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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挑戰：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分析 

王 瑞 琦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四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全力發展農村基礎教育，2000 年達到全國基本普及

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但是，農村教育發展的問題卻是層出不窮，而今城鄉

學校教育的懸殊差距成為學界關注和探討的焦點。本論文以制度變遷理論為

基礎，分析 1950 年代後期至 2000 年之間，主導中國中小學教育發展的兩條

腿走路發展政策的變遷，由之找尋出中國城鄉教育二元化發展的起源、挑戰

與變遷。 

關鍵詞：中國基礎教育、城鄉教育發展差距、歷史制度論、路徑依賴 

* * * 

壹、前  言 

自 1949 年成立政權以來，中共就致力於農村掃盲，並以之為基礎制定普及基礎教

育的政策。文革結束之後，1986 年 7 月 1 日即見義務教育法出台，1993 年初《中國教

育改革和改革發展綱要》（以下簡稱「1993 年綱要」）提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

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兩基」發展原則，1995 年又見「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

推出，以專款補助貧困地區義務教育的發展。在這一系列措施的推動下，中國 6 歲人

口小學毛入學率逐年上升，於 1994 年達到 100%，1997 年達到 109%。據官方統計，

2007 年全國實現「兩基」驗收的縣（市、區）總數達到 3,022 個，實現「兩基」的地

區人口覆蓋率達到 99%。泝 

然而，隱藏在亮麗的「兩基」數據背後卻是各種問題：從濫收費用，到學校債台

高築、積欠中小學教師薪資，以及城鄉教育發展落差懸殊。學界警言，農村教育落後

                                               

註 泝  教育部編，「2007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基礎教育外語教學研究，總第 85 期（2008 年 4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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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農村人力素質的偏低、農村人民收入偏低、農村人才流失的惡性循環，沴如任令兩

者差距持續惡化，沊必將影響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 

2003 年，國家主席胡錦濤上任之後，將農村發展列為重中之重，次年中共中央與

國務院共同發出一號文件，下達農村發展工作要點，並且延續至今。這個以一號作為

編排，標示國家年度發展政策首要工作的文件，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為

「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與培育「有文化、懂技

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在過去幾年當中，農村教育享受了 1980 年代以來前所未有

的照顧，包括中央到省的財政投入的增加、免學費政策的實施，到師資的提升等，沝城

鄉教育差距問題的解決似乎在望。 

自 2008 年至今，筆者多次赴彼岸農村田野調查，訪談各類中、小學，從大城市到

最富裕省的農村，再到國家級貧困農村，不僅看到不同地區，也看到同一地區內的學

校教育發展差距（請見附錄），深切體會到「城市學校像歐洲，農村學校像非洲」，以

及「城鄉教育差距是中國城鄉經濟發展差距的根源」的意含。沀隨著訪談腳步的前移，

問題亦不斷的湧出：從 1980 年代初到現在，中國經濟的繁榮為何沒有惠及到農村？為

何過去三十多年政府政策未能產生效果？是否存在著甚麼盲點？  

關於中國城鄉教育發展差距，早期的研究著重在制度和和政府教育投資的不公

平。Julia Kwong 泞指出在 1980年代初，國家的教育投資集中於城市中重點學校，使得

其與一般學校在師資和設備上呈現極大的落差，遠在鄉村的學校更是弱勢。Suzanne 

Pepper、Susan L. Shirk 泀因之肯定文化大革命時期廢除重點學校設置和統一招生考試，

實施城鄉學校一體的的政策，對於 1980年代以來先讓一部分致富的政策提出質疑。 

1990 年代之後，中國本土的研究者加入，有關改革開放後城鄉教育發展差距的探

                                               

註 沴  趙澤洪、何雯，「城鄉統籌：農村基礎教育功能的修復和拓展」，成都理工大學學報（四川），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41~46；謝俊紅，「城鄉教育差距與農村教育發展」，雲南行政學院學報（雲

南），第 5期（2008年 5月），頁 95~97。 

註 沊 

 劉祖華，「從『消極差別化』到『積極差別化』－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政策的創新邏輯」，武漢理工大

學學報（武漢），第 2期（2008年 4月），頁 268。 

註 沝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新華網，2004 年 2 月 8 日，http://big5. 

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2/08/content_1303656_3.htm；「中共中

央、國務院關於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意見」，新華網，2005 年 2 月 1 日，http://big5.xinhuanet. 

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2/01/content_2534542.htm；「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

一五』規劃的建議」，中國新聞網，2005 年 2 月 1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5zqh/ 

1002849.htm。 

註 沀  

 趙澤洪、何雯，「城鄉統籌：農村基礎教育功能的修復和拓展」，頁 41~46。 

註 泞  Julia Kwong, “Is Everyone Equal before the System of Grades: Social Background and Opportunitie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4, No. 1（March 1983）, pp. 93~108. 

註 泀  Suzanne Pepper,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Asian Survey, Vol. 18, No. 9

（September 1978）, pp. 847~890; Susan L. Shirk,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Backlash: Recent 

Changes in Chinese Educational Policy,”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23, No. 2（June 1979）, pp. 

183~217. 



中國的城鄉教育二元化發展之源起與挑戰：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分析   71 

 

討亦出現多元化，從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國家對於農村教育投資的不足、農村社會

的封閉，以及人才外流。更多的研究探究城鄉教育制度本身的缺失，其中「地方分級

辦學」與「多管道辦學」兩大措施成為眾矢之的。杜育紅、劉祖華在分析中，將兩大

措施回溯至 1958年兩條腿走路發展政策，並提出了路徑依賴的觀點。洰 

「兩條腿政策」之名稱起始於 1958 年 5 月 30 日，劉少奇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

提出的建立一個全日制學校教育和半工半讀教育並行的制度。泍此一政策於 1958 年實

施未滿一年就因失控而草草收場，後於 1964 年再度推出，但是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

發後，被指為城鄉分隔的教育制度，受到強烈批判，至 1980 年代初之後，獲得平反，

並成為中國初等教育發展的方針，然而實施幾年之後，就又再受到批評，並被指為城

鄉教育差距之罪魁禍首。不過，或許因為太過熟悉，或許歷史的陰影猶在，對於這個

主導 20世紀後半期中國城鄉教育發展的政策的變遷，迄今未見深入之探討。 

Martin King Whyte 泇批評傳統研究忽略了 1980年代之前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本

身就存在著隔絶城鄉，犧牲農村發展的特質，更忽略了制度的惰性，也就是過去三十

多年，舊制度改變不僅相當有限，而且持續引導著城鄉二元化的發展。其實，長久以

來，中國的學者們批評教育是中國開放最慢，改變最慢的一環，感嘆「教育是計畫經

濟的最後精神堡壘」。在接受筆者訪談時，多位受訪者雖然對於新農村發展政策表示肯

定，但是對於是否能夠有效的扭轉農村教育劣勢，解決城鄉教育發展差距，鮮少表示

樂觀，咸認為關鍵仍在行之已久的教育制度。顯然，問題的解答還是在於更深入瞭解

中國城鄉教育制度的特質。 

本論文之目的即在於分析主導中國基礎教育半世紀之久，卻未曾被深究的兩條腿

政策的變遷，由之找尋出 1980 年代之後城鄉教育發展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的本質。主

要探討的問題是：1958 年兩條腿政策如何形成？其初始的目的為何？具有哪些特質？

何以能夠在歷經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之後，於 1980 年代初再度成為初等教育發展的

方針，直至 20 世紀結束？兩個時期的政策有何異同之處？與現今中國城鄉教育二元化

發展有何關係？ 

本論文是從歷史制度變遷的角度分析。本論文研究問題的提出、探討和分析，實

是立基於過去兩年田野調查觀察所得，只因分析的時間僅至於 2003 年，相關的引述不

多。本論文含蓋三大部分：歷史制度與制度變遷理論之論述、兩條腿政策的源起和基

                                               

註 洰  杜育紅，「農村基礎教育財政體制發展與改革的走向」，人民教育（北京），第 11 期（2003 年 11

月），頁 2~5；劉祖華，「從『消極差別化』到『積極差別化』－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政策的創新邏

輯」，頁 268。 

註 泍  李慶剛，「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以天津半工半讀教育發展為參照」，天津大學

學報（天津），第 1 期（2002 年 3 月），頁 84~88；周江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半工（農）

半讀』教育述評」，湘潭師範學院學報（湘潭），第 26卷第 6期（2004年 11月），頁 54~59。 

註 泇  Martin King Whyte, “The Paradoxes of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Martin King 

Whyte ed.,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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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涵，以及兩條腿政策變遷的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 

貳、歷史制度分析與制度變遷 

不同於舊制度論關注在法律、政府運作等正式制度，新制度論者不僅關注正式制

度層，更重視非正式制度的層面，分析政策的決定因素和其結果，特別是從歷史和比

較的角度。本研究之分析從歷史制度理論的角度，包含以下幾個面向： 

一、關於制度的「變」與「常」 

關於制度變遷的討論有「變」與「常」兩大類別，並以前者居多，如結構論、功

能論、演化論、科技決定論等。強調「恆常」者提出了路徑依賴理論（ path 

dependence），強調舊制度留存於新體制之中的作用，認為「先前的制度選擇限制了後

來選擇的範圍」，「初始之選擇不但得以存留，並得延續」。沰 Kathleen Thelen and 

Sven Steinmo指出，泹歷史制度論者要解釋的不僅是制度如何形塑行為者的策略，也包

括制度如何形塑他們的偏好和目標，其重心在於探究制度的動態（dynamism）與變遷

（change），以及理念創新與制度限制性之間的互動。 

關於 1980 年代兩條腿政策之發展，雖然研究者眾，但是多聚焦於初始的教育經費

分配制度改革如何造成農村教育一方面失去中央和省的支助，另方面又被迫與城市在

市場中競爭，變成弱勢中的弱勢。泏由於這些分析缺乏歷史背景，層面過於狹窄，難以

從中深入瞭解問題的本源。至於前述回溯至 1958 年的兩條腿政策，並提出路徑依賴觀

點之研究，亦仍未能突破描述性分析的框架，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二十多年，甚至是

半個世紀以來未見變動的制度。本論文之分析不僅包括兩條腿策略初始形成的因素和

內容，更著重在其後半世紀的變化，瞭解在這變化過程中，有那些特質得以存留，並

影響決策，有那些特質為新的理念或制度所取代，而這些存留和改變又與城、鄉教育

                                               

註 沰  Randall Hansen, “Globalization, Embedded Realism, and Path Dependence: The Other Immigrants to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3（April 2002）, pp. 259~283; Kathleen 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3

（June 1999）, pp. 369~404. 

