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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急遽變遷，知識與資訊迅速澎脹，人們或是為學習適應社會變遷的
生存知能、或是為精進職業上的專業知識、或是為規劃生涯發展、或為追求自我
實現、或為瞭解生命的意義、或為關懷社會(或社區)的歷史、文化、生活及公共
事務、抑或是其他的動機，人們必需持續地學習且終其一生都需要學習，唯有建
立一個「學習社會」(learning society)，才能充分提供社會大眾各種學習機會，
因此，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社會是臺灣未來教育的遠景，也是教育改革的方針。顯
然的，臺灣正積極地邁向「終身學習社會」發展，為落實終身學習的理想，一個
「終身學習社會」應提供多元的教育資源及管道，大學推廣教育是為其中的一
環，大學如何調整由傳統「象牙塔」的菁英教育走向終身教育的理念？

我國大學推廣教育雖然行之多年，但是直到目前社會大眾對它的認知尚無一
定的準則，直到目前為止，各大學辦理推廣教育呈現多樣化，但是否合乎教育理
念？一直是學者探討的主題。過去幾年許多學者也曾想藉由學理的探討，企圖對
大學推廣教育定位，但是，學理上的探討，各有不同的論點。同時在執實際的執
行上，目前各大學辦理推廣教育也是呈混亂的局面，甚至沒學理的基礎。特別是
前年大學推廣教育法通過，各大學積極辦理各種推廣教育計畫之際，實有必要檢
討社會大眾對大學推廣教育的一些迷思，本文即是以「學習社會」及「終身教育」
理念為基礎架構，釐出幾項準則（criteria），然後再根據確定的準則，蒐集大學
推廣教育的實際推行的情況，對大學推廣教育提出批判。

本文所釐出的的主要準則為：(1)大學推廣教育的內涵；(2)大學推廣教育與
校內外各種教育資源的連結；(3) 大學推廣教育服務對象及服務原則；(4) 大學
推廣教育的課程與教學的主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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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extension education develops its educational principles
upon the idea of “Learning Society.”  The idea of learning society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at being attendant upon modern societal changes
and/or the contingent expansion of knowledge, every person has to
continuously learn, as well as the society has responsibilities to provide
adequat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University extension, in
a learning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ose who are in urgent need
of learning to access to th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While
facing with the clientele amidst differentiation of ages, sexes and levels of
formal education, university has to deliberately plan varying educational
approaches which are independent from its traditional ways of academic-
oriented.

   This research, therefore, intends to applied “criticism” evaluation
method to examine the existing programs of university extension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to judge the quality and the meanings of the programs provided by
university extension.  The procedure of the criticism evaluation in this
research is included three steps: (1) setting criteria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identifying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extension based on
the rationale of learning society; (2) gathering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criteria
set in the above step: illuminating the perspectives of all programs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extension; and (3) judging the quality and meanings of university
extension by means of comparing the gathered information with the criteria.
Throughout literature review, this research identified sets of criteria: (1) the
significant values of the university extension; (2) the linkage of the resources
within the university and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outside society; (3)
availability of the accesses to which that the targeted clientele reach; (4) the
governance of the extension programs.

   



大學推廣教育的批判

一、問題緣起

處於目前急遽變遷的社會中，創新科技與資訊迅速膨脹，不僅日常生活方式
改變了，而且工作、休閒及文化活動的結構也深受衝擊。人們必需持續地學習，
且終其一生都需要學習。為了滿足民眾持續追求新知的需求，我們的社會必須建
立一個「學習社會」(learning society)。教育部於 87 年公布「邁向學習社會白
皮書」(教育部，民 87 年 3 月) ，以我國邁向開發國家的挑戰，提出終身教育的
願景以及推行的途徑及行動方案，企圖整合各種教育資源及管道，推行終身教
育，大學推廣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大學如何調整其傳統「象牙塔式」的
菁英教育而走向終身教育的理念？

