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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

工作技能进行定义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2019年 4月 1日

报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正在进行一项分两阶

段的实验，来设计工具更好地了解其雇员

和其他联邦工作人员的职业轨迹。 

目前，已经完成了一项实验的第一阶

段，该实验旨在利用外部专业知识来设计

工具，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个大型联邦机构

所需的工作技能。该项目被称为“职业指

南针挑战(Career Compass Challenge)”，旨

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绘制出员工所需

和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图谱。它的目标是

帮助员工为改变职业生涯或在目前的工作

中升职规划道路，并帮助他们不断发展自

己的技能。 

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动力之一就是努力

拥有一支适应能力强、准备充分的劳动力

队伍。该机构预算主管、治理和信息技术

战略顾问罗宾·里斯(Robyn Rees)表示，该

项目的一个成果，可能只是有助于推动一

场全国性的对话，讨论如何通过向人们提

供更多有关职业发展轨迹的信息实现美国

劳动力的现代化。即便如此，该实验也旨

在创建一个特定的、以技术为动力的应用

程序：首先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定义工作技

能，然后在整个联邦政府中定义。该机构

还计划公开分享其所学和开发的内容，供

私营部门可能使用。 

里斯说，国家科学基金会把这项工作

分成两部分。首先是对来自高等教育、工

业和其他领域的大创意概念论文的呼吁；

下一阶段将于 4 月 15 日开始，届时将有一

场原型设计方案的竞赛。获奖概念论文的

作者每人将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发

的 5,000 美元奖金，而原型设计将获得

75,000 美元奖金。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黄莹莹 

 

 

英国：过去三年学校资金短

缺 54 亿英镑 

据《卫报（the Guardian）》2019 年 3 月

26 日报道，英国工会对官方数据的分析显

示，过去 3 年英国的学校资金缺口达 54 亿

英镑。工会分析称，英国的学校资金缺口

比此前估计的还要严重，影响范围覆盖了

英国 91%的学校，导致了一些恶劣现象的

出现：低收入者自掏腰包为孩子购买食物

与文具等物品、向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儿

童提供帮助的辅助人员日趋减少、班级规

模不断扩大、学校能提供的课程范围不断

缩小等。 

英国学校和学院领袖协会(Associ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 Leaders)秘书长杰夫•

巴顿(Geoff Barton)表示，预算削减导致了

教育供应不足的问题。英国全国教育联盟

(National Education Union)联合秘书长凯文

•考特尼(Kevin Courtney)表示，这种情况

“令人无法容忍”，他表示，“必须扭转削

减学校预算的趋势，为学校、特殊教育需

要和残疾人提供资金，确保所有儿童和年

轻人都能得到应有的教育”。 

但政府坚称，自 2010 年以来，它一直

在保护核心学校的整体实际预算，并在

2018 和 2019 年度额外投入 13 亿英镑用于

核心学校的资金，只是成本上升超过了投

资。但工会对上述数据表示质疑。根据调

查，包括加薪、国民保险和养老金增加在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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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累计成本，已从 2016 年的 3.4%升至

2019 年的 8.9%。 

 

来源：卫报 

编译者：徐佳 

 

 

德国：日托中心面临教师荒，

《良好日托法案》加大财政支

持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Bildungsklick)

官方网站 2019 年 3 月 27 日报道，当前德

国 日 托 领 导 大 会 (Deutscher 

Kitaleitungskongress，简称 DKLK)研究报

告公布了对德国日托中心的评估和认可情

况，日托中心发言人乌尔里克 (Ulrike 

Grosse-Röthig)表示，这次研究报告最重要

的一点是，他们可以确认幼儿园教师的短

缺。“我们急需学龄前阶段的教育工作者，

从而进一步改善儿童早期教育。然而由于

缺乏社会认可和培训津贴较低等问题，幼

儿园教师短缺问题并不能有所缓解。” 

当前幼儿园的主要争议在于开放时长。

许多家庭无法协调工作与接送孩子之间的

问题，一部分家长希望可以延长幼儿园开

放时间，另一部分家长干脆希望把孩子留

在家里。这不仅不利于儿童教育的连续性，

还会给父母协调家庭和工作带来压力。 

当前德国已经通过了 2022 年的《良好

日托法案》(Gute-Kita-Gesetz)，新法案加入

了可持续资助项目。根据该法案，联邦首

次投入结构性资金，以提高教育质量和人

员配置，并减少准入障碍。但是法案也明

确说明，不会干预幼儿园的收费情况和收

费自由，因为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家庭能

够负担的入园费用存在巨大差异。 

 

来源：教育点阅报 

编译者：陈囡 

 

 

