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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党领导人表示将废除

小学阶段的全国强制性考试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19

年 4 月 16 日报道，英国工党计划将取消英

国小学阶段的全国强制性考试，并承诺减

轻学校压力，解放教师，致力于提供“丰

富多样的课程”。 

Sat（Standard Attainment Tests）考试于

1990 年推出，是一项旨在评估学生对基础

学科掌握情况的考试，检测科目包括 3R

（阅读、写作、算术）和科学。按规定，

所有 7 岁、11 岁以及 14 岁的英国学生（分

别是学段一、学段二与学段三最后年级的

学生）都将参加该考试。 

近日，工党领导人杰里米 •科尔宾

(Jeremy Corbyn) 在参加全国教育联盟

(National Education Union)年度会议时发表

演讲，提出了废除“极压测试”制度的建

议。在会上，他谴责了考试文化的风险性，

并提出废除 7 岁和 11 岁学生的 Sat 考试，

以及仍存争议的基准评估计划（baseline 

assessments）的建议；此外，他还表示了对

教师压力的理解。因此，他表示，工党将

征求家长和教师的意见，建立一套更灵活

实用的评估体系。相关消息人士表示，这

一评价体系将于几个月后启动协商，除上

述考试外，一年级的语音检查也将列入讨

论范围。 

工党这一提议得到了新英格兰大学、

全国校长协会等相关机构的支持，并期望

通过建立新的评估体系，建立家长和学校

之间的信任关系，重新点燃学校的创新精

神。但教育部长尼克·吉布（Nick Gibb）对

此表示谴责，他表示，废除考试制度将极

大地破坏国家教育体系，不利于儿童阅读

和数学能力的提高。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黄莹莹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将按照计

划削减 6 项人文学科类课程 

根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官方网站

2019 年 4 月 10 日报道，威斯康星大学计

划削减 6 项关于自由-艺术的学术课程。其

实，自 2018 年 3 月以来，在迫于招生人数

下降和财政预算赤字 450 万美元的情况下，

该学校已经削减了 13 个专业，其中主要是

文科，并同时增加了 16 项职业类课程。早

在 2018 年 10 月，位于苏必利尔地区的另

一所威斯康星大学的分校也宣布了一项计

划，通过取消政治和社会学科等诸多人文

社会科学类专业来减小学校的发展负担。 

    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近期公开发表言论

称“辞职和退休的预算削减减轻了学校的

财政负担，因此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需

要再进一步削减开支。这一决定是在与学

生领袖和教职员工进行富有建设性意义的

对话之后决定的，校方之后也会不断的听

取学生、教师等各方的意见，兼收并蓄，

更好地促进学校发展”。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官方网站 

编译者：阿娜尔 

 

 

德国：幼儿园教师短缺 缺口达

数十万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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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国《教育点阅报》（Bildungsklick）

官方网站 2019 年 4 月 17 日报道，德国商

业研究所（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ln，IW）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为了能让

所有幼儿园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

全国还需要大约 215,000 名幼儿教育工作

者。由于缺乏足够的幼教，因此必须招聘

来自类似领域的专家，如社会学工作者。 

近年来，德国的护理情况有所改善：

每年都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和看护者加入

幼儿园、医院和各大公司。然而这还远远

达不到良好的看护标准，情况最为严峻的

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该州目前还需

要 4,300 名幼儿看护者，才能缩小目前的

差距并达到最佳的看护状态。 研究报告的

作者——经济学家维多·盖斯托内（Wido 

Geis-Thone）指出：“能否聘请更多的幼儿

看护人员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必须澄清

由谁来承担额外的人员费用，这一般最终

都会落到家长头上。” 

此外，幼儿教师短缺也是一个问题，

维多·盖斯托内表示：“对此我们必须考虑，

如何改进幼儿园人员准入资格，尝试聘用

具有其他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在未来，还

可以更多地考虑具有两年托儿所实习经验

的学生、社会教育助理或具有相关领域学

位的毕业生” 

 

来源：《教育点阅报》官方网站 

编译者：陈囡 

 

 

西班牙：马德里智慧学校——

在课堂外学习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El ABC）2019 年

4 月 15 日报道，马德里智慧学校（Wisdom 

School Madrid）将“离开教室”作为其教

育项目的核心所在。学生在教育领域之外

的区域活动、交流能够让他们更快、更轻

松地融入自己所生存的世界。 

马德里智慧学校是年轻学生在学习成

长过程中最理想的场所。该学校不仅在此

项目上倾注了大量的资金，还为其配备了

精良的设备。此外，参与该项目的教学人

员还对学生的学习以及人际关系保持持续

关注。那么，为什么要让孩子到课堂外进

行活动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课堂外的世

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在成长过程中，学生

所处的学习环境所起的作用非常关键。各

种研究证明，学校以外的工作和活动不仅

可以提高学习成绩，而且也是学生提升其

创造力、沟通力以及决策能力的重要途径。

马德里指挥学校发现这种类型的教学方法

激发了学生对其所观察到的事物的好奇心。

通过这种方式还能够提高学生对周围环境

的参与意识，与同学建立友谊。这种以横

向的方式将课堂内外整合在一起的新模式

将有利于改善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 

 

