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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独立学院国际化办学现状与发展战略 

——以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为例 

王小宇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国际交流办公室  北京 

【摘要】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中，能够顺应趋势，积极大

胆进行国际化创新探索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文章以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为例，对目前独立学院国际化

办学现状与发展战略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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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教

育国际化也已成为各国高等院校建设的重要内容，

通过师生互访、学术合作以及教育资源共享等途径，

与境外高校实现合作共赢[1]。近些年，我国高校独

立学院也陆续尝试利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结合社

会力量，在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由于其存在时间短、体系未成熟等缺陷仍然面临

着许多困境。本文作者以个人工作单位为例，在梳

理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并尝试提出

未来学校发展战略和实施保障。 
1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国际化办学现状 
1.1 建设成就 
“十三五”期间，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在国

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具体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与境外62所高校和教育学术机构签订友好合作

协议，签约数量占目前总合作院校数量的 86%，其

中世界 500 强高校 9 所，1000 强高校 19 所，遍布

24 个国家及港澳台 3 个地区； 
为学生提供 69 种时长不等、主题不同的境外交

流项目，占累计开展境外交流项目总数的 82%； 
共派出学生 1042 人次，分别赴美国、英国、爱

尔兰、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等 22 个国家及港澳

台地区进行长短期学习交流，占目前累计派出学生

境外交流总数的 64%，其中，寒暑假短期交流 713
人次，占交流总人数的 68%；学期及学年长期交流

329 人次，占交流总人数的 32%； 
近三年出国攻读硕士课程人数直线上升，且被世

界一流高校录取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在 2019 届毕

业生中，共有 116 人出国攻读硕士课程，其中 40 位

同学被 QS 世界排名前 100 的高校录取（2021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占出国留学深造总人数的 34%，79
位同学被 QS 世界排名前 500 的高校录取（2021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占出国留学深造总人数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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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派出教职工出国（境）参加考察交流、国际

会议、进修、培训、授课、担任学生项目带队教师

等 601 人次，占累计派出教职工出国（境）总人次

的 60%； 
引进长短期外籍专家及教师 190 人次，平均每

学期到校进行授课外教达 40 人次以上； 
接收 16 名外国留学生到校进行长期学历学习、

语言学习及校际交流，短期到校交流访问学生平均

每年约 150 人次； 
以上这些为促进耿丹学院学术交流，开拓学生

国际视野，实施培养国际化人才战略提供了基础条

件和强有力支撑。这也使得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在 2019 年《中国民办大学国际化竞争力排行榜 300
强》中，位列第 5 名，比 2018 年上升了 44 位[2]。 

1.2 特色与优势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坚持把走国际化办学道

路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国际交流工作在“十

三五”期间也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全校学生的四年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境外

学习交流机会和经费支持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现已与英国、爱尔兰、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泰国等 24 个国家及港澳台 3 个地区的高校

和教育学术机构建立了多层次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关

系，为在校学生提供硕士学位课程、学士学位课程、

学期研修、寒暑假语言文化课程、专业实习、国际

工作坊等丰富的境外交流学习机会，并帮助引导学

生从一入学就建立四年全球学习规划。 
为了鼓励更多的同学“走出去”交流学习，耿

丹学院每学期为参加长期境外交流学习的学生提供

奖学金，为学生进行境外交流和开阔视野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截至目前学校已为参加境外长期学习

交流学生减免费用累计达百万元。 
（2）提升学校管理团队和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

平 
“十三五”期间，学校聘请前爱尔兰都柏林理

工大学主管教学副校长担任学校荣誉校长，聘请前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担任国际商学院

院长，聘请欧洲规划师协会副会长担任工学院学术

委员会主席，学校现有 2/3 以上的中层管理人员和

专业负责人为外籍人士或具有境外硕士以上学位及

访学经历，有 995 人次的管理人员、专业负责人和

教师赴境外参加国际会议、考察交流、专题培训和

进修访学，费用全部由学校承担，这在同类院校中

实属不易，而这些投入所获，让学校在质量保障体

系、应用型本科教育、以产业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建

设、参与式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和发达国家的应

用型本科大学进行深入学习和交流，并将国际经验

应用到学校的教学方法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中。 
（3）引进境外优质高校资源，建立耿丹学院英

