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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非正規教育課程教學策略與學習成

效之研究

楊蕙芬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瞭解我國社區大學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教師教學過
程和策略，所呈現之成人學習特色。並檢視我國社區大學非正規教

育認證課程學員之學習成效與轉化學習。針對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

教師教學與學員之學習成效，提出非正規學習成效檢證的理論架構，

並對於未來發展提出相關之建議。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透過質性研究之紮根理論方法，訪談教師 5名、學生 12名，共
計 17人的親身經驗。

研究發現或結論

本文認為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教師教學方法與學生學習評量需

符合成人學習評量設計，學生在社區大學之成人轉化學習，是個人

內在特質的連結，未來應提升社區大學非正規課程認證學習品質，

非正規認證課程成人之整體學習成效展現偏向實作與體驗學習，從

而非正規課程認證不是必要，但有一定程度幫助，品質保證只是加

乘作用，其中社區大學的宣導和配套措施是否完善，會決定課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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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制度之品質。

研究原創性／價值

本文針對臺灣推動行之有年的非正規課程認證，以成人學習特殊

性視角出發，藉由以臺灣社區大學師生為訪談對象，探究教師教學策

略與學生學習成效，進行實證研究，能提供未來後續相關政策與議題

研究之重要參考。

關鍵詞：非正規課程認證、教學策略、學習成效、轉化學習、紮根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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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NONFORMAL 

CURRICULA IN TAIWAN

Hui-Fen Yang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ult 
learning by examining the instructional process and strategies adopted 
by instructors who taught nonformal curricula (NCs) at community 
colleges. This study also observed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results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mong the students who studied these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 assessment on the NC instruction approaches 
employed by instructors and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engaging in NCs, this study propos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verifying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associated with nonformal learning 
and provide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By employing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a total of 17 people, namely 5 instructors and 12 students, were 
interviewed to explore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Findings

This study held that NC instructional methods for instructors and 
learning assessment for students should b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dult-learning assessment.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occurred among adult students at community colleges, who connected 
with their intrinsic characters. Regarding the instructional quality of 
NCs at community colleges,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adult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NCs was focused on practice and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us, NC accreditation (NCA) helped increase NC quality through 
synergy, even though it was not required. In particular, promotions and 
complementary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community colleges affected 

Hui-Fen Yang, Part-tim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Tung 
Nan University, New Taipei City, Taiwan.
E-mail: g109826015@grad.ntue.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Jun 21, 2018; Modified: August 6, 2018; Accepted: September 12, 2018



82 Hui-Fen Yang: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Nonformal Curricula in Taiwan

the quality of NCA.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NCA that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ult learning by conduct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from community colleges in Taiwan 
were interviewed, and their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were explore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Nonformal curriculum accreditation, instructional strategy, 
learning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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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文於緒論分兩部分，首先以臺灣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推行以來，

社區大學教師教學策略與學生學習成效探究之重要性為研究背景。進而提

出本文針對社區大學教師教學過程和策略，並檢視學生學習成效與轉化學

習，最後提出非正規學習成效檢證的理論架構之研究目的。

一、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臺灣社會整體在結構與產業轉型後，民眾學習需求不再仰賴文憑與

學歷，學習之動機轉向為自我滿足與實現，加上整體終身學習氛圍及公

民社會之型塑下，終身學習政策在切合時代脈動之下孕育而生。臺灣自

2002年 6月 26日公布施行終身學習法以來，建立個人可參加非正規教育

之學習過程及成果，並提供非正規教育與各級學校正規教育相聯結之管

道。並進而於 2003年 10月 20日正式發布「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

法」，此一辦法之頒布，最大的政策意義，即在於建構正規與非正規教育

體制之間完整連結的橋樑，落實終身學習理念與建構學習社會理想具體的

政策施為。

以非正規課程認證之學習層面而言，自 2006年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中心委辦實施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以來，可發現近八成之申請對

象為社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2016），顯見社區

大學課程之教學，在我國非正規課程認證政策推行成效上深具其指標性，

是為本文所採取研究對象之主因。另自同年實施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以

來，在這走過的十幾年歲月裡，有關社區大學非正規課程認證之師生與教

學學習成效之研究文獻並不多見，有探究之必要。

社區大學教師教學與學生之學習，不僅涉及課程認證品質，更彰顯

社區大學師生教學與學習之成果，必要性不容忽視，亦係將來非正規課程

檢視成人學習成效之重要政策參考依據。植基於此，本文以成人學習成效

特殊性視角出發，以臺灣社區大學師生為訪談對象，藉由質性研究之紮根

理論方法，探究我國社區大學非正規課程認證師生教學轉化學習之學習成

效，期能提供未來後續相關政策與議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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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文在瞭解臺灣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教師教學策略與學員學習的現

況與推展學習成效，具體而言，研究目的如下 :

（一）瞭解我國社區大學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教師教學過程和策略，所呈

現之成人學習特色。

（二）檢視我國社區大學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學員之學習成效與轉

化學習。

（三）針對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教師教學與學員之學習成效，提出非正規

學習成效檢證的理論架構，並對於未來發展提出相關之建議。

貳、文獻探討

本文文獻探討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成人學習之特色，第二

部分說明為因應成人學習特色，教學上教師所採取之教學過程和策略。第

三部分論述成人學生轉化學習之意涵，第四部份依此意涵進而說明成人的

學習成效與轉化學習，最後第五部分介紹社區大學之非正規教育課程認

證，以供研究設計與結果討論之基礎。

一、成人學習之特性

成人教育學習自於歐洲，後由美國學者Malcolm Knowles 於 1968年，

將概念引進北美，進而提出成人學習的特性。他認為成人教育特性在於成

人具有自我導向的自我觀念；成人具有豐富而多樣的經驗，可以作為學習

的重要資源；成人的學習準備度與其不斷改變的社會角色有密切關聯；成

人學習是以問題為中心等（轉引自楊惠君譯，2004）。Malcolm Knowles

以生活經驗為取向，說明成人會以內在力量顯示學習動機所在。本文以社

區大學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之成人學生，在選擇修課時所持之動機，來探

究佐證成人學習之內在力量此特性。

有學者以成人學習與學校制度之不同，說明成人學習之特性，例如

Cross（1981）以學習準備度與自我概念為前提，提出成人學習特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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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模式涵蓋兩類變數：其一為個人特性，例如生理學的老化、社會文化的

