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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朗普政府对高等教育

问责制采取更透明和放松的管

制态度 

根据高等教育内参（ Inside Higher 

Education）官方网站 2019 年 7 月 11 日报

道，近日教育部官员描述了政府关于高等

教育问责制的理念问题，并与各州小组成

员对各州过度依赖联邦资助这一问题所提

出的意见达成共识。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

政府试图让大学生对高等教育问责制问题

采取更负责任的做法针，呼吁公众表达出

对此的真实想法，并同时放松还放弃了奥

巴马政府时代的制裁规则。 

美国高等教育部高级官员、首席副部

长黛安·奥尔·琼斯（Diane Auer Jones）

表示，“我们的问责制理念是政府有义务向

消费者提供数据和信息，但政府并不清楚

究竟什么更适合个人。人们应该知道各种

专业所导致的未来走向，这样才能为自己

的借款负责。”。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

求，政府目前正在和谷歌（Google）公司

进行合作，以更好的面向每一个学生，满

足其切身根本利益。 

目前，许多人批评特朗普政府放弃了

有酬就业规则。奥巴马政府主要针对盈利

机构，目的是惩罚那些承担毕业生中有较

大比例学生无法偿还贷款的大学。而教育

部最近结束了对认证的规定，一些人认为

这降低了低绩效大学受到相应惩罚的可能

性。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阿娜尔 

 

 

英国：新提议旨在提高高等技

术资格的质量和吸引力 

据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2019 年 7 月 8

日报道，教育部长达米安•海因兹（Damian 

Hinds）于当日公布了一项计划，宣布重新

命名 4 级（Level 4）和 5 级（Level 5）资

格证书。4 级和 5 级是位于 A 水平（3 级）

和学位（6 级）之间的较不为人所知的资格

证书，将被命名为高等技术资格（Higher 

Technical Qualifications），以吸引更多学生

学习它们。 

尽管研究表明，高等技术资格可以带

来更好的工资并提供未来就业市场所需要

的技能，但英国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成年

人拥有该资格证书，是世界经济与合作组

织中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最近的研究还

表明，获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简

称 STEM）科目资格证书的学生每年可以

比很多获得大学学位的人多挣 5000 英镑。 

“从高级制造业到医疗保健领域，全

国各地的雇主都在呼求更多的计算机程序

员、工程师、电工和技术人员。但有证据

表明，尽管这些高等技术资格证书能够让

人身居要职且有更好的工资待遇和发展前

景，但是并没有足够多的人知道它们。”教

育部长达米安•海因兹谈道，“而这需要改

变。为了实现这一改变，我们需要确保高

等技术课程是高质量的、能够帮助学生找

到好工作，并且人们了解这些课程。虽然

我们不能立法在学术和技术路线之间建立

完全平等的尊重，但是我们可以确保技术

课程的质量，因此学生和雇主能够相信这

些课程可以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技能。”为

了提高这些资格证书的质量和吸引力，政

府提出以下提议： 

1.审查 4 级和 5 级资格证书，确保它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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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具有高质量并可以带来高薪工作，并为

所有获得批准的高等技术资格颁发新的质

量标志，以便学生和雇主相信课程可以为

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技能。 

2.确保获得批准的高等技术资格证书

仅适用于高质量的继续教育机构和高等教

育机构的学生资助，以便学生认识到他们

从这些机构获得的资格证书是有声望且受

到雇主高度重视的。 

3.与雇主和职业顾问一起开展新的公

共活动，以展示获得高等技术资格的好处

和因此带来的广泛就业机会。 

为了具备国际竞争力并发展推动经济

增长所需要的技能，更多英国人需要获得

这些高等技术资格。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和国立大学如伦敦南岸大学（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和国家核学院

（National College for Nuclear）提供高等技

术课程。政府的技术学院网络——一种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和杰出雇主之间的独特

合作，还将专注于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技术

资格和 STEM 科目的培训，如数字化、高

级制造和工程。 

 

来源：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石佩 

 

 

法国：2020 年教育预算相对增

长 

据世界报（Le Monde）2019 年 7 月 17

日报道，2020 年法国国家教育预算预计增

加 10.4 亿欧元，一部分是因为启动了教育

改革，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部负担加重，

包括国家大部分公务员的成本。 

根据政府文件，在秋季财政法案之前

的第一次仲裁文件中，国家教育预算将从

2019 年的 516.8 亿欧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527.2 亿欧元，涨幅为 10.4 亿欧元，并且

拨给教育事业的预算将持续增长至 2022

年。回顾 2018 年对于教育的财政拨款涨幅，

此次教育预算的涨幅较大。在 2018 年政府

做出的 2019 年预算中，教育预算涨幅较低，

为 8 亿欧元。根据财政文件， 2018-2022

的五年间，对教育事业的预算增加将达到

约 45 亿欧元，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以期加强

教育改革以及学校教育的质量。 

对教育增加的拨款将会如何使用呢？

法国教育部部长让-米歇尔•布朗盖（Jean-

Michel Blanquer）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教育

预算的分配需要进一步讨论，预计 9 月份

才会最终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明年教

育预算的增加并非空穴来风。由于马克龙

总统宣布的优先教育区改革，义务教育年

龄降至 3 岁，以及班额降低至不超过 24 人

等等教育改革新规，教育预算的提高有迹

可循。 

 

