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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

《幼儿园教师指南》 

据 美 国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官 网

（ies.ed.gov）2020 年 1 月 6 日报道，美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于当日发布《幼儿园教师指南》

（Kindergarten Teacher's Guide），副标题为

“ 支 持 家 庭 参 与 基 础 阅 读 技 能 ”

（ Supporting Family Involvement in 

Foundational Reading Skills）。该指南旨在

为幼儿园教师提供一些工作建议，以促进

家长在家庭中帮助学生练习基本的阅读技

能。 

《幼儿园教师指南》由美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下属的地区教育实验室项目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 Program）

发布，其将与有效教育策略资料中心

（What Works Clearinghouse，WWC）所倡

导的实践指南一道，共同促进幼儿园至三

年级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地区教育

实验室项目由十个地区教育实验室（ten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ies）组成，

这些机构与学区、州教育部门和其他教育

利益相关者合作，使用数据和研究来改善

学生的学业成绩；WWC 亦隶属于美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其目标是为教育工作者提

供他们做出决策所需的证据性信息，WWC

自成立以来发布了一系列实践指南，实践

指南的作用是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建议，以

应对课堂和学校的挑战。WWC 指南用于

在学校教育孩子，而《幼儿园教师指南》

指南旨在帮助教师支持学生在家中练习基

本的阅读技巧。 

《幼儿园教师指南》包含四大部分，

内容十分丰富，有近 170 页关于各方面操

作的指南，从学术语言、语音意识与字母

语音关系，解码分析、书写和识别单词，

准确、流利和理解力等方面对教师提出一

系列建议。 

 

来源：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官网 

编译者：薛远康 

 

 

美国：弗吉尼亚州提出新助学

模式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

2020 年 1 月 8 日报道，弗吉尼亚州今年可

能会加入社区大学免学费的行列，而该州

正在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为基本入学需

求提供助学金。 

促进大学教育公平的倡导者认为，免

费大学计划需要的不仅仅是学费。而弗吉

尼亚州州长拉尔夫·诺瑟姆（ Ralph 

Northam）就提出了一个不仅为中低收入学

生提供社区大学学费，还为其交通和食品

等其他费用提供补助的两年期预算提案。

该州首席劳动力发展顾问梅根 •希利

（Megan Healy）表示，她研究了其他州，

发现虽然联邦“佩尔助学金”通常用于支

付学费，但学生对生活费用的需求仍未得

到满足。 

许多州的免费社区大学项目采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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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后，

州政府才为其支付学费。此次弗吉尼亚州

采取了“最后一美元+（last-dollar plus）”

的模式，考虑到学生每周能够提供 10 小时

公共服务，根据该州 7.25 美元每小时的最

低工资标准能为该州提供一定效益，因此

在标准的学费补助金中增加基本需求的部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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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提案的怀疑者则认为，每位学生每学

期增加 1000 美元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

已有研究也表明，在大学期间工作 10 小时

或更少才是学生成功的理想选择。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徐婷 

 

 

英国：威尔士的免费托儿服务

即将正式推行 

据英国 BBC 新闻官方网站 2020 年 1

月 5 日报道，在威尔士，三岁和四岁的在

职父母有权在一年中长达 48 周的时间里

享受每周 30 个小时的免费托儿服务。一些

家庭告诉研究人员，免费的儿童保育计划

为他们节省了数百英镑。 

威尔士政府于 2017 年在试点地区首

次引入该政策，赋予在职父母在现有 10 个

小时的早期教育基础上享受 20 个小时免

费托儿服务的权利。在学校放假期间，如

果没有早期教育，则该优惠每周提供 30 个

小时的托儿服务，共提供 9 周。 

想要获得威尔士育儿优惠的资格，首

先必须有一个年龄在该年龄段内的孩子，

并且父母每周平均可赚取的收入低于国家

最低工资或国家生活工资，即每位父母每

年的收入必须少于 100,000 英镑。如果是

单亲家庭，那么单亲家长需要有工作；如

果是双亲家庭，则二人都需要有工作。 

威尔士政府发言人说，托儿服务正在

为“威尔士全家带来积极利益”。他说：“这

项政策导致十分之八的人拥有更多的可支

配收入，并且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这项政策

会帮助家长更加灵活地选择工作、培训和

发展的机会”。“我们正在考虑评估中提出

的所有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将鼓励威尔

士各地的家庭积极参与，看看他们是否可

以从育儿优惠中受益。” 