人生階段、心理學的發展階段等。其二為情境特性，包括兼讀學習與全時

學習、志願學習與義務學習等。

而McClusky（1970）進而提出邊際理論，指出成人學習往往是為因

應不斷變化的角色與責任，以及生理與心理的發展，而個人生活的獨特發

展變化，可以轉化為負載（Load）及力量（Power）的調整，而生活邊際

（Margin in Life）就是調整負載與力量之間的剩餘能量（轉引自楊惠君譯，

2004）。從McClusky的邊際理論可知，有效的成人學習並不只在於接受

外在所提供的學習內容，而是一種經由轉化將學習的主控權操之在我的學

習。成人參與學習主要在於個人克服變遷的能力，這種應變的能力取決於

個人克服變遷的能力，這種應變能力取決於情境、自我（內在力量）、外

在支持，以及個人為了處理壓力所發展的策略。

我國學者對於成人學習特性之見解，黃富順（2002）認為成人學習

是插曲式，而非連續性的；成人的學習以問題為中心；成人的學習講求立

即應用；成人學習要求有明確的學習成果；成人學習是自動自發的；成人

的學習是終身的歷程；成人的學習傾向於有意義的整體；成人學習常用類

推性的思考與嘗試錯誤的策略（黃富順，2002）。王維旎（2013）進一

步提出，成人學習與傳統學生（兒童）學習方式有許多根本上的差異：成

人學習者的學習需求為自發性的，他們本身了解本身不足的地方，尋求符

合自己狀況的模式更有效率地參與學習，此外，成人學習者有豐富的社會

經驗作為學習後盾，使其再度學習時能將舊經驗與新知識結合，幫助他們

更快吸收知識，進而將所學習的應用到實際生活中的問題解決（王維旎，

2013）。

二、教師所採取之教學過程和策略

（一）促使成人學習成效之教學策略

在學生的學習歷程中，教師既是經驗的提供者同時也是診斷者，教

師在教學策略的運用將影響學生學習的成效。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應針對

學習者的認知歷程，提供有效的學習策略和方法，方能促進學習者的學習

效果（林進材，1999）。從教師學習促進者的角度出發，教師的教學策略

包括能信賴他人，有同理心，能關心他人，表現真實面，表現誠懇，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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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要完整，要能值得信賴，教師能提供回饋、自我評估，並且為學生提

供體驗式學習。

教學策略是一循序性安排的教學活動，而這教學活動是經過一段時

間，且欲達成預期的學生學習成果。教學策略的運用，主要目的是要讓教

師教學能夠有效率又有效能，使學生的學習能夠積極參與，以達到教學的

重要目標（李隆盛，1995）。教師應多多幫助學習者了解自己的心理類

型，因為不同心理類型的人學習的方式以及對活動的反應方式都不一樣。

教師在設計學習活動時，要因應不同心理類型的人而設計。在教學活動設

計上，教師所設計的學習活動須能有助於學生的自主性、參與感及相互合

作。

另外，教師也可以使用促進學生批判反思之教學策略，例如以關鍵

事件來進行批判反思，教師可引導學生從愉快經驗及不愉快經驗中，檢視

自己的基本假定，並分析關鍵事件，為使學生能順利進行批判反思，教師

亦可引導學生撰寫自我反思日誌，以進行批判反思（林文律，2010）。

（二）轉化學習為有效成人學習之結果

成人學習成效之結果在於轉化學習。美國成人教育學者梅齊羅就曾

指出一個人如果能透過批判過程來分析隱藏在背後傳統的假設，就可以導

致更成功的自我發展，這是成人學習重要的目的之一，有效的成人學習就

是要促進這種轉化學習的發生。

梅齊羅指出成人轉化學習時會完全的觀點轉移，大致上會經歷疏離、

重新建構以及約定凝聚等三個階段（轉引自魏惠娟，2013）。成人學習者

獲致一種新的觀點之後，並非扮演新的角色，而是意識上能夠認知新舊觀

點的不同，並且肯定新的觀點比舊的觀點更有價值。

（三）解放個人觀點及促進個人成長

過去許多歷史社會行動，例如婦女運動、美國的黑人自覺、學生運

動以及反戰運動等，均是轉化學習之結果，可見有效之成人學習會發展學

習者的批判意識，使學習者有能力批判一直存在於文化心理系統的一些假

設，這是幫助個人解放，並且能夠自我發展的先決條件，成人教育課程應

該扮演催化劑，扮演促進學習者產生觀點轉化學習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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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效的成人學習為終身學習的真正學習

有效的學習若以終身學習的角度思考，應是一段持續不斷的過程，

真正的學習就像是彼得 ˙聖吉（Peter Senge）的學習型組織理論，學習型

組織強調「習」重於「學」，注重學習、改變增能的真正學習之促進，並

強化團體學習重於個人學習的學習方式，以這種理念為基礎來規劃學習方

案，亦是促進有效學習的關鍵（魏惠娟，2013）。

王維旎（2013）以激勵、學習者以及教學實務等 3方面，提出有效

學習策略，認為以激勵觀點而言，應增強信心，降低學習恐懼、連結正向

經驗，提升學習興趣、加值外在誘因，促進內在需求轉化、即時回饋，增

強學習效果等。若以學習者觀點而言，則在於培養好奇心、重新定義學習

與學習經驗、認識自己、結交學習夥伴等。教學實務上則應提供完整學習

資訊與輔導服務、規劃符合成人需求的課程內容與教材、運用學習者中心

的教學策略、型塑友善的學習環境、發展有助於終身學習的政策與社會力

（王維旎，2013）。本文以有效學習策略，檢視研究對象於社區大學所採

用之教學策略，是否有效？且是否能達到學生轉化學習之效果？是否為真

正之終身學習。

三、成人的轉化學習意涵

Mezirow於 1987年首先提出成人觀點轉化的學習理論，他認為成人

大多已發展出一套觀看世界的固定信念、詮釋自身經驗的方式，以及獨特

的價值觀，而觀點轉化是「一種解放的過程，人們對於心理－社會文化的

結構性假設，如何及為何限制他們看待自己與及其有關的事物，逐漸產生

批判性的覺察，並重新整理這些預設，而形成更具包容性、區辨性與整合

性的優質觀點，以進一步了解他們經驗的意義，並依照新的理解行事。」

（Mezirow and Associates,1990）。

根據陳伯璋（1987）、顏朱吟（2005）以及李瑛（2013）之整理，

成人的轉化學習具有以下之意涵：

（一）自我導向與自發性學習

成人的自我導向使其成為自主學習者，願意為其學習負責任，即個

人擁有學習的所有權。自主學習者並非是以自我為中心，而是激發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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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發展的潛能，Boucouvalas（1988）就把歸屬感（homonomy）的概念與

