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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附中
係教育部、政治大學與臺北市政府合作籌設，創全國

高中的首例，績效如何，眾所矚目。該校於民國87年

1月奉行政院核准設立，校地位於臺北市木柵二期重劃區內，面積約2公頃，預定

高中18班、國中15班，學生人數1280人，校舍工程於92年2月動工，預計於94年

3月竣工，94學年度正式招生。

該校在辦學理念上，以全人教育為目標，希望學生具有鄉土情懷和國際化的

視野，並懂得學求知（learning to know）、學做事（learning to do）、學相處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和學做人（learning to be），進而達到自我實現。

在空間特色上，突破基地的嚴峻坡度條件限制，空間設計充分結合教育理念、課

程和教學之需：（1）創造人性化教育情境和文化藝術景觀；（2）校舍採「學

科教室型」設計，提供師生多樣化的教學、研究和生活休憩空間，讓「學校像一

個家」；（3）附中是一個社區化學校，無圍牆設計，併公園綠帶整體規畫，學

校與社區完全融合；（4）努力建構e校園學習環境，並踐行「綠色學校」理念；

（5）在險峻的坡度上，創造校園全境無障礙環境。此外，政大附中的特色，還

有全時制教師、生活化課程時間、國際交流、多語言選修、多樣化獨立學習、免

修和預修課程等，將充分結合政大和校外資源，推展各項教育實驗，政大附中的

成立，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政大附中籌備處湯主任志民，係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和學校建築研究

學會理事長，專長領域包括教育行政、學校行政、中等教育、國民教育和學校建

築等，在學術成就上，卓然成一家之言。在實務經驗上，歷任臺北縣教育局課員

、省教育廳科員、基隆市教育局督學和國教課長、臺北市教育局秘書、專員、督

學、第一科和第二科科長，教育行政經驗豐富。今特借重湯主任豐富的學校行政

理論和實務經驗，以政大附中籌設為例，進行專訪，以了解學校行政在快速的社

會變遷中，應有的新思維一「變中平衡」。 

變是唯一的不變

問︰社會快速變遷，學校行政應體會的環境本質為何？可否舉例說明？

答︰社會快速變遷，學校行政應體會的環境本質是「變是唯一的不變」。

「變」的英文字“ change”源於古法文”changer”，意謂「彎曲」、「轉彎」，

就像樹枝或藤蔓趨向陽光一般。約公元500年前，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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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奠基人Heracleitus的年代，即有「唯一不變之道就是變」之說法；中國古籍易

經之「易」，即兼有「簡易」、「變易」和「不易」之意。過去，生活儉樸，社

會步調和緩「簡易」；現在，生活繁雜，社會互動快速「變易」，「變是唯一的

不變」已成為顯見之事實；未來，如何從三百年的牛頓理性科學理論世界，走到

20世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量子力學世界，再走進21世紀初因SARS肆虐才驚覺

已赫然成形的奈米(nanometer)世界？人類的生活也由第一次工業革命一蒸汽機、

第二次工業革命一電力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一電腦網路時代，走到21世紀初的

第四次工業革命一奈米科技，生活界面則結合傳統物理的鉅觀(macroscope)、量

子物理的微觀(microscope)和奈米物理的介觀(mecroscope)，此一變動將產生新的

世界觀。人類的知識、人口和產能暴增、生活瞬息萬變，多元社會多元價值並存

，矛盾情境共生，有序的社會與無序的社會、真實的世界與虛擬的世界，世代之

間快速界分逐漸脫離(X、Y、Z、e世代)，如何在人類社會和科學世界的「變易」

之中，掌握「不易」之理，是生活的課題，也是教育的課題。

　　以政大附中的籌設為例，其發展的也有長遠的變動性。民國70年，政大

即報請將政大實小延長至國中未果，其後持續於73年、76年、81年間爭取北政國

中為附中，惟礙於臺北市政府與市議會對於校產「無償撥用」之爭議，未竟其功

。84年，政大鄭校長丁旺將設立附中列為施政重點，正值陳總統水扁於臺北市長

任內倡議增加高中容量，教育部政策主張分別於北、中、南三區設立國立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政大乃掌握政策契機，提出「（與臺北市政府）共同開發萬壽國中