来源：西班牙阿贝赛报 

编译者：谭瑞欣 

 

 

意大利：2019 意大利高考面试

指南 

据意大利《学校视野报》2019 年 4 月

17 日报道，意大利高考今年起将对考试的

第三项考核进行改革，增加面试项目，这

也将是高考的最后一项考试。 

根据考试要求的相关规定，高考面试

将包含以下三个部分：首先，根据教育考

试委员会所选择的材料进行口试；其次，

简单叙述自己的课外实践经历，可以与公

益活动、课余兼职、社会体验相关；最后，

考生需要阐述在“公民身份和宪法”活动

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并表达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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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收获。当然，这一部分的考察也将体现

在考生前两项笔试的考核之中。 

口试的话题将从教育考试委员会所选

择的材料中抽取，这些材料中包含文本数

据、文件资料、活动经验、项目管理等方

面。值得一提的是，考试内容可以并不拘

泥于上述的材料所规定的范围，考官可以

根据规定中的内容，进行适当的拓展，以

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深度。

高考需要涉及到更广泛的多学科知识，以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体现学生

的学习能力。 

据悉，教育考试委员会将专门召开一

次会议来安排面试的筹备工作，讨论决定

口试的有关话题，并根据不同学科的概念

及关系进行选择。同时，为了保证考试的

公平性，在考试开始之前，考试内容及范

围需要对全体考生严格保密。 

 

来源：意大利《学校视野报》 

编译者：万阳卓 

 

 

 

 

韩国：韩国教育部为低收入层

提供终身教育支援 

据韩国《国际经济报》2019 年 4 月 8

日报道，韩国教育部和韩国国家终身振兴

院于 4 月 8 日表示，今年将支援家庭收入

较少的成年人价值 35 万韩元（约合

1877.56 人民币）的教育券用于接受终身教

育。 

终身教育的支援事业是韩国政府革新

事业的一环。为了给国家基础生活费领取

者和低收入层提供参与终身教育的机会，

韩国政府决定在一年内提供 35 万韩元（约

合 1877.56 人民币）支援低收入阶层的终

身教育事业。今年在终身教育的支援事业

上的总预算是 25.09 亿韩元（约合 1472.13

万人民币）。并且，韩国政府决定扩大支援

对象范围，规定其收入在中等收入基准的

65%以下的人群均为终身教育的支援对象。 

终身教育券可以用作终身教育讲座的

听课费，也可以用作听课所需材料的费用。

可以用在学分银行制（指在学校以外的地

方学习也被承认为学分的制度）和取得学

历的教育课程的过程中，也可以在已登记

为可以使用的居民中心和社会福利院等终

身教育机构使用。此外，在老人福利社、

社会福利馆、女性人力开发中心、多文化

家庭支援中心、图书馆和美术馆等地方也

可以使用终身教育券。2018 年是实行这一

支援事业的第一年，共有 5361 人接受了终

身教育的支援。有意申请终身教育支援的

人可以在 2019 年 4 月 11 日至 5 月 10 日

期间通过网站进行报名，除此之外也可以

在线下的讲座现场申请。为了方便确认其

收入低于中等收入基准 65%的申请人的资

格，申请人在进行终身教育支援申请时，

需要提交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健康保险金

资格确认书和健康保险金缴纳确认书。申

请结果将在 5 月末发布到网站上，被选为

支援对象的人可以在 NH 农协银行使用终

身教育券，也可以在网上申请终身教育券，

终身教育券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10月末，

从 2019 年 5 月末算起总共可以使用 5 个

月。 

韩国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会在申请

者中优先选择 2000 人作为终身教育券的

发放对象，大学生不能将终身教育券和国

家奖学金一同申请使用。同时还强调，制

定教育计划书或在 2018 年使用终身教育

券情况良好的申请者被选中的几率会比较

高。   

 

来源：韩国《国际经济报》 

编译者：朴仙子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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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学校不应该让数字设

备取代人类互动 

据《新西兰先驱报》2019 年 4 月 4 日

报道，学校不应该让数字设备取代人类互

动。奥克兰儿童理疗医师朱莉·卡伦（Julie 

Cullen）表示，一些学校正在无视“适度使

用”数字设备的指导原则，即小学生每天

使用数字设备的时间不超过 25 分钟，中学

生每天的使用时间不超过半天。她在 2019

年 4 月 2 日告诉《先驱报》读者：“9 年

级和 10 年级学生的 90%的学习内容都在

屏幕上。” 

