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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赫金杰报告发布 2019 年

十大教育研究成果 

据 美 国 教 育 咨 询 网

（www.hechingerreport.org）2019 年 12 月

30 日报道，由吉尔·巴尔谢（Jill Barshay）

撰写的赫金杰报告发表年终文章，重点介

绍了 2019 年最受欢迎的 10 个教育研究成

果。赫金杰报告是一家专注于教育不平等

和创新的非盈利独立新闻机构，每年会发

布类似的专栏。这些成果的受欢迎程度主

要是根据读者在其网站上浏览的次数来排

列的，下面简要介绍这些研究中的部分重

点成果。 

（一）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研究。弗吉

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心理学教

授丹尼尔·威灵厄姆（Daniel Willingham）

认为，教育的一大趋势，即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并没有在学校里得到恰当的培养。（二）

天才班未必能帮助有才华的学生更快地进

步。天才教育正受到新的关注，因为它是

美国学校系统按种族划分孩子的重要方式

之一。此项研究发现，天才班的学生所学

的课程与普通班的学生相同。（三）教育研

究中存在普遍的偏见。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学者对 30

年的教育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当教育干

预的制定者进行自己的研究或付钱给某人

进行研究时，与独立进行研究相比，结果

通常为学生带来更大的益处。（四）研究表

明，在学校使用平板电脑的四年级学生的

考试成绩较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学

校的技术并没有像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一

定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五）对美国每所

学校成就差距的分析表明，贫困率是最大

的障碍。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肖恩·里

尔登（Sean Reardon）计算了美国几乎每所

学校的成就差距和种族隔离情况，他发现

贫困率是造成学业成绩差距的最大因素。

（六）共同州立核心标准（Common Core）

推出五年后，纽约高中学生的学业失败率

急剧上升。 

 

来源：美国教育咨询网 

编译者：薛远康 

 

 

美国：高等教育物价指数发布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ucation）2020 年 1 月 2 日报道，高等教

育物价指数（Higher Education Price Index）

显示，在截至 2019 年 6 月的上一财年，美

国高校的开销增加了 2.5%。 

投资管理公司凯门资本（Common 

fund）旗下的机构近日发布了最新的高等

教育价格指数数据。与消费者价格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等其他经济领域

常用的指数相比，高等教育价格指数旨在

以更准确的方法衡量高校感受到的成本变

化。自 1961 年起，该指数就主要用于增加

高校预算，以保持其购买力。 

据悉，高等教育价格指数由八个加权

分量组成。其中教师工资的权重最大，占

35%，其次是办公成本（18%）、附加福利

（13%）和行政工资（11%）。2019 年，这

四个占比较大的组成部分中，教师工资上

涨了 2%，办公成本上升了 3.5%。福利增

长 2.4%，行政人员工资增长 2.4%。在四个

较低权重的组成部分中，服务员工成本在

2019 年增加了 4%，公用事业上升了 0.9%，

供应和材料上升了 4.1%，杂项服务上升了

2.4%。八个加权分量中，有五个高于五年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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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徐婷 

 

 

英国：贷款系统改革将惠及亿

万毕业生 

据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www.gov.uk）

2019 年 12 月 30 日报道，作为贷款系统重

大改革的一部分，数百万毕业生将能够将

纸质账单存入银行，并在网上访问学生贷

款账户。一项新的在线还款服务将于 2020

年上线，毕业生将可以查看和管理更多关

于其学生贷款余额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

是改进学生贷款公司（ Student Loans 

Company，简称 SLC）偿还制度的一部分，

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年度纸质账单。 

为了完全阻止学生过度偿还贷款，英

国大学机构还呼吁毕业生在贷款到期时转

为直接借记，而不是继续从工资中自动扣

除。今年早些时候，政府出台了立法，要

求 SLC 和税务及海关总署之间更频繁地

共享数据，以便学生能看到更多最新的贷

款余额。大学部长克里斯·斯基德莫尔

（Chris Skidmore）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

人享受到高等教育带来的好处，政府应帮

助毕业生更便捷地获取偿还学生贷款的信

息。政府正在对学生贷款制度进行投资，

使之尽可能变得更加简单和方便。 

从 2020 年 4 月起，毕业生只要挣到

26，575 英镑，就需要开始还贷——这是连

续第三年提高还贷门槛。政府已经采取行

动帮助毕业生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把更

多的钱放在自己口袋里。根据目前的助学

贷款计划，借款人只有在达到工资门槛后，

才会根据自己的收入缴纳一笔可负担的金

额，这些占政府补贴高等教育总费用的一

半左右。 

 

来源：英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雅晴 

 

 

德国：《认证法》将吸引更多

海外技术工人 

据德国教育试点网（bildungsklick.de）

2020 年 1 月 2 日报道，联邦教育与研究部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进入职业教育学

