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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終身學習教育政策之發展趨勢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賴協志】 

    英國 18 歲以上青少年與成人的教育系統，主要分成學術研究的

高等教育與技職培訓的擴充（繼續）教育（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8a）。英國的教育體制分成兩大教育系統，一個是偏重學科的義務

教育與高等教育系統，另一個是偏重技職培訓的擴充教育系統。公民

終身學習與進修的政策原則上屬於擴充教育政策（包括成人學習）的

一部分（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b）。英國成人及高齡教育機構具

備專業性，能致力於代間學習，並有系統有組織的倡導高齡健康，以

及其建立與其他民間組織和政府部門的或夥伴友好關係等，均值得我

國成人及繼續教育學會發展學習之榜樣（蔡秀美、魏惠娟、陳毓璟、

王維旎，2009）。終身學習之所以多年來在國際社會受到廣泛的討論

與高度重視，歐美重要成人教育專業組織功不可沒，英國成人及繼續

教 育 協 會 （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ult Continuing 

Education, NIACE）即是重要的專業組織，NIACE 的發展歷史頗為悠

久，主要在透過終身學習以促進個人、社會與經濟發展，並且力促所

有成人終其一生都能夠擁有學習參與機會，進而從學習中獲益（吳明

烈，2017）。 

    近幾年來，臺灣社會不僅在人口結構方面有快速老化的趨勢，退

休年齡也普遍較法定年齡提早許多；為了迎接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臺

灣設立長青學苑、樂齡學習中心等，這些機構的設置，一方面代表了

臺灣地區成人教育的蓬勃發展，但另一方面，卻凸顯出一個新的議題，

那就是這些新的組織究竟是根據何種專業理念或模型在經營？這些

組織經營的成效究竟如何（胡夢鯨、嚴嘉明、施宇澤，2017）。在教育

部提出的 108 年度施政計畫中，「維護國民的多元學習權益」是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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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之一，其中「建構公共多元的終身教育」是重要策略，包括：

促進社區大學穩健發展，提供民眾多元終身學習選擇，以傳遞知識技

能並提升公民素養，促進社區永續發展，營造優質在地學習環境，強

化社區學習體系；建構高齡社會之樂齡學習網路，並提供高齡者在地

學習機會等（教育部，2019）。本文蒐集及整理近幾年英國在終身學

習教育政策發展上之相關文獻及國際教育訊息，以供參考。 

一、重視終身學習教育政策的規劃與實踐，提升終身教育品質 

    英國終身學習教育政策的規劃方面，擴充教育政策（包括成人教

育）是採取決策單位與執行單位分離模式。目前負責英國擴充教育政

策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而負責政策執行的單位則是「教育與技能經

費署」。事實上，負責擴充教育政策的主管部會與執行單位歷經數次

變革。幾次的組織改革都與相關法規的修正有關。最先在 1992 年通

過的《1992 年擴充教育與高等教育法（英格蘭、威爾斯地區）》，英國

擴充教育政策是由教育部為主管機關；教育部另外成立「擴充教育委

員會」負責政策的執行。2000 年英國國會通過的《學習與技能法案》，

將擴充教育政策的主管機關改由企業、創新與技能部、兒童、學校與

家庭部共同執掌，並將執行單位改制為「學習與技能委員會」。然而，

2009 年通過的《學徒制、技能、兒童與學習法案》，將擴充教育政策

的主管機關改回由單一行政部會負責，主管機關為企業、創新與技能

部。與此同時，學習與技能委員會改組為兩個單位：「技能經費署」

與「青年學習署」。19 歲以上學生與成人進修的課程是由前者負責推

動。「技能經費署」在 2017 年 4 月進一步改制成「教育與技能經費

署」。教育與技能經費署的任務除了負責擴充教育（包括成人教育）

的預算執行，其業務範圍也包括審核擴充教育機構的設立、決定補助

授課單位與學員學費的經費、監督相關授課單位的財務與專業能力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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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終身學習與進修教育政策的實踐方面，凡是有意願提供擴充

