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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是國家競爭力的根基，國家競爭

力的關鍵取決於全體國民的素養與能力。

因此，先進國家莫不實施義務教育以強

化國民基本素養，並依國家社會之經濟發

展，延長義務教育年限，使國民基本素養

能全面性普遍提升，以奠定國家競爭的基

本實力。

普魯士是全世界第一個實施義務教育

的國家，1736年，普魯士王威廉一世頒布

普通教育法，規定 5～ 13歲之兒童必須

接受義務教育（雷國鼎，1986）。《世界人

權宣言》第 26條第 1款指出：「人人都有

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

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

性質」。義務教育初期的設立大都以國小

或初等教育為範疇，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議定原則，凡是學齡兒童就學率達 70%

以上之國家，即須考慮延長義務年限，第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各國競相延長國

民義務教育年限。

臺灣於 1968年延長義務教育為九

年，由國小跨至國中，迄今實施九年義務

教育已逾 42年，實施當時，全世界施行

義務教育超過九年者不到 10個國家，臺

灣算是名列前茅；自 1983年起，研議延

長義務教育，先後經過十二任教育部長，

有往下一年、往上一年或往上三年等各種

不同方案。2003年 9月，全國教育發展

會議達成「階段性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之結論與共識；2006年 12月，國立

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06年臺灣地區民眾

對重要教育議題看法之調查結果報告」普

查結果，則有高達 78.4%的民眾支持實施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育部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專案辦公室，2010a）；直至 2010

年 8月 28～ 29日，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

之後，教育部主導一段時間的「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緊鑼密鼓地規劃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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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2011年元旦，馬英九總統文告宣布

開始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2011

年 3月《遠見雜誌》調查，有高達 70.2%

的 7～ 12歲學童家長支持實施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政策（林奇伯，2011），臺灣

的國民教育延伸與發展即將邁入新的里程

碑。

中國大陸於 1986年開始實施九年

義務教育，起步雖晚，但經過 24年的努

力，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教育部強力

主導與努力，「普九」、「兩基」（「基本普

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

盲」），也累積不少令人激賞之成果，現則

積極加強高中的普及教育，未來應會因應

世界趨勢朝向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繼續發

展。

本文因應本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之議題，特就義務教育涵義與各國概

況、兩岸義務教育的發展、兩岸義務教育

的比較，分別要析，以供兩岸教育研究與

政策推展之參考。

貳、義務教育涵義與各國概況

一、義務教育的涵義

義務教育的涵義，可由下列學者專家

之界定知其梗概。

義務教育實具有普遍性、一致性、免

費性、權利性及強迫性的多種意義。如分

別言之，就普及全民而言，謂之國民教

育；就其內容一致言，謂之基本教育；就

國民受教之機會均等免費入學而言，謂之

免費教育；就人民之權利而言，謂之權利

教育；就以貫徹立法精神、大力推行教育

而言，又謂強迫教育。故義務教育實乃國

民教育、基本教育、免費教育、權利教育

及強迫教育之總稱。（蔡保田，1985：7-8）

所謂義務教育，就是國家規定每一國

民在一定年齡期間必須接受的一種教育，

因為接受此種教育為國民的義務，所以稱

為義務教育。（王家通，1992：39）

義務教育是以人民有其權利與義務接

受基本的國民教育。（林天祐等，2000）

義務教育指政府有義務運用公共資源

保障所有適齡兒童接受的教育。義務教育

的三個基本原則是強制、普遍與免費。凡

是適齡兒童都應強制接受教育的義務，並

且教育對象沒有階級或是出身的限制，

此外還必須是免納學費的。（維基百科，

2010）

簡言之，義務教育係政府應提供所有

適齡國民必須接受的一種免試、免費、強

迫的基本教育。（湯志民，2010）

二、主要國家義務教育概況

世界各國實施義務教育年限不一，

少則六年（國小），一般為九年（國小、

國中），如臺灣、中國大陸、瑞士等，先

進國家，如德、比利時、荷蘭、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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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法、澳大利亞、加拿大、西班

牙、日本、阿根廷等，大都延至 10～ 13

年（含括幼兒及（或）高中職），均依其

國家發展需求與財力而定。入學年齡有

5歲、6歲、7歲，以 6歲居多，畢業年

齡大多為 14～ 16歲，甚至延至 17、18

歲。主要國家義務教育概況，參見表 1。

參、兩岸義務教育的發展

一、臺灣義務教育的發展

（一）九年義務教育的實施

臺灣義務教育的發展起步甚早，1944

年，國民政府公布《強迫入學條例》。

1945年，臺灣光復。1947年，頒布《憲

表 1　主要國家義務教育概況

項目 年別 義務教育年限 入學年齡 畢業年齡

臺灣 2009／ 2010 9 6 15
中國大陸 2008 9 6（6／ 7） 14（16）
日本 2008 10 6 15
南韓 2008 9 6 14（15）
泰國 2009 9 6 14
菲律賓 2008 7 6 12
馬來西亞 2008 6 6 11
印尼 2008 9 7 15
印度 2008 9 6 14
越南 2008 9 6 14
新加坡 2008 6 6 11
美國 1 2008 12（9～ 12） 6 17（15）
加拿大 2008 11 6 16
巴西 2009 8 7 14
阿根廷 2009 10 5 14
英國 2008 12（11） 5 16
法國 2008 11（10） 6 16
德國 2008 13（9） 6 18（15）
西班牙 2008 11 6 16
比利時 2009 13 6 18
荷蘭 2008 13 5 17
瑞士 2008 9 7 15
澳大利亞 2008 11 5 15
紐西蘭 2008 12 5 16