（預定地）為政大附中計畫」，並積極協調，獲得臺北市政府同意，85年政大校

務會議通過政大附中籌設案，87年行政院審查通過政大附中設校案。惟， 87年

10月籌備處成立迄今不到5年，政大附中的籌建，已經歷二任市長、四任教育局

長、四任教育部長、三任中教司長和主辦科長、二任政大校長、三任總務長和教



110� 學校行政雙月刊  26  2003/7 � 學校行政雙月刊  26  2003/7 111

經

驗

傳

承

研所長，91年政大附中的主政單位又從中教司轉移至中部辦公室，行政決策也產

生轉銜的變數。例如，88年發生921大地震，震災學校重建經費需求龐大，加以

89年2月精省後省立高中職174校均改為國立，教育部倡議國立大學附設中學政策

逆轉，以致附中校舍興建經費之籌措發生重大困難，後雖經奔走突破，並已發包

動土，惟籌設期間所面臨的諸多難題和未來仍有許多內外在環境的變動，都待靜

觀其變，以靜制動。

渾沌的學校行政

問︰ 近年來教改風起雲湧，教育大環境隨時代變遷愈來愈快速，學校行政的運作

和推展是否變得更困難？政大附中的籌設也有相對應的難題嗎？

答︰的確，隨著教育大環境的變動，學校行政的運作和推展也陷入「渾沌」的局

面。

20世紀教育行政的發展有四個基本理論模式，依政大教育學院秦院長夢群之

見解，1900年代為理性系統模式(rational system model)，著重確立目標正式化、

階層化和法令規定；1930年代為自然系統模式(natural system model)，重視心理

需求、角色衝突、人際關係和組織氣氛；1950年代為開放系統模式(open system 

model)，強調情境變數、權變策略、戰略計畫和開放系統；1990年代則進入非均

衡系統模式(non-equilibrium system model)，關切耗散結構、蝴蝶效應、奇特吸

引子和回饋機制之影響，此即著名的渾沌理論(chaos theory)。Gleick(1987)在「

渾沌︰新科學的產生」(Chaos:Making A New Science)一書中，最令人印象深刻

的為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所謂「巴西的蝴蝶展翅，德州就可能颳颶風」，

印證於聖嬰現象對全球氣候之影響，對於週遭環境小問題的起始效應，都不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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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視之，宜隨時掌握關鍵時刻，未雨綢繆，防範於未然。

近年來，教改風起雲湧，美、英、加、日、紐、澳、歐盟等，莫不戮力以赴

。臺灣，也趕上這波教改浪潮，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年的「教育改革

總諮議報告書」，提出「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

「提升教育品質」、「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之綜合建議。學校行政因應教育鬆綁

(educational deregulation)，去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的教改理念，使過去「由

上而下」(top-down)的決策模式，逐漸轉型為「由下而上」bottom-up)決策模式

，學校本位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建構學校行政、教師會、家長會互動

決策的基模，促進校園民主化和社區化。民國88年，國民教育法正式將校長遴選

列入校園民主機制，此一轉折，將學校行政帶入新紀元，卻也因國內教育體質的

不圓熟，而陷入渾沌之時局；這可由學校行政人員任期急遽縮短(如87年北市高

中主任、組長平均任職10年，89年降為2.6年，91年降為1.2年)，大量轉任教師和

教師的退休潮，可見端倪。例如，去(91)年報載，臺北市24所市立高中的教務主

任大嘆行政難為，有2/3教務主任在8月1日請辭回歸教職。析其主因，學校行政

大環境改變，「民主」的好事是參與，但太強調代表，易使專業淪喪，例如教師

和教育是一種專業，現在臺灣的社會人人都談教育，但有多少人是學教育的？如

果每個意見不以時間來融合，教改匆促上路，其後遺症如何解決？既有行政院教

改會和教育部的教改大政，又為何有現今的教育亂象？行政難為不正因大環境的

渾沌，導致學校行政有崩潰之兆，此一問題實不能等閒視之。

就政大附中籌設而言，看似單純的案例，實則因此為政府合作案首例，籌辦

期間行政作為也產生許多新介面，如何往前走，沒有明顯的軌跡，致常陷入「渾

沌」之中，茲舉二例說明︰(1)萬壽國小用地因斷層帶影響崩陷，臺北市都發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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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此一問題，曾要求將國小併入政大附中規畫，或請政大提供一公頃校地作為

