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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所高校致力于完善学

校就业服务 

根据《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ucation）官方网站 2019 年 10 月 24 日

报道，美国很多大学在学生教学工作方面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学生就业方

面却做的不够好。在职业准备方面，很多

高校因为准备不足和服务不足而受到社会

舆论界的批评。毕业生们需要同其他高校

的学生相竞争，这就使学生的就业问题变

得更为严峻，因而需要被予以更多的关注。 

来自丹佛大学的布兰登·布茨比

（Brandon Buzbee）引用美国大学与雇主

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Employers,简称 NACE）的一项统计数据称，

以就业服务办公室的形式所提供的帮助往

往没有被充分利用，只有 50%的学生从学

校的就业服务办公室获得帮助。因此，他

致力于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能够真正惠及学

生就业方面的服务项目，并且该项目还取

得了丰硕果实。该职业服务项目之所以能

够脱颖而出，部分原因在于它强调各部分

社会资源力量之间的互助协作。职业服务

机构与校友互动办公室（Office of Alumni 

Engagement）合作，将校友资源利用起来，

为当前学生开拓各种渠道的职业选择，并

为学生提供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交活动，

以增进毕业生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促进毕

业生对最新就业市场行情的了解。 

此外，学校成立教师咨询委员会，每

季度召开一次全体讨论大会，并在大会上

讨论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对学生未来

就业行之有效；学校还为教员举办早餐会，

提供一个教师和学生直接进行交流的平台，

让学生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尽早规划并做出

选择。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阿娜尔 

 

 

英国：教育部发布《加强学科

知识：课程目录》指南 

据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www.gov.uk）

2019 年 10 月 23 日报道，教育部发布了新

的《加强学科知识：课程目录》（Subject 

knowledge enhancement：course directory）

指南。该指南概述了加强学科知识（Subject 

knowledge enhancement，简称 SKE）课程

目录及相关信息。 

SKE 课程可由学校直属（School Direct）

合作伙伴、初级教师培训（Initial Teacher 

Training，简称 ITT）供应商和第三方提供。

课程主要涵盖以下科目：生物、化学、计

算机、设计与技术、英语、地理、语言、

数学、物理、宗教。 

指南从地区、课程提供者、授课方式、

课程持续时间、相应的联系方式等方面对

SKE 课程具体信息进行了概述。在地区方

面，既包括具体的地区，如，西米德兰兹

郡（West Midlands）、约克郡（Yorkshire）、

伦敦、英国西北部、东南部，也包括全国

范围。课程的提供者多为大学，如利物浦

希望大学（Liverpool Hope University）、曼

彻斯特城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布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Brighton），也包括 TES 机构（TES Institute）、

达尔文在线教育（Darwin Education Online）

等机构。SKE 课程包含三种授课方式，即

面对面授课、在线授课、面对面与在线授

课相结合。在课程持续时间上，短期课程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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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 8 至 12 周，中期课程持续 16 至 20

周，长期课程持续 24 至 28 周。 

 

来源：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石佩 

 

 

英国：教师学科专业培训课程

指南发布 

据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www.gov.uk）

2019 年 10 月 29 日报道，为了提高非专业

教师和归国教师的学科知识能力、增加相

应学科的授课时间，教育部提供教师学科

专 业 培 训 （ Teacher subject specialism 

training，简称 TSST）课程并发布了相关指

南。 

此次教师学科专业培训将在 2019 至

2020 学年开展，内容包括：中学数学、核

心数学、物理、现代外语。培训不收取任

何费用，但是只有尚未参加初步教师培训

的非专业教师才具备申请资格，具体包括，

第一，未来有可能将数学、物理、现代外

语作为主要或者次要教授课程的非专业教

师；第二，目前正在教授数学、物理或现

代外语课程的非专业教师；第三，希望重

返职业的教师。 

除了非专业教师和希望返校的教师外，

教师学科专业培训中的现代外语培训课程

还适用于以下教师，一是曾经是专业的现

代外语教师，目前并未从事现代外语教学，

并且需要通过进修培训从而重新回到现代

外语教学的教师；二是除了本身的语言专

业外，还有能力教授第二语言的专业现代

外语教师；三是居住在英国并有资格在英

国工作的海外培训教师；四是新认证教师

（Newly qualified teachers，简称 NQTs）。

另外，初步教师培训受训人员、高级助教、

一般助教和其他辅助人员均无资格接受此

次的教师学科专业培训。 

 

来源：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石佩 

 

 