註：美國義務教育年限是 9～ 12年，但以 9年或 10年的州最多。
資料來源： 引自教育部統計處（2010a：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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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1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

之權利與義務」，第 160條：「6～ 12歲之

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

其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已逾學齡未

受基本教育之國民，一律受補習教育，免

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供給」。

1967年，臺灣國民小學學齡兒童的就

學率為 97.52%，已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議

定學齡兒童就學率達 70%以上須考慮延

長義務年限之原則，加以金門地區於 1963

年試行九年國民教育成效頗佳，行政院乃

決議自次年秋季起，將國民教育延長為九

年，並將 1967年 8月 15日頒布的《九年

國民教育實施綱要》做為實施九年國民教

育政策的法源依據。1968年，公布《九

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同年 9月 9日全

臺國民中學舉行聯合開學典禮，「九年國

教」正式施行；教育部為配合九年國民教

育之實施，停辦初職及五年制高職，高職

招收國中及初中畢業生，修業三年。

1974年，公布《私立學校法》，鼓勵

私人興辦國民教育。1979年，公布《國

民教育法》，使義務教育立法實施更臻完

整。1982年，《強迫入學條例》第三次修

正。1984年，教育部發布《強迫入學條例

施行細則》。

1999年，公布《教育基本法》。2006

年 12月 27日第二次最新修正，以保障人

民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確立教育基本方

針，健全教育體制；第 2條：「人民為教

育權之主體」，第 7條：「政府為鼓勵私人

興學，得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第

8條：「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

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教師之專業自主

應予尊重。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

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

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

害。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

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

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

育事務之權利。學校應在各級政府依法監

督下，配合社區發展需要，提供良好學習

環境」，第 11條：「國民基本教育應視社

會發展需要延長其年限；……各類學校之

編制，應以小班小校為原則」。

至此，九年義務教育實施相關法令

逐一建置齊備。最重要的是，《教育基本

法》更明示「國民基本教育」應視社會發

展的需要來延長其年限。而延長國民教育

的相關計畫，也逐步規劃，企盼實行。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研議，在九年義

務教育實施 15年之後，教育部即有許多

相關方案之研擬與推展，茲要述如下（教

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專案辦公室，

2010b）：

1983年，教育部首先規劃實施「延長

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計畫，開辦

延教班。1986年，規劃實施「延長以職業

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第二階段計畫，調

整延教班，為自願不升學國中畢業生開辦

年段式課程，依其意願選擇一年、二年或

三年之課程。1989年，規劃「延長以職業

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第三階段計畫，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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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教班納入學制，改稱實用技能班，並積

