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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之後，努力追求解除不當管制、帶好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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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到底為什麼要改革？應該改革些什

習社會（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民 85）。

麼？又該如何改革？在教育改革行動屆滿十年

但在改革方案紛然雜陳的同時，固然因為策略

的時刻，或許可以藉由中國歷史上最引人注目

措施的不斷變異，出現「教育改革像月亮，初

的王安石教育改革行動做為殷鑑，澄清這三個

一十五不一樣」的戲謔；也因為教師、家長和

問題，以做個本質性的檢討。

學生的反應，引發「教育改革真的愈改愈好
嗎？」的反省；更因為人類「不僅傷害物類，

為了個人生存，也為了群體進步，教育必
須改革，因此教育改革的執事者和論事者，便

亦且傷害同類；不僅傷害同類，甚至傷害自我」

宜設法超越千年以前，以「成事」的心理，
「積

的行為日益嚴重，導致「教育真的有助於發展

極」的態度，提出和政治、社會改革相互呼應

人性、提昇人格、改善人生，值得大量投資嗎？」

的擘畫，設計兼顧個人和社會發展的目標，研

的辯証。教育到底為什麼要改革？應該改革些

擬善用動機開端且能漸趨周備的內容，創造尊

什麼？又該如何改革？在教育改革行動屆滿十

重、寬容及理解的情境，力求相關人員清楚而

年的時刻，或許可以藉由澄清這三個問題，來

正確的認識，把握戒慎恐懼和設身處地的原

做個本質性的檢討。
所謂「教育」
，是個複合的概念，不易有清

則，從事權責相符的覈實稽考。
如果能進一步體會《中庸》
「天命之謂性，

楚和明確的定義，對於其目的和功能也難有一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道理，日漸真

致性的答案（但昭偉、邱世明，民 87）
。若簡單

誠的面對自我言行，逐漸減少急功冒進或責人

的加以界定，或可說「教育是教人成為好人的

以備的意氣，
「改革」便可成為發自於個人內在

方法與過程。」本質在「求好」
（betterment），

的動力。

概有二個目的：一是積極導向正性價值的活

關鍵字：教育改革、王安石

動，二是消極疏導防患或禁止負性價值的活動

前言

（歐陽教，1999）
。
由教育活動的發生來看，人類受限於生理

自廿世紀八○年代開始，各國紛紛展開教

條件，必須群居；又因為獨特的稟賦，創造了

育改革，我國也在揭櫫教育「科技化、國際化、

社會文化，因此發明了教育活動，進而產生了

民主化、多元化、人本化」的「現代化」改革

教育理論。換言之，教育乃是為滿足人類「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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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需要的設計。於是，所謂「好人」
，即指

