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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发表声明称将

关闭部分研究机构 

根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2018 年 12

月 23日报道，由于针对特朗普总统所提出

的边界墙问题未能得到及时解决，许多关

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机构在上周五午夜被宣

布关闭。对此，特朗普称他不会签署任何

一项措施来保全政府的正常全面运转，除

非有高达 50 亿美元的合约金来保证其正

常运行。但局面不容乐观的是，民党人拒

绝为此投票。 

关闭那些适用于已经签署成为法律

的拨款法案未涵盖部分的代理商，教育部

的法案已经签署成为法律，因此，由该机

构所提供的关于学生援助的教育基金应该

不会受到影响。相同的法案还波及到另外

一个重要的研究补助金提供者—国家卫生

研究院。 

许多向高等教育提供大量资金援助

的机构，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

航天局、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及国家

人文基金会等，都是由没有拨款的拨款法

案资助的，但由于其已被签署成为法律，

所以这些机构实际上是封闭的。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有多达 75 亿美元的资金预算

用以支持全国教师在物理科学、计算机科

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数千项研究经费。除

此之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资助着科

学教育。由此可见，这一基金会在美国的

许多人文研究和教育计划中发挥着关键的

作用。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阿娜尔 

 

 

英国：工党质疑 GCSE 改革使

私立学校学生更受益 

据英国《卫报》2018 年 12 月 29 日报

道，最新官方数据显示，保守党教育改革

为私立学校的学生提供了巨大的优势，可

以让他们更加容易被大学录取，而公立学

校则面临更严格的考试制度。议会公布的

数据表明，私立学校仍在采用要求并不那

么严格的国际 GCSE 考试，而公立学校正

逐步取消 IGCSE 考试，要求使用新的

GCSE 考试。议会的数据还显示相较于国

家自主的学校，私立学校学生参加 IGCSE

的可能性是前者的 136 倍，每四个 IGCSE

考生就有三个来自私立学校。 

教育部表示，在对新的 GCSE 考试进

行审核后的第一年，相应的 IGCSE 科目将

从关键阶段 4 的成绩表中删除，这实际上

意味着公立学校不能够使用 IGCSE。教育

部发言人承认新的GCSE考试比 IGCSE考

试更难，并解释道：“IGCSE 未能达到与新

的 GCSE 相同的标准和质量，因此在公立

学校无法认可 IGCSE。新的 GCSE 考试将

提供更加严格的内容，以使青年能够应对

未来学习和就业的挑战。” 

学校和学院领导协会（Associ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 Leaders）秘书长杰夫·巴

顿（Geoff Barton）称，私立学校有权利选

择国际认可的 GCSE 考试，包括课程内容

和作业，这本不应该受到指责。但是，这

个问题凸显了政府混乱的资格制度，在几

年前人们引进 IGCSE，因为这被认为是比

GCSE 更好的制度。仅仅是经过仓促的修

改之后，政府就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实行新

的 GCSE 制度。这不得不让人担心新的

GCSE 对学生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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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要求对新的 GCSE 改革进行审

查，因为相较于私立学校的学生，公立学

校的学生在 GCSE 改革后处于劣势地位。

虽然教育部将去年开始实施的 GCSE 描述

为“黄金标准”，但是官方数据显示，越来

越多私立学校选择国际认可的 GCSE

（IGCSE），政府要求这些学校推出公立学

校系统，因为他们实力不够强。有批评者

据此称，这样的后果导致了私立学校学生

在大学招生竞争中比公立学校学生更具有

优势。影子教育部长安吉拉·雷纳（Angela 

Rayner）表示，我们不能为少数特权阶层

制定特殊的教育制度，保守党的改革使公

立学校学生与私立学校学生相比处于劣势，

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需要对保守党的改

革及其对学生的影响进行全面、彻底的审

查。 

2010 年后，IGCSE 考试被批准在公

立学校使用，但是在 2014 年，考试从排名

表中删除了。根据教育部的规定，一旦在

改革后的 GCSE 中举行了第一次考试，就

必须从关键阶段四的成绩表中删除同等的

IGCSE，这意味着公立学校不能够使用这

些考试成绩了。改革后的 GCSE 因为使得

成绩更加重要，增加了学生的压力和焦虑

感而受到批评。但是工党称，私立学校的

学生并没有类似的压力和焦虑。 

私 立 学 校 委 员 会 （ 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秘书长朱莉·罗宾逊（Julie 

Robinson）表示，私立学校有责任确保学生

为今后的生活做好准备，取得大学和雇主

的重视，有基于课程内容和质量选择哪种

考试的权利。IGCSE 更具有稳定性和严谨

性，因此受到私立学校的追捧。 

 

来源：卫报 

编译者：黄秦辉 

 