極研議延長國民教育為 12年之可行性，

規劃原則：（1）自願入學；（2）有選擇

性；（3）免學費。

1990年，教育部公布「延長國民教育

初期計畫―國中畢業生自願就學高級中

等學校方案」，部分地區部分學生試辦國

中畢業生自願升學方案。

1993年，教育部頒布「發展與改進

國中技藝教育方案―邁向十年國教目

標」，在國中層級開設技藝課程，向上銜

接實用技能班，並修訂《職業學校法》，

將實用技能班納入正式學制。

1995年，教育部公布《身心障礙教育

報告書》，落實 3至 6歲學齡前兒童接受

普及、免費、強制的特殊教育；同時發布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身心障礙學生

的入學年齡由 6歲向下延伸至 3歲。

1998年，行政院通過教育部「擴大推

動第十年國民技藝教育實施計畫」。

1999年，教育部召開全國教育改革

檢討會議，規劃高中職社區化方案，並組

成「延長國民基本教育年限政策諮詢小

組」、「延長國民基本教育年限規劃委員

會」、「工作小組」及「研究小組」，積極

規劃研擬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2001年，教育部推動「身心障礙學生

十二年就學安置計畫」，以 24億元經費，

於 90學年度 9月起，分四年實施「身心

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計畫」，讓所有

具升學意願的障礙學生能夠如願就讀社區

內的高中職；同時，委託進行「延伸國民

基本受教年限規劃研究」，8月起，全面補

助就讀私立高中職學生學費每年 1萬元。

2003年，教育部委託進行「實施十二

年國民教育理論基礎比較研究」、「推動

十二年國民教育辦理模式之研究」、「十二

年國民教育之教學資源及課程研究」、

「十二年國民教育經費需求推估」。同

年，全國教育發展會議將規劃十二年國民

教育列為討論議題，並達成「階段性推動

十二年國民教育」之結論與共識；同時，

教育部長宣布國教向下延伸一年政策將分

三階段，2004學年度先試辦離島地區，

2005學年度納入全國 54個原住民鄉鎮，

至 2006學年度全面實施，國教向下延伸

一年至五歲幼兒，採非義務化、非強迫性

的民主機制，初步是採取補助學費的方式

辦理。

2004年，教育部籌組「推動十二年國

民教育工作圈」，積極進行推動十二年國

民教育規劃工作。2005年，教育部籌組專

案小組研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前置配套

措施事項，委託進行「高中高職學校轉型

及入學學區劃分之研究」。

2006年，教育部成立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規劃工作小組及專案辦公室，完成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規劃方案，推動優質

高中輔助計畫；完成十二年一貫課程參考

指引，加強高中職校老舊危險校舍改建及

教育資源不足新興工程計畫；行政院核定

大溫暖社會福利計畫中之經濟弱勢高中職

學生學費補助計畫，做為推動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之重要前置措施，並組成跨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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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協調專案小組，密集召開會議，進行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配套措施之

規劃。

2007年 2月 27日，行政院宣布將自

2007年開始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

計畫，並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專案辦

公室，中教司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實施計畫」，其中包括 13項子計畫和 23

個方案（教育部，2011；教育部中等教育

司，2007）。

2008年 6月，教育部設立「升學制度

審議委員會」，針對高中職升學制度進行

研議；同年 12月則將「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實施計畫」名稱修正為「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先導計畫」（教育部，2011），持

續推動、修正及研擬各方案。

2010月 8月 29日，在第八次全國教

育會議綜合座談會中，行政院院長吳敦義

表示：「十二年國教坐而言的時代結束，

要進入起而行的階段」；會後，教育部隨

即組成「教育政策白皮書工作小組」，並

表示，為積極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行政院將成立跨部會之推動小組，研議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政策方案，教育

部也將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工作小

組，並就關鍵議題成立工作圈，擬議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分析背景資料及相關

法案、經費、計畫及實施期程草案，再提

報行政院跨部會推動小組會議審議，並於

政策、方案核定後對外正式說明（教育部

教研會，2010）。

2011年 1月 1日，馬英九總統在建國

百年元旦文告中提出「百年樹人」、「百年

生機」、「百年公義」與「百年和平」等四

項期許，並宣示：

今年開始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分階段逐步實施，先從高職做起，預定

2014年高中職學生全面免學費、大部分免

試入學。（馬英九，2011）

行政院成立跨部會之「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推動會」（由吳敦義院長擔任召

集人），教育部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推動小組」（吳清基部長擔任召集人），

並就「擴大免試入學」、「高中職均優質

化」、「免學費規劃」、「國中適性輔導及品

質提升」和「法制研修」等關鍵議題成

立工作圈（教育部，2011）。教育部隨後

發布相關重要措施，並將「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採「免試」、「免費（學費）」及

「非強迫」的方式實施。在免試的部分，

教育部已逐年擴大高中職免試入學辦理

的規模，至 2014年免試入學將達 70%以

上，目前亟待解決的是「特色高中」、免

試入學方式、免試就學區和共同就學區劃

分等問題，教育部將依規劃草案舉辦公聽

會，以形成共識。至於，免學費的部分，

教育部推動小組和行政院推動會審議通過

「高中職免學費方案」，預計至 2014年，

高中職將全面免學費。

二、中國大陸義務教育的發展

中國大陸義務教育的起步較晚，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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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期，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因五

年制小學教育尚未普及，中共中央、國務

院（1980）頒布「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干

問題的決定」，要求「在 1980年代，全國

應基本實現普及小學教育的歷史任務，有

條件的地區還可以進而普及初中教育」、

「中小學學制，準備逐步改為十二年制。

今後一段時期，小學學制可以五年制與六

年制並存，城市小學可以先試行六年制，

農村小學學制暫時不動」。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19條明訂：「國家舉辦各種學校，普及初