會、財政等問題，雖說源自唐末五代，卻無力

「能和個人自己、自然萬物及人類社會和諧相

改善，如稅役沉重、冗吏特權、以及強敵壓境

處的人」─表現出「消極的不妨礙彼此生存，

等，有識之士莫不以「富國強兵」為改革的終

積極的增進群體利益，從而使個人得到最好發

極目標。
治國需要人才，自立朝以後，便以開科取

展」的人（萬家春，2002）
。
這種概念式的籠統說法，或許尚可以為多

士，所謂「博求俊彥於科場之中，非敢望拔十

數人所接受，但當進一步面對「好人應該有哪

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脫脫，

些具體的條件？」「怎樣才能培育好人？」「如

元/民 76，卷 155）由於政府的刻意經營，科舉

何確定所培育的確為好人？」等技術層次的問

成為讀書人趨之若鶩的晉身之途，學校則並未

題（technical matter）時，就難以這種抽象的方

推進，與唐末五代相類（陳東原，民 69）
。於是，

式處理了；加上主客觀環境的變遷，為求適應

所取之士未必兼有行政能力和品格德行（蘇

或改變，人類必須被動或主動的接受、產生、

軾，宋/民 58）
，遂使「興學校」和「變貢舉」

執行新的觀念及行動，欲追求技術層次問題的

成為時賢普遍的改革主張，范仲淹、王安石及

解答，就更為不易。而被動或主動接受、產生、

蔡京等人即是這種文化背景下的行動領袖，其

執行新觀念及行動的歷程，即是「改革」。「改

中尤以王安石位居樞紐地位。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

革」一詞遂亦有一種積極「求好」的性質，暗

縣）人。生於真宗天禧五年（西元一○二一年）
，

示了價值判斷。
為一個本質在「求好」
，但難有明確共識的

卒於哲宗元祐元年（西元一○八六年）
，享年六

既存活動，接受、產生、執行「求更好」的觀

十六歲。自幼聰穎好學，博聞強記，嘗自謂：
「某

念及行動，出現大量的爭議，自然勢所難免，

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

而這也正是從事教育改革的困難所在。回顧中

無所不讀。」
（
《答曾子固書》）十八歲時，便懷

國歷史上就曾多次出現教育改革的行動，其所

有「才疏命淺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憶

引發的論辯，甚至持續數千年。所謂「前事不

昨詩示諸外弟》
）的用世之志。由於其父王益一

忘，後事之師」
，本文擬以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

生僅擔任中、下階層的官吏，安石得以輾轉粵

王安石教育改革行動做為殷鑑，探討其改革背

江、長江至黃河流域，也因而奠定其日後從事

景、措施及啟示，藉供參考。

改革的基礎。
廿二歲時，安石中進士，隨任簽書淮南判

一、王安石的教育改革背景

官，親身體察范仲淹改革的曇花一現；慶曆七

從漢代以降，宋是中國歷史上最貧最弱的

年（西元一○四七年），調知鄞縣（今浙江鄞

一朝。或許因為太祖趙匡胤是由陳橋兵變而黃

縣）
，修水利，貸民急，聘名儒，興廟學，並推

袍加身，為確保皇權，遂揭櫫「強幹弱枝」
、
「集

行保伍法，一時頗著政聲，其著力於民生經濟

權中央」及「重文輕武」等政策；雖亦強調「做

和教育育才的行動，已略見雛型。其後雖官居

相須用讀書人」
（脫脫，元/民 76，卷 3）
，但相

地方，日有令名，屢有拔擢至中央任官的機會，

權卻不僅低落，而且剝奪其軍、民、財、法等

卻均力辭不就。在這十幾年於基層實踐改革的

四權，更設置諫官糾繩，致使有宋一朝的政務

經驗中，發現「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

推展，深受影響（錢穆，1997）
。許多國防、社

以諸賢無意耳。」
（《與劉文原書》）其不同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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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策（范仲淹，宋/民 86，《答手詔條陳十

