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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权委员会要求减少学

校纪律中涉及种族差异的内容 

根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官方网站 2019 年 7 月 23 日报道，

美国公民权利委员会在一份新的报告中提

出应该关注学校纪律中普遍存在的歧视差

异现象。该报告指出，学校规章制度对有

色人种学生的要求明显比白人学生更为严

厉；并且有色人种学生在受教育程度提高

的同时，犯罪率呈下降趋势。该报告还显

示，残疾学生被停学的可能性是身体健全

学生的两倍。 

相比于奥巴马执政期间努力减少学生

被停学事件，以及受到惩罚所产生的相关

种族差异问题，特朗普执政期间关于学校

范围内的种族差异问题，始终是一个热点

问题。12 月政府取消了指导学校纪律的文

件，尽管该文件并没有实际约束力，但它

仍然让学校意识到，如果有色人种学生受

到比白人学生更为严重的纪律处分，则可

能是违反联邦民权法的。因此，该文件促

使学校采取措施积极准备和应对这一问题。

美国民权教育委员会建议教育部再次就学

校如何遵守联邦非歧视法律提供相应的指

导，并建议给予教师资源和培训，以及由

国会提供资金来帮助各州确保更好地解决

这一问题。 

 

来源：华盛顿邮报 

编译者：阿娜尔 

 

 

英国：教育部发布以学校为中

心的初级教师培训提供者财务

手册 

据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www.gov.uk）

2019 年 7 月 31 日报道，教育部发布了以

学校为中心的初级教师培训（ School 

Centred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简称SCITT）

提供者财务手册，旨在指导 SCITT 提供者

更好地建立并加强治理、管理资金。SCITT

提供者财务手册包括介绍、角色和责任、

财务和治理要求、授权当局、教育部资金

保证、术语解释和更多信息七个部分。 

该手册指出，当前教育体系正在迅速

变化，治理是教育服务提供者要解决的一

个重要问题。SCITT 提供者应该审查其治

理和问责制的有效性、影响力和标准设置。

手册进一步强调，SCITT 提供者需要有良

好的治理和财务管理能力，以确保公共资

金用于预期目的。此外，还应该了解议会

和公众的期望。手册还指出，本指南提供

基于最佳实践的指导，但这并不会取代

SCITT 提供者本身或其资助机构设的协议

或强制性要求，这些机构包括学院和大学、

慈善机构、私企、地方学校等。 

SCITT 提供者的理事机构可以自行决

定如何使用初级教师培训提供者资金，但

是需要负责并管理好这些资金，同时履行

以下责任：（1）合理地、以一种获得公众

支持的方式使用资金；（2）负责监督资金，

包括资金使用的规律性和适当性；（3）确

保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和有效性。此

外，SCITT 提供者和其理事机构之间应该

划分出明确的责任范围，包括管理、指定

会计主任、财务管理、提供信息这几大领

域。SCITT 提供者的经理应定期向理事机

构就财务状况、绩效、主要风险和问题进

行汇报。 

财务和治理要求方面，财务管理系统

将根据每个 SCITT 提供者的规模、组织结

构和需求而有所不同。但是，所有 SCITT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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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都需要制定代表健全财务管理体系

的财务目标、预算和控制的原则，作为其

员工在收入、支出和资源管理方面的指导。 

 

来源：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石佩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将

支持卡巴尔达-巴尔卡里亚地区

的研究和教育活动 

据 俄 罗 斯 塔 斯 社 （ Information 

Telegraphic Agency of Russia-TASS）2019

年 7 月 30 日报道，俄罗斯联邦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第一副部长格利高里·特鲁普尼科

夫（ГригорийТрубников）周一在卡巴尔达

-巴尔卡里亚州立大学（КБГУ）举行的地区

科学和大学会议上表示，俄罗斯联邦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打算为卡巴尔达-巴尔卡里

亚（КБР）的大型科学实验和科学教育活动

提供系统性支持。 

特鲁布尼科夫说到：“俄罗斯联邦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是卡巴尔达-巴尔卡里亚州

立大学科研中心的合作伙伴。我们与卡巴

尔达-巴尔卡里亚州立大学的校长达成一

致意见，将在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进

行协作，以实现卡巴尔达-巴尔卡里亚共和

国大型的科学实验与科学教育活动。”特鲁

布尼科夫补充说：“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

都应该参与国家项目的实施。我们每个人

都必须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共同实现我

们的目标。” 

根据 2018 年 5 月总统令，将在以下

12 个领域开展国家项目：人口、文化、医

疗保健、教育、住房和城市环境、生态、

道路、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支持、科学、数

字经济、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和出口。此

项目计划于 2024 年之前完成，项目预算达

到 6360 亿卢布。根据国家级项目“科学”

