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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英大学应该避免精英

主义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2019 年 3 月

15 日报道，联邦政府的调查揭露了进入精

英大学的非法骗局在很多方面令人不安。

首先，它提醒人们，许多家庭把大学视为

奢侈品牌，上大学是为了验证自己，提升

自己的个人品牌，而不是为了获得变革性

的智力和个人发展。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寻

求的应是教育的实质价值，而不仅仅是地

位，因而，在选择学校时可以扩大范围，

将非精英大学考虑在内，避免竞争激烈的

入学狂潮。这样做，他们会有意想不到的

收获。 

但即便是那些希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的专家，有时也无意中强化了这样一种误

解，即只有一小部分精英大学才能为学生

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光明的未来。在最近

的一次演讲中，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前

院长凯瑟琳·邦德·希尔(Catharine Bond 

Hill)提议，精英私立大学应该招收更多学

生。在她看来，增加入学机会将更好地为

公众服务，让“更多学生受益于最精英大

学的资源——不仅是它们的捐赠基金和实

物资产，还有它们的学术项目和校友网络。”

按照这一思路，增加入学机会将把重点从

个人机构的利益转移到社会的利益上来，

而社会的利益是文科教育的核心价值。 

希尔指出，高等教育有责任为公共利

益作出贡献，同时我们也有兴趣使我们各

机构的福利最大化。然而，她的解决方案

可能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而会使更多

对文科院校感兴趣的学生只寻求少数几所

院校，从而减少非精英私立文科院校的生

源，入学人数的小幅下降可能会对大学和

当地社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黄莹莹 

 

 

英国：学费减免恐将导致大

学削减课程规模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19

年 3 月 11 日报道，如果继续削减本科学

费，加之政府资金的短缺，英国一流大学

恐将被迫削减学生人数和课程规模。这对

于文科专业如英语、历史、语言等来说尤

为严峻。据罗素集团表示，如果政府不能

补足学费，将削减对相关课题的资助。 

罗素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布拉德

肖（Tim Bradshaw）表示：“我们希望政府

能够为医学、工程学等学科提供全额资助，

但是如英语、历史、现代外语等专业则可

能因为资金缺乏而不可避免的陷入危险之

中。”谢菲尔德大学的科恩·兰伯茨（Koen 

Lamberts）表示：“政府的额外投入体现了

政府对大学课程的控制。尽管我们希望工

程、数学等学科受到保护，但语言、经济

等对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目前，英格兰

所有的本科生每年应支付 9250 英镑的学

费，政府还提供额外的资助以发展医学、

工程、物理等优先学科。罗素集团表示：

“我们关注的是，无论资金机制如何变化，

都应有足够的资金让大学正确的运作。” 

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预计在学前教

育中寻求新平衡，继续教育的学生能够获

得类似高等教育学生的贷款，这些措施将

有利于改善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等领域的

现状。但受财政制度变化、英国脱欧等事

件的影响，该项审查的进展尚未披露。而

一些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大学正苦苦挣扎在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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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短缺的泥沼中。 

 

来源：卫报 

编译者：黄秦辉 

 

 

德国：加强对 MINT 能力的培

养 

据德国教育视点网 2019 年 3 月 5 日

报道，德国教育界认为 MINT（即 STEM）

教育在现代数字世界中至关重要，不仅是

对每个人而且对社会、经济表现和竞争力

都很重要。这写在了联邦政府对 FDP

（19/7319）的要求的答复（19/7884）中。

也出于这个原因，联邦政府多年来一直在

推动加强 MINT 教育，例如接管联邦总理

的赞助。 

MINT 行动计划涵盖四个行动领域：

MINT 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MINT 专业

人员，MINT 中女孩和妇女的机会以及社

会 MINT。总之，这些行动领域形成了

MINT 教育的整体战略概念。联邦政府提

供了多项支持措施，其中一些已经实施多

年，将与新的总体举措相互关联。 由于采

取了融资措施，联邦政府经常与 MINT 参

与者接触，例如“小科学家之家（Haus der 

kleinen Forscher）”或“青少年研究者

（Jugend forscht）”倡议，以及 MINT 倡导

团体，如国家 MINT 论坛。其中在 MINT

行动计划中列出的新措施是实施 MINT-E

平台，这是超越门户的功能。MINT 行动

计划设定了 MINT-E 平台实施公告的方针。

相应的出版物将在 2019 年夏天出版。 

MINT-E 平台将作为一个整合性的网

上在线工具，系统化并透明地介绍和提供

德国教育资源供应的信息，同时还将考虑

到各区域的特点进行设计。MINR-E 档案

将针对德国所有对 MINT 感兴趣的人，特

别是幼儿教育中的儿童、学生，成人教育

的参与者以及这些目标群体的教育和支持

人员。MINT-E 平台旨在为对 MINT 产品

感兴趣的个人提供低门槛访问，具有单独

的定向功能和基于需求的导航以及本地优

惠信息。此外，MINT 措施提供者的平台

应该提供专业交流的机会，该平台旨在为

MINT 教育创造框架条件，促进 MINT 教

育活动的开展。 

联邦政府希望通过关注现有的 MINT

措施，考虑到质量保证等方面的问题，为

教育领域带来利润。同时，该平台应将自

身建立为网络活动的虚拟市场，并能提供

交流成功实践范例的平台。 

 

