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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當前我國社會隨著政治民主化、經濟富裕化、社會多元化的發展，

教育也面臨國人殷切期望革新。同時，面對新世紀科技的神速進步與

資訊的發達，個人在一生中可能面臨多次的生涯轉變，終身學習遂成

為個人適應生活與工作的重要課題，國人接受教育與學習的需求與日

俱增，尤其為提升國家競爭力，教育當局更應積極提供終身學習的機

會，責無旁貸。 

    我國為符應世界教育新潮流和發展趨勢，乃積極採取計畫性、整

體性及全面性推動終身教育新策略，研訂「學習社會白皮書」（以下

簡稱「本白皮書」），以顯示政府對終身學習的重視及積極態度，並

為提升國家競爭力與建設臺灣社會美好的未來而努力。 

本白皮書以宏觀的思維，前瞻的眼光，提出以建構「學習社會」

的新構想，規劃多樣化及多管道的學習途徑，致力於將家庭教育、學

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三者作有機的銜接；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作

有效的統整，使每個人都有適合其需要的學習機會，並激發每個人的

學習動機，人人養成學習的習慣，將學習融入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終

身學習方能徹底實施，學習社會於焉建立。果能如此，就有機會建構

一個公平正義、民主參與、公共關懷的有價值、有理想的學習社會。 

    因此，本白皮書將從以下 7 個部分進行分析與闡述：（一）當前

社會的挑戰；（二）當前國際終身學習的重要理念；（三）我國終身

學習的政策檢討與回應；（四）學習社會：終身學習的願景、目標與

規劃理念；（五）終身學習實施途徑；（六）終身學習行動方案；（七）

學習社會的總體建議。 

貳、當前社會的挑戰 

當前社會正面臨劇烈的挑戰，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再從工

業社會邁向服務與資訊業為主的社會；從人力密集產業的社會，邁向

知識與科技創新產業的社會；從威權體制的社會邁向民主的社會；從

單一族群文化邁向多元族群文化的社會；從經濟發展主導到重視環境

永續的社會；從重視社會整體齊一價值到尊重多元不同價值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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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面臨的挑戰可從人口、家庭組織、族群與階級、經濟、文化、城

鄉與產業、全球化和科技，以及環境等面向觀之。 

 

一、人口高齡化與少子女化 

    近年來，我國人口出現高齡化和少子女化的現象。以人口高齡化

為例，國內人口平均壽命逐年延長，至 2018 年 3 月，我國人口首度

超過 14%，正式邁入「高齡社會」，其所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和

教育等諸多問題乃無可避免，如政府在政策上必須回應高齡者的民意

與需求、社會福利方面的預算必須大幅增加、高齡友善社會成為重要

議題、老化指數上升使依賴人口增加、教育和學習機會使高齡者需要

終身學習等等。預計到了 2025 年
1
，我國 65歲以上的人口將高達 20%，

屆時每 5個人口中將會有一位高齡者，政府和民間社會對此趨勢和問

題應該及早謀求對策。以少子女化為例，我國人口出生率逐年降低，

2018 年出生率為 1.06，新生兒人口數為 18 萬 1601 人，遠低於 1980

年代的 40 幾萬新生兒。由於人口的減少，學校新生人數降低、班級

數減少、小型學校增多、偏鄉學校面臨整合、各級學校招生數下降、

師資培育等各項教育資源也面臨調整的問題，甚至大學也面臨退場的

挑戰。此外，上述這些人口的改變，將造成家庭結構產生質變與量變。

政府如何針對學校教育的制度設計更彈性的措施，對家庭功能的轉化

提供更多社會安全的保障等，將是未來非常重要的課題。 

 

二、家庭型態的解組與重組 

    近年來我國社會的家庭型態逐步走向夫婦家庭及核心家庭為主，

傳統的折衷家庭角色不再重要，而隨著前述高齡化與少子女化的趨勢，

家庭成員越來越少，甚至獨居者也不在少數。並且，由於工商社會的

發展，工作型態促使家人之間常常無法在一起，因此，分隔兩地，以

及離婚、分居的情形越來越普遍，以上種種趨勢顯示，獨居和家庭生

活型態的改變是不可抵擋的。又以 2018年的統計為例，當年度有13.8

                                                       
1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 至 2070 年）」報告。網址：

https://www.n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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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對結婚，但有 5萬多對離婚
2
。此外，由於，外在社會價值觀影響以

及家人互動的減少，使得家人之間的疏離感增加，彼此溝通和互動的

機會越來越少。綜合言之，如何因應此種家庭生活型態，以及如何尋

回親情倫理，建立孝敬父母、兄友弟恭的人倫家庭，開展幸福美滿的

家庭生活，乃是家庭穩固的基礎。家庭功能的轉變也會引發個人生活

方式的改變，這些都有待社會安全保障與終身學習機制給予更多的支

持系統。 

 

三、族群的移動、對立與融合 

    戰後臺灣的各民族依據其祖籍來源地、語言和血緣等，被區分為

原住民、福佬人（閩南人）、客家人和外省人。長久以來，由於政治

資源和社會地位的差異，各族群之間存在一些摩擦。民主化之後，族

群與政治利益的問題，甚至發展成政治上不同立場的爭辯與對抗，造

成社會各階級之間的緊張與對峙，因此可能成為阻礙社會進步與發展

的因子。1970 年代末期，由於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化的興起和移民社

會的湧現，新住民又逐漸成為我國重要的成員。自此，我國社會在各

族群的參與和發展過程中，可能由於價值觀、社會地位，以及政治和

經濟資源的差異，衍生出不同族群之間的摩擦與衝突。當前社會在不

斷的衝突對立過程中，隨著全球人權的發展與族群平等觀念的強調，

創造更多族群文化的相互尊重、理解與學習空間。追求和平與族群的

平等發展乃是當前政府努力的方向之一，社會在族群移動、發展中雖

不免會產生歧異與衝突，但也存在一些和解與融合的契機。 

 

四、 社會的排除與包容議題 

    在全球化與科技變遷的推波助瀾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速度驚人，

不同政治主張與意識型態的多元對立、不同宗教派別與信仰的多元歧

異、不同性別觀念的多元差異、不同年齡世代價值的多元對抗，甚至

不同職業、族群和階級的多元歧視等等，形成了諸多社會隔閡與排除

現象，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疏離、對立、甚至抗爭，越來越深刻，

彼此之間的理解、尊重和包容顯然不足。因此，如何打破政治的多元

                                                       
2  行政院主計總處(2019)。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網址：https://www.stat.gov.tw/mp.asp?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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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立、宗教的偏見矛盾、性別的歧視、世代的對立、階級的衝突，透

過民主對話與培力、公民參與和溝通，並學會更多的尊重、理解與社

會包容力，進而創造平等尊重、互惠信任與共生共存的社區與社會，

乃是終身學習的當務之急。 

 

五、 財富的累積與貧富落差 

    滿足人類生活的基本需求，並且從需要滿足，到追求安適，甚至

邁向繁華的生活，乃是人之常情。而財富的累積與生活條件的提升，

可說是當前社會普遍的現象之一。然而，在全球化與國際競爭的世界

經濟發展趨勢中，貧富差距與所得分配不均始終是一個經濟問題，也

是一個社會問題。根據行政院主計總處所做的統計報告顯示，108 年

家庭收支調查
3
，依照五等分位法，最高所得組與最低所得組高出了

6.10 倍，其吉尼係數為 0.339，略高於 107 年 0.338，顯示我國的貧

富差距仍日漸擴大中。貧富不均的根源包括機會不均、結果不均，以

及過程的不均，如家庭環境、政府的法令政策等等，都是重要因素之

一。貧富不均所造成的社會不公平、不正義問題乃是社會不穩定的根

源；由於貧富落差產生的相對剝奪感，更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社會心理

現象。此外，貧富不均所造成的社會其他影響包括社會穩定性不足、

社會凝聚力缺乏、政治不穩定、犯罪率增加、國民健康狀況不佳，以

及其他社會暴力、社會犯罪率增加等等，這些都是我們需要加以關注

與預防的社會不均衡發展現象。 

 

六、都會的發展與城鄉差距 

    由於農業社會的快速轉型，以及工業、科技發展等的推波助瀾，

我國社會也明顯地在經濟條件提升之中，帶動了人口的密集化和人口

數量的暴增，鄉村發展成為城鎮、城鎮又很快轉變成為高度發展的都

會大城。隨著各項交通等經濟建設而產生越來越明顯的差異，各地區

的發展產生不均衡的現象，鄉村和城市在人口數量、設施條件、產業

環境、就業機會、教育文化規劃、衛生福利條件等各方面，產生很大

                                                       
3  行政院主計總處(2019)。108 年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網址：

https://www.stat.gov.tw/mp.asp?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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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此種城鄉的差距，也造成不少社會問題，以及人口素質上的

差異，值得重視。 

 

七、全球化、國際化和數位科技 

    在全球化、國際化的社會中，各種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改變迅

速，且透過資訊科技之傳播，影響我們的生活甚鉅。由於電腦科技和

互聯網的發達，數位電子產品和數位科技日新月異、蓬勃發展，使得

人類的生活與生存展現出驚人的發展與創新的改變。諸如 3D、VR、AR、 

MR、大數據等新的科技帶動了科技的創新，奈米等生物科技研發影響

了人類的生活，使得人類的生活更加便利、學習更加具有深度的可能

性。再者，由於科技的創新和突破，使得人與人的溝通、學習和生活

改變成為必然的趨勢，我們越來越需要和科技共處，從學習科技、善

用科技到發展科技，使科普知識和創造發明成為人類生活幸福的重要

來源。科技所帶動的生活改變是驚人的，包括時間、空間的濃縮，使

人與人之間的交流和互動更方便，使人類的思考和生活型態更加的多

元與充滿不可預測性。 

 

八、環境的開發與生態惡化 

    人類文明科技的發展，以及產業經濟的活絡，誠然帶動了生活環

境改善，然而由於全球經濟與工業的發展，人類無止境的濫用與破壞

自然環境，許多自然與人文環境空間卻遭受到破壞。1960 年代以後陸

續倡導的經濟與工業發展雖然創造不少經濟奇蹟，但是環境的污染與

生態的破壞的確使我們生存的空間受到威脅。尤其，由於人口太過密

集，以及強調經濟發展和過度開發，使得空氣、水質、土壤、廢棄物

污染等越來越嚴重，進而威脅人民的健康和生存空間。近年來，碳排

放減量、氣候變遷、水土保持、綠色經濟、能源轉型、節能減碳、韌

性城市、里山里海等觀念和議題興起，值得國人深思和學習。 

 