 

来源：英国 BBC 新闻官方网站 

编译者：杨雅晴 

 

 

俄罗斯：2019 年全球有 14 个

俄语教育中心投入运营 

据俄罗斯《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2020 年 1 月 5 日报道，俄罗斯教

育部密切关注着“在国外开设俄语教育中

心的新浪潮”。临近新年，在捷克共和国（捷

克）、印度尼西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和越南这些地区的人们将也可以学习俄语

并习得有关俄语的知识。 

据俄罗斯教育部发言人所说，俄语对

外开放教学和培训中心（центр отрыт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 обучения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的目的是成为在国外推

进俄语教育和举办文化活动的主要平台之

一，俄语将融入外语课程和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甚至成为一个纪念日以致敬俄罗斯

教育、科学和文化系统。教育中心的教学

目标是为了让学生能够继续在俄语教育机

构，包括大学、专科学校和研究所接触俄

语并了解有关俄语的知识。为了使所有学

员达到所需水平，学员们将获得俄语的教

学和方法手册，而中心本身也配备了必要

的设备。例如，已经有超过 1500 本俄语书

被送往捷克共和国，包括一系列俄语教科

书、字典、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俄译版

文学作品等教育材料。这些书将供给捷克

的儿童和成人学习俄语使用。 

仅在 2019 年一年，俄罗斯教育部就启

动了 14 个俄语对外开放教学和培训中心。

它们在阿布哈兹、希腊、埃及、吉尔吉斯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芬兰、叙利亚、塞

尔维亚、捷克共和国、蒙古、喀麦隆、印

度尼西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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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运行。 

 

来源：俄罗斯报 

编译者：朱佳悦 

 

 

西班牙：教育部将扩大管理职

业教育的权力范围 

据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官方网

站（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Formación 

Profesional）2020 年 1 月 13 日报道，教育

部长伊莎贝尔•塞拉（Isabel Celaá）在今日

举行的就职演讲中指出，教育部将扩大在

管理职业教育方面的权力范围。出席本次

活动的人员包括教育与职业培训部成员、

自治区教育管理部门代表及自治区政府代

表。 

塞拉在演讲中首先指出了教育的重要

性，“教育的质量与平等对于使教育促进个

人才能发展、确保机会的真正平等、铸就

使全体公民受益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而言，

是不可或缺且无法分割的”。 

其次，塞拉指出，教育部已申请达成

一项旨在使职业教育朝着未来的现代化方

向发展的国家计划，计划持续提供新学位，

并在 4 年内提供 20 万个新学位。在致辞

中，塞拉宣布扩大教育部在职业教育方面

的权力范围，“我们将整合教育体系中与职

业教育及其就业相关的权力，使其在教育

与职业培训部的统一管理下得到更好的发

展”。 

教育部将承担迄今为止由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Ministerio de Trabajo y Seguridad 

Social）负责的三项职权：制定关于国家职

业资格制度的标准及报告、负责专业证书

及其评估测试的制定和实行、将国家参考

中心网络纳入职业培训中心网络。 

 

来源：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官方网站 

编译者：张灵铃 

 

 

韩国：《讲师法》试行一学期

并未改善讲师待遇 

据韩国《Newsis》报 2020 年 1 月 6 日

报道，作为韩国大学讲师团体的韩国非正

规教授工会于 1 月 6 日在首尔钟路区青瓦

台舍廊坊前召开记者招待会，并表示虽然

已经试行了《讲师法》，但政府和大学并没

有保障大学非正规讲师的身份，也没有改

善非正规讲师的待遇。他们认为试行《讲

师法》一学期后，讲师们再次陷入了绝望

中。 

2019 年 8 月开始实施的《讲师法》，

旨在改善非正规讲师的待遇，规定大学聘

用非正规讲师必须保障 3 年以上聘用时间，

并规定必须给非正规讲师支付退休金和四

大保险金等。《讲师法》的实施同时会增加

韩国的大学聘用临时讲师的成本。因此，

韩国的大学都陆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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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与《讲师法》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非正规教授工会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

了希望政府保证讲师雇用状况的诉求，并

要求政府为此扩大财政预算、加大对相关

部门的监管，以防相关预算被削减。除此

之外，还提出了包括为讲师提供健康保险、

对违反法令的大学进行处罚等 9 项要求。

非正规教授工会表示，经过修订的《讲师

法》中包括非正规讲师和学校应以 1 年为

单位签订合同并保障 3 年续聘程序的内容，

原以为可以通过修订的《讲师法》让讲师

们的生活得到改善，但现实情况却是在

2018 年到 2019 年期间就有 1 万名左右的

讲师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非正规教授工会表示，由于企划财政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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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反对，保证讲师雇用稳定的预算减少，