文国际班 
自 2016 年 9 月起，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与爱

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深度合作，陆续在视觉传

达、城乡规划、环境设计等三个专业采用爱尔兰先

进的质量管理制度和以产业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双

方共同组织考核与评价，并从大一起所有专业课逐

步采用全英文授课，在全国高校同类实践中走在前

列。 
（4）建设国际化耿丹校园 
为了让校园国际化的氛围更加浓烈，自 2016 年

与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合作以来，每年 3 月，在

校为爱尔兰籍教师举办爱尔兰国庆日庆祝活动，中

外师生共同联欢；邀请英国 TNT 剧团、书屋剧团到

校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在校师生免费观演；邀请波

兰等使馆人员在樱花节到校访问交流等。 
学校“十三五”期间，加大校园设施国际化建

设力度，2019 年完工的 10 层综合教学大楼，从设计

上就体现国际化理念---“增大公共开放交流学习空

间”；另新建综合体育馆，内有游泳馆、健身房、

篮球馆等多功能锻炼场所，极大地满足中外学生的

需求；国际设计学院大楼、图书馆和自习室的改建，

最大化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设施和共同学习空

间，另外还有校园草坪铺设、美食驿站、十多处奥

林匹克雕塑作品摆放和景观装置的夜晚灯光照明，

更增加了校园的国际化氛围。 
1.3 差距与不足 
学校在国际交流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国

际交流的内涵建设以及留学生教育领域仍存在较为

明显的不足： 
（1）合作院校实质流动不足 
已签约高校中有实质流动的学校仅占到一半，

在有实质流动的合作项目中，项目开展仍停留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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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互访和单向派出师生的层面，双向交流不足，对

推动二级学院办学国际化方面影响力有限，与境外

院校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学术合作、课程改革方面

亟待进一步推进。 
（2）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各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还不是很明确，需

要进一步凝练；课程设置、英文原版教材使用和全

英文教学课程开设比例较低；受学生个人英语水平、

境外课程学分认定、家庭条件、就业等因素的影响，

学生赴境外交流的意愿并不强烈，数量仍不足，这

样造成我校接受国际化教育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人

数的比例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才培养的国

际化进程。 
（3）留学生教育工作较为薄弱 
由于耿丹学院地处高校林立的北京郊区，学校

知名度不高，再加上没有政府奖学金，给学校的留

学生招生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再加上缺乏留学生招

生及培养的激励机制，二级学院整体参与留学生培

养的积极性不够高；英文授课的品牌专业和品牌课

程特色有待拓展和加强；全英授课师资与留学生汉

语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教学质量有待提升等，

致使留学生教育工作整体较为薄弱。 
（4）各专业引入外籍教师不均衡 
“十三五”期间，学校引入的长短期外籍教师

大部分还主要集中在视觉传达设计、城乡规划、环

境设计 3 个专业以及国际商学院的部分专业，学校

绝大多数的专业及课程还没有外籍教师的参与。 
（5）缺乏行之有效的校院两级外事管理工作联

动机制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管理网络和运行机制还不够

完善，部分学院尚未形成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

动意识，缺乏主动“走出去”交流和进行国际化办

学的积极性，造成很多校际层面达成的国际合作项

目难以在二级学院落实。 
2 面临的形势 
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制定了新的高等

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多次向世界

宣示中国将扩大教育开放。尽管 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的爆发使得全球高校之间的国际交流受阻，但疫