俄罗斯：今年参加“5-100”计

划竞争评选的大学将增至 60 所 

据 俄 罗 斯 塔 斯 社 （ Information 

Telegraphic Agency of Russia-TASS）2019

年 10 月 27 日报道，俄罗斯科学与高等教

育 部 部 长 米 哈 伊 尔 · 科 秋 科 夫

（МихаилКотюков）在“关于提高重点大

学的竞争力”的理事会议之后，公布了今

年约有 60 所大学可以参加“5-100”项目

的竞争评选。 

科秋科夫说到：“本次会议做出了一个

基本决议，即从 2021 年开始扩大‘俄罗斯

大学提高全球竞争力计划’的规模。我们

将择优选取 30 所大学参加‘5-100’计划。

但在前期的遴选阶段，我们希望有大约 50

至 60 所大学参加评选，参选的大学必须代

表不同地区，这样才可以覆盖联邦各个区

域。”此外，还计划调整大学的遴选程序和

联邦预算的发放程序。俄罗斯总理德米特

里·梅德韦杰夫（ДмитрийМедведев）在

理会会议上宣布，今年最终入选该项目的

大学数量将从 21 所增加到 30 所。 

在 2012 年 5 月法令中，俄罗斯总统弗

拉基米尔·普京（ВладимирПутин）提出

了到 2020 年至少有 5 所俄罗斯大学进入

全球前 100 名的目标。“5-100”计划旨在

提高俄罗斯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的

竞争力。2013 年和 2015 年俄罗斯联邦政

府举办了大学遴选竞赛，最终有 21 所大学

获得了参加“5-100”计划的资格。 

 

来源：塔斯社 

编译者：郭广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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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北威州高校课程纲要

4.0”计划发布 

据德国《教育点阅报》（Bildungsklick）

官方网站 2019 年 10 月 23 日报道，北莱茵

-威斯特伐伦州文化和科学部与基金会协

会合作，发布了“北威州高校课程促进纲

要 4.0”（F?rderlinie Curriculum 4.0.nrw）计

划。该计划是《数字化攻势促进纲要》

（F?rderlinien Digitalisierungsoffensive）的

一个子部分，州政府提供的资金总额为

750 万欧元。 

该资助项目旨在进一步开发北莱茵-

威斯特伐利亚大学的课程，将会对教学内

容作出更改，对课程进一步开发或结构重

组，以满足数字化转型的资格要求。文化

和科学部长伊莎贝尔·普费弗·波恩森

（Isabel Pfeiffer-Poensgen）说：“我们的生

活和工作世界日益信息化，这也改变了对

毕业生的能力要求。通过这项支持计划，

我们希望加强学生在数字化方面的能力，

并支持大学制定相关课程。” 

此外，该项目还支持受资助的大学之

间的联网和信息交流。基金会协会负责组

织这次交流。基金会协会秘书长安德烈亚

斯·施卢特（Andreas Schlutter）说：“通过

课程 4.0.计划，我们希望为校际间的沟通

创造空间和机会，对话的目的是为课程设

计中出现的跨项目问题制定解决方案。”该

资助项目为期三年，面向所有公立的高校。

申请经费的高校须对本校课程做出设计和

改革，例如，他们可以描述数字化转型对

其毕业生能力要求的改变，以及新开发的

数字化课程模块可以改善学生哪些领域的

能力等。 

 

来源：教育点阅报 

编译者：陈囡 

 

 

 

 

 

日本：大学 AO 入学考试改

革，将由专职人员负责“培养

型招生” 

据日本《朝日新闻》（ The Asahi 

Shimbun）2019 年 10 月 27 日报道，近年

来，由专职人员负责组织的招生办公室

（Admission Office，简称 AO）入学考试

受到了广泛关注。AO 入学考试相较于普

通招生考试而言，学生退学率非常高。不

少大学尝试改革 AO 入学考试制度，引入

专业人员负责开展授课、面试、测试、适

应性检验等工作，建立起一套“培养型”

的招生渠道。 

福冈市九州产业大学去年开始实施了

AO 入学考试改革，由专业人员“招生审查

官”组织开展“培养型招生”。新型 AO 入

学考试一年实施两次。改革后，AO 考试学

生退学率下降到了 2.7%，这有赖于招生审

查官对学生本人特点的发掘。这些招生审

查官不仅有大学教师，也有大学一般职员，

都需要通过参加专门的培训，学习具体的

指导技能后才能担任这一工作。九州产业

大学的改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少大学

也前来学习考察。 

2018 年度大学招生考试期间，75.4%

的大学实施了 AO 入学考试制度。但 AO

入学考试导致学生不适应专业而退学，入

学者学习能力低下等问题也相当严重。文

部科学省在 2016 年“高中大学衔接系统改

革会议”当中提到了“由具有专业能力的

招生检察官对考生进行多方面综合性评价，

并构建招生检察官专业人才的职业认定、

培养、分配等体系。”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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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阪大学所有专业均引入推荐考

试和 AO 入学考试制度。2015 年大阪大学

接受文科省资助，对牛津大学、香港大学

等 26 所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进行了调查。

随后，开发了“大阪大学招生审查官项目”

（Handai Admission Officer Program），将

招生考试的相关知识和评价方法等内容课

程化，并对大阪大学及其他高校的教师进

行培训。大阪大学高等教育和招生考试研

究开发中心院长川嶋太津夫特任教授指出，

“AO 考试构建了多样性的学生群体，大

学需要保障这些需要通过分数以外的标准

来衡量的人才。正因为由人来评价人是非

常困难的工作，所以更需要具有专业性的

人员来开展这一工作。”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李宗宸 

 

