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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實施全球移動課程的理念與實際：

以淡江大學俄國語文學系大三學生

出國留學為例

張珍瑋、劉秀曦、蘇淑燕

摘要

在全球青年高失業率趨勢下，高等教育可以是翻轉「失落世代」成為「機會世

代」的最後一哩路。本研究透過介紹高等教育階段之全球移動課程理念與實際發

展、了解其他國家高等教育機構推動全球移動課程的經驗、臺灣高等教育推動國際

化的現況，再探討高等教育階段規劃全球移動課程的效益，以及全球移動課程的類

型與正義議題。為深入探討大學全球移動課程的現狀，本研究以淡江大學俄國語文

學系為個案，介紹其實際規劃全球移動課程─「大三出國留學」的理念、實際及

參與學生的真實體驗。最後，本研究立基國內、外高等教育全球移動課程規劃之理

念與實際，提供未來臺灣高等教育規劃此制度之參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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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lobal trend of youth unemployment, higher education could be the last mile to 

transform “the lost generation” into “the generation of opportunit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roduce the idea and real development of global mobility curriculum at higher education 

level on the one hand, and to further examine if the new approach of curriculum design 

is appropriate to cultivate talents in the new generation on the other.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inquires the outcome of planning global mobility curriculum at higher education 

level, the types of the mobility models of this new curriculum, and certain justice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mobility. Moreover, the article takes Department of Russian, 

Tamkang University as a case to understand its ideas and practice of “junior abroad,” and 

participating students’ real experiences to unveil the reality of global mobility curriculum 

in local and foreign contexts. In the end, the article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plan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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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global mobility curriculum at higher education level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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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擁有高等教育學歷仍能保證個人未來發展？

在全球社會急速變遷之下，各國高呼要培養青年學生具備「新時代需要的競爭

力」，而個體對於高等教育的渴求也不再只是畢業後的一紙學歷，期待的是在受教

過程能夠獲得對其未來生活與職涯發展更為有益的實質內容。然而，高等教育機構

卻仍以「舊型態」的課程教導新時代的學生，引發更多人批評高等教育無法符應新

時代（不論是對個人的創新夢想或是社會的急遽變遷）的需求。本研究所述之「全

球移動課程」（在本研究中係指高等教育階段以正規課程或選修課程的方式，安排

學生於在學期間進行跨國學習，包括國際遠距課程、短期交換、遊學等）即為一種

培育全球化時代跨文化素養人才的新興趨勢，然而，其實施內涵與成效是否足以滿

足未來高等教育階段培育新時代人才的有效策略，仍有待更進一步地探討與認識。

本研究欲藉由探討全球移動課程的人才培育趨勢重點出發，了解其他國家高等

教育機構推動全球移動課程的經驗、臺灣高等教育推動國際化的現況，再探討高等

教育階段規劃全球移動課程的效益，以及全球移動課程的類型與正義議題。為深入

探討大學全球移動課程的現狀，本研究以淡江大學俄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淡大俄

語系）為個案，介紹其實際規劃全球移動課程─「大三出國留學」的理念、實際

及參與學生的真實體驗。最後，本研究立基國內、外高等教育全球移動課程規劃之

理念與實際，提供未來臺灣高等教育規劃此制度之參考建議。

貳、高等教育階段人才培育的新興「全球移動」重點

一、高等教育階段在校進行「全球移動課程」

誠如de Wit（2008）指出，在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全球高等教育的國

際化開始有深刻與廣泛的發展，其中學生的跨國流動是最具代表性的指標之一。自

從二十世紀中期之後，各國出國留學的人數增加，全球化的趨勢與影響已顯然超越

商業與跨國企業而擴及至社會的文化部門與教育機構等（Inda & Rosaldo, 2006）。

清代錢泳在《履園從話》中曾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不可偏廢」。

於過去30年間，已有超過五倍以上的學生在他國求學，主因各國在學術、文化、社

會與政治的連結愈來愈緊密，加上赴外國求學的交通日益便利、旅費降低、機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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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等影響，且全球勞動市場對於高技術勞力增加了國際化的需求，也促進大學生在

高等教育階段進行「出國留學／遊學」的動機與可能性（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各國政府及高等教育機構為擴展青年學子

的國際視野，亦設有鼓勵學生出國留學的政策與計畫，然而，長期的出國留學式攻

讀學位因需時較久，加上所費不貲，常使青年學子卻步。隨著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趨

勢，各種型態的學術交流，如跨國進行的校際學生與教師交流、出國實習或服務學

習，以及在地高等教育機構開設的「全球化」課程、外語課程、地區或文化研究、

國際或比較教育課程等（Anderson, 2005; Cushner & Karim, 2004; Olson, Green, & 

Hill, 2006），均使得學生實際與虛擬跨國移動經驗品質與數量均大幅增強。其中，

以短期的（如1週至一學年）他國居留方式經歷出國留學，包括數週學分式的出國

課程，或是無學分而僅出國進行志願服務的課程，以及與他國姐妹校的互相交換學

生課程等，已成為學生在高等教育階段拓展文化視野、增進跨國移動力的課程選

項。

如Kalvermark與van der Wende（1997）所指出：「現在對於高等教育的未來發

展目標均在使其能夠及時地回應社會、經濟與勞動市場的全球化趨勢」，應透過高

等教育階段課程的整體規劃，以擴展大學生的「國際視野」、「全球觀點」、「跨

文化的敏感度」等，讓大學生可習得適切融入課程的「全球移動力」概念，並透過

「直接體驗學習」的方式出國留學、跨境學習他國文化，藉此機會獲得更廣博的觀

點，成為「全球公民」（Finkelstein & Walker, 2008）。

二、其他國家積極推動全球移動課程

美國作為吸引最多國際學生出國留學的目的國，近年亦注意到應更積極地培

育在地人才具備全球思維與跨文化敏感度，2004年由國會議員P. Simon積極推動

建立亞伯拉罕林肯留學獎學金（Abraham Lincoln Study Abroad Fellowship），其

初始預算共計是25萬美元。美國參議會並將2006年訂為「出國留學年」（NAFSA, 

2006）。美國參議院建議由聯邦政府補助大學生出國，並提出《保羅西門參議員留

學基金會法案》（The Senator Paul Simon Study Abroad Foundation Act），其主要願

景是「藉由擴大留學計畫，提供美國學生學習外國語言與國際知識的機會，提升美

國全球競爭力」，目標為「未來10年內每年協助100萬名美國大學生赴海外研修一

學期或一個暑假（短期學分課程）」，該法案以補助大學生在高等教育階段出國的

財務需要（Tarran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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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部分的高等教育機構亦察覺到國家與全球市場未來所需要的工作人力