意大利：2019 年 4 月 1 日起合

同期外津贴发放新规定开始实

行 

据意大利《技术学校报(la Tecnica della 

Scuola)》2019 年 4 月 1 日报道，4 月 1 日

起，在学校工作的员工，劳动合同期外的

津贴将于 2019 年 7 月进行上调。 

合同期外的津贴指的是员工与雇主在

劳动合同到期日与再次续签期间所领取的

临时报酬之一。由于这只是临时性措施，

因此这种津贴发放的前提是雇主和员工代

表所签订的国家集体合同，并且这份合同

应在有效期内。这一临时报酬的相关规定

需要追溯到 1993 年 7 月 23 日所颁布的一

份协议，这份协议由政府、工会及企业协

会共同制定，主要关于收入和就业政策、

合同资产、劳工政策和生产系统的优化等。  

劳动合同期以外的津贴对学校员工意

味着什么？津贴的衡量标准是从 2019年 4

月 1 日起，按照工资的 0.42%进行计算。

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将按表工资的 0.7%

计算，有所上调。对于学校员工来说，从

4 月份开始，这份临时津贴将会增加，且根

据职称及工龄、教龄的不同，从最低 5.4 欧

元到最高 12欧元不等。从 2019年 7月起，

津贴将从 9 欧元上调至 20 欧元不等。需要

注意的是，合同外津贴是作为合同续签前

应享待遇的预付款发放的，因此，只有续

签的员工才会享受到这一津贴。 

有关部门近期开发了一款名为 NoiPa

的手机软件，员工除了可以在这一软件上

查询薪资之外，还可以查询劳动合同期外

津贴的发放进度。开发人员承诺在不久的

将来还将不断更新和集成其他功能。事实

上，第三方应用程序已经在网络中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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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已可以确保传输信息的安全性

和客户隐私的保密。 

 

来源：《环球邮报》官方网站 

编译者：许恬 

 

 

法国：初高中入学人数在 2023

年前将持续增长 

据 法 国 20 分 钟 新 闻 报

(20minutes)2019 年 3 月 31 日报道，据统

计，初中和高中学生人数总计将达到 570

万，这是自 1997 年以来的最高数据。 

法国国家教育部 3 月 27 日表示，从

2019 学年到 2023 学年，进入初高中的学

生人数将实现持续增长，初中人数预计在

2020 年达到历史新高，高中人数预计在

2023 年创历史新高。2020 年预计初高中学

生增长数分别为 34,400 和 27,800，2019-

2023 年学生人数的增长同时也成为自

2009 年 9 月以来最长最稳定的增长期。 

在普通公立和私立高中，学生数的增

加实际将延续至 2021 学年，届时将有

35700 名年轻人要进入高中，形成一次强

势的人数暴增。技术高中 2011-2017 年经

历一次人数增加后，于 2018 年出现了人数

下滑（减少了 8,700 位学生），预计 2019 和

2020 年的入学人数将保持稳定，在 2021-

2023 年再次增加，到 2023-24 学年学生数

量将达到历史新高。在职业高中方面，入

学人数截至到上学年已经连续第三年下降

了，但这一下降趋势将在下一学年得到缓

解，入学人数趋于稳定，预计到 2021 年开

始实现入学人数的增长。造成学生数量增

加的原因时人口结构问题，因为 2008-2012

出生的孩子，刚好在 2019 年进入中等教育，

而这个时间段的出生人口数量很高。 

而在初等教育（幼儿园和小学）中，

即使是义务教育年龄从 6 岁降低至 3 岁，

学生人数也同样将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

预计 2019 年入学 671.4 万学生，到 2020

年为 666 万，2023 年为 643.3 万。 

 

来源：20 分钟新闻报 

编译者：崔慧慧 

 

 

 

 

日本：企业主导型保育机构修

正案向确保质量重视业绩转换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2019 年 03

月 20 日报道，针对国家的企业主导型保育

事业中制度设计过于宽松的问题，内阁府

的在职人员检讨委员会不断进行修正并提

交了报告书。18 日，委员会将整理后的报

告书公诸于世。报告书中包括对于接收国

家经费补助企业的资格审查不严格问题，

并提出报告方案将于新一年实施。该方案

虽然得到地方政府人员与监护人团体的支

持，但是保育设施从业者提出了异议。 

为解决国家迫在眉睫的待机儿童问题，

2016 年国家开始实施该方案。担任审查与

指导的是公益财团法人“儿童培养协会”。

截至去年保育机构已开设 2597 所，帮助容

纳儿童 59703 人。但是，突然间接连发生

保育机构停业事件使政府设置检讨委员会

对事件进行核查，在报告书中对于今后保

育院的设置进行严格规定。根据最新规定，

只有具有五年以上业绩或工作人员达 20

人以上的保育院才具备办理资格。规定中

职员保育士所占的比例从之前的 50%上升

至 75%。 

另外规定中还要求保育机构要加强与

地方政府的合作。由于儿童培养协会未及

时整顿事态且存在延迟发放经费补助问题，

今年夏季将重新招募实施机构，明年的新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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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实施后将会指派新的机构担任发放机