来源：世界报 

编译者：崔慧慧 

 

 

德国：巴伐利亚州高校签订目

标协议 

据德国教育视点网（Bildungsklick）

2019 年 7 月 8 日报道，科学部长贝恩德•

锡布勒（Bernd Sibler）当日于慕尼黑与州

立大学、应用科学/理工大学和艺术高校的

32 名校长签订了他们的个人目标协议。 

巴伐利亚州的大学确定了自己到

2022 年的发展目标：“我们的大学正在定

义他们的未来，这是建立一个科学技术发

达的国家和进行整个大学的家庭式联合的

开创性一步！我们希望我们的科学家和学

生可以继续在高绩效和面向未来的机构中

进行研究、教学和学习！” 

锡布勒接着表示：“我们将在计划开始

的前两年投入共计 7100 万欧元，从而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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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大学创造框架条件，以实现其战略目标

并提升其形象。”艺术学院此次是第一次参

与该基金。对他们而言，今天是一个新的

时代：“我们以前从未根据创新联盟 4.0 中

的发展规划，在目标协议中制定了如此明

确的愿景，现在我们的大学可以为未来定

位。另外对所有女性进行进一步的扶持对

我来说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并希望在这个

话题上变得更好！” 

提供给女性更多的教授席位，是每个

参与到此次创新联盟 4.0 的高校机构都定

下的战略性目标。其他的战略目标还包括，

在确保学生数量的同时提供更多的入学机

会，同时也要建立科学和研究的竞争性框

架，并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更好的网络以

扩大合作，大学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

自己的战略重点。 

根据锡布勒的说法，目标协议证明了

自由州与主要自治大学之间良好的伙伴关

系。他表示：“建设性的联合发展过程表明，

我们的目标一致：让巴伐利亚高等教育的

前景更加美好，并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现在我们成功了！”随着当天的签署，第四

代协议正式生效；第一批目标协议于 2006

年签署，它们已被证明是大学规划和大学

治理的有效和成功的工具，确保和提高了

巴伐利亚高等教育的效率和高水平。 

 

来源：教育视点网 

编译者：张蒙蕊 

 

 

西班牙: 教育部将义务教育阶

段三到四年级班额缩小到 30 人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El ABC）2019 年

7 月 17 日报道，西班牙卡斯蒂拉-拉•曼恰

（Castilla-La Mancha）官方日报（Diario 

Oficial）本周二公布了教育、文化和体育部

颁布的最新决议，决定将义务教育阶段三

到四年级最大班额从之前的 36 人缩减至

30 人。 

该项由新上任部长罗莎•安娜•罗德里

格斯（Rosa Ana Rodriguez）签署，她在 1

月 18 日将 2019/2020 年度小学三年级最大

班额数规定为 25 人，五到六年级定为 28

人。在最新的决议中，此数字改为了 30，

决议将在下学期开始执行。西班牙教师国

家教育联合协会（Asociacion Nacional de 

Profesionales de la Ensenanza）对此决议持

积极态度，但由于此项决议还未修改小学

四、五、六年级不合法比率的份额，也未

缩减高中最大班额（40 人），因次他们认为

此项决议的执行力度还有待加强。国家教

师教育联合会表示，班额大小是影响教育

质量的重要因素，此外教育质量的下降意

味着学校继续恢复之前缩减的教师编制。

但如果按照新决议执行下去，卡斯蒂亚-拉

•曼恰在 2019-2020年将会变成西班牙班额

人数最大的自治区。他们地方政府以及新

教育部部长贯彻落实最新法令，将学前及

小学教育班额人数定位 25人，初中定为 30

人，高中定为 32 人。 

 

来源：阿贝赛报 

编译者：谭瑞欣 

 

 

 

 

日本：日本幼儿教育减免学费

引发更大需求，试点地方自治

体待机儿童数量增加 

据日本《朝日新闻》（ The Asahi 

Shimbun）2019 年 07 月 13 日报道，从今

年 10 月起，日本全国所有幼儿园和保育园

将实施免费化。日本政府将消费税税率提

高到 10%，将这部分增长的税收作为支持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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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免费化的财源。然而，不少学者