历资格认证咨询项目（Pro Recognition）的

新阶段，该项目由德国工商联合会

（ Deutscher 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tag，简称 DIHK）与 10 个

国外商会共同实施，旨在吸引更多熟练工

人。联邦教育部长安雅·卡里采克（Anja 

Karliczek）表示，2020 年初政府正在做出

加强招募技术工人的努力：在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巴西和哥伦比亚将建立三个

新的咨询中心来认证专业资格。此外，还

将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印度、伊朗、意

大利继续提供咨询服务。 

自 2012 年《认证法》生效以来，已收

到了 280000 份认证评估申请，其中 140700

份是受联邦法律监管的专业。其中，来自

国外的申请数量正在稳步增长。2012 年，

从国外收到了 531 份受联邦法律监管的工

作申请，占总体的 4.8％；2018 年共收到

了 5958 份申请，占所有申请的五分之一。 

DIHK 会长埃里克·史威哲（Eric 

Schweitzer）博士表示，随着咨询项目的扩

展，协会将为实现在 12 月举行的技术工人

峰会上达成一致的招募技术工人目标而共

同努力。技术工人的短缺是公司面临的主

要挑战，因此，对来自第三国的技术工人

进行专业认证作用重大。 

 

来源：德国教育试点网 

编译者：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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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教育与科研合作 

据德国教育视点网（bildungsklick.de）

2019 年 12 月 23 日报道，教育、研究和科

学应该为德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和

社会凝聚力做出重要贡献。这是联邦政府

于 2017 年 2 月进一步制定的教育、科学和

研究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该战略旨在更有效地将国际合作中的

许多活动和倡议连接在一起，并为这些活

动提供一个共同的方向。联邦政府通过研

究政策的协议来对此进行支持，比如，通

过最近的在国际网络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新

卓越战略（Exzellenzstrategie），还有 2025

研究和创新政策的高科技战略（ die 

forschungs-und innovationspolitische 

Hightech-Strategie 2025）和人工智能战略

（die Strategie zu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简称 KI），以及获得外国文化和教育政策

的帮助等。 

根据联邦政府的观点，创新合作将对

国际合作进行更加频繁的补充。德国公司

日益融入全球价值链，这导致行业和合作

伙伴国家对双边创新合作的兴趣与日俱增。

例如，与亚洲和南美合作伙伴和德国科技

创新公司合作开展的各种“2+2”项目也说

明了这一趋势。对联邦政府而言，促进知

识转让和创新以及提高人才素质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年轻人口众多的非洲，为大量人

口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因此，促进职业培

训是当务之急。 

 

来源：教育视点网站 

编译者：付惠 

 

 

 

 

新加坡：推广科目编班制，促

进教育公平 

据《海峡时报》2020 年 1 月 1 日报道，

新加坡政府将在 2020 年进一步推广科目

编班制的试点实施范围，以逐渐取代原有

的“源流制”，促进教育公平。据悉，新一

年将有 28 所中学全面试行科目编班制。在

科目编班制安排下，中学一年级将不再仅

以原有的快捷、普通学术或普通工艺源流

进行区分，同一班级内将有不同源流的学

生。同时，试点学校也将让中学二年级学

生修读更高水平的人文科目课程。 

科目编班制是新加坡教育改革的重要

内容之一。教育部于 2019 年宣布各中学将

在 2024 年全面推行科目编班，让学生根据

自己的特长修读适合自己水平的科目，以

提供更为“量身定做”的学习，撕掉不同

源流的标签。为了落实并过渡到科目编班

制的新制度，教育部选定了 28 所中学作为

试点，从 2020 年起全面推行科目编班制。

班级将不以单一源流区分，同一班里会有

来自快捷、普通学术及普通工艺源流的同

学。从 2022 年至 2024 年，试点学校以外

的中学也会陆续推行全面的科目编班制。 

平仪中学作为试点学校之一，明年将

率先全面实行科目编班制。该校的新生在

新学年可以修读快捷源流的数学及历史或

地理中一门人文学科。有受访学生表示，

因害怕到中学修读自己较弱的科目，而不

愿意进入快捷源流班，但进入普通学术源

流就读，却又似乎无法完全发挥自己在一

些科目的天赋。因此，选择一些特长科目

的快捷源流班级学习更符合个人的学习习

惯和步调。平仪中学英文与英文文学部主

任莎希达指出，学校已为新学年的不同分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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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做好准备，教师们通过教育部举办的学

习坊、学习共同体、教师合作等方式，借

鉴最佳实践方案，以便在学生背景和需求

更多元化的课堂中，进行有效教学。 

 

来源：海峡时报 

编译者：梁德麟 

 

 