 

德国：图林根州内阁审核通过

了“图林根数字化学校战略”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官方网站 2018

年 12 月 19 日报道，德国图林根州教育青

年和体育部（Thüringer 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Jugend und Sport）在内阁会议上

通 过 了 图 林 根 数 字 化 学 校 战 略

（Digitalstrategie Thüringer Schule），数字

化战略明确了该州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如

何进一步地推进校园数字化建设。 

州 教 育 部 长 赫 尔 穆 特 · 霍 尔 特

（Helmut Holter）对这一决定表示满意：

“教育数字化不是对未来的畅想，而是对

现在的改变，因此建设性、战略性地促进

校园数字化的发展非常重要。校园数字化

涵盖的主题多种多样，它包括教学内容、

教师教育、教育管理和教学设备。我们在

个别学校进行数字化试点，希望通过记录

和评估这些学校的情况，了解跨学科的应

用。” 

“图林根数字化学校战略”是基于

“数字世界的教育战略”提出的。“数字

世界的教育战略”于 2016 年 12 月由德国

文教部长联合会议通过，战略要求到 2021

年，应尽可能保证每一个学生或是任何对

知识有渴求的人，都能利用数字化学习平

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图林根州除了改

善学校基础设施外，还不断修订基础课程，

加强教师培训，并努力将图林根州的校园

门户网站扩大成全国范围的数字化教育平

台。 

 

来源：教育点阅报 

编译者：陈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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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2019 年高考改革口语

考试并增加综合笔试 

 

据意大利《QuiFinanza 报》2018 年 12

月 23 日报道，2019 年意大利将进行高考

改革。自 2019 年开始，高考的口试环节为

学生和考试委员会进行对话，口试内容包

括对文本或问题的分析、学生在“学习—工

作交替制”中知识和能力获得的交流、意大

利法律常识以及笔试答题情况的讨论。 

“对文本或问题的分析”是指考试原

委员成员会对学生进行随机提问，这一部

分被视作高考口试中最难的环节。问题由

学科专家提前拟定，例如委员会若就数学

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该问题应为数学学

科专家提前拟定好的，以此来保证所提问

题的合理性。学生需对委员会随机提出的

问题进行作答，问题类型多样，包含科目

众多。另外，需要解释的是，在意大利的

众多学校考试中，面试多安排在笔试之后，

在面试时通常老师或教授会和学生对其笔

试答题情况展开讨论，学生可为自己辩护，

充分讨论之后得到最终成绩，如果学生叙

述得当，有助于弥补笔试作答中的不足。 

从 2019 年开始，意大利高考的笔试

部分将包括两场，而不是之前的三场，第

二场笔试将改为综合考试，例如古典高中

的拉丁语考试和希腊语考试合成一场考试，

理科高中的数学考试和物理考试合成一场

考试，具体还有哪些考试会进行合并，不

久之后将会在意大利教育、大学和科研部

官网进行公布。 

 

来源：QuiFinanza 报 

编译者：万阳卓 

 

 

西班牙：教育转化首次讨论会

——普及学前教育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 2018 年 12 月 22

日报道，自政府宣布儿童教育普遍化以来，

儿童从 0 岁到 5 岁的教育变得越来越有意

义。现在新的议题又出现了：对孩童的教

育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哪种模式最能让

他们应对明天的挑战，谁能对学校教育的

成败负责？这几个问题在“English for Fun”

幼儿园组织的庆祝其建立十周年的圆桌会

议上得以被讨论。幼儿园创始人吉尔·史崔

柏林（Jill Stribling）开发了的自己的教学

方法，十年前便在马德里教孩子们英语以

及一些应有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教育以

及教育者们有义务去改变世界：“如果你不

爱你的职业并且不认为你的教育工作能够

改变世界，那就放弃吧。” 

在这次圆桌会议上，来自创业、市场、

政治、教育等学界的专业人士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教育的现状和未来。他们提出了

一些观点及问题，诸如传统教育方法的失

败，以及技术在新的教育时代的作用，未

来的教育者面临的挑战以及可以开展哪些

项目来让孩子能够做好准备，应对这些挑

战。他们认为应该给予教师更大的权力，

让他们成为教育界的中流砥柱。此外，他

们认为应该着重培养孩子的创新及创业能

力，这对他们今后在克服当前和未来的挑

战方面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西班牙阿贝赛报 

编译者：谭瑞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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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立大学将形成单一法