对幼儿教育免费化政策仍有质疑，学者们

判断该政策可能无助于解决待机儿童问题

（即儿童满足幼儿教育入学条件，但因为

种种原因无法入园就学的情况）。 

日本大阪府守口市紧邻着大阪市，有

大约 14 万 3 千人口。作为幼儿教育免费化

政策的试点地方，从 2017 年 4 月起守口市

对所有 0 到 5 岁儿童，不区分家庭经济收

入情况，实施保育费用全免。认可保育所

和认定儿童园完全免费，私立幼儿园每年

至多能够获得 30 万 8 千日元的经费补助

支援。从 10 月起日本即将实施的幼儿教育

免费化政策对于 0 到 2 岁儿童限制在家庭

经济收入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即试点地

方进行的政策试验将面向更广的群体。 

守口市内居住的某女性（40 岁）表示，

有了幼儿教育免费化政策可以安心生二孩

了。该女性的大孩（3 岁）现在正在认定儿

童园学习，从 1 岁时开始保育费用就完全

减免下来。女性利用这部分经费给大孩购

买了近 30 万日元的英语教材，以及报名每

月 6000 日元的英语兴趣班。此外，还给大

孩和去年刚出生的二孩都投了学资保险，

每月能准备 10 万日元以备将来的不时之

需。 

守口市政府表示，不断减少的 0 到 5

岁儿童人数在政策实施后有了转机。今年

4 月总计有 6391 名 0 到 5 岁儿童，与政策

实施前的 2016 年相比人数增加了 267 人。

但另一方面，无法进入认可幼儿教育机构

就读的待机儿童数量也有所上升，从 2016

年 4 月的 17 人增加到 2018 年 4 月的 48

人。守口市儿童部副部长田中秀典表示，

“幼儿教育免费化引发了市民对幼儿教育

更大的需求，虽然守口市在此前进行了充

分的准备工作，需求增长量仍然超过了预

期水平。”为了解决待机儿童问题，守口市

新设立了若干所幼儿园以保障学位数量充

裕，今年 4 月调查数据显示待机儿童数量

变为了 0。但另一方面，为了开展幼儿教育

免费化政策，大量职员的长时间超勤劳动

又成为了另一个问题。 

待机儿童问题尤为严重的兵库县明石

市是幼儿教育免费化政策先行试点的另一

个地方自治体。明石市实现了对所有家庭

不区分经济收入，到中学阶段为止的儿童

医疗免费化，并在 2016 年 9 月开始对二孩

也全面实施幼儿保育免费化。在该政策的

刺激下，不少生育年龄人群迁移进入明石

市，人口也随之增加。但待机儿童人数也

从 2016 年 4 月的 291 人倍增至 2018 年 4

月的 571 人，达到全日本最高。明石市政

府收到大量来自儿童无法进入认可幼儿教

育机构就读的家庭的抗议，“比起幼儿教育

免费化，让待机儿童有学可上更为重要。” 

明石市从 2016 年实施幼儿教育免费

化政策以来，至今年 4 月已经增加了 3700

余个学位。即便如此，今年 4 月明石市仍

然有 412 名待机儿童无法在认定幼儿教育

机构就读。一方面是学位紧张，另一方面

保育人员数量也明显不足，相邻城市甚至

发生“保育人员争夺”的情况。明石市待

机儿童紧急对策室负责人员表示，“免费化

政策带来的需求增长远超预期，今后展开

幼儿教育免费化政策的地方自治体将更不

容易。”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李宗宸 

 

 

新西兰：政府将为 10 万名学生

建造新学校和教室 

据新西兰《Stuff》新闻网 2019 年 07

月 05 日报道，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Jacinda Ardern）于本周五宣布了国家发

展计划。她表示，这项为期 10 年的计划将

终结儿童在“冰冷的学校礼堂和预制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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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中接受教育的现象。到 2030 年，政府

将为多达 10 万名儿童建造新的学校和教

室，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 

根据该计划，奥克兰将新建一所新小

学和 200 多间教室。在 2020 年预算中，除

了 12 亿美元的学校资产投资外，国家教育

发展计划还确定了哪些地区可能需要新建

学校，或者哪些学校需要扩建额外的教室。

该计划还包括为学生人数增长最高的地区

制定个性化增长计划。教育部长克里斯·希

普金斯（Chris Hipkins）表示，这将使政府

能够采取“战略性的方法……而不是逐所

学校应对学生人数增长问题。” 

希普金斯表示，新西兰部分地区学龄

儿童的数量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预计这种情况还将继续。“我们知道这给学

校带来了空间和资源方面的压力，我们不

仅致力于提供更多的学生学习空间，还致

力于确保将其提供给最需要的地方。” 

周五公布的奥克兰和北部地区的具体

发展计划显示，到 2030 年，这两个地区需

要新增 6 万个学生名额。为了满足这一需

求，政府已为奥克兰 42 所学校拨款 1.55

亿美元新建 228 间教室。北奥克兰瓦努伊

（Wainu）的一所新小学将新增 370 个学生

名额，政府计划拨款 2000 万美元用于学校

建设。北部地区还将新建 27 间教室，增收

超过 500 名学生。上周五宣布的国家发展

计划，在 12 亿美元的学校资产投资中约占

2 亿美元。 

 

来源：《Stuff》新闻网 

编译者：穆翎 

 

 

 

 