    為回應上述我國社會的 8 大挑戰—人口高齡化與少子女化、家庭

解組、族群衝突、社會排除、貧富落差、城鄉差距、全球化與數位科

技、環境惡化等，本白皮書透過國際終身學習的思潮與架構，探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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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未來的核心能力與創新觀念，發展知行合一的終身學習前瞻思維，

以共創真善美的未來社會。 

參、當前國際終身學習的重要理念 

    自 1970 年代終身學習的思潮席捲世界各主要國家之後，無論在

教育改革和人力資源的培育方面，歐美先進國家均展現高度的前瞻視

野與創新的作法，在相關報告書與建議書中提出了各種關鍵能力與相

關指標，茲分述如下： 

一、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2003 年提到終身學習的 5 大支柱
4
 

    1.學會認知；2.學會做事；3.學會共同生活；4.學會發展；5.學會

改變。此五大支柱原來在 1996 年的法爾報告書中為前面的四大支柱，

此後加上「學會改變」，乃形成五大支柱，其反映出現代人終身學習

在認知力、行動力、人際力、未來力和應變力方面的重要性，頗值得

我們深究、省思與實踐。 

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2005 年提出個人終身學習的 3大關鍵能力
5
 

    有鑑於科技持續快速變遷、社會更多元化與歧異化，而全球化也

帶來新的相互依賴型態，個人有必要具備關鍵能力，俾能適應變遷、

複雜與互賴的世界。而此 3項關鍵能力為：1.運用語言、符號、文本、

知識、資訊與科技等的互動能力；2.與他人建立關係、團隊合作，以

及解決問題的能力。3.在各種情境中的行動力、執行計畫的能力，以

及維護權利與需求的能力。此外，OECD 亦強調反思是關鍵能力的核

心，涵蓋了後設認知技能、創造力以及批判態度等。 

三、歐盟於 2005 年提出終身學習的 8 大關鍵能力
6
 

    為促使歐洲人能更積極參與永續發展與民主公民權，並且增進歐

洲的繁榮與社會融合，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提出終

身學習具有的 8大關鍵能力是：1.母語溝通；2.外語溝通；3.數學及

基本科技能力；4.數位能力；5.學習如何學習；6 人際、跨文化與社

會及公民能力；7.創業家精神；8.文化表達。 

                                                       
4  UNESCO (2003).Nurturing the Treasure, Vision and Strategy 2002-2007. 
5  OECD (2005). The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key competencies. Paris, France: Author. 
6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Lifelong learning and key competence for all: Vital contribution to 
prosperity and social cohesion. Retrieved January 16, 2008, from 
http://europa.eu.int/comm/education/policies/2010et_2010f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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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盟於 2010 年提出歐洲終身學習指標
7
 

    歐盟提出的歐洲終身學習指標乃是依據 1996 年的 4 大支柱，從

「學會認知」（正規教育）、「學會做事」（職業學習）、「學會共

同生活」（促進社會和諧的學習）、「學會發展」（作為個人發展的

學習）作為基礎，再從結構面、指標面、測量變項面等不同層級發展

出衡量終身學習發展程度之架構。歐洲終身學習指標不僅可以測量國

家、地區和地方層面上的終身學習狀況，而且所有指標及其測試結果

還可以說明歐盟整體的終身學習狀況以及終身學習所帶來的多種經

濟和社會效益，不僅包括個人就業和經濟競爭方面的益處，而且包括

個人和社會的健康、幸福和公民賦權方面的益處。  

五、聯合國於 2015 年通過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1.消除貧窮；2.消除飢餓；3.良好健康與福祉；4.優質教育；5.性

別平等；6.潔淨水與衛生；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8.尊嚴就業與經濟發

展；9.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10.減少不平等；11.永續城市與社區；12.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13.氣候行動；14.水下生命；15.陸域生命；16.

和平正義與有力的制度；17.夥伴關係。 

    上述 17 項目標接櫫了人類社會追求均富、平等、健康、基本人

權、環保與生態、和諧與永續生存之道，並將終身學習貫穿於其中。

我國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已於 107 年底通過臺灣永續發展目

標，共計 18 項核心目標，同樣將終身學習納入其中。 

六、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5 年提出關於成人學習與教育的建議書
8
 

    2015 年 11 月，聯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了「關於成人學習與教育

的建議書」，這部建議書乃在於支持「2030 年教育行動架構」
9
，並

回應全球趨勢的建議書，指導各國調整和擴大青年與成人具有公平的

學習機會。建議書在成人學習和教育問題上應用了全面和系統性的作

法，確定了 3 項重點學習和技能領域：1.識讀和基本技能；2.繼續教

育和職業技能；3.解放教育、民眾教育和社區教育，以及公民技能。

此外，建議書也闡述了 5個橫向的行動領域，包括有：1.政策；2.治

理；3.財務；4.參與、包容和公平；5.質量。 

                                                       
7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ELLI Index a sound measure for 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EU. 
8  UNESCO(2015). Recommendation 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9  UNESCO(2015). Education 2030 Incheon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8 

 

七、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9 年提出「成人學習與教育全球報告」
10
 

    該報告書主題為「每一個都不能落後：參與、平等與包容」。「每

一個都不能落後」主要在回應聯合國 2030 永續發展議題及其 17 個永

續發展目標
11
。該報告指出，在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4--「優質教育：確

保有教無類、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以及提倡終身學習」中，終身

學習與教育在推動氣候變遷與改善貧窮、健康與福利、多元性別平等、

適任工作與經濟成長、永續城市與社區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9 年提出「青年和成人識字教育策略」
12
 

    聯合國所教科文組織所提出的「青年和成人識字教育策略」強調

數字和成人基本教育能力，確保成人識字教育與其他知識、技能和能

力之間的關連性，包括與全球公民、職業技能和媒體素養教育之間的

關連性。該策略計畫除提出落實計畫的協調機制與宣傳平臺之外，亦

重視各相關組織的伙伴合作方式，包括透過各民間社團、非營利組織

和圖書館、社教文化機構等。 

 

    上述國際組織的終身學習理念與架構之重點可歸納為以下 10 項：

1.整體素養；2.核心能力；3.知行合一；4.創新思考；5.跨域實踐；

6.政策支持；7.民間參與；8.公平正義；9.未來應變；10.永續發展。

因此，如何在公平、包容與前瞻發展的基礎上，發展成人學習與教育，

重視全民的基本識讀能力、就業和公民素養之提升，乃是當務之急。 

肆、 我國終身學習的政策檢討與回應 

    面對全球化競爭與全球終身學習的趨勢，教育部將 1998 年訂為

「終身學習年」，並於同年 3 月提出「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該白

皮書內容主要分成 3 大部分：「邁向開發國家的挑戰」、「開發國家

的教育願景」，以及「建立終身學習社會的具體途徑」，此乃與終身

學習相關白皮書的開端，也是我國終身學習的重要里程碑。 

此後，教育部於 1998-2003 年，以及 2004-2008 年間，陸續發佈「終

身學習五年計畫」，並於 2002 年，由立法院通過了「終身學習法」，

                                                       
10  UNESCO(2019). Global Report 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11  United Nations (2015).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2  UNESCO(2019). Youth and Adult Literacy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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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社區大學、帶薪學習制度、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各級終身學

習推展會等逐一落實推動，此一期間，各類終身學習活動更是活潑多

元。近年來，在社區與公民教育、學習型城市、家庭教育、高齡教育、

新住民多元文化教育、補習進修教育，以及社會教育機構、基金會終

身學習等議題和方向，皆為教育部終身學習之重要政策方針。 

    綜觀我國自「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頒佈實施以來，其所揭櫫的

8 大目標：鼓勵追求新知、促成學校轉型、鼓勵民間參與、整合學校

內外的教育體制、培養國際觀及地球村知能、激發學習型組織的潛能、

保障全民學習權，以及認可全民學習成就，均值得持續堅持，至於當

初所提到的 14 項行動方案，大部分都已經逐步落實和突破。 

    從「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發布和落實推動以來，我國社會從「社

會教育」的時代翻轉到「終身學習」的時代，終身學習機構朝向專業

化、多元化發展。民間參與終身學習蓬勃興起、高齡社會與社區學習

成為風潮、社區大學帶動公民素養教育，以及學習型城市啟動全民終

身學習。然而，面對未來社會的問題與挑戰，目前終身學習的相關政

策規劃尚缺乏系統性的、前瞻性的政策指引，亦缺乏整合性的中長程

發展計畫，因此亟待群策群力，共同擘劃此一終身學習的未來藍圖。 

    為引領新的時代，需要在政策上重整、在機構上連結、在專業化

方面提升、在培育對象方面擴大、在資源方面統合、在師資課程方面

優化，並且在活動方案方面創新。以下乃就學習社會的願景、目標、

規劃理念、實施途徑，以及行動方案等提出說明，至於執行策略與方

法部分，將在終身學習中程發展計畫中加以呈現和闡述。詳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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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習社會白皮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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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習社會：終身學習的願景、目標與規劃理念 

一、學習社會的願景 

    所謂願景是指一種願望的景象，一個社會的願景，代表著一種社

會發展的理想狀態，也象徵著一個社會所欲追求的理想目標。一個社

會或組織的願景，與其理想的實現、追求的方向及整體行動的目標關

係至為密切。願景為一個社會帶來方向，導引社會發展前進的動力，

也可以成為各種行動計畫的根本依據。 

    本白皮書的願景是要打造一個「全民愛學習的臺灣—學習型臺灣

（Learning Taiwan）」。此一願景的達成，對象上將涵蓋全體國民，

精神上將激勵全民熱愛學習，終極理想上希望能使臺灣發展成為一個

學習型的臺灣。亦即，讓全民熱愛學習不僅成為一種動力，更將透過

此一動力轉化臺灣成為一個學習型的臺灣。 

    有關願景中愛學習的含意，愛學習可以取 i-learning 的諧音。

i 若成為大寫的 I，可有「我學習」的意思。就其意義而言，i可以代

表本白皮書中的幾個核心理念和策略的縮寫，如interdiscipline（跨

學科）、innovation（創新）、internet（網際網路）、internation

（國際）、intergeneration（代間）、interculture（跨文化）等。

以下乃就學習型臺灣的願景、核心理念與各目標之具體連結和落實方

式加以論述之。 

二、終身學習的目標 

    由於本白皮書的願景，是要打造臺灣成為一個全民熱愛學習的

學習型臺灣。因此，在此願景之下，終身學習包含個人、家庭、組

織及城市等四個層面重要的目標： 

  （一）個人層面的目標：培養終身學習者 

    社會是由每一個個人所組成，個人是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單位。我

國欲發展成學習社會，就必須先有終身學習的個人。換言之，當每一

個國民均是終身學習者的時候，學習社會的願景才能真正的實現。因

此，本白皮書第一項目標，就是要先從個人著手，培養終身學習者為

首要目標，促使每一個國民都熱愛學習，都能成為一個終身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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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每個人從初生就開始學習，到臨終還能學習如何善終，一生都是