般同僚的作為，可推而見之。
嘉祐五年（西元一○六○年）
，安石召入中

事》），可見他打算從事人事、教育、經濟、軍

央擔任三司度支判官，專掌國家生計，提出《上

事、政治等方面，從事全面的改革。其中「精

仁宗皇帝言事書》
，具體擘畫「人才救國」的藍

貢舉」一策，即在藉由興學校，而「為天下舉

圖，指出國家之患「在不知法度」
，縱然意欲革

人先取履行，次取藝業，將以正教化之本，育

新，亦勢必不能，其因乃在「天下之人才，不

卿士之才」
。這種主張獲得宋祁、歐陽修等人的

足故也。」而陶成人才之道，唯「教之、養之、

支持，共同奏陳「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

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惜因仁宗不久崩殂，

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

安石又逢母喪守制，故英宗一朝，安石均未出

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謹參考眾說，擇其便於

仕，僅在居地江寧（今南京）講學，而有陸佃、

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

龔原、李定、蔡卞、以及侯叔獻等人從學，為

縣察其履行，學者自皆修飭矣。」（引自脫脫，

安石之「新學」初試啼聲。

元/民 76，卷 155；畢浣，清/民 71，卷 46）於

治平四年（西元一○六七年），英宗駕崩，

是，仁宗於慶曆四年三月正式下詔州縣立學，

神宗即位，先以安石為江寧知府，隨即召為翰

改革行動開始。大體而言，措施如下（仝上）
：

林學士兼侍講，又次年，拜安石為參知政事，

1.規定學子應在學校聽讀滿三百日，方可參

變法革新於是陸續開展。

加初舉，二舉以上者則須在校百日，並由學校

二、王安石的教育改革行動

考察其德行後保薦應試；另重定「外郡解發條
約」
，要求各省所解薦之人必須履行無惡、藝業

Chaffee（1985）指出：在悠久的科舉史上，

及等。
2.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任學校的教授，以

宋朝和其他各朝最大的區別，是宋朝特別喜愛

提升各級學校的教育品質。

改革─從根本上予以挑戰或從事果斷的試驗；
而宋朝改革科舉制度的最終目標，則在廢除科

3.進士科先考策論，再考詩賦；以策論高、

舉，由學校來培育德材兼備的人才。揮舞這張

辭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辭賦優者為次等。

改革大旗的，乃由范仲淹揭其竿，王安石銳其

其他各科則以通經旨者為優等，通墨義者為次

意，蔡京延其緒，而以安石對科舉之創造，學

等。
4.進士或諸科 優等及第者可選 派各類官

制之改革，影響後世最大（陳東原，民 69）
。是

等，次等及第者則有任官的限制。

以，欲探討歷史上的教育改革經驗，自當由安

同年六月，因為人事、政治等其他改革的

石入手；而了解安石的教育改革行動，則須兼
及范仲淹和蔡京。

影響，如裁削倖濫、考核官吏、減少蔭恩、嚴

（一）范仲淹的教育改革

密磨勘等，引發許多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對，

仁宗慶曆三年（西元一○四三年）
，仲淹參

仲淹隨即去職，仁宗詔以：
「科舉舊條，皆先朝

知政事，面對「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

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令悉罷。」
（脫

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等迫切

脫，元/民 76,卷 155）為時甚短的慶曆改革宣告

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了正本清源之道，計有

結束。

「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

（二）王安石的教育改革

厚農桑、修武備、減繇役、覃恩信、重命令」
日新講座

安石在參知政事以後，基於仲淹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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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服務經驗、《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的輪