来源：德国教育视点网 

编译者：张蒙蕊 

 

 

意大利：意大利积极推进学校

数字化进程 

据意大利《学校视野报》2019 年 3 月

5 日报道，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科研部

（Ministero dell’Istruzione, dell’Universit

à e della Ricerca）为了给学生创建更优越

的数字化环境，决定将向意大利 46 所学校

拨款，数额高达 160 万欧元。 

该项预算法案在去年一月由教育部部

长马可·布塞蒂（Marco Bussetti）正式通

过。2018 年 11 月增加了 210 万欧元的预

算，并规定将其发放给 60 所学校。每所学

校约可获得 3.5 万欧元的拨款，将用于数

字化实验室的建设。另有 3 万欧的其它渠

道基金，用于数字化建设过程中的教职人

员开支。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Veneto）预计将会

建设 10 间实验室，艾米利亚 -罗马涅

（ Emilia-Romagna ）和托斯卡纳大区

（Toscana）最多建设 8 间实验室，弗留利

-威尼斯朱利亚(Friuli-Venezia Giulia)、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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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Marche）、阿布鲁佐大区（Abruzzo）、

撒丁大区（Sardegna）将建设 4 间实验室，

莫利塞大区（Molise）和翁布里亚大区

（Umbria）建设 2 间实验室。 

教育部部长马可·布塞蒂提到，“数字

化教学对特殊地区具有重要意义，欠发达

地区可借助数字化工具实现教育质量的提

高，有利于实现教育平等，努力保证每位

同学都能获得有质量保证的教育。”总之，

意大利学校数字化进程正在积极推行，对

意大利教育质量提高和教育公平实现具有

不可小觑的意义。 

 

来源：《学校视野报》 

编译者：万阳卓 

 

 

法国：入学预备班帮助儿童顺

利进入幼儿园阶段 

根据法国《留尼汪报》2019 年 3 月 2

日的报道，在法国留尼汪省(Réunion)，有

200 名儿童进入学校学习，据悉这些儿童

的年龄都在 2—3 岁，并且都是初入学的儿

童，他们被安排进入了幼儿园的入学预备

班级。这一举措在“优先教育区”的大部

分省份都已实现，旨在为来自弱势背景的

孩子创造机遇，给他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

会，帮助他们成长，为他们在未来学习和

人生中成功做铺垫。 

幼儿园入学预备班的教师在幼儿园门

口迎接三岁以下的儿童及其家长，欢迎他

们进入幼儿园学习。当儿童由家庭环境转

移到学校环境时，难免会感到陌生和紧张，

入学预备班课程可以让孩子们为开启学校

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孩

子们还能逐渐适应与父母分开的改变。 

对于法国留尼汪省 200 名贫困家庭的

孩子来说，他们进入学校学习和开展社交

倍感不安，另外语言和通识是两大难关，

幼儿园负责人指出，“对于来自弱势家庭背

景的儿童，他们的语言水平以及交际水平

与其他孩子相比确实存在显著差距，而幼

儿园设立的这些入学预备课程确实可以为

儿童以后的学习做铺垫，引导基础薄弱的

儿童学会学习。” 

 

来源：《留尼汪报》 

编译者：崔慧慧 

 

 

 

韩国：韩国教育部出台私立中

小学教师招聘新标准手册 

据韩国《电子新闻》报 2019 年 3 月 11

日报道，韩国教育部于 11 日召开“恢复教

育信心促进团”第四次会议，并表示已制

定了私立中小学教师招聘新标准手册。 

韩国教育部强调，私立中小学教师招

聘新标准手册对于确保教育的公正性和透

明性非常重要。此次教师聘用新标准手册

是由韩国教育部、市/道教育厅、市/道教

育监协议会以及私立学校法人协议会共同

制作的，因此提高了现场实效性。此前，

私立中小学的教师聘用新标准手册一直是

由个别教育厅或法人协议会制作和普及的。 

另外，韩国教育部将根据公共机关雇

用腐败行为调查结果，检查公共机关是否

履行新标准。涉及聘用腐败行为的职员担

任监察、人事工作时，应将其排除在相关

业务之外。对于非法合格者，本人若因牵

连到雇用腐败行为而被检察机关起诉时，

将予以辞退。对于因招聘腐败行为而受到

不利影响的受害人，所在机构应根据已制

定的详细指导方针对受害人进行针对性救

助。 

对公共机关新录用的人员（2017 年 10

月至今录用的人员）及近 5 年转正的人员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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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调查是为了铲除公共机关中聘用