根据近期相关报道，新西兰资格认证

局（ NZ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简称

NZQA）已放弃在网上进行数学、科学和地

理等非文学科目的考试。学生们发现在纸

上使用数学符号和公式、绘制地图和图表

比在数字设备上更容易操作。然而，对于

主要涉及写作的科目，如英语等科目，95%

的学生更喜欢在网上进行考试。电子屏幕

虽然使写作变得更加容易，但却使书写成

为一门迅速退化的艺术。写电子邮件或短

信已经取代了大量的口头、电话甚至面对

面的交谈。目前，中学 90%的学习都是在

网上进行的。然而，这在教育中似乎并不

理想。因为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和聆听以

及讨论、辩论和通过记笔记培养的注意力，

对智力和社会发展的刺激肯定比在屏幕上

工作更大。 

经合组织（OECD）上月的一份报告建

议采取以下预防措施来限制儿童使用电子

设备的时间。例如，在孩子睡觉前一小时

关掉屏幕；指定不允许使用电子设备的时

间（晚餐）和地点（卧室）等。教育部正

在对有关学校限制屏幕时间的数据进行

“大致观察”，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使

用电子设备的时间长短对孩子的心理健康

几乎没有什么危害。但明智的看护和幼儿

教师不会等待数据来证明此结果。 

 

来源：《新西兰先驱报》 

编译者：穆翎 

 

 

 

 

尼日利亚：女童教育不仅仅是

让女童入学 

据《先锋报》（Vanguard）2019 年 4 月

17 日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

周二表示，女童教育不仅仅是让女童入学。

儿童基金会卡杜纳办事处主任扎卡里·亚

当（Zakari Adam）博士在尼日利亚北部卡

杜纳举行的为期两天的高级妇女权益倡导

者（High-Level Women Advocates，简称

HILWA）会议上指出了这一点。HILWA 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尼日利亚干预项目，

目前在尼日利亚的 14 个州开展，由英国国

际 发 展 部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 DFID)资助，目的是在

各州倡导妇女教育和赋权。 

亚当认为，“让女童上学是不够的，

还要确保女童安全，学习和完成各级教育，

过上有质量的生活。女孩们还需要学习社

会情感和生活技能，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为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为社区和世界的

发展做出贡献。”亚当解释说，这次会议

是为妇女组织的，目的是审查进展、挑战

和制定行动计划，以改善女童和年轻人获

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他敦促妇女继续提

高女童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并增加妇

女在其国家的管理中参与决策的机会。他

指出：“我对这次会议感到特别兴奋，因

为在座的女性都很有才干，她们从各个方

面致力于促进女童的教育，特别是在尼日

利亚北部。”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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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阿布贾教育专家阿

祖卡·门吉蒂（Azuka Menkiti）解释道，“该

小组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女童的教育，女童

在学校期间是安全的。我们也希望该组织

能确保更多的女教师被聘用，也希望其中

一些女性能够有机会担任校长、教育秘书

和教育机构的董事。研究表明女教师对男

孩和女孩的学习成绩都有很大的影响，包

括女孩在学校的入学率和保持率。”她补

充道，这次会议为该组织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她们分享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并制定

2019 年的行动计划。 

 

来源：《先锋报》 

编译者：张秋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5 亿儿

童未接受学前教育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网站 2019

年 4 月 8 日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

了有史以来第一份关于学前教育的全球报

告：《准备学习的世界：优先重视优质幼儿

教育》。报告指出，超过 1.75 亿儿童没有

接受学前教育，这个数字约占全球学龄前

儿童的一半，他们从一开始就遭受着严重

的不平等待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

任亨利埃塔（Henrietta Fore）指出：“学前

教育是孩子们的教育基础，教育的每一个

阶段都依赖于学前教育的成功。然而，世

界上有太多的儿童被剥夺了这个机会。这

增加了他们复读或完全辍学的风险，并将

他们置于其他幸运的同龄人的阴影之下。” 