容，亦且成為科舉評斷高下的標準，更為學官

廓、以及綜合呂公著、司馬光及程顥等人的意

考試的主要依歸。

見，提出保甲、方田、市易、保馬、青苗、免

3.新貢舉

役、興學等全面性的改革計畫。其中「興學」

（1）進士科罷考詩、賦、帖經、墨義，改

計畫即屬於教育改革，強調「今人材乏少，且

由試子選試詩、書、易、周禮、禮記諸經之一，

學術不一，異論紛然，此蓋不能一道德故也。

兼試論語和孟子。

欲一道德，則必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

（2）頒行「大義」程式，以為作答時的標

不可以不變。」
（引自張先覺，民 71，頁 100）

準規格；大義的評分，強調通經、有文采，方

具體言之，其改革措施如下（脫脫，元/民 76，

為中格。

卷 155；157；畢浣，清/民 71，卷 68；71；李

（3）殿試專試策一道，限千字以上。成績

燾，宋/民 72，卷 371）
：

分五等：第一、二等賜進士及第，三等賜進士

1.興學校

出身，四等賜同進士出身，五等賜同學究出身。

（1）訂太學三舍法，凡生員的德行、經義、

進士第一人以下者和官人之子，均須通過律令
考試，始得派官。

策論，均受考察，績優者由外舍、內舍、上舍

（4）開立「明法」新科，考試內容為律令、

的次第，逐級晉升，在上舍表現優異者可直接

刑統大義、斷案等。

任官。

綜合言之，安石的教育改革行動，雖如保

（2）設立專科學校，如武學、律學、醫學，

甲、方田、市易、保馬、青苗、免役等新政引

與經學並重。
（3）廣招良師，首先於京東、陜西、河東、

起許多反對，但因神宗的大力支持，終能持續

河北及京西五路各置學官，再命臣僚薦舉官員

推行，雖神宗在位僅短短十八年（西元一○六

中可為人師任教其餘州、軍，或令各路官令自

八～一○八五年）
，但非僅太學生人數激增，學

兼本州教授，再規定通過考試者方可擔任州學

校教育為之大振，且因罷黜聲律，強調致用，
「儒

教授，而任職後國子監應奏劾各路學校不稱職

士一變，皆志於道。」
（李燾，宋/民 72，卷 368）

者。

至哲宗繼立，高太后輔政，實施「元祐更化」
，
2.頒教材

修訂太學三舍法、改變師資遴聘方式、變更學

為達「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的目標，安

校課程和教材、調整貢舉內容和方式，安石的

石受命於熙寧八年（西元一○七五年）上呈《三

教育改革措施遂多有改變。值得一提的是，後

經新義》
。所謂「三經」
，係指《詩》
、
《書》
、
《周

人未察安石改貢舉的深意，卻沿襲了經義之制

禮》，安石選擇三經作《新義》，即在力矯一般

成為「八股文」
，以迄晚清（陳東原，民 69）
，

讀書人斤斤於章句考證的末節，而倡言讀書在

應是任何人所始料未及的。

經世濟用。
「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
（《詩

（三）蔡京的教育改革

義序》），隨又賜頒各州府學，成為各級學校在

徽宗承哲宗嗣立，內政和外交的考驗日益

「九經」之外的主要教材。

嚴重，且因安石變法和元祐更化導致的新舊黨

頓時全國風行，所向披靡，自頒布至禁絕，

爭，更使政治紛亂，學制屢次興替。在各方痛

為時近五十年，至少二至三代的學子深受影

苦徬徨的吵嚷聲中，徽宗決定承繼哲宗親政以

響，不僅提供教授作為解經的依據和教學的內

後陸續恢復熙豐之制的改革方向，直迹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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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改革，北宋就滅亡了。