导致讲师在假期的工资减少到只有两周的

工资。此外，因保健福祉部的协议问题，

本应该所有劳动者都加入的健康保险，非

正规讲师却没有加入。非正规教授工会认

为政府应该积极改善讲师雇用状况，保障

充足的预算，并积极利用讲师雇用稳定指

标。为此，政府应该首先对不理解高等教

育公共性的各部门加大控制。另外，《讲师

法》还包括大学应向兼职、初级教师支付

定额报酬并提供健康保险的内容，但成均

馆大学、高丽大学等很多大学都违反了该

法令，非正规教授工会认为，这是因为法

令中并没有规定违反法令的处罚条款。 

非正规教授工会表示，又有一位韩国

艺术综合学校的讲师做出了极端的选择，

接下来在讲师们陆续离世或离校的过程中

韩国高等教育会走向崩溃，非正规讲师的

待遇急需改善。 

 

来源：《newsis》报 

编译者：朴仙子 

 

 

新加坡：现代技术促进社会融

合 

据新加坡国立大学官网 2020 年 1 月

10 日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 2020 年

“创客马拉松”（markethon）竞赛完满结束。

16 个参赛团队利用科技的力量，开发了创

新的社会隔离解决方案。 

“创客马拉松”走过了第三个年头，

这一项目由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

设计学院以及一些企业共同支持。来自不

同学校和学院的约 60 名学生参加了今年

的比赛，争夺 5000 美元的最高奖金。每个

人都为他们的团队项目带来了独特的背景、

视角和技能，他们有大约四周的时间来完

成这个项目。今年度竞赛的主题为“设计

联系社会”（designing for social connection），

具体包括了代际虚拟故事、为自闭症患者

所设计的探测器、老年人士虚拟社区等项

目。 

今年项目一等奖颁给了名为“petal”

的数字设备，它可以连接到任何家庭植物

上，赋予植物数字化的宠物个性。该设备

的界面显示了一张脸，根据它与用户的互

动来改变它的情绪。给植物浇水或抚摸设

备会让人露出笑脸，而忽视则会让人露出

悲伤的表情。该设备甚至能与用户对话，

在长时间没有互动时表达关心，在被抚摸

时说“我爱你”。 

颁奖典礼上，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务

长林尔乐（Erle Lim）副教授鼓励与会者继

续从事他们的项目，他表示每年“创客马

拉松”都有非常好的项目可以进一步商业

化，学生们的想法直接源于社会，并且可

以直接造福社会。 

 

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官网 

编译者：梁德麟 

 

 

 

 

尼日利亚：67 所奥约州的公立

小学将从学校改进计划中受益 

据非洲每日相信报（Daily Trust）1 月

9 日报道，尼日利亚奥约州 67 所公立小学

将从学校改进计划中受益。伊巴丹-奥约州

政府与通用基础教育委员会（the Universal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简称 UBEC）

合作，选择了 67 所公立小学，从校本管理

委员会学校改进计划（ the School Based 

Management Committee-School 

Improvement Programme，简称 SBMC-SIP）

中受益。据伊巴丹奥约州政府透露，这是

通用基础教育委员会强调社区参与学校管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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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新策略的一部分。 

奥约州普及基础教育委员会（Oyo 

State Universal Basic Education Board）执行

主席努勒尼·阿德尼兰（Nureni Adeniran）

博士在与全州各学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交

谈时强调了这一点，要求他们要严格遵守

委员会批准的行动计划，并将这一机会视

为一项为社区无私服务的任务。阿德尼兰

博士敦促受益学校的管理层确保明智地使

用拨给它们的资金，以提高该州的教育水

平。 

 