個熱愛學習的人，能夠時時學習，處處學習，一生學習。 

本目標所欲培養之終身學習者是指「每個國民從出生到臨終，都

能終身不斷地運用多元途徑持續學習，使其成為擁有現代公民、資訊

科技、環境永續、正確老化以及終身學習等素養的現代國民。」唯有

培養國民資訊科技素養，才能促使國民因應未來的科技變遷；唯有培

養國民環境永續的素養，才能促使國民愛護地球與自然環境；唯有培

養國民正確的老化素養，才能幫助國人因應超高齡社會來臨的挑戰；

也唯有培養國民終身學習的素養，才能型塑真正熱愛學習的終身學習

者。 

  （二）家庭層面的目標：發展學習型家庭 

    家庭是每個國民從初生到臨終生活最早、也最久的基本單位，人

的一生都要在各種形式的家庭中度過。因此，家庭影響一個人的生活、

觀念與行為最深也最遠。然而，誠如前面所言，我國的家庭型態，受

到社會變遷與價值改變的影響，正面臨家庭解組諸多問題的挑戰。在

各種形式的家庭中，家庭成員如何彼此相處，如何解決衝突，如何建

立和諧關係，均需透過學習才能達成。 

    本白皮書第 2項目標，就是要發展學習型的家庭，所謂學習型家

庭的定義是指：「在家庭中的每個成員，都能經常一同參與學習活動，

共享學習的樂趣，運用豐富的學習資源，分享彼此學習經驗，讓學習

成為家庭成員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為了達成發展學習型家庭

的目標，本白皮書提出推動家庭共學、代間學習、青銀共創、世代融

合教育等方案，以促使家庭成員共同成長，共同建立和諧家庭。 

  （三）組織層面的目標：推動學習型組織 

    人類社會是群性的組合，每個人一生不僅在家庭中度過，也會參

與各種不同形式的組織，例如，學校、社團、職場、民間團體、政府

機關、企業組織、社區發展協會等等，不一而足。學習型的社會是由

終身學習者、學習型家庭，及各種學習型組織所組成。因此，欲實現

學習社會的願景，除了需要培養終身學習者，建立學習型家庭以外，

還需要發展各種類型的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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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學習型組織係指：「一個組織中的成員，能夠透過個人學習、

團隊學習或其他任何學習方式，促進個人與組織的成長與變革，並能

建立組織的學習文化，解決組織的問題，提升組織成效的一種學習型

態。」本白皮書第3項目標就是要促使各種組織轉型成為學習型組織，

例如，推動各級學校成為學習型學校，發展各種企業成為學習型企業，

協助各級醫院成為學習型醫院，並且促使各級政府成為學習型政府等，

讓各種組織充滿學習的氛圍，建立學習的文化，並成為推動終身學習

的載體。 

  （四）城市層面的目標：建構學習型城市 

    城市泛指現代工業革命以後的一種人類聚集的生存空間和生活

環境。規模較大的城市稱為都會或都市，規模較小的城市可能稱為城

鎮或鄉村。但無論如何，城市生活已經發展成為人類群聚的一種主要

的生活形態。無論家庭、社區或各種社會組織，均在各種規模的城市

範圍內生存發展。近年來，學習型城市的發展，已經成為國際上推動

終身學習的一種趨勢。 

    所謂學習型城市可定義為：「在一個人們居住的生活範圍內，聯

繫各種終身學習組織，統整各種終身學習資源，建立各種終身學習平

臺，成為一種在地化的學習網絡與學習體系，提供多元完整的終身學

習機會。」此一居住的生活範圍，在西方國家主要以城市作為範圍而

建構，因此被稱為學習型城市。我國若能發展學習型城市，在其中整

合各種終身學習機構、資源與平臺，將可促使我國成為一個學習型的

社會，達到學習型臺灣的願景。 

三、學習社會白皮書的規劃理念 

    本白皮書的規劃係基於「貫穿一生，全民參與」、「扎根本

土，接軌國際」、「傳承過去，前瞻創新」以及「發展專業，跨域

合作」4項理念提出： 

 

  （一）從出生到臨終--貫穿一生，全民參與 

    從人生歷程而言，終身學習係指一個人從出生到臨終、貫穿人生

全程的一種學習歷程；從實施對象而言，終身學習是一種包含全體國

民、全民參與的學習活動；從學習範圍而言，終身學習應涵蓋正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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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非正規學習以及非正式學習的統整聯繫。我國學習社會白皮書的

規劃，允宜涵蓋從初生到臨終的人生縱向發展，從正規、非正規到非

正式學習的橫向水平統整，從個人、家庭到社區的全體場域，從性別

平權到多元文化的發展，範圍涵蓋全體國民參與的終身學習政策。 

    因此，本白皮書的規劃，將提出全體國民均可參與的終身學習策

略與行動方案，整體內容方面，在人生歷程上將涵蓋國民從出生到臨

終的人生全程；在實施對象上將無分年齡、性別、族群及社經地位等，

包含全體國民均可獲得均等機會參與的學習活動；在學習範圍上將建

立完整的終身學習體系，均衡統整地提供正規、非正規以及非正式等

各種學習管道，以幫助國民成為一個終身學習者，只要其願意學習，

任何國民終其一生均有學習的機會。 

  （二）從本土到國際—扎根本土，接軌國際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社會正遭遇貧富差距、家庭解組、少子女高

齡化、族群衝突、環境生態惡化、數位科技變遷，以及社會排除與社

會包容等問題，這些發生在我國本土的社會問題，必須仰賴政府提出

有效的策略，以及具體可行的行動方案加以因應解決。本白皮書的規

劃，將充分掌握我國當前社會發展的脈動，因應未來國家發展的需要，

以及針對全民共同面臨的問題，提出有效的終身學習政策，以解決社

會問題，促進社會發展，強化國家競爭力，並增進個人成長動能。 

    本白皮書所規劃的整體終身學習政策，在理念上將扎根於本土，

發展於社區，聚焦於需求，推廣於國際，以建構出符合全體國民需求

以及國家發展需要之終身學習政策。另一方面，本白皮書還將參酌國

際最新發展趨勢，結合國外終身學習與高齡社會相關理論，導入值得

參採借鏡的經驗，如型塑國民終身學習素養、推動學習型城市、建構

國家資歷架構、打造友善高齡環境等作法，豐富我國終身學習的內容，

並將我國富有特色的終身學習經驗，如社區大學、樂齡學習等政策成

果向國外推廣，使我國的終身學習政策能夠接軌國際，在全球發光發

熱。 

  （三）從傳承到創新--傳承過去，前瞻創新 

    本質上，終身學習政策有其延續性與連慣性，但也要追求其前瞻

性與創新性。教育部為協助國民成長，促進社會發展，提升國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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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曾將 1998 年訂為終身學習年，並發表「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

期能依據各項行動方案持續推展。白皮書內容分 3 大部分：第 1部分

指陳我國邁向開發國家所面臨的各種挑戰及必要回應；第 2 部分提出

開發國家的教育願景及建立學習社會的目標；第 3 部分陳述建立終身

學習社會的具體途徑，並於附錄中臚列 14 個行動方案。該白皮書公

佈實施後，對於我國 20 年來整體終身學習與教育發展影響至鉅。目

前我國所實施的一些終身學習政策，諸如回流教育制度、彈性多元入

學管道、認可全民學習成就制度等，仍係延續該白皮書的主要內容。  

    然而，近年來我國面臨社會變遷、科技發展及人口老化的巨大衝

擊之下，未來終身學習政策的推動，仍須積極創新，提出具有前瞻性

的政策作為，以因應各種變革所帶來的挑戰與影響。尤其是面對未來

AI 人工智慧、機器人、共享經濟、大數據、物聯網、少子女化、超高

齡社會等前瞻趨勢的衝擊，本白皮書規劃的理念，將以前瞻創新的終

身學習政策，協助國民因應未來的各種挑戰。例如，鼓勵青年族群學

習程式設計、協助中高齡族群運用 3C 產品、推展全民創客教育、開

發各種學習型 APP、推動各級學校敬老教育、開展後期人生第二生涯、

強化獨居老人服務學習等方案，均係為了提升全民未來意識、媒體素

養、科技素養及老化素養的品質，以前瞻因應未來社會的變化。 

  （四）從專業到跨域--發展專業，跨域合作 

    專業化發展是任何職業提升或行業進步所追求的目標之一，而追

求不同領域之間的跨域合作或資源整合，亦成為近年來我國政府與民

間共同努力的方向之一。因此，本白皮書的規劃理念，將提出「從發

展專業到跨域合作」的策略與行動方案，使我國終身學習政策的推展，

既能提升專業服務的品質，又能達到跨域合作的目標。  

    在專業化發展方面，多年來，我國終身學習政策之推展，始終在

朝專業化的方向努力之中。例如，我國於 2018 年 6 月 13 日立法院修

正通過之終身學習法，其中第 5 條規定：「終身學習機構得優先遴聘

終身學習專業人員，推展終身學習活動。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視目的事業之需要，訂定各類終身學習專業人員之認證方式、專業內

容、專業證書發給或廢止、培訓、進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顯示我國對於終身學習專業人員之培育，已有相關法規可循。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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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亦已發布樂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要點，目的在透過樂齡教育的