报告还指出，接受至少一年学前教育

的儿童更有可能发展他们在学校取得成功

所需的关键技能，不太可能复读或辍学。

因此，当他们成年时，他们更有能力为和

平与繁荣的社会和经济作出贡献。接受学

前教育的儿童在早期识字和算术技能方面

走上正轨的可能性比错过早期学习的儿童

高两倍多。在有更多的孩子接受学前教育

课程的国家，有更多的孩子完成小学学业，

并在完成学业时达到阅读和数学方面的最

低能力。2017 年，全球平均有 6.6%的国内

教育预算专门用于学前教育，其中近 40%

的国家将不足 2%的教育预算分配给学前

教育部门。在西非和中非，2.5%的教育经

费用于学前教育，70%的儿童没有接受早

期教育。在整个欧洲和中亚，各国政府将

超过教育预算的 11%用于学前教育。 

除此之外，家庭财富、母亲的受教育

水平和地理位置也是学前教育的关键决定

因素。在 64 个国家中，最贫穷儿童接受幼

儿教育的可能性比最富裕家庭的儿童低 7

倍。在有些国家贫富差距更明显。例如，

北马其顿共和国最富有家庭的儿童接受学

前教育的可能性是最贫穷家庭的 50 倍。生

活在 33 个受冲突或灾难影响国家的学龄

前儿童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没有接受幼儿

教育。然而，接受学前教育可以帮助他们

克服所经历的创伤，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学

习和玩耍的地方，一个表达他们情感的出

口。在现有数据的国家中，完成中学及以

上教育的母亲所生的子女接受幼儿教育的

可能性几乎是母亲只完成小学教育或没有

受过正规教育的儿童的五倍。 

全球缺乏对学前教育的投资会对其质

量产生负面影响。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

拥有世界上 60%以上的学龄前儿童，但不

到 32%的学前教师。事实上，目前只有

422,000 名学前教师在低收入国家任教。随

着人口的不断扩大，假设学生与教师的理

想比例为 20：1，那么到 2030 年，全世界

将需要 930 万新的学前教师。为实现普及

至少一年的优质学前教育的目标，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敦促各国政府承诺至少将其国

教育组织 



 

 

World Education News May.2019 No.81 

6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5月 第 9期 政策参考 

家教育预算的 10%用于发展幼儿教育，并

对教师、质量标准和扩大公平进行投资。 

 

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国际教育组织：全球教育工会

领导人声援生活在暴力频发国

家的非洲教育工作者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19 年 4 月 17 日

报道，在 4 月 2 日至 4 日于比利时布鲁塞

尔举行的第 52 次会议上，国际教育组织执

行局在了解近几个月来在布基纳法索、马

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夺去了教育工作者

和学生生命的政治和恐怖主义暴力事件后，

对各成员组织表示声援。 

国际教育组织将与这四个非洲国家的

当局联系，以解决学生和教师的安全风险

问题。教育工作者全球联合会还呼吁布基

纳法索、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公共

当局：改善在教育环境中对政治暴力的调

查和应对措施；如这些国家签署的“国际

文书”所述，通过确保有保障和安全的教

学学校，加快恢复全国各地受教育权；保

障结社自由和有效落实集体谈判权，以创

造有利于劳动管理谈判的环境，改善教师

和教育支助工作者的地位和工作条件。 

这四个国家已经批准了“安全学校宣

言”，这项政府间政治承诺旨在保护学生、

教师、学校和大学免受武装部队和武装团

体的袭击，并限制对教育基础设施的军事

使用。“宣言”包括一系列承诺，这些承

诺与能够减少攻击风险和减轻其影响的具

体行动相联系。如果其成员组织提出这样

的要求，国际教育组织可以与保护教育免

受攻击的全球联盟(GCPEA)联络，研究如

何将教育工会纳入执行“宣言”的活动中，

以捍卫受教育的权利和保护教师和学生的

生命安全。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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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许学校的繁荣为什么

不是昙花一现？ 

Why Charters Have Not Faded? 

自 1991 年第一个有关特许学校的立

法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通过以来，“特许学校”