註 泹  Kathleen Thelen and Sven Steinmo,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2. 

註 泏  呂麗豔，「教育卸責問題研究－基於農村教育實踐的考察」，東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論文

（2005 年），頁 8、10；周芬芬，「城鄉教育差距的分析視角與實踐模式」，華中師範大學學報（武

漢），第 1期（2009年 1月），頁 126~133；葛新斌，「農村教育投入體制變遷 30年：回顧與前瞻」，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廣州），第 6 期（2008 年 12 月），頁 82~88、95；Gang Guo, “Decentralized 

Education Spending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ounties 1997-2001,”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No. 2（September 2006）, pp. 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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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差距的擴大有何關聯？ 

二、關於制度變遷模式之論述 

John L. Campbell將制度的變遷分為兩類：泩一種是漸進演化型（evolution），強調

制度的小幅度整合、微調；另一種為革命類型（revolutionary），即大規模的調整與整

合，並可見到斷續均衡之事件的發生（punctuated equillibrium）。兩大類型的區分在於

機制（mechanism），也就是不同變數之間因果關係的過程，而此種機制亦分兩類：一

類是兩個舊制度的拼裝或是撮合（bricolage），即如生物進化過程中所見的基因突變和

環境選擇一般；另一類是新舊兩個制度結合，所形成的制度移轉（translation）。當愈

多新的原則和措施植入於既存的措施中，革命屬性就愈強。基於革命通常要付出相當

大的代價，需要國家的動員，鮮少見到新制度全盤取代舊制度的方式，一般都是配合

舊有制度剪裁，結合在一起，舊制度的痕跡和影響清晰可見。 

根據 Campbell 的分類，本論文將探究兩條腿政策變遷為漸進式的演化抑或是革命

式？其機制是兩個舊制度的拼裝或是制度轉移？若是後者，原因何在？尤其是在 1980

年代之後，其以「地方分級辦學」與「多管道辦學」兩大措施重新上陣時，新、舊制

度之間有何差異？又何以背負著城鄉教育發展差距擴大的罪名？ 

三、關於時間架構的選取 

Campbell 提醒，歷史制度變遷分析的首要工作是確定時間的架構（time frame）。

一個在某一個時段內看似激進的改革，放在宏觀的歷史中觀察時，僅是制度的演進。泑

如前所提，兩條腿政策之分析若以 1980 年代為起點，缺乏歷史的回溯，難以深入，因

此宜回溯至 1958 年的大躍進時期。不過，在此要指出的是 1958 年亦只是正式政策的

開端。誠如日本學者大塚豐所指出，炔中國的教育發展是由菁英與群眾兩條路線結合而

成，菁英路線起於 1950 年蘇聯教育體制的移植；群眾路線的源起就要再往前推十年，

也就是民國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本土延安教育經驗，只是這個時期的教育在中國本土的

教育研究中一直被忽略。因此，在分析兩條腿政策之前，本研究將先簡略介紹延安教

育發展，最後以 2001 年實施以縣為主的義務教育發展體制為終點，並以大躍進和文革

結束之後經濟改革政策推動為兩個關鍵時刻，分析兩條腿政策的變遷。 

                                               

註 泩  John L. Campbel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4）, pp. 31, 

63~82. 

註 泑  John L.Campbel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pp. 25, 36. 

註 炔  黃福濤譯，大塚豐著，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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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變項的選取 

Thelen and Steinmo 強調，炘歷史制度雖然強調制度中固定模式關係（patterned 

relations），但是並未忽略其他的變項，並且強調不同變項之間的關聯。Campbell 提出

制度和理念兩個主要變項：制度包括「法條」（ regulative）和「規範」、文化認知

（ cultural-cognitive ）；理念（ ideas ）包含了四個行為者（ actors ）：負責規劃

（programs）的國家領導者，提供典範與理論（paradigms）的學界菁英，影響決策與

理論，屬於公眾意見（public sentiments）的選民、商業或政界菁英、投資者，以及負

責政策落實（framers）的操盤人。長期以來，中國的教育發展，尤其是初等教育，從

政策到落實，全盤由國家主導，學校固無自主空間，社會亦無參與的空間，因此國家

實為主要的變項。在本研究訪談中，學者特別提醒，中共的政策主要見於中共中央與

教育部之文件和黨或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並且從中可瞭解當政者的教育的認知理念與

相應的策略和制度，因此為本文分析的重心。 

參、中國的城鄉教育二元政策的起始背景 

如前所提，兩條腿政策源自於劉少奇的全日制學校與半工半讀並進的兩種教育制

度的構想：全日制學校是指 1950 年代初引進的蘇聯教育體制，半工半讀制的精神和口

號反映了 1940 年代的延安教育模式。這兩個體制於 1949 年隨著共產黨成立政權之

後，成為中國教育發展的兩大支柱，因此在分析兩條腿政策變遷之前，需先瞭解這兩

個教育制度的本質。 

一、延安與蘇聯兩大教育制度的基本特質 

中國城鄉教育二元發展起始於 1905 年科舉制度的廢除，一方面只有城市能供應西

式學校需要的硬體設施，另方面，學校收取學費，將無力負擔的鄉村子弟排除在外，

城鄉知識結構二元化發展的現象相當突出，受到強烈的批評。民國成立之後，隨著

1919 年五四運動，平民教育、勤工儉學、鄉村教育等理念引入，炅著名鄉村教育學者

如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等人致力於鄉村教育的發展，其共同的口號是「除文盲、

做新民」、「下鄉去」，其中陶行知的理念成為共產黨人在延安培訓幹部和推展農民教育

                                               

註 炘  Kathleen Thelen and Sven Steinmo,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 12. 

註 炅  有關清末科舉制度與城鄉教育差距關係，請參閱 Alexander Woodside, “The Divorce between the Political 

Center and Educational Creativity in Last Imperial China,” in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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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炓 

陶行知批評當時的城鄉教育發展的差距造成讀書專屬城市、有錢人的現象。他力

倡「平民教育」、「鄉村教育」、「普及教育」三大運動，炆提出「社會即學校」、「教學做

合一」的理念，指出「社會就是一個偉大無比的學校」，應「去運用社會的力量」，強

調「不運用社會的力量，便是無能的教育；不瞭解社會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炄

他主張教育與農業攜手，強調整個鄉村生活就是鄉村教育的內容。炑對於當時中國農村

教育資源的匱乏，他提出了「窮國家辦教育，要用窮辦法」，以及流動式教育的理念：

「凡是人群聚居的地方就是教育的場所，從市集、茶館、碼頭等，以至戰場」，並且

以「省錢、省時間、通俗」的原則達到「普及教育」。炖 

陶行知於 1946 年辭世，其理念為共產黨人引用於延安根據地：學生是由基層農民

與不滿時政的知識分子組成，實施免費教育；學校設備因陋就簡，因缺乏師資，強調

教學相長，就地取材，講求速成。學校的規模藉由搬遷、整併，以及建立分校等方

式，逐漸擴大。此一簡易教育在國共爭戰期間，各方資源窘困的環境之中，展現了高

度的彈性與效率，不僅為當時因國民政府整頓高等教育不得進入大學的學子提供了出

路，炂而且在政治上，如梁漱溟所讚歎的，達到農民動員的功效，炚使得共產黨人成為

農民的代言人。 

1950 年代初，共產黨人建立政權之後，高舉著「革命」大旗，獨尊工農教育，關

閉各級私立學校，實行國家化，並以蘇聯教育制度為典範，進行大規模的教育制度轉

換工程，各級招生、畢業生就業均由國家控制。炃此後，新中國的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即

立基在蘇聯制度和延安經驗的結合。 

從表 1，可以看到蘇聯教育制度和 1940 年代的延安教育，除了實施免費教育，在

其他方面明顯對立。延安模式出自於中國鄉村，具有強烈的草根性，以動員人民力量

為訴求，強調實用，與生產結合，與社會需求結合，目標在於普及教育，在其與意識

形態結合之後，具有強大的動員力量。相對的，蘇聯教育模式是一個經過長期修正發

展出來的正規教育制度，立基於專業教育、專業人才培育的理念，強調基礎、系統知

                                               

註 炓  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

究中心，2007 年），頁 53~104；曹立新，「鄉村建設運動中的〈農民〉報」，21 世紀雙月刊（香

港），總第 85期（2004年 10月），頁 54~55。 

註 炆  陳啓新，「論陶行知的鄉村教育思想及其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論

文（2007年），頁 29。 

註 炄  張達揚、李紅梅編，陶行知論普及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頁 77~78。 

註 炑  鄭豔萍，「陶行知鄉村教育思想研究」，河北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論文（2006年），頁 13。 