專業培訓，提升樂齡教育工作者的專業素質，以及樂齡學習的專業品

質。 

    本白皮書的規劃將在既有的法制基礎與政策作為之上，提出各種

強化終身學習專業素養的策略與行動方案，如：培養各類終身學習專

業人員以及提升各類專業人員的終身學習素養方案，使我國終身學習

的推展，能夠朝專業化方向繼續邁進。 

    此外，在跨域合作方面，本規劃的理念還將強調中央部會之間的

跨部會合作、公私部門的跨域合作、不同族群之間的多元文化教育、

城鄉交流的合作與推廣，甚至包含不同世代之間的青銀共創等的合作。

又如因應超高齡社會發展各級學校閒置空間的應用，以及因應少子女

化、大學轉型的發展等重要趨勢，也都將朝向整合不同資源的跨域合

作方向發展，以協助各級學校提早因應未來少子女化與高齡化的衝擊。 

 

以上學習社會願景、目標與規劃理念闡述如上，詳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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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習社會白皮書規劃理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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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終身學習實施途徑 

    如前所述，本白皮書的願景是要打造一個全民愛學習的臺灣—學

習型臺灣，目標是要培養每位國民成為終身學習者，每個家庭成為學

習型家庭，每個組織成為學習型組織，至終全體國民能夠生活在一個

學習型城市之中，而整體社會能夠成為一個學習型的社會。為了實踐

學習型臺灣的願景，達到推動終身學習的目標，允宜採取積極有效的

推展途徑。 

    本白皮書提出下列 6項實施的途徑，包括：（一）健全法制基礎；

（二）培養專業人才；（三）擴充學習資源；（四）提供多元管道；

（五）推動跨域合作，以及（六）加強國際接軌。此 6項實施途徑將

成為行動方案與中程計畫的重要指導原則。 

一、健全法制基礎 

    就整體國家層面而言，未來終身學習的推動，首先必須要有一套

健全的法制基礎。我國目前雖然訂有終身學習法，作為推動終身學習

的重要法令依據。然而，由於時代潮流的衝擊，以及社會變遷的加速，

導致許多新的社會問題與需求，需要新的法律規範作為依循。當前的

終身學習法是否足以因應社會的變遷與國民的需求，實有檢討必要；

而與終身學習各個層面或環節有關的法規是否足夠或適當，亦有予以

檢視修訂的需要。 

    終身學習法制基礎是否健全，攸關學習社會願景目標能否達成，

以及政策能否落實至鉅。唯有當終身學習政策擁有整體性、專業性、

及前瞻性的法制基礎時，學習社會願景的實現與目標的達成，才有可

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並使各項終身學習政策的推動能夠有所依循。綜

合言之，目前終身學習法有以下一些尚待突破之處：如終身學習機構

定位不明、終身學習推展會組織功能不彰、終身學習專業人員法規及

定位仍難以落實、終身學習機構經營仍待強化、終身學習經費仍未列

入保障等等。 

    因此，本白皮書希望能朝「整體性」、「專業性」及「前瞻性」

3 個面向，健全終身學習的法制基礎。實施途徑的重點將聚焦在：強

化終身學習法規、建立整合型終身學習體系，以及建立終身學習成效



19 

 

評估機制等面向的規劃。首先將針對我國整體社會環境與問題需求，

重新檢討現行公佈實施的終身學習法，是否需要與時俱進，修訂不足

之處，或增訂因應未來發展的條文內容，以強化終身學習的法制基礎。

其次，就是評估終身學習相關政策的專業法規是否充足，以及體系是

否完整，例如：樂齡、新住民、數位、外語、多元文化等層面的終身

學習，這些層面有無適當法規作為推動的依據；第三就是考慮因應未

來潮流，研擬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制訂終身學習相關法規，例如：

在 AI 人工智慧、機器人、工業 4.0、大數據、共享經濟、自媒體發展

等趨勢衝擊下的終身學習型態，是否需要強化前瞻性的法制基礎，並

且制訂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指標。 

二、培養專業人才 

    終身學習政策的推動，需要仰賴各種專業人才。例如鄰近國家的

日本，為了推動社會教育與終身學習，早就擁有「社會教育主事」的

專業職稱，成為政府生涯學習體系中的重要推手；韓國為了推展終身

學習政策，也早就設有「終身教育師」的職稱，在全國各個終身教育

相關機構任職，成為推展終身學習最有利的尖兵。反觀我國，推展終

身學習的相關人員，始終未有法定的專業職稱，專業定位亦仍未確立。

甚至諸多終身學習計畫的推展，如樂齡學習中心計畫，多係仰賴志工

人力為推動之主力，迄今並無專職的專業人員主導其事，以致不僅專

業服務人力不足，而且人員流動率甚高，服務品質有待提升。 

    我國終身學習專業人員之認證、培訓及遴聘等事項，雖然已經擁

有法源依據，如終身學習法第 15 條就明定:「終身學習機構得優先

遴聘終身學習專業人員，推展終身學習活動。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得視目的事業之需要，訂定各類終身學習專業人員之認證方式、專

業內容、專業證書發給或廢止、培訓、進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然而，睽諸目前國內現況，各類終身學習專業人才的培養，無論認證

制度、專業職稱、培訓數量或專業服務品質等各方面，均仍有所不足，

有待繼續強化改善。 

    展望未來，本白皮書的實施途徑，當務之急就是建立專業人員認

證制度，以因應未來社會發展需要，及根據各機構推展終身學習需求，

有計畫、有系統、有組織地培養各類終身學習專業人員。本白皮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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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重點，將聚焦在終身學習專業人員的培養與認證，公私部門推動

人才的培養，同時將強化各級學校教師推展終身學習能力，以及強化

各類專業人員的終身學習素養，俾能充實終身學習的推動人力，強化

終身學習的服務品質。 

三、擴充學習資源 

    教育經費與學習資源之多寡，不僅關係著政策推動的品質與成效，

更能顯示出政府重視的程度與決心，此一事實在終身學習政策的推動

上尤其明顯，唯有充足的經費與資源才能有效推動各項終身學習政策。 

終身學習政策的推動，牽涉層面甚廣，在在都需要經費的支持。

就人口對象而言，涵蓋全臺 2,350 餘萬名國民；就家庭對象而言，包

括全國 800 多萬個家庭；就組織對象而言，含括了政府部門及民間組

織等為數眾多的單位；就政策範圍而言，包含了家庭、高齡、原住民、

新住民、補習及進修、媒體素養、社區大學、學習型城市、社教機構、

教育基金會、閱讀及語文等教育的推動。這些政策的落實，不僅需要

有健全的法制作為基礎，也不僅需要有充足的專業人才作為推手，更

重要的是需要有充足的經費作為動能。 

    在擴充終身學習經費方面，本白皮書提出以下幾個努力的方向：

第一，爭取行政院專案計畫預算，期能透過完整周延、具體可行的中

長程計畫，爭取經費補助；第二，依據人口結構變遷，調整經費的編

列，例如在超高齡社會的衝擊下，高齡教育經費允宜隨高齡人口增加

而逐年擴充；第三，資源盤點與整合，對現有的經費項目加以盤點，

將經費比重依政策重要程度予以調整，並儘量將資源予以整合，避免

政策疊床架屋，經費重複浪費；第四，訂定有效的獎勵或補助措施，

鼓勵民間資源投入終身學習，尤其企業資源的抑注，值得大力推動；

第五，研議實施使用者付費的可行性，使某些終身學習政策的推動，

能逐漸朝向使用者付費的方向發展，以提高政府經費使用的效益。 

此外，在擴充終身學習資源方面，本白皮書的推動重點將聚焦在：

強化特定族群終身學習補助機制、鼓勵民間組織推展終身學習活動、

推動各類學習型組織等面向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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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多元管道 

    整體而言，終身學習推動的對象十分廣泛，涵蓋的面向亦相當多

面。再加上社會問題層出不窮，學習方式推陳出新。因此，在實施途

徑方面，實需要與時俱進，朝多元管道方向規劃推動。終身學習管道

如果能夠多元，將可提高民眾的選擇性與近便性，進而提升終身學習

的參與意願及參與率。 

    目前我國的終身學習，主要可分為正規、非正規和非正式 3種管

道，而這 3 種管道不僅為國際所公認，且在國內行之有年。像正規的

學校教育中，開設了成人基本教育、補習及進修教育，遠距教育以及

大學推廣教育等管道，提供民眾進修；在非正規教育中，社教機構、

社區大學、樂齡學習中心、樂齡大學、新住民學習中心等單位，提供

了豐富多元的學習管道，供各類不同需求的民眾學習；至於非正式學

習方面，更是蓬勃發展，從早期的廣播、電視、報紙、雜誌，到現在

的電腦、網路、手機和旅遊學習等移動學習方式，更十分便捷地提供

了國民隨時隨地可以學習的管道。 

    然而，雖然我國目前終身學習的管道看似多元，實則仍有更多擴

充改善的空間。例如，正規教育當中面臨少子女化的衝擊，使得各級

學校招收傳統學生日益困難，如何協助學校轉型，招收非傳統學生，

並使閒置校舍與空間得到有效運用，實需全面檢討，有效解決。再如，

終身學習成就認證制度的問題，各種學習成就和工作資歷如何彼此銜

接與相互認可，這就有賴國家資歷架構的實施加以整合。又如，近來

風行國外的翻轉教學策略，相當程度地改變了傳統的教學方式，大大

提高了學習者的興趣與課堂參與，相當值得未來在各個重要的終身學

習活動中引進實施。 

    因此，本白皮書的實施途徑，勢必需要根據時代的演進與社會的

趨勢，朝向「轉型」、「銜接」、「整合」及「翻轉」等多元方向調

整擴充，以更新的樣貌與創新的作法，因應未來社會的變遷與民眾的

需求，提供更多元化的終身學習管道。實施途徑的重點將聚焦在：建

立支持個人學習的環境及機制、強化補習學校課程綱要推廣與師資教

材革新，以及強化家庭教育及代間學習等面向的規劃，使未來終身學

習的管道更加多元，學習資源的使用更加近便。 



22 

 

五、推動跨域合作 

    隨著社會分殊化、多元化與專精化的發展，社會分工日趨細密，

各行各業益趨專精。專精分化與多元發展的結果，固然提高了專業的

品質與服務的水準，也創造了各自的特色與品牌；然而，亦導致隔行

如隔山的情況益趨明顯，使得社會資源重複浪費的問題日趨嚴重。再

加上社會問題與民眾需求有其整體一致性與不可分割性，難以用「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分割方式解決。因此，近年來跨域合作的觀念