南非：小学阶段引入编码和数

据分析等课程 

据 新 闻 24 专 线 官 方 网 站

（News24Wire.com）2019 年 7 月 17 日报

道，到 2020 年，R 至 3 年级的学生将成为

首批接触第四次工业革命预备课程的学生。

周二，基础教育部长安加·莫特谢加（Angie 

Motshekga）宣布，R 至 3 年级和 7 年级已

经为明年的编程和机器人课程做好了 100%

的准备。 

莫特谢加说：“基础教育领域的课程发

展速度非常快，我们正在迅速采取行动，

以适应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教育的趋势，

为我们的学习者应对当前和未来经济的需

求做好准备，并提高他们的技能。我们还

开始通过引入现有的基于技能的科目来改

变我们的课程。”她表示，该计划将长期在

全国各地逐步建立全国性的专业学校或重

点学校，提供全新的和其他以技能为基础

的课程，包括航空、海事研究、工程、酒

店和旅游以及艺术、数学和科学。她说，

“我们还在逐步建立符合经济开发区发展

需要的技术高中和技术学校，目标是每个

开发区至少有一所这样的学校。”莫特谢加

说：“我们是在响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要求，

这种方法将帮助我们增加人才的数量，这

些人才具有不断变化的世界所需要的技能。

我们开发了 R 至 3 年级的编码和机器人课

程，4 至 9 年级课程的设计还处于后期阶

段，从 2020 年 1 月起，我们还将在 R 至 3

年级和 7 年级试行这一课程。” 

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将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为“涉及人

类和机器全新能力的‘网络物理系统’的

出现”。世界经济论坛表示，“第一次工业

革命使用水和蒸汽动力使生产机械化，第

二次利用电力创造大规模生产，第三次是

利用电子和信息技术实现生产自动化，现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第三次工业革命

的基础上进行，即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一直

在发生的数字革命，它的特点是融合了物

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技术。”西里尔·拉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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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萨（Cyril Ramaphosa）总统在今年的

第二次国情咨文（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中阐述了基础教育计划，他宣称：

“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年轻人为未来的工作

做好准备，这就是我们在小学阶段引入编

码和数据分析等课程的原因。” 

 

来源：新闻 24 专线官方网站 

编译者：张秋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

织推出女童和妇女受教育权的

互动地图集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官方网站 2019 年 7 月 5 日

报道，教科文组织正在推出一个新的《女

童和妇女受教育权的互动地图集》，作为

“她的教育我们的未来行动”的一部分。

“地图集”是一种监测和宣传工具，旨在

提高公众对与女童和妇女受教育权利有关

的国家宪法、立法和法规现状的认识，并

监测其进展情况。 

在《世界人权宣言》承认受教育权 70

多年后，由于性别不平等和歧视性做法，

许多女孩和妇女无法行使其受教育的权力。

贫困、早婚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只是造成全

球失学和文盲女童和妇女比例高的原因之

一。通过执行国际文书来加强女童和妇女

获得优质教育的权利，是消除歧视和实现

性别平等的关键。如果没有以权利为基础、

促进两性平等和包容性的国家法律框架，

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国际社会通过采用诸如教科文组织

《反对教育歧视公约》、联合国《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律文

书，对普遍存在的歧视作出了反应。可持

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4 和 5，进一步

重申了这项承诺，该目标明确地要求各国

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并确保到 2030 年

各级教育都能实现平等。 

目前，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互动地图集

使用 12 项指标来衡量关于女童和妇女受

教育权的国家法律框架的现状，这将有助

于更好地跟踪规范女童和妇女受教育权的

国家法律框架的变化。根据所收集的信息

和从各国收到的反馈意见，将进一步制定

和更新地图集，直到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 4 的最后期限。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国际教育组织：教育工作者警

告可持续发展目标 4 进展缓慢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19 年 7 月 9 日

报道，国际教育组织与其他利益攸关方一

道审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4 的进展情况，这是

2015 年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后，对落实优

质教育目标所取得进展的首次重大审查。 

统计显示其中重要一个问题在于进展

太慢。联合国经社部统计司启动了关于可

持续发展目标 4 进展的讨论，表明尽管取

得了一些进展，但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4 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

许多挑战要解决。联合国受教育权特别报

告员哥伦布·波利·巴里（Koumbou Boly 

Barry）提醒我们，仍然有很多儿童的受教

育权未得到保障。 

作为会议上的关键讨论者，国际教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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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主席苏珊·霍普古德（Susan Hopgood）

介绍了教育者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的看

法。根据国际教育组织的报告及成员组织

的意见，目前已严重偏离了 2030 年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政府仍需采取必要

措施来实施 SDG4。苏珊·霍普古德（Susan 

Hopgood）强调了阻碍进展的 5 个主要瓶

颈：教师和教育支助人员的就业和工作条

件差；人权和工会权利受到侵犯；对公共

系统的投资不足以及教育日益私有化；教

育制度不公平；很少承诺确保包括气候变

化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的普及教育。 

教育工作者认为，尽管这些挑战很大，

但它们并非不可克服，他们继续呼吁各国

政府确保强有力的政治意愿、良好的规划

和协调以及足够的投资来实施可持续发展

目标 4 议程。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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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期望会鞭策学生努力学

