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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謝   

  能進入臺師大社教所博士班學習，首先要感謝的人是林美和教授，有幸與林

美和教授及郭為藩教授在比利時相識結縁，鼓勵學生終身學習，當時心智也深受

歐盟推動終身學習的理念影響，才有今日在社教所五年半的博士班求學歷程；已

逾不惑之年，加上育有三位子女，耳中尤記得博士班口試當天李明芬教授詢問如

何可能在工作繁重之餘，又要教養三位小孩，找出時間唸書呢？當時回答李教授

一句話「與小朋友同步成長，小孩唸書，父母也在唸書」，感謝李明芬教授、黃

明月教授及李瑛副教授賜給琍玲與三位子女一起終身學習成長機會。 

  報考博士班之前必須獲得服務長官同意，衷心感謝當時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劉

慶仁處長全力支持，隨後又提攜部屬擔任文教處三科科長，在臺師大與教育部兩

地來回之間，也要特別感謝當時共事三科全體同仁菊英、亮吟、海音、宗德、奕

達、育菱、苡亘等，每位好同事善盡職責，好讓琍玲能安心去上課。 

  在出國前即事先訪談楊瑩教授、李隆盛教授及蕭錫琦教授，三位教授提供學

生對紐澳資歷架構及國際教育許多重要研究方向，尤其楊瑩教授訪談當日立即熱

心列出論文研究目的與問題供學生參考，在此向三位充滿教育愛的教授，獻上誠

摯謝意。 

  在寫博士論文過程，工作調派澳大利亞服務，因工作壓力加上新環境挑戰，

曾一度有放棄唸頭，在絕望關頭有幸與張德永教授在坎培拉再相逢，自此一路上

張教授不斷鼓勵打氣，共同聯合發表二場研討會，因人在海外，均由張恩師代表

上場發表論文，同時張恩師也協助共同聯名投稿期刊，德永教授付出之心力與往

復加油信件，才能走到博士論文口試這一關，點點滴滴銘記在心；在此也向助教

秉琦致上謝意，二年來不斷協助打理影印與郵寄所有論文計畫與發表瑣事，打擾

太多了。 

  二位指導教授楊國賜教授與林振春教授，一直是研究過程的靈魂人物，從論

文題目一開始擬定，楊教授即不斷反問研究的價值何在，一定要與國內相關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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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現行教育制度有所啟示與貢獻。楊國賜教授提示之大方向，一直為自己摸索

與撰寫分析論文過程引航，不致於迷失方向，尤其在最後一關論文口試時，人在

海外，楊教授寫了滿滿一張修正意見，感恩在心。楊教授一心一意為國家教育制

度著想，盼所有子弟兵的研究論文，能帶給國內新方向與新改革，再次向恩師說

聲「感謝恩師，琍玲會再繼續關注國際教育最新發展方向」。林振春教授教學風

格獨特，不同於楊恩師，楊恩師一直導引方向，林恩師則一直放手讓學生自由發

揮，每次打越洋電話向林教授請教，總是回復「很好」，林老師不知道這句話給

人在海外無助的學生，多大的信心與鼓勵，才能完成學業，減少學生的挫折感。 

  在紐澳訪談過程，有二位海外朋友一定要在致謝詞中提及，雖然他們不懂中

文，但總看得懂自己的名字，一位為澳洲教育學會昆士蘭區主席 Dr. Denise 

Reghenzani Kearns 夫婦，無論在英文版之訪談導引大綱協助修正內容與英文逐字

稿潤飾，也費心思安排澳方了解 AQF 之終身學習專家接受訪談，如同指導教授

般有任何問題，均獲得解答；另一位為紐西蘭 NQF 能力研究國際公司董事長 Liz 

Bowen-Clewley，讓我在人生地不熟的紐西蘭，素未謀面，初次相見即熱心接送，

在訪談前向 Liz 訴苦數封訪談邀請函石沈大海，Liz 一口氣為自己安排 5 場訪談，

如果沒有 Liz 的幫忙，紐西蘭個案訪談可說是無法完成。在此 I would like to let Liz 

know that “ you touch my heart”。At the same tim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for all of the interviewee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在二次論文 defense，所有口試委員楊瑩教授、侯永琪教授、王如哲教授、

吳明烈教授及張德永教授所提的寶貴意見，都感激在心，深深感受到諸位口委希

望學生把論文寫得更好的用心。 

  最後要感謝的人是我的先生，從一開始他犧牲自己做家庭主夫，我與三位小

孩坐在書桌前寫功課，他則打點好所有家務雜事，總希望我上班之餘還有力氣寫

完論文；一路走來，先生不僅把小孩顧好，也扮演亦師亦友角色，他常說「學問

是累世的累積」，謹向先生獻上一句話「沒有你，我無法完成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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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謝上天，五年半博士班學習之旅，賜給我這麼好的師長、同事、good 

friend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與家人。 

 

 

梁琍玲 謹識 

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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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澳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探討紐澳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為主題，旨在研究紐澳

資歷架構的推動脈絡與目的、設計模式與實施情形、成效評估及在終身學習的應

用與啟示。主要的研究方法與步驟包括：(1)以質性研究之個案研究為研究方法，

以文件分析及訪談法為蒐集資料主要取徑；(2)先進行文獻探討終身學習與NQF

理論觀點、ILO研究發現及我國終身學習困境；接續進行紐澳新版NQF文件分析

與個案訪談紐澳資歷主管單位、教育機構、學者專家及教育利益相關者；(3)最

後進行綜合分析，提出研究發現、研究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論包括：(1) 紐澳資歷架構舊版推動脈絡面對教育制度無法快速回應

全球化及知識社會科技變遷需求，新版則配合全球NQF發展趨勢；(2)推動目的

新舊版均以創造全國性單一架構、提供多元學習路徑創造終身學習機會及提升全

國經濟競爭力為目標；(3)紐澳設計模式始終以「學習成果」為核心理念，強調

學習輸出並採能力本位，由業界研發為VET資歷課程依據，新版未忽視學習輸

入；(4) 實施機構設置NQF主管單位、能力本位研發單位與品質保證機構；(5) 紐

澳實施NQF舊版實施阻力為大學不接受，能力本位研發單位與教育提供者意見相

左，能力本位明載過度不易了解，政府內部品質保證與補助機制未配合；(6) 紐

澳NQF實施成效有限但可促進不同教育部門流動與先前學習的認可，提供更多學

習路徑，創造教育市場，提供大學多功能發展的平台，教育與勞力市場關係則有

待加強；(7) 未來政策走向實施強制定期品質保證評鑑與加強資歷的教學與評

量；(8) 紐澳NQF在終身學習的應用為創造級數與資歷描述語之學習成果內涵，

作為VET與高等教育共同語言，提供先前學習認可依據，創造資歷具有貨幣價

值；(9)紐澳NQF在終身學習的啟示為NQF真正在價值在於提供終身學習機會與

提升紐澳人民的職場能力，NQF之外的終身學習價值須依學習成果相同的評量標

準，方具同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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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建議包括：(1)對紐澳政府建議：定期實施NQF成效評估並訂定評鑑指

標、國際交流分享檢討、支援教育提供者組成合作夥伴學習網絡共同研發如何撰

寫界定資歷之學習成果、教學課程與評量、反思NQF學習成果導向機制與傳統教

學目的差異性、再研究NQF相似性原則合理性、進行資歷與職場關係研究、進行

實地評鑑教育提供者之品質保證、系統化研究先前學習認可的指南範例、組成終

身學習團隊研究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如何界定為NQF之學習成果內涵、研議如何

建立資歷同等價值之信任區；(2)對我國政府之建議：紐澳值得建議之處為有NQF

比沒有NQF好、NQF設計模式可參考紐澳模式、近程規劃先協調後設置NQF主管

單位、中程規劃立法設置品質保證管理機構、長期規劃研發資歷轉化為課程教學

與評量；(3)對區域架構之建議值得推行；(4)後續研究建議：反思國內目的與評

估現行機制缺失、研商創造全國性單一架構可行性、調查國內對NQF的認識程

度、邀集產業、專業學會與大專院校協商共同研發VET資歷、課程及先前學習認

可評量之可行性及進行紐澳以外其他國家NQF典範學習實徵研究。 

 

關鍵字：國家資歷架構、終身學習、學習成果、認可先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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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and Inspiration of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nd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or Lifelong Learning 

Abstract 

   The research topic is related to study on AQF and NZQF with its application and 

inspiration on lifelong learning. There are four topics in my research, including study 

on the purposes of setting up AQF/NZQF and its background, how to design the AQF 

/NZQFin order to meet these aims or purposes, what are the implementation 

organisations, what are the help and barriers of implementation, what are the impacts 

or results of AQF /NZQF implementation with future direction, how to apply 

AQF/NZQF in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The research method undertakes 

document analysis,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view. Firstly the literature review will 

include the theories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 referred to as NQF), ILO research finding ,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nd 

APEC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and Taiwan current lifelong learning status, followed 

by document analysis of new reform of NZQF and AQF as well a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e interviewees will include AQFC and NZQA, universities, VET 

providers and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in the following. 

(1) NZQF and AQF in the early stage faced them problem that the education system 

was unable to respond quickly to the demand of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society and 

new technology challenge. The new version of NZQF and AQF in the 21century is to 

meet with global trend of NQF development. 

(2) The purpose of these two countries was to create a single unified framewor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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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provide multi learning pathways for lifelong learning and enhance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3)The design pattern of AQF and NZQA is learning outcome-led and emphasizes on 

learning output as well as competence-based approach. The competence-based units 

are developed by the industry and are the basi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The new version of AQF and NZQF does not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input.  

(4)The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are NQF agencies, industry bodies for developing 

competence units and quality assurance authorities.  

(5)The implementation barriers are that universities do not accept NQF, industry 

bodies have conflicts with educational providers, and government quality assurance 

and funding agencies do not match the NQF principles. 

(6)The successful evidence of NQF implementation in these countries was limited, 

but NQF has impact on VET along with facilitating the mo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ctors and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It also provides more 

learning pathways for students, and creates educational market. There ar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multi-functions program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ducation and workplace are required to make more effort. 

(7)The future policy directions will be implementing mandatory quality assurance 

evaluation for educational providers and qualifications along with strengthening 

qualifications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8) The application of AQF and NZQF for lifelong learning is to create learning 

outcome-led level and qualifications descriptors as the common language for VET 

and Higher Education, which are used for basis of prior learning recognition and 

create the qualifications as currency value.  

(9)The inspiration of AQF and NZQF for lifelong learning is that the real valu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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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Fs lies in providing th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enhancing the 

workforce performance. The learning equivalence and value beyond of AQF and 

NZQF is required to meet the same learning outcome standards. 

 The research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1.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s of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include 

(1) implementing regular NQF impact review and setting up the review or 

assessment indicators; 

(2) exchanging and shar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NQF implementation; 

(3) supporting educational providers’ network for developing learning outcome, 

teaching course and assessment of qualifications; 

(4) reflec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earning outcome and learning input; 

(5) rethinking the logical similarity principle of NQF; 

(6) cond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fications and workforce; 

(7) systematically studying on the prior learning recognition based on NQF 

learning outcome; 

(8) setting up research group to develop the NQF learning outcome for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9) Doing research on how to build the trust zone for different qualifications 

between various sectors. 

2. Suggestions for Taiwan’s government. 

(1) Having a NQF is better than having not. 

(2) The design pattern can take AQF and NZQF as a policy learning. 

(3) In the short-term, to negotiate between different government agencies goes 

firstly, followed by setting up agency in charge of NQF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4) In the middle term, to legislate for quality assurance regulations and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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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QF qualifications. 

(5) In the long term, planning to transform the learning outcome into teaching 

courses and assessment systematically. 

3. Sugges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g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1) It is worthwhile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such as EQF and Asian Pacific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4. Suggestions for follow-up research 

(1) Doing research on Taiwan needs for NQF; 

(2) Doing study on the feasibility of creating one single unifie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3) Doing survey on the knowing of NQF for the public, including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4) Taking research on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competence-based 

qualifications between industry, VET providers and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based on the learning outcome; 

(5) Studying on other good model of NQFs in the world in addition to AQF and 

NZQF. 

    

 

Key words：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lifelong learning、learning 

outcome、prior learning recognition.



X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1 

第二節 研究動機…………………………………………………………………………………………..5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14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15 

第五節 名詞釋義…………………………………………………………………………………………1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終身學習與國家資歷架構理論觀點…………………………………..………….23 

第二節 國際勞工組織國家資歷架構研究發現…………………………………………..44 

第三節 歐盟與亞太地區國家資歷架構推動現況……………………………………….69 

第四節 我國終身學習的現況、困境與需求……………………………………………….97 

    本章小結……………………………………………………………………………………….11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117 

第二節 研究場域……………………………………………………………………………………….121 

第三節 研究對象…………………………………………………………………………….…………135 

第四節 研究工具……………………………………………………………………………………….141 

第五節 訪談資料處理……………………………………………………………………………….142 

第六節 研究信效度與限制……………………………………………………………………….143 

第四章 紐西蘭資歷架構文件分析與訪談結果 

第一節 紐西蘭資歷架構推動脈絡與目的…………………………………………….….149 

第二節 紐西蘭資歷架構設計與實施………………………………………………….…….154 

第三節 紐西蘭資歷架構成效評估與未來走向………………………………….……..178 



XI 
 

第四節 紐西蘭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187 

    本章小結……………………………………………………………………………………...202 

第五章 澳洲資歷架構文件分析與訪談結果 

第一節 澳洲資歷架構推動脈絡與目的…………………………………………………….209 

第二節 澳洲資歷架構設計與實施…………………………………………………………...215 

第三節 澳洲資歷架構成效評估與未來走向…………………………………………….249 

第四節 澳洲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256 

    本章小結……………………………………………………………………………………….273 

第六章 研究發現、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279 

第二節 結論……………………..……………………………………………………………………….283 

第三節 建議………………………………………………………………….…………………………..289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297 

英文部分………………………………………………………………………………………………………301 

附錄 

附錄一  澳洲中英文訪談導引與大綱…..…………………………………..…….317 

附錄二  紐西蘭中英文訪談導引與大綱…………………………………………320 

附錄三  國內學者訪談大綱……………………………………..………………..323 

附錄四  國內教育利益相關者訪談大綱…………………………………………323 

附錄五  訪談同意書….……………………………………………………………324 

附錄六  訪談紀錄表……………………………………………….……………...325 

附錄七 訪談資料 AUGO1……………………………………………….……….326 

附錄八 訪談資料 AUGO2………………………………………………….…….330 

附錄九 訪談資料 AUGO3、AUES1…………………………………….……….333 

附錄十 訪談資料 AUU1、AUES2……………………………………….………336 



XII 
 

附錄十一 訪談資料 AUES3……………………………………………………..339 

附錄十二 訪談資料 AUAC1……………………………………………….……342 

附錄十三 訪談資料 AUAC2……………………………………………….……345 

附錄十四  訪談資料 NZGO1、NZGO2…………………………………………348 

附錄十五 訪談資料 NZGO3、NZGO4、NZAC3、NZES1、NZES2…………352 

附錄十六 訪談資料 NZAC1……………………………………………………..355 

附錄十七 訪談資料 NZAC2……………………………………………………..358 

附錄十八 訪談資料 NZVET1……………………………………………………361 

附錄十九 訪談資料 NZVET2……………………………………………………365 

附錄二十 訪談資料 NZES3…………………………………………………….....367 

附錄二十一 訪談資料 NZU1…………………………………………………….369



XIII 
 

表  目  次 

表 2-1 OECD-DeSeCo 關鍵能力表……………………………………………….…26 

表2-2 紐西蘭政黨與NQF……………………………..…………………………….46 

表 2-3 主要國家及歐盟推行 NQF 獨特脈絡……………………………………….50 

表 2-4 舊版AQF各部門資歷……………………………………………………….55 

表 2-5 主要國家及歐盟 NQF 設計與實施獨特性………………………………….57 

表 2-6 主要國家及歐盟 NQF 成效評估…………………………………..…………63 

表 2-7  EQF級數描述語元素.....................................................................................73 

表2-8  EQF 8項級數學習成果級數描述語..............................................................74 

表2-9 EQF與各國NQF 設計比較表……….……….……………………………....79 

表 2-10  APEC 已實施 NQF7 個會員國概況表……………………………..…….90 

表 2-11 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與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關係…….103 

表 2-12  ILO 研究發現彙整表…………………………………………………....114 

表3-1 NQF不同年代特徵………………………………………………………….119 

表 3-2 紐澳訪談對象簡表……………………………………..…………………..136 

表 3-3 澳洲訪談對象………………………………………………………………137 

表 3-4 紐西蘭訪談對象…………………………………………………………….138 

表 3-5 國內訪談對象……………………………………………………………….140 

表3-6 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的信效度對照表…………………………………….143 

表 4-1 NZQF 級數與級數描述語…………………………………………………..159 

表 4-2 NZQF 資歷級數、類型與學分數…………………………………………..161 

表 4-3 紐西蘭標準訂定單位職掌…………………………………………………163 

表 4-4 紐西蘭 NZQF 課程核可指南………………………………………………166 

表 4-5 紐西蘭 NZQF 教育提供者認證指南………………………………………167 

表4-6 紐西蘭NQF&NZQF推動脈絡研究結果彙整表……………..…………....203 

表4-7 紐西蘭NQF&NZQF推動目的研究結果彙整表………………….………..204 



XIV 
 

表4-8 紐西蘭NQF&NZQF設計模式研究結果彙整表…………………………..205 

表 4-9 紐西蘭 NQF&NZQF 實施阻力研究結果彙整表………………………….206 

表4-10 紐西蘭NQF&NZQF實施助力研究結果彙整表………………………….206 

表4-11 紐西蘭NQF&NZQF實施成效研究結果彙整表………………………….207 

表4-12 紐西蘭NQF&NZQF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研究結果彙整表………208 

表5-1 AQF歷史演變……………………………………………………………..213 

表5-2  AQF新版建置目的………………………………………………………..214 

表 5-3 世界主要國家學習成果分類比較表………………………………………221 

表 5-4 世界各主要國家對照級數表……………………………………………..222 

表 5-5  AQF 與 EQF 級數對照………………………………………………..….223 

表 5-6 AQF 與 EQF 級數精義、學習成果判準及資歷類型描述語對照….…..225 

表 5-7  AQF 級數、資歷類型及學習期限………………………………………..226 

表 5-8 澳洲現行學分計算方式範例………………………………………….…..227 

表 5-9  AQF 資歷認證單位………………………………………………………229 

表 5-10 AQF 各教育部門主要實施機構………………………………………..239 

表 5-11 強勢 AQF 對各教育部門的衝擊議題……………………………………245 

表 5-12 澳洲 15歲及以上人口參與VET百分比…………………………………261 

表5-13  澳洲AQF新舊版推動脈絡對照表…………………...…………………..274 

表5-14  澳洲澳洲AQF新舊版設計模式對照表………………………………….275 

表5-15  澳洲AQF新舊版實施阻力對照表……………………………………….276 

表5-16  澳洲AQF新舊版實施助力對照表……………………………………….276 

表5-17  澳洲AQF新舊版實施成效對照表……………………………………….277 

表5-18  澳洲AQF新舊版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278 

表6-1 紐澳國家資歷架構異同比較分析對照表………………………………….279



XV 
 

圖  目  次 

圖 1-1 本研究步驟流程…………………………………………………………….18 

圖 2-1 關鍵能力架構…………………………………………………….….………27 

圖 2-2 學習社會－關鍵能力－各國NQF演變………….………………..……….34 

圖 2-3 資歷歷程：輸入本位機制…………………………………………….……..39 

圖 2-4 資歷歷程:正規學習成果本位機制…………………………………….……40 

圖 2-5 資歷歷程：非正式學習成果本位機制……………………………….……...41 

圖2-6 學習成果如何界定階段…………………………………………….………43 

圖 2-7 各國 NQF 實施困難正反面思考…………………………………………….65 

圖 2-8 NQF 類型……………………………….…………………………………….66 

圖 2-9 NQF 企圖……………………………………………………………………..68 

圖2-10 學習至鑑定路徑...…………………………………………………………..77 

圖2-11 EQF與歐盟會員國NQF及NQS對照表…………………………….….……78 

圖 2-12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與正規、非正規、非正式學習關係………101 

圖 2-13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與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關係圖……102 

圖 2-14 我國終身教育體系圖.................................................................................105 

圖 2-15  NQF 學習網絡…………………………………………………………...113 

圖 2-16  EQF 未來困境與因應課題………………………………..………….....115 

圖 3-1 本研究架構…………………………………………………………………120 

圖3-2 紐西蘭學習路徑圖…………………………………………………..……123 

圖 3-3  OECD-紐西蘭教育水準國際比較……………………………………….124 

圖 3-4  OECD-紐澳教育水準國際比較…………………………………………..128 

圖 3-5 澳洲學習路徑圖…………………………………………………...……….130 

圖 4-1 紐西蘭中央部門品質保證行政體系………………………………………164 

圖 4-2  紐西蘭NQF品質保證機制圖…………………………………………….169 

 



XVI 
 

圖 4-3 基礎概念……………………………………………………...…………….184 

圖 4-4 三角剖析概念……………………………………………………………….185 

圖 4-5 紐西蘭 15 歲以上後中等教育程度……………………………………….190 

圖 4-6 紐西蘭 15 歲以上沒有任何資歷百分比……………………………….….191 

圖 4-7 紐西蘭 15 歲以上人口學士及以上教育程度百分比……..………………191 

圖 4-8  2011 年紐西蘭學生持不同資歷申請進入後中等教育比例…….……....193 

圖 4-9  2004-2011 年紐西蘭學生 8 年內進階學習比例………….………….…..193 

圖4-10  2006年紐西蘭資歷與全時就業百分比…………………………………194 

圖 4-11  2006年紐西蘭不同資歷之平均年薪……………………………………194 

圖 4-12  2000-2010年紐西蘭與OECD不同資歷勞力收入成長與GDP成長….195 

圖 5-1 訓練套裝 3項核心元素…………………………………………………….217 

圖5-2  AQF級數與資歷類型……………………………………………………..220 

圖 5-3  AQF 級數、資歷類型與資歷之間關…………………………………….228 

圖5-4  AQF註冊系統……………………………………………………………..230 

圖 5-5 符合 AQF 資歷的條件…………………………………….……………….231 

圖 5-6 訓練套裝研發流程表………………………………………………………237 

圖 5-7  AQF 澳洲聯邦政府實施機構…………………………………………….238 

圖 5-8 新版 AQF 資歷品質保證機制週期圖…………………………….……...255 

圖 5-9  VET至高等教育的路徑…………………………………………………..258 

圖 5-10 澳洲 15-64 歲人口後中等教育程度百分比…………………………….259 

圖 5-11 澳洲 15-64 歲人口學士或以上教育程度百分比……………………….259 

圖 5-12 澳洲 20-24 歲人口高中畢業教育程度百分比………………………….260



1 
 

第一章  緒 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紐西蘭與澳洲的國家資歷架構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以下簡稱 NQF)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本章分為五節，依序為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方法與步驟、名詞釋義等。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壹、 研究背景 

一、全球化知識社會的挑戰 

  第三次工業革命由新技術、資訊傳播科技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及網際網路等帶動，新科技扮演改革知識的重要角色；全球貿易

自由化也改變經濟競爭本質，經濟、文化與政治均以知識為核心內容(UNESCO, 

2005)。當前的社會遭遇知識鴻溝，縮小知識差距的解決之道為全民終身教育，

個人終身學習目標為提升個人人力資本、取得就業機會及獲得專業能力與促進社

會流動。全球面臨快速的科技與經濟變化及人口老化問題，透過終身學習，持續

不斷提升公民的知識、技術與能力，也是全球各國競爭力的關鍵處。21 世紀，

每一國家面臨全球化經濟發展影響及國際競爭的壓力，如何提升競爭力，以維持

優勢地位，成為重要課題；而國家競爭力的動力來自人力素質不斷提高，人力素

質之提高，則有賴教育機會充分且永續提供。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UNESCO)所言「終身

教育為人類進入 21 世紀的一把鑰匙」及「終身教育將居未來社會的中心位置」

(UNESCO,1996)；而終身教育機會的提供，需重新思考與安排現行教育制度，才

能讓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教育有相互轉換機會，建立一個四通八達的學習路

徑，不但增加學習機會的取得，進而提升人力素質。 

二、國際組織倡導終身學習建置 NQF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UNESCO&source=web&cd=1&ved=0CCkQFjAA&url=http%3A%2F%2Fwww.unesco.org%2F&ei=JfHRTvPgFcKuiQf29YnTDg&usg=AFQjCNGothJfQFH0qdN7f5d6BxaB3HG-I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UNESCO&source=web&cd=1&ved=0CCkQFjAA&url=http%3A%2F%2Fwww.unesco.org%2F&ei=JfHRTvPgFcKuiQf29YnTDg&usg=AFQjCNGothJfQFH0qdN7f5d6BxaB3HG-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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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OECD)研究過去十年來，各國試著在資歷制度與終身學習之間建立起

橋樑（OECD, 2007），列出 20 種機制或措施，對資歷制度進行結構性改革，有

助於推動終身學習，其中尤以建立 NQF 及認可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為各國終身

學習最重要政策議題。UNESCO 及 OECD 在過去這二十幾年來推動終身與全面

學習(lifelong and life-wide learning)概念，鼓勵各會員國發展終身學習，自然導向

至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概念(Bjornavold, 2000)，不再以學習輸入(learning 

inputs) 來評量學習。2009 年 UNESCO 第六屆國際成人教育會議 144 個會員國通

過貝倫行動架構(Belem  Framework for Action)(UNESCO, 2010)，提出藉由 NQF

整合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的認可或藉由 NQF 的學習成果研發正規、非正規與非

正式學習具有同等價值的全國參照標準(UNESCO, 2012, p.6)。 

  資歷透明性與終身學習成為歐盟各會員國教育與訓練制度迎接知識社會挑

戰及提升就業職場高品質人才的重要機制(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000)。歐盟

呼籲會員國建立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彼此間溝通轉換銜接之橋樑

（European Commission〔EC〕, 2006），其中以建立歐洲終身學習資歷架構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or lifelong learning，以下簡稱 EQF)，才能追

求真正的終身學習與全面學習。歐盟於 2008 年推動 EQF 後帶動許多歐洲國家採

用 NQF，至 2012 年 27 個歐盟會員國中已有愛爾蘭、馬爾他、英國、法國、比

利時荷語區、丹麥、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等國已實施國家資歷架構，其

他會員國也正在研擬中。也為國際上區域架構 (regional framework)之基礎

（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 〔CEDEFOP〕, 

2009a）。 

三、資歷架構為各國教改重要機制 

  面對全球化及知識社會的挑戰，如何提升人力，各國推動終身學習為關鍵所

在；而 NQF 為促進終身學習最重要的機制之一。Johnson 與 Wolf (2009)指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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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與服務全球化後，個人的流動在關鍵領域比 19 世紀更受限制，資歷成為管理

全球流動的管理架構；Richard, Nicoll, Solomon 與 Usher (2004)指出國際教育政

策的建構受到幾項共同主題支配：教改主因為經濟因素，以及提升人力資源；教

育與訓練制度日漸失敗；要求教育與訓練制度的改變，政府卻無挹注重大資源支

援；教改藉由管理形式改變來推動；教育與訓練機構被要求以更商業化及市場化

方式經營；越來越強調標準、績效與測驗。資歷架構似乎成為這些改革重要角色。 

  目前政治、經濟及教育脈絡，資歷架構改革為新自由市場改革機制(Allais, 

2007a, 2007b; Strathdee, 2009a; Wheelahan, 2009a; Young, 2003a, 2005)。Young 

(2003a, p.232) 指出資歷架構代表幾近為新自由經濟政府介入典範，企圖獲得更

大的中央政府管控，同時給予個人更大選擇；市場化創造教育提供者更有績效。

以往教師的專業判斷為資歷標準及學習進度的依據，NQF 以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為核心理念之判準參照制度，更為使用者導向，削弱教育與訓練提供

者的管控，轉向學習成果廣受國際上支持(CEDEFOP, 2008) ；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ILO）調查目前大約逾 100 個國家正

實施或發展或考慮推行 NQF(Allais, 2010)，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 APEC) 之會員國澳洲、紐西蘭、香港、菲律賓、

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國家已建置 NQF，而汶萊、加拿大、智利、墨西哥、

南韓、俄羅斯則正在發展中，臺灣、印尼、日本、中國大陸、秘魯、美國與越南

則沒有發展 NQF(APEC, 2009)。過去五年來，歐洲 NQF 發展國家自 3 國增加至

34 國。不管其所強調的重點為增加教育與訓練課程之相關性與彈性、促進終身

學習、改善資歷制度的透明性、創造學分累積與轉換的可能性、或研發品質保證

制度，各國政府日趨轉向資歷架構作為改革之政策工具。 

貳、 研究的重要性 

一、掌握國際發展趨勢-瞭解資歷架構新概念 

     OECD、UNESCO 及歐盟刻正推動 NQF，瞭解此國際趨勢的發展，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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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教育與訓練最新理念與設計發展。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發掘時代不斷改變，

掌握及瞭解全球各國政府、教育提供者及學者專家如何面對全球化及知識社會的

挑戰，及如何詮釋知識本質、重新設計及定義教育目標，經由 NQF 賦予新的概

念。 

二、NQF 學習成果核心概念-反思理論觀點有效性 

    各國推動 NQF 以學習成果為核心理念之設計模式獨立於教育提供者與學習

歷程輸入，方能創造職業教育與訓練(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以下簡稱

VET)或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有平等尊嚴，促進個人終身學習機會，不斷提升個

人能力。本研究企圖發現此種理論觀點是否成立，是否有效？經由文獻探討、文

件分析及個案訪談，再次反思與批判學習成果概念，藉以警愓標榜為科學客觀中

立的新概念，迷思與成敗原因何在。 

三、ILO 個案研究啟發－找出紐澳 NQF 發展共同性與獨特性 

    本研究以 ILO 的實徵研究發現為基礎，瞭解各國推動 NQF 的脈絡背景、如

何設計及實施助力與阻力、成效評估；ILO 專案研究為自 1990 年以來即實施 NQF

的國家展開個案研究，研究團隊集結各國 NQF 專家學者組成，其研究已綜合各

國官方及研究報告，尤其第一代國家英國、蘇格蘭、紐西蘭、澳洲及南非等五國，

可說彙整各國多年來研究發現，本研究的重要性之一即奠基在 ILO 研究發現與

啟發上，彙整綜合分析紐澳二國推動 NQF 的共同性與獨特性，不是提供政策的

答案，而是引發進一步思考與有待研究的問題。 

四、紐西蘭與澳洲之實徵研究－探究新方向可能性 

    ILO 研究發現作為本研究問題的出發點，以紐西蘭及澳洲為後續實徵研究，

進行訪談，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亦為重要性之一。另時值紐西蘭與澳洲改

革 NQF，亦可能經由研究發現新走向與新詮釋。 

五、國內終身學習政策－學習而非借用 

    後期推動 NQF 的國家有些未考量自己國內的教育、社會與經濟脈絡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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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完全借用與移植國外經驗與政策；同樣地，近年來 NQF 在全球興起推動熱

潮，是否基於浮誇之詞，未經檢視與測驗其目標達成之證據，而大幅進行新概念

之改革，導致政策推動失敗。國內教育部及勞委會亦規劃建置 NQF，學者也在

推動，以與國際接軌及促進終身學習與提升競爭力；藉此研究發現 NQF 能否實

現這些目標，提供國內政策學習與啟發，為本研究重要性之一。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壹、國外學者及 ILO 研究發現 NQF 無法達成教改目標，但全球仍繼續推動 

  國外研究 NQF 資深學者為 Michael Young 與 David Raffe，Young(2003b)研究

結論指出 NQF 立論根據新科技要求新技能的主張似乎過度誇張，同時 NQF 無法

克服資歷制度邏輯面 (institutional logic)的阻力，學術與職業及專業與職業

(academic/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vocational)差異持續明顯存在。NQF 資歷的

可信度、品質與貨幣(currency)價值只有部分依據 NQF 本身所言學習者應知道什

麼及能做什麼，更重要在於所處社群的信任，此種信任深嵌於工會、專業團體、

學校教育與大學等社群內，要求教育與訓練制度所有合作夥伴共同參與，建立信

任的社群(communities of trust)，否則無法達成 NQF 的目的，NQF 不是學習社會

的捷徑(Young, 2003)。Young（2005）續指出 NQF 認證非正式學習的功能亦被誇

張過度，NQF 的局限在於假設學習可藉由學習成果充分表達，但學習成果無法

掌握知識的本質與複雜學習歷程，歸納 NQF 實施失敗三大因素為過度複雜的機

制、過度雄心壯志的願景、由上而下的策略。同時指出南非、蘇格蘭及紐西蘭資

歷架構的複雜性證明 NQF 簡單性的價值，而且 NQF 的能力單位(unit)、學分

(credits)及級數描述語(level descriptors)等所謂的本有邏輯(instrinic logic)必須深

嵌於使用中，而不是一套抽象的表單。 

Raffe(2003)研究指出引用 Ainley 研究發現以蘇格蘭學分與資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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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ishCredit an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簡稱 SCQF)為例，可能創造一個文

憑鑑定社會(certificated society)而不是學習社會，學習不必然獲得一項資歷，許

多社區本位的學習在蘇格蘭學分與資歷架構下可能遭遇貶值或扭曲以符合學習

成果本位的架構；此外，也可能只鼓勵垂直學習進路，貶低高等教育之外學習機

會，評論蘇格蘭學分與資歷架構不是終身學習新文化的充足條件，實施成效端賴

合作夥伴的參與與面對挑戰。Raffe(2007)續指出 NQF 政策須同時強調制度面邏

輯及架構之本有邏輯，每個國家實施 NQF 均須面對來自政治與制度面的助力與

阻力。 

UNESCO、OECD、歐盟及全球各國正企圖轉向 NQF 作為教育改革的重要

工具，觸發研究者探討 NQF 如何能促進或達成提升教育與職場的媒合、認證及

創造各種學習機會的同等價值，這種機制究竟應如何設計實施，為研究動機之

一。NQF 為各國教改之新希望，但其以「學習成果」為核心概念的新理念，如

何可能遠離教育提供者？如何可能與學習輸入無關？雖然國際興致正濃，卻幾無

實證研究 NQF 實際設計歷程、實施與在勞力市場的結果，前述 2 位 NQF 資深學

者僅就理論探討 NQF 立論根據有效性與實施可能存在之助力與阻力，ILO 指出

現行出版文獻包括 NQF 預期達成的目標，但幾無在實施過程所遭遇的問題，或

已達成之成就資訊。在此脈絡下，ILO 的 NQF 國際研究專案計畫分析 NQF 實施

與衝擊之國際比較實為重大一步，以填補這個落差。 

  ILO 的研究專案檢視英國(英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蘇格蘭、紐西蘭、

澳洲及南非等第一代(最早實施的五國)推行的 NQF 及近年來開始推動的國家（智

利、墨西哥、馬來西亞、土耳其、孟加拉、俄羅斯、斯里蘭卡、波紮那、模里西

斯、立陶宛及突尼西亞等 11 個國家）等，第一代已實施多年，委由專家學者依

現有之官方與研究報告提出分析結果，後來 11 個新興推動國家則進行田野調

查，其研究企圖回答下列問題：1.決策階段各國為什麼決定推動 NQF；2.設計實

施階段各國如何設計實施 NQF 以達成目的；3.NQF 的成效為何 (Allai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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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O 的研究發現 NQF 似乎捉住及代表許多希望與夢想，短期內尚無法看出

推出之成效，主因為 NQF 為新近的介入策略，第一代已廣為全球接受，也發現

無法達成目標之證據，及許多證據顯示實施的困難 (Allais, 2010)。ILO 研究專案

企圖回答的問題，研究發現令人對 NQF 懷抱的教改新希望似乎破滅，2010 年對

全球公布研究結果以來，全球似乎並未停止推動 NQF 的腳步，UNESCO 於 2012

年才訂定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的認證綱要，即藉由 NQF 的推動來達成(UNESCO, 

2012)；此外，第一代國家如紐西蘭及澳洲雖無明顯成效，仍繼續推動，引起研

究者探討為何繼續推動。 

貳、澳洲成功創造一體的 VET 架構 

    雖然 ILO 研究發現各國實施 NQF 無明顯成效，但澳洲在推動國際教育，深

以澳洲資歷架構(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以下簡稱AQF)為豪，自1995

年創辦，目的為創造一個全國性完整一致的資歷架構，包括後中等教育(tertiary 

education)所有的教育與訓練，其能力本位（competency-based）的 VET 影響後來

推動的國家如南非與馬來西亞(Allais, 2010)，亦值得研究，尤其在促進 VET 與職

場的銜接轉換，有助於增進認可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引起研究者就推動終身

學習觀點探討 AQF 促進先前學習的認可情形及是否提升個人就業力。認可先前

學習為 AQF 重要部分，簡言之，若具備攻讀某個學位或資歷的技能和知識，可

換算為學分的技能和知識，若沒有任何書面證明，可申請進行個人評量，若得到

認可，過去的資歷可換算為攻讀新資歷的學分。2007 年大約 10%學生以先前在

VET 的資歷獲得許可入學高等教育(Wheelahan, 2009a)。2006 年大約 3.4%高等教

育學生因先前 VET 的課程而獲頒學分或抵免。澳洲在 1990 年代就開始推動全國

教改推廣 AQF，其重點就在由知識導向轉為能力導向，亦即由過去注重如何輸

入知識，轉向如何培養關鍵能力，以活用知識，也就是學以致用(胡夢鯨，2010)。

OECD 研究國家資歷制度在推展終身學習的角色，指出澳洲目前的 NQF 在資歷

的對等上，同時導向認可先前學習成就，以鼓勵成人及終身學習，澳洲的資歷架



8 
 

構發展較為成熟與積極(王政彥，2005)。 

    Wheelahan(2009a)指出 AQF 在一些關鍵領域非常成功，如幫助創造全國性

VET 制度，不同於先前各州分裂差異性的 VET 制度。AQF 包含所有後義務教育

的資歷，以及管控不同資歷的擴增，減少各部門教育與訓練之差異性與複雜性，

以及為業界、家長與學生增加瞭解度；有助於提供 VET 及高等教育資歷的全國

一致性，國際上受重視，有助於提升澳洲資歷國際知名度，促進各部門之間對話

有限程度，但仍可支持學分轉換及學習路徑。 

    上述這些成就，AQF 如何達成，尤以創造全國一致性之 VET，值得國內目

前證照與 VET 分離制度研究與學習（李隆盛，2002）。另 AQF 可支持各教育與

訓練部門之間對話，所有澳洲聯邦政府與各州/領地政府教育及訓練部長為一套

自 VET 學分轉換至高等教育的典範原則背書，這些原則明確假定學習成果可獨

立於學習歷程來決定，表示學分轉換可用來建立學習成果的同等性，無視於教育

歷程的相似性或差異性，包括教學、教學方法及評量，或教育提供者的類型。 

  現階段，AQF 正值轉換期，2011 年 7 月提出最新版的架構，自較鬆散的架

構轉換至較強勢的架構（AQFC, 2011）。AQF 核心問題在於 VET 的資歷奠基在

能力本位課程訓練模式，不同於高等教育或高中教育奠基在學習輸入課程模式，

導致影響其在實施時，促進不同教育提供者間學生轉換、學習路徑及學分轉換等

關鍵目標之達成有限(Wheelahan, 2009a)，刻正評鑑 AQF 及設法改善所遭遇的問

題。 

  強化後的 AQF 將有助於提升各種資歷間彼此更明確的關係，但能否解決目

前 VET 與高等教育、高中教育二種不同課程模式之不可共存性或衝突性，引起

研究者探討新修正的架構如何克服困境及澳洲政府為何自認 AQF 為成功範例，

是否已創造資歷為共同貨幣價值？證據為何？此一問題亦為國內大學校院無法

接受非正規學習認證的課程，如何創造不同教育提供者不同學習模式，可具有同

等性的資歷價值，引起進一步探討 AQF 如何可能做到？如何克服澳洲長期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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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高等教育與 VET 衝突性。 

參、紐西蘭資歷架構規模全球最完整，實施模式由上而下政府主導，值得引以為

鑑 

    紐西蘭於 1991 年推行 NQF 的案例基本上相當引人感興趣，可說是英語系國

家新自由市場主義激進代表(Strathdee, 2009a)，創造現代教育制度，鼓勵終身學

習，企圖引介統一的資歷架構，其概念為教育與訓練的所有形式將採用共同的評

量與記錄學習的制度，主張應創造教育與訓練無縫接軌制度，如此學習者方能自

不同教育與訓練提供者間轉換，以累積建立自己的人力資本。紐西蘭 NQF 就標

準或成果本位機制（standards or outcomes-based approach）其規模可能是世界最

完整的架構，吸引許多其他國家改革參考（Philips, 2003）；紐西蘭 NQF 政策概

念也深受蘇格蘭與英格蘭 NQF 影響（英國此 2 種 NQF 為世界典範），研究紐西

蘭 NQF 亦可一窺英國範例模式。此外，其 NQF 模式為政府主導，由上至下，此

種模式，類似國內各種教改制度直接由政府主導，引起研究者探討政府操作應在

何種脈絡情形方能有效實施，作為國內未來政策推動借鏡。 

  ILO 研究發現亦指出紐西蘭政府當時推出許多目標，仍然只是願景，NQF

自 1991 年實施至今，未有任何證據顯示新資歷勝於舊資歷(Strathdee, 2009a)。全

球經濟競爭模式，認為職場日益要求高技能人力，因此個人需要更多訓練與學

習，NQF 研究結果為有些新資歷使用率相當低，人力市場也未要求工作者須具

備高技能與專業。2010 年推出新版 NZQF，配合全球 NQF 發展趨勢，改變資歷

定義，1990 年成立 NZQA 以來，至今已逾 20 年，開始至今，推動終身學習理念

未變，如何在 NQF 歷史演變中，更精益求精改善終身學習機制及促進資歷在國

際上認可，亦引起研究者進一步探究之動機。 

    ILO 研究發現指出各國 NQF 幾無文獻資料探究以學習成果為核心理念之課

程如何進行評量與鑑定(assessment and certification)，紐西蘭政府近年也致力改善

評量與鑑定機制，以確保不同教育與訓練部門之資歷評量結果達到一致性，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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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ILO 研究發現後續各國改良機制參考，值得本研究接續探討。 

  本研究以 ILO 針對 16 國家個案研究發現為切入點，為何獨選紐澳二國，除

上述澳洲創造成功的一體 VET 體制及紐西蘭由上而下主導值得引以為鑑外，二

國均為第一代 NQF 已實施十年以上，成敗因素已可見；同時紐澳二國亦受英格

蘭與蘇格蘭影響，可說為政策借用的一個範例，但也有國內教改脈絡驅動，而且

紐澳二國在教育改革時同時代表二種不同 NQF 推動模式，即澳洲為溝通型，而

紐西蘭為改革型，二者同時研究，可供國內參照比較。目前各國 NQF 推動成功

案例以蘇格蘭 NQF 與英格蘭國家職業資歷（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以

下簡稱 NVQ）為典範，本個案研究應以蘇格蘭與英格蘭為研究對象，但基於考

量研究場域之現實限制，爰以紐澳為主，除因研究者工作場所可就近紐澳取材訪

談外，實地融入當地生活更易感受政策脈絡與真實性；再者紐澳二國屬亞太地

區，目前 APEC 已在整合建立區域性資歷架構可能性（APEC, 2009），紐澳為

主要參與成員；臺灣亦為 APEC 會員國之一，未來隨著各國 NQF 全球日增發展

趨勢，以及國際區域架構的重要性如歐盟 EQF 帶動歐洲地區資歷的可比較性與

可攜性，促進就學與就業的流動；而我國人才培育政策也注意到全球人才流動的

問題，人才流動，首先就考慮到雙邊或多邊跨國資歷認可問題，紐澳在亞太地區

占重要地位，以紐澳為 NQF 為研究主題，盼能未來打通雙邊，甚至加入 APEC

多邊跨國區域資歷架構；爰以紐澳為例，著重未來區域發展，而未選擇全球 NQF

實施成功典範蘇格蘭或 VET 資歷架構悠久歷史的英格蘭 NVQ 為研究對象。 

肆、國內現有 NQF 文獻不足或過時不正確 

    目前國內有關 NQF 研究文獻不多，如莊謙本、黃議正（2012）「澳洲資歷架

構對台灣技職教育借鏡與啟示」乙文，所引用之中央與地府組織圖為 2007 年舊

資料，已過時；澳洲於 2011 年 7 月推出新版 AQF，相關之管理機構也不斷改造，

已不同於 2007 年之行政組織架構，例如作者不知 2008 年已同意設置「澳洲資歷

架構委員會（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 以下簡稱 AQFC）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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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更強勢的管理單位，並獲職業與技術教育部長級委員會（Ministerial Council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以下簡稱 MCVTE)同意取代 AQF 顧問委員會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dvisory Board，以下簡稱 AQFAB）；作

者也似未察覺文中重要技職教育主管機構「澳洲國家職訓局(ANTA)」早已於 2005

年 7 月 1 日起併入教育、科學與訓練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 DEST)，不再存在；2009 年教育、科學與訓練部又轉型為教育、就業與

職場關係（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DEEWR）。另文中所引用澳洲資格認證框架（即本研究之 AQF），未引用 2011

年最新版加入級數、學習成果分類（三大核心要素）及學習期限之改革特色，實

為可惜，未留意 AQF 最新發展變化。該研究所參考之文獻（楊純青，2003；饒

達欽、黃議正、謝欣純，2006）亦為過時文獻。 

  另鍾琳惠出國考察報告「澳洲職業訓練與資歷架構制度之研究」(2010)亦未

設想澳洲在 2010 至 2012 年對 AQF 作出重大改變，研究報告中所提出之重要架

構即「澳洲品質訓練架構（Australian 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 ，以下簡稱

AQTF）」於 2011 年已由 VET 品質架構（VET Quality Framework）取代 AQTF，

同年亦成立「澳洲技能品質局」負責 VET 教育提供者/提供者的課程認證與註冊，

這些新的機構與架構，均會影響 VET 資歷研發與品質保證，本研究有需要補強

後續最新發展。此外，該出國報告重點放在職業訓練，所言之角度與主題，不是

以 AQF（或本研究所言之 NQF）為探討主題，而本研究尤其強調 AQF 如何促進

終身學習，補其不足；另外鍾琳惠於結論提出 AQF 可減少學歷、學力、就業力

的落差，僅文件所言之目標描述，未引實徵之研究文獻證明 AQF 之資歷是否確

實培育職場所需人才。 

  于承平（2010）碩士論文「我國國家資歷架構之建置及其可能之影響」分析

英國、澳洲及歐盟資歷架構發展經驗對我國的啟示，所研究 AQF 相關文獻資料

已過時，而且英文文獻亦未引歷年國外專家學者對 AQF 評論，本研究提出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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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之研究文獻補其不足，及加入 2011 年 AQF 提出許多革新的作法。 

    李隆盛（2008）有關「未來我國發展國家資歷架構之探討與建議」亦謹點到

為止，文中表示紐西蘭、澳洲已推動 NQF 多年，但未就其發展背景、如何設計

實施、成效分析。又如李隆盛（2010）研究指出我國宜建立 NQF，可參照 AQF，

亦僅不到一頁之字數介紹；換言之，李隆盛此二篇僅為引言，鼓勵國人進一步深

入探討。本研究紐西蘭與澳洲之 NQF 即深入探討 VET 部門如何銜接轉換至高等

教育部門。侯永琪（2009）「亞太各國建構資歷架構的發展」，亦謹為撰文介紹

NQF 在國際發展重要趨勢，未回答 ILO 所提問題，本研究重要性在於蒐集國外

研究文獻及進行個案實徵研究，提供國人瞭解 NQF 實施的優缺點，而不是僅以

其政策文件分析，受限於政治口號或國際趨勢。 

伍、國內面臨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知識經濟全球化挑戰，教育與職業訓練結構急

待轉型或思考新方向 

國內對全球各國自 1990年以來推動之NQF並且以學習成果為核心觀念之機

制欠缺其推動背景脈絡、目的、如何設計實施及成效之瞭解。直至 2010 年 8 月

底教育部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方列入議題，慎重討論(教育部，2010)。 

教育部 2011 年發布之「中華民國育報告書」(教育部，2011)指出面對新世紀

所出現的網路化、少子女化與高齡化、教育 M 型化、氣候變遷與環境永續發展、

全球化、本土化，以及校園生態轉變等因素，這些對未來教育的重大挑戰，政府

必須更積極因應。召開之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凝聚未來教育革新共識，提出十

大發展策略，針對未來十年應發展之重點教育事項擬訂行動方案。十大發展策略

中有關「促進高等教育轉型與發展」、「培育知識經濟人才與創新教育產業」及

「深化終身學習與學習社會」等三大項分別闡述所遭遇之問題及未來應發展之行

動方案與全球各國推動之 NQF 脈絡背景及目的均極相似。強化高等教育體系終

身學習功能，配合建立國家資歷架構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制度，建構學分累積

與轉移及登錄制度，落實終身學習社會。因應知識經濟時代，大學校院系所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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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授課內容應能積極回應產業最新發展需求；我國終身學習體系亟需因應調

整。 

  上述國內配合建置 NQF 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制度，紐澳二國 NQF 所設計

之學分轉換制度逐步做到所謂教育與訓練的多元學習路徑，對正規或非正規或非

式教育與訓練都能得到適度認證，可藉以學習。培育知識經濟人才，紐澳二國

VET 的資歷邀雇主參與訂定，以培育職場所需人力，紐西蘭推動之際也面臨高

失業問題（Strathdee, 2009a），研究此二國如何面對知識經濟挑戰，可作為教育

部未來十年計畫政策學習。 

  胡夢鯨(2010)也指出目前我國缺乏一套完整的終身學習 NQF，李隆盛(2008)

強調我國需建置 NQF 以統合多元的教育與訓練，促進國人終身學習；楊瑩(2011)

亦撰文呼籲因國內校務評鑑及大學系所評鑑，均將以學習效益(學習成果)的評量

為主，這種以學生學習成果為主的評量，反映我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之實施與國

際潮流接軌，但因我國目前尚未訂定 NQF，故也突顯出 NQF 之建構，是目前亟

待重視的要務。侯永琪(2009)也建議臺灣應建立資歷架構與各國人才相互流通。

國內研究生亦展開 NQF 之研究，建議國內發展學習成果認證之 NQF(于承平，

2010，2011，2012)。臺灣終身學習與技職教育一直是兩平行線（蔡素貞，2011），

無法有效整合，職訓局成了最大訓練單位，但我們從全球的發展，大都已將技職

訓練加入 NQF，技職訓練不應再自外於終身教育體系，如何能有效建構一套多

元與無縫的教育與訓練制度，是臺灣終身教育推動上的當務之急。 

    ILO 的研究發現，啟發我們也必須反問：實施 NQF 就可以解決上述所有教

育問題嗎？就可以暢通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彼此間學習路徑嗎？更有效媒合職

場與教育訓練？面對全球化國際競爭性挑戰嗎？還是仍無法解決所遭遇之問題

呢？研究發現似乎仍未有具體成效證據，但未否定之，各國政府仍不斷推動與改

良，此亦為研究者持續研究之動力。ILO 對實施 NQF16 個國家進行實徵研究

(Allais，2010)，提供研究者一個很好的角度去審慎反思實施推動 NQF 可能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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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研究者借其研究發現，進一步以紐澳 NQF 為個案實證研究之後續，尤

其探究實施上所遭遇問題，以補 ILO 研究不足。紐澳二國所推動之 NQF 與國內

現行所採行之各種促進終身學習機制，似乎為相同目的，但採不同理論機制與設

計模式，引起研究者探究 NQF 能否作為國內政策學習參考。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奠基在 2010 年 ILO 個案研究發現與反思上，主要以第一代 NQF 國

家紐西蘭及澳洲為主，先就文獻資料蒐集分析比較紐澳二國推動 NQF 之脈絡與

目的、如何設計與實施、成效評估為何，從中找出共同性與獨特性，同時進行國

內學者專家及教育利益相關者之訪談，有利於了解國內終身學習困境與需求：奠

基在前述文獻探討有待研究的問題上，進行紐澳文件分析與個案訪談，研究結果

綜合分析NQF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及提出對我國建置NQF推行終身學習的

建議；因此本研究目的有四： 

一、 探討紐西蘭與澳洲 NQF 推動的社經脈絡與目的。 

二、 研究紐西蘭與澳洲 NQF 設計模式與實施。 

三、 分析紐西蘭與澳洲 NQF 成效與未來改進方向。 

四、 綜合分析 NQF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貳、研究問題 

  本研究問題奠基在上述研究目的上，包括： 

一、探討紐、澳二國為什麼推動 NQF 及目的為何？ 

(一) NQF 推動社會經濟脈絡為何？21 世紀或知識經濟社會是否另有新的挑

戰與課題？ 

(二) 推動目的為何?至今是否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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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紐、澳二國如何設計與實施 NQF 以達成目的? 

(一) NQF 如何設計?是否仍以「學習成果」為核心理念？ 

(二) 實施時涉及之相關機構為何? 

(三) 實施時之助力與阻力為何?  

三、分析紐、澳二國推動 NQF 的成效與未來改進方向為何? 

(一) 整體目標達成程度為何？ 

(二) 未來改革方向為何? 

四、綜合分析 NQF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為何？ 

(一)紐澳國家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為何? 

(二)紐澳國家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啟示為何?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之個案研究(case study)，以文件分析及訪談研究法為

蒐集資料主要取徑。 

壹、研究方法 

一、為什麼採用質性研究 

  本研究以 ILO 個案研究發現為出發點，研究目的主要探討紐西蘭及澳洲為

什麼推動 NQF、如何設計與實施 NQF，以達成教改目的及分析推動 NQF 的成效

與評估，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本研究係屬教育政策研究範圍，須瞭解紐澳

二國所處理的社會問題本質與社會問題的規模是甚麼？應該提供甚麼樣的服

務？政策方案符合了行政上以及服務上的目標嗎？資源運用是否有效率？概言

之，政策研究從如何形成、實施至政策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準此原則，本研

究須分析紐西蘭及澳洲二國官方文件、既有之學者專家研究文獻及訪談方能深刻

瞭解紐、澳二國發展背景、動機與目的、如何設計以達成目的、目標達成之程度

及評估未來發展方向等；如以量化研究則無法獲致這些深度資料，本研究適合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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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並以質性研究之個案研究(case study)為研究方法，以文件分析及訪談

研究法為蒐集資料主要取徑。 

二、個案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紐澳 NQF 個案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探討在各國特定情境脈絡下

的活動特質，以了解它的 NQF 獨特性和複雜性；對研究者而言，研究的旨趣在

於了解過程，而不在於推論普世原理；在於了解脈絡、而非一個特定變項。本個

案研究可定義為：研究者透過紐澳二國 NQF 多重資料來源，對當前現實教育與

訓練脈絡的各種現象，所做的一種描述探究的方式。總而言之，本個案研究法為

一種個別的、深度的、描繪的、且偏向質性的一種研究方法，本研究範圍則以紐

澳二國各自形成背景、發展過程到實施機構做全面的、詳盡的、深入的研究。 

三、個案研究之資料蒐集方法 

  本紐、澳個案研究以文件分析與訪談法為蒐集資料主要方法。 

(一) 文件分析 

本研究之文件分析主要以紐澳 NQF 相關之政府官方文件或網站資料及學者

或國際組織研究文獻，進行研究分析，以瞭解 NQF 目的、設計、成效評估

等；藉以作為接續訪談參考依據。為深入瞭解紐、澳二國 NQF 所處脈絡與

其交互作用所產生之深層意義，本研究採質化的文件分析法，透過質性的資

料蒐集與分析的原則，對文件內容進行深入分析，以發現、證明該文件內容

的環境背景及其意義。   

   文件部分包括一手與二手資料，分述如下： 

1.一手資料：包括法規條文、官方報告書、統計資料與新聞稿等，藉以掌握

紐西蘭及澳洲 NQF 的社經脈絡及過程、設計模式、具體實施內容及面臨之

困境與成效證據。 

2.二手資料：紐澳二國 NQF 之學術研究著作、期刊論文、國際組織專案計

畫研究、學位論文及相關報導等，以間接瞭解紐西蘭及澳洲 NQF 之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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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教育問題及未來發展走向。 

(二) 訪談法 

研究紐、澳二國 NQF 使用半結構訪談法有下列幾項優點：1.訪談可使研究

者本身蒐集到 NQF 更詳細的資訊，且面對面訪談回復率高，當面訪談能得

到較佳的資訊品質；2.可以控制問題先後程序，可以決定訪談時間，可以問

得較詳盡，並可較深入問題；3.可以取得到大量高度的資訊。本研究使用訪

談法是希望深入瞭解受訪者對 NQF 政策內涵及相關問題之看法，訪談能深

入研究現場，除了書面文件外，用訪談法更能深入瞭解 NQF 政策完整深入

的發展變化過程；可發現文獻之外無法看到的默會知識，瞭解隱藏在政策背

後決策者或推動者的價值觀或實施時所遭遇的脈絡張力；這些默會或內隱的

政策知識或社會價值觀，只有藉由訪談，方能獲得。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實施主要步驟如下： 

一、 擬定主題：蒐集相關資料及國內訪談資料分析。 

二、 文獻探討：終身學習與 NQF 理論概念探討，ILO 之紐、澳二國舊版 NQF

相關文獻資料，並加以分析、整理、統整、歸納，以形成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做為論證與分析紐澳二國 NQF 模式及成效之依據。 

三、 進行紐西蘭及澳洲二國之文件分析。 

四、 進行紐西蘭及澳洲二國之質性訪談。 

五、 進行紐澳二國資料綜合分析的研究工作。 

六、 提出結論與建議：針對整個研究過程、文件分析所得與質性訪談分析比

較發現，加以歸納整理，作出結論與建議，並提出對我國未來建置 NQF 推

行終身學習的建議。 

 

本研究步驟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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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步驟流程圖 

 

第五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涉及「國家資歷架構」及「終身學習」等二項重要關鍵名詞，其操作

性定義如下： 

壹、國家資歷架構(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以下簡稱 NQF) 

  UNESCO(2012)定義 NQF 為由政府主管機構研發全國同意的一套標準／判

準，為資歷分類與相等的制度，NQF 認可各種學習形式的學習成果及能力

（competences）。歐盟定義「NQF」如下(EU, 2008, p.11) : 

  「NQF」意指資歷分級工具，依據一套標準，已達特定學習級數，NQF 旨

在整合及協調國家不同資歷制度，以及改進透明性、學習機會、學習進程、資歷

品質，且與職場及公民社會相關。 

    澳洲的國家資歷架構稱為澳洲資歷架構(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以下簡稱 A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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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F 為澳洲教育與訓練資歷的國家性政策，整合不同教育與訓練部門之資

歷為單一完整之國家資歷架構，AQF 係鞏固澳洲資歷之國家制度，包括高等教

育(Higher Education)、職業教育與訓練（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簡稱

VET）及學校教育制(AQF, 2013)。 

  AQF 為澳洲資歷提供標準，包括 AQF 每一級數與資歷類型的學習成果

(learning outcomes)、資歷的認證(accreditation)與研發的規範、核發 AQF 資歷的

政策要求、資歷關係（linkages）與學生路徑（student pathways）的政策要求、

註冊系統(register)政策要求（包括認證 AQF 資歷的機構、頒發 AQF 資歷的機構、

AQF 資歷與資歷路徑）、新增或刪除 AQF 資歷類型的政策要求、專門術語定義。

AQF 資歷的認證、頒發資歷的機構及資歷之品質保證皆藉由澳洲司法權立法規

範，AQF 資歷的驗證（verification）及頒發機構藉由 AQF 註系系統（AQF 註冊

系統為澳洲認證單位、AQF 認證的資歷、授權頒發資歷的機構之官方全國性公

開紀錄）規範（AQF, 2013）。 

  簡言之，AQF 為規範所有教育與訓練的資歷(AQFC, 2011)，「架構」連結所

有資歷，為非常明白清晰具有品質保證的全國性教育認可體系，該體系可促進終

身學習及達成緊密結合的教育與訓練體系。學校、工作及學術等資歷都是單一資

歷體系下的一部分，在生涯規劃及繼續教育上可有最大彈性(Wheelahan, 2009a)。 

  紐西蘭現行國家資歷架構稱為紐西蘭資歷架構(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以下簡稱NZQF) ，早期稱為國家資歷架構(NQF)，NZQF於2010年

取代紐西蘭早期的NQF，為紐西蘭所有資歷的單一統整架構： 

  NZQF傳達完成一項資歷所獲得之知識、技能與屬性(attributes)、要求整合性

與一致性資歷的發展、支援高品質教育路徑、提升紐西蘭資歷的品質與國際比較

性、對提升毛利人教育與訓練作出貢獻、代表貨幣價值永續與健全發展(NZQA, 

2011b)。 

  NZQF包含紐西蘭所有品質保證的資歷的完整名冊，可在線上找到正確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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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資訊，資訊內容包括資料的名稱、類型及級數、學分數、學習成果報告（畢

業生檔案、教育與就業路徑）、資歷學科領域、資歷評鑑日期、資歷研發者詳細

資料(NZQA, 2011b)。 

    本研究 NQF 定義綜合 UNESCO、歐盟及紐澳定義意指全國同意的一套標

準，為資歷分級的工具，NQF 旨在整合及協調國家不同資歷制度，以及改進資

歷透明性、學習機會、學習進程、資歷品質，且與職場及公民社會相關。 

  此外，在澳洲 AQF 談及「後中等教育(Tertiary Education)」一詞，意指終身

學習的第三階段教育，為後中等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12 年級以後)，後

中等教育包括大學、學院、技術訓練學院、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s)、公立

技術與繼續教育學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簡稱 TAFE)與遠距學習中

心 。 高 等 教 育 (Higher education) 包 括 學 士 與 研 究 生 教 育 

(http://www.innovation.gov.au/HigherEducation/TertiaryEducation/Pages/default.aspx

)。紐西蘭後中等教育包括私立專科學校（private training establishments, PTEs）、

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nd polytechnics, ITPs)、毛利大學

(wanaga) 、 大 學 及 職 場 訓 練 等 ， 高 等 教 育 為 大 學 提 供 之 學 位 教 育

(http://www.nzqa.govt.nz/studying-in-new-zealand/tertiary-education/)。 

貳、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OECD 界定終身學習為「終生所從事之所有學習活動，旨在改進個人、公民、

社會或就業相關的知識、技能與能力」(OECD, 2002)。澳洲與紐西蘭如同其他

OECD 會員國，終身學習為國家政策追求目標，國家資歷架構的發展改善資歷的

取得與明確界定學習成就，鼓勵個人藉由教育訓練不斷上進，將促進終身學習

(OECD, 2003)。 

  歐盟明確指出終身學習可被視為涵蓋一切有目的正規與非正規學習活動，其

目的在於增進知識、技能與能力(EC, 2000)，在《實現終身學習的歐洲(Making a 

European Area of Lifelong Learing a Reality)》提到，終身學習乃是所有生活中所

http://www.innovation.gov.au/HigherEducation/TertiaryEducation/Pages/default.aspx
http://www.innovation.gov.au/HigherEducation/TertiaryEducation/Pages/default.aspx
http://www.nzqa.govt.nz/studying-in-new-zealand/tertiar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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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具有促進知識、技能與能力的學習活動，並蘊有個人、公民、社會或工作相

關的觀點(EC, 2001)。 

  中華民國教育部 2002 年《終身學習法》(教育部，2002)定義「終身學習」

指個人在生命全程中所從事之各類學習活動。正規教育指由小學到大學具有層級

架構之教育體制，非正規教育指在正規教育體制外，針對特定目的或對象而設計

之有組織之教育活動。 

綜上，本研究綜合 OECD、歐盟及國內定義，終身學習定義為個人終其一生所參

與各類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活動，增進知識、技能與能力，以利個人潛

能實現、提升就業能力及促進社會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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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首先回溯終身學習與 NQF 理論概念，再以 ILO 國際研究團隊

對推動 NQF 之研究發現為主，因為這些國家已實施多年，已有不少研究文獻可

供參考，尤其第一代為後期全世界各國推動 NQF 的學習典範或政策借用；接續

探討歐盟推動的 EQF，其為區域性架構代表，也帶動歐洲各國推行 NQF，為全

球（含紐澳）改革參考；同時介紹 APEC 各會員國推動 NQF 現況，並引華人世

界香港近年推行 NQF，探究英語系國家的 NQF，在華人世界推行成效；最後分

析國內終身學習現況、困境與需求，並總結前述文獻探討，希望藉由紐澳的 NQF

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對國內未來建置 NQF 推行終身學習的建議。 

 

 

第一節 終身學習與國家資歷架構理論觀點 

壹、終身學習理論觀點 

一、學習社會思潮與關鍵能力本位觀點 

  終身學習的思潮，雖然淵遠流長，但近代終身學習的思潮，卻自 1970 年代

才開始受到國際的重視。學習社會的理念，始自 1960 年代，最早為美國學者 R. 

M. Hutchins 所提出。他在 1968 年出版《學習社會》（The Learning Society）一書，

指出兩股勢力驅使現代社會朝向學習社會，其一為迅速的社會變遷，現代社會是

個開放社會、資訊社會。此外，受到教育機會均等理念的影響，社會不利團體亦

漸漸覺醒到本身學習的權利，而要求政府及社會給予合理的教育機會與措施。科

技進步，使人類隨時接觸到新事物、新發明與新知識，造成工作型態明顯的轉變，

使得在職訓練成為不容忽視的要務。資訊流量的遽增與生活環境的變遷造成個人

在其一生中要適應多種生活的型態。在現代社會中，受到整體環境快速變遷的影

響，造成了知識的侷限性與短暫性。知識的迅速成長，促使人類不斷的從事學習，

以具備適應新生活的能力，而知識的衰退，亦促使人類需不斷的投入學習，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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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專業知識的過時，而窄化了個人的知識空間(Apps, 1988)。  

其二為休閒時間增加，醫療技術的進步促成人類壽命普遍的延長。促使人類

較以往有更長的工作年限，而且為因應工作變遷的需要，不斷的從事學習乃成為

提昇生產力的要素；此外，由於壽命的延長，致使人類退休後仍有漫長的生命歲

月，可以投入學習的行列，以充實生活內涵。學習社會不僅是消極地提供學習機

會，更應達到完全開展人性的學習目標(Hutchins，1968)；學習社會要為個體在

不同生涯提供教育，使社會全體成員能充分發展自己的潛能。這是一個人人學

習、時時學習、處處學習的社會(教育部，2011)。 

  胡夢鯨(2010)指出近年來，世界先進國家在推展終身學習政策時，十分重視

成人基本教育及回流教育的推動，回流教育重在強化職場工作者的關鍵能力與競

爭力，強調回流教育要與職場和生活緊密結合。從成人基本教育的推動，回流教

育的實施，關鍵能力的培育，到國家競爭力的提升，這些議題係環環相扣。世界

各國除進行一連串教育改革及制定終身學習政策外，也紛紛提出國民關鍵能力

(key competency)，作為教育目標或成效指標之基礎。所謂關鍵能力指的是一種

可移轉（可運用至不同情境）、多功能（可達成不同目標，解決不同問題）的能

力，代表生活或工作必備的綜合素質，這些素質可以對個人、群體及社會產生影

響力。澳洲在 1990 年代就開始推動全國教改，其重點就在由知識導向轉為能力

導向，亦即由過去注重如何輸入知識，轉向如何培養關鍵能力，以活用知識，也

就是學以致用(胡夢鯨，2010)。 

    澳 洲 國 家 課 程 (Australian Curriculum)

（http://www.acara.edu.au/curriculum/general_capabilities.html）為例，列出 7 項關

鍵能力(general capabilities)：語言能力、數學能力、資訊傳播科技能力（ICT）、

批判與創造性思考、個人與社會能力、跨文化瞭解、倫理行為。學習領域以知識、

技能與理解為三大主軸。澳洲有些大學列出大學生應具備之關鍵能力為(Bowman, 

2010)：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世界觀（World view ）及個人實務知識（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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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knowledge ）。 

   UNESCO 所出版的「學習：內在的財富」（Learning：the Treasure Within）

主要圍繞一個主題即：「明日社會需要什麼樣的教育？」(UNESCO，1996)書中

明確指出：賦予人人終身學習的機會，增加個人知識、技能與態度，適應快速變

遷複雜與相互依賴的世界。為達成這些目的，個人終其一生需安排進行下列四種

學習，或稱學習的四大支柱，分別敘述如下： 

(一) 學習認知（learning to know）：獲得理解的工具。為因應科技進步、經

濟發展、社會劇變所帶來的迅速變革，每個人必須同時發展通識教育

及專業教育。  

(二) 學習如何做（learning to do）：能夠在環境中創造性行動。與職業訓練

密切相關，不僅只有 know-how，並擴大解釋為生活技能(life skills)，

結合知識與技能，具備溝通能力、與他人共事、處理及解決衝突。 

(三) 學習共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與他人共處共事。學會發現他人、

尊重他人的文化及價值，以及相互為共同的目的努力。 

(四) 學習生存（learning to be）：奠基在前述三項的學習，個人不斷的成長。

UNESCO 強調教育的原則是發展全方位的人，包括身心、智能、理性、

美感、個人責任感與精神價值，人人必須具備獨立批判思考、判斷與

決擇的能力(UNESCO, 1996)。 

  除了上述四大學習支柱，隨著時代演變，UNESCO評估「學習：內在的財富」，

許多學者建議應更新Delor報告，以符應終身學習最新需求，建議加入三項學習

支柱：1.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學會學習為終身學習的基礎，而且為達成終

身學習的工具，也為可轉換的技能，支援先前提出之四大學習支柱，同時鼓勵學

習者為自己的學習負責。2.學習轉變（leanring to transform），學會轉變賦能學

習者批判自己現況，改變現況，以追求更美好人生。3.學會發展（learn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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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學會發展包括所有學習成果，賦予學習者發展個人及充分融入社會( 

Yang, J. & Valdes-Cotera, R., 2011)。 

  在全球化與現代化創造一個日增多樣性與彼此互動相連的世界，個人必須

面對日新月異的新科技及社會新挑戰，以追求永續發展與社會凝聚力，在這樣的

背景下，個人應具備那些能力，以創造成功圓滿的人生，以及運作良好的社會的

關鍵能力應該是什麼?成為 OECD 研究關鍵能力的動機，OECD 邀集跨領域的學

者專家於 1997 至 2002 年進行了大規模的跨國研究計畫，這個計畫名稱為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 

(以下簡稱 DeSeCo)。DeSeCo 計畫的目的在於提出一個可以據以界定及選擇關鍵

能力的理論及概念架構(OECD, 2005)。 

  能力(competence)被視為一種能成功地回應個人或社會要求的能力，它不僅

僅是知識與技能，還涉及符合複雜情境要求的能力(ability)，包括心理、態度

(attitude)、溝通等。DeSeCo 研究團隊認為關鍵能力不是依個人認知與技能任意

決定，而是考量創造成功的生活與功能運作良善的社會應具備的先決心理社會條

件。DeSeCo 提出三個範疇作為關鍵能力的概念基礎，這三個範疇提供了關鍵能

力的選擇依據與理論基礎。這三大範疇相互關連，同時各有其關鍵能力如表 2-1 

OECD-DeSeCo 關鍵能力表(OECD，2005): 

表 2-1  

OECD-DeSeCo 關鍵能力表 

互動式使用工具 在異質性的族群中互動 自主行動  

(1)互動地使用語言、符號

及文本，(2)互動地使用知

識與資訊， (3)互動地使

用科技。 

(1)良好人際關係，(2)團隊

合作，(3)處理並解決衝突。 

 

(1)在大格局下行動，（2）

規劃生活計畫與個人方

案，(3)能為個人權利、

興趣、限制與需求辯護與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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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OECD(2005).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Executive Summary (pp.10-16). Retrieved October 13, 2011, from 

http://www.deseco.admin.ch/bfs/deseco/en/index/02.parsys.43469.downloadList.2296

.DownloadFile.tmp/2005.dskcexecutivesummary.en.pdf 

  OECD提出的關鍵能力架構的核心點在於個人必須能夠反思性（reflectively）

思考與行動，反思性不僅涉及個人應用例行生活方式，亦指能面對改變，學習新

經驗及批判性思考與行動(如圖 2-1 關鍵能力架構)。 

 

圖 2-1 關鍵能力架構 

資料來源: 研究者整理自 OECD(2005).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Executive Summary(pp.1-20). Retrieved October 13, 2011, from 

http://www.deseco.admin.ch/bfs/deseco/en/index/02.parsys.43469.downloadList.2296

.DownloadFile.tmp/2005.dskcexecutivesummary.en.pdf 

    歐盟終身學習關鍵能力參考架構(Key Competen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 – 

European Reference Framework下之「能力（competences）」)界定為知識、技能

與態度的結合（a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為了個人實現、

積極公民、社會融入（social inclusion）及就業力，關鍵能力為人人所需培育之

能力。歐盟所訂定之八大關鍵能力（CEC, 2007）包括： 

在異質

性族群

中互動 

互動式

使用工

具 

自主 

行動 

成功 

生活 

運作良

好的社

會 

社會願景：人權 、永續、

均等、生產力、社會凝聚

力 

生活要求:科技、多樣

性、流動性、責任感、

全球化 

關鍵能力理論元素 

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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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母語溝通(communication in the mother tongue) 

(二) 外語溝通(communi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三) 數學能力與科技基本能力(mathematical competence and basic compete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四) 數位能力(digital competence) 

(五) 學習如何學習(learning to learn) 

(六) 社會與公民能力( social and civic competences) 

(七)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 sense of initiative and entrepreneurship) 

(八) 文化意識與表達(cultural awareness and expression) 

    關鍵能力乙詞，各國使用不同詞表示如general capability、generic skills、core 

ability、key competencies等，各國已將關鍵能力融入NQF中，如澳洲AQF學習成

果以「知識、技能及應用」，「技能」包括認知技能、技術能力、溝通能力、創造

能力、社交能力及一般技能等，「應用」意指自主、責任與績效，此三大範疇已

包含批判能力、人際關係、自主等(AQFC, 2011)。紐西蘭NQF定義學習成果即以

學習者將知道什麼、瞭解什麼及能夠做什麼(NZQA, 2011b)，相似於UNSECO四

大學習支柱。NQF創造個人終身學習機會，邁向學習社會過程，NQF架構以學習

成果為理念，不斷育成21世紀所需之關鍵能力(知識、技能與能力)人才，方能提

升國家競爭力及個人潛能充份實現。 

二、非正規學習、非正式學習及學習網絡的重要性 

    正規學習主要透過學校系統，讓學者按步就班有系統的計畫學習，教育的參

與大部分以獲致文憑、證書及學位為目標，提供此一服務的教育提供者為中小

學、大學、社區學院、技術職業學校等，形成完整體系。非正規學習方面學習者

藉由正規教育以外的教育提供者進行有計畫及有組織的學習，這些提供者如宗教

機構、志願組織、工商業人力發展、圖書館、博物館及老人組織等。非正式學習

包含最廣，不一定透過機構或組織，依學習者個人需求自行決定學習的過程，包

括有意安排或偶發的學習，自工作、家庭、社區活動中，藉由電視等大眾媒體、

旅行、休閒活動、閱讀等獲取新知。終身學習融合這三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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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識本位全球經濟，未來繁榮安定、社會和諧及環境永續端賴於

人民具有抉擇能力、適應快速變遷及提出當前挑戰永續解決之道。今日

不同於以往，提供更多終身學習機會，進而改善生活品質，促進更公平的社會，

以賦能人民預備與處理所面對的挑戰；終身學習為達成這些目標關鍵所在。終身

學習包括全面學習機會，自學前、學校至繼續與高等教育，由正規教育擴大至成

人的非正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1972 年法爾報告（Faure Report）《學會生存》

「（Learning to Be）」及 1996 年出版《學習:內在的財富》(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為 UNESCO 二本重要出版品，促進終身學習政策與實務發展，進而創造

學習社會。終身學習包括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強調整合學習與生活，全

面學習包括家庭、社區、求學、工作與休閒，而且終其一生。在今日快速變遷與

複雜世界，個人必需藉由各種學習形式獲得知識、技能與態度來面對挑戰。然而，

許多國家資歷制度仍焦點在教育提供者的正規學習，導致個人大部分的學習仍無

法得到認可，也阻礙學習動機，人才潛力未能充份發揮，年輕人與成人終其一生

在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仍需獲得認可，2009 年 UNESCO 第六屆國際成人教育會

議要求認可所有形式的學習，要求 UNESCO 研發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的認可指南

(UNESCO, 2012)。 

  目前在倡導終身學習的理念，社會肯定非正規學習的獨特性及價值，在一個

多元的社會裡，任何措施必須考量到每一個體的需求，才是符合社會正義；在終

身學習的社會中，有 80%的學習是屬於非正規與非正式（黃富順，2005）；因此

在一個終身學習的社會，只對傳授個人知識 20%的正規學習，給予認證，是不公

平也不合理，亦不符合終身學習的社會現況；對正規學習以外之成就認證確實有

其必要性。傳統強調學習歷程觀點，正規學習經由一定的學習時間及地點，其學

習過程明確且可觀察；但新近評量觀點，已從歷程觀轉至結果（result）觀（黃

富順，2005），亦即在終身學習的時代，學習的方式多元，路徑多樣，非僅學校

教育學習成就方式而已。如學習成就已達到既定的要求或水準，則應予採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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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顧及其採取何種方式、何種路徑或何種歷程來達成此一成就水準。英國國家

職業資歷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NCVQ）就指出認

證係建基於成就的證明，而非學習的過程（Butterworth, 1992）。在終身學習的社

會，學習方式與歷程多元且多樣，結果觀（本研究所言之學習成果）看法較符合

實際，亦較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轉引自黃富順，2005）。此觀點即為 1990