日漸受到重視，學術界鼓勵整合型研究，產業界追求產學合作與異業

結盟，政府施政亦朝資源整合與跨部會合作方向邁進。 

    跨域合作亦可稱為跨界合作，意指不同領域或範疇之間彼此的溝

通、對話、理解與合作。在此跨域合作的概念之下，不同的學術領域

可以相互合作，不同的文化族群可以和諧相處，不同的年齡世代可以

相互融合，不同的政府部門可以政策合作，不同的產業部門可以彼此

連結。跨域合作不僅可以使分殊化的社會減少對立，化解衝突；更可

以藉由相互激盪，創新價值，產生更大的競爭力。 

本白皮書在跨域合作方面的推動重點，將著重在推展永續發展學

習、培養環境公民、整合高齡友善學習環境與資源、強化跨族群與跨

文化學習等面向的發展。 

    在跨域合作的趨勢之下，本白皮書的實施途徑建議朝以下方向發

展：第一，政府跨部會的政策合作，政府各部門與學習有關的政策之

間，需要加強決策前的溝通協調，推出更多整合型的學習政策，例如

衛生福利部長照政策可與教育部樂齡政策合作，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的健康促進可與教育部體育署合作，交通部的交通安全宣導可與教

育部合作，勞動部的中高齡再就業亦可與教育部的退休準備教育合作

等，推出整合型的終身學習政策；第二，產官學各部門之間的合作，

結合政府的政策資源、學界的研發成果與業界的生產動能，推動跨組

織、跨產業、與跨學界的跨域合作計畫，以創造更多的國民福祉與更

強的國家競爭力；第三，多元族群之間的合作，多元文化與族群之間，

需要更多對話與理解，透過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促進族群之間的包

容與合作；第四，不同世代之間的融合，在家庭裡鼓勵代間的共同學

習，在社區裡推展跨世代的青銀共學，在學校裡加強敬老的教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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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裡建構友善高齡的環境，以縮減代間隔閡，促進世代共榮；第五，

推動城鄉合作的友善農業教育、海洋與山林教育、能源教育、流域與

水資源教育，以及文化資產教育等。 

六、加強國際交流 

    我國終身學習的推動，不僅在實施內涵上要有本土的在地特色，

在實施途徑上更需要能夠接軌國際。近十餘年來，國際組織如聯合國

教科文組織、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歐洲聯盟等組織，均曾提出與終身

學習有關的政策，呼籲世界各國要重視國民終身學習能力的培養及各

種核心素養的培育，同時亦強調環境永續發展與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本白皮書的實施途徑，在國際交流方面係採下列幾項作法：第一，

引進的策略，引進適合我國終身學習需求的趨勢與作法，例如國民識

讀標準、學習型城市；第二，交流的策略，包括培育終身學習推展人

員英語能力、推動終身教育官網和資訊多語化，以及將國內終身學習

相關訊息與成果向國際主動推廣，行銷我國終身學習政策與本土終身

學習特色，使國際上更加瞭解我國終身學習的推動狀況。 

 

柒、 終身學習行動方案 

    終身學習行動方案基於上述之終身學習願景、目標作為價值觀念

的指引，進而從六大實施途徑：健全法制基礎、培養專業人才、擴充

學習資源、提供多元管道、推動跨域合作，以及加強國際交流等 6 大

主軸方向進行思考，進而形成以下 17 個行動方案。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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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習社會白皮書行動方案表 

實施途徑 行動方案 

健全法制基礎 1-1 強化終身學習法規 

1-2 建立整合型終身學習體系 

1-3 建立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培養專業人才 2-1 培養各類終身學習專業人員 

2-2 提升各類專業人員的終身學習素養 

擴充學習資源 3-1 強化特定族群終身學習補助機制 

3-2 鼓勵民間組織推展終身學習活動 

3-3 推動各類學習型組織 

提供多元管道 4-1 加強支持個人學習的環境及機制 

4-2 強化家庭及各場域的代間學習 

4-3 強化補習學校課程架構、師資及教材 

推動跨域合作 5-1 推展永續發展學習、培養環境公民 

5-2 整合高齡友善學習環境與資源 

5-3 強化跨族群與跨文化學習 

加強國際交流 6-1 推動國民識讀標準 

6-2 持續推動學習型城市及其國際交流 

6-3 培養終身學習體系英語人才並促進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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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語：學習社會的總體建議 

    在前述國際及國內終身學習趨勢和社會環境背景分析之後，可以

發現終身學習需要在兼顧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前提之下，開展宏觀的視

野與前瞻的作法，整體而言，需要突破與面對的終身學習議題非常多，

在此提出總體建議如下： 

一、 政府政策體制的突破：建立跨部會的終身學習推展機制及依任務

功能得成立推動小組，以整合各部會的相關法規與各項資源，進

一步與終身學習政策、計畫方案等進行連結與開展。 

二、 終身學習法規的持續檢討與修訂：針對終身學習權利的保障，修

訂終身學習法，並針對終身學習的相關法規進行系統性檢視與分

析，使法規與時俱進。 

三、 終身學習專業人員的培訓、認證與聘用：終身學習的專業與機構

類別近年來產生快速的分化，可經過系列終身教育專業課程之培

訓與實作考驗，給予專業人員認證，並鼓勵相關終身學習機構，

如家庭教育中心、社區大學和高齡學習組織或機構等優先予以聘

用，再逐步推廣至社教文化機構和各級學校。 

四、 終身教育經費的保障：根據 109 年的法定預算資料，教育部終身

教育及所屬社教館所編列的經費約占教育部主管預算的 2.46%，

相較於終身學習人口，此比例甚低，建議逐年成長終身教育經費，

以落實特定族群在多元終身學習方面的基本權益。 

五、 終身學習的激勵與獎勵機制：除了透過系統性的推動策略，終身

學習機構可以透過相關機制來激勵學習者，因此，對特定對象的

保障與補助，以及針對偏鄉終身學習機會的近便等，都是不可忽

略的一環，將納入終身學習中長程計畫的研議與規劃。 

六、 高齡化社會的因應策略：面對高齡社會、超高齡社會的來臨，政

府應及早擬定相關對策，除配合推動建立高齡友善社會之終身學

習活動以外，應研議持續訂定「高齡教育中程發展計畫」，並將

「退休準備教育」結合國家人力資源的規劃，納入政府終身學習

政策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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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數位科技時代的因應策略：如何善用大數據，引進人工智慧，發

展成人科普教育，推動多管道、多平臺之遠距學習機制，乃是大

勢所趨，終身學習的規劃應該朝成人數位與遠距學習的模式進行

前瞻性的引導，並納入正規與非正規教育銜接之重要策略方案中。 

八、 正規與非正規教育體系的銜接與突破：教育的彈性與應變是終身

學習非常重要的理念，正規教育應該朝向更開放多元與彈性的作

法，打破學校教育與社區的藩籬，突破實體與虛擬學習的障礙，

讓國民終身學習素養提升，使正規學校的學生可以培養出終身學

習的知能。 

九、 國家資歷架構的可行性研議：終身學習、技術職業與學歷教育的

採認是國家資歷架構的終極理想，因此，從學分的採認、生活經

驗的累積與工作資歷的累計等等，都需要有一套完善的轉銜與整

合機制，此部分透過研究與相關部會和產官學等跨部會或機構共

同探討，研議將全民的學習成就與工作資歷，連結正規、非正規

與非正式的學習資源，使終身學習與高等教育、職業教育與技術

職能訓練進行銜接與採認，統整在一個完整的體系下之可行性，

以提升國家人力素質及競爭力。 

十、 終身學習與國家人力資源的運用：終身學習需要兼顧博雅人文與

技術職業知能的成長，因此，終身學習的目標除了要促進學習者

的身心發展之外，在學習者的生存技巧之培養方面，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因此，配合目前通過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法，終身學習應協助提升中高齡者的專業知能、協助職務再設計，

促進真正友善的工作環境，並協助推動代間合作共融的工作與社

會環境，達成國家人力資源的有效運用。 

十一、多元文化教育的奠基：終身學習除了符應學習者的生活需求與

經驗之應用以外，對於人際、群體、族群、階級之間的參與和溝

通也是必須學習的，特別是在多元文化開展與多元族群平等互動

的時代中，終身學習必須融入族群文化的脈絡之中，透過尊重、

對話、溝通等，以建立共存共榮的生活環境。 

十二、永續教育的持續開展：我國是個海洋國家，海洋是我們必須認

識的基本環境，帶動國人對海洋議題的關注，形塑「知海、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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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海」的海洋公民意識與素養，不可或缺，除此之外，土地、森

林、河流、湖泊等自然生態環境以及動植物等，多元多樣的生態

環境構築了我們美善的世界，因此，如何透過終身學習加強環境

生態保育與資源永續的認知、技能和態度價值等，乃是我們面對

未來世界的前瞻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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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學習社會白皮書行動方案內容規劃 

壹、健全法制基礎 

方案 1-1 強化終身學習法規 

一、定義內容 

    所謂終身學習法規，係指教育部在推動終身學習政策與方案時所

依據之法律規定。目前我國需要強化的終身學習法規，除終身學習法

外，與終身學習政策有關的各類法規，亦宜一併檢討修訂。 

二、推動理由 

    我國終身學習法雖於 91 年制定公布，並於 103 年和 107 年兩度

修正，但終身學習法規需要強化之主要理由，在於我國正面臨貧富差

距擴大、少子女化與高齡化加速、數位學習落差、跨域合作不足、以

及國際情勢演變等環境變遷之挑戰與衝擊，相關法規（含各級學校法

規）內容必須再予修正或補充強化，才能因應未來終身學習推展之需

要。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修正終身學習法：檢討修正現行終身學習法。 

（二）修正終身學習相關法規：依終身學習法修法內容，檢討修

正圖書館、家庭教育、樂齡學習、社區大學、各類社會教育機構，以

及數位學習、遠距教育、社區教育、多元族群終身學習等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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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1-2 建立整合型終身學習體系 