我國大學推廣教育行之多年，但社會大眾對它的認知，尚無一定的準則，因
無法源之依據，嚴重地影響了大學推廣教育的理念及精神(大學教育改革促進
會，民 82: 47-48)，直到教育部於 86 年 5 月，正式頒佈「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有了法源依據之後，在短短不到二年的時間內，各大學各以不同的理念及
多樣化的課程進行推廣教育工作。基本上，目前大學推廣教育大致上可分為三大
類，第一類是大學夜間部，根據教育部頒佈的「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教育
部，民 86 年 5 月 7 日)，大學開始將夜間部定位為推廣教育，稱為進修推廣教育
學士班(八十六學度北區進修推廣教育學士班聯合招生委員會)。第二類是屬於非
學分班的短期課程(教育部，民 86 年 5 月 7 日)，各校各系所依其特長，開設了
許多課程包括了美食、餐飲、服裝、室內設計、金融與貿易、生活與休閒、各種
外國語文、電腦與資訊、藝文修習(文學、美術、鄉土認識)、法律、稅務、證券、
代書等等，(許多大學在「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頒佈之前，即已開設此類課
程)。第三類則是學分班(教育部，民 86 年 5 月 7 日)，包括學士學分班及研究所
學分班，學員考試及格即發給學分證明，若考上各系所，其所修學分可以酌予抵
免。另有兩類獨立於一般大學推廣教育，其中一類即是全國五所設有農學院的大
學或科技大學所辦理農業推廣教育，為所屬轄區的農民提供許多有關農業、農家
生活及鄉村社區發展的知識與技術服務；另一類則為僅有非常少數的大學大學辦
理漁業推廣教育，提供漁民各種教育服務工作。以上說明了各種推廣教育課程，
這些課程是否能夠落實「學習社會」或「終身教育」理念？

大學為實現「學習社會」的重要教育機構之一，本研究即是企圖，釐清以「學
習社會」理念為基礎架構（rationale）的大學推廣教育特質並據此特質為準則1，

                                                
1 「學習社會」的概念於赫欣斯提出之後，隨著社會變遷，在「知識必需應用」以及「社會在進

步」的情況下，不論中外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在不同時空的成人教育情境內，對「學習社會」
有不同的看法與做法，導致「學習社會」的內涵隨至今仍然不定型、有時，甚至混淆不清，
因此，它被認為是一迷思、是一種理想，更進而被質疑它的可行性。特別是教育部去年頒
佈的白皮書，也將「學習社會」視為願景，雖有不少學者直接提出可行的途徑（楊國賜，
民 87，黃富順，民 87 年 b，魏惠娟，民 87），但亦有學者認為建構「學習社會」的指標，
才可能檢視其推行的結果（胡夢鯨，民 87b），有學者認為學習者的學習權被重視，「學
習社會」才可行（王政彥，民 87），雖然「學習社會」的內涵及特質尚待釐清，本文因僅
探討大學推廣教育且創始者赫欣斯的學習社會的理念曾在芝加哥大學推行，因此僅就大學
推廣教育以「學習社會」理念為基礎的特質，加以鑑定探討。



蒐集目前各大學辦理推廣教育的實況及結果，提出批判。

批判(criticism)是一種評估的方式(Eisner, 1977, 1984; Kelly, 1978, 1980;
Smith, 1981; )。雖然有不同學者從藝術、文學、影劇及後設批判的觀點提出教
育批判，基本，批判是一種闡明的藝術(the art of disclosure)(Eisner, 1977:347;
1985:219; Kelly, 1973)，若將批判用之於教育，其目的是將教育事件(events)的
重要特質展示出來，並根據這些重要特質判斷此教育事件的意義及方向(Eisner,
1977:348& 352; 1985:217; Kelly, 1978:114-116; Smith, 1981:266-268)。基本
上，教育批判包括了描述(descriptive)、詮譯(interpretive)及評鑑(evaluative)等
三個連續的層面(Eisner, 1977:345; 1979:15-16; 1985:229-238; 1991:89-103;
Kelly, 1978:115-116)。在描述層面，批判者以概念或意象(image)表示一個教育
事件的特質(Eisner, 1985:226-228;1991:89-95; Kelly, 1978:116-117) 。接著，
在詮譯層面，批判者說明此教育事件發生的實況及結果，並且應用適切的理論去
解釋此教育事象(Eisner, 1985:230-233;1991:95-98; Kelly, 1978:117-125)。最
後，在評鑑層面，批判者(研究者)判斷此教育事象的真正涵義(meanings)(Eisner,
1985:233-235;1991:98-103; Kelly, 1978: 126)。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1) 釐清大學推廣教育以「學習社會」理念為基礎架構的特質（作為本研究
的準則）

(2) 探討目前各大學推廣教育的實況和結果，解釋說明我國大學推廣教育目
前發展的情況

(3) 根據前述(1)與(2)的比較，判斷我國大學推廣教育的素質與其意義

(4) 根據(3)的結果，建議未來大學推廣教育的規畫方向

三、 文獻探討

前面曾說明本研究以「學習社會」理念為基礎架構，然後釐定大學推廣教育
的特質，以此特質作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準則。文獻探討說明如下：