必須是能夠敏感於全球議題的公民，而增加其「全球移動學習」課程的規劃及實

際鼓勵學生出國。在常春藤名校中，包括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等都在近

年開展課程改革，並將「出國留學（短期）」視為畢業的必要學分之一（Tarrant, 

2010）。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亦自2009年秋天起，即引入“gap-

year”經驗的概念，提供部分新生幾乎全額的財務補助，使其得以在入學前一年於

國外進行相關的課程與活動（Wu, 2008）。

鄰近的亞洲國家也多透過政策面與大學的課程改革，鼓勵學生進行出國短期

（或長期）留學。日本政府為鼓勵學生海外留學，文部省研擬給所有利用大學入學

前去海外留學的學生獎學金補貼，如下村文部科學大臣所指出：

留學生活不僅給學生本人帶來好處，也能推動整個日本產業培養優秀的人才，學

生們可以配合大學秋季開學的時間，利用從高中畢業後到大學入學的空白期間

出國求學。即使是短期，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學生去海外留學。（引自尹慶子，

2013）

而身為全球外籍學生主要留學目的國之一的澳洲，其大學生短期出國的數目

逐年增加，如A. Olsen在其《2012年國際大學主管》報告中即指出，2011年澳洲有

海外求學經驗的大學畢業生約占12.3%，其中包括交換生、短期進修、研究和實習

等，高於美國的9.5%，這樣大量澳洲學生出國留學現象的發生，實因「澳洲的大

學已成功營造出國求學的文化氛圍，或和海外有延續性的合作研究計畫，並已與相

關產業合作的實習文化等」（引自朱峰，2012）。

由以上其他國家的例子可見，不論是政府端或是高等教育機構，均在積極推動

學生在學階段進行跨國移動，使「進行全球移動」不再只是一個「選項」，而是

「必修課程」。

三、臺灣高等教育推動國際化的現況

教育部於1989年公布《高等教育白皮書》，其內容指出臺灣大學主要困境之一

即為「大學國際化程度不足」、「國際交流仍侷限在學術輸入」。因此，教育部挹

注大量資源以促進大學國際化，實際政策除了透過《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畫》協

助學校英語學程設置、改善學校基礎國際環境建置，鼓勵大學招收外藉學生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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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赴海外進修交流之外，更於《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更名為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獎勵教學卓越計畫》中將學校國際化的成效列為計畫

推動重點。為協助大學依其優勢及特色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的其中主要目標之一即為「加速頂尖大學國際化，擴展學生之世界觀」（蘇慧

貞、倪周華，2012）。

然而，相較於《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力度，近年國人

出國留學總人數卻似有持續減少的趨勢。如以臺灣留學生的第一目的國─美國

所提供的「美國當地實際入學之國際留學生人數」數據，得知自1988年至2011年為

止，亞洲國家前去美國留學的人數，中國大陸成長了6.03倍，韓國是1.48倍，日本

是0.41倍，而臺灣是0.72倍（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 2016）。留學

人數降低可能衍生相關人才培育問題，包括：不利導入先端科技、國際化人才的減

少、縮減新興科技引進管道、不利國內與國際學術接軌等（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2006）。由以上趨勢似可窺見臺灣人才跨國培育已現危機，然而，臺灣高等

教育近年已由菁英教育進展為普及教育，如能透過在地高等教育課程國際化的發

展，培養學生「跨文化的知識、技能、態度和觀點」等全球素養，並藉由實際跨國

移動的全球移動課程，促進出國學生實際實踐跨文化的互動，則無疑將使高等教育

階段成為學生加值未來的重要過程，並達成培育學生成為全球公民的目標。

參、高等教育階段規劃全球移動課程的效益

為因應新時代對人才跨國移動素養與全球公民培育的需求與期待，高等教育

機構應主動協助學生在學階段擴展其國際視野，增進個體出國留學或是參與國際

事務的機會，並藉由正式與選修課程的安排以預備個體未來得以全球移動的能力

（Grunzweig & Rinehart, 2002; Scott, 2000）。

各國大學多計劃以全球移動課程方式更新課程規劃與設計，包括：語言課程、

短期遊學、出國實習、志工服務等，並透過多元的管道實行於高等教育機構中，以

達多樣目標：一、有助學生理解全球化的世界，並使學生更為主動地參與全球社

群；二、跨國留學將增進公民的全球意識；三、在地的全球移動課程可以使高等教

育機構更有吸引力，使學生於在地即可獲得留學教育的經驗；四、使本地大學可以

與其他國外大學建立協同合作的機會（Pa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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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出國長期留學需負擔的經費與時間較多，故愈來愈多學校安排在學階段

的「短期出國」教育課程。如IIE（2013）所顯示的，近六成的美國學生是以短期

（暑假或是8週以內的時間）的類型進行出國留學，這樣短期留學的好處包括：財

務負擔較輕、時間安排較彈性、從未出過國的學生會較易接受短期的留學安排等

（Deardorff, 2006）。而現今相關研究（Green & Olson, 2003; Koh Chin & Gallup-

Black, 2004; Pough, Kruse, & McKnight, 2002）亦指出，短期的出國留學對於學生而

言是更適切的選擇，原因包括參與的費用較低、不用花學期的課程時間出國、不會

離開家人、朋友與其他的生活安排太久的時間。

Zamastill-Vondrova（2005）指出短期的留學類型對於參與的個人有多方面的益

處，包括：增進語文能力、增加處理不和諧狀況的能力、更能包容他人、對於特定

區域的地理、政治與經濟制度有更深的了解、增進文化覺知能力等。而Zamastill-

Vondrova特別指出，學生參與短期留學學程的明顯成效是學生對於文化脈絡方面會

產生明顯的自我覺知，此將有助於學生成為更好的「全球公民」。

在臺灣的大學社團或是相關全球移動課程中，可見許多「國際服務學習」的經

驗，如臺中護專9位護理系學生參與生命教育國際志工服務學習營隊，而促發增進

其中參與學生的自我認知、提升其對於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觀的反思、並增進人際互

動與發展正向群己態度，更進一步地藉由這次的體驗經驗，建構及發展個別學生的

生涯規劃（謝昌達，2012）；蔡駿奕與陳麗華（2011）所進行的「斯里蘭卡慈光萬

盞國際教育志工服務」研究中，亦指出參與學生透過真實的接觸，開闊國際視野、

建立國際觀，發展並增進參與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與省思的能力；Liu與Lee（2011）

則透過了解3位臺灣學生到緬甸參與國際服務學習的經驗，發現跨文化經驗促使學

生改變世界觀、更能了解與欣賞不同文化、挑戰過去的思考習慣，並進一步尋找未

來生命目標。

McKeown（2009）、Lumkes、Hallett與Vallade（2012）的研究均指出，對於

第一次出國旅行的學生而言，任何長度的出國留學學程都可以形成顯著的益處，尤

其當學生被置於新的環境中，會形成一種由其自身內在信念與外在世界重組而成新

的世界觀。並且，如Lewis與Niesenbaum（2005）所述，短期留學的課程確實會更

多開啟學生對其他文化的認識興趣、對於未來到國外求學或出國旅行、對於全球化

的認識、對於跨領域的學習產生興趣等都有正面的影響。

教育部（2015）揭示《提升我國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以培養個體的

「全球移動力」為目標，實行推廣增進溝通力、適應力、專業力、實踐力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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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然而，「全球移動力」及「跨文化素養」的培養，實仰賴一個創新的教育機