 

韩国：国立大学因《讲师法》

一年解雇 1888 名临时讲师 

据韩国《韩国经济》（hankyung）2019

年 10 月 21 日报道，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

的正义党议员吕英国发表了除广播通信大

学以外全国 40 所国立大学教员的现状调

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自今年正式实施

《讲师法》（高等教育法修订案）后，全韩

国 40 所国立大学共聘用了 11721 名临时

讲师，比去年的 13609 名减少了 1888 名，

一年间国立大学的临时讲师聘用人数减少

了 13.9%。 

今年 8 月开始实施的《讲师法》中，

为了改善临时讲师的待遇，规定大学聘用

临时讲师必须保障三年以上的聘用时间，

并规定必须给临时讲师支付退休金和四大

保险金等。虽然《讲师法》实施的目的是

改善临时讲师的待遇，但另一方面，也会

增加韩国的大学聘用临时讲师的成本。韩

国的国立大学是用国家财政预算来运营的，

国立大学都减少了临时讲师的聘用名额，

增加聘用兼职教师和特邀教师，那么，没

有国家财政支持的私立大学此类情况只会

更严重，这与《讲师法》的宗旨是背道而

驰的。 

在韩国国立大学的临时讲师雇用名额

减少的同时，兼职教师和特邀教师的名额

反而增加。去年第二学期韩国国立大学的

兼职教师人数共计 1315 名，到了今年第二

学期，这一人数增到 1547 名，共增加了

232 名，增加比例为 17.6%。40 所韩国国

立大学的特邀教师人数在一年间也从

1236 名增加至 1380，共增加 144 名，增加

比例为 11.7%。在韩国，大学的兼职教师

和特邀教师的聘用时间均为 1 年，比讲师

的聘用时间短。另外，大学对于兼职教师

没有支付四大保险金的义务，因此大学聘

用兼职教师会减少成本。 

吕英国表示，韩国国立大学的财政是

相对稳定的，而且是直接和国家的政策挂

钩的，连这样的国立大学都出现了对临时

讲师大批裁员的情况，那私立大学可能在

更加肆无忌惮解雇大学临时讲师，韩国教

育部必须调查实际情况并制定相应对策。 

 

来源：韩国经济 

编译者：朴仙子 

 

 

 

 

非洲：大学致力于发展和保护

非洲的知识产权 

据《观察家》报（Observer）2019 年

10 月 31 日报道，据估计，由于缺乏知识

产权保护，非洲经济遭受的损失高达数十

亿美元。非洲大学（African University）的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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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穆纳什·古鲁萨（Munashe Furusa）

教授表示，由于未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也未能申请创新专利，非洲的企业和行业

正在失去价值。改变保护知识产权的文化

是非洲大学设立 i5 创新中心（i5 Innovation 

Hub）的目标之一。 

穆纳什教授解释道：“i5 创新中心旨在

促进研究、鼓励创新、寻求技术解决方案

和企业发展。‘i5 创新中心’名字来源于创

意、创新、孵化、知识产权、产业发展五

个词。通过这个中心，非洲大学帮助全国

和非洲大陆的公司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和

获得专利。非洲大学是知识产权研究的卓

越中心。我们帮助各种组织，并与非洲区

域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 African Reg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和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密切合作，提高人们对知识

产权的认识。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产业

可以产生创新，但如果他们不能保护创新

成果并为其申请专利，就会失去价值。”穆

纳什教授认为，这个创新中心是朝着更广

泛的教育和商业领域变革迈出的一步，而

这些变革是激发年轻人创新天赋所必需的。

非洲大学的研究和创新超越了商业项目。

从疟疾到虐待儿童，再到席卷北非和欧洲

部分地区的移民危机，这所大学正致力于

应对非洲大陆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 

解决非洲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需要广

泛的合作。在所有的研究和创新领域，非

洲大学都在积极寻求与政府和私营部门的

合作。穆纳什教授强调，“必须认识到大学、

工业和政府之间的三重螺旋关系对任何国

家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伙伴关系

要求政府像工业和大学一样思考，工业像

政府和大学一样思考，大学像政府和工业

一样思考。这样当我们开始建立伙伴关系

时，才能更好地了解这种伙伴关系存在的

潜在机会。” 

 

来源：观察家报 

编译者：张秋旭 

 

 

 

 

国际教育组织：最新报告发现

太平洋地区的公共教育系统受

到商业活动的困扰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19 年 10 月 18 日

报道，在太平洋教育理事会的会议上发布

了一份国际教育研究报告《太平洋教育中

的商业活动》，该报告审查了该地区教育私

有化和商业化的程度。 

太平洋教育理事会（Council of Pacific 

Education，简称 COPE）秘书长戈文德·辛

格（Govind Singh）在斐济举行的太平洋教

育理事会会议上强调，“这项研究指出了困

扰太平洋教育系统的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

包括教师招聘、教师士气、可持续性和融

资等。提出的问题非常严峻，今天，与会

者将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并制定策略以捍

卫公众教育免遭进一步的攻击。”国际教育

组织秘书长大卫·爱德华兹（ David 

Edwards）对该研究表示欢迎，并强调说：

“这项研究既重要又令人关注，因为它表

明了促进公共教育商业化的教育政策的不

断扩大。国际教育组织承诺支持所有

COPE 工会倡导高质量的就业条件，因为

只有通过提高职业的吸引力，才能实现对

所有人的优质公共教育。” 

