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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的國際

交流發展迅速，跨國合作的辦學方式也日

趨創新多樣。為了加強對中外合作辦學之管理，

同時藉此提高教育水準、促進地方教育的發展

與對外的交流與合作，中國大陸於2003年通過

《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允許國外大學至中國設

校，或與科系合作頒發學位。根據此條例，外國

大學不可獨立設置系所或校院，需與當地高等教

育機構合作，由當地合作大學機構向官方單位提

出申請；同時，這些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之招生對

象應為國內學生，而非國外學生，且不得以營利

為經營目標（吳祖勝，2003；中國大陸國務院，

2003）。

國外大學海外分校

在中國大陸設立之概況

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十分蓬勃，截至目前為

止，已有933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合作的對象

來源遍布全球，包含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

德國、澳洲、俄羅斯、日本、韓國之大學。這些

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其中絕大多數為專業科系之

合作。中外大學合作辦理高等教育機構者有58

個，包含兩類，一為於大學內部設置學院，不具

獨立法人資格，例如上海交通大學交大密西根聯

合學院，此類數量較多；一為中外合作的大學機

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例如上海紐約大學，僅

有8所。此8所中，「長江商學院」是由李嘉誠（海

外）基金會與汕頭大學於廣東合作設立，僅經營

MBA與EMBA學位學程；「北京師範大學－香港

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則由中國大陸高教機構與香港之大學合作

設立。此外，中英合作者有兩所，分別為寧波諾

丁漢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中美合作者有三所，

為上海紐約大學、昆山杜克大學、溫州肯恩大學

（中國大陸教育部，2015）。詳如表一所示。

國外大學海外分校

在中國大陸的品質保證發展

《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自2003年開始實施後，

引進了不少優質的國外大學教育資源，提升了許

多地區的教育水準，對家長來說，也多了「在

自家門口留學」的選擇（陳櫻之，2011年8月11

日）。

然而，相關的教育亂象也衍生不少，例如部

分學校並未引進外國優異的教師資源，合作的國

外大學教師到中外辦學機構授課之比例過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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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中外辦學之預期成果；此外，更有學校以營利

為目標，招生宣傳不實、違反招生規範，甚至有

學生因學校辦學未依法規運作，遭遇到無法取得

外國學歷或無法出國留學之困境（中國大陸教育

部，2007）。因此，2009年起，中國大陸教育

部開始著手規劃「中外合作辦學評估工作」，其

評估流程與評估指標說明如下（中國大陸教育

部，2009；無日期a；無日期b）：

　● 中外合作辦學評估流程

此質量評估之對象為中外合作辦學的大學機

構或系所，採用自我評估與抽查評估相結合的方

式進行，相關流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1.  自我評估：

受評單位依據「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專案）

評估指標體系」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自我評估，繳

交自評報告和相關資訊。自我評估為此評估的核

心基礎，並接受官方單位與利害關係人的監督。

2. 抽查評估：

依據自我評估內容，以隨機抽查等方式組織實

地考察評估。專家先以會議或通訊評議的方式對

自我評估情況進行初評，之後根據初評結果確定

考察重點的範圍和內容，再據此進行實地考察，

完成受評單位分項評價、總體評價及考察報告。

3. 評估結果運用：

評估結果為合格、有條件合格以及不合格三

種。有條件合格者，將給予一年時間改進，一年

後再評估；不合格者，將被停止招生（吳晶，

2014年3月18日）。此評估結果可作為主管機關

對於中外合作辦學的管理評價及獎懲之依據，例

如推廣成果良好者的辦學經驗，並於「中外合作

辦學監管工作資訊平台」公開發布，專家考察報

告也將提供公開查閱，以維護利害關係人之權

益。

　● 中外合作辦學評估指標

中外合作辦學之評估指標針對科系與機構分

為兩類，以下針對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之評估指標

進行說明。其評估內容偏向「校務評鑑」之精

神，主要著眼於學校健全運作、具實質的中外合

學校名稱 合作雙方 目前規模
開始招生

年度

長江商學院 汕頭大學、李嘉誠（海外）基金會
1,000人（僅有MBA
與EMBA學位學程）

2003

寧波諾丁漢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浙江萬里學院、英國諾丁漢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6,000人 2004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

際學院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4,400人 2005

西交利物浦大學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
西安交通大學、英國利物浦大學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UK）
8,000-10,000人 2012

上海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美國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1,600人 2013

昆山杜克大學

（Duke Kunshan University）
武漢大學、美國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USA）
700人 2014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深圳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3,300人 2014