要求，到 2024 年俄罗斯将进入世界上从事

研究和开发的前五大国行列。 

 

来源：塔斯社 

编译者：郭广旭 

 

 

德国：高校助学金改革于 8月

1日正式生效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Bildungsklick）

2019 年 7 月 31 日报道，德国高校助学金

改革于 8 月 1 日生效。德国联邦教研部长

安雅·卡尔利泽克（Anja Karliczek）解释

说：“助学金的改革迈出了一大步。在这个

改革期内，我们将为年轻一代投资 13 亿欧

元。” 

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提高学生的住房补贴，学生在未来冬季学

期的住房补贴将从每月 250 欧元增加到

325 欧元。第二，对以收入为基础的无收入

津贴也分三个阶段大幅增加。第三，对于

有家庭的学生来说，将给予他们更多的育

儿津贴，甚至可以延长资助年限。第四，

提高受助人的疾病和护理保险费，因为 30

岁以上的学生通常不再参加学生健康保险，

所以需要作为自愿保险人缴纳较高的保险

费。 

安雅补充说：“通过改革，将有更多的

助学金面向更多的年轻人。该项改革于 8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改革效果将逐步体现。

我们教育政策的目标是使德国所有年轻人

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相信随着助

学金服务的深远改进，我们能够为年轻一

代在大学接受合格教育铺平道路。培养合

格的专业人员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即便如

此，助学金改革关注的重点在于学生个人，

有了合格的学校教育，才有机会发展他们

的未来职业。” 



 

 

World Education News Aug.2019 No.88 

3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8月 第 16期 政策参考 

 

来源：教育点阅报 

编译者：陈囡 

 

 

意大利：2019年中学教师招聘

新规 

据意大利《技术学校报》2019 年 7 月

22 日报道，若近年意大利关于技术实践教

师的招聘条例不进行重新修订，则将以

2024-2025 学年为界实现逐步过渡。在

2024-2025 学年之前，技术实践教师参加教

师招聘的准入条件皆为获得相关毕业文凭，

24 学分政策不做强制规定。但是，在 2024-

2025 学年之后，技术实践教师若想参加教

师招聘，需要在意大利综合类大学或高等

艺术与音乐教育系统中获得相关文凭，或

在其它教育体系内获得同等学力的学位证

书。同时，应像其他学科教师招聘要求一

样，除了拥有相关规定范围内的毕业文凭

外，还应在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和教

学方法这四科中皆获得 24 学分。 

意大利 2019 年教师招聘中的受聘者，

将经过一年的试用期，该时期也被视为教

师初期培训，作为教师职位竞争者正式成

为教师之前的一段过渡时期。试用期结束

后不可直接转为正式教师，还需通过最终

考核。之所以在此强调教师试用期的政策

规定，是因为此次教师招聘在这一方面做

出了明显变革。意大利第 59/2017 号法案

中规定，“教师招聘中的胜出者在正式任职

之前需要进行三年的实习，作为教师初期

培训。”然而，今年教师职前培训时长做出

了巨大调整，从 3 年缩短至 1 年。 

 

来源：技术学校报 

编译者：万阳卓 

 

 

 

 

 

 

日本：高中毕业生就业的“一

人一公司制度”真的合适吗？ 

据日本《朝日新闻》（ The Asahi 

Shimbun）2019 年 7 月 29 日报道，目前日

本高中毕业生找工作仍然依托于学校或者

职业介绍所，每个人只能对应一所用人单

位的“一人一公司制度”成为了日本高中

毕业生找工作的惯例。 

“一人一公司制度”诞生于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至今为止仅有冲绳县和秋田县

两个地方允许高中毕业生同时应聘多所公

司。一般每年 6 月前，用人公司都会将自

己需要招聘的职位和人数投递给职业介绍

所，职业介绍所在 7 月 1 日公布所有招聘

启事，高中毕业生以学校为中介选择一所

用人单位申请应聘。9 月份用人单位对应

聘者进行选拔，通过选拔的高中生获得用

人单位内定资格，没有通过的学生可以尝

试应聘多所其他公司。 

面对企业人手不足的现状，不少用人

单位开始重新招聘高中毕业生，然而“一

人一公司制度”不仅限制了高中生选择的

空间，也给用人单位带来招不到合适人选

的风险。不同于企业对“一人一公司制度”

整体批判的态度，高中方面对该制度更多

持谨慎态度，特别指出对于高中毕业生就

业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在不影响高中生正

常学业活动的基础上进行。 

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文部科学省联合，

由经济团体人员与学校相关人员组成“高

中就业问题研讨会议工作小组”，讨论高中

就业的系列问题，预计在年内形成报告书。

厚生劳动省在去年 5 月对日本 1800 余所

高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74.1%的高中认

为维持“一人一公司制度”的现状即可，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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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调查显示普通高中（73.2%）和职业高中