韩国：教育部推进专科大学设

硕士学位计划 

据韩国《东亚日报》（donga）2019 年

12 月 22 日报道，韩国教育部于 22 日公布

了旨在培养高熟练专业技术人才的“大专

院校创新方案”，方案中表示将推进特性化

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毕业生也可以在专科大

学获得硕士学位的计划，并创立新型职业

大学。根据韩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第

二十九条，硕士课程只能设置在普通大学

和产业大学。韩国教育部计划修改《高等

教育法》，使专科大学也包括在该条款中。

若计划成功实施，将会成为韩国专科大学

设置硕士课程的先例。 

根据韩国教育部 22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作为新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的新型职

业大学将重点培养一批在特色产业、零部

件装备产业、未来新兴产业等新型产业领

域兼具理论和实践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

新型职业大学的新生最长需要学习 6 年才

能获得硕士学位。新型职业大学的课程阶

段分为两年的专业学士课程、两年的普通

学士课程以及两年的专业技术硕士课程阶

段。完成专业学士课程后需要进入产业公

司工作一段时间，再获得普通学士课程入

学资格。取得普通学士学位后，还需要再

到指定的产业企业积累相应的工作经历，

即可继续接受专业技术硕士课程。已经在

专科大学完成专业学士学位课程获得普通

学士学位、或在普通大学毕业的毕业生也

可以继续接受专业技术硕士课程。但必须

有一定的产业公司工作经历。 

新型职业大学计划采用公开申请制，

专科大学需要向教育部进行申请，之后再

由教育部决定是否将其转为新型职业大学。

韩国教育部将从学科设置、与地方自治团

体及产业界的联系程度、教师队伍的优秀

程度、教育过程的妥当性等方面对专科大

学进行审查，再决定是否同意将其转换为

新型职业大学。韩国教育部计划到明年为

止完成政策研究，从 2021 年开始在全国选

定十所大学进行示范运营。 

除了新设新式专业大学外，为了提高

专科大学的教育水平。韩国教育部计划今

后由产业公司的相关人士参与专科大学的

教育过程，使专科大学以产业现场为中心

进行教学。同时，增加各专科大学教育的

产业公司研修机会，并扩大聘用产业现场

专家为教员。韩国教育部为了放宽对大专

院校的限制，还放宽了专科大学专业深化

课程的招生资格条件和招生名额限制，以

帮助更多的学生进入专业学校进修。 

 

来源：东亚日报 

编译者：朴仙子 

 

 

 

 

卢旺达：教育部门采取行动为

新一学年做准备 

据新时代报（New Times）2019 年 12

月 31 日报道，在中小学 2020 年学年开始

的前两周，教育部门发生了几次变化。这

些 变 化 包 括 从 基 尼 亚 卢 旺 达 语

（Kinyarwanda）的使用到小学低年级教学

媒介的转变。之前实行的“教授”制度，

即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三年级，每个科目

都有自己的老师的制度也被停止。此外，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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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些教师是否将继续任教及政府是否

将聘用更多资历的新教师等问题仍处于两

难境地。再加上国考成绩的推迟公布，一

些学生和家长感到担忧。 

然而，在昨天卢旺达教育委员会

（Rwanda Education Board，简称 REB）公

布小学六年级、高三和教师培训中心国家

考试结果的活动中，政府采取行动以消除

公众的担忧。REB 的总干事艾勒（Irenee 

Ndayambaje）博士说，没有必要担心结果

的延迟发布，“我们以前就考虑过结果会晚

些公布，这是由于考试结果数字化导致的。”

他解释说，“由于数字化，学生们已经知道

他们将要去的学校，因此，没有必要为择

校而费心等待”。 

教育部负责中小学的国务部长艾萨克

（Isaac Munyakazi）博士对国家拟议毕业

日期持谨慎态，他说：“我们意识到现在开

始国考太早了，因此又为他们增加了一周

时间。这样一来，他们不会像其他人一样

在 1 月 6 日上学，而是在 1 月 13 日。” 

 

来源：新时代报 

编译者：曹玲玲 

 

 

 

 

世界银行教育博客：如何解决

学习贫困？向世界各地的儿童

传递教育诺言 

据世界银行教育博客（World Bank 

Blogs）2019 年 12 月 23 日报道，消除学习

贫困的重要性已丝毫不亚于消除极端贫困、

发育迟缓以及饥饿的重要性。社会、父母

和学生们明白并且坚信教育拥有改变生活

的巨大力量。 

如今，中低收入国家的学习贫困率达

到 53％。因此，对于一些无法阅读的孩子，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帮助他们迎头赶上。