来源：非洲每日相信报 

编译者：曹玲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马达加斯

加实施先验学习认知项目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20

年 1 月 7 日报道，在教科文组织教育能力

发展计划的支持下制定的“马达加斯加国

家就业和职业培训政策”正在实施，同时

与该国的文凭和认证系统有关的几项改革

也开始成形，包括制定国家认证框架法令

草案，以及实施先验学习认知。 

教育能力发展计划通过建立基于国际

标准的现代认证体系，支持该国在国家一

级系统地提高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

量和效率，最重要的是将能够支持青年和

成人的终身学习。先验学习认知项目使工

作人员可以正式记录他们一生中开发的技

能和知识，并可以基于标准化参考系统获

得相应的文凭或证书。它旨在解决马达加

斯加社会当前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 

自 2018 年以来，在教育能力发展计划

支持下制定的行动使巩固先验学习认知项

目在该国成为可能。相关法律规定了其中

的个人权利，并在 2018 年底通过的一项法

令中进一步保护了该项目。在 2019 年，监

管框架和技术设备已完成并在两个优先领

域进行了测试。该项目将在 2020 年进行大

规模试点运营，这将影响所有优先领域，

预示着该项目可能的发展。其设计的成功

基于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部门，

经济部门和培训运营商）的合作关系。将

来将在所有地区和整个人群中提供该项目

可以借鉴和加强这种方法。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教科文组织支持利比里亚发展

教育数据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2020

年 1 月 15 日报道，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问

题部际工作队与教科文组织在利比里亚联

合组织了一次关于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

的讲习班。讲习班旨在向从学校教师到中

央部工作人员的各级教育系统的人们演示

如何使用教育管理信息系统（EMIS）来支

持他们的工作。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

收集、集成、处理和分发数据以支持教育

系统的决策、政策分析、计划、监视和管

理的系统。 

“我们将能够知道我们有多少学生、

有多少学生退学，以及统计学对教育系统

的期望。”参加研讨会的县教育官员西西莉

亚·里弗斯（Cecelia Reeves）讨论了数据

收集可能产生的影响，她还呼吁将培训计

划扩展到一般和其他教育官员。青年和体

育部长佐加尔·威尔逊（Zeogar Wilson）先

生也出席了活动，他谈到政府致力于继续

发展利比里亚教育数据的承诺，并感谢教

科文组织的支持。 

在研讨会期间，参与者接受了从教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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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EMIS）提取数据的动手培

训，并研究了解释统计数据时可能遇到的

限制。借助这些知识和技能，官员们将积

极使用教育统计数据来证明教育进度，并

就资源分配做出优先考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能力发展

计划”（CapED Programme）正在支持利比

里亚提高其数据收集和分发的质量。也有

必要通过培训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团队以应

对特殊需求。展望未来，政府和教科文组

织“教育能力发展计划”将继续改善利比

里亚教育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质量。到 2020

年，训练有素的县教育官员和教育管理信

息系统团队将向县级所有 124 名地区教育

官员进行培训，并确保建立本地数据收集

团队。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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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学生信息泄露问题 

The Cyber-Security Problem Schools 

and Ed. Tech Need to Face 

近年来发生了多起教育平台系统安全

漏洞导致学生信息泄露的事件。2019 年 12

月，《贝塞斯达》（Bethesda）杂志报道了马

里兰州蒙哥马利郡(Montgomery County)公

立学校的学生数据被 Naviance 公司（一个

初、高中及大学生广泛使用的教育平台）

泄露一事。2018 年，Pearson 公司用于监测

学术进展的系统出现了安全漏洞，影响了

大约 1.3 万个学校和大学账户，每个账户

都包括成千上万名学生的姓名、出生日期

和电子邮箱地址。同年，K12 Inc 学习软件

的一个应用程序也泄露了学生数据，导致

19000 名学生的个人记录被暴露在一个不

安全的云服务器上。 

全球网络风险公司(Global Cyber Risk)