（75.9%）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太大

差异。日本全国工业高中校长协会理事长、

东京都立六乡工科高中校长佐佐木哲指出，

“从不影响高中生正常学业角度来看，‘一

人一公司制度’是合理且有效的。高中毕

业后就业的大多数学生就读于普通高中，

在学校课程中缺乏对学生如何寻找适合自

己的用人单位方法层面的指导，这一点比

‘一人一公司制度’更值得反思和改善。”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李宗宸 

 

 

新西兰：学校的“白人迁移” 

据新西兰《Stuff》新闻网 2019 年 7 月

22 日报道，已在新西兰教育领域工作 20 年

的伊恩·哈斯蒂（Ian Hastie）表示，现在

是时候对教育领域进行重大变革了。他呼

吁在全国范围内就学校的十分制评级、白

人迁移以及建立更好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展

开讨论。哈斯蒂说：“学校是社区的中心部

分。如果每个学生都上本社区的学校，那

么社区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太多学生因为

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去当地的学校，白人迁

移就是其中之一。”根据 1989 年“明日学

校”（Tomorrow’s Schools）教育改革中引入

的十分制评级，每所学校都被评为 1 至 10

级之间。较高的级别反映来自较高社会经

济地位社区的学生人数比例最高，较低的

级别则相反。一所学校的评级越低，它从

政府得到的额外资金补贴就越多。 

教育部长克里斯·希普斯金（Chris 

Hipkins）将十分制评级描述为一种“钝器”，

认为它没有达到改革的目的。新西兰是一

个文化日益多元化的国家，但奥克兰前校

长艾伦·韦斯特（Allan Vester）的一份报

告显示，十分制评级日益扩大了种族鸿沟。

高评级学校的入学人数在持续增加，而低

评级学校的入学人数持续下降，学校规模

与学校评级高低呈正相关。目前的教育体

系导致了“某些学校的贫民区化”。 

马纳学院（Mana College）的校长约

翰·默多克（John Murdoch）说到：“全国

范围内的数据显示，在引入‘明日学校’

教育改革后，评级较低的学校表现出大规

模的学生流动现象。家长们利用‘中产阶

级优势’攀爬教育阶梯，进入他们认为有

‘好学校’的地区。”拉塔学校（Rata 

School）的校长戴夫·阿普尔亚德（Dave 

Appleyard）表示，学校的十分制评级促成

的白人迁移一直在损害这个国家。他说到：

“学校的构成并不能反映学校的教育质量，

很多家长选择学校是基于他们认为学校中

学生的族别反映了教育的质量。”阿普尔亚

德对此次改革能够带来变革持肯定态度。

他说：“我相信，变革得到了不同政治派别

的支持。我认为他们可以看到有必要进行

系统性的改革，让所有新西兰人都能接受

更好的教育。” 

 

来源：Stuff 新闻网 

编译者：穆翎 

 

 

 

 

尼日利亚：学校没有纪律，教

育投资是一种浪费 

据尼日利亚《这一天》（This Day）2019

年 7 月 31 日报道，前信息和战略特别顾问

塞米乌·奥坎拉旺（Semiu Okanlawon）表

示，学校严重的无纪律行为会将各州在教

育上的巨额投资变成巨大的浪费，因此，

各州必须建立机制来加强学校纪律。他很

遗憾地表示，几十年来，学校不仅是基础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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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落后了，而且教师的教学质量也

下降了。 

埃杜·马歇尔（Edu Marshal）是阿雷

格贝索拉（Aregbesola）政府于 2017 年创

建的一个组织，其成立的原因是公立学校

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道德败坏案例。该组织

的前助理说：“从学生对待学习的恶劣态度

到教师在学校里的暴力行为，不守纪律的

现象变得很普遍。” 

在阿雷格贝索拉政府第一届任期中，

虽然该州取得了持续的进步，但如果不遏

制这种威胁，那么无论在教育方面如何投

资，都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改善。奥坎拉

旺表示，该组织有责任继续执行纪律，帮

助改善教育环境。州务卿奥勒·奥耶巴米

吉王子（Prince Wole Oyebamiji）代表州政

府表示，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保护教育。州

议会议长蒂莫西·奥沃伊（Timothy Owoeye）

赞扬了该州的教职人员的奉献精神，州议

员们将继续支持政府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前议长纳杰姆·萨拉姆（Najeem Salam）博

士感谢阿雷格贝索拉通过制止学生不守纪

律的行为来保障教育活动的开展。 

 

来源：这一天 

编译者：张秋旭 

 

 

 

 

