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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層級化的教育體系與學校資源汲取能力
改革開放後，隨著各地經濟發展程度不一，鄉鎮政府的財政稅收也有很大
的差異。在地方負責農村基礎教育的財政制度下，超過 90%的教育支出由地方
政府提供，其中 70%的教育支出由縣、鄉鎮政府承擔（World Bank 2002：94）。
40

因此，學校所能獲取教育經費撥款的多寡，直接受制於地方財政能力的好壞。

然而，仔細觀察偏遠地區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同一縣與鄉鎮境內，仍然可以
發現區域內中小學在校舍建築、硬體設備與師資品質存在差距。如何解釋縣、
鄉鎮境內農村學校教育資源配置的差異？本章試圖從學校所處教育體系層級的
位置，分析在層級化的教育體系下，不同層級學校所具有的不同資源汲取能力。
文中將以四川省梓潼縣境內的鄉鎮中小學，作為實證研究的個案，進行更為細
緻的分析。
（一）層級化教育體系的確立：分級管理體制
在分級管理體制下，基礎教育區分成以下三種：一是縣直屬學校，是縣所
在地設立的縣城小學和初中；二是鄉鎮直屬學校，包括鄉鎮政府所在地的鄉鎮
中心小學與初中；三是村裡的村小與教學點。縣級中學和小學，由縣政府直接
管理；鄉鎮中心小學，由鄉鎮政府管理；村級小學與教學點，則由所在學區的
中心校進行管理。不同管理層級的學校，由分屬不同層級的政府負責學校主要
基礎建設與設備修建的經費，使得在政府部門教育經費的提供上，一開始就出
現差異，並影響之後進一步資源汲取的能力。
基礎教育階段，縣級中小學由最高管理層級的縣級政府負責，所能汲取的
資源也最多，特別是在獲取政府所提供的資源上，它享有縣級財政對其教育經
費的優先保證與分配。根據大陸學者針對學校校長訪談的調查（王蓉 2004a：
55）
，從校長的角度來看，學校獲致教育經費撥款的因素有三：一是與縣財政局
40

1998 年中國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針對 7 個省市 26 個縣的抽樣調查，發現義務教育支出
中，地市級以上政府只佔 12%，縣級政府佔 9.8%，其餘 78.2%為鄉鎮政府和行政村負擔（轉引
自方寧 2004：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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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縣政府官員具有訊息溝通的管道，二是與關鍵人物的私人交情，三是所要解
決問題的重要性。其中第二個因素至為重要，而縣直屬學校在這方面的優勢不
言可喻。由於縣政府官員的子女多數進入這些學校就讀，因此學校的領導與教
師比其他學校有更多機會與上級建立私人關係，從而為學校尋求更多資助。換
言之，由於縣財政預算過程的不透明性與黑箱操作，使教育財政預算與學校資
金分配的決策，很大程度取決於縣內個別領導的決策，造成縣直屬學校具有絕
佳的資源汲取能力。
相較之下，農村基礎教育的鄉鎮中心小學與村小，在分權化的教育財政制
度下，由鄉鎮政府負擔主要教育經費，其中，學校基礎建設方面的校舍修建與
設備添購，主要由鄉鎮和村負責直屬學校所需費用。但在經濟不發達的鄉鎮，
缺乏企業所提供的龐大稅收來源，卻仍須負責基礎教育的主要經費，因此，鄉
鎮政府只能優先滿足直屬中心小學與初中的經費需求，村小基礎建設與教學設
備的費用，普遍由村子和學校共同解決。此外，偏遠地區農村中小學往往缺乏
與縣級政府進行訊息傳遞的溝通管道，而且在訊息傳遞的過程中必須逐層上
達。41農村中小學在政府部門資源汲取能力的差異，也形成城鎮學校與農村學
校、農村鄉鎮中心小學與村小間發展差距的起點。
（二）層級化教育體系的強化：示範學校評比制度
普及九年義務教育的推行，最初的目標在於降低教育差距，然而中國《義
務教育法》落實迄今二十年，中國基礎教育所呈現出來的圖象，離當初政策目
標相差甚遠，不論從學生人均教育經費、學校圖書、儀器設備還是師資組成，
沿海與內陸、城市與農村存在著嚴重的差距。進一步觀察農村地區基礎教育發
展情形，即使在偏遠的農村，學校表現也存在差異。以下透過四川省梓潼縣境
內農村中小學的田野調查，進行分析與解釋。
1986 年開始，在推動普及九年義務教育的同時，梓潼縣所在的綿陽市也對