制，以幫助學生與真實的世界進行更密切的連結，使學生可以認識全球重要議題。

本研究所指的「全球移動課程」即為一種在高等教育階段推展能有效促進學生全球

移動力的一個機制。

肆、大學全球移動課程的類型與正義議題

一、全球移動課程的類型

透過教育培育學生的全球移動能力（包括與他人溝通的語言、跨文化素養、

全球關懷的態度、價值、知識、行動等）已是一個公認重要且必須執行的教育政

策與實踐，其所立基的是整個世界都在流動的「全球移動」現況（Sheller & Urry, 

2006）與在其間個體接受與機構實施「全球教育」的必要發展（游家政，2011）。

歐洲國家長期以來因為文化、語言與地理環境而造就學生跨國移動的可能

性，其長期推展的伊拉斯莫斯（Erasmus）計畫，於1987年至2012年間在歐盟境內

即已有超過300萬名大學生參與。此一在學期間的跨國移動經驗對其個人的學習、

生涯發展有正面影響，並同時增進個人的歐盟意識、跨文化素養等帶得走的能力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而所謂的「全球移動」所發展出來的不同類型，則可由歐洲研究大學聯盟

（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LERU）所提供的《國際課程與學生移

動》報告中窺見（Moor & Henderikx, 2013），該份報告將學生跨國移動課程的模

式歸結為三類型，如表1所示。

二、全球移動的正義議題

前述所強調的是大學高等教育階段推動全球移動課程的必要性與可能發

揮的效應，如表1所示，可知學生進行跨國移動主要是藉由「機構安排移動」

（institutionalized mobility），或者是「自主移動」（spontaneous mobility）

（Dervin & Machart, 2015）接受全球移動課程。前者多是由國家政策推動、區域合

作、跨校合作促成移動的可能，如歐洲的伊拉斯莫斯計畫，即在推動歐洲學生進行

跨國移動，後者則是由個人自主進行出國學習（張珍瑋，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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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學生跨國移動課程的三種模式

個別學生自選移動 網絡學校星狀移動 聯盟學校環狀移動

定義 學生在就讀的大學與其他

合作大學的交流協定之

下，自行選擇出國進行短

期或長期留學

一所大學、一位教師、一

個系所或是特定的大學課

程與其他的（一所或多

所）大學形成合作網絡，

並將學生送至這些合作學

校修習一段時間的課程

有限（教師、系所、課程

數目）的夥伴大學組成環

狀移動聯盟，學生輪流至

不同大學，依據個別專業

規劃課程進行修課

課程合作

類型

無需進行課程合作 多是由主辦學校獨立規劃

移動課程

聯盟之間協議共同規劃的

課程

網絡類型 由許多雙邊協議所組成 「星狀」網絡：由主要的

一所大學送出學生至合作

單位修課，學生學籍仍

「屬於」原註冊大學

「環狀」網絡：學生在環

狀聯盟學校間輪流修課

課程內容 由學生所在學校的教師與

學生本人自身選定的課程

由合作學校所規劃，並經

雙邊學校協議且同意的課

程內容

由聯盟大學共同規劃各校

提供內容與整體目標相符

的課程

註：引自International Curricula and Student Mobility, by Moor and Henderikx,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ub.edu/escola_doctorat/sites/default/fi les/internacionalitzacio/LERU_
international_curricula_student_mobility.pdf。

然而，根據Dervin與Machart（2015）指出，目前真正在教育階段進行「全球

移動」的學生人數，只約占全球學生人數的2%，亦即並非人人都有「全球移動」

的資源、機會與能力，且在有實際「移動」經驗的學生之中，也在移動的時間與移

動的類型方面有所差異。由此可見，在個人進行「移動」之前仍有許多背景因素會

限制其「是否具備移動的『條件』」、「移動到哪」、「移動多久」等（張珍瑋，

2016）。薛雅慈（2014）亦指出臺灣高等教育積極推動國際化後產生的問題之一就

是「大學課程國際化方案是否多淪為少數菁英學生所擁有」，即僅幫助少數菁英學

生強化其全球移動力。

當國內、外熱烈討論青年學生應增進全球移動力以發展個體全球競爭力之際，

全球移動正義（justice in global mobility）的相關議題討論主要即在了解「『誰』在

全球移動及藉此所累積的『移動資本』（mobility capital）為個人所帶來的效益」

等。已有多位學者與歐盟檢討報告針對推廣學生跨國移動著名的伊拉斯莫斯計畫進

行內容設計與實施已引發是否符合「正義」議題的討論（Ballatore, 2015;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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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2014; Souto-Otero, 2008），其中包括排名在前的大學依據申請學生的

社經背景進行篩選等，而這些高度國際化的大學多同時為高度篩選的名校，此外，

多數的伊拉斯莫斯計畫要求學生在大學階段因其課程規劃需多待一個學期至1年的

時間，此多少影響未能負擔如此額外時間與金錢的學生參與的動機。如此的結果，

造成只有少數來自中、上階級的子女能透過參與跨國移動的計畫，累積其移動資

本，並再製其於本土及全球原本即具備的優勢（張珍瑋，2016）。

因此，高等教育機構不能僅止於簽署姐妹校與規劃移動課程，在出國留學經費

支持方面，個別科系宜因應設計配套措施（Wanner, 2009）。在規劃出國留學課程

之前，應考量課程規劃是否能服務參與學生的最大益處，包括學雜費的金額可支付

性、申請獎學金補助的可能、原高等教育機構在地課程增進未來學生進行全球移動

力的預備、全球移動課程的實際內容規劃等，並提供學生有實際跨國移動的機會，

以達全球移動課程的最佳效果。以下即以淡大俄語系為例，探究高等教育機構在推

展全球移動課程時進行內容規劃並兼顧正義議題的實例。

伍、我國高等教育實施全球移動課程的實例
─淡大俄語系的課程規劃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自1994年開始進行「大三學生出國學習」，主要是學習歐美

大學行之多年的大三出國，即“junior abroad”，淡江大學希望外語學院的學生在校

2年，學習該國語言基礎之後，能夠藉由出國到姊妹校實際接觸所習語文的當地文

化，回國之後為自己與為校園帶來多元風貌。22年來，淡江大學已鼓勵超過5,000

位的學生透過大三學生出國方案進行全球移動式的學習。其成果除了受到學生本身

與家長的肯定之外，也是淡江大學20年來，成為雜誌公布「企業最愛的私校第一名

之主因」（淡江大學外語學院，2016）。

淡江大學為鼓勵學生大三出國學習，在學雜費的部分則是學生出國時僅需繳交

四分之一的學籍保留費，約每學期一萬元。與其他大學相比，有的學校仍要求學生

需繳交全額學費以保留學籍，有的學校則收取二分之一的學費以保留學籍。

淡大俄語系自1995年起，開始推動大三出國學習方案，學生入學前幾乎都已知

系上有這樣的安排，甚至是受此方案的吸引而來就讀俄語學系。目前俄語學系的留

學國姊妹校包括：國立聖彼得堡交通大學（過去只有這一所合作學校）、國立聖彼

z-vc466-03-張珍瑋.indd   51z-vc466-03-張珍瑋.indd   51 2017/5/17   上午 09:16:562017/5/17   上午 09:16:56