不正之风。通过去年 11 月 7 日至 12 月 12

日约 40 天的调查，在 29 个机关中（公共

机关 22 个，公职相关团体 7 个）有 24 个

机关被发现存在聘用腐败行为，共有 1 人

被告发，27 人受到委托调查，99 人受到惩

戒。 

韩国教育部次官表示，聘用腐败行为

会毁坏应以公共性、公正性和透明性为基

础的韩国教育的根基，因此，将公共机关

和私立学校中的腐败行为根除，才能有效

地恢复人们对教育的信赖。 

 

来源：韩国《电子新闻》报 

编译者：朴仙子 

 

 

澳大利亚: 越来越多有校园暴

力行为的学生被退学 

据 2019年 3月 12日《布里斯班时报》

（BrisbaneTimes）报道，随着学校与校园暴

力的斗争加剧，被退学的学生数量呈现上

升趋势。在麦高文（McGowan）政府采取

新措施解决新澳大利亚州公立学校校园暴

力问题之后，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已经有

7 名学生因为身体攻击行为被学校“排除

在外”，另外还有 3 名学生被要求开除，919

名学生因为有攻击性行为被要求停学。这

些是 2019 学年前四周的统计数据。 

据悉，去年这个时间段里，没有学生

被开除，但仍有 799 名学生因人身攻击、

暴力问题被要求休学。而 2017 年只有一名

学生被开除了，2016 年没有学生在新学年

的前五个星期被开除。根据州政府的说法，

在去年公布解决校园暴力问题的政策时，

被排除在学校之外的学生人数激增，这表

示暴力政策立竿见影。 

教育部部长苏·埃勒里（Sue Ellery）

表示这些数字表明我们对校园暴力的零容

忍态度，这些措施都非常强硬，旨在解决

针对学生和青少年的蓄意暴力行为。并且

他认为暴力在任何学校都是不可接受的，

每一个孩子在学校学习都应有个安全的学

习环境和支持，同时学校的教职员工也应

该有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来源：《布里斯班时报》 

编译者：吴桐 

 

 

 

 

纳米比亚：职业教育是每个纳

米比亚人必须了解的 

据《纳米比亚人》2019 年 3 月 12 日

报道，“职业”一词的意思是“与工作有关

的”，这是任何职业技术教育的基础。有个

问题是:“职业技术教育(VTE)在可预见的

未来将走向何方？”职业和技术教育应被

视为改造国民经济的一种永久性方法，这

可以不断查明国家和社区在所有领域的需

要，以便更有效地改善生计。 

早在 1914 年，美国就开始实施职业教

育，因为美国社会开始意识到，正式的大

学学位只面向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进入

工业领域的人。另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立大

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作者将职业教育的概念

划分为三个部分，（1）实际研究：具体的

工作经验，例如与土壤和植物有关的工作；

（2）技术研究：从植物学、化学和物理等

研究领域为职业实践提供信息和原则；（3）

一般职业研究：涵盖该职业的历史和世界

各地从事该职业的行业，以及适当的相关

主题和/或立法方面。 

纳米比亚的经济严重依赖其自然资源，

这些资源是钻石、铜、铀、金、铅、锡、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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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锂、镉、锌、盐、钒和鱼，加上农业

和林业，它们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很

大的比例。其他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的领

域包括建筑、批发/零售、制造业和政府服

务，以及中小型企业。这就引出了我们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确保在上述经济实

际事务的每一个操作和技术方面都有足够

熟练的男性和女性?”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

目的是通过生产技能的发展提高国家的技

术能力，从而使纳米比亚在区域和全球都

具有竞争优势。 

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中，职业教育

一直专注于几个特定领域的入门级工作，

如家庭经济、农业和工业贸易，这些领域

的学历要求低于学士学位。近年来，通过

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和政府干预，情况发生

了变化，以遏制学术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分

裂，现在这两者可以作为大学的双轨运行，

满足了商业和工业的需求。 

 

来源：《纳米比亚人》 

编译者：张秋旭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视频在教

师专业发展中的应用 

据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2019

年 3 月 26 日报道，视频作为教师学习的工

具，可以提供很多功能。首先，很显然视

频是一种视觉媒介，因此非常引人注目。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大脑处理图像（无

论是移动的还是静止的）的速度比文本快

得多。与视频相比，文本是一种有限的媒

介。它主要诉诸于逻辑，并被赋予词的意

义所限制，往往限制了一个人想要传达的

印象。此外，文本可能是低效的：基于文

本的信息的接收者必须同时接收和“翻译”