一、定義內容 

    終身學習體系必須完備，才能保障國民學習權利，提供完整的

終身學習機會。我國終身學習體系包含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及非

正式學習 3 大系統。所謂整合型終身學習體系，係指將此 3 大系統

予以統整連貫、相互銜接的一個學習體系，以打造人人可學習、處

處可學習、時時可學習的終身學習環境。 

二、推動理由 

    目前我國終身學習體系中，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 3大系

統雖已逐漸成形，但彼此之間，仍然缺乏緊密銜接轉換的機制，例

如，正規教育對於非正規學習成就的採認在理念、機制與作法上仍

然有待加強，各種學習成就與工作資歷之間的架構亦尚未建立；且

在高齡化、少子女化趨勢下，正規教育體系招收傳統學生日趨困

難，未來需要擴充各年齡層對象的大量學習機會。終身學習體系要

能夠更加開放及統整，才可開創更多終身學習機會，創造多贏局

面。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強化跨部會合作機制：建構跨部會終身學習推動機制，以

統整終身學習法規、政策、資源、方案、計畫等。 

    （二）繪製我國「學習型臺灣地圖」：建構一個學習型臺灣的終

身學習地圖，清楚揭示我國終身學習的體系、管道、資源與機會，

作為檢討、改善和前瞻規劃終身學習政策之依據。 

    （三）研議「國家資歷架構」之可行性：透過與相關部會及產官

學研等跨部會或機構共同探討，研議將全民的學習成就與工作資歷，

連結正規、非正規與非正式的學習資源，使終身學習與高等教育、

職業教育與技術職能訓練進行銜接與採認，統整在一個完整的體系

下之可行性，以提升國家人力素質及競爭力。 

    （四）建立彈性開放的「新型態回流教育制度」：重新檢討現行

回流教育制度，建立更彈性開放的新型態回流教育制度，以鼓勵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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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正規教育者更方便回到正規教育進修，以提升個人成長與國家人

力資源。 

    （五）推行全齡個人學習帳戶：透過部會合作，共同建立學習帳

戶，提供個人學習紀錄查詢、學習資源整合推薦及升學或求職等運

用，以促進個人自主適性學習，並鼓勵全民參與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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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1-3 建立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一、定義內容 

    推動終身學習的成功關鍵在於建立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唯有

透過系統化的機制，才能評估終身學習之推動成效。至於建立終身學

習成效評估機制，至少涵蓋訂定及實施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指標、改善

終身學習成效評估結果、表揚終身學習成效績優單位。 

二、推動理由 

    衡諸先進國家為促進終身學習之推展，已然建立終身學習成效評

估機制。歐盟訂有終身學習品質指標，據以評估並促進終身學習之推

動成效，進而實現學習型歐洲的理想。我國目前尚未建立終身學習成

效評估機制，以致在邁進學習社會過程中，較難以全面發揮終身學習

之整體綜效。終身學習成效評估之建立，將可充分掌握並追蹤終身學

習之推動成效，並且具體了解應興應革之處，進而促成學習型臺灣之

實現。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建立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指標：建議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之

蒐集比較，並邀請專家學者、政府決策部門、實務工作者以焦點團體

座談等方式，初步形成我國終身學習成效評估指標之雛形，進而再加

以研訂完成。終身學習成效評估之施測應定期為之，針對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及終身學習機構之終身學習推動情形，加以評估成效，並可

進行跨年度之追蹤比較，進而形成我國終身學習成效評估資料庫。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終身學習機構應根據終身學習成效評估之結果，

形成有效的改善計畫及機制，進而加以改善之。 

    （二）表揚終身學習成效績優單位：針對終身學習成效評估結果

之績優單位及個人，給予獎勵並公開表揚。彙整終身學習推動成效績

優單位及個人之優良事蹟及最佳實務，形成專輯、媒宣資料，並加以

報導及推廣，俾以發揮標竿學習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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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培養專業人才 

方案 2-1 培養各類終身學習專業人員 

一、定義內容 

    人才是社會的重要資產，終身教育人才之培養乃為建構學習社會

的要素。所謂培養專業人才係指培訓各種推動終身學習方案的專業人

員，於公私部門推動終身教育。 

二、推動理由 

    終身學習之推動應遍及社會各個層面與場域。為促使終身學習之

推動能夠積極發揮成效，需要廣泛在各領域與場域積極培養終身學習

專業人才，進而促進終身學習的推展更加專業化、精緻化與優質化。

各國在終身學習專業人才之培養，向來不遺餘力，且有日愈重視之趨

勢。我國目前在各類終身學習專業人才之培養，則有待迎頭趕上，進

而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研議逐步建立終身學習專業人員認證制度：我國可參照韓

國終身教育師之培養制度，經過系列終身教育專業課程之培訓與實作

考驗，給予專業人員認證，並鼓勵相關終身學習機構，如家庭教育中

心、社區大學和高齡學習組織或機構等優先予以聘用，再逐步推廣至

社教文化機構和各級學校。 

    （二）培訓公私部門終身教育推動人才：為提升我國政府機關之

終身學習，允宜廣泛培養政府機關終身教育推動人才，為促進公務員

終身學習之推展而貢獻力量；其次，亦有必要培養企業終身教育推動

人才，俾使終身學習的理念與實務，得以在企業扎根與深耕。再其次，

仍有必要積極培養非營利組織終身教育推動人才，俾以有效推動非營

利組織終身學習之發展，進而促進非營利組織之持續優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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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2-2 提升各類專業人員的終身學習素養 

一、定義內容 

當前各行各業重視專業化的服務，因此各類專業人員不論職前的

專業訓練，還是就業後的在職進修需求，都受到高度重視；不少專業

領域人員更要求專業繼續教育。例如各級學校教師、高齡社會需要的

健康照護人員、活動規劃人員，都是其中的類別。強化這些人員的終

身學習素養，係指建立終身學習的基本觀念，參與各種正式及非正式

的進修研習活動，以及培養不斷精進專業、拓展服務能力的終身學習

習慣。 

二、推動理由 

    在一個講求專業服務的社會，不斷提升專業服務品質是大家的期

待。因此，專業人員在服務過程中必須繼續吸收新的資訊、與同業人

員持續互動研討以增進專業知能，或是根據所面對的問題研擬解決方

案，而透過個人學習、團隊學習或組織學習，都是必要的方式與策略。

例如各級學校教師參加各種進修研習；健康照護人員，參加相關的專

業學會或協會，獲得各類專業資訊，參與合作辦理的研習及研討會活

動，以及進行參訪交流或專案研究課題，對於健康照護的專業知能必

可逐步精進發展，克服各項問題及難關，達到敬業樂業及提升專業服

務品質的理想願景。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提升各級學校教師推展終身學習專業能力：根據聯合國終

身學習的 5 大面向，包括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發展、學會共同

生活、學會改變等，各級學校教師可根據以上5大核心終身學習素養，

進一步參與相關終身學習培訓與增能，以提升其終身學習教學知能。 

（二）鼓勵專業團體透過網站提供新知訊息：政府鼓勵專業團體

透過網站、社群及其他相關管道，提供該專業的新知、出版及活動訊

息，以利學習。 

（三）政府與專業團體合作辦理專業成長活動：政府與專業團體

合作，辦理專業研習或研討會，提供成員相互討論及交流經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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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府鼓勵專業團體與國內外組織合作，進行觀摩參訪，達到標

竿學習效果。 

（五）鼓勵專業團體服務、學習及專案研究：政府應建立機制，

鼓勵專業團體及其成員參與服務、學習及專案研究，提升其專業知能

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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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擴充學習資源 

方案 3-1 強化特定族群終身學習補助機制 

一、定義內容 

    成人及高齡教育對象差異極大，不論年齡、性別、身心狀況、社

會經濟及種族等均有所不同，因此，有必要因應其特殊需要提供適合

的學習方案及鼓勵措施，以促進其參與學習的機會。例如身心障礙對

象、需要社會福利支持生計的對象，都是需要給予特別安排的鼓勵學

習設計。強化特定族群終身學習補助機制，係指針對參與學習有障礙

需要特別安排的族群，提供其各類適合的補助方式與策略，包括經費

補助、交通住宿、學習設備、就業輔導等。 

二、推動理由 

    終身學習為全民的需求，強調人人學習、時時學習、處處學習、

事事學習，然而從我國成人學習參與率調查及實際輔導的情形看來，

參與率約僅 36%，與先進國家 50%尚有一段差距，可見仍有提升空間。

為彌補此種落差，各國皆有補助特定族群對象的作法；且由於經費資

源有限，無法普及到所有人，爰給予特定對象積極之差別待遇。所以，

對原為依賴對象的族群，經由教育學習與訓練後，不僅可以更加自立，

還可以習得助人及就業能力，具加倍效益。經過精心的支持性設計與

規劃，可以讓這些特定族群因著終身學習機會的獲得，如同向上爬升

的鷹架，逐階逐步往前進，邁向人生嶄新的旅程。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鼓勵訂定特定族群對象學習補助計畫：為普及終身學習機

會，並考量不同族群、文化、經濟條件及身心狀況對象之特殊性，依

其學習需求，各級政府可以訂定補助特定族群對象、補助額度及補助

期間，根據其參與學習之障礙情形，連結合作夥伴機構，成為策略聯

盟單位，整合政府及學習機構資源，鼓勵及協助個人突破障礙，提升

參與學習比率。 

（二）獎勵雇主提供特定族群學習機會：雇主配合政府政策，針

對需要參與學習員工，提供有薪學習假，政府則提供企業獎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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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勞動部等相關單位合作規劃特定族群學習方案：由教育、

社政、勞動等相關單位合作，共同規劃有助於特定族群對象的學習方

案，分別提供學習費用補助、生活費及就業再設計。 

（四）獎勵參與輔導特定族群學習單位：大學等各類提供終身學

習機構可接受政府委託，成為策略聯盟單位，針對其輔導對象，建立

長期追蹤參與率、學習效益的發展檔案。政府可透過獎勵和表揚方式，

鼓勵專業團體參與輔導接受補助之特定族群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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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3-2 鼓勵民間組織推展終身學習活動 

一、定義內容 

    目前社會組織的性質，主要為政府及民間組織，政府的層級運作

隨處可見，公權力的影響亦相當明顯。但遍布於社會的民間組織，是

一股不可忽視的力量與資源，尤其是藏富於民的現代社會，善用民間

組織的力量與資源，共同推展終身學習活動乃勢在必行。鼓勵民間組

織推展終身學習活動，係指政府透過相關鼓勵措施之規劃設計，以吸

引民間組織參與，共同推展終身學習活動。 

二、推動理由 

推展終身學習活動是政府的責任，然而政府經費及資源總是有限，

終身學習活動需求既廣泛也繁多，必定是供不應求。因此，政府有必

要透過相關鼓勵設計吸引民間組織參與，共同推展終身學習活動。例

如相當多企業及基金會有經費及人力物力資源，可以出錢出力；很多

專業學會等組織團體，有專業人力及相關資源，可以提供學習方案及

協助成員進行終身學習。所以，透過政府的鼓勵民間組織參與是眾志

發展終身學習活動的良方，讓全民終身學習的理想願景能夠實現。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訂定民間組織參與推展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辦法或相關計畫：