年代起各國推動之 NQF，藉由 NQF 的建置，暢通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間

路徑的銜接轉換與平等尊嚴。 

  為因應劇烈變化的社會需求，培育具有多元技能的人才，各個先進國家無不

以建立社會進修的學習網絡(learning network)為教育政策的重要指標。台灣教育

部亦以此為鵠的，在北、中、南、東各區，建置策略聯盟中心，利用教學科技設

備的建置，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讓大專院校的教師、學生可以互相分享教學資

源，甚而在網上開課，使教學打破時地的限制。然而，觀諸我國各地策略聯盟之

組織架構，一則仍以各大學機構為主要參與者，並未預留足夠空間給其他大專院

校以下之教育提供者，也少談及與企業及社會機構的合作，亦未達到真正的「建

教合作」理想；二則缺乏對課程合適的評量機制與學位授與流程，因而降低了學

校以外的人士利用其學習網路的意願（蔡曉楓，2010）。美國俄亥俄州政府所創

立之俄亥俄學習網（Ohio Learning Network，以下簡稱 OLN）之經驗以現有之資

源結合教育科技的優勢使高等教育的影響力可以跨過學術圍牆，為全民服務，以

發展終身學習的有利環境。 

  俄亥俄州學習網絡（http://www.oln.org/）創立於 1999 年，為俄亥俄州州立

大學聯合董事會（Ohio Board of Regents）與州教育部（the Ohi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所規劃的學習網絡，教育科技的利用，則是建構其環境的策略路徑。

學習網路的設計必須極盡所能地發揮其影響力，吸引社會公眾的關注，使每位州

民都有充分的機會得知並接觸本學習網的存在。因此，OLN 應該盡可能地促進

各教育提供者與工商企業、社會福利機構之間的相互合作、對話，並且以草根模

http://www.ol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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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grassroot）作為發展學習社群的規則。OLN 之目的有二： 

（一）幫助俄亥俄州州民在自家附近的高等教育提供者以遠距教學或面對面授課

的方式選擇、進修適合實際需求的教育課程，並以此獲取學位及學分認證； 

（二）以教育科技為利器，幫助各大專院校建立合作關係以提升其高等教育的品

質。 

  OLN 的經驗在於重新思考資訊科技的進展替終身教育帶來的契機，以及高

等教育提供者及各學術相關機構在終身學習的這張龐大的藍圖中所扮演的樞紐

角色。以國家層級而言，政府單位不僅需要責成各高等教育提供者為有志於終身

學習的教職員工及學習者提供支援，更需要為學習者打造一個終身學習的環境—

亦即一個與社會脈動結合、與學習者需求呼應的環境。這個環境以高等教育提供

者為中心，將大學的學習資源向下分享到中小學，也向上延伸到成人繼續教育與

業界的專業發展上。為了創造終身學習的環境，俄亥俄州政府推動資源共享，讓

州民可以方便借閱各大圖書館及大學的圖書，利用各大學的軟硬體設備，更不吝

於引進外部的學習資源，利用其諮詢服務以鞏固終身學習環境的基礎建設。另一

方面，OLN 設置地方中心，帶領大學教職員工走出學術圍牆，利用草根模式的

課程發展計畫與中小學教師及業界人士合作，共同開發課程。以學校層級而言，

參加 OLN 計畫的大學，無不以此作為擴充學校軟硬體建設以及提升學校教職員

工素質的方法，使學校有機會與外界合作，提升學校的知名度與影響力。以學習

者層面而言，OLN 的設立讓學習者可以享受高品質的網路課程，並且以此獲得

文憑資歷(蔡曉楓，2010)。 

  學習網絡基本上為線上學習環境，幫助參與者藉由分享資訊與合作發展自己

能力；依此方式，學習網絡設計目的在於豐富非正規教育學習經驗，對正規教育

也非常有用，Koper(2009)指出學習網絡可包括與他人交換知識與經驗，團隊合

作方案（如創新研究計畫）、成立工作小組與研討會、提供建言或獲得協助、評

量自己或他人或找到學習資源、創造個人能力等。基本上，學習網絡為社會網絡，



32 
 

由相同興趣者組成，任何學習網提供參與可能需要之資源。學習網絡主要成員為

參與者，任何均可參加，扮演各種角色，如學習者或教師或導師。在高等教育也

日益重視打破校園界線，創造校際與國際的學習網絡（Benkler, 2009）；在高等

教育脈絡下，學習網絡為有效機制在符合大學規範下確保師生與合作夥伴進行最

大潛能自由展現與創新。 

  學習網絡可說是 Wenger 提出之 「實踐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觀念

之理論應用，渠指出基於目前社會制度認為學習為個人歷程，學生在學校所學與

外在世界無關，知識脫離生活脈絡；導致學習是無聊的及令人疲乏的。於是提出

「實踐社群」這個概念，認定學習應置於生活經驗中，是持續生活不可避免的，

學習本質上是社會現象。Wenger 認為學習是社會參與，包括四項主要成分：意

義、實踐（完成任務、非二分法、涉及行動與理論）、社群（各種社會形式）、認

同。「實踐社群」無處不在，如在家、學校、工作或社團，是非正式的，普遍的，

令人眼界一開，也是為我們遺忘的熟悉性；實踐社群讓我們重新思考學習本質。

「實踐」是有關日常生活體驗的意義。生活是意義協商不斷歷程，包括二個主要

元素，即參與與具體化。「社群」屬性自實踐面向來看，包括相互投入、聯合事

業、共享資源。「實踐社群」是社會生活的事實(Wenger, 1998)。 

  Wenger 採俗民誌（或人種誌）觀點，避開簡單化的衝突或和諧理論。實踐

社群自身不意涵和諧或協同，或解放力量，不是正面或反面因素，而是投入行動、

人際互動及共享知識中達成真正轉變。以「認同」觀點來瞭解教育時，教育就不

僅是社會化而已，也不是前端終結式教育，教育成為個人與社群間相互發展歷

程。不是過去文化傳遞再製，而是學習意指認同，認同本身即是教育資源。藉由

親職教育、學徒制本質、世代相遇、連結跨領域界線來實現。Wenger 提到之社

群屬性之實踐面向為「共享資源、相互投入、聯合事業」，相同於 UNESCO 的「知

識共享」精神。電腦網路實現了建立虛擬學習社群的可能，在社群理念中，學習

者同時具有正式與邊際式的參與機會(Wenger, 1998)，在提供適切的互動工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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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架，促進學習參與協商的活動，使社群份子彼此分享、分工合作，進而達成提

昇社群整體知能之效果。各國 NQF 推動精神，也在聯合高等教育部門與 VET 部

門、教育與產業的合作，甚至國際區域形成一個暢通學習路徑及學以致用的學習

網絡。 

貳、國家資歷架構理論觀點 

  依據UNESCO調查2009年有280萬名後中等教育國際學生，占所有後中等教

育學生的2%，較1999年成長53%，表示學生流動日趨重要，日增國際學生流動

意涵資歷認可的需求(UNESCO, 2009)。工作人口流動意涵人口流動增加，表示

資歷認可需求更大，他國基於語言、文化與歷史難以瞭解別國資歷，更須正式制

度協助資歷認可。經濟蕭條，回國就業，無法資歷認可造成人力浪費(GHK, 

2011)。資歷架構用來改善資歷間之相關性、透明性及一致性，或促進終身學習

目標如入學機會取得、學習進路、不同學習之轉換及開放新學習路徑。資歷乙詞

傳統上深深嵌入特定之社會與經濟脈絡及制度背景，今日發展趨勢，各國資歷已

面對跨國全球化勞力市場及日趨流動人口挑戰，影響各國如何界定、頒發及認可

資歷，不僅以知識、技能及能力（knowledge, skills and competences）來界定資歷，

也採取共同貨幣形式，象徵國家及國際上之重視。資歷由主管單位頒發，包括證

書、文憑或學位（certificates, diploma or degrees）（CEDEFOP, 2008）。認可

(recognition)乙詞，依據OECD(2007)研究，Leney(2009)指出認可須多元面向定義

方有意義，包括對使用者而言是合法的或透明的，使用者包括教育提供者、雇主

及個人；再者資歷認可須有真正價值，可進入勞力市場或進階學習，如同貨幣價

值。最後資歷的認可須受到信任，具有可攜性，轉換工作受不同國家的重視與接

受。依Leney之定義，認可乙詞意指資歷之透明化、貨幣及可攜性；資歷之可攜

性及認可在全球受到高度重視。 

  UNESCO及OECD在過去這二十幾年來推動全面學習概念，自然導向至學習

成果概念(Bjornavold, 2000)，不再以學習輸入(learning inputs) 來評量學習，E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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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各國NQF也在此潮流下，強調以學習成果為導向；由圖2-2可看出全球各國推

行之NQF為匯合學習社會與關鍵能力之大集。NQF立論驅動力為社會願景（如公

平正義、教育機會均等與生產力等）及生活要求（如科技資訊社會、知識快速成

長、全球化經濟挑戰及休閒增加等）。 

 

圖2-2 學習社會－關鍵能力－各國NQF演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OECD研究國家資歷制度在推展終身學習的角色，指出澳洲目前的NQF在資

歷的對等上，同時導向認可先前學習成就，以鼓勵成人及終身學習，英國以導向

學分架構概念來扣緊資歷架構，比較來說英國及澳洲的資歷架構發展較為成熟與

積極(王政彥，2005)，各國發展NQF對終身學習的益處包括促進學習文化、整合

終身學習內容、活化非標準化的資源形式（含認可先前學習及認可非正規與非正

式學習）、得以改善基本技能、連結及比較個別的資歷、可更聚焦於個人及公司

的學習需求、可降低學習者重複學習的時間浪費、為決策者等利害關係人提供清

晰及簡化的技能與資格；資歷架構可讓各類非正規或非正式的學習資源做更有效

的運用(王政彥，2005)。終身學習的推展必須包括加強不同資歷與訓練領域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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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觀念，若各資歷旨在促進終身學習則其發展必須突破機構別與職業別的界線，

終身學習可藉由認可不同形式的學習以取得資歷方式來推動。要建立學習成就認

證的資歷架構必須結合不同主體的緊密連結，加強彼此務實的合作，藉由認證及

資歷取得方式，也是促進終身學習發展的有效策略。綜合OECD報告可知，多數

的主要國家或未來都積極發展認證學習成就的資歷架構，或許發展程度有別，但

卻是共同方式。資歷架構的發展結合了機關、機構、學校與團體等不同的教育利

益相關者，打破既有主體之權責界線，以及不同的職業類別，建立一個全國通用

的NQF。對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來說，NQF更具有提升渠等教育地位與評價的好

處(王政彥，2005)。 

  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為不同的學習類型，但就知識、技術與能力之獲

得而言，三種學習完全相同，此也為NQF設計之考量以「學習成果」導向為核心

理念的理論基礎(EC, 2011c)；此理念的三大基本原則強調： 

(一) 進程性(progression)：如學分累積及轉換，持續進展，避免重覆； 

(二) 可攜/移動性(portability)：在不同國家不同教育體制之資歷轉換，如非

正規與非正式學習認可轉換至正規學習，學術與職業教育之間轉換； 

(三) 透明性（transparency）：學習評量或評鑑以學習成果為導向，評量成

果公開且具可比較性。 

    NQF「學習成果」核心理念相當不同於各國現行或傳統教育的資歷制度

（Bouder, 2008；Young, 2008），傳統教育資歷制度較強調學習輸入、過程、期

限及教育提供者等原則，在此教育理念下，傳統正規教育提供者如大學，往往無

法接受認可非正規或非正式學習的資歷。NQF 如採學習輸入則各資歷間不易相

互比較，因此 NQF 採不同策略，以「學習成果」為導向，增加各國終身學習體

系的溝通與透明性，俾利達到促進國際流動與學習、鼓勵認可非正式與非正規的

終身學習。 

  Young(2005, pp.15-16)認為 NQF 根據 2 種對立的主張設計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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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似與差異性原則：傳統上分軌制的資歷架構使用差異原則，強調 VET 不

同於高等教育資歷，及未來不同職業取向，如果畢業生能進入相關的職場且

分軌教育制度能有效地分配畢業至依不同需求的專業知識之工作職缺，表示

這項差異原則的分軌制度有效(Moodie, 2003)。未分軌教育制度旨在符合更

流動性的人力市場，知識與技能不斷改變，以回應市場、生產與技術歷程等

變革，此觀點推測由共同知識與技能為立論根據，但在資歷與職場之間關係

較少＂媒合＂，在政策上包裝為培育一般技能為獲得資歷重要成份之一。相

似性原則支持未分軌制的資歷架構，強調在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之間進程可

相互轉換（Young, 2005, p.15）。 

(二) 輸入與輸出原則：資歷如依據輸入原則，假定必定與課程、學習歷程、評鑑

及學習機構密切相關，通常要求所有教育利益相關之間有高度信任。

Young(2005)指出這類型的資歷通常歷程導向或教育提供者為主的制度；資

歷依據輸出原則假定學習成果獨立於何時、何地、如何學習，歷程導向制度

則依據教育利益相關者之間一致同意的內容、學習與評鑑，但成果導向的制

度則依據在 NQF 內之目標性特定判準(Young, 2001, p.11)。各國政府使用成

果導向的資歷架構，以支持自教育與訓練機構提供者的角度轉向至使用者導

向的市場化制度，如果信賴度低則需有全國性的判準，以規範教育利益相關

者間之行為及規範買賣的資歷市場，在流動性人力市場，資歷自身成為個人

知識、技能及特質的象徵符號。 

    使用學習成果有三項目的(EC, 2011c)，一為使用學習成果使得現行資歷更明

白易懂，此為技術目的，此有助於勞力市場教育利益相關者參與與回饋，這些社

會夥伴不是教育與訓練專家，但是更瞭解社會上期待所需要的資歷為何，使用學

習成果使得評量歷程變得更符合目的；NQF 理論假設由產業研發資歷，教育與

訓練機構提供這項資歷課程，知道學習者將獲得工作因為由產業界研發。此外就

社會與政治目的而言，使用學習成果創造教育與訓練制度對所有使用者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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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換言之，改變目前教育制度運作之影響，有助於推動績效制度；社會目的之

一為開放資歷制度，使得正規教育之外不同方式之學習認可得到發展；使用學習

成果也使得學習者更清楚自己的目標，鼓勵他們主動學習且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轉向學習成果受到許多理論支持，有許多理論支持教學與學習之方法須使得

個人反思自己學習需求及偏好的學習方式。如 Kolb 的經驗學習（experiential 

reflection ）表示經驗是學習與發展來源，主要有四大元素：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觀察及反省(Observation & reflection)、總結經驗(Forming abstract 

concepts)及實踐應用(Testing in new situations)。此理論強調學習的取向，一切的

學習以經驗為起點，過程中透過分享和反省，深入處理和轉化該次經驗，成為一

次有個人意義的信息，並藉著實踐而驗證它的真實性，繼續進入另一個經驗，帶

來另一次學習循環。經驗學習法強調：1.學習者是參與者(Active Participant)；2. 有

個人動機、肯投入、負責的(Self Motivation)；3. 學習活動是真實而有意義的(Real 

& Meaningful)；4. 反省是學習過程內一重要元素(Reflection)；5. 所學到的可以

轉化到真實生活裡(Functional Change)。 

另建構主義理論（constructivist theories）由 Vygotsky 推行所謂最佳發展區

（zones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EC, 2011c)。Vygotsky 著重人際之間的知識建

構過程，強調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藉以促進溝通、分享和形成意義，達

成學習的功能。Vygotsky 同時認為知識是一種社會建構，是由所有參與者的貢

獻共同建構而成，在不同的解釋、不同的環境下會有多種不同的建構。此外，

Vygotsky 也提出了學習者在社會互動過程中，觀察學習者在其他人協助下的表

現和學習潛力之動態最佳發展區理論，主張的學習可說是「接受協助後的發現

（assisted discovery）」。建構主義學習對於個體建立及發展知識的性質係主張由

個體「內化」的自主動機或透過社會互動機制達到學習的目的，而建構主義學習

理論運用在以「實務」導向為重點並強調「問題解決」與「創新」能力培育的教

育，可透過專題研究、合作學習或能力本位、建教合作等方式，以內省思考及

彼此合作方式學習，並以學習目標、知識和經驗、多種形態或觀點的社會協

商、學習的背景及真實的任務為建構主義學習之評價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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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成果受到這些理論支持，各種不同之學習成果分類依據學習歷程概念之

層級化，可使用學習成果來描述之，最有名即為Bloom的學習目標分類，分為認

知、情意與技術三個構面。就業市場，界定職能標準（occupational standards）

係依據明載專業的成份，如工作之功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非常相似於預

期的學習成果。信任區（zones of trust）發展存在可不須學習成果，如具體化看

不見的協定信任更強，但增強與擴大信任區永遠依賴於廣為接受的明確標準(EC, 

2011c)。 

  現代NQF由各國政府發展整體架構，整合不同教育與訓練部門的資歷（如普

通教育、職業與學術教育），新架構通常與終身學習策略相關，而且開放正規教

育之外學習路徑，如職場或休閒活動。現代NQF超出傳統資歷之分類，重新定義

資歷彼此關係及為社會重視及使用。簡言之，現代NQF其作為質疑現行教育與訓

練制度及挑戰現存專業與各部之利益，NQF不是只有一套級數描述語（a grid of 

level and descriptors），更意涵創造跨制度及跨部會之平台，提供對話機制，最

後產生相互信任（Bjornavold & Coles, 2009）。 

  NQF 依據學習成果研發，無視於學習路徑，對學習評量、驗證及鑑定

(assessment, validation and certification)產生重大影響；評量以確保個人具有資歷

要求的知識、技能與能力之標準，轉向學習成果機制（及強調關鍵能力）與認證

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或認可先前學習要求重訂評量機制。需在評量與資歷要求

標準之間建立直接關係，以確保可信度與客觀性，尤其參與評量的評量者，重點

在方法論與考試機構，研發評量指南及先前學習認可的指南(ETF, 2012)。資歷要

求某種形式的鑑定，以驗證學習成果，鑑定通常依照標準評量程序，經認證授證

單位（accredited awarding bodies）執行。通常資歷的頒發代表教育主管，由誰授

予為 NQF 關鍵問題之一，通常資歷研發機構授予資歷，但鑑定單位必須確保授

予資歷的個人確實為通過評量者，鑑定單位通常也負責評量之品質保證及監督學

習者之資料轉移。傳統上輸入本位的正規學習，其評量、驗證及鑑定模式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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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圖 2-3 資歷歷程：輸入本位機制 

資料來源: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ETF)(2012).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rom Concepts to Implementation(p.25).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傳統正規學習機制允許一群學習者依相關正規學習有齊一評量，或相同考試

作業，此種模式相當嚴格，幾無其他學習路徑，亦即只有典型學校教育：教師與

學生。學習成果本位的發展造成正規學習與其任何種形式學習的區分開啟評量、

認證與鑑定的新視野。可有多元學習課程，獲得相同學習成果與資歷，已包括學

校本位、學校與工作本位結合、遠距學習等。多元評量方式亦依課程類型而訂，

也有多元驗證模式與彈性的鑑定規則。如圖 2-4 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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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資歷歷程:正規學習成果本位機制 

資料來源: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ETF)(2012).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rom Concepts to Implementation(p.26).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學習成果本位機制考量於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所獲得之知識、技能與能

力，如圖 2-5 所示，先前學習的認可程序開啟資歷制度許多新學習路徑。評量學

習成果而不走學習歷程之趨勢，對在正規教育之外獲得技能與知識者而言，代表

公平對待。評量或鑑定方式採多元模式，但在教育部門、學校、公司部門等有必

要建立透明協議及由誰控制歷程，如雙重檢查評量結果及檢查評量結果之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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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資歷歷程：非正式學習成果本位機制 

資料來源: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ETF)(2012).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rom Concepts to Implementation(p.26).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任何評量關鍵所在為資歷要求的標準，總結性評量在學習結束時進行，評

量信賴度在於評量結果具有一致性，如評量兩次，結果須相似，對技能評量容易，

但對認知評量則不易，評量者也會影響評量可信度，不同評量者或不同教師間一

致性須有全國內部的驗證機制。驗證意指在鑑定之前，評量結果與程序經過檢驗

(verified)或雙重檢查，在各國實行的 NQF，有些評量單位不是發證單位，因此必

須確保評量歷程的客觀性、有效與可信賴；評量的品質保證、驗證及鑑定歷程為

NQF 重要成份。 

  UNESCO於2012年訂定的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成果認可、驗證與鑑定綱要

（UNESCO Guidelines for the Recognition, Validation and Accreditation of the 

Outcomes of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以下簡稱RVA）(UNESCO, 2012)。

認可意指對學習成果或能力授予正式地位歷程，進而獲得社會上承認其價值，驗

證意指由已核准單位確認個人所獲之學習成果或能力經由參照點或標準或先前

界定評量標準方法所評量之結果，鑑定（UNESCO用accreditation，歐盟使用

certification）意指由已核准單位依學習成果或能力評量其按不同目的與方法授予

資歷（證書、文憑或抬頭）或授予等同性、學分或扺免等歷程；通常「認證

(accreditation)」乙詞用法意指教育提供者或課程的品質評鑑審核。UNESCO訂定

之綱要原則為確保學習機會取得的均等公平與包融性，人人應有權利取得各種形

式的學習，推廣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成果具有同等價值，在RVA歷程，確

保以個人為中心，尊重個人的需求；改進正規教育的彈性與開放性，促進RVA歷

個人學習活

動(工作或日

常生活等) 

依據文件之

學習成果認

定與評量 

由委員會訂

定之資歷/學

習成果標準

驗證 

授予全部資

歷或部分資

歷或學分 



42 
 

程的品質保證，必須透明公平可信賴，加強各教育利益相關者間合作設計與實施

RVA制度。 

  UNESCO(2012)挑出在國家層級之六大關鍵行動方案： 

(一) 建置RVA作為全國終身學習策略的關鍵要素：終身學習包括工作、居家、社

區與休閒的學習，各會員國應研發終身學習策略，建置RVA，為主軸之一；

整合RVA標準，建立NQF；藉由全國參照標準或NQF的學習成果標準來發展

正規、非正規或非正式學習成果之相等性。 

(二) 發展RVA制度，人人可取得：人人可善用RVA制度，可促進不斷學習，賦能

個人，更積極參與社會，提升職場能力。RVA制度應適當考量來自經驗學習、

自我導向學習及其他非正規的學習。善用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善用資

訊與輔導諮商說明RVA制度，俾利個人充分瞭解與善用；為早期離校者、成

人特殊需求者、教育程度低者及失業者提及彈性安排支援學習。 

(三) 整併RVA於教育與訓練制度：正規教育發展學習成果的機制，建置正規教育

體系接受非傳統學習場域的學習成果，使用RVA整合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

學習，發展學校、企業、義工組織間合作轉譯職場與生活經驗的學習成果為

資歷或學分。 

(四) 建置涉及所有教育利益相關者之全國性協調架構：確保全國教育利益相關者

在RVA制度中有明確的角色與權責；建立採用RVA歷程及授予資歷的機制；

建立有效行政作業以協助RVA的實施；在地方建立RVA基礎設施，俾利當地

生活或工作民眾可利用，創造RVA為社區現存機構之一。 

(五) 建立RVA人事行政能力：RVA的行政人員、評量者、諮商者、促進者及其他

實務人員品質為建立及永續RVA發展重要因素，確保RVA人事有適當的資歷

與能力，建立RVA人事培訓制度。 

(六) 設計永續的補助機制：提供永續經費來源協助RVA制度基礎設施；與公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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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提供者、企業、社區及個人學習者建立成本共同分攤之永續合作夥伴關

係；提供弱勢族群免費或低收費方式取得RVA制度；分析RVA制度的成本效

益。 

  簡言之，UNESCO的RVA綱要鼓勵各會員國藉由NQF的學習成果標準來發展

正規、非正規或非正式學習成果之相等性。 

  學習成果本位的核心理念為課程與資歷應依學習結果，而不是依輸入，如教

育提供者之教學或課程期限。詳載學習者已獲得什麼，而不是教育提供者什麼，

學習者應能轉換學習成果至進階學習或生涯發展。學習成果可用來挑出適宜評量

判準，提供者學習完成資歷的軌道資訊，亦可使用級數描述語作為學習課程或工

作起始點。圖2-6如何界定學習成果階段，各階段之學習成果代表學習者應知道

什麼及可以做什麼，NQF級數描述語為一般性，但各種不同資歷的描述語則較為

特殊性，課程則列出詳細學習成果；自學習至鑑定歷程一定要強調透明。學習成

果本位機制提供教育提供者另類教學模式，更多自由去界定適宜學習歷程以達到

學習成果，意即決策者規定內容標準與表現標準之學習成果，然後交由教學與學

校行政者決定如何最佳達成這些成果，並確保教育與訓練的品質。如何將NQF

的資歷轉譯成教育與訓練課程，為關鍵問題，此外教師與訓練者已準備好實施新

的教育與訓練程嗎？資歷轉譯成課程、學習教材與學習環境已安排妥適了嗎？學

習成果轉譯課程為NQF未來主要挑戰之一。 

   

 

 

圖2-6 學習成果如何界定階段 

資料來源: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ETF)(2012).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rom Concepts to Implementation(p.32).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NQF 級數描述語 

資歷描述語 
評量標準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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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勞工組織國家資歷架構研究發現 

  本研究範圍探討紐、澳二國為主，研究紐澳 NQF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研究建議提出對我國未來建置 NQF 推行終身學習參考；爰以 ILO 對目前 16 國

推行之 NQF 研究專案報告為文獻探討主軸，其研究主題適用於決策者未來計畫

推行 NQF 借用或參照，本節爰重點摘要其研究問題與研究發現，並詳述紐澳二

國研究發現，作為鋪陳本研究後續紐、澳文件分析與個案訪談。 

壹、ILO 企圖研究的問題 

    ILO 的研究專案檢視英國(英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蘇格蘭、紐西蘭、

澳洲及南非等第一代(最早實施的五國)推行的 NQF 及近年來開始推動的國家（智

利、墨西哥、馬來西亞、土耳其、孟加拉、俄羅斯、斯里蘭卡、波紮那、模里西

斯、立陶宛及突尼西亞等 11 個國家）等，第一代已實施多年，委由專家學者依

現有之官方與研究報告提出分析結果，後來 11 個新興推動國家則進行田野調

查，其研究企圖回答下列問題(Allais, 2010)： 

一、 決策階段：各國為什麼決定推動 NQF，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及教育

面對什麼問題，企圖藉由 NQF 的實施達成的教育目的為何。資歷架構可以

驅動改革嗎? 

二、 設計實施階段：各國如何設計實施 NQF，以達成目的，推動教改或解

決當時教育問題。其核心理念「學習成果」的設計獨立於「學習歷程」，若

要改變教育提供者本位的教育制度之資歷，此項資歷架構新制必須投入什麼

方能改變傳統學習歷程至學習成果導向？學習成果可確保教育制度符合經

濟要求?推行 NQF 的風險為何? 期能找出問題根源及成功因素。 

三、 NQF的成效為何？資歷架構達到政策目標之程度?可支援經濟與教育制

度的改變?及改善二者間關係?促進認可先前學習的證據為何？企圖發現雇

主在決定聘雇時使用資歷架構之程度為何，國家資歷局監督所研發之資歷是

否被頒發至何種程度及這些資歷對工作者在職場產生何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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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O 也探究一些令人不舒服的問題，例如，是否 NQF 有時依賴提供技術解

決複雜社會目的（更能媒合技能訓練與要求，更佳訓練提供者績效，更多雇主與

工作者參與訓練制度等等），或是否有些國家正研發 NQF 基於浮誇之詞圍繞者，

而不是有效性的證明(Allais, 2010)。政策建議的基本目的在於幫助各國建構時避

開自其他國家移植政策，同時幫助他們瞭解自己的政策選擇奠基在各種良好選項

的考量及有評量需求的能力，同時瞭解潛在成本、風險及不同機制與政策的優勢。 

貳、ILO 的研究發現 

    ILO 的研究發現資歷架構似乎捉住及代表許多希望與夢想，短期內尚無法看

出推出之成效，但有 3 個重要訊息必須傳達(1)沒有單一 NQF 模式；(2)各國所面

臨的教育、技能與就業問題，沒有快速解決之道；(3)NQF 企圖達成的目標，短

期內無法有證據佐證已達成。主因為 NQF 為新近的介入策略，第一代已廣為全

球接受，也發現無法達成目標之證據，及許多證據顯示實施的困難，目前最成功

的案例為蘇格蘭案例，其最不具雄心，也最難複製，因其為長期漸進改革的成效，

及當地具有強勢教育提供者(Allais, 2010)。其企圖回答的問題，研究發現如下： 

一、為什麼推動 NQF 

  各國推行 NQF 共同脈絡背景為：全球化論述及自由流動增加、新自由市場

經濟論、知識經濟社會及技能需求、顧客需求導向、傳統教育無法回應快速社會

變遷。 

(一) 紐西蘭舊版 NQF 推動脈絡目的 

1. 不同政黨不同政策取向：紐西蘭一院制的政治體制，意謂政府能容易進行變

革，但實行比率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卻限制其政府執行能力；

政治勢力目前以國家黨與工黨（the National Party and the Labour Party）為

二大政黨，國家黨好比英國保守黨，主張新保守價值，支持自由巿場；但現

行執政的國家黨，則更走向中間路線。相對地，工黨則採社會民主路線。因

比率代表制的推行，成為合議制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則增加小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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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影響決策，不同政黨政府對 NQF 有不同取向 (Strathdee, 2009a)。如

1990-1999 年代由國家黨執政，推動教育與訓練的市場，不強迫所有教育提

供者採用 NQF，傳統考試制度仍保留運作並與 NQF 並行，大學資歷於 1996

年則自 NQF 分離出來；2008 年改選後由國家黨執政至今。如表 2-2 紐西蘭

不同政黨對 NQF 採不同取向。 

表2-2  

紐西蘭政黨與NQF 

期間 政府名稱 取向 對NQF的貢獻 

1984-1990 工黨政府 新自由/新保

守 

-頒佈法令建置NQF原創願景 

-為創造教育與訓練的市場，允許私

立教育提供者申請政府補助 

1990-1999 國家黨政府 新自由/新保

守 

-推動教育與訓練的市場 

-不強迫所有教育提供者採用原版

NQF 

-傳統考試制度仍保留運作與NQF並

行，如學校證書與大學入學考試，大

學自NQF分離。 

1999-2008 工黨領導的

政府 

現代社會民

主制 

-推行廣義NQF，如下：國家教育成

就證書(NECA），列在NQF第1至第3

級；為最資優學生推行獎學金資歷，

屬NQF第4級，成就標準於學校學術

領域推行，創設品質保證資歷註冊系

統，所有國家補助的資歷必須註冊。 

-市場導向的訓練制度失敗 

-支持NQF朝向投資機制(選定補助發

展領域)，紐西蘭政府採取訓練成

果，而不是讓市場力量決定成果。 

2008 

 

國家黨領導

的政府 

實用型，支

持自由企業 

-不可能改變NQF，大部分改革控制

成本為主。 

 

資料來源：Strathdee, R. (2009a).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of the New Zealand 

NQF. In  Allais, S., Raffe, D., Strathdee, R., Wheelahan, L., & Young, M. Learning 

from the first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Employment Working Paper, 45(p.26). 

Geneva: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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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場新技能需求及新自由市場取向：這些年來，紐西蘭勞力市場已有所

改變，或許最重要改變為服務部門的增加。過去，紐西蘭大多數從事農

業工作，雖然農業仍有其重要性，新就業部門（如金融、觀光、醫療及

其他服務部門）日增重要性。為幫助個人符合新技能，紐西蘭政府挹注

技能發展與訓練（其為NQF重要成份）；接續的政府也都致力於此。

Strathdee(2009a)指出紐西蘭如同其他許多國家，NQF源自政治與經濟的

危機，可於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作為1980年代政治與經濟管理的機制，1980

年代與1990年代經濟重大重建，並朝向鬆綁經濟走向，目的在於改進效

率與促進企業發展；NQF的推行是紐西蘭回應1980年代一系列經濟問題

的更廣義新自由政策，此回應可在一系列的報告中強調有需要改進全球

市場的競爭力，有需要減少教育不均等現象，有需要創造現代教育制度

鼓勵終身學習，有需要增加職場之技能水準，作為整體策略之一，知識

所有形式均具相同價值，學術知識與職業知識的區分反映過時的班級本

位的偏見。當時政策主張市場為決定知識價值的最佳場所，如果勞力市

場的本質已改變，紐西蘭教育提供者所教的內容及學習如何評量亦應隨

之改變(Strathdee，2005b)。 

3. 教育制度被視為太破碎不完整，無法回應勞力市場快速變遷：反省新自

由主義的觀念，在當時支配紐西蘭國家政策方向，教育制度由立法規範

管理，但卻成為混淆及令消費者沮喪的理由。依據官方解釋，教育制度

易遭受政治壓力及幾乎沒有為教育提供者提供任何誘因有效管理自己的

資源，教育制度亦被視為引導教育提供者無法迅速回應勞力市場快速變

遷，以具備應有之特定技能。為改善參與與成效，紐西蘭政府計畫創造

教育更易取得，可藉由減少教育篩選功能來達成，同時，紐西蘭政府示

意有重大理由為什麼應繼續補助後學校教育，但也須要投入更大的補

助，換言之，學習者也須對自己的教育付費，為達成這些目標，為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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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資歷架構的發展背景脈絡及立法實施。 

   紐西蘭國家資歷架構的官方觀點認為它應達成下列目標：  

 創造單一協調資歷架構； 

 提供教育成就認可之一致基礎，無視其在何處學習； 

 擴大認可至最大教育成就範圍； 

 鼓勵學術技能與應用技能之整合，結合理論與實務； 

 促進及鼓勵教育與訓練提供者之多元性及認可學術自由； 

 改革教育與訓練之評鑑實務； 

 逐步提升教育成就標準； 

 由教學中心轉移至學生中心的學習； 

 提供資歷之品質保證； 

 促進資歷之演變與發展； 

 認可威鐵齊協約（Treaty of Waitangi）之原則； 

 提供資歷命名的合理制度（a rational system of nomenclature for 

qualifications）； 

 提供學分累積與轉換之制度； 

 促進資歷的彈性化； 

 鼓勵更廣泛的教育提供者； 

 提供誘因增加個人及集體對教育與訓練之投資。(NZQA, 1996) 

    即使這是官方觀點，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承諾，當時，紐西蘭資歷局已採用激

進主義之取向，設法改革紐西蘭教育與訓練部門。 

(二) 澳洲 AQF 推動脈絡目的 

1. 市場導向顧客需求：澳洲教育改革與其他英語系國家有許多相同性，基於相

似人力市場結構及政府致力於新自由市場原則，彼此間有相當的政策移入與

借用(Priestley, 2002)，英語系國家重新定義教育目標為符應經濟需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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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經濟競爭力、重建及微觀經濟改革、私有化及市場化的關鍵所在

(Marginson, 1997, p.151)。相信市場為提供服務最好方式，因為競爭使得商

品及服務提供者更能回應顧客需求；因此依據此觀點，教育應是一個市場，

以減少教育提供者生產者的面向，並提升競爭力與企業精神，以確保教育提

供者更能回應顧客需求（Young & Allais, 2009, p.2）。 

2. 改革 VET、修補高等教育與 VET 的衝突：自 1980 年以來，澳洲 VET 已進

行許多改革，無論是工黨或保守黨聯邦或各州政府均支持這些改革，之前各

州有自己的資歷及認證系統，各州間彼此不獲相互認可，即使是相同的職

業，創立全國 VET 制度為澳洲聯邦政府改革或轉型 VET 為微經濟改革的重

要關鍵所在，而且支持產業的重建及改革，以至與產業的關係，澳洲政府的

改革企圖創造： 

 開放競爭的訓練市場； 

 全國一致性的「產業導向」訓練制度，依據能力本位訓練架構，以及全

國認可可攜帶的資歷。 

澳洲不同教育部門衝突起因在於如同英美等國，澳洲為自由市場經濟，根深

蒂固分軌制度－職業教育訓練與高等教育，在許多方面非常相似於北歐分軌

制度特徵，但是又不同於北歐國家，北歐中等教育已分軌，但澳洲未分軌的

高中設計主要目的為升大學(Keating, 2006, pp.62-63)。尤其資歷與職業二者

之間無密切相關情境下，這種衝突更明顯。分軌教育制度適合職業的差異

性，但在沒有差異性的人力市場，職業教育訓練的進階文憑／文憑畢業生與

大學學位畢業生共同競爭相同工作；AQF 創設目的之一即為修補這些衝突。 

3. 政治因素-澳洲政府強力介入： 

Goozee(2001, p.62)解釋 1987-1990 年代主要為澳洲政府強力介入政策，以回

應國家經濟需求，但各國政府在教改歷程不是具有無限制的權力，

Keating(2008b, p.3)認為「廣義上，資歷的所有權與管理有三個單位：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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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院、學校、研究所）、國家／州政府及專業、職業及產業社群與

組織的公民社會」。這三個單位間不同關係可在學校、VET 及高等教育由不

同方式協調，產生各教育單位間不同社會關係及權力，也藉由澳洲聯邦政府

的介入重建。 

    澳洲資歷架構於1995年推行，歷經5年過渡期，Keating表示(Wheelahan, 

2009a)，資歷架構有三項主要目的，旨在： 

 建立各資歷間之連接與相等性之關聯、學分轉換、途徑及無縫銜接，藉以確

保資歷為各管轄權及教育利益相關者認可。 

 成為品質管控機制，包括品質保證（使用者對此制度有信心）及補助等； 

 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二者之間獲得一致性，目的在於提供學習成果評量與比

較的基礎，以及提供核心技能的基礎。 

  第一代主要國家及歐盟推行 NQF 獨特脈絡如下表。 

表 2-3  

主要國家及歐盟推行 NQF 獨特脈絡 

澳洲 市場導向顧客需求，解決高等教育與 VET 的衝突 

紐西蘭 傳統教育無法快速回應社會新職場需求，且面臨高失業率 

蘇格蘭 建立在已有之成果本位架構上 

英格蘭 VET 資歷叢林，英國政府為獲更大管控權 

南非 黑人種族隔離教育政策造成各種問題 

歐盟 促進會員國自由流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llais, S. (2010).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Report of a study in 16 countries. Retrieved 

October 11, 2011,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meeting

document/wcms_126589.pdf  

  其研究亦找出各國推行 NQF 相似理由為(1)改善現行教育制度的溝通；(2)

增加資歷透明性；(3)改善教育訓練與勞力市場的關係；(4)支持學習者在不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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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間之流動，及進入或再進入教育訓練；(5)促進認可先前學習；(6)改進品質，

為品質保證制度之一；(7)產業參與訂定標準或學習成果；(8)增加教育與訓練的

彈性；(9)提升技職教育與訓練及職場訓練的地位。研究發現各國彼此差異性為

有些強調改善資歷制度之使用與瞭解，有些更強調資歷透明性，有些重組現行架

構，有些創造新架構，各國架構級數也有差異(Allais, 2010)。 

  政策借用也為推行 NQF 強有力的理由，許多國家推行受其他國家影響，勝

於自己已有教育軌道記錄，沒有考量脈絡不同及研發與實施不同觀點，英國國家

職業資歷影響許多國家推行 NQF 或能力架構，捐款者及研發單位亦居影響性角

色。 

二、如何設計與實施以達成目的 

  英語系國家的資歷架構協助減少教育提供者的權力，因為他們定義資歷及學

習成果與教育提供者無關(Young, 2008)，Tuck(2007, p.4)，說明此為英語系國家

NQF 特徵之一；NQF 藉由(1)明確陳述學習成果或能力陳述；(2)學習成果之級數

描述語二種作法來達成資歷架構建構及規範一個資歷市場，使得資歷成為貨幣單

位(如碩士學位、文憑等等)，藉此資歷架構機制，學分、資歷及工作得以互換。

除蘇格蘭外，幾無證據顯示學習成果在決定判斷資歷獲得或學分轉換為有用的！

也顯示為什麼許多資歷與能力本位被研發且沒有被使用，缺乏雇主參與造成資歷

沒符合需求之關鍵理由。許多國家已實施能力本位訓練先於 NQF，但研究發現

NQF 仍如先前教育改革般沒有解決各國所遭遇的教育或經濟或社會問題(Allais, 

2010)。 

  實施成功因素與問題，在於決策者須審慎考慮政策優先性，推行成功國家其

資歷架構只是輔助角色，改善教育提供者能力，而不是取代之或重塑教育提供

者，資歷成果與課程二者密切相關，非分離；另學習成果成功的使用與強有力之

專業學會及教育提供者相關；蘇格蘭非常成功由教育提供者與授證單位主導，如

何使用及創造具彈性機制，與輸入相關，各部門機制同時並存，似乎比推行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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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更可行。 

  NQF 會影響現行教育制度的管理，反之現行教育管理制度也會與 NQF 產生

衝突；各國推行，有些有雇主參與，有些則缺乏雇主參與，各國亦呈現工會參與

或不參與現象；許多國家的教育與訓練機構對 NQF 持保留態度(Allais, 2010)。ILO

研究亦發現社會對話及不同教育利益相關者參與之重要性，須有更多公共關注，

建立工會參與機制，教育提供者大都不滿 NQF 及相關改革。研究建議：須考量

不同教育利益相關者之角色，同時資歷局角色在設計與實施歷程日趨重要。 

(一) 紐西蘭舊版 NQF 設計與實施： 

1. 建置單位標準：紐西蘭舊版 NQF 轉向至單位標準(unit standards)為當時現存

之資歷制度重大改變，目的在於增加教育制度對業界需求的回應性，藉由不

著重學習輸入，反而更強調學習者的能力。單位標準由產業訓練組織

(Industry Training Organisations, ITOs)訂定，代表反映業界需求。紐西蘭 NQF

的原創版本的設計旨在取代所有既存的資歷，以一系列新的證書、文憑與學

位取代，且註冊於統一的資歷架構內不同級數中；為符合這些目標，NZQA

決定大修評量實務，藉由研發標準本位評量（standards-based assessment）

作為取代其他各種形式的評量。 

2. 建置品質保證註冊系統：2001 年設置品質保證資歷註冊系統（New Zealand 

Register of quality assured qualifications），所有核准的資歷必須在架構內註

冊其課程目標與學習內容，然而所有核可資歷不必然按 NQF 定義，大學資

歷沒有採用單位標準。 

3. 未說服大學未採用單位標準：NQF 有助於創造教育市場，藉由共同資歷貨

幣，採用單位標準模式，這種共同貨幣如同經濟的貨幣，促進教育提供者更

大的競爭，因為許多教育提供者正以相同模式認同與授予學習；此有助於創

造教育與訓練市場（Strathdee，2003)，因此共同教育貨幣的創造增加消費

者的選擇，如政府官方論證，創造新教育路徑至勞力市場。理論上，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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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課程，選擇不同學校，依其視為最好的學校，但卻遭受到一些團體反抗，

限制 NQF 在其他領域的衝擊。重要地是紐西蘭資歷局並未說服大學採用單

位標準模式，政府也不能強迫他們採用，特別在 1994 年紐西蘭大學校長委

員 會 發 表 一 份 批 評 NQF 的 報 告  (New Zealand Vice Chancellors’ 

Committee，1994)後，該委員會在 1996 年將大學即 NQF 中撤離，大學認為

標準本位評鑑將使得學生失去學習動力，無法充分認同什麼是「卓越性」（其

為大學教育之要義），也無法充分反思大學的教學與學習，也擔心導致知識

與學習的破碎，大學所授予之資歷不能分解為小的單位標準 (strathdee, 

2009a)。 

4. 教育利益相關者不同看法：NQF 具有爭議性，保守派（渴望保有現存地位

及威脅使用國際測驗取代 NQF）認為 NQF 減少教育的標準化。家長擔心自

己小孩的未來進階教育，大學及其他團體則關心所提的變革會減低學生學習

成就的動機，也會關閉社會流動的機會，雖然缺少實證，但可合理論斷雖然

NZQA 努力，但普遍上家長與其小孩並未真正瞭解這項機制（Strathdee ＆ 

Hughes，2001)。新舊制並行，增加負荷量：在此時教育呈現雙軌評量制度，

有些學習領域以常模參照測驗，有些則以標準本位測驗，有些則同時採兩種

模式。導致教師工作負荷量增加許多，一方面設法實施新制，另一方面也維

持舊制(strathdee, 2009a)。 

5. 政府實施機構內部衝突：不僅大學不採用紐西蘭激進改革，在 NQF 啟動之

際，政治版圖也再次轉移，轉向偏好篩選制度，即採用常模參照測驗，當然

在此反諷的是 NQF 也以增加教育的標準為基礎而立法。1999 年工黨政府認

為 NQF 已無法實現社會與經濟目標，對某些教育提供者補助的爭議更加深

紐西蘭政府此種無法達成目標的想法(Strathdee, 2009c)，行政部門認為後中

等教育制度無法反應雇主需求，收入無法如當時承諾的提升，許多課程也是

低品質；當時紐西蘭行政部門認為，如果政府投資在策略優先領域，情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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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較好。 

紐西蘭政府內部也存在問題，進一步阻礙 NQF 的推行，紐西蘭教育部也關

心單位標準應用學校的可行性，尤其關心單位標準評量可能對傳統學校科目

不適當，這對 NZQA 造成問題，因為紐西蘭教育部負責職掌學校層級課程的

研發，沒有課程的支援，NZQA 無法在義務教育傳統學校科目中推展改革。

紐西蘭教育部負責研發課程，依據 NZQA，教育部亦有研訂成就標準的最終

權責，不幸地，課程研發歷程與標準單位訂定並不是永遠共同合作。紐西蘭

教育部文獻建議應與 NZQA 共同負責研訂標準，但已研發課程似乎沒有考量

學習如何就成就標準來評量(Strathdee, 2009a)。 

(二) 澳洲 AQF 設計與實施： 

AQF 的設計與實施基於達成減少各教育部門差異的目的，以增進各教育部門

間關係，並奠基在更嚴格及品質保證的管理；其次，澳洲政府企圖創造教育

市場，也有助於模糊各教育部門的區分，目前各教育部門正由資歷來定義，

由不是由教育提供者類型來定義。 

1. 澳洲舊版 AQF 的設計廣泛學習成果特徵：對每一資歷包含廣泛之學習成果

特徵，知識、技能與能力之分類；當初設置時，沒有說明各種資歷的級數與

學習期限，AQF 說明教育路徑之間關係及進階學習的進路，如文憑、進階

文憑或副學士學位可進一步獲得學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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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舊版 AQF 各部門資歷 

學 校 部

門認證 

VET 部門認證 

 

高等教育部門認證 

 

 

 

 

 

 

 

 

 

 

 

 

 

 

高 中 畢

業證書 

 博士學位(Doctoral Degree) 

 碩士學位(Master Degree) 

職 業 碩 士 修 業 文 憑 (Vocational 

Graduate Diploma)  

職 業 碩 士 修 業 證 書 (Vocational 

Graduate Certificate) 

碩 士 修 業 文 憑 (Graduate 

Diploma)  

碩 士 修 業 證 書 (Graduate 

Certificate)  

榮 譽 學 士 學 位 (Bachelor 

Honours Degree) 

 學士學位(Bachelor Degree) 

進階文憑(Advanced diploma) 進階文憑(Advanced diploma) 

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 

文憑(Diploma) 文憑(Diploma) 

四級證書(Certificate 4)  

三級證書(Certificate 3) 

二級證書(Certificate 2) 

一級證書(Certificate 1) 

資料來源：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dvisory Board(AQFAB) (2007).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implementation handbook(p.1). Melbourne:Author. 

2. 訂定澳洲品質訓練架構及訓練套裝：澳洲聯邦政府與各州及領地政府共同合

作創造一個全國性 VET 制度，即使曾經歷過緊張關係及辛苦時段，最重要

的為國家技能架構，包括澳洲品質訓練架構（Australian Quality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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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以下簡稱 AQTF；2011 年  VET 品質架構（VET Quality 

Framework）取代 AQTF）及訓練套裝（training packages），澳洲品質訓練

架構目的在於保證 VET 的品質及全國認可資歷，訓練套裝包括全國可攜帶

的 VET 資歷。政府補助的 VET 必須依據全國訓練套裝，包括能力本位的資

歷，其使用產業特定之能力單位，能力單位描述具體職場要求的知識、技術

與性向（DEST , 2007)；解釋澳洲品質訓練架構與訓練套裝及區分此二者的

另一種方式為澳洲品質訓練架構規範訓練提供者及確保訓練課程的高品質

水準，但訓練套裝則是有關資歷的頒發。 

3. 各教育部門不同利益觀點：改革總是受到經濟與社會不同因素影響，同時也

受到各教育部門不同利益觀點影響。Raffe, Howieson, & Croxford (1994)將各

教育部門之利益觀點稱為改革制度面 （the institutional logic）。制度面對

AQF 性質及後續發展有強大影響，澳洲各州在高等教育與高中資歷沒有建

立全國一致性資歷，反映制度面的影響。尤是大學及高中制度之教育利益相

關者有相當自主權(Keating, 2003)，也說明為什麼 AQF 只應用在 VET 部門。

高等教育部門影響 AQF 的形塑，以及影響如何維持職業教育訓練與高等教

育之差異性，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s）2 年學程，於 2004 年加入 AQF

成為高等教育資歷，即使主管 VET 的單位主張副學位應屬於高等教育及

VET 二者的資歷。 

    各國 NQF 設計與實施共同性為： 

1. 以學習成果為本位，獨立於學習機構。 

2. 採教育市場化取向。 

3. 資歷架構列有級數及級數描述語(澳洲舊版無列出級數制)。 

4. 中央政府設有資歷局或委員會職掌。 

5. 均面對學習輸入與學習輸出衝突問題。 

6. 大部分雇主沒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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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主要國家 NQF 設計與實施獨特性如下表。 

表 2-5 

主要國家及歐盟 NQF 設計與實施獨特性 

澳洲 鬆散架構，分學校、高等教育及 VET 三個部門 

紐西蘭 取代舊有制度，為改革型 NQF 

英格蘭 能力標準 

蘇格蘭 長久改革奠下基礎，學分概念 

南非 改革型，訂定單位標準，品質保證問題 

歐盟 自願參照性質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Allais, S. (2010).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Report of a study in 16 countries. Retrieved 

October 11, 2011,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meeting

document/wcms_126589.pdf 

三、成效評估 

  研究也沒發現 NQF 實質改善教育訓練制度與勞力市場關係，也無法發現雇

主認為資歷更易使用，也沒有發現教育訓練制度與勞力市場之供需更媒合，受訪

之資歷局、政府單位及產業單位無具體證據、評鑑及研究這方面的成效，也沒有

任何出版證明成果。教育提供者間之相關性，雖有更成功的證明，但也有建議認

為資歷架構事實上在某些國家已減少學習者流動；也有小量證據顯示認可現有技

能、知識及工作者之能力。歷史較久的國家，許多新資歷沒有被使用(Allais, 2010)。   

(一) 紐西蘭舊版 NQF 成效評估 

1. 雇主不願採用 NQF 資歷：紐西蘭 NQF 於 1991 年實施，某些領域，NQF 有

效，但其他許多領域仍須努力贏得人心，基於 NQF 的數據，產業訓練聯盟

(Industry Training Federation) (ITF) (2006) 報告註冊受訓練者之人數有成長

自 2001 年 81,343 人增加至 2005 年 161,676 人，可視為產業訓練的成就

(Strathdee, 2009a)；有報告認為雇主似乎對 NQF 普遍上有種矛盾情結，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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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產業訓練組織(Long, Ryan, Burke, & Hopkins, 2000)。當時，15-19 歲年輕

人低於 10%接受的訓練與 NQF 相關，相對於 50 歲以上者，逾 35%接受訓

練，在紐西蘭不同產業領域有不同受訓人數，雖然數據過時，大約 30%受訓

者屬於建築類，但其他產業則完全沒有代表數據(New Zealand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2002)，此外，雖然是雇主導向，但在紐西蘭所有員工的 45%

並不屬於任一個產業訓練組織。雇主不願採用產業訓練策略，認為產業訓練

組織不符合雇主或職業團體需求(Strathdee, 2009a)。 

2. 有些資歷低使用率：某些產業訓練組織有相當受訓人數如電腦、工程、食品

及製造業；然而其他領域受訓人數相當低如銀行部門甚至過低至不需求協助

了；NQF 在某些領域低使用率，讓人質疑後福特主義的有效性，後福特主

義認為職場日益要求須具備技能，因此個人需要更多訓練，然而此種理論能

否在所有勞力市場站得立場，仍不明確；例如 Strathdee 在其他論文發表主

張(Strathdee，2003)，人力市場許多領域並未要求工作者須具有高技能及專

業，只有少數領域之技能為特別公司之競爭策略。起初紐西蘭資歷局企圖主

張即使後福特主義尚未對某些領域產生衝擊，但在全球經濟競爭模式，要求

創造高薪與高技能的就業，意謂紐西蘭最需要現代化其職場人力，或面對從

未有之收入減低挑戰。近來，紐西蘭資歷局已較少談及 NQF 在這些方面之

可能性，而是重新改造現有之計畫方案(Strathdee, 2009a)。 

3. 學習轉換成效不高：非正規職場認證機會乙節，上班族沒有較先前獲得更大

入學機會(Hughes ＆ Pearce，2003; Strathdee ＆ Hughes，2007)。此外，學

校與其他教育提供者如專科學校之間的學生轉換也很少，在某種程度可能反

映不同教育提供者之間提供不同補助的困難；不管理由為何，實務上，大部

分學生在學校至少至 15 歲才離校，各不同教育提供者之間也幾乎沒有學生

流動轉換(Strathdee ＆ Hughes，2001)。 

4. 整體成效：雖然產業訓練組織設立，旨在代表雇主的關注技能，但沒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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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顯示雇主歡迎國家資歷架構，其次證據顯示學習者對學習的決定相當不

同於人力市場取向，就學習者而言，訓練提供者吸引學生，無視於資歷在人

力市場的價值。此外，沒有證據顯示標準評鑑比傳統制度更能激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或學生在傳統方式表現差但在新評量方式表現更好。為使其達至完

全效果，新的資歷必須更具激發學習動機且增強雇主的信賴等二項必要元

素，不幸地，沒有證據顯示出現上述二種現象，同樣地，紐西蘭資歷架構提

倡者希望創造學術與職業資歷的二者平等尊嚴，小規模研究顯示學生最重視

大學資歷（以及有助於申請進入大學的資歷） (Strathdee & Hughes, 2001)，

但仍不明確雇主是否已達到想要的成效，但文憑的通貨膨脹及更多學生想要

追求進階的教育與訓練表示雇主議題重要性減低(Strathdee, 2009a)。此外，

上班族沒有較先前獲得更大入學機會(Hughes & Pearce 2003；Strathdee & 

Hughes, 2007)。 

5. 未來走向採取國家優先性之投資策略：工黨政府主張先前政府自願或新自由

主義取向的訓練（事實上，也是工黨先前所推行的）已導致紐西蘭經濟與社

會處於風險中，因為雇主沒有充分投資教育與訓練 (Strathdee，2005a)。選

後，工黨主導的政府著手後中等教育制度變革，就策略層級，開始建置後中

等教育諮詢委員會（Tertiary Education Advisory Commission , TEAC)，該委

員會負責研訂加強後中等教育部門間合作，追求更強合作夥伴關係，紐西蘭

政府整體目標在於結束市場本位的教育訓練，走向投資策略相關性的後中等

教育。 

另一項新興議題為行政管理在後中等教育委員會（負責核可課程的付費）及

NZQA（職掌課程品質）為分開，無法有完整管理 (Strathdee，2009a) 。解

決這個問題的策略之一為工黨主導的政府研訂成長策略，發表在成長與創新

架構(Growth and Innovation Framework ,GIF)，成長與創新架構挑出全國經濟

成長的三大關鍵領域即生物科技、資訊與傳播科技、設計，旨在改善經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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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相對於市場導向的教育訓練制度，在當時，新中左派政府(1999-2008)採

用新的後中等教育措施，稱為「投資取向」，支配一切的原則為教育投資應

該反應區域與國家優先性(Strathdee, 2009a)，作為建立新補助模式；在 2006

年所有後中等教育與訓練提供者均需接受相關性檢測，在早期，教育提供者

可以提供任何已在 NQF 註冊的資歷；現今政府只補助與策略相關的課程。

紐西蘭政府希望導向後中等教育與訓練更有效率的投資，創造後中等教育的

網絡，在網絡中各提供者彼此沒有競爭，且與區域雇主密切合作，以增加

NQF 的訓練與職場相關性。 

(二)澳洲 AQF 成效評估與未來走向 

1. 幫助創造全國性 VET 制度：不同於先前各州分裂差異性 VET 制度，含有幾

近大學性質的後義務教育資歷，以及管控不同資歷的擴增，原差異性的資歷

對各部門的訓練增加複雜性，以及為業界、家長與學生帶來瞭解困難度。

AQF 有助於提供 VET 及高等教育資歷的全國一致性，但在高中證書方面則

較不成功（Wheelahan, 2009a)。 

2. 各部門間有高度接受程度：部分由於各部門在 AQF 內擁有各自的資歷，也

造成未持續性及不一致性（Keating, 2008b, p. 10)。AQF 也有相當程度的缺

點，不是全國性資歷架構，而是如同 Tuck (2007, p. 21) 指出，更像一種連

結的 NQF，而不是統一的架構，目前 AQFC(2009, p. 7) 諮詢報告更進一步

表示： 

  有些評論家建議 AQF 有效整合三個不同架構為單一架構，對每一部門

而言，認可已落後國際發展，緩於回應快速變遷環境，沒有協助各部門間之

學分轉換及關連。包括描述語是不夠的而且只是安撫調和，對學校與大學影

響極微。 

AQF 學分轉換、先前學習認可綱要及當初建置之學分轉換原則典範並不是規

範的，尤其對自行認證的大學，只以良好建議程度運作，而且得自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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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何時及如何提供 VET 資歷的轉換。但 VET 機構則更符合，因為 VET

政策主張學分轉換與先前學習認可，但這主要在 VET 範圍內，未整併自高

等教育至 VET 的學分轉換，大學須向政府報告他們的學分轉換與關連政策

作為年度報告內容，這對大學施壓，大學須證明有此類型政策，但這不是負

有義務的。增進對各部門之間對話，可支持學分轉換協定及教育路徑銜接，

但澳洲政府認為做得還不夠（Wheelahan, 2009a)。 

3. 國際上重視澳洲資歷：有助於提升澳洲資歷國際知名度（Wheelahan, 

2009a)。澳洲每年約有來自 200 個國家逾 40 萬國際學生，澳洲的資歷廣受

世界各地雇主與一流教育提供者的認可。 

4. AQF 被認為加深 VET 與高等教育的差異性：因為即使由 VET 及高等教育

共享的資歷如文憑與進階文憑，即使有相同廣義學習成果，但他們是不同

的，因為： 

  … 由各不同部門頒發的不同資歷間沒有標準化評量或相等性，如同這

些資歷認可不同類型的學習，反映每一部門各有其明確不同的教育職責，同

樣的資歷可由不同部門頒發，但由各自部門不同授權方式，例如文憑與進階

文憑為相當性資歷，但各部門有其差異性(AQFAB, 2007,p. 2)。 

換言之，各部門的資歷依差異性原則，彼此不同，VET 資歷依據輸出導向，

適合學習成果機制，但是高等教育資歷依據輸入與歷程導向，AQF 表明高等

教育的目的與學術要求由高等教育提供者尊重同儕評鑑所訂之要求及相關

專業團體與雇主團員的要求（AQFAB, 2007, p. 7)，亦即高等教育的目標與學

術要求藉由教育利益相關者對課程、學習歷程、評量及成果共同的瞭解而訂

定。AQF 內有關相似性與差異性之間的張力，及界於輸入與輸出的張力，在

政策上沒有被認同（Wheelahan, 2009a)，在 2005 年，所有澳洲聯邦政府與各

州政府教育及訓練部長為一套自 VET 學分轉換至高等教育的典範原則背

書，這些原則明確假定學習成果可獨立於學習歷程來決定，第一個原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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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轉換與關連被用來建立學習成果的同等性，無視於教育歷程的相似性或

差異性，包括教學、教學方法及評鑑，或教育提供者的類型（MCEETYA, 

2005a)。 

5. 未來走向須面對 VET 與高等教育的差異： 

新的 AQF 依據學習成果分類法、明確的級數及學習期限，但是新的架構能

否解決澳洲後中等教育核心衝突仍未明確，除非它面對這些兩難問題： 

 AQF 依據相似性原則，但其教育部門機構則依據差異性原則 

 VET 資歷依據輸出原則，但學校與高等教育依據輸入原則。 

這是否被視為是 AQF 的問題仍未明確，AQFC 遵照部長級的指示，進行能

力本位資歷與價值本位(merit-based)高等教育資歷可更密切合作結盟，這是

AQFC 額外方案，即研發共同語言，促使各部門可以使用以研發無縫銜接，

似乎各部門間差異性未被視為重大差異（Wheelahan, 2009a)。Keating (2008b, 

p. 8)解釋 AQF 不可能對資歷兩個核心問題保持中立，即知識（含技能）本質

（其為資歷象徵）及學習本質（其導向知識），目前 AQFC 諮詢報告提議將

依架構之鬆緊有不同結果，學習不同領域可理解為廣泛之指引，用來建構資

歷間關係，引導各部門間對話，加強明確說明資歷性質，改變學習成果本質，

藉由堅持資歷來自這些成果，後者更可適於使用學習成果的教育提供者、教

學與課程。但學習成果不能被視為獨立於這些歷程，因為學習成果是由這些

歷程決定，堅持如此作法，導致無止境詳細規定，讓知識破碎（Allais , 2007a, 

2007b)；這反映在能力本位訓練，提供學生取得特定脈絡知識，以及應用於

工作，卻不是學科領域意指知識已內涵在即中（Wheelahan, 2009a)。 

  第一代主要國家及歐盟 NQF 成效評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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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主要國家及歐盟 NQF 成效評估 

澳洲 創造全國性 VET 制度，由大學自主決定接受 VET 學分與

否，影響不大。 

紐西蘭 雇主不願採用 NQF 資歷，仍重視大學資歷。 

蘇格蘭 認可先前學習，但無一致標準。 

英格蘭 修正 NVQ 為成功案例，但涉及權力關係。 

南非 已研發 17 項衝擊指標，轉向思考教育品質。 

歐盟 促進就業者與留學者之流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Allais, S. (2010).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Report of a study in 16 countries. Retrieved 

October 11, 2011,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meeting

document/wcms_126589.pdf 

參、ILO 研究反思與建議 

一、反思 NQF 實施的困難 

(一)脈絡、張力及教育利益相關者角色 

Raffe (2009) 建議如果實施新改革本有邏輯(intrinsic logic)則更易成功，教

育、訓練與勞力市場關係深深嵌入制度、社會及經濟關係，有些案例有衝突

存在；雇主不易參與技職教育與訓練，NQF 依賴社會合作夥伴與教育利益相

關者的有效參率。另外的衝突為雇主認為 NQF 為政府公共經費補助職場評

鑑制度，再者 NQF 目標為增加入學機會取得，卻推行增加學習者費用。另

一張力關係為所有資歷與能力的分類與明述，與寄望簡單化與透明化之張

力，有些架構創造數以千計資歷，詳盡的陳述各級數的職業資歷，導致冗長

文獻，因此導致 NQF 存在簡單透明化與詳細明述二者衝突的張力；另外渴

望短期課程與回應性，相對於渴望規範標準化及品質，單位標準或能力標準

假定導向彈性化，在某些個案卻變得嚴謹，速成課程可能與改善品質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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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成果 

學習成果為 NQF 發展的核心，以改革教育與訓練的問題，ILO 研究及其他

研究發現所有資歷架構共同關注成果，其代表資歷持有者知道什麼，可以做

什麼，學習的成果！許多案例企圖以特定方式使用成果，作為提供職能正確

與透明的描述，同時提供學習課程發展之正確與透明依據，以進行評量與評

鑑教育品質。但標準的複雜性與冗長度不易為人瞭解，除了設計者外，也是

資歷不被使用的原因之一，即使用了，也導向狹隘評鑑形式與破碎學習經驗

(Allais, 2010)。研究也發現自課程大綱或學習課程分開成果及能力導致教育

知識的邊縁化，成果本位的架構，評鑑者必須依表現推論判斷，有時情境注

重在知識與理解，可提供更好的推論能力。學習歷程的知識產生之學習成

就，可在許多案例中為基本的，以對可觀察的表現作出可信賴的判斷。但此

也意謂學校或高等教育無法接受能力本位訓練模式。如澳洲主張訓練套裝

(training packages)標準評量，但過於詳盡及冗長，導致使用不便，沒有使用

性；澳洲案例發現如果只使用在技職教育與訓練，則產生學校與技職教育或

高等教育與技職教育新的分流，反而造成加深職業資歷低的地位。 

(三)評量為教育與訓練重要因素 

教育提供者制度轉向至使用者導向或能力本位的市場化制度，澳洲工會為建

立 AQF 重要成員，但政策明確多強調發展教育市場，產業導向的能力本位

資歷獨立於技職教育與訓練提供者；許多案例共同強調公私立機構相同地位

可藉由契約化或推行績效機制，相信可增加效率與效能。然而研究指出管理

契約及評量契約者之表現要求強大管理能力，導致許多額外支出(Allais, 

2010)。評量與鑑定為教育與訓練制度重要因素，NQF 須謹記在心。 

(四)政策借用與國際化 

資歷與教育制度的國際化為重要議題，Ball (1998, p. 126)建議，國家政策訂

定不可避免為使用手頭現有工具的歷程，如借用及複製其他國家理念，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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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正當地測試機制或趨勢時髦，通常造成失敗。大部分案例，被借用的國

家無官方文獻可得知 NQF 目標是否已達成。英語系國家模式(Anglo model)

級數描述語被信任不在於書面如何彼此關連或敘明，而是在對使用者意涵為

何。因為共享參與歷程可達到這種成果。官方文獻沒有掌握外在世界各方爭

論衝突及問題存在關鍵，自政策借用的角度，結果為政策借用者通常沒有看

見這些問題。Chakroun (2010) 對照政策借用與政策學習，後者鼓勵問題帶

來反思，協助教育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以保留強調各國脈絡。 

  綜上，簡繪 ILO 反思各國 NQF 實施困難如下圖 2-7： 

 

 

 

 

 

 

 

 

 

 

 

 

 

圖 2-7 各國 NQF 實施困難正反面思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Allais, S. (2010).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Report of a study in 16 countries. 

Retrieved October 11, 2011,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mee

tingdocument/wcms_1265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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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方式看待 NQF 

  ILO 研究目的為探究 NQF 的衝擊與實施，成功或失敗不能單純只與 NQF

相關，有需要與特定類型與實施機制相關，並與同時發生之政策創辦方案及教育

提供者密切相關。各國政策改革以資歷架構之名義進行，但資歷架構乙詞各國有

不同意涵及不同之運作方式。Allais（2010）指出已研發架構的類型（typology），

Raffe(2009)指出 NQF 改革類型分為溝通型如澳洲及改革型如紐西蘭，如圖

2-8NQF 類型所示： 

溝通型  改革型 

源自現行制度  全新制度 

漸進改變  徹底轉型 

改革的工具  改革的驅動者 

教育利益相關者包括教育提供

者 

 排除教育提供者 

鬆散架構  嚴謹架構 

圖 2-8  NQF 類型 

資料來源：Raffe, D.(2009). Can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be used to 

chang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CES Briefings, No 48, Centre for 

Educational Sociology. 

  依據各個案研究關鍵差異，且主要依據第一代經驗，各研究者所強調的差異

包括如何規範架構，目的為何？應用如何完整？知識論立場為何？實施的歷程為

何 (Allais, 2007b ; Raffe, 2003, 2009; Young, 2005)，未來可進一步探究這些類型。 

(一)瞭解 NQF 第一種方式：讓現存的資歷關係更明顯的企圖 

第一種瞭解 NQF 方式焦點放在資歷制度而不是個人資歷，例如那些學院本

位(college-based)的資歷可導向何種類型的高等教育資歷，明白不同資歷如何

彼此相關；最關鍵者為大學與學院、授證或測驗單位（中等教育及職業或繼

續教育）及政府單位。教育提供者的資歷可能較少明確符應職業，推行 N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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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涉及推行級數描述語，以更明確化彼此關係，蘇格蘭學分與資歷架構為

範例，由大學及大學品質保證單位及授證單位共同研發，長期改革結果，建

置不同部門之子架構。 

(二)瞭解 NQF 第二方式：創造職業入門規定與資歷關係更明確的企圖 

現行職業本位與專業架構規範認可護士或電子技師入門要求，傾向複雜性，

許多國家專業更直接與教育及訓練制度相關，而不是與職業相關。推行 NQF

的理念為企圖發展齊一之一套級數將職業及專業規範併入，以及同時納入教

育資歷，以改善這些資歷如何被瞭解及使用。資歷架構功能機制更複雜，原

本設計有不同目的，改革可由政府主導，或由全國雇主團體或準政府組織發

動，更可能具職業分類。其管理職業入門與薪水制度相關，許多國家已有某

種職業分類及入門規定，有些國家傳統上已普遍使用職業標準。許多案例並

未與課程發展相關，英語系國家企圖建立職業標準與教育訓練關係，研發此

種架構極可能涉及與工會及專業團體協商，及與教育提供者協商，工會、專

業團體及雇主協會及教育提供者的優缺點會影響資歷如何安排的決策，因其

意涵員工的薪資。 

(三)第三種方式瞭解 NQF 的推動為使用詳細明載之成果或能力單位，來驅動一

系列不同教改的企圖。 

雖然所有 NQF 使用學習成果或能力這個名詞，學習成果發展被視為焦點及

達成 NQF 所有目標的機制，詳細明載的成果為關鍵驅動機制，預設可作為

課程研發、評量、品質保證及鑑定頒發的依據，學習成果為達成資歷結合的

目標（第一代國家的目標），可惜未強調學習成果如何應用於教育提供者，

及與學習歷程的關係。同樣地，相信成果或能力的具體敘明可創造職業與教

育資歷間簡單且透明關係，進一步希望導致更好的訓練。研發資歷的歷程由

教育利益相關者驅動，許多例子焦點放在產業，資歷包括學習成果，沒有與

特定教育提供者相關；能力本位訓練模式概念與 NQF 相同，許多案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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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本位架構，強調學習成果或能力本位的資歷為 NQF 企圖創造教育與訓

練制度最重要且最基本的改革。成果本位資歷驅動課程改革，改變教育與訓

練制度的管理與傳授及改變頒發資歷的歷程與依據，因此可改善教育與勞力

市場二者關係，及達成社經目標；理論上，決定什麼級數安置什麼資歷完全

依據能力或學習成果的分析，尤其依據級數描述語來設計。 

   綜上，各國推動 NQF 的企圖可以下圖 2-9 顯示： 

 

 

圖 2-9   NQF 企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Allais, S. (2010).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Report of a study in 16 countries. Retrieved 

October 11, 2011,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meeting

document/wcms_126589.pdf 

三、正面可能性 

    ILO 研究指出沒有證據顯示 NQF 實質改善教育與訓練制度與勞力市場的關

係(Allais, 2010)，ILO 在此專案研究並未探討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ILO 提出建

議對教育提供者與產業截然二分法是否正確，值得反思！通常認為教育學者因為

不明白職場需求，所以沒有參與資歷之課程研發，此種想法導致產業必須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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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訓練的產品（即資歷）提供具體明載的學習成果；但所有研究發現顯示產

業的參與是有問題的，資歷局官員受訪評論表示 NQF 理論假設由產業研發資

歷，教育與訓練機構提供這項資歷課程，知道學習者將獲得工作因為由產業界研

發。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回事，學生、家長、雇主及政府重視大學的資歷，雇

主似乎不重視由業界主導的資歷，業界也不願意主導；標準的研發也外包交由顧

問團研發。研究也發現雇主不是永遠清楚職場需要什麼人才。ILO 建議質問 NQF

是否真能達成教改目的，是否已有其他政策可取代 NQF 的角色，達成教改目的？

為日後進一步研究。但目前研究發現建議未來資歷必須更注重品質，另一議題為

授證與鑑定的角色，在 ILO 目前研究未發現任何這些資訊；改善 VET 須投入經

費，不是僅由市場競爭來提升品質。ILO 也慎重建議未來擬建置 NQF 國家謹慎

考量政策優先性，NQF 不是改革萬靈丹，實施成功的國家，資歷架構作為改善

現有制度的輔助機制，而不是取代之或重新形塑教育提供者。換言之，如果學習

成果與輸入二者彼此相關，則 NQF 更可能成功，未來政策焦點須著重如何結合

此二者！ 

     

 

第三節 歐盟與亞太地區國家資歷架構推動現況 

  鑑於區域資歷架構近年來的興起，尤其以歐盟的 EQF 為區域資歷架構的代

表，EQF 以追求終身學習為目的，紐澳近年 NQF 的改革，亦受歐盟 EQF 影響；

本節爰以介紹歐盟 EQF 為主，了解 EQF 如何帶動歐盟各國 NQF 的發展，創造

終身學習的社會；此外，基於本研究動機為臺灣屬 APEC 會員國，爰於本節文獻

探討 APEC 會員國已實施 NQF 現況，尤其提出香港華人世界，作為未來我國建

置 NQF 參考。 

壹、 歐盟國家資歷架構推動現況 

  資歷透明性與終身學習成為歐盟各會員國教育與訓練制度迎接知識社會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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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及提升就業職場高品質人才的重要機制(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000) ，歐盟

呼籲會員國建立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彼此間溝通轉換銜接之橋樑（EC, 

2006），其中以建立EQF，才能追求真正的終身學習與全面學習。歐盟於2008

年推動EQF後帶動許多歐洲國家採用國家資歷架構，至2012年27個歐盟會員國之

資歷制度或架構已對照至EQF，其他會員國也正在研擬中；跨國性資歷架構中也

以歐盟2008年建置的EQF為最早起源且為最重要的架構，但EQF不是全球尺規，

全球也有其他跨國／區域性架構（ETF, 2011)。 

   EQF深深帶動歐盟各會員國NQF設計機制，如強調能力、透明化、共同貨幣

語言及可攜性；NQF與EQF相互影響，NQF或跨國／區域性資歷架構為全球新興

重大議題。本節首先探討EQF的推動背景，包括推動脈絡與目的；其次分析EQF

實際推動實施上的內涵，也就是EQF的設計模式；再者則檢視EQF在推行實施方

面的影響與成效，特別是其實施所造成的衝擊。 

一、EQF推動脈絡與目的 

(一) EQF推動脈絡—三大基礎 

    21世紀初期日增NQF發展與實施，也走向跨國發展趨勢，如區域性資歷架

構，歐盟則可追溯至1999年波隆那歷程（Bologna process，以下簡稱Bologna歷

程）、2000年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及接續2002年哥本哈根歷程

（Copenhagen process），為EQF奠下發展脈絡(ETF, 2011)。EQF研發係回應會員

國、社會合作夥伴及其他教育利益相關者要求建立共同對照機制，增加資歷之透

明性。2002年歐盟終身學習部長們要求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與

各會員國合作共同研發教育與訓練資歷之認可架構，並建立在Bologna歷程之成

就上，職業訓練也推動相似方案；2004年歐盟部長級在馬斯垂克開會強調研發

EQF的優先性，作為共同對照架構；2005年歐盟執委會正式研發EQF，整合里斯

本策略、哥本哈根歷程及Bologna歷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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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里斯本策略：旨在創造歐盟成為世上最具競爭力與活力的經濟體，創造永續

經濟成長，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及更佳之社會融合。里斯本策略之終身學習機

制為改革及現代化各會員國教育與訓練制度，至2010年為世界領導者。為達

此目的，必須持續不斷提升勞力市場知識、技術與能力，教育與訓練制度儘

可能無入學機會取得障礙。EQF被視為能達成這些目的，更新版之里斯本策

略提出2020年預期達成目標。 

2. 哥本哈根歷程：2002年哥本哈根歷程宣言內容為EQF主要依據，建立不同國

家資歷或能力認可之透明化、可比較性及可轉換性，藉由對照共同級數、共

同鑑定(certification)及評量原則，包括VET之學分轉換制度(ETF, 2011)。在提

升VET之合作，焦點放在品質保證、透明化及資歷認可。 

3. Bologna歷程：於2005年通過歐洲高等教育資歷架構(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or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QF-EHEA) (EHEA, 2010)，建置學士、

碩士與博士三階段(three cycles)之資歷制度，此機制奠基在歐洲學分轉換制度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簡稱ECTS）上（EC, 2007）。 

  另外，2004年建置歐盟通行證(Europass) (EU, 2004)為單一資歷透明性架構，

研發VET學分轉換機制(credit transfer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CVET)及職業教育品質之共同判準與原則，2004年歐盟也訂定非正規與非正式

學習認證共同原則（EC, 2004），這些也為EQF建立基礎。 

(二) EQF法規依據與建置目的—面對全球化挑戰 

  2005年歐盟指令（European Directive）規範專業資歷(EC, 2005b)，有助於合

法行業執照在各國通行。歐盟指令標準嚴格，包括學習期限、地點及內容，均為

認可之條件，屬於正規教育課程範圍內，無法接受其他的學習成果。但EQF原則

基本上不同取向，考量教育與訓練制度的多元化，及終身學習的實現，遠離訓練

課程走向學習成果的透明化與比較性。2004年馬斯垂克公約（Maastricht 

Communiqué）以研發EQF為優先性，且包括VET與一般教育（含中學與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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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且依據學習成果模式設計，2005年獲歐盟各國政府首長肯定。2005年公布

EQF諮詢報告，提出依據學習成果之8個級數架構，達成促進資歷透明化及支持

終身學習。EQF成為歐洲共同對照架構，可連結各會員國的資歷制度，為一轉譯

工具，促進不同資歷架構更易比較，創造資歷的可比較性帶動更大認可基礎及學

習轉換，以達學習者與工作者之流動。諮商結果廣受支持，2006年歐盟執委會向

歐洲議會與歐盟部長理事會（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提案，並於2008

年獲正式通過，此項EQF建議(Recommendation)不具約束力，符合歐盟輔助原則

(principles of subsidiarity)，為歐盟法軟性規範/軟法（soft acquis）代表性之一(ETF, 

2011)；進一步加強前述現行措施，歐洲高等教育資歷架構將對照EQF，歐洲通

行證級數須對照於EQF級數，EQF並可加強現行歐洲學分轉換制度與歐洲VET學

分轉換制度的互信，亦可納入2005年歐盟指令未包含之專業領域；可見EQF奠基

於歷年已推動之各種機制上，方易為各會員國接受。透過EQF可幫助歐洲人民終

身學習，面對全球化挑戰，促進經濟成長（EC, 2008b）。簡言之，歐盟設計EQF

三大目的為：1.更有效媒合職場與教育訓練機構；2.促進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的

認證；3.對不同國家暨不同教育訓練制度之資歷轉換或比較使用更方便。 

二、EQF 的設計模式 

(一)核心理念 

  EQF 或各國 NQF 強調以學習成果為導向，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為不

同的學習類型，但就知識、技術與能力之獲得而言，三種學習完全相同，此也為

EQF 設計之考量以「學習成果」導向為核心理念的理論基礎(EC, 2011c; CEDEFOP, 

2008)；此理念的三大基本原則強調：1.進程性(progression)：如學分累積及轉換，

持續進展，避免重覆；2.可攜性(portability)：在不同國家不同教育體制之資歷轉

換，如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認可轉換至正規學習，學術與職業教育之間轉換；3.