文本成大脑图像，以便传递的信息更好地

理解和想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图像

“值千言万语”的原因。对于某些学习者

（包括教师）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艰巨的

挑战。研究表明，尤其是当我们试图从屏

幕上阅读时，由于认知负荷和注意力问题，

大多数人无法理解文字的意义。 

第二，对于职业发展最重要的是，视

频是视觉的，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视频

提供证据，它们为程序和流程提供模型和

实施指导，它们激发新想法，展示预期的

实践，并且可以激励教师。无论是离散的

还是累积的，这些属性都是试图改变课堂

实践的重要因素。最后，视频是归档的专

业学习。教师可根据需要或期望多次停止，

快退和查看视频。 

 

来源：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教育国际组织：教师的专业发

展和条件——学生福祉和进步

的重要标志 

据教育国际组织官方网站2019年3月

6 日报道，教育国际研究所进行的一项关

于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以七个地区和五

个案例为基础，表明教师关心学生的福祉

和进步。他们还认为专业发展和学习是这

一使命的核心，同时也是专业地位的核心。 

教育国际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构

建教师专业身份”的研究报告和一份包含

案例研究的配套文件。包括加拿大安大略

省、苏格兰、新加坡、瑞典、柏林、智利

和肯尼亚在内的七个地点。教育研究和证

据使用中心（CUREE ）进行了文献综述和

研究。教师身份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作为一

个教师意味着什么，这将因国家和文化的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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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有所不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 

教育国际秘书长大卫·爱德华兹

（David Edwards）强调了以教师为中心的

学习适应快速变化的价值。这项研究的主

要研究员菲丽帕·科丁利（ Philippa 

Cordingley）表示：“这一证据可以帮助所

有教育系统建立教师发展和学习的良性循

环，提高专业地位和专业工作条件，这对

教师招聘和留用以及学生、教师和系统的

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项研究提供的证据不仅对教育部和

其他学校当局、教师及其工会产生作用，

而且还将丰富和深化与经合组织、教科文

组织和其他机构正在进行的关于教师的中

心作用的讨论。 

 

来源：教育国际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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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前教育“全面发展”

课程的进展 

Your Objections to Whole-Child 

Education Aren’t Wrong. They’re 

Just Outdated 

学前教育领域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不

可调和的矛盾，即重视读写算等学业教育

往往会影响儿童的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而如果侧重儿童社会

-情感学习的话又会使得早期学业发展面

临风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与“全面发

展”教育相关的课程一直试图调和这种矛

盾，但因资源短缺等问题未能产生显著的

效果，因此一直遭到诟病。不过，如今“全

面发展”课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近年来，该领域更加重视教师和管理

人员的专业发展，引入了与特定课程更紧

密结合的评估工具，帮助教师掌握促进儿

童学业学习与社会-情感技能发展的关键

技能和工具。2014 年起，西雅图开展公立

学前教育项目（Seattle Public Preschool 

Program），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培训，指导

教师如何开展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并持

续跟踪和指导其教学。幼儿教师至少应获

得幼儿教育学士学位，助理教师至少应获

得副学士学位。 

现如今，“全面发展”课程包含了儿童

学业学习与社会-情感技能发展的基本要

素。在全美早期教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对西

雅图公立学前教育项目（Seattle Public 

Preschool Program）的一项最新评估显示，

参与“全面发展”儿童课程的学生在所有

测量领域（包括语言、读写和算术）都取

得了进步，远远超过了参加相同测试的全

国代表性学生样本。除此之外，参与“全

面发展”课程的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和执

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也得到提高，

包括关键的心理过程、工作记忆技能以及

在任务之间有效地转移注意力等。 

没有任何课程是万能的，但“全面发

展”课程为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帮助儿

童顺利升入小学提供了最佳机会。“全面发

展”儿童教育有助于为所有儿童创造安全、

有益、连续、高质量的学习环境。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贝弗利·珀杜（Beverly Perdue）曾

是一名公立学校教师，并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期

间担任北卡罗来纳州的第一位女性州长；文森

特·康斯坦斯（Vincent J. Costanza）曾是新泽西

州幼儿教育和家庭参与部门的负责人，目前是教

学策略出版社（Teaching Strategies）的首席学术

官。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4/2

2/your-objections-to-whole-child-education-arent-

wrong.html [2019-04-19]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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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回应性教学在各州教学专业标准中的融入程度 

States’ Standards for Teachers Don’t Define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Study Argues 

文化回应性教学（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移民大国——美国

诞生，它是一种在尊重学习者原有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使学习者全身心参与的跨学科和跨文