十月，世界银行发起了一项新的学习目标：

到 2030 年全球学习贫困率至少降低一半。

这其中关键的一步就是转变教育体系，使

孩子们专注于学习。世界银行与各国进行

教育合作，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以加强教育

体系，最终达到以下目标：第一，儿童对

学习有所准备并且充满积极性；第二，打

造高效且卓越的各年级教师队伍；第三，

借助一定的技术在教室安装学习设备；第

四，学校是安全且包容的空间；第五，教

育系统和学校得到良好的管理。 

为了消除学习贫困，世界银行最新的

报告详细介绍了“扫盲政策一揽子计划”，

其干预措施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加快学

生阅读的速度并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该

计划包含四个组成部分：第一，确保在政

治上和技术上作出承诺以明确的扫盲目标、

手段和措施为基础，并且拥有足够的资金。

第二，确保有效的扫盲教学：通过向教师

提供支持和工具，帮助他们改善与学生的

互动。第三，确保及时获取更多更好且适

合不同年龄和技能的教科书：为了流利的

表达，学生必须接触适合其年龄的教科书。

应重视让每位学生拥有高质量的教科书，

并且提供适应不同能力水平的阅读内容以

供学生选择。第四，首先用儿童使用和理

解的语言教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2 个

发展中国家和 160 个语言群体中进行的一

项研究表明，以母语接受教育的儿童更有

可能入学。相反，不使用母语授课是辍学

的重要原因。 

以上四部分内容将视国家条件而异。

在学习贫困程度很高的国家，必须安排更

多的时间在阅读上。随着学生掌握基本的

阅读技巧，教学时间将逐渐包括其他更复

杂的科目。同时，这些政策必须伴随着更

广泛的教育改革，使各国可以在阅读和其

他领域保持自己的进步。消除学习贫困并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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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易事。但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都应

为此努力，数百万儿童对美好未来的梦想

取决于此。 

 

来源：世界银行教育博客 

编译者：吴诗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约旦通过

青年文化参与进行和平教育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19 年 12 月 23 日报道，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安曼办事处一直与青年领导的非

政府组织“明日领袖”（Leaders of Tomorrow）

合作，对青年进行培训，以增强他们的文

化公民参与和归属感，进而进行和平教育。 

教科文组织认识到文化是人类经验的

内在组成部分，并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做出了贡献。文化改变社会的力量

是显而易见的。从历史古迹和博物馆到传

统习俗和当代艺术形式，它的多样化表现

以无数种方式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遗

产是社区认同和凝聚力的来源，而创造力

有助于建立开放、包容的知识社会。在约

旦（Jordan），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安曼办

事处实施的“青年建设和平”项目得到了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加拿大

政府的资助和支持。它的目的是为青年男

女创造机会，使其成为社会的变革者和和

平的建设者。 

尤玛娜·尤瑟夫（Jumana·Yousef）就

是一位有着坚强的精神和热情的变革者。

她表示，教科文组织提供了一种具有归属

感的安全环境，“我想成为一个非常坚强和

有影响力的女人。为此，我会保持开放的

态度，对机会说‘是’，以便我能够不断学

习。” 

为了建立年轻人对当地遗产和文化的

欣赏，她在社交媒体上刊登广告，寻找对

“解决社会问题”感兴趣的年轻人，为这

类关注文化与和平教育发展的年轻人提供

了新的机会与可能。 

作为由加拿大共同资助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与联合国“青年建设和平”联合项

目的一部分，该培训旨在增强青年人的领

导才能、批判性思维和自主管理技能，增

强具有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文化主动性，

增强认同感和公民意识，从而预防暴力极

端主义。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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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网络安全专家指出，网

络安全应纳入课堂教学 

How We Turn Cybersecurity 

Concepts Into a Classroom Staple 

对许多人来说，提起网络犯罪，会立

刻想起一群像机器人一样的黑客为了某种

利益而攻击人类。然而，大公司并不是薄

弱网络防护的唯一受害者，不管有没有意

识到这种威胁，我们所有人都处于网络犯

罪的风险中。 

去年，超过 75 亿条家庭相关的重要信

息被泄露到黑客论坛，学校也频繁受到攻

击。令人震惊的是，98%的 8 岁及以下儿

童在家中就可以使用手机或电脑，但很少

有儿童了解如何在网上保护自己以及网络

安全为什么至关重要。 

对于网络安全问题，前美国国防部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安全分

析师山姆·博西塔(Sam Bocetta)指出，在全

球范围内提升网络安全并不是一个容易解

决的问题，但至少有一个全能的解决方案：

将网络安全教育作为课堂和家庭核心课程

的一部分加以推广。这将不可避免地激发

人们对网络安全的更多兴趣，并使学生接

触相关行业。为此，博西塔提出以下建议： 

1.给家长和老师的网络安全提示 

使用虚拟专用网（简称 VPN）可有效

保护个人隐私和网络安全；避免使用未确

认安全与否的公共网络；不点击垃圾邮件

中的链接以避免成为勒索软件的受害者；

及时更新手机中的软件以避免错过安全补

丁。 

2.提供在线网络安全培训 

考虑到成年人在任何需要学习新技能

或吸取知识的时候都能迅速上网，网络也

就成为了进行安全教育的理想平台。网络

安全相关的专业人士正在努力为全球提供

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服务，使人们

了解网络安全。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学也

开设了一些开放的网络安全课程，各大学

正开始筹备将网络安全实践纳入当前大学

生课程之中。 

3.进行课堂安全教育 

各学校正在探索将网络安全技术整合

到所有年级的课程中。博西塔认为，这种

整合需要与现有的数字学习实践相结合。 

博西塔指出，黑客的威胁是真实存在

的，家长及学校要着手开始网络安全教育，

让下一代成为网络安全的防护者。 

 