因而年號「崇（述熙）寧」
。
崇寧元年（西元一一○二年），蔡京拜相，

三、從王安石的教改經驗中取經

漸復新法，雖歷史多以蔡京為反覆小人，且評
斷其未必有安石的理想，但究措施大要，仍可

自仁宗慶曆至徽宗宣和年間的教育改革行

歸結為興學校，育人才（脫脫，元/民 76，卷

動，大體配合「富國強兵」的國家發展需要，

19；20；57；155；157；徐松，清/民 53，卷

依循「興學校以育救國家人民之人才」的總目

518）
：

標。但在盤根錯節的各類改革糾葛下，引發了

1.建立自地方至中央的完整學制，於諸路、

龐大的反對聲浪，也導致相關的措施迭有興

州、郡廣設學校，通令普遍實施「三舍考選法」
，

廢，最後不僅各類改革多以停廢收場，甚至遭

亦即縣學生須經考選升入州學，州學生每三年

逢國破家亡的命運，此一經驗，確有可供借鑑

再擇優逐級貢升至辟雍（太學之外院）
、內院、

之處：

上院。
2.廢除鄉試和省試，由學校屆期貢士。進士

（一）教育改革的擘畫，宜與政治社會
改革相呼應

科部份，由各級學校完全採用開科的規格，舉

教育是人類各種活動之一，無法孤立於其

行公試；特科則由「八行」
（孝悌睦迹任恤忠和）

他活動之外，因此教育改革勢必受到社會其他

表現卓著者免試入學，再選升授官。

活動的影響，也必須考慮對社會整體的衝擊。

3.在儒學、武學、律學、醫學、小學之外，

由北宋的改革經驗可見，教育改革乃是和政
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同時並進

增設算學、書學及畫學等專科學校。
4.重視師資質量，訂頒「內外學官選試法」
，

的。因為人才為治國之本，欲求政治、經濟、

規定諸州教授須經選試後方由政府任命，或以

軍事……的進步，必須以教育改革加速人才的

有出身的現任職官兼任，復訂有禁止教授為人

培育；而教育改革又需要安定的社會和龐大的

撰寫書啟簡牘樂語等規定，且究其考選推薦之

經費，以興建學校、廣置學田、充實設備、敦

貢士表現，予以賞罰。

聘良師、研發教材，並藉提供獎助學金、免除

蔡京自當國至宣和二年（西元一一二一年）

賦稅和繇役、以及績優者可直接任官等措施，

罷官期間，雖二出二進朝政，但新政大體穩定

鼓勵學子入學。彼此環環相扣，相輔相成，但

推動，確實可見興學的成效，如：普設學校，

這也正是困難所在。當不同層面的改革措施並

計約州學二百七十一所，縣學五百七十一所，

進時，改革計畫所面對的情境就已產生變化，

因而學生人數激增，依據政和六年（西元一一

加上任何變革總會影響既得利益者，於是，
「一

一六年）的統計，學生超過廿萬人（周愚文，

興異論，群聾和之」（王安石，
《答曾公立書》
）

民 90）
。惟因本次改革接續新舊黨爭之後，部分

的現象，便可能摧毀初萌的改革新芽。

措施擬兼融新舊政策，如脫自元祐年間「十科
取士法」的「八行」
，即難免沽名釣譽的流弊橫

（二）教育改革的目標，宜兼顧個人和
社會的發展

生，而自縣學以至太學的課程未有通盤規畫，

教育活動是人類為「求生存」所創造的活

以及三舍法不利遠、老、貧者，致平民入仕的

動，因此，受教育的歷程可視為「職業準備」

比例降低等（馬端臨，元/民 35）
，自有其不足，

或「生涯準備」的歷程；對個人來說，都需要

加上外患日亟，內政益紊，未及再看到第四次

保有「自我」
，但「自我」卻是在與人相處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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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才得以突顯；於是，一個「自我健全發展」