「學習社會」理念的基層架構(rationale)

學習社會(learning society)的理念始於 1968 年，由當時芝加哥大學校長赫
欽斯首先提出(Hutchins, 1968:115-123; McNeill, 1991:51)，培養學生具有獨立
自由思考以及批判的能力(Hutchins, 1968:115-123)。以此為基礎，具備繼續學
習的能力，並能作價值的轉變(Hutchins, 1968:168)，才能實現「學習社會」的
理念(Hutchins, 1968:151-168)。赫欽斯預期的「學習社會」具有兩種意義：(1)
培養學習者的基本學識與思考推理能力、(2)提供各種學習資源與資訊，俾使社
會民眾終其一生都有繼續學習的機會，並能作有意義的學習及價值轉變。前者是

                                                                                                                                           



為正式的學校教育，而後者可在任何正式學校或非正式學校機構裡繼續進行。赫
欣斯的「學習社會」包含了博雅教育、基本學識的培養以及終身教育(學習)等三
項基本理念。本研究藉此三項基本理念以及三者間互動所產生的特性，並引用與
三項理念相似或相異的一些學理基礎，說明大學推廣教育以「學習社會」理念為
基礎架構(rationale)的一些特質，茲說明如下：

(一) 大學推廣教育的內涵

欲說明大學推廣教育的內涵，還是要追溯它的源由：英美兩國於十九世紀中
期推行推廣教育之情況以及之後的發展情況。

回顧英美兩國大學推廣教育的發展情況，可知英國是由博雅教育走向實用
(職業)且與博雅教育並重，而美國方面則是一般州立大學由實用走向實用與博雅
教育並重的教育內容，但是，不論是英國或美國，其所具有悠久歷史的著名私立
大學，都是以博雅教育為主要的課程。而隨著工商業的發達，外界對實用科技及
工商專業知識的需求量增加，當實用知識需求增加時，私立大學是否能維持博雅
教育？乃是一個重大的考驗(蘇雅惠，民 84: 392-396)。

國內大學推廣教育直到最近幾年才上軌道，目前大學推廣教育規劃的課程，
以實用課程為主，其主要有五個因素：(1) 社會民眾對科技、工商及各種專業教
育的需求增加、(2) 政府及私人企業期盼提昇科技專業人才的素質以增加生產
力、(3) 政府及私人企業對行政人員之管理能力的需求提昇、(4) 政府有關單位
提供大量的經費支援這些教育課程(亦有少部分私人企業提供經援)、以及(5) 各
大學在自籌經費的壓力下，提供有市場價值的實用課程以招攬顧客(蕭崑杉，民
85: 2；蘇雅惠，民 84 年: 255)。於此情況之下，有關人文薰陶及獨立思考能力
的培養、社區的關懷的教育活動，不被重視。大學兩個文化（博雅與實用教育）
之兩難問題（金耀基，民 72; Snow, 1963 ; Allen:1988），也同時在大學推廣教
育的課程內發生。

從以上的回顧中，可看出影響臺灣大學推廣教育內涵與品質的主要因素為：
(1) 政府的干預（經費及法源的根據）、(2) 外界社會中一般民眾對繼續教育的需
求與期望，以及(3)大學本身對學術及教育的執持（包括主管與有關工作人員的
需求與企望）(蘇雅惠，民 84: 396-397，蔡秀美，民 85:10)。這些影響大學推廣
教育內涵的因素可作為本研究收集資料的準則。

(二) 大學推廣教育與各種教育資源之連結

英國學者賈維斯(Jarvis)也提出了「學習社會」包括(1)培養基礎學識的啟引
教育(正式學校教育)以及(2)後續的繼續教育(Jarvis, 1990: 198 &166; 1995: 25-
30, 40-41)。以賈維斯的說法大學推廣教育絕對是終身繼續學習的場所。在國內
「教育改革審議改革委員會」對於「學習社會」也持同樣的看法，並提出幾項有
關「學習社會」中，正式學校教育與大學推廣教育間如何銜接的具體建議：(1)
調整中小學課程以增強學生自我學習的理念、(2)加強中小學與社區資源結合(3)
增加開放大學及加強高等教育的推廣。這說明了在「學習社會」中，大學推廣教
育在推展「終身學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也說明了大學推廣教育不能自
絕於外，必須與各種正式或非正式教育機構呈縱向及橫向的連結。



