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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末，全球化的浪潮使得高等教育

各方面都掀起前所未有的變化，其中，

教師、學生，甚至大學機構與學位學程，都出現

了過去沒有的高度流動性。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統計，截

至2012年，全球約有超過450萬名國際學生，其

中主要分布在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與澳洲等

五國，也有越來越多學生選擇到韓國、紐西蘭或

俄羅斯修讀學位（OECD, 2014）。為了促進經

濟發展、提升競爭力，亞洲各國也紛紛鼓勵學生

跨國流動，出國深造。而亞洲國家的學生傾向於

赴鄰近國家進修，例如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彼

此之間便有大量的學生跨國就讀，其中包含修習

跨國聯合學位學程。

聯合學位學程在歐亞兩洲的發展

在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的支持下，歐洲聯合學位學程過去幾十年來

在國際間發展迅速，現今歐盟國家中已有一

半以上的大學機構成立聯合學位學程（joint 

degree program）。所謂的聯合學位學程是由兩

所（或以上）位於不同國家的教育機構，共同

發展一個聯合的學程學習計畫，並正式頒發一

份學位文憑，且學分受到認可（Knight, 2011; 

Obst, Kuder, & Banks, 2011）。根據統計，聯

合學位學程的總數也已突破3,000個（European 

Consortium for Accredit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CA〕, 2013），其中包含伊拉斯莫斯世界計

畫（Erasmus Mundus）之下共124個碩士、22個

博士的聯合學位學程。

隨著21世紀高等教育大眾化與國際化的趨

勢，亞洲的聯合學位學程雖發展較晚，但也如雨

後春筍般蓬勃發展。目前無法確知亞洲的聯合

學位學程具體數量，但亞洲許多國家都將推廣

聯合學位學程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策略

（Huang, 2007）。為了強化競爭力同時提升學

術聲譽，亞洲大學偏好與美國、英國、澳洲的名

校合作（Huang, 2007）。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

便與澳洲國立大學、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

校區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合作，提供聯合學位學

程。整體而言，亞洲多數的聯合學位學程多落在

熱門的專業領域，例如商業管理、工程、資訊科

學等。

不論是歐洲還是亞洲，聯合學位學程的發展

都是促進學生流動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方

式。在學生有更多機會赴國外修讀學位或聯合學

位學程的同時，學術資歷（qualification）如何

被國內與國外／區域外的當局認可，成為近幾年

全球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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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高等教育跨國資歷認可發展史

當學生的跨國流動越來越頻繁，跨國高等教

育的「品質」與學術資歷認可便成為國家當局

逐漸注重的議題。然而每個國家都有其各自定

義的「品質」意涵與認可機制，因此，各國須

思考國外的學術資歷如何在跨國的背景下被認

可。自1950年代起，歐洲委員會（the Council of 

Europe）便已啟動促進學生跨國流動以及學術資

歷認可（qualification recognition）的合作網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也參與了相關計

畫。

1997年，此兩大組織推動〈歐洲地區高等

教育學術資歷認可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Concern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uropean Region），即我們所

熟知的〈里斯本公約〉（Lisbon Recognition 

Convention）。〈里斯本公約〉的宗旨在於「建

立一個共通、可行的方案解決歐洲各國／各區

域的學術資歷認可問題」（Council of Europe, 

1997），此外，頒發學術資歷的國家必須負責

提供有助於學術資歷認可的相關文件與事證。學

者Van Damme、Hijden與Campbell（2004）便指

出，此公約最大的特色就是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信

任與資訊分享。至2013年為止，歐洲一共有53

個國家簽署〈里斯本公約〉（Council of Europe, 

2013）。 

至於亞洲地區，則是到1980年代才開始注重

跨國資歷認可相關議題。在UNESCO泰國曼谷辦

事處的推動下，〈亞太地區高等教育學業、文憑

與學位認可區域公約〉（Reg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Studies, Diplomas and Degre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即所

