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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 高。留学生 数量仅 次于美 国, 居 世界第 二位。进入 21世纪 后, 英国加
快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步伐 : 留学生数量持续增加; 国际教育步伐加快, 跨国人员流动 更加频繁; 积极参 与 博
洛尼亚进程 ( Bo logna P rocess) , 融入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框 架。历经 发展和 演变, 英国高 校国际教 育政策 日臻完
善, 并有效地加以实施。当前我国正着力提高高等教育 的国际 化和国际 教育的 水平, 英国 这方面的 经验值 得我们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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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高, 留学生数量仅次
于美国, 在世界名列第二。根据 2005年 4月英国高

后在寻求政治影响的前提下, 走过很长一段 慷慨
援助 的历史, 向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以

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发布的 英国的高等教 育 的统

吸引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 甚至由政府派遣专家去

计, 在英国学习的留学生达到 275 500人, 占英国高
校在校生学生的 13% , 他们来自世界上 200多个国

发展中国家帮助兴办大学、
培训教师。 1963年发布
的 罗宾斯报告 中指出, 每年为资助外国留学生

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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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教育政策从力图 扩大政治与文

花费 900万 英镑 , 这种手段的主要目的是 使英国

化影响、
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到现在的政府推动、
高校

保持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政府的决策者认为, 外

参与的市场导向型留学政策, 政策日臻完善。

国留学生不仅学到了被留学国家科学技术的 明确
知识 , 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思维 方法、行为方式、价

一、
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国际教育政策的演进

值观念等 默会知识 。这些知识 在他们身上涂抹

提到英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可能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在英国学习的留学生的快速增长。人们之所

了想洗也洗不掉的油彩, 打上了永远也消除不了的
[ 2]
烙印, 其深远的文化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

以对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有这样的印象, 有其历史

从现实看, 随着英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公共财

和现实的原因。

政投入高等教育的压缩, 高等教育经费短缺, 政府开

从历史上看, 英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从向海
外招收留学生开始的, 走过了一个从寻求政治影响

始把扩大留学生的招生作为解决高等教育财政危机
的手段。 1978年, 先由学者提出可以通过招收交费

到追求经济利益的历史过程。正如一些英国学者所

留学生的办法克服政府面临的经济危机和高等院校

说的那样, 大英帝国时期招收欧洲以外的留学生主

财政危机的建议。 1979年工党上台后, 撒切尔夫人

要是推销帝国经验的产物。英国为实现培养忠实于
帝国的殖民地管理精英的战略, 确立了为每一个殖

就宣布了从 1980 年度就实行的两项政策: 其一, 缩
减 20% 的中央政府高等教育拨款; 其二, 向外国留

民地培养一批大学教师, 创建一所大学的目标。之

学生收取 全额成 本学费 , 即按照本 国学生 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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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政府支付给大学 ) 的 4倍, 向外国留学生收费。
该政策的实施最初几年对英国留学生的增加确实造

或其他资格证书。英国高校积极以不同的方式在国
外建立分校或合作办学机构, 加快提高远程教育课

成一定影响, 但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留学生人数

程的步伐, 使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教育输出国。

开始恢复及快速增长, 1990年和 1992年, 英国在校

第四,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增加。研究一直是国

留学生的人数分别达到 1980年的 1. 5倍和 1. 8倍,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自撒切尔实行高等教育财政新

际合作的重要领域, 最近国际合作研究的项目不断
增加, 但是有一个发展趋势令人担忧, 在英国留学生

政策以来, 历经 10 年, 英国高校不仅走出了因政府

中学习研究性课程的和学习非研究类课程的相比,

经费削减造成的困境, 仅从海外学生收取的学费就

人数的增长速度较慢。

高达 7亿英镑。从 1979- 1980至 1988- 1989学年
度, 留学生学费收入从 0. 46亿英镑增加到 1. 02亿

第五, 参与 博洛尼亚进程 ( Bo lo gna P rocess),
融入欧洲高等 教育一体化框架。英国是最 早签署

英镑。 1990年高校总收入中, 留学生学费所占比例
在 4% 以上。 2004年留学生占英国所有高校学生的
13% , 不计算校外消费给英国经济带来的收入, 仅学
费收入就达 1亿英镑以上

[ 3]

。

博洛尼亚进程 的签约国, 并对此做出政 治承诺。
在英国政府的推动下, 英国的高校和学生组织给予
了积极的回应并参与了该进程。他们在促进欧洲学
分转移制度、
组织进程研讨会、
开发联合学位计划等

进入 21世纪后, 英国加快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和

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 用, 成为 进程的积极推动 者。

国际教育发展步伐,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留学生数量持续增加, 但留学生的来源国