等義務教育，發展中等教育、職業教育

和高等教育，並且發展學前教育」。1983

年，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來」，成為中國大陸改革

開放發展的核心方針。1985年 5月，黨中

央召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

會議，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

的決定」，界定「義務教育，即依法律規

定適齡兒童和青少年都必須接受，國家、

社會、家庭必須予以保證的國民教育，為

現代生產發展和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是

現代文明的一個標誌」，並明確地指出，

「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有步

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以及建議制

訂義務教育法。

1986年 4月 12日，中共第六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同年 7月 1日起施

行，其中，第 2條規定：「國家實行九年

制義務教育」，第 7條：「義務教育可以分

為初等教育和初級中等教育兩個階段」，

第 10條：「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

免收學費」，第 15條：「地方各級人民政

府必須創造條件，使適齡兒童、少年入

學接受義務教育」。1986年 9月 11日，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教委」、財

政部、勞動人事部之「關於實施《義務教

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要求實施義務

教育的步驟和普及程度，應該因地制宜，

並說明：（一）九年制義務教育，分為初

等教育和初級中等教育兩個階段；初級中

等教育包括普通初中教育和初級中等職業

技術教育；（二）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學制

年限實行小學六年、初中三年的「六、

三」制，或小學五年、初中四年的「五、

四」制或九年一貫制；（三）義務教育起

始入學年齡為 6周歲，條件尚不具備的地

區，仍可實行 7周歲入學；特別困難的地

區，還可適當推遲入學年齡；（四）學校

設置、布局要合理，小學校的設置要有

利於兒童少年就近入學；（五）學校的經

費、校舍（含住宿生的宿舍和體育運動場

地）、教學設備、儀器和圖書資料等辦學

條件，符合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

準和要求；（六）小學除舉辦按教學計畫

開設全部課程的全日制小學外，也可在貧

困、邊遠、居住分散的地區舉辦適當減少

課程門類、適當調整教學要求的村辦小學

或簡易小學；（七）各級人民政府在實施

義務教育的過程中，應當重視盲、聾啞、

弱智等殘疾兒童的義務教育，有計畫、有

步驟地解決殘疾兒童入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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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3月 14日，國家教育委員會

（1992）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

法實施細則》，第 6條：「承擔實施義務教

育任務的學校為：地方人民政府設置或者

批准設置的全日制小學、全日制普通中

學、九年一貫制學校、初級中等職業技術

學校、各種形式的簡易小學或者教學點

（班或者組）、盲童學校、聾啞學校、弱

智兒童輔讀學校（班）、工讀學校等」，第

8條：「實施義務教育，應當具備下列基

本條件：（一）與適齡兒童、少年數量相

適應的校舍及其他基本教學設施；（二）

具有按編制標準配備的教師和符合義務教

育法規定要求的師資來源；（三）具有一

定的經濟能力，能夠按照規定標準逐步配

置教學儀器、圖書資料和文娛、體育、衛

生器材。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其他辦學單

位應當積極採取措施，不斷改善實施義務

教育的條件」，第 19條：「實施義務教育

必須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堅持社會主義

方向，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對學

生進行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和勞動教

育」。

1993年 2月 13日，中共中央、國務

院（1993）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

要》，提出全國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使

文盲率降到 5%以下，並強調「各級政府

要認真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

育法》及其實施細則，以積極進取的精

神，從本地區的實際出發，把普及九年

義務教育的目標落到實處；同時，要建立

檢查、監督和獎懲制度，確保《義務教育

法》的貫徹執行。

1994 年 8 月 23 日，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務院（1994）發布《殘疾人教育條

例》，將「義務教育」列入第三章，第 13

條：「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殘疾兒

童、少年實行義務教育納入當地義務教育

發展規劃並統籌安排實施」，第 15條：

「殘疾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入學年

齡和年限，應當與當地兒童、少年接受義

務教育的入學年齡和年限相同；必要時，

其入學年齡和在校年齡可以適當提高」。

1995年 3月 18日，通過《教育法》，

第 18條：「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制

度。各級人民政府採取各種措施保障適齡

兒童、少年就學。適齡兒童、少年的父母

或者其他監護人以及有關社會組織和個人

有義務使適齡兒童、少年接受並完成規定

年限的義務教育」，第 23條：「各級人民

政府、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和企業事業組

織應當採取各種措施，開展掃除文盲的教

育工作。按照國家規定具有接受掃除文盲

教育能力的公民，應當接受掃除文盲的教

育」，第 56條：「國務院及縣級以上地方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設立教育專項資金，重

點扶持邊遠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實施

義務教育」。

1995年起，國家教育委員會教委、

財政部共同組織實施「貧困地區義務教育

工 程（1995 ～ 2000）」，1995 ～ 2000 年

第一期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投入

39億元人民幣中央專款，工程實施範圍

集中在 852個貧困縣，加快了中西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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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基」（即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