关。少子化部长宫腰光宽在 19 日召开的议

会内阁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中提出：“消除待

机儿童只是将重点放在机构数量的扩大上，

难以确保机构的质量。检讨委员会在这一

方面必须要反省。今后将依照报告内容，

在确保质量方面不断跟进。” 

在报告书中，东京都世田谷区的负责

人说：“新规定要求企业至少有五年经营经

验，这充分反映了人们的意愿，值得赞扬。”

去年 10 月，世田谷区企业主导型保育所的

保育士集体辞职，世田谷区不得不紧急处

理这一情况。“特别是低龄儿童无法发表自

己的意见，父母对保育的状况也不了解。

对父母来说，还是想把孩子托付给可靠的

有保障的机构。但是依照现在协会的情况，

达到这一标准是十分困难的。具体要如何

实现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负责待机儿童问题的家长协会负责人

普光院亚纪提出：“在引入市场原理后，保

育园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一想法难以保证

保育所的质量。在保育园中增加保育士的

比例等政策是非常好的举措。”另外对于今

后实施机构的招募，她也表示，“非常期待

政府能够以公正中立的原则选出保育机

构”。 

今年 1 月设立的一般社团法人“企业

主导型保育联盟”的前鸠修代表理事认为，

为保证质量，加大审查和监督的力度是值

得肯定的。但是对于重视业绩的方针也表

达了自己的疑惑：“根据现实需要也应灵活

应对。在新规中应该有能够让从业者轻松

参与的优惠政策，在与从业者交谈后，希

望有经营理念的机构也能够参与其中。对

于实施机构的招募，经过 3 年的积累而使

之前的项目全部功亏一篑，这样的措施有

待商榷。” 

 

来源：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编译者：王文静 

 

 

新西兰：26 家幼儿教育服务机

构屡次违规，监管机构呼吁采

取严厉措施 

据《新西兰先驱报(The New Zealand 

Herald)》2019 年 03 月 23 日报道，监管机

构揭露了 26 家日托服务机构于过去三年

屡次违反行业规范，并呼吁对其采取更严

厉的行动。屡次违规的相关机构包括“发

现教育(Discoveries Educare)”旗下的 10 个

日托服务中心。 

本周早些时候“发现教育”在其官方

网站上列出了 14 家日托服务中心。然而，

其中只有一家日托服务中心拥有完整的运

营许可证，但该网站并未公布 12 家日托服

务中心的许可证已被降级为临时许可证以

及一家中心已完全失去运营资格的相关信

息。儿童论坛部门小组的萨拉·亚历山大

(Sarah Alexander)博士利用《官方信息法案

(Official Information Act）》找到了 2016-

2018 年违规的相关业务，并表示相关日托

服务中心屡次违反行业规范表明了该体系

监管不够严格。亚历山大和国家党幼儿部

发言人尼古拉·威利斯(Nicola Willis)表示，

教育部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应立即通知家

长。 

数据显示，由于违反了《幼儿服务条

例》，去年有 119 家幼儿服务机构的运营许

可证被降至“临时许可证”，占全国 4532

所幼儿服务机构的 2.6%，其中包括 3.7%

的教育和护理中心、3.5%的家庭服务机构、

1%的游戏中心、0.7%的语言所(hanga reo)

以及一所公立幼儿园——北帕帕托伊托伊

幼儿园(Papatoetoe North Kindergarten)。 

在吉利斯大道(Gillies Ave)发生树木事

故后，10 所日托服务中心的许可证于 2017

年不同时期被降至临时许可证。虽然这些



 

 

World Education News Apr.2019 No.80 

5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4月 第 8期 政策参考 

中心随后恢复了正式运营，但由于多次违

反监管规定，这些中心在去年 2 月至 5 月

期间再次被降至临时许可证。2018 年 5 月

17 日这些机构再次获得正式运营证。但教

育部近日向《周末先驱报》(Weekend Herald)

表示，上述十所日托服务中心以及另外两

个“发现教育”中心的服务机构都于今年

又被降至临时许可证。 

儿童论坛部门小组的萨拉·亚历山大

博士表示，令人不安的是，去年发现违反

监管的 109 家日托服务机构在最近一次教

育评估办公室(Education Review Office，简

称 ERO)的审查中被评为“良好”或“非常

好”。ERO 方法论经理桑德拉·柯林斯

(Sandra Collins)回应，这是因为许多评估报

告都是在违规事件发生之前就写好的。首

席审查官尼古拉斯·波尔(Nicholas Pole)表

示，ERO 上周改变了审查制度，日托服务

中心将不进行评比，它们只会每三年或四

年接受一次审查。“如果一个中心的情况发

生变化，ERO 可能会更频繁地进行审查。”

他说，“我们还在努力缩短两次审查之间的

平均时间，目前为 3.6 年。ERO 希望所有

的中心都能随时接受 ERO 的审查。” 