各級政府可以盤點能夠參與的民間組織，以訂定鼓勵其參與推展終身

學習活動之實施辦法或相關計畫。 

（二）鼓勵企業提供學習者經費及資源：鼓勵企業組織配合政府

政策，提供需要參與學習者相關經費及資源，政府則給予企業表揚。 

    （三）獎勵民間組織規劃特定族群對象學習方案：針對民間組織

特性，鼓勵其共同規劃有助於特定族群對象的學習方案，並提供支持

系統及獎勵措施。 

（四）鼓勵大學與民間組織合作推展終身學習活動：連結民間組

織與大學等提供終身學習機構，成為策略聯盟單位，簽訂合作契約，

協商辦理內容及學習方案，以建立 3-5 年長期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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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3-3 推動各類學習型組織 

一、定義內容 

    推動各類學習型組織涉及學習型家庭、學習型學校、學習型社區、

學習型政府、學習型企業、學習型非營利組織……等等。 

二、推動理由 

    學習型個人與學習型組織乃為學習社會的構成要素，當各類組織

均能轉化成為學習型組織，方能有效達成學習社會之建構。為促進與

鼓勵各類學習型組織之發展，推動學習型組織可提供各組織推動組織

學習之參考，進而成為優質化之學習型組織，促進組織成員及整體組

織之精進發展。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推動各類學習型組織：推動各類學習型組織涉及學習型家

庭、學習型學校、學習型社區、學習型農村、學習型政府、學習型企

業、學習型醫院、學習型圖書館、學習型非營利組織……等等。為促

進各類學習型組織之發展，首需積極培養學習型組織領導人及種子教

師；其次鼓勵及輔導各組織建構學習型組織；再則辦理各類學習型組

織研習營及工作坊；最終則將各類學習型組織推動成果與最佳實務加

以普及推廣。 

（二）強化學習型組織國際交流：積極與國際社會交流學習型組

織的推動經驗及成果，並建立學習型組織的國際網絡關係，一方面汲

取各國之成功經驗，另一方面則將我國經驗躍上國際舞臺，進行分享

與交流，創造多邊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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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供多元管道 

方案 4-1 加強支持個人學習的環境及機制 

一、定義內容 

加強支持個人學習的環境和機制係指提供符合學習者需求之課

程計畫活動與諮詢服務網絡。含推動終身學習送上門方案，及提供成

人學習者資訊、諮詢和輔導，「提供資訊」係指提供學習的相關訊息；

「提供諮詢」指透由特定人員協助學習者瞭解資訊，探討可能的學習

選項；「提供輔導」則由特定人員給予學習者個別的支持。過程中同

步蒐集學習者需求的資訊，回饋給終身學習辦理單位，形成支持個人

學習的環境和機制。 

二、 推動理由 

  為提升終身學習的深度、因應 M 型社會，及促進社會包容與和

諧，推動成人終身學習必須充分回應學習者需求、觸及潛在學習者，

有必要以提供國人完善的支持個人學習的環境，採更積極、多元，以

及客製化的學習服務措施。英國政府規劃和建立完善的成人學習諮詢

與輔導網絡，在 2005 年的就業技能白皮書中，將「資訊、諮詢和輔

導」納入重要的政策議題，並且出資規劃和建立完善的成人學習諮詢

與輔導網絡，方便需要個別化服務的成人。此外，還培訓兼具「諮詢

與輔導」、「社會情感的支持」、「設立目標和解決問題」技能的成人學

習輔導工作者，可供參考。 

三、 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建立推動支持個人學習的環境或方案：將提供成人學習諮

詢服務網絡工作項目納入各項終身學習計畫；中央各部會和各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建立與公私部門的伙伴關係，並建立終身學習相關資

料庫，含建置數位學習方案與課程。 

（二）強化終身學習機構之諮詢功能：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補助既有的終身學習機構辦理區域性成人學習諮詢工作，透過專線、

面對面、網路諮詢等方式，支持個人學習，並同步蒐集學習者需求等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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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終身學習主題式課程或教材：針對某些長期發展議題

或即時性的主題，建立「主題式學習」設計，發展易懂、易學之自我

學習教材。 

（四）啟動真人圖書館服務並推廣社區數位學習：結合各縣市圖

書館所和社教機構等終身學習資源，推動「真人圖書館」服務方案，

鼓勵學習的實體互動與體驗；發展終身學習推廣主題展之「胖卡車」，

巡迴偏遠社區和公園等定點，進行社區教育或學習議題推廣。 

（五）從事成人學習諮詢服務相關研究：可委託相關學術機構或

研究單位協助，包括：定期評估成人學習諮詢服務工作之成效；拓展

成人學習諮詢服務工作的內涵與作法，並探究推動適合各地區發展之

彈性多元模式，以提供完善的學習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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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4-2 強化家庭及各場域的代間學習 

一、定義內容 

家庭及各場域代間學習係指不論在家庭或社會方面，不同世代的

人群能藉由有意義的學習與互動，增進彼此的了解和尊重，一起進行

互惠行為與服務，經驗傳承或延續社區傳統文化等，以達成家庭與社

會的世代融合。 

二、推動理由 

由於社會的快速變遷，導致不同世代的人們擁有差異極大的經驗

和價值觀，造成家庭內的不同世代產生溝通上的隔閡，而且社會上年

輕世代和年長或高齡世代也往往在現有制度與資源衝突中，產生敵對

或仇視的現象。終身學習四大支柱之一是學會共同生活，終身學習不

只注重生命全程，也要顧及全領域的學習，而促進代間融合的方案，

乃被視為終身學習的重要策略之一。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提升家庭代間關係，推展學校代間教育方案及師資培訓：

鼓勵學校訂定代間學習的實施原則，規劃學生為社區高齡者提供服務

方案。此外，鼓勵中小學和大學辦理高齡志工培訓，或招募高齡者、

退休教師擔任社區聯絡員或代間輔導員，媒合學校與高齡志工，共同

推展學校、家庭和社區教育等相關議題的學習。 

（二）推動社區的代間薪傳與代間教育：鼓勵年輕人與高齡者共

同學習與技藝交換，高齡者傳承其技藝與經驗，年輕人帶來創新與創

意的思維並向高齡者學習，透過此模式提供彼此共享、共創、共伴的

機會，例如教育部鼓勵樂齡學習中心、文化部鼓勵文化館所、原民會

及客委會藉由文化健康站、伯公照護站辦理社區代間教育及薪傳活動。

此外，並加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將代間教育核心概念融入相關活動或

課程實施，擴展世代交流之機會。 

（三）鼓勵企業辦理職場代間體驗學習：徵求企業及機構招募資

深員工進行代間體驗學習人才培訓，補助企業單位辦理多梯次的一日

代間體驗方案，讓員工家庭成員進行代間學習；另可以補助事業單位

與中小學合作，辦理班級式的代間體驗學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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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4-3 強化補習學校課程架構、師資及教材 

一、定義內容 

    依據國民教育法，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之國民應接受國民補習教

育，而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中，針對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之課

程、教學、授課方式、畢業條件等，均有規範，然而，國民補習學校

之課程標準從 1996 年公布迄今，已逾廿幾年，在面對終身學習的時

代，以及補校對象的多元化，有關補校課程、師資、教材等方面，均

有調整的必要。 

二、推動理由 

    國民補習學校課程標準基於以下 6 項理由需要調整：（一）回應

我國社會變遷的成人終身學習多元需求；（二）因應補校受教學生對

象的多元化，新住民和高齡者漸多，且不識字之人口特質亦在改變；

（三）秉持課程連貫統整之精神，配合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之調整；（四）因應終身學習機構的多元趨勢，社區大學、樂齡學習、

非正規學習認證已經非常多元，補校課程及法規等，亦應調整。 

（五）強化國民中高齡及高齡者終身學習能力，提升國家人力素質；

（六）補校課程綱要之核心理念為「以人為本、生活連結、實踐導向」。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修訂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及相關法規：因應終身學習相關趨

勢的改變，以及目前補校相關課程內容的調整，國民補習學校附設在

正規教育系統中的作法需要調整，一方面讓正規學校的學習可以整合

連貫，一方面也讓真正的終身學習者可以彈性多元的學習，因此，無

論是在課程、教學、學習評量、畢業標準等等相關的法條，均需要研

議修正。 

    （二）編輯補習學校教材：關於國民補習學校的教材，需依照國

民識讀標準的學習目標，編寫和出版相關教材。另外，此教材之編寫

依據，亦應與國民識讀標準的架構與內容進行連結。 

    （三）培養補習學校師資：當前述補習學校法規進行修正之後，

教材的編輯與出版是當務之急，緊接著補習學校師資的培訓也需要加

以落實，因此，未來補習學校相關師資之研習，應該及早規劃，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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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終身學習的理念、課程、教學，以及成人高齡者的身心發展與生

涯規劃方面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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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推動跨域合作 

方案 5-1 推展永續發展學習、培養環境公民 

一、定義內容 

    根據聯合國對永續發展教育提出的定義，係指要培養社會大眾提

升其環境和倫理上的覺知、價值與態度、技能及行為等，始能有效地

參與永續發展的政策決定與具體行動。因應國際趨勢行政院國家永續

發展委員會已於 107 年底通過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共計 18 項核心目

標及 143 項具體目標，並於 108 年 7 月發布 336 項對應指標，希望能

從政策到具體行動來落實環境、經濟與社會的永續發展。 

二、推動理由 

    近年來氣候變遷帶來人類社會鉅大的挑戰，推動永續發展教育已

是刻不容緩的議題。永續發展的挑戰不僅在環境生態保護的意識提升，

更要從生活面向如環境規劃、住宅設計、消費習慣、節能行動等從事

觀念與行動變革。因此永續發展教育除了在各級學校教育實施外，還

須以社會大眾為學習者，推動公私部門合作，建立一套永續發展的終

身學習機制。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強化永續發展教育於正規教育：將永續發展教育的內容規