育改革當然有「改革者」
（如范仲淹、王安石等

的人，必然是一個「能和個人自己、自然萬物

人）和「反改革者」（如司馬光、劉摯等人），

及人類社會和諧相處的人」
，其「自我實現」也

也有「反反改革者」
（如蔡京等人）的各陳己見，

必定符合「消極的不妨礙彼此生存，積極的增

以致相關措施屢興屢廢，又屢廢屢興。雖然最

進群體利益」的規準。據此，教育改革必須在

終在普設學校、廣收學生、廢止科考等方面，

巨觀的角度下，做微觀的規畫設計，亦即由整

獲得部分成果，但也不免令人感嘆如果在改革

體世界的發展脈絡，來看個人的自我實現，因

初行之際，多一些積極性的建議，少一些「洶

為個人的自我實現，固然可以促進整體世界的

洶然」（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的批判，在

繁榮發展，但也必須在整體世界進步發展的架

改革過程中減少一些反覆，是否可以降低學子

構中才有最大的意義。試看王安石所謂的人才

及相關人員的痛苦和徬徨，更有助於加速和加

陶成之道，表面上在強調「可以為天下國家之

強改革的成效？而不同觀點者難免因種種原因

用」
，但使人「生養無憾，死後無憂，勝任職分，

結黨成派，縱然有宋一朝百般防範「朋黨」作

黜陟幽明」（《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又豈非個

用，但「新」、「舊」黨派間的相互傾軋，終於

人所衷心期待，為自我生存所不可或缺？

斷送了大宋的國脈。史跡斑斑，在展讀安石「與

（三）教育改革的內容，宜善用動機開
端漸趨周備

公同心，以至異議，皆緣國事，豈有它哉？」
（
《答
呂吉甫書》
）心聲的同時，又怎能不令人怵然以
惕呢！

自宋仁宗以後的教育改革，均強調以學校

法立時取代的現實條件下，持續以興學校、頒

（五）教育改革的傳播，宜確定充分清
楚的釋明性

教材、新貢舉等途逕逐步改革，終於在八十年

安石提出「三經新義」
，固然在印證他「今

後達到建立自地方至中央逐級晉升的學制，並

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

以「三舍考選法」代替鄉試和省試取士的基本

之士民。」（《興賢》）的假定，為「傳曰：『世

目標。此一過程，自然以王安石的貢獻最為突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

出。平心而論，安石可謂深諳「考試領導教育」

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

的影響力，因而充分運用了變貢舉而新教育的

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
（《上五事劄子》）奠定

策略，以明確且可以遵循的經義內容和評分標

理論基礎，亦為其聖人之學「在於安危治亂，

準，提供各級學校教學，進而據以取才，不僅

不在章句名數」
（《答姚辟書》）提供示範，可惜

引導學子入學，亦使「人務經術，而識義理者

因挾其當政優勢，未能體察學校教授和各級考

多矣。」
（引自張先覺，民 71，頁 106）因此，

官「仰體上意」的心理，欠缺充分說明，不僅

面對教育的育才和選才功能，善用學子和相關

「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
，導致「本欲變

人員的心理，以周備的計畫，逐步導向預期的

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引自張先

改革理想，應是對規畫、設計及推動教育改革

覺，民 71，頁 98）
，更因另闢經學研究的蹊徑，

者最大的考驗。

言人所未言，引發大力的抨擊，而有元祐初年

（四）教育改革的歷程，宜保有相當寬
容性的時空

司業黃隱毀版之舉，至於下開「八股文」的先

從慶曆至宣和的八十餘年間，對於各項教

（六）教育改革的推動，宜把握戒慎恐

代替貢舉，從而培育德材兼具的人才；但在無

河，相信安石地下有知，亦當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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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設身處地