52 課程研究　第12卷第1期

得堡大學、莫斯科市立師範大學、遠東聯邦大學、國立莫斯科大學、國立烏拉爾大

學（後四校則是近2年才開始的合作學校）。

關於大三出國學習期間，合作學校所開設的課程均於學生前往修課之前即將課

程內容提供給淡大俄語系進行審核，有些學校（如遠東聯邦大學、國立莫斯科大

學）則為淡大俄語系學生開設特定的專業課程（如翻譯課、商用俄語等）。

大三出國的時間為10個月，即兩學期的時間。以俄語系目前大三53名學生為

例，自開辦大三出國學習方案以來，一直都有約半數學生會參與出國學習，而近2

年更有約三分之二的學生參與，學生參與的熱忱與動機都很高（如表2）。

表2

101～105學年度大三出國留學人數統計
學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人數 26 21 39 33 40
留學

學校

國立聖彼得堡

交通大學

國立聖彼得堡

交通大學

國立聖彼得堡

大學、國立聖

彼得堡交通大

學、莫斯科市

立師範大學、

國立莫斯科大

學

國立聖彼得堡

交通大學、莫

斯科市立師範

大學、遠東聯

邦大學、國立

莫斯科大學

國立聖彼得堡

交通大學、莫

斯科市立師範

大學、遠東聯

邦大學、國立

莫斯科大學、

烏拉爾聯邦大

學

註：整理自淡大俄語系提供之數據。

本研究蒐集分析淡大俄語系針對大三出國留學所做之相關統計資料與課程資

料、淡大俄語系教師發表「國際遠距課程」文章、淡大外語學院網站「大三出國

留學專區」上公開的俄語系學生參與大三出國的生活感言、《大三那年，我不在

臺灣》該書中俄語系學生參與大三出國留學的專文報導，以及訪談103學年度參加

大三出國留學活動的4位同學。在研究中的資料呈現方面，除4位受訪參與大三出

國留學課程學生的訪談分享將以匿名處理外（依據日期、性別、發言順序編碼為

05m01、05m02、05f01、05f02），其他包括在淡大外語學院網路上發布的心得分

享，或是在已出版的《大三那年，我不在臺灣》中數位同學所陳述的心得，都將依

據網站與書中所呈現之真名予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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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國前的預備

淡大俄語系的教育目標包括：（一）培養具有獨立分析能力之專業俄語人才；

（二）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觀及跨文化溝通之能力；（三）培養學生具備聽、說、

讀、寫、譯五項基礎語言技能；（四）培養學生掌握俄羅斯人文、歷史與政經情

勢。而在大一、大二的課程規劃（如表3），除了提供語言課程之外，也包括非語

言課程，預備學生未來大三出國留學前，不只對俄語有基本能力，也對俄國當地文

化概念能有初步認識。

表3　

淡大俄語系必修課程規劃

大一 大二

語言課程 大一俄語

俄語會話（一）

俄語語法（一）

俄語實習（一）

俄語語音學

大二俄語

俄語會話（二）

俄語語法（二）

俄語實習（二）

俄語視聽練習（一）

非語言課程 俄羅斯概論

俄羅斯民歌

俄國史

俄羅斯文化概論

註：整理自淡大俄語系104學年度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1

二、在俄國時的體驗

淡大俄語系學生在俄國的（大三）課程安排方式，主要是與姊妹校之間合作確

定課程內容，包括語文課程（如語法課）等，此外還有選修課程，如俄語檢定、商

用俄語、俄國文學等。透過學生的出國心得分享所述，經由大三在俄羅斯留學的10

個月中，學生普遍表示自己的語文能力提升許多。

（一）增進語文能力

在俄語能力部分，由於在俄羅斯的生活每天都需要使用俄語，得以持續地精進

自己的俄語溝通能力，並能夠有實際與本地人對話的機會。

1  參見http://www.tfux.tku.edu.tw/download.php?fi lename=393_6becae17.pdf&dir=archive&title=104
%E5%85%A5%E5%AD%B8%E6%96%B0%E7%94%9F%E5%BF%85%E4%BF%AE%E7%A7%
91%E7%9B%AE%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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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語言，環境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一般來說學語言較難的部分是口說和聽

力，……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有許多練習的機會，就看自己願不願意開口……，時

間久了自然會慢慢聽懂他們說什麼也較有勇氣開口說。（郭子妤，2016）

可以使用生活用語的單字與句子，使得學習語言成為更生活化的體驗。

所有生活像是繳費、買生活用品、辦ㄧ些證明都要說俄文，所以真的能學到很多

生活用語或是很重要的很常用的單字或句子。（廖育寧，2016）

在課堂練習方面，因為在俄文課程方面是以能力分班且小班教學的方式進行口語練

習，故每位同學均有更多時間可以進行會話式的練習及與教師之間的對答，增進字

彙使用及口語表達能力。

每次上課前，老師一定會問我們：「Как делá? 過得好嗎？」剛開始我以為就像是

以前學對話的時候那樣，只要簡答就好了，但卻不是，老師總會追問：「你昨天

做了什麼？」……老師真正希望的不是你只回答他好或不好，而是讓我們從生活

中的小事，試著用俄文說出來，累積自己的說話能力。也因此，每次光是聊每位

同學昨天在幹嘛，就會花半個小時。（李昀珊，2016）

藉由每日享受的全俄語環境，俄語能力自然增強。

在這裡的收獲非常多。有的人可能是在聽力方面進步很多、有的人是口說很順

暢，或是有很多機會閱讀文章，看俄文報紙、宣傳單。在這樣的環境裡，讓我們

學得去接觸全俄文的東西是一件很正常也應該的事情。（林珮筠，2016）

（二）擴展文化視野

在俄國的學習時間中，除了課堂中的俄語學習之外，對於大部分的學生而言，

所學到的是一種「文化體驗」，如學生在網路上公布的出國心得所述：

隨著漸漸習慣這裡的步調，也就越捨不得離開，其實俄羅斯是一個很有歷史文化

的國家，人民對藝術文學的素養都很高，這裡的美景和教堂都令人歎為觀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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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裡我去了歐洲、金環、彼得堡等等、體驗了俄羅斯的節慶，也認識了一些不

同國家的朋友。（顏思嘉，2016）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千里路」正是參與大三出國留學同學的真實感受。

有時候老師也會帶我們出城參加城市導覽，帶領我們真正了解俄國人的生活並親

身體驗，那些曾經在書本上看過的東西都真實地呈現在我們眼前，這些寶貴的經

驗是在教室坐個幾百年都學不來的。（林妤潔，2016）

由於對於俄國環境與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很多參與大三出國留學的學生都表示

自己也愛上這個國家，這是在臺灣單純學習俄語時沒有察覺或是無處展現的，是一

種對語言背後脈絡的想要更多認識的愛好，這也成為繼續學習更多、更深俄語的動

力。

而我，在俄國文學大片的詩海裡，找到了自己的世界。我也不再像以前只懂文化

只會考試，我開始對所有的東西都充滿了好奇心，開始會到處汲取俄國相關的知

識，然後，我真正地愛上了「俄國」─這份愛是現在促使我學習俄語最大的動

力。（李昀珊，2016）

（三）在異鄉獨立生活的難得體驗

很多參與大三出國留學的俄語系學生都是第一次自己獨自出國，由於需要在異

鄉自行處理許多生活細節，而有實際的獨立生活體驗及學習如何與社會互動的能

力。

出國留學的這一年，真的讓我獲益良多，學到的不只是俄文，更重要的是學會了

怎麼獨立生活。（顏思嘉，2016）

人在異鄉總是會有很多「意外」的經歷，但這也會成為使自己更快成長的養分。

大家總會問出國時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我也時常問自己是否有遇到挫折。仔細

一想，這10個月的生活裡大大小小的困境我都遇過了，小至生活上溝通得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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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至在莫斯科新年時遇到的危機。但對我而言，這好像都是正常的人生程序。我