劃成各級學校的教材，透過教師研習將永續發展教育知識和技能教導

給學生，並納入學校之社會責任，如大學社會責任。 

    （二）推動友善環境生產鏈的永續發展學習：在永續發展教育理

念下，國民應學習友善環境的知識和觀念，導入永續發展的環境意識，

以及惜食及食農教育的觀念，並將此種觀念從各產業內部教育普及到

一般公民的環境永續教育。 

    （三）辦理社區永續發展人才培訓：鼓勵終身教育機構開辦永續

發展教育之人才培訓，提升社區民眾永續發展的環境意識，具備永續

發展的公民素養。 

    （四）結合企業推動永續發展人才培訓教育活動：透過獎勵方案

與資源整合協調機制，倡導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發展人才之理念，並

鼓勵企業辦理各類永續人才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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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鼓勵推動永續發展的社區學習：鼓勵地方政府以鄉鎮層級

辦理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的社區學習方案，以產官學策略聯盟或公私合

作的學習型組織，共同進行永續的地方創生方案，使民眾學習海洋教

育和山林教育的知識，學習我國能源現況認知及在地與生活化能源議

題及節能行動方案，學習有關流域及水資源的知識，能對生活周遭的

溪流、灌溉溝渠以及水壩建築對環境的衝擊進行反思，學習地方文化

資產保存與維護知識，強化地方文化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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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5-2 整合高齡友善學習環境與資源 

一、定義內容 

我國迎接超高齡社會的來臨，跨部會的政策實施皆需納入高齡友

善的思維。國際衛生組織曾推動高齡友善城市的政策，橫跨交通、住

宅、社會參與、社會包容、就業、資訊及健康等服務皆要提出友善全

齡的規劃。為了讓高齡者的社會參與和學習權受到保障，教育部門要

整合資源打造高齡友善的學習管道，為了促進高齡者人力開發與就業，

企業和社區亦需強化其高齡友善的理念與行動。 

二、推動理由 

    整合友善高齡學習資源主要在呼應教育部提出的高齡教育中程

發展計畫，也是強化衛生福利部實施高齡友善城市政策內涵。高齡友

善資源整合強調跨部會的合作，鄉鎮層級衛生所正積極推動高齡友善

社區方案，而本方案則希望透過終身學習協助友善高齡的人才培訓，

同時鼓勵社教機構、企業、社區執行高齡友善學習方案，促成高齡者

生命活力再造、持續在企業和社區做出貢獻等具體行動。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建構高齡友善學習環境：邀集學者專家進行研究，提出適

合我國的高齡友善學習環境的評估指標。學習環境包含區域內的服務

是否符合高齡友善的尊老親老之軟硬體環境。 

    （二）開發社教及文化館所之高齡友善學習暨服務方案：迎接超

高齡社會，眾多高齡友善之學習方案仍待開發，可補助社教及文化館

所等機構研發高齡友善的人才培訓，使高齡人才投入如活化高齡者記

憶、延緩高齡者失能、貢獻社區的行動。   

    （三）持續擴充高齡學習資源：持續研擬各期高齡教育中程發展

計畫，培養高齡教育專業人才，推動高齡跨域合作，整合高齡學習資

源，提升高齡教育量能，並開創高齡人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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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5-3 強化跨族群與跨文化學習 

一、定義內容 

此處所指稱的「族群」係指不同性別、世代、種族，以及宗教等

背景者，由於處於不同的群體，均有其獨特的價值觀和文化。透過強

化族群與跨文化的學習，不僅可以打破隔閡，更可以協助學習者建構

個人的主體性、促進彼此的相互認同，進而達到族群共存共榮的境界。 

二、推動理由 

我國是個移民社會，這土地上有漢人和原住民等多元族群，20 世

紀末以降，隨著跨國婚姻移民的加入，更增加人口組成的多元豐富性。

在全球化的浪潮中，人口移動是必然的趨勢，然而，也帶來了多元的

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因文化差異所致的隔閡或誤解，可能成為彼此衝

突及阻礙社會的進步的絆腳石。因此，有必要培養公民成為兼具多元

視野，並能與不同群體互動的終身學習者，進而發揮促進社會改革的

行動力。 

三、 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強化終身學習實務工作者跨文化知能：於各類培訓課程中，

提供終身學習實務工作多者多元文化生活體驗；建構實務工作者討論

分享的對話平臺/社群，以及提供各種背景者參與推動終身學習的機

會。  

    （二）強化學習方案及課程含括多元文化議題：將各族群背景的

經驗和觀點納入學習內容；採主題或融入式課程設計，以及提供學習

者機會，以進行對話、分享與討論等。 

    （三）厚植全民多元文化知能：辦理多元文化議題講座、課程和

活動；運用各種媒體破除族群刻板印象，以及結合各種團體，辦理族

群相關的多元文化教育之通識性講座和族群體驗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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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加強國際交流 

方案 6-1 推動國民識讀標準 

一、定義內容 

    識讀的內涵是變動的、相對的，隨著時間的累積，其基準會逐漸

提高。國民識讀標準係指國民在當代社會生活中所需要的讀寫算或識

讀技能。隨著各國社會文化的發展，「識讀」一詞已經被等同於「核

心/關鍵能力」。十二年國教的素養導向教育就是借用 OECD 的「能力

的定義與選擇：理論與概念基礎」概念架構，涵蓋 3層面共 9項的關

鍵能力。就此而言，國民識讀標準的界定、方案的開發及相關課程與

教材的規劃實屬提升國民關鍵能力的基礎工作。 

二、推動理由 

    世界先進國家均從國家競爭力角度思考識讀的重要性及其標準，

除前述 OECD 國家的概念架構外，加拿大強調職場識讀；美國「裝備

未來計畫」16 種核心技能彰顯 21 世紀的工作者、父母和公民所需的

知能；歐盟執委會的《終身學習關鍵能力：歐洲參考架構》，明確界

定終身學習的 8大關鍵能力。為了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或者具有相似

的國家競爭力，我國也必須落實和提升國民識讀標準。 

目前我國只有成人教育調查統計，並沒有國民識讀標準，成人識讀教

育目前被架構在失學民眾國民補習教育政策之中，缺乏以成人為本位

的整體思考。事實上，國民識讀標準的建立至為重要，因其涉及成人

識讀教育目標的設定，及後續方案與教材教法的規劃等，涉及國民整

體素質之提升。 

三、 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研擬國民識讀標準：邀集跨領域人員及相關團體，研擬國

民識讀標準，作為後續政策制定的基礎。並逐步發展成人識讀量表，

進行全國性的成人識讀調查，以提供長程的比較性資料。 

    （二）運用國民識讀標準，進行相關研究：開發並從事日常生活

各種主題（食衣住行育樂）的識讀方案和教材教法，並且進行跨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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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究各種識讀教育的成效及其教育方案的可行的模式及相關因

素等，作為了解教育介入成效與後續政策制定的參考。 

    （三）根據國民識讀標準，訂定相關終身學習課程及教材：國民

識讀標準訂定之後，各終身學習機構可以據以針對不同對象之特性與

需求，規劃和設計相關課程與教學教材，進一步提升成人學習之質與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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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6-2 持續推動學習型城市及其國際交流 

一、定義內容 

    根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學習型城市是一個能有效動員

各種資源以提升教育體系的全面學習機會、活化家庭與社區學習、促

進職場學習、擴展現代學習科技、提升學習品質以及創造充滿活力的

終身學習文化之城市，進而強化個人能力、社會融合、經濟發展、文

化繁榮與永續發展。」持續推動學習型城市係指促進我國各城市鄉鎮，

均能轉化提升為學習型城市；學習型城市國際交流則是指我國與各國

的學習型城市交流及合作夥伴關係之建立。 

二、推動理由 

    學習型城市的推動已然成為當前國際終身學習之主要趨勢。無論

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或是歐盟均積極推動學習型

城市以促進全民終身學習與學習社會的永續發展。我國往年已有推動

學習型城市試辦計畫，雖已有逐步累積成果，然囿於經費及人力之投

入不足，以致尚無法在我國各地全面深化學習型城市之開展。未來為

充分與國際接軌並考量在地發展需要，有其必要持續且積極推動之。 

三、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持續推動學習型城市：為持續推動學習型城市，政府允宜

大力支持經費及資源、落實全國領航計畫辦公室之建立及輔導機制、

積極培養學習型城市推動人才、發展在地推動模式、舉辦終身學習節、

建立成效評估機制、強化媒體行銷及推動成果彙整。 

    （二）推動學習型城市國際交流：積極參與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國

際學習型城市大會及 PASCAL 學習型城市年會，汲取各國成功經驗，

並將我國經驗推上國際舞臺。積極與各國學習型城市建立夥伴關係並

加入國際學習型城市網絡組織。此外將我國成功之推動經驗發表成英

文版論文及報導，強化國際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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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6-3 培養終身學習體系英語人才並促進國際化 

一、定義內容 

    終身學習體系英語人才培養的對象係指終身學習推動單位和及

各終身學習計畫承辦單位之工作者和志工。雙語化係指營造友善的雙

語學習環境，包括政策文件、檔案及網站等雙語化，並辦理各種活動

提升民眾的英文能力。以上雙語包含中文和英文兩種語言。然而，在

其他終身學習系統上，為達到國際化的水準，可以逐步建構多語化相

關資訊環境。 

二、推動理由 

    行政院為提升國家競爭力，鼓勵培養英語人才，並促進就業機會，

乃結合相關部會資源，共同推動「2030 雙語國家發展藍圖」，以「厚

植國人英語力」與「提升國家競爭力」為兩大政策目標，並由各部會

配合訂定相關推動策略。 

三、 建議作法 

承上述，建議作法如下： 

    （一）培育終身學習推展人員英語能力：強化所屬博物館、圖書

館等雙語服務及英語導覽人員(含志工)英語能力；強化辦理終身學習

計畫之民間團體的英語力。 

    （二）推動終身教育官網和資訊國際化：含終身學習相關文書、

重要業務之公開資訊。 

    （三）推升終身學習推動單位之雙語服務和英語學習機會：增加

國立教育廣播電臺之英語節目；強化櫃檯英語服務、宣導措施雙語化，

以及服務專線之英語服務；各終身學習推展單位開設生活英語課程；

運用數位資源和科技營造學習環境。 

    （四）促進終身教育體系國際化：辦理學術和實務之國際交流活

動，以及協助推展終身學習單位將其推展成效撰寫成英文或其他國際

主要語言，以利於輸出我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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