註 炖  何飛，「陶行知、晏陽初鄉村教育思想的比較」，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07 年），

頁 28~29、40。 

註 炂  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頁 104~110。 

註 炚  「同歸而殊途－梁漱溟與毛澤東的兩次辯論」，華網在線，2008 年 7 月 30 日，http://www.peoplexz. 

com/313/2862/2927/2945/2947/20080730164346.htm。 

註 炃  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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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是一個威權體制的正規教育。 

表 1  延安教育模式和蘇聯教育模式異同比較表 

 延安教育模式 蘇聯教育模式 

發展模式 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結合之動員 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結合之動員 

目標 群眾普及教育 城市、菁英人才 

理論基礎 國民政府時期鄉村教育與毛澤東的農民動員 馬克思主義、歐洲專業教育 

特質 本土、草根性、黨化戰鬥教育 制度移植、專業人才培育 

知識結構 實用、與社會和生產結合、鬆散型 基礎知識、系統知識 

教學 地方、勞動、技能導向 威權、正規、競爭 

學生 免費教育 免費教育 

資料來源：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頁 124~125。 

二、城鄉教育二元政策的推動 

1951 年 3 月，第一次全國初等教育及師範教育會議召開，提出十年內基本上普及

小學教育的政策目標。牪但是正如國家發展論者所指出，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必須犠

牲農村。1949 年在以鄉村包圍城市取得城市之後，毛澤東直言，「從現在起開始由城

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狖 1953 年，梁漱溟曾向毛澤東建言，農民生活太

苦，要求多照顧農民，指出「城市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卻遭到毛

澤東怒斥，強調「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狋毛澤東的小

仁政、大仁政之論應用在教育政策領域，就是城鄉教育分隔的發展策略。 

建國初期的教育發展，城市地區進行蘇聯教育制度的全盤移植，包括各校外語教

學從英文改為俄文，強調知識的灌輸。相對的，在廣大的農村，教育政策的重心普

及。對此，毛澤東的解釋是：「不可能把小學都辦成一樣，不可能整齊劃一」，因此，

「不應過分強調正規化，也不應限定幾年，能辦幾年就辦幾年」。當時的農村小學可分

三類：中心小學、不正規的小學和速成小學，有的學校在山區設教學點，派遣教師巡

迴教學。狘 1951 年 11 月，針對農村，中央提出了群眾辦學的途徑：「發動群眾根據自

願和公平合理的原則，出錢出力辦學」。 

普及農村教育的主要工作是掃盲。掃盲是結合文化與政治思想教育，以群眾運動

的方式推動，有兩個形式：利用冬天休耕時進行冬學，以及發展民辦學校。民校包括

                                               

註 牪  王懷興，「中國農村基礎教育政策研究－基於人力資本投資的視角」，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博士論文

（2009年），頁 54。 

註 狖  于述勝，「民國時期（公元 1912-1949 年）」，李國鈞、王炳照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 7 卷）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 289。  

註 狋  孫夢秋，「梁漱溟與毛澤東：一場沒有完成的爭論」，天涯社區，2008 年，1 月 23 日，http://www. 

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no16&idArticle=132258&flag=1。 

註 狘  中國教育年鑑編輯部編，中國教育年鑑（1949-1981）（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 年），

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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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小學、業餘中學、業餘中等學校、業餘高等學校，以 16,500 萬的輕壯年農民為主

要對象，兼收中農、貧農子弟。狉這些教學課程簡單，僅止於識字和音樂課，因經費不

足，教室等大多是農民自帶桌凳。狜這些實為延安教育的翻版。 

對於當時城鄉教育採取不同的發展策略，一位受訪的資深學者指出，當時鄉村人

口占全中國八成以上，包括未能進入正規學校的城市中工人子女等，大多是接受非正

規教育，而且這兩個教育制度的對象、地點區隔，因此矛盾並不尖銳。另根據文獻，

當時國家整體教育政策對於農、工族群多方給予照顧，並為農村教育帶來新的動力。 

首先，新政權成立之後，中小學教育發展快速，1950 年小學招生 696.6 萬人，比

前年僅增加 2.4%，該年下半年招生人數多達 1086.2萬人，增加 55.9%。1956年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通過的《1956－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領》再提出分別將於七年或十二年

普及小學義務教育。狒當時國家統一劃撥經費，供應所有教育經費，保證農村基礎教育

的發展規模，對於貧苦小村的教育，政府仍強調以公立小學為主。狔正如一位受訪學者

指出，民國後期，能夠受教育者，即便是小學，在城市都是奢侈，更何況是貧困的農

村。1950 年代的農村各類速成學校雖然不如城市，但是提供了農民子弟前所未有的教

育機會。 

其次，教育和意識形態相結合帶給了農民累積政治資本機會，也提供了農村子弟

翻身的機會。例如初期的掃盲運動，不僅強化農民政治參與、提高婦女的地位，亦有

助於農民的向上提升，或轉為幹部、或是工人階級。狚從圖 1 可看到，農村子弟可透過

大學統一招生考試錄取作業中的優惠政策，保送進入大學，1957 年保送的人數占新生

總人數的 15%，狌入學後，享有國家為貧困生設置的助學金，狑畢業時，再透過畢業生

分配制度，得以留在城市當幹部。相對的，許多成績優秀的城市資產階級子女因未能

通過政治背景審查，遭到淘汰。 

                                               

註 狉  李飛龍，「建國初期農民教育和農村社會變遷（1949-1957）」，河北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06

年），頁 29。 

註 狜  馬雲，「20 世紀 50 年代中國農村掃盲運動研究」，西北大學文博學院碩士論文（2003 年），頁 15、

17；歐陽禦賢，「1949-1956 年武漢掃盲運動研究」，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08

年），頁 22。 

註 狒  王懷興，「中國農村基礎教育政策研究－基於人力資本投資的視角」，頁 54~55。 

註 狔  張華，「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的制度分析」，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1~15。 

註 狚  李飛龍，「建國初期農民教育和農村社會變遷（1949-1957）」，頁 27~29。 

註 狌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 91。 

註 狑  何正付，「論劉少奇教育思想及其當代啟示」，沙洋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武漢），第 2 期（2007

年 4月），頁 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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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模式、蘇聯學校 

大學入學統一招生考試與錄取作業 

大學 

蘇聯學校教育 

畢業後分配至城市當幹部 

保
送

與

助
學

金
 

農家子弟（群眾） 城市 

降分錄取優待 通過政治背景審查 

圖 1  1950 年代初城鄉教育、升學、就業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簡而言之，1950 年代初，中國農村初等教育的發展實際上是以延安教育模式為

主，蘇聯制度為輔的發展策略，只是延安二字並未特別強調，也未見到「兩條腿」的

名稱。這個教育和意識形態兩者結合的制度，為農民帶來實質的利益。然而，1950 年

代中期，教育市場供需失調問題逐漸浮現之後，上述利基逐漸消失，城鄉矛盾開始浮

現。 

肆、兩條腿政策的推動與挫敗：從大躍進至文

革結束 

1958 年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是重要的一年。當年大躍進爆發、「兩條腿發展」，以

及城鄉分割戶籍制度相繼推動。「兩條腿發展」政策之提出主要在於因應當時教育市場

的需求，但在推動之後不久即因失控而挫敗。以下即按政策形成背景、政策推動與政

策變質，以及影響三個層面論之，時間從 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 

一、政策形成之背景：教育國家化、功利化的困境 

1950 年代初，中共將農村以外的各級教育機構轉變成為國家的事業單位，又掌控

各級學校畢業生就業分配，使得整個制度又回到科舉時代的教育功利化的發展途徑。

這個國家化、功利化的教育制度存在著三大罩門。 

（一）教育經費增長有限：1949 年，中國小學生人數僅 2,400 多萬人、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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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萬人，大學生 11 萬多人，至 1957 年，三類學校學生人數分別成長至 6,300 萬人，

590 萬人，40 萬人，而 1949 年至 1955 年之間，政府教育經費已增長 26 倍。玤大學的

發展，硬體設備追趕不及，又有助學金發放，學生人數快速增長令國家教育經費不甚

負荷。 

（二）教育市場需求的壓力：1950 年代初，內戰甫息，生源不足，中央全力推動

人人都能升大學，但是幾年之後，學校學生額滿，國家亦調整教育政策，推出各項淘

汰辦法，減少中學、大學統招的考生人數。這個淘汰政策先於 1953 年實施農村小學和

初中，一名農村學子的「寧願在城市拾垃圾，也要走出農村」的感言反映了學子們的

恐慌。玡 1956 年，城市相繼跟進，有些學校即強制學生留級或就業，惡性升學競爭興

起，引起城市家長和學子的反彈，要求減少農村保送生比例，或是取消保送，而接二

連三的考生自殺事件的報導對政府構成相當大的壓力。玭 

（三）畢業生就業市場壓力：1953 年左右，各年級的畢業生供不應求，但是 1956

年，小學、初中、高中分別有 400 萬、80 萬、20 萬名不能升學的畢業生，等待就業分

配。玦但是，自 1949 年以來，因農村人口的大量遷入，1953 年至 1957 年之間，每年

平均遷入更是高達 300 萬人，當時國家所面對的重大議題之一就是如何控制大學和高

中畢業生人數，阻止農村人口流入，同時解決城市中各級學校農村子弟畢業後滯留城

市的問題。玢 

以上之挑戰基本上屬於教育和就業市場供需失衡，並不複雜，然而，從圖 2 可以

看到，經過革命式的體制改造，1950 年代中期的中國教育體系存在著諸多矛盾：國家

政策與教育市場需求之間、教育與勞動、教育與政治之間，以及就業分配制度與就業

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這些長期累積的矛盾於 1956 年 4 月，因毛澤東提出「百花齊