本掃除青壯年文盲）進程，改善了貧困地

區義務教育辦學條件，提高了教育資源利

用率。第二期的「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

工程」，再次投入中央專款 50億元人民幣

（其中 90%用於西部地區），加上地方配

套資金 26.3億元，共計投入資金 76.3億

元人民幣，522個專案縣共新建、改擴建

中小學 10,663所；培訓中小學校長和教

師約 46.7萬人次；添置儀器設備 1.6萬臺

套，購置課桌凳 205萬套，新增圖書資料

2,300萬冊；向 1,100萬人次的小學和初中

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為近 2萬所農村中

小學配備資訊技術教育和遠端教育接收設

備（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6）。

1996 年 7 月 15 日，國家教育委員

會（1996）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貧困

地區、民族地區女童教育工作的十條意

見》，要求「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在實施

『兩基』過程中，必須把搞好女童教育，

提高女童入學率和鞏固率最為一項書任

務，採取有力措施，保障女童接受義務教

育的權利」。

1997年 7月，「國務院」發布《社會

力量辦學條例》，鼓勵社會力量舉辦實施

義務教育的教育機構做為國家實施義務教

育的補充；2002年 12月 28日通過《民

辦教育促進法》，廢止《社會力量辦學條

例》，並自 2003年 9月 1日起施行。

1998年 8月，教育部印發《關於認真

做好「兩基」驗收後鞏固提高工作的若干

意見》，主要意見為：（一）堅持「兩基」

為「重中之重」方針，突出重點，抓好薄

弱環節；（二）加強領導，優先保證「兩

基」鞏固提高經費投入；（三）繼續鞏固

提高普及程度和掃盲水準；（四）全面貫

徹教育方針，積極推進素質教育；（五）

進一步調整學校布局，充實和改善辦學條

件；（六）大力發展特殊教育事業；（七）

堅持依法治教，建立健全「兩基」鞏固提

高工作的督導評估和監控、獎懲制度。

2001年 7月 26日，教育部發布「全

國教育事業第十個五年計畫」，說明全國

有 2,541個縣（含縣級行政區劃單位）通

過了國家組織的「兩基」驗收；同時，大

力支持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實施義

務教育，中央政府續設專項資金，實施

「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二期計畫

（2001～ 2005年）和三期計畫（2006～

2010年），並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子女與

殘疾兒童少年的義務教育。

2006年 6月 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修

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新修

訂的義務教育法有六大重點，分別為：

（一）明訂義務教育免收學雜費；（二）

立法保障義務教育經費投入；（三）立法

明確實施素質教育；（四）立法促進義務

教育均衡發展；（五）立法保障校園安

全；（六）立法處罰亂收費學校與主管。

2010 年 7 月 29 日， 教 育 部 公 布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2010～ 2020年）》，教育事業發展主目

標，分述如下：九年義務教育 2009年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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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5,772萬人（鞏固率 90.8%），2015年

在校生 16,100萬人（鞏固率 93%），2020

年在校生 16,500萬人（鞏固率 95%）。第

四章「義務教育」有以下三大規劃重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0a）：

（一）鞏固提高九年義務教育水準：

義務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到 2020

年，全面提高普及水準，全面提高教育品

質，基本實現區域內均衡發展，確保適齡

兒童少年接受良好義務教育。此外，堅持

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加快農村寄宿

制學校建設；建立國家義務教育品質基本

標準和監測制度；增強學生體質，保證學

生睡眠時間，大力開展「陽光體育」運

動，保證學生每天鍛鍊一小時，提倡合理

膳食，保護學生視力。

（二）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建立

健全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保障機制，推進義

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均衡配置教師、

設備、圖書、校舍等資源。實行縣（區）

域內教師、校長交流制度，縮小校際、城

鄉、區域差距，義務教育階段不得設置重

點學校和重點班。

（三）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各級

政府要把減負做為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務，

調整教材內容，以科學設計課程難度，並

改革考試評價制度和學校考核辦法，規範

辦學行為，不得以升學率對地區和學校進

行排名，不得下達升學指標，以及減少作

業量和考試次數，不得增加課時和提高難

度。

肆、兩岸義務教育的比較

茲就海峽兩岸義務教育主要法規和實

施概況，分別要述。

一、兩岸義務教育主要法規

臺灣與中國大陸實施義務教育，均

透過法規的制訂以建立完整的義務教育

制度。臺灣主要的義務教育法規有《憲

法》、《教育基本法》、《國民教育法》、《強

迫入學條例及其他相關法規》，中國大陸

主要的義務教育法規有《憲法》、《義務教

育法》、《教育法》、《殘疾人教育條例》、

國務院關於修改《掃除文盲工作條例》的

決定及其他相關法規。海峽兩岸主要義務

教育法規，參見表 2。

表 2　兩岸義務教育主要法規

年代 臺灣主要義務教育法規 年代 中國大陸主要義務教育法規

1947 《憲法》第 21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
之權利與義務」，第 160條：「六至十二
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

學費。其貧苦者，由政府供給書籍。已

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一律受補

習教育，免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供

給。」《臺灣省學齡兒童強迫入學辦法》

1982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19條：「國
家舉辦各種學校，普及初等義務教育，

發展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

並且發展學前教育。」

1980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普及小學
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

1985 「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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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臺灣主要義務教育法規 年代 中國大陸主要義務教育法規

1967 《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要》 1986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1968 《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 1988 「國家教委等關於實施義務教育法若干

問題的意見」

《掃除文盲工作條例》
1974 《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施行細則》
1979 《國民教育法》
1982 《強迫入學條例》、《國民教育法施行細

則》

1992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細
則》

1983 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加強職
業教育及補習教育實施計畫

1993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國教育改革和發
展綱要》、《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評估驗收

辦法（試行）》

國務院關於修改《掃除文盲工作條例》

的決定

1984 《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
1990 《延長國民教育初期計畫―國中畢業