國小用地，此一思維錯置政大與市府開闢附中的合作關係；(2)附中校地由國中用

地變更為高中用地，需辦理都市計畫變更，部分不明究理的社區人士要求保障子

女就學附中權益，揚言反對都市計畫變更案，殊不知附中的設立與社區發展共生

共榮，社區的反對會產生自我無法發展的矛盾，後來社區居民了解此一矛盾，轉

而支持附中都市計畫變更。此外，政大教職員子女與社區學童入學比例問題、附

中籌設經費問題、政大校內資源運用問題、附中校舍樓層限高問題、都審要求附

中減班減量問題，雖都在艱苦的行政協調聯繫溝通中逐一解決，但合作關係的定

位卻在彼此需求的拉力中，產生失衡的渾沌現象。

變中平衡的思維

問︰�現今的學校行政因校園民主化，常出現對立的現象和矛盾，許多人易固守於

自身的立場，學校行政應如何思維而能將對立的現象和矛盾化解？可否再以

政大附中籌設經驗，略舉一、二說明？

答︰渾沌的學校行政，要以「變中平衡」來思維。渾沌是一個時局不清的空間

現象，在時間軸上不停的產生變局，猶如「耗散結構」般，大環境會解體再變，

任何小刺激都可能產生「蝴蝶效應」，「變中平衡」則運用立足於某一「奇特吸

引子」，來平衡大環境的耗散，使蝴蝶效應不能激化。當我們找平衡點的時候，

必須多方位思考，對每一個需求者都要找出對他最有利的說服條件，但又不能使

相對的一方陷於不利的窘境，與過去的溝通只要尋求對方和己方最有利，即可形

成共識，有很大的不同。「變中平衡」，是為彼此需求不同的二方協調，這二方

需求對立彼此是「敵」，對居於協調中心的籌備處而言都是「友」；因此在溝通

時，不能以對另一方不利的條件，作為說服這一方的理由。「變中平衡」得行政

施作猶如在空中走鋼索，須先找到平衡點才能往前走，任何一步失衡就無法走下

去。

以現有的學校行政為例，教改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教育鬆綁」，而有「學校

本位管理」之經營模式，國內校園民主化腳步雖快，如民主素養和成熟度不足，

競逐權力多於民主合作，學校經營成效會適得其反，許多學校在校園民主化之後

，反而陷入紛紛擾擾的困境，即為顯例。個人認為學校行政、教師會、家長會互

動的學校行政決策基模，如同三輪車，教師會和家長會是三輪車的二個後輪，應

該一樣大，不可有大有小，學校行政則為前輪，可大不可小，至少要和後輪一樣

大，三輪車三個車輪如大小失衡，學校行政決策無法推展，三輪車的車夫則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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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來擔任，車夫要常鍛鍊腳力和踩車技巧，要看準方向用力踩，偶而要下來看看