教育課程的民間機構、學校、地方政府或公部門單位，均必須經教育

與技能經費署審核通過後，方能成為合格的擴充教育機構或培訓機構。

目前英國民眾接觸技職教育、在職進修或社區學習等課程資訊的管道

包括：擴充教育機構、培訓機構、成人教育中心、公立圖書館、提供

擴充教育課程的學校（院）等。在公部門提供成人教育課程的機構案

例方面，如 Leicestershire 地方政府提供給成人的學習課程包括有

電腦與資訊科技、英文與數學、外國語、提供給身心障礙的成人課程、

培養生活興趣與嗜好、提升技職能力等六大類。在私人教育機構案例

方面，Westminster Kingsway 學院是ㄧ所位於倫敦市中心，提供學術

教育課程與技職培訓課程的私立擴充教育機構。其中，提供給成人的

課程包括：藝術與設計、企業、創業與零售、工程環境與基礎設施管

理、幼兒照護、電腦與資訊工程、時尚、成衣與裁縫、電影與數位媒

體、酒店管理與廚藝設計、人力資源、人文社會、法律、音樂、藥劑

學、科學、社工與助產士、教師文憑與旅遊觀光等（駐英國代表處教

育組，2018d）。 

    回顧英國政府歷年在技職教育與終身學習教育政策上的改革，與

技能評量結果有著密切相關。例如在 1996 年的國際成人技能評量調

查之後，英國政府隨即組成政策研究小組，2001 年公布的政策報告

書，建議英國政府應採取跨部會合作模式，提供英國成年人增加技職

能力的機會並使其能融入英國社會。之後，2003 年公布全國性技職教

育政策白皮書-「21 世紀的技職教育：實現自己的潛力」，強調提升成

人的技職能力依然是英國成人教育與技職教育政策的實踐重點。接著，

2006 年由 Leitch 爵士領導的技職政策評估委員會，在政策評估報告

中，建議英國政府把政策目標訂在：2020 年時 95%的英國成年人都能

達到基本讀寫能力與運算能力（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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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檢討終身學習教育經費分配，促進終身教育的持續發展 

英國著名的倫敦財政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IFS）公布英國政府 2017-2018 年度在教育政策上的經費支出。該份

報告點出英國政府的教育政策存在資源分配不均，而該情形在同屬於

18 歲以上非義務教育的高等教育與擴充（繼續）教育兩者間，更為明

顯。反觀擴充（繼續）教育，英國政府不僅未增加經費補助，該領域

的教育經費時常被挪做推動新政策之用，例如英國教育部今年初推動

16-18 歲學生修讀技術課程，第一階段所需要的 5 億英鎊經費是挪自

擴充（繼續）教育的預算；成人（進修）教育也同樣納入擴充（繼續）

教育，排擠到原本屬於青少年技職訓練的資源。IFS 擔憂經費縮減的

結果，將使有需要或有意願修讀擴充（繼續）教育的學生，無法享有

充足的學習環境與工作機會（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a）。 

    英國首相 Theresa May 於今年 2 月宣布委任 Philip Augar 組成

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且全面地檢討英國 18歲以上教育政策與經費。

該委員會會檢討逐年遞減的終身學習與半工半讀學生（lifelong and 

part-time study），並重新界定學科表現與技職能力的資格。該委員

會目的是重新建構公平的學習條件與環境，確保擴充（繼續）教育的

發展，並符合英國經濟與社會的成長需求（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8a）。 

三、提出終身學習教育政策方向，以生活技能、職場學習等為主軸 

    邁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終身學習的發展愈發受到各國際組織及歐

美成人教育專業組織的重視及推廣；歐美成人教育專業組織對於終身

學習的發展影響及貢獻較為深遠者，當屬歐洲成人教育學會（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Adults, EAEA）、英

國成人及繼續教育協會（NIACE）以及美國成人及繼續教育學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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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CE），其中 NIACE 的終身學習推動方向，主要包含生活技能、職場