延伸阅读： 

山姆·博西塔(Sam Bocetta)是美国国防部的

前安全分析师，曾负责加强海军网络防御的工作

长达三十年。 

 

Sam Bocetta. How We Turn Cybersecurity 

Concepts Into a Classroom Staple [EB/OL]. [2020-

01-15].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0-01-15-

how-we-turn-cybersecurity-concepts-into-a-

classroom-staple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浪潮网 

编译者：王晨雨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0-01-15-how-we-turn-cybersecurity-concepts-into-a-classroom-staple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0-01-15-how-we-turn-cybersecurity-concepts-into-a-classroom-staple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0-01-15-how-we-turn-cybersecurity-concepts-into-a-classroom-sta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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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学生职业期待的“不匹配” 

Students’ ‘Dream Jobs’ Out of Sync With Emerging Economy  

作为 2018 年 PISA 测试的一部分，经合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对其中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岁学生进行了职业目标与职业规划

方面的调查。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当前青少年的职业期待与现实脱轨。 

第一，学生职业期待与新兴经济发展不匹配。在上世纪中叶，美俄的太空竞赛导致“宇

航员”和“火箭科学家”成为青少年的“梦想工作”。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尽管科技、

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但 2018 年青少年的“梦想工作”与 2000 年几乎相

同。PISA（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之父安德

里亚斯·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表示，“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青少年的‘梦想工作’

实际上还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工作，很少有学生提到 21 世纪的工作。这可能是因为“成

年人对新兴经济下未来工作的认识并没有渗透到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中，他们或许清楚‘数

据科学家’是一份高薪工作，但由于缺乏深刻体验而并不清楚这份工作到底要做什么”。这

种不匹配会使许多学生在新兴经济中处于劣势。 

第二，学生职业期待与个人教育准备不匹配。尽管调查中学生们的“医生、教师、律师、

建筑师”等职业期待较为传统，但这些工作均需要高级学位。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学生

的职业目标与他们目前的学业成绩和未来的教育准备不匹配，这尤其凸显在低收入家庭学生

群体中。下图呈现的是 6 个 OECD 国家中对高阶技能职业有期待的学生比例，这类学生群

体中家庭收入高、且认为那些高阶技能职业不需要高等教育学位的学生比例，以及这类学生

群体中家庭收入低、且认为那些高阶技能职业不需要高等教育学位的学生比例。由图 1 可

见，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职业期待与教育准备不匹配”明显高于同龄的高收入家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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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OECD 六国 15 岁学生的“职业期待与教育准备不匹配”统计 

OECD 还进一步指出，在所研究的 41 个国家中，只有不到 40％的 15 岁学生在小学或

中学阶段参加过职业发展活动。所以，改善学生的职业发展教育有利于扭转这一窘境。 

 

Sarah D. Sparks. Students’ ‘Dream Jobs’ Out of Sync With Emerging Economy [EB/OL]. [2020-01-22].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1/22/students-dream-jobs-out-of-sync-with.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国际研究生新生入学人数攀升 

New International Enrollments Climb at U.S. Grad Schools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019 年秋季，美

国国际研究生新生入学人数首次较前一个秋季增加了 4%，申请国际研究生的人数也增加了

3%。中国和印度是美国国际研究生两个主要来源国，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国际研究生共占国

际研究生总人数的 63%。亚洲学生占所有国际研究生的 78%，其次是欧洲(6%)、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5%)、中东和北非(4%)、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和加拿大(2%)。 

尽管各院校类型和研究领域的趋势各不相同，但总体结果对美国研究生院来说是个好消

息。因为据美国研究生院报告说，在过去的两个招生周期中，国际申请数量下降，国际新生

人数停滞。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于 2019 年 1 月中旬至 2 月初进行了一项“快速调查”，共收

到 174 个机构的回复。有 123 个成员机构报告说，在过去两年中，经历过美国签证流程延误

的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国际入境游客和回国游客数量有所增加。有 21 所院校报告说，他们有

学生因为之前的工作、社交媒体的帖子、电子设备搜索记录或者根本不知道的原因而被拒绝

入境。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数据公布的同时，国际招生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包括两

大情况：美国政府针对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而禁止来自中国的人入境；美国政府最近扩展了