自主性結合起來，自主性反映的是獨立與獨特，歸屬感則是「身為有意

義之全體的一部分，與家庭、社會團體、文化及宇宙秩序等超個人面向

和諧共處的經驗」（轉引自楊惠君譯，2004）。而「責任」一字的英文

「responsibility」即「回應」（response）的「能力」（ability），是指個

人在面對他人及其他情境因素時的回應能力，而不是機械式地受外在環境

制約，自我規劃學習即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任即自發性學習。

（二）學習準備度與個人特性

成人學習與其不斷變化的角色任務，以及生理與心理的發展息息相

關，因此，成人生命的不同階段與發展任務常是觸發其學習的關鍵與時機。

（三）強調經驗學習

個人獨特的生命經驗是其學習的重要資源，經驗學習展現出連續性

與互動性（Dewey，1938），亦即每一次的經驗都受到學習者獨特的過去

以及當下的脈絡所影響，經驗學習含括了學習者帶入經驗中的準備、經驗

本身（學習者在經驗期間能夠同時「注意」及「干預」），以及在經驗期

間和經驗發生之後回顧及前瞻的雙向過程（Miller and Boud,1996; Tennant 

and Pogson,1995）。

（四）重視學習脈絡

學習脈絡含括了物理環境、心理或情緒狀態，以及社會或文化層面，

對於成人的成長與發展以及參與學習都有影響（Hiemstra,1991；黃富順主

編，2004）。建立相互尊重、信賴、開放、真誠與合作的氛圍，瞭解成人

學習的障礙並給予支持、協助、輔導個人發展其處理壓力的策略等，都是

對於學習脈絡的關注。

（五）掌握學習資源

現代學校教育制度，使人相信學習要在學校產生，但事實上大多數

人都是在學校之外，獲得他們的大部分知識。Illich（1970）因此主張建

立一個非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強調學校不是唯一的學習場

所，不應漠視非正式學習的管道，Illich並鼓吹建立學習網絡，讓學習資

源保存在圖書館、博物館、實驗室或各機構、工廠等，讓學習資源不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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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教師所支配，學習者可依其學習需要，隨時取得學習資源，選擇學

習夥伴、技能教師或教育諮詢者，將學習主控權操之在我。

四、成人的學習成效與轉化學習

（一）成人的學習成效特性

學習成效是判斷學生學習成果的指標，衡量成效的目的在使學生瞭

解其自身學習狀況，並做為教師改進教學和學生改善學習的依據（Guay, 

Ratelle, & Chanal, 2008）。學習動機是學習成效的必要因素（張春興，

1996；陳舜文、魏嘉瑩，2013；劉政宏，2009），若學習缺乏動機時，則

難以產生滿意的學習效果，故當社區大學在非正規課程認證學生學習上，

即應考量有效學習的重要層面，並瞭解學生具有怎樣的學習動機。

成人的學習乃是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的歷程，不論是學習者自我學

習或是教學者引導學習，在任一學習策略中，學習者均有參與學習過程，

因此學習策略可能對學習者獲取、保留與提取知識等行為產生影響（羅淑

瓊、林曉雯，2012；Berger & Karabenick, 2011）。在學習的內在認知歷

程中，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不但具有密切關係，並且還交互的影響學習

者的內在認知歷程，進而影響其外在的學習成效。

（二）成人的轉化學習特性

成人轉化學習之特性而言，由於自 1990年代以來，對於成人轉化學

習的探究成為顯學。其不同於成人教育學著重成人學習特性的探究，轉化

學習則深入探究學習的認知過程、經驗的心智建構、內在意義及反省、個

人轉化與社會變革（楊惠君譯，2004）。

巴西學者 Paulo Freire 所倡導的「意識覺醒識字教育」也是一種轉化

學習， Freire的《受壓迫者的教育》即在協助恢復受壓迫者的人性，讓他

們得到應有的社會公平對待（方永泉譯，2003；顏朱吟，2005）。依據此

派理論之觀點，成人轉化學習之特性有下述之內容：

（一）經驗是社會建構的，轉化學習在於經驗的解釋與再建構

個人經驗是在社會文化的脈絡中形成，經驗並非無中介的，而是

社會建構的，若個人經驗使其產生扭曲的意義觀點，則需要透過學習以

解構經驗，而後再重新建構。Merriam及 Clark（1991, 1992）的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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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個人生命事件會觸發其學習，而人在順境中較常發生有意義的學習

（significant learning），不過轉化學習則通常是在逆境中發生，因為逆境

中的深刻感受能觸使自我與經驗的結合（認知的、感情的、生理的）。

（二）對於經驗的批判性反省是轉化學習的關鍵

有效的學習並非在於正面的經驗，而是出於對經驗的批判反省，只

有經由沉思、反省性實踐及實驗性學習才是較高層次的反省性學習。

（三）轉化學習促使個人心智或意識能力的發展

由於知識不是外在給予而是主動建構，因此與個人內在的心智發展

密切關聯。個人或群體往往在不完整的時候追求完整性，衝突下尋求雙

贏，在面對陷入衝突的派別或體系時，應更謙遜地尋求超越自我。

（四）觀點轉化也可能造成社會行動，以促使社會變革

學習者的意識覺醒能提升自我的意識層次，在提升自我意識後，能

夠主動積極創造文化，發展其存在的意義。成人轉化學習能夠內化原先被

壓迫者解構其經驗，經由觀念轉化，能夠為自己發聲，並採取行動改造社

會。

五、社區大學之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

身為知識解放、公民社會為核心價值的社區大學，將過去知識作為

少數專家在象牙塔的專利品，使一般成人皆有學習知識的機會。社區大學

是我國近十年來相當蓬勃發展的社區學習體系，也是極富本土特色與非正

規學習的社區學習機構，帶動我國社區學習的新發展，為我國社區教育注

入一股來自民間、基層及本土的力量，衝擊我國社區教育，為期提供一個

新的面向（黃富順，2010）。

從學習的場域及類別分類，一般而言，教育可區分為正規教育

（formal education）、非正規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及非正式學習

