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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歐洲高等教育區 2020 移動力戰略 (Mobility for better learning: Mobility strategy 

2020 for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期望歐洲高教區至少 20%的大學生畢業

時擁有出國留學或海外培訓的經歷，然而學生全球移動力受到區域(歐洲)國家層

面的政策與制度以及學習動機、職涯發展、生活適應個人層面等多從因素所影響

(張惠，2017)。全球移動力是一個複雜的國際情勢，也是當前的重要現象，但也

是學生面對國際市場或全球主義思潮下的嚴峻考驗。從教育部 2016-2019 年推動

的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中，希望可拓展青年學生的國際視野，並且培育

青年具有溝通力、適應力、專業力與實踐力等四種基礎能力(教育部，2016;張鈿

富，2016)。目前，全球移動力的培育也從人才培養的單一功能朝向政治、經濟、

文化多重之效能(黎芳媛與路書紅，2019)，海外學習經驗促進了個體的世界公民

力、國際溝通力、職涯能力、人群合作力、跨文化能力、環境適應力等多重能力

的提升(陳文彥，2016; Martinez-Usarralde, Pausa, & Garcia-Lopez, 2017; Lo, 2018)。本

文將從全球移動力之多重能力、複合效益以及校園培力等三方面，來探討如何強

化大學生之全球移動力及相關能力。 

二、全球移動力之多重能力分析 

Larsen(2016)將學生在全球移動力中所需要基本資源，包含入學許可、經濟

支持、地主國的人際、接洽單位、交通工具等異地求學所需的基本需求稱之為網

絡能力(network capital)。Kumpikait 與 Duoba(2013)以 593 名大學生為樣本，其中

23.9%近 3 個月有海外學習經驗，發現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為文化力(文化覺察

與表達)、公民力(社會與公民能力)以及專業力(專業知識與技能)等三大核心能

力。日本將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人際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文化

智能(cultural intelligence)以及國際智能(global intelligence)四大能力做為 21 世紀

全球化時代學生需學習的基本能力(Karseras, 2017)。國內學者李偉俊（2017）根

據教育部全球移動力之計劃，透過實證分析發現影響大學生全球移動力之前置因

子為專業素養力、語言溝通力、國際適應力、創新解決力。 

黎士鳴、湯堯(2018)回顧相關研究彙整了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發展了

GLOBAL 模式，發現全球移動力是由以下六種能力所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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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力(G: global citizenship):具有公民素養且關懷世界之世界公民力。 

2. 語文力(L: language ability):具有外語表達且體認他國文化之外語溝通力。 

3. 職涯力(O: occupation):具有國際視野且能因地制宜之跨域就業力。 

4. 人際力(B: befriend):具有橋接資源、經營人脈及銜接社會之國際網絡力。 

5. 文化力(A: acculturation):具有文化理解且能入境隨俗之文化融合力。 

6. 生活力(L: lifestyle):具有正向心理且保持健康生活之環境適應力。 

  由 GLOBAL 模式來看，全球移動力的展現需要透過公民力、語文力、職

涯力、人際力、文化力與生活力等六大能力的養成來推進。 

三、 全球移動力之複合效益探索 

在第三波的全球移動力浪潮下，學生的主要需求在於職涯發展與區域連結

(Choudaha, 2017)，透過擁有國際經驗或者是全球移動力的展現，讓大學生可以

產生更多未來的職涯效能(Waibel, Ruger, Ette, & Sauer, 2017)。以歐洲 ERUSMAS
計畫為例，參與 ERASMUS 計畫的學生有 65%畢業後需要接觸國際市場、有 58%
具有國際客戶、51%需要海外出差，比率皆高於未參與 ERASMUS 計畫之學生（黎

芳媛、路書紅，2019）。從參與 ERUSMUS 計畫之學生，透過海外學習的經驗可

以提升個體的自主、知能發展、專業發展以及未來走向國際等全球化時代所需的

適應能力（Martinez-Usarralde, Pausa, & Garcia-Lopez, 2017）。從能力取向來看，

發現全球移動力的效益在個體的多層面能力的提升(修正自 Lo, 2018): 

1. 認知層面:出國後個人在思考與推理能力之效益。 

2. 情感層面:出國後個人在情緒表達能力之效益。 

3. 行動層面:出國後個人在計畫與實踐能力之效益。 

4. 人際層面:出國後個人在人際關係之效益。 

5. 生活層面:出國後個人在休閒與生活能力之效益。 

6.  環境層面:出國後個人在環境適應能力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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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能力取向來看，全球移動力的展現可以強化個人在認知、情感、行動、人

際、生活與環境等面向的能力增長。 

四、全球移動力之校園培力策略 

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在地國際化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課題，特別是在課程

中的國際化，包含教學的內容、策略以及同儕的互動等層面（王湘月，2019），
如何透過在地國際化的課程來培育學生具有全球移動力將是重要的課題。林秀芬

(2011)以台灣 15 所大專院校為樣本進行推動大學生全球移動力之策略分析，主

要有結構面與實務面兩大層面。在結構面上，學校設置專責單位包含校級國際事

務組織，如國際處以及專責學生全球移動力之單位，如:國際交流組、學生交流

組等。在實務面上，透過交換學生計畫、訪問學生計畫、跨國雙學位計畫以及暑

期研習計畫等方式來推動學生之全球移動力。 

除了透過相關計畫的推動以外，湯堯、黎士鳴（2019）透過開放式問卷來蒐

集科大生的資料中可以發現科大生可透過通識課程、專業課程、校園活動與自我

進修等方式來提升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力。在校園生活中，也可透過外籍生與本

國生混合住宿的模式來創造「在國內留學」的效能，特別是可以提升學生的跨文

化能力（王小青等人，2019）。可以發現，大學生全球移動力的培育，需要有主

責單位透過計畫或系統性的活動與課程，來培育大學生具有全球移動力之相關能

力；另外，在校園營造上，可利用學校現有的國際化資源，來創造「在國內留學」

之成效。整體而言，大學生全球移動力的培育涉及了以下五大層面： 

1. 組織結構面：國際處經常是推動全球移動力之主責單位。 

2. 政策推動面：透過教育部或學校的相關計畫來推動全球移動力。 

3. 課程活動面：透過校園內的課程與活動來活化全球移動力。 

4. 校園生活面：透過國際生與本地生的交流將全球移動力融入生活。 

5. 個體動機面：高動機之學生會透過自我進修來提升全球移動力。 

高等教育機構欲提升大學生之全球移動力，需要從組織結構、政策發展、課

程活動、校園生活以及學生因素等多重面向整體性之推展。透過校園指標系統之

建立，可供校園進行政策推展與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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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全球移動力是一種多重能力的整合，需透過校園採用系統性、全面性以及整

體性的培育策略，讓大學生強化其全球移動力，並且更能夠展現全球移動力之複

合效能，更能夠走入國際、邁向國際、成為國際人才，以下提供高等教育機構之

相關建言: 

1. 全球移動力涵蓋多重能力，需透過系統性的課程進行深化教學。 

2. 全球移動力涉及多層效益，可採用全面性的指標系統進行評估。 

3. 全球移動力融入學生生活，須推動整體性的國際校園情境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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