不想將這些事情視為困境，而是一個必經之路，是一個造就我人生的樣貌的重要

環節。所以每當我想起無法跟俄國人大吵特吵，還有大半夜在莫斯科街道上徘徊

的日子，我都很感激，感激自己選擇了出國留學。（袁瑋利，2016）

（四）提供重新反省審視自己的機會

大三學生在異鄉求學的10個月，透過認識其他國家文化、歷史與生活環境，以

及真實與當地人民交流互動，學生得到的不只是感知到的語言能力獲得增進，更多

的是看似無形但卻深刻影響自身現今與未來生涯發展的「跨文化素養」內涵得以擴

展成長。淡大俄語系參與大三留學的學生提到：「之後的幾個月，認識了不少從不

同地方來的新朋友，我才明白世界真的很大」（傅正淳，2016）。並且透過認識新

環境，體會到在異鄉學習的不容易。

如今，回想起這半年多來的留學生活，彷彿歷歷在目，一點一滴在心頭都令我相

當有感觸……謝謝這趟出國留學讓我看見了自己的不足，當然，最感動的是，謝

謝它讓我有所成長。（李昀珊，2016）

除此之外，能夠進一步認識自己的有限甚至透過比較、反思而了解到臺灣生活的值

得珍惜之處。

對我而言，課程之外我更想要體驗的是這裡的生活方式，但截至目前的生活體

驗，也讓我深深了解到臺灣的生活的確是非常的方便、舒適、安全。（游家佑，

2016）

三、大三「國際遠距課程」的安排

針對淡大俄語系大三沒有出國的學生（約12～15名學生，主要未能出國的原因

包括「語言能力不符出國門檻」與「未能負擔出國經費」），俄語系開設「國際遠

距課程─俄語會話（三）」，透過遠距上課方式，讓沒有出國的同學也有機會和

俄國人交談，獲得更多口語練習機會，讓有限的課堂時間，無形中擴大；讓同學不

只坐在教室上課，還可以與身在俄國的對話者聊天，知道那邊現在正在下雪，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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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滑雪、溜冰等活動，課後喜歡逛的不是電影院，而是劇院、博物館等場所。

在實際安排「國際遠距課程」方面，淡大俄語系與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以下

簡稱「遠大」）合作授課，以同步遠距方式，透過開設虛擬的小組聊天室，每間聊

天室由1位遠大的大學生（均為修習「俄語教學」的學生，以此為實習課程）搭配

2～3位淡大俄語系同學為原則，讓他們在聊天室裡針對不同主題進行視訊對話和討

論，或發表與文化相關之主題報告，並互相提問。每學期共有8次視訊連線時間，

一次約45分鐘，雙方（遠大與淡大俄語系學生）都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課程結束

後，學生還要撰寫心得、回答教師提問（讓教師了解是否有聽懂與俄國同學之間的

對話），準備下次的口頭報告或視訊連練的對話內容。

這樣的遠距視訊對話與一般網路上的視訊聊天完全不同，學生在視訊對話前必

須受過訓練，教師要教導單字、句子、片語、文章等，學生要事前準備好自己的問

題，加以背誦，方便他們在視訊連線時可以順利提問，並可以聽得懂對方的回答或

問題。如果沒有事前的課程訓練，沒有主題式的談話主題，學生的對話將會是發

散、無意義的，聽不懂或是無法發問，學習成效也會大打折扣。

淡大俄語系這樣的安排，旨在希望大三時期「沒有出國學習」的學生仍能在正

規的課程中，進行「全球移動」的實質內涵，透過與俄國學生的實際對話、不同的

主題報告，以及其他相關作業，讓他們了解不同文化間的差異，大幅提高俄文的聽

說能力，拉近與參加大三出國留俄同學之間在語言進展方面的差異。

淡大俄語系擔任此課程的教師Naydina（2015）針對2014年修課學生，於修習

完1年「國際遠距課程─俄語會話」後，進行六分量表的學習經驗及成效評估，

其結果顯示大多數俄語系學生對這門課的評語是非常好的（平均分數為5.2分），

在俄語能力的進步方面，學生自評分數如下：口說平均分數為4.5分、聽力平均分

數為4分、閱讀平均分數為4.4分、寫作平均分數為4.1分、文法平均分數為3.9分。

該課堂主要採取「主題式」（包括臺灣和俄國的節日、飲食、音樂、電影等日常生

活主題）的設計，學生在主題式的課程安排中，必須使用俄文來進行討論、報告和

回應對方學生，參與的學生對此設計非常滿意，給了5.1的平均分數。學生自評本

課程對其學習最大的幫助，包括：俄語聽力進步、認識俄國當地學生、了解俄國文

化和海參崴當地的文化特色、不再害怕與俄國人聊天、學到很多新俄語單字、學會

用新眼光來看待臺灣，並且分享給聊天對象（俄國學生）等，除此之外，每位學生

都強烈表達希望這樣的課程可以繼續下去（Naydin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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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三出國留學經驗對於參與者未來的影響

（一）俄語檢定成果

目前淡大俄語系的畢業門檻是要求學生畢業前需通過俄語檢定考試2一級（以

下簡稱B1），如未能通過B1，畢業前則需修習替代課程才能畢業。如表4所示，在

101～103學年度的3年應屆畢業生中，大三有出國留學經驗的學生通過B1考試者幾

乎百分之百，如未於大三有出國留學經驗者，則只約五至六成能夠通過B1考試。

此外，由表4中亦可發現，大三有出國留俄經驗的學生明顯對俄語有進一步挑戰自

己能力的動機，在參與俄語檢定考試二級（以下簡稱B2）且通過的人數有逐年增

加的趨勢，B2是在俄國申請研究所的門檻，故不論是對於淡江俄語系的學生繼續

出國升學或是擔任專業俄語工作都極有助益。

表4

101～10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通過俄語檢定考試比率

檢定

級數
學年度

大三有出國留學

經驗的學生

大三未出國留學

的學生
應屆畢業學生

總人數
通過

人數

通過率

（%）
總人數

通過

人數

通過率

（%）
總人數

通過率

（%）

B1
101 24 22 92 24 13 54 48 35
102 29 28 97 26 17 65 55 45
103 19 19 100 24 13 54 43 32

B2
101 24 0 0 24 0 0 48 0
102 29 3 13 26 0 0 55 3
103 19 10 53 24 0 0 43 10

註：整理自淡大俄語系提供之數據。

2  俄語檢定考試是歐洲語言檢定考試的其中一環，分級方式也與其他歐洲語言檢定相同。俄語
檢定考試是俄國的國家考試，所有的考試科目、要求都由國家統一制定，俄國教育部授權四

所主要學校（莫斯科國立大學、聖彼得堡國立大學、莫斯科人民友誼大學、國立普希金俄語

學院）出考題、錄製影片或聲音檔，並訓練教師每個學校分別製作考題，成立語言中心（並

在世界各國成立俄檢中心，淡大俄語系即與彼得堡俄檢中心簽訂合約，由俄檢中心寄送考題

至淡大，再由淡大的合格教師進行考試），發行合格證書等。

z-vc466-03-張珍瑋.indd   58z-vc466-03-張珍瑋.indd   58 2017/5/17   上午 09:16:572017/5/17   上午 09:16:57