 

来源：新西兰先驱报 

编译者：穆翎 

 

 

 

 

 

尼日利亚：高校图书馆面临许

多问题 

据日常信任报(Daily Trust)2019年3月

28 日报道，国家图书馆员艾娜(Lenrie O 

Aina)教授昨天表示，由于资金不足和缺乏

基础设施等因素，大多数高校图书馆都没

有达到基本要求。艾娜教授在阿布贾举行

的第 103 届尼日利亚大学图书馆员协会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ans of 

Nigerian Universities，简称 AULNU)年度大

会上发表了讲话。她说，大多数高校图书

馆都是由高等教育机构所有，每年应分配

其所属机构年度预算的 10%。但这是理论

上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艾娜教授表示，资金不足降低了高校

图书馆获取国内和国外信息资料（如书籍

和期刊）的能力，这些资料将有助于推动

更高效的服务。然而许多图书馆缺乏适当

的基础设施，使他们无法完美地履行职责。

基础设施破旧，处于崩溃的边缘。尼日利

亚的这种高校图书馆阻碍了教师和其他学

习者学习文化知识。她还进一步提到图书

馆面临的其他问题：缺乏数字和电子图书

馆、缺乏经过适当培训的互联网工作人员。 

艾娜教授说，需要采取措施将图书馆

从目前面临挑战的状态转变为能够提供有

效服务的机构。大学图书馆必须与学科相

关的院系和其他专家合作，以提供信息和

指导。 

 

来源：日常信任报 

编译者：张秋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伊斯兰开

发银行和儿童基金会将设立全

球穆斯林儿童慈善基金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9年 4月 3日

报 道 ， 伊 斯 兰 开 发 银 行 (Islamic 

Development Bank，简称 ISDB)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于 4 月 3 日签署了一份公报，宣

布双方打算建立一个全球穆斯林儿童慈善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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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在伊斯兰开发银行理事会第 44 届年

会的间隙讨论中认为，该基金的目标是动

员伊斯兰捐助，用于人道主义和复原力发

展方案，以确保伊斯兰开发银行成员国儿

童的福祉。 

伊斯兰开发银行和儿基会目前正在与

主要合作伙伴和潜在支持者一道开发该基

金，预计将于 2019 年 9 月在纽约联合国大

会期间正式启动。伊斯兰开发银行和儿童

基金会自 1976 年以来一直合作。这两个组

织于 1989 年签署了一项正式的“谅解备忘

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随后

在 2017 年签署了一项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有关的“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协定”。 

伊斯兰开发银行总裁班达尔·哈杰尔

(Bandar Hajjar)博士说：“发挥我们各自的

优势一直是我们与儿童基金会伙伴合作的

核心。现在，我们将通过一个创新和及时

的机制，将我们的合作推向新的高度，该

机制是伊斯兰金融与全球人道主义和复原

力发展的纽带。”儿童基金会副执行主任夏

洛特·佩特里·戈尔尼茨卡(Charlotte Petri 

Gornitzka)认为：“全球人道主义需求正处

于关键水平，儿童尤其脆弱，他们面临着

暴力、剥削、疾病等风险。与伊斯兰开发

银行建立一个穆斯林慈善基金将使我们能

够为更多儿童提供安全饮用水、营养、教

育、健康和保护。” 

 

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国际教育组织：第 52 届国际教

育执行委员会会议成功召开 

据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2019年4月

4 日报道，第 52 届国际教育执行委员会会

议的议程涵盖了一系列广泛的议题，这些

议题将在四个月后成为组织大会的关键议

题。 

第一：民主优先。该委员会就一项关

于民主的决议进行了辩论，该决议是国际

教育组织未来几年政策的核心优先事项。

第二：人权和教育。霍尔斯特(Holst)和国际

教育组织秘书长戴维·爱德华兹(David 

Edwards)都明确表示，人权和教育是相辅

相成的。从两性平等领域的工作到尊重土

著人民的文化和语言，到所有人权和法治

问题，教育工作者及其工会都站在捍卫人

权的前线。第三：成就。在戴维·爱德华

兹(David Edwards)的进度报告中，他强调

了国际教育组织及其成员组织的一些成就。

爱德华兹列举了过去五个月取得的进展，

其中包括几次启动关于包容性的研究，和

非洲、欧洲和亚洲的政策会议，以及有史

以来第一个“国际教育日”。第四：未来工

作。蒂姆·努南(Tim Noonan)代表国际工会

联 合 会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简称 ITUC)发言。2019 年

是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一百周年，国际工会

将借此机会要求为所有工人提供普遍的劳

动保障。第五：非洲。国际教育组织非洲

区域办事处主任阿西比·纳坡 (Assibi 

Napoe)从教育和工会的角度介绍了该区域

的概况。她强调，在受自然灾害、饥荒或

冲突影响的国家或地区开展合作是迫切必

要的。 

国际教育组织于 4 月 2 日至 4 日在比

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了第 52 次会议，7 月底

将在泰国曼谷举行第八届国际教育大会的

项目。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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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医学生职业倦怠的原