该报告除了阐明由公司逻辑驱动的教

学政策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

问题与国际组织和捐助方在 COPE 教育系

统中的影响程度有关。国际教育组织的应

对教育私有化和商业化的全球回应主任安

杰洛·加夫里亚托斯（Angelo Gavrielatos）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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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份范围界定报告可能仅仅揭示了冰

山一角。为了更好地了解太平洋地区教育

的商业化趋势，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更详细地探讨外部组织、捐助国和慈善家

的影响范围和性质。”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郑越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超过一半

的南亚青年到 2030 年无法获得

就业所需的教育和技能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官方

网站 2019 年 10 月 30 日报道，由全球商业

教育联盟、教育委员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提供的数据可知，南亚有 18 亿人口，其

中近一半在 24 岁以下，以印度、巴基斯坦

和孟加拉国为首。到 2040 年，南亚将拥有

世界上最大的青年劳动力队伍，每年有近

10 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在技能

开发方面进行强有力的投资，该地区将在

未来几十年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但预计

在 2030 年，约 54%的南亚青年在未获得

体面工作所需的技能的情况下辍学。 

根据 2018 年儿童基金会与教育委员

会就所有南亚国家在 2030 年预计的学习

成果所作的估计数据，南亚在培养下一代

年轻人具备 21 世纪工作所需技能方面远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

行主任亨丽埃塔·福尔（Henrietta Fore）表

示：“每年都有近 10 万名南亚年轻人进入

劳动力市场，其中近一半人找不到工作。

南亚正处于关键时刻，在有限的时间内可

以从青年身上获得巨大的人口红利。如果

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数百万人就可以摆脱

贫困，否则，经济就会停滞不前，更多的

人才将流失到其他地区。”然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最近对南亚的 3.2 万名年轻人进

行的一项“青年之声”调查显示，这些 24

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他们如何为现代经济做

好准备感到担忧。根据这项调查，南亚的

许多年轻人认为他们的教育体系已经过时，

没有为他们的就业做好准备。 

全球商业教育联盟执行主任贾斯

汀·范·弗莱特（Justin Van Fleet）认为，

“要解决南亚的青年技能差距，让下一代

成功进入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需要政府

投资、商界的承诺、民间社会的贡献以及

年轻人的共同努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全球商业教育联盟于 10 月 29 日至 31 日

在孟买召开了一次大型论坛，召集来自政

府、商界等的领导人，共同解决教育和技

能危机，并商讨解决方案。福尔认为，“就

业市场正在迅速变化。如果政府投资于更

好的现代教育，企业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

进入就业市场的机会，南亚就可以为世界

树立榜样。但只有我们共同行动起来，才

能做到这一点。” 

 

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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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对航空事业的发展

至关重要 

Universities' Crucial Role in Our 

Spacefaring Future 

  

现代社会，人类对电网和卫星通信等

技术系统的依赖使我们的生活更容易受到

太阳风暴的影响。而诸如海洋酸化和森林

滥伐严重等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气候问题，

也使人们开始思考地球如何能够继续容纳

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太

空科技方面采取重大措施的部分原因。太

空科技可以帮助我们预测、适应、减轻甚

至避免以上灾害的影响。 

在技术层面上，人类的航空探索已经

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例如，美国航空航天

局（NASA）与私营企业以及大学合作开展

阿尔忒弥斯计划（Artemis Program），预计

在 2024 年实现载人登月并在月球表面建

立一个长期生存基地，在 2030 年使美国人

登上火星；中国的“嫦娥”计划（Chang'e 

Program）刚刚将一辆月球车送到月球的背

面，并且计划在那里建造月球研究站。 

在世界上最大的地球和太空科学会议

——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的秋季会议到来

之际，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图雅·普尔基宁(Tuija Pulkkinen)和安东