习，但也会减少学习的乐趣与

信心 

Teachers’ Expectations Help 

Students to Work Harder, but can 

also Reduce Enjoyment and 

Confidence – New Research  
学生既承担着完成既定任务、遵守学

校统一规定、开发个人潜力的学业压力，

又肩负着教师对自己完成家庭作业、准时

出勤、表现优异的期望，而学业压力与教

师期望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当学生因没

有达到教师期望而感受到教师的失望、得

到低分或被教师批评时，学生承担的学业

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尽管众多研究都分析

了学生学习动机和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业的

积极作用，但却很少提及学业压力与教师

期望之间的联系以及会导致学业压力的教

师 期 望 — — “ 压 力 期 望 ”（ pressure 

expectation）具体是如何产生的。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来自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与新南威尔士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教育学

领域的两名教授联合对英国多所小学的五、

六年级学生展开了调查。参与该调查的

231 名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汇报，包括

自己每一堂课、每一天的学习体验。在每

次调查中，学生需要回答完成任务的主观

动机是什么，如“我非常享受完成的过程”、

“我对此感兴趣”、“我不得不完成此任务”、

“老师要求我完成此任务”等。其中，当

学生认为自己“不得不完成任务”或因为

“教师要求”才完成任务时，就将其认定

为受到了“压力期望”的影响。此外，学

生还需告知其自身对学习任务艰难程度的

评价、是否有信心掌握所学知识，教师也

需要告知他们对班上每个学生的关注程度、

与每个学生的相处时间等。 

研究结果发现，“压力期望”越高，学

生在后续课程中感知到的学习艰难程度就

越高，同时学生也更容易失去学习的快乐

并逐渐对课程学习失去信心；但若教师降

低“压力期望”，让学生在一开始就更多地

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学生则会在后续学习

中降低努力程度。因此，“压力期望”对学

生学业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有些学生需

要来自教师的压力才能推动自己完成学业，

而过多的压力又会让学生失去动力及信心。

因此，要想让“压力期望”对学生学业发

挥积极作用，教师就不能仅靠语言对学生

提出学习要求，而应当清晰、通俗易懂地

阐明学习目标和之后的课程学习框架等，

同时在日常交流中多鼓励和表扬学生，帮

助他们发掘自身的潜力。 

 

延伸阅读： 

拉尔斯·埃里克·马尔伯格（Lars-Erik 

Malmberg）是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教

育定量方法领域的教授，在芬兰取得博士学位并

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完成博士后工作，

累计出版学术作品 70 余项，现任《学习与教学》

（Journal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期刊的主编。 

安德鲁·马丁（Andrew J. Martin）是新南威

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教育心

理学领域的教授，也是该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小

组的主席、牛津大学教育系荣誉研究员、悉尼大

学（University of Sydney）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名

誉教授、新南威尔士州教育研究所杰出学者，擅

长研究教育领域的动机、参与度、定量研究方法

等。 

 

Lars-Erik Malmberg, Andrew J. Martin. 

Teachers’ Expectations Help Students to Work 

Harder, but can also Reduce Enjoyment and 

Confidence – New Research[EB/OL]. [201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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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conversation.com/teachers-

expectations-help-students-to-work-harder-

but-can-also-reduce-enjoyment-and-

confidence-new-research-119761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希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eachers-expectations-help-students-to-work-harder-but-can-also-reduce-enjoyment-and-confidence-new-research-119761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eachers-expectations-help-students-to-work-harder-but-can-also-reduce-enjoyment-and-confidence-new-research-119761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eachers-expectations-help-students-to-work-harder-but-can-also-reduce-enjoyment-and-confidence-new-research-119761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eachers-expectations-help-students-to-work-harder-but-can-also-reduce-enjoyment-and-confidence-new-research-11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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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校长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College Presidents Prioritizing Student Mental Health 

近年来，随着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情绪问题愈演愈烈，学生自杀成为校园里的一大问题，

引起了大学高层管理者的关注。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对 400 多

所两年制和四年制公立及私立院校及其领导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80%的顶尖大学高

层管理者表示，现今校园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比三年前更为重要，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各类机构校长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重要性的变化的认知 

教育委员会发现，在接受调查的所有校长中，有 29%的大学校长表示每周都会收到一次

有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大约 42%的大学校长表示每个月至少听过几次与学生心理

健康相关的问题，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各类机构校长听取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频率 

针对校园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类型，大约 75%的大学校长表示焦虑和抑郁最为

常见；23%的大学校长表示自杀是校园内的主要问题之一，具体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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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校园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类型 

对此，大学校长已拨出更多资金来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如图 4 所示，72%的校长

表示他们在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花费比三年前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校长表示，学校

甚至斥资 1500 万美元用于新的“综合性学生幸福建设”项目，以求更好地解决学生的心理

健康问题。 

 

图 4 与三年前相比，学校在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上的经费变化 

此外，与三年前相比，学校教师们也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位

校长在调查中说道：“对于学校教职员工来说，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耗时。

此外，制定全面的计划以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还需要涉及学生服务、咨询、安保、法律等多