情对国际交流的影响只是暂时的[3]。 
在《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

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中指出，“坚持教育对外开放

不动摇，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

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

教育对外开放局面。[4]”国家政策的定位与支持对

于学校的国际化办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带

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宏观层面，主要表现在如何将深入贯彻落实《教

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

的意见》、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与学校自身

发展更紧密的结合起来，找准自身定位，做好顶层

设计，确立国际交流全校一盘棋意识。 
具体工作层面，主要表现在如何更好地建立可

持续的工作机制，处理好学校与二级学院、教学科

研与国际化办学、国际交流与留学生教育之间的关

系，最大程度整合资源，打造特色，服务学校的改

革与发展。 
3 战略目标 
基于上述数据和分析，耿丹学院在未来五年的

发展中，可尝试继续按照大学国际化的基本理念和

要求，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稳步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教育交流与

合作，积极引进全球优势教育资源，重点通过师资

队伍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化、课程设置国际化、

学生生源国际化四个方面的发展，逐步建立校院两

级外事管理体制并协同发展[5]。 
3.1 开拓和优化境外合作院校资源 
争取到 2025 年，新增世界 QS 排名前 200 合作

高校数量 5 所，新增世界 QS 排名前 500 合作高校

10 所，合作院校和教育学术机构总数量达到 100 所

以上。在已开展合作项目中，深入推动实质的双向

流动，引导各二级学院与境外合作院校开展在专业

课程领域内的深度合作。 
3.2 推动耿丹学子全球学习计划 
争取到 2025 年，每年学生境外交流比例达到

15%，毕业生具有境外交流学习实践经历比例达到

40%以上。 
3.3 实施中青年教师境外进修培训计划 
争取到 2025 年，中青年教师中具有境外进修、

培训经历的比例达到 70%以上。 
3.4 科学合理引入外籍教师 
争取到 2025 年，在学校现有的各个专业领域内

每年均有至少 1-2 名外教参与课程教学，累计年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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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长短期外籍教师参与教学人次达 100； 
3.5 建设特色国际课程体系 
在学校优势学科领域基本形成具有我校特色

的、开放式的国际课程体系，并以此推动发展留学

生教育，争取到 2025 年，留学生年招生培养规模达

到 20 人左右，累计学校留学生招生培养规模达到

60-80 人。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努力，最终实现学校教育

教学国际化，师生互访、成果交流常态化，学校国

际竞争力日益增强，为全面建成特色鲜明的应用型、

开放式的中国私立大学提供有力支撑。 
4 主要任务 
4.1 树立国际化发展理念 
耿丹学院的教育国际化从建校之日起就已开

始，学校国际交流办公室 2010 年以来的资源拓展与

项目开发虽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距离学校的长

远发展需要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前，国际化

已成为学校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全校有必要

形成明确的认识，即国际化是促进开放式和应用型

大学的核心要素，是全校师生提升职业水准和学业

水准的主要路径，是实现耿丹学院人才培养的重要

手段。 
4.2 提升教师和管理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继续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条路径提

升教师和管理队伍的国际化。“引进来”是在教师

和管理人员招聘中强调海外背景与海外学历，利用

北京的资源优势和学院的发展机遇使人才结构逐步

趋于国际化。同时，聘请更多的高水平长短期外籍

教师到耿丹学院各个专业学科授课、合作教学等，

依次促进各二级学院的国际课程开设和学科研究。

“走出去”是在已有的中青年教师境外进修基础上，

扩大选拔比例，增加赴境外进修的国别和高校数量，

分批次、有针对性地将不同学科专业的骨干教师派

送到学科优势匹配的高校进修学习；同时加大对管

理人员参与境外考察交流、培训学习的派出力度。 
4.3 搭建多层次国际合作交流平台 
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分为两个层次，即学校与

各二级学院两方面。截止目前，在各类有实质流动

的合作院校和教育学术机构中，七成以上主要集中

在学校层面，在各二级学院中，利用学校资源逐步

深入开展各自学院国际资源的主要为国际设计学

院，其次为国际商学院、工学院、人文学院。目前，

除国际设计学院与境外高校或教育学术机构合作相

对密切外，其他三个二级学院仍需在这一领域下大

功夫，形成更多的具有各学院学科特色的国际交流

项目。 
根据国家和北京市的国际化发展要求，学校应

鼓励各二级学院在资源共享的原则下开拓二级学院

之间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探索并建立符合各二级

学院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所需要的各种

国际合作模式，扩大和丰富国际合作的范围与内容，

使学校各级各类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成为常态[6]。 
4.4 推进本科生教育国际化 
目前已开展的境外交流项目中，学生们选择境