輪胎有沒有氣，多打打氣，讓三輪車更好跑。至於顧客是誰？當然是我們的學生

，沒有學生，就沒有班級，就沒有老師，就沒有教學，就沒有學校行政，家長和

學校行政人員、老師都是生命共同體，彼此沒有衝突的本錢，只有努力共塑學校

願景，開創優質的學校環境，提供學生發展的最佳教育空間，亦即三輪車的行駛

，要以學生五育均衡發展為方向，三輪車不可亂繞，要掌握車況、路況，避免擁

塞路段，不可誤闖單行道，此一最便捷的行駛路線即為學校發展願景，一條提供

學生發展的坦途和環境。這種學校行政思維是以「學生」和「學校發展」作為奇

特吸引子，大人與小孩相對，自然要平衡，成為其助力而非阻力。

政大附中籌設是一個新的行政互動模式，籌備處立於政大、教育部、教育局

、市議會、社區之間，彼此需求不同，在沒有學生的前提下，籌備處失去發言的

最大本錢，籌措發言本錢的最佳方法是讓附中的籌備成功走下去，每一次的進度

和成功，會凝聚更多支持學校的向心力，亦即以「學校續辦」和「成功」作為合

作案的奇特吸引子，但成功並不容易，首先要找到各方需求的平衡點，一如走鋼

索維持住平衡才能走下去，失衡則舉步維艱，甚至遭致合作案的失敗，這是難度

較高的部分；以過去的既有經驗來看，這個案子的籌備過程不算太難（即使設校

基地狹隘、高低差大、地質不良），比較困難的是，合作案是一個全新的行政互

動模式，找橫向的平衡點要經過漫長的探索歷程，會讓設校進度略嫌緩慢。例如

︰

(一)學生就讀比例，會形成政大與社區需求的拉力，市議會關切社區需求在

所必然，88年6月與市議會協調學生就讀比例，除一一拜會臺北市議會教審會委

員及相關市議員，並請臺北市教育局及教育部協助，增設國中部一班，8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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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會教審會議決政大附中國中部每年級五班，其中社區與政大教職員子女之人

數比例設定為65%：35%，至90年3月臺北市議會大會通過上述比例，歷時1年9個

月。

(二)附中籌設經費，會形成政大和教育部需求的拉力，政大附中校舍興建經

費總額8.48億元，除教育局補助2.8億元早已匡定之外，教育部原擬編預算支應，

卻因九二一大地震後，經費拮倨，加以省中大量改為國立高中，教育部員政策鬆

動，致89年4月教育部通過附中「工程構想書」審查，惟興建經費卻要求政大全

數自籌。經政大鄭校長丁旺、鄭校長瑞城和教育學院秦院長夢群協助奔走協調，

90年5月政大確定自籌2億元，90年12月教育部確定總經費並同意補助不足經費，

歷時1年8個月。

(三)政大校內資源，因附中的自籌經費也會產生排擠的作用，致使附中籌設

略顯飄忽。即使這個案子已經走在路上，不但經校務會議決議，又經行政院核定

，校規會同意自籌款，一些質疑附中籌設的雜音，在校務會議、公聽會和行政會

議上仍不時出現。當然，92年2月附中動土之後，這些「蝴蝶效應」的影響勢必

減緩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析言之，「變中平衡」的要訣是將己方中立出來，而不是與不同的需求雙方

對立，溝通協商過程中，二邊都要視為朋友，談的攏固然把手言歡，談不攏也不

能算是敵人，只是尚待進一步協商而已，絕不可以把朋友的關係破壞掉，現實一

點說，籌備處視任何一方為敵人，這個案子就結束，沒有任何機會了。進行協商

時，經常會碰到對方非常堅持，但是我們瞭解，對方也只是想達到其目的而已，

他們還是要這個學校的，他們的威脅也只能達到某個程度—瀕臨破局的程度。因

此，這些威脅是可以解除的，只是需要時間—互探底線的時間。籌備處的壓力在

於，我們不可能用太久的時間來協商這件事，合作案拖久了，大家的期待變淡，

說不定會成為一種危機。大家期待太久，心裡可能冷卻放棄，而三方中任何一方

有放棄意念，合作案可能就要重起爐灶，重新開始；這個效果猶如特技團表演以

長杆轉圓盤一樣，每個圓盤隔一段時間都要撥一下，每個單位都要安撫OK沒問

題，需要一直不斷地這樣做。每個問題的協商結果如何，也要向各單位報告，讓

他們確定案子往前進一步了。籌備處必須在各單位之間來來回回跑來跑去，任何

問題一浮現要立即解決，一方面保持前進的平衡，一方面抓緊進度並保持對各方

期待的積極回應，這是比較辛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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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是不易之理