透明性（transparency）：學習評量或評鑑以學習成果為導向，評量成果公開且

具可比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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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F「學習成果」核心理念相當不同於各國現行或傳統教育的資歷制度

（Bouder, 2008；Young, 2008），傳統教育資歷制度較強調學習輸入、過程、期

限及教育提供者等原則，在此教育理念下，傳統正規教育提供者如大學，往往無

法接受認可非正規或非正式學習的資歷。EQF 如採學習輸入則會員國之間資歷

不易相互比較，因此 EQF 採不同策略，以「學習成果」為導向，增加各國終身

學習體系的溝通與透明性，俾利達到前述設計 EQF 三大目的，促進國際流動與

學習及鼓勵透過非正式與非正規的終身學習。 

(二)學習成果內涵 

  EQF 依據「學習成果」核心理念來設計此架構內涵，所謂「學習成果」意

指學習者完成學習課程時，知道什麼，了解什麼，以及能夠做什麼；因此設計內

涵包括知識、技能及能力三項核心要素，知識意指理論與事實，技能被視為認知

的（使用邏輯、直覺的、創造性思考）以及實用的（包括操作熟練度及方法、材

料、工具及儀器的使用），能力意指責任與自主(EC, 2006；EU, 2008)，如表 2-7

所示級數描述語元素。 

表2-7  

EQF級數描述語元素 

知識 技能 能力 

 事實和/或 

 理論 

 認知 

 實用 

 自主和 

 責任 

資料來源: CEDEFOP (2011) .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in Europe(p.290). Retrieved May 14, 2012, from 

http://www.cedefop.europa.eu/EN/Files/6112_en.pdf  

 

  EQF按「知識、技能及能力」此三大核心元素，將學習成果評量分為8項級

數(EU, 2008)，每一級數所授予的資歷代表應具備之知識、技能及能力；學習成

果級數描述語如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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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EQF 8項級數學習成果級數描述語 

學習成果 知識 技能 能力 

第 1 級 

 

基礎普通知識 從事簡單工作必備的

基礎技能 

在直接指導下工作或學習 

第 2 級 

 

工作或學習領域基

礎實務知識 

應用相關資訊執行任

務，利用簡單規則與工

具解決例行問題，具備

基礎認知與實用技能

術。  

在指導下工作或學習，但有

某種程度自主。 

第 3 級 

 

工作或學習的實

務、原則、程序、

普通概念等知識。 

必需具備一些認知的

與實用技能，俾能完成

任務，及藉由選擇與應

用基礎方法、工具、材

料與資訊來解決問題。 

負責完成工作或學習任

務。調整個人行為解決問

題。 

第 4 級 

 

工作或學習領域內

廣義的事實與理論

知識 

必需具備一些認知的

與實用技能，俾能對工

作或學習領域之特定

問題提出解決之道。 

在指導方針下，於可預測的

工作或學習環境進行自我

管理。指導別人例行工作，

負責工作或學習的評鑑與

改進。 

第 5 級  

 

具有工作或學習領

域內全面性的、專

業化、事實的及理

論的知識，及具有

知識界限的意識。 

必備完整認知的與實

用技術，俾能對抽象問

題研擬創造性的解決

方案。 

於無法預測變化之工作或

學習活動情境進行管理與

指導。 

評鑑與研發自我與他人的

績效。    (接下一頁) 



75 
 

學習成果 知識 技能 能力 

第 6 級  

 

具備工作或學習的

先進知識，涉及理

論與原則之關鍵性

瞭解。 

具備先進技能、操作熟

練與創新，以解決工作

或學習專業化領域複

雜且不可預測的問題。 

執行複雜的技術或專業性

活動或計劃，負責不可預測

的工作或學習情境的決策。 

負責管理個人或團體的專

業發展。 

第 7 級  

 

高度專業化知識，

有些為工作或學習

領域最尖端的知

識，可作為原創思

考的來源。具有一

領域知識議題批判

性意識，且能統整

不同專業領域。 

研究及（或）創新必備

的專業問題解決技

能，以研發新知識與程

序，並整合不同領域的

知識。 

管理及轉型複雜、不可預測

且要求新策略方法的工作

或學習情境。 

負責對專業知識與實踐作

出貢獻，且（或）負責評鑑

團體重要表現。 

第 8 級  

 

具備工作或學習領

域最先進的知識且

能統整不同專業領

域。 

具備最先進與專業化

的技術與技巧，包括綜

合與評鑑，以解決研究

與（或）創新方面之重

大問題，及擴大且重新

界定既有知識或專業

實務。 

對包括研究在內的工作或

學習領域最重要的新觀念

或歷程發展，展現相當的權

威、創新、自主、學術與專

業正直，及一貫的允諾。 

資料來源：European Union ( EU) (2008). Recommend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or lifelong learning(pp.5-6). Retrieved October 18, 2011, from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08:111:0001:0007:E

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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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鑑定路徑 

  歐盟各會員國NQF對照至EQF時，必須採用學習成果取向，如以學習輸入則

不易與其他會員國作比較（EU, 2008)。EQF與NQF試圖水平整合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圖2-10學習至鑑定路徑說明歐盟試圖藉由EQF來整合終身學習的各

種學習路徑，頂端代表正規學習系統，其他個人活動、社區生活及工作則為非正

規與非正式學習。通常正規學習之外的驗證程序對學習者提供較多選擇，但驗證

程序也相對較複雜，學習生涯也更複雜。EQF「學習成果導向」8項評量級數之

對照標準，可視為水平整合機制與橋樑，要求提供如學習期限、資歷類型及「知

識、技能與能力」之評量內涵等，對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的評量、驗證認可等程

序亦要求須公開透明，並以學習成果為依據，同時具有品質保證之信任度，方有

可能實現轉換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間之學習路徑（EU, 2008；EC,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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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0  學習至鑑定路徑 

資料來源: CEDEFOP(2009b). European guidelines for validating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p.18),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四)國際區域架構價值 

  依據EQF，學習成果的評量可來自職場或教育提供者，包含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評量內涵涉及專業與通才，8項級數彼此之間可看出前後級數程度

的銜接，其中6、7、8級相當於各國高等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程度。EQF

不是要統一或取代各國的NQF或NQS（EC, 2008a），而是增加各國終身學習體

系的溝通、銜接轉換、透明性及國際合作交流。歐盟政治、經濟整合後，為促

進就業與就學的流動，此資歷架構的設計藉由「學習成果」核心理念，達成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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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各國資歷的比較與轉換目的。其8項級數表與歐盟各會員國的NQF或NQS相對

應關係如圖2-11，可看出EQF具有後設架構之性質(EC,2010b；Werquin,2007)。

換言之，EQF係一對照架構，為各會員國不同資歷的對照工具，歐盟設計模式

即考量各會員國多樣性資歷制度或架構差異性，藉此EQF俾利各國得相互比

較，因此，各國NQF或NQS可明顯對照對應至歐盟所訂之級數。例如瑞典後中

等教育工程教育與愛爾蘭後中等教育第6級進階證書均相當於EQF的第4級，兩

國藉由歐盟所設計之終身學習對照後設架構，得以相互比較，促進兩國間就業

者與求學者之流動。歐盟計畫至2012年所有會員國後中等教育提供者所頒發之

新資歷均能自動對應至EQF8項級數學習成果評量內涵表，至2012年有9個國家

對照至EQF。 

 
 

圖2-11  EQF與歐盟會員國NQF及NQS對照表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EC) (2005a). Toward a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or Lifelong Learning(p.8). Retrieved October 14, 2011, from 

http://ec.europa.eu/education/policies/2010/doc/presentation_eqf_en.pdf  

 綜上，EQF的設計為歐盟各會員國訂定學習成果及資歷認證的對照標準，

且站在整體宏觀角度考量所有會員國各種學習管道的學習進展評量，有賴全體

會員國在學習評量、認證及品質保證方面，在對照於EQF時，不斷在實務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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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歐盟在實務並未對個人進行學習評量，而是由各會員國主管機構負責學習

成果的評量與認證，評量結果對照歐盟級數，進而可做國際比較。如表2-9可看

出歐盟當時在設計EQF時，即站在較高層次角度，無論就架構之功能目的、認

證機構及主政單位等均明顯劃分各層級權責，以利日後實施上推動。  

表2-9  

EQF與各國NQF設計比較表 

比較項目 各國NQF EQF 

主要功能 為國家訂定學習成果的標準。 為歐盟會員國訂定學習成果及

資歷認證的對照標準。 

主政單位  各國主管當局。 歐盟與各會員國共同訂定。 

敏感議題 各國有其優先事項（如閱讀素

養級數或職場需求）。 

歐盟則整體考量優先事項如職

場全球化。 

認可個人學習 學習評量與認證。 歐盟並不直接涉及個人學習的

證可。 

價值 依各國國情。 歐盟各會員國間相互信任。 

品質保證 各國主管當局及學習機構。 歐盟與會員國二者在資歷架構

實務推展彼此對照不斷改進。 

級數界定 各國依學校教育或高等教育

或職場等不同學習脈絡而訂

定各國級數標準。 

歐盟考量所有會員國之各種學

習脈絡及全面性學習進展。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EC) (2011b). EQF Note 3 Referencing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Levels to the EQF(p.9). Retrieved October 5, 2011, from 

http://ec.europa.eu/eqf/documentation_en.htm  

  簡言之，EQF 配合國際發展趨勢，並奠基在歷年既有的措施上，以符合歐

盟促進就學與就業的流動；EQF 包括一套 8 個級數之學習成果共同描述語，及

javascript:toggle_visibility('4e44673d')
javascript:toggle_visibility('4e4467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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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品質保證共同原則與程序。歐盟要求各會員國將各國資歷制度以透明方式對

照至 EQF，可藉由各國立法研發建置 NQF，於 2012 年所有新資歷均應對照至

EQF，並要求各會員國使用學習成果描述資歷及指派各國協調單位監督本國資歷

制度與 EQF 關係。EQF 關鍵點在於 8 個對照級數，藉此與各會員國資歷度及架

構創造出關係；基本上，EQF 是終身學習架構，8 個級數包括任何地方獲得的資

歷，無論為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或 VET，旨在促進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所獲得

資歷之認可；其資歷架構設計特色可歸納為： 

 一個理念：以「學習成果」為核心理念，以「知識、技能與能力」三個構

面之級數描述語為評量內涵，分8項級數。 

 一個架構：包括學校教育、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試圖統合正規、非正規

與非正式學習在單一架構內，且為歐盟各會員國的對照後設架構。 

 三個價值：以創造各國資歷的可比較性、透明化與可攜性，符應國際發展

趨勢，迎接知識經濟挑戰。 

三、EQF 的實施與衝擊 

(一)EQF的實施 

1.建議與自願推動策略 

  歐盟2008年決議書建議會員國於2010年前，據以建立各會員國之NQF（EU, 

2008）。EQF不具法律約束，透過歐盟「 建議」之法律手段，作為一種對照工

具，由各會員國基於「自願」性質，訂定各國NQF對應於EQF各項級數；因此EQF

推行成功與否，須與各會員國共同合作努力。歐盟採「建議」與「自願」推動策

略，亦為EQF學習成果理念提供最大的實施彈性空間。EQF8個級數依學習成果

定義，因歐洲教育與訓練制度的多元差異性，轉向學習成果為必然性，方能創造

各會員國間及各教育提供者間之比較與合作，因此歐盟要求各會國使用學習成果

界定及描述資歷。EQF成功的發展與實施有賴各會員國對關鍵名詞如學習成果、

資歷、能力及架構自身之共同瞭解；2005年諮商報告係參據OECD、歐洲訓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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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以下簡稱ETF）、歐洲職業訓練發展中心

（ 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 以下簡稱

CEDEFOP）及其他國際組織之研究發現，同時建立在Bologna歷程及哥本哈根歷

程發展基礎上，調整成為歐洲的後設架構。為促進各國對照歷程協調，2005年諮

商報告指出所有現存之資歷比較機構如歐洲國家資訊中心網絡（the European 

Network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res, ENIC)、國家學術認可資訊中心（National 

Academic Recognition Information Centres, NARIC)、職業資歷國家對照窗口及歐

洲通行證等單位均須涉入。歐盟執委會設想NQF發展依據學習成果且由各國教育

主管監督，為支持各國與EQF相關之理想機制，否則難以達成EQF目標。 

2.實施要素 

  EQF的實施係奠基在開放協調方式（an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上，包

括三個主要實施架構(ETF, 2011)： 

(1) EQF顧問團（The EQF Advisory Group）為主要協調單位，監督EQF的實施，

提供各種不同歷程的一致性，成員來自各會員國及候選國代表、歐盟以外其

他歐洲國家、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歐洲社會合作夥伴及各種教育

利益相關者如工商商會、公共就業服務及志工部門。顧問團每年開會3至4

次，負責各國對照教育級數及建立互信區遵守之大綱與程序研發。 

(2) 國家協調窗口（National coordination points, NCPs）：負責實務性議題及各國

特定議題處理，主要職責包括各國資歷制度對照至EQF之級數；確保透明方

法論用來對照EQF；提供教育利益相關者有關各國資歷如何對照至EQF之資

訊與方針；促進所有教育利益相關者參與。 

(3) 支援／工作小組(Supporting/working groups)：包括各部門資歷小組、EQF資

歷小組、網站研發小組、品質保證小組、學習成果機制小組等。 

  另外歐盟執委會為EQF實施核心機構，創辦EQF，但教育利益相關者認為歐

盟執委會與其他相關單位能力仍有限，執委會下屬單位教育與文化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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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負責協調EQF實施，並由CEDEFOP

專家支援；EQF顧問團協調角色同樣重要，因為EQF為自願性機制，端賴各國及

教育利益相關者之實施意願。歐盟執委會與EQF顧問團為管理結構，歐盟各單位

如CEDEFOP及ETF為重要支援機構，並與外部專家合作。廣義脈絡而言，EQF

實施由歐盟重要機制如流動與VET創新機制－達文西計畫（Leonardo da Vinci 

program）及歐洲社會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共同支援，另外也包括職業

訓練總署（Directors General for Vocational Training, DGVT）及職業訓練顧問委

員會也配合推動，加上其他歐洲社會對話論壇從中推動(ETF, 2011)。 

  品質保證為EQF信任基礎，研發品質保證大綱支援各國資歷之品質保機制，

品質保證也是對照判準之一。EQF「建議」提供高等教育與VET品質保證之一套

共同原則，EQF過度依賴各國品質保證歷程之風險，藉由數項泛歐洲措施如歐洲

VET品質保證架構(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Framework for VET, EQAVET)、

CEDEFOP檢測歐盟品質保證與VET檢定關係(CEDEFOP, 2009c)及其他交換經驗

得以舒緩。EQF顧問團小組焦點放在各國與區域性品質保證歷程。 

  EQF代表轉向成果本位資歷，藉由焦點放在透明性，合作機制立基在認可彼

此差異性，而不是企圖追求一致性，期望至2012年所有新資歷明確對照至EQF

之適當級數。NQF與EQF相互依賴，EQF可作為觸媒劑促進各國發展NQF，如各

國已有NQF，則EQF可視為進一步整合，藉由區域代表或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參與

研發。不同資歷架構間關係藉由對照歷程來瞭解，就級數、類型及學分作比較，

EQF即要求各會員國NQF作對照報告，有利各國充份瞭解資歷類型、級數及學分

等技術層面之外的社會內涵。對照方法論仍在初期階段，至2012年EQF已有9國

完成對照，歐盟各會員國正快速發展各國NQF對照至EQF，28個國家(含歐盟候

選國)已研發或正研發無所不包的NQF，包括所有類型的資歷，大部份已完成概

念化/設計、諮商/測試階段，邁向早期實施階段。愛爾蘭、法國、馬爾他與英國

已實施，有10個國家列在早期實施階段，各階段教育利益相關者的參與為關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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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各國教育利益相關者參與之程度各有差異，有些國家邀請許多教育與訓練

機構及雇主參與，有些國家則純依賴技術取向，由內部專家與機構組成；14個

NQF已正式通過（經由各國部會決策或修正現行法令或另立法通過）（CEDEFOP, 

2011）。 

    簡言之，歐盟EQF實施要素為：1.採行開放協調方式，各會員國及教育利益

相關者以自願性質加入對照EQF；2.訂定8項共同參照級數，鼓勵各會員國資歷

以學習成果為本位；3.訂定品質保證大綱，歐盟支援各會員國品質保證歷程；4.

成立顧問團及支援工作小組，不斷研發與改進各國對照時所遭遇之問題。 

(二)EQF衝擊效應 

1.各國教改推動者，帶向推動現象 

  EQF似乎成為各國變革推動者（agent for change），EQF為各國帶向整合現

象（convergence）。歐洲有雙軌制悠久歷史的國家如德國、丹麥及奧地利能回應

各國挑戰，Bologna歷程已有整合現象，VET整合至實習制度／師徒制模式似乎

也獲得依據，國際上發展趨勢要求齊一架構之壓力、國際證書及各國NQF走向可

比較的資歷，亦為EQF發展不可忽略之因素。EQF作為轉譯工具，創造不同資歷

間之關係更明確，不否認EQF仍有可能導向整合制度；目前歐洲已有34國家正研

擬或已實施NQF，其中包括共38個NQF（英國分為英格蘭／北愛爾蘭、蘇格蘭、

威爾斯及比利時荷語、法語及德語三區，均有各自NQF）；26個國家提出8個級

數架構，其他國家則有5、7、9、10及12等不一的級數；所有國家都使用學習成

果本位機制之級數描述語。 

    歐洲各國普遍同意NQF使用明確的學習成果本位之資歷級數，否則對照至

EQF的作業將非常複雜，原本芬蘭與挪威懷疑NQF價值，現已擁抱NQF概念並積

極研發實施。原訂2010年完成對照至EQF已不可能實現，因大部分國家（除了法

國、愛爾蘭與英國外）研發NQF從零開始。歐洲快速新起NQF發展，各國不同架

構類型，有的強勢立法管理，有的純粹只有描述性。Raffe ( 2009)區分溝通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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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型架構（communication and reforming frameworks )，溝通型架構主要改善現

存資歷制度，向教育利益相關者描述可供使用的選項，溝通型讓現存者更好，改

革型明顯改進現行制度，藉由加強一致性、相關性與品質，如克羅埃西亞、波蘭

及冰島為改革型架構，丹麥與荷蘭則強調NQF角色純粹只為增加透明化。 

  歐洲各國NQF研發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深深嵌入特定政治與文化脈絡；許多

NQF 建立在現行教育與訓練的改革上（或子架構之改革如VET），已改革傳統

資歷設計方式，如採行職業標準（occupational standards）(CEDEFOP, 2009a)，

也受到歐盟許多方案帶動。許多新的NQF有共同特徵，這些特徵不同於第一代架

構（如英格蘭、威爾蘭、北愛爾蘭及法國，歐洲之外如澳洲、南非、紐西蘭），

Raffe(2011)指出成果主導(outcomes-led)架構(如英格蘭的國家職業資歷，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NVQ)及成果對照（outcomes-referenced）架構，成果主

導架構最激進，系統化減少學習輸入因素如學習期限與教育提供者的影響，促使

資歷完全無視於何處或如何學習。在歐洲各國NQF為成果對照架構，視學習成果

為重要成份（但不是唯一元素）研發NQF。 

 2.加強各國推動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認證 

    歐洲越來越多國家加強NQF與非正規、非正式學習認證二者的關係，雖然

NQF對學習者及雇主附加價值目前不明顯，但在歐盟及各國層級所產生的衝擊仍

可見（CEDEFOP, 2011），各國級數描述語除了反映各國教育制度與傳統外，亦

對照至EQF描述語；此種方式下，NQF對歐洲合作及各國教改為有用機制。

Grootings (2008)強調資歷架構發展必須是廣泛政策脈絡一部分，獨立於主流政策

發展，則成效有限，必須考量政策寬度。CEDEFOP（2010）研究指出歐洲各國

NQF深深嵌入各國廣泛政策方案內，終身學習策略支持保加利亞、愛爾蘭、希臘、

奧地利、葡萄牙與芬蘭NQF發展，改進各種不同教育與訓練之子架構為德國發展

重要成份。 

  NQF的成功部份依賴其支援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認證及學分轉換的功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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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日益明顯強調認可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的重要性及增加實務施行程度(GHK, 

2011)，芬蘭與葡萄牙經驗可證明，奧地利新版終身學習策略加強能力本位取向

及使用歐洲關鍵能力架構（European Key competences framework for lifelong 

learning）作為方案推動之參照點，已提出具體措施建置正規教育之外所獲得資

歷之專責單位，並進一步加強以學習成果本位於所有教育部門的課程及實施先鋒

計畫(CEDEFOP, 2011)；丹麥也有相似措施。許多國家強調依據學習成果研發專

業標準為認證非正規學習先決條件，如捷克即此方式發展，愛沙尼亞、羅馬尼亞、

斯洛維尼亞及土耳其將認證、標準與架構相關，這些國家主要目標與挑戰為加強

認可非正規學習與正規教育與訓練制度之間關係。如斯洛維尼亞加強認證正規教

育與訓練制度之外的知識、技術與能力；瑞典與荷蘭使用學習成果與認證傳統悠

久，官方宣稱進一步開放非正規的學習如企業、成人教育，同時加強品質與判準

改善。 

3.促進歐盟會員國不斷反省現有教育與訓練制度 

  過去五年來，歐洲NQF發展國家自3國增加至34國，但數目增加不能代表衝

擊，NQF研發歷程則意義重大；這些研發歷程必須經歷各國教育與訓練制度在概

念上與術語上不斷挑戰與質疑，各國新的NQF發展過程能瞭解現有教育與訓練制

度的挑戰，如北歐國家使用學習成果界定及描述資歷已有長久歷史，使用學習成

果與能力概念已系統化在教育與訓練制度推行，先於NQF發展，而不是盲目政策

模倣，或通過特定級數架構，NQF的級數描述語也不是盲目政策copy，而是各國

如何試著界定整體資歷制度之方向與特質。 

4.全球資歷對話價值 

  新的學習成果本位描述語為未來合作提供重要機制，尤其資歷的品質與內

容，也作為支援資歷轉換與認可的方式，資歷架構的衝擊不是僅於歐洲脈絡而是

全球對話資歷的內容與價值（ETF, 2011），如印度與中國、歐盟與澳洲即朝此

方向合作。德國資歷架構不僅由聯邦與區域代表（來自不同教育與訓練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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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來自社會夥伴，尤其來自經濟部門與研究人員，教育利益相關者強調教育與工

作關係，迫使各自超出自己崗位，深入看到不同部門及機構間關係與交互影響。 

(三)EQF困境與未來因應課題 

  NQF未來成功與衝擊端賴於轉向學習成果，雖然大部分國家正發展，各國仍

面對一些主要挑戰與問題，有待克服。多位研究者（Young, 2011; Allais, 2011a , 

2011b)指出歐洲及其他地區快速發展NQF但缺乏達成政治上目標成效之證據，這

些研究者也經常指出第一代架構（澳洲、紐西蘭、南非與英國）有不同缺點，不

適宜作為NQF擴大使用。歐洲大部分國家NQF的啟動，EQF為主因之一，分享共

同目標及按時程表達成，但仍不能過早評斷EQF或NQF的成效衝擊，未來數年有

待密切追蹤觀察（CEDEFOP, 2011）；分析EQF推動的困境與未來因應對策如下。 

 1.各國不同脈絡級數意涵差異與永續NQF之成本效益 

    8 個 級 數 背 後 各 國 複 雜 的 資 歷 制 度 仍 存 在 ， Markowitsch 與

Luomi-Messerer(2007-08, p.54)指出EQF是非常政治性/實用性的工具，不是實證/

科學工具。級數對照設計旨在支持決策者及各國專業與各部門層級，以達成資歷

可比較性之政策目標，EQF學習成果級數對照表用來達到各國資歷最佳配適

（best-fit）的工具，最佳配適由教育利益相關者整體專業判斷決定，為可行的分

類法；因為各種資歷之知識、技術與能力差異性相當大，不可能永遠毫無歧義對

照至某一級數描述語，專家們認為最佳配適為對照良好機制；另一方面最佳配適

亦須考量技術與社會面向，技術性議題為如何公平比較各國學習成果非常不同的

領域，例如英國與愛爾蘭的第4級數就技術面對照至EQF第4級，但就社會面向更

符合EQF第5級。 

    NQF經費來源如何永續，也為主要挑戰之一，許多國家依賴歐洲社會基金補

助發展NQF，但能否持續是一個問題，有待研究發展NQF之成本效益。NQF的

衝擊，尤其對各國不同脈絡與不同類型之NQF均須進一步概念化與研究。 

2.學習成果本位的資歷如何應用於教學與課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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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QF的成功在於能夠增加入學機會取得及推廣教育與訓練的進路，端賴其支

援其他機制，如認證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學分轉換及修訂課程與評量方法，未

來歐盟及各會員國應研發如何深度推廣學習成果，如系統化強調標準、課程、評

量與學習方法，須交換經驗如何最佳界定與描述學習成果；未來也希望提高教育

利益相關者參與意願及討論現存挑戰，促進NQF的進一步研發與成熟。無所不包

的NQF扮演整合角色，須加強與不同子架構之互動，促進彼此瞭解與概念化。

NQF必須讓學習者及雇主看得見它的存在，也須系統化監督、研究及評鑑NQF

的實施，研發NQF成功評鑑指標。 

  學習成果為 EQF 最基本要素，但遭受批評無法充分與勞力市場相關及符合

雇主需求(ETF, 2011)，歐盟執委會企圖要求各會員國 NQF 與勞力市場結合，但

此超出學習成果範圍，未來須加強學習成果與課程、教學與評量之間關係。歐洲

教育與訓練制度轉向學習成果機制，邁向終身學習架構日益重要，學習成果重新

定義資歷、VET 的課程、普通教育與高等教育；學習成果成為教學與學習創新

機制，成為新學習典範重要元素，學習成果代表終身習策略重要成份，在重新安

排教育目標、教學法、評量與品質保證上扮演重要角色；日增使用學習成果的趨

勢預期對學習者中心之制度、教育提供者組織、課程及教師角色與訓練有深遠意

涵(CEDEFOP, 2009a)。 

3.加速各會員國對照至 EQF 

    學習成果對資歷認可產生重大衝擊，創造新的認可方法論發展，但在目前

EQF 發展階段，學習成果促進資歷認可證據尚不明確；但最重要批評為 EQF 未

充分解決 VET 與高等教育之間障礙(ETF, 2011)。EQF 為學習成果界定資歷重要

驅動者，就此點而言，EQF 被批評為遠離教育與訓練的教學法，但不同觀點則

認為此有助於開放更多入學取得機會及改善不同學習形式的平等尊嚴，但成效仍

未獲實質檢測驗證(GHK, 2011)。ETF（2011）研究指出 EQF 廣受全歐接受，但

對雇主、教育提供者及學習的衝擊仍有限，只在少數領域有明顯成效，如資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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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IT）領域，教育利益相關者認為目前 EQF 發展階段尚過早評論其優點，大

部分認為只有當所有會員國 NQF 充份發展後，EQF 的衝擊方可見，各國 NQF

對照至 EQF 為關鍵所在(EC, 2010a)，讓一切資歷資訊公開透明化，以建立互信，

至 2012 年已有 9 個會員國對照至 EQF，2012 年會員國所有新資歷對照至 EQF

已不可能達成。依各國對照程序經驗須廣徵諮詢意見，相當耗時；如要求加速對

照程序，則淪為技術面操作，雖增加資歷級數透明化，但忽略各國社會意涵更易

遭到批評。另外會員國是否有能力研發 NQF 或對照作業對 EQF 永續發展亦有重

大影響，政治上的使命也是 EQF 永續成功重大因素。 

4.系統研發學習成果資歷如何認可 

  未來EQF仍須面對成果本位方法論與學習輸入及時間本位不同機制之張

力，進一步研發資歷如何認可及如何結合成果本位與學習期限，系統化研究成果

本位的認可為急迫需要，仍須長期追蹤國際流動EQF貢獻為何，同時勿淪為技術

工具，對照歷程加入社會面向，研議如何建立信任區。 

    綜上，世界經濟相互依賴性及勞力市場全球化日增趨勢下，如全球金融風暴

與貿易及製造業的全球化趨勢，工作流動性成為現實世界一部分，EQF 新機制

正建構中，將改革世界新秩序，未來數年仍須持續探討 NQF 與 EQF 二者關係與

發展。 

貳、亞太地區國家資歷架構推動現況 

一、APEC各會員國NQF推動現況 

(一)推動目的 

  APEC於2009年提出《形塑APEC經濟體之資歷架構(Mapping Qualification 

Frameworks in APEC Economies)》，旨在促進APEC亞太地區資歷之透明性與可信

賴度，共享知識與技能，並挑出未來合作領域。資歷架構依據一套學習成果級數，

為資歷分類的工具，預期NQF創造各會員國很大利益，如有良好的品質保證制

度，則可支援工作者技能發展，協助教育與勞力市場的流動，以及改善個人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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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取得進階及不同級數之教育與訓練機會，同時教育與訓練提供者與主管單位

能夠設計更一致且相關聯之資歷，雇主能在招聘員工時了解資歷而且對資歷有信

心，NQF透明的資歷有助提升資歷之國際認可。7個會員國有NQF，包括澳洲、

香港、馬來西亞、紐西蘭、新加坡、泰國及菲律賓，南韓處於正在實施階段，其

他五個國家則在研發或考量評估階段(APEC，2009)。 

(二)設計與實施 

  APEC已實施之7個會員國（如表2-10）中有5個國家之NQF包含高中、職業

教育與高等教育資歷，但各不同教育與訓練部門之間仍有差異性，新加坡只應用

在職業教育，泰國則限在高等教育；另外有5個會員國有明確資歷級數，另2個則

不明確。大部分NQF包含資歷與單位(units)描述語，描述語依據學習成果的分

類，而且至少應在VET部門，能力標準(competency standards)為VET部門資歷與

單位之基礎，大部分的NQF包括學習量/學習期限。紐西蘭與新加坡已研發學分

架構(credit framework)，一些其他國家也正在研發學分架構，所有的NQF都有資

歷的公開註冊系統，在澳洲推行認可工具(recognition tools)，紐西蘭也正在討論

中。APEC每一會員國的NQF由政府機構推動，同時有品質保證機制，APEC的

NQF由各國立法或政府規定建置實施，至今APEC地區各國之NQF尚未建立區域

或國際架構(regional or international framework)(APEC, 2009)。 

   APEC各會員國通常由政府教育與勞工部門職掌NQF，有些會員會之NQF

整併自技術與職業教育與訓練(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VET or VET)部門，與產業技能標準暨能力標準本位(competency standards-based)

資歷發展相關。能力本位訓練的推行與自教育提供者轉換至產業之訓練內容管控

密切相關，大學自主權通常希望保留訓練課程內容影響力，尤其當架構訂有品質

保證與認證制度時，這些制度為外在於教育提供者，更易讓大學成為NQF研發的

障礙與壓力。監管品質保證的機構包括資歷主管、政府各部門及獨立單位如委員

會或理事會及研究機構，品質保證各種形式，有些認可教育提供者與認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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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2009)。 

表2-10   

APEC已實施NQF7個會員國概況表 

國家/內容 澳洲(舊版) 香港 馬來西亞 紐 西 蘭

(舊版)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各部門 全 國 認 可

的 資 歷 完

全 整 併 在

AQF 

學術、職業

與 繼 續 教

育 整 併 在

香 港 資 歷

架 構

(HKQF) 

技 能 、

VET 、 高

教、終身學

習整併在

馬來西亞

資歷架構

(MQF) 

包 含 全

部 教 育

部門 

PNQF- 基

礎教育、技

職 教 育 與

高等教育 

新加坡

勞力技

能資歷

(WSQ)

只部應

用 在

VET 

只有高

等教育 

級數 沒有級數 ,

但 隱 含 有

11級 

7級 8級，技能

/VET 部門

有計5級，

高等教育

計6級，二

者 重 疊 3

級。 

10級:1-7

級證

書，5-7

級文

憑，7-10

級學士

以上 

各 部 門 隱

含級數 

7級 6級 

級數描述

語 

資 歷 類 型

有 描 述

語 ， 而 且

VET、高教

及 學 校 各

不同。 

由 行 業 培

訓 諮 詢 委

員 會 研 發

之 職 業 能

力 單 位 有

描述語 

資歷描述

語依學習

成果定義 

單 位 及

資 歷 有

級 數 描

述語 

單 位 與 資

歷 有 級 數

描述語 

單位與

資歷有

級數描

述語 

單位與

資歷有

級數描

述語 

學習成果

或輸入分

類描述語 

沒 有 學 習

成 果 分

類，但每一

資 歷 之 描

述 語 意 指

知 識 、 技

能、表現與

責任。 

知 識 / 智

能、歷程、

應用/自主/

績效、ICT

與數學 

隱含5種學

習成果分

類：知識複

雜度、應

用、自主、

溝 通 能

力、實務廣

度 

1-7級:歷

程、學習

要 求 與

責 任 。

8-10

級 ： 知

識、技能 

技 職 教 育

分 類 ： 歷

程、責任與

應用 

知識與

技能的

複 雜

度、應

用 問

題、立

及職業

級數 

有學習

成果分

類 

(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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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內容 澳洲(舊版) 香港 馬來西亞 紐 西 蘭

(舊版)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學習量計

算方式 

只 有 高 等

教 育 有 規

範 學 習 期

限 

1 學 分 =10

小 時 全 國

學習時數 

1 學分 =40

小時所有

學習活動 

1 學 分

=10小時

學 習 時

數 

技 職 教 育

訂 有 資 歷

能 力 單 位

數 目 與 內

容 

建議訓

練與評

量時數

1 學 分

=10 小

時 

有學習

量 

各級資歷

學習量 

沒有 有，如3級

至7級文憑

至少120學

分 

有，如學士

120學分，

證書 60 學

分正研發

中 

各 級 數

有 明 確

要求，1

學 分 ＝

10 小 時

學 習 時

數 

沒 有 提 供

明 確 學 習

量資訊 

有，如

證書＝

10 學

分，文

憑＝ 20

學分 

有 

註冊與公

開資訊系

統 

AQF 註 冊

系統有6個

子範疇 

香 港 學 術

與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局

負 責 資 歷

的 註 冊 系

統 

註冊系統

提供資歷

與教育提

供公開資

訊 

紐 西 蘭

品 質 保

證 資 歷

的 註 冊

包 括 國

家 資 歷

及 提 供

者資歷 

各 部 門 有

註冊系統 

註冊系

統 

有 

職業能力

標 準

(occupatio

nal 

competenc

y 

standard) 

VET能力標

準 , 但高等

教 育 與 學

校 教 育 則

無 

由 行 業 培

訓 諮 詢 委

員 會 研 發

之 職 業 能

力標準 

技 能 與

VET 有 職

能標準，高

等教育有

學習成果 

職 業 能

力 標 準

或 學 習

成 果 明

確規範 

技 職 教 育

部 有 職 業

能力標準 

能力標

準 

成果本

位取向 

認可工具 2008 年 推

行 澳 洲 高

等 教 育 畢

業報告，實

施5年 

無資訊 沒有 NZQA

正 檢 討

文 憑 輔

助 說 明

可行性 

沒有 沒有 尚未有 

(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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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內容 澳洲(舊版) 香港 馬來西亞 紐 西 蘭

(舊版)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級數與學

習量之學

分架構 

維 多 利 亞

州 研 發 單

位 本 位 之

學分架構 

正 研 發 學

分架構 

正研發學

分架構 

學 分 制

度 包 括

學 分 架

構 

資 歷 階 梯

模 式 允 許

學 分 朝 向

更高資歷 

級數與

學分計

算至資

歷的單

位中 

有 

品質保證

與國家資

歷局 

AQFC監管

AQF，品質

保 證 由 各

不 同 部 門

與 法 律 管

轄權負責 

香 港 學 術

與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局

負 責 VET

品保，公立

大 學 另 有

一 套 品 質

保證 

馬來西亞

資 歷 局

(MQA) 負

責等教育

與註冊系

統，品質保

證單位負

責技術學

院等 

NZQA

負 責 執

行 NQF

及 VET

之 品

保，紐西

蘭 大 學

校 長 委

員 會 負

責大學 

TESDA 職

掌技職，高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CHED) 負

責 高 等 教

育 

WDA核

發 資

歷，QA

負責課

程核可

及教育

提供者

監督 

高等教

育委員

會－標

準與評

鑑處 

連結至區

域架構 

沒有，但正

探究中 

沒有 沒有 沒有 PNQF旨在

提 升 國 際

認可，但沒

有 連 結 至

區域架構 

沒有 尚未，

尚未決

定是否

完全實

施自己

的架構 

法律管制

或自願性

質 

法 定 的 －

依 各 州 與

全國法令 

法定的 法定的－

依各州與

全國法令 

法定的 合 法 正 建

構中 

法定的 依高等

教育委

員會法

令 

國家資歷

局或教育

利益相關

者管控 

2008 年 起

由AQFC職

掌，之前由

AQF 顧 問

委 員 會 職

掌 

香 港 學 術

與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局

(HKCAAV

Q) 

MQA實施

與 監 管

MQF 

NZQA

主 要 功

能 為 自

高 中 至

VET 及

國 際 學

生 

TESDA、聯

邦 認 證 局

（FAAP）

及CHED管

理 

WDA管

控 

高等教

育委員

會 

資料來源：APEC (2009). Mapping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cross APEC 

Economies. Retrieved October 11, 2011, from 

http://www.apecknowledgebank.org/file.aspx?id=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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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QF實施最常被提及的限制為NQF在各教育與訓練提供者與教育利益相關

者之接受度與了解度，大學尤其傾向保護自身之自主權，其接受的部分主要反應

既存之實務架構。此外APEC會員國NQF之管理與品質保證機制由不同單位負

責，也引起關注是否應由國家資歷局主管較為妥適，相反地，更集權的NQF必須

面對各國資歷制度維持動力的挑戰，有幾個NQF已企圖強調這些問題，藉由部門

本位之資歷或建置傘形架構，允許各教育部門發展各自適當的架構。因為許多

NQF仍在早期發展階段，最共通的挑戰為持續改善、宣傳與教育利益相關者的投

入，有些個案的挑戰為說服或協商沒有參與的部門支持NQF(APEC，2009)。 

  NQF也面對國際脈絡不斷改變的挑戰，包括日增的國際學生與工作者的流

動，有些會員國預設另一個部門加入NQF或持續不斷改革歷程。APEC已發展NQF

的會員國都獲得政府高度支持，NQF主要成就在於廣為各部門及教育利益相關者

接受，美國調查的回應也明顯表示需要NQF，美國為聯邦制，聯邦政府在教育與

訓練所占角色分量不重，NQF不太可能在美國推行，儘管如此，全美資歷、教育

提供者之註冊及資歷認證仍有相當的共通性，有些藉由規範職業與專業學會，有

些藉由各州教育機構的認證，美國正積極參與認可工具的研發，至少有些NQF

的目標可藉由其他機制達成(APEC，2009)。 

(三)建置亞太資歷架構 

  APEC所有會員國了解連結各國NQF在國際上的好處，連結優勢包括各國資

歷國際比較增加更大可能性，促進勞工與學生的流動，教育與訓練貿易自由化市

場，國家資歷制度更大透明性，大部分回應調查的會員國表示支持區域架構的發

展，APEC調查報告評估是否建置亞太資歷架構 ( Asia-Pacific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PQF)，及如何建置，考量亞太資歷架構的需求與好處、成本意涵、

是否有替代方案發展新的架構。調查結論建議亞太地區建置自願參照之架構，但

NQF研發建置之成本須進一步調查研究，並建議參照EQF設計核心要素，因為

EQF已廣為歐洲之外地區使用，可參照為亞太地區發展區域架構的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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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2009)。  

二、華人世界香港資歷架構推動現況 

    APEC已實施7個會員國，以香港與新加坡屬華人世界，但其中以香港NQF

模式取經紐澳資歷架構完整模式，值得我國未來建置參考，文獻分析如下。 

(一)香港資歷架構推動脈絡目的  

   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科技高速發展和普及，香港進一步邁向知識為本的經

濟體系，其人力資源必須加強裝備，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在這個劇變的過程中，

設立一個自願性的資歷架構，鼓勵終身學習，為持續進修建立「四通八達」的學

習階梯，促進學術、職業及持續教育的互通，幫助個人選擇自己的路向和實踐理

想，不斷自我提升，正是香港人力長遠發展的關鍵所在(香港教育局, 

http://www.hkqf.gov.hk/guic/HKQF_intro.asp)（以下資料主要出自香港教育局）。 

(二)香港資歷架構的設計與實施 

1. 資歷級別通用指標(本研究譯為共通級數描述語)：2004 年 2 月，行政會議通

過成立香港資歷架構（Hong Kong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HKQF），是一

個分為七級的體系，由香港教育局引入，用以統整及認可學術與職業資歷，

各級別均遵照教育局編訂的「資歷級別通用指標」（Generic Level Descriptors, 

GLD）而劃分。這些描述語的設計以成效(本研究統譯為學習成果)為本，說

明了同一級別資歷的共通性；因此，不同的資歷均可循這些描述語歸屬於適

當的級別內。「資歷架構」涵蓋主流教育、職業教育及持續進修界別，以及

在職人士從「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所獲取的資歷。 

2. 四階段品質保證程序：香港設立「資歷架構」的首要目的，是推動香港的終

身學習風氣，以及提升整體人力資源品質。「資歷架構」以香港評審局訂定

的「四階段品質保證程序」為基礎，以確保進修課程的品質，從而令公眾對

通過評審的營辦者（operator）所頒授的資歷更有信心。評審局的認證模式

要能評估營辦者能否達到其所定的教學目標，以及開辦所呈報的進修課程及

http://www.hkqf.gov.hk/guic/HKQF_intro.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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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歷級別通用指標」所定的學習目標，以決定進修課程是否達到既定

標準。評審局採用四階段的品質保證程序，包括初步評估、課程甄審、學科

範圍評審及定期覆審四階段。 

3. 「資歷名冊(本研究統譯為資歷註冊)」（Qualifications Register, QR）:為「資

歷架構」的公眾介面，它登記了在資歷架構下通過品質保證程序的所有資

歷。進修課程必須通過品質保證程序，並符合以下基本要求，方可登記在資

歷名冊上： 

 課程應頒授資歷證書，作為修完該課程的正式證明。 

 課程必須提供香港學員就讀。 

 課程須包括正式的成績評核，學員通過有關評核即證明已達到課程內特

定的學習成效。 

 課程須符合「資歷級別通用指標」所訂立的級別要求（香港學術及職業

資歷評審局，2008a，2008b）。 

4. 能力標準說明：在職業培訓方面，為行業制訂《能力標準說明》，加強行業

對職業教育的領導作用，使職業培訓更具成效。為確保各類型教育及培訓機

構所頒發的資歷更具認可性，資歷架構內設有品質保證機制，以鞏固架構的

公信力。任何資歷必須先經品質保證才可獲資歷架構認可。教育局現正分階

段為不同行業成立由業內雇主、雇員及有關專業團體代表組成的行業培訓諮

詢委員會（諮委會）。至今已為 19 個行業成立了諮委會，分別是汽車業、

美容業、銀行業、中式飲食業、安老服務業、機電業、美髮業、進出口業、

資訊科技及通訊業、保險業、珠寶業、物流業、製造科技業（模具、金屬及

塑膠）、物業管理業、印刷及出版業、零售業、保安服務業、檢測及認證業，

以及鐘錶業。 

各諮委會已積極編制其行業的《能力標準說明》，訂明資歷架構下業內各級

的能力標準。當《能力標準說明》通過諮詢及定稿後，培訓機構可根據這些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1/07/01/459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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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標準設計合適的培訓課程。當這些課程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的品質保證後，便成為資歷架構下認可的資歷及課程。 

5. 過往資歷認可（本研究譯為先前資歷認可）:資歷架構所包容的資歷不只局

限於學歷和培訓所得的資歷；從業員在崗位上積累的技能、知識和相關工作

經驗，也可以透過由各行業以《能力標準說明》為基礎而訂定的「過往資歷

認可」機制獲得正面確認，獲取適當的資歷，使從業員可以按照自己的資歷

起點，在不同階段進修，來獲取更高更廣的資歷。 

6. 實施機構：2007 年 10 月 1 日，香港學術評審局依據「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

評審局條例」改組及改名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成為香港唯一立法

成立的認可機構。該局的資金主要來源為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服務所收取的

費用，包括甄審、重新甄審、院校檢討、資歷評估以及諮詢／顧問服務（評

審局，2011）。評審局的成立宗旨在確保香港資歷架構內的學術及職業資歷

能保持在優質水平，並致力提升營辦者的品質保證能力，同時透過評估及顧

問工作，提供專業意見，並積極發展、推廣及傳播品質保證的良好作業模式。

評審局在資歷架構下有兩個角色：1.負責「資歷架構」下進修課程的品質保

證工作。通過評審的進修課程，其資歷才可登記在「資歷名冊」上。2.作為

「資歷架構」下的「評審當局」，評審局將負責評估：(1)營辦者能否達到

其所定的教學目標及開辦所呈報的進修課程。(2)根據「資歷級別通用指標」

所定的學習目標，決定進修課程是否達到既定標準。在評審過程中，評審小

組將指出營辦者有待改善的地方，營辦者須對此加以處理，從而提高其機構

組織及進修課程的品質。 

(三)香港資歷架構對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香港政府設立資歷架構的目的，是要清楚說明不同資歷的水平、確保這些資

歷的品質，以及為不同程度的資歷提供銜接階梯。資歷架構是一個資歷級數制

度，用以整理和支持主流教育、職業培訓和持續進修方面的資歷。為方便終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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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從業員需要靈活的修業模式，以便兼顧本身的工作和家庭責任。將來資歷架

構下的學分累積及轉換制度可靈活地配合個別情況，也可盡量減少重覆學習的機

會。藉著該制度，從業員可有系統地累積不同課程的學習及培訓學分，再把累積

到的學分轉換成認可資歷。資歷架構提供共用的平台及統一的基準，有助各界別

與培訓機構之間安排學分累積及轉移。總括來說，資歷架構不僅與工作場所相

關，亦與中學教育互相扣連。我們協助不同行業所制訂的培訓標準，應可支援在

新高中學制下的應用學習課程，讓學員有更多元化的學習經驗和選擇，並掌握有

關行業的基本技術要求(香港教育局，http://www.hkqf.gov.hk/guic/HKQF_intro.asp)。 

(四)香港資歷架構成效評估與未來展望 

   香港資歷架構已經推動三年，其高等教育提供者仍認為採用成效/學習成果為

本的教與學是很困難的，這牽涉到新舊教育觀點磨合與如何化解機構內部人員的

衝突等問題。范耀鈞（Fan, 2011, June）認為成效為本的教育及其評估推動有以

下挑戰，包括對於成效為本取向的了解、如何撰寫學習成效、如何評估學習成效、

如何針對學生能力的差異給予不同的學習成效評估模式、教師對改變的抗拒，以

及對成效為本教育有效與否的不確定性。未來可行的解決方式，可以從學校層次

的機制面建構開始做起，並加強學校成員的發展與研習，改變其思考模式與文化

包袱，有成效後再進入學程及課程中（池俊吉，2011)。 

 

 

第四節 我國終身學習的現況、困境與需求 

  本節分別探討我國終身學習的現況、終身學習的困境及我國終身學習體制的

需求。其中有關困境與需求，除了文獻探討外，並進行國內質性訪談分析，以利

後續紐澳NQF的文件分析與個案訪談之主題方向探討，並於研究結論提出對我國

未來建置NQF推行終身學習的建議。 

壹、我國終身學習的現況 

http://www.hkqf.gov.hk/guic/HKQF_intro.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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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分別就我國終身學習的現況以政策推動、法制觀點及我國終身教育體制

垂直流通與水平整合等三個面向來探討。 

一、教育部終身學習政策推動演變 

  教育部 1998 年《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建立終身學習社會的發展目標之一

即為「認可全民學習成就」，可激發全民熱烈參與學習，進而使正規、非正規與

非正式的教育活動得以交流。白皮書另一發展目標為「整合學校內外的教育體

制」，不但兼重正規、非正規、非正式的教育，而且強調正規、非正規、非正式

教育的結合；強調學校內外的教育體制要相互承認學習成就，使得學習回歸正

常、面貌，學校外學習結果不問其學習管道，宜一體看待，沒有差別，終身學習

社會的願景，才得以實現（教育部，1998a）。 

  依據教育部《邁向學習社會》，我國建立終身教育體系之垂直流通與水平整

合實施方案為（教育部，1998a）： 

 放寬入學管道與調整課程教學方案：加強辦理成人基本教育與成人進修

教育；大學入學管道增加推薦甄選、申請入學、預修甄選、推廣教育學

分班等多元銜接入學方式，可採計先前學習或工作經驗成就，加強辦理

推廣教育，建立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 

 建立回流教育制度方案：學校提供企業在職進修機會，工作經騐學分認

證，在職人士保送入學。提供退休人員及老人進修補助。 

 訂定終身教育法，統整相關法規。 

 訂定認證全民學習成就法令。 

  教育部接著於「推展終身教育、建立學習社會」中程計畫指出終身教育體

系之建立及強化問題仍多，其犖犖大者包括：終身教育法制仍待建構，終身教育

體系仍待統整，回流教育制度仍待建立等（教育部，1998b）。中程計畫統整終身

教育體系目標使不同學習管道均能獲得公平認證與發展機會，達成目標應特別加

強之處需建構法制予以規範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及非正式教育之間的統整銜



99 
 

接。現行困難為接受非正規教育後，仍難有機會回到正規學校接受回流教育，因

此終身教育管道銜接仍有待打通。 

「推展終身教育、建立學習社會」中程計畫依白皮書指導方針，就統整終身

教育體系方面以建立成就知能認證制度及設立終身學教育諮議專責機構；同時持

續推動各級各類學校配合從事終身教育改革放寬入學管道與調整課程教學，以及

建立回流教育制度。 

   教育部 2004 年實施「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五年計畫，為發展知識經濟與社

會需求，明白指出如何建立不同管道連結互通，發展終身教育體系及學習網絡是

政府公部門責無旁貸的迫切工作（教育部，2004）。「終身學習法」雖然於 2002

年 6 月公布實施（教育部，2002），五年計畫即切合執行終身學習法的需要，如

學習成就認證及整合終身學習體系，都有賴進一步提出實施計畫與推動。 

  為落實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各項行動方案和體現終身學習法的精神，實施

「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五年計畫，旨在規劃終身教育體系（教育部，2004），採

取六大策略，其中之一為「實施配套法規，落實終身學習法」，陸續發布「終身

學習法施行細則」、「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機關或雇主推動員工帶薪

學習制度獎助辦法」、「教育部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五年計畫另一策略為發展社區本位學習網絡，統整終身教育體系，其包括整

合運用終身學習卡，授權或委託大專校院或學術教育團體辦理非正規教育課程認

可，依據終身學習法及社區營造相關法規鼓勵鄉鎮國民中小學、高中職結合各學

苑或社區大學，發展成為社區終身教育中心，以作為統整社區終身教育體系的基

礎（教育部，2004）等。推動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制度：時時可學習，處處

是教室。2007-2009 年試辦，2010-2013 年中程計畫辦理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仍

是重點工作，截至 99 年 10 月底，計有 171 個（次）機構、656 門課程、1,687

個學分通過認證(行政院，2011)。   

  為鼓勵全民參與學習、培育學習型公民、實現學習社會，教育部將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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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終身學習行動年，並推出 331 行動方案，此方案鼓勵民眾每天至少學習 30

分鐘、運動 30 分鐘及日行一善。 

  2011 年提出《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黃金十年、百年樹人》，其中一項發展

策略「深化終身學習與學習社會」，具體策略有三：完備終身學習體制，促進全

民學習、擴增高齡學習機會、強化家庭教育。其中完備終身學習體制乙項，可見

終身學習法修正的急迫性與終身學習成就認證的重要性受到重視。2012 年又提

出「五動終身-全民學習你來豐」教育基金會終身學習圈計畫，除提供各式學習

機會之外，亦結合對民眾生活領域的支持協助以及傳統文化的傳習保存（張德

永，2012）。 

    教育部 2013 年施政方針為強化終身學習體制，倡導終身學習行動；落實家

庭教育，強化家庭功能；因應人口高齡化，建構在地化及多元化樂齡學習體系；

推廣孝親尊長倫理，強化家庭教育；推動圖書館創新服務，營造國人優質閱讀氛

圍。 

二、從法制觀點檢視終身教育體制的統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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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2013 年 4 月 03 日修正)與正規、非正規、非正式

學習關係圖如下。 

 

 

  

 

 

     

 

 

 

 

 

 

 

 

 

 

 

 

 

 

圖 2-12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與正規、非正規、非正式學習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教育部（2013）。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民國 2013

年 4 月 03 日修正）。臺北市：教育部。 

正規學習 

大學 

碩士班 

非正規學習 非正式學習 

大學 

學士班 

1. 三專+離校 2 年;二

專或五專+離校 3

年 

2. 專科進修(補習)學

校 

1. 高中,高職,五專及

進修（補習）學校 

2. 22 歲以上修習教育

部非正規教育課程

40 學分以上 

3. 空大選修 40 學分

以上 

4. 軍中隨營補習教育

考試及格  

 

1.高中,高職及專科以上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證明 

2.高考或普考或特考及

格 

3.技能檢定合格丙級以

上或單一技術士證加上

工作經驗 

4.知識青年士兵,退除役

學力鑑別考試及格 

1. 專科自學進修學力

鑑定+工作經驗 

2. 高考或特種考試或

專技高考 

3. 甲級技能檢定或單

一級技術士證+工

作經驗 

大學 

博士班 

1.醫學或牙醫學士+工

作經驗+著作 

2.大學學士+5 年工作

經驗+著作；或 6 年學

士則為 2 年工作+著作 

3.高考或特考或專技

高考+6 年工作經驗+著

作 

1.醫學或牙醫學士+工

作經驗+著作 

2.大學學士+5 年工作

經驗+著作；或 6 年學

士則為 2 年工作+著作 

3.高考或特考或專技

高考+6 年工作經驗+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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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民國 2012 年 7 月 5 日修正）與正規、非正

規及非正式學習關係圖如下。 

 

 

  

 

 

     

 

 

 

 

 

 

 

 

 

 

圖 2-13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與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關係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教育部（2012a）。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民

國 2012 年 07 月 05 日修正）。臺北市：教育部。 

正規學習 

高中，職

業學校 

非正規學習 非正式學習 

國小，國

中 

1.高中:年滿 18 歲+國

民教育參與非學校型

態之實驗教育 

1. 國小:年滿 14 歲 

2. 國中:年滿 17 歲 

1. 高中:年滿 20 歲 

2. 職校:年滿 20 歲＋

丙級技術士證或相

當丙級資格＋3 年

工作經驗或乙級+1

年工作 

 

專科學

校 

1. 年滿 22 歲+高職學

歷及乙級技術士證

或 

2. 乙級技術士證或相

當資格+2 年工作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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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民國 2013 年 1 月 23 日修正)與正規、非正規及

非正式學習關係如下表 1。 

表 2-11 

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與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關係 

各

級

各

類

得

參

加

技

能

檢

定

之

資

格

條

件 

正規學習 技術士技

能檢定 

非正規學習 非正式學習 

1. 專科畢+4 年工作 

2. 大專校院畢+3 年工

作 

甲級 1.乙級+職訓 800

小時 

2.乙級+職訓 400

小時+1 年工作 

3.乙級+大專校院

畢+1 年工作 

乙級+2 年工

作 

1.丙級+高中畢或高三 

2.丙級+五專三年級或二

專三專技院在校生 2.大

專校院畢業 

乙級 1.職訓 400小時+3

年工作經驗或 1

年工作經驗+高中

畢 2.職訓 800 小

時+2 年工作或高

中畢 3.職訓

1,600 小時 4.職

訓 2 年+2 年工作

經驗 5.高中畢+2

年工作經驗 

1.工作 6 年 

2.丙級+800 小

時職訓或 2 年

工作 

國中畢業 丙級  年滿 15 歲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3)。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

法。臺北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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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民國 2012 年 7 月 3 日修正） 

  教育部「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設立非正規教育課程認可委員會，負

責有關非正規教育課程認可之決策及督導等事宜(教育部，2012b)，認可之非正

規教育課程分為學分課程及非學分課程二類，學分課程經認可者，發給學分證

明；非學分課程經認可者，發給修習證明。學分證明之有效期由認可機構依課程

內容特性定之，持有學分證明者，得依各級各類學校之相關規定，申請採認作為

入學條件，並依各校規定，申請扺免學分(教育部，2012b)。 

三、我國終身教育體制垂直流通與水平整合現況 

 (一)我國終身教育體制圖如圖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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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我國終身學習體制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教育部(2012c)。教育統計。臺北市：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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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終身教育體制垂直流通現況： 

1. 正規教育由幼稚教育、國民教育、高級中等教育至高等教育。每一階段

的入學方式，國民教育階段為分發入學， 高級中等教育為登記分發、

甄選入學或申請入學，高等教育階級為申請入學、推甄入學或考試入學

等，多元入學方式更有利於學習者之垂直流通（見圖 2-14）。 

2. 非正規教育在補習及進修教育方面，由國小補校、國中補校、高級中等

進修學校至空中行專、空中大學至碩士，以及平行的進修專校與進修學

院，均得以獲得銜接。繼續教育方面包括社區大學、企業或 NPO 訓練

課程、補習班等，為成人教育多元非正規教育型態。 

3. 非正式教育方面的自我教育或自我導向學習，可藉由國小、國中及高中

等學力鑑定獲得肯定及相互銜接。同時亦可藉由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丙

級（相當高中學歷）、乙級（相當大學學歷）及甲級（相當碩士）證書，

而獲得學習上銜接。 

(三)我國終身教育體制水平整合現況： 

1. 普通與職業教育水平整合：正規教育方面見圖 2-14 之 代表普通教

育與職業教育之間或五專與二專二技之間，得以相互流通，如高職畢

業者得進入一般大學；而且採計工作經驗，如五專加上工作經驗等同

具有大學學歷，得經由考試或甄試入學進入碩士班。 

2. 非正規教育與正規教育結合:正規教育採計工作經驗得以申請入大學碩

士班或博士班，此為認可非正規或非正式學習之成果。空大畢業文憑

得接續正規大學碩士班，大學推廣學院之在職碩士專班文憑得報考正

規教育之博士班，持補校或進修學校文憑亦得回到主流學校接續進階

正規教育系統（教育部，2013）。社區大學的學分一般大學得以採認。 

3. 非正式教育之自我學習或教育藉由國小國中高中之學力鑑定，得以回到

主流學校銜接進階正規教育。非正規或職場或非正式教育所習得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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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由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憑通過證書亦得以參加大學或碩士班

入學考試。 

  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已將非正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整併，但僅具

有申請大學學士、碩士或博士入學資格，尚須經過入學考試。雖然學習者已具有

碩士之知識、技能與應用之學習成果，但因國內缺乏 NQF 級數描述語與資歷描

述語，作為評量依據，無法據以認可先前學習，予以部分學分承認或轉換，以減

少重覆學習；學習者高中畢業即離校就業，依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曾於大學

或專科學校或職業學校擔任技術及專業人員或教師，或專業領域具卓越表現，經

大學校級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則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入學考試，但國內法

令缺失為無法有知識與技能的評量依據，直接予以認可。目前自學進修學力鑑定

包括國小、國中、高中及高職、專科學校。即使通過專科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

再加上工作經驗，仍須經碩士班入學考試；或藉由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通

過最高級甲級考試，也仍須經碩士班入學考試。紐澳 NQF 的設計先前學習的認

可或學分轉換或承認之評量，奠基在共同的語言即級數描述語與資歷描述語，學

習者可獲得部分之學分轉換或承認，而不須重頭學習。紐澳 NQF 為例，10 年級

離校未獲頒高中畢業證書，可經由第 3 級證書，取得入學大學學士機會，或未有

學士資歷，但有進階文憑加上工作經驗，可申請碩士班入學，為彈性架構，有利

推動終身學習。國內無論大學入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或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或

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雖整併非正式之工作經驗或非正規之職訓與進修教

育，但基本上，評量方式均以考試為主，而且各自依其規定辦理，未整合在單一

架構內，造成資源分散。紐澳 NQF 認可先前學習的評量依據 NQF 明載之學習成

果標準，評量方式為多元，可採正式測驗與任務工作表現，也可採用工作表現證

明，NQF 級數制度的設計，有利提供多元彈性學習路徑，避免重覆學習，浪費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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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現行終身學習體制的困境 

一、 教育部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辦法成效有限：依據終身學習法與非正規學

習成就認證辦法，目前台灣師大非正規學習認證中心所辦理的認證課程在學

分的認證效益，以及參與認證機構方面的成效，頗受各方質疑，尚有檢討改

善空間(張德永，2011)。認證辦法與試辦制度只限定對某些課程的認證，將

學習成就限定在某些特定的單一學科，未能符合終身學習法的精神；非正規

教育課程與正規教育接軌，在大學自主的前提下，正規教育提供者對課程認

證學分抵免意願低，效益低，不具誘因（教育部，2010；黃富順，2008）；

已將「學習成就認證」窄化為「課程認證」，其與國內外學者針對學習成就

認證應包含之機構認證、課程認證與能力認證在內涵與範圍上已相去甚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2010）。此外，2003 年所研議之「非

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並未以專業證照認證成人的終身學習能力，或

是以能力證照提升終身學習社會及公民社會新興場域之推展人才的素質（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2010）。《2011 年成人教育調查統計》臺

閩地區 18 歲以上成人參與正規與非正規學習的比例為 34.25%，學習活動性

質以專業發展工作為主(吳明烈、李藹慈、劉益誠、王冠翔，2013)。我國成

人非正規學習參與動機情形整體以職業進展動機的比率最高，其參與屬性以

為專業工作發展的比率最高，適可學習澳洲制度，現有之學習成就認證制度

排除了對成人學習最具個人誘因之專業核心能力與證照之檢定、考試與核發

機制(李明芬、張德永、洪櫻純，2011）。 

二、 高等教育、技職教育和終身學習各自認證彼此缺乏溝通：無論是臺灣師

大學習認證中心的「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勞委會職訓局的「勞工自主學

習計畫」，還是社區大學的「學校經營與公共參與認證」，雖然重點和方向

不同，辦理機構的理念也有很大的差異，而且彼此之間也缺乏聯繫與溝通然

而；站在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本建構的基本立場上，所有機構的作法應該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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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連結或統整在一起的(張德永，2011)。 

三、 政府各教育與訓練部門各自為政造成資源分散未能有效運用：目前教育

部技職司職掌技職教育，社教司（政府組織改造後稱為終身學習司）主管補

習教育與終身學習，職訓局主管成人之技職教育，經濟部與經建會負責業界

職能標準等。未來須參照澳洲國家資歷架構，有統一對照表，才不會有多頭

馬車，資源重複或浪費現象，又未能整合，學校、業界及成人教育各自為政，

國內沒有統一數字了解國人學力或職能程度；有很多職業技訓教育百分八十

幾是社會教育部分，至今社教所終身學習未探討國家資歷架構，反而由勞委

會職訓局，經濟部，經建會以職能角度來探討國家資歷架構 (訪談資料：

TWAC1，TWAC2)。 

四、 回流教育課程未能與生活、工作結合：胡夢鯨（2010）也指出回流教育

課程內容未能與生活、工作相結合、經費採自給自足，商業色彩濃，品質難

以提升、少子化將促使招生益形困難，成人回流的廣大市場值得重視(訪談資

料分析，TWAC3)；課程的開設無法展現對公共的責任，回流教育教師及行

政人員欠缺成人教育的專業素養、目前我國缺乏一套完整的終身學習國家資

歷架構(胡夢鯨，2010）。 

五、 重覆學習既浪費時間又浪費教育資源：有人有能力，沒有學歷，會為學

歷再去學校讀書，既浪費時間又浪費教育資源。該有機制，讓透過正規、非

正規或非正式多元管道的學習都得到適度認證。而且，我們的證照太泛濫，

不像澳洲講求有學歷就有學力。例如，我們的許多技能檢定，是由勞動部門

辦考試，在考、用之間隔了一層。除非與安全(如駕照)或健康醫療有關外不

宜再有很多額外的證照考試，且該盡量由公、工會或專業學會主辦。例如澳

洲講求學歷憑證就是證照，已有證照或工作經驗再到學校讀書，可有相當抵

免(常須經能力考試)，例如某美容證書訓練一般須 60 小時，某人參訓時已經

會了一些，可以抵免某一模組為只需參訓 50 小時。澳洲訓練單位講求即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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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測，學員結訓取得證書或文憑（certificate or diploma）就有從業職能，而

且可用以轉銜到高一級的教育訓練，台灣還沒有這樣靈活有效的機制(訪談資

料：TWAC1，TWAC2)。 

六、 教育訓練看不出層級：現在有很多人在受訓(公共訓練、企業內訓或參

加學校推廣班)，很龐雜，很難看出是那一層級，也少有品質保證或認證；很

多技術士證照除了用在升學，在職場的用處不大。技能證照該和 NQF 整合，

既講求有學歷即有學力，也讓各種憑證的教育訓練之層級界定分(訪談資料：

TWAC1) 。 

參、我國終身學習體制的需求 

一、 個人職涯發展與終身學習需要：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情勢快速變遷，

產業結構改變，勞力密集產業外移，服務業產值與從業人員比重已超過製造

業，整體產業朝向高科技、資訊化、自動化發展。職場人力層次結構、行職

業產生變動與職場需求能力不同，顯見終身學習與進修的需要（教育部，

2009b），亦即必須就個人職涯發展各階段所需能力，規劃終身學習，使其

能適應職場持續變動趨勢。終身學習與職業訓練體系結合提升人力素質: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依據行政院全國人才培育會議議題研討結論，並由相關

機關研提具體行動措施，彙整完成《人才培育方案》，並於2010年8月10日

經行政院核定實施。其中第4項「創建學習型臺灣，提升國家競爭力」之強

化及新增措施為：發展國家資歷架構，提供學校課程及教育訓練之指引；結

合專業證照制度，規劃職涯發展為基礎的終身學習歷程；建立更彈性的終身

教育及職業訓練體制，以提供隨時轉換職場所需的教育與訓練，降低結構性

失業問題（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2010）。另2010 年4 月16 日

通過之《產業創新條例》在產業人才發展專章中，第18 條明定「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產業發展需要，訂定產業人才職能

基準及核發能力鑑定證明，並促進國際相互承認(全國法規資料庫，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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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永（2012）研究報告對我國未來終身學習的走向可考慮如何將終身學習

與職業訓練系統的人力資源培育機制加以結合，以進一步將終身學習的領域

擴大至整體國民素質的提升。 

二、 高等教育終身學習體系待轉型：2011年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黃金十年指

出我國高等教育終身學習體系，未來活化入學管道，營造彈性學習體系規劃

方向如下(教育部，2011)：  

(一) 擴大彈性化入學方式，增進高等教育可親性。  

(二) 友善化大學修習機制，落實終身學習社會理念。  

(三) 推動成人彈性就讀大學方案，建立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之銜接機

制。 

(四) 提供社會民眾修習大學課程之友善配套，建立成人高教終身學習體

系。  

  配合建立國家資歷架構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制度，建構學分累積與轉換及

登錄制度，落實終身學習社會。 

三、 國內一般民眾對終身學習需求明確利益好處：不是人人都期望非正規與

正規學習之銜接，大學理論東西，外行人似乎不清楚，或也沒想過，要求銜

接，一定要有明確利益好處。此外，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之等值等價，

前提必須評量客觀公正。全球化挑戰，提升英語能力仍為焦點，終身學習定

義為何?打拼生活即終身學習，網路科技 ICT 能力增強與普及網路教育為未

來走向；台灣終身學習發展特色為發現本國強項及加強人格教育(訪談資

料：ＴＷES1-4)。 

四、 教、考、訓、用合一：考選部(2011：4)研討會指出，職能標準建立後，

資歷架構也可以整合系所，甚至是學位學程規劃課程的依據，民間機構得用

以作為招募、內部培訓之參考，使考試與教育、訓練、任用、職業管理緊密

結合。總而言之，以上能夠做得到的話，就可以讓考試跟教育、訓練、任用、

職業管理等緊密結合，未來不只是政府單位，民間單位也可就這套標準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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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招募人員、訓練人員、考核人員的依據，所以整體的功能是建立職務

能力的指標，使國家的考試更具效度、信度，確實配合用人單位需求，進一

步建立國家制度架構並奠定基礎。因為國家不單只就各部會，還要從職能標

準來看，當建立完以後還必須把跨部會、跨院的公務人員、專技人員甚至是

民間的技術人員，所需要的職能標準做完後才能走到國家資歷架構。換句話

說就是各領域的資格平臺要建立起來，這不只是國家內部教、考、訓、用統

整外，更重要的是和國際接軌，未來必須從國家方略性的角度來思考。未來

考選部擬將依據職能評估結果，設置國家考試類科，研（修）訂考試方式、

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教育部及各大學則依據該結果，作為學校調整系、所、

設立學位學程以及規劃課程之參據。如此當能使考試與教育、訓練、任用、

職業管理之間緊密結合，俾符合公務部門及民間機構用人之需求。落實國家

考試教、考、選、訓、用合一，整合及分工各部會的國家考試、建立客觀多

元的職能評估制度、國家考試與世界接軌。 

五、 國際接軌問題：譚仰光（2011）指出APEC國家曾經討論過一個提案，

看能不能當作各國間互相的接軌，因為各國都有外勞，譬如說我國焊接工到

其他國家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從事焊接工的工作？是不是檢定證書可以互相

認證？我們表示回臺灣做一個研究，結果是目前不可行，因為各國之間的檢

定制度分類及分級的方法都不一樣，無法互相認證，對照不起來，除非要全

部重新建立，而這又是兹事體大，後來APEC會議提案不了了之。國際勞工

組織的「國際職業標準分類」，與國際教科文組織的「國際教育分類標準」

已將職業編碼與教育編碼對照。據此，如欲落實教考訓用合一的國家考試政

策，建立國家職業與教育訓練的編碼對照系統，配合國際發展架構，應有助

於國家考試的整合及落實教、考、選、訓、用的國家政策(考選部，2011)。 

六、 建構終身學習成就體系的需求：黃明月（2008）指出在建構終身學習成

就認證體系的過程中，必須進一步將下列幾個重要的精神面納入考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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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強調學習者自我建構所得知識的重要性並予以認證；2.非正規學習成就認

證不只是給予個人學習憑證，並促成教育體系本質及整個社會改變；3.非正

規學習成就認證應包含經認證的學習與個別的經驗學習；4.非正規學習成就

認證之評量方法可採標準化測驗、非標準化測驗、個別性評量方式等多種類

別。 

 

本章小結 

綜合前述各節分析終身學習與 NQF 理論觀點、ILO 研究發現、歐盟與 APEC 地

區 NQF 現況及我國終身學習現況與困境文獻探討。各國推動之 NQF 為匯合學習

社會思潮與關鍵能力本位，NQF 學習成果本位認證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冀望

能實現終身學習社會，更符合公平正義原則；NQF 學習網絡如下圖 2-15。 

 

圖 2-15  NQF 學習網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NQF 理論觀點假設由產業研發資歷符合職場需求，核心理念學習成果三大

原則進程性、可攜性及透明性 。ILO 研究發現綜合如下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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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ILO 研究發現彙整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Allais, S. (2010).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Report of a study in 16 countries. 

Retrieved October 11, 2011,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ifp_skills/documents/mee

tingdocument/wcms_126589.pdf 

 

     ILO 研究反思亦指出 NQF 實施面對教育利益相關者脈絡張力、學習成果本

有邏輯、評量制度及國際上政策借用之正反面思考，如雇主參與或不參與、脫離

教育機構或嵌入教育機構、學習成果透明性與複雜性、反思本國脈絡與複雜等兩

難。另外不同角度看待 NQF 企圖驅動教改、NQF 資歷與職業入行關係更密切、

VET 與高教資歷更明確。研究建議另類思考教育機構與產業是否截然二分及結

合學習成果與學習輸入。 

  EQF 亦以學習成果為導向，學習成果分知識、技能與能力三大內涵，統整

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實施要素為 8 項級數描述語與品質保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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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F 衝擊為各國教改推動者，帶向整合現象。EQF 未來困境與因應課題綜合如

下圖 2-16。 

   

圖 2-16   EQF 未來困境與因應課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APEC 地區已有 7 個國家實施 NQF，調查報告建議建置亞太資歷架構並採自

願參考性質，其中香港已實施自願全面性架構，整合主流教育、職訓及繼續教育，

惟實施成效發現學習成果本位之教與學不易，未來加強研發如何撰寫學習成果與

評量。 

我國目前終身學習困境教育部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成效有限並且局限在課程認

證，排除對成人學習最具誘因之專業核心能力與證照檢定、考試；政府部門資源

重複、多頭馬車各自為政；學習者重覆學習浪費時間與公共資源；成人教育看不

出級數與能力。未來我國終身學習須結合個人職涯發展，與職訓體系結合，並與

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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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分六節，依序為研究架構、研究場域、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訪談資料

整理、研究信效度與限制等。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相關教育政策分析，於 1960 年代晚期開始依循政治治理的典範，採取由上

而下的計畫模式，政策的分析也著重在於政策形成部分，但如此作做法忽略了多

數政策包含了多面性，甚至部份衝突的目標；此外，這種觀點也容易忽略了其他

政策參與者的不同觀點，而逐漸發展出重視機構實施特性由下而上分析(Sabatier, 

2007, pp.21-22)，但不論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觀點，都無法忽略國家的計畫

與實施機構是息息相關，而且不同階段的政策內涵都應受到重視，因此而有政策

網絡觀點提出。如 Enders、Jeliazkova 和 Maassen(2003)等人認為整體的政策內涵

分析架構可分為「問題呈現」-「問題界定(再界定)」-「政策形成」-「政策實施」

-「政策評估」等五個階段進行。Rossi, Lipsey 與 Freeman(2004)指出政策評估包

括 5 種類型: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方案理論評估(assessment of program 

theory)、方案過程評估 (assessment of program process)、衝擊評估 (impact 

assessment)及效率評估(efficiency assessment) 等。概言之，政策研究從如何形

成、實施至政策所產的衝擊進行分析。準此原則，依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之架

構以「終身學習」及「NQF」為核心概念，分為四個構面來分析紐澳二國之 NQF，

如下： 

(一) 推動脈絡與目的：自社會、經濟、政治及教育等背景來瞭解。 

(二) 如何設計與實施：探究設計核心理念、實施機構及遭遇之助力與阻力。 

(三) 成效評估與未來走向：達成教改目標的程度為何與證據，紐澳二國如何評估

成效及未來走向。 

(四) 紐澳 NQF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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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四個構面的研究架構，以推動脈絡與目的為上位層次，會影響低階層次

的發展，即不同目的與脈絡背景會有不同的設計與實施，可以本研究透過分析相

關文件、訪談重要相關人員及文獻蒐集資料，找出所要評估的 NQF 背後的上階

層次理論，第一個構面脈絡時空背景探討，為 NQF 政策研究的時間軸及社經政

治環境空間場域；反之，成效與設計也會相互影響，如未達預期目的，則會改變

設計實施模式；研究發現提出在紐澳 NQF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研究建議

提出對我國未來建置 NQF 推行終身學習的建議。 

  本研究屬質性區域個案研究，1995 年比較教育學者 Bray 與 Thomas 在「比

較教育研究的層級：從不同文獻、不同省思與多層級分析的價值(Levels of 

Comparison in Educational Studies: Different Insight from Different Literatures and 

Values of Multilevel Analyses)」一文中提出比較教育分析架構方塊。他們提出三

個維度分別是 1.地理位置：分為七個層次從個人到世界區域；2.非地域性團體：

從種族到全部人口等不同團體；3.教育及社會層面：從課程到勞動市場等不同層

面。Bray、Adamson 和 Masony(2007)將 Bray 與 Thomas(1995)的方塊更精緻化，

加上時間維度：過去、現在及未來(Bray, Adamson & Masony, 2007)，成為多維度

分析的架構。本研究探討的主體為紐西蘭與澳洲二國的 NQF，借用前述 Bray 等

人(2007)多維度分析的概念，進行探討，紐澳二國 NQF 依前述三大構面探討時

加入時間維度，以 1990 年代前後時空背景，造成當時的 NQF 推動目的與設計架

構（稱為第一代 NQF，紐澳即為其中之一代表），之後進入 21 世紀，全球趨勢

發展 NQF，意義與內涵也不同於第一代，紐澳二國也進行改革計畫，配合國際

發展模式，為本研究就時間軸方面二個重大年代區隔，如表 3-1 可看出 NQF 發

展之時間維度不同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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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NQF 不同年代特徵 

年代 特徵 

第一代 (1980 年代

晚期至 1990 年代中

期) 

各國面對的問題，內部驅動力，採用實驗性機制。（如

英國、紐、澳） 

第二代 (1990 年代

晚期至 2000 年代早

期) 

學習第一代經驗，尤在設計與歷程，與其他 NQF 建

立雙邊關係，但外在驅動力影響力有限(如新加坡與

馬來西亞)。 

第三代 (2000 年代

中期至今) 

內部驅動力仍重要，但外在驅動力在架構上日益重

要，也注重品質保證提升。（歐盟建置 EQF 後影響

會員國的設計模式）(修正版的紐、澳 NQF 也受影響) 

資料來源：Tuck, R. (2007).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Issues for Policy Makers(p.7). Geneva: ILO. 