国际教育组织：国会采取行动

实现普及的免费素质教育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19 年 7 月 25 日

报道，国际教育组织第八届世界大会的第

四天是庆祝人权日，当天的主题是确保人

人享受免费优质教育，这也体现了教师集

体的力量。 

在给国际教育组织代表的视频中，联

合国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Amina 

Mohammed）向教师们致敬，并重申她对教

师及其工会的全力支持。卡斯特罗（Castro）

于 2016 年当选为关注教师联盟（Alliance 

of Concerned Teachers，简称 ACT）的候选

人，描述了涉及菲律宾土著人卢马德

（Lumad）人民的情况。卡斯特罗在执行调

查卢马德人民状况的任务时受到骚扰，被

拘留了两天三夜，罪名是绑架、贩卖和虐

待儿童。令她感到遗憾的是，在卢马德人

居住的地区仍然实行戒严。之后卡斯特罗

宣布：“学校将继续屹立不倒，即使在疏散

区域，教师也不会停止教育孩子，我们将

继续支持他们。” 

在代表大会关键问题上，代表们还通

过了高质量幼儿教育、信息和通信技术、

全球公民教育和其他与教育商业化和私有

化相关的教育决议。此外，国会承诺将继

续争取移民和难民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

并通过决议反对巴西削弱公共教育，以及

谴责了美国总统攻击美国国会女议员。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

教育与培训对缅甸 21世纪的劳

动力至关重要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19 年 7 月 31 日报道，为了庆祝

世界青年技能日，来自全国各地职业技术

学校的团队向政府官员、国际发展合作伙

伴及旁观者展示了他们的设计项目。这些

项目主要关注全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包括

严重的交通堵塞、受污染的供水以及暴力

冲突等。为了解决当下及未来的困难，振

兴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部门对于培养熟练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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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持续的劳动力至关重要。在过去几年

中，缅甸对教育部门的每个分支进行了包

括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内的一系列改革，

旨在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 

教育部正在采取措施，提高职业技术

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相关性和质量。教科文

组织正在支持该部下属的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部与德国发展合作组织合作进行全面

的系统审查。该审查旨在确定缅甸职业技

术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和挑战，并为其战略

规划与实施提供政策选择。该部门建立了

一个国家工作组，教科文组织专家在审查

过程中与之合作收集数据并最终完成报告

草稿。该报告的调查结果于 7 月初在内比

都的明格拉希瑞（Mingalar Thiri）酒店举

行的全国咨询研讨会上发布。 

在此次提高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活

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办公室主任

金敏正（Kim Min Jeong）和德国职业技术

教育项目负责人都表示，必须将审查过程

的结果用于重建 21 世纪的职业技术教育

与培训系统，以进一步促进职业技术教育

的发展。各利益攸关方，特别是私营部门

的利益攸关方，是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部门发展与应对 21 世纪挑战的关键。大

约 100 名私营和公共部门利益攸关方参加

了研讨会并提供了意见。除了研讨会外，

教科文组织还向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委员

会各部委政策级官员提供了关于劳动力市

场技能评估和预测的能力发展培训。这些

培训课程旨在确保该部能够实现职业技术

教育与培训目标。 

缅甸正在努力加强与职业相关的教育

并认识到 21 世纪对软硬技能的需求。需求

驱动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理应为该

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计划做出贡献。近日

的审查必须重新调整目前的技能不匹配情

况，并改进对职业技能的预测，以满足不

断变化的需求。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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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AP课程的五大挑战 

The Five Big Challenges Ahead for 

Advanced Placement 

在美国长期平庸的 K-12 教育以及其

无数次改革失败过程中，大学先修课程

（Advanced Placement, AP）无疑是一个难

得的例外。它不仅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而且越来越受欢迎。数据显示，在 2018 年，

全美 70%的高中有 70万名学生参加了 500

万场 AP 课程考试。除此之外，AP 课程也

开始向弱势学生群体敞开大门，帮助他们

在大学教育中取得先机。 

尽管目前 AP 课程发展势头良好并且

广受赞誉，但仍需处理好如下五大挑战： 

第一，明确定位。AP 课程当前的两大

性质决定其未来发展需要进一步处理好两

大问题：一是其私营性质，如何处理与公

立国家课程的关系；二是其可选性质，如

何与州层面的主权、地方层面的控制、和

学校层面的选择共存。 

第二，与“双学分课程”（ dual 

enrollment）与“早期社区大学”（early 

community college）的竞争。当下，越来越

多的高中生认为“双学分课程”和“早期

社区大学”等途径也是提前获得大学学习

体验与课程学分的不错选择。 

第三，课程文化大战。AP 课程如何同

时满足大学思想强硬教授、州高中毕业要

求、具有优先意识的教师和家长的期待，

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四，确保更多的学生获得充分的 AP

课程服务。虽然目前 AP 课程在此方面有

所改善，但许多高中生仍然没有机会参加

AP 课程，而且许多高中也不能完整提供

AP 课程目录中的 38 门课程。 

第五，在不降低课程标准的前提下，

让更多类型的学生通过 AP 课程考试。虽

然越来越多的贫困和少数族裔的高中生开

始参加 AP 课程，但他们在 AP 考试中的

表现仍远远落后于高收入阶层的白人学生。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切斯特·芬恩（Chester E. Finn Jr.）、