化课程的教学模式。许多研究均已表明，这种教学模式对于提高少数族裔学生群体的学业成

绩具有积极影响。 

近期，美国智库新美国公司（New America）的一项对全美 50 个州教学标准的研究发现，

尽管所有州的教学标准都包含有文化回应性教学的某些方面，但大部分州的标准并没有清晰、

全面地描述文化回应性教学实践的具体内容，以及教师应该如何发展或增强他们的文化回应

性教学技能。 

在这项研究中，新美国公司将文化回应性教学定义为课堂教学需解决的八个方面（即教

师需要掌握的八个教学策略与技能）：文化慧眼（cultural lens）、传统偏见（system bias）、文

化调解课程与教学（culturally mediated）、现实世界中的问题（real-world issues）、高期待（high 

expectations）、对差异性/多样性的尊重（respect for difference/diversity）、联络家庭与社区

（family and community）、文化/语言上的适当（cultural/linguistic appropriate），并以此为参

考，对全美 50 个州的教学专业标准进行审查，以确定每个州将文化回应性教学融入其教学

专业标准的有效程度。 

 

图 1 全美 50 个州教学专业标准涉及的文化回应性教学技能 

研究发现（具体见图 1），几乎所有州的教学专业标准都要求教师积极联络家庭和社区

（0 个州没有涉及）、对所有学生持有较高的学业期待（3 个州没有涉及）、并尊重学生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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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与多样性（4 个州没有涉及），但几乎没有哪个州要求教师思考和了解他们的传统偏见

对师生互动与学生学业发展的阻碍（47 个州没有涉及）。 

该报告的作者珍妮·穆尼兹（Jenny Muñiz）指出，“虽然教学专业标准不是灵丹妙药，

但它需要明确显示出对教师掌握文化回应性教学能力的期待，并给予相关的支持与帮助”。

因此，该报告强烈呼吁各州制定更加强有力的文化回应性教学专业标准，并加强对教师在该

领域的培训与支持。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4/08/why-a-culturally-responsive-curriculum-works.html [2019-

04-05]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teacherbeat/2019/03/define_culturally_responsive_teaching.html [2019-03-

28]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大学毕业生对工作目标及技能的认识状况 

Purpose as Well as Paycheck  

贝茨学院（Bates College）与盖洛普（Gallup）咨询公司在其联合发布的报告《打造有目

标的工作之路》（Forging Pathways to Purposeful Work）中分析了 2200 多名本科毕业生对工

作目标及技能的认识状况，此外还调查了 637 名招聘经理和 1037 名本科生家长对相关问题

的看法。 

报告数据显示（见图 1），80%的本科毕业生认为在工作中树立目标非常重要及超级重

要，95%的本科毕业生认为在工作中树立目标至少具有中等重要程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在认为工作目标非常重要的本科毕业生中，只有 40%的人表示他们找到了有意义的工作，只

有 34%的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感兴趣，而 26%的人则表示他们只是习惯于每天要

做的事。此外，树立工作目标也会影响本科毕业生的幸福感。在有工作目标的本科毕业生中，

59%的人表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感到非常幸福；而在工作目标感较低的本科毕业生中，只

有 6%的人表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感到非常幸福。贝茨学院的院长斯宾塞（A. Clayton 

Spencer）谈到：“年轻劳动力在树立工作目标方面的差距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千禧一代比

以往时代的年轻人更重视工作目标，而这种差距对于用人单位而言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

为员工的目标感与参与度和最低工作要求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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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科毕业生对工作目标的重视程度分布图 

联合报告的数据还显示（具体见图 2），约 32%的本科毕业生在就读大学之前就开始思

考如何在目标工作中发挥兴趣及所学技能的问题，30%的本科毕业生表示自己是在本科一年

级时开始思考上述问题，而其它人则是在更晚的时间才注意到上述问题。如果学生在本科高

年级才发现所学技能与目标工作间存在差异，那么他很可能已经错过了改修其他专业的机会，

从而只能通过改变硕士研究生期间所修专业来实现“所学技能”与“目标工作需求”之间的

一致性。 

总而言之，学校应当注重指导本科生的学习和就业，重视学生工作目标意识的培养，帮

助学生尽早确立自己的工作兴趣和工作目标，在专业学习过程中积累知识和技能经验，为日

后的实际工作打好基础。 

 

图 2 本科毕业生开始思考所学技能与目标工作间联系的时间分布图 

 

延伸阅读： 

1、贝茨学院（Bates College），或译贝兹学院，是位于美国缅因州的一所顶尖的文理学院，学风自由严

谨，教学环境质量一流。贝茨学院在 2018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文理学院排名第 23 位，美国新闻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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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已连续 20 年将贝茨学院列于美国顶尖 25 所文理学院之列。同时贝茨学院也荣登普林斯顿评论 2005 年