生自願就學高級中等學校方案》

1993 《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教育方案―邁

向十年國教目標》

1994 殘疾人教育條例
國務院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

要》的實施意見1998 「擴大推動第十年國民技藝教育實施計
畫」

1999 《教育基本法》 1995 《教育法》
2001 「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計畫」 1996 國家教委、財政部實施貧困地區義務教

育工程（1995～ 2000年）2006 行政院核定經濟弱勢高中職學生學費補
助計畫，做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之重要前置措施
1997 國家教委頒布《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及掃

除青壯年文盲工作表彰獎勵辦法》、《義

務教育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關於

殘疾兒童少年義務教育「九五」實施方

案》、《關於進一步加強貧困地區、民族

地區女童教育工作的十條意見》、「國家

教委」頒布《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助

學金實施辦法》

2007 行政院宣布 2007年開始推動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專案辦公室

2008 國民中學階段精緻國教發展方案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先導計畫

2010 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
教育部研議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期

程

行政院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小

組

教育部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工作小

組、工作圈

1998 教育部發布《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
法》、《關於認真做好「兩基」驗收後鞏

固提高工作的若干意見》、《面向 21世
紀教育振興行動計畫》

2011 總統元旦文告宣布開始啟動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

行政院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會

教育部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小

組、工作圈

高中職免學費方案

2001 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
全國教育事業第十個五年計畫

2006 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2010 教育部公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
展規劃綱要（2010～ 2020年）》

表 2　兩岸義務教育主要法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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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義務教育實施概況

（一）臺灣義務教育實施概況

1968年，臺灣宣布實施九年國民教

育，由於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經費，不

論在量的增加和質的提升上，均有顯著的

進步。

在國小方面，1999學年度，有2,583

校，學生有1 ,927 ,179人，畢業生人數

有3 1 7 , 8 4 7人，6歲適齡兒童就學率為

99.68%（男99.65%、女99.71%），淨在

學率國小6～11歲97.81%（男97.84%、

女97.78%），畢業生升學率為99.89%，

專任教師數98,745人，生師比為19.52：

1。至2009學年度，國小2,658校，學生

1,593,414人，畢業生人數314,200人，6歲

適齡兒童就學率為99.31%（男99.27%、女

99.36%），淨在學率國小6～11歲98.01%

（男98.09%、女97.91%），畢業生升學率

為99.73%，專任教師數99,164人，生師比

為16.07：1。2009年，國小校舍建築總面

積為23,076,820平方公尺，平均每校8,682

平方公尺。總之，這十年來（1999～2009

年），由於學齡人口逐年減少，國小校

數、專任教師增加不多，學生數則減少，

因義務教育長年實施國小適齡兒童就學

率、淨在學率、畢業生升學率均穩定地提

高，男女入學性別差異不大，生師比持續

降低；2009年比之1999年，國小校數增加

75校，學生數減少333,765人，淨在學率國

小6～11歲增加0.2%（男增加0.25%、女增

加0.13%），適齡兒童就學率、畢業生升

學率均超過99%，專任教師數增加419人，

生師比降低3.45（教育部統計處，2010b，

2010c）。

在國中方面，1999學年度，有719

校，學生957,209人；畢業生人數336,893

人，淨在學率國中12～14歲 96.52%（男

96.17%、女96.89%），畢業生升學率為

94.73%，專任教師數50,190人，生師比

為16.04：1。至2009學年度，國中740

校，學生948,634人，畢業生人數316,080

人，淨在學率國中12～14歲 97.49%（男

97.54%、女97.43%），畢業生升學率為

97.63%，專任教師數51,870人，生師比為

14.91：1。2009年，國中校舍建築總面積

為10,984,793平方公尺，平均每校14,844

平方公尺。總之，這十年來（1999～2009

年），由於學齡人口逐年減少，國中校

數、專任教師增加不多，學生數則減少，

因義務教育長年實施國中淨在學率、畢業

生升學率均穩定地提高，男女入學性別差

異不大，生師比持續降低；2009年比之

1999年，國中校數增加21校，學生數減

少20,813人，淨在學率國中12～14歲增加

0.97%（男增加1.37%、女增加0.54%），

畢業生升學率增加2.9%，專任教師數增

加1,680人，生師比降低1.13（教育部統計

處，2010b，2010c）。

（二）中國大陸義務教育實施概況

1999年底，中國大陸全國普及九年義

務教育的人口覆蓋率達到 80%，「普九」

驗收的縣（市、區）總數達到 2,430個

（含其他縣級行政區劃單位 145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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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實現「兩基」驗收的縣（市、