（Charter school）这种特殊的学校形式已

经在美国问世了近 30 年。虽然期间各种挑

战不断出现，但特许学校并没有衰落的迹

象。截至 2017 年，全美 44 个州及华盛顿

总共运营了 6900 多所特许学校，为 320 万

名学生服务。在一些大型学区，如丹佛、

休斯顿和洛杉矶，特许学校招生份额甚至

占学区总份额的 20%以上。众所周知，在

教育领域，一些改革想法往往来去匆匆，

但为什么特许学校并未如昙花一现呢？通

过对相关人士的访谈，我认为这与以下四

个关键词密不可分。 

第一，治理（governance）。与其笼统

地说特许学校是一项教育改革，不如将其

视为一项教育治理改革。科罗拉多州成长

模型（Colorado Growth Model）的创始人

理查德·温宁（Richard Wenning）研究员

指出，特许学校本质上是为了实现自由、

自治和竞争目的的教育治理改革，而且特

许学校所代表的教育治理尤其表现为“以

问责换取自治”。一方面，学区中失败的公

立学校被转变为特许学校；另一方面，特

许学校使用各种数据来衡量绩效、改进教

学、识别和分享最佳实践、揭示和剔除无

效实践。因此，特许学校的问责理念（于

1991 年提出）要领先于 2002 年颁布的《不

让一个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10

年和 2010 年颁布的《州共同核心标准》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

近 20 年。这是特许学校近期内不会消失的

最主要原因。 

第二，择校（choice）。在特许学校出

现之前，孩子的上学问题往往受限于家长

的收入和所在地区邮政编码这两大因素。

这种新型学校无疑给家长们提供了更多的

选择。政府向家长发放学券，家长可以自

由地选择符合要求的学校，用学券缴付学

费。这一举措既可以帮助贫困学生自主择

校，又能够促进学校之间的竞争，提升学

校水平。 

第三，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特

许学校迫使社会公益（public good）的管理

下放到“更加地方化、更容易管理、更加

个人化”的层面。虽然学校有效管理的确

切规模大小仍有待观察，但特许学校无疑

有助于验证这一数据。 

第四，开创精神（entrepreneurship）。

特许学校很好地彰显了美国的开创精神。

伴随着特许学校而衍生的众多学校孵化器

（school incubators）、特许学校管理组织和

教育管理组织开展了大量创新性活动，拓

展了人才培养渠道。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莎拉·坦蒂洛（Sarah Tantillo）是一

名资深教育家，有着 14 年的高中从教经历，目前

创办了 Literacy Cookbook 教育网站并担任顾问。

文中观点主要来自于她即将要出版的新书《击鼓：

特许学校理念如何成为一场全国性运动的？——

内部人士的视角》（Hit the Drum: An Insider’s 

Account of How the Charter School Idea Became a 

National Movement）。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rick_hess_str

aight_up/2019/05/why_charters_have_not_faded.ht

ml [2019-05-10]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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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师如何将技术运用于课堂教学 

How Teachers Use Technology in the Classroom  

几乎所有教师（95%）都在课堂中使用教育技术辅助教学，中小学教师是技术使用的主

要群体。根据常识教育（Common Sense Education）组织的一项名为《常识普查：在 21 世纪

的教室中》（The Common Sense Census: Inside the 21st-Century Classroom）的调查，近六成

（58%）的教师报告使用视频流服务技术，如 YouTube 视频网站；54%的教师报告使用展示

工具，如 Microsoft Office 办公软件和 Google G Suite for Education（Google 旗下的教育教学

辅助套件）；25%的教师报告使用健康和福利工具（Health and wellbeing tools）；25%的教师

报告使用数字创建工具；13%的教师报告使用社交工具。  

不同学科的教师往往选用不同的教育技术和工具，从而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在报告中，

将每月使用技术进行教育 2 次以上界定为“频繁”，将“有用”、“非常有用”、“极度有

用”界定为“有效果”。图 1 为教师使用不同的数字工具的频率和效果，具体为：在英语语

言艺术学科中，87%的教师频繁使用免费的教育资源，有 64%的教师认为其是有效的；86%

的教师频繁使用电子游戏技术，有 68%的教师认为其是有效的。在数学学科中，88%的教师

频繁使用免费的教育资源，有 44%的教师认为其是有效的；94%的教师频繁使用核心课程项

目，有 64%的教师认为其是有效的。在科学学科中，93%的教师频繁使用核心课程项目，有

36%的教师认为其是有效的；88%的教师频繁使用电子游戏技术，有 67%的教师认为其是有

效的。在社会研究学科中，93%的教师频繁使用核心课程项目，有 43%的教师认为其是有效

的；88%的教师频繁使用补充性的客户端或网站，有 50%的教师认为其是有效的。在物理教

育中，97%的教师频繁使用核心课程项目，有 27%的教师认为其是有效的；90%的教师频繁

使用电子游戏技术，有 24%的教师认为其是有效的。 

 

图 1 中小学教师使用数字工具的频率及其效果 

虽然绝大多数教师选择在课堂教学中使用技术，并且技术确实为课堂教学带来诸多利好，

但同时教育者们也担心与之伴随的问题：35%的教育者担心学生缺乏正确辨别网络信息的能

力和技巧；26%的教育者担心技术会分散学生学习的注意力；21%的教育者担心技术在教育

中的应用掺杂商业广告；19%的教育者担心学校会干涉学生的课后时间等。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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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教育（Common Sense Education）是一家公益机构，旨在与家校合作共建一个利于儿童学习成长的

网络世界的组织。 

YouTube：YouTube 是一个视频网站，早期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布鲁诺。注册于 2005 年 2 月 15

日，由美籍华人陈士骏等人创立，用户下载、观看及分享影片或短片。 

Google G Suite for Education：Google 旗下的教育教学辅助套件。目前，G Suite for Education 上包含了

Google公司所有的通用在线效率工具，其中也包含了一些针对教育使用场景的服务，比如Google Classroom。 

 

信息来源：期刊网 

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19/05/08/how-teachers-use-technology-in-the-classroom.aspx [2019-05-08] 

编译者：南晓鹏 

 

 