禁行令，限制包括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在内的六个国家的人到美国进行的与移

民相关的行程，而在过去三年中，尼日利亚一直是美国研究生增长的一大来源。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主席苏珊娜·奥尔特加（Suzanne Ortega）表示，“申请人数的增

加令人欣慰，这反映了美国研究生项目的吸引力——一旦录取通知发出，学生们就会接受并

入学。但我们仍然要考虑如何确保美国一直被视为欢迎学生的地方、确保学生一旦被录取，

实际上能够拿到签证，来到美国。” 

 

Elizabeth Redden. New International Enrollments Climb at U.S. Grad Schools [EB/OL]. [2020-02-12].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2/12/international-applications-and-first-time-international-

enrollments-increase-us-grad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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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对研究生贷款债务的补贴不断增加 

Growing Federal Subsidies for Graduate Loan Debt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发布的一份名为《收入驱动型的

助学贷款还款计划《预算成本与政策选择》（Income-Driven Repayment Plans for Student Loans: 

Budgetary Costs and Policy Options）报告显示，将近一半的联邦学生贷款是通过收入驱动型

的还款计划偿还的。2017 年通过收入驱动型计划偿还了约 45％的联邦贷款，高于 2010 年的

12％，参加收入驱动型计划的大学生借贷者的比例从 11％增长到 24％，研究生借贷者的比

例从 6％增长到 39％。 

国会预算办公室发现，收入驱动型还款的借贷者拖欠贷款的利率要低得多，联邦政府在

这些贷款上的支出也更多。收入驱动型还款计划的每一美元损失近 17 美分，而通过标准固

定还款计划偿还的每一美元则损失近 13 美分。2017 年，毕业生借贷者持有的联邦贷款中，

超过一半（56%）属于收入驱动型计划。因此，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政府对研究生贷款借

贷者的补贴将大幅增加。报告估计，在 2020 年至 2029 年发放的联邦贷款中，本科生借贷者

将获得 400 亿美元的学生债务减免，研究生借贷者将获得 1670 亿美元的债务减免，这意味

着他们将获得大约 80%的联邦补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收入驱动型计划的研究生借贷者

平均将获得 56%的贷款余额减免，相比之下，给本科生的贷款余额减免为 21%。 

大学入学与成功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llege Access And Success）副所长杰西卡·汤普

森（Jessica Thompson）表示，收入驱动型还款对借贷者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安全网”，国会

预算办公室指出，收入驱动型的借贷者拖欠贷款的可能性是其他借贷者的一半。 

如果现行法律保持不变，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向学生发放的 1.05 万

亿美元联邦学生贷款中，有 4900 亿美元将通过收入驱动型计划偿还。联邦政府对收入驱动

型计划的补贴总额预计为 830 亿美元。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2017 年研究生借贷者在收入驱动型还款中的平均贷款余

额为 92000 美元，本科生借贷者的平均贷款余额为 25100 美元。来自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新数

据已经开始推动国会共和党人要求控制收入驱动型还款的呼声。特朗普政府提议缩减研究生

的收入驱动型还款，部分方法是将他们的贷款豁免期延长到 30 年，并将这些节省的资金重

新定向到本科生身上。 

 

延伸阅读：收入驱动型还款计划（Income-driven repayment，IDR）在 2007 年由美国国会在布什政府的

支持下创建，旨在使学生贷款偿还更容易管理，并为面临违约风险的借贷者提供经济救济。根据 IDR 计划，

每月还款额上限为借贷者可自由支配收入的 10%或 15%。而在 20 或 25 年内没有还清贷款的借贷者可以免

除他们的未偿还余额。那些符合“公共服务贷款豁免”计划的人可以在 10 年内消除其贷款余额。 

 

Paul Fain. Growing Federal Subsidies for Graduate Loan Debt[EB/OL]. [2020-02-13].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2/13/volume-loans-income-driven-repayment-mushrooms-bulk-

subsidies-graduate-students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杨蕊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2/13/volume-loans-income-driven-repayment-mushrooms-bulk-subsidies-graduate-students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2/13/volume-loans-income-driven-repayment-mushrooms-bulk-subsidies-graduat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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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奥尔良公立学区应对