40多个签约国于 2007 年 5月在伦敦召开会议, 研
讨在全球化背景下, 为顺利实现到 2010年欧洲高等

的分布不平衡, 特别是来自于亚洲的少数几个国家

教育与科技一体化的目标所应采取的措施和优先发

的留学生增长快速。留学的专业近几年增长比较快
的是专业性课程和信息技术课程, 高校的留学生课

展事宜, 并发布会议公报, 勾勒 2010年后的发展蓝
图。

程设置围绕这类专业。
第二, 人员流动的速度加快。出现这种情况的

二、
英国现行高等国际教育政策

部分原因是从事研究的学生的流动增加, 现在越来
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把人才送到像英国这样的

英国的国际教育政策经历了力图扩大政治与文
化影响、
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到现在的政府推动、
高校

发达国家 从事学 习和研 究工 作, 不能 仅仅看 做是

参与的市场导向型留学政策。在这种新的国际教育

人才流失 , 因为很多学有所成的人才不久通常还
会回国, 并把自己所学到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带回来

政策下, 一方面, 着力提高本国高等教育在国际教育
市场上的竞争力, 吸引更多的留学生, 以弥补高校办

源国, 有的甚至可以引进产业合作项目, 促进来源国

学经费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 政府通过提 供奖学

的发展。

金, 吸引少数出类拔萃的精英到英国高校就读, 在这

第三, 跨国教育的步伐加快。英国政府和高校
在推进跨国高等教育方面态度积极, 组织形式多样,

个过程中除了扩大英国的政治文化影响、
获取经济
利益, 同时也 是国家争夺国际 人才战略的一部 分。

主要有公立大学间的跨国合作; 公立大学间教学计

上述两种情况的竞争都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进行调节

划的跨国 特许 ; 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间的跨国合

的, 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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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公立大学与企业大学间的跨国合作 。跨国教
育的模式一般分三类: 第一是英国大学与他国大学

( 一 ) 政府推动扩大国际教育规模的政策
布莱尔政府于 1999 年第一个任期为吸引更多

共建一所新大学或分校, 合作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

的海外学生到英国学习, 鼓励英国高校和国外高校

如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创办诺丁汉大学
中国分校。第二是英国大学与外国大学联合培养学

建立合作, 发起 首相国际教育行动计划 , 以确保
英国在 国际教 育方面 的世界 领先地 位。 行 动计

生, 授课的方式有两种: ( 1) 在境外实施教学的全过

划 涉及简 化留学生入学程序, 对 英国的教育品牌

程; ( 2) 学生在当地读完两年或大部分课程, 最后一

和市场开发进行投资, 并且提高 志奋领 奖学金的

年或最后一阶段转入英国大学继续就读。第三是向
国外提供远程高等教育课程。如英国开放大学, 通

获奖人 数。 行 动 计 划 分 两个 阶 段。 第一 阶 段
( 1999- 2005年 )制定的目标是到 2005年来自欧盟

过现代教学手段给国外学生提供认可的课程, 学生

之外的留学生增加 75 000人 ( 高等教育 50 000人,

读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 可获得大学颁发的学位

延续教育 25 000人 )。这个目标已提前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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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留学 生比 1999 年高等 教育增 加了 93 000
人, 延续教育增加了 23 300人。第二阶段于 2006年

第四, 提高留学生服务质量。每个高校对于留
学生的服务都有自己的操作流程, 进入学校首先就

4月 18 日启动, 在第一阶段 任务顺利完 成的基础

有新生培训课程, 介绍学校情况、
设施设备的使用、

上, 第二个五年的计划目标更加宏伟, 在延续与高等

课程的开设和要求、出现问题后的求助方式等。给

教育院校就学的留学生人数计划增了 100 000人,
同时制定了一个广泛的国际教育项目议程, 重点集

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服务, 如提供选课咨询等。
( 四 ) 留学生工作与就业的政策

中协助英国高校与国外同等高校建立持久的合作关

为了减缓留学生的经济压力, 英国对留学生放

系, 旨在保持英国在国际教育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宽了打工的限制, 如学生在留学期间每周可以进行

增加英国接受留学生的数量; 确保留学生的培养质
量; 建立战略合作与联盟; 通过吸引世界众多国家的

20小时的打工。在学生放假期间 则可以享受与英
国学生同等待遇打全工。硕士学生毕业后只要有公

学生到英国留学的数量的普遍增长, 从而保持英国

司雇佣, 可以在英国工作 1 2年。

在世界教育市场的优势地位。
(二 )英国留学生奖学金政策

三、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英国现行的奖学金制度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一个国家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情况是高等教育国

第一, 政府奖学金。政府奖学金除政府间双边

际化的重要指标。接受外国留学生人数的多少, 既

文化教育交流奖学金 项目 ( 由 英国文化委员会、外
交部文化关系司负责, 经费由财政部下拨 ) 外, 外交

反映一个大学的教育水平, 也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教
育水平。经过 30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

部和英国文化委员会也与外国 ( 含地区 ) 政府签订

最大留学生派出国。根据教育部 2007年 3月公布

奖学金双边协议, 以资助海外学生和研究人员赴英
进修。例如, 2007年, 由苏格兰政府设立的国际奖

的各类留学人员情况统计, 从 1978年到 2006年底,
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106. 7万人, 留学回国人