放、百家爭嗚」運動，在全國各大校園宣洩，引發了正反兩派的激烈爭辯。1957 年 2

月毛澤東發表著名的「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將此一爭論提升到意

識形態鬥爭，批評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不關心國家前途、不關心人類理想、忽略馬克

思主義，並展開一場腥風血雨的政治鬥爭。玠值此極其複雜時刻，劉少奇倉促推出兩條

腿政策，試圖解決所有的爭議，使得問題更形複雜，也引爆了前所未見的全民教育運

動。 

                                               

註 玤  何正付，「論劉少奇教育思想及其當代啟示」，頁 82。 

註 玡  張華，「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的制度分析」，頁 7。 

註 玭  王瑞琦，中國大陸大學聯招與高教之發展（台北：文笙書局，1994年），頁 26~28。 

註 玦  周江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半工（農）半讀』教育述評」，頁 57。 

註 玢  石雅茗，「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中國人口城市化進程分析」，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碩士論文（2004

年），頁 6。 

註 玠  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頁 13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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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956 年中國教育改革的第一次驗收 

 

 

 

 

 

 

 

 

資料來源：同註玠。 

二、兩條腿政策路徑依賴與影響之分析 

直至今日，中國本土的研究文獻對於劉少奇所提的政策多持以肯定的態度，將失

敗歸之於政治鬥爭，隱指毛澤東的介入。即或有所批評，亦只是點到為止，例如不應

全面推動，或是太過急切。玬但是，從以下之分析可清楚的看到兩條腿發展政策的路徑

依賴與變質，以及其對 1980年代農村教育的深厚影響。 

（一）兩條腿發展政策的路徑依賴與變質 

圖 3 是 James Mahoney 對於路徑依賴的過程的解釋：即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其

實存在多個選擇，其中一個選擇在第二個時間點勝出之後（B），即會在第三個時間

點，及之後的政策選擇中占優勢，並且被重覆採用。根據此圖，兩條腿政策的路徑依

賴見於以下政策選擇和推動策略兩個層面。 

1.政策選擇 

1956 年教育市場需求、就業市場需求和國家供應的教育制度之間的矛盾初現之

時，先後曾出現了三個解決方案： 

（1）社會建議的增設各級學校（A）：1956 年，中學和大學升學考試淘汰政策提

出之時，學生家長和社會曾提建議增設學校，但是中央以經濟發展優先，教育為末回

應，指出將經濟發展經費轉為辦學校不切實際，是本末倒置。1957 年 4 月 8 日，劉少

奇更在人民日報社論，批評當時社會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的思想，要求中小學

畢業生正確對待升學和勞動的關係。但是這些說辭都未奏效，前述升學教育的後遺症

快速惡化，帶給政府極大的壓力。 

                                               

註 玬  周江平，前引文，頁 62。 

國家政策與 

教育市場需求矛盾 

1.學校：強制學生留

級或就業 

2.家長和學界：要求

減少或取消農村保

送名額 

3.社會新聞：升學競

爭與考生自殺事件 

教育與勞動， 

教育與政治之矛盾 

1.黨政是否應介入大

學校園之爭論 

2.全盤移植蘇聯教育

制度的適當性 

3.基礎理論與專業教

育之間的平衡 

就業分配與就業市場

需求之矛盾 

1.城市就業市場飽和 

2.畢業生拒絕下鄉 

3.農村知青滯留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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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路徑依賴的形成 

 

 

 

 

 

 

 

 

資料來源：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4（August 

2001）, pp. 507~548. 

（2）開放民辦學校，引入市場機制（C）：劉少奇確曾提到過開放民辦學校和集體

辦學，此一開放等於是重回國民政府時代制度，引入市場機制。 

（3）實施兩條腿發展政策（B）：1957 年 11 月 8 劉少奇引用政府所發行的參考資

料中所刊載的「美國大學生三分之二半工半讀」的報導，提出了兩條腿發展的構想，

要求相關單位深入研究。 

在先經濟和國防，後教育的國家發展方針，以及教育國家化制度不可變更的大環

境之中，同時兩條腿發展策略基本上只是延續 1950 年代初期的模式，因此成為必然的

選擇（B）。這個政策於 1958 年 4 月，由天津市率先落實，即挑選出天津國棉一廠作為

試點，籌建半工（農）半讀學校。5 月 30 日，劉少奇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提出

《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主張，指出除了全日制學校和全日制工

作，應另外發展半工半讀，並且該制度應在「學校中、工廠中、機關中、農村中都比

較廣泛地採用」，應與全日制教育並行。玝此政策獲得毛澤東的背書後開始推動新政

策。 

2.政策推動的策略與定位 

首先，在政策定位上，劉少奇未選擇漸進式的方式，卻是延續 1950 年代初全盤組

織的再造：不但以當時教育界完全陌生，甚至與當時國家反美路線相矛盾的美式建教

合作、職業教育經驗為訴求，而且在提出之時，就將半工半讀制度的位階提升至與全

日制學校平起平坐，並要求即刻全面實施。 

其次，在落實的過程中，路徑依賴的特質就更為明顯。一開始，劉少奇與黨中央

就延續建國初期的激進革命改造模式（B,B,B），求諸於群眾路線，透過媒體的宣導，

進行意識形態鬥爭，批評當時社會對體力勞動者的輕視，強調腦力和體力勞動之間的

平衡。當時的媒體所提出的各種口號－諸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多、快、

                                               

註 玝  李慶剛，「劉少奇兩種教育制度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以天津半工半讀教育發展為參照」，頁

84~88；周江平，前引文，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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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省」、「全民辦學」、「廠校合一」、「學校與社會合一」－等均是延安時期和掃盲教

育的口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1958 年 5 月 15 日，人民日報所報導的河南省提出的

「黨委領導，發動群眾，重點試驗，全面推廣，一處點火，到處開花的群眾動動方

式」的口號。在此口號之下，該省採取師資就地取材、教室因陋就簡、自編課本等延

安經驗的方式，在短短的兩個月內辦起了 3.7 萬多所的小學。瓝這個多、快、好、省的

經驗經媒體宣導，立即快速蔓延，並且與一波接著一波的群眾運動相結合，諸如 1958

年春天的下廠下鄉運動，4 月的大量發展民辦農業中學等。瓨在這樣的過程中，最初的

美式職業教育觀早已被忘卻，取而代之的是延安時代和掃盲最粗淺的政治鬥爭教育模

式。1958 年 10 月，20 個省市中 397 所大專院校舉辦了 7,240 個工廠，13,000 多所中

等學校辦了 144,000多個工廠。甿 

然而，教育的高速發展和失控也導至政策的急轉彎。1959 至 1961 年之間，農村

發生大饑荒，新建的簡易工農學校失去奧援，泰半停辦。1962 年，大躍進草草收場，

國家政策進入整頓時期，教育政策亦同步調整。1960 年全國 3 萬所農業中學，學生

290萬人，1962年，只餘下 3,715所，在校學生人數僅 26萬。畀 

1964 年劉少奇再度提出兩條腿策略。周江平認為，甾主要的理由之一是雖然前次

嘗試出現失控，但幾所活存下來的學校，例如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上海的工業大

學、天津的青年學生半工半讀中專的畢業生素質大多不錯。再者，與 1958 年相比，

1963 年教育普及率大幅度下降，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從 80.3%縮減為 57%，中學的在

校人數從 1215.88萬人縮減至 845.35萬人，對於政府構成相當大的壓力。 

經過大躍進的教訓，再度提出兩條腿政策時，劉少奇將之定位為職業教育的發

展，並強調穩紮穩打，指出「一種新的學校制度，至少要 5 年才能初步總結經驗，10

年才能總結比較成熟的經驗，加以推廣。」1965 年下半年，半農半讀、半工半讀的中

等學校學生比 1964 年增長了 87%左右，疌過程尚屬平穩。不幸的是，當時城鄉相隔制

度已然形成，半工（農）半讀制度與全日制學校兩者之間的強烈對比，成為毛澤東政

治鬥爭的利器，被指為「資產階級的職業學校」；兩種教育制度是「資本主義國家的

『人才路線』和『勞動者教育』的『雙軌制』的翻版」。文革爆發之後，各種各類農業

中學、中專均轉變為單一制的普通中學。疘此後近十年，這些學校與其他所有各級學校

                                               

註 瓝 

 王鍚章，「學會用兩條腿走路」，人民日報出版社主編，共產主義大躍進（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1958年），頁 141~146。 

註 瓨  周江平，前引文，頁 58。 

註 甿  黃立志，「我國近現代職業教育的若干個『第一』」，邢臺職業技術學院學報（邢臺），第 25 卷第 2

期（2008年 4月），頁 7~9。 

註 畀  周江平，前引文，頁 58。 

註 甾  周江平，前引文，頁 59。 

註 疌  周江平，前引文，頁 59。 

註 疘  賀燕麗、童廣運，「文革前陜西省半工半讀教育的發展及啟示」，西安外事學院學報（西安），第 2

卷第 3期（2006年 9月），頁 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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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都套入延安教育路線：「農民成了教育的主體，知識分子成了接受教育的對象」。皯 

（二）兩條腿發展政策的影響 

於今回顧，兩條腿發展政策對於中國的教育最大貢獻，就是突破了單一的全日制

教育體制，為現今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開路，但是政策的變質卻反而強化了 1950 年代