區）累計達到 3,052個（含其他縣級行

政區劃單位 207個），占全國總縣數的

99.5%，「兩基」人口覆蓋率達到 99.7%。

在小學方面，1999 年底，全國有

58.23 萬所，招生 2,029.53 萬人，在校

生 13,547.96 萬人，小學適齡兒童入學

率 99.09%，男女童入學率分別是 99.1%

和 99.0%，專任教師 586.05萬人，小學

生師比為 23.12：1。至 2009年底，全國

共有小學 28.02 萬所，招生 1,637.80 萬

人，在校生 10,071.47萬人，小學畢業生

1,805.20萬人，小學學齡兒童淨入學率達

到 99.4%，其中男女童淨入學率分別為

99.36% 和 99.44%， 專 任 教 師 563.34 萬

人，小學生師比為 17.88：1。總之，這 10

年來（1999～ 2009年），由於學校布局

調整和學齡人口逐年減少，小學校數、招

生數、在校生數和專任教師都有減少，因

義務教育的強化小學入學率穩定地提高，

男女入學性別差異縮小，生師比則降低；

2009年比之 1999年，小學校數減少 30.21

萬所，招生數減少 391.73萬人，在校生數

減少 3,476.49萬人，入學率均超過 99%，

專任教師減少 22.71萬人，生師比則降

低 5.24（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0，

2010b）。

在初中方面，1999年底，全國有學

校 6.44萬所，招生 2,183.44萬人，在校

生 5,811.65萬人，畢業生 1,613.94萬人，

毛入學率為 88.6%，畢業生升學率 50%，

專任教師 318.75萬人，生師比為 18.23：

1。至 2009年底，由於學齡人口的逐年

減少，初中校數、招生數、在校生數和

畢業生數都有減少，初中階段毛入學率和

初中畢業生升學率繼續提高，專任教師

增加，生師比降低。全國共有初中學校

5.63萬所（其中職業初中 0.02萬所），招

生 1,788.45萬人，在校生 5,440.94萬人，

畢業生 1797.70萬人，初中階段毛入學率

為 99%，初中畢業生升學率 85.60%，專

任教師 351.80萬人，生師比為 15.47：1。

總之，這 10年來（1999～ 2009年），由

於學齡人口的逐年減少，初中校數、招生

數、在校生數和都有減少，因義務教育的

強化初中畢業生數、毛入學率、畢業生

升學率提高，專任教師增加，生師比則

降低；2009年比之 1999年，初中校數減

少 0.81萬所，招生數減少 394.99萬人，

在校生數減少 370.71萬人，畢業生數增加

183.76萬人，毛入學率增加 10.4%，畢業

生升學率增加 35.6%，專任教師增加 33.05

萬人，生師比則降低 2.76（中華人民共和

國教育部，2000，2010b）。

此外，1999年底，普通中小學校舍

建築面積為 104,070萬平方米，平均每校

1,609平方公尺；至 2009年底，普通中小

校舍建築總面積為 138,750.52萬平方公

尺，平均每校 4,123平方公尺，平均每校

增加 2,514平方公尺。有關海峽兩岸義務

教育實施概況，詳見表 3。

伍、結語

國民教育，是政府的責任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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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海峽兩岸義務教育實施概況