澳大利亚：相对私立中学，公立中学费用更低，学生学业表现更好 

Public Schools Actually Outperform Private Schools, and with Less Money 

以往人们常常误认为私立学校的学生学业表现比公立学校的更好，例如近日媒体报道称，

澳大利亚自由党候选人凯特·阿什莫尔（Kate Ashmor）曾向报社写信表达对私立学校教育

的推崇，并希望增加对私立学校的公共资金支持。而近日，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学者大卫·辛吉尔（David Zyngier）及其团队通过对 2014-2018 年“我的

学校数据库”（MySchool data）、南十字星学校网站及维多利亚州高中毕业考试（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的数据分析发现，在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学校中，公立学校的高中

毕业考试成绩与私立学校相近或更好，同时这些达到相同学业目标的公立学校所花费的资金

比私立学校更少。 

该研究比较了州内 278 所公立学校和 229 所私立学校的高中毕业考试成绩，样本排除

了高三年级人数少于 20 人的学校，并用“社区社会教育优势指数”（Index of Community Socio-

Educational Advantage, ICSEA）考察了学校的社会经济状况。图 1 展示了维多利亚州公立中

学和私立中学“社区社会教育优势指数”的平均值和中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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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社区社会教育优势指数”(ICSEA)的公立中学与私立中学社会经济状况对比图 

澳大利亚全国的平均 ICSEA 为 1000，维多利亚州的平均 ICSEA 为 1031，数值越高意

味着学校的社会经济状况越好。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州内 ICSEA 最高的学校是一所私立学

校——伯伍德的长老会女子学院（Presbyterian Ladies’ College in Burwood），其 ICSEA为1210；

而公立学校中 ICSEA 最高的为王子山中学（Princes Hill Secondary），其 ICSEA 为 1156；共

计 39 所私立学校的 ICSEA 高于王子山中学。此外，有 189 所学校的 ICSEA 低于州平均水

平，其中仅有 8 所为私立学校，其余均为公立学校。而社会经济状况最差的私立学校的 ICSEA

为 926，社会经济状况最差的公立学校的 ICSEA 为 876。 

从高三年级学生人均政府资助额的对比来看（具体见图 2），相同学业成果下私立学校

平均每名学生花费的资金比公立学校多出近 8000 澳元。私立学校高三年级学生的学费平均

为 12374 澳元，公立学校高三年级学生的学费平均为 753 澳元。除学费外，学校资金的 50%

至 80%以上来自联邦政府或州政府。2018 年，满足每名高中生培养需要的全国平均预算为

13764 澳元，而目前维多利亚州超过一半的公立学校的预算低于全国平均预算。 



 

 

World Education News May.2019 No.81 

11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5月 第 9期 数据调查

 

图 2 维多利亚州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高三学生人均政府资助额平均数对比图 

大卫·辛吉尔及其团队通过分析认为，学校社会经济状况与学业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公立学校相比私立学校的社会经济弱势地位是教育不公平的表现，政府应当增加对公立

学校的资助来获取更高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并推动社会教育公平的实现。 

 

延伸阅读： 

大卫·辛吉尔（David Zyngier）：现为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教育学院的兼职副教授，曾为蒙纳士大学

（Monash University）教育学院教授。其研究重点领域为文化、语言与经济多样化学习社区、社会正义、民

主教育、教师知识和信仰等。大卫·辛吉尔在教师教学法方面发表成果众多，致力于改善社区学生的学业

成果。他也是全球行动民主研究项目（Global Doing Democracy Research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该项目是

一个研究民主观点和看法的国际项目。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public-schools-actually-outperform-private-schools-and-with-less-money-113914 

[2019-04-28] 

编译者：杨希 

 

 

美国：研究发现学前教育能够产生跨代效益 

Like Father, Like Son: Preschool Benefits Cross Generations, Says 

Landmark Study 

美国最新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发现，小规模、高强度的佩里学前教育项目（Perry 

Preschool program）的教育效益具有良好的持续性，它不仅对当年参与该项目的学生有益，

而且对他们的后代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佩里学前教育项目于 1962 年至 1967 年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佩里小学开展，它比美国联

邦政府为处境不利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的“开端计划”（Head Start）还提早了 3 年，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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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该项目的一百多名三到四岁的孩童（大都是黑人、来自贫困家庭、被认为智商低下）现

在都已经 50 多岁了。相关研究显示，从项目结束一直到现在，这些学生都比没有参与该项

目的同龄人身体更加健康、更善于社交、收入也更高。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詹姆斯·赫

克曼（James Heckman）和加内什·卡帕库拉（Ganesh Karapakula）在最近发布的研究《佩里

学前教育项目的代内和代际效应》（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generational Externalities of the 

Perry Preschool Project）甚至还发现，这些学生的子女，尤其是男孩，在学校里更遵守纪律、

校外犯罪率较低，并且在长大后接受高等教育、从事体面职业的几率也更高。 

 