美国“最有价值学院”排名中的第一名。 

2、盖洛普（Gallup）咨询公司由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乔治·盖洛普博士于 1930 年代创立，是全球知

名的民意测验和商业调查/咨询公司。在长达 60 多年的时间里，盖洛普咨询公司用科学方法测量和分析选

民、消费者和员工的意见、态度和行为，并据此为客户提供营销和管理咨询，取得卓越的学术和商业成果，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4/11/gallup-bates-report-shows-graduates-want-sense-purpose-

careers [2019-04-11] 

编译者：杨希 

 

 

新南威尔士州儿童推迟入学的原因 

Which Families Delay Sending Their Child to School, And Why? We 

Crunched the Numbers 

澳大利亚儿童的小学入学年龄在各州之间存在差异，但大多在 4 至 6 岁之间，家长可以

在该区间内自行决定儿童何时入学。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数名学者进行了一项研究，分析了

2009 年、2012 年澳大利亚早期发展普查（the Australian Early Development Census）的数据，

主要包括新南威尔士州 10 万多名公立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入学情况、出生登记、助产护士记

录、医院数据等，并结合问卷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综合分析。 

在此项研究中，调查问卷包含 100 多道问题，涉及身体健康、社会、情感、语言、沟通

等 5 个儿童关键发展领域，由教师基于对所在班级儿童的观察和认知为每个儿童单独填写，

各领域的分数值为 0-10 分。若儿童在某领域得分低于 2.5 分，则认为其在该领域发展薄弱

或者存在发展风险；而 5 个领域得分均高于 2.5 分的儿童则被认为符合预期的发展要求。研

究发现，新南威尔士州儿童入学年龄推迟的情况在全国位居榜首，有四分之一的儿童存在推

迟入学的情况。在悉尼地区推迟入学比例最高的五个地区中，约 60%的 5 岁半至 6 岁儿童

符合预期发展要求，而只有 36%的四岁半儿童符合预期发展要求。 

总体而言，郊区儿童相比城市儿童存在更普遍的推迟入学情况。但情况也并非全部如此，

例如悉尼西南部的郊区儿童推迟入学的比例低于其他地区。分析其原因发现，家庭条件相对

优越或地处发达社区的儿童，具有更高发展需求的儿童（具有听力及沟通障碍、早产等），

以及母亲为澳大利亚人或北欧人的儿童更容易推迟入学；而母亲为亚洲人、北非人、中东人

的儿童一般不会推迟入学。由此可见，推迟入学与否不仅与儿童自身情况有关，而且与其家

庭背景、社会经济环境、家庭态度及信仰也有关联。此外，推迟入学对儿童及其父母和家庭

也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推迟入学存在一定的弊端，例如会增加儿童保育费用、限制父母

工作选择及内容的自由度、减少家长未来可获得工资收入的总年数；另一方面，推迟入学对

儿童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同届学生中年龄较大者更易于掌握教学内容，也更益于缩

小与优秀学生的发展差距，同时也有其它研究表明，年龄较大的儿童在整个童年时期在体育、

心理健康等多个领域都具有相对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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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ich-families-delay-sending-their-child-to-school-and-why-we-crunched-the-

numbers-111826 [2019-04-09]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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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挑战基金：鼓励教育研究

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合作研究 

How Do You Get Academia to Value 

Education Research-Practitioner 

Partnerships? Make a Tenure Track 

 

教育研究、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之间

的交互关系是一个经典的话题，在美国教

育界亦是如此。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实

践者需要借助和使用教育研究者产出的研

究成果与证据，但是囿于学术的传统价值，

大学研究机构生产的教育研究成果往往并

非“用户友好型”（user-friendly，即易于理

解和阅读，实践操作性高等）。为了消解教

育研究、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之间的鸿沟，

美国两大重量级教育研究慈善机构威

廉·T·格兰特基金会（Willam T. Grant 

Foundation）和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于 2018 年联合推出了一项名

为“制度挑战基金”（Institutional Challenge 

Grant）的项目，旨在促进大学教育研究人

员与一线教育实践者的共同合作。 

具体而言，“制度挑战基金”有三大核

心目标：第一，合作研究（partnership and 

research）。大学研究机构、中心或学院同社

会公共部门或非营利性组织建立合作研究

关系，以减少教育中的不平等。第二，制

度变革（institutional change）。为了实现教

育研究人员与教育实践者的共同合作，大

学研究机构需要转变它们以往传统的理念

与实践，更加重视与一线教育实践者的合

作研究，提高教育研究成果的“用户友好”