謂的〈東京公約〉（Tokyo Convention）於1983

年建立。

20世紀末，亞洲面臨高等教育發展的新變

化，邁入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與國際學生的急速

成長階段。2011年，UNESCO決定修訂〈東京

公約〉，更新成為〈亞太地區高等教育學術資

歷認可公約〉（Asia-Pacific Reg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簡稱為〈2011新版公約〉（2011 

Revised Convention）。〈2011新版公約〉除

▲愈來愈多國際學生在世

界各地修讀聯合學位學

程。（陳秉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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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沿襲舊版的宗旨內涵外，更將亞洲各國不

同的文化、社會、政治、宗教、經濟納入考量

（UNESCO, 2011）。此次修訂進一步提升了亞

太地區學術資歷認可的廣度，也促進國與國之間

的資訊交流並強化透明性。然而，學生常常是跨

國或跨區域流動以取得學位或文憑。因此，亞

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中也提到「亞洲

與歐洲之間應建立更緊密的合作，建立跨區資

訊交流網絡，以相互交換學術資歷認可的相關

資訊」（Asia-Europe Meeting〔ASEM〕, 2012, p. 

27）。

高等教育跨國資歷認可模式

目前歐洲各國所採取的跨國學術資歷認可模

式，大致上可分為四類：由獨立認可機構、政府

機構、品質保證機構及大學機構來進行認可。其

中，獨立認可機構是最被廣泛採用的方式。所謂

的獨立認可機構，是指以「歐洲地區資訊中心

網絡暨歐盟國家學術資歷認可資訊中心」（簡

稱為ENIC-NARIC，ENIC全名為European Network 

of Information Centres in the European Region，

NARIC則為National Academic Recognition 

Information Centres in the European Union）為平

臺，扮演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相關資訊分享與流動

之角色，藉由透明的資訊分享，建立各國對彼此

品質與學術資歷的信任。部分國家則由政府單

位負責對外國學術資歷機構進行認可，例如瑞

典高等教育委員會（Swedish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為政府機構，即根據ENIC-NARIC的

資訊，決定是否認可外國學術資歷。少部分國家

是由品質保證機構負責，例如挪威教育品質保

證局（Norwegian Agency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負責審批外國學術資歷。義大利則與

美國、加拿大相同，由大學機構自行擔負外國學

術資歷認可的角色。

多數亞洲國家仍由官方單位（教育部）作為

認可的主要權責機構。例如中國大陸的教育部

留學服務中心，除辦理學生國際流動的推廣與

服務，也負責外國學術資歷的認可；而日本文

部科學省訂定的〈境外學位與學分認可管理辦

法〉（Treatment of Degrees and Credits Acquired 

Overseas）則強調若某學位或學分要被認可，其

修讀課程與修讀時間必須與日本教育體系相等

同。韓國與義大利相同，外國學術資歷認可的

工作由大學自行負責。馬來西亞則是由學術資

格鑑定局（Malaysian Qualification Agency，簡稱

MQA）負責外國學術資歷認可。目前亞洲各國

在UNESCO所推動的〈東京公約〉之下，開始發

展出如歐洲ENIC-NARIC的平臺，強化亞洲各國

高等教育資訊分享的機制。

聯合學位學程的認可機制與挑戰

與外國學位或資歷認可相較，聯合學位學程

的資歷認可面臨更大的挑戰。目前歐洲已建立相

關規範，以用於聯合學位學程資歷認可作業。根

據〈歐洲區認可作業手冊〉（European Area of 

Recognition (EAR) Manual），跨國聯合學位學程

的認可有七大步驟：⑴確認相關資訊與學位授予

對象；⑵審核相關文件的完整性；⑶審核合作學

校與學程；⑷審核相關文件；⑸評估學術資歷；

⑹決定認可結果；⑺公布評鑑結果。

〈歐洲區認可作業手冊〉也提出審核過程必

須檢視學術資歷級別、教育計畫內容、學程或教

育機構的教育品質，以及學校基本檔案、學生於

該學程的學習成果相關資料。至今，亞洲尚未發

展出類似的作業手冊，但部分國家已經開始建立

他們的聯合學位學程資歷評估機制。例如中國大

陸建立了3個評估階段：⑴檢視授予學位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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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合法地位；⑵審核相關文件的可靠性；⑶