人运营多校的模式以强化各校

特色 

据日本《朝日新闻》2018 年 12 月 23

日报道，文部科学省在 19 日进行了关于国

立大学单一法人运营多所大学模式的“伞

形结构”的讨论会议，审核通过了中期报

告的内容。会议商定“伞形结构”管理模

式下，法人与大学校长是采取兼任制还是

分别设置由各法人负责的校长选举会议小

组讨论决定。文部科学省将在明年正式向

国会提交修正案意见，预计从 2020 年开始

正式实行“伞形结构”的法人管理体制。 

所谓“伞形结构”，在 11 月中央教育

审议会进行的回答会上解释是为了突破公

立私立大学的区别，形成多个大学协作办

学形式的“大学协同推进法人”。还有提议

让私立大学将一部分院系让渡给其它大学

以形成合作办学。由于社会少子化问题严

重，18 岁大学适龄人口不足，必须考虑大

学办学的效率性，而采取合作办学、整合

资源的方式最为简便和直接，通过突出各

大学的特色以求发展。 

文部科学省设置了专门的调查讨论

会议小组，从九月开始至今一直在讨论“伞

形结构”的制度设计问题。区分负责统筹

的法人处于部分大学校长、所有大学校长

和不兼任大学校长三种不同身份情况，对

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等进行了设想，以

此结果向具体法人的担任形式提出建议。

此外，对法人长的选举问题，是由文部科

学省任命，还是由联合大学校长中选举产

生，以及法人长任命所辖大学校长过程中

是否安排文部科学省的人员参与等问题还

在进一步讨论当中。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李宗宸 

 

 

新西兰：新西兰主要的农业培

训机构近日宣告破产 

据新西兰《Stuff》新闻网 12 月 20 日

报道，国家主要的农业培训机构——塔拉

塔希农业培训中心（Taratahi Agricultural 

Training Centre）近日宣告破产，这将对 250

个工作岗位和 2850 名学生产生影响。 

总部设在怀拉拉帕（Wairarapa）的塔

拉塔希农业培训中心在全国有 11 个校区，

于周三被高等法院临时清算。其董事会主

席马维斯·马林斯（Mavis Mullins）表示，

这是保护员工、学生、债权人和其他主要

利益相关者当前和未来利益最负责任的决

定。教育部长克里斯 ·霍普金斯（Chris 

Hipkins）表示，目前针对第一产业的职业

培训模式已经被打破，这对将在 2019 年庆

祝学校成立 100 周年的塔拉塔希的员工和

董事会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他说：“我们目

前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学生、工作人员、动

物福利以及我们的债权人和合作伙伴。” 

“塔拉塔希到了无法维持运营的地

步，这让我感到难以置信、悲伤且失望”，

农业部长达米安·奥康纳（Damien O’connor）

表示，“卡特顿区的塔拉塔希农业培训学院

有一个大型农场，我们将继续与业界合作

并制定一项计划，为农业部门提供一种新

的培训方法，满足业界现在和未来的需求。” 

国家党的高等教育、技能和就业部女

发言人葆拉·班尼特（Paula Bennett）表示，

南奥塔哥（South Otago）的特尔福德

（Telford）自 2017 年以来一直由塔拉塔希

管理，政府通过免费项目向学生提供高等

教育，但现在却又让我们国家最大的农业

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倒闭。这届政府让农村

社区、学生和工作人员失望透顶。它大谈

特谈自己对这些地区的支持，但在关键时

刻又一次背弃了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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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韦拉拉帕（Wairarapa）的工

党议员基兰·麦卡努蒂（Kieran McAnulty）

说：“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照顾员工和学生，

然后确保对重要的项目继续在该地区进行

培训。”McAnulty 说：“高等教育委员会、

新西兰资格认证机构正在共同努力寻找替

代方案。”学校将向学生提供有关他们继续

接受教育的选择信息。 

 

来源：《Stuff》新闻网 

编译者：穆翎 

 

 

 

 

 

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将为尼

日利亚最好的大学 

据《观察家》2018 年 12 月 27 日报

道，拉各斯大学（UNILAG）的副校长奥鲁

瓦因·奥格迪普（Oluwatoyin Ogundipe）教

授表示，该学校在 2019 年将成为尼日利亚

排名最高的大学。他在最近在该大学举行

的首次机器人竞赛（Robotics Competition ，

简称 RC）中说过这句话。 

据奥格迪普表示，拉各斯大学的讲师

和整个社区都是作为一个品牌来创建的，

培养那些能为国家和整个世界带来美好未

来的学生。“我们的学生提出了机器人技术，

可以带传感器进入矿区，让工作变得更容

易，改善国家的创新理念。除了作为一个

创建品牌的机构，还有许多增值项目正在

进行。我们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学生之

一，这一点从他们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成

绩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到 2019 年，这所

大学不仅在尼日利亚排名第一，而且在非

洲，甚至在世界上排名前五。”他进一步表

示，“机器人竞赛每年举行一次，公司和企

业组织都会提供支持。这也是公司在投资

学生创业时的一种营销手段。我们想要让

我们的学生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全球范围

内发挥作用。”  