溫州肯恩大學

（Wenzhou-Kean University）
溫州大學、美國肯恩大學

（Kean University, USA）
4,500人 2014

說明：本表依據開始招生年度排列。

資料來源： 整理自中國大陸教育部(2015)。關於公布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相關信息的說明。取自http://www.crs.jsj.edu.
cn/index.php/default/news/index/59

表一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具獨立法人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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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達到優良的學生學習成效，以及永續發展之

能力。

觀察此評估指標可以發現，中外合作辦學的

政策是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其課程內容與師

資結構必須與境外的合作方對等，讓當地的學生

有機會選擇到有別於傳統高教的國外教育環境。

個案簡析：寧波諾丁漢大學

　● 設立背景

英國諾丁漢大學將自身定位為「一所全球化

的大學」（A Global University），十分重視國

際化發展，並將跨境設立分校作為其國際化的

核心策略之一（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評估面向 指    標

管理體系

‧ 辦學指導思想：係指該機構具有清楚的辦學理念與品質意識，並符合人才培養的
基本原則和要求。

‧管理機構：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行政系統、議事程式。

‧管理隊伍：行政與管理人員的學經歷之充足性與適切性，並具有健全的考核制度。

‧招生和學籍管理：係指中外合作辦學考試和錄取等招生方面的規定和辦法及執行

情況需符合法規與規定。

‧品質過程保障體系：指該機構應建立健全且可實施的「教學質量過程保障體系」。

‧文憑、證書的頒發：該機構應建立頒發文憑、證書的管理辦法，及落實的情況。

辦學經費管理

與使用

‧資產和資金管理：係指資產和資金管理應符合相關法規，並依法自主管理與運用

資產。

‧收費管理與使用：該機構的收費項目應合理，且符合相關規定並有核准的行政程

序，且宣傳內容與辦學內容相符一致。

培養目標

與培養方案

‧培養目標：係指該機構辦學的指導思想應能反映中外合作辦學特點和特色，且合

理可行。

‧培養方案：學生的培養計畫應能達到其培養目標。

培養條件

‧政策環境：該機構應建立中外合作辦學可正常運作的保障措施及相關規定，並提

供可永續經營的政策環境。

‧教學設施：該機構應建置完善的教學與學習方面之資源。

師資隊伍

‧師資評聘：該機構應具有完善的教師資源管理系統（含中外雙方師資的聘任標準

與模式），教師學經歷充足且適切；此外，外國合作方應自原本教育機構中選派

一定數量的教師到該機構中任教。

‧師資結構：教師資源應符合中外合作辦學之要求，包含整體學歷結構、教學經驗、

實務經驗等，以及外籍教師的比例、師生比例。

‧師資隊伍建設：該機構應有師資團隊的保障系統與培訓制度等。

教學組織

‧教學管理文件：教學管理文件應良好保存與管理。

‧教學管理及教學管理檔案：教學管理的實施狀況與相關檔案資料的保存。

‧課程建設：該機構之課程設計應展現中外合作辦學的特色，並真正引進外國合作

學校的優質課程。

培養品質

‧學生滿意度：學生對於中外合作辦學的行政面向、課程安排及教學品質之滿意程

度。

‧論文或報告：該機構學生畢業前，其論文或報告符合一定的標準與要求，具有一

定的學術水準與實用價值。

辦學社會效果與優

質教育資源引進

‧辦學社會效果：係指中外合作辦學的綜合效益，即畢業生的素質及其對社會的貢

獻，例如畢業學生就業率、雇主對畢業學生評價、社會對畢業學生評價等。

‧優質教育資源引進：該機構所引進的教育資源應與當地的科技、經濟、教育發展

緊密結合，發揮正面且實質的社會影響力。

辦學特色
‧該機構於教學組織、課程體系、教學方式、教學內容、教學管理、辦學模式、管

理模式、人才培養模式以及國際合作等各方面應具有其特色。

資料來源： 整理自中國大陸教育部 (無日期 a)。中外合作辦學評估內容。取自 http://www.crs.jsj.edu.cn/index.php/default/
news/index/24

表二  中國大陸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評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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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 n.d.b）。因此，諾丁漢大學於2000年在亞