41

以村小為例，當學校經費無法維持日常運作時，校長先尋求村長補助，村裡無法提供再和村
長去找鄉長，能否得到、得到多少都無法保證（周飛舟 2006：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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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的中小學進行評比，選出義務教育階段的示範小學與初中。建立示範學校
的目的是透過先辦好一批示範中小學，以期對縣內其他學校形成仿效作用。在
實踐「普九」政策的過程中，各級政府鼓勵各個學校先達到國家「普九」的基
本標準，合格以後再朝向縣級示範學校發展；等到成為縣級示範學校後，由縣
教育局推薦至市，最後在綿陽市扶持下進行重點發展，經驗收合格後正式成為
市級示範學校。因此，示範學校具有「試點」的意義，希望各個中小學先符合
「普九」的基本標準，合格以後再朝向示範學校的辦學標準。42
表六是梓潼縣 2004 年基礎教育的基本情形，縣內有小學 82 所、初中 12
表六

2004 年梓潼縣基礎教育基本情形

項目
學生總數（人）
其中：女生（人）
男生（人）
教師人數（人）
生師比
學校總數（所）
其中：市級城市學校
市級農村示範學校
中心小學
村小
普及率（%）
輟學率（%）
升學率（%）
財政預算撥款（萬元）
教育支出（萬元）

小學

初中

28263
13867
14396
1374
20.6
82
2
6
25＊

13947
6871
7076
820
17.0
12
1
3

49
100
0.1
98.8
2664
4604

100
0.5
59.7
9627
9627

資料來源：田野調查所得資料。
＊

說明： 在 31 所中心小學中，並不包括 6 所被評定為市級農村示範小學的中心小學。

42

示範學校的評比標準，是根據學校的硬體與軟體設備來評定，其中包括學校的辦學條件與管
理水準。以硬體設備而言，學校校舍與危房面積的比例，圖書、儀器設備的充足與否等。師資
上，小學教師的學歷至少是專科學歷，初中是大學學歷；教師職稱上，高級教師、一級教師的
比例，以及教師的教研論文、比賽與授課活動的獲獎成績，都是評定的指標。除此之外，還包
括學生的全面發展、學校參加社區服務情形與學校獲獎成績（2005 年 9 月 7 日梓潼縣教育局官
員訪談記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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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2005 年梓潼縣境內有八所小學和四所初中，被評選為綿陽市市級示範學
校。其中，八所示範小學有兩所位於縣城，屬於城市示範小學，另外六所為農
村示範小學；四所示範初中，一所位於縣城，屬於城市示範中學，剩下三所則
為農村示範初中。43被評為示範學校的農村小學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均屬鄉
鎮中心小學。相對的，占學校比例最大的村小，卻沒有一所被評為示範學校。
是什麼原因導致村小在示範學校評比中，落後於鄉鎮中心小學？示範學校的評
比，對於原有鄉鎮中心小學與村小層級位置，又有何影響？這是以下所要討論
的問題。
在農村地區，小學分為鄉鎮中心小學與村小，中心小學位於鄉鎮政府所在
地，基礎建設本來就比村小完善。偏遠地區的農村，鄉鎮欠缺足夠的經費來支
持教育事業，在資源有限的情況，分權化教育財政制度使中心小學取得優先發
展的位置，不論是教育經費的總額還是穩定性都優於村小，因此村小很難與其
競爭。示範學校評比制度建立以後，又從現有發展較好的農村中心小學與初中
進行選拔，當學校一旦被評定為農村示範中小學，教育管理層級提升至市級，
這也形成示範與非示範學校之間不同的層級位置（見圖三）
。雖然示範學校仍由
綿陽市教育局