评委小组的一位教授的表示，评审团

是根据机器人设计中所使用的软件和算法、

简单性、成本效益、机器人的功能、对问

题的理解、团队合作以及机器人设计中所

展现的创造力和准确性来判断的参赛作品

的整体完成情况。他补充道， “这个团队

的制胜优势取决于他们的设计是否成熟，

以及他们对问题的理解。他们能够连接两

个不同的传感器：颜色传感器、超声波传

感器和测距传感器。他们还懂得如何控制

车轮，对概念有绝对的包装，对理论意义

有很好的理解。我们还观察到他们自己的

机器人能够完成迷宫。和都是很不容易的

事情。” 

 

来源：观察家 

编译者：张秋旭 

 

 

 

 

 

国际教育组织：国际教育组织

呼吁将气候变化教育纳入学校

课程 

据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12

月 20 日报道，虽然国际教育组织赞赏各国

政府在第 24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之后

通过的有益的行动计划，但它呼吁各国采

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将气候变化教育纳入

国家学校课程。自“里约公约”（1992 年）

通过以来，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

教育（CCE）对于促进生活方式、态度和

行为的变化并使其与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

展相适应至关重要。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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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 月 2 日至 15 日在波兰卡托维兹

举行的第 24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会议

（COP24）上，各国通过了一个令人感兴

趣的气候变化教育路线图。这项名为“气

候授权行动”的行动计划请各国根据“巴

黎协定”对气候变化教育进行投资，并敦

促尚未这样做的国家任命一名国家协调员

来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倡导将教育和培训

系统地纳入各国开展的所有缓解和适应活

动之外，行动计划还鼓励各国制定和实施

适合本国国情的“气候授权”的国家行动。 

虽然国际教育组织欢迎这些措施，但

认为还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国际教育组

织在第 24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会议上

的代表理查德·兰洛斯（Richard Langlois）

认为“只有将气候变化教育纳入学校课程，

才能最终为紧急过渡到低碳社会提供必要

的动力。从这个角度看，还应向较贫困的

国家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以使这一必要

的过渡成为可能”。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国际教育组织：亚洲女工会领

导人联手打击学校的欺凌和性

骚扰 

据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2018 年 12

月 21 日报道，来自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顶级

教育工会女成员，评估了他们 2018 年开展

的关于反欺凌和性骚扰研究的活动，并通

过了 2019 年的行动计划以推动行动。 

12 月 13 日至 14 日，来自柬埔寨、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十三名女

工会领导人聚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

教育国际（EI）、加拿大教师联合会（CTF）、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妇女网络

（AWN）研讨会，回顾他们在 2018 年的

活动，并计划即将到来的一年。两名来自

柬埔寨独立教师协会（CITA）和国家教育

工作者协会（NEAD）的女工会会员首次参

加项目会议，分享了他们在本国组织中面

临的困难。他们对 EI 的支持表示欢迎，并

对本次会面表示感谢。 

在对反欺凌和性骚扰活动进行绩效

审计后，工会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并提出

了 2019 年可行的目标和计划： 

·维护 AWN 网站和发布新闻通讯。 

·将反欺凌运动传播到其他学校和偏

远地区，利用国际日的机会，如 3 月的反

欺凌日，5 月的母亲节以及 10 月 5 日的世

界教师日等。 

·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设立青年教

师营作为试点方案。 

·在工作场所继续进行反性骚扰和歧

视活动及研究。 

EI 亚太办事处的克利·须南（Pathma 

Krishnan）指出，“我可以在与东盟次区域

的这些女性领导人面对面会谈中看到集体

责任和团队合作得到加强”，她还欢迎男孩

和男同事合作并参与打击欺凌和性骚扰的

斗争。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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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立大学如何重获公众

支持 

What Public Universities Must Do to 

Regain Public Support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主要

是共和党人——对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

2017 年，美国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

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3％的共和党人或

支持共和党的人表示对高等教育有信心。

为此，斯蒂芬·加瓦齐（Stephen M Gavazzi）

教授与西弗吉尼亚大学校长戈登·吉（E. 