基础教育教师流失的举措 

Students Teaching Students: How 

One New Orleans School Is Trying 

to Ease Teacher Attrition Problems 

教师流失与短缺目前已经成为美国基

础教育领域内的一大棘手问题，路易斯安

那州的新奥尔良公立学区更是深受其困。

根据可获得的最新数据，在 2016-17 学年

至 2017-18 学年之间，新奥尔良市流失了

29％的教师，导致 900 个教师岗位空缺，

有待填补。除此之外，数据还显示，新奥

尔良公立学区中 84%的学生是非裔，然而

仅有 49%的教师是非裔教师。更为糟糕的

是非裔男性教师的数据，在新奥尔良公立

学区“知识就是力量”特许学校中，非裔

男性教师的比例仅占 15%。 

为有效解决教师空缺和非裔教师比例

较少难题，该学区“知识就是力量”特许

学校（KIPP）组织于 2019 年正式启动了一

项名为“校友教学力量”（Alumni Teaching 

Force）的高中生教学项目（ a student 

teaching program）。该项目的核心活动是选

拔一些优秀的高中生，尤其是非裔男性学

生，进入课堂对低年级的高中、初中或小

学学生进行教学。如果这些高中生有兴趣

日后从事教师职业，项目组也会安排指定

的顾问在他们大学时给予相应的教师教育

项目备考支持，以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所需

的证书。此外，为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归到

新奥尔良公立学区“知识就是力量”特许

学校，项目还专门设立了一套激励政策，

例如，如果他们所任教班级学生获得了 A，

在他们大学毕业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后，可

以任职于任何一所新奥尔良公立学区“知

识就是力量”特许学校。 

目前，已有一所高中试运行了该项目，

并选拔出了 21 名高中生。新奥尔良公立学

区“知识就是力量”特许学校组织计划在

2020 年将项目推广至其它 9 所学区。事实

上，该组织的这一高中生教学项目与整个

路易斯安那州在此方面的相关努力是一致

的，目标均是在教师短缺的背景下，鼓励

越来越多的优秀高中生获得教师资格认证，

并最终返回当地学校任教。 

 

延伸阅读： 

“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KIPP），创建于 1994 年，目前已经发展

成为美国境内最大的公立特许学校组织，共在全

美建有 240 所 KIPP 特许学校，为 10 万名学生提

供教育服务。  

 

Della Hasselle. Students Teaching Students: 

How One New Orleans School Is Trying to Ease 

Teacher Attrition Problems [EB/OL]. [2019-12-26].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9/12/26/stu

dents-teaching-students-how-one-new-orlean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弗吉尼亚州采取新的社

区大学补助计划 

Free College with Grants for 

Basic Needs  

虽然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已经公布了免

费社区大学项目，但它们往往采用“最后

一美元”（last-dollar）的模式，这意味着在

学生用完所有其他助学金和补助后，州政

府才会为其支付学费。许多人更支持“第

一美元”（first-dollar）的方法，即首先支付

学费，让学生用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来

购买书籍、食物和其他物品，但“第一美

元”项目往往需要更多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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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Virginia）预计今年加入

取消社区大学学费的行列，但该州正在采

取一种不同的方式——为学生的基本生活

需求提供资助。该州计划通过“最后一美

元+”（last-dollar plus）的方式来弥补差额，

将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纳入标准的学费补

助范围。弗吉尼亚州的首席劳动力发展顾

问梅根·希利(Megan Healy)说，她研究了

其他免除社区大学学费的州，发现虽然联

邦佩尔奖学金通常会支付学费，但学生的

生活成本费用仍未得到满足。 

为解决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该州的

民主党州长拉尔夫·诺瑟姆(Ralph Northam)

提出了“获得技术，找到工作，回馈社会”

(Get Skilled, Get a Job, Give Back)计划，简

称 G3 计划。G3 计划预计投入资金 1.45 亿

美元，免收社区大学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学

生的学费，并为其提供交通和食品等补助。

该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激励大学招收

佩尔奖学金获得者，每有一个获得全额佩

尔奖学金的学生完成 30 个学分时，学校可

以获得 500 美元，每有一个获得全额佩尔

奖学金的学生毕业，学校可以获得 400 美

元，激励措施获得的资金将用于学生咨询

和其他学校开支。 

不同于其他计划，G3 计划覆盖了成人

和非首次入学的学生。希利表示，学生获

得短期文凭的平均年龄是 36 岁，弗吉尼亚

州约有 200 万人有大学学分，但没有获得

学位，这一项目将为这些人群提供便利。 

此外，学生们必须签署一份“社区参

与协议”，协议规定，他们每完成一个学分，

就要完成两个小时的工作、社区服务或公

共服务。这个项目目的是将学生与社区联

系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帮助社区建设，

同时也能够培养软技能。根据这项规定，

学生每学期将获得最高 1000 美元的额外

收入（按照每周工作 10 个小时，州最低工

资每小时 7.25 美元计算）。但尽管 1,000 美

元的赠款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随着新一

届 民 主 州 议 会 （ Democratic General 

Assembly）的发展，希利预计该州每日最

低工资将增加，这可能会导致赠款数额的

增加。因此，包括基本需求的资金资助是

否将成为免费大学课程的一种趋势尚待观

察。 

 

延伸阅读：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始于《1965

年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

由美国教育部管理，属于联邦助学项目。奖学金

首先用于学生的学杂费以及食宿（住校），其余的

钱将给学生用于支付书籍、学生不住在校园时的

生活费用以及交通费用等。 

 