安德鲁·斯坎兰（Andrew E. Scanlan）分别是托马

斯·布朗·福特汉研究所（Thomas B. Fordham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助理。本文摘自其

新书《快车道上的学习：AP 课程的过去、现在与

未来》（Learning in the Fast Lan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dvanced Placement）。 

Chester E. Finn Jr. & Andrew E. Scanlan. The 

Five Big Challenges Ahead for Advanced Placement 

[EB/OL]. [2019-09-03].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9/03/the-

five-big-challenges-ahead-for-advanced.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9/03/the-five-big-challenges-ahead-for-advanced.html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09/03/the-five-big-challenges-ahead-for-advanc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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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学习比被动学习效果更好 

'The Dangers of Fluent Lectures'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项新研究

显示，积极学习的学生比在课堂上被动学习的学生学得更多，但他们感觉自己学得更少，其

部分原因在于主动学习比被动学习更难。 

该研究对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本科生进行了调查，学生们参加一门大型的物

理入门课程，使用完全相同的课程材料进行学习。学期末。一组学生通过主动参与并解决问

题的方法学习一周，另一组学生则使用听受人尊敬、讲课流利的老师讲课的被动学习一周。

这项研究中，两组学生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学生是“被直接告知如何解决每个问题，还是

先被要求在小组中自己解决问题”。研究通过多项选择题测试的方式比较了学生“认为自己

所学到的知识”和“实际所学知识”。 

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被动课堂环境的偏好是一致的，他们对被动课堂的教学质量给予

了更高的评价，但在测试中，学生在主动课堂上的得分明显更高（如图 1 所示）。该研究的

负责人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科学教学主任、物理学高级导师路易斯·德斯劳里尔斯（Luis 

Deslauriers）表示，在某种程度上，“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长期以来的猜测——学生在讲座环

境中感觉更舒服，他们感觉自己学得更多，但事实上，他们在积极参与构建关键概念知识的

环境中学习得更多”。 

 

图 1 学生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和学生测试成绩图 

基于研究结果，研究人员鼓励教师们进行干预，纠正学生对他们学习方式的“误解”。 

“在课程的最初阶段，当学生经历与主动学习相关的认知努力增加时，他们会认为这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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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学习更差”,这可能会对他们的动机、参与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但纵观

整个课程，主动学习的效果更好，且学生能获得积极的学习体验。研究结果表明，“试图基

于学生对学习的自我认知来评估教学，可能会在无意中促进较差的(被动的)教学方法。”  

该研究引起了教师和教职工的广泛讨论。学生对主动学习的固有偏见容易导致人们错误

地认识其有效性，并阻碍这种学习方法的广泛应用。德斯劳里尔斯说，他和同事们在哈佛大

学致力于将 10 门左右的课程转变为主动学习的方式，每门课程的学生成绩实际上都有显著

提高。 

 

Colleen Flaherty. 'The Dangers of Fluent Lectures' [EB/OL]. [2019-09-09].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 19/09/09/study-how-smooth-talking-professors-can-lull-students-

thinking-theyve-learned-more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美国：高级职业课程提高了学生的早期职业收入 

Advanced Vocational Classes Boost Early Career Earnings 

美国一项关于学校教育和劳动力成就的研究通过对 4414 名刚入职者的调查发现，这些

入职者在高中阶段每完成一门高级职业课程或者技术教育课程，未来每年的职业收入将比未

修这些课程的人高约 2%。 

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丹尼尔·克雷斯曼（Daniel Kreisman）教

授和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凯文·斯坦奇（Kevin Stange）教授指出，职业

指导课程并不是让有能力的学生放弃更多的学术追求，而是帮助他们在考虑接受高等教育时

做更适合自身的选择。 

此外，研究指出，几乎所有的学生在高中期间至少修过一个职业班（研究样本 95%的情

况是这样），大约有一半的学生每年都要上一门完整的职业课程。年级越高学生参加职业课

程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学业要求，对课程学习有更多的选择权和

自主权。然而，1990 年至 2009 年间，中学生获得的职业学分平均下降了 14%，如下图 1 所

示。这一收缩与同时期联邦政府对职业教育项目提供的资金支持趋势一致，联邦政府为此类

项目提供的资金自 1985 年下降了 32%。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19/09/09/study-how-smooth-talking-professors-can-lull-students-thinking-theyve-learned-more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19/09/09/study-how-smooth-talking-professors-can-lull-students-thinking-theyve-learned-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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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职业教育(vocational)学分下降，学术学分上升 