（in-formal learning）。在學習制度上，正規教育係指依年齡分級，具有

結構性的學校教育活動；非正規教育係指任何在正規教育制度之外，有組

織的、系統的教育活動（李明芬、張德永、洪櫻純，2012）。因此非正

規教育，係以正規教育體制外，提供一套有組織、有系統的教育活動，讓

特定的學習對象，例如：上班族、勞工、老人、婦女等，可以依自己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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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或興趣繼續學習，非正規教育可以做為補充式的教育，亦可以為職業繼

續教育，亦可以是人文博雅教育，主要為個人需求及興趣之終身學習。因

此，非正規教育的範圍、對象及目的十分多元，不同機關、對象在看待非

正規教育時，就會有不同的解讀和看法（Taylor, 2006）。

社區大學之非正規課程學習，來自於終身學習觀念的興起，在社會

民主化的過程中，由市場導向的社區大學學習，除能彌補正規學習的不

足，亦能配合國家需要發展，發展出適合實際的課程來供學習者學習。社

區大學中非正規課程學習為回流教育的一部分，提供早年失學或不能進入

正規學校學習者一個機會。在大眾化平民教育理念下，任何人都可入學，

秉持教育機會公平，對提高國民素養有極大幫助。非正規學習促進個人成

長，幫助個人適應社會。因此，社區大學非正規學習的出現，代表對終身

學習的重視、學習方式的多元化、民主政治的進步。尤其，在培養國家人

力資本佔了極大角色。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文研究設計與實施分為研究方法、訪談對象、資料處理分析以及

研究嚴謹度四個部分，本文以半結構深度訪談訪問教師 5名、學員 12名

共 17人，以紮根理論為資料處理分析，並以三角檢證程序確保研究之嚴

謹度。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對於研究對象進行半結構性晤談訪問，據以收集實徵資料，進

行訪談法研究時，考量如下：

（一）理論層次

本文實施訪談法時，係從認知心理學、資訊處理理論與個案研究進

行論述，以口語資料分析方法探索及蒐集資料，用以幫助研究者了解受訪

者思考模式與認知過程。

（二）思維層次

本文訪談法探究對象為口語資料，以三層次之思維層次處理口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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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第一層次，會請受訪者直接將其思緒反映出來，沒有中介過程，受訪

者不必特意去傳遞思維過程；第二層次，包括描述思考及認知過程，在此

階段，受訪者必須將其所知，再加以說明闡述一遍；第三層次，要求受訪

者解釋其思維過程，且此步驟必須將以存在的短期記憶資料再解碼，且須

將現有的資料與存在的短期記憶資料連貫起來（周維婷，2013），力求所

得資料之正確性及嚴謹性。

（三）觀察層次

本文將觀察層面部分分為參與觀察與訪談資料觀察，參與觀察部分

研究者以將近一年的時間，5次參與非正規課程認證課程宣導暨線上說明

會，與全國社區大學面對面進行問答座談，觀察了解社區大學師生教學現

況與目前面臨之問題。另同樣以將近一年之時間，多次親自前往社區大學

進行課程認證訪視評鑑，進入課堂觀察教師與學員上課互動與教學情形，

並將觀察所做成記錄，力求研究之準確與嚴謹。

至於訪談資料之研究觀察，以觀察角度分析探究本議題之個案，力

求觀察角度之全面，並以該觀察角度探究口語論述資料之意涵，首先將深

度訪談中性質類同的概念集中，由集中的概念中再找出主範疇與副範疇，

而主範疇涉及選擇、開放密碼（或稱歸納）、主軸譯碼（諸如測試、聯想

因素關係、核心概念等，用範疇寫故事，接著考量事件脈絡，採取行動脈

絡模式，運用理論概念找出本文議題可能觸及的因果條件、現象、情境、

中介條件、行動、互動、策略及結果（徐宗國，1999；郭騰淵，2001）。

（四）整合層次

為了使本文訪談法不落入質性研究主觀情緒的糾葛，本研究將訪談

內容依情節、解決步驟與過程進行整合，俾有利於觀念與結構的鋪陳。本

文對北區已通過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之師生，進行深度訪談，藉其經驗做

出資料整理及比較分析，透過深度訪談的過程，使得研究者在探討研究議

題時，能夠得到較客觀與理性的理解。

二、訪談對象

本文採取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進行研究參與者的選擇，

目的第一是希望所選擇的對象具有「代表性」或「典範」，使抽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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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足以代表一般成員。第二個是具最大變異性，所得結果足以代表

各種不同的變異範圍，第三是選擇的樣本刻意用來測試所研究或正形成

的理論，使用極端的個案，第四是為了比較不同場景或受訪者（Maxwell, 

1996; Patton, 2002）。

本研究參與者背景以社區大學通過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師生為主。

為完整呈現研究結果，資料分析過程中發現有尚待釐清之處，適時調整訪

談相關師生之意見。本研究研究參與者選擇背景原則如下：

（一）至少包含參與非正規課程認證通過課程之教師及學員。

（二）兼具長期修習通過認證課程之教師及學員優先邀請。

（三）研究參與者至少包含各年齡層平均分佈以及要求性別分配比例相

同。

依據上述原則，研究參與者為教師 5名、學員 12名共 17人，研究

參與者背景資料如下表 1、2所示。

表 1  訪談學員基本資料

受訪者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性別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年齡（約） 35 65 23 54 63 57 60 60 50 55 35 35

社區大學
士林社

區大學

南港社

區大學

大同社

區大學

大同社

區大學

士林社

區大學

宜蘭社

區大學

士林社

區大學

士林社

區大學

大同社

區大學

大同社

區大學

新北市

勞工大

學

新北市

勞工大

學

修習課程

名稱

日語初

級 2

基礎繪

畫

生活陶

藝初級

生活陶

藝初級

天文觀

測

臺語漢

詩吟唱

溼地生

態保育

溼地生

態保育

居家環

境綠美

化

居家環

境綠美

化

勞動基

準法釋

義

勞動基

準法釋

義

受訪時間 2017.4.17 2017.4.28 2017.5.10 2017.5.10 2017.5.17 2017.5.26 2017.7.12 2017.7.12 2017.7.12 2017.7.12 2017.7.12 2017.7.12