  空間軸部分，本研究屬質性多重個案研究，囿於現實限制，以紐、澳二國為

主，但於文獻探討引 ILO 對 16 個國家的綜合研究及歐盟推動現況，作為瞭解更

多地區發展模式與成效。另外就終身學習意涵而言，時間軸與空間軸分別意指終

身學習（終其一生）與處處學習（任何形式學習，如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銜接

轉換，或認可先前學習），將於紐、澳文獻分析本研究三個構面如何設計與實施

NQF，就時間維度探討政策決策如何促進終身學習，就空間維度不同形式的教育

提供者與場所，探討如何創造終學習網絡，而不會重複浪費時間。 

  簡言之，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分析終身學習及 NQF 理論概念及紐澳 1990 年代

舊版 NQF，依文獻探討結果，後續研究分析最新版之文件及個案實地訪談，了

解 21 世紀 NQF 改革內容與在實施上遭遇助力與阻力，研究結論綜合紐澳文獻探

討、文件分析及訪談結果，最後提出對我國未來建置 NQF 推行終身學習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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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架構圖如下：  

 

 

 

 

 

 

 

 圖 3-1 本研究架構 

紐澳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1.NQF 推動脈絡目的；2.NQF 設計與實施；3.NQF 成效評估與未來走向；

4.NQF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紐澳 NQF 新版改革文件分析 紐澳個案訪談 

1.紐澳 NQF 新版改變原因與目的。 

2.紐澳NQF新版設計模式與舊版之差

異。 

3.紐澳 NQF 新版實施機構。 

4.紐澳 NQF 政策未來走向。 

5.紐澳 NQF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

示。 

1.訪談紐澳 NQF 資歷主管政府單

位、教育提供者、學者專家及教育

利益相關者。 

2.訪談實施執行舊版NQF遭遇之助

力與助力、新版 NQF 的挑戰、整體

成效評估、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

示及提出對臺灣的建議。 

研究結論與建議 

1.紐澳 NQF 目的、設計、實施、成效、未來走向及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

示提出分析異同與總結。 

2.對紐澳政府建議及我國未來建置 NQF 推行終身學習的建議。 

綜合分析 

文獻探討 

1.終身學習思潮與能力本位觀點；2.NQF 能力本位/學習成果：核心理念；

3.ILO對紐澳舊版NQF研究發現；4. 歐盟與亞太地區NQF發展現況；5. 我

國終身學習現況、困境與需求(國內訪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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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 

   本研究場域以紐澳 NQF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為主，本節簡述紐澳兩國

終學習現況如下，並綜合第 2 章節文獻探討結果，提出本個案研究場域之待答問

題。 

壹、紐西蘭終身學習現況 

  紐西蘭為南太平洋一個小國，紐西蘭面積相當於英國與日本，約臺灣 7 倍，

人口約 440 萬人（為 OECD 第三小國），2012 年國民平均所得紐幣 46,678 元(折

合美金 39,179 元)（http://www.stats.govt.nz/browse_for_stats/snapshots-of-nz/top-statistics.aspx），

生活水準高且低就業率，多元化經濟，全球前 25 名創新經濟（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8）。紐西蘭主要人口為歐洲後代，但毛利人（紐西蘭原

住民）與太平洋島民（Pasifika)日漸增加，紐西蘭的 3 種官方語言：毛利語、英

語及紐西蘭手語，主要語言為英語，近年來一致努力增加說毛利語的人數，有不

少學校以毛利語授課。紐西蘭教育制度以知道如何解決問題、綜合資訊、團隊工

作、創造與創新為核心目標。過去 20 年紐西蘭正經歷轉型階段，紐西蘭教育焦

點放在學生終身學習的需求。每位學生藉由許多可能的學習路徑發展個人學術或

職業潛能，學校與教師使用許多學習教材、經驗與媒體鼓勵批判思考。 

  紐西蘭教育制度分為 3 級(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8)：學前教

育、學校教育與後中等教育（tertiary education），學校教育共有 13 年級，6 歲至

16 歲為義務教育，學前教育為 5 歲以下，小學為 5 至 12 歲(1 年級至 8 年級)，

大部分為 5 歲至 10 歲，稱為主要小學（contributing primary schools），11 歲轉換

至中間學校(intermediate schools)，完全小學為 5 歲至 12 歲；學校教育在公立學

校為免費，訂有國家課程，13 至 17 歲（9 年級至 13 年級）為中等教育；後中等

教育提供者包括 8 所大學、18 所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nd 

polytechnics, ITP）、629 所私立專科學校（private training establishments, PTE）、

22 所產業訓練組織（Industry Training Organizations, ITO）及 3 所毛利語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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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2)，提供各種教育與訓練課程，通常以彈

性方式符合成人學習需求，紐西蘭後中等教育資歷與課程品質為國際認可。高等

教育學位課程通常由大學提供，職業學位資歷由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毛利語學

校及少數大型私立專科學校提供，私立專科學校主要為職業教育證書與文憑的資

歷。產業訓練組織由政府與業界共同合資，研發全國單位（技能）標準，也提供

在職訓練或職前訓練課程；簡言之，後中等教育提供者提供紐西蘭資歷架構（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以下簡稱 NZQF）第 1 級至第 10 級的資歷課程。

紐西蘭成人與社區教育（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ACE）支援成人繼續教

育的需求，包括學習職場所需或個人興趣或完成學校教育。中學教育可開授

NZQF 的職業資歷課程，取得國家教育成就證書 ( Nation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NCEA)第 1 至第 3 級可申請大學，紐西蘭學生逾 20 歲

沒有任何正式資歷也可申請大學。澳洲與紐西蘭雙方相互承認 VET 資歷（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8, p.22）。紐西蘭學生學習路徑圖 3-2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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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紐西蘭學習路徑圖 

資料來源: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2008). The New Zealand Education 

System Overview(p.10). Retrieved December 1, 2012, from 

http://www.minedu.govt.nz/~/media/MinEdu/Files/EducationSectors/InternationalEdu

cation/ForInternationalStudentsAndParents/NZEdSysOverview.pdf 

   紐西蘭教育部為中央主管部會，後中等教育委員會（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TEC）負責後中等教育與訓練，包括全時或在職訓練等。另有教育

評鑑署(Education Review Office)獨立於教育部，負責中小學品質保證主管單位。 

依國際標準，2011 年紐西蘭教育水準(OECD, 2013)如下圖 3-3： 

 

圖 3-3  OECD-紐西蘭教育水準國際比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OECD(2013). Education at a Glance2013: OECD 

Indicators. Retrieved June 29, 2013, from 

http://www.oecd.org/edu/educationataglance2013-indicatorsandannexes.htm 

 

一、 25 至 64 歲人口 35%持有高中畢業證書，低於 OECD 平均值(44%)。  

二、 25至 64歲人口 39%持有後中等教育資歷，高於 OECD平均值(31%)。 25

至 34 歲人口有 46%，高於 OECD 平均值( 39%)。55 至 64 歲人口有 33%，高

於 OECD 平均值（24%）。 

三、 後中等教育職業課程入學率 45%，高於 OECD 平均值（19%），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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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大學課程入學率 76%，高於 OECD 平均值（60%），名列第 5。 

四、 25 至 64 歲人口持有高中畢業證書以下者失業率 6.5%，低於 OECD 平

均值(12.6%)，持有高中與非高等教育的後中等教育資歷者失業率為 4.4%，

低於 OECD 平均值（7.3%），持有高等教育資歷者失業率為 3.6%，低於 OECD

平均值（4.8%）。 

貳、澳洲終身學習現況 

  澳洲人口逾 2 千 250 萬人，為全球最大島國，國土面積排名世界第六，原住

民至少於 5 萬年前居住於澳洲，為全世界最多元文化國家之一，充滿原住民與移

民文化，逾四分之一澳洲人口來自海外，在聯合國 2011 年人力發展報告名列第

二名（DFAT, 2012）。澳洲國民平均所得 2011 年世界排名第 13 名，澳洲 2012 年

國民平均收入為澳幣 6 萬 2,000 元，2010 年 86%的 20-24 歲年輕人持有高中畢業

證書或同等資歷；2011 年，17%後中等教育入學註冊人數來自低社經背景者，而

且 35%的 25-34 歲年輕人持有學士或以上學位資歷；2009 年工作年齡層持有入

門級資歷（即三級證書或以上）不到一半，2011 年國際教育為第 3 大出口業產

業，產值約澳幣 160 億元，2011 年逾 55 萬名國際學生於澳洲留學（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2）。   

    澳洲政府分為二級，為澳洲聯邦政府與 6 州及 2 領地政府，即使教育在憲法

上為各州政府權責，但事實上，權責及補助均由聯邦政府與各州/領地政府共同

負責。澳洲正規教育可分為 4 個範疇：學前教育、學校教育、VET、高等教育。

學前教育重要性在於縮短弱勢孩童就學前的落差，以確保所有孩童為學校教育準

備就緒。學校教育為成人生活準備，自幼稚園、小學、國中至高中，課程日趨專

業化。VET 的主要目標為培育學生具備特定職業或職場的能力。另成人與社區

教育（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ACE）有時視為教育部門，有時則否，即

使是在後中等教育（tertiary education）部長委員會權限內，在新南威爾斯州及維

多利亞州，被視為教育部門，提供一系列課程，包括被認可及補助的 VET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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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使用州政府基礎設施支援它，在其他州，成人與社區教育是一種訓練形式，由

公立技術與繼續教育學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以下簡稱 TAFE）及

其他社區提供者提供，社區提供者並未獲補助開設認可的 VET課程(Wheelahan et 

al., 2002)。 

    在澳洲“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一詞通常係指學士學位或以上之教

育。至於“Tertiary Education”（後中等教育）一詞，廣義地指中等教育以後之高

等教育和 VET。目前澳洲共有 41 所大學，澳洲的大學，無論公立或私立，皆獲

授權可以自行核可開設課程以及頒授證書、文憑和學位。2011 年設立的澳洲高

等教育品質標準局(The 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 TEQSA)

為該國高等教育教育規範與品質監督主管機關，主要職責是根據『高等教育標準

架構』（Higher Education Standards Framework）登錄註冊及評鑑高等教育提供者。 

  VET 培育學生獲得就業所需各類型之資歷及職場所要求之技能，澳洲的

VET 課程只有註冊立案之訓練機構（Registered Training Organisation, 以下簡稱

RTO）才可頒授。澳洲 RTO 逾 4,900 所，最主要的 RTO 為(1)公立 RTO，以 TAFE

為主，有些中學與大學也是公立 RTO；(2)私立 RTO。2011 年澳洲成立「澳洲技

能品質局」(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 ASQA)，負責全國訓練機構的註冊

立案。 

     國家教育協定目標之一為年輕人自學校順利銜接至職場或進階教育；技能

與 職 場 發 展 國 家 協 定 (The National Agreement for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訂定澳洲人民技能培育目標，以確保現在及未來澳洲職場符合雇主

的需求，為全國訓練制度回應不斷變化的勞力市場需求。 

  2010 年澳洲有 120 萬名高等教育學生，85 萬 7,000 名為國內學生（72%），

33 萬 5,000 名為國際學生（28%），國內高等教育學生 61%為 15 至 24 歲，國際

學生 70%為 15-24 歲，平均 20-24 歲占 55%；2005-2010 年，高等教育學生人數

增加 25%，2/3 高等教育學生攻讀學士學位，20%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課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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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碩士修業證書或文憑(graduate certificate or diploma)課程。2011 年 15-19 歲有

70%全時就學，10%兼職學生，20-24 歲有 27%全時就學，12%兼職學生，25-64

歲有 2%全時就學，5%兼職學生。許多人結合工作與就學，2011 年勞力市場 15-24

歲 83%註冊三級至四級證書課程。15-19 歲 120 萬名學生，其中 44%為全職或兼

職工作，20-24 歲註冊學生，其中 64%為全職或兼職工作(Australia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2012b)。 

   25 至 64 歲人口在 2001 至 2011 年持有 VET 或高等教育資歷上升自 53%至

64%，仍會持續數十年，增加主因為學士學位或以上之人數增加，自 2001 年 20%，

增加至 2011 年 28%，VET 人數增加較慢自 2001 年 32%上升至 2011 年 35% (ABS, 

2012a)。澳洲成人參與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在國際標準上則屬比率高者，

澳洲統計局(ABS, 2010)定義「正規學習」為經由教育提供者及組織（含職場）

教導的結構化學習，以獲得澳洲資歷架構正規資歷，「非正規學習」為結構化的

教導學習，但無法獲得澳洲資歷架構的資歷，「非正式學習」為未結構化且非制

度化的學習，與工作、家庭、社區或休閒有關。2009 年 28%15 歲至 74 歲曾參與

成人學習(非正規學習)，46%學習目的為工作需求，23%為個人興趣或樂趣，9%

表示為改進個人一般教育技能。25 至 54 歲最可能參加成人學習，反映較高的就

業率，例如 25-34 歲有 32%曾參與成人學習，相較於 55-64 歲與 65-74 歲只有五

分之一(ABS, 2010)。另工作相關的訓練為成人學習（或非正規學習）一種範例，

工作相關的訓練在發展永續技能與能力的員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2009年近74%

員工曾參與工作相關訓練，72%在支薪之工時下完成訓練，全時者比兼職者更可

能參加工作相關訓練（79%與 62%），公部門員工比私部門員工比例更高（80%

與 73%）。2009 年 84%人口增參加非正式學習，主要活動包括解決事情(61%)、

使用電腦或網路（58%）、觀察他人或學習他人的建議(54%)(ABS, 2010)。依國際

標準，2011 年澳洲教育水準如下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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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OECD-紐澳教育水準國際比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OECD(2013). Education at a Glance2013: OECD 

Indicators. Retrieved June 29, 2013, from 

http://www.oecd.org/edu/educationataglance2013-countrynotesandkeyfacttables.htm 

一、 紐西蘭與澳洲 25 至 64 歲人口分別有 35%與 36%持有高中畢業證書，

低於 OECD 平均值(44%)。 

二、 紐西蘭 25 至 64 歲人口 39%持有後中等教育資歷，澳洲 38%，均高於

OECD 平均值(31%)。紐西蘭 25 至 34 歲人口有 46%，澳洲 45%，均高於 OECD

平均值( 39%)。紐西蘭 55 至 64 歲人口有 33%，澳洲 30%，均高於 OECD 平

均值（24%）。 

三、 紐西蘭後中等教育職業課程入學率 45%，澳洲無提供數據，高於 OECD

平均值（19%），紐西蘭名列第 2；紐西蘭大學課程入學率 76%，澳洲 96%，

均高於 OECD 平均值（60%），紐澳分別名列第 5 及第 2。 

四、 紐西蘭 25 至 64 歲人口持有高中畢業證書以下者失業率 6.5%，澳洲

5.9%，低於 OECD 平均值(12.6%)，紐西蘭持有高中與非高等教育的後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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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歷者失業率為 4.4%，澳洲 3.8%，低於 OECD 平均值（7.3%），紐西

蘭持有高等教育資歷者失業率為3.6%，澳洲2.8%，低於OECD平均值（4.8%）。 

    澳洲聯邦政府已為參與及完成學校教育、職業教育與訓練的資歷及高等教育

的資歷訂定新目標，如下： 

 增加 25 至 34 歲人口獲得學位的比例，自 2008 年 32%至 2025 年成長至 40%。 

 至 2020 年，沒有三級證書的 20 至 64 歲人數減半。 

 至 2020 年，倍增職業教育與訓練進階文憑與文憑的取得人數。 

 提高年輕人完成高中教育或相等資歷的比例，自 2007 年 74%至 2015 年成長

至 90%。 

 增加低社經學生進入大學的比例，自 2007 年 15-16%至 2020 年成長至 20%。 

 至 2020 年，原住民學生 12 年級或相等年級的學習成就差距減半。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9, p.12)  

  AQF 於 1995 年創辦，將澳洲學校教育、VET 及高等教育所頒發之資歷銜

接成一個全國性體系。AQF 為澳洲符合時代潮流與具彈性的資歷架構。透過

AQF，輕易從一個資歷進入下一個資歷（如下圖 3-5），或者從一所學校轉到另一

所，可靈活進行就業選擇與規劃，AQF 中所有的資歷，都有助於繼續深造或職

業生涯奠定基礎。2011 年修訂版之 AQF，新增級數及級數學習成果判準(即紐西

蘭所謂之級數描述語)，俾利瞭解各種不同資歷間之銜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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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澳洲升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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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澳洲學習路徑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1).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Retrieved December 4, 2011,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Handbook/AustQuals%20FrmwrkFirstEd

itionJuly2011_FINAL.pdf 

參、研究場域待答問題 

  本節茲就前述章節分析終身學習與 NQF 理論觀點、ILO 研究發現、歐盟與

華人世界 NQF 現況及我國終身學習現況與困境，綜合彙整分析紐澳二國舊版

NQF 推動脈絡目的、設計實施及成效評之共同性與獨特性，並提出本研究文件

分析與個案訪談待答問題，尤其偏重紐澳新版 NQF 發展方向，ILO 之研究發現

僅就文獻探討，未進行紐澳實徵個案，2010 年紐西蘭新版 NZQF 及 2011 年澳洲

新版 AQF 的推行，實地訪問政府機構與相關教育利益者，可發現文獻無法獲得

之一手資訊。 

一、紐澳二國舊版 NQF 推動脈絡與目的 

(一)紐澳共同性 

  紐澳二國舊版 NQF 發生經濟背景為面對經濟結構與勞力市場人才需求改

變，教育與職業教育暨訓練須培育職場所需新技能；紐澳二國與其他英語系國家

社會脈絡及政府提倡主張新自由市場原則，開放教育市場競爭更能回應顧客需

求，以提升國家在全球競爭力。另紐澳二國推動主力皆由政府介入帶動整合，紐

西蘭由上而下更強勢主導，澳洲雖政府介力，但為鬆散架構，各子架構保有相當

自主權。 

(二)紐澳獨特性 

  紐西蘭 NQF 推動之政治因素更明顯受到不同政黨有不同政策取向，現今執

政黨國家黨採中間路線，保留傳統資歷制度或修正原先激進作法，影響 NQF 之

設計與實施。教育因素方面，紐西蘭面對教育制度缺失造成教育機會不均等，如

何增進終身學習為紐西蘭強調重點；澳洲 AQF 則設法解決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

暨訓練長期以來的衝突性－即學習輸出（能力本位）與學習輸入（學術本位）的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Handbook/AustQuals%20FrmwrkFirstEditionJuly2011_FINAL.pdf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Handbook/AustQuals%20FrmwrkFirstEditionJuly2011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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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 

(三)待答問題 

  ILO 專案研究第一代國家自 1990 年代以來面對之全球化及經濟問題，隨時

代科技與經濟快速變遷，經歷 20 年時空轉變，紐澳二國當初推動之大環境，必

然與 21 世紀所面對之挑戰有所不同，本研究訪談待答問題強調未來須克服的困

境，且文獻分析未發現紐澳二國新版 NZQF 及 AQF 特別就社會、經濟、政治及

教育層面解釋。另外，ILO 研究發現最早推動 NQF 以新自由市場取向，經濟為

改革主因，目的以提升人力素質、國家競爭力及創造資歷為共同貨幣為主，21

世紀是否有其他推動目的。待答問題如下： 

1. 21 世紀新版 NQF 所面對的社會/全球、經濟、政治及教育背景脈絡為何？  

2. 21 世紀新版 NQF 推動目的為何？ 

二、紐澳二國舊版 NQF 設計實施 

(一)紐澳共同性 

1. 紐澳二國設計理念均以學習成果為核心概念，強調能力本位或成果本位，不

同於傳統之學習輸入原則。所設計之 NQF 遠離教育提供者／提供者，可創

造無論何時與何地學習，均有相同價值，可提升高等教育與 VET 二者的平

等尊嚴。 

2. 紐澳二國均由產業單位研發 VET 之能力本位學習成果，紐西蘭單位標準由

產業訓練組織及 NZQA；二者大學均維持自主權，未以學習成果為本位。 

3. 紐澳二國實施均遭遇雇主不採用或業界不願投入參與單位標準或訓練套裝

的訂定。 

4. 紐澳二國實施均遭遇制度面問題，高等教育部門及教育利益相關團體如家長

及工會不易接受學習成果本位的資歷。 

(二)紐澳獨特性 

1. 紐西蘭 NQF 與教育部沒有共同合作研訂標準，教育部研發的課程沒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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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就成就標準評量。 

2. 澳洲 AQF 為鬆散結構，VET 強制要求認可先前學習，但大學可自主決定，

結果為各部門接受度高，但紐西蘭強制實施，遭大學自 NQF 撤離。 

(三)待答問題 

  ILO 研究發現英語系國家當時提出之新自由市場理論，去學校化理念成為

NQF 以學習成果為本位，此種理念與原則是否在紐澳新版 NQF 仍持續或有所修

正，藉由後續文件分析及個案訪談予以佐證，並獲得更多資訊。ILO 研究指出各

國缺乏資歷評量或鑑定品質一性作法，紐西蘭 2010 年新的 NZQF 提出這方面新

的機制，文獻資料不多，尤須藉訪談獲得更多資料。紐澳文獻分析亦發現雇主不

願採用或教育利益相關者不易接受，原因為何，文獻探討不多，有待進一步訪談。 

1. 紐澳二國 NQF 設計的理念與原則為何?新舊版是否有差異？ 

2. 新版 NQF 設計之資歷如何進行評量？如何達到評量一致性與品質保證？ 

3. 實施涉及機構與教育利益相關者為何? 

4. 實施助力與阻力為何? 

三、紐澳二國舊版 NQF 成效評估 

(一)紐澳共同性 

1. 紐澳二國 NQF 學習成果本位沒有證明比舊有制度更好。 

2. 紐澳二國 NQF 沒有創造學術與職業資歷平等尊嚴，澳洲有研究指出，甚至

加深原本之差異性。 

3. 紐澳二國均擴大入學機會，但紐西蘭高中入大學機會早已存在；澳洲由 VET

轉致高等教育之機會有增加，但不是所有 VET 的學生持所獲得的資歷被接

受進入高等教育。 

4. 紐澳二國沒有證據顯示新資歷培育職場所需人才，澳洲方面學者研究指出沒

有數據顯示 AQF 的推行直接提升職場資歷程度，紐西蘭則大部份無用或未

符合雇主或業界需求。澳洲研究發現雖然雇主重視資歷代表知識與技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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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業界更重視經驗，紐西蘭方面沒有明顯證據顯示雇主歡迎 NQF，沒有增

加雇主對 NQF 資歷的信心。 

(二)紐澳獨特性 

1. 澳洲 AQF 幫助創造全國性 VET 制度，AQF 有助於提供 VET 及高等教育資

歷的全國一致性，增進對各部門之間對話，但 AQF 不是統一架構，無法規

範，只以良好建議程度運作，而且得各教育部門自由決定，由各不同部門頒

發的不同資歷間沒有標準化評量或相等性，造成不同學習路徑轉換成效有

限。 

2. 紐西蘭近年則致力改善建立標準化評量機制。 

(三)待答問題 

  澳洲 AQF 將高等教育、VET 及學校教育之學習列為正規學習，紐西蘭 NQF

包括中等教育及後中等教育，後中等教育包括私立訓練機構、公立技術與理工學

院及職場訓練。以學習成果為設計理念，創造無視其在何處學習，其學習成果或

教育成就可達一致性之基礎，藉此鼓勵終身學習，認可先前學習，促進高等教育

與 VET 之平等尊嚴，累積個人資力，提升職場人力水準。 

  但文獻探討發現認可先前學習有限，也未提升職場人力，及創造各種學習之

平等尊嚴，留待訪談紐澳二國進一步確認 NQF 成效與文獻分析相對照。另外，

NQF 有關相似性與差異性之間的張力，及界於輸入與輸出的張力，在政策上紐

澳二國政府沒有認同此張力，各部門差異未被政府視為重大差異。AQF 新版資

歷之級數與學習期限如何轉換不同學分，以及紐西蘭標的評鑑資歷機制能否如

ILO 研究發現建立互信區域，包含對資歷的品質及學習成果，互信區域藉由人民

參與、運作、期待及共同價值與關心而存在，信任與資歷的議題並未在 ILO 文

獻中充分探討，藉紐澳訪談獲得未來走向及改進之道。 

1. 各教育與訓練部門間之學分轉換、承認及認可先前學習的成效為何? 

2. 資歷是否已培育職場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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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QF 未來走向？ 

  綜上，ILO 的研究發現僅作為本研究出發點，而且偏重在舊版 NQF 探究，

本研究藉由最新官方文件與個案實徵訪談，再獲得更豐富的最新教育政策發展與

實施情況，ILO 未分析紐澳 NQF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本研究將於文件分

析與訪談問題，再針對紐澳二國新舊版 NQF，以終身學習的觀點來探討。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文件分析研究對象以澳洲及紐西蘭為主，訪談對象亦以紐澳為主，綜合分析

階段則綜合第 2 章文獻理論探討、紐澳二國文件分析與訪談資料對比與詮釋，作

出研究發現與結論。 

  訪談對象的選取採用立意選取（purposive selection）以紐、澳二國的 NQF

推動真實情境，選取策略為：1.變異最大；2.避免重複；3.知情者：能提供豐富

資訊，對事件或事情有深切瞭解的人士。知情者並不一定是參與活動的人士，但

接觸大量綜合資訊，對事件有較宏觀的理解。質性研究的樣本規模通常為小規

模，不超過 50 人的訪談，普遍性不是質性研究的考量(蘭毓仁譯，2008)。基於

前述選取策略及樣本規模考量，訪談對象設定為紐、澳二國政府決策者及執行

者；教育利益相關者（含教育與訓練提供者如大學或 VET 學校、產業代表、終

身學習機構、專業立案團體及專家學者）等。受訪者澳洲 9 名，紐西蘭 13 名，

共計 22 位如紐澳訪談對象簡表如表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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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紐澳訪談對象簡表 

類別 澳洲  紐西蘭  

政府單位  資歷主管單位 1 名  

學徒實習主管 1 名  

VET 主管 1 名  

資歷主管單位 3 名  

後中等教育主管 1 名  

大學  1 名  1 名  

VET  以政府單位代表  2 名  

學者專家  2 名  3 名  

教育利益相關者  教育學會 1 名  

成人學習 1 名  

終身學習理事會 1 名  

業界代表 2 名  

專業學會 1 名  

詳細受訪者名單、訪談方式、時間與地點如表 3-3 澳洲訪談對象及表 3-4 紐西蘭

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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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澳洲訪談對象 

方式 訪談對象 時間及地點 代號 訪 談

資料 

訪談 澳洲政府 AQFC 

Ann Doolette 執行長

(Executive Director)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26

日 10:10-12:10 

地點：Level 9, 63 Pirie Street 

Adelaide  AQFC 

AUGO1 附錄

七 

訪談 澳洲聯邦政府產業、創

新、科學、研究與高等

教育部 (Depart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d 

Tertiary Education) 學

徒組 Daniel Owen 組長

(General Manager)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19 日

20:10-21:10 

地點:Daniel’s house, No. 78 

Melba Street, Downer ACT 

AUGO2 附錄

八 

訪談 澳 洲 昆 士 蘭 學 習 局

(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 VET 組 

Ian Fyfe 副 組 長

(Assistant Director) 

訪談時間:2013 年 2 月 28 日

09:00-10:45 

地點:Rush CBD, Queen 

Street, Queensland 

AUGO3 附錄

九 

訪談 澳 洲 教 育 學 會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Educators) 

Dr. Denise Reghenzani 

Kearns 布里斯本區主

席 

AUES1 附錄

九 

訪談 澳 洲 University of 

Ballarat 教育學院副院

長 Barry Golding 教授

兼澳洲成人學習學會

學 會 (Adult Learning 

Australia)主席 

訪談時間:2013 年 2 月 22 日

14:40-15:40 

地點:Centre of Adult 

Education, Melbourne, 253 

Flinders Lane 

AUU1 附錄

十 

訪談 澳洲成人學習學會學

會Sally Thompson執行

長 (Chief Executive 

AUES2 附錄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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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r) 

訪談 

及 電

郵 

澳洲昆士蘭終身學習

理 事 會 (Lifelong 

Learninig Council 

Queensland Inc.)Merv 

Gardner 理事長 

訪談時間:2013 年 2 月 28 日

13:30-15:25 

地點: Queensland Domestic 

Airport restaurant 

AUES3 附錄

十一 

訪談 澳洲墨爾本大學教育

研究所教育政策與領

導 組 Dr. Leesa 

Wheelahan 副教授 

訪談時間:2013 年 2 月 22 日

11:10-12:10 

地 點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UAC1 附 錄

十二 

電郵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

大學 (RMIT)Dr. Gavin 

Moodie, Principal 政策

顧問(Policy Advisor) 

電郵時間:2013 年 2 月 16 日 AUAC2 附 錄

十三 

 

表 3-4 

紐西蘭訪談對象 

方式 對象 時間及地點 代號 訪談資

料 

訪談 紐西蘭資歷局(NZQA) 

Karen Chalmers 國際、

政策、策略及商業處長

(Director)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11

日 15:00-16:40 

地點：NZQA 辦公室, L13, 

125 the Terrace, NZQA, 

Wellington 

NZGO1 附錄十

四 

訪談 紐西蘭資歷局(NZQA) 

Kathy Maclaren 品質保

證 組 服 務 科 科 長

(Manager) 

NZGO2 附錄十

四 

訪談 紐西蘭資歷局(NZQA) 

Eve McMahon 品質保

證組顧問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12 日

10:00-12:00 

地點:Level 7, St. John 

House, 114 The Terrace, 

Wellington 

NZGO3 附錄十

五 

訪談 紐西蘭後中等教育委

員 會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ion) 

Graeme Cahalane 首席

顧問（Chief Advisor） 

NZGO4 附錄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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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能 力 研 究 國 際 公 司

(Competency 

International Ltd.)Liz 

Bowen-Clewley 董事長

(the Principal) 

 NZAC3 附錄十

五 

訪談 產業訓練聯盟(Industry 

Training Federation) 

Shaun Twaddle 科 長

(Manager) 

NZES1 附錄十

五 

訪談 基 礎 產 業 訓 練 組 織

(Primary Industry 

Training Organisation) 

Andrew Donohue 品質

保證科長 

NZES2 附錄十

五 

訪談 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教育學系 

Robert Strathdee 教授

兼系主任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13

日 10:00-11:15 

地點:Pankhurst 213, Karori 

Campus, VUW 

NZAC1 附錄十

六 

訪談 紐西蘭後中等教育教

學 卓 越 中 心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Tertiary Teaching 

Excellence) 

Dr. Peter Coolbear 主

任(Director)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11 日

12:00-13:25 

地 點 ： 119 Tasman St. 

Wellington, AKO Aoteoroa 

NZAC2 附錄十

七 

訪談 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

(Wellingt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lan Cadwallader 學務

長(Academic Director)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11 日

09:30-10:55 

地點:Wellingt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eting room 

CS 507 

NZVET1 附錄十

八 

訪談 Whitireia 科技理工學

院 

Lawrence Arps 副校長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12 日

14:30-15:10 

地 點 :Wi Neera Drive, 

Private Bag, Porirua City 

NZVET2 附錄十

九 

訪談 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

會 (Institution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訪談時間:2013 年 3 月 12 日

16:15-17:45 

地點:IPENZ, Ground Floor, 

NZES3 附錄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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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ew Zealand) 

Brett Williams 學習與

發展主任 

158 The Terrace, Wellington 

電郵 紐西蘭奧克蘭科技大

學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電郵時間:2013 年 2 月 20 日 

(提供資訊，但不同意引用

其名字) 

NZU1 附錄二

十一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以紐澳為主，但在進行紐澳文件分析與個案訪談前，除

了文獻探討外，並進行國內質性訪談，以利後續紐澳NQF的研究結論提出對我國

未來建置NQF推行終身學習的建議。國人訪談對象也採立意選取，以了解NQF

與終身學習之學者專家為樣本代表，教育利益相關者則以各行各業取樣1名為代

表，有公務人員、業界資深主管、自己開業者及曾就業但目前失業者，國內訪談

對象如表3-5。 

表 3-5 

國內訪談對象 

方式 對象 時間及地點 代號 

訪談 聯合大學李校

長隆盛 

訪談時間：2010 年 12 月 24 日 10:10-12:1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研究

室 

TWAC1 

訪談 正修科技大學

蕭講座教授錫

錡 

訪談時間：2011 年 1 月 20 日 12:10-13:3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休息

室 

TWAC2 

訪談 雇主（匿名） 訪談時間：2010 年 11 月 26 日 20:00-21:00 TWES1 

訪談 公務人員（匿

名） 

訪談時間：2010 年 12 月 10 日 18:30-19:30 TWES2 

訪談 業界資深主管

（匿名） 

訪談時間：2010 年 11 月 27 日 19:00-20:00 TWES3 

訪談 目 前 失 業 者

（匿名） 

訪談時間：2010 年 11 月 22 日 20:00-21:00 TWE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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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研究方法以紐澳二國為個案研究，資料蒐集以文件分析

及訪談法為主，就質性研究特性而言，研究者為重要的研究工具，進行完整描述、

客觀詮釋；再者，文件分析法之研究工具以蒐集紐澳二國官方文件及學者專家研

究報告為主，訪談法之研究工具以訪談大綱為主，訪談大綱以本研究四大目的即

探究推動脈絡與目的、如何設計與實施、成效評估及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為

主軸，焦點放在 ILO 對紐、澳舊版 NQF 文獻探討後續待研究問題上。在進行訪

談前，研究者均事先附上準備的訪談導引及大綱，所有接受訪談者至少一周前得

到，使其有充份的準備時間；訪談進行同時，以錄音工具進行同步錄音，以確保

訪談後能重複聽取訪談資料；訪談結束後，對於訪談資料進行逐字謄寫，並請受

訪者校正後研究者再進行轉譯分析，紐澳訪談導引及大綱(如附錄一及附錄二)；

國內質性訪談學者之半結構大綱(如附錄三)及教育利益相關者結構化訪談大綱

(如附錄四)。 

  訪談實施時間與地點以 2013 年 2 月至 3 月間至紐、澳二國親自訪談，地點

主要在受訪人任教或服務機構，實施程序：(1)先以書信或電話聯繫受訪人徵詢

受訪意願確定接受訪問；(2)約定時間，每位受訪時間約 60 分－90 分鐘；(3)訪談

大綱先行寄送；(3)紀錄的工具，錄音筆與筆記本。訪談流程為訪問前準備、訪

問的進行與策略、訪問內容的編碼、撰寫訪問稿、請受訪者校對訪問稿及訪問稿

完成，最後再將訪談摘要與結果分析由中文譯成英文(如附錄七至二十一)，再請

受訪者逐一校稿後，再修研究結果，始完成所有訪談程序。國內訪談在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 月間實施。 

    本研究亦請受訪者接受訪談同意書(如附錄五)，並於同意接受訪談時進行錄

音，以利資料分析。為使受訪者能有較多自由空間敘述其經驗，並在有限時間內

做最好的利用，研究者採半結構式方式來進行訪談，訪談導引及大綱於研究受訪

者同意接受訪談後，先以書面提供，讓受訪者對訪談內容有初步瞭解，訪談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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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整理訪談紀錄表(如附錄六)。 

 

 

第五節 訪談資料處理 

  基本上，質性研究是由三個主要部分所組成。首先是資料，資料可藉由各種

來源取得，其中最常見的是經由訪問與觀察。其次是各種不同的分析或解釋程

序，藉由這些程序，研究者才得以發展理論或整理出研究發現；譯碼是其中之一，

它是將資料轉化成概念的一種技術及過程。此外，還包括非統計性抽樣、寫備忘

錄，以及圖示概念間的關係等程序。最後，質性研究的第三個主要部分是口頭所

做的報告或寫成的文章，可以用一種鳥瞰方式披露全部的研究發現，或針對一部

份的研究成果予以深入討論（徐宗國譯，1997）。本研究訪談資料處理程序如下： 

一、 資料編碼原則：第一碼是「國別」；第二及三碼是「身份」；最後一碼

「受訪者」。編碼的意義：AU(Australia)代表澳洲；NZ(New Zealand)代表

紐西蘭；TW(Taiwan)代表臺灣；GO（government officials）代表政府部門；

U(university)代表大學；VET(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代表 VET 部

門；ES(education stakeholders)代表教育利益相關者含產業代表、專業團體及

終身學習機構；AC(Academics)代表學者專家；AUGO1 代表澳洲政府官員 1

號受訪者，依此類推。 

二、 資料謄寫和整理：在蒐集資料後，研究者盡可能三星期內謄寫和完成資

料整理。在謄寫時，研究者會刪除無意義的語句，增加可讀性，使用設定的

代號取代受訪者名字，並請受訪校正後就轉譯稿進行討論與分析。 

三、 重複閱讀訪談資料：在訪談資料的逐字稿完成後，研究者仍持續對原始

資料和紙本資料重複查閱。本階段主要針對受訪者對 NQF 之推動脈絡與目

的、如何設計與實施、成效評估與未來走向、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及對

臺灣的建議等意見，檢視訪談所得資料與本研究之相關程度，並重複閱讀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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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所得內容，建立對資料的熟悉及確認紙本資料與原始資料的一致性。 

四、 對照相關文獻：本訪談所得資料目的在解釋與瞭解 NQF 在紐澳推動情

形，因此對照文獻探討及文件分析的資料以解釋與理解紐澳二國實際推動現

況，是相當重要的工作，藉由現有文件與訪談所得資料互相檢證，產生對話，

才能夠豐富本研究的實證資料，維持研究的嚴謹及提升研究的品質。 

五、 系統性整合：本研究最後階段透過系統性的論述方式，綜合分析探討

紐、澳二國推動 NQF 的趨勢，以回答本研究提出的問題，另外根據比較、

整合後的研究發現，提出對我國未來建置 NQF 推行終身學習的建議。 

 

第六節 研究信效度與限制 

一、研究信效度 

  在企圖找尋社會通則、確定因果關係的量化研究中，信度（研究的穩定性）、

內在效度（研究的正確性）、外在效度(研究的推論性)與客觀性被當成檢驗研究

品質的規準。建構主義學者Lincoln與Guba(1985)提出「信實度」(trustworthiness)

規準，以「確實性」(credibility)、「轉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

與「確認性」(confirmability)取代「內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與「客

觀性」，如下表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信效度對照。 

表3-6  

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的信效度對照表 

必須面對的問題 質性研究 量化研究 

真實性 確實性/可信度

(credibility) 

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應用性 轉移性/可轉換性

(transferability) 

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一致性 可靠性(dependability) 信度 

中立性 確認性(confirmability) 客觀 

資料來源：Lincoln, Y.S. & Guba, E. G. (1985). Problem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1, 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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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用生(1989)指出所謂信度是指研究結果的一致性、穩定性與信賴性。質性

研究關心信度問題為資料的正確性及完整性，信度是強調所有記錄的資料及研究

情境中，真正發生事情之符合度，而非不同的觀察間之一致性。為確立本研究的

可信度，本研究在資料來源中，透過文獻探討、文件分析、訪談資料等三個角度

提升本研究的信度。     

  本研究文獻探討及文件分析提高信度與效度的方法為於描述、探討、分析及

比較過程中，儘可能蒐集第一手資料，直接引用原始資料，使用低推論的描述，

盡量避免個人主觀評斷，增加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另為確保資料分析結果能達到

真實的程度，本研究採用之第一手資料係經由紐澳兩國政府出版公告有關 NQF

核定版實施文獻、教育相關法令、新聞稿、檢討評估報告、研討會簡報及各學術

研究單位、NQF 學者專家或 OECD、ILO 國際組織嚴謹研究之結果發現。研究

時隨時提醒自我保持價值中立，維持客觀立場。 

  本研究訪談信效度的提升係依據訪談待答問慎選訪談對象，紐西蘭資歷局

(NZQA)與澳洲資歷委員會(AQFC)為必訪對象，代表政府政策立場，澳洲受訪者

AQFC 執行長及 NZQA 早年創辦政策劃官員及現任品質保證官員，渠等資歷與

經歷應足以回答本研究待答之新舊版改革縁由、轉變與未來走向；大學受訪對

象，基於紐西蘭大學自 NQF 撤離，澳洲大學另有一套架構，澳洲受訪大學為兼

具大學與 VET 多元功能的大學，紐西蘭為科技大學，訪談大學對新版 NQF 接受

程度，另傳統知名大學較不易接受 NQF，受訪對象以 NQF 學者專家為主，澳洲

top1 的墨爾大學及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評論舊版遭受抵制原因。澳洲 NQF 實施

創造全國一致的 VET 體制，VET 教育提供者推薦受訪 AQFC 執行長應可回應

VET 未來如何改善品質保證的問題，另採訪澳洲昆士蘭州政府 VET 主管副組長

實際了解舊版 AQF 實施遭遇困境，紐西蘭則訪談 2 所 VET 教育提供者(科技理

工學院)探討紐西蘭 NQF 實施助力、阻力及成效。學者專家方面，澳洲則選取澳

洲政府暨 ILO 專案計畫研究專家墨爾本大學副教授及批評學者墨爾本皇家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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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政策顧問，紐西蘭則選訪政府委辦 NQF 專案「能力研究國際公司」董事長、

後中等教育卓越中心主任及 ILO 專案計畫專家維多利亞大學教育，受訪者持不

同觀點，有利本研究探究 NQF 理論本有邏輯的優缺與支持或反對立場之豐富多

元素材與提升可信度。紐澳二國 NQF 實施涉及教育利益相關者，澳方訪談對象

則選取與本研究目的 NQF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訪談 2 所澳洲終身學習組

織最高執行長或理事長及 1 位昆士蘭州教育學會主席，反映對 AQF 在終身學習

領域統整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的成效與缺失，業界或雇主代表則由採訪澳洲聯邦

政府學徒部門最高主管，渠職掌與 NQF 學徒制與業界雇主習習相關，而且業界

代表亦推薦 AQFC 最高決策者單位已包含業界代表，可由 AQFC 執行表代表發

言；紐西蘭則訪談產業代表 2 位及專業學會 1 位，探究 NQF 是否符合業界雇主

需求，目前紐西蘭成人與社區教育整併在學校教育、公私立專科學校或社區組

織，尤以公私立專科學校佔多數，爰以訪談紐西蘭 2 所公私立專科了解在終身學

習各種學習形式整合情形。 

  為確保訪談的信度與效度，訪談導引及問題大綱編制完成後請有經驗的研究

者提供修正意見，修正後的訪談大綱還要建立信度與效度，並根據訪談的具體情

況對訪談的程序和內容做靈活的調整。訪談大綱的信度從研究目的之四個構面著

手，蒐集分析與此四個構面關聯的效度證據，具體上請專家審閱訪談題目的內

涵，檢視是否符合研究目的，藉以建立專家內容效度，期使研究發現更為客觀。

訪談資料必做的三角驗證，避免所得資料為政府主政單位單方看法，亦訪談教育

提供者、學者專家及教育利益相關者做交叉驗證。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所蒐

集之資料或訪談紀錄所作之分析、詮釋與結論拿給參與者（受訪者）表示意見，

檢視其中是否有偏誤之處，此即運用參與者檢核建立本研究之信效度。再者引用

厚實描寫(thick description)，將有助於讀者瞭解研究結果是否具有轉移性(Lincoln 

& Guba, 1985)，研究的情境與人事描述越清楚，越有助於讀者掌握其他情境是否

有共同特徵，可將此研究發現應用於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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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困難之一在於 ILO 個案研究及紐、澳二國 NQF 所涉及之術語如資

歷、學習成果、單位標準、訓練套裝、認可、驗證、認證及鑑定等，各國以不同

方式使用，有些甚至不明確，本研究以紐澳二國為主，在訪談時一些術語紐澳二

國教育提供者或政府單位甚至認為理所當然，為研究者必須去克服，以避免誤

解，尤其進行國際比較分析時更是不易。 

  本研究訪談資料必須完全尊重視受訪者是否同意引用訪談逐字稿，其中以

AQFC 受訪之執行長僅同意以分析詮釋方式呈現，未獲得同意引用逐字稿，爰於

訪談結果分析未以標楷體文字呈現（標楷體代表訪談逐字稿內容），其餘獲同意

者均以標楷體呈現。另訪談 NZQA 國際處長亦未獲同意以訪談逐字稿呈現，但

同意引用其所提供之訪談報告作為文件分析詮釋。雖然未獲紐澳二國資歷架構政

府主管同意使用逐字稿，無法在代表政府立場上有厚實之質性描寫內容，但基本

上，紐澳政府官員均表示已提供可供本研究使用之素材。 

  另外本研究對象區分為政府單位、大學、VET/專科學校、學者專家、教育

利益相關者，在邀請訪談對象過程，也遭遇拒絕接受訪談的研究挫折，例如澳洲

執掌高等教育與 VET 的品質保證主管單位 TEQSA 與 ASQA 則不願接受訪談，

均表示訪談 AQFC 執行長已足夠反應訪談問題，導致在品質保證主管觀點未能

取得更多資料，僅能就 TEQSA 與 AQSQ 網站所提供之官方文件進行分析。此外，

訪談澳洲 VET 教育機構及業界亦不順利，均表示以 AQFC 為代表，因 AQFC 的

決策委員已包括 VET 與業界代表，此亦為本研究無法獲得 VET 與業界更多元實

務觀點，但由政府部門負責 VET 與業界主管反映 VET 與業界相關評論觀點。同

樣地，在紐西蘭訪談部分，基於本研究為紐澳 NQF 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訪談對象均以熟悉 NQF 者為主，爰未特別單獨訪談紐西蘭非正規與非正式機構

或協會，亦為研究不完善之處。但基本上，紐西蘭成人與社區教育已大部分由

VET 或高等教育提供者開課，爰以訪談 VET 教育機構代表回應。 



147 
 

  更進一步限制為即使紐西蘭與澳洲實施已逾十年以上，但畢竟 NQF 幾乎是

少數人的關注，尤其紐西蘭自 NQF 撤離，澳洲大學另有自己的一套架構，權力

中心或學者專家以外之人能否代表評論，為本研究儘力求客觀正確性，訪談對象

之研究問題，儘量以涉及與訪談對象之教育利益相關點出發；再者訪談對象為少

數，本研究僅能提供觀點，而無法聲稱為完整性。 

    再者因紐西蘭與澳洲近一二年推動 NQF 新版改革內容，訪談時可能不易獲

得成效證據，因此可能無法發現潛藏之衝突或張力，此為研究者無法避開之困

境，只期望本研究能對 NQF 開啟更多討論空間及探究未來可能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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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紐西蘭資歷架構文件分析與訪談結果 

  紐西蘭長期致力推動終身學習及維持無所不包的 NQF，NQF 於 1991 年研

發，為全世界最早研發的 NQF 之一。在 1980 年代，政治、經濟、社會改革強調

教育部門重大改革的必要性，因為教育課程缺乏可比較性、各種資歷名稱與分類

的混淆及技能與教育水準的認可須在國際市場有效競爭。同時也由一生一種資歷

轉向至終身學習累積學分的學習態度轉變。1990 年至 1991 年，紐西蘭資歷局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以下簡稱 NZQA）進行 NQF 研發的諮商，

NZQA 依 1989 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89）規定實施制定 NQF，諮商結果為

獲得壓倒性支持建置單一齊一制度，並於 1991 年推行 NQF。2010 年建置 NZQF

取代 NQF，以配合全球 NQF 模式及加強資歷的品質保證與評量一致性。本章分

別探討紐西蘭 NQF 推動脈絡與目的、設計模式與實施機構、阻力與助力、成效

評估與未來走向、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等。 

 

 

第一節 紐西蘭資歷架構推動脈絡與目的 

    紐西蘭舊版 NQF 與新版 NZQF 推動脈絡目的（生活需求與社會願景），統

整分析如下： 

壹、舊版 NQF 推動之脈絡目的 

一、 教育因素： 

(一) 資歷差異無法比較：Whitireia 科技理工學院副校長 Lawrence Arps 表示

「1980-1990年代當時各項資歷差異性大，造成無法相互比較，成立 NQF

目的即為促使不同之資歷得以相互比較；同時，當時的資歷名稱混亂，

使得學生與雇主無法辨識畢業生所持之資歷具有之技能程度為何，不易

為教育利益相關者瞭解」（訪談資料：NZVET2）；紐西蘭政府設置

NQF 目的即為讓所有差異不同的資歷統一在單一資歷架構下 ，俾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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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比較瞭解。 

(二) 重覆學習：紐西蘭資歷局品質保證顧問 Eve McMahon 表示「舊版 NQF

推動的時空脈絡也受到終身學習理念的影響，設計模式旨在促進資歷間

彼此之關聯性」(訪談資料：NZGO3)，NQF 建立在單位標準(unit standards)

上，學分可累積，以減少重覆學習；能力研究國際公司董事長 Kiz 

Bowen-Clewley 形容「這些單位標準好比學習積木(building blocks)，學

習者可以累積與持續學習，促進資歷的可攜性」(訪談資料：NZAC3)，

當時為紐西蘭教育過渡期，重要概念為學習者可在不同學習路徑間流

動，企圖減少重覆學習；紐西蘭後中等教育委員會首席顧問 Graeme 

Cahalane 指出： 

早期 1990 年代學校、技術學院、大學、職場為四大學習主流，許 

多學習重覆，進入技術學院卻重覆高中已學過的東西，希望建立

NQF 企圖最小化重覆學習。(訪談資料：NZGO4)     

(三) 擴大教育機會：維多利亞大學教育學系 Robert Strathdee 教授表示「紐

西蘭政府當時擴大教育訓練機會，補助私立教育與訓練機構，開放自由

競爭之教育市場模式，旨在創造更民主之教育市場」(訪談資料：

NZAC1)。當時紐西蘭後中等教育相較於其他 OCED 國家參與率非常

低，教育路徑非常狹窄，而且為終身一個資歷的想法(Kelly, 2007)，建

立 NQF 希望擴大學習機會。 

(四) 教育不符產業需求：紐西蘭後中等教育教學卓越中心主任Peter Coolbear

博士表示「當時紐西蘭教育提供者，為自己的目的開課，沒有符合產業

需求」(訪談資料：NZAC2)。紐西蘭當時教育不符產業需求，公立技術

與理工學院與私立專科學校自 1960 年代至今未有任何改變 (Kelly, 

2007)。 

二、 經濟因素：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Alan Cadwallader表示「當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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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認為科技帶動改變，工作職場將不斷改變，須不斷學習，方能符合職場需

求，紐西蘭政府目標為培育更佳職場技能與更佳就業能力」，「當時高失業

率也是驅動因素之一」（訪談資料：NZVET1），當時紐西蘭勞力市場不斷

要求新技術，此外，1986年三分之一學生離開學校沒有任何資歷，經濟不景

氣與高失業率促使更多學生延長受教育年限(Kelly, 2007)。 

三、 社會人口與文化因素：紐西蘭推行終身學習一項重大因素為人口老化問

題，意謂更多年長者須參與學習，以維持及提升職場能力，現代醫療進步可

預期工作更長久；毛利人口的增加，其教育水準處弱勢地位，未來需提升其

教育水準；文化上越來越意識到教育為經濟成長及個人成功的重要因素，社

會上也深信教育可改善弱勢族群的社會地位，現代科技改變導致社會變遷，

如低技能工作需求減低，新技能需求日增，促進紐西蘭致力於推動終身學習

概念(OECD, 2004)；紐西蘭能力研究國際公司董事長Liz Bowen-Clewley表示

「當時紐西蘭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意識」(訪談資料：NZAC3)，Whitireia科技

理工學院副校長Lawrence Arps與Liz Bowen-Clewley均表示「當時紐西蘭政

府認為人民是國家的社會資本，盡可能提升公民的社會資本」(訪談資料：

NZVET2，NZAC3)。NZQA國際、政策、策略及商業處長Karen Chalmers與

品質保證組科長Kathy Maclaren受訪表示： 

「紐西蘭NQF促進終身學習，係因全球化與新科技對紐西蘭經濟與社

會造成衝擊，傳統教育模式必須改變與調整，促進終身學習的制度與

文化對紐西蘭人民與經濟相當關鍵」。(訪談資料：NZGO1，NGGO2) 

四、 國際因素：紐蘭蘭NQF當時成立之背景旨在促進國際認可與比較，如

NZQA國際、政策、策略及商業處長Karen Chalmers與品質保證組科長Kathy 

Maclaren指出「紐西蘭NQF建置有助於全國及國際資歷的認可與比較」。(訪

談資料：NZGO1，NZGO2) 

  簡言之，紐西蘭早期NQF係為解決資歷缺乏可比較性、重覆學習、不符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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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職場不斷改變、高失業率、人口老化等問題，冀望NQF能創造資歷可比較

性、可攜性、改善學習路徑、符合產業需求、提升職場技能、促進經濟競力及促

進終身學習等目的。 

貳、新版 NZQF 推動之脈絡目的 

  1994 年至 2010 年間為 NQF 不斷演變，過去 10 多年的演變，2010 年修正

NQF，成為目前新版 NZQF，紐西蘭資歷局指出「NZQF為成熟的第 3代的 NQF」

（訪談資料：NZGO1，NZGO2）。NZQF 推動脈絡目的如下： 

一、教育因素： 

(一) 品質保證議題：許多資歷評量差異，沒有調節機制(moderation)，造成

品質不一致性問題，維多利亞大學教授 Robert Strathdee 表示「如何管

理教育提供者之品質一致性問題，為近年重大議題」(訪談資料：

NZAC1)；而且家長與雇主對資歷也不瞭解，紐西蘭資歷局表示「那些

資歷可用與否不明確，資歷的進階教育與就業路徑對學生、家長與雇主

也不明確」(訪談資料：NZGO1，NZGO2)。爰於 2010 年建置紐西蘭資

歷架構（NZQF），為紐西蘭所有資歷統整架構，NZQF 取代原先 NQF

與紐西蘭品質保證資歷註冊系統（New Zealand Register of Quality 

Assured Qualifications, KiwiQuals），改善資歷品質與學習成果的一致性。 

(二) 沒有符合雇主或學習者需求：紐西蘭在 2008 至 2009 年間，NZQA 進行

資歷制度標的評鑑，發現學習者不易在 NQF 找到自己學習方式，雇主

也不是永遠信任員工具備所要求之技能與知識；許多資歷並沒有符合學

習者或雇主需求，評鑑目的希望找出更佳方式符合學習者、業界及其他

教 育 利 益 相 關 者 目 前 及 未 來 需 求 (NZQA, 

http://www.nzqa.govt.nz/studying-in-new-zealand/nzqf/history-of-nzqf/) ，

而且發現不是僅符合產業需求，也須符合社區需求。 

(三) 舊版 NQF 的單位標準過於瑣碎：紐西蘭能力研究國際公司董事長 Liz 

http://www.nzqa.govt.nz/studying-in-new-zealand/nzqf/history-of-nz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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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enClewley 表示「舊版 NQF 的資歷由單位標準組成，但單位標準訂

定過於細節，反而產生見樹不見林缺失，焦點過度執著小處，無法把握

大方向 」(訪談資料：NZAC3)。舊版 NQF 的單位標準明載過盡，一般

民眾花很多年才逐漸瞭解什麼是單位標準，代表意涵為何。  

(四) 資歷與單位標準過度激增：受訪之二位科技理工學院代表均表示： 

「舊版 NQF 資歷分為國家資歷與提供者資歷，但公私立專科學校

未被強迫開設國家資歷，紐西蘭政府也核可這些學校開設提供者資

歷，造成紐西蘭資歷至 2010 年逾 6,000 個，不易瞭解」。(訪談資

料：NZVET1，NZVET2) 

紐西蘭資歷局表示： 

「此種二元制（國家資歷與提供者資歷）首先未被學習者或雇主了

解，其次造成過多資歷，當不同教育提供者註冊相似的資歷，資歷

明顯過度複製」。（訪談資料：NZGO1，NZGO2） 

舊版實施結果造成資歷過多，不易瞭解，紐西蘭政府決心減少資歷數

目，許多資歷本質相似，只是名稱不同，造成雇主不瞭解資歷代表什麼，

爰期望建立統一的國家資歷，新版 NZQF 的驅動力為減少資歷的過度

擴增。 

二、 配合全球化發展趨勢：與世界其他國家的 NQF 一致，全球化腳步下，

日增需求高等教育資歷為全球認可。資歷架構不斷演變，以支援資歷的認可

與比較，在全球勞力流動環境下更趨重要。國際上或全國性而言，所有資歷

的共同目標為依學習成果相互比較，無視如何或何時或何處學習。NZQF 的

設計為預期教育成就認可達致最有效機制，促進紐西蘭經濟、社會與文化的

成功；其願景是： 

 傳達畢業生完成一項資歷具有之知識、技能與二者之應用為何； 

 要求整合且一致性的資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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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及支持品質教育路徑的安排； 

 提升對紐西蘭資歷品質信心與國際比較性； 

 促進毛利人的教育知識； 

 NZQF 代 表 永 續 繁 榮 的 貨 幣 價 值 （ NZQA, 

http://www.nzqa.govt.nz/studying-in-new-zealand/nzqf/）。 

  綜上，新版 NZQF 目的針對推行舊版 NQF 產生的資歷品質不一、過度激增

不易瞭解、單位標準過於瑣碎失去整體性、不符各界需求等缺失，願景放在資歷

的品質保證與評量一致性，致力減少資歷數目，改變學習成果定義以符合各界需

求及加強國際認可面向，創造資歷永續、可攜性與可比較性的共同貨幣價值。 

 

 

第二節 紐西蘭資歷架構設計與實施 

壹、紐西蘭資歷架構的設計模式 

  紐西蘭 1991 年推動創辦 NQF，至 2010 年改革實施新版 NZQF，各自回應

當時遭遇的問題，如何設計資歷架構模式，分述如下。 

一、舊版 NQF 設計模式 

  紐西蘭早期 NQF 為解決資歷缺乏可比較性、重覆學習、不符產業需求、職

場不斷改變、高失業率、人口老化等問題，必須設計一套模式，俾能創造資歷可

比較性、可攜性、改善學習路徑、符合產業需求、提升職場技能、增強經濟競爭

力及促進終身學習等目的。紐西蘭於 1990 年依 1989 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89)

成立 NZQA，依規定實行法定職責，1991 年推行 NQF，設計模式回應前述推動

脈絡所遭遇問題，主要以建置單位標準與註冊系統為主，分析如下。 

(一) 建置單位標準：紐西蘭 NQF 的設計旨在推動依單位標準為本位之模組課程

（a modular curriculum based on units of learning)之發展，單位標準為一套

預定、定義明確的學習成果，代表學習者知道什麼及能夠做什麼；NQF 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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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有其單位標準，並由 NZQA 出版發行，也為學習評量機制，允許創造多

元資歷，與 NQF 密切相關者為產業訓練策略（Industry Training Strategy），

於 1992 年推行，當年通過產業訓練法(Industry Training ACT)（New Zealand 

Legislation, 1992），旨在提升職場學習的品質與數量，此策略提供產業的程

序，以管控產業訓練計畫的發展、實施與管理，包括訂定技能標準，於 NQF

註冊，創造這些單位標準，NZQA 建置許多機構/單位訂定各學習領域的標

準，其包括產業訓練組織（Industry Training Organisations, ITOs)。單位標

準的設計使得課程在規模上依學習期限而有不同，接著安置在 NQF 上，依

困難度而有不同級數 (levels)；同時研發標準本位的評量 (standards-based 

assessment)，取代其他各種形式的評量，評量標準反映單位標準的成果。 

紐西蘭進一步研發學校科目成就標準（achievement standards）的註冊及接續

2002 年推行國家教育成就證書（Nation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 

NCEA），理論上第 1 級資歷之單位標準沒有最低標準，約相當於 11 年級學

生(大約 15 歲)，原版 NQF 旨在推廣學生自不同教育提供者之間所獲之資歷

得以無縫接軌制度，對中學生而言，實施這種願景至最大成效意謂學校應會

失去其保管功能，除了國家證書由產業設計外，其設想學校學生應邁向國家

教育成就證書。 

(二) 建置註冊系統：1994 年後中等教育領導小組（Tertiary Lead Group）整併大

學學位於 NQF，小組成員包括 NZQA、紐西蘭教育部、紐西蘭大學校長委員

會（New Zealand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及後中等教育組織，領導小

組推薦所有資歷整併為單一架構，全國資歷及教育提供者在架構下註冊（包

括 學 習 成 果 、 目 的 、 學 分 及 級 數 ） (NZQA, 

http://www.nzqa.govt.nz/studying-in-new-zealand/nzqf/history-of-nzqf/) 。 2001

年 NZQA 建置紐西蘭註冊系統(New Zealand Register)，目的在於整併所有資

歷在一個系統中，創造一個中央管制系統，俾利民眾瞭解資歷之級數、學分

http://www.nzqa.govt.nz/studying-in-new-zealand/nzqf/history-of-nz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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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彼此關係。NZQA 授權大學及其他教育提供者負責確保自己資歷的品質，

並於 2006 年完全實施，註冊系統完整之資歷名冊目標在於為學習者及大眾

提供資歷的資訊及可比較性；註冊系統也包括大學學位，但不需使用單位標

準格式。2004 年 NZQA 採行註冊系統符應計畫（Register Compliance 

project），以確保所有標準與資歷依註冊系統之判準審核。 

二、新版 NZQF 設計 

  新版 NZQF 的設計係針對推行舊版 NQF 產生的資歷品質不一、過度激增不

易瞭解、單位標準過於瑣碎、不符各界需求等缺失，藉以強調資歷的學習成果、

加強品質保證及改善級數定義，達成資歷符合各界需求及創造資歷永續、可攜性

與可比較性的共同貨幣價值的目的。 

(一) 強調 資歷整體學習成果 ：紐西蘭能力研究國際公司董事 長 Liz 

Bowen-Clewley「舊版 NQF 強調單位標準，造成無法看到資歷的整體性，流

於細節」(訪談資料：NZAC3)；新版 NZQF 焦點放在資歷，強調架構本身使

用目的為工具性，用來比較資歷，也促進國際可比較性；紐西蘭資歷局品質

保證顧問 Eve McMahon 表示「所有資歷必須提出學習成果報告（outcome 

statement），描述畢業生的知識、技能與應用（屬性）」(訪談資料：NZGO3)。

不同學習者不同方式獲得成果報告，成果報告為資歷最低成就的指標。所有

成果報告包括下列三大主要內容： 

1. 畢業生檔案（Graduate profiles）：資歷的學習成果，代表學習者知道什

麼及能夠做什麼。 

2. 教育路徑（Education pathways）：確認完成此種資歷後可繼續註冊入學

的其他資歷。  

3. 就業路徑（Employment pathways）或社區貢獻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確認畢業生可從事的工作或對社區做出的貢獻。 

紐西蘭政府藉由學習成果之三大內容提供教師、家長、學生、雇主明確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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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歷年資歷不易瞭解的問題及促進資歷之間關係與流動。 

(二) 加強品質保證機制：新版 NZQF 取代舊版 NQF 註冊系統，但 NZQF 功能同

時取代 NQF 與註冊系統，NQF 與註冊系統於 2010 年 7 月 1 日起為 NZQF

與評量標準目錄(the Directory of Assessment Standards, DAS)取代，紐西蘭資

歷局顧問 Eve McMahon 表示「所有紐西蘭資歷需列在 NZQF，代表紐西蘭

具有品質保證且正確資訊來源的資歷制度；品質保證作業為資歷與開設課程

的核可」(訪談資料：NZGO3)。NZQF 第 1 級至第 6 級新的及評鑑過的資歷

將有「紐西蘭」抬頭，新版 NZQF 改變資歷的抬頭，第 1 級至第 6 級將只有

紐西蘭名稱（代表品質保證），國家與提供者名稱將逐漸廢除；以確保資歷

的品質及減少過多的資歷；國家教育成就證書 (Nation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cheivement, NCEA)第 1 級至第 3 級仍保留國家頭銜，作為區分

中等教育資歷。Eve McMahon 顧問進一步指出「資歷的註冊與品質保證管理

高等教育、VET 部門及學校教育的品質水準與一致性，品質保證定期進行品

管評鑑；新版NZQF同時將大學資歷入列品質保證作業」(訪談資料：NZGO3)。 

NZQF 所有資歷以 6 碼註冊，按紐西蘭教育標準分類制度（New Zealand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NZSCED) ，該分類制將一種資歷列入

一學科領域（subject area）。所有 NZQF 的資歷明載下列資訊：(1)現況

（Current）：現在仍由後中等教育提供者提供；(2)過期（Expiring）：過期

資歷由新資歷取代或註銷，視評鑑結果而定，而註冊者可繼續就讀至完成學

業，但不再招收新生；(3)不繼續（Discontinued）：意謂此資歷不再被提供

或頒發。以上作法，俾利提供紐西蘭民眾清楚明白的資訊。 

(三) 改善級數描敘語及資歷描述語定義：紐西蘭配合全球發展趨勢，舊版 NQF

級數描述語第 1 級至第 7 級為歷程、學習要求及責任，第 8 級至第 10 級為

知識、技能與一般陳述；紐西蘭資歷局表示「NZQF 的結構一致於世界其他

成熟的 NQF」(訪談資料：NZGO1，NZGO2)。新版 NZQF 參照國際上 E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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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F、英國及蘇格蘭發展趨勢，第 1 級至第 10 級均統一修正為知識、技能

及應用三個構面，代表學習成果的共同特徵及進程方向，即知道什麼、如何

做及能成為什麼(to know, do and be)。應用乙詞意指責任、行為、態度、屬性

及能力；下列級數描述語表可看出各級數應達成之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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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NZQF 級數與級數描述語 

級

數 
知識 技能 應用 

1 基本普通知識 

應用基本方案解決簡單

問題，應用基本技能從事

簡單工作 

高度結構化脈絡要求為自己

學習負些責任，與他人互動 

2 

基本事實和/或研究

或工作領域之操作

性知識 

應用已知之解決方案於

熟悉問題，應用標準程序

於相關的工作或研究領

域 

一般督導要求為自己的學習

及表現負一些責任，與他人

合作 

3 

工作或研究領域一

些操作性及理論性

的知識 

選擇與應用一系列已知

之應用方案於熟悉問

題，應用一系列標準程序

於相關之工作或研究領

域 

有限的督導要求為自己的學

習與表現負起主要責任，與

他人互動時調整自己的行

為，為團體貢獻 

4 

具有研究或工作領

域廣泛的操作與理

論性知識 

選擇與應用解決方案於

熟悉或不熟悉的問題，選

擇及應用一系列標準及

非標準程序於相關或不

相關之工作或研究領域 

在廣泛指導下，自我管理的

學習與表現，為他人表現負

一些責任 

 

 

5 

具備工作或研究特

定領域之廣泛操作

或技術及理論知識 

選擇及應用一系列解決

方案於熟悉或不熟悉的

問題，選擇及應用一系列

標準或非標準程序於相

關工作或研究俱領域 

在清楚脈絡下，完成自我管

理的學習與表現，為他人的

管理與學習負一些責任 

6 

具備工作或研究領

域深度之專業技術

或理論知識 

分析並提出熟悉與不熟

悉問題之解決方案，選擇

與應用一系列標準與非

標準程序於相關之工作

或研究領域 

在動態脈絡下，完成自我管

理的學習與表現，在動態脈

絡下負起領導責任 

7 

具備工作或研究一

項以上領域之深度

專業技術或理論知

識 

分析並提出不熟悉或有

時複雜問題之解決方案

選擇，調整及應用一系列

程序於相關之研究或工

作領域 

具備專業脈絡或研究領域之

進階一般技能和 /或專家知

識 

（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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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數 
知識 技能 應用 

8 

具備一學科或實務

之進階技術和/或理

論知識，涉及關鍵

原則之批判性理解 

分析並提出複雜且有時

不可預測的問題之解決

方案，評鑑與應用一系列

程序相關於工作或研究

領域 

發展專業和 /或一學科之鑑

識能力，藉由應用進階一般

性技能和/或專家知識與技

能為專業誠信或學科負一些

責任 

9 

高度專業化知識，

有些為知識前端及

研究或實務領域之

議題具有批判意識 

發展及應用新技能與技

術於現存或新興問題，熟

練研究或實務領域至進

階程度 

在一學科或專業實務，高度

專業化知識與技能的獨立應

用。在專業或學科內，為領

導負一些責任。 

10 
研究或專業實務具

有最進階的知識 

批判反思現存知識或實

務，以及創造新知。 

永續承諾專業誠信及新理念

發展或最先端學科或專業實

務。 

資料來源：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NZQA )(2011b). The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p.26).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1, from 

http://www.nzqa.govt.nz/assets/Studying-in-NZ/New-Zealand-Qualification-Framewo

rk/requirements-nzqf.pdf 

NZQF 所列之資歷分為證書、文憑或學位三大類型，不同級數之每一種資

歷類型由一致同意的判準定義稱為資歷描述語，訂定學分數，以第 1 級證

書為例說明如下：第 1 級證書目的代表具備基本知識與工作技能，可進階

學習或社區參與。學習成果代表持有者能夠證明具有基本知識、應用基本

技能完成簡單工作、應用基本方案解決簡單問題、應用閱讀與數學能力於

日常生活、能在高度結構化脈絡下工作、要求一些自主學習及與他人互動。

學分數至少須 40 學分。NZQF 的資歷有 10 個級數，級數依複雜度而定，

第 1 級最簡單，至第 10 級最複雜(如表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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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NZQF 資歷級數、類型與學分數 

級數 資歷類型 學分數 

10 博士(Doctoral Degrees) 至少 360 學分 

9 碩士學位(Master’s Degrees) 至少 240 學分，如為 4 年制學士接續攻

讀，則至少 120 學分，至少 40 學分在第

9 級，其他在第 8 級。 

8 碩 士 修 業 證 書 與 文 憑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s and 

Diplomas) ， 榮 譽 學 士

（Bachelor Honours Degrees） 

證書至少 60 學分在第 8 級，文憑至少 120

學分在第 7 級或以上，包括至少 72 學分

在第 8 級，榮譽學士至少 120 學分在第 8

級，包括研究學分至少 30 學分。 

7 學 士 學 位 （ Bachelor’s 

Degrees），學士後修業證書

與文憑（Graduate Certificates 

and Diplomas） 

證書與文憑 (Certificates and 

Diplomas) 

學士學位至少 360 學分自第 5 至第 7 級

數，其中至少 72 學分在第 7 級；學士後

修業證書至少 60 學分，其中至少 40 學分

在第 7 級或以上，學士後修業文憑至少

120 學分，包括至少 72 學分在第 7 級或

以上。證書至少 40 學分來自第 7 級或以

上，文憑至少 120 學分來自第 5 級或以

上，包括至少 72 學分在第 7 級。 

6 文憑（Diplomas） 

證書（Certificates） 

文憑至少 120 學分來自第 5 級或以上，包

括至少 72 學分在第 6 級。證書至少 40

學分在第 6 級或以上。 

5 文憑（Diplomas） 

證書（Certificates） 

至少 120 學分來自第 4 級或以上，包括至

少 72 學分在第 5 級。證書至少 40 學分在

第 5 級或以上。 

4 證書（Certificates） 至少 40 學分來自第 4 級或以上。 

3 證書（Certificates） 至少 40 學分來自第 3 級或以上。 

2 證書（Certificates） 至少 40 學分來自第 2 級或以上。 

1 證書（Certificates） 至少 40 學分來自第 1 級或以上。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NZQA )(2011b). 

The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1, from 

http://www.nzqa.govt.nz/assets/Studying-in-NZ/New-Zealand-Qualification-Framewo

rk/requirements-nzqf.pdf 

NZQF 所有的資歷均有學分數，與學習期限有關，資歷研發者預估達到學習

成果的時程，來決定學分數，一個學分等同 10 小時的學習，國家學習期限

包括：(1)直接與教師及訓練者接觸（直接學習）；(2)自修、做作業及進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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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即自我導向學習或任務學習（on-task learning）；(3)評量時間。依紐西

蘭政府補助目的，全時一年相當 120 學分，但學分制度同意各種不同方式安

排課程，不限於一年時程計算。 

貳、紐西蘭資歷架構的實施情形 

一、 實施機構 

(一) 設置單位標準訂定單位：NZQA 職掌管理 NQF，負責中等教育評量制度、

非大學教育提供者的品質保證、資歷認證與特定單位標準訂定；向紐西

蘭教育部長及後中等教育、技能與就業部長報告。NZQA 最早建置許多

機構/單位訂定各學習領域的標準，包括產業訓練組織（ITOs）。單位標

準由產業訓練組織及 NZQA 二個單位－國家資歷服務處及毛利人資歷服

務處（National Qualifications Services and Māori Qualifications Services）

負責研發。大部分的訓練為產業訓練組織監督的 NQF 第 1 至第 4 級，產

業訓練組織不必然提供訓練自己，但為職場評鑑及工作後培訓提供安

排，例如向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polytechnics）或私立專科學校購買訓

練課程；產業訓練組織應直接代表雇主的需求與期望，因此學習成果研

發的目標係由紐西蘭產業訓練制度使用這些技能的人即雇主驅動所需之

技能，一旦學習成果已註冊，任何教育提供者已具品質保證，可以提供

此領域的訓練。因此，藉由特定的標準，產業訓練組織能夠協助推動國

家課程的發展。產業訓練組織及其他國家標準訂定單位職掌研發完整資

歷，資歷的提供者如學校、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及其他教育提供者與職

場教育提供者擁有教育或訓練課程的所有權。 

NZQA 職掌評量標準（assessment standards）以確保一致性標準列在評量

標準目錄(Directory of Assessment Standards, DAS)，評量標準由專家小組

研發並向教育利益相關者徵詢意見，再提交 NZQA 作為品質保證與列入

NZQF 的依據，定期接受教育利益相關及專家的評估，俾利評量標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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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日益更新，與時俱進。標準訂定單位（standard-setting bodies, SSBs）(如

表 4-3)職掌評量標準的品質與可信度，並提交 NZQA 註冊，標準訂定單

位與產業合作夥伴、專家團體及其他教育利益相關者共同研發為全國認

可有用的標準。紐西蘭教育部為成就標準（achievement standards）唯一

研發者。整體而言，評量標準（assessment standards）由標準訂定單位

(standard-setting bodies, SSBs)研發。評量標準目錄（The Directory of 

Assessment Standards，DAS) 列出所有品質保證的單位標準與成就標準，

整體而言，此二者合稱為評量標準。 

表 4-3  

紐西蘭標準訂定單位職掌 

標準訂定單位(SSBs) 職掌 

產業訓練組織 
研發特別產業與專家需求之單位標準與資歷，產業訓

練組織負責約三分之二標準。 

NZQA 毛利人資歷服務處 研發毛利人的單位標準、資歷及支援毛利人教材，與

毛利語專家共同合作研發標準與資歷。 

NZQA 國家資歷服務處 研發產業訓練組織與毛利人資歷服務處職業之外的

單位標準與資歷，包括一般性單位標準與資歷。 

教育部 研發國家教育成就證書，成就標準第 1 級至第 3 級，

與紐西蘭課程學習領域相關。 

 資料來源：

NZQA(http://www.nzqa.govt.nz/providers-partners/development-of-assessment-stand

ards/) 

(二) 品質保證單位：紐西蘭有二個品質保證單位負責核可資歷，也職掌所有

資歷開課的品質，一為NZQA，負責所有非大學的後中等教育組織，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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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這些組織研發的資歷，另一為紐西蘭大學校長委員會，即熟知的紐

西蘭大學協進會（Universities New Zealand），負責所有大學的品質保

證及核可大學研發的資歷。資歷研發者須獲得主管之品質保證單位核可

資歷，所有資歷須一致於NZQF所列之要求。紐西蘭教育評鑑署

（Education Review Office, ERO）執行學前教育中心、中小學的外部評

鑑，教育評鑑署為獨立的政府部門，直接向自己的部長報告，中小學及

學前教育中心大約每3年評鑑1次，所有學校及校董會接受評鑑。NZQA

訂定資歷標準與定期評鑑，註冊及監督所有NZQF的資歷，執行全國高

中考試，進行學校內部評量的外部調節，註冊及監督後中等教育私立提

供者，2011年起亦負責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之註冊與監督，以確保符合

品質標準，對海外學生實施資歷認可服務，核准學校開設國際學生的課

程。紐西蘭中央部門品質保證行政體系如圖4-1。 

 

 

 

 

 

 

 

 

 

 

圖4-1 紐西蘭中央部門品質保證行政體系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2008). The New 

Zealand Education System Overview(p.23). Retrieved December 1, 2012, from 

http://www.minedu.govt.nz/~/media/MinEdu/Files/EducationSectors/InternationalEdu

cation/ForInternationalStudentsAndParents/NZEdSysOvervie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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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於 2011 年修訂教育法(Education Amendment Act 2011)(New Zealand 

Legislation, 2011)明載主管當局訂定NZQF所列資歷(不含高中資歷)之教育提

供者/提供者認證(accreditation)、課程(programmes)核可、訓練計畫（training 

schemes）核可及申請同意依評量標準評量學生的條件，未獲認證的教育提

供者不得開授核可的課程；認證的教育提供者可申請開辦全部課程或部分課

程。所有列在 NZQF 上的 1 至 10 級的資歷須符合 6 項要件及定期評鑑(以確

保符合學習者、產業與教育利益相關者的需求)(NZQA, 2011b)，此 6 項要件

為：(1)符合品質保證；(2)公開資歷抬頭與詳細資訊；(3)依資歷類型與級數

界定；(4)明列學分數；(5)學科分類；(6)敘明資歷為現行資歷或過期或終止。

另外，NZQF 上 1 至 6 級的資歷特別條件為：(1)研發前與最後核准二階段；

(2)包括資歷抬頭、類型、級數、學分數、紐西蘭教育分類碼、資歷研發者名

稱與法律地位、策略目的陳述(如與學習者、產業及社區的相關性)、成果報

告(包含畢業生具有之知識、技能與二者應用之檔案、教育與就業路徑、社區

貢獻)、資歷的頒發、評鑑期限(不超過 5 年)、強制條件(如品質保證符合學習

成果一致性、學分轉換與認可先前學習、符合法定健康安全規定、符合評量

標準目錄重要標準或管理單位或產業標準的學習成果)及選擇性條件(包括入

學條件、課程結構如畢業生檔案成果、傳授或評量脈絡等)、教育利益相關者

參與與支持。 

紐西蘭依據 1989 年教育法第 253 條建置課程核可與認證判準(New Zealand 

Legislation, 1989；NZQA, 2011c)，課程核可的申請依據列在 NZQF 上註冊資

歷及維持資歷條件（如前述），核可課程的判準有 7 項判準：(1)完成課程可

獲頒什麼資歷；(2)課程名稱、學習成果、學分與一致性；(3)傳授方法；(4)

課程接受度；(5)規定；(6)評量；(7)自我評量、外在評鑑與評估。通常評鑑

問題為開放式問題，詳如表 4-4 紐西蘭 NZQF 課程核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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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紐西蘭 NZQF 課程核可指南 

關鍵評鑑問題 探究問題 核可標準 

所申請之課程

描述、完成及健

全程度 

 課程的名稱與目的一致於完成課程後

將獲得的資歷嗎？ 

 課程有明確學習成果結構嗎？ 

 課程每一組成成份有適當級數與學分

嗎？ 

 此項申請是否充份解釋自我評量如何

用在監督、評鑑與評估課程？ 

 現行後中等教育提供者能配合改變修

正課程符合要求嗎？ 

課程完成後可獲

頒的資歷 

名稱／目的／學

習成果與／一致

性 

自我評量與外在

評鑑暨評估 

課程如何完善

設計以達到資

歷所要求之學

習成果與策略

目的 

 強制資歷條件如何有效地整併在課程

設計內？ 

 課程規定是否有效強調所有課程與資

歷的條件？ 

 課程設計如何精心結合每一成份形成

平衡、邏輯且一致的學習課程，逐步

發展畢業生的學習檔案？ 

名稱／目的／學

習成果與／一致

性 

規定 

課程傳授方法

與評量如何完

善符合學習者

／教育利益相

關者、資歷策略

目的的需求？ 

 傳授方法對學習成果與學習者需求是

否適宜？ 

 評量方法如何符合課程每一成份的學

習成果？ 

 評量證據如何用在建立畢業生成果的

一致性？ 

 在課程的設計、傳授與時間架構下，

可完成課程嗎？ 

傳授方法與資源 

 

評量 

此課程使得畢

業生追求預計

教育、就業、社

區和 /或文化成

果的程度 

 課程提供者如何知道畢業生已達成資

歷成果？ 

 教育提供者如何知道課程符合學習

者、雇主、產業的需求及資歷的目的？ 

 對第 7 級的資歷，教育提供者如何知

道它為相關學術或雇主或產業接受其

學習成果？ 

課程接受性 

資料來源：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NZQA )(2011c). Guidelines for 
approval of programmes of study leading to qualifications listed on the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listed on the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nd accreditation 
of tertiary education providers(p.9).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11, from 
http://www.nzqa.govt.nz/assets/Providers-and-partners/Registration-and-accreditation
/guidelines-approval-programme-accr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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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認證後中等教育提供者得否開設課程的判準有 3 項：(1)資源；(2)評量；

(3)自我評量與外部評鑑。通常評鑑問題亦為開放式問題，詳如表 4-5 紐西蘭

NZQF 教育提供者認證指南。 

表 4-5  

紐西蘭 NZQF 教育提供者認證指南 

關鍵評鑑問題 探究問題 核可標準 

後中等教育提供者具

有持續能力與資源支

持課程的永續傳授之

完整且健全證據程度 

 

 認證的申請完整且健全嗎? 