最终，研究人员得出了以下三个结论： 

1. 最有可能从职业课程中获益的学生是“自我选择进入职业课程的学生”，这意味着

限制他们采取这样选择的某些政策——比如增加对学术科目的重视，可能不符合所有学生的

最大发展利益； 

2. 职业课程为那些即便被大学录取但也不可能毕业的学生提供了未来职业发展帮助； 

3. 职业教育对那些进行专业化学习的学生是有好处的，而对那些在不同学科尝试多样

课程的学生来讲绝非如此。因此，职业教育课程要在提供的研修主题中考虑加大深度。例如，

引导学生通过专门课程聚焦的方法来提高教育效果。 

 

Dian Schaffhauser. Advanced Vocational Classes Boost Early Career Earnings. [EB/OL].[2019-08-19].  

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19/08/19/advanced-vocational-classes-lead-to-early-career-earnings.aspx 

信息来源：期刊网 

编译者：南晓鹏 

 

 

美国：研究发现课程结课考试有利于提高高中毕业率 

Are End-of-Course Exams an Alternative to Exit Exams? Maybe  

近年来，高中课程结课考试（End-of-Course Exam, EOC）在各州的发展有衰退趋势，越

来越多的州要求高中学生只要通过毕业考试（Exit Exam）就能毕业。然而，美国托马斯·布

朗·福特汉研究所（Thomas B. Fordham Institute）一项名为“课程结课考试与学生成绩”（End-

of-Course Exams and Student Outcomes）的最新研究显示，在一些高中核心课程结课后对学

生进行课程测试，不仅有利于测量学生和学校的学业进展，而且还能够提高高中毕业率。 

该研究发现，自 1996 年以来美国各州出于问责或其它目的，开始采取课程结课考试的

方式。自此，课程结课考试在各州的使用稳步增长。而后，随着全国范围内抵制考试运动的

发展，课程结课考试的发展开始衰退。有 12 个州仅根据最后一次的高中毕业考试来决定是

否准许学生高中毕业。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因为高中的课程结课考试与学生课堂所学联系更为密切，也更能

精准地评估高中课程的知识点，所以相比于一门高中毕业考试，对一些核心高中课程进行结

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19/08/19/advanced-vocational-classes-lead-to-early-career-earning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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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考试更能体现学生的学业水平。如图 1 所示，对数学（math）、英语语言艺术（English 

Language Arts）、和社会学习（Social Studies）的课程结课考试分别能够帮助提高 2.8%、3.4%

和 2.5%的高中毕业率。 

 

 

 

 

 

 

 

 

 

 

 

图 1 核心高中课程的结课考试对高中毕业率的影响 

但有趣的是，尽管高中课程结课考试有利于提高高中毕业率，但该研究发现，它对高中

的高考成绩并没有预测作用。 

 

Sarah D. Sparks. Are End-of-Course Exams an Alternative to Exit Exams? Maybe[EB/OL]. [2019-08-27].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research/2019/08/end-of-course_exams_in_state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World Education News Aug.2019 No.88 

12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8月 第 16期 实践探索 

 

美国：反对将学生评价作为衡

量教学效果的主要标准 

Speaking Out Against Student Evals 

许多机构曾表示，基于对学生评教科

学性的质疑，他们不会将学生对教学效果

的评价用于高风险的人事决策或作为衡量

教学效率的主要标准。如今，美国社会学

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和包括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在内的其他 17 个专业组织正