程度。第三，能力建构（capacity building）。

一线教育实践者也需要提高自身有效使用

教育合作研究成果的能力。 

该基金将为每个成功获选的教育合作

项目提供 65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研究周期

一般为 3 年。2018 年 3 月首个成功获得该

基金资助的项目是康奈尔大学人类生态学

院与纽约州汤普金斯县（Tompkins County）

的合作研究项目。2019 年度“制度挑战基

金”获选项目结果也已经公布，科罗拉多

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与丹佛学区（ Denver Public 

Schools）的教师保留模式项目、多伦多大

学与波多黎各学区的研究项目获得该基金

第二年度的经费资助。 

 

延伸阅读： 

1、威廉·T·格兰特基金会（Willam T. Grant 

Foundation）和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

都是美国著名的慈善基金组织。威廉·T·格兰特

基金会投资于高质量的研究，重点致力于减少青

年发展成果的不平等问题；斯宾塞基金会也为高

质量的教育调查研究项目提供支持，致力于调查

世界各地的教育改善方式，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

research/2019/04/professor_education_research_pra

ctitioner_partnership.html [2019-04-15] 

编译者：时晨晨 

 

 

“我的世界”游戏在教学中的

应用及成效 

Minecraft Can Increase Problem 

Solving, Collaboration and Learning 

- Yes, at School  

大部分父母会对子女玩电子游戏的行

为感到焦虑，担心孩子游戏成瘾，害怕游

戏中的暴力内容、过长的屏幕使用时间等

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相关研究人员指

出，虽然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也不能夸

大电子游戏的负面作用。正确利用电子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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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找到电子游戏与教学之间的平衡点，

便可以较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我的世界”（Minecraft）是有史以来

最受欢迎的电子游戏之一，该游戏的全球

正版销量至今已超过 1.5 亿人次。自 2013

年起，美国和瑞典的部分学校将“我的世

界”应用到课程规划中，将其用于教授科

学、城市规划、外语等课程。同时，一些

网站和论坛上也出现了有关“‘我的世界’

的教学应用经验”等内容。2016 年，“我的

世界（教育版）”正式推出，并迅速在学校

中流行起来。2018 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市（Montreal）建市 375 周年纪念日之际，

市内部分学校联合举办了“我的世界”校

际比赛，参赛学生在比赛中需使用“我的

世界”还原城市历史遗迹和活动。 

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电子技术教育领域的教授蒂埃里·卡尔森

蒂（Thierry Karsenti）与他的团队尝试在一

项探索性研究中证明“我的世界”对于教

育的积极作用。他们开发了名为“我的世

界大师”（Minecraft Master）的程序，并与

一所蒙特利尔市的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该校 3-6 年级的 118 名学生在课后参与了

此研究，参与学生必须运用“我的世界”

及相关程序完成 40 多个与学校课程紧密

相关的任务，如创建可导航地图、在游戏

场景中应用语言、数学和空间设计等，大

部分学生的项目参与时长为 4 个 6 周（约

6 个月）。最终，研究人员分析数据后发现，

参与该课程之后，学生拥有了更强的学习

动力、解决问题能力和计算机技能，游戏

还提升了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技巧，促进其

创造性、自主性和团队合作能力的提升。 

“我的世界”等电子游戏受教育领域

青睐的原因在于电子游戏能够充分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对其认知、情感和精神运动

功能产生积极影响。心理学家米哈伊

（Mihaly Csikszentmihalyi）谈到，当玩家

完全集中于游戏任务时，其心理就会进入

到一个非常有利于学习的“流动状态”

（flow state），也称“流动领域”（the zone）。

虽然全身心的投入状态也是游戏成瘾的表

现之一，但如果把学习目标嵌入到游戏场

景中，这种状态便可以用于促进学习目标

的实现。此外，21 世纪的学生越来越需要

具有较高的电子数字素养和能力。蒂埃

里·卡尔森蒂教授谈到，父母和教师都有

责任促进电子游戏与教育的合理结合，而

这一合理结合的实现不仅需要平衡线上与

线下的活动时间，也需要保证电子游戏在

教育中的应用具有特定目的，这也需要合

理的设计。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inecraft-can-

increase-problem-solving-collaboration-and-

learning-yes-at-school-113335 [2019-04-21] 

编译者：杨希 

 

 

澳大利亚：在家上学的教育模

式正在崛起 

Homeschooling Is on The Rise in 

Australia. Who Is Doing It and 

Why?  