張珍瑋、劉秀曦、蘇淑燕 高等教育實施全球移動課程的理念與實際：

以淡江大學俄國語文學系大三學生出國留學為例 59

自從2013年之後，隨著愈來愈多學生大三出國學習，學生開始將通過B2作為

努力目標，近年更是每年超過10名應試學生可通過檢定，此高通過率已超過其他國

內斯拉夫語相關科系大學的通過比率，其中值得強調的是，能通過B2的學生仍舊

只限於有大三留俄學習經驗者，可知出國學習的經驗，確實給予學生學習語言的動

力，並有形地促其達成考取檢定證明的學習目標。

（二）未來生涯規劃

淡大俄語系校友在系上全球移動課程的規劃下，在未來的人生職涯規劃方面，

除了進入與俄語相關的工作職場之外，也因為有一年「大三留學」的自我探索時

期，而開展了不同的人生規劃方向。

1. 進入與俄語相關工作職場

如淡大俄語系2000年畢業，現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駐俄羅斯代表處秘書的許寬

懷，即於在學階段進行大三出國留學，如其所述：

10個月的大三留學生涯在我心中留下的不只是美好回憶，對日後生涯規劃更起關

鍵作用。……原來，淡江大三留學計畫所開啟的不只是人生視野，更是奠基命運

的那顆種子。（許寬懷，2015）

於淡大俄語系2003年畢業，目前擔任臺俄協會主任的杜凱文，更直指當初的大

三出國經驗對其人生產生極大影響：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國，還記得與家人道別時，依依不捨在機場嚎啕大

哭……。而我人生轉變的故事似乎就從這裡開始。……我一直很慶幸當年有機會

前往聖彼得堡當1年的交換生，回想起那年在當地的時光，看似每天上課下課，過

著當地人般的生活，但其實語言能力在潛默之中進步神速。……感謝淡江大學俄

文系提供這麼難得，也改變了我人生的機會……。（杜凱文，2015）

2. 開展不同的職涯未來

對於參與大三出國留學的同學而言，這段出國的時間一方面增進其語言能力、

對外國文化的適應、擴展跨文化的素養等，一方面則是繼續思考這個跨國移動的經

驗對其未來的積極影響。

淡江大學俄語系104學年度參與大三出國留學的同學，在其出國留學的那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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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亦積極地思索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如已開始準備去修讀英國商業行銷方面研

究所的同學即指出：

在大三學到最多的就是知道如何跟俄國人交際、互動，如何跟他們說話。這跟我

在臺灣時對他們的想像有很大的不同，本來覺得他們就是外國人，但是實際接觸

就是不一樣，可以知道他們心裡到底在想什麼。……我覺得學語言就是一種工

具，讓我有興趣去更進一步地了解外國人。但是我不覺得一定未來畢業就要做俄

語相關的工作，……。（05m01）

而準備再次前往俄羅斯的同學則是想要繼續增進其對彩妝的興趣：

我未來會想要做的是彩妝相關的工作，這是我的興趣。如果可以跟俄語結合，當

然很好。但是並不一定可以。我是想再去一次俄羅斯。我想去上他們的彩妝學院

的課程。同時可以再學語言。早上學語言，晚上上彩妝的課程。（05f01）

另外，亦有準備要去俄羅斯繼續攻讀研究所的同學表示：

因為這個學校有一個國際關係學院，有一個國際旅遊與文化外交學程，我比較有

興趣，想去試試看，他有一個必修是國際政治，我蠻不喜歡政治學的，未來希望

可以用旅遊增進國際關係……。（05f02）

陸、未來臺灣高等教育機構規劃與實踐全球移動課程的
可能方向

在現今青年高失業率的全球趨勢中，高等教育可以是翻轉「失落世代」成為

「機會世代」的最後一哩路。本研究透過介紹高等教育階段之全球移動課程理念與

實際發展，包括國外的實踐經驗與我國淡大俄語系的成功案例，其中所描繪的並非

為「未來」圖像，而是現今高等教育應進一步扮演的在地育才角色及積極發展出為

個體預備足以全球移動的能力。本研究於此提出未來臺灣高等教育機構規劃及實踐

全球移動課程方向的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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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新興策略培育新時代人才是全球趨勢

現今青年世代面對的是嶄新的時代挑戰與跨國流動的勞動市場，再以傳統的

「坐在教室裡」的授課方式進行育才已不合時宜，全球移動課程的規劃已是培育新

時代人才的新興策略，以學習者為主體地進行課程規劃與思考方向，並因應新時代

的全球流動概念，結合新興科技，打造全球移動課程，在國內、外均已成為育才趨

勢。

臺灣近年針對「學用落差」與「流浪教師」、「流浪博士」進行諸多相關討

論，並在數據上確實見到落差所衍生出的對現職不滿與高轉職率。當高等教育已成

為臺灣年青人的「基本學歷」之後，高等教育的授課內容是否能夠增進青年人的全

球移動能力，則應為更重要的考量。

臺灣不論是在教育部所推動的「提升我國青年學生」相應政策方向與配套措

施，以及高等教育機構的相關全球移動課程規劃（如淡大俄語系的實際規劃），都

體現以新興全球移動課程型態育才已是全球與在地趨勢。在淡江俄語系個案中，可

見其學生透過在學進行大三出國留學，而有進一步「愛上所學語文的脈絡」、「找

到所學與未來職業的連結」、「確立自己未來的職涯方向」等的覺察與體驗。

二、推動全球移動課程需兼顧移動正義理念

當個別學生進行全球移動的條件（如經濟條件、學術預備度、機構提供的交流

與留學機會等）不一致時，在規劃全球移動課程時，即需兼顧流動正義理念，如淡

大俄語系學生在大三出國留學的1年中，只收四分之一的學籍保留費，讓有意願參

與大三出國留學的學生減輕在國內、外學費的經濟負荷此為一例。此外，俄語系的

大三「國際遠距課程」安排即為針對淡江俄語系大三在臺修課的同學較佳的設計，

透過國際遠距課程，學生可以與俄羅斯當地學生一起練習會話，盡量維持並提升

其口語能力，雖然在跨文化的接觸方面仍受空間的限制，然而在口語表達方面與跨

文化認知方面不致落後於大三有出國留學經驗的同儕。甚至俄語系在大三升大四暑

假期間（約2個月），系上會鼓勵俄語能力強，但於大三受限於經濟條件而未能出

國留學的同學，透過教育部的「學海築夢實習」計畫，前往俄羅斯進行企業（如技

嘉科技）實習。如此的整體規劃，可謂一方面讓學生在學階段能夠有多元的出國機

會，得以強化語言能力，並且兼顧流動正義理念鼓勵學生可以有突破自身條件限制

逐夢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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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預備成功的全球移動課程育才環境 