个机构”。大约 58%的大学校长表示，如果财政资源允许的话，他们会增加更多的员工来共

同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增设校园咨询中心的心理辅导人员。 

“我们都知道，精神健康状况不佳会妨碍学生的学业成功，”参与起草该报告的美国教

育委员会研究员霍利·切斯曼（Hollie Chessman）表示，“我认为将心理健康和幸福作为学

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这对于许多大学来说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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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y Bauer-Wolf.College Presidents Prioritizing Student Mental Health[EB/OL].[2019-08-12].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8/12/college-presidents-prioritizing-mental-

health-more-previous-years-new-study-finds 

信息来源：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安娜 

 

 

即使没有获得学位，上大学依旧带来收益 

Even Some College Tends to Pay Off 

传统观点认为，因大学成本和贷款债务上升而最终未能顺利毕业并获得文凭的部分大学

生在该过程中浪费了时间和金钱。但是，一项名为《未完成学位的价值：大学未毕业劳动力

市场收益的异质性》（The Value of an Incomplete Degree: Heterogeneity in the Labor Market 

Benefits of College Non-Completion）的新研究对 2000 年毕业于德克萨斯州高中的 207,332 名

学生进行了调查，比较分析了大学完成者和未完成者在高中毕业 15 年后在就业市场的发展

情况。结果显示，对于未能毕业的学生而言，上大学并非浪费时间。 

研究发现，与高中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同龄人相比，曾就读于社区学院或四年制学院但并

未取得文凭的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收入大幅增加”，即更有可能找到工作且赚得更多（见表

1）。该现象在各个学生群体中均有所表现，尤其是在低收入学生、女性和有色人种学生中。 

表 1 不同受教育程度学生的就业率与平均收入对比 

                           就业率              平均收入 

无大学学分 35.2% ＄37675 

1-12 学分 50.5% ＄43732 

13-60 学分 54.6% ＄40315 

61 学分以上 58.3% ＄41576 

职业证书 64.7% ＄34627 

短期证书 67.2% ＄40768 

长期证书 75.1% ＄43945 

副学士学位 64.8% ＄42061 

应用型副学士 75.4% ＄55049 

应用技术本科 71.8% ＄47266 

本科生 64.8% ＄64727 

研究生 70.9% ＄74421 

该研究表明，即使只获得少数学分，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收入也会得到积极影响。纽约市

立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社会学教授保罗·阿泰韦尔（Paul Attewell）表示，

“这是一块垫脚石和一种积极的信号”。对于进入大学但没有获得学位的学生而言，就业的

可能性随着获得的大学学分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该研究还发现，就读于社区大学但没有获得

学位的人比就读于四年制公立大学但同样未能毕业的同龄人有着更高的工资。 

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院校和改革者要求增加证书，如短期证书或副学士学位证书，以此

作为学生获得学位的“动力点”（momentum points）。阿泰韦尔说，这种方法可以为学生带来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users/jeremy-bauer-wolf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8/12/college-presidents-prioritizing-mental-health-more-previous-years-new-study-finds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8/12/college-presidents-prioritizing-mental-health-more-previous-years-new-study-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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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好处，鼓励他们继续学习。 

因此，该研究认为：“剥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能会给学生和社会带来更大的伤

害，即使录取的学生可能无法顺利毕业”，并对“未完成大学学业者浪费时间和公共资源”

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Paul Fain. Even Some College Tends to Pay Off[EB/OL].[2019-08-

22].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8/22/students-some-college-and-no-credential-still-benefit-labor-market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北欧:大学资源利用效率评估 

Which Nordic Universities Are Efficient and Productive? 

近期，瑞典国家审计办公室（the Swedish National Audit Office）与北欧各国审计办公室

展开合作，对北欧国家（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法罗群岛）160 所大学中的 68 所

在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调查，并发布了名为《瑞典高等教育机构的

资源效率和生产力：基于北欧的比较》（Resource Effectiveness and Productivity at Swedish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Nordic comparison）的报告。该报告基于学生的欧洲学分制得

分、博士毕业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大学职工出版物被引用数量、生均校园占用面积等因素，

计算“改善潜力”（Improvement potential）这一指标的得分，用来表示高等教育机构利用现

有资源仍可以进一步提高的生产力。 

调查显示，从学校来看，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学院、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丹麦的哥本哈

根商学院、挪威的海德马克大学学院等 23 所高等教育机构在 2016 年的改善潜力为 0，即学

校对当前资源的利用效率很高；而瑞典卡尔斯塔德大学、瑞典林奈大学、挪威斯塔万格大学、

挪威诺德大学、挪威特罗瑟姆大学的改善潜力高达 25%以上，这意味着其资源的利用效率较

低。此外，挪威经济学院、挪威峡湾大学学院、瑞典农业科技大学、瑞典卡尔斯塔德大学、

芬兰阿尔托大学这 5 所高等教育机构在 6 年间的资源利用效率变化巨大，生产力提升了 5%

以上。 

从机构所在国家来看，丹麦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利用效率最高，其平均改善潜力仅为