問：�政大附中的籌設是教育部、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設立高中的首例，如果未來

再採用這樣的模式設校，您有何建議？對學校行政的啟示意義為何？

答：政大附中的籌設，的確為政府之間的合作確立一個新模式，彼此合作互惠，

共生共榮，平衡是學校行政合作和發展不易之理。

政大附中合作籌設，就市政府來說，運用政大資源，將一塊位處偏遠的學校

用地，開發出最大的使用效能；就政大來說，達到內部安定教心和外部參與教改

拓展聲望的雙重目的；就社區來說，有優雅的社區化學校做厝邊，子女可以享受

最佳的就學環境，各方均得利。因此，合作案本身，對於政府的施政和資源有效

運用有其重要價值。

本案的成功處，還有有二點值得再說明。其一為，政大附中校地北側鄰接幅

寬僅15公尺的細狹公園綠帶，籌備處為增加校舍完工後師生使用的安全性，減少

未來施作對社區的衝擊，爭取與公園處合作，將公園綠帶併入整體規劃與施築；

同時，為利於學生就學和社區居民進出，特另爭取校地北側二個囊底路搭設二座

連通橋樑，雖增加校舍工程進行的複雜度，卻可使社區學校的理想更臻完善。其

二為，臺北市政府的積極配合推動，樹立合作典範，88年6月臺北市政府召開政

大附中推動小組第一次會議，由白副市長秀雄主持，相關局處首長參加，白副市

長致詞時表示，政大附中係臺北市政府與政大共同籌設開發，更是全國首創之合

作開發模式，籲請市府各單位全力配合，積極協助推動各項籌設事宜。其後教育

局補助款穩定的編列，並主動協助校舍規畫審查、校舍容積率和共同起造人問題

，以及讓工程起造督導單位單一化，以簡化工程督導和起造流程等等，皆值肯定

。

以政府施政來看，政大附中合作案的新模式，雖然難度高，我不反對未來繼

續使用。不過，以籌備單位的立場，籌設過程中，如缺少上級單位主動關懷助力

又乏人可資問津的時候，會有求助無門的強烈無奈感。合作案的籌備和一般學校

的籌備是不同的，後者只要做好內部事情，前者往往需要去說服各方的長官，並

與其他許多單位做協商，這個難度相當高，當任何一方對此案有不清楚、不明瞭

或有意見，都會導致本案無法進行，像太空梭升空，所有零件都要OK，任何一

小片不妥當，就可能造成爆炸。未來政府如有相關案例，再次合作，相關合作單

位，可能要有一些更主動的關切力量進來，建議各單位要有一個主辦窗口，並且

在態度上，應該以「合作者」的立場來幫忙解決問題，這個角度對於籌辦單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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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合作單位和籌辦單位的關係，應該是合作單位決策要合作，由籌辦單

位去執行。籌辦單位的角色是負責推動這個案子，而各合作單位的角色是幕後的

鞏固力量，在籌設過程遇到問題時出面協助解決，如此，合作案的籌辦單位就好

做多了。新模式，必須有新思維，在合作模式下，有關單位的思維角度應該要調

整，當政策已定，所有合作單位的資源和力量都應該下來，以當事人的立場來促

成。

就學校行政而言，政大附中由政府和大學合作開發的啟示意義，在於跨單位

的合作並不容易。試想，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教師與教師協同教學的推展、教育

部與基層教師心聲的融合，何其不易；學校本位管理，學校行政、教師會和家長

會的合作，也需要時間磨合，特別是行政與教學，在許多場合仍然是對立多於支

持。析其主因，在於立場互異，需求各有不同，大環境的快速變遷中，人的因素

仍然是最難掌握的。學校行政應在「變易」的大環境中，以「學生」和「學校發

展」作為平衡校內各方需求的奇特吸引子，平衡學校內外在需求拉力，化阻力為

助力，以促進學校的發展，「變中平衡」實為現今學校行政面臨渾沌環境的不易

策略，僅以此拙見與學校行政同仁分享，並請方家不吝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