誠如上述，高等教育應以新型態的教學設計與課程規劃，協助培育新時代的人

才，且在考量全球移動課程的流動正義理念之後，進行全方位的課程規劃與提供多

元的全球移動經驗，即為推展成功的全球移動課程的第一步。透過淡大俄語系的例

子，可見學校的辦學理念、執行單位（系所）進行跨國機構連結、系所教師竭盡心

力進行課程規劃等，都是促成個別學生真實能夠跨國移動的要素。

在淡大俄語系推展全球移動課程的例子中，從一開始大一招生就提供未進系裡

的學生未來能夠在大三留學的一個圖像，讓學生有努力增進語文能力的目標，至大

三出國留學前，淡大俄語系的課程規劃亦以預備與增進學生未來前去俄羅斯留學的

語言能力及跨文化素養為主要考量，並在大四自俄羅斯返國後，繼續進行維持學生

口語能力進行第二階段的「國際遠距課程」。成功的課程設計關鍵應是課程規劃之

間的「關聯性」，其中包括個別學生與課程之間的連結、課程與課程之間的連結、

課程與個體未來職涯發展之間的連結。透過完備設計的全球移動課程，確實可幫助

個體透過學習課程內容、省思自身優勢與不足、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未來職涯，以

達未來進行全球移動的最終目標。

z-vc466-03-張珍瑋.indd   62z-vc466-03-張珍瑋.indd   62 2017/5/17   上午 09:16:582017/5/17   上午 09:16:58



張珍瑋、劉秀曦、蘇淑燕 高等教育實施全球移動課程的理念與實際：

以淡江大學俄國語文學系大三學生出國留學為例 63

參考文獻

朱峰（2012）。澳洲鼓勵學生赴海外求學，中國成第二大留學目的國。取自http://www.

chinanews.com/lxsh/2012/12-11/4397798.shtml [Chu, F. (2012). Australian government 

encourages students to study abroad, Mainland China becomes the second major study 

abroad destination count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inanews.com/lxsh/2012/12-

11/4397798.shtml]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6）。出國留學人數降低問題及因應對策。臺北市：作

者。[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2006). The 

reducing number of studying abroad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aipei, Taiwan: Author.]

尹慶子（2013）。日本欲設新獎學金補貼 資助學生到海外短期留學。取自http://liuxue.

eastday.com/NewsDetail-152601.html [Yin, Q.-Z. (2013). Japanese government tends to 

provide new scholarship for supporting students to short-term study abroad. Retrieved from 

http://liuxue.eastday.com/NewsDetail-152601.html]

李昀珊（2016）。留學生活感言。取自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

personal_life.php?action=view_detail&sn=1424 [Lee, Y.-S. (2016). Studying abroad 

refle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personal_life.

php?action=view_detail&sn=1424]

杜凱文（2015）。我在北緯59/東經30。載於吳錫德（主編），大三那年，我不在臺灣

（頁150-153）。新北市：淡大出版中心。[Du, K.-W. (2015). I am at latitude 59 and east 

longitude 30. In S.-D. Wu (Ed.), I am not in Taiwan during the junior year (pp. 150-153).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amKang Publisher.]

林妤潔（2016）。留學生活感言。取自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

personal_life.php?action=view_detail&sn=1436 [Ling, Y.-C. (2016). Studying abroad 

refle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personal_life.

php?action=view_detail&sn=1436]

林珮筠（2016）。留學生活感言。取自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

personal_life.php?action=view_detail&sn=1109 [Ling, P.-Y. (2016). Studying abroad 

refle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personal_life.

php?action=view_detail&sn=1109]

z-vc466-03-張珍瑋.indd   63z-vc466-03-張珍瑋.indd   63 2017/5/17   上午 09:16:582017/5/17   上午 09:16:58



64 課程研究　第12卷第1期

袁瑋利（2016）。留學生活感言。取自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

personal_life.php?action=view_detail&sn=721 [Wei, W.-L. (2016). Studying abroad 

refle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personal_life.

php?action=view_detail&sn=721]

張珍瑋（ 2 0 1 6）。初探高等教育階段學生全球移動之現況與正義議題。教育脈

動，6。取自http://pulse.naer.edu.tw/Home/Content/58d04c92-2b93-486c-a491-

d26f69f5f393?paged=1&categoryid=09b650c2-b21e-46bc-a72f-af020efdaf70&ins

I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Chang, C.-W. (2016). Initial inquiry of the 

current condition and issues of justice in the topic of students’ global mobility at higher 

education level. Pulse of Educational, 6. Retrieved from http://pulse.naer.edu.tw/Home/

Content/58d04c92-2b93-486c-a491-d26f69f5f393?paged=1&categoryid=09b650c2-b21e-

46bc-a72f-af020efdaf70&insI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教育部（2015）。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臺北市：作者。[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5). Project of promoting young students’ global mobility. Taipei, Taiwan: Author.]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2016）。親愛的，我們把學校變大了。你所不知道的淡江外語學

院。取自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news/news.php?Sn=90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Tamkand University. (2016). My dear, we are making the university bigger.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that you don’t know. Retrieved from http://www.junioryear.tku.

edu.tw/news/news.php?Sn=90]

許寬懷（2015）。那一年，我們在俄羅斯追夢。載於吳錫德（主編），大三那年，我不

在臺灣（頁146-149）。新北市：淡大出版中心。[Hsu, K.-H. (2015). We were pursuing 

dreams in Russia in that year. In S.-D. Wu (Ed.), I am not in Taiwan during the junior year (pp. 

146-149).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amKang Publisher.]

郭子妤（2016）。留學生活感言。取自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

personal_life.php?action=view_detail&sn=1426 [Kuo, T.-Y. (2016). Studying abroad 

refle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personal_life.

php?action=view_detail&sn=1426]

傅正淳（2016）。留學生活感言。取自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

personal_life.php?action=view_detail&sn=1423 [Fu, C.-Y. (2016). Studying abroad 

refle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personal_life.

php?action=view_detail&sn=1423]

z-vc466-03-張珍瑋.indd   64z-vc466-03-張珍瑋.indd   64 2017/5/17   上午 09:16:582017/5/17   上午 09:16:58



張珍瑋、劉秀曦、蘇淑燕 高等教育實施全球移動課程的理念與實際：

以淡江大學俄國語文學系大三學生出國留學為例 65

游家佑（2016）。留學生活感言。取自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

personal_life.php?action=view_detail&sn=1108 [Yu, C.-Y. (2016). Studying abroad 

refle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personal_life.

php?action=view_detail&sn=1108]

游家政（2011）。全球教育融入學校課程的原則與模式。教育研究月刊，206，5-16。

[Yoo, C.-C. (2011). The principles and models of global education integrated into school 

curriculum.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6, 5-16.]

廖育寧（2016）。留學生活感言。取自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

personal_life.php?action=view_detail&sn=1437 [Liao, Y.-N. (2016). Studying abroad 

refle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personal_life.

php?action=view_detail&sn=1437]

顏思嘉（2016）。留學生活感言。取自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

personal_life.php?action=view_detail&sn=1432 [Yen, S.-C. (2016). Studying abroad 

refle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junioryear.tku.edu.tw/personal_life/personal_life.

php?action=view_detail&sn=1432]

薛雅慈（2014）。提升多元文化素養與增進文化理解：論高等教育課程國際化之理念

與實施內涵。臺灣教育評論月刊，3（1），20-24。[Hsueh, Y.-T. (2014). Promoting 

multicultural literacy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Discussion of ideas and practices of 

curriculum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igher education level. Taiwanese Education Review, 3(1), 

20-24.]