 (三) 大學推廣教育服務對象及服務原則

從回顧中，也可看出早期英美兩國大學推廣教育服務的對象及課程的內容。
英美兩國大學推廣教育，在開始時都以社經地位居於弱勢的族群為教育對象(農
民、工人以及婦女)，隨後，因科技及工商業發達的衝擊，亦將工商業的專業人
員納入服務範圍，並且擴及社區服務，以大學所在的社區為服務對象（美國州立
大學將該州所屬的範圍視為社區）。因此，早期的大學推廣教育具「有教無類」
的教育精神，但是，隨著科技與工商的蓬勃，專業知識的養成及繼續精進的需求
日增，許多大學開始只提供付得起學費的專業人員(白領階級)有關專業知識方面
的課程，惡性循環的結果，造成原就較具豐富教育資源的白領階級更易獲取更多
的教育資源，而原就教育資源不足的弱勢者則更不易觸及推廣教育的管道
(Anderson, 1987: 306-307)。因此，學習權的保障、學習管道的普遍性、以及學
習機會的公平性是本研究的另一類準則。

(四) 大學推廣教育的課程與教學的主導方式

教育的意義主要在於建構一個「學習情境」(Knight,1982: 9)，讓學習者或
其他有關的人發展各種課程規劃或應用各種教學方式，以促使學習者獲取預期的
學習結果。建構「學習情境」最關鍵的要點是由誰規劃課程及教學方案？課程的
內容及教學的方式由誰主導(governance)？大學推廣教育者？或是經費支援機
構？或是與學習者共同規劃的？因此，學習情境主導權及學習者的成長方式皆為
本研究的準則。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應用批判的原理，以文獻探討剖析大學推廣教育的特質，以此特質作
為準則，收集各大學辦理推廣教育的實況及結果。本研究以多重研究法（multi-
method）的理念，預期對大學推廣教育所提供的學習情境及學習者學習情況，
能作較深度的瞭解。茲說明研究步驟如下：

(一)蒐集各大學推廣教育課程的情況
先利用網路、報紙（各大學推廣教育招生廣告）以及各大學發行的推廣教育

課程簡介，蒐集各校辦理推廣課程的資料，整理之後，再以電話訪談各大學推廣
中心，確定各校課程的內容及分類。

目前各大學的推廣教育課程，可以分成五類：推廣進修教育學士班(原夜間
部轉型)、非學分班的短期課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包括學士與研究所學分
班)、農業推廣以及漁業推廣。其中，第一類推廣教課程本研究將之排除。

(二) 問卷設計及試查

選定一個辦理四種推廣教育課程的一個大學為田野觀察及訪談的地點，實地
參觀該校辦理推廣教的情況，以瞭解推廣教育相關的運作，在此校中，深度訪談
辦理推廣教育課程的負責者、課程規畫者、行政人員、授課者、學習者及相關人
員。訪談的結果，作為深度訪談問卷的初稿。

再以問卷初稿試訪該校相關人員(因辦理四種推廣教育的大學不多，所以試
查仍然在該校)。在試查之後修正深度訪談問卷內容。



(三) 正式訪問調查受訪對象

1. 第一階段的研究對象以大學為主

在辦理四種及三種推廣教育的大學中，選定辦理課程最多的大學各二校；在
辦理兩種及一種推廣教育的大學中，選定辦理課程最多的大學各三校。總計十校
為本研究訪談的大學。

2. 第二階段的受訪對象

第二階段的受訪對象為樣本學校之推廣教育負責者、課程規畫者、行政人
員、授課者及參與的學習者。

(四)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以一個大學為研究單位，對該校所辦的推廣教育活動作全貌性的探
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下列幾種方式：(1)檔案資料：該校有關推廣教育的
相關檔案資料，(2) 深度訪談：以文獻探討所得的大學推廣教育特質訂定指標，
以組織好的指標作半結構性問，深度訪談推廣教育工作者、授課者及學習者，訪
問時，進行錄音，(3) 田野觀察及記事：給予訪問員一個指標表，請其依指標表
記事，(4) 視聽資料：照片、錄音等視聽器材。