Gordon Gee）教授专门就公众对大学的期

望进行了研究，认为大学要重获公众支持，

需要进行一些改变。 

其一，在申请更多的国家经费之前，

大学需要证明其资金利用效率。威斯康辛

大学系统（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和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等学校就是其中的领先者，其

节省的运营成本表现在降低的学费中，展

示了其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     

其二，大学应当更加注重本科生与研究生

的教学。当前教学的“卓越中心”（centers 

of excellence）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可见

优秀的教学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其三，大

学应当吸引社区参与。例如圣何塞州立大

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实施的“社

区-大学-城市” （CommUniverCity）计划

让大学与城市、当地企业、非盈利组织、

当地居民等合作开展众多项目，又如通过

“营养和花园教育计划”（nutrition and 

garden education program）引导儿童过健康

生活等。其四，做有意义的研究，让公众

认识到大学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

学的医学中心，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最新取得的通

过血液检测诊断早期癌症的医学突破；此

外，让大学参与到社会问题中也十分重要，

例如西弗吉尼亚大学（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的各科研究人员合力应对在该

州肆虐的鸦片危机。其五，大学应当关注

学生对学费的承担能力。如果合格的学生

无法负担上大学或获得学位的费用，空谈

大学排名几乎没有意义，加州大学系统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的

《学生可负担的住房计划》将在 2020 年为

学生提供可负担的 14,000个床位就是一个

很好的榜样。 

研究发现，面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保

持或提升其地位的压力，相比关注大学排

名的校长们，非教育界的高等教育关注者，

如立法者、大学认证人员、社区领导者等，

更关心大学是否较好地为公众服务。大学

正面临着公众信心下降的问题，如果领导

者还是沉迷于以往的成就而无视公众需求，

将会导致更大的信任危机。 

 

延伸阅读：本文作者斯蒂芬·加瓦齐（Stephen 

M Gavazzi）教授是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教育与人类生态学学院的院长，

专业的婚姻与家庭治疗师，致力于人类发展与家

庭科学研究，关注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发展和行为

的影响并出版多本专著。他与西弗吉尼亚大学校

长戈登·吉（E. Gordon Gee）合著《未来的土地赠

款大学：促进公共利益的高等教育》（Land-Grant 

Universities for the Future: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Public Good），旨在建立与维护健康的校园—社区

关系。 

在学术机构中，“卓越中心”通常指的是一个

明确关注特定研究领域的团队，汇集来自不同学

科的教师，并提供共享设施。当前，汇集来自不

同学科的教师并提供共享设施的教学“卓越中心”

（centers of excellence）在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南卡罗来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俄克拉荷马大学（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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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klahoma）等学校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强调

优秀的教学对于大学的重要性。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at-public-

universities-must-do-to-regain-public-support-

107772[2018-12-04] 

编译者：杨希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double-juggle-how-working-parents-manage-school-holidays-and-their-jobs-108080%5B2018-12-0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double-juggle-how-working-parents-manage-school-holidays-and-their-jobs-108080%5B2018-12-0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double-juggle-how-working-parents-manage-school-holidays-and-their-jobs-108080%5B201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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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高中毕业生专业选择时应考虑的三件事 

Three things high school graduates should keep in mind when they have 

their ATARs 

澳大利亚高中毕业生即将拿到他们的高等教育入学排名成绩（Australian Tertiary 

Admission Rank，简称 ATAR），接下来几周的时间，学生要为大学选择专业和课程做好准备。

多数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改善就业前景，但在选择专业和课程时，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学生可

以获得足够的参考信息。未来大学生在选择专业和课程时应该考虑以下三件事： 

1. 辍学率 

约五分之一的学生未能在 9 年内毕业，而且通常他们的收入也低于同龄人。2018 年 4

月份，澳大利亚格拉顿研究所针对大学辍学学生研究发布的《格拉顿研究所报告》（Grattan 

Institute report）显示，兼职学习的人比全日制学生更容易辍学。在特征相似的学生中，学习

健康或教育专业的学生比学习 IT、工程、科学或人类学的学生辍学的可能性小。考虑辍学的

工程和 IT 专业的学生往往对教学不满意，对课程也缺乏兴趣。此外，由于就业前景不佳，

理科学生更有可能考虑辍学。 

2. 早期就业状况 

健康和教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2018 年 9 月份发布的《格拉顿研究所

报告》发现，大学毕业四个月后，约 80％的健康和教育学专业毕业生从事全职工作，并且在

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表现良好。只有 60％的理科生在毕业后四个月内找到一份全职工作，其

他学科的本科毕业生就业状况如下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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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领域 25-34 岁女性和男性本科毕业生就业状况图（Y12 指最高受教育年限为 12 年的人） 

找到工作是一回事，找到一份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又是另一回事。调查数据显示，约 80％

工程和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或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早期护理和教育学专业

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率更高。但对通才领域的毕业生（人文、商业和科学）来说，获得专业

对口工作非常困难，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他们的就业前景愈加黯淡。其他学科领域本科毕业生

的专业和就业类型对口关系如下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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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专业领域 25-34 岁本科毕业生专业与就业类型对口关系图 

3. 终身收入 

商科毕业生的职业发展通常起步较慢，但终生回报高于毕业生的平均水平，女性为 210

万澳元，男性为 300 万澳元。由于护士和教师的薪酬水平较低，在护理或教育领域工作的男

性终生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但因为其灵活的工作时间，十分适合带孩子的女性，在这一领域