義務教育 臺灣 中國大陸

實施時間 1968年 1986年
義務教育年限 九年 九年

義教入學年齡 6歲 6（6/7）歲
義教畢業年齡 15歲 14（16）歲
義務教育主要法

規

《國民教育法》、《強迫入學條例》、

《教育基本法》

《義務教育法》、《教育法》、《殘疾

人教育條例》、國務院關於修改《掃

除文盲工作條例》的決定

義務教育目標 德、智、體、群、美 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和勞動教

育

義務教育學制 六、三制（國小六年、國中三年） 五、四制（小學五年、初中四年） 
六、三（小學六年、初中三年） 

義務教育階段 分兩階段：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

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

初等教育和初級中等教育

義務教育學校 國小、國中、特殊學校、啟明、啟

智、啟聰等

全日制小學、全日制普通中學、九

年一貫制學校、初級中等職業技術

學校、各種形式的簡易小學或者教

學點、盲童學校、聾啞學校，弱智

兒童輔讀學校（班）、工讀學校等

義務教育收費 免納學費（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

費，訂收支辦法）

不收學費、雜費

義務教育編班 常態編班

採小班制

不得分設重點班和非重點班

推行小班教學

義務教育入學 依學區分發 城市以市或者市轄區為單位組織進

行；農村以縣為單位組織進行，並

落實到鄉（鎮）

工礦區、農墾區、林區等組織實施

義務教育的行政區劃單位，由省級

人民政府規定

義 務 教 育

規模

（2009年）

國小 國小 2,658校，59,496班
學生數 1,593,414人
上學年畢業生數 314,200人
專任教師 99,164人

小學 28.02萬所
在校生 10,071.47萬人
小學畢業生 1,805.20萬人
專任教師 563.34萬人

國中 740校，28,332班
學生數 948,634人
上學年畢業生數 316,080人
專任教師 51,870人

初中學校 5.63萬所
在校生 5,440.94萬人
畢業生 1,797.70萬人
專任教師 351.80萬人

淨在學率

（2009年）
國小 6～ 11歲  98.01%

（男 98.09%、女 97.91%）
小學學齡兒童淨入學率為 99.4%
（男 99.36%、女 99.44%）

國中 12～ 14歲 97.49%
（男 97.54%、女 97.43%）

初中階段毛入學率為 99%

z-vc166-07-學術研究-湯志民.indd   70 2011/4/25   下午 04:28:45



205期

 教育研究月刊　2011.5 71

學術研究

也是國民的權利與義務。許多先進國家，

在九年義務教育之後，大都走向人民的權

利、政府的義務，亦即提供免試、免費、

不強迫的普及化高中職教育機會，讓人民

受教育的機會可以延伸，公民素養可以更

進一步。

1968年，臺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

筆者是國中第一屆的畢業生，受義務教育

之惠，也見證了臺灣義務教育的發展和歷

史。不可諱言地，義務教育的實施，不論

是海峽兩岸均會面臨一些教育上的基本

問題，例如：教育經費不足、學校設施

待加強、課程設計問題、教學正常化問

題、升學考試、參考書和測驗卷、體罰、

中輟生、霸凌、青少年犯罪……等，不一

而足。即使在先進國家，如英、美、德、

法、加、澳、紐、日等，延長國民教育

10～ 13年，其國民教育仍會有許多待解

決的問題。正因為國家與政府擔負更多責

任，才會發現與面臨這些問題，應透過全

民的力量加以解決。最重要的是，由於政

府擔負更多教育責任，如延長義務教育或

國民教育，也表示國家整體的經濟水準和

人民素質應有更高的提升。

臺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已逾 42個年

頭，延長國民教育確實是許多臺灣父母的

心聲，教育部如何構思推展「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其計畫方案、實施期程與推

展策略，確需縝密思考，可從國民教育

的特性思考因應策略（湯志民，2010）：

一、「免試」策略上，逐年擴大免試升學

名額，加強高中職優質化、高中職社區

化，以促進學生就近入學，並使現有的社

區高中職數量更明顯增加，以利完全免試

入學；二、「免費」策略上，加強實施齊

一公私立高中職學雜費，並由政府財政逐

年降低至免費；三、「強迫」策略上，以

《教育基本法》為本，採「國民基本教

義務教育 臺灣 中國大陸

生師比

（2009年）
國小 16.1：1 17.88：1
國中 14.9：1 15.47：1

15 歲 以 上
識字率

（2008年）

男 99.5%（不識字 52,000人） 96.7%（不識字 17,953,000人）
女 96.1%（不識字 372,000人） 90.5%（不識字 49,286,000人）
總計 97.8%（不識字 424,000人） 93.7%（不識字 67,239,000人）

課程時數

（2009年）
國小 每學期上課 20週，每週上課 5天

（22～ 33節），每年上課 200天
小學全年教學時間為 38週，機動時
間 1週，節假日 13週；

國中 每學期上課 20週，每週上課 5天
（32～ 35節），每年上課 200天

初中全年教學時間為 39週，機動時
間 1週，節假日 12週

校 舍 建 築

面 積（ 平

方公尺）

（2009年）

國小 平均每校 8,682平方公尺 普通中小學

平均每校 4,123平方公尺
國中 平均每校 14,844平方公尺

表 3　海峽兩岸義務教育實施概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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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一詞，自人民的權利出發，其強迫性

由政府的角度轉至人民的角度，讓家長與

學生決定是否要繼續就讀高中職，政府只

要能提供足量同質（或異質）的就學機會

即可。目前較受關心的是，教育經費是

否受到排擠，「免試入學」比例和入學方

式、「免試就學區」和「共同就學區」劃

分，以及「特色高中」入學方式等問題，

教育部已有初步草案，雖然爭議難免，但

為了孩子的明天，大家要耐著性子，貢獻

智慧、凝聚共識，共同承擔開啟歷史之

責。

總之，教育非一蹴可幾，教育的大

政策和教改一樣，猶如開刀，決定要快，

但動刀要細，而休養生息則需要一段時

間，最怕人多手雜，缺乏專業，頭痛醫

腳，腳痛醫頭，看對症下錯藥，最後大病

無醫、小病難了；教育應如十年樹木、百

年樹人一般，徐徐如沐春風，有大方向思

考，也要有縝密的配套，水到渠成地逐步

實施，方能竟其功。反觀中國大陸，實施

「普九」與「兩基」也超過 24年，中共

中央、國務院和教育部發出許多的九年義

務教育法規、意見和決定，即使是國家中

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

2020年），在未來十年也不易看見推展

十二年國民教育，如此綿密地在九年義務

教育上落實與扎根，確實有其值得學習

之處。臺灣在實施九年義務教育 15年之

後，雖然經過 27年、12任教育部長的努

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仍如天邊的雲

朵，令人欣賞卻難以捉摸，此正是延長國

民教育最吸引人，最不易成功，也最值得

思考之處。期待有志教育之士為臺灣義務

教育的延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建

置，奉獻心力，以開闢教育康莊坦途，奠

定國家社會長遠發展之基，站在建國百年

的歷史轉折點，此一責任與歷史意義非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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