因及改进策略 

Five Strategies to Improve Medical 

Training – to Reduce Stress and 

Boost Expertise 

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医学系的斯蒂芬·阿彻（Stephen Archer）

教授指出，尽管加拿大的法律对医生的工

作时长进行了规定，也增加了医生工资，

但近一半的住院医师仍反映自身出现了职

业倦怠，失去同理心和自我价值感，且这

种职业倦怠心理甚至在医学本科生和研究

生成为住院医师之前就已经出现。 

斯蒂芬·阿彻教授指出，医学生出现

职业倦怠的原因如下：其一，医学生在加

拿大内外科皇家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Canada）资格考

试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长；其二，医学院

的招生规模、住院医师规模、实习医院数

量等方面受各省政府资助力度的影响，其

存在的问题会损害医学生的学习环境；其

三，当前医学生债务负担过重：2014 年医

学生人均债务超过了 7 万美元，2017 年则

超过了 15.8 万美元，许多学生的助学贷款

金额甚至达到了 20 万美元；此外，本科二

年级的医学生在选择具体医学职业方向时

面临的压力、有限的工作岗位等也会导致

职业倦怠心理的产生。 

为减轻医学本科生和参加住院医师培

训的研究生的学业及债务压力，提高学生

的实习经验，改善其职业倦怠的状况，斯

蒂芬·阿彻教授提出了五点对策： 

第一，增加医学生居住地的工作岗位

数量。尽管加拿大省政府认为医生过多，

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 OECD）2013 年的调查数据却显示，

加拿大的医生数量（每 1000 人中仅有两名

医生）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排名十分靠

后；第二，发展本地医学学习计划，减少

非必要的校际交流课程。这些校际交流课

程不仅费用高昂，占据学习时间较多，而

且对学习的作用并不大，大部分交流课程

实质上仅是尝鲜和旅行；第三，推迟学生

确定具体医学职业方向的时间。当前，加

拿大要求学生在大学第二学年就选择具体

医学职业方向，这一制度是欠考虑的，学

生此时还难以充分了解医学不同职业的发

展前景，也难以及时调整自身知识体系，

因此很难做出明智的选择；第四，恢复轮

岗实习制度。加拿大于 20 世纪 90 年代废

止了轮岗实习制度，但实际上轮岗实习能

够给医学生提供充足的经验，它不仅能用

于培养全科医师，也能用于培养特定领域

的专家；第五，调整医学考试制度，减少

考生的考试准备时间。过长的考试准备时

间将过度消耗学生和实习医师的空余时间，

容易产生压力和导致职业倦怠，可以考虑

将考试的难度降低，以改善考试者的合理

期望。 

 

延伸阅读： 

斯蒂芬·阿彻（Stephen Archer）教授是加拿

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医学系主任，也

是加拿大医学教授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Professors of Medicine，简称 CAPM）的主席。其

研究重点领域为氧传感机制、线粒体生物学、肺

动脉高压和癌症的实验治疗，当前已经发表 200

多篇论文，在心血管研究方面获得了众多奖项。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ive-strategies-to-

improve-medical-training-to-reduce-stress-and-

boost-expertise-115613 [2019-04-17]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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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气候变化知识需要被纳入中小学学校教育 

Climate Change Needs a Seat in U.S. Classrooms 

美国最近的一项国家公共电台/益普索民意调查（NPR/Ipsos poll）发现，多数人认为气

候变化应被纳入中小学学校教育。该项调查涉及 1007 位美国学生家长和 505 名教师。 

从调查结果整体来看（具体见图 1），66%的人认为学校应该教授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对环

境、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知识；12%的人认为学校应该只教授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10%的人

认为学校不应该教授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还有 13%的人表示并不清楚。从不同群体的分布

来看，在教师群体中认为学校应教授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知识的占比

为 74%，在家长群体中占比为 68%，教师群体占比略高于家长群体；此外，民主党中持这一

观点的比例为 81%，共和党的比例为 49%，民主党占比远高于共和党。 

 

表 1 “气候变化是否应在学校教授”命题在不同群体中的作答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多数人认为气候变化应纳入学校教育，但目前气候变化教育在学校中

的实施情况不容乐观。教师不开展气候变化教育的原因有：65%的教师表示气候变化教育与

其所教授学科无关；20%的教师表示学生年龄太小；17%的教师表示其对气候变化的知识知

之甚少；还有 17%的教师表示缺少教授气候变化知识所需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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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师不教授气候变化相关内容的原因分布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教师在教授气候变化知识方面做出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尝试。42%的