城鄉教育二元化發展的走向。此一影響可分為正和非正式制度兩個層面。 

在正式制度方面，最大的影響就是促成了重點大學的增設，以至中小學重點學校

發展的制度。重點大學的設置始於 1954 年 10 月，當時只有 6 所，至 1959 年，由於大

學機構爆增，為了保護質量，中央增設 11 所重點大學，即為 17 所，並在同一年開始

設置重點中學，至 1960年又再增設至 61所，至 1963年時共 65所。盳重點大學和中學

的設置與大躍進時期農村公辦、民辦兩類學校並進發展的模式形成強烈的對比。1962

年，中共中央發出一份文件強調集中資源發展重點中學，並將農村學校排除在外，同

時 1958 年推出的城鄉戶籍分隔政策，亦開始落實，由之出現了圖 4 中小學校的階層

化：城市重點學校、一般學校，以及農村的民辦學校。根據 Pepper 的論文，當時資源

集中的重點學校，遠超過一般學校，與農村學校更是天差地別，農村子弟在升學考試

中難以和城市學校學生競爭，以至大學幾乎為城市、白領子弟所壟斷。盱 

圖 4  1960 年代初城鄉分隔教育圖像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註 皯  王懷興，「中國農村基礎教育政策研究－基於人力資本投資的視角」，頁 56。 

註 盳  王瑞琦，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頁 333~335。 

註 盱  Suzanne Pepper,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pp. 85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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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影響最深刻的應是對於農村教育認知的形塑與內化。延安的

「因陋就簡」、「就地取材」的發展理念，不但透過國家政策的宣導、地方全力動員獲

得正當性，盰並且經由「鄉鄉有中學，社社有小學」，乃至「社社有中學，村村有小

學」政策目標的落實與農村教育合而為一。盵這種發展理念隨著重點學校設置與城鄉戶

籍分隔兩個制度框架的建立，深植於中央領導和地方政府幹部之中。 

另一個影響就是業績導向的決策特質。周黎安、矸周飛舟矼發現，大躍進全民運動

造就了一個「錦標賽」（ tournament）的管理模式：即中央為競賽的發起和目標制定

者，地方為參賽的運動員，業績的表現成為衡量忠誠度的指標；業績落後者不僅被批

評為不積極，甚至指為執行「右傾」路線。這個模式在教育領域更是明顯。從建國初

期，國家就追求「高發展」和「普及」，以「工人知識化」，和「超越」、「趕上」資本

主義國家為目標。這些目標至大躍進時期，經由民粹式的洗禮走向制度化，塑造出

「追趕」政策的傳統：即強調速成，只重結果，不問發展之過程，並以「超額」、「提

前」完成預定的數量做為績效的指標。 

第三個重大影響則是社會動員和參與遭到全盤否定。教育與社會的合一原是共產

黨人發展教育的信念，但是兩次的國家動員與全民運動化，未曾有效的化解鄉村與城

市，農民與城市知青之間的隔閡，矹卻耗盡了民國時期平民教育者所喚醒的農村中原來

所擁有的社會能量。在稍後的分析可以看到，1980 年代之後至今的學校教育與社會幾

乎完全隔絶，走向封閉式的教育體制。 

從圖 5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文革前城鄉教育分隔制度發展的變遷。自 1950 年代初，

中國的城、鄉教育就是在延安和蘇聯兩個不同教育制度下分別發展，只是農村子弟尚

可藉由優惠政策進入城市的中學和大學。1958 年兩條腿政策推動之後，多、快、好、

省的理念先藉由全民運動得以強化，至 1960 年代初因戶藉制度的實施、重點中學的設

置，得以生根。1960 年代，兩條腿走路再度推動時，劉少奇雖然修正原先的策略和路

線，但是在城鄉分隔的大環境中，兩條腿走路策略仍難擺脫群眾運動的宿命，成為毛

澤東進行政治鬥爭的利器。1966 年之後，在一波接著一波的意識形態動員與群眾運動

的激化之中，重點學校廢止、入學招生考試改為推薦入學、工農學校轉變成為普通學

校，並且按著延安教育「多、快、好、省」的理念運作，城鄉教育差距的爭論暫告一

個段落。 

                                               

註 盰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頁 13~14。 

註 盵  王鍚章，「學會用兩條腿走路」，頁 141。 

註 矸  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北京），第 7 期（2007 年 7 月），頁

36~50。 

註 矼  周飛舟，「錦標賽體制」，社會學研究（北京），第 3期（2009年 6月），頁 54~77。 

註 矹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頁 16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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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大學統一招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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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中國城鄉教育二元化之發展（1950~1976）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伍、1980 年代之後新舊兩條腿政策與城鄉教

育二元化發展 

1970 年代末，文革止息，在蓬勃發展的農村個體戶與鄉鎮企業帶動之下，國家發

展政策從意識形態掛帥轉向經濟發展。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

於經濟制度改革的決定」，確定了鄧小平的「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發展理念，沿

海城市接棒，取代鄉鎮成為經濟發展的重心。歷經文革的慘痛教訓，國家發展政策將

過去群眾動員、意識形態鬥爭的革命路線放在一邊，轉以「摸著石頭過河」為口號，

在邊做邊改的理念基礎之上，從計畫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再轉向市場經濟。隨著國家

發展政策的方針與模式的轉變，中、小學教育的發展亦出現了新的轉折，小學農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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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發展政策亦從昔日的制度革命轉向漸進式的制度改革。在此改革中，仍見到新、舊

制度的結合：新者為以「兩條腿政策」為名所進行的學校經費分配與籌措制度的改

革；舊制度的延續主要見於中小學整體教育政策和學校教育。以下分別述之。 

一、新政策與農村教育經費制度的改革 

1980 年底，文革甫息，中共中央、國務院就發布《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

決定》（以下簡稱「1980 年決定」）的文件，恢復兩條腿走路發展的方針，其後即提出

一系列政策。從表 2 可以看到，新的兩條腿發展策略集中於教育經費的分配與籌措。

這個策略一方面重申 1950 年代以國家辦學為主體，充分調動社會集體、廠礦企業等各

方面積極性的論點，另方面將訴求從意識形態和平均主義轉向地方負責與經費多元

化，提出「辦學權力下放」和「多渠道辦學」的口號。質言之，這是一個新酒舊瓶的

改革策略。 

表 2  中國大陸農村教育主要政策（1980~2000） 

時間 重要文件 主要內容和措施 

1980/12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

干問題的決定》 

必須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以國家辦學為主

體，充分調動社集體、廠礦企業等各方面辦的

積極性。 

1983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改革和加強農村

教育若干問題的通知》（簡稱1983年《農村教

育通知》） 

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通過多管道確實解決

經費問題。 

1984/12 國務院發布《關於籌措農村學校辦學經費的通

知》 

逐年增加國家對教育基本建設投資和教育事業

費的同時，充分調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其他

各種社會力量辦學的積極性，提出鄉政府向農

民徵收「教育附加費」政策。 

1985/5 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 明確提出「把發展基礎教育責任交給地方」。

1986 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明定所需經費主要通過各級財政撥款，徵收教

育費附加，以及社會捐款助學等途徑加以籌措

。 

1992~1993 1992年《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提出「兩基」，作為1990年代中國教育

事業發展的首要目標。 

兩基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

年文盲。「兩基」政策預期2007年能夠完成「

普九」的任務，即「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

。 

1995 3月18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 “財、稅、費、產、社、基”的經費體制正式

確立。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江蘇省學生聯合會網站，2006 年 7

月 20 日，http://www.redmay.cn/Html/Dw/2006~7/20/10_27_43_952.html；葛新斌，「農村教育投入體

制變遷 30 年：回顧與前瞻」，頁 82~88；何曉斕，「中國農村教育：改革的困境與政策的調適－以

湖南省洪江市（縣級市）作為具體個案進行解讀」，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碩士論文（2004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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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權力下放的主要目的在於將基礎教育發展的負擔從中央轉至地方，矻於 1980

年提出，之後在 1985 年中共中央的「教育體制改革決定」文件中獲得正式的認可，其

核心思維就是「實行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在此原則下，農村義

務教育實行三級辦學、兩級管理的體制，也就是縣、鄉、村三級辦學。至於「多管道

籌措教育經費」，中央提出的說帖是「窮國辦教育」，和「人民教育人民辦，依靠人民

辦教育」，矺先於 1984 年開始徵收教育費附加率，並於教育體制改革文件發出之後，陸

續推出各種校創收管道，除恢復大躍進時期的校辦產業、勤工儉學，允許學校收取學

雜費，並開放設備對外有償使用，以及開放社會團體及個人辦學、發動社會捐集資。矷 

以上兩大政策不僅減輕中央教育財政的沉重負擔，同時也引入社會資源，尤其是

1980 年代初，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為許多學校帶來生氣，引導著各級學校逐步走出 1960

年代所建立的大鍋飯制度。此後，國家教育財政投入比例逐年下降，非財政收入的比

例逐年提高，以至 1995 年兩者的經費總額幾乎相當。根據邵鋒的研究，祂 1997 年全國

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中，財政預算內撥款在 54.8%左右，而財政預算外和非財政經費

所占比例高達 45.2%左右。但是就在新政策以轉移經費負擔為重心，解決 1950 年代國

家全包的困境的同時，卻也帶來了諸多的負面效應。 

第一、出現層層卸責的連鎖效應。杜育紅、礿葛新斌秅指出，在下放權力之時，

1985 年的教育體制改革決定並未對中央、地方各級政府的職責予以規範，給予了各級

政府推卸責任的機會，於是省政府推給市，市下放給縣，縣下放到鄉、鎮，鄉、鎮政

府不堪承受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之重，而又無法得到其他途徑的補助，就將一部分經費

