運作要透明、加強分享的詮釋;弱勢

者要加強學校組織專業身分的反省。自我組織的經營，強調調放的社

會互動，經出相互理解的過程，探索新的演化能量，而且能受學校組

織的專業身分所規範;重點在於溝通的持續進行，具有排除學校行政

瘋狂行為的效舟，有必重要加以推廣。然而加強自我組織的經營，來排

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最困難的工作在於面對衝爽，仍能維持溝通的

意顧，成為排除行動的關鍵所在。

6學校行政倫理實踐的位精應高於績效的實踐。因此學校行政倫理實踐，

應視為終極的關懷，也要優先加以重視。過去以績效為第一重點的學

校行政實踐有修正的必要，原因在於倫理的實踐有助於緩效的提升，

但是以績效為唯一訴求的實踐，容易壓迫學校行政的倫理，卻有降低

學校行政績效之虞。

二、建議

由於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的原區是植基於社會關係，特別是領導者與

部屬闊的關係，因此根據本研究的結論，可以對於學校行政領導者及部屬進

行建議，以利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來促進學校自標的達成。尤其這兩個

層次的建議要同時進行，方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茲分別建議如下:

H對領導者的建議

1.領導者要努力排除瘋狂行為:在學校行政歷程中，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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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起因於領導者權力濫用所致。因此學校行政領導者要努力排除學校

行政瘋狂行為，以避免學校成員產生不講理、易怒、狂熱及愚昧的行

為，進而促進學校組織且標的達成。亦即當學校成員出現瘋狂行為峙，

領導者要注意權力關係的合理性，切忌出現進一步打壓的動作，以免

整個學校行政運作陷入無止境的鬥爭，進而提升學校行政的品質。

2 領導者要加強倫理的實踐:學校行政領導者加強倫理行動領域的建構，

將有助於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來促進學校組織目標的達成。出於

倫理實踐著重社會關係合理性的探索及重建，會加強自我反省的歷程，

因此學校行政領導者要加強自我反省的能力，以利時時檢測自我權力

的合理性，以避免權力的歡用，進而增進學校行政倫理的賞踐，達到

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目的。基於此，學校行政領導者要真誠溝通、

陳懷別人、理解他人、讓他人理解自己、要運用柔術、權力運作要透

明、提出理由與他人溝通，這些溝通行為皆有助於加強領導者的反省

能力，來促進學校行政倫理的實踐。

3 領導者應慎重解決各種街突: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前，必會出現各

種街突現象，包括社會、心理及生理衛突。再加上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對於學校自標達成的傷害很大。因此學校行政領導者有責任避免學校