尼·瓦斯(Anthony Waas)教授认为，在未来

一百年中，仅靠技术不足以带领整个航空

航天领域的进步，大学将在未来的太空探

索中发挥领导性的作用。因此，他们牵头

创立了密歇根大学太空研究所（University 

of Michigan Space Institute），并希望在以下

领域取得新的突破：月球区域划分、太空

垃圾处理、宇航员身心健康、开展跨学科

合作。 

在月球区域划分问题上，作者认为，

虽然 1967 年出台的《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禁止任何国家对天体宣示主

权，但它并没有预见到太空探索的私有化，

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关于

国家和公司如何在地球以外的地方进行活

动的新思考。因此，工程、政策和法律等

方面的研究人员需要共同努力，建立可持

续的月球区域划分计划。 

在太空垃圾处理问题上，作者指出，

人造卫星的爆炸和碰撞留下了超过 23,000

块较大的碎片，以及 1 亿多块较小的碎片，

这些碎片以每小时 1.5万英里的速度飞行，

对国际太空站以及未来穿越轨道的载人和

无人航天器构成威胁。如今，机构间空间

碎片协调委员会（ Inter-Agency Space 

Debris Coordination Committee）正努力限

制太空碎片的积累，但与此同时，也需要

工程师和太空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才能解

决这个问题。 

关于宇航员的健康问题，作者指出，

虽然我们对长期失重以及长期的太空生活

如何影响人类的身心有部分了解，但在如

何在地球之外保持安全、健康的问题上，

我们仍然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我

们需要运动机能学家、生物医学工程师以

及其他健康和太空环境专家来开发更好、

更有效的运动设备和运动方案，需要微生

物学家、胃肠病学家和环境工程师来确保

人类微生物群落在地球以外的环境中继续

繁殖，也需要更多了解辐射、免疫功能、

营养和药物稳定性的专家来应对各项挑战。 

在开展跨学科合作的问题上，作者认

为必须激励各个学科积极合作，通过航空

航天与各相关专业的交叉，创造新的就业

机会，将非航天专业的学生引进这个领域

并由此实现航天工业的创新。 

 

延伸阅读：图雅·普尔基宁(Tuija Pulkkinen)



 

 

World Education News Nov.2019 No.94 

8 

世界教育动态  2019年 11月 第 22期 专家声音 

是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工学院气候、

空间科学与工程系（Department of Climate and 

Spac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的教授。安东

尼·瓦斯(Anthony Waas)是密歇根大学航空航天工

程系（Aerospace Engineering）教授。 

 

Tuija Pulkkinen，Anthony Waas. Universities' 

Crucial Role in Our Spacefaring Futuret. [EB/OL]. 

[2019-12-04].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19/12/04/u

niversities-must-break-interdisciplinary-boundaries-

help-advance-space-based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19/12/04/universities-must-break-interdisciplinary-boundaries-help-advance-space-based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19/12/04/universities-must-break-interdisciplinary-boundaries-help-advance-space-based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19/12/04/universities-must-break-interdisciplinary-boundaries-help-advance-space-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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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师教育项目的入学人数和完成率大幅下降 

Enrollment in Teacher-Preparation Programs Is Declining Fast. Here’s What the 

Data Show 

美国近两年频繁发生的教师罢工与游行示威活动将教师专业（teaching profession）问题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对这一话题日益关注的背景下，左倾智

囊团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CAP）开展了对全美范围内教师教育项目

的调查研究，并于近日发布名为《教师培养项目人数下降的原因及对策》（What To Make of 

Declining Enrollment in Teacher Preparation Programs）的调查结果。报告指出，从 2010 年至

2018 年间，全美的教师教育项目注册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项目完成率下降了 28%（如图

1 所示）。 

 

 

 

 

 

 

 

 

 

 

 

 

 

 

 

 

 

图 1 2010 至 2018 年间全美教师教育项目的注册人数和完成率变化趋势 

首先从教师教育项目的注册人数来看，不仅全美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大幅下降，几乎各

个州也都在经历同样的困境。在此期间，9 个州的教师教育项目注册人数甚至缩减了 50%以

上，俄克拉荷马州最为严重，注册人数下降了 80%。 

其次从教师教育项目的完成率来看，在此期间，全美教师教育项目中的小学教育项目的

完成率下降了 29%，STEM 教育项目的完成率下降了 22%，而特殊教育项目的完成率则下降

了 14%。 

美国教师教育项目这一发展困境的根源何在？抛开教师群体们对自己的工资待遇、工作

条件等的抱怨，该项调查的作者、美国进步中心 K-12 战略举措的主任丽赛特·帕特洛（Lisette 

Partelow）指出，“教师教育项目的招生与毕业并不是在真空背景下运作的，这同我们国家经

济放缓的发展境况有很大关联。如果经济发展持续低迷，那么我们教师教育项目招生和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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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会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 

 

延伸阅读：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亦称美国进步研究中心，成立于 1989 年，

是美国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政策机构。美国进步中心研究领域广泛，包括能源、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移

民、教育和医疗等，是现今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比较突出的智囊团之一。 

 

Madeline Will. Enrollment in Teacher-Preparation Programs Is Declining Fast. Here’s What the Data Show 

[EB/OL]. [2019-12-03]. 

http://blogs.edweek.org/teachers/teaching_now/2019/12/enrollment_teacher_preparation_declining_fast.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调查发现七分之一的学生认真考虑过自杀 

1 in 7 Students Report Having Seriously Considered Suicide, Survey Finds 

继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揭露自杀已经

成为全美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致因之后，一项名为《情绪与心理健康对学生的成就至关重要，