 教育提供者以什麼方式支持課

程的永續發展? 

 教與學的資源及環境對課程程

度是否充足?傳授方法是否適

宜? 

 教職員的聘用是否符合課程要

求，以確保教師適任且具有最新

專業。 

 挑選、監督及報告學生進度的機

制是否有效？ 

 確保評量與調節作業之公平有

效及一致性之機制是否有效？ 

 內部與外在評量之調節作業如

何適用於課程及傳授？ 

 職場訓練安排如何符合課程需

求，以促使學習者獲得資歷成

果？ 

 後中等教育提供者現行機制能

否配合改變修正適宜的課程？ 

 教育提供者自我評量如何使得

課程持續可行及確保教育提供

者繼續符合認證判準。 

資源 

評量 

自我評量與外部

評鑑 

資料來源：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NZQA )(2011c). Guidelines for 

approval of programmes of study leading to qualifications listed on the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listed on the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nd accreditation 

of tertiary education providers(p.20).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11, from 

http://www.nzqa.govt.nz/assets/Providers-and-partners/Registration-and-accreditation

/guidelines-approval-programme-accr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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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資歷局表示： 

「教育品質主要端賴教育提供者，品質保證作業確保政府與個人投資

時間與金錢在優質的教育與訓練，品質保證焦點在於整體資歷的學習

成果品質，審核教育提供者教學之制度與作業」。(訪談資料：NZGO1，

NZGO2) 

紐西蘭 NZQA 有專業人員負責資歷與課程的品質保證，認證核可作業，不檢

視詳細教學計畫或教科書，而是重點放在整體課程架構原則，敘明學習成果

如何達成可獲得此項資歷，審核教學綱要與如何進行學習評量，基本上要求

大原則大方向，而不是要求教育提供者過於詳盡的報告，NZQA 專業人員或

分析師知道課程應如何安排及如何教學，同時實施定期循環評鑑，循環評鑑

必採行實地評鑑，親自詢問教職員與管理，送審文件包括自我評鑑資料，同

時收集第三方（如補助單位）提供教育單位已做什麼，基本上每所教育提供

者有自己的評量制度，NZQA 則站在大脈絡審核課程如何進行評量及考核評

量方式是否適宜。評鑑結果不良，則要求改善。紐西蘭政府採信用態度，一

旦獲得核可開設某項資歷的課程，必須信任教育提供者可培育學習者應具有

之知識與技能，但紐西蘭資歷局顧問 Eve McMahon 指出「藉由強制定期循

環評鑑保證品質」(訪談資料：NZGO3)。 

綜上，紐西蘭 NQF 結構關鍵要素包括政府單位、教育提供者、品質保證單

位、學習者，教育提供者決定所提供之課程與資歷，並經由品質保證單位核

准，政府提供補助核准開課的學校與註冊者，紐西蘭資歷局指出「只有經過

政府品質保證單位認證具有品質保證的後中等教育提供者及資歷方可獲得

補助」(訪談資料：NZGO1，NZGO2)。配合評量的調節機制與品質保證單位

的稽核管理，以確保：1.教育提供者經過認證；2.經認證提供者開授核准課

程；3.核准的課程經由稽核提供者來監督。大學部門則依 1989 年教育法，由

紐西蘭大學校長委員會負責，其授權由大學學術課程委員會(Committe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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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Academic Programmes, CUAP)負責認證與核准，紐西蘭學術稽核處

（New Zealand Universities Academic Audit Unit, NZUAAU）（為獨立單位）

執掌大學部門的稽核。大學之外的後中等教育部門及高中由 NZQA 監管核

准、認證與稽核，NZQA 也職掌私立專科學校的註冊，NZQA 也授權公立技

術與理工學院品質機構核准、認證與稽核（自 2011 年起，統一由 NZQA 負

責）。綜合前述紐西蘭 NZQF 品質保證機制圖如下 

 

圖 4-2  紐西蘭 NQF 品質保證機制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實施阻力 

(一)舊版 NQF 實施阻力： 以脈絡張力、NQF 本身結構及政府實施機構內部衝突

等三個面向分述如下。 

1. 脈絡張力 

(1) 大學不願參加：維多利亞大學教授 Robert Strathdee 與紐西蘭專業工程師

學會 Brett Williams 主任均表示「NQF 建立在單位標準上，大學不願使

用單位標準」(訪談資料：NZAC1，NZES3)。推行之初，大學不願使用

建立在單位標準上的架構，最後結果為大學另有自己架構，NQF 雖名為

單一架構，事實上不是；NZQA 的管理權限未擴大至大學，同時高等教

育部長也不允許大學以上的資歷使用單位標準，威靈頓技術與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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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ingt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表示： 

該校申請單位標準組成的學士學位即未獲核准通過，NZQA 的設計

原則與學位認證規定明確指示學位課程不依單位標準，大學學位評

量不是單位標準評量，另有自己的一套品質保證。（訪談資料：

NZVET1） 

(2) 產業訓練組織與教育提供者意見相左，舊版 NQF 為創造資歷符合產業需

求，設置產業訓練組織(ITOs)，為全國各行業代表，可說是皇家產業組

織，負責訂定國家資歷；理論上假設代表國家，但事實上，公立技術與

理工學院及私立專科學校則與產業訓練組織意見不同，專業工程師學會

主任 Brett Williams 表示：  

早期 NQF 推行可惜之處為產業訓練組織未與教育提供者溝通，在有

些案例，造成教育提供者不願使用其研發之資歷。(訪談資料：NZES3) 

能力研究國際公司董事長 Liz Bowen-Cleyley 指出： 

教育提供者不喜歡單位標準，認為限制評量重要的項目，也導致限

制學術自由。(訪談資料：NZAC3) 

教育提供者通常不使用產業訓練組織研發的資歷，而另研發自己的資

歷，Brett Williams 也表示資歷過多，讓雇主不瞭解失去信心，同時「過

於強調產業需求，而忽略與教育提供者之合作夥伴關係，有時也造成實

施上困難重重，或單位標準研發無人使用，浪費研發的時間」(訪談資料：

NZES3)。 

(3) 有些產業訓練組織與專業團體意見衝突：如紐西蘭水電工，產業訓練組

織負責水電工資歷的研發，專業註冊團體另有自己的註冊考試，雙方未

協調溝通，持有水電工資歷仍須經專業註冊團體舉行的考試，通過後方

獲得水電工執照。NZQA 負責資歷的註冊，產業訓練組織負責研發資歷，

但專業註冊團體另有自己合法地位，不接受 NZQA 所訂之模式，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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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等教育教學卓越中心主任 Dr. Peter Coolbear 表示： 

NZQA 無法解決專業立案註冊問題，除非另立法解決；但紐西蘭長

期以來先採行賦能立法(enabling legislation)機制，如有必要再施行管

理規範機制。(訪談資料：NZAC2) 

NQF 原本設想資歷符合產業需求，應是一種執照，有些接受，但有些專

業註冊團體堅持只是條件之一；此為舊版NQF實施問題，也是新版NZQF

持續面對問題。紐西蘭資歷局顧問 Eve McMahon 明確指出： 

資歷的教育路徑明確清楚而且為未來職業申請執照資格條件。(訪談

資料：NZGO3) 

(4) 產業訓練組織過多無法全面有效：紐西蘭法令規章基本上允許任何團體

成為產業訓練組織，但基本條件須為雇主，NQF 實施時曾高達 50 個產

業訓練組織，目前為 22個；紐西蘭後中等教育教學卓越中心主任Dr. Peter 

Coolbear 表示「過多的產業訓練組織造成無法在其產業領域全面有效」

(訪談資料：NZAC2)，有些產業訓練組織非常有效，有些研發之資歷則

無人使用，某些領域則無產業訓練組織。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 Brett 

Wiliams 主任指出「過多的產業訓練組織也造成同行競爭，追求獲得更

多人使用其研發之單位標準，以利獲政府更多補助」(訪談資料：NZES3)。 

(5) 教師不願推行：舊版 NQF 推行之際，教師不願推動，維多利亞大學 Robert 

Strathdee 教授指出「NQF 在中等學校推行之際，大部分教師不願推動，

將之作為調薪酬碼，造成實施障礙」(訪談資料：NZAC1)。 

(6) 高中教育過渡至後中等教育的銜接轉換有待加強：紐西蘭高中教育有些

學生準備進入大學教育，有些則準備進入後中等教育各樣學習路徑，能

力研究國際公司董事長 Liz Bowen-Clewley 表示： 

高中教育通常為聲譽著想，較加強升大學的準備，而且只有約 20%

的高中生得進入大學，忽略其他路徑的學習準備。(訪談資料：

NZA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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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QF 本有邏輯缺失 

(1) 單位標準過於微觀：紐西蘭全國後中等教育教學卓越中心主任 Coolbear

博士表示： 

舊版 NQF 單位標準之能力本位模式界定過於詳盡，造成非常複雜

與非常具有規範性(prescriptive)，後果為資歷由單位標準組成，資

歷不易為一般民眾瞭解；再者單位標準未能配合時代或新科技變遷

而及時改變，或可說訂定之後極少作改變」。(訪談資料：NZAC2) 

單位標準只培育目前職場所需人才，未考量未來變化與新技能，此為單

位標準的侷限。新版 NZQF 重新界定資歷之學習成果在較高層次，也試

圖解決這個問題。單位標準過於詳盡，也是造成教育提供者不願使用的

原因，如果單位標準設計良好，教育提供者應會使用它；過於詳盡，評

量容易，但不見得為學生或雇主最相關或最想要的學習成果。 

(2) 單位標準為低階資歷：紐西蘭單位標準大部分在第 6 級以下，威靈頓科

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表示「紐西蘭單位標準通常為第 1

級至第 4 級，有些會在第 5 級，也可能在第 6 級，超過第 6 級非常少」(訪

談資料：NZVET1)；能力研究國際公司董事長 Liz Bowen-Clewley 也指

出「一般民眾觀感為單位標準為低階資歷」 (訪談資料：NZAC3)，基礎

產業訓練組織經理 Andrew Donohue 表示「同時也造成產業訓練組織邀

請業界加入的阻力」(訪談資料：NZES2)。 

(3) 評量差異不一致性：維多利亞大學教育學院系主任 Strathdee 教授指出：

NQF 級數看似簡單，事實上，背後實施時相當複雜，例如什麼是調節機

制(moderation)，如何知道此產業訓練組織評量方式相同於其他產業訓練

或教育提供者，無法確保評量判準相同一致。在紐西蘭 NQF 納入中等教

育，但學校堅持一定比例的評量採用傳統考試，無法決定測驗的內容，

此為調節議題所在，也是評量一致性問題。(訪談資料：NZA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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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論，公私立專科開設相同資歷，應有相同標準，評量判斷也應一致，

每所學校都應有調節機制，內部調節機制易協調評量結果的一致性，但

外部調節則不一，主因在於各校之間沒有相互協調，調節機制一直為

NQF 的議題，評量一致性一直是挑戰。大學有自己的內部調節機制，但

外部調節也不盡理想。 

(4) 雇主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樣的職場人才：NQF 的設計由雇主決定資歷

為何，但雇主本身也不清楚所需人才為何，維多利亞大學教授 Robert 

Strathdee 表示「事實上雇主不清楚或不知道他們想要何種技能，或想要

的技能無法培育」(訪談資料：NZAC1)。 

3.政府實施機構內部衝突 

(1) 補助制度未與 NQF 政策相配合：NZQA 為資歷品質管理者，但補助單

位為後中等教育委員會(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ion, TEC)；原則上此二

個政府單位應相互配合，但紐西蘭後中等教育教學卓越中心主任 Peter 

Coolbear 與專業工程師學會主任 Brett Williams 均指出「後中等教育委員

會卻仍補助沒有使用單位標準的教育提供者」(訪談資料：NZAC2，

NZES3)，即所謂提供者資歷(local qualifications)，該委員會依據學生註

冊人數補助；提供者資歷不完全是單位標準，但也獲 NZQA 核可。此外，

產業訓練聯盟經理 Shaun Twaddle 表示： 

「紐西蘭政府補助機制鼓勵後中高等教育提供者研發自己的資

歷，本質與 NQF 現有之其他資歷沒有什麼重大差別，導致在某些

領域資歷過度擴增與不符產業需求，造成供需失調現象，也為受訓

者與雇主／業界增加複雜性」。(訪談資料： NZES1) 

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主任 Brett Williams 也指出： 

產業訓練組織依在職訓練課程獲得政府補助，所以偏向在職訓練課

程，教育提供者接受產業訓練組織購買在職訓練課程之額度低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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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獲得政府補助額度，紐西蘭政府補助機制造成產業訓練組織與

教育提供者二者未有良好合作關係」：(訪談資料：NZES3) 

紐西蘭政府補助機制未配合造成實施阻力，也導致為什麼教育提供者研

發自己的資歷，而不願使用產業訓練研發的單位標準，也如同產業訓練

組織所研發的回應業界需求，於是造成業界或雇主對這些同性質的資歷

高達至上百種，不明白彼此差異性何在。 

(2) 宣傳不力：舊版未大力宣傳，民眾不不了解新制度為何，維多利亞大學

教授 Robert Strathdee 表示「舊版 NQF 創辦之際，為紐西蘭教育制度重

大變革，可惜未大力宣傳，造成早期紐西蘭人民不瞭解 NQF」(訪談資料：

NZAC1)，多位受訪者亦指出「單位標準為新的學習成果，不是傳統一般

熟悉的教育制度，瞭解不易」(訪談資料：NZES3，NZAC3，NZGO4，

NZVET2)。 

(二)新版 NZQF 實施阻力：以脈絡張力、NZQF 本有邏輯及政府實施機構內部衝

突等三個面向分述如下。 

1.脈絡張力 

(1) 教育提供者不願成為資歷研發者：新版改革要求條件，可能使教育提供

者不願成為資歷研發者，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Ａlan Cadwallader

表示「紐西蘭教育提供者不願成為資歷研發者，原因有二，一為紐西蘭

政府實施強制評鑑，其次為資歷研發者有責任義務維持獲頒此項資歷之

課程學習成果一致性」(訪談資料：NZVET1)。 

(2) 產業訓練組織與教育提供者二者之間張力仍存在：舊版 NQF 存在產業訓

練組織(ITOs)與教育提供者之間的張力，新版 NZQF 的改革目標之一讓

產業訓練組織與教育提供者共同研訂畢業生學習成果，以減少彼此張

力，此亦為紐西蘭政府未來須辛苦著力的範疇，尤其是某些資歷如觀光、

美容美髪及英語教學有許多提供者的資歷，雙方合作研訂達成共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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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這些領域涉及此類資歷如何界定學習成果，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

務長Ａlan Cadwallader 指出： 

尤其那些技能須實務操作學習，或那些須進行職場學習，如產業訓

練組織要求特定時數學習必須在職場進行，但教育提供者有不同意

見，這些均為未來雙方之間合作面對之張力。(訪談資料：NZVET1) 

2.NZQF 本有邏輯缺失 

(1) 評量議題：新版 NZQF 不再建立在單位標準上，而強調學習成果，學

習成果報告須明載畢業生能做什麼，知道什麼；單位標準仍存在且有

用，為評量方式之一；但紐西蘭後中等教育教學卓越中心主任 Peter 

Coolbear 博士表示「未來廣義之學習成果，尤其高層次之學習成果評量

不易」(訪談資料：NZAC2)，這也是紐西蘭政府在課程核可歷程須檢視

如何安排課程，達到學習成果。界定完善之單位標準或 competency 成

為評量標準，容易據以實行，但廣義之學習成果或以 capability，則不

易評量，此點為 NQF/NZQF 的兩難，評量標準永遠是一個問題，新版

NZQF 分為知識、技能與應用，包含所謂軟實力，如團隊工作與溝通能

力，確實不易評量。但紐西蘭資歷局表示「審核開設課程時會特別檢視

學習成果如何達成及如何評量」(訪談資料：NZGO1，NZGO2) 。換言

之，雖然資歷之學習成果以廣義角度界定，評量結果會要求教育提供者

將課程分成小部分，每一部分敘明學習成果報告，應可據以評量學習。 

(2) 改革資源有限：新版 NZQF 實施資歷評鑑，教育利益相關者及資歷研

發者必須共同合作進行評鑑作業，但評鑑費用由教育提供者支付。

Whitireia 科技理工學院副校長 Lawrence Arps 表示「紐西蘭資歷局只小

額補助，評鑑成本造成新版實施阻力，也造成資歷評鑑作業速度緩慢」

（訪談資料：NZVET2），自 2011 年實施至今，只有 5 個學科領域重

新註冊，預計實施 4 年，至 2014 年結束，為各方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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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助力 

(一)舊版 NQF 實施助力 

1. NZQA 邀業界雇主參與：NQF 目標在於增加雇主參與決策什麼是有價值的

知識，如同其他國家所推動之 NQF(Young & Allais，2009)，提供值得信賴的資

訊。增加雇主參與什麼是有價值的知識的決定，目的在於強調關心教育與訓練制

度所培育的知識之相關性，企圖增加雇主的聲音在產業訓練組織制度最明顯。 

2. 政府補助機制：NZQA 認證程序同意無數新提供者開授被認證的訓練，導致

訓練市場出現新的訓練提供者與傳統教育提供者競爭，訪談之二所科技理工學院

均表示「主要驅動力在於政府補助私立教育提供者」（訪談資料：NZVET1，

NZVET2）。 

(二)新版 NZQF 實施助力:以減少脈絡張力、改善 NZQF 本有邏輯分析如下。 

1.減少脈絡張力 

(1) 執照之專業能力標準結合資歷：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of New Zealand, IPENZ）為例，目前學生在公立技術與

理工學院學習取得紐西蘭工程資歷(New Zealand Diploma of Engineering, 

NZDE) ，申請工程師專案註冊須提出數年工作經驗，再經由產業訓練組織

評量通過後，方能取得工程師立案註冊；新版 NZQF 加強資歷與職場關係，

取得紐西蘭工程資歷後，開始工作後即可申請註冊紐西蘭實務工程資歷(New 

Zealand Dipolam in Engineering Practice, NZDEP)，取得紐西蘭實務工程資

歷，不須經過評量，直接可向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申請，獲得工程師註冊

立案。此外，專業工程師學會 Brett Williams 表示「紐西蘭工程資歷係依據紐

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所訂之能力標準(competence standards)研發資歷之單位

標準」(訪談資料：NZE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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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少產業訓練組織數目：舊版過多產業訓練組織造成不具全國性代表，缺乏

領導性，紐西蘭政府當局實施新版 NZQF 已著手計畫減少產業訓練組織。紐

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主任 Brett Williams 表示： 

例如召集土木工程、電機工程、機械工程等不同產業訓練組織共同合作，

訂定一個全國性工程資歷，紐西蘭經 20 年多來，三種不同資歷，才真正

統一成為一個單一性國家性資歷。(訪談資料：NZES3) 

2.改善 NZQF 本有邏輯 

(1) 實施資歷評鑑：紐西蘭資歷局顧問 Eve McMahon 與後中等教育教學卓越中心

主任 Peter Coolbear 博士均指出「新版 NZQF 希望藉由資歷評鑑，邀請教育

利益相關者共同投入實施，解決意見衝突問題」(訪談資料：NZAC2，

NZGO3)；教育利益相關者包括雇主、產業專業團體及教育提供者，向 NZQA

表達想要什麼樣的資歷，獲其同意研發這些資歷，且符合其利益旨趣，也企

圖解決某些專業團體不願接受 NZQF 資歷作為執照的問題。同時也希望藉由

資歷評鑑，所有提供者資歷將不存在，只有紐西蘭抬頭資歷，以確保資歷品

質。 

(2) 廣義學習成果易於瞭解實行：紐西蘭後中等教育教學卓越中心主任 Peter 

Coolbear 博士表示： 

新版 NZQF 採廣義的學習成果，有助於單位標準重新定義，站在更高更

廣層次要求學習者應具備之能力，即以 capability 為主而不是只有

competency。（訪談資料：NZAC2） 

未來資歷之單位標準更具有宏觀性，而不是過於詳盡或單方面，更易為一般

民眾了解。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表示： 

新版 NZQF 藉由重新定義級數描述語與資歷描述語改善大學與非大學部

門二者之間的關係，因為級數描述語及資歷描述語為二個不部門之共同

語言。(訪談資料：NZV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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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紐西蘭資歷架構成效評估與未來走向 

壹、成效評估 

  紐西蘭自 1991 年創辦推行 NQF 以來，歷經 20 年，至 2010 年重新修訂為

NZQF，新版成效仍有待評估，本節係以舊版 NQF 成效評估為主，政策修正以

結論新版 NZQF 如何調整為紐西蘭未來資歷架構重大走向。紐西蘭資歷局顧問

Eve McMahon 也表示「目前紐西蘭當局已設法改善，新版實施至今尚未看出明

確具體成效，仍須一段時日始能見成效，改革工程不易」(訪談資料：NZGO3)。 

一、紐西蘭 NQF 未達成政策目標 

(一) 事實上非單一架構：舊版 NQF 雖然名為單一架構，但事實上，大學自 NQF

撤離，不使用單位標準，形成另一子架構，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表示「大學幾乎不受到 NQF 的衝擊影響」（訪談資料：NZVET1），

維多利亞大學教授 Robert Strathdee 也指出： 

新版的 NZQF 對大學的影響也僅限於符合級數描述語與資歷描述語的規

範，其他則對大學無多大改變。（訪談資料：NZAC1） 

(二) 雇主沒有信心不了解資歷：紐西蘭推行 NQF20 年來，造成資歷過度激增，

單位標準瑣碎，不易為學習者、雇主及其他教育利益相關者了解。能力研究

國際公司董事長 Liz Bowen-Clewley 表示： 

許多教育提供者對單位標準失望而且不使用單位標準，對許多紐西蘭民

眾而言仍不了解單位標準（即使單位標準內涵不斷改變）。(訪談資料：

NZAC3) 

舊版 NQF 過於強調單位標準，造成許多實施機構失去焦點，不明白資歷架

構的目的，也不清楚希望什麼樣的資歷。紐西蘭資歷局也表示「學習者或雇

主不明白這種制度」(訪談資料：NZGO1，NZGO2)。 

(三) 大部分的職場沒有要求更高的職場技能，也造成部分研發的資歷無人使用：

有些業界要求更高的職能，維多利亞大學教授 Robert Strathdee 指出「但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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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部分無要求更高技能」(訪談資料：NZAC1)。 

二、紐西蘭 NQF 仍為有效工具 

(一) 對高中教育與職業教育部門造成衝擊：紐西蘭 NQF 逐漸改變公私立專科學

校及高中教育評量標準，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及維

多利亞大學 Robert Strathdee 教授認為「NQF對紐西蘭公私立專科學校造成衝

擊」(訪談資料：NZVET1，NZAC1)。維多利亞大學教授 Robert Strathdee 表

示「紐西蘭 NQF 創設目的之一即為改善轉型學校教育，學校已逐漸改變評

量標準，採用成就標準評量」（訪談資料：NZAC1）。 

(二) 增加不同教育部門的學習流動轉換與先前學習的認可：維多利亞大學教育學

院系主任 Robert Strathdee 教授表示： 

紐西蘭舊版 NQF 確實增進不同部門之間流動，但大部分仍留在相同部

門，如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學生大部分仍在相同性質職業教育學院間流

動，不認為 NQF 的設置更易促進不同部門之間流動，大部分學生也不會

採如此的學習路徑。但整體而言，NQF 的設置提供許多潛在機會，只是

許多尚未實現，但沒有 NQF 則不可能實現，同時也創造先前學習承認或

認可較往昔有更好的依據，在大學進行許多先前學習認可，認可來自其

他大學轉學的先前學習，但大學基本上不認可工作經驗。（訪談資料：

NZAC1） 

舊版 NQF 提供工作經驗評量的機會，視為一種先前學習的認可，紐西蘭產

業訓練組織進行工作經驗評量，再換算成學分，累計成一項資歷，工作經驗

評量依據單位標準。 

(三) 促進教育訓練的擴增：紐西蘭舊版 NQF 的實施成效不易評量，但架構的設

置有利私立教育提供者的擴增，受訪之 2 位科技理工學院代表認為「正面衝

擊而言，增加許多人進入高等教育」(訪談資料：NZVET2，NZVET1)，但也

維多利亞大學教授 Robert Strathdee 也指出「同時帶來資歷的膨脹」(訪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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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NZAC1)。 

貳、未來走向 

  紐西蘭舊版的 NQF 可說是單位標準的架構，而新版的 NZQF 則為資歷的架

構，重視整體學習成果；能力研究國際公司董事長 Liz Bowen-Clewley 認為： 

舊版 NQF 強調什麼是單位標準，新版 NZQF 重點在什麼是資歷；舊版 NQF

好比學習積木，但新版重視資歷全面視景。（訪談資料：NZAC3） 

  紐西蘭自舊版 NQF 的錯誤學習，NZQA 對新版 NZQF 的願景為減少資歷的

數目，新資歷的課程設計規則必須符合證明能培育資歷應具有之知識、技能與二

者之應用。目前為紐西蘭後中等教育委員會(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首席

顧問 Graeme Cahalane 以其個人為早期 NQF 政策規劃小組成員，經歷舊版 NQF

的規劃、創辦與初期的實施，表達個人觀點： 

紐西蘭推動 NQF 逾 20 年，一段很長的歷史，好比鐘擺效應(Pendulum swing)

逆勢而變，由早期單位標準的資歷，改回具有宏觀的資歷」。(訪談資料：

NZGO4) 

NZQA 藉由 2008-2009 年進行資歷標的評鑑，收集各方教育利益相關者回饋意

見，作為新版 NZQF 改革方向。以脈絡張力、資歷架構本身結構等面向來分析

如下。 

一、減少脈絡張力 

(一) 減少教育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張力：舊版 NQF 存在產業訓練組織(ITOs)與教

育提供者之間的張力，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表示「新

版NZQF的改革目標之一讓產業訓練組織與教育提供者共同研訂畢業生學習

成果，以減少彼此張力，此亦為紐西蘭政府未來須辛苦著力的範疇」(訪談資

料：NZVET1)。 

(二) 國際比較性：受訪之 NZQA 官員、學者專家、教育利益相關者表示新版 NZQF

也致力紐西蘭資歷在國際上具有可比較性，可與其他國家競爭，為紐西蘭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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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目標。如 NZQA 受訪官員表示「NZQF 提升資歷的信心與增加紐西蘭資歷

在國際可比較性」(訪談資料：NZGO1，NZGO2)。 

(三) 增加雇主的信心：舊版 NQF 推行 20 年，發現沒有增加雇主的信心，新版

NZQF 努力改善，俾利雇主明白了解資歷的學習成果代表什麼意涵，威靈頓

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指出「但提升雇主信心，不是一夕可

改變，只有藉由不斷演變改善」(訪談資料：NZVET1)。NZQA 政府官員也表

示 NZQF 致力提升對資歷信心「加強產業參與資歷的研發」(訪談資料，

NZGO1，NZGO2)。 

(四) 專業註冊團體應成為資歷研發單位：鑒於紐西蘭有些專業註冊立案團體拒絕

接受 NQF 的資歷，未來加強合作關係，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主任 Brett 

Williams 認為： 

未來新版 NZQF 須將資歷研發單位與專業註冊團體視為合作夥伴關係，

而不是敵對競爭關係，共同研訂資歷學習成果(訪談資料：NZES3)。 

二、改善資歷架構本身結構 

(一) 宏觀整體角度訂定資歷學習成果意涵：新版 NZQF 強調最終學習成果，

NZQA 品質保證顧問 Eve McMahon 表示：「新版 NZQF 關注學習者將學到

什麼，但不擔心如何與何處學，對學習者而言達到相同學習成果的教育路徑

有多種，無論教育提供者為大學或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須符合相同學習成

果」。(訪談資料：NZGO3) 

(二) 實施強制定期循環評鑑：舊版 NQF 只有依命令指示對教育提供者進行評

鑑，新版 NZQF 未來實施強制性評鑑，所有資歷至少每 5 年必須再評鑑，

資歷研發者也必須定期評鑑，許多資歷研發者為產業本身，即產業訓練組織

(ITOs)；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表示「大學在第 7 級

以上，所以未受到任何衝擊影響」(訪談資料：NZVET1)。2008 年至 2009

年 NZQA 實施標的評鑑資歷制度，焦點在 1 至 6 級的證書與文憑，評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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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為找出更好方式確保資歷符合現在及未來學習者、業界及其教育利益相關

者的需求，提升教育與訓練供應之相關性與時效性，改善新技能的獲得及強

調經濟上技術不足。標的評鑑發現學習者很難瞭解資歷制度，雇主對未來員

工是否具有技能與知識沒有信心。標的評鑑建議 7 項改革，加強及統一紐西

蘭資歷制度：(1)建置 NZQF，取代舊版 NQF 與紐西蘭品質保證資歷註冊系

統，同時研發紐西蘭資歷取代第 1 級至第 6 級的國家資歷與提供者資歷，評

鑑目標旨在減少 NZQF 的資歷數目；(2)要求現存品質保證資歷的使用及改

革紐西蘭資歷的規定，允許更多地方成份融入；(3)要求強迫定期評鑑資歷，

決定是否符合目的；(4)加強及標準化資歷成果報告要求；(5)推行強制資歷

研發者發展前置評鑑階段；(6)加強產業投入資歷研發；(7)資歷是否被使用

或沒有使用或已註銷須提供明確資訊(http://www.nzqa.govt.nz/)。 

NZQA 實施定期評鑑，目的希望現資歷符合學習者、社會及經濟需求，1 至

6 級資歷第一回合的評鑑重點在於減少資歷的複製及過度生產，確保資歷制

度易於瞭解，評鑑需花 3 至 4 年時間完成，訂於 2011 至 2014 年間實施，評

鑑時確保所有資歷符合 NZQF 最新規定。所有資歷基本上每 5 年至少評鑑乙

次，以確保仍符合目的，各部門的資歷快速變遷，如資訊科技或數位媒體，

須評鑑更頻繁。NZQA 角色負責監督評鑑歷程及成果，並支援資歷提供者瞭

解及符合 NZQF1 至 6 級資歷的要求(http://www.nzqa.govt.nz/)。 

紐西蘭教育部、NZQA、高等教育委員會及勞工部與產業訓練聯盟（ the 

Industry Training Federation）、紐西蘭商界及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 Business 

New Zealand and the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nd Polytechnics New Zealand)、

紐西蘭工會( the New Zealand Council of Trade Unions)、私立專科學校部門

( the Private Training Establishment sector )及毛利高等教育提供者( Te Tauihu 

o Nga Wananga)共同合作進行資歷評鑑制度。紐西蘭政府計畫至 2014 年全部

評鑑結束，屆時將評量是否達成預期目標。 

http://www.nzqa.govt.nz/
http://www.nzqa.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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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善資歷資訊透明性：新版 NZQF 另一個努力方向為改善資歷的資訊，為

學習者、雇主及教育利益相關者更明確完整的資訊，NZQF 成為主要資訊入

口，能了解及找到所要的資歷及其代表什麼意涵。紐西蘭資歷局顧問 Eve 

McMahon 表示「新版的 NZQF 清楚明告訴學習者與雇主紐西蘭資歷的目的

為何，畢業者能做什麼及知道什麼」(訪談資料:NZGO3)。 

整體而言，改變目的為簡化資歷制度，NZQF 的建置為所有資歷的單一架構，

更易明瞭資歷資訊，NZQF 註冊的資歷將防止資歷的過度激增。紐西蘭鑑於

過多的資歷，造成學習者與雇主不了解資歷，改革朝向減少資歷的數目，俾

利所有教育利益者更明白什麼是資歷及畢業生能做什麼及知道什麼。 

(四) 各種學習路徑評量一致性的保證：紐西蘭 2011 年提出調節制度（Moderation）

促進 NZQF 所有資歷學習成果一致性(NZQA, 2011a)。在紐西蘭調節乙詞描

述品質管理歷程，以確保有齊一詮釋及應用評量判準，以確保評量判斷在單

位標準評量及課程成果二者一致性，須注意 NQF 註冊之標準調節作法資訊

多於資歷及課程成果之資訊，因為標準為國家層級要求，但資歷與課程由課

程擁有者及機構品質管理歷程決定，調節要求明載在評量與調節行動方案

內，必須敘明在 NQF 標準註冊內。NZQA 研討如何讓畢業生檔案／學習成

果具有一致性，提出二種概念： 

1. 基礎概念（foundation concept）：將整合畢業生學習成果檔案、評量

設計、品質保證相關人員的訓練（設計者、評量者及調節者）、畢業生

學習成果一致性的決定等，將有助於促進各不同學習路徑的學習成果一

致性。如圖 4-3 基礎概念所顯示，事前準備工作，根基完善，則事後評

鑑條件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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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研發:        品質保證:          評量一致性: 

資歷標準與設計  課程提供者內部品質 學習成果證明 

者，評量設計者，保證制度 

評量者，一致性 

評鑑者，表現評 外部評鑑 

鑑持續專業發展 

 

 

圖 4-3 基礎概念 

資料來源: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NZQA )(2011a). Ensuring 

Consistency of Qualification Outcomes-Discussion Paper(p.15).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2, from 

http://www.nzqa.govt.nz/assets/Studying-in-NZ/New-Zealand-Qualification-Framewo

rk/consistency-qual-outcomes.pdf 

2. 三角剖析概念（triangulation concept）：焦點在於課程提供者品質保證

情形、各學科領域評量能力、調節/一致性的要求，此三者彼此相關；如

果提供者之品質保證高及評量能力也高，則調節要求較少；反之前二者

如果不良，調節要求相對升高如圖 4-5 三角剖析概念（NZQA,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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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三角剖析概念 

資料來源: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NZQA )(2011a). Ensuring 

Consistency of Qualification Outcomes-Discussion Paper(p.15).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2, from 

http://www.nzqa.govt.nz/assets/Studying-in-NZ/New-Zealand-Qualification-Framewo

rk/consistency-qual-outcomes.pdf 

評量一致性涉及學習成果之可比較性，評量歷程如果依據相同成果標準，在

不同脈絡，應考量傳達一致性的學習成果，作出比可較性的評量決定；不同法律

管轄權有不同名稱，紐西蘭稱此種評量達成一致性可比較的程序為「調節

（moderation）」，NZQA 官網稱此為確保一個教育提供者的評量活動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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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一致於要求標準，雖然有不同的評量者或不同評量組織。達成一致的重

要性在於對評量程序有信心，任何評量制度要求正式保證歷程，以驗證評量判準

為可信且可辯護的，教育利益相關者對課程擁有者之評量具有信心。可惜地，至

今仍幾無國際文獻探討達成評量者一致性結果的研究(NZQA, 2011a)，只好借由

評量在探討＂調節／一致＂分析。最早評量標準發展階段，相信明確與詳細的標

準規定可自動導致評量判準一致性，Bowen-Clewley 與 Strachan(1997)年指出紐

西蘭首先訂定學習成果詳細判準，但並未導致標準一致的詮釋，也發現專業教育

者與標準研發者為標準詮釋協定的關鍵者，另 Greatorex & Shannon(2003)也探討

如何標準化英國國家職業資歷(NVQ)評量者的判準，評量者認為採行標準化，藉

以確保所有評量者遵守相關評量程序，且這些標準化確保評量者作出可信賴的判

準。 

  執行標準化作業，評量者發現他們的判斷不必然永遠一致，質疑標準化的信

念，標準化的限制缺失引起討論；如果評量者判斷相似，則 NVQ 的制度則更公

平，可是不必然確保一致評量的決定。許多研究者焦點放在評量者心智模式，來

解釋不一致的評量現象，Argyris 與 Schön (1997)的研究指出雙圈學習概念（the 

concept of double loop learning），Wolf(1995)依此概念研究評量機制及探討不同

心智模式，研究發現評量者自己的概念與詮釋在評量時占重要成份，已內化之整

體概念詮釋如何評量學習的表現，如何提升評量者間一致性，Wolf 建議利用網

絡及典範，可達到相當高的標準化水準(轉引自 NZQA, 2011a)。Johnson2008 年

研究建議評量者如何評量學習者的表現可增進評量制度更透明，促進評量其公平

性，評量者會因不同脈絡因素而作出判準；對評量機構而言，面對許多評量者來

自不同經驗背景，是一大挑戰(轉引自 NZQA, 2011a)。Sadler1996 年研究指出不

僅在終端的調節，評量品質依三項重因素成形：1.明確的標準；2.受過訓練且有

經驗的評量者；3.優質典範。評量者的訓練占關鍵成份，必須知道學習者應具備

之知識與技能為何(轉引自 NZQA, 2011a)。但評量有技術能力成份與整體能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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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後者通常不易評量，紐西蘭目前制度為分項之技術性能力成份加總即為評量

成績，為達學習成果評量一致性，涉及評量設計者、評量者、調節者，即評量什

麼、證據為何、如何決定評量結果。評量者雖然有自己內化的心智模式，會受到

典範與同儕影響，而不是標準化評量作業；其意涵瞭解標準化評量不代表評量結

果會一致，學習者與場景不同，評量者必須能利用評量機制調適不同學習者與脈

絡。紐西蘭調節機制旨在確保評量判準齊一的詮釋與應用，保證評量判斷無論單

位標準或課程均達一致性。目前紐西蘭許多高等教育提供者所提供之課程使用下

列程序以確保資歷成果的一致性：使用共同評量任務、使用主要計畫方案、評量

小組委員會、評量者標準化會議、小組評量學習者範例、同儕評量範例、跨校考

察評量、聘用跨校監督者、科技評量表（轉換質化判斷為量化表）及職業證照／

專業註冊肯定資歷成果的品質。 

    NZQF 目的在促進高品質教育路徑，藉由協助學習者計畫及改變生涯促進終

身學習；所有受訪者均對新版 NZQF 抱以期待，支持新架構的方向，且認為是

正確方向，新版實施成效仍有待時間驗證。NZQA 預計於 2015 進行新版 NZQF

改革實施成效評估，NQZF 未來持續發展為提升資歷研發、品質保證管控及評量

一致性，即等同於促進各種不同學習路徑的一致性，達成推動終身學習的目的。 

 

 

第四節 紐西蘭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本節闡述紐西蘭國家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並分析訪談資料提

出對我國建置 NQF 推行終身學習的建議。 

壹、紐西蘭國家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 

  紐西蘭早期創辦 NQF 的目標之一即為終身學習，NQF 藉由使用單位標準鼓

勵資歷的可攜性，不須重覆學習，單一架構可加強終身學習，促進學習進路，紐

西蘭資歷局顧問 Eve McMahon 表示「NQF 或 NZQF 讓學習者清楚明白學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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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為國家資歷架構真正優勢所在」(訪談資料：NZGO3)。 

終身學習需求的衝擊驅動教育制度改革，紐西蘭中等教育培育中學生終身學

習的環境，養成終身學習積極態度，基本技能如語文閱讀與數學能力相當重要，

完成中等教育後仍能繼續參與學習；紐西蘭技能短缺也改變學習本質，意謂在職

訓練需求增加，而不是只有失業者，如紐西蘭近年不斷提升高等教育註冊人數；

傳統教育方法必須轉型為新教育方式，如短期課程、繼續教育與更彈性的授課方

式。更積極的教育提供者已建置外包課程，與社區合作(建立學習網絡)，改進學

習路徑；如先修班或大學預科已促使更多年輕人得以進入高等教育(OECD, 

2004)。 

    產業訓練組織的訓練課程需求日增，促進教育提供者能彈性符合業界需求，

傳統在校園較長之學習時間已無法滿足終身學習所有需求，學習者可只對有興趣

之特定課程或單位標準，而不是全部的資歷；例如紐西蘭釣魚公司要求培訓船

員，但只有幾天上岸，教育提供者必須能設計符合其需求天數之課程(OECD, 

2004)。紐西蘭公立教育提供者提供短期課程，受到私立教育提供者影響，如奧

克蘭科技大學與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或其他提供者合作開設短期課程。 

  紐西蘭也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更強調各年齡層工作者之終身學習，可維持及

增加工作技能與生產力。紐西蘭教育行銷市場與訓練模式需改變以符合年長學習

者之需求，成人學生通常結合工作、學習與家庭，非正規之成人與社區教育為終

身學習重要方式之一。紐西蘭每年約逾 25 萬名在正規高等教育之外學習(OECD, 

2004)，包括第三齡大學（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高齡者網站（SeniorNet）

或在學校之社區學習等，但近年來在成人與社區教育學習人數逐年下降，至 2011

年 5 萬 1,760 人學習（Education Counts, 2012c）。 

  在紐西蘭沒有使用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乙詞(OECD, 2004)，或很少使用非正

規或非正式學習乙詞，紐西蘭通常使用成人學習或成人教育取代非正規或非正式

學習，維多利亞大學教授 Robert Strathdee 指出「所有列在紐西蘭資歷架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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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視為正規學習」(訪談資料：NZAC1)。但存在先前學習的認可，紐西蘭 NQF

重要原則為知識、技能與應用在正規教育之外獲得者將被認可，換言之，先前學

習的認可，不再是特殊案例，所有評量可自先前學習的認可實務研發獲益，所有

紐西蘭 NQF 評量可彈性進行先前學習認可，雖然大學也有先前學習評量作業，

但極少使用。 

先前學習認可的評量在於蒐集學習者知道什麼，瞭解什麼及能夠做什麼的證據或

證明，並依據單位標準或成就標準來判斷。NQF 的評量是有關於達成標準而不

是一套任務表現，所以證據或證明可來自許多資源，端賴標準的要求，評量者的

情境及學習者的情況。有些證據來自正式測驗與任務工作。有些證據來自持續工

作或學習活動，有些證據來自於正規學習之外或工作環境。Whitireia 科技理工學

院副校長 Lawrence Arps 指出「有些學習者依據先前表現被評量，例如使用先前

工作表現作為證據」(訪談資料：NZVET2)，有些人因沒有完成一項課程而經由

現場評量；大部分人結合這兩者，拿出證據且加上進一步評量，有些學習者須進

階學習加上評量，才能完成一項資歷。 

NQF 評量者依單位標準判斷所有證據，無視於來自何處。據此，紐西蘭整體評

量機制擁抱認可先前學習的精神與實務(OECD, 2004)，紐西蘭 Whitireia 科技理

工學院副校長 Lawrence Arps 表示「NQF 單位標準的設計有助於促進終身學習，

學習的可轉換性促使成人學習者可以自不同的雇主或自不同城市攜帶可轉換的

學習而累積獲得一項資歷」(訪談資料：NZVET2)。NZQA 並未要求任何特別註

冊或認證先前學習的認可評量，相同組織或評量者可以評量學習課程或職場者，

也可以評量先前學習。NZQA 監督標準註冊與成就標準，並藉由認證、稽核及調

節來管控。已認證組織安排真實評量，以符合自己的情境與他們的學習者。 

    綜上，紐西蘭 NQF 的先前學習認可、彈性評量實務、新學習路徑及維持單

位標準的貨幣為促進終身學習的重大因素；單位標準定期評鑑，不符合社會經濟

改變需求，則將淘汰，可合理假設 NQF 符合業界需求（OECD, 2004）。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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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快速成立許多私立專科學校，增加學習路徑與入學機會，彈性評量認可先前學

習，如評量職場所具有之職能，學分累積而換取一張資歷（證書或文憑），在職

者不需投資長時間於訓練課程，依學分累積方式，逐步取得資歷。紐西蘭推動

NQF 促進終身學習關鍵因素在於紐西蘭政府挹注經費補助高等教育提供者及學

習者，為重大誘因；不同學習路徑的發展有助於模糊傳統學術與 VET 的區分。

藉由教育與訓練的參與程度、不同學習路徑彼此關聯性、資歷與報酬、資歷與工

作等面向來檢視紐西蘭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分述如下。 

一、 資歷與教育參與：就擴大入學機會而言，紐西蘭 NQF 當初教改方向即

後義務教育制度以市場導向，已明顯增加後中等教育的參與，主要擴大來自

私立訓練機構，利用政府推行 NQF 的補助機制。越來越多紐西蘭人獲得更

高級數的資歷，在 2011 年持有後中等教育資歷人口增到 52%(如圖 4-5)，沒

有任何資歷人口也減少，2011 年沒有資歷之人口為 24%(如圖 4-6)，持有學

士或更高之資歷者人數持續增加，15 歲以上持有學士或更高資歷者為

17%(如圖 4-7))(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2)。 

 

圖 4-5 紐西蘭 15 歲以上高等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Education Counts(2010a). Retention and 

Achievement-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the Population. Retrieved April 23, 2013, 

from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statistics/tertiary_education/retention_and_achie

vement、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 2012). Profile & Trends, NEW 

ZEALAND’S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 2011. Retrieved December 1, 2012, 

from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__data/assets/pdf_file/0015/114621/p-and-t-2011

-stage-1-final.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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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紐西蘭 15 歲以上沒有任何資歷百分比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Education Counts(2010a). Retention and 

Achievement-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the Population. Retrieved April 23, 2013, 

from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statistics/tertiary_education/retention_and_a

chievement、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2). Profile & Trends, NEW 

ZEALAND’S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 2011. Retrieved December 1, 

2012, from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__data/assets/pdf_file/0015/114621/p-and-t-

2011-stage-1-final.pdf 。  

 

圖4-7 紐西蘭15歲以上人口學士或以上教育程度百分比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Education Counts(2010a). Retention and 

Achievement-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the Population. Retrieved April 23, 2013, 

from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statistics/tertiary_education/retention_and_a

chievement、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2012). Profile & Trends, NEW 

ZEALAND’S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 2011. Retrieved December 1, 

2012, from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__data/assets/pdf_file/0015/114621/p-and-t-

2011-stage-1-final.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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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歷與學習路徑：學分認可與轉換為終身學習重要機制，紐西蘭訂定的

後中等教育策略（Tertiary Education Strategy）目標之一即為建立資歷制度的

一致性與可信度，包括學分認可與轉換（OECD, 2004），其實施原則由各品

質保證單位負責，NZQF 的共同貨幣如級數制度、學習成果等提供學分認可

與轉換的依據。2002 年訂定的學分認可與轉換的政策（Supporting Learning 

Pathways: Credit Recognition and Transfer Policy）(NZQA, 2002)，可應用至所

有教育與訓練部門，其原則包括資歷、科目及課程等應用推廣學分轉換與認

可；焦點在於有利學習者及支持有效的學習路徑；學分認可與轉換須透明

化；可在不同學習文化與國界進行學分認可與轉換；學分授予可基於先前學

習的認可或認可相等於其他形式學習的評量。實施註冊系統後，有利於學習

者比較品質保證的資歷與學習成果，有助於促進學分的可攜性與比較性。未

來須加強紐西蘭資歷在國際上的可比較性。現行跨塔斯曼海相互認可協定

（Trans-Tasman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提供紐澳自動認可大部分

專業職業，及部長宣言 VET 資歷的等同性 (OECD, 2004)。新版 NZQF 立法

實施資歷的認證，每一項資歷須有明確的學習路徑與工作路徑安排。 

依紐西蘭學校轉換至後中等教育的統計數據顯示，沒有任何資歷或沒有任何

正規資歷者主要申請進入後中等教育第 1 級至第 3 級證書就讀(分別為 41%

與 49%)，持有高中 1 級資歷或 2 級資歷申請進入後中等教育第 4 級證書就

讀(分別為 28%與 31%)，持有高中 3 級資歷或以上者有 79%申請後中等教育

第 7 級學士及以上資歷就讀（如圖 4-8），顯示紐西蘭後中等教育藉由 NQF，

學習者可持先前各種不同學習資歷申請進入不同級數之後中等教育繼續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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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2011 年紐西蘭學生持不同資歷申請進入後中等教育比例 

資料來源：Education Counts(2012b).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Tertiary 

Education. Retrieved March 23, 2013, from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statistics/tertiary_education/transition-from-

school-to-tertiary 

紐西蘭資歷架構鼓勵終身學習，依教育統計數據(如圖 4-9)顯示，紐西蘭不

同資歷的學生，如第 1 級至第 3 級證書的學生，在 2004 至 2011 年 8 年內進

階學習的比例最高為 38%。 

 

圖 4-9 2004-2011 年紐西蘭學生 8 年內進階學習比例 

資料來源：Education Counts(2012a). Progression to Further Study. Retrieved 

March 23, 2013, from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statistics/tertiary_education/participation 

三、 資歷與報酬：2011 年 25 至 64 歲人口持有高中畢業證書以下者失業率

6.5%，低於 OECD 平均值(12.6%)，持有高中與非大學教育的後中等教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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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者失業率為 4.4%，低於 OECD 平均值（7.3%），持有大學教育資歷者失

業率為 3.6%，低於 OECD 平均值（4.8%） (OECD, 2013)。另依據紐西蘭教

育與就業關係之統計數據顯示，沒有資歷者其全時就業為 37.6%，持有高中

資歷者為 47.9%，後中等教育第 1 級至第 6 級資歷者為 61.2%，學士及第 7

級資歷者為 67.3%，碩士為 69.4%及博士 74.9%；表示資歷越高者，其獲全

時就業比例越高（如圖 4-10）。同樣地，資歷越高者，其平均年薪也越高（如

圖 4-11）。 

 

圖 4-10  2006 年紐西蘭資歷與全時就業百分比 
資料來源：Education Counts(2009). Employment. Retrieved March 23, 2013, from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statistics/tertiary_education/life_after_stud

y 

 

圖4-11 2006年紐西蘭不同資歷之平均年薪 

資料來源：Education Counts(2009). Income. Retrieved March 23, 2013, from 

http://www.educationcounts.govt.nz/statistics/tertiary_education/life_after_stud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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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歷與工作：終身學習概念一直受到紐西蘭重視，因為藉由發展人力資

本，促進經濟成長，進而轉型紐西蘭為知識社會。有關資歷與經濟成長關係，

自 2000 至 2010 年紐西蘭大學、技專校院及碩博士平均勞力收入 10 年來平

均成長 1.48%，GDP 成長 2.63%，高於 OECD 國家平均值分別為 0.79%與

1.50%(如圖 4-12)。但 25-64 歲持有學士或以上資歷的人口其 2008 年生產力

則為 OECD 國家倒數第 3 名(Education Counts, 2010b)。 

 

圖 4-12 2000-2010 年紐西蘭與 OECD 不同資歷勞力收入成長與 GDP 成長 

資料來源：OECD(2012). Education at a Glance2012: OECD Indicators. Retrieved 

October 13, 2012(Table A10.1), from 

http://www.oecd.org/edu/educationataglance2012oecdindicators-chapteratheoutputofe

ducationalinstitutionsandtheimpactoflearning-indicators.htm 

Razzak and Timmins (2010) 研究教育資歷提升人力資本與技能程度發現，就

業人口持有學士及以上資歷比例增加，同時與個人薪資所得密切相關，整體

而言，擴增高等教育有助於經濟的發展。其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增加 10%的學

位資歷的就業人口，可增加 0.5%至 1.0%國民平均所得(Education Counts, 

2010b)。 

貳、紐西蘭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啟示 

一、 單一架構具有貨幣價值：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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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單一資歷架構是一種貨幣，提供終身學習，其關鍵在級數，級

數及級數描述語提供紐西蘭民眾繼續學習的方針。(訪談資料：NZVET1) 

大部分強調自一個級數進階至另一個更高級數，紐西蘭資歷架構真正在價值

在於支援終身學習及提升紐西蘭人民的職場能力，藉由級數與級數描述語的

設計來達成此目標，提供紐西蘭人民獲得不同級數之資歷的機會，紐西蘭資

歷架構的真正價值在於與終身學習相關。 

二、 彈性學習政策未變，但新版 NZQF 更強調在社會與經濟上更優的表現：

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表示「舊版 NQF 強調彈性學

習路徑，現在改變強調產業需符合業界需求」(訪談資料：NZVET1)，過去

環境非常重視彈性學習路徑，導致衍生許多單位標準，學習者可以選擇一個

單位標準與課程，最後累積至獲得一項資歷。彈性學習政策仍未改變，在義

務中等教育仍存在許多成就標準。一項資歷由許多單位標準組成，新版

NZQF 明顯改變，自彈性學習與終身學習走向強調「資歷」，畢業能符合雇

主的需求與關注，更高層級數的畢業生在社會與經濟上能表現更優。威靈頓

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續指出： 

新版 NZQF 較少強調終身學習，原因之一為紐西蘭政府不再無限制的

補助教育提供者；新政策實施 7 年補助權益，一旦用盡政府補助 7 年

補助權益，將無法再獲得任何補助，結果導致不致強調終身學習。目

前更強調資歷的學習成果，能對人力市場與社區有所貢獻。（訪談資

料：NZVET1） 

但紐西蘭資歷局表示「紐西蘭長期以來致力推動終身學習」(訪談資料，

NZGO1，NZGO2)。二者觀點不同，差異點在於教育提供者認可補助經費年

限角度評論，但 ZQA 則以 NZQF 結構提供終身學習的路徑，爰有不同觀點。 

三、 藉由級數描述語共同語言促進學術與職業教育二者之間的平等尊嚴：新

版 NZQF 藉由重新定義級數描述語與資歷描述語改善大學與非大學部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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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的關係，因為級數描述語及資歷描述語為二個不部門之共同語言。按

NZQF 理論，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與大學所獲頒之第 7 級學士資歷理論上應

沒有差別，但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宣稱其學位更具應用性，大學通常被視為

研究性質，即使公立技術與理工學院之研究活動也偏向應用型，但威靈頓科

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認為「無論舊版 NQF 或新版 NZQF 對

應用與學術研究二者之間不同觀點仍存在，對大學沒有任何衝擊改變」(訪

談資料：NZVET1)。但奧克蘭科技大學(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則表示「紐西蘭大學已開始接受 NZQA 的單位標準作為大學入學判準之一，

同時採成就標準的高中畢業證書更高度受到認同」(訪談資料：NZU1)。 

四、 認可先前學習，減少重覆學習：紐西蘭政府設置 NQF 或 NZQF 目標即

為滿足學習者需求，基本原則為描繪教育路徑，俾利學生在不同部門之間轉

換，可藉由職場經驗換取資歷，就學習週期而言，資歷的可轉換性減少重覆，

也提升紐西蘭政府資源的效率使用。依紐西蘭 NQF 或 NZQF 設計模式，提

供可轉換的學分，例如完成第 6 級文憑，可獲相同學科領域承認部分學分

數，為先前學習認可轉換學分的依據。但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指出「紐西蘭政府教育法交由各教育提供者訂定先前學習認可

的標準，而且紐西蘭政府政策鼓勵 20 歲以上青年須同意其申請高等教育入

學」(訪談資料：NZVET1)。資歷的可轉換性不僅限於垂直級數由第 1 級至

第 10 級，亦含水平横向轉換，如相同級數但跨領域或跨學科之轉換，亦可

藉由非正式或非正規的學習獲得認可或承認部分學分，紐西蘭民眾可提出其

學習檔案(portfolio)申請評量。威靈頓科技理工學院學務長 Alan Cadwallader

認為： 

紐西蘭藉由架構設計具有可轉換的學分價值，作為先前學習認可的依

據，終身學習意涵上減少重覆學習，不會浪費時間，NQF 或 NZQF 為

效率學習進程有用的架構。（訪談資料：NZV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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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紐西蘭資歷架構只有正常運作功能下才能發揮終身學習的價值：紐西蘭

NQF 或 NZQF 加強各種學習路徑的關係，只有發揮運作時，才能提升更高

技能的水準。紐西蘭高等教育教學卓越中心主任 Peter Coolbear 博士表示： 

例如高中教育如何順利銜接至高等教育或進入職業，如果中等教育只

為培育進入大學教育，則無法促進各種學習路徑，中等教育必須提供

更多職業路徑的學習準備，紐西蘭資歷架構的終身學習巨大優勢才能

突顯。(訪談資料：NZAC2) 

奧克蘭科技大學也表示「先前學習的認可或學術與職業教育的平等尊嚴，或

促進終身學習，不是 NQF/NZQF 自己的結果，而是需要週遭大脈絡環境，

所有教育利益相關者共同投入」(訪談資料：NZU1)，但也如維多利亞大學

Strathdee 教授所言「至少 NQF 促進終身學習的推動」(訪談資料：NZAC1)。 

參、受訪者對我國建置 NQF 推動終身學習的建議 

    以下就決策階段、設計原則與實施等層面提出對我國的建議。 

一、 決策階段 

(一) 清楚明白NQF設置的目的，勿過度承諾：研發NQF前，必須非常清楚為什

麼想要研發設置，希望未來什麼樣的終身學習制度，非常明白追求的目的為

何，想要達成什麼目標，紐西蘭早期政策推動小組官員Graeme Cahalane與

Whitireia科技理工學院副校長Lawrence Arps均表示「目的會影響如何設計

NQF」 (訪談資料：NZGO4，NZVET2)。NQF的設置應反應國內終身學習文

化生態，而不是藉由NQF一夕轉型教育制度或驅動改革，維多利亞大學教授

Robert Strathdee表示「勿過度承諾」(訪談資料：NZAC1)。NQF基本上有助

於促進變革，但若終身學習的生態不佳，則NQF的成效或功能亦不佳，NQF

永遠處在所面對的教育文化社經背景脈絡下的另一套企圖促進改革的機制

之一。 

(二) NQF只是工具：NZQA品質保證顧問Eve McMahon表示「NQF只是一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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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資料：NZGO3），方便我們決定學習者應達到什麼的學習成果及決定

先前學習的認可依據，NQF只是訂定一套規則，管理學習路徑，促進終身學

習。 

(三)  NQF決策宜採溝通型而非規範性：所有紐西蘭受訪者不接受英國教授David 

Raffe評論紐西蘭NQF為由上而下的決策，反而認為學者依自己知識理論判

斷；基本上，維多利亞大學教授Robert Strathdee及紐西蘭資歷局顧問Eve 

McMahon認為紐西蘭NQF屬於民主溝通型，建議未來不宜規範過嚴，宜採賦

能或溝通模式；NQF只是提供一個各教育利益相關者溝通的機會。 

(四) 整合各部會資源效率學習：維多利亞大學教授Robert Strathdee指出「紐西蘭

雖已引進20年，成效亦未顯著；產學合作問題或學非所用問題，一直為紐西

蘭教育制度面對的困境」（訪談資料：NZAC1），但紐西蘭資歷局(NZQA)與

產業訓練聯盟評估NQF整體成效，確實有助於改善高等教育與職場之間關係

(ITF，2010)，紐西蘭20年前改革傳統教育與訓練制度，其如同今日的臺灣制

度，教育、訓練與行業有各自山頭，各部會及各教育利益相關者願意共同協

商解決全國所面臨技能短缺及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為目標，改革歷經二個世

代，至今仍不斷修訂，可見實施不易。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主任Brett 

Williams表示「紐西蘭人民已逐漸接受也肯定，產業與教育提供者也不斷磨

合出更佳的合作夥伴關係」(訪談資料：NZES3)。 

二、 設計模式與原則 

(一) NQF的設計掌握簡單易懂原則：以紐西蘭為例，受訪者均表示資歷勿過多，

以少為原則，而且讓學習者、雇主、業界、教育提供者及其他教育利益相關

者均能明白，紐西蘭後中等教育委員會首席顧問Graeme Cahalane與威靈頓科

技理工學院學務長Alan Cadwallader均指出「NQF的設計把握數項關鍵原則即

可」(訪談資料：NZVET1，NZGO4)，這些包括如架構的真正價值在於提供

終身學習及提升國民職場能力、可轉換的學分及減少重覆學習等。NQF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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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原則為學習者需求與職場需求，Whitireia科技理工學院副校長Lawrence 

Arps建議「資歷的設計宜以人人能明白為主」(訪談資料：NZVET2)，紐西蘭

後中等教育教學卓越中心主任Peter Coolbear建議「勿過於詳盡冗長，以更廣

的角度訂定，掌握級數描述語與資歷描述語完整性及廣度高度，資歷的設計

不僅符合現存社經需求，也考量未來可能變化」(訪談資料：NZAC2)。 

臺灣未來如需建立國家資歷架構，必須清楚明白推動之目的與原因，國家資

歷架構各級數、級數描敘語等須有明確的教育路徑，Whitireia 科技理工學院

副校長 Lawrence Arps 建議「尤其要能明確引導學習者與雇主明白資歷與就

業市場之間關係」(訪談資料：NZVET2)。資歷或單位標準之能力規範須簡

潔易懂，切記紐西蘭經驗勿流於細節或規範過於冗長，能力本位設計也須考

量未來技能發展方向，尤其一般技能（generic skills）培育，含創新與團隊工

作，不可忽視。紐西蘭資歷局表示「資歷架構關鍵點在級數與級數描敘語規

範，須配合全球發展趨勢，選取各國共同發展計設模式」（訪談資料：NZGO1，

NZGO2）。 

(二) 參考其他國家的NQF：紐西蘭為小國人口不多（5百萬左右），其NQF可能

不適宜臺灣直接拷貝，建議多參考其他國家NQF機制；紐西蘭奧克蘭科技大

學表示「大部分國家需要NQF安排各項資歷也確保資歷的適度認可」（訪談

資料：NZU1）。 

三、 實施 

(一) NQF實施品質保證機制與資歷強制定期評鑑：教育提供者須經認證方能開

設NQF資歷的課程，此為品質保證機制，要求政府單位認證教育提供者及核

可開設的課程，紐澳最新NQF發展右手改革資歷架構，左手進行品質保證。

NQF的資歷須具有品質保證，政府單位應實施定期評鑑，尤其職業教育的資

歷，科技與職場快速變遷，資歷的學習成果必須不斷更新，威靈頓科技理工

學院學務長Alan Cadwallader建議「強制定期評鑑可了解教育提供者所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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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是否符合最新產業發展」(訪談資料：NZVET1)。紐西蘭資歷架構整併學

術教育、職業教育暨訓練、職場訓練，開放教育訓練市場，早期實施遭遇教

育提供者之品質不佳問題，造成雇主對新資歷沒有信心，2010年新版NZQF

針對此一問題，提出加強定期評鑑制度，每5年至少重新評鑑課程與提供者，

審核其是否配合勞力市場最新發展需求，確保技能升級，未獲通過者則不得

開課。紐西蘭資歷局顧問建議「同時加強課程評量，期望學習成果各校達成

一致性，具有品質保證信賴，以提升雇主對新資歷的信心」（訪談資料：

NZGO3）。 

(二) NQF須與補助機制相輔相成：紐西蘭實施結果引以為鑑，紐西蘭政府官員、

學者專家與專業學會均表示「高等教育補助制度配合NQF的要求條件，符合

者方能獲得政府補助」(訪談資料：NZGO4，NZAC3，NZES3)。 

(三) NQF的推動須強勢且有效率的機構能整合各教育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張力：

NQF的推動容易在產業與教育提供者二者之間產生張力，須有一機構能強勢

而且有效率的向業界或教育提供者表達此種主張方向不對，紐西蘭後中等教

育委員會首席顧問Graeme Cahalane表示： 

整個資歷架構的推動涉及無數的溝通，如無此強有力的機構，整合各方

意見，NQF很難推動，政府單位能意識並發現各種不同張力，俾利意見

衝突降至最低。(訪談資料：NZGO4) 

(四) NQF由業界推動改革，但同時加強資歷轉化為教學課程面向：NQF須由業

界改革，而不是由教育提供者，研發的資歷方能符合業界需求，但由二者相

互合作，紐西蘭專業工程師學會主任Brett Williams指出「資歷研發者、專業

註冊團體及教育提供者需共同合作，重視彼此合作夥伴關係」(訪談資料：

NZES3)。所研擬之資歷或單位標準如何轉化為教學課程與評量，更須產業與

教育提供者不斷檢討與改善，紐西蘭資歷架構推動20年經驗，二者之間仍不

斷協商。後中等教育教學卓越中心主任Peter Coolbear博士建議「更須留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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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技能的過期或生命效期，以免導致學習者3年畢業後，所學又不符職場所

需，教育提供者與產業職能研發者二者不斷密切合作，方能培育所需人才」

(訪談資料：NZAC2)。 

(五) NQF行銷宣傳的重要性：NQF推行須重視宣傳重要性，Whitireia科技理工學

院副校長Lawrence Arps表示「在紐西蘭NQF改革初期，忽略宣傳推廣的重要

性，導致一般民眾不熟悉不了解，教育提供者也不買帳，沒有適當行銷，導

致實施已逾20年教師仍不了解」(訪談資料：NZVET2)。 

 

 

 

 本章小結 

  本節綜合前面章節所進行之紐西蘭資歷架構ILO文獻探討、個案研究文件分

析與訪談結果，分別就決策階段（推動脈絡與目的）、設計實施階段、成效評估

階段、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等四個面向，總結紐西蘭NQF/NZQF新舊版分析結

果彙整如下。 

壹、決策階段（推動脈絡與目的） 

紐西蘭資歷架構驅動脈絡與目的可歸納為生活要求與社會願景二大元素。 

一、 生活要求 

(一) 教育因素：改善資歷可比較性，增加資歷透明性，減少重覆學習，支持

學習者在不同部門之間的流動；紐西蘭新版NZQF面對資歷品質保證不

一致性、資歷過度激增、單位標準過於瑣碎等議題，改革版旨在改善學

習成果的一致性與符合各界需求。 

(二) 經濟因素：早期面對高失業率與經濟不景氣，新舊版均面對科技革命新

技能需求及符合產業需求，冀望改善教育訓練與勞力市場關係。 

(三) 社會因素：新舊版均遭遇人口老化問題，要求年長者不斷進修提升職

能，同時也跟隨全球化趨勢，追求促進全球勞力與就學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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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治因素：新舊版均由紐西蘭政府介入主導。 

二、 社會願景 

紐西蘭如同英語系國家1990年受新自由主義市場影響，採開放自由競爭之教

育市場，擴大教育參與機會，創造更民主的教育市場，推動終身學習；新舊

版均強調增加公民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促進社會融入，提升經濟成長與生

產力；新版政策不再強調自由市場競爭，無論學習者或教育提供者不再獲得

政府無限補助，社會願景仍致力推動終身學習，但更強調學習者在社會上與

經濟上更優的表現。 

簡言之，紐西蘭NQF（舊版）與NZQF（新版）推動脈絡與目的ILO研究發現、

文件分析與訪談結果彙整對照如下表4-6及表4-7。 

表4-6 

紐西蘭NQF&NZQF推動脈絡研究結果彙整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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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紐西蘭NQF&NZQF推動目的研究結果彙整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設計實施階段 

一、 紐西蘭新舊版均以「學習成果」為核心理念，舊版設置單位標準，如同

各國NQF早期設計模式，獨立於學習輸入，強調回應業界需求，單位標準由

業界研發；藉以改變傳統學習歷程轉向至學習成果。但新版則不再強調單位

標準，反而強調資歷整體學習成果。配合全球發展趨勢，重新定義學習成果

的三個構面（知識、技能與應用），藉以改善級數描述語與資歷描述語，此

二種描述語為不同之教育與訓練部門共同語言，創造資歷為共同貨幣。新舊

版對照如下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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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紐西蘭NQF&NZQF設計模式研究結果彙整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 單位標準為新舊版評量標準依據，但新版不再強調單位標準，以學習成

果所訂之知識、技能與應用內涵作為評量標準依據，如何評量依紐西蘭教

育法則交由教育提供者自主決定。同時藉由調節機制之基礎概念（即藉由

資歷研發與教育提供者內外部品質保證）與三角剖析概念（教育提供者課

程品質保證情形、學科評量能力與調節要求）達成資歷評量的一致性。 

(二） 紐西蘭新版NZQF更加強品質保證機制，取代舊版NQF註冊系統，修訂

教育法，明載主管機關(紐西蘭資歷局)負責公私立專科學校的認證與課程

核可，大學由紐西蘭大學協進會負責品質保證。藉由對教育提供者的註冊

認證、課程開設的核可及定期評鑑稽核，達成紐西蘭資歷具有品質保證。 

(三） 實施機構主要涉及資歷局、業界代表、專業團體、教育提供者，主要由

紐西蘭資歷局主導，新版同時經由立法，使該局在品質保證管理具有強制

執行及處罰管制權限，產業訓練組織研發資歷，但研究發現教育提供者為

最基本最主要的實施機構，影響紐西蘭資歷架構成敗重大因素。 

二、 紐西蘭新舊版實施阻力為脈絡張力、資歷架構本有邏輯及政府實施機構

內部突衝如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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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紐西蘭NQF&NZQF實施阻力研究結果彙整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 紐西蘭新舊版實施助力為減少脈絡張力、改善資歷架構本有邏輯及政府

實施機構相互配合如下表4-10。 

表4-10 

紐西蘭NQF&NZQF實施助力研究結果彙整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成效評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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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NQF&NZQF實施成效評估及未來走向彙整如表4-11。 

表4-11 

紐西蘭NQF&NZQF實施成效研究結果彙整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紐西蘭NQF/NZQF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紐西蘭NQF/NZQF增加學習路徑與入學機會、彈性評量、認可先前學習為促

進終身學習的重大因素。紐西蘭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啟示為創造具有貨幣

價值的單一架構，真正價值在於與終身學習相關；紐西蘭NQF&NZQF在終

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研究結果及對我國建議彙整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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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紐西蘭NQF&NZQF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研究結果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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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澳洲資歷架構文件分析與訪談結果 

  AQF 的創始推動，在世界各國中列為第一代（Tuck 2007, p.1; Allais, 2010, 

p.1 ），於 1995 年創辦，目的為創造一個全國性完整一致性且具彈性的資歷架構，

包含自義務教育後所有教育與訓練的資歷(AQFAB, 2007, p.1)，這些資歷包括高

中證書、VET 資歷及高等教育資歷，在各國推動典範中被視為相當鬆散（loose）

的資歷架構範例，因其不涉及直接認證資歷或品質保證（Keating, 2003, p.279；

Truck, 2007, p.32；Young, 2005, p.13）。Keating(2003,p .16)解釋 AQF 的影響端賴

權威的合作夥伴有意願使用它，以促進教育改革；這正是 AQF 的優勢也是弱勢。

AQF 對澳洲 VET 影響最大，創造全國一致性的職業教育訓練制度，但是對澳洲

大學影響較小，也不易看出它對高中證書的影響（Keating , 2008b）。 

  在 2007 年 11 月，執政 11 年的保守黨敗選，工黨獲勝，澳洲工黨承諾啟動

「教育改革」，以創造澳洲成為全世界教育最好的國家、技能最好的經濟及訓練

最佳的職場。澳洲工黨設置「澳洲資歷架構委員會（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 以下簡稱 AQFC）為新的且更強勢的管理單位，成為史上首

次負責高等教育及後來又職掌 VET（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9），AQFC

向澳洲聯邦政府提出如何加強及更健全 AQF 的策略建議(Gillard, 2009)，

AQFC(2009)向澳洲大眾徵詢意見如何改進 AQF，新的 AQF 立基在學習成果的分

類（taxonomy of learning outcomes）、明確的級數及學習期限的評量，新的改造

將更為廣泛。澳洲工黨政府刻正發展更嚴謹的管理及績效機制，以規範義務教育

後所有教育與訓練制度，AQF 為是項改革歷程之一。 

  本章分別探討澳洲 AQF 推動脈絡與目的、設計模式、實施機構、阻力與助

力、成效評估與政策修正未來走向、分析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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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AQF 推動脈絡與目的 

     本節探究分析澳洲 AQF 新舊版推動脈絡目的如下。 

壹、舊版 AQF 推動脈絡目的 

一、 教育因素 

(一) 資歷一致性問題：澳洲早期推行 AQF 時係因有六州及二領地，依澳洲憲法

規定，教育與訓練由各州與領地政府主管，各州有各自的教育與訓練法規，

沒有全國性的資歷，各州彼此之間很難相互比較；藉由政府 top-down 政策，

改善全國資歷一致性問題，推行全國性資歷，取代六州及二領地不同的教育

制度。澳洲 University of Ballarat 教育學院副院長 Barry Golding 及昆士蘭學

習局 VET 副組長 Ian Fyfe 均表示： 

澳洲資歷架構的產生為時代的產物，當時推動脈絡希望創造全國職業

教育與訓練的一致性，當時澳洲人民不了解這個資歷代表什麼。(訪談

資料：AUU1，AUGO3)。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政策顧問 Gavin Moodie 博士指出「澳洲聯邦政府

注意到各高等教育提供者所提供之資歷培育相同的職業成果，但卻有不同的

名稱與學習期限，決心改善全國資歷的不一致性」（訪談資料： 

AUAC2）。 

(二) 資歷可轉換性問題：澳洲受訪 Ballarat 大學與澳洲成人學習學會(ALA)執行

長均指出澳洲政府推行 AQF 另一個理由為學習者想要所學資歷具有可轉換

性，可轉換至不同學校不同級數，提供學生在各州之間能流動轉換順暢(訪

談資料：AUU1，AUES2)。 

(三) 品質保證問題：受訪之澳洲政府官員與大學表示澳洲政府想要確保不同教育

提供者彼此之間有相同品質水準（訪談資料：AUGO1，AUGO3，AUU1）。 

(四) 提升資歷與資源效率：推行單一架構可有效使用資歷，澳洲成人學習學會執

行長 Sally Thompson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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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AQF 全國性單一架構，不僅有效使用資歷，而且品質保證有效，

不是六州各自法規。各種資歷尤其涉及醫療標準、兒童看護標準等這

些資歷，更需要全國一致性的架構，不僅促進可比較性，也減少成本

與官僚體制，澳洲有些州政府非常官僚，只會造成學習資源的浪費。

（訪談資料：AUES2） 

二、 經濟因素 

(一) 業界要求：當時澳洲政府與各行各業工會有一致聲音支持全國建置 NQF 機

制，資歷的名稱涉及某些特定行業，University of Ballarat 教授 Barry Golding

指出「AQF 成立之際，業界工會確實為驅動力之一」（訪談資料：AUU1）。 

(二) 經濟改革：AQFC 執行長 Ann Doolette 指出澳洲 1980 年代末期與 1990 年代

推行經濟改革，也是 AQF 推動原因之一(訪談資料：AUGO1)。 

三、 政治因素：當時各種技能與生產力報告均顯示有需要提昇全國職業教育

與訓練的一致性而且藉由不同學習路徑認可澳洲人民已具有之技能，昆士蘭

學習局副組長 Ian Fyfe 表示「當時的教育部長 John Dawkins 致力推動後中等

教育改革，也促使 AQF 的設置」（訪談資料：AUGO3）。 

貳、新版 AQF 推動脈絡目的 

一、 改善全國資歷的一致性：AQF 自 1995 年實施以來，一直未進行評鑑，

至 2009 與 2010 年間 AQFC 代表全澳聯邦與地方政府實施評鑑，AQFC 執行

長指出評鑑的原因之一為改善全國資歷的一致性(訪談資料：AUGO1)。 

二、 保持國際優勢競爭地位：澳洲在國際教育市場目前占全球第三大市場，

僅次於美國與英國，澳洲政府致力維持 AQF 的資歷品質與一致性，以利招

收國際學生及確保提供國際學生具有品質保證的學習成果 (訪談資料：

AUGO1)。 

三、 加強教育與教育之間路徑：AQFC 執行長表示教育制度的路徑可自中學

教育至 VET 或至高等教育，或由 VET 至高等教育或由高等教育／大學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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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VET(訪談資料：AUGO1)，例如持有工程師學士者改變職場生涯學習管理

