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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LEADER PROGRAMME IN 

COVENTRY UNIVERSITY —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Wei Hong 

Abstract:Wise men learn by other men’s mistakes; fools by their own. Global Leader Programme 
(GLP) leaded by the Centre of Global Engagement Coventry University had set up reputable courses 
for fostering studen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and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on the praises from 
students as well as employers. Draw on its experience and course design, this thesis discusses 
objectives, process and effects of GLP, in order to explore British university’s efforts in leveraging 
internationalisation. By analysing and discussing Industrial Trip and Linguae Mundi modules under 
GLP, this thesis works closely to examine its course building and experience, helping City 
University De Macau improvement from internationalisation perspective.   

Keywords: University Globalisation,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me Courses, Global 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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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考文垂大学全球参与中心（CGE）打造的全球领导者GLP
（Global Leader Programme）金牌课程，提高了学生全球化意识和全球就业能力，获得了学生

和雇主赞誉。本文以GLP为例，探讨英国高校提升课程的国际影响力的目的、过程和效果。

文章通过GLP产业旅游（Industrial Trip）和语言大师课（Linguae Mundi）两门课程的具体设置，

总结其经验，为澳门城市大学国际化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字：全球化意识，全球就业能力，金牌课程体系，大学全球化 

1 引言 

英国高等教育注重发展国际教育，教育国际化水平高，且历史悠久。英国之所以有如此

之高的课程国际声望，是因为英国一直将课程质量的提升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服务英

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英国高校通过优化课程设计，完善课程评估体系和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

作，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等手段，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影响力。本文从大学国际化的

角度，以考文垂大学全球领导者GLP（Global Leader Programme）课程为案例，探讨了考文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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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如何打造金牌课程，实现大学国际化的建设。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经验和特点，结合澳

门城市大学的发展和成绩，探讨澳门澳门城市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实操路线，对澳门其他高校

发展也有所启示。 

2 全球领导者项目简介 

考文垂大学（Coventry University）位于英国中部西米德兰郡考文垂市，英国《卫报》2020
全英大学综合排名第15名，是公立研究型大学。考文垂大学的建校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考文

垂设计学院（Coventry College of Design)。2020年考文垂大学Q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第

531-540名，学校发展迅速。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将国际化大学按照国际学生、国际教职

工、国际出版著作的数量作为衡量标准评判大学国际化办学水平，而考文垂大学在各个方面

均表现优秀。考文垂大学GLP(Global Leader Program)全球领导者项目隶属于考文垂大学全球

参与中心（CGE, Centre of Global Engagement），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开放申请，每学年收费250
英镑到300英镑，约2200元到2700元人民币不等，是考文垂大学重金打造的金牌课程。 

GLP课程一共分四个模块分别是全球意识，全球视野，全球企业和全球经验，均是选修

课程，学生修完一定学时，通过考核后获得对等的学分，获得考文垂大学颁发的GLP证书。

GLP课程由考文垂大学CGE主办，各个学院协办，旨在通过各种实践课程促进学生在语言，

意识，文化，经验，创业精神等全方位发展，培养国际化视野，也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和就

业打下基础。GLP课程通过以下八个方面帮助学生获得国际经验： 

GLP学生将有机会参与为期一周的国际体验活动，飞往马来西亚，印度，美国，斯里兰

卡，西班牙，德国，阿曼等国家，参与GLP旅行课程，体验不同的文化以及各国不同的经商

以及工作环境。 

参与在不同国家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专家、学者探讨时下最热的全球治理，国际

经济与贸易以及现代领导力等话题。 

参加由不同专业或是学院组织的国际旅行，促进同学情谊，增长个人国际经验与知识，

培养国际意识。 

考文垂大学博士研究生可以通过全球参与中心（CGE）组织的各种活动和项目，通过志愿

者或者参与研究项目等形式获得经验和报酬。 

考文垂大学本科学生可以通过参加CGE联合举办的Erasmus国际交换生项目获得到海外工

作或者学习的机会。 

GLP成员可参加Linguae Mundi(语言大师班)获得学习诸如英语，法语，中文，西班牙

语，阿拉伯语等语言的机会。 

学生还有机会参与欧洲地区其他国家参与语言实地交流学习项目，锻炼语言能力。 

学生可以参与产业旅行，到各个公司和工厂进行实地参观考察，学习现代企业管理。 

综上所述，GLP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英国国内以及国际实地参观访问，教学实

训，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全球化视野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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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参观课程与语言大师班课程质量建设 

笔者2015在考文垂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课程时，有幸参与考文垂GLP课程并获得证书，

对其中某些课程记忆犹新。笔者认为GLP的产业参观（GLP industrial trip）模块和语言大师班

（Linguae Mundi）两个课程设计可圈可点，值得学习。产业参观（GLP industrial trip）课程在

一个学期里分为很多次，期间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预约一次或是多次行程。单次行程如