在鼓励其他学院和大学也这样做。 

因为工具便宜、易于实施、收集信息

容易，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是用于评估

教师教学、聘用、任期、晋升、续约和绩

效加薪等最常用的手段。然而，美国社会

学协会的一份最新报告表示，尽管这些评

估无所不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们

在人事决策中的应用存在问题”。该报告援

引了十几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发现学生

评价与其他衡量教学效果的指标之间的相

关性很弱。基于此，该协会“鼓励院校使

用基于证据的最佳实践来收集和使用学生

对于教学的反馈”。更具体地说，该协会建

议学生评价应该被界定为“学生反馈”，而

不是对教学效果进行的“正式评估”。报告

中 提 到 ， 奥 格 斯 堡 大 学 (Augsburg 

University)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都修订了评估工具，并分

别 将 其 重 新 命 名 为 “ 大 学 课 程 调

查”(University course survey)和“学生对教

学 形 式 的 反 馈 ”(student feedback on 

instruction form)，以强调反馈和评分之间

的区别。 

此外，该协会表示，与许多研究人员

和教职员工的主张相呼应，学生评价“不

应被用作证明教学有效性的唯一证据”。相

反，它们应该作为整体评估的一部分，整

体评估则包括同行观察、对教学材料的回

顾和教师的自我反思等。该协会进一步建

议，学校不应利用学生对教学的评价来“比

较个别教员彼此之间的情况，或与一个系

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相反，作为“整体

评估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

以适当地用于记录教师反馈的模式。”多年

来，整体评估一直被用于以教学为主要功

能的校园，并正在向研究性大学推广。报

告列举了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

为实现这一目标正在进行的尝试和南加州

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相

对较新的同行评议教员评估程序。加州大

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也要求教师提交两种证明教学有效性的证

据，除了学生评价之外，教授可能还要提

交反思式的教学陈述、同行对教学的评价，

甚 至 还 有 “ 教 学 实 践 清 单 ”(teaching 

Practices Inventory)之类的东西。 

 

Colleen Flaherty. Speaking Out Against Student 

Evals[EB/OL]. [2019-09-10].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 

2019/09/10/sociologists-and-more-dozen-

other-professional-groups-speak-out-against-

student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为成人

学习者提供独特的入学适应活

动 

近几十年来，25 岁以上的大学生入学

率一直在稳步上升。从2006年到 2016年，

这一数字增长了 11%。联邦数据显示，2019

年秋季将有 700 多万 25 岁及以上的学生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users/colleen-flaherty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users/colleen-flaherty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19/09/10/sociologists-and-more-dozen-other-professional-groups-speak-out-against-student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19/09/10/sociologists-and-more-dozen-other-professional-groups-speak-out-against-student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19/09/10/sociologists-and-more-dozen-other-professional-groups-speak-out-against-student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19/09/10/sociologists-and-more-dozen-other-professional-groups-speak-out-against-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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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最近，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为 25

岁以上的非传统学生提供定向服务。高等

教育适应、转型与保留协会(Association for 

Orientation, Transition and Retention In 

Higher Education)在 2017 年对 229 所院校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5%的院校为“非

传统”学生提供了入学指导。 

大多数即将进入大学的本科新生将被

迎新周和新生入学指导活动淹没，这些活

动旨在让新生与同学建立联系，帮助他们

找到课外活动和社团，并让他们在校园有

宾至如归的感觉。传统的节日、音乐会等

迎新活动可能会吸引18到24岁的大学生，

但是数量渐增的大龄学生的需求却有所不

同。他们通常是有全职工作的专业人士，

只在业余时间上课，并且可能需要平衡学

习活动和家庭责任。他们认为传统的迎新

活动不能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希望减少信

息的涌入，只学习获得学位所必需的知识。 

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新

成立的新生定向和过渡项目（ New 

Maverick Orientation and Transition program）

为“非传统”学生提供实用的信息，包括

如何支付学费、校园安全协议、医疗和心

理健康服务等。上一学年，大约有 1200 到

1500 名学生参加了该项目，学校还在周六

为全职工作的学生举办了一个迎新会。新

生定向和过渡项目的负责人戴维·杜瓦尔

(David Duvall)说，大龄学生过去曾抱怨，

他们被强制要求参加的全日制迎新会占用

了太多时间，而且他们对于会上所提到的

许多校园信息不感兴趣。 

明尼苏达州的贝塞尔大学 (Bethel 

University)为非传统学生提供了一个在线

入学适应课程，内容包括如何在线提交作

业和填写助学金表格、如何连接校园 Wi-

Fi、如何支付学费以及完成校内外其他任

务。该项目的负责人表示，这门课是对那

些多年没上过大学、可能被校园新技术淹

没的学生的需求的一种微妙认可，可以减

少他们对于新环境的恐惧。 

位 于 费 城 的 皮 尔 斯 学 院 (Peirce 

College)是一所面向“成年学习者”和在

职专业人士的私立院校，该校学生的平均

年龄为 35 岁。该校的入职培训课程提供时

间管理和平衡大学生活与个人生活的课程，

学院学术顾问和注册主任贝格利（Shannon 

Begley）说，“成年学生的自尊心让他们不

敢寻求帮助，把这些学生和让他们觉得舒

适的导师联系起来，可以帮助他们逐渐消

除这种不适的感觉”。 

高等教育适应、转型和保留协会的执

行董事霍尔(Joyce Holl)指出，很多高等教

育机构在新学年开始前就开始进行为期一

周的新生入学适应项目，她认为，大学也

应该在接下来的整个学期中继续与这些学

生有更多的接触或互动，以确保他们的学

业需求得到满足。霍尔还表示:“提供什么

服务和以什么方式提供服务，要因群体的

不同而有所调整”。 

 