能力，澳洲 AQF 提供各種學習路徑的可能性。 

四、 加強教育與就業路徑：受訪者之 AQFC 官員指出澳洲 AQF 不僅只有教

育至教育的路徑，也提供教育至人力市場的路徑(訪談資料：AUGO1)。 

  澳洲 AQFC 執行長 Ann Doolette 認為基本上澳洲新舊版的 AQF 推行目的沒

有什麼差別，二者共同目的有三項，一為創設全國性的教育架構，藉由提供全

國性資歷學習成果的標準，其二為加強資歷與勞力市場之間密切關係，第三目

的為創造世界級的 AQF，有助於 AQF 資歷獲全球認可；尤其新版 AQF 能與其

他國家的資歷相互比較(訪談資料：AUGO1)。 

  舊版 AQF 沒有提供級數或等同性、落後國際上的發展、對學校及高等教育

影響極微、描述語不充份只是安撫而已、製造過多資歷、沒有支援不同教育與訓

練部門的學分與關聯性、沒有包括非部門的資歷、緩於回應快速變遷的環境 

(AQFC, 2009, p.7)。這些評論觀點都反映澳洲境內已出現要求各教育與訓練部

門包括高等教育、VET 及學校教育進行改革；此外，國際上 NQF 也有重大改變，

亦影響澳洲改革自第一代以來的 AQF 形式，須作改革。 

  AQF 歷史演變可由表 5-1 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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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AQF 歷史演變 

年代 AQF 演變內容 

1990 成立澳洲後中等教育註冊系統（Register of Australian Tertiary 

Education,  RATE）。  

1995 建置 AQF，含學校教育、VET 與高等教育三個部門，共計 12 種資歷

類型，尤其 VET 的資歷須符一套能力標準且以知識、技能與應用定義

學習成果，適當認可先前學習。 

1998 1995 至 2000 年為實施 AQF 過渡期，教育提供者的資歷仍相當混亂，

且不符 AQF 規定，爰於 1998 年提出詳細完整實施手冊第 2 版，以指

導各教育與訓練機構配合 AQF 資歷要求條件辦理。 

2002 2002 年提出第 3 版 AQF 實施手冊，尤其是修訂學士、碩士與博士資

歷的指南，提供新的描述語，亦提供全國跨部門資歷關聯(linkages)指

南，此指南經澳洲大學校長委員會與澳洲國家職訓局共同同意取代原

先版本的關聯/承認安排(articulation arrangement)，學習成就也有新的

定義，在 VET 也推行澳洲品質訓練架構(Australian 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 

2007 2007 年提出第 4 版 AQF 實施手冊，整併修訂 2004 年高中畢業證書指

南、2005 年修訂碩士修業證書與文憑、訂定 3 個新資歷指南(含 2004

年副學士、2005 年職業碩士修業證書與文憑)、擴大全國跨部門關聯

指南(包括 2004 年學校教育部門)、訂定 2004 年認可先前學習全國原

則與運作指南、成就報告重新界定與鑑定協定、更新 2007 年澳洲品

質訓練架構。 

2011 2011 年 AQF 重新修訂，以確保資歷學習成果維持相關性及全國一致

性，持續支持彈性資歷關聯性與學習路徑，促進全國及國際上資歷的

可攜性與可比較性。新版 AQF 包括級數判準與資歷類型之學習成果、

規範資歷認證與研發、頒發資歷的條件、資歷關聯與路徑的政策要

求、註冊條件、撤除資歷的條件。 

2013 公布新版 AQF 第 2 版，自 2013 年起，撤除 VET 部門的職業碩士修業

證書與文憑，碩士修業證書與文憑可應用於 VET 與高等教育二個部

門。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QF 官網

（http://www.aqf.edu.au/PoliciesPublications/tabid/196/Default.aspx） 

  2011 年發展新版 AQF 脈絡係回應職場對技能與資歷不斷變化的需求、澳洲

政府部門訂定雄心願景提升全澳教育與訓練的成就、工作者與學生的全球流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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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教育與訓練部門之外所獲得的知識與技能(AQFC, 2009, p.3)；簡言之，新版

修訂之因素亦基於經濟、教育、全球流動趨勢與推動終學習的使命，新版之 AQF

目的如下表 5-2，研究者將之分為三大目的分為促進終身學習、提升經濟競爭力

及全球流動與國際認可。其中尤以認可先前學習及暢通不同學習路徑受到重視。

表 5-2 

AQF 新版建置目的 

項目 新版 AQF(2011 年 7 月以後) 

促進終身學習  支持全國教育與訓練的法令規範與品質保證。 

 支持個人終身學習目標，藉由提供個人教育與訓練的

進路及先前學習獲得認可之基礎。 

 支持教育路徑的發展與維持，提供資歷的取得機會及

協助人民在不同教育與訓練部門或不同教育部門與職

場間更易流動。 

 包融澳洲教育與訓練目的的多樣性。 

提升經濟競爭力  藉由全國一致性的資歷架構，增進對所頒資歷的信

心，進而提升澳洲全國經濟表現。 

全球流動 

國際認可 

 AQF 符應國際資歷架構。 

 藉由認可澳洲資歷的價值與可比較性，促進國內及國

際畢業生與工作者的流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1).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p.8). Retrieved December 4, 2011,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Handbook/AustQuals%20FrmwrkFirstEd

itionJuly2011_FINAL.pdf 

  新舊版 AQF 目的始終未變的為培育職場所需人才，以提升澳洲經濟表現；

二者差異在於新版反省全國認可與一致性資歷的發展與認證(accreditation)，創辦

時期的鬆散結構走向強勢結構，設置管理機構以規範管理教育提供者，以確保資

歷品質；再者配合全球流動趨勢，以促進全球學習者與工作者之流動。 

 

 

 

 



215 
 

第二節 澳洲資歷架構的設計與實施 

壹、澳洲資歷架構的設計模式 

   澳洲 AQF 隨歷史演變，新舊版如何設計以達成前述教改目的，分述如下。 

一、舊版 AQF 設計模式 

  澳洲早期 AQF 為改善澳洲各州及領地的資歷無法比較、品質差異、經濟改

革、業界要求，AQF 設計模式為達成資歷的可比較性、可轉換性、提升職場人

力等目的。 

(一) 全國單一架構含三個不同部門：建置 AQF，含中等教育、VET 與高等教育

三個部門，名為單一架構，但分三個不同部門實施，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按

照既有之管理規定，VET 則由 AQF 明載須依照能力本位標準。 

(二) 學習成果與資歷描述語：當初建置 AQF 時，只有 12 項資歷，在 2008 年已

有 15 項資歷，其中 2004 年加入副學士學位及 2005 年 VET 的碩士修業文憑

與證書，未規範級數；AQF 對每一項資歷明載一般性之學習成果特徵，包括

知識、技能與能力，早期沒有說明各種資歷的級數與學習期限。舊版 AQF

高中畢業證書之描述語陳述有限，高等教育則焦點在知識，VET 部門則知

識、技能與應用均有提及；簡言之，舊版之資歷描述語依學校、VET 及高等

教育三個不同部門界定（AQFC, 2009, p.14）。此外，墨爾本大學 NQF 專家學

者 Leesa Wheelahan 副教授表示「VET 部門之學習成果重點放在能力本位標

準，沒有強調繼續學習」(訪談資料：AUAC1)。1 級證書為產業入門級資歷，

為在業界開始工作必須具備的共同基本技能，2 級證書表示工作者在直接監

督下工作，3 級證書意謂工作者為自己的工作品質負責且獨立工作，如木工

及水電工，換言之，持有 3 級證書也可能督導屬下工作，及為自己的工作負

責績效表現；4 級證書涉及專業工作技能的專業與管理階層。 

(三) 研發能力標準訓練套裝，創造全國一致性 VET 制度：「訓練套裝」為澳洲

VET 制度的重要特徵之一，為大部分 VET 課程的依據，包括澳洲學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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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專科學校開授的訓練課程、高中的 VET 課程、認可現行技能與行業執

照；訓練套裝的設計旨在藉由全國認可的資歷來規範訓練成果。訓練套裝未

描述如何訓練人民，反而是提供全國背書的標準；據以研究彈性訓練課程，

以符合特定之地方、個別、產業與企業需求。訓練套裝認可人民以許多方式

達到職業能力，藉由強調學習者可以做什麼，而不是強調他們如何學習或在

何處學習，例如有經驗的工作者可證明其具備能力單位所描述之能力，甚至

獲頒一項資歷，而不須完成正規訓練課程。訓練套裝由產業研發，不屬於個

別訓練機構/提供者，藉由訓練套裝，評量與訓練可在職場、下班後、訓練機

構、或工作經驗、實習等方式進行；訓練套裝之目的為：(1)幫助 VET 制度

達成更佳的技能供需；(2)鼓勵彈性與相關職場發展與學習；(3)提供全國認可

之職業學習成果；(4)指引與支援個人訓練與生涯的選擇。 

以「澳洲服務技能」所研發之觀光旅遊與餐飲訓練套裝為例，包括全國認可

之能力單位（units of competency）與資歷，訓練與評量個人各種技能與職業

如：酒吧服務生、商業烹調、廚師、廚房助理、櫃台服務人員、旅館服務管

理人員、清潔員、導遊、旅遊顧問及服務生等。 

「訓練套裝」包括 3 項主要成份 (如圖 5-1)： (1)能力標準 (competency 

standards)：能力單位界定員工應具備之知識與技能，也包括語言、閱讀與數

學能力、職業健康與安全條件等；訂定須達到的表現程度與評量表現的機

制。如果技能只為一項特定領域之要求，訓練與評量可自訓練套裝之一個或

一個以上個別技能或能力單位內完成，如具備這些技能，可獲頒成就證明

(statement of attainment)，以敘明全國認可其技能，通常也獲得學分，以逐步

取得完整資歷。(2)評量指南：為政策文件敘明觀光餐飲業依能力標準之評量

指南，以確保評量的誠信，包括如何評量、評量者具備什麼資歷及評量條件

（例如以實際工作進行評量）。(3)資歷：資歷列出能力標準如何符合 AQF 之

資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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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訓練套裝 3 項核心元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產業技能委員會(ISCs)官網（http://www.isc.org.au/）。 

(四) 註冊系統（Register）：AQF 於 1995 年推行，列出高中、VET 及高等教育

所認可的所有資歷，AQF 取代「全國後中等教育課程資歷級數」（Major 

National Tertiary Course Award levels），此級數由澳洲後中等教育註冊系統

（the Register of Australian Tertiary Education） (Goozee, 2001, p. 88)負責。

AQF 為全國品質保證資歷的架構，目的為推動教育部門間及工作、生活經驗

及資歷間之路徑、學分轉換及關聯，藉由認可先前學習，並推動澳洲頒發的

資歷獲得全國及國際認可 (AQFAB，2007, p. 2)。有利於澳洲聯邦政府監管

評量指南 如何

評量、評量者具

備什麼資歷及

評量條件 

符合 AQF資歷

條件 

能力標準

(competency 

standards)  

訓練套裝 3 項

核心元素 



218 
 

所有後中等教育資歷的改變。1995 至 2000 年為實施 AQF 過渡期，教育提供

者的資歷仍相當混亂，且不符 AQF 規定，澳洲政府於 1998 年提出詳細完整

之 AQF 施行手冊，指導各教育提供者配合 AQF 資歷要求條件辦理（AQF, 

http://www.aqf.edu.au/）。 

(五) 跨部門資歷與先前學習認可綱要：雖然各資歷間建立起關係，但並未明確規

範級數為何，例如 VET 學習成果的主管表示，VET 的資歷係依據全國背書

的能力標準，學習成果達到是項標準代表職場表現認同的一套能力 (AQFAB, 

2007, p. 6)。相對地，學校與高等教育學習成果主管單位沒有明確規範課程性

質，只有教育利益相關者參與研發學習成果，但 AQF 獲下列相關單位或網

絡支持(AQFAB, 2007, pp.83-98)： 

 跨 部 門 資 歷 關 係 全 國 綱 要 (National Guidelines on Cross-Sector 

Qualification Linkages) ： 由 澳 洲 大 學 校 長 委 員 會 （ Aus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與澳洲國家職訓局（the 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於 2002 年研訂，提供高等教育部門、VET 之間學

分轉換總量建議。 

 先前學習認可全國原則與運作綱要（National Principles and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RPL)：為減少重複學習，

AQF每一資歷均提供其他非正規教育獲得的知識與技能作為另類進

路；認可先前學習為評量個人非正規或非正式的學習，以決定個人已達

應有之學習成果，得以申請獲得一項資歷或某一資歷之入學許可。先前

學習的認可評量形式包括學習檔案（portfolio）證明、直接觀察技能或

能力的示範、報告或出版之期刊論文、職場或社區工作經驗證明、學習

測驗等。 

    當時也有兩套原則支援前述自 VET 轉換至高等教育的學分轉換原則，包括： 

 自 VET 至高等教育之學分轉換與關聯良好實務原則（Good Practice 

Principles for Credit Transfer and Articulation from VET to Higher 

http://www.aqf.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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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Ministerial Council for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MCEETYA〕， 2005a），建立 VET 與高等教育之學習

成果同等性。 

 自VET至高等教育之學分轉換與關聯良好實務資訊提供原則(Principles 

for Good Practice Information Provision on Credit Transfer and Articulation 

from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to Higher Education)(MCEETYA, 

2005b)，高等教育提供者須提供詳盡學分轉換與關聯的資訊予申請入學

的學生。  

二、新版 AQF 設計模式 

  2011 年 AQFC 重新修訂，以確保所頒之資歷維持全國一致性，並持續支持

資歷的彈性、彼此相關性及不同教育與訓練相互轉換路徑與銜接，有利於在澳洲

全國或國際上成為可攜帶性及具可比較性的資歷。2011 年 7 月，澳洲教育、訓

練及就業部門之部長們核可最新版 AQF，再度肯定此架構為澳洲全國性資歷政

策及在澳洲教育與訓練體制占有重要地位。 

(一) 全國性單一架構，不區分各部門：墨爾本大學副教授 Leesa Wheelahan 表示

「新版仍為全國性單一架構，但不同於舊版，不再區分各部門，雖然學校教

育、VET 及高等教育仍存在，且各有其不同的認證，但此一步為改革一大突

破」(訪談資料：AUAC1)；AQFC 執行長 Ann Doolette 表示，新版藉圓形（circle）

模式，代表每一部門的重要性（訪談資料：AUGO1）；資歷類型分類及級數

明確地看出彼此關係(如圖 5-2)。目的之一在於提供彈性、透明且具系統化的

學習路徑，打破各部門間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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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AQF 級數與資歷類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AQF)(2013). AQF 

Implementation Workshops. VET and HE Providers. February- March 2013. 

Retrieved April 30, 2013,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2013%20docs/Power%20Point%20%20p

resentation%202013%20Workshops.pdf 

 

(二) 學習成果分類與級數描述語(級數判準)：2011 年新版 AQF 分為 10 級，由基

礎第 1 級至最高第 10 級，舊版 AQF 未規範級數，第 5 與第 6 級由 VET 與高

等教育共享的資歷級數。AQF 為澳洲全國資歷提供標準架構，為一整合性政

策，政策取向為 AQF 每一項資歷類型及級數，均以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為導向。新版建置的特色為加入學習成果分類(taxonomy)、對照級

數及學習期限，AQF 諮商報告列出世界各主要國家之學習成果分類主要以知

10 級: 

博士學位 

9 級: 

碩士學位 

8 級:榮譽學士學

位、碩士修業證書

/文憑 

7 級: 

學士學位 

 

 

6 級:副學士

學位,進階文

憑 

進階文憑 

5 級:文憑 

4 級證書 

3 級證書 

2 級證書 

1 級證書 

高中畢業證

書 

A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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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技能與能力三個構面為主，如表 5-3。 

表 5-3 

世界主要國家學習成果分類比較表 

國家 知識 技能 能力 

歐洲終身學習資

歷架構(EQF) 

知識:理論或事實 技能:認知與實務 能力:責任與自主 

波隆納(歐洲高等

教育資歷架構) 

知識與理解 應用知識與理解 判斷、溝通能力與

學習能力 

英格蘭/威爾斯 知識與理解 應用與行動 自主與績效 

愛爾蘭 知識:廣度與種類 知道如何與技能-

範圍與選擇性 

能 力 - 脈 絡 、 角

色、學會學習、見

解 

紐西蘭 歷程(1-7 級) 

知識(8-10 級) 

學習要求(1-7 級) 

技能(8-10 級) 

責任(1-7 級) 

一般陳述(8-10 級) 

蘇格蘭(簡化) 知識與理解 實務(應用知識與

理解) 

自主、負責任、團

體工作 

一般認知能力 

溝通、算術與 IT

能力 

新加坡  知識與技能 知識與技能應用

之議題與問題 

自主、負責任與團

體工作 

知識與技能相關

之職業水準與工

作 

澳洲 知識 技能 知識與技能的應

用 

資料來源: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09). 

Strengthening the AQF: A proposal, Consultation paper(p.11). Adelaide:Author、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1).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p.11). Retrieved December 4, 2011,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Handbook/AustQuals%20FrmwrkFirstEd

itionJuly2011_FINAL.pdf 

AQF「學習成果」意指畢業生預期知道什麼、瞭解什麼及能夠做什麼，以知

識(knowledge)、技能(skills)及知識與技能的應用。知識意指畢業生知道什麼

及瞭解什麼，代表對知識廣度、深度、種類及複雜度的掌握，深度可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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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專業，廣度為單一科目至跨領域或多元學科的知識；知識種類自具體至抽

象，自片斷至累積；複雜指整合類型、深度與廣度。技能意指畢業生能做什

麼，與技能的種類及複雜度有關，包括認知與創造技能（如直覺使用、邏輯

與批判能力）、技術（包括方法、材料及工具的使用）、溝通能力（包括說讀

寫算）、人際關係與一般能力。應用以自主、責任感與績效來表達，應用脈

絡自可預測至不可預測，已知至未知，例行至異常。級數判準為廣義，俾能

涵括同一級數一種以上資歷。 

至於明確對照級數，世界各主要國家對照級數表如下： 

表 5-4  

世界各主要國家對照級數表 

國家 級數 資歷 

紐西蘭 10 1 級證書至博士學位 

蘇格蘭 12 入門 1-3 級至博士學位 

南非 8 普通教育至高等教育 

威爾斯 9 入門 1 級至博士學位 

英格蘭 9 入門 1 級至博士學位 

香港 7 證書至博士學位 

愛爾蘭 10 每一級數授予 1 種以上

資歷 

馬來西亞 8 入門 1 級至博士學位 

EQF 8 後義務教育至博士學位 

AQF 10 1 級證書至博士學位 

資料來源: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09). 

Strengthening the AQF: A proposal, Consultation paper(p.15). Adelaide:Author、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1).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p.12-13). Retrieved December 4, 2011,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Handbook/AustQuals%20FrmwrkFirstEd

itionJuly2011_FINAL.pdf 

下表以AQF與EQF級數對照，可清楚看出澳洲第7級學士學位等同歐盟EQF

第 6 級之學士學位，可相互比較不同國家之不同資歷。 

 



223 
 

表 5-5 

AQF 與 EQF 級數對照 

AQF 1 2 3 4 5 6 7 8 9 10 

EQF 1 2 3 4 5 6 7 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新版 AQF 列出明確對照級數，需要包括廣義之級數學習成果判準，而且依

據學習成果分類（知識、技能與二者之應用）來界定，這些級數必須能足以

容納同一級數不同之資歷，也包含未來新資歷之可能性。級數學習成果判準

必須明確連結不同資歷之間彼此相關性。 

(三) 資歷描述語與學習期限：AQFC 執行長 Ann Doolette 指出，新版 AQF 有二

大特色，一為級數描述語(級數學習成果判準)，另一為資歷類型描述語，尤

其資歷類型描述語為澳洲特色，大部分國家只有級數描述語(訪談資料：

AUGO1)。AQF 的資歷依所訂標準評量學習成果，總計有 16 種資歷類型，包

括各種教育與訓練部門，但高中畢業證書（the Senior Secondary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則未列入在 10 個級數內。自 2013 年起撤除職業碩士修業文憑與

證書，並重新定義碩士修業文憑與證書之級數學習成果判準與資歷類型學習

成果描述語，VET 與高等教育部門均可開設碩士修業文憑與證書（AQFC, 

2012），屆時資歷計有 14 種資歷。AQF 的應用特別明確規範資歷的認證

（accreditation）與發展、明載頒發資歷的條件、明載各種教育與訓練路徑彼

此關聯條件、明列授權認證或頒發資歷的單位登記註冊條件、註銷某種資歷

之條件、闡明 AQF 所使用之專門術語定義。資歷描述語則為該資歷之畢業

生應具有之學習成果，無視於學科(AQFC, 2011, p.11)。 

如表 5-6 可看出級數之學習成果判準（以第 7 級為例說明），為明訂要義，俾

能涵括未來新的資歷，並對照第 7 級學士學位資歷類型描述語，可看出其中

差異。舊版 AQF 高中畢業證書之級數描述語陳述有限，高等教育則焦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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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VET 部門則知識、技能與應用均有提及；簡言之，舊版之資歷描述語

依學校、VET 及高等教育三個不同部門界定，此為過時之觀點（AQFC, 2009, 

p.14）。自創辦以來，各部門已改變許多，例如，高中教育已包括學術與 VET

之混合式課程；VET 則更明顯傾向知識與理論；高等教育也日益重視職場培

育；再者所有部門均日益焦點在共通學習成果/共通能力(generic learning 

outcome)，這些為可轉換的、非學科的特定技能，可應用在學習、工作及生

活脈絡，已整合在資歷研發與評量過程，作為整體學習成果之一。因此，新

版則完全依學習成果之知識、技能與應用三個面向分類，提出明確對照級數

與不同資歷類型之級數描述語，級數描述語企圖加強資歷間的關聯性。表 5-6

並引 EQF 第 7 級學士學位對照，可看出級數描述語加強不同國家與資歷間之

可比較性與關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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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AQF 與 EQF 級數要義、學習成果判準及資歷類型描述語對照 

級數 要義／目的 知識 技能 知識與技能之

應用 

7 級

（AQF

） 

要義：畢業生

具備廣泛且

連貫性的知

識與技能，俾

利專業工作

或 進 階 學

習。 

畢業生具備

廣泛且連貫

性理論與技

術性的知識

與技能，在一

種以上學科

或實務領域

專精。 

畢業生具備良好的認

知、技術溝通技能，能

選擇與應用方法與技

術，俾利(1)分析與評鑑

資訊，以完成一系列活

動；(2)分析、研發及提

出不可預測或有時複

雜問題的解決之道；(3)

傳授他人知識、技能與

觀念。 

畢業生能在 (1)

要求自我導向

的 工 作 或 學

習；(2)在廣泛參

數下提供專家

建議與功能，應

用知識與技能

展示自主、良好

判斷及責任感。 

學士學

位 7 級

（AQF

） 

目的：學士學

位代表持有

者可應用廣

泛且連貫性

知識於一系

列脈絡，以進

行專業工作

或 進 階 學

習。 

學士學位持

有者具備廣

泛且連貫性

知識，具有一

種以上學科

的專精，可據

以獨立終身

學習。 

學士學位持有者具備： 

認 知 能 力 能 批 判 評

鑑、分析、聯合與綜合

知識。 

認知與技術能力能展

示廣泛知識理解及一

些領域之專精。 

認知與創造能力能運

作批判思考與判斷，以

獨立辨別與解決問題。 

溝通能力能提出知識

與概念之明確、一致且

獨立闡釋。 

學士學位持有

者展示知識與

技能之應用： 

在專業實務或

學 識 提 出 規

劃、問題解決及

決策之創舉與

判斷。 

在不同脈絡調

整知識與判斷。 

對自己的學習

與專業實務負

責任且在廣泛

參數下與他人

共同合作。 

學士學

位第 6

級

（ EQF

） 

 具備工作或

學習的先進

知識，涉及理

論與原則之

關 鍵 性 瞭

解。 

具備先進技術、操作熟

練與創新，以解決工作

或學習專業化領域複

雜且不可預測的問題。 

執行複雜的技

術或專業性活

動或計劃，負責

不可預測的工

作或學習情境

的決策。負責管

理個人或團體

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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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3).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Second Edition(p.13,p.16). Retrieved 

March 4, 2013,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2013%20docs/AQF%202nd%20Edition

%20January%202013.pdf、European Union ( EU) (2008). Recommend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or lifelong learning(pp.5-6). Retrieved October 18, 2011, 

from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08:111:0001:0007:E

N:PDF 

新版 AQF 藉由級數、資歷類型及學習期限，增加資歷一致性及資歷間之關

係如表 5-7，通常以學分（credit point）表示。 

表 5-7  

AQF 級數、資歷類型及學習期限 

級數 資歷類型 學習期限 

10 博士學位(Doctoral Degree) 3-4 年 

9 碩士學位(Master Degree) 1-2 年 

8 碩士修業文憑(Graduate Diploma) 1-2 年 

8 碩士修業證書(Graduate Certificate) 0.5-1 年 

8 榮譽學士學位(Bachelor Honours Degree) 4 年 

7 學士學位(Bachelor Degree) 3-4 年 

6 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 2 年 

6 進階文憑(Advanced diploma)  1.5-2 年 

5 文憑(Diploma) 1-2 年 

4 四級證書(Certificate 4) 0.5-2 年 

3 三級證書(Certificate 3) 1-2 年 

2 二級證書(Certificate 2) 0.5-1 年 

1 一級證書(Certificate 1) 0.5-1 年 

備註 (1)高中畢業證書(Senior Secondary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不列

在任一級數內。 

(2) 三級證書如為學徒制可長達 4 年。 

2 年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1).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pp.14-17). Retrieved December 4, 2011,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Handbook/AustQuals%20FrmwrkFirstEd

itionJuly2011_FINAL.pdf 

目前澳洲各大學既存之學分計算方式表 5-8。學習期限定義可包括正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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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研討會、自修、在職訓練、結構化個人教導）；或非正規學習（如

非結構有意的學習－可經認可獲得學分）；或非正式學習（如非結構且非有

意的學習－可經認可獲得學分）。Tuck（2007）認為實務工作增進知識與技

能（如實驗工作、自修、工作實習）及各種形式的評量也應列入考量。 

表 5-8 

澳洲現行學分計算方式範例 

機構 定義 學分計算方式 

大學１ 未明確界定 48 學分＝1 年全職學習

(1year F/T) 

大學 2 未明確界定 24 學分=1 年全職學習 

1 單位(unit)=3-4 學分 

大學 3 未明確界定 120 學分=1 年全職學習 

1 單位=15 學分 

大學 4 未明確界定 1 科目(course)=6 單位 

大學 5 未明確界定 100 學分=1 年全職學習 

1 單位=12.5 學分 

維多利亞學分矩陣 學分以學習時數計算 1 學分(point)=10 小時學

習 

亞太大學交流學分轉換

機制(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Pacific Credit 

Transfer Scheme, 以下簡

稱 UCTS) 

學生負荷量包括上課時

間與自修。 

60UCTS 學分=1 年全職

學習 

資料來源：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09). 

Strengthening the AQF: A proposal, Consultation paper(p.22). Adelaide:Author. 

新版 AQF 在學習成果分類、明確對照級數及學習期限結構下，為澳洲全國

學分制度奠定頒發、累積、轉換的基礎，促進不同教育部門間學分相關性

（或承認）；幫助教育提供者及學生挑出最佳的學習路徑。學習期限、級數

判準及資歷描述語結合使用，作為決定學習成果之深度與廣度。AQF 的學

習期限以相當一年全職學習期限計算，此外 AQF 的級數雖然為層級制由 1

級至 10 級，但學生的進路不限於任何方向，可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或

水平進路均可，此為 AQF 以圓型表示(如前述圖 1 所示)，而不同於舊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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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積木拾級而上的設計，新版 AQF 藉由級數明確建立起高等教育、VET

及中學教育之間教育路徑(訪談資料：AUGO1)，如圖 5-3 可看出級數描述

語、資歷描述語與各學科資歷之間關係。由箭頭方向關係可看出無論資歷

或資歷類型均需對照至級數之學習成果判準，但各學科資歷又須對照至資

歷類型之學習成果描述語及學習期限等判準。 

 

圖 5-3  AQF 級數、資歷類型與資歷之間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AQF)(2013). AQF 

Implementation Workshops(p.24). VET and HE Providers. February- March 2013. 

Retrieved April 30, 2013,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2013%20docs/Power%20Point%20%20p

resentation%202013%20Workshops.pdf 

(四) 資歷認證(accreditation)、註冊系統與品質保證：基本上，AQF 所頒之資歷

須符合下列四項條件：資歷獲得認證、經由授權單位頒發、所頒資歷具有品

級數：學習成果摘

要，級數學習成果判

準 

資歷：學習成果，明

確共通學習成果，學

科內容，學習期限，

正確資歷頭銜 

資歷類型：學習成果

描述語，不用標明學

科，學習期限 

AQF :級數，

資歷類型與

資歷之間關

係 



229 
 

質保證及頒發機構符合澳洲法律規範。澳洲政府則藉由對資歷的認證及授權

頒證單位之登錄註冊來管控 AQF 的品質。各教育部門之認證單位（accrediting 

authorities）如表 5-9，也是授證單位（issuing authorities）。 

表 5-9   

AQF 資歷認證單位 

高中畢業證書 VET 資歷 高等教育資歷 

各州及領地政府授權

單位，以澳洲首都特區

為例，以高中學習委員

會 （ ACT Board of 

Senior Secondary 

Studies）負責高中畢業

證書的認證及註冊學

校所開設之課程，建立

評量綱要與作業程

序，由高中學校對學生

進行評量。 

各州及領地政府授權單位

負責認證 AQF 的 VET 資歷

及授權 RTO 頒發資歷；國

家品質委員會（ National 

Quality Council, NQC）負責

AQF 全國訓練套裝的背

書。2011 年 7 月 1 日起，國

家 技 能 標 準 委 員 會

（National Skills Standards 

Council，以下簡稱 NSSC）

取代。 

2011 年成立澳洲技能品質

局 (ASQA) 取代各州權責

（除維多利亞州與西澳

州），全權負責 RTO 的註冊

及認證VET課程，訂定VET

品質架 構（ VET Quality 

Framework）。 

各州及領地政府授權單

位負責認證 AQF 的高等

教育及授權非自我認證

高等教育頒發資歷；大學

及其他自我認證高等教

育提供者負責認證及頒

發自己的資歷。 

2011 年成立澳洲高等教

育品質標準局（TEQSA）

統一負責非自我認證之

高等教育的資歷認證與

註冊及評鑑高等教育提

供者，以確保高品質的教

育水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1).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p.21). Retrieved December 4, 2011,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Handbook/AustQuals%20FrmwrkFirstEd

itionJuly2011_FINAL.pdf、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1a). Higher Education 

Standards Framework. Retrieved October 11, 2012, from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2L00003/Download、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1b).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gulator ACT 2011. 

Retrieved November 1, 2012, from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C2011A00012、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1c). 

Financial Viability Risk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2011. Retrieved November 1, 2012, 

from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1L01405 

AQF 資歷認證的研發者包括：產業技能委員會（Industry Skill Council，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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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負責研發全國訓練套裝（training packages）的資歷；RTO、高等教育

提供者及其他教育提供者研發自己的資歷。經認證後的資歷，必須註冊登

錄，澳洲政府建置各部門間中央入口網站如圖 5-4，方便經認證的資歷的查

詢與比較。 

 

圖 5-4AQF 註冊系統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3).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Second Edition(p.84). Retrieved March 

4, 2013,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2013%20docs/AQF%202nd%20Edition

%20January%202013.pdf 

AQF 的學習路徑政策（pathway policies）支持學生的終身學習，旨在增加不同資

歷間的進路，認可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多元學習路徑，授證單位必須提供透明

資訊，不同資歷之間學分的累積與承認必須考量學習成果、學習期限、學習課程

（包括內容）及學習評量機制等的可比較性與等同性。對升級至高一級資歷之學

分安排原則如下： 

 50%進階文憑或副學士學位的學分可累積轉換至 3 年制學士學位； 

 37.5%進階文憑或副學士學位的學分可累積轉換至 4 年制學士學位； 

 33%文憑的學分可累積轉換至 3 年制學士學位； 

 25%文憑的學分可累積轉換至 4 年制學士學位。 

 

AQF 註冊系統 

學校部門:澳洲課程評量與

報告局(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 ,ACACA) 

Training.gov.au (TGA)為澳洲

全國訓練套裝、RTO、能力

本位課程註冊中心。 

高等教育品質標準局

(TEQSA) 

http://www.acaca.org.au/
http://www.acaca.org.au/
http://www.acaca.org.au/
http://www.acaca.org.au/
http://www.acac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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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單位或資歷研發單位應有學習路徑政策。簡言之，AQF 的資歷須符合下

項五項元素如圖 5-5，方能列入 AQF： 

 

 

圖 5-5 符合 AQF 資歷的條件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3).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Second Edition. Retrieved March 4, 

2013,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2013%20docs/AQF%202nd%20Edition

%20January%202013.pdf 

 

貳、澳洲資歷架構的實施情形 

一、實施機構 

  AQF 立法依據係由澳洲聯邦政府及各州政府訂定之認證單位法令、品質保

證標準法規等確保 AQF 的實施，其中以 AQFC 為主導團隊，負責管理與監督

AQF 的執行，居關鍵角色。其次品質保證為 AQF 資歷的特色，藉由法定之認證

單位，掌管資歷之品質保證，VET、高等教育及訓練套裝分別由 ASQA、TEQ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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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NSSC 負責。大學及自我認證高等教育為依各州法令成為自己資歷之認證單

位，亦為重要之實施機構。 

(一)澳洲資歷架構委員會(AQFC) 

AQF 最早由教育就業訓練與青年事務部長級委員會( Ministerial Council on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 以下簡稱 MCEETYA) 於

1995 年設立，該委員會於 2008 年同意設置「澳洲資歷架構委員會（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 以下簡稱 AQFC）為新的且更強勢的管理

單位，並獲職業與技術教育部長級委員會（Ministerial Council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以下簡稱 MCVTE)同意取代 AQF 顧問委員會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dvisory Board，以下簡稱 AQFAB），

成為史上首次負責高等教育及後來又職掌 VET（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9）。MCEETYA 與 MCVTE 同意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 AQFC

成為後中等教育暨就業部長級委員會（Ministerial Council for Tertiary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以下簡稱 MCTEE)的執行委員會之一。因

MCTEE 與教育、學前發展及青年事務部長級委員會（Ministerial Council for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Youth Affairs ，以下簡稱

MCEECDYA) 成立；2011 年 11 月後中等教育、技能與就業常設委員會

（Standing Council on Tertiary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以下簡稱

SCOTESE)成立取代 MCTEE，SCOTESE 為高層政策單位，負責澳洲全國後

中等教育、技能與就業制度，包括策略政策、優先策略、規劃與績效、跨部

門相關議題。MCEECDYA 取代 MCEETYA，2012 年學校教育與學前常設委

員會 (Standing Council on School Education and Early Childhood, 以下簡稱

SCSEEC)成立又取代 MCEECDYA，SCOTESE 及 SCSEEC 均屬澳洲政府委

員會（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以下簡稱 COAG），COAG 為澳洲

各政府組成最高決策單位，由總理、各州/領地首長、部長們及澳洲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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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理事長組成。AQFC 負責向 SCOTESE 及 SCSEEC 報告績效、提出政

策建議、改進各部門資歷間之彈性學習路徑（包括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的認

可）、全國及國際上資歷標準的可比較性（AQF, 2011）。AQFC 成員由一位專

業學養深厚兼具全國與國際經驗之主席，加上 9 位成員，來自高等教育（2

位)、VET(1 位)、學校(1 位)、業界(2 位)及政府官員(州及領地 2 位、聯邦政

府 1 位）；再加紐西蘭 1 位觀察員。 

(二)澳洲高等教育品質標準局(TEQSA) 

澳洲聯邦政府 2011 年依法設立澳洲高等教育品質標準局 (The 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Standards Agency, TEQSA)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1d)

為該國高等教育管理與品質監督主管機關，主要職責是根據『高等教育標準

架構』（Higher Education Standards Framework）登錄註冊及評鑑高等教育提

供者（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1a），此架構為強制法令，包括提供者（含

註冊標準、分類標準、課程認證標準）、資歷標準、教與學標準、研究標準

及資訊標準，自 2012 年 1 月 29 日起為澳洲所有高等教育提供者必須配合實

施。此架構列出 7 大註冊標準：(1)提供者具有聲譽且為所提供之高等教育負

起績效；(2)提供者具有財力資源及經費管理能力，俾能永續經營；(3)提供者

展示紮實的商業與學術運作管理；(4)維護學術品質與誠信；(5)良好管理與人

力資源適當；(6)訂定應負之學生責任，包括提供資訊、支援與平等待遇；(7)

硬體、電子資源及基礎設備完備。註冊期限最長 7 年，7 年後須再申請註冊。

有關課程認證乙節，大學與自我認證高等教育可以自我認證各校開設課程，

但仍須符合 TEQSA 所訂之課程認證標準：(1)課程設計適當且符合資歷標

準；(2)課程資源與資訊充足；(3)入學標準適當；(4)教與學為高品質；(5)評

量有效且預期之學生學習成果可達成；(6)課程監督、評鑑、更新或終止為適

當管理。認證的課程最長 7 年後再申請認證。大學課程認證效期 5 年，由各

大學學術委員會負責認證作業，包括課程與系所定期之自我評鑑與外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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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TEQSA 對大學自我認證課程進行品質稽核，以確保品質保證。 

TEQSA 所訂之資歷標準將適用於所有新的授證及重新認證所有現行高等教

育的授證，AQF 的實施計畫於 2015 年 1 月 1 日全面實施。資歷標準包括：

(1)高等教育可頒發 AQF 第 5 至第 10 級的資歷，須符合 AQF 所界定之級數

判準與資歷類型描述語；(2)鑑定文件（如考試及格證、成績及畢業學習報告）

正確且防範造假；(3)關聯性（articulation 意指入學許可或學分承認）、先前

學習的認可及學分安排須符合適當標準。 

2011年澳洲高等教育品質標準局法第 59-61條該局得重新檢查高等教育提供

者是否符合規定，依該法第 98 條，如果已註冊的高等教育提供者違反註冊

條件或無法符合品質標準，或已認證的課程不符合規定，TEQSA 可依法強

制執行縮短高等教育提供者註冊期限或註銷註冊資格，或縮短已認證的課程

期限或註銷已認證的課程(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1e)。 

(三)澳洲技能品質局(ASQA ) 

澳洲聯邦政府 2011 年 7 月 1 日依法設立成立「澳洲技能品質局」(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以下簡稱 ASQA)（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1b），

負責全國 VET 提供者的註冊立案及認證 VET 課程，取代原先各州及領地的

管轄區，但西澳與維多利亞二州職權尚未過渡至 ASQA。2011 年的立法授權

ASQA 隨時稽核 RTO、懲罰權(如註銷立案或關閉)，澳洲政府委員會(COAG)

所屬之 SCOTESE 經由 NSSC 建議，批可這些標準。RTO 所有課程須符合課

程認證標準。ASQA 利用立法機制進行對 RTO 管理，如財力風險評量、VET

全國一致性的高品質訓練與評量標準；註冊的核心條件之一為RTO符合VET

品質架構（VET Quality Framework）的條件。VET 體制的這些改變為澳洲政

府委員會(COAG)致力改善全澳 VET 的品質與一致性，改變主要目的之一為

提供者必須註冊，課程須經認證，而且品質受到監督。藉由全國一致的 VET



235 
 

品質架構及認證機制，業界得對全國認可的 VET 資歷有更大信心，ASQA

建置為全澳 VET 的品質提供明顯的績效與負責單位。ASQA 職掌： 

 註冊 VET 提供者，成為立案之訓練機構(RTO)。 

 向產業、創新、科學、研究及高等教育（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d Tertiary Education，DIISRTE) 推薦

RTOs 可註冊招收海外學生課程。 

 認證 VET 課程。 

 執行 RTO 稽核與風險評量。 

   VET 品質架構包括(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1b)： 

 全國 RTO 管理標準（the Standards for National VET Regulator (NVR) 

Registered Training Organisations）(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1e) 

 適當人力條件（the Fit and Proper Person Requirements ） 

 財 力 風 險 評 量 條 件 （ the Financial Viability Risk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0c) 

 訓練資訊條件（the Data Provision Requirements）  

AQF 此外尚有 VET 認證課程標準（Standards for VET Accredited Courses），

適用於 ASQA 管理之所有課程。課程須符合下列標準： 

 符合業界、企業或社區需求； 

 提供適當能力成果且評量充足依據； 

 符合全國品質保證要求； 

 符合 AQF 適當級數且可獲頒 VET 資歷。 

認證（Accreditation）意指課程為全國認可（recognised）且 RTO 可頒發全國

認可的 VET 資歷或 VET 部分學習成就，一旦課程經認證，就須登錄於全國

註冊系統。課程的研發應一致於訓練套裝研發手冊，課程設計單位依據全國

背書能力單位或模組課程(ASQA, 2011)。基本上，VET 認證課程的範本為三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1L01356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1L01356
http://www.comlaw.gov.au/Series/F2011L01341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1L01405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1L01405
http://www.comlaw.gov.au/Series/F2011L01342
http://www.comlaw.gov.au/Series/F2011L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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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要項目：(1)課程認證情形；(2)符合產業需求及評量規定；(3)提供能力

單位或模組資訊。 

VET 品質架構取代澳洲品質訓練架構（Australian 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 

以下簡稱 AQTF)。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新成立的 NSSC 負責向 SCOTESE（為

澳洲政府委員會常設委員會之一）提出建議，NSSC 提出全國品質保證、表

現監督、報告、風險、稽核、重新評鑑提供者認證情形、VET 資歷的認證，

其取代國家品質委員會(National Quality Council)，標準由 NSSC 提出，交由

ASQA 執行。自 2012 年起，ASQA 要求企業或 RTO 提出雇主滿意度資料。 

(四)國家技能標準委員會（NSSC） 

國家技能標準委員會（National Skill Standard Council, 以下簡稱 NSSC）為

SCOTESE 的執行委員會之一，2011 年 7 月 1 日起成立，取代國家品質委員

會(National Quality Council)，NSSC 屬於後中等教育、技能與就業全國顧問

之一（National Advisory for Tertiary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 , 

NATESE）。SCOTESE 訂定 NSSC 優先策略及年度工作計畫，NSSC 職掌： 

 研發 VET 全國管理標準，並送請 SCOTESE 核定。 

 向 SCOTESE 提出適用 VET 標準的實施與發展建議。 

 透過 SCOTESE 向 ASQA 提全國標準的實施資訊及品質保證議題。 

 通知 VET 部門有關全國標準的任何改變。 

 向 SCOTESE 提出 ASQA 運作建議。  

 背書訓練套裝（Training Packages）。 

 核定學費品質機制。 

NSSC 保持運作獨立於 ASQA，並與後中等教育、品質與學習路徑主要委員

會（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Pathways Principal Committee,以下簡稱

TEQPPC，屬 SCOTESE 執行委員會之一) 密切合作，TEQPPC 向 SCOTESE

提出全國後中等教育品質與國際聲譽的維持，包括全國 VET 標準。產業技

http://www.natese.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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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保證小組 

能委員會（Industry Skills Councils）負責研發訓練套裝，須符合由 NSSC 訂

定標準。NSSC 訂定 2011 年全國 VET 管理者法（National VET Regulator, NVR 

Act 2011），規範 RTO 註冊標準、訓練套裝標準及認證課程標準等。產業技

能委員會（ISCs）研發之訓練套裝(占全澳 VET 課程 80%)經由 NSSC 背書及

認證提供訓練套裝的資歷(NSSC 不能註冊 RTO，只能認證資歷)。 

(五)產業技能委員會(ISCs)  

產業技能委員會(Industry Skills Councils，以下簡稱 ISCs)為澳洲聯邦政府補

助且認可之非營利機構，職掌訓練套裝的研發，提交 NSSC 背書。ISCs 使命

為結合產業、教育提供者與政府單位，以產業主導提升技能與職場發展，ISCs

向 澳 洲 聯 邦 政 府 職 場 人 力 與 生 產 力 總 署 (Australian Workforce and 

Productivity Agency)提出職場人力所需資訊，主動支持高品質訓練與人力研

發與實施，包括訓練套裝；向企業提出中立客觀之技能與訓練建議，與企業、

就業服務提供者、RTO 及政府單位共同合作分配企業本位之生產力實習訓練

計畫，參與各州及領地政府顧問團。目前澳洲全國有 11 個 ISCs，持續改良

訓練套裝，以符合現存及新興產業技能，訓練套裝研發流程如圖 5-8。 

 

  

 

 

 

圖 5-6 訓練套裝研發流程 

資料來源: Industry Skills Councils(ISCs)(2008). Training Packag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lans. Retrieved May 10, 2012, from http://www.isc.org.au/tp-plans.php 

 

目前訓練套裝持續改善計畫包括農業食品技能、社區服務與醫療、建造與資產服

務、森林、政府技能、創新與商業、製造業技能、交通及物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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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C2011A00012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C2011A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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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澳洲聯邦政府職掌監督 AQF 實施機構(不含 ISCs，ISCs 非屬聯邦政府

機構)簡圖 5-7 如下： 

 

 

 

 

圖 5-7 AQF 澳洲聯邦政府實施機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3).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Second Edition. Retrieved March 4, 

2013,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2013%20docs/AQF%202nd%20Edition

%20January%202013.pdf 

 

   整體而言，AQF 涉及學校、VET、高等教育等三個部門，有關課程發展、認

證、評量及頒發等涉及之實施機構如表 5-10。 

 

 

 

 

 

 

澳洲政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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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等教育、技

能與就業常設委

員會（SCOTESE） 

 

學校教育與學前

常設委員會 

(SCSEEC) 

VET 品質保證標

準訂定單位：

NSSC 

VET 認證及註冊

單位：ASQA/維州

及西澳政府 

高等教育認證及

註冊單位：TEQSA 

AQF 管理單位： 

AQ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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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AQF 各教育部門主要實施機構 

內容 學校部門 VET 部門 高等教育部門 

課程發展 各州／領地主管逐步推介

澳洲課程評量與報告局

（ 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gency, ACARA）之全國

課綱。 

產業技能委員會

（ISCs） 

RTO 

由各州／領地政府

認證單位授權或自

我認證高等教育提

供者 

 

課程認證  各州／領地法定權限 訓練套裝由 NSSC

背 書 ， RTO 由

ASQA/ 維 州 及 西

澳政府認證。 

1.由各州／領地政

府授權之自我認證

高等教育提供者自

行認證。 

2.其他由 TEQSA

認證。 

評量  各州／領地法定權限 RTO 高等教育提供者 

頒發  各州／領地法定權限 RTO 高等教育提供者 

提 供 者 的

註冊認證  

各州／領地法定權限 ASQA/ 維 州 及 西

澳政府 

TEQSA 

主 要 補 助

來源 

各州／領地法定權限 各州／領地政府 澳洲聯邦政府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0). Impact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strengthened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Retrieved December 4, 2012 , from 

http://www.aqf.edu.au/PoliciesPublications/tabid/196/Default.aspx  

二、實施阻力 

(一)舊版 AQF 實施阻力 

1.脈絡張力 

(1) 各教育部門不同利益觀點：墨爾本大學副教授 Leesa Wheelahan 表示： 

舊版 AQF 雖名為單一架構，但事實上，推行以來，一直存在二種架

構，一為大學架構，另一為 VET 架構；在澳洲著名大學如墨爾本大

學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或澳洲國家大學 (Austrlian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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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甚至忽視 AQF。(訪談資料：AUU1) 

澳洲大學反對 VET 部門開授大學相等資歷，VET 的關鍵教育利益相關者認

為碩士修業文憑及證書（graduate diplomas and graduate certificates ）應屬

VET 及高等教育兩者的資歷，大學高層單位反對，可是支持 VET 研發自己

的個別抬頭的資歷名稱(DEST, 2003)，於 2005 年 VET 的碩士修業文憑與

證書加入 AQF。2013 年起刪除 VET 碩士修業文憑與證書，VET 部門亦可

開設碩士修業文憑及證書(AQFC, 2012)。 

(2) 品質監督出問題，教育提供者良莠不齊：AQF 在實施時遭遇一個相當大問

題，即為澳洲有許多私立教育提供者(私立 RTO)，其提供 1 至 4 級證書，部

分大學也登記為 RTO，也可提供此類證書；但墨爾本大學 Leesa Wheelahan

副教授指出「有些私立教育提供者為招收更多國際學生，開設品質差的低學

費課程，以致未符合應有之評量標準，造成質優的教育提供者與低劣的教育

提供者之間的不公平競爭，此為 AQF 實施層面很大的爭議」(訪談資料：

AUAC1)。AQF 本身立意良好，但在實施時未妥善執行品質保證管理，架構

非常好，但實施執行不當，關鍵在於教育提供者之誠信問題。昆士蘭終身學

習理事會理事長 Merv Garnder 指出： 

1995 年創辦 AQF，前 10-15 年各州對 RTO 的品管僅作書面稽核，未實

地考察，造成品質低劣嚴重問題。(訪談資料：AUES3) 

有些高等教育提供者碩士課程 1 年即可獲得，但通常須 1 年半至 2 年，墨爾

本大學副教授 Leesa Wheelahan 指出「新版對 VET 特別明定學習期限，舊版

未對職業教育明載學習期限，但對高等教育有明載學習期限，新版比舊版更

有權力規範高等教育提供者」（訪談資料：AUAC1）。 

(3)業界與學界之間張力：業界與學界二者之間永遠存在張力，業界要求學界培

育業界所需人才，但學界表示是培育人才，而不是培育特別行業人才，雙方

思維角度不同，為實施上阻力之一；昆士蘭終身學習理事會理事長 M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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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ner 表示： 

RTO 反對業界干涉其開課內容，TAFE 也反對業界參與資歷的研發，

大部分業界也不滿學界的教學成果，業界也有自己開設訓練課程如

Toyota，成立自己的 RTO，培訓自己的職場人才，所頒資歷在也 AQF

之列。（訪談資料：AUES3） 

(4)專業立案單位不接受 AQF 資歷為執照代表：AQF 原本設想解決學習者在某州

接受教育與訓練所頒之資歷，無法在其他州申請立案執照的問題，昆士蘭終

身學習理事會理事長 Merv Gardner 指出「但因品質管理交由各州負責，導致

彼此不接受其他州的資歷作為執照申請條件」(訪談資料：AUES3)。在澳洲有

些行業執照由政府另一單位主政或專業學會負責，有些行業同意接受 AQF 的

資歷，發予執照，如取得護士資歷，即可申請護士註冊，有些行業如電工須

接受訓練套裝的課程，獲得資歷後，須再通過專業發照單位舉行的考試，才

能獲得電工執照。 

(5)有些專業資歷不加入 AQF 行列：昆士蘭學習局副組長 Ian Fyfe 表示「不是所

有澳洲資歷均在 AQF 之列，如澳洲公司主管學院(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ompany Directors)在澳洲倍受重視，但不在 AQF 之資歷內」（訪談資料：

AUGO3）；另外澳洲音樂考試委員會（Australian Music Examination Board）、

皇家舞蹈學院（the Royal Academy of Dance）及三一音樂學院(Trinity College of 

Music)早在 AQF 成立之前，已樹立自己卓越聲譽，也沒有加入 AQF 資歷。 

2.AQF 本有邏輯缺失 

(1) 訓練套裝明載過度，資歷未深嵌於教學課程：澳洲訓練套裝規範過於詳細，

沒有說明如何教學，如何融入既有之教育制度，造成實施障礙；墨爾本大學

副教授 Leesa Wheelahan 表示： 

當初研發考量包含所有內容，結果為衍生無數訓練套裝主題，反而沒有

為不同學門之間差異性與關聯性提出一個架構，造成一般民眾不明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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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單位之間關係，知識由學科知識變成作業知識 (procedure 

knowledge)。(訪談資料：AUAC1) 

AQF 在推行之際，未考量優質的教學與學習者中心，如何將資歷轉化至課

程，在 AQF 實施之整體脈絡，包括教師的教學，但 AQF 無法驅動教學，昆

士蘭學習局副組長 Ian Fyfe 指出「AQF 強調績效，但不是教育學」(訪談資料：

AUGO3)。此外，教師與評量者在舊版推出之際不明白什麼是 AQF。 

(2) 相同級數不同行業不同學習期限：澳洲聯邦政府學徒組組長 Daniel Owen 指

出「在澳洲水電工（plumber/electrician）AQF 第 3 級學徒證書須學習 3 至 4

年，但其他行業相同級數的資歷如基層管理者(first line manager)只須 6 個月，

即可獲得第 3 級證書，此為應用 AQF 的級數，在實施時產生不同行業之間等

同性之爭議，相同級數不同學習期限，其等同性令人質疑」(訪談資料：

AUGO2；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s，2012)。不同學習期限提供學習者成本

效益考量，又如高中畢業證書等同第 3 級證書，也等同水電工學徒 3 級證書，

雇主偏好學徒制的資歷，「但 AQF 資歷不是執照，在澳洲沒有水電工的 AQF

資歷無法申請執照，行業執照不同於 AQF 教育與訓練的資歷」(訪談資料：

AUGO2)。澳洲 AQF 的優點為企圖整併教育與職業訓練，但也為其缺失所在。

各行業有其差異性，但卻有相同級數的資歷；可產生資歷品質高低不一的情

形，也造成雇主對資歷沒信心。又如美髪師可選擇學徒制或在學校上課，雇

主重視學徒制的資歷，而不是公私立專科學校培育的畢業生。在澳洲水電工

須由學徒制方能取得證書，但其他行業則可選擇學徒制或上課制，但在 RTO

上課學習者投資成本低時間少，此為 AQF 實施的問題之一。 

(3) 資歷描述語過於簡略：因為澳洲 AQF 資歷描敘語為一般性描述，完全在於實

施時執行者如何詮釋，AQF 政策難度在於彈性與明確規範二者之間如何拿

揑，澳洲聯邦政府學徒組 Daniel Owen 組長表示「AQF 資歷描述語過於一般

性，成為實施阻力，造成實施者可以進行操作。澳洲在過去 3 年來，2 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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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資歷已非常少，為獲得補助，已追求高資歷」(訪談資料：AUGO2)。 

3.政府實施機構內部衝突 

(1) 澳洲政府補助機制引導資歷往高階發展，造成貶低低階價值：澳洲政府補助

高等教育或 VET 教育提供者，先決條件須開設 AQF 的資歷，而且補助高階

資歷，導致貶低低階資歷的價值。澳洲聯邦政府學徒組 Daniel Owen 組長表

示： 

不是 AQF 的問題，而是人民如何詮釋及如何使用造成的問題，補助機制

鼓勵追求更高資歷，較低資歷補助較少，此為影響使用 AQF 的動機，同

時實施機構操作 2 級證書易通過，俾利升上第 3 級，如此可獲得補助。(訪

談資料：AUGO2) 

又如已修畢藝術學士課程(第 7 級)，若降級修讀教育文憑(第 5 級)則無法獲得

就學貸款補助；昆士蘭終身學習理事會 Merv Gardner 理事長也指出同樣情形

「例如澳洲藝術學士申請入學教育文憑無法獲得就學貸款，但申請教育碩士

則可獲政府申請就學貸款」（訪談資料：AUES3）。 

(2) 單一架構交由各州執行，彼此詮釋不同：AQF 雖然整合澳洲 6 州及 2 領地在

單一架構下，但長久以來，澳洲聯邦政府下放權力交由各州以不同方式實施，

如維多利亞州與新南威爾斯州有不同的品質管理 RTO 模式，維州不認同其他

州的品管標準，令業界沮喪；一個大公司在各州有分公司，但卻需符合各州

不同標準，增加業者成本。此外，TAFE 也另有自己的管理系統，昆士蘭終

身學習理事會 Merv Gardner 理事長表示「單一 AQF 架構，由各州不同詮釋

方式，實施多年來，促使新版 AQF 將各州品質保證機制交回聯邦政府統一監

管，此為澳洲一大革命，各州權力改變，但 AQF 的資歷品質具有全國一致性」

(訪談資料：AUES3)。 

(3) 行政官僚造成實施阻力：AQF 為澳洲政府強制推行制度，由一群行政官僚執

行實施品質管理與行政制度的符應稽核，昆士蘭終身學習理事會 M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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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ner 理事長表示「所謂符應只是進行書面審核，未實地考核訓練者或評量

者之能力是否符合，即使現場稽核也只是進行一套文件與程序而已」(訪談資

料：AUES3)。 

(二) 新版 AQF 實施阻力： 

1. 強勢 AQF 可能面對的衝擊阻力：舊版雖為單一架構，但事實上，僅規範 VET

架構，新版 AQF 統一將大學與高中教育也納入規範，尤其透過立法，進行

強勢管理，其對學校、VET、高等教育及業界等部門可能產生的衝擊如下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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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強勢 AQF 對各教育部門的衝擊議題 

學校部門關鍵議題 強勢 AQF 可能的衝擊 

對高中畢業證書雙重要求  壓力來自要求更明確訂定高中畢業證書的級

數，困難在於很難就知識、技能與二者之應

用來界定最低標準。  

1 至 5 級學生成果差異很大  壓力來自要求更明確訂定高中畢業證書的級

數，困難在於很難在 AQF 內定位與詮釋。  

高等教育入學許可分數勝於高中

畢業證書  

壓力來自公民、基礎學習成果、更廣學習平

台特別列入高中畢業證書之壓力。  

VET 關鍵議題 強勢 AQF 可能衝擊  

COAG 教育目標的重要性 管理者、教育提供者、認證單位對提供學生

學習路徑的關鍵參照點。  

資歷與提供者的大量繁殖  新版 AQF 與 ASQA 須改善品質保證。  

進階學習的入學機會有限  VET 資歷的設計須整合更大入學機會取得  

高等教育關鍵議題 強勢 AQF 可能衝擊 

失去自主權的感受  歧義或過度規範可能限制教育提供者投入及

信任 AQF。有些機構可能優先加強專業／學

科單位的關係，以保存專業資歷所需求之標

準，較少強調 AQF 作為對照點來合法化其資

歷。 

學分轉換、承認與路徑  除非學分政策整合課程、評量、教學及學習

歷程，否則無法改善學習路徑。要求認可先

前學習資歷最低學分的最低限度可能導致教

育提供者不願意提供學習路徑。當所有教育

提供者必須有學習路徑時，就沒有必要要求

他們證明其積極實施。 

（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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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關鍵議題 強勢 AQF 可能衝擊 

與 TEQSA 的互動  日增審慎檢查碩士學位的可能，可帶動提供

碩士學位課程改善內容與學習期限之一致

性，同樣地也可驅動主動性，無視於 AQF 是

否作為高等教育對照點，一致於 AQF 資歷的

資歷抬頭、級數與描述語可能為教育提供者

稽核與自我認證高等教育提供者符合要求成

為更大的焦點，因此有助於更強管理的環境。 

產業相關關鍵議題  強勢 AQF 可能衝擊 

企業、學校與 VET 提供者間一些

資歷不正常現象（尤其三級證

書）。 

強調三級證書資歷在技能服務相對更高技能

貿易工作的不正常現象。  

維持某些資歷的相對穩定性具有

潛在困難度壓力，當有些分類升

級，然而有些維持不變，有些則

降級。  

提供背景與依據，俾利考量如何克服一些資

歷不對稱及薪資差異的問題。  

資料來源: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QFC) (2010). Impact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strengthened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pp.6-8). 

Retrieved December 4, 2012 , from 

http://www.aqf.edu.au/PoliciesPublications/tabid/196/Default.aspx  

  上述新版 AQF 對各不同教育部門可能產生的衝擊阻力，也為澳洲政府未來

須面對的挑戰。 

2. 建立教育路徑轉換的信任區挑戰：資歷學習路徑與相關性政策為強勢 AQF

改善中等學校、VET、與高等教育間教育路徑的重要乙環，要求所有頒證機

構訂定學分安排政策，以促進改善學習路徑，雖然沒有參照方針或認可先前

學習的條件，但有關完成一個資歷授予學分級數之政策則相當明確，但也如

墨爾本大學副教授 Leesa Wheelahan 研究發現指出「不確定的為教育提供者

是否接受級數作為信任依據，以建立教育路徑，但課程發展及評量此二個關

鍵領域仍未改變，然而這些卻是建立課程相等性、學分轉換及承認的關鍵領

域」(訪談資料：AUAC1)。 

三、實施助力 

http://143.92.241.68/Portals/0/Documents/AQFC%20-%20impact%20analysis%20-%20final%208Oct10%20(3).pdf
http://143.92.241.68/Portals/0/Documents/AQFC%20-%20impact%20analysis%20-%20final%208Oct10%2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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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版實施助力 

1. AQF 共同目的－資歷符合職場要求：AQF 依其推動之目的，建置根基

獨立於教育部門脈絡，仍可獲得支持，促使改革之可行(Young 2003, p. 

201)。AQF 發展的關鍵驅動因素為與其他國家建立 NQF 相同，即研發

一個全國性 VET 制度(DEST, 2003,p. 12; Tuck,  2007)，可在 AQF 的目

標中看出： 

...藉由資歷符合職場要求與職業需求，鼓勵更多高品質 VET，有助

全國經濟表現。 

AQF 推行之際，業界與政府致力於經濟改革，為 AQF 的實施助力，政

府對教育與訓練的補助旨在減少技能人才缺口問題 (訪談資料：

AUES3)。 

2. 業界形塑能力本位標準／訓練套裝：在 1990 年代建立全國性 VET 制

度，業界形塑這個制度的結構與管理，以及資歷性質為能力導向，產業

利益形塑 AQF 的結構，例如，Keating (2006, p. 65) 解釋： 

… 2002 年決定將架構描述級數部分刪除，此項決定來自業界壓力，

以確保資歷級數不會被連結至產業名稱，也認知到 AQF 主要及唯一

爭議性功能為：蒐集 VET 資歷之一套描述語來自產業導向的能力單

位。 

澳洲產業技能委員會(ISCs)為業界代表，研發訓練套裝，產業技能委員

會要求訓練套裝可包含 3 級證書、4 級證書、文憑與進階文憑。澳洲聯

邦政府學徒組組長 Daniel Owen 指出「產業技能委員會可說是 AQF 實

施的助力，也是阻力所在，因為其可操作提升訓練套裝研發高階級數」

(訪談資料：AUGO2)。 

3. AQFC 委員包含產學及各教育利益相關者：AQFC 為澳洲 AQF 的監督

與管理者，其委員會包括各教育利益相關者，有業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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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QF 單一架構助力也是阻力：AQF 整合高中教育、VET 及高等教育，

企圖創造無縫接軌制度，也是其失敗所在，因不同部門有其不同教育理

念。昆士蘭終身學習理事會 Merv Gardner 理事長指出「高中與高等教

育為常模參照教育制度，不同於 VET 的能力本位制度；傳統教育者不

明白什麼是能力本位」（訪談資料：AUES3）。 

5. 舊版 AQF 鬆散結構為其優勢：舊版 AQF 實施時大學仍保有相當自主

權，澳洲政府未強迫大學採能力本位機制，為鬆散架構，但未遭受如其

他國家大學強烈反彈。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政策顧問 Gravin Moodie 博

士表示「第一代 NQF 的英語系國家的大學與菁英學校有太多自主權，

無法被迫接受 NQF，導致如紐西蘭、南非與英國的實施失敗，這些國

家強制執行反而失敗，反而鬆散的結構如早期的 AQF，但其缺失也是

其優點所在，實施較易成功」(訪談資料：AUAC2)。 

(二)新版實施助力 

1. 學習成果評量加入學習輸入成份：AQF 只規範學習成果，交由各教育提

供者有完全自主權進行教學與評量，融入學習輸入(AQF, 2013)；墨爾本

大學教育學院 Leesa Wheelahan 副教授指出「新版 AQF 對資歷的評量加

入學習輸入(learning inputs)考量，對未來實施有益，因為學習輸入為課程

教學與評量之本質」(訪談資料：AUAC1)。 

2. 繼續學習與工作兼重：新版 AQF 同時強調資歷之學習成果必須明載繼續

學習之路徑與就業工作之路徑(AQFC, 2013)，「新版 AQF 同時強調資歷

之學習成果必須明載繼續學習之路徑與就業工作之路徑，墨爾本大學教

育學院 Leesa Wheelahan 指出「此有助於改善舊版 VET 部門只強調就業

（職業教育資歷），忽略繼續學習的重要性」(訪談資料：AUAC1)。 

3. 明載學習期限有助於提升品質：新版特色之一為加入學習期限，加強同

一級數資歷之品質保證(AQFC, 2013)。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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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n Moodie 博士指出「新版 AQF 明訂每一資歷須完成之學習期限，

藉以避免不良之教育提供者提供短期快速之資歷課程，降低資歷品質的

風險」(訪談資料：AUAC2)。 

4. 教育與專業雙重認證，加強教育與職場關係：AQFC 執行長指出 AQF 結

合 TEQSA 與專業學會的管理，一為 TEQSA 對高等教育提供者的註冊及

課程認證，另一為專業團體如醫學或工程師專業團體對大學資歷是否符

合專業能力需求之認證，TEQSA 認證大學開課時會將專業團體認證列入

考量；TESQA 與一些專業團體均有立法依據，藉此雙重認證機制，建立

AQF 資歷與勞力市場密切關係(訪談資料：AUGO1)。 

5. 新版 AQF 設計簡單，有助推行：ILO 專案研究發現 NQF 資歷學習成果

明載過度，不易為民眾了解，造成實施障礙(Allais, 2010)，新版參考世界

主要國家 NQF，重新定義學習成果內涵，俾利了解與國際上比較(AQFC, 

2009)；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政策顧問 Gravin Moodie 博士指出「NQF 一

開始建置時，儘可能越簡單越好，如學分轉換機制過於複雜，反而最易

被忽視。NQF 的目標應儘可能簡單明白，新版 AQF 重新定義資歷，朝

簡化方向，有利於推行」（訪談資料：AUAC2）。 

 

 

第三節 澳洲資歷架構成效評估與未來走向 

壹、AQF 成效評估 

  AQF 自 1995 年推行以來，其整體成效摘述如文獻探討中已分析學者專家之

研究報，本節再增列分析個案訪談資料結果如下，至 2011 年新版取代，新政策

甫推出，至 2014 年才全面實施，AQFＣ執行長 Ann Doolette 表示，新版成效須

至 2015 年才會進行評估，並進一步指出 AQF 的成功衝擊涉及許多因素，不是只

歸因於 AQF，例如成功因素包括 TEQSA 品質保證機制、專業立案註冊機制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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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等教育補助機制，AQF 成功實施要求所有面向共同合作，考量所有這些因

素在內，才可能進行 AQF 變革的衝擊評估，澳洲聯邦政府與歐盟執委會共同合

作進行 AQF 與 EQF 小型研究對工作者與學習者流動可能的衝擊，研究結果發現

受訪者均表肯定 NQF(訪談資料：AUGO1)。 

一、澳洲資歷架構達成部份政策目標 

(一) 提供多元教育路徑：AQF 推行之前，各種學習路徑不多，AQF 有助於不同

教育部門依據相同學習成果提供多元學習路徑，為學生提供學習平台，尤其

為高中第 12 年級離校無證書者提供多元學習路徑，澳洲成人學習學會執行

長 Sally Thompson 表示「另類學習路徑，使得這群學習者有機會進入高等教

育，也創造大學更普遍與更易進入，至今提供更多學子進入大學」（訪談資

料：AUES2）。 

(二) 創造教育市場與大學多功能發展：AQF 的架構有助於提升澳洲高等教育同

時兼具大學與 VET 二種不同教育的功能，新版的 AQF 要求大學課程必須符

合 AQF 學習成果的要求，VET 的架構自舊版 AQF 推行以來即要求配合。

至今澳洲部分大學同時可提供學位課程與 VET 資歷，有些 TAFE 可提供學

位課程，AQF 架構確實創造澳洲的教育市場。受訪Ｂallarat 大學教育學院副

院長 Barry Golding 表示「Ballarat 大學為小型大學，但因為 AQF 的推行，

創造該校成為多功能的大學，屬於區域大學網絡（Regional Universities 

Network, RUN），善用 AQF 策略，創造 Ballarat 大學招收不同學習路徑的

學生，獲益於 AQF 的改革，幫助該校招收更多學生」。Golding 教授進一步

指出「但澳洲有些名校，不致力於提供學生各種學習路徑，甚至不易申請進

入該大學就讀」(訪談資料：AUU1)。 

(三) 創造全國性的 VET 制度，大學及中學衝擊較小:受訪者均表示澳洲 AQF 最

大優勢為創造全國一致的職業教育與訓練，提供 1 級至 4 級證書、文憑與進

階文憑。雖名為單一架構，但舊版 AQF 推行十多年以來，除了 VET 衝擊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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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外，高中教育仍使用其既存之結構與考試制度，大學部門為自我認證與

自我管理。墨爾本大學 Leesa Wheelahan 副教授表示 

澳洲大學，尤以八大頂尖名校不歡迎 AQF，AQF 對大學衝擊小，但八

大名校比以前面對更大壓力，必須能證明符合新版 AQF 規範；基本上，

八大名校因其傳統聲譽地位，維持在教育市場的成效。(訪談資料：

AUAC1) 

澳洲聯邦政府學徒組組長 Daniel Owen 表示「基本上 AQF 在澳洲人人認為

有價值，對推動終身學習是健全架構，但在第一線實施執行面，推動至今已

逾 15 年，仍有許多爭議，有待不斷改善」(訪談資料：AUGO2)。昆士蘭學

習局 VET 組副組長 Ian Fyfe 也表示「舊版 AQF 名為單一架構，事實上，實

施時，各自有其架構，中等教育與大學教育一直與 AQF 保持適當距離，AQF

主要成效在 VET 部門」（訪談資料：AUGO3）。 

二、澳洲資歷架構有待加強業界需求面向 

(一) AQF 仍未符合業界需求：AQF 訓練套裝由業界代表研發，但業界雇主仍不

滿意，澳洲教育學會布里斯本區主席 Denise Reghenzani 博士表示「澳洲木

工或水電工必須經由 AQF 體制培育此類職場人才，必須有職場經驗，教學

實務內容重於課堂內容，將理論結合在實務學習中，但同樣地也有些課程過

度偏重課堂理論」（訪談資料：AUES1）。澳洲聯邦政府學徒組組長 Daniel 

Owen 表示「即使 AQF 有訓練套裝，仍未符合業界需求」(訪談資料：

AUGO2)。AQF 訓練套裝為能力本位，評量方式不同於傳統的考試等級分

A、B、C、D 等級數；評量只有通過或不通過，即具有能力或沒有能力

(incompetent)，昆士蘭終身學習理事會 Merv Gardner 理事長表示「但業者批

評學生如電腦產業，在學校學習 3 年後又已過時，AQF 理論上資歷符合產

業需求，但事實上，業界抱怨產學落差，畢業生無法勝任工作，問題出在品

質保證制度」(訪談資料：AUES3)。業界不一定選擇 AQF 資歷課程培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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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澳洲教育學會布里斯本區主席 Denise Reghenzani 博士也指出「又如

Microsoft 的 IT 資歷不在 AQF 之列，但一般民眾選擇 Microsoft 的資歷，反

而不選擇 AQF 的 IT 資歷，認為微軟比 AQF 培訓更佳職場人才」（訪談資

料：AUES1）。 

(二) 教育至工作路徑強弱視各行業需求：AQF 路徑策略推行成功在於職業市場

需求，如澳洲護士人才需求量大，也導致 AQF 護士資歷至工作路徑有非常

密切關係；換言之，沒有 AQF，仍存在教育與職場工作的路徑；墨爾本大

學副教授 Leesa Wheelahan 表示「AQF 的設置，只是扮演促進協助角色，不

是教育至職場銜接成功的原因，教育至職場順利轉換關鍵因素為勞力市場結

構」(訪談資料：AUAC1)。 

貳、政策未來走向 

  AQF 自 1995 年實施以來，從未進行評估，AQFC 由澳洲聯邦政府指示，於

2009 與 2010 年間進行有始以來第 1 次評估，評估發現舊版 AQF 推行的缺失，

必須加強改善全國資歷的一致性、提升國際比較性與地位、加強學習路徑的轉換

與承認，爰於 2011 年推行新版 AQF，依此三大目的，未來政策走向分析如下。 

一、 改善全國資歷一致性：新版 AQF 藉由立法手段建置新的全國性資歷品

質管理單位，高等教育由澳洲高等教育品質標準局(TEQSA)，職業教育與訓

練由澳洲技能品質局(ASQA)職掌，澳洲技能品質局將監督定期評鑑 RTO 的

品質；各州政府主管 RTO 的品質保證統一交回由聯邦政府監督（除維多利

亞與西澳二州外），改善全國資歷的一致性，2013 年 NSSC 計畫提議整合現

行 VET 管理架構有 AQSA 執行的 VET 品質保架構（NVR VET Quality 

Framework）、維州與西澳依據的 AQTF 為單一架構稱為「澳洲職業資歷制

度（Australian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System, AVQS）」（NSSC, 2013），

以更嚴格的規定提升 RTO 品質水準，充份實現澳洲 VET 制度的全國一致性

標準。新版 AQF 的走向為強勢架構且更具規範性，可能目前世界 NQF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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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最詳盡架構之一，也可能為全世界第一個國家將大學列入管理，要求大

學必須註冊及接受定期品質評鑑 (訪談資料：AUGO1)。 

二、 提升國際比較性與地位：新版 AQF 參照歐盟與其他國家發展趨勢，改

良舊版，加入級數制度，以學習成果三項要素知識、技能與知識暨技能二者

之應用，學習成果界定級數描述語與資歷類型描述語，以研發資歷，而且作

為教學評量依據；AQF 與時俱進，俾利與世界各國共同比較，考量澳洲移民

人口數量眾多，四分之一人口出生海外，新版 AQF 資歷必須能在國際上相

互比較，促進留學與工作者的流動(訪談資料：AUGO1)。墨爾本皇家理工大

學政策顧問 Gavin Moodie 博士表示「當高等教育日趨全球化時，除了應有

NQF 之外，全球也應思考 UNESCO 國際教育分類標準，是否應建置國際資

歷架構」(訪談資料：AUAC2)。 

三、 加強學習路徑的轉換與承認：新版 AQF 藉由級數描述語與資歷類型描

述語，再加上學習期限，以支援協助各教育與訓練部門對已具有之學習成果

授予學分，並要求各教育提供者訂定學習路徑政策，有利於加強學習路徑，

不僅教育至教育的路徑，也包含教育至職場的路徑；新版圓形模式設計，不

是階梯式或層級式，代表學習者可自任何地方任何方向重新繼續學習，例如

10 年級結束後即離校，未獲得高中畢業證書，但可經由第 3 級證書，獲得入

學大學學士學位機會，或未有學士資歷，但有進階文憑加上工作經驗，可申

請碩士班入學，此為彈性架構，有利推動終身學習；AQF 整體設計方向以要

求學習者最終學會什麼及會做什麼為目標，為學習成果意涵所在（訪談資

料：AUGO1）。VET 與高等教育二者之間的學習路徑早已存在多年，AQF

的成立企圖之一為改善強化學習的轉換與承認。 

  新政策成功三大要素：AQFC 於 2013 年在全澳舉行巡迴研討會，慎重向 VET

及高等教育提供者表達新版 AQF 實施成功三大要素為(AQF, 2013)： 

(一) 資歷認證：資歷認證的關鍵點在於所有知識、技能與應用必須明顯，某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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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依其目的，各有其強調重點；級數、資歷類型與學科之間關係明確；學習

成果必須整體性導向知識與技能的一致性，也必須為學生能達成的學習成

果；學習期限必須充分促使學生能達成該級數的學習成果；共通學習成果必

須闡明。 

(二) 資歷的教學與評量：AQF 的資歷可以課程(curriculum)或訓練套裝內容教

學，AQF 只規範學習成果必須為可達成的，但未規範如何藉由教學達成；

教育提供者有自主權決定資歷如何教學，可以在教室、職場或遠距教學等

等，但教學方法可能受外部要求而調整。AQF 資歷的評量則為教育提供者

的職責，評量結果符合資歷所有條件後可頒發資歷，發證單位負責保證學習

成果的品質，教育提供者經由核准註冊後得有主權進行教學評量，但也可能

須符合外在條件。評量可在職場、教室或認可先前學習各種方式進行。 

(三) 資歷的品質保證與管理：澳洲聯邦政府的 TEQSA 及 ASQA 分別職掌高等教

育與 VET 的品質保證與管理。新版 AQF 資歷品質保證機制週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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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新版 AQF 資歷品質保證機制週期 

資料來源：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AQF)(2013). AQF Implementation 

Workshops. VET and HE Providers. February- March 2013. Retrieved April 30, 2013, 

from 

http://www.aqf.edu.au/Portals/0/Documents/2013%20docs/Power%20Point%20%20p

resentation%202013%20Workshops.pdf 

  Ann Doolette 執行長受訪時強調，新版 AQF 必須與品質保證機制攜手合作，

才能實施成功，AQF 本身雖然無立法規定實施，但所有其他品質保證機制如

TEQSA 與 ASQA 之立法已將 AQF 深深嵌入，可說是間接方式立法；AQF 早期

推行至今，均依照澳洲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之間的協定推動。此外高等教育補助

機制（Higher Education Support ACT）也明確規範補助開設 AQF 資歷的課程，

AQF 本身無立法依據，但政府其他相關法規則處處明訂與 AQF 相關，相輔相成，

有助於 AQF 的實施成功(訪談資料：AUG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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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澳洲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本節闡述澳洲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並分析訪談資料提出對我

國建置 NQF 推行終身學習的建議。 

壹、澳洲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 

  終身學習對澳洲教育與訓練制度產生壓力與需求，終身學習的概念基本上個

人主義與學習者中心為焦點，終身學習認可到個人為學習的主導者，意涵學習模

式將是多元與個人化，教育與訓練為動力觀點，建立在生命不同階段之學習彼此

間有密切關係，涉及不同學習場所與合作夥伴，而不是各自獨立的教育與訓練形

式或機構組成。此種終身學習觀點對教育與訓練產生重大改變，學校教育、高等

教育、VET、成人與社區教育、職場教育必須形成一個合作的學習網絡，彼此相

關或學分承認或轉換，才能創造最有效的終身學習系統。因此，有必要認可各種

不同學習模式，加強學習動機及提供各種學習路徑，不是僅限於正規學習概念。 

    AQF 在此終身學習的脈絡浪潮下，其角色不是導引學習者於劃定之學習路

徑，而由藉由擴大學習的認可、明確化各種學習路徑的關聯、擴大學習機會及盡

力減少入學機會障礙，達到最有效的終身學習參與。不可能預期 AQF 認可所有

形式的學習成就，但有需要提供各種資歷取得路徑與彼此關係，以激勵學習者。

AQF 為廣義架構，包括學校教育、VET 與高等教育三個部門，AQF 的目的為鼓

勵終身學習，角色之一為創造每一資歷透明化且具有品質保證，同時也支持跨部

門間之彈性學習路徑。AQF 許多目標支持另類教育與訓練觀點，以促進終身學

習如： 

 整併學校教育、VET 與高等教育在單一架構。 

 支持各部門與終身學習的彈性學習路徑。 

 鼓勵學術與職業資歷的平等尊嚴。 

 提供彈性機制以符合不同教育與訓練機構的多元多樣目的，及保留各 

部法律規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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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跨部門合作夥伴關係。 

 支持全國品質保證、學分承認與學分轉換政策。 

為達成這些目標以促進終身學習，AQF 採取的機制包括（OECD, 2003）： 

 在高中開設 VET 課程，可累積取得高中畢業證書及一至四級證書。 

 列出普通職業教育課程與終身學習之間明確關係，如維多利亞州高中畢

業證書的課程須明載與進階教育、訓練與就業之關係。 

 中學與公私立專科學校、公私立專科學校與大學等之間的關聯與學分轉

換安排。 

 認可先前學習，藉由評量個人在教育、訓練、工作或生活經驗獲得之知

識、技能而授予學分。 

  AQF 這些機制對終身學習的衝擊不易評量，澳洲各教育部門間已出現一系

列的架構與模式支援彼此間教育路徑的發展，PhillipsKPA (2006c, p.3)報告指出

各部門間合作夥伴關係及多元部門合作關係之發展趨勢朝向更系統化模式。澳洲

各州政府已積極多元化學位課程，以推動跨部門合作，以促進教育路徑的轉換，

有幾州藉由研發 TAFE 與所有大學的合作備忘錄，已實施全州性學分轉換機制，

並於網站公告宣傳教育路徑轉換資訊 (PhillipsKPA, 2006b, p.85)；澳洲各級政府

已補助促進各部門間更大合作與教育路徑的方案，及推動資源分享。PhillipsKPA

研究報告推薦目前澳洲 VET 與高等教育之間學分轉換之各種路徑如圖 5-9，結構

化或跨部門之間的學分轉換安排則讓所有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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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VET 至高等教育的路徑 

資料來源: PhillipsKPA.( 2006a). A national study to improve outcomes in credit 

transfer and articulation from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Final report(p.16) . Canberr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 

(DEST). 