學習、家庭與社區學習等；在生活技能方面，促進人人具備識字、數

學運算、理財、數位能力等生活技能，幫助民眾養成終身學習能力，

以促進每個人未來都能繼續學習，尤其是弱勢團體；在職場學習方面，

成人均應持續充實職涯生活與品質，俾利於本身、家人以及社區，並

且有助於經濟能力之提升；在家庭與社區學習方面，透過家庭學習，

促進代間融合與互動，社區學習則提升學習者的自信，並且協助弱勢

團體學習如何管理生活，以發揮自我潛力（吳明烈，2017）。 

    英國公民的終身學習與持續進修政策原則上由擴充教育系統主

導。由於英國的擴充教育本身屬於技職教育性質，對於成人教育與社

區學習的政策規劃也側重在提升公民的勞動力素質、學習能力以及融

入英國社會必需的生活能力等面向。英國成人教育政策的發展主要來

自兩大政策關懷；一方面是有關英國政府建構完整的全國職能系統，

另一方面則與英國接受國際成人技能評量調查的結果有關。此評量結

果引起英國政府的重視而開始積極投入提升成人的生活技能。為回應

這兩大政策關懷，目前英國政府推動的成人學習課程，除了與提升職

場能力與專業資格有關之外，另外一部分是針對公民的生活能力，例

如讀寫能力、運算能力與電腦設備操作能力等提供相關課程（駐英國

代表處教育組，2018f）。 

四、持續推展國民個人學習記錄，瞭解個人終身學習情形 

    英國政府為鼓勵國民不斷提升技職能力，從 2009 年開始即陸續

推出階段性的個人學習記錄平臺，供國民記錄學業成果、專業證照、

技能培訓與求職經歷等資料。例如技能經費署曾在 2012 年透過轄下

的國家職涯服務中心，主導建立個人終身學習帳戶（Life learning 

account，LLA），不但提供使用者個人技能培訓與求職規劃（如更新

履歷表、技能發展需求、未來技能發展計畫表、進修規畫），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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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記錄功能以記載使用者曾修習過的課程。此學習記錄也包含曾接

受來自英國政府與雇主對選修課程的資金補助。但此項個人終身學習

帳戶平臺在 2016 年 10 月 25 日被技能經費署終止，改由「國民個人

學習記錄（Personal learning record，PLR）」機制取代。新的個人

學習記錄機制是由當時技能經費署新成立的單位﹕「學習資料服務中

心」管理。在技能經費署改制為教育與技能經費署之後，國民個人學

習紀錄機制（PLR）依然持續推動中（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f）。 

    國民個人學習記錄與之前個人終身學習帳戶機制有兩點不同。第

一，改版後的國民個人學習紀錄側重於使用者的學業成果、專業能力

認證等學習成就（國民個人學習記錄帳戶裡的學習成果是根據英國國

家資歷架構劃分的等級記載）。使用者的個人帳號裡記載個人從義務

教育第四階段（學生年齡約 13-14 歲）開始的學業成績、沒有成績計

算機制的專業能力認證。第二，使用者的個人修業與資格認證記錄是

直接取自英國政府對於境內（限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區）所有登記在案

的教育機構與資格認證機構保管的學員資料。例如中學教育成績取自

英國國家學生學籍資料庫；專業認證記錄則是取自從 2009 年開始建

置階段性個人學習資料平臺的資料和有與英國政府簽訂資訊協議的

教育機構與認證機構（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f）。 

五、建立英國終身學習教育機構評鑑機制，確保績效表現與教學素質 

    英國對於提供擴充教育（包括成人教育）的課程評鑑採取多軌制。

這是因為英國的擴充教育課程內容非常多元，不僅屬於技職能力培訓

與專業資格認證，部分課程屬於標準教育學歷（如中學、大學、碩士

與博士學位）。因此，不同的課程內容與授課單位會分別受到不同單

位的監督。主要的評鑑機制來自三個機構；首要的評鑑機構是擴充教

育政策的專責單位，教育與技能經費署的評鑑，此評鑑機制側重在審

查授課機構的組織資格。第二是來自專業資歷與技職能力認證公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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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此部分是針對專業資格培訓課程的內容與測驗是否符合特定專

業領域的統一標準。第三則是來自管理英國教學機構與課程品質評鑑

的獨立單位-英國教育標準局的評鑑。教育標準局評鑑的重點是放在

授課單位的機構素質、課程內容與教學品質以及學員的學習狀況（駐

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b）。 

    教育與技能經費署的評鑑對象是接受政府經費補助或貸款融通

方案，或是承辦政府技職培訓計畫的擴充教育機構。評鑑重點在於機

構的財務狀況，審查該機構是否依然符合簽訂公共事業行政契約的能

力與資格。一旦教育與技能經費署認定機構存在高風險的財務狀況，

不僅可以取消該機構享有的權益，甚至可以直接將該機構從「擴充教

育（包括成人教育）機構註冊清單」中除名。根據教育與技能經費署

公告的「財務審查：補助高風險教育機構與合作廠商準則」，機構評

鑑的項目包括「2015 年公共事業行政契約締約規則」的規定，以及教

育與技能經費署自行訂定判斷財務狀況的標準。另外，教育標準局的

評鑑重點在於教學品質、教學內容、教學團隊與績效表現，以確保課

程品質與教學素質。根據教育標準局 2018 年公布最新修正的「擴充

教育與技職培訓評鑑手冊」，評鑑結果依序分成：優秀、良好、需要

改善、不良等四個等級。年度評鑑結果會影響該機構在下一年度評鑑

項目的範圍與程度。評鑑結果為需要改善或不良的機構，必須接受與

新設教育機構一樣的全面評鑑；其中評鑑結果為不良的機構，在教育

標準局督學完成全面性評鑑報告的 15 個月內，通常會再進行追蹤訪

查。被評鑑為良好的機構，通常只需要接受簡易評鑑。對於評鑑結果

為優秀或良好的機構，教育標準局可以選擇抽檢，僅針對課程的特定

項目進行審查（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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