工作的女性终身收入超过了普通女性毕业生。此外，法律和工程专业毕业生的终身收入远远

超过人文学科毕业生。不同专业领域的本科毕业生终身收入情况如下图 3 所示： 

 

 

图 3 不同专业领域的本科毕业生终生收入情况 

总之，学生在选择专业和课程时不能仅仅着眼于课程名称，而应该从自己的学习兴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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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来选择专业。虽然专业选择只是学生高等教育旅程中众多步骤之一，但这是非常重

要的一步，现在做出的选择越好，学生就能越早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ree-things-high-school-graduates-should-keep-in-mind-when-they-have-their-

atars-107601 [2018-12-12] 

编译者：南晓鹏 

 

 

AI 正在吸引全世界的投资者、发明家和学术研究人员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ttracting Investors, Inventors,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Worldwide 

许多专家预测 AI（人工智能）将会对社会的许多方面产生变革性影响，但在教育领域

的影响尚不确定。目前一项由美国斯坦福大学领衔的研究正基于美国和国际上的 AI 研究与

AI 行业等各项指标，准确衡量当下 AI 的发展进程，为公众呈现一份完整的 AI 发展图景。 

近日该研究发布的第二份年度报告——《AI 指数年度报告：2018》（AI Index 2018）详

细说明了当前 AI 的学术研究、专利发明、大学课程开设以及风险投资等问题的现状。 

报告中概述的第一项发展指标是以 AI 为研究重点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数据显示，美国

在过去 20 年里，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超过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数量。

根据该报告，不止美国学术界对 AI 研究感兴趣，欧洲更是如此，欧洲人工智能相关论文产

量最高，目前约占全世界的 27％；其次是中国（25％），2007 年至 2017 年，中国发表的 AI

论文数量增长了 150％。 

第二，就 AI 专利发明的指标来看，大约 30％AI 专利来自于美国，日本和韩国次之，均

为 16％。近年来，韩国和台湾的专利增长速度最快。 

第三，就 AI 大学课程开设来看，在美国，为计算机专业学生开设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本科课程的大学数量不断上升。在中国的清华大学，2017 年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课程的修

读人数是 2010 年的 16 倍。 

此外，世界各国的风险投资家也在押注 AI。从 2015 年到 2018 年，美国以风险资本为

后盾的 AI 创业公司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超过了同时段内创业公司的总体增长速度。 

 

图 1 美国 AI 创业公司的总量统计（1995 年-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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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济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推测人工智能不仅会影响到学校教学，它对未来就业市场

和劳动力技能的需求也会进一步促使学校帮助学生做好相关就业的准备。该报告援引的麦肯

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的一项调查报告声称，在北美、欧洲以及中国和其他发展

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业务部门中嵌入“AI 能力”（AI capabilities）。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marketbrief.edweek.org/marketplace-k-12/artificial-intelligence-attracting-investors-inventors-

academic-researchers-worldwide/ [2019-01-04]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2018 年教育数据盘点 

U.S. Education in 2018 in 10 Charts 

数据在 2018 年美国的教育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让教育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

深入了解事件背后的意义。《美国教育周刊》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对本年度传达出的关于美

国学校、学生及教师重要信息的数据进行了盘点，具体有以下 9 项。 

第一，各州教育系统的质量评分总体来说很平庸。 

 

 

 

 

 

 

 

 

 

 

 

 

 

 

 

 

 

 

 

 

图 1 2018 年度美国各州的教育质量评分 

第二，2018 年共发生 24 起学校枪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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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 年度美国校园枪击案数据 

第三，首次成为选民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被认定为民主党人。 

 

 

 

 

 

 

 

 

 

 

 

 

 

 

 

 

图 3 2018 年度首次成为选民的年轻人简介 

第四，公立学校图书馆员的数量急剧下降。 



 

 

World Education News Jan.2018  No.74 
15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1月 第 2期 数据调查

 

图 4 美国公立学校图书馆员总量变化 

第五，大多数州更重视历史教育而非公民教育。根据《美国教育周刊》一项面向全美 50

个州的调查显示，高中生在学校学习美国历史的时间远远超过其了解公民价值观和政府的时

间。虽然大多数州都要求学生学习公民知识，但只有 8 个州明确要求学生需要一年的公民或

政府课程学习才能顺利毕业。 

第六，在飓风玛丽亚之后，数百所波多黎各学校被迫关闭。为应对飓风玛丽亚、入学人

数下降以及政府的长期财政困境等问题，波多黎各教育部计划在 2018-19 学年开学前关闭

263 所（近 25％）公立学校。 

第七，特殊教育学生的数量增长大大超过了教师供给。 

 