先前學習的認可為推動終身學習重要乙環，AQF 新舊版均相當重視之，為減少

重複學習，舊版訂有跨部門資歷與先前學習認可綱要，以及全國原則與運作綱

要，為評量個人非正規或非正式的學習，評量形式多元，可含學習檔案或工作經

驗證明等；新版進行課程認證時則要求各教育機構對先前學習的認可及學分安排

須有適當標準。簡言之，AQF 以相同之學習成果判準，提供多元學習路徑，創

造先前學習的認可依據，並強制要求所有 RTO 部門認可個人先前學習，但未強

制規範大學認可先前學習(AQF，1995；AQFC，2013)。 

以下藉由教育與訓練的參與程度、不同學習路徑彼此關聯性、資歷與報酬、資歷

與工作等面向來檢視 AQF 對終身學習的應用，分述如下。 

一、資歷與教育參與 

過去近二十來年，澳洲人口教育程度明顯提升許多，15 至 64 歲人口持有後

中等教育資歷者自實施 AQF 前 1993 年占 39.1%(如圖 5-10)，增加至 2012 年

59%；有學士學位或以上者自 2001 年 17%，增加至 2012 年 25.4%(如圖 5-11)；

VET 至高等教育路徑 

學分轉換入學 無學分轉換入學 

學分轉換方式 認可先前學習 

個別/未結構化學分轉換 

結構化學分轉換 

整合跨部門授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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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55-64 歲人口持有後中等教育資歷自 2001 年 42%增加至 2012 年 58%，

25-34 歲人口則自 59%(2001)增加至 72%(2012)。在 2012 年 15-64 歲 27%教

育程度在 11 年級(高二)或以下，20%為 12 年級(高三)，18%有三級或四級證

書為最高教育程度，18%持有學士學位，碩、博士學位者自 2001 年 283,900

名，增加至 2012 年 754,800 名。

 

圖 5-10 澳洲 15-64 歲人口後中等教育程度百分比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ABS)(2012c). 6227.0 - 

Education and Work, Australia, May 2012 . Retrieved October 21, 2012, from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Products/6227.0~May+2012~Main+Feature

s~Attainment?OpenDocument、OECD( 2003). The Role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Systems in Lifelong Learning. Background Report for Australia. Retrieved October 23, 

2012, from 

http://www.oecd.org/education/educationeconomyandsociety/34327618.pdf 

 

圖 5-11 澳洲 15-64 歲人口學士或以上教育程度百分比 



26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ABS)(2012c). 6227.0 - 

Education and Work, Australia, May 2012 . Retrieved October 21, 2012, from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Products/6227.0~May+2012~Main+Feature

s~Attainment?OpenDocument、OECD( 2003). The Role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Systems in Lifelong Learning. Background Report for Australia. Retrieved October 23, 

2012, from 

http://www.oecd.org/education/educationeconomyandsociety/34327618.pdf 

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數增加(如圖 5-12)，為終身學習奠下日後進階學習的基

礎，許多研究發現高中程度與繼續後中等教育關係密切(OECD, 2003)。AQF

增加各種 VET 在高中開課及彈性學習路徑，增加高中畢業人數。 

 

圖 5-12 澳洲 20-24 歲人口完成高中教育百分比 

資料來源：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ABS)(2011). Australia Social Trends, 

March 2011, Year 12 Attainment. Retrieved October 01, 2012, from 

http://www.ausstats.abs.gov.au/ausstats/subscriber.nsf/0/272D473F7AD28D68CA257

85B000E01D8/$File/41020_year12_mar2011.pdf 

15 歲及以上人口參與 VET 也略增(如表 5-12)，但不若高等教育明顯，VET

在 AQF 的角色作為進階學習路徑之一，可藉由學分轉換，進階至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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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澳洲 15 歲及以上人口參與 VET 百分比 

        

 年齡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15 to 19 歲 29.9 30.0 29.9 30.8 32.1  

 20 to 24 歲 18.3 18.0 17.8 18.7 19.4  

 25 to 44 歲 9.7 9.7 9.6 10.1 10.6  

 45 to 64 歲 5.9 5.9 5.7 6.1 6.3  

 65 歲或以上 1.0 1.0 0.9 0.8 0.8  

 15 to 64 歲 11.3 11.3 11.1 11.6 12.0  

        

資料來源: 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NCVER)( 2012). Australia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atistics: Students and courses 2011. Adelaide:Author. Retrieved May 10, 

2012, from http://www.ncver.edu.au/statistic/31252.html 

OECD（2012）調查澳洲 25-34 歲成人在 2010 年至少高中教育程度占 85%，

高於 OECD 國家平均值（82%），此數據比澳洲前一世代 55-64 歲只有 58%

至少持有高中教育程度，明顯提升教育程度。澳洲後中等教育程度（含學碩

博士及 VET）亦高於 OECD 國家平均值，OECD41 會員國及合作夥伴國家，

澳洲名列第 10， 25-64 歲人口 38%持有後中等等教育程度，在年輕世代如

25-34 歲比例更高約 44%，排名 OECD 第 9 名，OECD 此年齡層平均比例為

38%。雖然澳洲年老一代教育程度較低，但成人終身參與教育的比例卻相當

高，大部分成人學生參與後中等教育課程，2010 年第一次申請進入學士課

程者 73%為 25 歲以下，澳洲彈性課程及兼職學習選擇模式鼓勵所有澳洲

人，其至 40 歲以上者再接受教育。 

二、資歷與學習路徑 

促進終身學習機制必須移除個人學習機會取得障礙，加強各不同教育與訓練

部門間密切關係，在澳洲長久歷史以來學校教育、VET、高等教育及成人社

區教育分開獨立，各有不同入學要求，各州對資歷也有不同立法規範，有關

認可先前學習也不同標準，這些因素阻礙終身學習，但今日工作與學習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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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產業重新建構、職場技能不斷要求演變、生活品質與終身學習目的要

求，都要求創造無縫接軌的教育與訓練制度，澳洲這十幾年的轉變為高中教

育引進更多職業教育，大學則向 VET 學生開放。AQF 推行後，各部門之間

銜接轉換關係是否加強，如學校教育如何過渡至後中等教育，通常有三種主

要路徑：1.為 11 年或 12 年級參加學徒制或實習制；2.參加 TAFE 或社區提供

者之普通與職業先修班；3.高等教育課程。由學校教育進入高等教育或 VET，

通常有三種作法，一為承認(articulation)，如須完高中教育，二者為學分轉換

(已完成部分 TAFE 課程)，第三者為認可先前學習(如職場成就)。資歷或學分

承認為最主要作法，學分轉換為高中教育與 VET 密切合作機制，大學也提供

VET 學生許多學分轉換機會 (OECD, 2003)，學生流動為 VET 與高等教育關

係，AQF 也鼓勵各部門共同合作研發課程。成人與社區教育提供 VET 課程，

訓練成果與培育關鍵能力相關，如溝通能力、電腦能力及人際關係。 

AQF 改革的結果之一為 TAFE 成為競爭 VET 市場主要提供者，所有教育提

供者希望提供認證的 VET 資歷必須成為 RTO。至 2012 年有 61 所 TAFE，逾

4,900 所 RTO，TAFE 仍是主要提供者；在 2010 年幾近占 75%學生及 80%訓

練時數 (NCVER, 2011a, Tables 11)。 

AQF 成效調查因各部門所提供之數據相當不同，具爭議性，大部分學分轉換

及先前學習歷史係依據學生自我報告（Curtis, 2009; Moodie, 2004)，但仍可

觀察到下列結果： 

 大部分學生學分轉換或關聯發生在教育部門（Curtis, 2009)； 

 2007 年大約 10%學生以先前在 VET 的資歷獲得許可入學高等教育，普

通與職業教育雙軌大學接受率最高約 17.4%，菁英大學最低(2.7%) 

(Wheelahan, 2009b)。 

 2007 年大約 3.4%高等教育學生因先前 VET 的課程而獲頒學分或抵免。 

 入學許可低估先前在 TAFE 所獲資歷的學生申請高等教育的百分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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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是所有 VET 的學生持所獲資歷被接受進入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及

VET兩部門均未考量學生多元的註冊來源(Moodie, 2005)，Moodie (2005, 

p. 3)研究發現 2003 年，約 25%大學新生及 19%研究所新生曾在 TAFE

就讀，Curtis (2009, p. 4)表示 2007 年 16% 大學新生 VET 的資歷為其申

請入學最高資歷。 

 VET 文憑與進階文憑為 25 歲以下年輕人進入高等教育重要路徑，2003

年 25 歲以下年輕人大約 32%學生完成 VET 文憑或以上資歷繼續追求學

位，25 歲或以上則占 14%。在銀行與會計領域，25 歲以下 VET 畢業生

逾 50%續攻讀學位 (Stanwick, 2006, pp. 31-32)。 

 註冊 VET 文憑與進階文憑人數未增加，在某些領域近年來甚至註冊人

數下降 (Karmel, 2008)，這或許因為學生自職業教育轉換至高等教育的

人數管制，因為文憑為學生轉換學習路徑的主要資歷。 

 大部分學分以 VET 文憑與進階文憑申請進入大學攻讀學位課程，所獲

比率相似於其他申請者，此點反映澳洲經濟強及對後中等教育不高需

求。確保 VET 申請進入高等教育的機會非常重要，當經濟不強時刻

（Wheelahan, 2009b)。VET 轉換至高等教育變得越來越重要，可是沒有

具體重要全國性政策支持這些轉換，大部分青年自高等教育轉換至 VET

因為他們沒有完成學位課程，通常追求 VET 不同的領域 (Curtis,2009)。 

 認可先前學習：2010 年 6.9%成功註冊於 VET 者，以先前學習獲得認可

而獲得入學(NCVER, 2011a, Table 16)，澳洲政府及澳洲資歷訓練架構

(AQTF)強調先前學習認可的重要性，並強制要求所有註冊訓練機構認可

個人的先前學習。高等教育對先前學習認可的數據不是最新的，數據來

源不同於 VET 的根據，2001 年高等教育學生回報獲得某些先前學習認

可的比率相當低(Wheelahan et al., 2002)，在高等教育及 VET 這兩部門，

學生獲得最多先前學習認可者為年紀大者、攻讀高階資歷或已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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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且具有相當知識與技能符合先前學習認可的要求。 

AQF 在理論上適當認可先前學習或非正式學習，有 2 種方式，一為取得

學分認可，但成效不大，另一為取得入學機會，在 VET 與高等教育均

有先前學習認可政策，但基本上申請者不多(訪談資料：AUAC1)。 

三、資歷與報酬 

勞力市場的教育程度也反映澳洲教育體制良好，澳洲整體就業率相當高，教

育程度高者就業機會也提高，澳洲職業教育畢業生表現更好，25-64 歲人口

有 85%獲有 VET 程度者 2010 年就業機會名列 OECD 第 2 名。教育程度高

也提升薪資，2009 年，澳洲高等教育畢業者比高中畢業者薪資高出約

35%(OECD, 2012)。 

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為澳洲教育制度特色，25-34 歲成人來自低社

經背景或父母教育程度低有 41%獲得後中等教育程度，名列 OECD30 會員

國第一名，OECD 平均值只有 20%，在這個年齡層大約 49%比其父母教育

程度更高，名列 OECD 向上流動國家第 5 名，此外所有 25-34 歲低社經家庭

的年輕人均享有比 OECD 平均值更多的教育機會。澳洲教育制度對移民學

生尤其有效，移民學生學業成績表現名列 OECD 第 3 名。低社經背景與家

長教育程度仍強烈影響學生學業表現，母親為教育程度低者，小孩更易集中

在弱勢學校，2010 年近 50%高等教育學生其家長有高等教育程度，但這些

父母在總人口中只占 27%。OECD 國家遭受全球金融危機與經濟不景氣，澳

洲幾未受波及，失業率相當低，2010 年 25-34 歲人口只有 3.9%，OECD 此

年齡層失業率平均 7.3%，歐盟 21 國家平均 8.4%，15-29 歲沒有工作或就學，

只有 3.9%，20-29 歲者失業率也只有 5.4%。 

四、資歷與工作 

過去十幾年來，澳洲致力於改善資歷與雇主技能需求，如推行全國訓練套

裝，以確保職業資歷為產業本位，另外在 AQF 也包括一般性技能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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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指出雇主所需求之技能與性向結合技能與個人能力（如自我管理、

創新能力與終身學習能力），這些研究顯示雇主似乎未視資歷為職場技能代

表，但雇主對 VET 資歷符合職場需求的比例則增高，VET 的學生想要完成

VET 資歷，以利就業與晉升（OECD, 2003）。 

依據澳洲國家職業教育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NCVER)調查數據顯示 34.5%雇主要求須具有職業資歷，在這些雇

主中有 84.8%滿意員工的技能(NCVER, 2011b)。 

有關資歷與就業關係的調查研究數據有限，資歷與職業之間未良好媒合，除

了一些特別規範的職業外（其媒合度較強）（Karmel et al. 2008, p. 19)；不同

於北歐國家，使用社會合作夥伴協定來規範供需的媒合，在澳洲供需媒合藉

由市場調節，但研究不多。Ridoutt、 Hummel、 Dutneal 與 Selby (2005a)

研究指出，雖然雇主重視資歷代表知識與技能，但許多業界更重視經驗，大

公司雇主較小公司雇主更重視資歷，以及被要求符合規範條件的雇主也較重

視，在一項小型研究，Ridoutt、 Hummel、 Dutneal 與 Selby (2005b, p. 7)

表示： 

  雖然 90%回應的雇主重視資歷，其企業至少需面對風險管理，低於 25%

雇主無條件重視資歷。 

在其他研究，Ridoutt、 Hummel、 Dutneal 與 Selby (2005a, p. 11) 表示，雇

主未若 VET 部門重視資歷，企業管理者對資歷的認可機制通常只針對小部

分能力，而不是所有 AQF。換言之，沒有數據顯示 AQF 的推行直接提升職

場資歷程度，只間接促進資歷與職場二者間關係，然而重要的是 AQF 為更

廣泛教育與就業政策的一項，藉教育提供者、專業單位、業界、工會、雇主

及政府間共同協調，尤其重要者為政府規範職業條件的程度，可導向這些職

業領域的資歷至更高的數目。 

貳、澳洲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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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QF 之外的學習價值何在：訪談學者與教育利益相關者均表示 AQF 的

資歷受到重視並獲得澳洲政府補助開課，但 AQF 之外的學習，則無法獲得

補助，除了有些州政府特別編列成人與社區教育的經費，否則一般成人學習

均需自付所謂服務費，換一種角度言之，「AQF 之外的學習則似乎被貶值」(訪

談資料：AUU1，AUES2，AUES3)。澳洲成人學習學會執行長 Sally Thompson

與昆士蘭終身學習理事會 Merv Gardner 理事長表示「基本上 AQF 為能力本

位架構，因為有許多學習不在 AQF 架構內，負面效應即為無法創造終身學

習的路徑」(訪談資料：AUES2，AUES3)；能力本位的學習有其限制，有其

特定角色，但不代表全部的學習。軟實力不易進行先前學習的認可，如人品

善良正直與否，即不易評量，但這些確實為基本的學習，不為教育制度認可，

「AQF 似乎深受歡迎，而且澳洲人民似乎也以 AQF 引以為榮，當然有其許

多正面功能，但沒有考量到 AQF 之外的學習」(訪談資料：AUU1，AUES2)。

Thompson 執行長不認為 AQF 有利於成人學習，許多社區教育不是與工作相

關，所謂終身學習或個人生活學習不在 AQF 架構內，AQF 是正規學習，而

不是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能力本位為 AQF 的優勢，也是缺失所在。澳洲

教育學會、昆士蘭終身學習理事會及澳洲成人學習學會等受訪者也承認 AQF

可促進非正規與非式學習，但目前前提為澳洲政府尚未補助這類型課程，或

減少補助比例，目前澳洲聯邦政府没有編列非正式與非正規教育的經費(訪談

資料：AUES1，AUES2，AUES3)。澳洲成人學習學會執行長 Sally Thompson

表示： 

政策傾向由學習者付費，認為終身學習在澳洲是奢侈品，澳洲人認為

學習主要目的為賺錢、為產業、為效率，忽視終身學習如學習快樂、

學習尊重別人，澳洲缺乏孔子哲學，沒有教導學生如何成為人性，沒

有教導學生尊重老師。(訪談資料：AUES2) 

Barry Golding 教授指出「配合歐盟、OECD 及 UNESCO 最新發展趨勢，A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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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量如何整併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訪談資料：AUU1)。墨爾本大學副

教授 Leesa Wheelahan 也指出「AQF 的問題為迫使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變成

正規學習，換言之，即終止非正式學習」(訪談資料：AUAC1)。昆士蘭學習

局 VET 組副組長 Ian Fyfe 指出「澳洲職業教育與訓練部門，逾一半的訓練不

在 AQF 之列」(訪談資料：AUGO3)。澳洲教育學會布里斯本區主席 Denise 

Reghenzani Kearns 博士指出「VET 的研究發現澳洲基本上非常功利主義，沒

有看到終身學習對個人成長的豐富內涵，AQF 沒有自我發現或自我表達的資

歷，完全忘記非正規或非正式學習」(訪談資料：AUES1)。澳洲政府目前只

針對技能短缺的資歷補助，而且 AQF 的資歷也是工作導向，市場需求，其

也為 AQF 的缺失面，因其預設人民增加某種產業的技能，而不是全面性的

產業能力提升；另外，也因為終身學習自我表達此類課程不易評量，爰未列

入 AQF。 

二、 在 AQF 實施機構中終身學習代表不足：AQF 決策層級，終身學習代表

不足，昆士蘭終身學習理事會 Merv Gardner 理事長指出「在 AQF 決策層級，

終身學習或成人教育只有一位代表在澳洲聯邦政府的後中等教育、技能與就

業常設委員會(SCOTESE)，向高層提出有關推動終身學習的建言；但 AQF

的推動關鍵在於第一線執行面，至各州層面重點則放在 VET，AQF 的問題

在於只為工作，只談及訓練套裝，甚至基本讀寫算能力之通識教育如 2 級證

書都依訓練套裝研發」(訪談資料：AUES3)。 

三、 AQF 只設想簡易層級結構推行終身學習：一般人認為 AQF 協助學習者

由第 1 級不斷進階學習至第 10 級，意涵 AQF 推行終身學習，但昆士蘭州終

身學習理事會理事長 Merv Gardner 指出「澳洲終身學習或成人教育不列在

AQF 資歷內，如 1980 或 1990 年代完成學士學位者，但不具有電腦素養，卻

經由社區成人教育學會電腦素養，此類型終身學習卻不獲得 AQF 認可，不

認為 AQF 可應用於推行終身學習或全面學習，AQF 只應用線性或垂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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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追求更高層級數的資歷，但並沒有考量再訓練或職業改變或個人興趣

的學習」(訪談資料：AUES3)。 

四、 非法令強制規定先前學習的認可：昆士蘭州終身學習理事會理事長

Merv Gardner 認為「目前澳洲 AQF 授權由各大學自行決定先前學習的認可，

為良好機制，留予入學之大學決定申請者是否符合應具有之能力，才能獲入

學許可」(訪談資料：AUES3)。但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政策顧問 Gavin Moodie

博士指出「NQF 不太可能促進高等教育提供者對非正式的學習或職場學習的

認可」(訪談資料：AUAC2)。 

五、 繼續學習與工作並重：新版 AQF 設計最重要特色為所有資歷的描述

語，除了博士課程外，均需提及學習成果二個主要目的為繼續學習與工作，

墨爾本大學副教授 Leesa Wheelahan 表示「舊版對 VET 並未規範學習成果須

包含繼續學習的目的，舊版重點在工作（明載職業教育的學習成果），不利

於終身學習，但新版改良同時強調二者，繼續學習的重視有助於推動終身學

習」(訪談資料：AUAC1)。 

六、 NQF促進流動正面肯定：AQFC執行長Ann Doolette表示，澳洲與歐盟

於2011年共同合作研究NQF對促進學習者與工作者流動的衝擊評估，出版研

究調查(EC, 2011d:60-69)顯示大部分受訪者對資歷架構促進流動表示正面

肯，尤其指出資歷架構增加資歷的透明化與合法性，這些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符應當初EQF或AQF設計目的。除了增進資歷更大透明性外，受訪者也相信

資歷架構有助於各種學習形式的認可，以支援工作經驗與能力的認可。歐盟

受訪者尤其感謝EQF及各會員國國家資歷架構參照至EQF，對國外各種學習

路徑獲得的資歷認可非常有用。EQF及各國NQF促進認可非正規及非正式學

習，提供一個透明化架構及彈性的學習路徑，有助於改善終身學習的障礙，

如職業訓練與高等教育之間的銜接轉換(EC, 2011e:6-7)。 

七、 減少重覆學習：AQF的優勢為如果有文憑或進階文憑，可直接申請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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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始讀，不須重頭自大一開始，儘量減少重覆學習或避免浪費資源(訪談資

料：AUGO3，AUU1)。另外，在AQF整合架構下，先前學習的認可意謂依據

先前的知識與技能表現，而不須重覆修課，逐漸獲得一項資歷(訪談資料：

AUGO1，AUES1)。 

八、 成人與社區教育成為付費型態：澳洲某些大學也有經營短期課程或有些

大學有繼續教育系開設一些課程，不在AQF的資歷內，只提供學習成就證

明；TAFE傳統上為扮演繼續教育角色，提供成人教育與終身學習，但在澳洲

政府新政策下，學習者必須自付學費（訪談資料：AUES1，AUES2，AUES3）。 

九、 思考高資歷高人力與高薪問題：在澳洲信念為高績效的經濟是因為有高

水準的職場人力，因此如果提昇人口的教育程度，則提昇職場的生產力；昆

士蘭學習局VET副組長Ian Fyfe指出「全世界二個例子，證明此種信念錯誤，

一為蘇格蘭人民有優質教育的職場人力，但經濟下滑；另一個例子為古巴人

民教育品質高水準，但人民薪資不高；臺灣有同樣情形，臺灣學生有高資歷，

但薪資不高，是否該重新思考教育的焦點應在VET層面，大學以上較重理

論，澳洲政府鼓勵追求高層資歷，是否忽略市場與教育二者真正需求與關

係；越多人獲得AQF資歷，技能會提升，同時促進經濟上升，只是理論而已，

事實上RTO畢業學生，什麼也不會，又回到教學品質問題」(訪談資料：

AUGO3)。 

參、受訪者對我國建置NQF推行終身學習的建議 

    以下就決策階段、設計原則與實施階段分別提出對我國的建議。 

一、決策階段 

(一) 有NQF比沒有好，但須清楚明自己的目的為何：墨爾本大學副教授Leesa 

Wheelahan表示「AQF可協助教育改革，可協助提升高等教育資歷的品質，

但不會驅動教改；NQF不能解決臺灣的問題，但可協助支援改革」(訪談資

料：AUAC1)，AQFC執行長表示NQF對教育制度有很大價值，尤在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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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國資歷更須相互了解，以促進流動，建置ＮQF，即如同建置終身學

習結構，可以拷貝其他國家NQF設計模式，但須清楚明白臺灣建置NQF目的

為何，想要什麼，copy不須新發明，但須為人人接受或教育利益相關者了解

而且參與建置，建立一個處在臺灣自己的時空社經脈絡內，具有臺灣風格，

也是臺灣人民想要的(訪談資料：AUGO1)。昆士蘭州終身學習理事會Merv 

Gardner理事長「希望臺灣建置全面性的NQF，將成人與社區教育納入，但

臺灣須清楚明白自己的教育制度想要什麼改革，想要達到什麼目的」（訪談

資料：AUES3）。AQFC執行長Ann Doolette指出澳洲AQF清楚明白其目的與

原則為持續學習與工作，同時具有國際比較性，臺灣必須找出自己的需求為

何(訪談資料：AUGO1)。 

(二) 具有政策廣度方能推行NQF終身學習角色 :墨爾本大學副教授Leesa 

Wheelahan建議「澳洲AQF只有在政策廣度下才能實現終身學習，學習路徑

與各行業路徑密切相關，只有當各行業路徑為強勢時，AQF的路徑策略才生

效，在澳洲護士行業需求性強，則產生教育至工作路徑有強勢表現，AQF

只是協助政策，不能驅動政策改革」(訪談資料：AUAC1)。 

二、設計原則 

(一) 建構全國完整教育與訓練體制，級數描述語與資歷描述語為關鍵所在：AQF

設計使用級數描述語及資歷描述語為澳洲創造全國性單一架構之教育制度

關鍵所在。澳洲聯邦政府學徒組組長Daniel Owen「建議臺灣可建置類似AQF

的教育制度，澳洲AQF包括中學、VET、高等教育，為無所不包完整架構，

此為AQF的優勢」(訪談資料：AUGO2)。未來臺灣可朝向建立一個有利於各

教育與訓練機構的統一架構，藉由分級制度、級數描述語、資歷類型描述語

及學習期限規範，提供資歷的標準與多元學習路徑，AQFC執行長Ann 

Doolette指出，這些設計模式為推動終身學習關鍵所在(訪談資料：AUGO1)。 

(二) AQF與品質保證管理機制相輔相成：各不同教育部門，有品質保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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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澳洲高等教育品質標準局與澳洲技能品質局，澳洲聯邦政府學徒組組長

Daniel Owen建議「我國未來建置NQF，必須結合品質保證機制，才能提供

個人職涯優質的終身學習」(訪談資料：AUGO2)。也須藉由立法成立全國性

品質規範管理機構進行教育提供者之註冊與課程認證，確保全國各教育與訓

練機構的品質一致性，在此架構下，立法明確強制規範管理高等教育的品質

標準與程序；但品質保證主管機構謹記勿流於紙上作業，淪為形式，須進行

實地評鑑與定期稽核，而且認證與註冊為定期重新審核制度，非一試終身，

要求高等教育提供者不斷改革教學與評量內容，以提升品質，增進雇主與業

界之信心，不符品管規定者，得予註銷註冊或停止開課。昆士蘭終身學習理

事會Merv Gardner理事長表示「澳洲AQF基本上架構完善，但在實施時有許

多缺失，未來臺灣如建置NQF，建議須有強勢的資歷品質保證管理機構；同

時政府官員須有經驗，聘用業界有經驗者來推動，NQF為公共教育政策，必

須具有品質保證」(訪談資料：AUES3)。NQF成功促進終身學習必須結合設

計模式（如級數與級數描述語、資歷描述語）及各項政策（如品質保證、註

冊機制及路徑政策），尤其路徑政策對終身學習相當重要 (訪談資料：

AUGO1)。 

(三) 匯聚資源充分運用：Ballarat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Barry Golding教授認為「臺

灣應建置類似的NQF，各類型的教育與訓練機構如大學、業界、公私立專科

學校等均可使用NQF，匯聚所有資源，各教育提供者認證核可後可開設某級

數某類型的資歷，並代表具有品質保證」（訪談資料：AUU1）。 

(四) 勿過度規範學習成果內涵：墨爾本大學Leesa Wheelahan建議「NQF的學習成

果之三項核心要素知識、技能與二者之應用，切勿明載過度，須以廣義角度

訂定學習成果之級數描述語與資歷描述語；實務上意義，交由專家判斷，勿

事事明載，否則窄化知識、技能與二者應用之內涵，只須訂定最低標準，描

述某人能做什麼及知道什麼，不可能脫離專家判斷，否則只有製造更多更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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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的能力標準單位；切記站在廣義角度思維，交由專家作實務判斷，學分轉

換或承認成功關鍵在於對教學、課程及評量的信任，高信任則轉換或承認容

易，別無他法，也不能強制執行」(訪談資料：AUAC1)。 

三、實施階段 

(一) 教育與訓練提供者為關鍵所在：澳洲自1995年推動AQF以來，遭遇全國資歷

品質不一問題。未來國內設置NQF，NQF架構本身制度若無有效的實施，則

成效不大，而各教育與訓練提供者為關鍵所在，尤以教師為靈魂人物，教育

與訓練提供者需聘用合格教師，在NQF大方針下，數位受訪者表示將資歷與

級數適當轉化為課程，施以應有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才能確保資歷課程品

質。University of Ballarat教育學院副院長Barry Golding表示「AQF或NQF無

法驅動教學，AQF只是一個架構，它的靈魂生命在於教師瞭解這個架構，應

用在課堂實際教學中，才能提升教育品質」(訪談資料：AUU1)。墨爾本大

學副教授Leesa Wheelahan表示「倘教育與訓練提供者之能力不足，則所頒之

資歷造成雇主與教育利益相關者沒有信心，NQF的推行成功，為教育與訓練

提供者能開設優質的資歷，同時邀集各部門的教師共同參與」(訪談資料：

AUAC1)。 

(二) 彼此張力與意見衝突為改進動力：AQFC執行長、墨爾本大學與Ballarat大學

二所大學受訪之專家學者均表示決策過程與實施執行，所遭遇之意見不一致

或衝突，或所有教育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衝突張力，均為好現象，在張力

及衝突過程中，才能真正找出人民與國家的需求，才能在決策中看到多樣性

(訪談資料：AUAC1，AUU1，AUGO1)。 

(三) 政策應採賦能溝通型：鬆散架構為各部門自己擁有及自己頒發資歷，此種架

構是一種賦能的架構，比強勢規範性的架構更可能達到這些成果，因為強勢

架構無法獲得教育各部門支持，如紐西蘭與南非的例子即已證明(Tuck, 2007; 

Young &Allais, 2009)，它亦可提供邁向更一致機制的基礎，如此可逐漸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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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之資歷差異性減少，在此模式下，它可以提供什麼資歷可以進入公民社

會、參與社會及工作所需之知識與技能之對話依據。墨爾本大學Leesa 

Wheelahan副教授依研究發現「建議臺灣未來建置NQF宜採溝通鬆散政策，

不宜規範過於嚴謹」(訪談資料：AUAC1)。目前亞洲國家中香港有完整的

NQF架構，但為自願性質，蘇格蘭為實施有成效的代表，但也為自願型；紐

西蘭與澳洲為早期第一代NQF，實施逾15年以上，逐步由走向更規範性要

求，而且成為更強勢架構(訪談資料：AUGO1)。 

(四) NQF 無法改善學術與職業教育二者差異：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政策顧問

Gavin Moodie表示「職業教育與訓練為能力本位，但高等教育為學術課程，

二者基本走向不同；即使VET與高等教育依據AQF相同課程的理論，但無法

減少二者之間根本差異，如高等教育培育醫生與律師，VET培育水電工與美

髪師，VET與高等教育二者具有同等尊嚴條件只當水電工與醫生具有相同地

位時才可能」(訪談資料：AUAC2)。 

 

 

 本章小結 

  本節綜合前面章節所進行之澳洲資歷架構ILO文獻探討、個案研究文件分析

與訪談結果，分別就決策階段（推動脈絡與目的）、設計實施階段、成效評估階

段、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等四個面向，總結澳洲AQF新舊版分析對照如下。 

壹、決策階段（推動脈絡與目的） 

澳洲資歷架構驅動脈絡與目的可歸納為生活要求與社會願景二大元素： 

一、 生活要求 

(一) 教育因素：舊版各州VET不獲相互認可，企圖創造全國一致性的VET；

新舊版均致力改善全國資歷可轉換性、一致性與品質保證問題，增進對

資歷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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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因素：舊版應業界要求改革，新舊版如同其他英語系國家採新自由

市場原則，教育目標為顧客導向，符應經濟需求，加強資歷與勞力市場

密切關係。 

(三) 社會因素：新版保持國際優勢地位，旨在招收更多國際學生，促進全球

勞力與就學流動。 

(四) 政治因素：新舊版均由澳洲政府介入改革，舊版採鬆散結構，新版採取

強勢結構，收回地方對VET管轄權，更加強澳洲聯邦政府的權限，以提

升全國資歷的品質一致性。 

二、 社會願景：新舊版願景沒有多大差別，均以促進終身學習，提升經濟成

長與職場生產力，增進勞力與就學之全球流動。 

綜上，澳洲AQF新舊版推動脈絡表5-13  

表5-13 

澳洲AQF新舊版推動脈絡對照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設計實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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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澳洲新舊版均以「學習成果」為核心理念：澳洲AQF新舊版設計模式對

照表彙整如下表5-14，澳洲資歷架構由AQFC職掌，新版藉由立法成立TEQSA

與ASQA，分別負責高等教育提供者與VET提供者的註冊核可與課程開設的

認證；澳洲新版藉由法令規範之品質保證機制，提升資歷評量的一致性。 

表5-14 

澳洲AQF新舊版設計模式對照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澳洲資歷架構新舊版實施阻力面對脈絡張力、資歷架構本有邏輯缺失及

政府實施機構內部衝突如下表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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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5 

澳洲AQF新舊版實施阻力對照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 澳洲資歷架構新舊版實施助力為減少脈絡張力及改善資歷架構本有邏

輯對照表如表5-16。 

表5-16 

澳洲AQF新舊版實施助力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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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成效評估階段 

澳洲資歷架構舊版成效評估與新版未來方向彙整如下表5-17。 

表5-17 

澳洲AQF舊版成效評估與新版未來方向彙整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澳洲AQF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澳洲資歷架構藉由擴大學習的認可、明確化各種學習路徑的關聯、擴大學習

機會及減少入學障礙，達成有效的終身學習參與。澳洲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

的啟示為AQF為正規學習，雖然有先前學習認可機制，但須思考AQF之外的

價值為何，許多學習不在AQF之列；澳洲AQF新舊版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

示對照如下表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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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8 

澳洲AQF新舊版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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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發現、結論與建議 

  本章綜合前面文獻探討、文件分析、個案訪談資料：就紐澳 NQF 推動目的、

設計與實施、成效評估與未來走向、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等研究問題與研究

目的，提出本研究發現、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依據前面章節研究結果分析，提出本研究紐澳NQF異同比較分析及對我國的

啟示主要發現如下表6-1。 

表6-1 

紐澳資歷架構異同比較分析對照表 

紐澳NQF推動脈絡 

紐澳相同處 1. 受終身學習思潮影響。 

2. 提升全國經濟競力。 

3. 舊版採新自由市場取向，新版不再強調。 

4. 早期受英格蘭及蘇格蘭NQF影響。 

5. 教育制度無法快速回應全球化及知識社會科技變遷需求。 

6. 資歷無法相互比較。 

7. 業界要求改革。 

8. 新版受歐盟EQF影響，並重視資歷國際認可。 

9. 新版推動均因能力本位明載過度造成不易了解。 

10. 新版推動致力解決資歷品質不一問題。 

11. 新舊版均由政府帶動改革推動。 

紐西蘭獨特處 1. 人口老化問題。 

2. 早期高失業率問題。 

3. 強烈社會正義意識，提升公民的社會資本。 

澳洲獨特處 1. 澳洲6大州及2領地負責各自教育制度，造成各州間資歷差

異性。 

2. 新版為維持國際優勢地位，招收更多國際學生。 

 

紐澳NQF推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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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澳相同處 1. 促進資歷的可比較性、可轉換性及透明性。 

2. 提供多元彈性學習路徑，促進終身學習。 

3. 增進高等教育與VET之間學習轉換與進路。 

4. 創造資歷的共同貨幣價值。 

5. 教育與訓練符合業界職場需求。 

6. 新版均加強資歷的品質保證。 

紐西蘭獨特處 1. 提升毛利人教育程度。 

2. 新版減少資歷與單位標準數目。 

澳洲獨特處 1. 創造全國一致性的VET體制。 

2. 新版更強調促進全球的流動。 

紐澳NQF設計 

紐澳相同處 1. 採取學習成果本位/能力本位，強調學習輸出。 

2. 架構有10個級數，每一級數有級數描述語，新版級數描述

語的學習成果三大內涵包括知識、技能與二者之應用。 

3. 學習成果內涵為學習評量之標準。 

4. 級數描述語及資歷描述語為VET、高等教育及其他學習之

共同語言。 

5. 能力本位單位由業界研發，為VET課程依據。 

6. 均為單一架構，包括學校教育、VET及高等教育。 

7. 政府設有NQF主管單位。 

8. 立法實施品質保證機制與註冊系統，教育提供者及資歷課

程須經認證核可後方可開課；定期評鑑教育提供者。 

紐西蘭獨特處 1. 新舊版一直有學分制架構。 

2. 設有紐西蘭資歷局(NZQA)，同時為大學之外品質保證主

管。大學品質保證由紐西蘭大學校長委員會負責。 

3. 中等教育資歷設有級數，另訂定成就標準，不同於單位標

準。 

4. 新版設計更強調資歷的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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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獨特處 1. 新版加入級數。但中等教育資歷仍未設有級數。 

2. 新版首創規範VET的學習期限，新舊版始終有規範高等教

育學習期限。 

3. 新版AQF結構圖以圓形表示各種學習路徑的轉換，表示水

平與垂直的學習路徑均受到重視，不區分學校教育、VET

及高等教育；突破舊版3個部門區分結構。 

4. 設有澳洲資歷架構委員會(AQFC)，澳洲高等教育品質標準

局(TEQSA)負責高等教育的品質保證與註冊系統，澳洲技

能品質局(ASQA)負責VET的品質保證與註冊系統。 

紐澳NQF的實施阻力與助力 

紐澳相同處 1. 名為單一架構，事實上大學不接受學習成果觀點，另形成

一套架構。 

2. 研發能力單位之業界與教育提供者意見相左。 

3. 有些專業學會不接受業界研發之能力單位申請專業執照。 

4. 舊版能力本位過於瑣碎造成不易了解。 

紐西蘭獨特處 1. VET資歷為較低階資歷，雇主不願參加原因之一。 

2. 早期推動紐西蘭補助機制未配合NQF要求，教育提供者研

發自己的資歷，造成資歷過多，雇主沒信心。 

澳洲獨特處 1. 早期過度強調就業工作，忽略繼續學習。 

2. 政府補助機制鼓勵追求高階級數資歷，造成低階資歷不受

重視。 

3. 有些教育提供者為招生因素，提供低品質的資歷課程。 

4. 早期政府品質保證交由各州職掌，詮釋不一，造成品質不

一致，且淪於書面評核。 

紐澳NQF成效評估與未來走向 

紐澳相同處 1. 大學另形成一套架構。 

2. 雇主對資歷沒有信心，未符合業界需求。 

3. 對VET產生衝擊。 

4. 創造教育市場。 

5. 不同教育部門的學習流動轉換與先前學習認可的成效有

限，但確實可增進流動。 

6. 未來加強資歷的品質保證與管理，改善全國資歷的一致

性，定期實施評鑑制度。 

7. 未來政府補助機制須與NQF機制配合。 

8. 加強業界與教育提供者共同合作研發學習成果內涵。 

9. 新版重新定義學習成果內涵，大學整併在新的單一架構

內，並接受定期品質保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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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來加強資歷的教學與評量。 

紐西蘭獨特處 1. 部分研發資歷無人使用。 

2. 未來減少產業訓練組織數目與資歷數目。 

3. 新版改善各種學習評量的一致性。 

澳洲獨特處 1. 創造全國性VET制度，大學及中學衝擊較小。 

2. 新版VET品質保證由各州主管權收回由澳洲聯邦政府職

掌。 

紐澳NQF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紐澳相同處 1. 單一架構具有共同貨幣價值。 

2. 學習成果之知識、技能與應用為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學

習認可的評量依據。 

3. 多元學習路徑、加強各種學習路徑之間關聯性、彈性評

量、認可先前學習及減少重覆學習為促進終身學習重大因

素。 

紐西蘭獨特處 1. 早期強調終身學習，新版終身學習政策未變，但更重視業

界與社區需求。 

2. 未來中等教育須提供更多職業教育與訓練的進路，NZQF

終身學習的優勢才能突顯。 

澳洲獨特處 1. 澳洲政府補助開設NQF資歷的課程(正規學習)，NQF之外

的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未受到重視。 

2. VET強制RTO認可先前學習，但未強制規範大學認可先前

學習。 

紐澳受訪者對我國的建議 

紐澳相同處 1. 清楚明白設置NQF的目的。 

2. 定期實施NQF品質保證評鑑機制。 

3. 政策宜採溝通而非強制。 

4. 設計簡單易懂為原則，勿過度規範。 

5. 整合各種資源減少重覆學習。 

紐西蘭獨特處 1. 須有強勢機構整合各教育利益相關者間衝突。 

2. 由業界推動改革，但加強與教育提供者的合作關係。 

3. 加強資歷轉化為教學課程面向。 

澳洲獨特處 1. 有NQF比沒有NQF好。 

2. 張力與意見衝突為政策改進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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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 論 

本節綜合前面章節研究結果分析與研究發現，依本研究目的與問題，提出結

論如下。 

壹、紐澳資歷架構推動脈絡與目的 

一、 紐澳資歷架構舊版推動實施均面對教育制度無法快速回應全球化及知

識社會科技變遷需求，業界要求改革、教育資歷無法相互比較及品質保證不

一致等問題；21世紀新版改革紐澳二國須解決各自舊版實施缺失並配合全球

NQF發展趨勢。 

紐澳資歷架構至21世紀持續推動NQF的動力在於提升全國經濟競爭力與促

進終身學習，目前國家政策仍視NQF為達成此二項目的的重要機制，未放棄

或改採取其他策略；相信NQF理念強調最終學習成果，無視於何處何時學

習，以及學習成果內涵由業界研發，能加強教育與職場關係，增進資歷間可

比較性與可攜性。成效不大未歸因於NQF本身理念論證不成立，反而是學習

成果定義不善、政府內部機構彼此未配合、面對教育利益相關者彼此脈絡張

力造成實施阻力；持續推動方向則藉由改善這些實施阻力，冀望達成前述兩

項願景。 

二、 紐澳資歷架構推動目的至今未有多大改變，新舊版均創造單一完整架

構、提供多元彈性學習路徑、促進終身學習、創造資歷的可比較性與可轉換

性、教育與訓練符合業界需求以提升全國經濟競爭力。 

至21世紀紐澳新版更注重在提升資歷的品質保證與評量一致性，加強國際的

比較性；此外，澳洲則更致力於改善全國VET品質一致性，紐西蘭則以減少

資歷數目及簡化單位標準以增加雇主與學習者的信心與了解。 

貳、紐澳國家資歷架構的設計與實施 

一、 紐澳設計模式始終以「學習成果」為核心理念，強調學習輸出，採能力

本位設計，由業界研發，級數描述語與資歷描述語為共同語言，提供教育與



284 
 

職訓終身學習的機會。 

紐澳新版配合全球NQF最新發展趨勢，學習成果三項核心要素修正為知識、

技能與應用；級數描述語與資歷描述語依此學習成果三項核心要素定義，亦

為資歷的評量標準，以期達成資歷評量的一致性；澳洲則加上學習期限與級

數，紐西蘭始終有學分數與級數的設計，明載教育路徑之間關係及進階學習

的進路，為不同學習路徑轉換或學分承認或先前學習認可的基礎。ILO研究

學者認為NQF遠離教育提供者，但訪談結果發現紐澳NQF強調學習者須學會

什麼及能做什麼，並未忽視學習輸入；本研究發現新版NQF，更希望業界與

教育提供者共同合作研發資歷的學習成果。 

二、 紐澳NQF實施機構設置NQF主管單位與品質保證機構，設置能力本位

資歷研發單位，但教育提供者為實施成功的第一線。 

紐澳二國均有 NQF 主管單位，負責全國資歷的監督與協調；紐西蘭有法令

依據設置，但澳洲則依行政命令指示辦理；澳洲 AQFC 雖無法令依據，但

其他品質保證主管單位之立法規定已將 AQF 的規範納入，可算是間接立

法。紐澳新版並經由立法訂定資歷品質保證管理機構，職掌教育提供者與資

歷課程的認證核可，紐澳 NQF 的實施須品質保證機制具有強制管理權限，

才能有效推行。紐澳均設置業界代表單位研發資歷的能力本位單位，同時訪

談結果也發現教育提供者為實施第一線，教學品質關係 NQF 實施成敗。 

三、 紐澳資歷架構舊版實施阻力為大學不接受、能力本位研發之業界代表與

教育提供者意見相左、有些專業學會不接受資歷作為執照申請、能力本位明

載過度不易了解，政府內部品質保證與補助機制未配合；實施助力則為邀請

業界參與形塑能力本位資歷。 

紐澳 NQF 均為整合中等教育、VET 與高等教育三個部門之單一架構，但早

期 NQF 在實施時，遭遇各教育部門不同利益觀點的影響，如(1)紐澳大學有

其自主權，推行單一架構，但事實上，紐澳一直存在二種架構，即 VET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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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大學架構。(2)能力本位之單位標準或訓練套裝研發之業界代表與教育

提供者意見相左，紐澳均存在業界與學界之間的張力，彼此未溝通，造成實

施障礙。紐澳 NQF 無論新舊版均需面對學界與業界之間的張力，那些須進

行職場訓練，那些須上課教學，或培育人才與培訓各行業人才二種不同的思

維，為 NQF 實施時業界與學界合作時將面對的張力。(3)業界代表之資歷研

發單位與專業立案團體意見衝突，有些專業立案註冊團體不接受 NQF 資歷

申請執照。(4)紐澳 NQF 的實施策略採新自由市場取向，開放教育市場，導

致私立教育提供者激增，但也產生教育提供者良莠不齊，出現惡性競爭問

題，導致資歷品質下降。(5)澳洲新版 AQF 採強勢資歷學習路徑安排，提供

明確的學分級數政策，但實施可能面對的阻力為教育提供者是否接受級數作

為信任依據。 

紐澳 NQF 本有邏輯優缺為實施助力也是阻力所在，紐澳舊版 NQF 的單位標

準或訓練套裝明載過度，不易為一般民眾了解，教育提供者也不願使用；過

於詳盡，易於評量，但不見得為雇主或學習者最想要的學習成果。目前紐澳

新版 NQF 級數描述語的設計以廣義一般性為原則，易於了解，但 NQF 設計

的難度在於彈性與明確規範之間，目前一般性的定義，交由實施者執行時，

易被操作；為實施缺失。此外，新版廣義的學習成果也不易進行教學評量；

但紐澳新版的設計交由教育提供者全權負責教學評量，可加入學習輸入考

量，有助於 NQF 實施，但未來品質保證審核評量機制仍為一大挑戰。 

此外，紐西蘭的單位標準大多為低層級資歷，導致學習者不願學習，雇主不

願加入的阻力。澳洲早期 AQF 過度強調就業工作，而忽略繼續學習的重要

性。紐澳 NQF 藉由級數制度，創造各種資歷相互比較或等同性依據，但未

考量各行各業之職業教育與訓練同一級數卻有不同的學習期限，導致實施時

學習者選擇學習期限較少的資歷，減少學習成本，但相對雇主對資歷沒有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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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舊版 NQF 實施時，NZQA 為資歷品管者與高等教育委員會補助機制

未相互配合一致，導致教育提供者未使用單位標準；又如澳洲政府補助機制

引導追求更高級數的資歷，造成貶低低層級的資歷現象。紐西蘭創辦 NQF

為重大改革，但早期政府宣傳不力，不明白什麼是單位標準。澳洲早期未妥

善實施品質保證管理，各州行政官僚對 RTO 品管僅作書面審核，未進行實

地評鑑，造成架構設計良好，但實施不當；早期 AQF 為鬆散架構，雖為單

一架構，但交由各州執行品管標準，各州有不同的 RTO 品質管理模式，造

成彼此詮釋不同，也不接受其他州的資歷。紐澳新版 NQF 立法強制實施定

期評鑑資歷與教育提供者，以確保資歷品質水準，為有助於 NQF 的推行成

功。 

參、 紐澳資歷架構成效評估與未來走向 

一、 紐澳NQF實施成效有限但可促進不同教育部門間流動與先前學習的認

可，提供更多學習路徑，創造教育市場，提供大學多功能發展的平台，有待

加強業界需求面向，教育至勞力市場路徑，NQF扮演促進角色。 

紐澳大學另形成自己的架構，不受影響，對VET部門轉換至大學成效有限，

通常學習者的轉換仍選擇在相同部門之間流動，大學通常不認可工作經驗，

而紐澳名校不致力於提供各種學習路徑的安排。紐澳能力本位的單位標準或

訓練套裝對VET衝擊成效較大，尤其澳洲創造全國一致的VET制度，有利於

VET部門的累積學習與學分轉換。某些業界研發之資歷充分反應職場需求，

學習者畢業後能充份就業而且提升職場能力。但大部分雇主對資歷沒有信

心，也不了解，雖然由業界代表研發資歷，但仍未符合業界需求。教育至工

作的路徑關鍵在於勞力市場，NQF只是扮演促進協助角色。紐澳NQF受訪主

管官員，均表示NQF實施的成效評估不易，ILO研究發現指出雇主沒有信

心，沒有符合職場需求，也沒有促進終身學習的明顯證據；本研究文件分析

與訪談者也表示成效有限，但無論ILO研究發現或本研究文件分析與訪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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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均發現NQF的建置有助於促進學習路徑轉換及加強教育與職場關係。 

二、 紐澳NQF政策未來走向實施強制定期品質保證評鑑與加強資歷的教學

與評量。 

紐澳二國新版NQF均藉由立法強制執行教育提供者及資歷的註冊與認證。並

藉由強制定期評鑑，診斷教育提供者與業界二者合作關係，評估資歷是否符

合業界及學習者的需求。也藉由課程核可作業，檢視資歷如何藉由教學與評

量，達成應具有之知識、技能與應用。未來紐澳二國NQF政策方向藉由加強

資歷的品質管理，達成促進各教育與訓練部門間的資歷關係、學分轉換與承

認及增強教育與工作路徑。紐澳大部分雇主對舊版資歷沒有信心，但紐澳

NQF政策方向要求教育提供者須符合業界、學習者或社區需求。 

肆、紐澳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一、 紐澳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為創造單一架構、提供多元學習路徑、

加強不同學習路徑之學分認可與轉換、彈性評量及認可先前學習。 

紐澳NQF級數與資歷描述語之學習成果內涵為VET與高等教育共同語言，為

先前學習的認可(評量個人在教育、訓練、工作或生活經驗獲得之知識與技

能而授予學分)、彈性評量實務、各教育部門之間資歷關係與學分轉換安排

的依據，創造資歷如同貨幣價值，促進終身學習。紐澳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

的應用成效為提供更多教育參與機會、擴大多元學習路徑、資歷與個人終身

習投資報酬相關、改善資歷與工作職場關係。 

二、 紐澳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啟示為NQF真正價值在於提供終身學習機會

及提升紐澳人民的職場能力，NQF之外的終身學習價值，須依學習成果相

同的評量標準，方能具有同等價值；業界代表研發資歷符合業界需求理論在

實施上有困難。 

紐澳NQF關鍵在於級數描述語及資歷描述語的設計；但只有在大環境脈絡，

所有教育利益相關者投入，正常運作下，才能發揮其單一架構貨幣價值、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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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術與職業教育的平等尊嚴、認可先前學習減少重覆學習、資歷評量一致

性的保證方能促進資歷可比較性與可攜性等終身學習的價值。基本上紐澳

NQF為正規學習，有許多學習（即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不在NQF之內，許

多成人與社區教育不是與工作相關。紐澳NQF強調學習成果導向的能力本位

架構為其優勢所在，有許多正面功能；訪談結果發現學習成果導向也為缺失

所在，無法包含所有非正規或非正式學習。紐澳NQF研究發現許多非正規與

非正式的學習仍不在NQF的資歷課程之內，NQF屬正規學習，雖可藉由學習

成果之評量標準認可先前的學習，但現行學習成果內涵要求具有明顯可評量

的標準，造成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尤其不具明顯評量的學習成果納入不

易。整體而言，紐澳NQF無法代表全面性的統整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

只能就具有外顯之學習成果評量。 

研究者認為依本研究綜合紐澳、UNESCO、OECD、歐盟及國內定義，終身

學習定義為個人終其一生所參與各類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活動，增

進知識、技能與能力，以利個人潛能實現、提升就業能力及促進社會融入。

紐澳NQF依級數描述語及資歷描述語所訂之學習成果三大核心要素知識、技

能與應用，作為評量依據，個人在工作或生活經驗非正規或非正式的學習，

提供學習的證據或證明，可獲得認可，代表符合全國性NQF具有之知識與技

能標準；在此意涵下，認可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方能具有同等標準與價值，

真正促進個人潛能實現與提升就業能力。 

基本上，紐澳NQF為全國性重要指導方針，但NQF如何能培育知識經濟人

才，創造學用合一，加強教育與勞力市場的媒合，關鍵在於業界與教育提供

者共同合作；沒有NQF，教育提供者也須面對學用合一問題，但設置NQF

的優點為全國性規範，具有促進輔助功能，但學界與業界不參與或本身也不

了解知識經濟社會須培育什麼樣人才，NQF則無法完法發揮作用。 

本研究發現由業界研發之NQF資歷，不受教育提供者歡迎，甚至雇主本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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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信心，再者有些專業註冊執照單位也不接受NQF的資歷。關鍵在於早期

未邀教育提供者參與合作了解，有些雇主業界也不清楚需要什麼樣職場人

才，甚至有些業界不願參與，這些均影響NQF資歷的研發界定。紐澳NQF

理論假設應符合職場需求，但在實施上遭遇業界、學界與教育利益相關者間

利益脈絡張力，導致NQF理論假設未達成假設上應有之效果，顯示邀業界參

與在實施上有困難。 

 

 

第三節 建 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研究主要發現與結論，針對紐澳政府、我國政府、國際

區域架構及後續研究提出一些建議。 

壹、對紐澳政府之建議 

一、 定期實施NZQF/AQF成效評估，並訂定評鑑指標：紐澳實施NQF逾15

年以上，迄今未對NQF進行全面性實施成效評估，建議紐澳資歷主管機構訂

定成效評估指標，定期進行成效評估，俾利不斷精益求精，並供他國政策學

習參考。 

二、 國際交流分享檢討：紐澳可與國際上其他實施NQF或未實施NQF的國家

進行國際交流，交換意見，真誠分享檢討現行教改機制之優缺，藉以找出更

完善作法，或發現NQF之外可行機制，亦可有效促進經濟競爭力與終身學習。 

三、 支援教育提供者組成合作夥伴學習網絡共同研發如何撰寫界定資歷之

學習成果、教學課程與評量：紐澳NQF以學習成果為導向，藉由對教育提供

者的註冊審核及資歷開課的認證，信任課程教學可達成資歷應具有之學習成

果；未來政府應支援教育提供者與業界等教育利益相關者共同組成學習網

絡，合作研發如何撰寫界定各學科資歷之學習成果內涵，並研究如何轉化為

課程與教學，政府機構提供教育提供者典範教學與評量範本，同時藉由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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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課程、教師在職訓練課程及典範學習，提升教師與評量者對學習成果的

認識與了解，以確實掌握學習成果要義與確保評量的一致性。 

四、 反思NQF學習成果導向機制與傳統教學目標差異性：建議紐澳政府反

思廣義之學習成果內涵，具有明顯之評量標準，此新觀念除了VET能力本位

課程明顯不同於傳統課程，大學與學校教育之學習目標是否完全不同於NQF

學習成果新觀念，抑或沒有多大差異，建議未來新版成效評估，能提出具體

分析NQF學習成果理念能否應用於大學教育，或者僅是舊瓶新裝；同時分析

NQF學習輸入與學習輸出二者如何結合。 

五、 再研究NQF相似性原則合理性：本研究發現紐澳NQF同一級數在不同

行業或學科之資歷，有不同之教育與訓練要求與學習期限，水電工學徒制之

三級證書與教育提供者授予之服務業基層管理人員之三級證書，其相同級

數，但對雇主之意涵有相當差異性，紐澳政府應再研究簡易級數背後不同資

歷之相似性原則，如何藉由品質保證機制管控NQF同一級數不同領域之資歷

等同性不受人為因素操作升級或有意貶低。 

六、 進行資歷與職場關係研究：紐澳雖由業界代表研發能力本位的資歷，紐

西蘭政府進行NQF對提升職場生產力調查，澳洲進行雇主滿意度調查；未來

仍宜持續由政府主導進行此類型調查，並進行研究檢視職場需求高技能高資

歷之議題，以及調查業界雇主對所需人力之要求標準，俾利隨時代與科技更

新，不斷改善資歷學習成果內涵與需求，以符合職場需求。 

七、 進行實地評鑑教育提供者之資歷品質保證：品質保證機制為繁重行政管

理，切記勿流於形式官僚書面審核；未來政府機構之品管機制須系統化研究

研發如何認證資歷的課程，加強審核團隊的甄選並且清楚明白國家推動NQF

政策方向與需求。 

八、 系統化研究先前學習認可的指南範例：紐澳NQF的先前學習認可係依據

學習成果內涵作為評量依據，並於品質保證法令規範教育提供者須有先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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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認可的機制及學習路徑安排，而且訂定學分認可比例原則與運作綱要，但

交由教育提供者全權自主決定，成效有限。未來政府須與教育提供者、資歷

之業界代表共同合作，進一步系統化蒐集研究各教育提供者如何進行先前學

習認可評量，尤其針對工作與生活經驗所獲得之知識、技能與應用之認可評

量之多元機制，提供參照指南範例並舉行工作坊經驗交流分享。 

九、 組成終身學習團隊研究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如何界定為NQF之學習成

果內涵：研究發現許多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不在紐澳NQF之列，因不具外顯

可評量之標準，建議紐澳政府組成終身學習團隊挑出重要之非正規與非正式

學習領域，並進一步研發如何界定此領域之知識、技能與應用之學習成果，

俾利作為評量的依據，以融入更多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 

十、 研議如何建立資歷等同價值之信任區：紐澳NQF藉由級數描述語與資歷

描述語建立高等教育與VET的共同貨幣，但未來仍須面對高等教育（採學習

輸出）與職業教育（採學習輸出）不同理念之張力，須研議如何建立各教育

與訓練提供者之間信任區。 

貳、對我國政府之建議 

  2010年《產業創新條例》明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產業發展需要，

訂定產業人才職能基準及核發能力鑑定證明，並促進國際相互承認。同年行政院

核定《人才培育方案》新增措施為發展國家資歷架構，我國教育部2011年發布之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為強化高等教育體系終身學習的功能，需配合建置國家

資歷架構(NQF)。 

  紐澳受訪者均表示有NQF比沒有NQF好，我國政府相關法令、方案與報告書

已明示未來須發展建置國家資歷架構，可藉以開拓成人教育市場，轉型高等教育

終身學習體系，結合終身學習與職訓體系，促進個人職涯發展，提升人力素質與

經濟競爭力。依本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對我國政府未來建置NQF推動終身學習

的建議如下。 

一、 紐澳NQF值得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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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NQF比沒有NQF好，配合全球NQF發展趨勢，但須清楚明白設置目的。 

(二) 整合學校教育、VET及高等教育為全國性單一架構，提供彈性學習路

徑，促進終身學習。 

(三) 邀業界參與訂定VET課程，以培育職場所需人才。 

(四) 設計模式可參考紐澳及其他國家，以學習成果為導向，以級數及資歷描

述語為共同語言。 

二、 紐澳NQF實施缺失如何避免： 

(一) 國家資歷架構須與品質保證機制及補助機制相互配合，以免品質不一。 

(二) 設計模式簡單易懂為原則，學習成果內涵勿規範過度，以免不易為大眾

了解。 

(三) 政策宜採溝通型，加強大學與VET學分轉換與認可，以防大學不接受。 

(四) 產業、教育提供者及專業學會共同合作研發VET課程，以免造成彼此利

益衝突。 

(五) 教育提供者為資歷教學品質第一線，加強應用學習成果於教學與評量，

以減少教學評量不一致性。 

(六) 宣傳重要性，以增加學習者及雇主的了解。 

三、 近程規劃先協調後設置NQF主管機構：規劃單一架構之級數描述語與

資歷描述語，其中技職教育與職訓整合已是一大工程，須教育部與勞委會協

調，也涉及業界及專業立案註冊團體的需求條件整合。建議國內第1階段按

現行分工，交由勞委會主政，未來仍宜有獨立NQF主管單位，方能跳脫各部

門現有之行政思考模式，站在統合協調角度研訂NQF的發展。如澳洲資歷架

構委員會由各部會主管組成，對NQF發展作出最佳決策。協調期間加強雇

主、業界、各教育提供者等之間溝通與協調，充份反應業界需求與大學暨公

私專科學校之不同聲音。 

四、 中程規劃立法設置品質保證主管單位：紐西蘭由NZQA主管，澳洲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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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高等教育與VET的品質保證主管單位。目前國內尚未有高等教育品質保

證法令規章與品質管理機構，爰無品質保證標準與程序之規定，而且也因高

等教育、職業教育、職業訓練各自分開，未有統一架構；未來可參考紐澳NQF

一方面訂定應符合之資歷描述語與級數判準，一方面立法訂定品質保證法

案，明訂高等教育與VET不同部門之註冊與課程認證標準，可讓國內高等教

育、公私立專科學校與職業訓練機構明白品質保證標準原則與作業程序，同

時強化國內教育提供者之自我評鑑標準內容；進一步配合現行已有大學評鑑

辦法，修正為適宜國情之品質保證法規。 

五、 長程規劃研發資歷轉化為課程教學：NQF 為英語系國家自 1980-1990

年代以來推行新教育制度，採學習成果導向；在華人世界中，以香港推行全

面性的單一架構，實施逾 3 年，其高等教育提供者仍認為學習成果為導向的

教與學很困難，涉及新舊觀點磨合，即使紐澳已實施多年，大學仍不接受單

位標準或訓練套裝，另形成自己一套架構；但新版改革後，學習成果重新定

義，實施成功因素之一為如何將資歷之學習成果轉化為教學，如何進行教學

評量。歐盟各國推行 NQF 也面對如何系統化強調學習成果的標準化、如何

加強學習成果與課程、教學、評量之間關係。建議國內在研訂 NQF 時即邀

請教育提供者，尤其教師與業界共同組成，籌備一開始即重視教師的教學經

驗，NQF 只是一個架構，它的靈魂生命在於教師了解這個架構，應用於實際

課程教學中，才能提升教育品質。避開紐澳一開始的錯誤，沒有讓第一線的

教師充份表達意見及了解什麼是 NQF。 

參、對國際區域架構之建議 

推動APEC區域架構難度高，但值得推行：APEC於2009年調查各會員國推

動NQF現況，研究發現亦建議值得建置APEC資歷架構，有利各會員國工作

與就學之流動。紐澳NQF彼此相似性高，而且簽訂協定，相互承認彼此VET

資歷的等同性，歐盟推動的EQF也希望創造國際區域架構，澳洲也進行與歐

盟EQF相似性比較研究。傳統以來，國際上資歷相互認可，基於雙邊或多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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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未來國際區域架構的成立，高等教育學士、碩士及博士接受度較高，

紐澳NQF研究發現VET在評量品質保證不一致現況，可預測國際上仍有許多

須磨合認同協商之處，同時資歷也涉及各國之專業立案註冊，在紐澳二國之

內已不易達成資歷結合專業立案註冊，而且高等教育接受VET的先前學習認

可也是成效有限，在這些問題尚未解決之前，要推行區域性整合，仍有很長

的協商談判之路，但值得協商。臺灣為APEC會員國，配合國際發展趨勢，

應積極研議建置NQF，俾利未來加入APEC國際區域架構。 

肆、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 反思國內目的與評估現行機制缺失：政府部會合組成研究團隊，分析國

內改革目的為何，正反面列舉行現行教育與職業訓練缺失與優點，分析無法

達成生活要求與社會願景之因素。紐澳受訪者建議須清楚明白設置NQF目

的。 

二、 研商創造全國性單一架構可行性：國內目前教育或職業訓練分別由教育

部、勞委會負責，經濟部與經建會研擬國家未來職場所需人才，考選部負責

各項證照考試，另各行業有特定執照考試，多頭馬車，各自為政，資源重複

且造成學習者重覆學習；建議由勞委會召集教育部、經建會、考選部等相關

部會就現行法規與機制協商是否有共識創造VET、高等教育、終身學習全國

性單一架構；以防遭遇紐西蘭或澳洲早期實施NQF為大學不接受的失敗教

訓。 

三、 調查國內對NQF的認識程度：組成研究團隊調查大專校院、教師、業

界、專業註冊學會、終身學習機構/協會、學習者、家長及其他教育利益相關

者對NQF學習成果導向的認識與了解。在研究調查中，提供NQF學習成果相

似性與輸出性原則，以及傳統教育制度不同之處，試探性了解國內對此種新

概念之了解度與接受度，以及可能提出之質疑；以免步上紐澳早期推動未讓

一般民眾/教育利益相關者了解的實施失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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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邀集產業、專業學會代表、大專院校及終身學習機構協商共同研發VET

資歷、課程及先前學習認可評量之可行性：紐澳NQF理論假設培育產業人

才，須由產業研發，本研究發現產業代表研發之資歷，大部分雇主沒有信心，

建議先選擇重點產業、專業學會代表、大專校院及終身學習機構協商共同研

發NQF之VET資歷之可行性，藉以分析了解國內產業與專業學會代表有無能

力或意願研發此類型資歷之學習成果內涵；並了解技職院校如何可能將產業

研發之資歷轉化為各學科之教學課程與如何可能依據學習成果內涵進行教

學評量；並共同分析試探性了解技職院校如何可能依據研發之各學科學習成

果內涵，對非正規與非正式之職場與生活經驗學習者提供各種學習檔案或工

作證明申請先前學習認可進行評量，同時比較分析了解對相同評量標準，不

同教師或評量者可能產生評量結果不一致性現象。 

五、 進行紐澳以外其他國家NQF實徵個案研究：APEC會員國除了紐澳已推

動NQF逾15年以上，其他如香港與新加坡等華人世界已實施，值得進行個案

研究供國內參考；實施NQF第一代五國中，除紐澳之外，以英格蘭與蘇格蘭

NQF影響其他國家深遠（紐澳第一代亦向英國學習），其中蘇格蘭模式為學

者專家評論成功典範，亦值得個案深入探討。另北歐國家長期推動成人與終

身學習成效已著，自歐盟推動EQF後，北歐亦整併成人教育與正規教育系統，

推動NQF，依歐盟研究調查報告，北歐國家亦值得為取經學習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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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澳洲中英文訪談導引與大綱 

澳洲訪談導引與大綱（interview guide） 

First of all, let me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for your kindness to fully participate  

in this interview research. Let me briefly introduce myself. I am working i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berra. I am responsible for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Australia. I am also a Ph.D. candidate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Taiwan. My research topic is related to study 

on AQF and NZQF with its application and inspiration on lifelong learning.  

首先感謝參與此次研究訪談，自我簡介於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組服務，負責

臺澳文教交流推廣，本身也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主題為紐澳

國家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There are four topics in my research, including study on the purposes of setting up 

AQF and its background, how to design the AQF in order to meet these aims or 

purposes, what are the implementation organisations, what are the help and 

hindrance of implementation, what are the impacts or results of AQF 

implementation with future direction, how to apply AQF in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研究有四個主題，分別為 AQF 建置脈絡目的，如何設計達成這些目的，實施

機構為何，實施時之助力與阻力為何，AQF 實施成效與未來方向，如何應用

AQF 推行終身學習。 

 

My research purposes are to understand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nd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in order to improve Taiwan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My supervisor is ex-depu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He encourages 

me to do this research in order to increase global horizon in our domestic policy as 

well as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catching up the world trend. 

研究目的旨在了解紐澳 NQF，以改善臺灣終身學習體系，指導教授為前任教育

部政務次長，鼓勵研究者進行本研究主題，提升國內政策的國際視野及促進國

際競爭力，趕上時代發展趨勢。 

 

I have done document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Basically, my interview 

questions will be based on this research. Therefore, my interview questions will be 

in the following. 

訪談前已先進行文獻探討與文件分析，本次訪談係依據前項研究發現，訪談大

綱如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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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are the purposes for Australia to implement AQF? Wha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to promote AQF? Especially related to the new AQF version. 

問題 1：澳洲實施 AQF 目的為何？驅動力為何？新版改革原因？ 

 

M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purposes for implementing AQF are to 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VET, to provide flexible learning pathways, 

to create a single framework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as well as to strengthen 

the links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dustry and encourage the global mobility. 

研究發現 AQF 實施目的在解決 VET 與高等教育的衝突、提供彈性學習路徑、

創造單一架構及推行終身學習，同時加強產業與教育間之關係，鼓勵全球流動。 

 

If my research is not correct, please provide me the right information. 

如研究有誤，請提供正確資訊。 

 

2. What are the design patterns, implementation organizations, the help and 

hindrance of implementing AQF?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問題 2：設計模式、實施機構、助力及阻力為何？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s, I found that AQF is focusing on learning 

outcome and there are 10 levels along level descriptors. AQFC is the main agent to 

implement the AQF, working together with TEQSA, AQSA, NSSC. The help and 

hindrance are that there are no compulsory laws or regulation to require the 

universities to accept the prior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industry does not want 

to involve in the AQF training packing design. The stakeholders have different 

interests. 

依據文獻研究，AQF 設計模式為學習成果，列有 10 級之級數描述語，澳洲資

歷架構委員會職掌 AQF 的實施，與高等教育品質標準局、澳洲技能品質局、

國家技能標準委員會等共同合作。實施阻力與助力為沒有強制法令要求大學接

受先前學習的認可，而且產業不想參與 AQF 訓練套裝的設計，教育利益相關

者有不同利益考量。 

 

I am not sure whether my finding is right or not, especially the help and hindrance 

of implementing AQF. 

不確定研究發現是否正確，尤在 AQF 的實施助力與阻力乙節。 

 

3. What are the impacts or results of AQF implementation? What are the future 

directions? The impacts will focus on the old AQF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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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new one. 

問題 3：AQF 實施成效及未來方式，尤其舊版為主要評估，新版請重點在未來

發展方向。 

 

As far as I understand, there are no concrete results or evidence to prove that AQF 

has reached the aims they would like to pursue. Some scholars comment that AQF is 

a weak framework which does not meet the industry needs and does not create the 

parity of esteem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vet, and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in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The new version of AQF 2011 is to become a stronger 

framework. Please let me know whether the new AQF can cope with the current 

problems. 

就目前研究者所了解，沒有具體證明 AQF 已達成所欲追求的目的，有些學習

評論 AQF 為弱勢架構，不符產業需求，沒有創造學術與職業教育二者平等尊

嚴，沒有推行終身學習的證據，新版將成為強勢架構，新版 AQF 能否克服這

些問題。 

 

4. What are the application and inspiration of AQF in the area of lifelong learning? 

What are your suggestions for Taiwan if we would like to set up Taiw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問題 4：AQF 對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對臺灣建置 NQF 的建議。 

 

In Taiwan, we separat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The former 

belongs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latter belongs to the Bureau of 

Employ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of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Taiwan does not 

have a single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to unify all of these different qualifications 

from universities, technical colleges, community universities, company training 

program and so on. Usually, the graduate students do not meet the industry needs. In 

order to get the university master degree or doctoral degrees, adults or working 

people have to repeat their time to study again, especially to pass the university 

entry examination even though you have abundant working experiences.  

在臺灣，職業教育與職業訓練分開，前者由教育部主政，後者為勞委會主管，

臺灣目前沒有單一資歷架構整合大學、技職校院、社區大學或公司職訓等不同

的教育與訓練。通常畢業生沒有符合產業需求，為獲得大學碩士學位或博士學

位，成人或上班族須重覆學習，即使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仍須通過大學入學

考試乙關。 

I express my gratitude for your great assistance in this research in advan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o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事先表達謝意參加本研究的訪談，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聯繫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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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紐西蘭中英文訪談導引與大綱 

紐西蘭訪談導引與大綱（interview guide） 

Let me briefly introduce myself. I am working i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berra. I am responsible for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 am also a Ph.D. candidate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Taiwan. My research topic is related to study on AQF and 

NZQF with its application and inspiration on lifelong learning.  

首先感謝參與此次研究訪談，自我簡介於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組服務，負責

臺澳文教交流推廣，本身也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生，研究主題為紐澳國家

資歷架構在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 

 

There are four topics in my research, including study on the purposes of setting up 

AQF & NQF/NZQF and its background, how to design the AQF & NQF/NZQF in 

order to meet these aims or purposes, what are the implementation organisations, 

what are the help and hindrance of implementation, what are the impacts or results 

of AQF & NZQF implementation with future direction, how to apply AQF & 

NQF/NZQF in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研究有四個主題，分別為 AQF 及 NZQF 建置脈絡目的，如何設計達成這些目

的，實施機構為何，實施時之助力與阻力為何，AQF 及 NQF/NZQF 實施成效

與未來方向，如何應用 AQF 及 NZQF 推行終身學習。 

 

My research purposes are to understand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nd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in order to improve Taiwan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My supervisor is ex-depu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He encourages 

me to do this research in order to increase global horizon in our domestic policy as 

well a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o catch up the world trend. 

研究目的旨在了解紐澳 NQF，以改善臺灣終身學習體系，指導教授為前任教育

部政務次長，鼓勵研究者進行本研究主題，提升國內政策的國際視野及促進國

際競爭力，趕上時代發展趨勢。 

 

I have done document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Basically, my interview 

questions will be based on this research. Therefore, my interview questions will be 

in the following. 

訪談前已先進行文獻探討與文件分析，本次訪談係依據前項研究發現，訪談大

綱如下列。 

 

1. What are the purposes for New Zealand to implement NQF? Wha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to promote N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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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建置 NQF 目的為何？驅動力為何？ 

 

M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purposes for implementing NQF are to solv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to take neo-liberalisms approach, to meet the labor market new 

skills' needs, to solve the qualification jungle problems and unequal educational 

chances, to provide flexible learning pathways, to create a single framework as a 

currency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as well as to strengthen the links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dustry and encourage the global mobility. 

文獻研究發現紐西蘭實施 NQF 解決失業問題，採取新自由市場機制，以符合

勞力市場技能需求，解決資歷叢林問題及教育機會不均等問題；提供彈性學習

路徑，創造單一架構為貨幣價值，推行終身學習，同時加強教育與產業間之關

係，鼓勵全球流動。 

 

If my research is not correct, please provide me the right information. 

如研究有誤，請提供正確資訊。 

 

2. What are the design patterns, implementation organizations, the help and 

hindrance of implementing NQF or NZQF?  

紐西蘭新舊版設計模式、實施機構、助力與阻力為何？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s, I found that NQF is focusing on learning 

outcome known as unit standards, and there are 10 levels along with level 

descriptors. NZQA is the main agent to implement the NQF or NZQF, working 

together with Universities New Zealand. The help and hindrance are that the 

employers are not willing to use NQF qualifications and think these qualifications 

does not meet the industry needs, universities refused to accept unit standards,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have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the government has internal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依文獻探討發現紐西蘭 NQF 焦點在單位標準，列有 10 級之級數描述語，紐西

蘭資歷局職掌 NQF 或 NZQF 的實施，與紐西蘭大學共同合作，實施的助力與

阻力為雇主不願使用 NQF 資歷，認為這些資歷不符產業需求。大學拒絕接受

單位標準，各教育利益相關者有不同利益觀點，紐西蘭政府各部門內部衝突。 

 

I am not sure whether my finding is right or not, especially the help and hindrance 

of implementing NQF. 

不確定研究發現是否正確，尤其是 NQF 的實施助力與阻力。 

 

3. What are the impacts or results of NQF implementation? What are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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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s?  

紐西蘭 NQF 實施的成效及未來方向。 

 

As far as I understand, there are no concrete results or evidence to prove that NQF 

has reached the aims they would like to pursue. Some scholars comment that NQF 

does not increase the employer's confidence in qualifications and does not create the 

parity of esteem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vet, and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in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for example transfer between different learning 

pathways. The new version of NZQF 2010 is to improve qualification quality. 