被调查教师表示他们找到了教授气候变化知识的方法。黛布拉·弗里曼（Debra Freeman）是

一位受调查的中学教师，她表示：“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s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将动物产品的过度消费问题直接与全球变暖困境联系起来。我们借此给同学

们讲授食物浪费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学生正处于思考、评估和解决问题多方面能力发

展的关键时期，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正确世界观的形成非常重要，我对他们寄予厚望！”

莉莉·塞奇（Lily Sage）是费城（Philadelphia）一所幼儿园的教师，她说：“通过接触恐龙

模型，探讨相关问题，学生们更容易理解地球气候变化与恐龙灭绝之间关系的知识。” 

 

延伸阅读：益普索（Ipsos）由朱贤特先生（Didier Truchot）于 1975 年在法国巴黎创立，是目前市场研

究顾问行业中唯一一家独立的由专业研究顾问人员管理的全球性的上市公司。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益普

索已成长为全球第三大市场研究集团，并于 1999 年 7 月 1 日在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 

 

信息来源：益普索官网 

https://www.npr.org/2019/04/22/714262267/most-teachers-dont-teach-climate-change-4-in-5-parents-wish-

they-did [2019-04-23] 

编译者：南晓鹏 

 

 

WHO：建议 5 岁以下儿童每天“视屏时长”不超过 1 小时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commends No More Than One Hour of Screen 

Time for Most Children Under 5 

目前，儿童的“视屏时长”已不仅仅是家长们所关心的话题，更是教育工作者们的关注

热点。根据美国《教育周刊》研究中心一项涉及 500 多名校长和学校领导者参与的调查，95%

的校长表示他们十分担心学生在家的“视屏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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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该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 WHO）于 4 月 24 日发布

的《5 岁以下儿童身体活动、久坐行为和睡眠指南》（Guidelines on Physical Activity, Sedentary 

Behavior, and Sleep for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提出了相关建议。该指南的首要目的就

是解决时下家长们所关心的儿童每天视屏时长问题。 

根据该指南，2 至 4 岁的儿童每天的久坐“视屏时长”（如玩电子游戏或看电视）不应

该超过一个小时；1 岁以下的婴儿则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视屏时长”。这份指南的儿童“视

屏时长”建议与此前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于 2016 年发布的指南

建议相似，后者同样不鼓励 18 个月以下的婴幼儿使用电子媒体，并建议 2 至 5 岁儿童每天

的“视屏时长”不超过 1 小时。即使视屏，也应该是因为参与高质量的电子屏幕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 5 岁以下儿童每日“视屏时长”建议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提出。世界

卫生组织报告称，第一，“身体不活动已被确定为全球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也是超重和肥

胖率增加的原因”，而“儿童早期阶段是儿童身体和认知的快速发展时期，也是儿童习惯形

成的关键时期”，需要在这个时期内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二，以往研究已经表明儿童和

青少年的“视屏时长”同他们大脑皮层过早变薄和认知能力下降存在相关性。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early_years/2019/04/world_health_organization_issues_guidelines_on_scree

n_time_among_children_under_5.html [2019-04-24]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女生在 TEL 考试中胜过男生 

Girls Outline Boys on Federal Exam of Tech, Engineering Skills 

美国全国教育进展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组织的技术和工程

技能考试（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Literacy，简称 TEL）于 2014 年首次实施，每四年进

行一次，形式为机考。其目的是为了融合 K-12 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为 STEM 领域培养后

备力量，并旨在测量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根据 2018 年全美第二次 TEL 考试结果，8 年级

学生的成绩整体有所提高，而且女生的成绩依然显著高于男生。 

具体而言，全美第二次 TEL 考试于 2018 年 1 月至 3 月开展，大约 600 所学校的 15,400

名 8 年级学生参加了此次考试。考试结果显示，全美 8 年级学生在 2018 年 TEL 考试中的成

绩比 2014 年 TEL 考试成绩高出 2 个分值，达到“精通”（proficient）及以上水平的学生比

例从 43%上升到 46%。但是，“成绩的提升主要是因为能力强的学生成绩更高了，能力较差

的学生的成绩并无明显改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的评估助理专员佩奇（Peggy G. Carr）表示。 

除此之外，此次考试结果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女生在这次考试中依然表现得比男

生好。在 2014 年第一次 TEL 考试中，8 年级女生成绩高出男生 6 分，而在此次考试中这一

差距增大为 8 分（具体如图 1 所示）。进一步来看，女生在“交流与合作”方面的试题上比

男生得分更高；男生在“把工作和想法的成功之处合理归功于他人”方面表现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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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美 8 年级女生在 TEL 考试中表现依然优于男生 

由于 TEL 考试具有高效能性，目前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正在考虑将该考试扩展到 4

年级和 12 年级。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4/30/girls-outshine-boys-on-federal-exam-of.html [2019-04-30] 

编译者：时晨晨 

 

 



 

 

World Education News Apr.2019 No.80 

12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4月 第 8期 实践探索 

 

美国：在线早期教育项目获大

力推广 

Is Online Early-Childhood 

Education the Next Big Thing? 