外交流还是以寒暑假短期课程为主，选择学期交流、

“2+2”“3+1”双学位长期交流课程的仅占三成，

未来一方面将通过学校、各二级学院、专业的宣传

和引导，鼓励广大同学积极参加长期类的境外交流

课程，另一方面各专业要主动出击，利用好学校目

前已有国际合作资源，深化本专业与境外高校的合

作交流，最大化的为学生们创造四年优质学习体验。 
与此同时，学校需进一步完善积极鼓励学生参

与国际体验的政策和机制，方便学生的学分互换、

替代和灵活考试、答辩等，争取到 2025 年，实现每

年有 15%的学生参加境外交流项目，每年有 40%以

上的毕业生具有境外交流经历的国际化教育模式。 
4.5 建立国际学生教学体系 
耿丹学院 2013 年获得接受外国留学生资格后，

已进入中外学生同校园培养的国际化教育状态。长

短期留学生的到来既丰富了学校的教育资源，同时

也带来教学与管理的挑战。目前已招收的外国留学

生以非学历留学生为主，学历留学生仅占两成。为

了吸引更多的学历学生、校际交换学生到耿丹学院

学习专业课程，各二级学院应以开放的思维构建国

际学生教学体系，梳理出更多可供外国留学生学习

的英文课程，打造全校英文课程学习包，灵活制定

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培养方案等，使学校的国际学生

教育有一个突破的发展。 
4.6 构建校院两级国际化工作机制 
在“十三五”期间，耿丹学院的国际化进展已

从局部的、少数人参与的状态发展为全面的、普遍

的，涉及所有二级学院和专业的新局面，因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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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校院两级的工作机制，既能及时反映专业发展

和人才培养的需要，调动各二级学院和专业师生的

积极性参与国际交流，又能明确国际化任务，积极

调配资源，保障学校国际化目标的实现。 
要克服国际化只是学校国际交流办公室工作的

狭隘观念，将国际化工作纳入各二级学院的日常教

学、行政管理与人才培养计划中，充分认识国际化

在现代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打造“开放式、

国际化、应用型”的耿丹教育特色充分利用好现有

的国际化机遇和资源[7]。 
4.7 加强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 
各专业逐步更新英文版培养方案和课程简介。

强化应用型英语教学，鼓励师生充分利用留学生和

外教资源有效地进行外语交际活动，是形成耿丹校

园国际软环境的基础。同时鼓励各二级学院和学生

社团充分利用北京的区位优势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活

动，在促进语言学习的同时加深对多元文化的理解

与适应能力，创造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整体环境。 
完善校园的国际化硬件建设，在图书馆内增加

英语图书和报刊，建设适应学校国际化发展的网络

信息服务和教学支撑平台，使校园硬件设施达到国

际化标准。 
5 实施保障 
在以上现在分析和战略定位后，北京工业大学

耿丹学院国际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应通过以下三个方

面的措施得到实施保障： 
5.1 全员重视 
国际教育与国际资源的利用涉及学校从招生到

就业的各个教育环节，对耿丹学院在下一个阶段的

发展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现有的良好基

础上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获得全校一致的认识，

使已有的和新开拓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8]。 
5.2 形成机制 
建立以国际交流办公室为中心的国际联系机

制，逐渐形成各二级学院的国际交流能力，有效地

通达到全校师生，从而能更及时更有效地发挥国际

资源的利用价值，使学校的各项工作得到更好的支

持与开展，让国际活动自然地融入全校的日常工作

中。 
5.3 注重实效 
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成本较高，投入较大，应该

有效地获得回报，即让教学与管理得到提升与收益，

因此对每个合作项目的确定和操作都应有分析和研

究，并有相应的有效管理，使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

有软性的一面，即教育质量与学校声誉的提升，还

应有硬性的一面，即办学成本与项目收益的合理预

期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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