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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流動與學術資歷認可

在
跨國教育活動中，學生是主要流動人

員，近年來學生流動已以數倍的方式

快速成長。根據OECD出版的《教育概覽》

（Education at a Glance），至2009年，全球

已有超過370萬名國際學生。美國、英國、德

國、法國和澳大利亞為5個學生主要留學的國

家（OECD，2010）。另一項國際調查「全

球學生流動2025年報告」則預測國際學生人

數將在2025年，增加到720萬人（Böhm et al., 

2002）。一些新興的留學地點如紐西蘭、捷

克、荷蘭、斯洛伐克共和國和俄羅斯等，留

學生的人數也大幅增長（Chiriliuc, 2010）。

因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所促進的學生流動，

現今已引發全球對跨國學習品質確保的關切

與資歷認可問題。

學術資歷認可之各國發展

根據歐盟定義，「學術資歷認可」

（Recognition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是

「由國外所核發的文憑或修業階段證明，得

以在本國繼續就讀」。根據馬斯垂克條約，

有關教育體系建構及教學內容設計係屬於會

員國權限。各國係賦予其本國大學校院機構

在教學課程、內容及核發文憑與證書方面自

主的權限（歐盟文化代表處，2003）。兩

國學術資歷的認可，除了建立在彼此對雙方

教育品質有一定的共識達成之外，也需政府

單位的協助才可順利完成。當兩國相互承認

「學術資歷」之後，才可以進一步進行「專

業資歷」的認可，也就是審核一個專業人員

是否具備進入一個專業行業執業資格之程序

（歐盟文化代表處，2003）。

為促進人才的流動，學術資歷跨國認可是

現今各國在進行跨國教育時，最欲達成的目

標。然而，礙於各國法令制度的不同，在執

行面上有其相當的困難度。以下針對美國、

歐洲、加拿大、澳洲與日本學術資歷認可模

式進行分析比較。

1.美國：大學決定認可

根據美國高等教育認可審議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HEA）執

行長Dr. Judith Eaton所述，「資歷認可」一

詞並不常被美國大學使用，其原因為美國大

學是主要決定學位認可、學分轉換或個人

專業證照的檢視與認可之機構。而在此過程

中，美國大學認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

就是若兩校皆為被美國評鑑機構所認可的大

學，兩校即可自動相互認可彼此學校所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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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位。若是為外國大學，此則為欲認可對

方學位的大學之責任，應針對彼此課程的相

容性、學術品質、教授品質、該機構被認可

的現況等，來決定是否認可其學位（Eaton, 

2004）。

2.加拿大：分權化的學歷認可

加拿大也無一中央機構負責學術資歷或國

際專業證照之認可模式與統一法律規定。因

為加拿大尚未建構國家資歷架構，學術資歷

或國際專業證照就由大學、證照評估服務中

心、品質管制機構或雇主自行進行認可。雖

然如此，加拿大聯邦政府仍有一些單位協助

學術資歷或國際專業證照的檢視，如公民與

移民、人力資源發展、工業與遺產等聯邦部

門共同合作，以吸引國外專門技術人員至加

拿大工作，並發展認可國外的專業證照之能

力與方式。

此外，一些非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也

將學術資歷或國際專業證照之認可做為其工

作項目的一部分。如加拿大國際證照資訊中

心、教育部長委員會、加拿大證照評估服務

聯盟、加拿大社區學院協會與大專校院協會

等。整體來說，現今加拿大學術資歷認可分

為四種類型：⑴由各省來審核；⑵私人機構

提供審核服務；⑶由高等教育機構協助；⑷

專業團體（Knight, 2004）。因此，加拿大

學術資歷認可是屬於分權化模式，各省教育

行政單位與大學本身需擔負較多的責任。而

認可有三個主要考量：⑴個人希望進入該大

學科系就讀之意願；⑵該專業領域是否被管

制；⑶其他省是否已有類似認可。

3.歐洲：統一且透明的資訊平台

歐洲自1950年即開始關注此一議題，在

歐洲議會的積極推動下，開始由各國簽定公

約與建立透明的資訊網絡，以促進學生流動

與資歷相互承認。1997年里斯本公約的簽

定更加速歐洲在學術資歷認可的腳步。而歐

洲各國也能深切體認到，學術資歷認可是建

立在彼此對高等教育品質的信賴與了解，透

明資訊的分享則是建立各國對品保機制信任

的第一步。因此，由31個歐洲國家所組成的

「歐洲地區資訊中心網絡—— 歐盟國家學術

資歷認可資訊中心」（ENIC/NARIC，ENIC

指European Network of Information Centres 

in the European Region，NARIC指National 

Academic Recognition Information Centres in the 

European Union），即扮演歐洲各國高等教育

資訊分享與流動的重要角色。

現今，里斯本公約與ENIC/NARIC已是協

助歐洲在波隆納歷程中，學位／文憑相互認

可之最有效工具和平台。大部分歐盟國家利

用此一平台來認可國外大學學歷。其次，歐

盟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洲高等教育研究中

心（UNESCO-CEPES）積極推動的文憑補充

文件（diploma supplement）與學分轉換制度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 ECTS），被視為另兩項協助各大學