 

 

 

 

 

 

 

 

 

 

 

 

 

 

 

 

 

图 1 佩里项目参与者子女与其同龄人的教育成就数据对比 

赫克曼将这些代际效益中的一部分归功于佩里学前教育项目，认为学生在项目期间建立

了更好的社交技能和执行能力（executive function）。这两大重要技能不仅使项目学生拥有更

好的职业和更幸福的婚姻，而且良好的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也对他们的子女产生代际延续影

响。 

“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早期儿童教育效益如何在几代人之间持续传播的实验证据”，赫

克曼说。当下，美国联邦政府为早期儿童教育投入了大量的经费，这一项研究的发现为当今

的学前教育工作提供了参考，显得更为“逢时”，被称为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发现。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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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2019/05/perry_preschool_early_childhood_intergenerational_benefits.html [2019-05-14] 

编译者：时晨晨 

 



 

 

World Education News May.2019 No.81 

13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5月 第 9期 实践探索 

 

“STEM 机会指数”工具：帮

助识别“STEM 荒漠” 

This Tool Can Help Identify ‘STEM 

Deserts.’ But It Needs Your 

Feedback 

虽然美国 K-12 教育领域不乏关于学

生 在 STEM （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领域的考试

成绩和学习态度等的数据，但这些数据非

常零碎、难以获取，并未被汇总成一幅完

整的图景。目前，全美数学和科学行动

（ National Math and Science Initiative, 

NMSI）——一个为改善学生 STEM 学习

而为学区提供相应培训的非营利性组织—

—正在努力填补这一空白，并且已经研发

出一个方便查阅学生 STEM 数据的工具，

即“STEM 机会指数”（STEM Opportunity 

Index）。 

“STEM 机会指数”于 2019 年 4 月末

正式发布，其研发工作开始于 2017 年，当

时 NMSI 组织希望能够研究和收集有关

“STEM 荒漠”（STEM deserts）的信息，

即全美学生在 STEM 领域学习上仍缺乏哪

些机会。目前这一初步成型的工具总共包

含五大项 STEM 机会指标：第一，政策与

经费；第二，教师培养；第三，教师质量；

第四，教学资源；第五，STEM 教育结果。

工具中的数据来源高达 144 个，其中大部

分是来自美国联邦教育部民权办公室的数

据收集、NAEP（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美国“国家教育进步

评价”）数据、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数据和美国

劳工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的数据。用户可以利用这一工具快速查找

到各个州的学生是否有机会使用科学实验

设备、学生对 STEM 学科的态度、州层面

的数学测试是否符合 NAEP 的高标准，以

及教师考试要求教师展示在 STEM 领域的

知识等信息。 

NMSI组织还计划于 2019年后半年将

这一工具的数据从各州层面深入拓展至学

区和学校层面，同时也在征集社会各方对

这一工具的使用反馈，以便进一步完善其

功能。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curriculum/20

19/05/tool_identifies_STEM_deserts.html [2019-05-

03] 

编译者：时晨晨 

 

 

VR 技术正在革新各科教学方

法 

Walk Inside a Plant Cell or Glide 

over a Coral Reef: Three Ways 

Virtual Reality Is Revolutionizing 

Teaching 

在技术发展史中总会出现众多昙花一

现的发明，如 3D 电视、赛格威平衡车

（Segway）、迷你光盘等。不同于这些发明，

新兴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技术

正在对人类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游戏

方式等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其在教学

中的应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澳大利亚植物能源生物学发展中心研

究委员会（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Plant Energy Biology）

以西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等四所大学

为核心，与马克斯普朗克分子植物生理学

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Molecular 

Plant Physiology ）、 利 马 格 兰 集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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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agrain）等众多科研机构、学校及商

业公司展开合作，研发了“虚拟植物细胞”