但许多学生正在挣扎中》(Emotional and mental health is essential for student achievement, but 

many students are struggling)的调查指出，全美年龄在 10 至 18 岁的学生群体中有七分之一的

学生表示，他们在参与该调查前的 12 个月里曾认真考虑过尝试自杀。 

随着美国青少年学生情绪健康与心理健康（emotional and mental health）问题的日益严

峻，一个重视学生问题的非营利组织“青少年真相”（Youth Truth）想要了解，当今美国学生

是如何感知他们的情绪健康与心理健康的？他们对自己在学校中可获得的相应帮助资源的

感知又是如何？为此，在 18 个州公立学校配合与帮助下，该组织在 2012 至 2019 年间对 7

万余名 5-12 年级的学生进行了匿名网络调查。 

调查数据表明，受调查学生中有七分之一的学生认真考虑过尝试自杀，而在那些接受特

殊教育的学生群体中，这一数据甚至更高，为 22%。除此之外，女生群体中认真考虑过自杀

的学生比例高于男生群体，分别为 17%和 11%；而且女生报告自己经历过长时间的悲伤或绝

望的可能性也是男生的两倍。 

 

 

 

 

 

 

 

 

 

 

图 1 全美学生自杀倾向调查的性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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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学生对在学校中可获得的相应帮助资源的感知”的问题，这些接收调查学生对

自己在学校中可以获得的情绪和心理健康支持的可能性的感知也不尽相同。相比接受普通教

育的学生（45%）和非家庭贫困学生（42%），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学生（53%）以及低收入

家庭的学生（48%）更有可能表示在遇到情绪和心理健康问题时，他们在学校中有一个成年

人可以与之交谈。 

最后，该调查指出，尽管学校能够为学生提供情绪健康和心理健康帮助的资源有限，但

它们仍然是为学生提供相应帮助的重要途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校长、教师和学校工

作人员需要承担起识别情绪和心理健康危机的学生并积极帮助他们联络到相应帮助资源的

重任。 

 

Arianna Prothero. 1 in 7 Students Report Having Seriously Considered Suicide, Survey Finds [EB/OL]. 

[2019-12-16].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rulesforengagement/2019/12/students_report_having_seriously_considered_suici

de_survey_find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调查显示高中生电子烟上瘾者的比例创历史新高 

Number of High School Seniors 'Hooked' on Vaping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Last Year  

由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开展，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提供资金支持的《监测未来》(Monitoring the Future)调查研究是一项对美国人

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的持续研究。近年来，该调查涉及了青少年阿片类

药物滥用以及吸电子烟等新习惯的情况。今年，调查以全国 396 所公立和私立学校的 4 万多

名 8 年级、10 年级和 12 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取匿名回答的方式以保证调查的客观性。 

调查显示，14%的 12 年级学生承认他们在过去一个月至少一次使用电子烟吸食大麻，

这一数据几乎是前一年（7.5%）的两倍，而一个月内至少一次使用电子烟吸食尼古丁的学生

比例更是从 2017 年的 11%增加至 2018 年的 21%。截至今年，接近一半的 12 年级学生表示，

他们至少尝试过一次吸电子烟；3.5%的 12 年级学生和 3%的 10 年级学生表示自己每天都使

用电子烟吸食大麻（见表 1）。 

Grade Rate 

8th grade 0.8% 

10th grade 3.0% 

12th grade 3.5% 

表 1 不同年级每天都吸食大麻的人数比例 

尽管青少年购买电子烟产品是非法的，且在此之前美国的青少年群体曾一度不再吸烟，

但是青少年对电子烟的迅速接受已经改变了美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重新唤起了在他们这个

年龄组中几乎消失的对尼古丁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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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还表明，青少年几乎没有意识到对吸食电子烟所带来的肺部损伤。美国国家药物滥

用研究所主任诺拉·D·沃尔考（Nora D. Volkow）博士公开表达了对于青少年吸食尼古丁的

担忧：“这些产品使大量青少年发育中的大脑受到尼古丁的影响，年轻人可能面临的健康风

险以及相应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基于这一问题，特朗普（Trump）总统曾表示，他正在考虑对更有可能吸引青少年的电

子烟配料进行一些限制，如果不在青少年群体中封禁电子烟，父母将会有更多的担忧与抱怨，

如果封禁电子烟，相关销售者将会面临收入下滑，白宫方面正在努力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 

 

延伸阅读：监测未来（Monitoring the Future）是一项对美国人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行为、态度和价值

观的持续研究，每年有大约 50000 名 8 年级、10 年级和 12 年级学生参与调查。该研究在密歇根大学社会

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进行，由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提供资助。 

 

Melissa Healy. Number of High School Seniors 'Hooked' on Vaping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Last Year. 