籌措的責任轉嫁給農民，穸以至形成現今縣辦高中、鄉辦初中，而數量最大的小學則由

資源匱乏的村負責的格局。 

第二、受到優先發展經濟和城市政策的影響，地方政府在分配經費時亦如此。儘

管義務教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縣級人民政府編制預算時，應以農村地區學校和薄弱學

校為重心，第四十五條並要求設立專項基金，但是正如郭建如所分析，穻地方政府莫不

以經濟發展效益為導向，而且分配經費時，又均以資源和發展潛力為指標，從最容易

看到成效的大城市學校開始，再到縣市、鄉，最後分到最沒資源的基層的村時，經費

已所剩無幾。 

                                               

註 矻  沈雁冰，「『空殼』希望小學調查」，法律與生活（北京），第 1期（2009年 1月），頁 15~17。 

註 矺  王曉琴，「稅費改革後農村義務教育的困境及出路研究」，山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論文（2007

年），頁 6。 

註 矷  杜育紅，「農村基礎教育財政體制發展與改革的走向」，頁 4。 

註 祂  邵鋒，「誰為農村義務教育買單？－從政府間財政關係看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體系」，教育與經濟

（武昌），第 3期（2004年 9月），頁 34~37。 

註 礿  杜育紅，「農村基礎教育財政體制發展與改革的走向」，頁 3。 

註 秅  葛新斌，「農村教育投入體制變遷 30年：回顧與前瞻」，頁 84。 

註 穸  王曉琴，「稅費改革後農村義務教育的困境及出路研究」，頁 7~9。  

註 穻  郭建如，「國家－社會視角下的農村基礎教育發展：教育政治學分析」，北京大學教育評論（北

京），第 3期（2005年 9月），頁 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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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多管道籌措教育經費」政策的主要缺陷在於忽略了各地方的社會資源的差

異，未能提供配套措施，使之很快成為城鄉教育差距擴大的催化劑，出現了強者恒

強，弱者恒弱的發展。富裕的大城市有各種企業和商店，徵稅的管道和名目甚多，徵

收的額度最大；縣和地級城市雖無大型超市，仍有商店和企業，徵收的規模與額度遠

不及於大城市，但仍有固定來源。最差的是農村，直到研究者訪談的今日都未見到稍

具規模的企業，只有不需付稅，販賣東西的小舖。農民們雖有土地與農田，卻沒有現

金，令地方幹部為農村無稅金可徵收傷神。 

第四、在政策落實的過程中出現了教育市場化與市場的扭曲。例如，1985 年之

後，舊制如校辦產業、勤工儉學再度推動之時，正逢國家大力宣傳商品經濟理論盛

行，使得原來集資辦學的政策一夕之間變質成為全國性的校園創收活動，竻學生成眾多

學校創收的主要對象。一些城市的菁英中、小學校開始向外地或入學考試分數未達錄

取標準，希望就讀該校的學生收取高額的借讀費，以至今日，儘管口中痛駡，為了讓

子女享受到更好的設備和師資，無數的學生家長仍只能向菁英中學繳交兩萬元，甚至

8 萬元人民幣的「擇校費」、「贊助費」。 

相較之下，各方資源均缺乏的農村學校在推動校辦產業、勤工儉學，就困難重

重：想開拓校園創收，學生窮困，利潤太小，而且該項活動因受到社會的批評，逐漸

消失；至於收取擇校費、贊助費，受訪的學者指出，農村學校地處偏遠，缺乏市場吸

引力，只會擔心學生流失，而且根據規定，農村學校的轉換，不需繳交贊助費。從杜

育紅的分析可看到，籵 1980 年代末農村經濟衰退之後，社會捐資大幅度縮減，農村學

校的經費主要來源只剩下政府投入與學雜費兩個主要管道，許多學校難以為繼，所能

做的就只有編造各種名目，向學生亂收費。 

二、舊制度的留存與城鄉二元化的發展 

在新政策和新制度使得農村教育和學校因地方和市場資源均匱乏，處於明顯劣勢

的同時，重建的 1960 年代教育制度又限制了農村教育發展的空間，而大躍進時期所形

成的業績導向的舊式管理模式更進一步強化城鄉教教育二元發展的走向。 

（一）舊制度的影響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關於中國的初等學校教育發展政策城鄉二元特質的論述者

眾，根據文獻與研究者之訪談，以下四項政策最具代表性： 

1.以縣為基點發展農村學校的盲點 

文革結束之後，重點中小學校的設置再度恢復，並如舊制中一樣，再度享受政府

的重點投資，而且由於重點學校均在城市或是縣城，重點發展政策一直就是一個城市

                                               

註 竻  王瑞琦，「大陸中小學的『創收』活動」，中國大陸研究，第 31 卷第 10 期（1988 年 1 月），頁

60~66。 

註 籵  杜育紅，前引文，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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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發展的策略。在中國，論及農村教育均指縣以下（包括縣城）的學校，但是根據

研究者之訪談，真正的農村學校其實不在縣城，而是在基層的農村，糽也就是說農村教

育的問題主要指的是鄉，尤其是村的層次，然而，中央在推動各種農村教育政策卻是

以資源最豐富的縣城為基礎。例如，1983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農村教育通

知》，並於同年 5 月將中國農村教育列入「六五」計畫期間國家重點研究項目，指出其

主要工作是建立實驗縣、示範鄉鎮，期望由之湧現出一批農村教育改革的先進典型。耵

此一政策對於農村學校的困境實無助益。同樣，1988 年前國家教育委員會（現今教育

部）批准「燎原計畫」，次年 5 月開始啟動「百縣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實驗區，推動的

辦法是在實施「燎原計畫」的縣（市）中，首先重點把 115 個縣（市）做為農村教育

綜合改革試驗區，再推展全國農村教育的改革。但是，此一計畫的重心在於地方領導

階層的培訓，並非基層教師，肏而且被選出者仍都是各省資源較豐富的縣。從受訪的教

育學者的回應，研究者發現，對於重點發展政策，中央期待的是先行者能帶動後進

者，但是 1980 年代之後，由於前述經費制度的改革，地方（即便是村落）之間，各校

之間的教育資源差異性甚大，先行試點的縣級學校很難將所得的成就推廣至窮困地區

的學校，以至兩者之間的差距反而擴大。 

2.城鄉差別的教育政策 

除了資源集中在縣城學校，表 3 可以看到，在教學指導方針、目標和重心、課程

安排等方面，城鄉有兩個不同的標準。 

3.重回工農教育的發展策略 

文革結束後，半工半農的教育發展策略重回到農村。1980 年代初，中央就在農村

大力推動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結合，1983 年的《農村教育通知》要求農村初中不僅

要增設勞動課程，而且到三年級時分為普通科和職業科，即後來所謂的「普職分流」。

普職分流立意良善，但是北京師大袁桂林教授亦提醒，肮由於農村的初中職教的內容並

非真正技術教育，只是一般的農務，普職分流政策實際上違背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政

策的精神。從何慶壽與董澤芳、沈百福的評論亦可看到，肣在升學主義的大環境之下，

分流政策只是在學校中製造了台灣所稱的「放牛班」，或將農村子弟送進社會評價最低

的農、職業學校，反而促使學生提早輟學。此外，1991 年，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

業技術教育的決定》積極推進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實施「燎原計畫」，實行「農科教結

                                               

註 糽  現今中國的農村教育統計數據一般都包括縣城學校在內，因此還難由之看出農村教育的實際情形。這

也是本研究決定不使甪官方數據為佐證的主要原因之一。 

註 耵  何曉斕，「中國農村教育：改革的困境與政策的調適－以湖南省洪江市（縣級市）作為具體個案進行

解讀」，頁 1~58。 

註 肏  廖其發編，中國農村教育問題研究（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 15~21。 

註 肮  袁桂林，「我國農村學校教育諸政策評析」，中國教育學刊（北京），第 2 期（2009 年 2 月），頁

17~20。 

註 肣  何慶壽，「分流教育要因地制宜－農村地區初中分流教育問題透視」，中小學管理（北京），第 5 期

（2002 年 5 月），頁 55；董澤芳、沈百福，「試析農村初中學生教育分流意向」，湖北大學學報（武

漢），第 6期（1997年 12月），頁 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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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統籌基礎教育、業餘教育和成人教育，並稱其為「三教統籌」。肸但是，根據一位

受訪學者，在當時，業餘教育、成人教育均是教育的最末端，因此「三教統籌」之策

略仍未脫離文革之前農村的掃盲教育和基礎教育的混雜。 

表 3  中國城市、農村基礎學校教育發展政策的差異 

 城市學校教育 農村學校教育 

指導

思想 

要與城市經濟發展相適應，為城市輸送大批素

質優良的勞動者和專門人才；優先推動義務教

育，不僅要在普及程度上高於農村，並致力提

升質量，以為全國之表率。 

要與農村經濟相適應，堅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樹

立「優秀者不一定都要上大學」，「不求人人升學，

但求人人成才」。 

目標

重心 

多一點普通教育，分流較晚，提供學生城市服

務的技能；重視和加強語文、歷史、地理、音

樂、和美術等科教學，課時必須保證。 

早一點分流，給孩子更多的服務於農村技能；因師

資不足，重心在語文、數學、政治、農業基礎知識

，其他課程可刪減、合併或舉辦講座。 

教師 
根據2001年中小學職工編制標準，城市初中生

師比為13.5：1，小學生師比為19.0：1。  

對於縣鎮小學，生師比分別為16.0：1和21.0：1；農

村小學初中生師比卻是18.0：1，小學為23.0：1。 

課程

安排 

六年制，有外語、唱遊；課程強調聽、說、讀

、寫的訓練，特別開設課外閱讀課和說話課；

課外活動包括：自習、體育、科技閱讀、文娛

活動、校、會班活動。 

多為五年制，無外語、唱遊，以農業常識課取代；

強調常用雜字和應用文等所謂實用知識；數學教學

偏重珠算和記賬。課外活動無具體安排，一部分學

生需參加輔助性勞動。 

資料來源：余秀蘭，中國教育的城鄉差異－一種文化再生產現象的分析（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年），