行政瘋狂行為的出現。有鑑於此，當領導者在學校行政歷程中發現衝

突現象，要以戒慎恐懼之心加以因應，不應該等閒視之。而解決街突

現象最好的方法是領導者透過自省，審視自我權力運用的不合理，並

盡力維護學校成員的欲求，來重建其與部屬闊的關係，並且透過社會

瞭係的改變，來達到學校行政革新的目的。

4 領導者應加強肉放型文化的經學: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的原函，係

種基於強勢、自我導向、權力集中、複製、限制性、命定論的權力關

係型態，這些權力關係君主態皆植基於封閉型學校文化的經營。由於學

校文化的經營必須透過領導行為，再加上封閉型的學校文化是造成學

校行政瘋狂行為的重要原因，對於學校目標的實踐實為不利。反之，

學校行政領導者應該加強開放型學校文化的經營，而經營開放型學校

文化必須透過辯證的方法，方有助於形塑合理的生活實體。由於凋放

辯證強調「正 J r 反 J r合 J 的歷程，因此學校行政領導者應該要有

開放的胸襟，能夠激勵別人來挑戰自己的不合理，並且努力與別人發

生整合的關係'將有助於探索更合理的文化生活方式，來排除學校行

政瘋狂行為於無形。

245



教育研究集刊 2001 • 7 • 47輯

5.領導者應加強自我組織型態的經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排除必須加

強自我組織的經營。由於自我組織的經營，強調溝通的持續進行，而

停止溝通常基於溝通無法達到理解的臣的及溝通的被排斥。尤其在面

對矛盾、衛突、對立時，仍能維持溝通的進行、或表達溝通的意顛，

乃是增加溝通的理解及接受之必要途徑。基於此，學校行政領導者，

應該發揮更大的耐心，經由相互理解的歷程，並且以維護學生學習權

益作為訴求，來增加彼此溝通的意顧，進荷促進相互成長的專業性互

動，來化解社會、心理、生理街突，以利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並

加強學校目標的實踐。由於轉型領導強調經由相互理解的歷程，建構

更高抱負的理懇、夢想，因此學校行政領導者應該善周轉型領導，經

由共同遠景的建構，促進相互成長，來加強矛盾、對立的解決，以利

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仁二)對部屬的建議

1 部屬亦要努力排除瘋狂行為﹒在學校行政歷程中，被領導者因為容易

受到不合理的社會(權力)歸係所影響，因此他們是較容易產生學校

行政瘋狂行為的一群。除此之外，由於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對於學校

目標的達成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部屬也應該極力排除瘋狂行

為。基於此，部屬千萬不要想當然而歸罪領導者約不合理，須知領導

者有辦學成效的壓力，並且以更冷靜的態度及開放的心胸面對領導者

的權力運用，立主檢討自己人格特質的盲點，進而避免領導者一出瑛封

閉型的文化領導，就以極度不理性的態度與之對抗。反之，部屬要透

過各種溝通管道，如教師會、家長會、校務會議，努力改變領導者的

不合理權力運用。

2.部屬要理解領導者﹒通常學校行政領導者被別人認同權力的需求度高，

其必須忍受「高處不勝寒J 的孤獨，而出現最有權力的人，也是最容

易產生無力感的人。出於當領導者之規範性的權威被剝奪時，會更加

展現絕對的權威，來貫徹自我的意志，導致部屬的行為動機會容易被

剝奪，進而衍生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基於此，部屬也應該理解領導者

的高處不勝寒，並儘量配合領導者、並關懷領導者。當領導者感受到

支持的力量，反而容易表現愛護部屬的態度，將有助於排除學校行政

瘋狂行為於無形。

3 部屬在面對街突時應該表溝通的意願: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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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與生理的街突。而這些衝突的產生常被歸因於領導者對於

被領導者進行不合理的宰制所致。因此衝突一產生後，部屬常會有被

欺侮的意象，而有極力抗爭的傾向，以致不顧意與領導者繼續溝通，

這是領導者與部屬出現矛盾、街突後，難以繼續溝通的重要原因。但

是持繼溝通卻是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的必要途徑。基於此，部屬應

該要有忍辱負重，極力維護學生學習權益的心態，因為它是可以支持

部屬願意繼續與領導者溝通的力量所在。基於此，部屬的行為應極力

調整至1學校組織專業身分的實踐，以和避免負間情緒的累積，來排除

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4 部屬要跟領導者講道理﹒溝通倫理可以有效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所謂溝通倫理是指經由分享詮釋的歷程，藉以探索共同的行動意義，

當作調和差異的基礎。由於學校行政瘋狂行為出現前是處於衝突的狀

態，部屬容易藉題發揮，進而擴大與別人作非理抗爭的張力，因此部

屬也應該與其土司講道理，方能產生相互詮釋的溝通行動，進而創造

新的理性規範'來排除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5 部屬要時時發出聲音:學校行政瘋狂行為產生必會經由社會街笑、心

理衝突、生理衝突的階段，因此它的產生是讓釀一段時間的結果。尤

其當這些衝突穩竅不現，領導者容易失去警覺性，而無從加以處理。

因此部屬應該時時發出聲音，將衝突加以顯現，以利領導者的處理，

方有助於避免學校行政瘋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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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氣狂行為實際之探究:以國民中學為例

The Inquiry of 1\在adness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The Example of Junior

High Schools

(J{aiJlJi且fJ- 10k帥，

Abstract

This study a.ms to inquire the possibility of madness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The inquiry of the practice of madness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includes the syndrome , causes , influences , and the com

municating strategies of eli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es, the

study tries to provide school members with some suggestions to im

prove school administration. In addition the study attempts to inquire

the new perspective for school administration. The study uses quali

tative methods to complete the purpose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3 principals , 3 administrators, and 6 teachers

of 3 junior high schools , It was found that madness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hinders the attainment of school goals. Furthermore it

is necessary to eliminate madness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through

communicating strategies of self-organization. Also , continuing com

munication is the crucial when people are faced with psychological ,

social and physiological conflicts

Keywords: School Administration , Madness , Self~Organization

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