UPSTART（Utah Preparing Students 

Today for a Rewarding Tomorrow）项目全

称为“犹他州为今天的学生做好明日准备”，

是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在线早期教育项目，

每周为 4 岁的学前幼儿准备 75 分钟的家

庭在线学习，以期为小学阶段的正式学习

做好充分准备。今年该项目获得了更多的

资助，将在全美 50 个州内进行推广。 

UPSTART 项目最早源于犹他州政府

的一项试验项目：2008 年犹他州政府拨款

800 万美元以实施一个为期 5 年的试验项

目，2013 年项目试行结束后，又得到了美

国联邦政府 1150 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得以

完善并继续实施。完善后的 UPSTART 项

目主要包含有强调发声、音素意识、理解、

词汇、语言概念的在线课程、游戏、课本

和活动等要素，而且该项目尤其关注低收

入家庭的幼儿和母语非英语的幼儿。在

2015-2016 学年，该项目已经惠及到犹他州

15%的 4 岁幼儿。2016 年 4 月，犹他州政

府发布的关于该项目效果的评估报告也显

示，项目组幼儿的读写能力显著高于对照

组幼儿，并且项目对幼儿进入小学阶段时

的学业也会产生持续性影响。 

2019 年 4 月 16 日，UPSTART 项目获

得了“大胆项目”（The Audacious Project）

这一大慈善团体的大力赞助，意欲将该项

目推广到全美 50 个州。事实上，北卡罗来

纳州已经在考虑引入该项目，并将其作为

该州传统学前教育项目的替代性方案，为

那些无法参加传统学前教育项目的幼儿提

供家庭在线早期教育。 

随着项目影响力的扩大，UPSTART 也

招致了许多批判。有人认为，该项目违背

了关于对幼儿的电子设备屏幕限制使用时

间的建议。也有人警告道，虽然该项目是

传统学前教育项目的补充性、替代性方案，

但不能误以为就此解决了传统高质量学前

教育项目的访问路径问题。 

 

延伸阅读： 

“大胆项目”（The Audacious Project）是由

TED演讲发起的旨在帮助全球范围内的非营利组

织（NGO）融资的公益项目。TED 负责人克里

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接受采访时提出

“这是 TED 做过的最有野心的一件事情。”TED

的口号是 Ideas Worth Spreading，而“大胆项目”

是想法落地的地方，“大胆项目”旨在解决社会公

益项目和捐赠者之间的资金配对难题。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early_years/2

019/04/is_online_early-

childhood_education_the_next_big_thing.html 

[2019-04-17] 

编译者：时晨晨 

 

 

加拿大：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

挑战及其应对措施 

How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R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Workforce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是指通过收集与解释外部数据以达到

特定目标或完成特定任务的计算机系统。

有别于人类和动物的自然智能，它是由机

器控制的人造智能。人工智能不仅带来了

伦理上的持续争议，也因其突出的自动化

能力对原有的劳动力体系造成了冲击。“谷

歌中国”（Google China）前总裁李开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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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超级大国》（AI Superpowers）一书中

写到，在技术和经济层面，40%至 50%的

现有工作将在未来 15 年内具有实现自动

化的可能性。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 ） 和 荷 兰 霍 温 科 技 大 学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对

“人工智能未来潜力”展开的调查结果显

示，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于 2040年至 2050

年期间超过人类智能的可能性为 50%，一

些技术带头人甚至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时

间会更早。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的院长格雷格·那特尔（Greg 

Naterer）呼吁大学应当重视人工智能对传

统劳动力体系的冲击，帮助学生为应对人

工智能带来的就业挑战提前做好准备。那

特尔监督其科研团队分析了众多大学专业

在未来10至20年间实现自动化的可能性。

基于布鲁克菲尔德研究所（Brookfield 

Institute）的报告，他们将模式识别、信息

检索、优化与计划制定等重复性能力认定

为最易受到人工智能冲击的能力，将批判

性思维、团队合作、人际关系技巧、领导

能力、创业精神等称为“最具弹性的能力”，

认为这些能力最难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牛

津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和一名工程师联合

指出，即使作为人工智能的开发人员，他

们也看到了工程类学科自动化的可能性。

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校

长在其书中指出，训练学生的弹性能力要

注重体验式学习（合作教育）、终生学习和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习。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工程与应用

科学学院在那特尔的领导下提出了“基于

成果的教育”（Outcomes-based education）

理念，要求工程类学科除了基于知识库、

问题分析、工程设计工具等传统学习成果

开展教学，还应在教学设计上增加非技术

技能的学习，包括沟通技巧、项目管理、

工程对社会及环境的跨学科影响等。例如，

传统的流体力学课程仅考察学生的技术能

力，而新理念指导下的同类课程要求学生

通过书面报告和汇报来展示一系列其他学

习成果，以此展示学生的沟通技巧；教学

评估的地点和方式也根据学生特点的不同

而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此外，该校的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都在不