梓潼縣教育局
市級農村
示範小學

市級城市
示範小學

鄉鎮中心小學

縣城小學

村小和教學點
圖三
43

綿陽市小學教育管理體系圖

2005 年 8 月 4 日梓潼縣教育局官員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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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潼縣進行直接管理，但是綿陽市教育局會對示範學校進行業務指導與綜合評
價。對縣教育局官員而言，縣內示範學校辦學成績代表個人的政治表現，在政
績考量下，將努力保障示範學校的教育經費與持續發展。44如此一來，農村中
小學的發展，朝向更嚴密的階層化發展。以下從訪談個案中，對農村示範學校
的資源汲取能力，進行更細緻的分析（本文訪談個案的學校評比請參考表七）。
表七

梓潼縣訪談個案之學校評比

鄉鎮

學校

村小數目（所）

Z鎮
L鎮
D鄉
G鎮
X鎮
S鎮
Z鎮
L鎮
G鎮
X鎮

Z 小學
L 小學
D 小學
G 小學
X 小學
S 小學
Z 初中
L 初中
G 初中
X 初中

3
2
0
0＊
5
0

學校層級
市級農村示範小學
鄉鎮農村中心小學
鄉鎮農村中心小學
市級農村示範小學
市級農村示範小學
市級農村示範小學
市級農村示範初中
縣級農村普通初中
市級農村示範初中
市級農村示範初中

資料來源：田野調查所得資料。
說明：＊ G 小學下並無村小，但其下設有一支點校。因為學校用房欠缺，必須向 G 初中借用淘
汰的舊教室設為支點校，目前二、四年級的學生在支點校上課，環境和設備都相當簡陋。

除了政府部門教育經費的財政撥款外，來自個人、社會與團體的非政府部
門教育經費，也是造成農村中小學差距的重要來源。在公社時期，農村學校就
透過「勤工儉學」的校辦工廠、農場或牧場等收入，作為學校經費的補充，甚
至不依靠生產隊達到「自力更生」的目標。1980 年代教育體制的改革，進一步
確立基礎教育經費籌措的多元化。45為了解決教育經費財源不足的問題，賦予
鄉鎮政府向企業與農民徵收教育費附加，以及向農民進行教育集資的權力，使

44

雖然在同一縣境內，農村示範學校和非示範學校學生人均教育經費相同，但是梓潼縣教育局
官員承認，在有限的教育經費下，會優先保障示範學校的經費（2005 年 9 月 7 日梓潼縣教育局
官員訪談記錄）。
45
1984 年國務院發佈《關於籌措農村學校辦學經費的通知》
，針對籌措農村辦學經費可採取「開
闢多種渠道，籌措農村學校辦學經費」的方式（顧明遠編 2006：2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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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費附加與教育集資費成為基礎教育的新財源。46除了增加鄉鎮政府的稅收
來源之外，學校也成為另一個汲取資源的行動者。學校可以向學生收取雜費作
為事業收入，動員社會團體對學校進行捐款、資助，也可透過校辦產業、勤工
儉學的方式增加學校經費。在此之下，學校自籌而來的非政府教育資源，成為
學校經費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收入的獲得也成為評定學校資源汲取能力
的指標。因此，一旦政府所提供的教育資源不足或有限時，學校非政府部門資
源汲取能力的好壞，就成為影響學校甚至是當地教育發展的關鍵因素。
農村示範學校除了可獲得較穩定的預算內教育經費外，通常也有更多的機
會獲得預算外教育經費。以梓潼縣這樣一個缺乏企業、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偏遠
地區，境內並無太多的私人與企業捐資，目前也只剩下兩所學校有校辦廠。47在
一費制實施以前，梓潼縣農村示範中小學，可以向非學區內就讀的學生收取寄
讀費；一費制實施以後，雖然取消了寄讀費，48但是農村示範學校在預算外教
育經費的汲取能力，仍然比非示範學校來得好。
以 S 鎮農村示範學校 S 小學為例，學校長期獲得中國工程物理科學研究院
的捐款與資助，在國家「兩免一補」政策實施前，研究院就捐贈 12 萬元助學金，
每學期扶助該校 65 位貧困學生。且在 1996 年捐款 30 萬元，協助學校興建新的
教學綜合樓；2004 年再度捐款 18 萬，用來修建學校操場。當作者進一步詢問，
該校已經是農村示範小學，為何能獲得捐助，而不是由更急需捐款的其他農村
非示範學校取得？S 小學校長表示：
提供捐款的私人、企業或團體，都不希望將錢捐給一個辦學條件差、
隨時可能被關閉的學校，將錢投入於農村示範學校是比較有面子的。49
另一個例子是 Z 鎮農村示範學校 Z 小學，該校新教學樓名為「逸夫教學
46