表 2 訪談教師基本資料
受訪者 T1 T2 T3 T4 T5

性別 男 女 男 男 女

社區大學教學

年資（約）
5年 14年 10年 5年 9年

社區大學 蘆山園社區大學 新北市勞工大學大學 蘆山園社區大學 蘆山園社區大學 蘆山園社區大學

教授課程領域 繪畫 會計 數位攝影 文學 養生筋絡

受訪時間 2017.5.4 2017.5.4 2017.5.4 2017.5.4 20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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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處理分析

（一）繕寫逐字稿

本文將錄音內容繕寫成逐字稿，詳實地記錄語言及非語言的訊息並

重現訪談時之情境。本研究訪談逐字稿中參與研究者社區大學學員以「S」

代表受訪談者，共有 12位 ，其編碼為「S1」、「S2」以此類推至「S12」；

教師以「T」代表受訪者共5位，其編碼為「T1」、「T2」以此類推至「T5」。

（二）閱讀文本資料

本文研究者詳閱訪談逐字稿後，會將研究主題相關的現象或概念、

受訪者表達的重要經驗之敘述句標示出來，並會將逐字稿完整獨立表達一

個重要現象、概念或經驗的重要敘述句斷出段落，並依序標上句數。

（三）叢集成意義單元

本文在深度訪談每一位受訪者後，會根據研究者與參與者訪談後之

逐字稿，進行資料的對話與分析，轉譯成之逐字稿，對於逐字稿進行命

名，命名有時是直接由逐字稿語彙中擷取，有時是以較表面字義層次更高

的名字命名，每份逐字稿皆完成命名，在命名之後，將不同命名放置於相

同概念之下，使概念從命名中清晰浮現，作為後續資料紮根理論分析之基

礎。而訪談資料分析會與研究目的進行比對，再針對有沒有聚集處或資訊

不足處，修正訪談大綱及進行第二次訪談，直到資料收集達到飽和為止。

（四）紮根理論建構

1、歸納和演繹

Strauss & Corbin（Strauss & Corbin, 1998, p29-p32）指出，發展理論

是一項複雜的活動，因其歷程非常冗長。理論化的工作，所涵蓋的不只是

構想的（conceiving）或直覺的（intuiting）的概念，同時更將概念型塑成

（formulating）邏輯的、系統性的和解釋性的架構。

使用紮根理論建構理論化的核心是歸納（inductions）（從資料中抽

取出概念、屬性和面向）和演繹（deductions）（對概念間關係的假設，

亦從資料中抽取出來）間的交互作用（interplay）。「理論」是指涉及一

組充分發展的類別（well-developed categories）即主題、概念等，透過

對其彼此間關係的描述，使其有系統的相互關聯，以形成一個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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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framework），足以解釋一些與社會、心理、教育、護理或其

他有關的形象。

2、概念的排序

理論也有不同的屬性，當分析時，理論可被放置在特定面向上，並

加以概念性的排序。例如 :某些理論會比其理論更為抽象（abstract），

意味著其理論中的概念具有較高程度的概念性，係從逐增強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和還原（reduction）歷程所抽取出來，並朝向更高

程度的抽象化程度移動較抽象化的概念具有更廣泛的運用性，但也偏離

其所源自的原始資料。理論的另一個面向是範疇（scope），或稱為「一

般性」（generality）。理論的範疇為廣泛，它可處理的學術性問題將更

多。其他通常理論有關的名詞包含有「簡約性」（parsimony即用簡單

的話語即可清楚描述進化發展的歷程）、「預測之精準性」（precision 

of prediction）及「解釋之正確性」（accuracy of explanation）等（Hage, 

1972）。另一分類方式包括「實質的」（substantive針對所研究而質際發

展的理論）或「形式的」（formal從質實的研究探究出共通的元素，普遍

性愈高，應用性愈廣）。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紮根理論」理論化的建構是在運用「歸納」

方法，從描述資料中萃取出概念，並加以類聚成較高程度的概念性」，再

透過「演繹」方法，對概念間關係的假設，在還原（濃縮、縮小）的歷程

中，而逐漸形成類別或範疇，同時必須具備簡約性、預測的精準性、解釋

的正確性。

四、研究嚴謹度

研究者本身即是研究工具，應注意本身的價值中立與客觀，在研究

過程中不企圖影響研究情境，也不做任何價值判斷，以達到對研究的嚴謹

性。本文研究者受理全國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行政審查業務，加上長期與

全國社區大學進行教學訪視，對於研究主題有一定程度之理解與熟悉，訪

談過程中力求本身的價值中立與客觀。

為維持研究資料的可靠性與一致性、中立性與可確認性、可信性與

真實性及應用性與可轉換性（潘淑滿，2009）。本文研究過程進行三角檢

證程序，本文訪談大綱事先請任教於大學具有社會教育專長之教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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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協助訪談大綱之適切性，先過濾與本研究議題無關之問題內容，並釐

清即將進行之訪談程序。

研究者在蒐集資料過程中，遵循著質性研究的規範，留下所有文字

記錄，以便於研究的考察。於訪談過程中配合錄音以確保資料的真實性，

且於不明之處多次向受訪者澄清、確認及檢視資料內容理解是否有誤。再

經由具有社會教育與非正規課程認證學術與實務背景之合作夥伴校對再確

認資料，以降低研究者的主觀意識、過去的錯誤經驗而扭曲事實，以確認

社區大學教師與學員經驗的描述。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文依據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教師所採取

之教學過程和策略，分析從訪談資料顯示教師在教學過程與策略上，依學

生需求調整之狀況，第二部分處理學生學習成效在轉化學習之表現，最後

第三部分就非正規認證課程品質之確保提出相關之探討。

一、教師所採取之教學過程和策略

（一）促使成人學習成效之教學策略

從受訪者教師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實施而言，教師在教學方法與學

習評量部分：教師本身對認證課程有更精緻和用心的規劃，包含計畫、講

義、教材、評量方式等，更符合成人學習的彈性模式；認證課程經過審查

委員的建議，在計畫內容和教學方面有作進一步調整，對教學有幫助。教

師的教法彈性、多元，重視實務的討論和分析，刺激批判思考等等。以下

是受訪者教師的意見：

我在教初級會計的時候……他是為了興趣，他為了興趣而來，

對不對，那我就要修正我的課程，我不能太快，因為基本上學

校的課程對某些人來說他不需要這麼快，所以我就做修正了，

例如說我的課把這個初級會計一再把他拉爛，例如說什麼，而

且要再想一個名稱是很吸引市場的，會吸引學生的名稱，例如

說學會計，輕鬆讀報表，就是他們可以去理財，他們不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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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會計，他可能是為了他自己的投資理財。（T2 20170504）