蘇慧貞、倪周華（2012）。全球化大學不缺席─校園國際化打造競爭力。取自http://

www.news.high.edu.tw/uploads/edm/201506221415567135.pdf [Su, H.-C., & Ni, C.

-H. (2012). Universities are not absent under globalization, campus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creating competitiven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ews.high.edu.tw/uploads/

edm/201506221415567135.pdf]

蔡駿奕、陳麗華（2011）。實踐國際教育志工服務─培養具全球觀與行動力的師資。

研習資訊，28（5），37-48。[Tsai, J.-I., & Chen, L.-H. (2011). Practic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volunteer service: Cultivating teachers with global views and actions. Study 

Information, 28(5), 37-48.]

謝昌達（2012）。生命教育國際志工服務學習方案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海

大學，臺中市。[Hsieh, C.-T. (2012). A study on service-learning project of life education 

z-vc466-03-張珍瑋.indd   65z-vc466-03-張珍瑋.indd   65 2017/5/17   上午 09:16:582017/5/17   上午 09:16:58



66 課程研究　第12卷第1期

for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Anderson, L. (2005). Internationaliz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tegrating study abroad into 

the curriculu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Ballatore, M. (2015). The Erasmus programme: Achievements, inequalities and prospects. In F. 

Dervin & R. Machart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global academic mobility and migration (pp. 

41-62). Oxford, UK: Peter Lang.

Cushner, K., & Karim, A. (2004). Study abroad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In D. Landis, J. Bennett, & 

M. Bennett (Eds.),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pp. 289-308).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 Wit, H. (2008). Changing dynamics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 circulation: Meanings, push and 

pull factors, trends, and data. In H. de. Wit & P. Agarwal et al. (Eds.),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circul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pp. 15-45).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Sense.

Dervin, F., & Machart, R. (2015). Introduction: Global academic mobility and mgration: Between 

reality and fantasy. In F. Dervin & R. Machart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global academic 

mobility and migration (pp. 7-18). Oxford, UK: Peter Lang.

Deardorff, D. K. (2006). The identifi 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 a student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0(3), 241-266.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The Erasmus impact study. Retrieved from http://ec.europa.eu/dgs/

education_culture/repository/education/library/study/2014/erasmus-impact_en.pdf

Finkelstein, M. J., & Walker, E. M. (2008). The progress of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in 

implementing the 3-34 reforms: A status report on preparation and prospect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reen, M., & Olson, C. (Eds.). (2003). Internationalizing the campus: A user’s guid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Grunzweig, W., & Rinehart, N. (2002).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global interdependence: 

Towards a critiqu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W. Grunsweig & N. Rinehart (Eds.), Rockin’ 

in red squar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cyberculture (pp. 

5-24). Munster, Germany: Lit Verlag.

z-vc466-03-張珍瑋.indd   66z-vc466-03-張珍瑋.indd   66 2017/5/17   上午 09:16:582017/5/17   上午 09:16:58



張珍瑋、劉秀曦、蘇淑燕 高等教育實施全球移動課程的理念與實際：

以淡江大學俄國語文學系大三學生出國留學為例 67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3). Open doors 2013: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udy abroad by American students are at all-time high. Retrieved 

from http://www.iie.org/Who-We-Are/News-and-Events/Press-Center/Press-Releases/2 

013/2013-11-11-Open-Doors-Data#.UsIOFNIW2S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6). Open doors data: Fast facts. Retrieved from http://

www.iie.org/Research-and-Publications/Open-Doors/Data/Fast-Facts#.WEn3W2R970E

Inda, J. X., & Rosaldo, R. (2006). 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 Oxford, UK: Blackwell. 

Kalvermark, T., & van der Wende, M. (1997). National polici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Stockholm, Sweden: 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Koh Chin, H. K., & Gallup-Black, A. (2004).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New York, N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ewis, T. L., & Niesenbaum, R. A. (2005, June 3). The benefi ts of short-term study abroad.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 B20.

Liu, R., & Lee, H. (2011). Exploring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verse 

backgrounds 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in Myanmar. New Horizons in 

Education, 59(2), 38-50.

Lumkes, J. J., Hallett, S., & Vallade, L. (2012). Hearing versus experiencing: The impact of a 

short-term study abroad experience in China on students’ perceptions regarding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aware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6(1), 151-159.

McKeown, J. S. (2009). The first time effect: The impact of study abroad on college student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Moor, B. T., & Henderikx, P. (2013). International curricula and student mobil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ub.edu/escola_doctorat/sites/default/files/internacionalitzacio/LERU_

international_curricula_student_mobility.pdf

NAFSA. (2006). About u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afsa.org

Naydina, T. (2015, November).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teaching Russi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per Presented at Mass-media and multimedia text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uropean Language in East Asia), Taipei, Taiwan.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Education at a gla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edu /eag2013%20(eng)--FINAL%2020%20June%202013.pdf

Olson, C., Green, M., & Hill, B. (2006). A hand book for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z-vc466-03-張珍瑋.indd   67z-vc466-03-張珍瑋.indd   67 2017/5/17   上午 09:16:582017/5/17   上午 09:16:58



68 課程研究　第12卷第1期

internationalization: What institutions can do and what students should lear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Pang, P. (2011).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global city: Study abroad in 32 Singapore. In R. 

Lewin (Ed.), The hand book of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study abroad: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quest for global citizenship (pp. 230-246). New York, NY: Routledge.

Pough, R., Kruse, A., & McKnight, O. (2002). Planning and assessing a short-term study abroad 

program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marketing and business. Retrieved from https://works.

bepress.com/oscar_mcknight/28/

Scott, P. (2000).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4(1), 3-10.

Sheller, M., & Urry, J. (2006).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2), 

207-226.

Souto-Otero, M. (2008). Th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of Erasmus students: At rend towards 

wider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54(2), 135-154.

Tarrant, M. A. (2010).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the role of studies abroad in nurturing 

global citizenship.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4(5), 433-451.

Wanner, D. (2009). Study abroad and language: From maximal to realistic models. In R. Lewin 

(Ed.), The hand book of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study abroad: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quest for global citizenship (pp. 81-98). New York, NY: Routledge.

Wu, M. (2008, Februauy 19). University introduces gap-year plan for new admits. The Daily 

Pricetoni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dailyprincetonian.com/2008/02/19/20141

Zamastill-Vondrova, K. (2005). Good faith or hard data? Justifying short-term programs. 

International Educator, 14, 44-49.

（本篇已授權收納於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

z-vc466-03-張珍瑋.indd   68z-vc466-03-張珍瑋.indd   68 2017/5/17   上午 09:16:582017/5/17   上午 09:16:58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tru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524288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Courier
    /Courier-Bold
    /Courier-BoldOblique
    /Courier-Oblique
    /Helvetica
    /Helvetica-Bold
    /Helvetica-BoldOblique
    /Helvetica-Oblique
    /Symbol
    /Times-Bold
    /Times-BoldItalic
    /Times-Italic
    /Times-Roman
    /ZapfDingbats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3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650042006F006F006B00280033003000300064007000690029300D005D0020>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AddBleedMarks tru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tru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tru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300 3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