下，学校组织学生早上（6点到6点半钟左右）到学校集合上车，然后乘坐大巴车行驶约2到4
个小时到达目的地，由合作单位引导参观学习，大约3到4个小时后，乘坐大巴车返回学校，

全程约10到12个小时。虽然参观的机构不同，但是流程大同小异。在温布尔顿网球文化公司

参观时，讲解员会先将所有学生带到指定的演示中心，给大家播放企业宣传片和PPT，介绍

网球文化、历史、温网的传承、经营模式以及参观的注意事项等，最后为学生答疑解惑。讲

演结束后，讲解员引导学生到网球场地，实地参观草场并介绍诸如草皮培养规范、场地维

护、门票售卖与营销等知识，最后引导学生到温网博物馆游客中心，学生可在中心可自行参

观、购买纪念品和休息。在路虎捷豹工厂参观的时候，讲解员带领学生参观捷豹路虎博物

馆，并讲解了相关的制车工艺、流水线、产销模式等，最后实地参观全自动化的路虎SUV生
产车间和展销中心。 

 

图：笔者通过GLP产业参观课程（Industrial Trip）,到捷豹路虎公司车型展示中心参观与学

习 

笔者认为产业参观（Industrial Trip)是多方共赢的课程。对学生来说，第一，学生可以就

所见，所闻，所想的问题对企业进行提问并得到回答，通过‘眼见为实’和‘主观感知’，

形成对课本上的知识的相互应证，启发式学习。由于学生在大学的课堂里学习理论知识，缺

乏实际经验和体验，实地考察对学生有很大的益处。第二，学生通过实地参观学习，开拓了

视野，获得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实践知识。譬如，参观可口可乐工厂时，一个物流专业研究

生提出来可乐工厂如何实现‘零’库存管理，得到了讲解员的细致的解答。这种问题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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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能只是一个小的知识点或者很粗略的介绍，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细节。同学通过问答

以及观察，从实践角度去认知书本上的知识点，激发了学习的兴趣。第三，通过活动培养学

生表达与交流能力，获得领导力。在实地旅行的过程中，老师鼓励学生充当组织者，鼓励学

生发挥组织能力和领导力。对企业来说，产业参观也有诸多益处。第一，学生是潜在的消费

群体，通过产业之旅塑造了好的企业形象，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培养了未来的消费群

体。第二，优秀的学生（毕业生）可以通过产业旅行了解公司，促进了雇主品牌宣传，为招聘

工作提供了便利。第三，企业文化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也是很好的营销模式。例如，在温网

旅行的时候，笔者通过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的介绍，了解了其如何成为全球知名品牌，同法

国网球公开赛、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美国网球公开赛并称世界四大网球公开赛。讲解员的

深情并茂的演讲，呈现了企业的精神面貌以及企业文化自信。最后，对学校来说，学校通过

产业旅行项目与企业建立了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产业旅行，发现企业的需求，培养学生就

业能力，促进了学校的就业率；打造了金牌课程，理论联系实践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激

发了学生学习的动力，提升了学生满意度；类似的活动还使得商科、管理学科以及其他学科

的学生得到了充分的社会学习，得到了接触企业的机会，面对实际问题的机会，也培养了学

生的产业化视角。 

 

图：笔者（左二）通过GLP全球经验课程，参加考文垂大学主办的崛起全球和平论坛Rising 
Global Peace Forum,并与英国前首相布朗（右二）留影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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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Industrial Trip（产业参观）外，Linguae Mundi(语言大师班)也是考文垂大学GLP特色
课程之一。不同于其他的语言班，语言大师班给初级入门以及中级语言爱好者提供了良好的

学习氛围。如笔者参加的阿拉伯语课程，在母语为阿拉伯语的老师引领下，采用竞争学习和

融入学习教学法。语言大师班的讲师是来自于母语国家的学生，他们英文流利，通过参加这

个项目可以获得补贴，同时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互相学习，建立了友谊。课上讲师先通过PPT
教学，后由老师带领每个小组进行语言对比学习，获胜队伍可获得奖励。语言大师班的另一

个很大的好处是它提供了多达30多语种教学，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4 GLP课程对澳门城市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启示 

4.1 考文垂GLP课程设置的重要性以及意义 

考文垂大学在致力打造国际化大学，培养学生国际意识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考文垂大

学国际事务常务副校长大卫，皮尔斯伯里介绍说“学校每年派遣7000学生到海外其他大学交

流学习。在全球领导力项目中，学校从各国政府、大使馆邀请重要嘉宾，与学生讨论他们如

何领导国际组织，以及在国际劳动市场中获得成功需要哪些核心竞争力，该项目每年平均吸

引3000名学生参与。”目前考文垂大学有3万多名英国学生，有1.4万名来自英国以外的150个
不同的国家的学生，其中约有3500名学生来自中国。多元化的学习理念，来及世界各地的同