 

 

 

 

 

 

 

 

 

 

 

图 5 过去十年美国特殊教育师生数量的变化对比 

第八，校长关注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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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美国中小学校长对学生使用社交媒体的态度 

第九，许多州在过去五年中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强制在校学习年限。 

 

图 7 美国各州强制义务教育在校学习年限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8/12/20/us-education-in-2018-in-10-charts.html [2018-12-20]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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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等教育的六大实践趋势 

Top 6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受诸多因素

的影响，但新近有三个因素影响最为瞩目：

学生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不断下降、政府

在高等教育上投入的经费不断减少、毕业

生能力与工作岗位需求之间不匹配。也正

是这三项因素的影响，全世界高等教育发

展不断地变革与创新，在实践过程中形成

全球高等教育的六大发展趋势： 

第一，收入分成协议（income share 

agreements, ISAs）帮助降低学费贷款的相

关风险。当前，美国私立大学正在通过收

入分成协议来帮助学生改善学费贷款的困

境与风险，即学生在找到工作并达到一定

的收入水平之前，不会被要求偿还学费贷

款。澳大利亚也在实施类似协议。 

第二，在线教育已经成为日益被接受

的选择。美国在线教育的注册人数在过去

15 年中增加了四倍多，虽然其他国家的数

据并没有如此的爆炸性，但在线教育的全

球接受范围日益提升已成为现实。鉴于高

等教育成本的日益增加，在线课程不仅提

供了更高的学习灵活性，而且还大幅降低

了教育成本。 

第三，在线项目经理组织（online 

program manager organizations, OPM）使大

学和在职成人学生双方受益。在线项目经

理组织帮助传统的大学建立和维护其在线

学位或课程，同时为非传统的、在职成人

学生提供新的灵活选择，使大学和学生双

方受益。通过一个收入分成模型，大学提

供教学内容，而 OPM 将其上传为网络课

程并负责市场营销工作，这是组织的一般

运营模式。 

第四，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CBE）降低了学费成本与

时间成本。能力本位教育的最大特征是能

够允许学生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应用

到他其所受的教育中。如果学生通过工作

经验、外部阅读或者纯粹的生活经验具备

了特定科目的知识与能力，他们可以申请

参加考试并获得学分而无需上课。除此之

外，能力本位教育还具有成本更低、自定

学习节奏、职业导向等一系列优势。目前

全球有超过 600 家高校正在探索或者已经

推出了 CBE 计划，预计在 2013 至 2020 年

期间，CBE 计划的实施会持续增长。尽管

现在预测这些计划的实施效果还为时过早，

但是它们在学生和雇主间的受欢迎程度很

明显。 

第五，技能培训公司通过直接与雇主

合作填补大学生的技能差距。鉴于雇主需

求与毕业生技能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许

多技能培训公司与大学、雇主合作研发出

技能培训项目，毕业生通过参与项目有针

对性的提升其工作技能，确保员工入职前

具备合格的工作技能，并且允许学生在就

业后的两年内支付学费。 

第六，“桥梁”预科班项目（pathway 

programs）促进了国际学生流动。据估计，

国际留学生的数量将从 2015 年的 450 万

增加到 2030 年的近 700 万，这些留学生是

大学的一个重要额外收入来源。“桥梁”预

科班项目为学生提供预科课程和语言课程，

帮助其更好的完成课程衔接。目前预科班

项目已经成为跨国教育市场中增长迅速的

一部分，它通过缩小学术准入标准来帮助

外国学生进入美国、英国等国的高校。总

部位于英国的学习教育集团（Study Group）

和总部位于美国的“海岸之光”教育集团

（Shorelight）等教育集团与大学合作建立

这些预科班项目，并通过收益分享模式来

为大学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 

 

信息来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education-

plus-development/2019/01/10/top-6-trends-in-

higher-education/ [2019-01-10]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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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语种教学促进学生