頁 97~110；司曉宏，「優化教育源配置，促進西部農村義務教育優質發展」，教育研究（北京），

總第 353 期（2009 年 6 月），頁 17~21；董吾舜，「農村初中薄弱的成因與謀求發展的對策」，農村

教育（黃山），總第 149期（2006年 7月），頁 1~3。 

4.先城市後農村的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 

先城市、後農村的發展策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1992 年《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提

出時，不是從需求最急的農村開始，而是從發展快速的城市開始。肵一位受訪學者指

出，在中國，舉凡中央政府的文件、規定、領導人講話代表了政府政策，因此其對於

城鄉教育資源的分配具有引導和決定性的作用。不僅如此，該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將

城市徵收的教育附加費納入預算管理，用於改善中小學條件；農村徵收的金額不但要

用於支付國家補助、集體支付工資的教師工資，還要改善辦學條件和補充公用經費。

這使得 1990年代中期，稅費改革之前，農村教育經費三分之一是來自農民自己。肭 

（二）業績導向與城鄉教育二元化發展的催化 

如前所提，大躍進運動形塑了中央，尤其是地方政府施政中業績導向的特質，這

個特質在文革結束，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經濟效益的強調不斷強化，成為前述

馬太效應發展模式的催化劑。自 1980 年代初迄今，中央推動農村教育一貫不變的策略

                                               

註 肸  廖其發編，中國農村教育問題研究，頁 20。 

註 肵  周芬芬，「城鄉教育差距的分析視角與實踐模式」，頁 127。 

註 肭  高如峰，「重構中國農村義務教育財政體制的政策建議」，教育研究（北京），第 7 期（2004 年 7

月），頁 20；王曉琴，「稅費改革後農村義務教育的困境及出路研究」，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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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給予各項重大政策明確的完成時間表，然後按此時間表評估各政府的績效。這個

策略迫使各級政府將焦點放在數據的達成，將重心放在條件較佳，比較容易看到成果

的學校，將城、鄉教育發展中所存在的各種不公平現象放在一邊。這使得政府與農村

基層教育發展逐漸脫節，以至於未能於 1980 年代後期城鄉教育差距浮現之初時及時調

整政策，任令其惡化，即至 1990 年代後期問題日趨嚴重時，其所推出的解決方案非但

未能解決問題，反而成為城鄉差距擴大的催化劑。其中最具代表的兩個方案就是教育

附加率的提高與義務教育推動指標的完成。 

1.教育附加率的提高 

教育費附加率是指三稅，即教育費附加以各單位和個人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費

稅、營業稅稅額的百分率，舠其於 1986 年時，僅為 1%，但是之後，鄉鎮企業發展遭

遇瓶頸，縣鄉政府的財力又增長有限，在支應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捉襟見肘，於是 1990

年 6 月，國務院發出《關於修改收教育費附加的暫行規定》，將教育費附加率調高為

2%。但是就在中央以增加農民負擔來解決縣財政的政策實施之後，一些地方鄉、鎮政

府又另向農戶收取教育費附加費。這種重複徵收引發農民的反彈，與鄉、鎮政府之間

產生衝突。 

2.義務教育推動的指標 

1986 年九年義務教育法通過之後，中央提出了「讓所有適齡兒童有學上，有書

讀」和「將學校建在貧下中農的家門口」的政策，並且提出了 2000 年完成普及九年義

務教育（簡稱「普九」）的指標。這項政策指標提出之後，各地政府即將之列為施政的

第一要務，並且在進入 1990 年代中期以後更是全力衝刺。為了順利通過「普九」驗

收，有的地方政府從希望工程著手，集資建設希望小學，更多的學校靠著借錢改善辦

學條件。各地的趕工使得 2000 年全國中小學校的數量高達 55.79 萬所，湖北省的農村

中小學校就近達 3 萬所。芠但是，趕工的結果卻也產生了無數的「豆腐渣工程」，並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中發生了因學校校舍倒塌，導致學校師生死亡的事件。舉債辦學的

結果則導致各地學校債台高築。根據 2003 年國家審計屬審計調查 50 個縣的數據，

2001 年底的基礎教育負債為 23.84 億元，2002 年底上升為 31 億元，增長 30.0%。苀以

湖北省長陽縣為例，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在 2000 年完成「普九」任務，共有中小

學校 500 餘所，但也因此背負了 2,285.26 萬元的債務，至 2009 年還有 1,780 萬元沒有

償還。芫據報導，2000 年全國的「普九債」高達 600 億元，芚如何擺脫教育債已成為各

地農村教育發展中的相當棘手的任務。 

                                               

註 舠  王曉琴，前引文，頁 6~7。 

註 芠  沈雁冰，「『空殼』希望小學調查」，頁 16。 

註 苀  杜育紅、鐵俊，「關於教育負債與學校財務風險的思考」，中小學管理（北京），第 4 期（2006 年 4

月），頁 4~6。 

註 芫  沈雁冰，前引文，頁 17。 

註 芚  賀子俊、羅安寶、張愛國，「鄉村債務：『中部崛起』難以逾越的障礙」，金融經濟（長沙），總第

276期（2005年 3月），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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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農村教育和學校的弱勢，城鄉教

育差距的擴大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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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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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辦學 

新時期兩條腿策略 

升學考試制度 

重點設置與改革試點 

非

均

衡

發

展

、

地

方

與

市

場

主

導 

城鄉兩套

課程與教

材 

先城市後鄉

村的發展策

略 

傳統兩條腿策略 

辦學權下放 

城市學校的比較優勢與農村弱勢兩者之間 

差距的擴大與教育市場的扭曲 

從圖 6，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1980 年代經改政策之後初等教育發展的特質：其是由

新舊兩個兩條腿發展策略所建構而成，新策略聚焦在教育經費的分配與籌措，將辦學

的權力下放至地方和推動學校拓展教育經費來源，舊時的校辦工廠、勤工儉學等均成

為創收的管道。但是由於缺乏配套措施和具體的規範，辦學權下放政策導致中央至地

方政府對於農村教育卸責的連鎖效應。多管道辦學政策也因忽略了城鄉資源差異的變

數和周密的規畫，引入的不是社會資源而是市場因素。這兩者導致了農村教育發展弱

勢，以及城鄉教育的差距，而此一差距透過舊有的兩條腿制度，包括升學考試、城市

重點學校設置、城鄉兩套教材與教學、以及先城市後鄉村的發展策略得以鞏固，再經

傳統的業績導向管理模式和農村教育因陋就簡的傳統思維催化而擴大。 

圖 6  1980 年代以來，新、舊兩腿走路發展策略的內容與互動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再進一步比較圖 6 和圖 1，又可發現曾經在 1950 年代主導兩條腿發展的信念和口

號的「群眾」和社會動員，於 1980 年代完全消失。過去兩年訪談城鄉各類學校時，從

受訪的教師和幹部對於有關學校與社區互動的問題的回應發現，幾乎所有的學校與社

區和外界的互動相當低，即便是家長也只是被動的參與。唯一例外的是湖北省某鎮的

家長會積極參與鎮的教育發展，並且提供獎學金給學校。在這種與社會隔絶，封閉式

的辦學模式之下，由於農村學校不能像城市學校靠有錢的家長，周圍的大企業獲取資

源，就更為孤立和弱勢。質言之，經改之後的中國農村教育不僅失去了文革之前群眾

運動所帶來的各種政治資本與人力資源的奧援，亦失去了社會的關懷，終至失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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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的動能。 

簡而言之，1980 年代初至 2000 年之間，中國的城鄉教育發展的差距是在一個政

府卸責、校園創收、教育市場化、地方政府追求政績和效益的惡性循環之中不斷擴

大，而此一惡性循環因農村學校封閉的管理模式，以及和社會隔絶得以強化，並持續

二十多年未得解決，終使得農村教育發展成為新世紀初國家發展的絆腳石。 

三、全面小康政策與兩條腿政策的終結 

在走過 15 年的非均衡發展，1990 年代中期之後，國家的整體發展政策方針與策

略終於見到調整，從非均衡發展轉向全面小康，從經濟發展走向人力資源發展，農村

基層人力素質的提升首次與菁英人才培育並列，放入國家發展的日程中。隨著城鄉差

距的不斷擴大，兩條腿的名稱受到學界和社會的批評，並且逐漸消失在政府政策之

中。2001、2002 年，針對長年累積的農村教育經費不足、亂收費、教師薪資積欠等問

題，國務院、教育部等中央部會推出一系列重大政策，包括將基礎教育的管理從鄉提

升至縣級單位，取消農村教育附加稅和實施教育一費制，推動中小學布局調整政策，

以及建立義務教育的經費保障機制。芘這些政策標示著國家似乎終於克服了長久的認知

舊包袱，即對於教育的吝惜投資，以及先城市後鄉村的教育發展政策。 

然而，即如 Campbell 所提醒，制度變遷是緩慢的，舊有的制度不會在一夕之間消

失，無形的認知或信念更是如此。束之高閣的兩條腿政策的基本理念，即城鄉二元教

育的發展的傳統認知，仍舊成為 2001 年的新政策的絆腳石。例如，當時的政策雖然強

調菁英人才培育和基層農村人才培育兩者並進，但是重心仍在黨政、商菁英階層，至

於農村人力資源發展、城鄉教育差距等只是陪襯。芛此外，亦再見到追求效益的舊習導

致各項新政策的變質，使得農村教育問題更趨惡化。 

這段期間，對於農村教育，國家推出三個重大政策：取消農村教育附加稅與教育

一費制、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由鄉提升至縣、中小學布局調整政策。然而，這三個學