認證後給的意見跟你本來在大學教的那一套有很大不同，除

明顯兩三點，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單元密度也較為彈性。（T2 
20170504）

就是我會比較，我並沒有每次做認證就重新做一次資料，要有

認證平常就會比較注意，譬如說上課的講義、教材，我有自編

講義資料等。（T2 20170504）

認證課程在學習者評量方面偏向於以實作、體驗學習為主，大部分

會以作業取代考試，甚至也配合成果展，讓學習透過團體合作展現成果。

以下是受訪者學員的意見：

基本上還是會透過實作的方式，如透過製作解說牌，以及實際

的解說活動訓練來進行學習成果的評量。（S8 20170712）

（這個老師會常常變換教學法來配合學生學習）喔，這個有啦 !
有的需要要怎樣教啦 ! 不一定會按照課程上這樣教，譬如說我

們安排出去外面，去以前的古碑，我們那個劉明燈，我們去年

還是前年就是那個淡蘭古道，去看那首高山貂嶺，我們就去現

場吟詩。（S6 20170526）

 （二）有效成人學習之過程

本文研究訪談資料呈現非正規認證課程對於教學與成人學習需求上，

有以下幾點可茲探討：1、必要的時候，對學生的學習學分可以採納和抵

免，讓他們可以就讀空中大學或其他大專院校；2、由於累積的部分學分

和專長條件，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得到其他證照；3、學員的公司會將取得

的學分作為進修獎勵的依據；4、純粹的一種自我滿足的學習精神和榮譽

感。以上幾點均和 OECD國家推動非正規與非正式學習認證所具有的功

能及價值之內涵相符合，採取學分採納與抵免取向之受訪者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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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生裡面就是說每次要結業的時候就會問誰要學分證書

呀！就舉手的大概就那幾個，如果一班二十五個的話，大概差

不多就五六個，……那五六個就是為了在有的還在唸書，有的

在公務機關上班，那有的我就沒有問他，可能他們有用，那有

的其實他非常積極的唷！（T3  20170504）

我目前會（做學分抵免），因為有些社大課程有些是沒有日文

的，如果不是普通課程的話就會上不到。我上這門課程是以學

會話為主，學分證明為輔。因為因老師的教學和其他大學教學

不同，大致上上完了之後，有些不會講，但是這門課程完了之

後就真的就會講。我之前上過這個老師的課，也是為了拿證書，

已經做過學分證書申請部分。（S1 20170417）

學生對認證課程的參與動機，純粹是延伸的意義和價值，例如：純

粹自我滿足學習與榮譽，以下是受訪者的意見：

其實他們大部分都會拿，問他們說拿證書要幹什麼，他們說就

是拿回去給小孩子看一下，展示一下這是我的學習成果，真正

會拿去抵免的只有一兩個左右。……就是說好像他修這個有一

種成就，好像獎狀這種感覺。（T4  20170504）

對教學者而言，認證課程某種程度可以提高教師授課的鐘點費（增

加薪水收入），此外，也可以達到課程行銷的效果。以下是受訪者的意見：

我們社區大學有將認證課程的開課標準降低，甚至以補貼鐘點

費的方式，讓認證課程可以順利開設。（T1 20170504）

基本上，社大老師為了要達到生存的目的，當然希望課程可以

持續開設，並且也可以吸引很多學生參與，因此，認證課程若

能有吸引力，如有的社大將其招生 DM 打上「正字」標記，某

種程度而言，可以引導學生選課，達到促進課程招生的效果。

（T1 201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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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學習成效與轉化學習

（一）學生學習動機為自我導向之自發性學習

1、修課動機與學生學習興趣

從本文所訪談的12位學員訪談資料顯示，社區大學學員在開課之初，

會選擇以非正規課程認證課程做為修習，在修課學習動機方面，學員最主

要是對該門課程內容與主題有興趣，對認證課程的參與動機，通常是其延

伸的意義和價值。以下是受訪者的意見：

在我的觀點，學習純粹是興趣，像對原生植物保育來說，是很

重要的，並不是為了認證這樣，因為他這個認證，好像也沒有

什麼用嘛！（S7 20170712）

這個課程有沒有認證並不重要，我們大部分時候也不清楚，選

課的原因是因為認識老師、瞭解課程內容對我們有幫助，還有

課程具有實用價值，認證本身的意義不是非常重要，而是我們

在課程中可以學到更多東西。（S7 20170712）

在本研究所訪談之 12位學員裡，許多受訪者提出成人之自我導向觀

點，願意對自我學習負責之自發學習，而促使他們願意學習之最大誘因在

於興趣與自我實現。從以下兩位受訪者之敘述可以得知：

（我修習這門課程最大原因就是）興趣阿！興趣。老師本身就

是畫家，教學非常符合專業。老師表達能力很好，常會講笑話。

這堂課對我來講最大意義就是讓我知道甚麼是藝術，讓我學到

更多畫畫技術。（S2 20170428）

我修習這門課不會考慮（認證），在這裡主要是生命快到終點

圓夢的學習，和大學不同。（S4 20170510）

除了學員以外，從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受訪者教師亦有發現學生

修課動機在於自我導向之自我實現價值學習，例如 T4教師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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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們大部分都會拿（學分證明書），問他們說拿證書要幹

什麼，他們說就是拿回去給小孩子看一下，展示一下這是我的

學習成果，真正會拿去抵免的只有一兩個左右。……就是說好

像他修這個有一種成就，好像獎狀這種感覺。（T4  20170504）

2、修課動機與職場升遷

成人學習與其不斷變化社會角色任務有關，成人生命不同階段與發

展任務，往往是觸發其學習的動機。從本研究之受訪談者表示，修習非正

規課程認證之學生，有些部分是因為工作上任職之的公司，會將取得的學

分作為進修獎勵的依據，因而促使學生願意去修習認證課程。受訪者學員

表示意見如下：

學分證明書應該是一些老師阿學生阿比較需要這個吧 ! 這是只

是當作謀頭路跟增加知識用的（S6 201700524）

學員中也有公務人員啦！他們就把認證課程當作進修終身學習

的用！（S7 20170712）

除了學員以外，從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受訪者教師亦有發現學生

修課動機有些是為了工作之升遷與補助需求而來，例如 T2、T5教師所言：

企業對於認證是非常支持的，企業會覺得說公司會覺得說員工

去上這些認證課程是有保障的，可以有助於他們的工作，所以

他可以拿那張認證做什麼，就是企業可以給予補助，就是完全

當成是教育訓練，對，所以我反而覺得這一塊是可以推廣的，

對他很直接，所以學生會為了這個認證，會因為出席次數，要

達到某一個要求，所以他來上課，他相當地在意他拿到那個證

書。（T2 20170504）

要問證書的人其實不多，但是有一些公務人員他們需要時數，

我的課程大多公務人員，學生也有，我剛剛算一下大概有六分

之一的人會需要用到。（T5 201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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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成人經驗學習與自我期許