学金数额高达 54万英镑, 包括学费、一次国际往返

员总数达 27. 5万人, 遍布在世界 108个国家。近年

机票和生活费。第二, 学术团体奖学金。第三, 高校

来, 虽然我国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数量以年均 20% 的

奖学金。
(三 )高等院校的国际教育政策

速度增长, 但到 2005年, 来华留学人数才有 14万余
人。接受留学生和派出留学生人数比例严重失调,

在政府开拓留学生市场的驱动下, 高等院校积

将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多年的

极参与, 除力争能够提高本校研究生比例外, 还尽力
招收高层次的优秀研究生。

发展和演变, 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高, 留学生政
策完善, 这对制定和完善我国的留学生政策, 加快高

第一, 建立留学生招生和服务机构。大部分高

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校都设有国际事务办公室, 负责留学生的招生和相

( 一 ) 原则与机制: 政府推动、市场导向、
高校参

关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二, 积极参加海外的宣传和推介活动。一方

与

面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等机构举办的高等教育推介

多、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不高、
高等院校办学相对封

活动, 并委托其开展留学 生教育咨询活动, 另一方

闭, 因此, 需要政府强力推动, 以加快我国高等教育

面, 有些高校直接派人到国外参加或举办宣传活动。
第三, 开发适合留学生学习的课程, 提高留学生

国际化步伐, 与国际高等教育体制接轨。为了与世
界各国高校进行更好的交流合作, 更好地发挥高等

教学质量。为吸引留学生, 高校尽力提供多层次、
多

教育在专门人才培养、
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为社会

形式的学习课程, 如学位课程、基础学位课程、文凭
与证书课程以及语言课程等。 2007年开始, 部分高

服务等功能, 国家和高校必须逐步使自身的教育体
制同国际接轨, 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通

校进行本科三年 浓缩 为两年的试验, 参加二年制

过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使我国高等教育的

本科试验的高校有德比大学、
利兹城市大学、
北安普

办学形式更加多样化、
招生程序规范和高效、
教育组

敦大学、
斯特福德郡大学和米德维大学联合体 ( M id
w ay P artnersh ip )等, 学生将用两年时间完成三年的

织更加灵活、
管理运作更合理、
学分制度和毕业生就
业制度更加完善, 以适应多样化留学生的需求。针

课程, 以减少留学时间和费用。同时, 很多高校针对

对留学生不同文化背景、
生活习惯、民族个性、思维

留学生的情况, 改革课程结构, 提高教学质量。

方式, 面临国际人才的竞争, 政府必须大力推进高等

1 政府推动。当前, 我国招收的留学生数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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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化, 通过各种手段, 提高高校招收留学生的
积极性。一方面, 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和政策, 为高

径是通过正规课程而得到的, 课程常被人们看成是
高等教育的 黑匣子 , 不论学生来自哪一 个国家,

等教育国际化和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保障, 另外,

都应该接受最先进的知识, 学到世界一流的科技;

政府应设立专项奖励基金, 奖励留学生服务工作成

加强对外汉语教学, 提高留学生利用汉语学习的效

绩优异的机构和个人。
2 市场导向。 20世纪 80 年代以后, 随着信息

率; 对现在的学制和文凭的授予进行改革, 使其适应
留学生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

科技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在全球市场中的重要性越

3 完善资助。国家应颁布外 国留学生的优惠

来越显著。根据 WTO 及其前身 GATT 的分类, 教育

政策, 各高校也应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国家应进一

和商业服务、
通讯、销售、金融等十四项并列为服务
部门, 是全球贸易中重要的服务性产品, 高等教育成

步扩大奖学金的发放范围及发放量, 学生除了向学
校申请奖学金, 还可向其他机构申请; 出台在华学

为一项重要产业。除政府支持外, 更重要的是积极

习人员配偶陪读、
工作等政策; 完善在华学习人员医

发挥市场的作用, 鼓励经济界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
并从中受益。

疗保险制度; 建立 绿卡制 。
综上所述, 英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进程中,

3 高校参与。高校是办学的主体, 在我国高等

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 其动力主要是: 扩大政治、

教育国际化和留学生教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除

文化影响; 追求经济利益; 争夺国际人才。进入 21

积极吸引外国学生来华学习外, 有条件的高校可以
开展境外办学项目, 在国外开设分校或授权国外学

世纪后, 英国加快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步伐, 不
断完善留学生政策, 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更多的留学

校教授课程及颁授学位。充分发挥目前在世界各国

生到英国学习。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 经济实力不

设立的孔子学院, 积极向世界各国推广中国文化和
汉语。随着我国高校在国际留学生市场竞争力的提

断增强, 国际影响 力越来越大, 大力吸引海 外留学
生, 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是当前我国高等

高, 不仅为高校带来经济利益, 更可借以提高大学的

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而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国际知名度和国家的影响力。

走过的路程, 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要走的路程,

(二 )政策与措施: 健全机构、
改革教学、完善资

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 健全机构。政府应该对现有的相关部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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