（Virtual Plant Cell）项目。该项目是第一

个专为课堂教学设计的互动式 VR 体验项

目，同时也在其网站免费提供相应的 360°

场景视频。在课堂学习中，学生可以借助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体验植物细胞微观世

界的立体虚拟影像，在细胞质、细胞骨架

纤维、线粒体、DNA 之间零距离地“自由

行走”，并可通过手势把从细胞周围捕获

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子“喂养”给叶绿体，

继而观察其如何产生葡萄糖及氧气等。“虚

拟植物细胞”作为教学辅助工具，允许学

生以自我为中心进入具体环境探索和学习

细胞的内部运作，吸引学生在教学目标的

指引下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课程内容。

研究已初步证明，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

接受“虚拟植物细胞”教学的学生学习成

绩提高了 30%。该项目还入围了 2018 年

西澳大利亚州总理科学奖及 TIGA 游戏行

业奖的决赛。 

除细胞教学外，VR技术还应用于飞行

驾驶、外科手术等高风险技能培训科目上，

通过虚拟影像为学习者在开展实务工作前

提 供 充 足 的 操 作 经 验 。 利 兹 大 学

（University of Leeds）在地质学课程中应

用了 VR 技术，让学生在多种虚拟地形中

应用指南针、GPS 和地图等进行地质调查，

解决对全球各地区进行全面实际考察的可

行性问题。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VR技术可以帮助构

建学生的同理心，例如，VR 技术让学生在

虚拟场景中深刻体会底层民众所经历的住

房危机等。 

总而言之，VR技术在教学中应用极广，

能够将此前无法实现的体验带入课堂，促

进抽象概念的学习，提高课堂技能的获取。

VR 技术甚至可能成为推动未来社会变革

的力量。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alk-inside-a-

plant-cell-or-glide-over-a-coral-reef-three-ways-

virtual-reality-is-revolutionising-teaching-117022 

[2019-05-13] 

编译者：杨希 

 

 

联合国鼓励大学成为可持续发

展的推动者 

UN Urges Universities to Be 

Catalysers of Sustainability 

联合国环境署（UN Environment）于

2019 年 5 月上旬发布报告称，尽管世界各

地的年轻学子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威胁

并呼吁减少碳排放，但从大学官方层面来

看，可持续发展之路进展缓慢，所取得的

成就也较为零碎和不系统，仅有少数大学

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目前，联合国环境

署正与部分大学合作建立国家和区域的

“绿色大学网络”（ Green University 

Networks），试图将低碳、可持续发展战略

应用到教学、培训和校园运营中。 

自 2005 年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University of Bristol）通过控制校园供暖

系统、改换 LED 灯泡的措施，将碳排量减

少了 27%。2018 年 3 月，该校宣布将于两

年内完全撤出对化石燃料公司的投资，并

预计至 2030 年实现校园碳中和。副校长及

教务主任朱迪斯·斯夸尔（Judith Squires）

谈到：“通过学术研究、教学及校内设施

等方面的相关举措，本校在应对气候变化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气候变化的严峻态

势凸显了低碳、可持续发展任务的紧迫性，

我希望大家能够行动起来，共同面对这一

难题。”随后，该校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

气候警报（climate emergency），成为世界

上第一所发布气候警报的高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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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表现了校内学生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

行动缓慢的担忧。联合国环境署表示，布

利斯托大学非常适合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

其校内的卡博特环境研究所（ Cabot 

Institute for the Environment）拥有最优秀的

学者和突出的科研贡献。 

美国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则

安装了废热发电涡轮机，利用校内设施产

生的运行热量进行发电，并用天然气取代

石油作为燃料。此外，鲍登学院也正与其

它教育机构合作，试图投资建立区域太阳

能电池阵列，届时可为鲍登学院提供校内

50%的用电量。截至 2018 年，鲍登学院顺

利实现了校内碳中和。 

此 外 ， 美 利 坚 大 学 （ American 

University）、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肯尼亚斯特拉

斯摩尔大学（Strathmore University）等大

学都在不同程度上践行着校内低碳和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正如布里斯托大学的学生

吉尔斯· 阿特金森（Giles Atkinson）所言，

大学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主导作用，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加入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

p?story=20190517142734250 [2019-05-18]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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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9-30】2019 年奥地

利维也纳全球教育，教学和学

习国际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Glob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Vienna, Austria 2019 

(IAC-GETL) 

  

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29-30 日 

会议地点：奥地利 维也纳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学者 

会议主办方：捷克学术教育学院（The 

Czech Institute of Academic Education） 

会议内容： 

2019 年维也纳国际学术会议是学者、

教育工作者和博士生的重要国际聚会。这

次会议（IAC-GETL 2019）将在位于奥地利

的旅游、商业和历史中心城市维也纳的相

关会议地点举行。本次会议使用的语言为

英语，由捷克学术教育学院与布拉格捷克

技术大学合作举办。会议主题包括教育、

教学、学习和电子学习，具体内容包括远

程教育、高等教育、有效的教学法、新兴

技术、教育管理、工程与科学研究、竞争

技能、继续教育等教育教学方面的内容，

还包括 ICT 教育、电子学习、互联网技术、

Web 3D 应用程序和虚拟学习环境等电子

学习方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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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

到完整论文后的两周内，主办方会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接受或拒绝通知，如果被接受，

将反馈其他相关的会议和注册信息。IAC-

GETL（2019）所有被接受的论文将发表在

出版物“2019 年维也纳 IAC 会议记录”

（ISBN：978-80-88203-14-8）中，并编入

捷克共和国国家图书馆、Google 图书和

EBSCO 数据库索引。 

会议论文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23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www.conferences-scientific.cz/ 

编译者：允寒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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