社區大學學生在修習非正規認證課程時，可感受到學生選擇課程時，

會選擇與自我過去經驗有關，展現與經驗互動後，在學習過程中不易受到

挫折，展現學習的成就感，他們感受到修習非正規認證課程，具有重視實

務和實作方面的學習過程與學習成效。以下是T4教師上課之觀察心得意見：

就是請他們提一些生活上的問題，譬如說他們怎麼跟同事相處，

我們上課都講一些理論，那譬如說孔子講說以直報怨，那他們

就會分享一下他們職場上的經驗，就是說如果有些人去說你的

壞話，遇到一些小人的話，會有一些君子小人的區分，那我們

老師就要想辦法去回應她，如果從孔子的角度來講，他會怎麼

去做回應，如果有人去背後批評你或怎樣，或者像其他學員也

會，因為像我們學員都比較資深，所以他們也會以他們的那些

自身經驗觀點去切入，然後去做一些經驗的分享，我覺得這樣

的教學是比較好，要不然只是隨便講學術理論或書本上可能他

們就會覺得說沒有滿足他們的學習需要。（T4 20170504）

學生往往在修習非正規認證課程時，會選擇具有重視實務和實作方

面的學習過程來展現學習成效。以下是 S7學生訪談之意見：

譬如說，我這個學分修完了以後，我可以到大學相關科系，理

論上的我們不懂呀！我們都實務在操作的呀，那我們是反向操

作，那對大學生來講，理論上一堆，但是他沒有實務經驗，所

以他到這裡的話，學員有做區隔，他就比較有系統化。（S7 
20170712）

我覺得除了成果展外，課程外的活動像是燒窯，也會提高我們

的學習效果，也是呈現學習效果的方式。（S3 201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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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視學習脈絡之轉化學習

成人之轉化學習重視學習脈絡，包含物理環境、心理或情緒狀態，

在成人學習歷程中，應克服學習障礙，建立相互尊重、信賴、開放、真誠

與合作的氛圍，瞭解成人學習的障礙並給予支持、協助、輔導個人發展其

處理壓力的策略等，都是對於學習脈絡的關注。從 T2教師上課觀察心得

意見可以發現，對於學習脈絡的關注在成人學習上是重要的：

那我就是拿大學的課程來讓學生來上，所以完全是符合的，但

是呢，就是在設計上，因為畢竟他是一個成人教育，他不能像

是學校的教法，他必須符合學生的需求，所以學生需要的是一

些產業上，他能夠在工作上幫助他的部分，那通常我在上課設

計上自然也不能太像學校一樣，就是很期中考，或小考或期末

考，如果我有這樣做的話，我大概也招不到學生，因為學生會

害怕考試，他會覺得有壓力。（T2 20170504）

三、課程品質之確保

許多受訪者表示社區大學經非正規課程申請認證後，師生在課程上

反映課程品質確保之觀點。例如教師部分T1、T4以及S3均表達相同看法：

那對我來講就是認證兩個字除了他上課完可以得到認證以外，

我覺得也對課程也是一種認證，一種保證，我覺得對我來說不

一樣的就是在我們新的學期的那個傳單上面，通過認證的課程

上面就會多個認證的標誌。因為那個就是對課程的一種肯定，

檢視過的感覺 ...... 所以說認證這兩個字對我們來說是品質的確

保。（T1 20170504）

送審對我來說就是確實，因為審查委員都有一些比較確實的經

驗，所以就是對於課程的品質就是有一些提升的效果。（T4 
201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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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對我們到底有沒有用，其實是有用的，因為它是一種品質

的保證。（T5 20170504）

我覺得拿到那張學分證明也算學習上會得到肯定。如果是申請

學校要用的話，或是參加甚麼活動要用得到的話，我會想拿。

（S3 20170510）

但也有持相反且較消極觀點看法之受訪者，認為課程認證並無助於

品質保證之觀點，且無助於招生，例如 T2教師就曾表示 :

老實說我覺得認證對於教學品質沒什麼幫助，因為老實說就老

師的立場來講，它不符合市場的需求，而且對於老師來說的話，

老師都是兼任，然後重點在於招生……但是後來發現無助於招

生……我可以教了十四年，所以我自己還蠻有信心，即使我沒

有認證， 但是我應該可以維持一定的教學品質，這是我想說的。

（T2 20170504）

認證的好處不一定是直接的，而是其延伸的學習品質與效果；課程

的實際效益，如職業上、興趣所在等，比認證更重要；有需要認證學分的

人才會去申請「學分證明書」。以下是受訪者的意見：

學生選修認證課程的目的大部分都不是為了認證，主要是因

為老師教得好、教得實用，教師有個人教學魅力和吸引力。

（TA2）

像勞大的課，選修的原因通常不是因為認證，而是職業上的需

要。課程都是因為興趣，有沒有認證真的不重要！（SA2）

此外，在受訪者的回答中我們也發現，品質這件事情可以讓終身學

習機構有利於課程的行銷和招生，因此，一旦他們瞭解認證的好處，就會

積極去鼓勵和協助社大教師進行課程認證，但是，也有不少終身學習機構

覺得沒有認證對他們來說差別也不大，研究者認為理由之一乃是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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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本來就非常多元，需要得到學分接軌大學的學生不多，而需要取得