五、研究發現

以前面文獻探討釐出以「學習社會」（包括終身教育理念）為基礎之特質為
準則，以所蒐集資料，解釋我國大學推廣教育的情況。茲說明如下：

(一) 大學推廣教育的內涵

在各大學所辦的推廣教育班分學分班與非學分班，非學分班的學歷沒有限
制，可以自由修課，目前各大學所規劃的非學分班的推廣課程，非常多元，大部
分大學以數個單元為主軸，每一單元開設一系列講座，譬如管理系列：投資及財
務管理、領導或中階主管管理、會計、企業管理、國際經濟；語言系列：各國語
言課程；行政系列：行政學，行政管理、工作績效，人力資源發展；法律系列：
民事法、行政法、法律與生活、金融法務、勞基法與勞健保法；電腦與網路系列：
電腦課程、網際網路、網頁設計；休閒系列：各種球類（保齡球、網球、高爾夫
球）禮儀、攝影、繪畫（國畫及西書）、插花、美容、韻律舞、有氧舞蹈、歌唱、
樂器；美食系列：中西餐點製作、烘焙、調酒、飲料；服裝系列：服裝材料、色
彩、服裝製作、剪裁、打版；室內空間設計：室內設計、製圖、室內光源與色彩、
業務與估價及合約。也有兒童班及銀髮族班，課程多為休閒活動。從課程的內容
看來，各大學開設非學分班，多為實用技能或各種語言的課程，而藝文修習等課
程則較少。上列課程，有些課程是第二職業專長的訓練，也有些課程結業時可取
得證照。

各大學所辦的推廣教育班學分班，本只有學分班（包括大學及碩士班），特
別是碩士學分班（有學分，無學位），各大學行之多年，修過學分班，若又考上
相關科系的研究所，還可將已修得的學分抵免畢業所需學分。87 年６月教育部
公佈碩士在職專班辦法（及學士回流教育在職生）（在職者利用假日上課，可獲
學位）。不論是學分班或專職班，有學歷的限制及嚴格的入學審核。各校利用既



有師資開課，有些大學幾乎所有系所都開班，但大多大學只幾系所開設。目前，
碩士專職班在某些大學已引起爭議，主要是教師需在假日上課，負擔重，且有些
專職班學生難以嚴格要求，嚴重影響教學品質。

此外，僅有幾校辦理農業與漁業推廣教育，主要服務農民及漁民，有關大學
將已研發的農學或漁業的創新知識，希望轉移給農民及漁民，協助農民及漁民具
有自我導向的學習能力，能轉換創新技術至既有經驗，而能採用。有關大學也常
開短期的各種農業創新技術及管理訓練班、農場經營與管理、漁業經營與管理，
包括近年來熱門的農場休閒經營管理短期訓練。另外，對農家與漁家生活也投入
相當關懷，也開設一些有關農民與漁民生活民改善的課程。同時，有關大學設有
推廣教授，定期至轄區的農家，協助農民解決農場經營，包生產技術與運銷及農
場經營問題。

由目前大學推廣教育所規劃的課程來加以分析，推廣教育的課程多為實用技
能或語言方面，專業技能的養成與回流教育的課程非常多，可看出目前各種高科
技的電腦及工科之專業人才、工商及金融專業人才、政府行政管理人才以及教師
對專業教育之需求非常殷切，而藝文修習的課程非常少。不論學分班或非學分
班，而社區服務上則可說是掛零，目前僅有少數大學辦理農業推廣教育，但此部
分獨立於大學一般的推廣教育，農業與漁業推廣教育確實對所屬轄區的農民及漁
民作了不少技術服務事項。

(二) 大學推廣教育與各種教育資源之聯結

教育資源的聯結主要是橫向的聯結，一種是與校外其他機構的資源聯結或分
享，另一種是推廣教育與校內有關系所的教學與研究互為相長。

與校外其他機構的資源聯結或分享，以經費、人力及教育資源三方面來說。
就經費而言，前述三類課程，第一類非學分課程，有部分課程是第二職業專長的
訓練或是結業時可取得證照，這些課程大多是政府有關單位委託並提撥經費而開
辦的，也有少數課程是由私人企業委託輔以經費補助，譬如青輔會、勞委會、國
貿局、經濟部、教育部、軍事學校、各縣市政府、各縣市教育局、各縣市社會局、
各縣市勞工局、各縣市職訓局以及私人企業（企業及財團法人或金融人員研究訓
練中心）委託各大學辦理各種專長訓練。第二類課程是學分班或可取得學位班，
大部分是學生自已付費（雖有少數是所屬機關為其員工付費）。第三類的農業與
漁業推廣完全由政府提撥經費。部分第一類與第三類推廣教育靠政府許多單位
（或少數私人企業）的經費支援，與校外有極強之聯結。就人力資源而言，大部
分大學都以校內現有的教員任教推廣教育課程。因此，人力資源方面與校外幾乎
沒與校外聯結。至於，教育資源則除了有些大學推廣教育兼辦社區大學之外，大
部分大學鮮少與其他學校或機構之間有教育資源之聯結。