更迭之下，安石等人又怎能不黯然離職？尤可

宋代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朝代，易因皇

歎者，南宋楊時已有「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

帝個人的好惡，決定政策的興廢，因此安石上

有以啟之也。」
（引自張邦，2005）之論，不禁

陳「陛下又若不能無惑，恐臣區區終不足以勝。」

要問，若當時改革成功，後世又當歸功何人？

（《謝手詔慰撫劄子》）推究八十年教育改革的

人類因為具有獨特的智慧，會創造新發

歷程，可見仁宗以降諸君皆有中興之志，對改

明，也會累積舊經驗，所以人類享有文化；但

革措施多親身參與，對群臣爭議亦多所垂詢，

是人類往往也是健忘的動物，所以會出現「天

但「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不恤國事，

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反覆循環的現

同俗自媚於眾為善」
（
《答司馬諫議書》
）卻是人

象。對於規畫、設計、推動及評鑑教育改革的

情之常，縱然皇帝有堅定的改革初衷，但在眾

相關人員來說，如果接受「教育負有導進社會

口鑠金的情境下，卻也難杜攸攸眾人。故預期

的功能」
，就必須有較一般人為佳的記憶─記取

改革順利推展，自當以把握教育本質的戒慎恐

歷史的教訓，以避免「重蹈覆轍」
，並為其他方

懼態度從事規畫和設計，益當以受改革措施影

面的改革者提供參照。

響者的設身處地情懷執行和評鑑，尤其任何形

四、結語

式 的 改 革 ， 本 都 具 有 社 會 工 程 （ social
engineering）的色彩，改革者一定要了解被改革

當前的教育改革，是在教育普及，社會進

對象的生態及其活動內在發展的邏輯，方可降

步，經濟繁榮的基礎上，為迎向未來，而檢討

低妨礙改革的因素於萬一（但昭偉、邱世明，

改進和追求品質的行動；因此發現過去的教育

民 87）。

投資失之粗廉，教育評鑑強調急功近利，導致

（七）教育改革的評鑑，宜依據權責相
符覈實稽考

社會關懷、人際溝通、尊重自然、奮發向上等

當代管理理論大師杜拉克（劉毓玲譯，

是一個獲得全民相當程度支持的行動。不過，

2000）嘗謂：「組織裡，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

因為當前教育改革所採取的哲學觀點，較傾向

一定要有人全權做最後的決定。……權力與責

於個人主義和進步主義，與過去長年保有的社

任應該相當。」細數宋代歷次改革的興廢，均

群主義教育觀大有不同，因而產生相當程度的

因人而起，縱然士大夫均渴望通變救弊、更張

扞格（但昭偉、邱世明，民 87）
，尤其牽涉的變

法制（引自《新譯王安石文集‧引言》
，民 89），

數過多，難以完全掌握，因此十年以來，爭議

且范仲淹、王安石等人業經皇帝主持庭議而博

日多（如洪裕宏，2002；楊瑪利，2003；黃光

採眾說，但一旦將改革措施由倡議化為行動，

國，2003 等）。

全人性格的發展不足（曾憲政，民 87）
，基本上，

就會面臨現實情境的各種障礙，異議也就日益

諸如多元入學是否已淪為多錢多補才能入

喧騰，尤其滿朝多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

學？九年一貫課程和建構式教學是否會降低學

讀書人，本已長於思辨論事，復以「言人所不

生的基本學力？高學費的高等教育是否保證高

敢言」的風骨自詡，加上附和者、失利者、以

品質和高就業率？……，似乎自國民義務教育

及別有用心者的推波助瀾，致使「論之者眾而

到高等教育都因改革而滿目瘡痍，連「流浪教

行之者寡」
，尤其做最後決定的是皇帝，而責任

師」也是這波改革之下的產物！但若追究這許

卻得由宰相承擔，在政策難以推展，措施反覆

多問題的最終考慮，可以發現其實就是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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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恆久擺盪（Gardner，1999），一方面期待

就是一個懂得「做人的道理」的人，事實上，

「在最理想的機會之前，人人有均等的可能

這是一個終生「盡其在我」的「功課」
。一如寫

性」
，一方面又希望「在大家均等的機會下，我

作其他「功課」的經驗，過程中因為個人的天

有較他人卓越的表現性」
；或者一方面期待「學

賦和努力，而有不盡相同的表現，即便是孔子，

習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
，一方面又希望「學

也要到六十歲才能「事事順耳」
，七十歲才能「從

習應確保嚴謹紮實的品質」
，要在這些擺盪中尋

心所欲而不踰矩」
，更何況一般人？如果我們都

覓出均衡的立足點，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

能接受這樣的觀點，則無論教育改革的執事者

上規畫不盡周詳，現實情境變化太快等因素，

或論事者，便均可日漸真誠的面對自我言行，

導致方案或措施不斷變更，又創造了一大堆艱

逐漸減少急功冒進或責人以備的意氣，教育改

澀而難懂的專有名詞，更使教師、學生、家長

革也才能真正成為「為學子的明天，奉獻社會

及社會大眾普遍產生誤解，或是無所適從，甚

的今天」的事業。

至形成排斥心理。於是「教改集團」
（造成教改

一日新，則日日新；一人新，則人人新；

亂象者）
、
「反教改人士」
（聲明不是反對教育改

於是，
「改革」成為發自於個人內在的動力，是

革，而是打算終結教改亂象）等名詞也就陸續

每一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謂「天行健，

出現，
「誰該為教改亂象負責？」的怒吼，也就

君子以自強不息」
，則自我實現可期，人類進步

激盪出「關於教育改革的一些省思」
（李遠哲，

可期。教育的真諦在於此，教育的價值亦在於

民 93）。

此！

這樣的場景，對照中國歷來的改革行動，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

似乎多曾相似，因而不妨以向歷史取經的態度

曾任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委員，現任臺

來面對改革。值得欣慰的是，為了個人生存，

北市立師範學院教育系助理教授兼附設實驗國

也為了群體進步，教育必須改革，全民對此已

民小學校長）

有共識，因此教育改革的執事者和論事者，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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