了解學歷品質的有效機制。其中，文憑補充

文件更清楚地詳載學習者學術資歷之完整資

料，包含學歷類型、學習的時間、課程內容

等（OECD, 2004）。

文憑補充文件對學生與對高等教育機構

皆有很大的幫助。於學生來說，文憑補充提

供更具可讀性，且清楚與客觀描述他們在學

術生涯獲得的能力，易於與國內外文憑相比

較。藉由文憑補充文件，畢業生的學術資歷

可以被認可，進而容易獲得至國外工作與進

修的機會。對高等教育機構來說，它除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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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學術和專業資歷的認可，也能增加資歷

的透明度。其次，文憑補充文件也確保國家

與機構的自主權，並讓所有歐洲國家共同接

受一個認可框架，更能充分地提供大學機構

在認可學位時所有相關資訊，因而節省相當

多的時間（European Commission, 2011）。

4.澳洲：政府提供資歷架構，做為各機構

認可的依據

澳洲對外國學位認可因目的性不同，分

別由專業團體、雇主及大學教育機構進行認

可，澳洲政府只是協助提供該大學在澳洲資

歷架構中的層級為何，以為他們認可的依

據。為了回應歐洲波隆納歷程，澳洲各大學

組成之協會提出「澳洲高等教育畢業聲明書

之提案」（Proposal for a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Graduation Statement），並於2008

年5月2日公布「澳洲高等教育畢業聲明

書」（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Graduation 

Statement）。

「澳洲高等教育畢業聲明書」的宗旨，

在於「載明畢業生所完成學業之本質、程

度、背景、學位狀態、教育體系相關資料，

藉此提升澳大利亞學歷的通行性與透明度」

（Mckay, 2011）。而對畢業生來說，詳實

記載畢業生課程修畢所預期之學習成果的

「澳洲高等教育畢業聲明書」，可以便利其

在澳洲或國外找工作或繼續深造（孟克培，

2011）。 

5.日本：尊重他國教育認可

日本政府對於學歷認可是以尊重其他國家

為原則。換句話說，在日本以外任何國家已

修習12年的畢業生，都具有在日本高等教

育機構申請入學的資格。同樣地，在日本之

外任何國家已修習16年的畢業生，都具有

資格申請至日本大學的研究所就讀，最後决

定權則是在大學本身（Kimura, Yonzawa, & 

Ohmori, 2004）。

跨國組織在學術資歷之角色

目前一些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東南亞

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不斷努力

協助各區域之學術與專業資歷認可能跨越國

界，使畢業生獲取的學術資歷能被雙方大學

的國家所承認。

UNESCO自1970年代開始協助各國以建立

公約的方式，在各區域進行學歷相互認可。

現今已有六大區域國家簽屬高等教育學程、

文憑、學位等之相互認可公約，包括17個拉

丁美洲與地中海國家、14個阿拉伯國家、45

個歐洲國家、19個亞太國家、11個阿拉伯與

歐洲國家。而歐洲公約在1997年修改為「里

斯本公約」（Uvalic-Trumbic, 2004）。此6個

公約皆有下列共同元素，包含：目標皆聚焦

於各國之間因求學、研究或專業等因素，須

進行高等教育機構的學位認可；認可對象以

各國正規非營利大學機構為主；公約國代表

須定期聚會，並報告進度與面臨挑戰等。但

6個公約中並未非常明白地指出品質保證在

認可過程中的角色（OECD, 2004）。

然而，現今高等教育機構之學術資歷認

可已逐漸與品質保證相結合，尤其是專業

領域方面的學位，如工程教育。Washington 

Accord（華盛頓協定，簡稱WA）於1989年

由國際間負責工程教育認證的機構共同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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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其會員經由認證機制，且實質結果相當

的前提下，彼此認可通過認證學系的畢業

生學歷資格。歐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協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ENQA）也與ENIC/NARIC

共同合作，開始經由品質保證機構之品保機

制，來促進與達成學術資歷認可的目標。

透過品保體系完成跨國學位認可  

可確保高教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果

為便利畢業生的跨國流動與就業，目前

各國政府相當重視學歷認可問題。歐盟各國

最早關注此一議題，為了確保學位品質，

已將其與歐盟品質保證體系相結合，歐洲

高等教育認可聯盟（European Consortium 

for Accredit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CA）

評鑑結果之相互認可模式即是最好的案例

（Hou, 2012）。現今亞洲各國也開始朝此

一方向發展，如紐西蘭、馬來西亞、印度

與臺灣。臺灣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HEEACT）與馬來西亞學術鑑定局

（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於

2012年所簽訂的「學歷資格互認聲明」，

即為在亞太地區以品保為基礎，進而完成跨

國學歷相互認可之最好範例。可預期地，跨

國學歷認可不僅是國與國之間政治外交的議

題，更是確保高等教育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果

之最重要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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