[EB/OL]. [2019-12-18].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12/18/number-of-high-school-seniors-hooked-

on.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王晨雨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users/madeline-st-am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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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卓越研究计划引争议 

Polish Plan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波兰近日实施了一项名为“卓越计划

—研究型大学”（the Excellence Initiative -- 

Research University plan）的高等教育项目。

该项目将特设一个国际专家组，评选出 10

所大学，并在 2020—2026 年为这些大学发

放一笔数目可观的资助，旨在建立具有与

欧洲最佳研究水平相当的“精英”机构。

目前，波兰包括华沙大学（University of 

Warsaw）、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和雅盖隆大学

（Jagiellonian University）在内的 10 个机

构的资金将在 2020 年至 2026 年期间增长

10％。“总体来说，波兰仍然远远落后于科

学的前沿”，科学与高等教育部（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Higher Education）

部长雅罗斯瓦夫•高文（Jaroslaw Gowin）指

出，“新资金投入的目的是为缩短波兰大学

与欧洲最好大学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奥尔胡斯大学前校长，国际专家小组

主席劳里茨•霍尔姆•尼尔森（Lauritz Holm-

Nielsen）从 20 名候选人中选出了目前入选

的 10 所大学，在选择最终的 10 所大学时

不考虑任何“政治”因素（包括在全国范

围内的区域分布）。他解释道，最终入选的

10 所大学是对未来发展最有帮助的大学，

例如能够吸引更多外国工作人员和学生的

大学。他认为波兰需要创建能够吸引海外

学者的大学，并吸引波兰研究人员回国。

因此，这种机动性对于经济活力至关重要。

目前许多波兰学者“甚至没有从一个城市

搬到另一座城市”，“整个系统是相对固定

的，流动性差”。 

世界银行前高等教育专家霍尔姆•尼

尔森（Holm-Nielsen）指出，反对精英大学

“将是一个大错误”，大学之间的差异化至

关重要，“波兰不应该有 400 所哈佛大学”。

波兰推动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与

德国的卓越战略相呼应，该政策自 2005 年

以来就将资金转移到了少数几个大学中。 

批评家们担心的是该政策将加剧该国

大学之间的不平等，这 10 所大学大多都在

大城市。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会扩

大波兰社会内部的差异。罗兹大学人文科

学教授雅罗斯瓦夫·普卢西安尼克

（Jaroslaw Pluciennik）认为，这项政策将

扩大波兰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可能像

法国和美国一样，少数大学教育着大部分

精英，从而引起社会分化和政治愤怒，并

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能否接受高质量

的教育提出了质疑。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强调，这笔额外的

资金是新的，因此不会造成其他大学资金

的削减。未能进入前十名的 10 所入围大学

也将获得 2％的预算增长。这 10 所大学不

是固定不变的，在第一个六年资助期结束

时，将有两所大学被优秀的候选者替代。 

 

David Matthews. Polish Plan for Research 

Excellence[EB/OL]. [2019-12-05].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2/05/po

land-plans-give-extra-funds-top-research-

universitie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为学生设置课堂匿名反馈通道 

Behind the Back Channel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大气科学教授佩里·萨姆森（Perry Samson）

注意到，在他的大型入门课中，学生似乎

从未有任何疑问。“当我问‘有问题吗’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2/05/poland-plans-give-extra-funds-top-research-universities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2/05/poland-plans-give-extra-funds-top-research-universities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12/05/poland-plans-give-extra-funds-top-research-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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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没有人提问，我只好继续讲下去。”  

但萨姆森觉得，总会有一些学生可能

会对某个问题感到困惑。因此他决定做一

个实验，使用 Echo360 的视频和学习平台，

建立了一个匿名的“反馈渠道”，供学生

在气象课上提问。学生可以带上笔记本电

脑或智能手机参加讲座，也可以远程观看

直播。在课程网站上，学生可以提交问题

让助教回答。每个学生都可以在课程期间

阅读所提交的问题和答案，但只有萨姆森

和助教才能看到提交问题者和回答者的姓

名。 

萨姆森发现，建立匿名反馈渠道后，

学生提出的问题总数从每学期约 50 个增

加到每学期约 300 至 500 个。他表示：“显

然，学生们开始问他们本来不会问的问

题”，“这是他们与资料互动的另一种方

式”。 

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西蒙倡议（Simon Initiative）的

执行主任诺曼·比尔（Norman Bier）指出，

匿名反馈通道对这些学生的影响不足为奇，

因为学生通常会害怕在课堂上做一些他们

认为会使别人对自己形成刻板印象的事情，

参加 STEM 课程的女性被刻板地认为自己

在该学科中的表现不佳，可能会害怕提出

问题而“强化”他人的这种看法，而给学

生一种提问而又不失身份的方式可以消除

此方面的顾虑。  

该实验虽未调查反馈渠道是否从整体

上改善了学生的成绩，但比尔表示，让学

生提出问题通常可以改善其学习。“大量

研究表明，主动学习确实很重要，在我们

直接与学生互动的地方创造这种主动学习

的机会，会为更有效和更全面的学习创造

条件”，他还表示，“提出问题和参加课

堂活动可能是真正推动积极学习的一种形

式”。萨姆森认为，匿名反馈渠道应该成

为各学科入门课程的标准形式。比尔指出，

许多讲师正在使用更多低技术手段，例如

答题器或 Google 表单，以实现相似的目标。

总的来说，匿名可以为学生提供积极的帮

助，“更广泛地利用匿名反馈技术很重

要”。 

富乐顿学院（Fullerton College）运动

机能学讲师米歇尔·巴尔（Michele Barr）

几年前使用答题器进行实验，比较了学生

在课堂上的认知参与度以及在课程结束时

他们表现出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实验要求

学生用答题器匿名回答问题，而不是口头

回答问题。结果显示，使用答题器后，答

题者对问题的回答率以及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都得到了改善。学生还报告说与口头回