Please let me know whether the new NZQF can cope with the current problems. 

就研究者目前了解，NQF 沒有具體成效達成欲追求的目標，有些學者評論 NQF

沒有增加雇主對資歷的信心，也沒有創造高等教育與 VET 的平等尊嚴，沒有

促進終身學習的證據，如不同學習路徑之間轉換。新版 2010 推出，改善資歷

品質，新版能否克服目前問題？ 

 

4. What are the application and inspiration of NQF/NZQF in the area of lifelong 

learning? What are your suggestions for Taiwan if we would like to set up Taiw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新舊版國家資歷架構對終身學習的應用與啟示為何？對臺灣建置 NQF 的建

議？ 

 

In Taiwan, we separat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The former 

belongs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latter belongs to the Bureau of 

Employ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of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Taiwan does not 

have a single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to unify all of these different qualifications 

from universities, technical colleges, community universities, company training 

program and so on. Usually, the graduate students do not meet the industry needs. In 

order to get the university master degree or doctoral degrees, adults or working 

people have to repeat their time to study again, especially to pass the university 

entry examination even though you have abundant working experiences.  

在臺灣，職業教育與職業訓練分開，前者由教育部主政，後者為勞委會主管，

臺灣目前沒有單一資歷架構整合大學、技職校院、社區大學或公司職訓等不同

的教育與訓練。通常畢業生沒有符合產業需求，為獲得大學碩士學位或博士學

位，成人或上班族須重覆學習，即使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仍須通過大學入學

考試乙關。 

I express my gratitude for your great assistance in this research in advan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o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事先表達謝意參加本研究的訪談，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聯繫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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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國內學者半結構訪談大綱 

1. 為什麼想要推動 NQF? 我們須要推動 NQF 最大原因為何？推動 NQF 最終

關懷為何？NQF 在台灣推動有其必要性？ 

2. 台灣現行教育制度或技職教育或證照制度有沒有辦法達到 NQF 好處? 

3. 如何了解他的能力呢？如何評量? 

4. 臺灣無法推動 NQF 的原因? 

5. 所學與職場結合，正規與非正規結合，如何在 NQF 單一架構下結合？ 

6. NQF 可解決國內那一些問題？ 

7. 可以用學習成果導向(learning outcome)嗎? 

 

附錄四 國內教育利益相關者結構化訪談大綱 

1. 是否有聽過國家資歷架構? 

2. 您想知道什麼是國家資歷架構嗎？ 

3. 是否有聽過非正規，非正式與正規學習的銜接轉換？ 

4. 你會希望這三種之間學習管道銜接順暢嗎?為什麼?有什麼好處? 

5. 不銜接有什麼不好呢? 

6. 是否聽過學歷與學力區分? 

7. 大學畢業即失業，你有何看法？ 

8. 你對現行升學壓力，身為父母的看法? 

9. 你有何改進對策? 

10. 你是否聽過終身學習？學習社會？你的看法為何？ 

11. 是否聽過全球化挑戰?國際競爭力?你認為該如何面對? 

12. 你希望政府建立什麼樣的終身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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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接受訪談同意書 

接受訪談同意書(Consent for Participation in Interview Research) 

    本人同意接受     研究生的訪談，並於訪談後再配合填寫一次逐字稿效

度檢核函，共需 2 次時間。並同意於接受訪談時進行錄音，以便利於資料分析。

若涉及過於隱私或參與者不便回答之問題，參與者可拒絕回答或停止錄音。若

研究參與者希望終止其參與時，亦同意終止其參與行為。 

受訪者簽名：             

年     月    日 

  I,        , agree to accept the interview conducted by       and to fill in the 

interview fully- recorded transcript and verify it that will take two times as well as 

agree to accept the recording during the interview session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interview and facilitate the researcher’s data analysis.  If the interview involves or 

related to the privacy or confidential questions for the interviewee to reply, the 

interviewee has the right to decline to answer or stop the recording.  If the 

interviewee would like to terminate the participation, the research should respect the 

interviewee’s decision. 

                               Interviewee signature: 

                               Sign on: 

受訪者姓名 

Name of 

interviewee 

 

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D/M/Y 

年齡 

age 

 

服務單位 

Unit of service 

 

職稱 title  

學歷 education  

經歷或專長 CV  

參與 NQF 經歷 

NQF Experience  

 

備註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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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訪談紀錄表 interview transcript 

訪 談 日 期  date of 

interview 

 訪 談 起 迄 時 間 

duration 

 

訪 談 人 

interviewer/researcher 

 

受訪者 interviewee  

訪談地點 place  

音效檔案 sound file  

1.問 question  

1.答 answ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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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訪談資料 AUGO1 

Interview Interpretation 
Date of interview: 26 March, 2013; Duration: 10:10-12:00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Ann Doolette, Executive Director,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 

Place: Level 9, 63 Pirie Street Adelaide Street, AQFC 

…………………………………………………………………. 
1. Background and purposes 

(1) One of the reasons for Australia to set up AQF is the economic reform in the late 

1980s and 1990s. 

(2) AQF was set up in 1995.  It has never been reviewed.  The AQF Council on 

behalf of all Australian governments did the review in 2009 and 2010.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review was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consistency of 

qualifications. 

(3) Australian is the third largest destination in the world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t 

is behind the US and UK.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makes every effort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of AQF qualifications in order to recrui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ensure a quality outcome for them. 

(4) The educational pathways of AQF are from school educa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 or higher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or from university back to VET.  For example, if the worker with 

bachelor degree of engineering would like to change his career and learn 

management. AQF provides the all kinds of possible learning pathways for him. 

(5) AQF is not only for the pathways from education to education, but also provides 

pathways from education to jobs/ labor market. 

(6) Basically,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ld AQF and new AQF in terms of 

the purposes.  Two of them have 3 common purposes. First, it is to create the 

national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by providing the learning outcome standards of 

qualifications. Secondly, it is for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workforce.  Thirdly, it is expecting to have a world leading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to facilitate global recognition of AQF qualifications.  

Especially, the new AQF is able to compare qualific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2. Design pattern 

(1) The new AQF is presented as the circle to represent the importance of each 

education sector.  The qualification types and levels clearly indic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fications.  One of the purposes of AQF is to provide 

flexible, transparent and systematic learning pathways in order to break the 

barriers of learning channels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2) The new AQF has two significant features.  One is the level descriptors and the 

other is the qualification types descriptors.  Especially the qualification type 

descriptors ar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Australia. 

(3) The new AQF uses the levels to clearly show the educational pathways among 

school education, VET and higher education. 

3. Implementation 

(1) The AQF comprises various stakeholders including educational and industry 

representative. 

(2) The AQF is regulated by the TEQSA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The TEQSA 

is responsible for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r registration and courses accr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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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such as engineering or medical professions, are 

in charge of accreditation of university’s qualification to meet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s.  The TEQSA will put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accredit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accrediting courses. The TEQSA and som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have a legal basis.  Through these double accreditation 

mechanisms, the AQF builds up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labor market. 

4. Impact of the changes 

(1) The impact of new AQF will be reviewed in 2015.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ccessful impact, not only the AQF.  For example, factors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its success include the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s of TEQSA and 

professional registration as well 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mechanism.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AQF will require all aspects to work 

together.  All of these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a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s to the AQF.   

(2)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ly cooperated for 

the small study of the AQF and the EQF and the possible impact on the mobility 

of learners and workers. 

5. Future direction 

(1) The new AQF is stronger and more prescriptive.  It is one of the most detailed in 

the world. At same time, Australia might be the first country to include 

universities to be regulated and to require the universities to be reregistered and 

reviewed regularly.  

(2) The review of the AQF looked at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learned from them.  The new AQF has an explicit levels system, and the learning 

outcomes are defined in 3 dimensions which are knowledge, skills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learning outcomes define the level descriptors and 

qualification type descrip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fications and are the 

basis for assessment.  The AQF is keeping up with the global trend in order to 

compare qualifications internationall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nsiders 

that over one quarter of the Australians is born overseas.  Therefore the new 

AQF is designed to be able to compare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for the purposes of 

promoting mobility of learners and workers. 

(3) The new AQF uses the level descriptors, qualification type descriptors and the 

volume of learning to assist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ctors with giving credit 

for learning already achieved.  The AQF also requires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to set up the learning pathway policy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learning pathways.  

It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the education to education pathways, but also helpful for 

education to job pathways. 

(4) The new AQF is represented as the circle instead of the previous  hierarchy 

pattern.  It represents learners being are able to learn from anywhere or any 

direction for restarting learning.  For example, if a student left the school at year 

10 and did not have the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it is 

possible to gain university admission through the certificate III.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if a student does not have a bachelor degree, but has the advanced 

diploma plus work experience, the student still has the chance to apply for a 

masters degree.  The AQF provides flexible learning pathways which facilitate 

lifelong learning.   

(5) The AQF defines what is required by the learners to achieve by the end of the 

study.  This is the meaning of the learning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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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educational pathways between VET and higher education have existed for 

many years.  Therefore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e AQF is trying to strengthen the 

learning transfer and recognition. 

(7) The new AQF must go hand in hand with quality assurance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Even though the AQF has no legislation, other relevant 

legislations is the TEQSA and ASQA legislation which have embedded in them 

the AQF.  In other word, the AQF has indirect legislation. 

(8)  The AQF was set up by the agreement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territory governments.  The Higher Education Support Act also specifies 

the funding for AQF qualifications.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in the other 

education sectors specifies the AQF.  It is very helpful to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AQF. 

6. Lifelong learning 

(1) The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e joint Australian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study 

show that NQFs promote the mobility for learners and workers. The NQF 

facilitates the recognition of various learning pathways and also support the 

recognition of working experience. 

(2) The NQF promote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It 

provides a transparent and flexible learning pathway and helps to improve the 

barriers of lifelong learning. 

7. Suggestions for Taiwan 

(1) In the future, Taiwan can develop a unified single framework which is useful for 

various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sectors.  Taiwan can use the level system, level 

descriptors, qualifications descriptors and learning volume to provide the 

qualification standards and multi learning pathways.  These design patterns are 

the key elements for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2) The key factors for NQFs successfully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are the design 

(level and qualification descriptors) and relevant policies such as quality as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pathways, especially the pathway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lifelong learning. 

(3) The NQF has great value for education systems, especially in a globalization 

context which demands comparing qualifications between each country to 

increase global mobility. 

(4) Setting up the NQF is like setting up a lifelong learning framework. 

(5) Taiwan can copy AQF model, but Taiwan needs to clearly know its own purposes 

and know what Taiwanese want.  

(6) Copying other NQFs is acceptable, but it requires a NQF which is desirable for 

everyone in the 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understand 

the NQF and they are involved in the setting up and development of NQF.   

(7) Taiwan should build up a NQF in its ow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  The 

NQF is Taiwanese style and is what the Taiwanese want. 

(8) The AQF has clear aims and principles for further learning and jobs as well as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ability.     Taiwan also needs to find out its own aims or 

principles. 

(9) The development of an NQF will encounter diverse views and possibly tension 

among various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but it is very healthful to listen to 

different views.  In this way, you can find out what the real needs of your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he diverse opinions are good for the policy making. 

(10) In Asian countries, Hong Kong has implemented a comprehensive NQF, but it is 

voluntary.  Scotland is the successful example of NQF’s implementation, but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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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voluntary.  The NZQF and AQF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NQF.  Both of 

them have been in place for over 15 years and ar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more 

prescriptive NQFs and becoming the stronger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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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訪談資料 AUGO2 

Interview Summary 
Date of interview: 19 March, 2013; duration: 20:10-21:10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Daniel Owen, General Manager, 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s Branch, 

Skills Connec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d 

Tertiary Educa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Place: Daniel’s house, No. 78, Melba Street Downer, ACT, 2602 

……………………………………………………………… 
1. Background and purposes 

(1) The framework provides the structure from the school education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Ph.D.  The framework for all Australia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 very 

sound.  Conceptually it is very strong for students, industry, parents,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providers.  However, there are a lot of issues. 

(2) The link to lifelong learning for AQF is very sound for learning stages. 

2. Implementation 

(1) In reality, the training involved for achieving the certificate is the part of trade for 

qualifications like plumbers or electricians, carpenters, which need more training 

than the other who also get certificate 3.  The disparity i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ramework. 

(2) Whereas th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3, as first line manager can be shorter at 6 

months. It is different trade. So, it is the issue and debate of the equivalence of the 

framework. One is that you take 3 or 4 year apprenticeship for both your work and 

study.  The different type of qualifications is still on the same level.  It can be 

achieved in 6 months for going to TAFE or RTO.  This is a big issue. 

(3) Therefore the industry, they want to employ the skilled people and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the people achieving the qualifications in different ways.  They are 

not confident in it.  It undermines the confidence. 

(4) Plumbers and electricians take 4 years to complete the certificate. The same trade 

has the same duration, but the issue is that the different trade has different 

duration.  The problem is this is level 10 and this is level 1.  This is for 

plumbers for 4 years and for first line management, it is for 6 months.  But when 

they come to the AQF, they are at the same level. 

(5) It is a useful system.  But, in reality, there are big variations in what people want 

to invest their own time.  They prefer to invest less time and get the same level 

certificate. 

(6) The other issues for AQF review in 2011 is how the higher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to fit in the AQF. The equivalence of year 12 of high school is 

certificate 3.  It is the same as you do the plumber apprenticeship.  For a person, 

you might left school at year 10 and work 4 years to get certificate 3.  There are a 

lot of variations to do framework. 

(7) Qualifications are not equal to license.  You get a qualification, and you go to the 

registration body for applying a license.  You get to pass another exam to get a 

license.  If you do not have a plumber qualification, you are not able to apply for 

a license.  It is interpreted by the employer.  The occupations of qualifica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8) In Australia, we do not.  This is the strength but is also weakness.  Even though, 

people do very different thing, but it all ends up with the same level qualification.  

They go to the work with certificate 3.    The employer will say I do not 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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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certificate 3.  They prefer the apprenticeship certificate 3. The system is not 

as useful for the person with certificate without apprenticeship. 

(9) The key is the confidence of the employers.  If the employer is not confidence in 

this framework, it is treating in the same way, a good way with deep qualification 

and shallow qualification.  So, the framework is not useful for the employers. 

(10) The Industry Skills Councils (ISCs) represent the industries and they develop up 

the training packages and go to the NSSC for endorsement.  ISCs require that the 

training packages should have certificate III and VI, diploma, advanced diploma.  

ISCs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11) The NSSC says that sounds right and that sounds wrong.  I think the help and 

barriers of AQF is that ISCs are very influential. They can push the qualifications 

up.   

(12) AQF has some problems and some advantages. Industry does want to b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packages.  In fact, the industry wants 

and it is through ISCs. They do not want to get into details, but they give that 

responsibility to ISCs.  Then, ISCs develop the training packages.  Industry is 

on the board of ISCs.  The industry does not want to do the work.  They let ISC 

to do.  That is the structure.  ISCs have the responsibilities. 

3. Result and impact 

(1) AQF is a valuable framework, but has some problems.  When we put into 

implementation and use, the issues or problems come out. 

(2) People can push the qualifications up or down according t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ere are different funding systems available.  So, in higher education, there is 

funding together for AQF qualifications.  That is the same as VET.  

Government provides for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The HE can access the 

funding.  In the past 10 years, it pushes the qualifications up.  It cracks down 

the lower qualifications. 

(3) It is not the problem of AQF.  It is the problem of people how to interpret it and 

how to use it.  Part of that is that the descriptors are too general, particularly in 

the certificate 2 to 4, diploma and advanced diploma.  These descriptors are not 

specific enough.  Therefore people can manipulate it up and make it up to next 

level in order to get funding. 

(4) The motivation is that to get the funding, they may push the qualifications up.  

They can do that.  The actual framework descriptors do not restrict people to 

manipulate the qualifications up.  The government funding encourages the higher 

degrees.  You get more at the higher qualifications and get less at the lower ones.  

It is the nature of motivation by the use of the system.  If you describe a set of 

competences, you are motivated instead of certificate 2, you are motivated to get 

up to certificate 3 to get more funding.  It is easy to pass in certificate 2 in order 

to move up.  Then they get more money.  For example, for certificate 2, you 

need study 6 units and certificate 3 for 8 units.   

(5) It is hard for the policy to be flexible, and specific.  The AQF is too general and 

it will become weakness because people can manipulate it.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packages in the last 3 years.  There are very 

few qualifications at certificate 2.  In fact, you push the qualification up and you 

also push the person learning. 

(6) I think it is a valuable framework, but it has just some weakness.  In the future, it 

will constantly review. Especially from the lower levels to the higher levels.  

AQF is very young.  It is over 15 years old, but is still very young.  The system 

is continuing to be mature, to be dynamic, to be improving.  There is no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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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everybody thinks it is good.  On the ground, there is a lot of space to 

improve. 

(7) We have AQF, but we still have some unhappiness from the industry.  I think it 

never meet the industry needs even though we have the training packages.  

ASQA is a new national regulator to make sure whether the RTOs are issuing 

qualif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AQF.  ASQA will check whether RTO’s 

quality high or not.  They will check whether people get it in quick or dirty way 

or not. 

4. Suggestion for Taiwan 

(1) AQF is contested and some the people are critical of it.   AQF is a cri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raming the level of qualifications and a good system for 

Australia.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system for your country.   

(2) Australia one is a comprehensive one.  That is the strength.  Each sector has its 

regulator.  I would recommend the system to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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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訪談資料 AUGO3、AUES1 

Interview Summary 

Date of interview: 28 February, 2013; duration: 09:00 to 10:45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1. Dr Denise Reghenzani Kearns, Brisbane Metropolitan Regional President of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Educators (ACE) is the only national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which represents educators across all sectors and systems. 

2.Ian Fyfe, Assistant Director, VET Branch, Curriculum Services Division, 

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 

Place: Rush CBD, Queen Street, Queensland 

 

1. Background and purposes 

(1) Ian: Earlier versions of 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QF) were 

appropriate to the times they were formulated in. The AQF was set up in the 

context of creating consistenc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 At that 

time, the public did not understand different qualifications meant. 

(2) Ian: Various reports of skills and productivity showed a need to enhance the 

consistency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AQF provided a 

framework for the recognition of workplace skills people had acquired through 

various pathways. The Minister at the time, John Dawkins wa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ertiary education reform. 

 

2. Design pattern 

(1) Ian: Level I (Certificate I) qualifications are entry level qualifications for the 

industry. They identify the basic skills needed to commence work in the industry. 

Level II (Certificate II) qualifications are for workers working under direct 

supervision. Level III (Certificate III) qualifications indicate that the worke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quality of their own work, and work independently, like a 

carpenter and plumber. Alternatively, a person with a Certificate III may be 

involved in supervising the work of subordinates, and be accountable for their 

work. Level IV (Certificate IV) is for paraprofessional and management levels 

involving specialised work skills 

 

3. Implementation 

(1) Ian: Not all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are in the AQF. For example, the 

qualification of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ompany Director (AICD) is highly 

valued by the Australians, but it is not in the AQF. 

(2) Denise: Australian Music Examination Board, the Royal Academy of Dance and 

Trinity College of Music have built up their reputation before AQF was set up.  

(3) Ian: At the RTO, it will take only 6 month to gain Certificate III, but in some 

trade or apprenticeship it will take 3 to 4 years to gain it. 

(4) Denise: AQF is not a license as some trade organisations require to approve a 

licence as well, .e.g for plumbers, electricians, etc.  

(5) Ian: AQF is not pedagogy. 

 

4. Result or impact and future direction 

(1) Ian: the old AQF was a single framework in theory, but in reality the school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have their own frameworks and keep a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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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AQF. The AQF has impacted strongest in the VET sector. 

(2) Denise: Many of the practical trades like carpentry and plumbing have to go 

through AQF as part of gaining their trade level qualifications. They have to 

integrate their work-based experience.  The practical element is not just the 

content element, but also theory into real-time practical work situation or 

simulation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qualifications which are just theoretic 

knowledge and content. 

 

5. Lifelong learning 

(1) Denise: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or local government provide no funding or 

less funding for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There is no budget for 

non-formal or informal learning in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or State 

Government unless attached to literacy. 

(2) Ian: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VET sector, over half of the training is delivered 

outside of the AQF. 

(3) Denise: Basically AQF is very utilitarian.  The Australian policy has forgotten 

the personal enrichment through lifelong learning.  There is no self discovery or 

self expression, or ‘hobby’ qualification in AQ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totally forgotten the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4) Ian: In providing funding for training,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only funds the 

qualifications in areas of skills shortages. This funding is job-oriented and 

market-driven. This underpins a weakness of the AQF – it assumes people 

increase their skills/knowledge in the one industry, not across industries. It is not 

easy to assess the learning outcome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Therefore 

recognition of this kind of learning is not in the AQF. 

(5) Ian: The advantage of a framework like the AQF is that if you have diploma or 

advanced diploma, you can apply to enter (articulate to) the second year of 

university and you do not need to re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of first year of 

university, because you have demonstrated you have acquired knowledge/skills at 

a particular level.  The advantage of this articulation is that you do not have 

waste time and resources regurgitating what you already know/can do. Denise: In 

Australia, some universities provide short-term courses or some universities 

deliver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s, but these courses are not in the AQF.  They 

only provide an attendance statement.  Usually the TAFE plays the rol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provide adult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and some 

of the lower level programs only give a “Statement of Attainment”, not a full 

qualification.  But in Australian policy, the learners of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have to pay for their own tuition fees. 

(6) Ian: In Australia, the belief is that high performing economies have highly 

qualified workforces. Therefore, if you raise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population, you will raise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workforce.  There are two 

examples to prove this belief is wrong.  One is Scotland.  The Scottish have a 

well educated workforce with a framework for qualifications, but their economy is 

going down.  Another example is Cuba: they have a high standard of education 

quality, but their salary is not high.  (This latter problem is not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It is the same as in Taiwan.  The Taiwanese students have 

highe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but their salaries are not high.  Perhaps it is time 

to rethink about whether the focus of education should now be on practical 

training (VET) . 

(7) Ian and Denise: Usually the universities focus on theoretic education.  The 



335 
 

Australian Government encourages the students pursue the higher qualifications.  

It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is kind of policy ignores the real need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job market.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e more people have qualifications, the higher the skill of workforce will be 

enhanced; in this way, it will enhance economy.  All of these are just theory, but 

in reality, the graduates of RTOs can do nothing.  It is back to the teaching 

quality problem. 

 

6. Suggestions for Taiwan 

(1) Acknowledge the personal and citizenship building through lifelong learning 

that is informal or nonformal.  Often such coordination opportunities to 

continue some form of learning achieve incidental growth of knowledge, 

confidence and experience. 

(2) I.e. Demonstrate the value of adult, lifelong learning in any form, as provided 

in Community Colleges. 

(3) Track any outcomes whereby re-entry to informal/nonformal learning enable 

people to become interested in further forms of credentialed learning. 

(4) Strengthen being a ‘learned society’ by enabling access to learning as citizens 

want, whether if be new knowledge for enrichment, new skill or hobby, social 

interaction, etc. as a ‘feeder’ or ‘first step’ beyond formal schooling and 

education. 

 



336 
 

附錄十---訪談資料 AUU1、AUES2 

Interview Summary 
Date of interview: 22 February, 2013; duration: 14:40 to 15:40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1.Professor Barry Golding, Associate Dean of Research, School of 

Education & Arts, University of Ballarat and President of Adult Learning 

Australia(ALA) and Research Fellow;  2.Sally Thompso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Adult Learning Australia (ALA) 

Place: Centre of Adult Education, Melbourne, 253 Flinders Lane, Melbourne 
……………………………………………………………………………………… 

1. Background and purposes 

(1) Barry: There are 6 states and territories in Australia.  As per Australian 

Constitutio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ach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  Each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 has its own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It was very 

hard to compare qualifications among different states and territores.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et up AQF through the top-down policy to improve the 

consistency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2) Barry : The establishment of AQF reflects the society and times.  The purpose of 

AQF was to create a consistency for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t 

that time, most people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qualifications meant.  

(3) Barry and Sally: Another reason was that the learners would like the qualifications 

they have acquired are transferable.  They could be able to transfer to different 

schools or different levels for providing the mobility among states. 

(4) Barry: Australian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have quality assurance of 

qualifications. 

(5) Barry: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QF which is a single framework, is not only 

for using qualifications efficiently, but also for assuring the quality of 

qualifications instead of 8 different state and territory legislations. 

(6) Sally: All kinds of qualifications, especially medical care qualifications, child care 

qualifications and so on need a national framework.  The single framework will 

promote the comparability of qualifications and reduce the costs and bureaucratic 

system. Som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are very bureaucratic which will only 

waste the learning resources. 

(7) Barry: There was a consensus voice coming from Australian governments and 

trade unions to support setting up AQF.  The names or titles of qualifications are 

involved some specific industry.  While the AQF was planning, the unions 

indeed were the driving forces. 

2. Implementation 

(1) When the AQF was implemented, it encountered a huge issue which was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private education providers delivering certificates I to IV.  

Some universities were also registered as RTOs to deliver certificates I to IV.  

But, some private educational providers delivered low quality of these courses 

with cheap tuition in order to recruit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t resulted in 

the assessment without meeting the standards and also created unfair competition 

between good quality providers and bad quality providers.  At that time, it was a 

big issu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QF. 

(2) Sally: The AQF is very good in its own structure and purposes. While the AQG 

was implemented, they did not regulate the quality assurance well.  The AQF 

itself is good, but the implementation is weak.  The key lies in the integr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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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providers. 

(3) Barry: While the AQF was put into implementation, they did not consider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er-centered teaching.  They forgot to how translate 

qualifications into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The implementation of AQF should 

consider the whole context, including teacher’ teaching.  The AQF is not able to 

drive teaching.  The AQF emphasizes the accountability rather than pedagogy.  

3. Result or impact  

(1) Sally: Before the AQF was launched, there were a few learning pathways.  The 

AQF facilitates the differ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ctors to provide multiple 

learning pathways based on the same learning outcome. Especially the AQF 

provides the school leavers of year 12 the multiple learning pathways.  These 

alternative learning pathways provide th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ies of entering 

universities.  It let the universities more accessible.  There are more students 

entering universities because of AQF. 

(2) Barry: AQF facilitates to enhance the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capability as 

well as strengthen the universities with higher education and VET functions.  

The new AQF requires the university courses to meet the learning outcome 

requirements.  The old AQF has required the VET to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Until now, some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deliver the course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VET at the same time.  Some TAFEs deliver the courses of higher education 

degrees.  AQF indeed creates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rket. 

(3) Barry: The University of Ballarat is small university, but because of AQF, it has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multi-sectors university.  They belong to the Regional 

Universities Network.  If the universities know how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AQF, 

it will be very helpful for the universities to recruit mor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learning pathways.  

(4) Barry: However, some reputable universities are not committed to providing 

learning pathway policy for students.  These types of universities are not easy to 

get access. 

4. Lifelong learning 

(1) Sally: The AQF qualifications are valued and receive funding from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But if the qualifications are outside the AQF, they cannot receive 

funding from the Government. Some state governments have budgets for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Most of this kind of learning will pay by the learners. 

In other word, the learning outside of AQF seems to be devalued. 

(2) Barry and Sally: The competence learning has its limitation and features.  It 

cannot represent all forms of learning.  The soft power is not easy to be assessed 

or to be recognized of prior learning.  For example, the integrity of a person is 

not easy to be assessed, but these are basic learning which are not recognized by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AQF is very popular and the Australians are proud 

of it.  AQF has a lot of positive functions, but did not consider the learning 

outside of it. 

(3) Sally: AQF is not good for adult learning.  There is plenty of community 

education which is not related to the work.  The so-called lifelong learning or 

individual learning is beyond AQF.  AQF is formal learning and is not 

non-formal or informal learning.  The competency-base is the strength of AQF 

and is also the weakness of AQF. 

(4) Sally: AQF can facilitate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bu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oes not fund this type of learning or reduce funding on this type of 

learning.   Currentl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budge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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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5) Sally:  The government policy tends to let the learners pay by themselves. They 

think lifelong learning is a luxury.   The Australians think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is for making money, for industry and for efficiency.   They ignore 

lifelong learning, for example learning to be happy, learning to respect others.  

Australia lacks the Confucianism.   They did not teach students how to be 

human being and how to respect the teachers. 

(6) Barry: In order to meet the global trend of EU, OECD and UNESCO, AQF should 

consider how to integrate the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into AQF. 

5. Suggestion for Taiwan 

(1) Barry: Taiwan should establish such kind of NQF.  All sectors of universities, 

industry, private and public colleges and schools are able to use NQF in order to 

pool all resources.  Only accredited providers can deliver the qualification 

courses with quality assurance.  

(2) Barry: It is a good phenomenon to hear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r encounter 

conflicts or tension among various stakeholders while making policy dec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It will find out the real needs and voice of the public and see 

the diversity of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the tension and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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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訪談資料 AUES3 

Interview Summary 
Date of interview: 28 February, 2013; Duration: 13:30 to 15:25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Merv Gardner, President Lifelong Learning Council Queensland Inc. 

Place: Queensland Domestic Airport restaurant 

………………………………………………………………………………………… 

1. Implementation 

(1) When Australian State governments reviewed the RTOs 10 - 15 years ago, they 

only audited paper work review in their on-site review.  That was why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in RTOs was so low . 

(2) When the AQF was launched, the teachers and assessors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AQF meant. They still get AQF and AQTF confused. 

(3) If a student has already gained a bachelor degree (AQF level 7), if they applied for 

Diploma at level 5 they are not eligible to get funded (HECS 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on Scheme, now called HECS-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y can get a funding from the government if he applied for a higher level 

qualification such as a Master degree AQF Level 9). 

(4)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et up the AQF to integrate 6 states and 2 territories 

into one unified single framework.  For a long time,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thorizes the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to manage the AQF.  The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each have their own model to interpret AQF.  For example, 

the Victorian and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s have different quality 

management approaches for RTOs.  The VIC government did not recognize the 

quality standards of the other state governments.  That frustrated industry.  For 

example, a big company has many branch offices in different states, but they have 

to meet the different standards set by the various state governments. It will 

increase the costs of the industry to have different compliance regimes for their 

RTOs in each state.  

(5) In addition, TAFE is its own quality system regulator.  The single AQF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different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for many years.  Recently, 

the new version of AQF has made a chang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mechanisms of all states and territories will be returned back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via the 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  

This is a revolution change of the powers of the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but the AQF will ensure national consistency of quality assuranc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viders. 

(6) The tens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al providers always exists.  The 

industry demands that educational providers to deliver the courses which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y.  But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express they educate human 

resources rather than for specific trades. (see differences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Both of them have different thinking perspectives.  That was 

one of the implementation barriers.  RTOs were against the involvement or 

interference of the courses development, content and delivering from the industry. 

Most industry was not satisfied by the learning outcome of the RTOs.  Some 

industry set up its own training courses such as Toyota and has its own RTO to 

deliver the courses in order to train the graduates to meet their workforce’s needs.  

The qualifications they issue are also on the AQF. 

(7) Originally, the purpose of setting up AQF was to solve the incomparability of 

qualifications between each state.  Becaus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was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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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 and territory authority, it caused that the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 

did not accept the qualifications gained from the other state to apply for a license.  

(8)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enforced the AQF, but it gav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compliance mechanism in the bureaucratic hands.  What the compliance 

mechanism means is only the paper work.  They did not do the on site evaluation 

or review whether the trainers or assessors were capable to teach or assess the 

students. 

(9) While the AQF was set up, the industry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 were 

dedicated to economic reform which was the facilitator of AQF implement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funding mechanism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as to reduce the skill shortage problem. 

(10) The purpose of the AQF was to integrate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VET and 

higher education to create a seamles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That is not 

only the help but also the barrier of AQF implementation.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are norm-reference education system, but the VET 

is competency-base system.  The tradition educators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competency stands for. 

2. Result or impact 

(1) The training packages developed under the AQF are competency based.  Its 

assess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examination system which test grades 

are divided into A, B,C, D and so on.  However the assessment result of training 

package has only two results which are competent or not yet competent.  

(2) One of the areas of criticism from industry is that graduates in the areas where 

technological change occurs rapidly, such as the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industry because what they have learnt from national training packages will be out 

of date when they graduate.  Therefore, the graduates will not be competent for 

employment in industry.  The problem originated in the quality assurance 

regulation of the RTO auditing regimes.  This is being addressed with new model 

rules for national training package development which sees the Range Statement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 being taken out of training packages and are now 

supplied with far more flexible supporting material. 

(3) The biggest achievement or advantage of AQF is to create a single unified VET 

framework for the whole country.  It provides the Certificates I to IV, diploma, 

advanced diploma.  Even though the AQF is a single unified framework and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over 15 years, the only impact mainly is on the VET sector.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remain using their own existing 

structure and system.  The University sector is self-accredited and self managed. 

3. Lifelong learning 

(1) The AQF qualifications are valued and receive funding from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But if the qualifications are outside the AQF, they cannot receive 

funding from the Government. Some state governments have budgets for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Most of this kind of learning is paid for by the 

learners in what is called fee for service. In other word, the learning outside of 

AQF seems to be devalued as it does not lead to an AQF level qualification. 

(2) Basically, the AQF is competency-based.  There is much learning beyond the 

AQF in what is known as informal or non-accredited learn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current AQF is that it cannot create the lifelong learning pathways.  

The AQF only applies a linear or vertical learning pathways, that is leading to a 

higher level qualification and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re-training or vocational 

changes or learning for personal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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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QF can facilitate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bu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a budget for this type of learning. 

(4) AQF is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here is only one representative of 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Standing Commission of Tertiary Education, Skills and 

Employment (SCOTESE)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He can provide 

suggestions of lifelong learning policy to the high-level officials. 

(5) The key implementation of AQF is on the ground.  The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s focus on VET.  The problem of AQF emphasizes too much on the 

job.  It only talks about training package even the basic skills of reading, writing 

and numeracy such as Certificate II is developed as per training packages. 

(The National Foundations Skills Training package has been recently endorsed to 

assist in the language, literacy, numeracy and digital skills of students undertaking 

an AQF VET qualification.  

(6) Most people think AQF facilitates the learning from level 1 to level 10.  It seems 

the implica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7) In fact, much of lifelong learning or adult learning is outside of the AQF.  A 

person in 1980s or 1990s who completed a bachelor degree, but did not have 

computer literacy can learn computer literacy through an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program.  However this type of learning is outside the AQF and is not 

recognized by the AQF.   

(8) AQF is only one component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does not embrace life-wide 

learning. 

(9) The AQF authorizes the universities to decide the requirements of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for tertiary entrance. It is a good mechanism to leave the authority 

to the universities to decide whether the applicants are capable of completing a 

university level learning program.  

4. Suggestion for Taiwan 

(1) Basically, the AQF is a good framework, b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QF has 

encountered many barriers or hindrances.  In the future, if Taiwan wants to set up 

NQF,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strong quality assurance regulatory mechanism. 

(2)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must be experienced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cruit 

the experienced person from the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NQF.  The NQF is the 

public policy; therefore it must demonstrate the quality assurance to the public. 

(3) Taiwan should set up a holistic NQF, including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Taiwan should clearly know what kind of education reform they want to achieve 

the purpose they ai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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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訪談資料 AUAC1 

Interview Summary 
Date of interview: 22 February, 2013; Duration:11:10-12:10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Dr. Leesa Wheelahan, Associate Professor, Coordinator of the Graduate 

Certificate of Tertiary Teaching, Education Policy and Leadership,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lac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Level 7, Leesa’s  

office 

……………………………………………………………………………… 

1.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1) VET sector focuses on competency-based standards, but it does not emphasize 

continuing learning. 

(2) When 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QF) was implemented, it 

encountered a huge issue which was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private education 

providers delivering certificates I to IV.  Some universities were also registered 

as RTOs to deliver certificates I to IV.  But, some private educational providers 

delivered low quality of these courses with cheap tuition in order to recruit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t resulted in the assessment without meeting the 

standards and also created unfair competition between good quality providers and 

bad quality providers.  At that time, it was a big issu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QF. 

(3) Some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rs delivered a master course for one year, but 

usually the master course will take 1 year and half or 2 years.  The new AQF 

specifies the learning volume or duration, but the old AQF did not specify the 

learning hour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urses, even though it did for higher 

education courses. However, the new AQF has more power to regulate what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rs do than the old AQF. 

(4) The training packages specify too much detail and did not explain how to teach.  

In other words, the unit standards were not embedded into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system.  It became the barrier of implementation of AQF.  Originally, the AQF 

was designed to include all kinds of contents, but it resulted in numerous training 

packages.  On the contrary, AQF did not create a framework for building up the 

articulation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and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result was that 

most people did not understand the articulation among numerous training 

packages. The knowledge was changed from discipline knowledge to procedural 

knowledge. 

(5) In Australia, the registration for some professions and occupations is under 

another Government agent or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responsibility.  Som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will accept AQF qualifications and agree to issue a 

license.  For example, if she has a nursing diploma, she can apply to register as a 

nurse. But some trades such as electricians were required to have training package 

qualifications firstly; then the graduates have to pass the assessment conducted by 

the registration body.  Otherwise, he is not able to get a license. 

(6) The qualification learning pathways and relevant policies are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stronger AQF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ticulation among school 

education, VET and higher education.  The new stronger AQF requires all 

qualification-issuing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providers or organisations to make 

an learning credit arrangement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learning pathway.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reference guideline or requirements for the recogn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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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 learning, the new AQF provides a clear policy in terms of level and credits 

of issuing a qualification. 

(7) But it is not sure whether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will accept the level system of 

AQF qualifications as a trust basis to build the connection and articu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However,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he 

assessment of learning outcome are the two critical areas for implementing AQF. 

These two key elements are the basis of building subject equivalence, credit 

transfer and admission.  
(8) The new AQF will put the learning inputs into the consideration of learning 

outcome assessment. This new approach will be very helpful for the future 

implementation because the learning inputs are the essence of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9)  The new AQF also emphasizes the specification of learning pathways and 

employment pathways in the qualifi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It will be very 

helpful to improve the weakness of the old AQF which only focused on the job (in 

the cas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and ignored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ing learning. 

(10)  The new AQF specifies the learning volume of qualifications in order to avoid 

delivering the cheap and short qualification courses and to reduce the risk of low 

quality qualifications. 

2. Result or impact 

(1)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Group of Eight do not welcome AQF.  There 

is small impact on universities, although they are under greater pressure than 

previousl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y comply with the AQF.  The Group of Eight 

have an established reputation and maintain their own successful status on 

educational market. 

(2)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AQF pathway policy relies on the needs of job 

market.  For example, there is high demand for nursing job market and it results 

i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job. In other word, the pathway 

from education to job still exists without AQF.  The role of AQF is to facilitate 

the pathway, but AQF is not the factor of the success transfer from education to 

job.  The critical factor of smooth transfer from education to job is the structure 

of workforce. 

3. Lifelong learning 

(1)  AQF appropriately recognizes the prior learning in theory.  It takes two ways to 

recognize.  One is to recognize the credits, but the result is not high. The other is 

to get the admission.  The VET and Higher Education have the policy of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but basically the applicants were just a few. 

(2)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new AQF is the qualification descriptor, which 

requires all qualifications (except the PhD program)to have the two key purposes 

of learning outcome that are continuing learning and job.  The old AQF did not 

specify the learning outcome including continuing learning as a requirement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The old version focused on the job in 

specifying the outcome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It was not 

helpful for the lifelong learning, but the new version emphasizes the continuing 

learning and job at the same time.  The highlight of continuing learning will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4. Suggestions for Taiwan 

(1)  If the capability of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viders is not sufficient, the 

employers and relevant stakeholders will lose confidence in the qual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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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NQF lies in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who 

deliver quality assured qualification program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mportant 

to invite the teachers from all sectors to b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NQF. 

(2) AQF can facilitate the education reform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qualifications, 

but AQF is not able to drive the education reform.  Having NQF is better than 

having nothing. 

(3) NQF cannot resolve Taiwan education problem, but it can facilitate the education 

reform. 

(4)  It is a good phenomenon to hear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r encounter conflicts or 

tension among various stakeholders while making policy dec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It will find out the real needs and voice of the public and see 

the diversity of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the tension and conflicts. 

(5)  Taiwan should take the loose and communicative framework policy and should 

not specify too detail or too tighter. 

(6)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the lifelong learning a reality without taking the broader 

context to implement AQ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educational 

pathways and employment pathways will not occur until the job market is strong.  

The job market is key factor of the successful pathway policy of AQF.  In 

Australia, the job market of nursing has high demand which results the strong 

performance of the education to job pathway.  The role of AQF is to facilitate, 

but is not able to drive the education reform. 

(7)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learning outcome are knowledge, skills and 

application of these two.  These three key elements should not specify too much.  

It needs to take a broader perspective to define level descriptors and qualifications 

descriptors of the learning outcome.  In reality, the practical meaning of the 

learning outcome should leave it to the hand of the experts to judge.  Do 

remember not to specify everything; otherwise, it will narrow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application of these two.  It only needs to specify the minimum 

standards to describe what the graduate should know and should do.  It is 

impossible to escape from the experts’ judgment. Otherwise, it will create endless 

competency-based standards.  Do remember to stand on the higher level and 

leave learning outcome to the expert to make practical judgment.   

(8) The successful key factors of credit transfer or admission lie in the trust of 

teaching,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If there is high trust in these key factors, it 

will be easy to make transfer or admission among various sectors.  There is no 

other choice and trust cannot be en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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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訪談資料 AUAC2 

Interview by email 
Interviewee: Dr. Gavin Moodie, Governance and Planning, RMIT, Melbourne 3001 

http://rmit.academia.edu/GavinMoodie  

Email date: 16/02/2013 

I am happy to contribute to your project, but wonder whether a personal interview is 

necessary. Maybe an interview by Skype or phone would do, or even an exchange of 

emails. 

1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1.1 Why did Australia introduce the AQF?  

I suggest that Raffe's description of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the Scottish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lso applies to 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The 

antecedent of 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was the register of Australian 

tertiary education in 1991,  

http://www.aqf.edu.au/AbouttheAQF/TheAQF/HistoryoftheAQF/tabid/95/Default.asp

x 

 

As the RATE points out, it was preceded by the Australian Council on Tertiary 

Awards' national register of tertiary award courses.  

 

Before 1965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s were established and financed by State 

governments, each doing so differently to suit their interests. In 1965 the federal 

Australian Government started contributing to the funding of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s. However, colleges introduced many new qualifications and increased the 

duration of their existing qualifications and thus their funding from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he Australian and State governments introduced the Australian 

Council on Tertiary Awards' national register of tertiary award courses to allow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monitor changes in qualifications and thus potential 

changes to its funding obligations. 

 

In 1988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unified nation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highlighted inconsistencies in the length and names of qualifications 

offered by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s. Qualifications that apparently had the same 

occupational outcome had different titles and durations.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isliked these inconsistencies, and different funding levels may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Australian Constitution. So the Australian and State governments introduced the 

register of Australian tertiary education to try to make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more consistent. 

 

The register of Australian tertiary education formally applied to universities, but they 

did not comply with i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system also made 

apparent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length and names of qualification offer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the Australian and State governments adopted 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to remove these inconsistencies.  

 

1.2 What is promoting the AQF? 

As you will gather, I believe different factors promote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at different times. 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is currently 

being promoted in higher education by the 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 and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by the 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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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institutions maintain specified standards, including 

those specified in the AQF.  

 

2 What are the design patterns and implementation organisations that help and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QF? 
This is a big question upon which Young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and informatively. I 

suggest the answer is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for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t least in Anglophone democracies such as Australia, Aotearoa 

New Zealand, Canada, South Africa and the UK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are most effective when they are established by consensus. (The US doesn't have a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Initially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are often best being 

fairly lose or general. It is also often expedient to have different sections in the 

framework for different sectors. 

 

In these countries universities and elite schools have too much autonomy to be forced 

to adopt a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nd attempts to do so have failed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South Africa and the UK. In general, in these countries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which have strong enforcement provisions fail 

while frameworks which have weak if any enforcement provisions succeed. To 

express the point epigrammatically, the weakness of the AQF is its strength.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must at least start by being relatively simple.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introduced a credit accumulation and transfer scheme which is 

too complicated and so is mostly ignored.  

 

It also helps if the framework is useful to the institutions that are expected to adopt it. 

Australian tertiary education is now heavily marketised. In such a market it is helpful 

for a government body to specify the minimum lengths of qualifications, for example, 

to stop competitors gaining an advantage by offering shorter qualifications.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can't achieve much on their own, so their goals should be 

simple and modest.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factors discussed extensively in the literature which I wont 

repeat here. 

 

3 Outcomes 
 

3.1 What are the impacts or results of AQF implementation?  

There is now much greater consistency in the titles, lengths and other simple 

characteristics of qualifications. The market in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works 

rationally, and hopefully the market in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will in time work 

rationally.  

 

3.2 What are the future directions? 

There are still some inconsistencies and tensions in 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which will presumably be resolved over time.  

 

For me the main issue is the relevance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when 

tertiary educ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globalised. Why not have 1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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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There should at least be a mapping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and I would start with UNESCO's (2011)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retrieved 22 March 2012 from 

http://www.uis.unesco.org/Education/Documents/UNESCO_GC_36C-19_ISCED_E

N.pdf 

4 Application of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to your interests 
4.1 What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QF to lifelong learning?  

I suggest that for these purposes it is desirable to define 'lifelong learning' precisely. If 

you mean a university giving credit for subjects completed at another university, for 

several reasons this will not be achieved by a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If 

you mean an institution giving credit for knowledge and skills developed on the job or 

elsewhere informally (which is often expressed in Australia as recognising prior 

learning), that is even less likely to be advanced by a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4.2 What are your suggestions for Taiwan if we would like to set up Taiw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I don't know enough about Taiwan to offer any advice. However, 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will not reduce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Australian 

vocational and higher education because these are due to other factors, most 

obviously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ing its curriculum on work competences and 

higher education basing its curriculum on disciplinary knowledge.  

 

Even if vocational and higher education had the same curriculum principles the AQF 

would not reduce the differences in status between the sectors. Universities qualify 

some of their graduates to become doctors and lawy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qualifies graduates to become plumbers and hairdressers. Vocational education will 

have parity of esteem with higher education when plumbers and hairdressers have the 

same status as doctors and law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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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訪談資料 NZGO1、NZGO2 

Interview Statement 
Date of interview: 11 March, 2013, duration: 15:00 to 16:40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1) Karen Chalmers,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 Policy, Strategic & 

Corporate Services Division,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2)Kathy 

Maclaren, Manager of Service Delivery, Quality Assurance Division 

Place: L13, 125 The Terrace, Wellington,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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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訪談資料 NZGO3、NZGO4、NZAC3、NZES1、NZES2 

Interview Summary 
Date of interview: 12 March, 2013; Duration: 10:00 to 12:00 noon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1. Liz Bowen-Clewley, the Principal of Competency International Ltd (CIL) 

2. Eve McMahon, Advisor, Quality Assurance Division,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gency   

3. Shaun Twaddle, Manager, Policy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raining Federation 

4. Graeme Cahalane, Chief Advisor, Tertiary Performance, Strategy, Planning and 

Information,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5. Andrew Donohue, Quality Manager, Primary Industry Training Organisation 
Place: Level 7, St. John House, 114 The Terrace, Wellington, 
………………………………………………………………………………………… 

1. Background and purposes 

(1) Liz: NQF is based on unit standards which are like building blocks.  The learners 

can accumulate them and continue learning. In this way, it can promote the 

portability of qualifications.  At the time the NQF was established (in 1992), 

New Zealand was facing educational transition.  The important concept was to 

let the learners transfer smoothly among different learning pathways. 

(2) Graeme: In 1990s, schools,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and job-training 

were the four mainstreams of learning.  There was a lot of repeating learning.  

Before if you went to institute and you had learned certain things in high schools, 

it didn’t count, and you had to repeat these in the institute.  Setting up NQF was 

for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repeating learning to the minimum. 

(3) Graeme: At that time, the concept was that technology would change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work place would keep changing also.  People should keep 

learn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labor market.  The purpose of New 

Zealand Government was to educate the students to meet the workforce and 

enhance their employability. 

(4) Eve: Over time a lot of similar qualifications were developed and many people 

found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tell which qualifications were available.  

Qualifications were considered as separate items, the pathways between them 

were not clear.    

(5) Liz: The NQF comprised unit standards, but these have often become too detailed 

and focused on tasks – so that people lost sight of the whole thing that was being 

learnt.  The unit standard focuses on too small parts and cannot grasp the key 

direction.   

2. Implement 

(1) Liz: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often did not use the qualifications developed by 

ITOs, preferring to develop their own versions of them. 

(2) Eve: It is important that qualifications are clear about the education pathways and 

what they prepare people for eg to be eligible to apply for a license into their 

occupation.   

(3) Liz: The public think that qualifications based on unit standards are lower-level 

qualifications.   

(4) Liz and Graeme: When unit standards were introduced in the 1990s, they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and familiar educational system.  Unit standards 

were not easy for the public to understand.  This has chang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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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the school qualifications National Certificates i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NCEAs) 

(5) Liz: Some educational providers do not like using unit standards because they 

think the unit standards limit their ability to assess items they think are important 

and hence limit their academic freedom. 

(6) Shaun: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funding regime incentivized tertiary 

education to develop their own qualifications, which were in essenc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o other qualifications already on the framework. This 

resulted in too many qualifications in some areas, many of which were largely not 

aligned to wider industry need/demand. This helped contribute to a mismatch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and increased complexity for trainees (and potential 

trainees) as well as employers/industry engaging with the NZQF. 

3. Result or Impact  

(1) Liz: Many educational providers are disappointed in unit standards and do not use 

them.  Many New Zealanders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unit standards although this 

is changing.   

(2) Liz: Some people do not want to pursue unit standard qualifications at the lower 

levels on the NZQF. 

4. Future direction 

(1) Graeme: The NQF was Unit Standard framework, but the NZQF is a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2) Liz: The NQF emphasizes what the unit standards are, but the NZQF focuses on 

what the qualifications are.  The NQF is like a building block, but the NZQF 

highlights the whole picture of a qualification.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NZQF 

have been developed to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of the NQF.   

(3) Graeme: New Zealand has promoted NQF for over 20 years.  It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history. It is like a pendulum swing to change from unit standards 

qualification to the broader perspectives of qualifications on the NZQF. 

(4) Eve:  Since 2009, a Targeted Review of Qualifications has been undertaken.  

The target review focuses on qualifications at level 1 to level 6, for qualifications 

outside the universities.  The targeted review of qualifications led to the 

replacement of the NQF (and the New Zealand Register of Quality Assured 

Qualifications) with the NZQF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to replace both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local provider 

qualifications at levels 1 - 6 (except for university qualifications).  A goal of the 

targeted review i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qualifications on the NZQF.   

(5) Eve: In the future, the two principles qualifications will be based on are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or end users that the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 is meeting and the 

outcomes the graduate will achieve.    

(6) Eve and Graeme: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focus on what the learners will 

achieve rather than the programme the learner studies to achieve the qualification 

outcomes.  There can be more than one programme or pathway for learners to 

achieve the same qualification outcomes. The qualification outcome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a range of education providers including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industry training organisations and private training establishments.  No matter 

where the learner studies the programme must meet the same qualification 

outcomes.   

(7) Eve: Another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NZQF is to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qualific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public, employers and all the relevant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to understand the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NZQF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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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It will let the 

public to find out what kind of qualifications are available they want and 

understand what these qualifications mean. 

(8) Eve and Graeme: The NZQF clearly tells the learners and employers what the 

purposes of these qualifications are and what a graduate can do, be and know. 

5. Lifelong learning  

(1) Liz and Eve: In the early days, one of the purposes of setting up the NQF in New 

Zealand was to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The NQF encouraged portability 

through the use of unit standards.  The learners do not repeat learning.  The 

single framework could strengthen lifelong learning and promote learning 

pathways.  NQF or NZQF will let the learners clearly know the journey of their 

learning.  That is the value or strength of NQF or NZQF. 

6. Suggestions for Taiwan 

(1) Graeme: Two key principles of NZQF are the needs of learners and workforce. 

(2) Grae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iwan NQF will encounter the tens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al providers.  It needs to have an effective and strong 

agent to manage this tension.  The agent can definitely tell the industry or 

educational providers what is wrong or correct and what the Taiwan NQF 

direction is.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implementing the Taiwan NQF, it will face 

many communication problems.  Without this kind of agent to integrate various 

opinions, it will be very hard to promote Taiwan NQF.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aware of these tensions and find out what the tensions ar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nflicts to the minimum level. 

(3) Graeme and Liz:  Taking New Zealand example, the Taiwan Government 

funding system should match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aiwan N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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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訪談資料 NZAC1 

Interview Summary 
Date of interview: 13 March, 2013; Duration: 10:00 to 11:15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Professor Robert Strathdee, Head of School, School of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Place: Pankhusrt 213, Karori Campus, VUW 
………………………………………………………………………………… 

1. Background and purposes 

(1) At that time,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expand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pportunity.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funded the privat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stablishments.  The open free competition marke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odel aimed to create more democratic educational 

market. 

(2) The inconsistency of qualifications assessment and no moderation caused the 

inconsistency of qualifications.  How to regulate the quality consistency of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viders has become the recent big issue in New Zealand. 

2. Implementation 

(1) Some ITOs are very effective, but some qualifications developed by ITOs are not 

used by anyone.  In some areas, there is no ITO at all. 

(2)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unlimitedly funded the private providers to deliver 

qualifications. It resulted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qualifications and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3) The levels of NQF look easy and simple; but in fact, it is quite complicated behind 

the structure while it was put into implementation. For example, what does the 

moderation mean? How do the people know the assessment of this ITO is the 

same as the assessment of the other ITO or provider.  The assessment 

consistency cannot be ensured.  

(4) The NQF comprised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but the schools insisted to take 

certain proportion of assessment using traditional examination.  Therefore, they 

could not decide the test content.  This was also the assessment issue.  In a word, 

it was also moderation problem. 

(5) In theor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providers deliver the same qualifications which 

should have the same standards as well the same assessment.  Every provider 

should have moderation mechanism.  The internal moderation mechanism is easy 

to reach the consistency of assessment result.  However, the external assessment 

moderation varies.  It lies in the mutual coordination between each school.  The 

moderation mechanism has been always the issue of NQF.  The consistency of 

assessment is also a challenge forever. 

(6) The universities have their own internal moderation approach, but the external 

moderation is also not good. 

(7) The design of NQF is up to the employers to decide what the qualifications are.  

However, in fact, the employers do not know what they want or the skills they 

want are not able to be delivered. 

(8) While the NQF was launched, most teachers did not want to promote it.  On the 

contrary, the teachers used the promotion of NQF as a bargain to raise personal 

salary.  It became the barrier of implementation of NQF. 

(9) While the NQF was initiated, the New Zealand education had a huge 

transformation. It was regrettable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romote it very 

well.  Accordingly, most people did not understand N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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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oo many ITOs lack the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or leadership in the industry 

while the early version of NQF was implemented.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the NZQF, they have start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ITOs. 

3. Result or Impact 

(1) There was little impact on universities.  The impact of the new NZQF on 

universities will be limited only in comply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level 

descriptors and qualification descriptors. 

(2) The new NZQF has little change on universities. 

(3) The NQF indeed enhanced the mo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ctors, but most mobility still remained in the same sectors.  For example, the 

students of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polytechnics move or transfer between the 

sam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4) The establishment of NQF did not promote the mobility more easily between 

various sectors.  Most students also did not take this approach. 

(5) On the whole, the establishment of NQF provided a lot of potential various 

learning pathway opportunity, but in reality, thes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have not 

been realized. But without NQF, it is impossible to be realized.  

(6) The NQF also created the basis for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NQF providesd 

better basis than before. 

(7) There is plenty of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happening in universities. The 

university recognizes the credits the students have gained from the other 

university. 

(8) Basically, the universities do not recognize the working experience. 

(9) The old NQF provided the chance to recognize the working experience which can 

be deemed as a kind of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The ITOs will assess this 

working experience and translate it into credits.  The worker can accumulate and 

gain a qualification gradually.  The assessment of working experience is as per 

unit-standards. 

(10) It is not easy to assess the result or impact of the old NQF, but the NQF is good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private providers.  NQF provide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New Zealanders to enter the tertiary education. That shows positive impact.  

But negatively speaking, NQF also created the inflation of qualifications. 

(11) There is no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system in New Zealand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QF until now. 

(12) One of the purposes of NQF is to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evid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The design structure 

itself of NQF cannot represent the evidence as providing mo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13) Some qualifications developed are useless.  Some industry demands higher 

workplace skills, but most industry does not demand higher skills in the job 

market. 

4. Lifelong learning 

(1) The terms of non-formal or informal learning are seldom used in the New Zealand.  

Usually the adult learning or adult education replaces the meaning of the 

non-formal or informal learning.  All qualifications in the NQF or NZQF are 

formal learning. 

5. Suggestions for Taiwan 

(1) Do not overpromise. 

(2) The establishment of NQF should reflect Taiwanese lifelong learning culture.  It 

is impossible to reform the education over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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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sically, the NQF will facilitate the reform, but if the lifelong learning culture or 

ecology is weak, the result or impact of NQF will be weak too. 

(4) To take the enabling or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promote or set up NQF. 

(5) The NQF is always the alternative mechanism under the big context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reform or transformation. 

(6) NQF cannot drive the change. It only facili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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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訪談資料 NZAC2 

Interview Summary 
Date of interview:11 February, 2013; duration: 12:00 to 13:25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Dr. Peter Coolbear, Director of Ako Aotearoa---The National Centre for 

Tertiary Teaching Excellence 

Place: 119 Tasman St. Wellington, AKO Aotearoa 

…………………………………………………………………. 

1. Background and purposes 

(1)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in New Zealand at that time delivered the courses for 

their own purposes.  These courses did not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y. 

2. Implementation 

(1)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did not deliver the unit-standard qualifications 

developed by the Industry Training Organisations(ITOs)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local qualifications.( These quals were sometimes based on unit standards, 

sometimes not.) 

(2) Taking New Zealand plumbing and gas-fitting as an example, ITO is in charge of 

developing the qualifications of plumbing and gas-fitting and the registration body 

is responsible for a license.  The registration body has its own registration 

examination.  The ITO and registration body did not communicate well.  The 

person who has the qualifications of plumbing and gassing is required to pass the 

examination; then he is able to get a license.  NZQA is in charge of the 

registration of qualifications and ITO is to develop the qualifications.  However, 

the registration body for a license has its own legal status and did not accept the 

model set by the NZQA.  The NZQA is not able to resolve this professional 

registration problem.  It will not be resolved until it appeals to the legislation 

approach.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as been taking an enabling legislation 

approach. When it is necessary, it will set up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this problem. 

 The unit standards as a competency based model in the old NQF specified too 

much and too details.  It became very complicated and very prescriptive. The 

unit standards make up of a qualification. Therefore, the people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qualifications mean.  Furthermore, the unit standards did not 

meet with the new technology to make a change.(There has been a continuing 

problem of unit standards lagging behind changes in industry. In some cases this 

has meant repeated revisions of unit standards which have complicated the 

framework and in other cases changes simply have not kept up.) 

(3) Unit standards are assessment standards to meet the current needs of workforce, 

but it did not consider the future change and new technology.  That is also the 

weakness of the unit standards. 

(4) The new version of NZQF redefines the learning outcome at the higher level (i.e. 

at the graduate profile level) and tri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5) The unit standards were too detail. It caused that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did not 

want to use it. If the unit standard was designed well,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would use it.  Because it was too detail and easy to assess the learning outcome, 

but it was not necessarily the qualifications/learning outcome what the employers 

and students want most.  

(6)  As per New Zealand regulations, it allows any group to become ITO, but the 

basic minimum requirement is that they must be the employer.  When the NQF 

was implemented in the early stage, there were over 50 ITOs. There are 22ITOs 

currently.  Too many ITOs will have no leadership in the industry.  The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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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ble to represent the specific industry nationally. 

(7) If there are no strong professional bodie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r impact will 

be poor.  There are some strong professional bodies in some areas which 

performance will be good.  If there is no strong professional body, the unit 

standard qualifications developed will be in suspicion. 

(8) The NZQA is the regulator of the qualification quality and the funding body is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In principle, these two government agents 

should work together.  In reality, the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still funded 

the providers who did not use the unit standards.  These providers developed 

their own local qualifications(This implies that the TEC acted contradictorily. 

TEC was simply funding as to government policy which was inclusive of all 

qualifications ). The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funded these providers based 

on their student enrollment number. 

(9)  The NZQA also approved the qualifications which were not the unit standards 

ones. 

(10) The new NZQF is no longer based on the unit standards and emphasizes the 

learning outcome.  The learning outcome should specify what the graduate can 

do and know.  The unit standard is still useful and is still one kind of assessment.  

In the future, the broader definition of learning outcome, especially the higher 

level of learning outcome is not easy to measure. 

(11) The well-defined unit standards or competency are the basis of learning outcome 

assessment.  It is easy to measure the learning outcome, but the broader defined 

learning outcome or capability is not easy to assess.  This is the dilemma of the 

NQF or NZQF.  The assessment is always a problem.  The new NZQF defines 

the learning outcome in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knowledge, skill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se two.  The new definition also includes the soft skills which 

are team work and communication.  These soft skills are not easy to assess. 

(12) The new NZQF is expecting to 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through the Targeted Review of Qualifications to invite the relevant 

stakeholders to be involved. The new NZQF takes the broader level to define the 

learning outcome.  It will facilitate to redefine the unit standards to require the 

learners to achieve what they should know and do.  It is the capability rather than 

the competency.(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definitions of both these terms is 

debated.) 

(13) Too many ITOs are not able to be a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due to the fact that 

hey have been unable to work across their industry sector comprehensively When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NZQF, they have start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ITOs. 

3. Lifelong learning 

(1) The purpose of NQF or NZQF is to strengthen the articu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learning pathways.  Only when NQF or NZQF functions well, this purpose can 

be achieved.  Taking the transfer from highschool education to tertiary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if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provides courses onl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universities, it will not be able to promote various learning 

pathways.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must provide more preparation for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advantages or huge benefits of the NQF 

or NZQF will be noticeable.  

4. Suggestions for Taiwan 

(1) The learning outcome should not specify too detail and should have broad 

definition to grasp the holistic and width of the level descriptors and qua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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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ors. 

(2) The design of NZQF is not only to meet the cur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needs, 

but also to consider the future potential change.  Competency base design should 

consider the new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generic skills including innovation and 

team work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his is also what the NZQF and AQF 

highlight. 

(3) Pay attention to the knowledge life cycle in order to avoid what the graduate has 

learnt will be out of date after 3-year study. 

(4)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and ITOs should collaborate closely to train the 

graduate who meets the needs of job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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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八---訪談資料 NZVET1 

Interview Summary 
Date of interview:11 February, 2013；Duration: 09:30 to 10:55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Alan Cadwallader, Academic Director, Wellingt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lace: Wellingt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eting room CS 507 

………………………………………………………………………….. 

1. Background and purposes 

(1) At that time, the concept was that technology would change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work place would keep changing also.  People should keep 

learn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labor market.  The purpose of New 

Zealand Government was to educate the students to meet the workforce and 

enhance their employability. 

(2)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wa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3)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qualifications 

and consistency of learning outcome through the new version of NZQF. 

(4) The old NQF had 2 types of qualifications which were National one and local one.  

However,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viders were not enforced to deliver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also approved these 

providers to deliver local qualifications.  It resulted in producing over 6,000 

qualifications until 2010.  The people do not understand what these qualifications 

mean. 

2. Implementation 

(1) The NZQA has not expanded its power to the university sector.  At the same time, 

the Minis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oes not agree universities to use the unit 

standard qualifications. 

(2) For example, the Wellingt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pplied for unit standard 

bachelor program which did not get approval from the Government.   

(3) The design principle and degree accreditation of NZQA specify the degree 

programs not using unit standards.  The assessment of university programs is not 

unit standard assessment, but uses its ow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4) Usually unit standards refer to Certificate I to IV.  Sometimes, the unit standards 

will be used in Level 5 and might be used in the Level 6.  It is unusual beyond 

Level 6. 

(5) The New Zealand educational providers are not willing to develop qualifications.  

There are two reasons.  One is that New Zealand Government enforces the 

mandatory review.  The other is that the qualification developer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the consistency of learning outcome of the courses that 

lead to the qualifications. 

(6) The tension between Industry Training Organisations(ITOs) and educational 

provdiers exists in the old NQF.  The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e new NZQF is to 

reduce the tension through inviting ITOs and educational providers working 

together to develop the learning outcome.  The tension is for the new NZQF to 

cope with. Especially in these areas of hairdressing, tourism and English courses, 

there are so many local-provider qualifications.  It is not easy to reach the 

consensus of how to define the learning outcome of qualifications in terms of 

which skills should be learnt through on-job training or practical learning.  The 

ITOs will demand specific learning hours in the workforce, but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will disagree with this.  These are the tensions which the two sid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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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to face and cope with in the future cooperation. 

(7) NZQA only provides small amount of funding for target review.  That hind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ZQF and results in the slow processing of target 

review.  There are only 5 subjects assessed or reviewed to reregister since it was 

implemented in 2011.  It will take 4 years to finish the review and ends in 2014.  

The all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slow processing. 

(8) The new NZQF redefines the level descriptors and qualification descriptors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ity sector and non university sector.  

The level descriptors and qualification descriptors are the common language. 

3. Result or impact 

(1) The old NQF was a single framework, but in reality, the universities withdrew 

from the NQF and do not use the unit standards.  The universities have their own 

framework or they form a sub framework under the NQF. 

(2) The NQF has impact on the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nd polytechnics. 

4. Future direction 

(1) The old NQF did the qualifications review of educational providers by order.  

The new NZQF will do the review as per legislation in the future.  The review is 

compulsory. All qualifications are required to have a review for every 5 years. 

The qualification developers are periodically reviewed.  Many qualification 

developers are the industries which are the ITOs. 

(2) There is little impact on the universities or over level 7. 

(3) Because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qualifications, the employers and learners do not 

understand the qualifications.  The future direction will aim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qualifications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keholders understand what the 

qualifications mean and what the graduates can do and know.  The review will 

finish in 2014.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will take evaluation in 2015 to 

review whether the target or objectives are achieved. 

(4) There was tension between ITOs and educational providers in the old NQF.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e NZQF is to invite the ITOs and providers to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the qualification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tension.  It will be a challeng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ace. 

(5) The new NZQF is also making effort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bility of 

qualifications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 other countries.  That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goals for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to achieve. 

(6) The old NQF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over 20 years, but it did not increase the 

confidence of the employers in the qualifications.  The new NZQF is trying to 

improve this to let the employers understand what the learning outcome of 

qualifications stands for as well as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t cannot be 

changed overnight.  It takes time through gradual evolution. 

5. Lifelong learning 

(1) The NQF is a single framework representing a kind of currency which provides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y.  However, the emphasis of the new NZQF has 

changed.  The NQF focused on flexible learning pathways, but the NZQF 

emphasizes the qualifications to meet the industry needs. 

(2) NQF highly focused on the flexible learning pathways which led to produce 

plenty of unit standards.  Therefore, the learners could choose unit standard 

courses and accumulate to obtain a qualification. 

(3) Currently, in the new NZQF, the flexible learning pathways remain the same as 

before, for example in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which has still many achievement 

standards.  One qualification is made up of many unit standards.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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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QF has made significant change.  The focus of the new NZQF has changed 

from flexible lear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to qualifications.  The new NZQF 

highlights the qualifications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y.  The graduates of the 

higher level qualifications will be able to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in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4) The new version of NZQF less emphasizes the lifelong learning.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will no longer fund the providers.  

The new policy is to implement the 7-year entitlement of learning. If the learner 

has gained funding for 7 years, he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any funding.  In other 

word, the new policy does not emphasize the lifelong learning.  The current 

NZQF pays more attention on learning outcome of qualifications in order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workforce and communities. 

(5) The new NZQF redefines the level descriptors and qualification descripto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non-universities 

because the level descriptors and qualification descriptors are the common 

language between these two different sectors. 

(6) As per the theory of NZQF, the bachelor degree qualification obtained from t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s the same as the one in th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laims their degree more practical and the degree obtained 

from the university is more academic and research-oriented.  

(7) No matter in the old NQF or new NZQF,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always exist.  There is little impact on universities.  

(8)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pattern of NQF or NZQF, i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transferable credits.  For example, when the student finishes the diploma of level 

6, he is able to get some recognition of these credits.  The NQF or NZQF 

provides the basis for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9) However,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authorizes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to 

decide the standards or requirements for the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as per the New Zealand regulations, the tertiary educational providers 

should give admission to the young people over 20 years old. 

(10) The design pattern of NQF or NZQF is the transferable value of learning credits 

which is the basis of the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Through this design 

structure, the implica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means to reduce the repeating 

learning and avoid waste of time.  In a word, the NQF or NZQF is a useful 

framework of efficient learning progression. 

(11) The real value of NQF or NZQF lies in the lifelong learning. The key element is 

the level system.  The level and level descriptors provide the guideline for the 

New Zealanders to have further learning. Usually it emphasizes the progression 

from the lower level to the higher level.  The real value of the NQF or NZQF lies 

in the support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workforce of the New 

Zealanders.  It achieves the goals through the level and level descriptors for 

providing the New Zealanders the opportunity to obtain the qualifications of 

various levels. 

6. Suggestions for Taiwan 

(1) To have a fewer qualifications. 

(2) The framework is easy to be understood by the learners, employers, industry, 

educational providers and other relevant stakeholders.   

(3) To establish NQF with some key principles which include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y for lifelong learning, enhancing the workforce, creating transferable 

credits and avoiding repeating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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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QF needs to be reformed by the industry rather than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Otherwise, it cannot meet the industry’s needs. 

(5) NQF is required to have quality assuran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regular 

review of qualific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ecause of the rapid change of technology and labor market, the 

learning outcome of qualifications needs to be changed and keep update 

constantly.  Through the regular review, the government can know whether the 

qualifications delivered by the providers meet the update needs of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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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九---訪談資料 NZVET2 

Interview Summary 
Date of interview:12 March, 2013; duration: 14:30 to 15:10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Lawrence Arps,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 Whitireia Polytechnic 

Place: Wi Neera Drive, Private Bag 50910,Porirua City, Whitireia New Zealand 

………………………………………………………………………………. 

1. Background and purposes 

(1)  There was a big difference among various qualifications in 1980s and 1990s.  It 

was not easy to compare these qualific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no 

central control entry to manage this problem. 

(2)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thought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their best to enhance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citizens. 

(3) The common people would spend many years to understand what unit-standards 

are. 

(4) The old NQF had 2 types of qualifications which were National one and local one.  

However,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viders were not enforced to deliver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also approved these 

providers to deliver local qualifications.  It resulted in producing over 6,000 

qualifications until 2010.  The people do not understand what these qualifications 

mean. 

(5)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qualifications.  Many qualifications are the same, but different in name only.  

The employers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qualifications stand for.  Therefore, there 

is expectation to set up a national unifie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new NZQF i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qualifications. 

2.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1)  Unit-standards are new learning outcome and are not familiar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Unit-standards are not easy to understand. 

3. Result or impact 

(1) Please add your comment 

The framework enabled many people to gain qualifications.  

Many people gained qualifications that had low value to employers.  This was 

particularly true for the lower level qualifications.  The secondary school 

qualifications enabled some students to gain credits for simple or low engagement 

tasks that added little value to their educational journey.   The current review is 

correcting these issues but at considerable cost. 

4. Lifelong learning 

(1) The Qualifications frame was a positive thing for lifelong learning as it enabled 

transportability of learning.  Unit standards gained at one institutions could be 

used at another without barriers.  This enables adult learners to move from 

employer to employer or even from town to town without losing the credits thay 

had gained towards their qualifications.  

The rise of better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systems and assessment system such as 

Professional Conversation enabled older learners to move quickly past the foundation 

levels of a qualification and engage in higher learning more easily. 

5. Suggestions for Taiwan 

(1) Before the NQF is set up, Taiwan should know very clearly what Taiwan wants 

and what kind of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Taiwan is expecting.  Taiwan need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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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ly know the purposes of NQF.  The purposes will affect the design pattern 

of NQF. 

(2) The key principle of design is to let everyone understand NQF. And to clearly link 

qualifications to employment pathways. 

(3) Do remember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on of NQF.  Without promotion, the 

people will not understand and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will not deliver the 

competency-based qualifications.  Even though the NQF in New Zealand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over 20 years, the teachers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what 

NQF qualifications stand for due to lack of sufficient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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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訪談資料 NZES3 

Interview Summary 
Date of interview : 12 March, 2013; Duration: 16:15 to 17:45 

Interviewer/researcher: Li-Ling Liang 

Interviewee: Brett Williams, Director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of New Zealand 

Place: IPENZ, Ground Floor, 158 The Terrace Wellington 

…………………………………………………………… 
1. Implementation 

(1) The Industry Training Organisations ( hereafter refered to ITOs) were set up to 

create the qualifications in the NQF to meet the industry needs.  ITOs represent 

all types of industry.  It is a kind of crowned industry organizations in charge of 

developing National unit-standard qualifications.  ITOs theoretically represent 

the Nation, but in reality, the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and private education 

establishments have conflicts with ITOs.  Unfortunately, ITOs did not always 

communicate with educational provide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implementing NQF.  

In some cases, this resulted in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not willing to use the 

unit-standard qualifications developed by ITOs. 

(2) The employers often had no confidence in the qualifications because there were 

too many qualifications developed. 

(3) Because NQF emphasized too much on the industry’ needs and ignored th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TOs and educational providers, in some cases, 

this became the barriers of implementation and providers did not deliver NQF 

(unit-standards based) qualifications.  In some cases considerable time was 

wasted developing unit-standards and qualifications that were not delivered. 

(4) Too many ITOs created competition between each other.  They wanted their 

unit-standards to be used by more people; then they can get more funding from the 

Government.  It was simpler and financially beneficial from an ITO to develop 

their own unit standard than incorporate a very similar standard already developed 

by another ITO into their qualification.  

(5) NZQA is in charge of the quality of NZQF qualifications, but the funding 

mechanism is managed by the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hereafter referred 

to TEC).  Principally, these two government agents should complement with 

each other, but TEC funded educational providers who did not use the 

unit-standards.  These providers delivered the so-called local qualifications, but 

the TEC funded the providers as per the enrollment number of students. 

(6) ITOs got funding from the Government as per on-job training courses which were 

focused on the job training. The amount educational providers received from the 

ITOs for purchasing their courses was lower than the amount of the funding from 

the courses delivered under the EFTS funding.  The New Zealand funding 

mechanisms were the reasons or causes of ba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TOs and educational providers.  It was the barriers or hindrance of 

implementation of NQF.  That was why the educational providers developed 

their own qualifications rather than the unit-standard qualifications developed by 

ITOs.  The local qualifications developed by the providers also responded to the 

needs of industry.  Therefore, the result was in too many qualifications.  The 

employers did not understand the hundred similar qualifications what they mean 

and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other. 

(7) Unit standards are new learning outcome which is not familiar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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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system and not easy to understand. 

(8) The NZQF qualifications will have broader level of meaning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focus on the details or narrow views. 

(9)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QF, too many ITOs have no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and 

lack leadership.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as start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ITOs. 

(10) For example, the civi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ave started to work together to set up a national qualification of 

engineering.  New Zealand has been through over 20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of 

NQF.  Until now they finally unify the 3 different qualifications of engineering 

into a single qualification. 

(11) Taking Institution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of New Zealand( hereafter referred 

as IPENZ) as example, if the student gets the New Zealand Diploma of 

Engineering in t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polytechnics, he cannot apply for 

registration of engineers until he has got the working experience for several years. 

He will be required to pass the assessment by the ITO; then he can obtain the 

registration of engineers.  The new NZQF will try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fications and workforce.  After the student gets the New 

Zealand Diploma of Engineering, he can start to apply for New Zealand Diploma 

of Engineering and get the qualification.  He does not need to be assessed by the 

ITO and can directly apply to the IPENZ to get the registration of engineers.  In 

addition, the unit standards of New Zealand Diploma of Engineering are 

developed per the competence standards of IPENZ. 

2. Suggestion for Taiwan 

(1) The qualification developers, professional registration groups and educational 

providers should work together and val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ther. 

(2) How to translate the unit-standard qualifications into teaching materials or 

curriculum depends on th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providers continuing 

communication and talking together. 

(3) Taking reference from New Zealand implementation, the Government funding 

mechanism sh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NQF; otherwise, these educational 

providers are not able to receive the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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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一---訪談資料 NZU1 

Interview by email 
Interviewee: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onology 

Date: 20 February, 2013 

 

Dear Mary, 

Your email was forwarded to me for a response.  

I am the Academic Director at the University and I am familiar with the NZQF and 

the NZ qualification structures and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 will respond to you 

individual questions as best I can below. 

 

1. What are the purposes for New Zealand to implement NZQF? Wha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to promote NZQF? 

 

Your statement above covers the main reasons however as you have framed the 

question you can find this information in accessible documentation e.g. websites and 

articles. Briefly, the purpose of the NZQF is similar to all 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s which is enable recognition and comparison of qualifications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relationships and levels. This enables student or graduate 

mobility within NZ but also overseas.  

 

2. What are the design patterns, implemenation organizations, the help and hindrance 

of implementing NZQF?  

All qualifications are listed on the NZQF. As stated on the NZQF site"There are two 

quality assurance bodies responsible for approving qualifications in New Zealand: 

NZQA and the New Zealand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I am not in a position to 

comment on employers' perceptions of the NZQF or NZQA qualifications. 

Universities have accepted NZQA unit standards as part of University Entrance 

admission criteria but it is true to say that NCEA qualifications with achievement 

standards are more highly recognised by NZ universities for degree entry.  

 

3. What are the impacts or results of NZQF implementation? What are the future 

directions?  

 

The NZQF was introduced in July 2010 but for most people it is primarily regarded 

as a register for qualifications. Universities are much more interested in degree level 

qualifications. Universities also drive changes to the NZQF. The problems of 

recognition, parity of esteem or whether the NZQF promoted lifelong learning are 

things that are difficult to measure and any changes may not be a result of NZQF per 

se.  

 

4. What are the application and inspiration of NZQF in the area of lifelong learning? 

What are your suggetions for Taiwan if we would like to set up Taiw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Most countries need a 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to organise their 

qualifications and to ensure appropriate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