6.4%，且 6 年间的教学、科研生产力逐年递增；瑞典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利用效率良好，其

平均改善潜力为 7.1%，超过一半的国内大学的科研生产力发展状况良好；挪威高等教育机

构的平均改善潜力为 10.2%，但其教学、科研产出量在 6 年间逐年下降；而芬兰高等教育机

构在 6 年间的教学、科研产出量逐年递增，但其改善潜力达 17.6%。 

基于调查结果，瑞典国家审计办公室建议具有巨大改善潜力的大学应当分析影响教学、

科研产量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担任欧洲大学管理与行政网络领导者

（the Heads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Network in Europe）主席等职位的埃

萨（Esa Hämäläinen）表示，北欧的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排名靠前，但其整体资金水平

却严重落后于同等水平的大学，特别是落后于研究型大学。2016-2019 年期间的资金削减导

致大多数芬兰大学采取紧缩措施，被迫提升生产力和资源利用效率，而基于高产出的资源分

配模式也迫使大学间相互竞争。因此，后续影响还有待考察。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users/paul-fain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8/22/students-some-college-and-no-credential-still-benefit-labor-market


 

 

World Education News Aug.2019 No.87 

14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8月 第 15期 数据调查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该调查只分析了教学与科研成果的数量，忽略其质量，也忽略了北

欧各国间的重大制度差异对效率或产出量的影响，以及北欧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共同作者出

版物比例等，因此对本次调查所用方法的科学性提出质疑。 

 

Jan Petter Myklebust. Which Nordic Universities Are Efficient and Productive? [EB/OL]. [20190727].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190723145944659 

信息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编译者：杨希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19072314594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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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回应性课程的新进

展 

What have districts learned when 

embracing culturally responsive 

curricula? 

“文化回应性课程”（ culturally 

responsive curriculum），或称“文化回应性

教学”（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起

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目的是帮助不同文

化背景的学生在课程与教学环节上能够有

更公平的机会去追求更高的学业成绩和卓

越表现。目前，这一概念在美国各学区受

到广泛关注。2019 年 8 月初，纽约市教育

部门宣布追随其它学区改革“欧洲中心文

化”课程（Eurocentric curricula）的步伐，

将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化回应性课程加

入到学校的课程中。 

这一课程改革的背景主要源于纽约市

教 育 司 法 联 盟 （ NYC Coalition for 

Educational Justice）于 2019 年 2 月发布的

一份名为《长期缺席——从纽约市小学课

程中排除有色人种》（Chronically Absent—

The Exclusion of People of Color from NYC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a）的报告。报

告指出，该地区的教材缺乏代表性、多样

性和包容性。根据该报告的调查结果，作

为全美最大的学区，该学区 114 万名学生

中近 67%的学生都是黑人或拉丁裔。然而

学生所使用的教材中，84%的作者都是白

人。因此，该学区决定彻底审查当前教材、

课程和教师培训的内容，以便实现更具文

化内涵和文化包容性的教与学工作。 

早在此前，巴尔的摩市公立学校

（Baltimore City Public Schools）就开展过

相关的课程审查与更换改革工作。巴尔的

摩市学区教学和学习执行主任杰尼斯·莱

恩（Janise Lane）表示，“2015 年在发现整

个学区学生成绩下降之后，我们便开始了

课程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围绕文化相关性

调整巴尔的摩市的课程标准，以创建属于

巴尔的摩市自己的课程”，“家长也希望他

们的孩子能够在学校课程中看到与自己文

化背景相关联的内容”。这场课程改革的结

果是，一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和艺

术家的作品被选入教材，当地的文化背景

也被融入教材当中，以更好地解决当地学

生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问题。 

 

Naaz Modan. What have districts learned when 

embracing culturally responsive curricula [EB/OL]. 

[2019-08-

14].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what-

have-districts-learned-when-embracing-culturally-

responsive-curricula/560734/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新闻网站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中小学图书馆员的工作

职责 

Just as School Libraries Have 

Changed, So Have School Librarians  

中小学图书馆的建设与应用日益受到

各国重视，美国也不例外。其中，图书馆

员队伍是图书馆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如何

充分发挥馆员作用，为教师和学生的教与

学提供必要帮助与服务，是值得深入思索

的问题。日前，美国中小学图书馆员协会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AASL）发布了“新一代学习者”

的标准，明确指出美国中小学图书馆员的

工作应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探究学习（inquiry）。图书馆员

处在中小学探究性学习（ inquiry-based 

learning）的核心，他们接受过相关培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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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策略、路径和