就校內資源之聯結而言，絕大部分大學推廣教育利用校內相關系所的教員擔
任教學工作，大學利用原有的教學人力資源支援推廣教育，可說僅在教學上與校
內有關系所之間有教學人力資源的聯結之外，推廣教育似乎很少與校內有關系所
在教學與研究互為相長，尤其，各大學自籌經費的壓力下，更是不可能。僅有的
是，農業與漁業推廣教育真正至農鄉村與漁村社區去，將農漁社區的問題帶回大
學估做研究並教學示範至農漁社區，農業與漁業推廣教可與教學和研究互為相
長。



 (三) 大學推廣教育服務對象

在大學推廣教育的學分班的報名資格中，都有學歷的要求，學士班需要中等
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而研究班則需要大專學歷或同等學歷。而非學分班，除了
一些較休閒式的課程，較無學歷限制外，有關科技專業、工商專業、行政管理專
業以及教師專業的課程都要求中等教育或以上的學歷。顯然，大學推廣教育的學
習者教育程度偏高，加上有些課程，需要繳高額學費，也是經濟情況較佳者，才
能報名參加的，因此，能夠參加大學推廣教育的學習者，一般而言，社經地位較
高。尤其，最近幾年，各大學校因自籌經費，廣設學分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
回流教育在職生專職班等推廣教育課程，收取高額學費，更是雪上加霜，更忽視
了在社經地位居弱勢者。

目前臺灣各大學所辦的推廣教育，並未能如歐美國家創始大學推廣教育時，
服務社區，並提供所有社會民眾均等的教育機會。目前，大學推廣教育以利潤為
前題，淪為營利工具，教育的理想與教育的素質降低，大學推廣反應社會民眾需
要的科技、工商、行政以及教師專業之需求，走向實用主義，缺乏人文關懷，大
學推廣教育是不是以此種趨勢繼續發展，值得我們深思。

(四) 大學推廣教育的課程與教學的規劃方式

目前大多數大學辦理推廣教育，其所規劃的課程以實用為主，會產生這樣的
結果，可從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是大學推廣教育單位本身提供有市場價值的
程；另一方面是大學推廣教育單位接受政府或私人企業的委託及輔助而規劃委託
機關認為有用的課程。這說明規劃大學推廣教育課程的主導權，是大學推廣教育
的主事者以及委託單位。若「學習的情境」及「課程」由大學推廣教育主事者（或
許有委託單位的干預）主導規劃，則學習者對「學習的情境」的主導權處於弱勢。
這種由外面的力量主導學習者之「學習情境」的情況存在，學習者的意識及批判
思考很難啟發及蘊釀（Jarvis, 1993:128-129; 133）。

在教學方面，教材或教學內容由任教之教師選擇，作決定。教師有絕對的自
主權，教師與課程規畫者無需溝通，因此，規畫課程者與教師之理念是否相符應，
若為不能相符，推廣教育課程是否有價值，無法獲取答案。

對學習者而言，絕大多數只是為了取得得專業資格而來學習，其學習動機及
學習素養已經打了折扣，加以規畫者而設計課程以迎合他們的需求，惡性循環，
推廣教育的素質與大學正規課程相距甚遠，換言之，大學辦推廣教育的標準（特
別是學分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回流教育在職生專職班）與正規教育的標準有
很大之差距時，大學的教育品質會深受影響且降低品質，因此，我們要正視大學
推廣教育的執行品質。

總而言之，目前我國大學推廣教育的發展，距「學習社會」的理念奧義，尚
有一大段距離，對大學推廣教育如何定位，尚待各方人士探討及論證，有關人士
一定要基於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原則處理。從事大學推廣教育的工作者也
應培養倫理規範(ethic) 來規劃推廣教育的課程(Edwards & Usher, 1997: 162-
163)，唯有以倫理規範為依事準則，推廣教育者才能判斷什麼才是正確的，什麼
才是公正的或平等的(Wood, 1996: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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