稅費改革後，為了減輕農民的負擔，將向農民徵收的教育費附加與教育集資費取消，但向企
業收取的教育費附加則繼續保留。
47
一所是縣城小學下的校辦印刷廠，另一所則是農村初中的蜂窩煤場。
48
一費制實施以後，卻並未同時取消城市示範學校的寄讀費。目前梓潼縣只有縣城內的兩所示
範小學以及一所示範初中，可以繼續向非學區內就讀學生收取 350 元的寄讀費，這也是造成城
市與農村基礎教育經費差異的因素之一（2005 年 8 月 23 日 X 小學教師訪談記錄）
。
49
2005 年 8 月 15 日 S 小學校長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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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
，主要經費來自於香港邵逸夫基金會的十萬港幣捐款。教導主任表示，學校
並沒有做任何爭取經費的工作，當初邵逸夫基金會只決定將這筆錢捐贈給農村
小學，原本上級計畫將這筆錢用於 Z 小學下的一所村小，因為該村小規模小、
招收的學生也少了，因此轉而將捐款用於 Z 小學新修校舍上。50
農村示範學校不僅可獲得充足且穩定的公用經費保證，在有限的預算外收
入上，農村示範學校也比非示範學校更有機會獲得，相較之下，農村非示範學
校「先天不足，後天又失調」
，不論是預算內還是預算外教育經費，都不如農村
示範學校。由於示範與非示範學校在預算內與預算外教育經費汲取能力的差
異，使教育經費的分配不僅患寡更患不均，也更形強化農村學校階層化發展，
使農村基礎教育的差距更為擴大。
（三）農村學校的階層化發展
示範學校設立的目的是希望對於縣內其他學校形成仿效作用，但是示範學
校由於辦學成績好，獲得上級領導的重視，也因此更容易獲得經費。在資源有
限的情況下，示範學校資源汲取能力增強的同時，也削弱非示範學校所能獲取
的資源與訊息，結果是示範學校的優越位置不斷被強化，非示範學校的位置則
被鎖定（lock-in），無法自我突破。
馬戎等人（馬戎、龍山編 1999）在廣東省高明市與電白縣的調查發現，縣
級政府為了使縣內有一所學校進入廣東省「上等級」活動之列，地方政府投入
大量資金在發展該縣的重點中學。電白縣第一中學一年教育經費的撥款，佔全
縣的三分之一。（馬戎、龍山編 1999：19）而高明市更是集中財力興建校舍、
購買設備，改善高明市第一中學的辦學條件，造成一中的教育經費占全市教育
總經費的 13.5%。另外，為了教師學歷能符合標準，還將部分優秀教師調至一
中，同時也開辦函授課程培訓教師以提高學歷。此外，為了使學校短期內教學
成績可以快速提升，更將全縣小學畢業考試和中考成績優秀的學生，全部集中
到同一所學校。（馬戎、龍山編 1999：41）如此刻意扭曲的發展，造成「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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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學校與當地其他學校，無論在師資、設備還是資金方面，均形成懸殊的差
距，根本無法使其他學校將其視為「樣版」來學習。然而，農村非示範中小學
占農村基礎教育中的多數；以梓潼縣為例，縣內中小學共計 94 所，示範學校僅
有 12 所，若扣除 3 所縣城中小學，梓潼縣農村示範學校僅佔全部農村中小學的
10%，但有限的教育資源卻集中於少數的示範學校。因此，本來經費就顯不足
的偏遠農村學校，在示範學校評比制度下，教育資源側重於少數農村示範學校，
更加劇校際差異與教育資源分配的不均等，損害更多學童接受公平教育的機會。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知，在地方負責基礎教育的財政制度下，偏遠地區學校
間資源汲取能力的差異，很大部分取決於學校在整個教育體系的層級位置。示
範學校評比制度建立以後，對既已形成的層級化教育體系再行劃分，造成資源
集中往層級最高的示範學校流動，也更形鞏固學校之間的層級位置，使今日農
村基礎教育的差距不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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