方法，例如开展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PBL）、培养学生的信息和技术素

养等。 

第二，教学协作（collaboration）。图书

馆员是中小学教师强大的教学合作伙伴。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曾在专业发展中

接受过课堂教师的培训和认证。所以，他

们可以同教师进行各种程度上的教学合作，

无论是搜集教学资源，还是合作开展项目

式学习，亦或是设计教学活动。 

第三，信息策划（curation）。图书馆

员是天生的策划人，这是他们专业发展中

最基础的一项培训。所以，中小学图书馆

员可以帮助学生在各类媒体中找到他们想

要的信息，同时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媒

介素养和技术素养等。 

第四，探索机会（exploration）。一方

面，图书馆员可以为学生提供探索性和创

造性机会。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是专业

技术集成者，可以探索并研发新的数字化

工具，以供未来使用。 

第五，数字公民和数字领导（digital 

citizenship and digital leadership）。图书馆

员是知识自由的主要倡导者，在通过知识

版权和“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

课堂来创造新的知识产品、并分享相关信

息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Larry Feriazzo. Just as School Libraries Have 

Changed, So Have School Librarians [EB/OL]. 

[2019-08-11]. 

https://blogs.edweek.org/teachers/classroom_qa_wit

h_larry_ferlazzo/2019/08/response_just_as_school_

libraries_have_changed_so_have_school_librarians.

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各国大学采取不同措施接纳电

子竞技游戏进入校园 

Universities ride eSports wave for a 

stake in its future 

如今，电子竞技游戏比赛已经风靡世

界各国的校园，拥有众多的大学生玩家和

观众，大学领导者开始逐步接纳电子竞技

游戏进入校园，并意识到参与电子竞技游

戏研究、治理与指导工作的必要性，当然

这些工作更多是为了造福学生及社会，而

不仅仅是游戏产业。 

2019 年 2 月，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

（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 

APRU）的支持下，太平洋周边的众多大学

联合发布了“大学电子竞技国际倡议”

（University eSports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UeII），以寻求大学间电子竞技比赛及相关

工作的合作。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的

校长桑塔·奥诺（Santa Ono）在于 6 月举

行的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校长会议上谈到：

“我们不能只是观察者，我们必须成为这

个产业的塑造者之一，并让其他人喜欢我

们的工作。”为了说明电子竞技游戏影响力

的戏剧性扩张，他不仅承认本校的许多学

生已经成为电子竞技游戏的一员，更是指

出 2018 年韩国英雄联盟世界锦标赛吸引

了高达约 9960 万在线观众，还有来自全球

各地的众多学生到现场观看比赛。 

从各大学的发展设想及采取的措施来

看，接纳电子竞技游戏的方式和效果是多

样的： 

其一，大学借此参与电子竞技游戏的

治理：电子竞技游戏在年轻人中具有重大

的影响力，因此不能纯粹地任由游戏产业

主导其发展，应该要有外来力量约束、监

督电子竞技游戏的相关内容，如减少游戏

中的暴力成分、关注游戏成瘾及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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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将电子竞技游戏视作一种社交

媒体和信息消费的新兴平台：大量的学生

用户可以在其中进行娱乐及互动，例如探

讨全球变暖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其三，将电子竞技游戏作为教学、研

究的方法之一：韩国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正在开发相关课程，旨在把电

子竞技游戏作为韩语教学的手段，或通过

电子竞技游戏研究文化差异等社会学问题，

同时延世大学正在积极筹备建立校属电子

竞技部门，以进一步增强电子竞技的跨学

科研究及其在相关技术教学中的作用； 

其四，利用电子竞技革新体育运动方

式：日本庆应大学（Keio University）正在

设计需要参与者调动全身才能进行有效操

控的电子竞技游戏，以实现游戏娱乐与体

育锻炼相结合的目标，同时人们的日常运

动量及寿命的提高将有利于应对日本的老

龄化社会问题。 

 

延伸阅读：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简称 APRU，是由环太

平洋地区各国的顶级研究型大学组成的高校联盟。

该联盟成立于 1997 年，由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

州大学四所大学的校长共同发起。其宗旨是为成

员大学提供交流与共同发展的平台。 

 

Yojana Sharma. Universities ride eSports wave 

for a stake in its future [EB/OL]. [201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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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story=20190726112502598 

信息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 

编译者：杨希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190726112502598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19072611250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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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3-5】2020 年第二届

现代教育技术国际会议 

2020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CMET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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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电子学会

（Singapor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会议内容： 

为了搭建现代教育领域和相关主题的

互动交流平台，促进现代教育在技术和社

会等各学科领域的应用发展，2020 年第二

届现代教育技术国际会议将于2020年5月

15 至 18 日在新加坡举办，会议主题包括

评估理论与方法（Assessment Theories& 

Methodologies）、异步学习（Asynchronous 

Learning）、课程设计与开发（Curriculum 

Design & Development）教育技术与全球化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Globalization）、

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智能电子学习系统（Intelligent E-Learning 

Systems）等 33 个相关主题。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学者、教师及教

育工作者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加深

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探索将研究成果运用

于实践的不同视角。提交的会议论文将根

据技术含量、与会议主题的相关性、原创

性、重要性、清晰度等进行同行评审，接

受的论文将发表在会议论文集中并被 EI 

Compendex 和 Scopus 检索。 

会议论文投稿的截止日期为 2020年 1

月 1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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