语言学习 

It’s Time to Change the Way We 

Teach English 

自 1969 年以来，加拿大已经确立了

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而加拿大

的实际语言环境则更丰富——国内约有

60 种土著语言和 140 种移民语言。加拿大

的文化也具有多样性，《加拿大多元文化法》

（The 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ct）明确

规定，在巩固官方语言地位的同时也应该

促进其它语言的使用。加拿大人中以非官

方语言为母语的人数达 770 万，这一人数

在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增加了 13.3%，

且在家庭中使用多种语言的人数也在增加。

对于加拿大居民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切换

与混合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形并不少见，尤

其对于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等大城

市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对很多加拿大人来

说，英语不是其第二语言，而是第三或第

四语言。由此，相比在英语学习中使用单

语教学而言，使用多语教学更符合加拿大

的语言状况，也能避免学习者在学习新语

言时完全放弃母语。 

尽管多语教学益处良多，但当前的英

语课程大多没有采用多语教学。康考迪亚

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应用语言学副

教授安格里卡·嘉兰特（Angelica Galante）

在多伦多一所大学的英语课程中实验了多

语教学的可行性。她招募了 7 名教师，让

其对 129 名学生分别以多语教学和单语教

学的方式教授相同的课程，为期四个月。

接受多语教学的学生表示，多语教学帮助

他们比较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

别，更能激发他们学习多种语言的兴趣，

对其认知、语言和文化移情、批判性思维

等都有助益。同时教师群体也对多语教学

持积极态度，认为它挑战了文化的刻板印

象，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增强了学生语

言使用的信心。 

总体来看，多语教学优点众多。其一，

多语教学能够促进教师对整个语言体系的

讲解和关注，而不只是要求学生能够运用

某种语言；其二，多语教学以学生自身的

语言及文化为基础，帮助学生在学习新单

词时将该语言与自己掌握的其它语言的异

同进行比较，促进新语言的学习；其三，

多语切换使用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信

心，还能够提高他们根据不同社会场合选

择不同的语言及其准确表达的能力；其四，

多语教学有助于传播多元文化。当然，未

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在以法语为基础语言的

课堂或其它语言课上进行，以进一步证实

多语种教学的益处。 

 

信息来源： 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ts-time-to-

change-the-way-we-teach-english-109273 [2019-01-

15] 

编译者：杨希 

 

 

身临其境的教育方式——被压

迫者剧场 

Acting Out: Theatre Class Where 

Students Rehearse for Change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将奥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

和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在《被压迫

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中

提出的被压迫式教育理论运用在了实际教

学中——“被压迫者剧场”被正式纳入课

程，以期改善学生被动接受式的教育模式。

在该剧场中，剧本以社会里的被压迫者为

中心，展现他们被现实主宰而难以自救的

悲惨生活。 

学生在辅导员的指导下通过三个步骤

参与戏剧：一、观众首先观看演员按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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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进行的第一次表演；二、演员再一次

按原始剧本进行表演，但在此过程中观众

可以要求取代某位演员，亲自示范自己对

故事的理解，或向演员提出应当如何表演

的建议；三、演员最后一次按大家合力修

改的剧本进行表演。被压迫者剧场的情景

多种多样，学生能够在其中看到并理解被

压迫的内涵。例如一个黑人女孩告诉了同

为黑人的妈妈，她正在与一个白人男孩谈

恋爱的事实，但这位黑人妈妈因自己曾遭

受过种族歧视而否定了女儿的恋情；一位

离婚孕妇在孕检时查出胎儿患有唐氏综合

征，因为她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就以胎儿出生后终将残疾且无钱

治病为由，强迫孕妇进行堕胎。与普通戏

剧不同，学生无论作为演员还是观众，皆

可以主动而深入地参与到表演当中，并对

剧本内容，如人物性格、人物行为、故事

结局等产生实质影响。 

“被压迫者剧场”里复杂又具有争议

性的问题不仅可以让学生以“体验”的方

式在情感上更深刻地理解当今社会和被压

迫者面临的残酷现实，触发学生根据自己

的经验对故事进行理性的批判式观察，还

可以与他人沟通被压迫者可能有的结局以

及对故事进行思考。在此过程中，学生的

创造性和参与精神被激发，同时产生创造

和参与后的自豪感与成就感，剧场里良好

的互动和乐观的情绪也增加了学生之间互

动和对话的可能性。 

 

信息来源： 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cting-out-theatre-

class-where-students-rehearse-for-change-108396 

[2019-01-03]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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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1-23】第四届人文科

学、管理和教育技术国际学术

会议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umanities,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SMET 2019）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21-23 日 

会议地点：新加坡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会议主办方：AEIC 学术交流中心 

会议内容： 

第四届人文科学、管理和教育技术国

际学术会议（HSMET 2019）定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至 23 日在新加坡隆重举行。 

会议主要围绕“教育”“管理”“社

会科学”等研究领域展开讨论。旨在为教

育、管理与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及企业发

展人提供一个分享研究成果、讨论存在的

问题与挑战、探索前沿科技的国际性合作

交流平台。欢迎海内外学者投稿和参会。

会议接收论文的主题包括：教育科学、管

理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等人文社科类

相关主题。 

由 HSMET 2019 录用的论文将发表到

Atlantis Press 出版社旗下 proceeding 系列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Online ISSN: 2352-

5398)，且能被 CPCI (Web of Science) 和

CNKI 检索。 

会议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1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www.keoaeic.org/HSMET2019 

编译者：允寒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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