Madeline St. Amour. Free College with Grants 

for Basic Needs [EB/OL]. [2020-01-08].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1/08/v

irginias-plan-cover-tuition-and-basic-needs-

community-college-student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澳大利亚：冠状病毒爆发影响

国际学生的 3 种方式以及应对

措施 

3 ways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ill 

affe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how unis can help 

2020 年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将新型冠状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这一事件使得新学期的大学

生，尤其是仍在国内和刚回澳大利亚的中

国学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为减少疫情

的扩散，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旅行禁令，

禁止任何外国公民在离开或过境中国大陆

任何地方后 14 天内进入或过境澳大利亚。

最近曾前往中国内地或曾与新型冠状病毒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users/madeline-st-amour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1/08/virginias-plan-cover-tuition-and-basic-needs-community-college-students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1/08/virginias-plan-cover-tuition-and-basic-needs-community-college-students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1/08/virginias-plan-cover-tuition-and-basic-needs-community-colleg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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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有密切接触的人士，亦会被要求自行

隔离 14 天。 

冠状病毒爆发从三方面影响了包括中

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首先，提供在线

课程并非易事。澳大利亚所有大学都可以

与学生在线交流，并提供访问在线课程材

料的途径。虽然这些对澳大利亚学生来说

是很好的资源，但国内 15.7 万名国际学生

可能无法获得这些资源。其原因在于中国

学生在访问谷歌等流行的全球平台可能会

受到限制。此外，在线教育本身就是一项

复杂的工作，需要资源、思考和时间。学

者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建立更多的资源，即

使对优秀的学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 

第二，留澳费用昂贵。在澳大利亚留

学的费用并不便宜。每年，一名本科国际

学生的学位费用可能在 2 万澳元到 4.5 万

澳元之间。如果他们在澳大利亚停留 15 周，

估计将花费 9150 至 18600 美元。学习进度

的延迟可能意味着许多国际学生不得不延

长他们在澳大利亚的逗留时间，而政府是

否会帮助报销这些费用目前还不得而知。 

第三，隔离期影响社交。来澳大利亚

最初几周对国际学生至关重要，他们需要

花费时间和精力在过渡和社交上。新来的

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之旅开始时需要

结交朋友。通常，这些友谊是与其他国际

学生建立的，他们在各自机构组织的国际

学生介绍会上相遇。但接受隔离的新的中

国留学生将不能参加此类活动。因此，隔

离期可能会加剧学生压力。 

针对上述影响，大学迅速采取了包容

性应对方式，如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将开学日期推迟了一周。悉尼

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新南威尔士

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和昆

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等其他大学则要求中国学生

推迟报名或入学，而有些人则重新安排夏

季考试时间。大多数大学都没有改变学期

时长，要求来自中国的学生自我隔离，14

天内不得进入校园。还有一些学校专门为

在课程中落后的学生提供学术建议和支持，

并且加强对直接或间受到冠状病毒爆发影

响的贫困学生提供支持服务。 

 

Catherine Gomes, Shanton Chang. 3 ways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ill affe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how unis can help [EB/OL]. [2020-02-

0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3-ways-the-

coronavirus-outbreak-will-affect-international-

students-and-how-unis-can-help-131195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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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5-7】2020 年亚洲教

育技术研讨会 

2020 Asia Education Technology 

Symposium (AETS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5-7 日 

会议地点：福冈，日本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学者、

工程师、学生及教育从业人员 

会议主办方：福冈工业大学 

会议内容： 

2020 年亚洲教育技术研讨会（2020 

Asia Education Technology Symposium）将

于 2020 年 9 月 5 日至 7 日在日本福冈举

办。本次会议旨在为来自教育技术领域的

学术界和政府的研究人员、从业人员和专

业人士提供探讨教育技术领域的研发和专

业实践的论坛。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1）

教育中的技术问题，包括数字学习（e-

Learning）、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

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在线/虚拟

实验室（Online/Virtual Laboratories）等；

（2）计算机协同作业（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Work），包括协作虚拟环境

（ Collaborative Virtual Environments, 

CVEs)、虚拟学习环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VLEs），Web 2.0 与社交网络

（Web 2.0 and Social Networking）等；（3）

教育软件与严肃游戏（Educational Software 

and Serious Games），包括教育软件经验

（Educational Software experiences）、3D 应

用程序与虚拟现实（3D Applications and 

Virtual Reality）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国相关领

域的教育专家学者、工程师、学生及教育

从业人员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提交

会议的文章应为未经发表的原创性成果，

被接受的会议论文将作为特刊发表在《 国

际信息与教育技术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JIET）上，该期刊为同行评议

期刊[ISSN: 2010-3689 (Online) ] ，并交由

Scopus、EI（ INSPEC，IET），Electronic 

Journals Library，Google Scholar，Crossref

等索引。 

会议论文全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2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jiet.org/ [2020-02-24]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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