洲地區首先於馬來西亞設立分校後，又於2003

年在中國大陸與浙江萬里學院合作，創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稱為寧

波諾丁漢大學。

　● 招生與學生素質

寧波諾丁漢大學大學部與研究所之學費為每

學年8萬元人民幣，略低於英國諾丁漢大學（大

學部9,000英鎊，約85,500元人民幣）。其於

2004年開始招生，至目前為止已有超過6,000名

學生，包含大學部、碩士生和博士生，招生十分

具有競爭力。欲就讀寧波諾丁漢大學的學生，其

成績必須達到各省市的一本線以上，且英語單科

在115分以上（滿分150分）。雖然中外合作辦

學的大學機構之招生須以當地學生為主，但寧波

諾丁漢大學也著重學生的多元性，目前國際生比

例約為10％，預計未來將增加為15％（寧波諾丁

漢大學，無日期a）（註1）。

● 師資來源與課程設計

寧波諾丁漢大學的師資均須經由英國諾丁漢

大學進行選聘，教職員工有600多人，來自世界

各地60多個國家。這些教師均有強大的教學與研

究能力，與當地的科技、產業界密切合作，結合

內外部與國際資源，成立各項研究中心，有益於

當地的經濟發展（寧波諾丁漢大學，無日期c）。

由於英國高等教育的大學修業為三年制，中

國大陸大學為四年制，寧波諾丁漢大學的學制設

計結合了兩者。入學新生的第一年為小班教學，

主要修習學術英語課程及專業入門課程；大二至

大四的課程即與英國諾丁漢大學一致（寧波諾丁

漢大學，無日期b；無日期c）。

在專業方面，寧波諾丁漢大學已建立人文教育

學院、理工學院、社會科學學院（下設商學院）

三大學院，課程設計與學習內容與英國諾丁漢大

學相同。該大學給學生的承諾包含：採用全英文

進行教學、教材從英國諾丁漢大學引進、師資由

英國諾丁漢大學選聘，以及可使用英國諾丁漢大

學圖書教學資源。此外，學生也有機會赴英國諾

丁漢大學就讀，學生可選擇「2+2」的修業模式，

大一、大二於寧波修課，大三、大四赴英國諾丁

漢大學修課，或是四年都在寧波修課，但大三可

至英國諾丁漢大學（或其他大學）交換半年或一

年（寧波諾丁漢大學，無日期c）。

　● 品質保證與學歷授予

由於寧波諾丁漢大學於中國大陸屬於中外合

作辦學之高等教育機構，因此必須接受教育部實

施的中外合作辦學評估；同時，英國為了維護其

高等教育品質與聲譽，其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簡稱QAA）也會針對海外辦學的機構進行評鑑。

是故，寧波諾丁漢大學於2013年分別接受了中國

大陸教育部與英國QAA實施之評鑑（中國大陸教

育部，2013；Bexton, 2013）。因此，接受中國

大陸與英國品保機制的寧波諾丁漢大學，也頒發

與英國諾丁漢大學相同之學士學位證書，以及中

國大陸教育部監製之寧波諾丁漢大學學士學位證

書。

促進良性競爭  創造三贏

綜觀中國大陸的中外合作辦學歷程，中外合

作辦學引進了新的教育資源，也造成家長與學生

權益受損的問題。但在海外分校的設置上，到

目前為止可說是十分成功，也漸漸在中國大陸

的高教環境中扮演了特別的角色。首先，前去

設置海外分校的大學均具有頗高的學術聲譽，

例如紐約大學、諾丁漢大學、利物浦大學等，

為當地的高等教育帶來新的元素，為家長與學

生帶來了新的學習選擇；再者，這些海外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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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中國大陸大學入學考試成績採分批放榜，由優至劣為第一批次本科、第二批次本科，依此類推，而各省亦會為各
批次劃定一條分數線，達此分數線者才有資格填報該批次之志願。因此，俗稱為「一本線」的大學為該省最頂尖

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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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瞭望台

的招生具有一定的競爭力，也使傳統名校多少

面臨到招生壓力，間接促進大學間的良性競爭。

整體來看，此類的海外分校為中國大陸的社會大

眾、當地教育資源、境外母校之國際化發展，帶

來三贏的效果。

這些中外合作辦學且具獨立法人資格的大學

機構，也承擔了雙重的角色。一方面，其財務與

行政運作上均與境外的母校維持獨立關係，但其

課程、師資來源則需具有母校的骨幹與內涵；另

一方面，其辦學品質須接受雙方面的監督，對於

海外分校設置地區來說，當地國家必須維護其學

生與家長之權益而有所控管，而其母校之所屬國

家也需維護其高等教育辦學品質與學術聲譽，因

此即使學校設於境外，也會對其進行評鑑。未

來，隨著高等教育的跨境交流與合作日趨頻繁，

或可帶動雙方評鑑機構之互動與對話，建立高於

大學機構層級之合作，例如歐盟各國評鑑機構跨

國相互認可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