在 澳 大 利 亚 ， 在 家 上 学

（Homeschooling）是受法律认可的教育模

式，与学校教育具有同等地位，具体是指

6-17 岁儿童的父母向州或地方教育部门提

出申请，让儿童在家里接受父母或注册教

师的教育，而不必去学校。但同时，父母

也必须向州或地方教育部门提交教育计划，

确保儿童的学习内容与国家规定课程内容

之间在宏观上保持一致。尽管父母可以通

过购买、模仿来使用市场上已存在的在家

上学模式，但实际上大多数父母都会根据

自己的教育理念为儿童单独规划在家上学

的模式。值得区分的是，在家上学与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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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远程教育的

接受者也是在家里进行学习，但远程教育

实质上是通过技术构建起一所学校，由教

师通过网络按教学大纲向一群学生进行学

校课程的教学，且对任何年龄阶段的学生

开放。  

父母为儿童选择家庭教育的原因主要

有四个。其一，出于宗教信仰，部分学生

父母认为该年龄段儿童的教育应由家庭承

担。其二，部分学生父母认为，主流学校

教育会给家庭生活造成不必要或不适当的

干扰。其三，许多主流学校没有给众多需

要“特殊教育”的学生提供应有的、合适

的教育，这类儿童在辗转多所学校后最终

被迫选择家庭教育，而这也是当前澳大利

亚家庭教育学生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其

四，在全球教育变革的背景下，部分学生

父母看到了学校教育的不足和失败之处，

进而选择自己对孩子进行教育。 

据统计，澳大利亚全国接受家庭教育

的学生大约有 20,000 名，且该数字仍在持

续增长。例如，昆士兰州（Queensland）在

2013年接受家庭教育的学生约为 1100名，

到 2018 年增长到 3232 名左右；新南威尔

士州（New South Wales）在 2013 年接受家

庭教育的学生约为 3300 名，到 2017 年增

长到 4700 名左右；维多利亚州（Victoria）

在 2013 年接受家庭教育的学生约为 3545

名，到 2018 年增长到 5300 名左右。值得

注意的是，尽管法律要求父母需要在州或

地方教育局进行申请后才能开展家庭教育，

但现实中仍然存在着成千上万未经申请而

违法开展家庭教育的情况，这些情况无法

一一统计在内，因而澳大利亚实际接受家

庭教育的学生人数比上述统计人数更多。 

在家上学的孩子学业成绩仍受政府的

监督。例如在昆士兰州，父母需每隔十个

月向州或地区教育部门报告一次儿童的学

业情况；在新南威尔士州和西澳大利亚州

（Western Australia），儿童的学业情况报告

会被递交给上门访查的特定人员。与学校

教育不同，父母通常不会通过作业或考试

评估儿童的学业情况，但他们也可自行决

定是否让子女参加澳大利亚全国中小学读

写与计算能力测试（NAPLAN）或高中毕

业考试（ATAR）。 

就全国中小学读写与计算能力测试的

结果来看，接受家庭教育的学生在各科目

的表现均高于平均水平，且这种优秀的学

习能力在他们将来回归学校教育后仍然持

续存在，这与家庭教育的一对一教育的优

势是分不开的。在接受家庭教育的学生数

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教育部门的压力也

将日益增大，包括如何监督未经申请违法

开展家庭教育的情况等，各州也需要密切

关注家庭教育持续发展的教育现象。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meschooling-is-

on-the-rise-in-australia-who-is-doing-it-and-why-

110268 [2019-04-15]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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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6-1.8】2020 年第七届

教育及心理科学国际会议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ICEPS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1 月 6 日-8 日 

会议地点： 岘港东亚大学 越南（Dong 

A University, Da Nang, Vietnam）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会议主办方：国际经济发展与研究中

心(IEDRC) 

会议内容： 

为了促进领域内的学者深入研究和交

流“教育与心理科学”问题，2020 年第七

届教育及心理科学国际会议将于 2020年 1

月 6 日-8 日在越南岘港东亚大学召开，为

相关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

平台。此次会议主题包括：教育与心理科

学（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青少年成长与发展（Adolesc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成人与继续教育（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 教 育 评 估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有效的教学实

践（Effective Teaching Practices）、远程教

育（Distance Learning）、领导和协作政策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ve Policy）、学

习理论（Learning Theories）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各界相关学术领

域的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并踊跃投稿参会，

被 ICEPS2020 录用的文章将发表在《国际

社会科学与人文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IJSSH, ISSN: 2010-3646, DOI: 

10.18178/IJSSH)，将收录在 Google Scholar、

DOAJ,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Digital 

Library, Crossref, Index Copernicus 和

ProQuest 中）和《国际信息与教育技术期

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JIET, ISSN: 2010-

3689, DOI: 10.18178/IJIET)，将收录在 EI 

(INSPEC, IET), Cabell's Directories, DOAJ, 

Electronic Journals Library,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Digital Library, Google Scholar, 

Crossref 和 ProQuest 中）中。 

会议论文投稿截止日期为2019年9月

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eps.org/ [2019-5-1] 

编译者：鲁春秀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