界多年呼籲，終於獲得國家支持的政策，在落實的過程中，卻因時空條件的改變、缺

乏配套措施，以及地方政府全力追求業績，忽略基層的困難和需求，非但未為農村教

育帶來預期的改變，反而導致教育經費不足、亂收費、教師薪資積欠等問題更形惡

化。芵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最關注的就是過去十年以辦學效益為出發點，全力推動農

村中小學布局政策。芧 

                                               

註 芘  葛新斌，前引文，頁 84~85。 

註 芛  王瑞琦、胡宇芳，「國家控制與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非均衡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 47 卷第 4 期

（2004年 12月），頁 75~105。 

註 芵  薛海蘭，「叫停盲目撤點併校」，內蒙古教育（呼和浩特），第 7 期（2007 年 4 月），頁 19~22；國

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編，中國教育綠皮書－中國教育政策年度分析報告（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9 年），頁 160~161；王阿莉，「加強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審計監督」，現代審計與經濟

（西安），第 5期（2006年 10月），頁 7、21。 

註 芧  何卓，「對我國農村小學布局調整的思考」，教育發展研究（上海），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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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後期的農村人才培育重心逐漸轉向高中、職業和成人教育，農村中小學

教育成為整頓的對象。2000 年，「普九」指標，村村有小學的任務才宣告圓滿達成，

次年 5 月，國務院就下發《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文件，對農村義務教

育階段學校推動撤點併校的布局調整工作，並提出「資源優化和規模效益的原則」、

「集約化辦學」、「調整小學，穩定和建設初中，協調發展高中」的指導方針。此一

政策急轉彎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農村生育計畫成功，學童人數降低；芮另一個是一村一校

不便管理，學校規模太小，造成資源浪費，同時教學質量不能保證。芼新的指導方針推

出之後，為求業績，各地不顧農民的反彈和抵制，學童長途跋涉上學的辛苦等問題全

力配合。一些地方政府更是致力於把地處經濟文化中心的小學校做大、做強、做優，

將一些辦學條件相對較差的小學校，以布局不合理之由，撤銷或合併，造成眾多 1990

年代辛苦建立的小學校舍閒置等待處理。芞學校撤併政策實施近十年，直到近年國家才

開始投入經費改善長久受到關注的農村學生寄宿惡劣環境，芺至於學校撤併對於當地村

落發展的影響，至今尚未見到深入的研究。 

陸、總  結 

總結本論文之分析，自 1950 年代初至 2001 年，長達半世紀，中國的初等教育其

實一直是在城鄉二元發展的理念和政策之下發展，以 1980 年為分界點，劃分成文革前

後兩個階段。本論文根據 Campbell 所建構之制度變遷理論分析，指出第一階段的城鄉

二元化的發展實際上是經過兩次的制度整合而成。第一次是在 1950 年代初期，在成立

政權之後不久，共產黨人就透過群眾運動和意識形態鬥爭在城市和農村建立兩種不同

的教育制度：在城市移植蘇聯的菁英教育制度；在農村卻是以具有強烈草根性、革命

性，以低成本、高效率為特質的延安教育模式為主體，同時為了減輕教育經費負擔，

發展民辦、公辦兩種學校。由於當時教育市場供大於求，而且農村子弟得以透過優惠

政策進入大學，畢業後留在城市當幹部，因此城鄉教育差異化和兩大教育制度差異的

矛盾隱而未現。 

第二次是在 1958 年，劉少奇提出「半工（農）半讀」教育與正式學校教育同時並

進的兩條腿發展政策，主要是解決教育國家化之後，所面對的教育經費負擔沉重，教

                                               

註 芮  沈雁冰，前引文，頁 15~17。 

註 芼  朱和平，「集約化辦學：實現農村基礎教育的二次跨越」，滁州師專學報（滁州），第 4 卷第 3 期

（2002 年 9 月），頁 87~88；羅興才、伍倜，「優化農村中小學在布局的幾點思考」，人民教育（北

京），第 10期（2001年 5月），頁 20~21。 

註 芞  薛海蘭，「叫停盲目撤點併校」，頁 19~22。 

註 芺  關於農村學生宿舍品質惡劣，報導甚多。筆者所訪談的一所設備較佳的農村初中學生宿舍一個房間放

置上、下舖共十張床，經詢問之後才知每張床睡 2 個學生，一共住 40 個學生。另一所條件稍差的小

學，每張上下舖床竟睡 3 名，甚至 4 名學生。由於學生太多，學校食堂（餐廳）太小，大部分的學生

拿著飯碗到外面空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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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供需失調、城市就業市場飽和的困境。然而這個政策在各方面均是延續著過去強烈

的革命改造特質：在定位上採用的是全新、零碎不全的美國職業教育發展經驗，在推

動時延續了前階段的意識形態鬥爭和群眾運動，並且使用延安時期的教育口號，透過

地方政府部門業績導向的執行，導致整個政策快速變質成為單一的因陋就簡的延安教

育模式，終至發展失控。全民教育運動的失控，又促使國家增設重點大學，以保全少

數正規學校的品質，並接續設置重點中學，乃至將農村學校排除在外，以至形成後半

世紀菁英、群眾教育二元結構發展的架構和制度。 

1964 年，劉少奇再度提出兩條腿發展政策，捨棄群眾運動與革命路線，強調漸進

方式，穩紮穩打，但是時空已變，兩條腿的概念成為毛澤東政治鬥爭中的把柄。文革

之後，各類學校均變成為單一制的普通中學，並奉行延安教育「多、快、好、省」的

路線。十幾年的教育發展付諸流水，從此「因陋就簡」成為農村教育的代號。 

文革結束之後，群眾運動成為歷史名詞，意識形態和平均主義亦靠邊站，國家發

展政策從政治掛帥轉經濟掛帥。獲得平反的兩條腿政策出現了新、舊兩個版本。新的

版本聚焦在教育經費的分配與籌措，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並以新酒舊瓶的方式，透

過辦學權的下放與多管道籌款，逐步突破 1950 年代國家供應的教育制度和計畫經濟的

框架。但是也因此出現中央和地方的相互推卸責任，以及市場因素的引入，使得資源

匱乏的農村學校和教育發展處於明顯的弱勢，而此一弱勢在舊有的兩條腿政策和制

度，諸如先城市後農村的改革政策、城鄉兩套學校教學、重點與非重點的階層化制度

重建中不斷強化，又透過舊有的「因陋就簡」思維與業績導向的管理模式不斷催化，

終與城市走向兩極化的方向發展。 

1990 年代後期，隨著國家整體發展政策從非均衡發展轉向全面小康的調整，農村

基層人力素質的提升首次與菁英人才培育並列，進入國家發展的日程中，兩條腿的名

稱終於走入歷史。一些重大政策的提出顯示著國家似乎終於調整其對於教育的吝惜投

資、先城市後鄉村的策略。但是，本研究分析亦顯示，城鄉二元教育發展的認知、中

央和地方追求效益的舊習等依舊，並導致各項新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變質，使得農村教

育問題更趨惡化。 

綜上所述，本篇對於中國城鄉教育二元化制度的發展之結論： 

1.中國城鄉初等教育二元化發展是隨著兩條腿發展策略的演變，得以形成並且深

化。兩條腿發展策略的演變可分為兩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在其

間確實可以看到路徑依賴的特質，而這些特質包括有形的制度和觀念與認知，並且不

斷擴大和強化。 

2.歷史的教訓、人事的改變、社會的關注，均會導致一些舊政策、舊途徑、舊制

度的丟棄，也因此使得兩條腿發展策略出現了不同的詮釋和發展的路徑。因此中國的

農村教育的弱勢就在舊有的思維和舊日階層化制度的重建與市場機制引進的過程中，

不斷弱化，與城市教育的差距愈來愈大。 

3.新世紀初，儘管兩條腿政策不再，但是過去的經驗告知，舊日有關農村教育因

陋就簡的觀念和認知，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和效益，置教育本質不顧的特質仍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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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同時文革結束迄今與社會隔絕、封閉式的學校教育亦待調整。 

質言之，從兩條腿政策和制度的變遷分析，看到現今中國城鄉教育二元化的源

起、歷史的教訓，與問題的癥結。 

 

 

 

* * * 

 

 

 

（收件：99年 3月 4日，第 1次修正：99年 4月 26日，三審：99年 6月 1日， 

第 2次修正：99年 7月 11日，第 3次修正：99年 10月 6日，接受：99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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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訪談表） 

農村學校 

年 地方名稱 分類 

2008、 

2009、 

2010、 

湖北省 職業中學、高中各2所；農村初中，民族小學各2所；希望小學，3所 

2009/10 山西 民辦小學、農村小學、小學點各1所 

2010/4 浙江 中心學校2所，民族中學1所、高中1所、職業學校1所 

城市學校 

校園參觀 湖北武漢菁英小學和幼兒園、天津重點初中1所 

2009 

訪談 
溫州農民工子弟學校，1所；就讀湖北漢口、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

學校之台商子弟，以及其父母 

學者、專家 

學者 
包括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中

師範大學、山東大學 
2008 

2010 

NGO 四川、北京、上海參與農村發展的NGO專業人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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