学以及师资队伍，帮助学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了解世界，以及适应世界。考文垂

大学通过访学交流，产业旅行，语言文化教育，实践教育，校企合作，以及创新就业等课程

设计，打造了GLP课程体系。通过紧密联系企业，使得学生学习不仅限于书本知识，而是以

实际应用为核心；通过创新创业项目支持学生独立创业，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通过国际

旅行，国际交换生等项目提高学生国际环境的适应性。考文垂大学打造全球领导力金课课程

体系，形成了品牌效应，吸引了全球优质学生入校学习，增加了学校收入，丰富了学校教学

体系，实现了师资和硬件水平的提升，最后促进了学校名次的提升，形成了良性循环。 

4.2 考文垂大学国际化发展轨迹与澳门城市大学相似点 

考文垂大学的GLP课程支撑了其国际化发展的野心，对致力于国际化澳门城市大学亦有

启示。考文垂大学是年轻大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合并与发展，在1992年正式更名为考文垂大

学，位居2019QS“50岁以下世界年轻大学排名”第81-90名。同样，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大

学和澳门理工学院是同源高校，最早起源于1981年由中国人建立的私立澳门东亚大学。1988
年，为实现澳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由澳门东亚大学改制成私立澳门东亚公开学院(原澳门

东亚大学的研究院和公开学院合一)，2011年2月更为现名澳门城市大学。澳门城市大学也是

年轻高校，历史并不悠久，但是发展劲头足，形势迅猛。考文垂大学重视学生体验，权威泰

晤士报（Times）的学生体验和教学质量满意度的调查中排名前四，而澳门城市大学近些年发

展可圈可点，成为了亚洲知名高校。自2004年起，澳门城市大学开始在内地招收全日制学生

学习，并拥有完全的本硕博阶段教育体系和学位授予权。澳门城市大学以精细化和精英化为

核心，打造特色教育教学。从澳门城市大学的发展愿景可知，澳门城市大学在以粤港澳大湾

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培养澳门和区域所需的应用型，实务型人才，持续为社会发

展提供智力支持。 

4.3 澳门城市大学国际化发展路径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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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澳门城市大学以全球交流处为主要机构，负责学校国际事务的开展，并同各地区高

等教育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加强学校师生对外交流。各学院也有相应国际合作交流的项目，

如Summer school；创新设计学院的捷克布拉克交换计划、亚洲樱花计划等等；商学院开展的

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IMA)和澳洲管理管理会计师工会（ICMA）双国际证书认证以

及国际商务领袖实验班等项目，都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澳门城大旨在培养

学生国际与多元文化视野，注重与内地高校合作，提供了包括Erasmus+ Programme和学期交

换生等短期海外学习文化体验的机会，与世界各地区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澳门城

市大学逾74%教学人员在世界知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多元化教师群体给学生提供一个丰富

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上体会到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拓展了学生国际视

野；澳门城大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WT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亚太旅游协会（PATA）等多个知名国际和区域组织建立了深度合作机制，依

托特区区位及大学办学机制优势，锐意开拓海外国际合作交流，拓植大中华区域合作网络。 

4.4 澳门城市大学如何借鉴考文垂大学GLP课程经验以及实施路径 

澳门城市大学发展日新月异，在高标准，高定位要求下，在社会各界的期许下，可学习

借鉴考文垂GLP项目经验，发展高校国际化。立足优势学科如国际旅游与管理，工商管理，

设计学，金融学等学科，开展粤港澳地区企业的交流合作，使更多学生能到雇主以及工作一

线进行体验式学习；立足于葡萄牙语教学特长，开展葡语国家企业院校交流合作，设计葡语

国家高校以及企业的访问课程，从培养多语人才角度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以及沟通能力；

优化学生多样性比例，在同一班级融合不同颜色、文化背景的学生，促进跨文化交流能力，

提升多元化和平等意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在语言学习，国际意识以及国际

思维等方面的能力；可联合企业和社会组织机构开展产业旅行，从实践中，从体会中教学，

全面培养学生勇于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培养学生的国际视

野有利于高校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高校国际化发展，也有利于学生的全球就业能力提升，

符合全球化发展趋势。澳门城市大学在陈明金主席的率领下，以不忘初心为教育使命，为澳

门计、为国家计、发扬师道、教人育才、必争百尺杆头，打造国际化知名大学。相信澳门城

市大学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碰撞的滋养下，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下，一定能提

高国际化办学水平，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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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formation on考文垂大学GLP课程介绍

https://www.coventry.ac.uk/study-at-coventry/student-support/enhance-your-employability/global-le
aders-programme/for-postgradu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