同程度上将该教育理念应用到教学实践中。 

总之，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无法逆转，

提高学生的“弹性能力”以促使学生在未

来与人工智能的合作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因此可以认为这些教学尝试具有其独特的

价值。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w-to-prepare-

students-for-the-ris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he-

workforce-113797 [2019-05-08] 

编译者：杨希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为儿童提

供免费学前教育 

Nova Scotia’s New Pre-primary 

Class Gives Kids a Head Start 

Through Play-based Learning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是

近两年全加拿大唯一一个儿童贫困率上升

的省份，其儿童贫困率居全国之首，省内

超过五分之一的儿童都生活在贫困中。新

斯科舍省儿童的发展情况也不容乐观。加

拿大国内普遍使用“早期发展工具”（Early 

Development Instrument）对儿童在 5 个发

展领域——身心健康、社交能力、情感成

熟度、语言和认知能力、沟通技巧和通识

知识进行测试。如果得分低于满分的百分

之十，将被视为“脆弱的儿童”，即如果这

些儿童没有获得额外的支持，他们更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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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未来遇到挫折。而新斯科舍省 2015 年

至 2018 年儿童“早期发展工具”测试结果

显示，省内“脆弱儿童”的总体比例从 25.5%

增加到了 28.8%。 

为了解决由贫困带来的教育不公平现

象，并促进儿童早期的健康发展，新斯科

舍省于 2017 年推出面向大众的免费学前

教育计划。预计从 2019 年秋季起将会有

201 所学校参与该计划，2020 年将实现省

内学区全覆盖。该计划以校园为中心，提

供户内外幼儿教学，遵循“能力培养、自

信、好奇”的儿童早期教育原则，其中还

包括关键性的早期学习原则，如“基于游

戏的学习、包容、多样性与公平”等。幼

儿教育工作者遵循“反思性实践”

（reflective practice）原理，并通过目标教

学和儿童文化与社会背景评估来决定其采

用的教学方式，同时通过关注儿童的学习

经历以确保实现儿童在家庭、学前教育、

学校教育之间的成功过渡。在人员配置方

面，两名幼儿教育工作者同时负责一间教

室中 20 名儿童的教学；当某间教室的儿童

人数在 21 至 24 人之间时，会有第三名幼

儿教育工作者加入教学；当某间教室的儿

童人数超过 24 人时，会增设一间教室用于

容纳超过限数的儿童。 

免费学前教育计划成效显著。在计划

实施的第一年里，省内 60%的四岁儿童积

极参与其中，且参与人数在近两年仍在持

续增加。这意味着该计划在普及性上取得

了成功。此外，对 2017-2018 学年参与家

庭的抽查结果显示，该计划获得了大多数

家庭的欢迎，并且该计划在向学校教育过

渡方面的作用大获肯定。超过一半的被调

查家庭表示，若没有此免费学前教育计划，

他们的孩子可能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nova-scotias-new-

pre-primary-class-gives-kids-a-head-start-through-

play-based-learning-115444 [2019-04-29]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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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15-17】2019 年第三

届电子化社会、教育与技术国

际会议 

2019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Society, E-

Education and E-Technology 

(ICSET 2019) 

  

会议时间：2019 年 8 月 15-17 日 

会议地点：铭传大学铭传会馆 中国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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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铭传大学 

会议内容： 

近年来电子社会、网上教育和学习等

已成为热门话题，吸引了越来越多学术界

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工程师、学生等。

为了促进领域内的学者深入研究交流“电

子化社会、教育与技术”问题，2019 年第

三届电子化社会、教育与技术国际会议将

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至 17 日在中国台北

铭传大学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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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教育的实践和案例（Practices and 

cases in e-education）、电子教育中的系统和

技 术 （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in e-

education ）、电子教育的应用和整合

（ Applica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e-

education）、电子学习评估和内容（E-

learning evaluation and content）、校园信息

系统（Campus information systems）、电子

学习 技术、标 准和系统（ E-learning 

technologies, standards and systems）、移动

学 习 （ Mobile learning ）、 知 识 管 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虚 拟 学 习 环 境 （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电子学习中的多媒体

（Multimedia in e-learning）、 

营销和促进电子学习（ Marketing and 

promoting e-learning）、电子学习的社会效

益（Social benefits of e-lear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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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CSET2019注册成功并被录用的文章将

出版到 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会议论文集，文章将被收录到

ACM 电子图书馆，并提交 EI 与 Scopus 检

索。 

会议论文投稿截止日期为2019年6月

2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set.org/ [2019-5-16] 

编译者：鲁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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