答问题相比，他们更喜欢使用答题器。巴

尔表示：“学生对尴尬和错误充满了巨大

的恐惧和焦虑。他们使用了诸如‘被审判’、

‘被嘲笑’、‘被羞辱’、‘羞耻’之类的词

来形容口头回答问题出现错误后的不良感

受”，“匿名性可能有助于减轻这种恐惧，

也使学生有更多时间思考问题”。 

 

Lilah Burke. Behind the Back Channel [EB/OL]. 

[2019-12-05].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digital-

learning/article/2019/12/06/students-may-benefit-

anonymous-back-channel-communication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安娜 

 

 

“公民学习生态系统”：美国

慈善机构公民教育投资的新方

向 

Philanthropies Want to Fund Civics 

Education. But How? 

近年来，美国一些主要的教育慈善机

构逐渐意识到 K-12 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并

且有兴趣为其提供资金。但是，对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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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项目以及这些项目将产生什么作用一

直是慈善机构在公民教育投资上比较关心

的问题。为此，2018 年末，由休利特基金

会（Hewlett Foundation）牵头的教育慈善

机构开展了一项研究全美公民教育现状的

项目，旨在为公民教育领域进行有效投资

提供参考。 

历经一年的调研访谈与会议，该项目

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发布了名为《从公民

教育到公民学习生态系统：蓝图分析与合

作实践》（From civic education to a civic 

learning ecosystem: a landscape analysis and 

case for collaboration）的研究报告。 

该报告不仅总结了当前美国公民教育

的发展现实，而且指出并号召教育慈善机

构未来在该领域的投资重心需要转向到

“公民学习生态系统”的构建上。“公民学

习”（civic learning）这一新概念是对“公

民教育”（civic education）的重新定义，拓

展了以往“公民教育”实践中的学习内容、

学习时间与地点、学习者与教学者和学习

效果测量，目标是健构一个健康、和谐的

公民学习生态系统。具体而言，“公民学习”

概念将学习内容从公民知识拓展为公民知

识、公民技能、公民气质和公民能力；将

学习时间与地点从传统教室延伸到随时随

地；将学习者与教学者从高中生与高中公

民教师推广到 5-22 岁学生群体（核心学习

者，建议终身学习），由学校、家庭和社区

共担此责；将学习效果测量由单一问责考

试突破到多元、可自定义的测量标准与工

具。 

为确保将公民教育投资真正落实到

“公民学习生态系统”的构建上，休利特

基金会等教育慈善机构创建了一个开放源

代码的数据库——“公民学习维基”（Civic 

Learning Wiki），以便更多志同道合的慈善

机构加入、分享与合作，共同推动美国公

民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延伸阅读：“公民学习维基”（Civic Learning 

Wiki）是一个实时的知识库，列出了在公民教育

领域工作的组织，链接到有关公民教育的研究文

章和研究，以及管理该州公民教育的法律或法规，

为公民学习领域的研究、政策、从业人员等提供

信息。 

 

Stephen Sawchuk. Philanthropies Want to Fund 

Civics Education. But How? [EB/OL]. [2019-12-

04].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campaign-k-

12/2019/12/education_philanthropists_civics_ed.ht

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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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19-22】2020 年第四

届国际教育和多媒体技术会议 

2020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ICEMT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7 月 19-22 日 

会议地点：京都，日本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相关教育研究

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 

会议内容： 

国际教育和多媒体技术会议每年举办

一次，各国学者就教育和多媒体技术的各

个方面交流和分享经验、新思想和研究成

果，讨论遇到的实际挑战和采用的解决方

案。2020 年第四届国际教育和多媒体技术

会议（2020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将于 2020 年 7 月 19 日至 22 日在日本京

都举办，展示理论、实验、应用教育和多

媒体技术领域新进展和研究成果。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电

子教育的实践与案例（practices and cases in 

e-education）、电子教育的系统与技术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in e-education）、

电子教育的应用与整合（applica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e-education）、数字学习的评

价 与 内 容 （ e-learning evaluation and 

content ）、 校 园 信 息 系 统 （ campus 

information systems）、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计算机辅助评估（computer aided 

assessments ）、电子学习中的多媒体

（multimedia in e-learning）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国相关领

域的主要研究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参加

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被接收的优秀论文

将在会议论文集上发表，由 EI Compendex

和 Scopus 等数据库收录。 

会议论文投稿截止日期为2020年3月

2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emt.org/ [2019-12-22]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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