審核其學位文憑與其教育計畫是否名符其實。

然而，聯合學位學程的資歷認可歷程中蘊含

了許多潛在的挑戰。學者Rauhvargers（2002）

等人便指出，聯合學位學程的資歷認可歷程中有

四類情況發生：⑴聯合學位學程的學術資歷被

其中一所合作學校所屬的國家認可；⑵聯合學

位學程的學術資歷被其中一所聯盟（Consortia）

合作學校所屬的國家認可，但該學校在實質上並

沒有參與該學程的教育計畫；⑶在第三個國家進

行學歷資格的認可，但此國家並沒有大學參與此

聯合學位學程；⑷此聯合學位學程有一部分或整

個學程都沒有被參與大學所屬國家的品保機構認

可過。其中項目⑴與項目⑵在資歷認可上較為容

易，而項目⑶與項目⑷的困難度則大大提高。

事實上，跨國聯合學位學程的資歷認可順利

與否，資訊的透明度與連貫性是最關鍵的因素

（ECA, 2010）。對負責認可的機構來說，要一

次認可由兩個以上且位於不同國家的教育機構

所頒發的學術資歷並非易事，而不同國家又有

不同的規範。舉例而言，A大學屬於X國並被X國

認可，但不被Y國認可。如果A大學與位於Y國的

B大學合作跨國聯合學位學程，此學位便有可能

被X國認可但不被Y國認可。理想上，合作聯合

學位學程的學校所屬國家的認可機構應該共同負

責認可事宜，但實際上會如此落實的國家非常稀

少。

品保機構與學歷認可機構的合作

當聯合學位學程成為現今歐亞各國發展高等

教育國際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如何確保品質以

使所獲得的資歷符合國際及國內標準，已成為

各國政府關注的議題。根據「歐洲高等教育認

可聯盟」（European Consortium for Accredit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簡稱ECA）的調查指出，聯

合學位學程品質確實會影響到授予資歷的認可結

果。若該學位學程未受到聯盟學校國家的相關評

鑑機構認可，其資歷被承認的困難度會增高。因

此，品保機構與資歷認可機構的相互合作必須立

即進行，但這也是目前較缺乏的部分。

現今歐洲藉由一些計畫方案，已開始促成

品保機構與資歷認可機構間的相互合作。例

如ENIC-NARIC就與「歐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

協會」（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簡稱ENQA）

合作，共同訂立一些資歷認可原則。ECA也與

ENIC-NARIC合作發展聯合學位的品質手冊。

在亞洲，兩者的合作關係仍相當薄弱，但

2014年亞太品質網絡（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簡稱APQN）已受邀於UNESCO泰國曼

▲如何確保聯合學位學程的品質並認可學術資歷，是

各國政府關切的議題。（陳秉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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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辦事處，參與討論〈東京公約〉資歷認可的研

討會，從品保機構的觀點提供建議。

發展跨國聯合學位認可機制  

有賴政府支持與國際網絡合作  

跨國聯合學位學程資歷認可涉及各國品質保

證機構的評鑑，以及資歷認可的法律規範，因此

各國的品質保證機構與學術資歷認可相關單位必

須參與聯合學位學程資歷認可的歷程，但同時又

背負著自身國家法規的包袱而有所限制，跨國的

合作、國與國之間的信任，以及資訊的交流與透

明，便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品質保證與學術

資歷認可的結合，仰賴國際間的合作網絡與國內

政府的支持。歐洲即為一個典型的例子——由各

國政府支持歐盟的策略，歐洲的品質保證機構與

資歷認可單位才能發展出聯合學位學程資歷相互

認可的共識。亞洲則還需要時間來發展相似的機

制。

長遠來看，高等教育的利害關係人大多期許

國際合作網絡的建立，以促成跨國學術資歷認

可。就如同前UNESCO泰國曼谷辦事處主任Molly 

Lee教授所言，「學術資歷認可的國際網絡若發

展良好，對於學生的流動，甚至人才的流動都將

有莫大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