Jeremy Bauer-Wolf. Orientation for the Adult 

Learner[EB/OL]. [2019-09-03]. 

http://www.insidehighere 

d.com/news/2019/09/03/college-orientations-rise-

adult-learners   

信息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显性学习对低龄儿童外语学习

有益 

What’s the Best Way to Teach 

Children a Second Language? New 

Research Produces Surprising 

Results 

人们通常认为儿童在任何情形下都可

以非常轻松地、不需刻意努力地学习外语，

但这种观点真的正确吗？已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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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长时间接触外语，

例如每天处于外语环境中的移民儿童在经

历一长段时间之后将会比成年人更熟练地

掌握该外语，但若儿童每天接触外语的时

间有限，例如大部分时间只能在课堂中学

习外语，那么他们的学习进度将落后于成

年人。有研究将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归结

于 儿 童 更 依 赖 于 隐 性 学 习 (implicit 

learning)。隐形学习是指不用有意识地思

考、反思或努力的学习方式，需要大量、

长时间地暴露在外语环境中。而随着年龄

的增长，显性学习(explicit learning)即分析

性地、具有特定努力目标的学习方式得以

培养，成熟的课堂能给学习者提供高效、

明确的显性学习体验，更容易让课堂学习

者取得成果。其实，在外语学习过程中，

隐性学习与显性学习并不是相互排斥，而

是可以共存的，关键是如何分配隐性方法

及显性方法开展学习的比例。 

为了探究显性学习能力高低与儿童外

语学习结果之间是否具有正比关系，美国

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数

名研究员对英格兰 5 所小学共计 100 多名

4 年级学生进行了调查，学生年龄为 8-9

岁。该研究将学生分为 4 组，在为期一个

学年的时间内每周对学生进行时长为 75

分钟的语言课程。在上半年中，每个小组

都分别学习德语、意大利语、世界语

（Esperanto）等。部分小组使用“形式焦

点式语言教学”（focus-on-form method），

鼓励儿童分析单词及句式的具体特点、使

用方法等，其它小组则使用隐性学习方式，

即通过游戏、歌曲等形式进行语言学习。

在下半年中，所有小组开始学习法语，通

过对学生语言分析能力、语言记忆能力、

语音能力的测量来评估其语言学习能力，

发现在上半年使用显性学习方式的儿童比

使用隐性学习方式的儿童能够更熟练地使

用法语。 

有研究发现，在外语学习中，显性学

习能力中的语言分析能力是最重要的，其

次是语音意识，而隐性学习能力中占主导

地位的记忆能力与语言学习的相关性则相

对较小。这表明，如果在语言教学中鼓励

学生参与到对所学语言的分析中，8-9 岁的

儿童的确可以进行显性学习，这意味着外

语教学的方式不仅与年龄有关，还依赖于

教学者的教学方式，即年幼的儿童也可以

使用显性学习的方式完成学习任务。当然，

也要意识到小学年龄儿童的显性学习能力

仍在发展中，其语言学习的方式与青少年

和成人仍有较大区别，但鼓励儿童有意识

地反思和分析所学语言的材料有助于有效

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 

 

Karen Roehr-Brackin, Angela Tellier. What’s 

the Best Way to Teach Children a Second Language? 

New Research Produces Surprising Results[EB/OL]. 

[2019082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ats-the-best-

way-to-teach-children-a-second-language-

new-research-produces-surprising-results-

122059 

信息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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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22-25】2020年第三

届国际教育研究与政策会议 

2020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ICERP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2-25 日 

会议地点：中国，北京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学

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会议内容： 

为了促进教育研究与教育政策发展， 

2020 年第三届国际教育研究与政策会议

将于 2020 年 5 月 22-25 日在中国北京举

办，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大类：

1. 教育相关的研究，例如教育研究的定性

与 定 量 研 究 方 法 （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教育领导力（Leadership in 

Educational Contexts）、教育者的专业发展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Practitioners）等；2. 政策相关的研究，例

如衔接教育研究与政策制定（Bridg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

教育政策的模式与趋势（Models and Trends 

of Educational Policies）等；3. 探究对社会

影响的研究，例如教育政策与社区发展

（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培养数字公民（Developing 

Digital Citizenship）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相关专家、学者

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

在跨学科平台上展示教育研究和政策领域

的新进展与成果。会议论文将进行同行评

审，被接受的论文将以特刊的形式推荐到

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IJIET) （ ISSN: 

2010-3689）出版，并提交 EI INSPEC、

Scopus、Google Scholar、ProQuest 等检索。 

会议摘要或全文投稿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erp.org [2019-9-24]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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