認證學分以爭取補助的弱勢族群在所有學生的比例上也很少。

認證課程的確可以使社區大學的學員在選課時有所依循，讓他們可

以在各類課程之中，尋找到他們所需要，而且覺得可以信賴的課程，當

然，少部分學員也以能夠取得「學分證明書」為主要考量。從正規學習的

角度而言，由於從國家的整體制度和正規教育系統中已經訂定了相關法

規，因此，其學科界定、內容和形式，以及推動的品質是受到一定程度的

保障，反觀非正規認證課程，基本上就是要在界線不明確的學習科目中尋

找定位，也需要在成人學習者的志願團體和自由市場中尋求品質的確保。

本文依據上述資料運用「歸納」方法，從訪談描述之資料中萃取出

概念，並加以類聚成較高程度的概念，再透過「演繹」方法，對概念間關

係的假設，在還原（濃縮、縮小）的歷程中，而逐漸形成類別或範疇，同

時力求必須具備簡約性、預測的精準性、解釋的正確性，形成研究範疇架

構圖如下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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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社區大學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教學師生學習成效之研究範疇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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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依據上述的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本文提出六點結論與三點建議如

下：

一、結論

（一）教師教學方法與學生學習評量需符合成人學習評量設計

非正規認證課程之教師，在教學策略上，對課程精緻和用心的規劃，

包含計畫、講義、教材、評量方式等，符合成人學習的彈性模式，認證課

程在經過審查委員的建議下，在計畫內容和教學方面有作進一步調整，對

教學均多有幫助。教師的教法彈性、多元，重視實務的討論和分析，刺激

批判思考等等，有助於成人之轉化學習。

（二）社區大學之成人轉化學習，是個人內在特質的連結

社區大學成人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是超越「認證的意義和價值」的，

換言之，學生的動機是多元的，且不少是基於內在的需求，而不會受限於

只有「認證」的考量。為了考量學生這樣的需求，教師受訪者肯定認證課

程使他們在撰寫課程計畫的時候，必須更具多元的思考，而不是以正規教

育的大學生對象作為唯一的學習者。

教師教學策略會考慮包括一般成人、大學生以及其他在職工作者的

多種學習需求在內，做為他們規劃課程的重要理念。而且教師們也認為，

事前認證的課程因為是計畫好的，在實際招生授課的時候，因為學生的特

質分歧，教學方式都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也會配合需要做很多的即時

性調整。

（三）非正規認證課程學生的學習動機在於延伸意義與價值

從本文研究結果可看出，社區大學學生之成人學習大部分是為了興

趣，故課程認證對增進學習動機影響不大；此外，學生對認證課程的參與

動機，通常是其延伸的意義和價值，最主要的為自我實現與興趣之契合。

（四）非正規認證課程成人之整體學習成效展現偏向實作與體驗學習

由於認證課程在學習者評量方面偏向於以實作、體驗學習為主，大

部分學習成效呈現，會以作業取代考試，甚至也配合成果展，讓學習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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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合作展現成果。

（五）非正規課程認證不是必要，但有一定程度幫助，品質保證只是加乘

作用

從本文研究結果顯示，學生選修認證課程的目的大部分都不是為了

認證，主要是因為老師教學策略得宜，能學生覺得學以致用，教師有個人

教學魅力和吸引力，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課程認證只是達成學習品質

的手段或條件之一，而不是達成學習品質的唯一途徑。

（六）社區大學的宣導和配套措施是否完善，決定課程認證制度之品質

教師教學策略與學生學習成效的品質確保，和社區大學的鼓勵與支

持也有很大的關係，社區大學本身藉由認證，可提升其機構的品牌、課程

和教學的品質，同時有利於社區大學的經營和永續發展。

惟在商業主義的現實市場機制中，社區大學中的學分證明書和申請補

助的需求，是否讓社區大學有足夠的人力成本再去推動宣導與配套，是頗

值得思索的議題。課程認證是讓成人教育教師更能符應成人教育教學的要

求，也更能滿足學生的多元需求，這也需要相關社區大學的法令規章、大

專院校等採認機構的抵免認知相關配套措施相互配合，才得以相得益彰。

二、建議

（一）研發適合成人學習之非正規認證課程之教材與教法

以成人學習者為中心的成人教育理念是非常重要的指引，社區大學

授課採取自己編寫的講義作為教材，而不是固定的教科書；在教學法方

面，除採取傳統的講授式方法以外，也會透過示範、實作、寫報告、成果

展示等方式，讓多元的不同學習者可以在學習中得到成果和滿足。建議教

師應更重視學習者的多元性和個別差異，在教學評量方面，建議教師們考

量各個課程的特性和學習者的需求，採取比較多元的評量方式，包括配合

社大的學習成果展，可以讓學員們針對學習成果進行分析、比較和觀摩，

當然也有部分課程是藉由學生個人作品或作業的成果來作為考核學習成就

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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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鼓勵社區大學非正規課程認證學員學習之自我肯定

社區大學應更加強鼓勵社區大學非正規課程認證學員學習之自我肯

定，具體措施例如可為使各機構所開設之課程在教學空間、場所及環境上

能得到更完善的安排，於開設課程前即先行針對各空間之條件進行深入了

解和規劃，尤其是需要實地操作的場地，像是烹飪類或需要影音撥放的課

程；書法或繪畫類課程須要大桌面操作，如在場地需求上有困難，也應於

開課前積極尋求相關資源的配合，以達到學員最佳學習效果為宗旨。此

外，在課程授課中充分告知學員通過認證之課程與一般課程不同之處，強

調終身學習作為成人教育的核心價值，在讓學生產生課程尊重與差異感。

在面臨社會多變與成人學習需求的時代中，如何將認證課程的理念

和制度擴大，以容納更多元社會的成人學習者需求，乃是我們需要努力的

方向，包括納入高齡學習者、技職教育中的技能學習者，以及其他新興社

會職業領域的學習者等，甚至推動國家資歷架構（NQF）的理念與制度

等，都是未來改善和提升臺灣非正規教育品質和制度，需要努力的方向。

（三）提升社區大學非正規課程認證學習品質

社區大學未來應再提升並強化對於課程品質的管控能力，例如：評

估學生需求及安排課程人數，社區大學應以現行法令為依據自主性的強化

並建立相關控管的作業流程。此外，通過課程認證之機構，於招生時多數

應能充分告知學員認證之相關資訊，讓學員能藉此機會了解其權益，及於

課程修畢後可取得學分證明書或可用於抵免之相關事宜，如此方能提升認

證效益。建議終身學習機構無論學員是否有需求，皆應充分告知學員通過

認證之課程與一般課程不同之處。終身學習作為成人教育的核心價值，在

課程的操作方面需要尊重各種多元和差異性，當然，更主要的是儘量不要

藉由外界的「強制」力量才約束，而是要由終身學習機構及成人教育課程

之參與者具有主動性及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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