的高级主管乔尔·施瓦茨(Joel Schwarz)指

出，预防信息泄露并不复杂，存在很多防

止黑客入侵的基本网络安全措施，例如： 

•对访问尝试进行持续、实时的监控； 

•更新密码政策，禁止用户 ID 和密码

使用相同值； 

•定期合规性监控，包括抽查和检验，

以识别重复的访问尝试、来自同一 IP 地址

的不同帐户的重复访问、未经授权的访问

和违反密码政策的行为； 

•及时删除不再使用的学生数据； 

•在一个安全的、有密码保护的环境中

维护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加密，即使数据

被盗，也无法被破译。 

然而，上述三家公司中，只有 Naviance

承诺会保护学生隐私，其余两家公司甚至

不愿意采取安全预防措施来防止黑客入侵。

然而，尽管 Naviance 做出了承诺，也并没

有遵守承诺，突显出该承诺的根本缺陷和

加强问责制的迫切需要。 

施瓦茨指出，不管有没有学生隐私承

诺，真正确保学生信息安全的唯一方法是

教育平台实施更强有力的安全控制。另外，

教育平台需要实施稳健的合规监控计划，

包括定期检验和抽查并公开审查结果。只

有这样，教育平台才能得到用户的信任。

学区也必须帮助学生保护自己，比如通过

注销账号可以把数据泄露的危害降至最低。

学区还应该把信息泄露后对学生的明确补

偿和对教育平台的处罚纳入合同，这样，

一旦出现违约，平台就必须承担责任。 

施瓦茨呼吁教育平台站出来，积极主

动地履行义务，保护学生的个人信息安全。 

 

延伸阅读：乔尔·施瓦茨(Joel Schwarz)是全球

网络风险公司(Global Cyber Risk)的高级主管、奥

尔巴尼法学院(Albany Law School)的兼职教授，曾

在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担任公民自由和隐私官，在

司法部和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担任网络犯罪检

察官，在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担任电子商务和隐

私方面的法律顾问。 

 

Joel Schwarz. The Cyber-Security Problem 

Schools and Ed. Tech Need to Face [EB/OL]. 

[2020-01-30].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1/30/the-

cyber-security-problem-schools-and-ed-tech.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王晨雨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1/30/the-cyber-security-problem-schools-and-ed-tech.html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1/30/the-cyber-security-problem-schools-and-ed-te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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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 Z 世代教师对教学工作的期望  

Here’s What Gen Z Teachers Around the World Want in Their Jobs 

世界各地的教师队伍都在日益年轻化，尤其是出生于 1995-2015 年的“Z 世代”青年人

也开始加入学校的教师队伍。那么，这一新世代的青年教师群体会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看法

与期望？ 

为此，微软公司和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对全球 1034 名实习教师

和新入职教师进行了调查，他们大多数都是 Z 世代的一员。调查发现，超过一半以上的调查

对象表示，他们之所以选择教师这一职业，是因为喜欢与儿童打交道；46%的人表示他们想

要对未来几代人产生影响；也有 37%的人表示想要对社会做出贡献。当被问及什么因素会阻

止年轻人从教时，有 45％的人提到薪水，也有 45％的人提到压力和倦怠。 

关于工作期望，他们希望利用技术在课堂上有所作为。微软教育主管马克·斯帕维尔

（Mark Sparvell）表示，“作为在小时候就受到互联网普及的一代，他们将技术视为一种工

具，可以帮助他们去解决有意义的问题。因此，他们对将技术用于高阶教学任务上也抱有很

大期望。然而，现实情况总是充满挑战”。调查指出，仅有 38%的人认为自己接受的教师教

育项目已经使他们具备了足够的数字教学能力，而且学校里也缺乏足够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支

持。除此之外，他们也希望能够在更加多元文化的教室里工作，关注教学的融合性和多样性，

把学生的社会情感学习放在首位，优先考虑对学生进行全球性议题的教育。斯帕维尔说，“年

轻一代的教师不仅是数字化的，他们还是社交化的、全球化的，是非常以价值观为导向的一

代，他们追求有意义和有激情的工作”。 

最后，调查还指出这些年轻教师重视培训（coaching）和指导（mentoring），希望能够得

到持续的专业发展与支持。“Z 世代的教师，他们在学生时期就已经拥有话语权、选择权和

代理权，他们想要得到展示领导力的机会。但他们对领导力的渴望不是为了自我，而是为了

引领变革。” 

 

延伸阅读：Z 世代是美国及欧洲的流行用语，意指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至 2010 年前出生的人，传说中

的 95 后，又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统指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短讯、MP3、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

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人。 

 

Madeline Will. Here’s What Gen Z Teachers Around the World Want in Their Jobs [EB/OL]. [2020-01-16]. 

http://blogs.edweek.org/teachers/teaching_now/2020/01/heres_what_gen_z_teachers_around_the_world_want.htm

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多所高校采取措施应对意大利、韩国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 

Coronavirus Hits U.S. International Programs Outsid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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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美国大学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流项

目也受到影响。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韩国和意大利是中国以外的确诊新型冠状病

毒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美国的多所高校已经开始暂停在意大利、韩国等新冠病毒疫情严重

国家的项目，并采取疏散学生、开启线上教学、警告学生减少出游等措施。 

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已于 2 月 25 日停止了其意大利佛罗伦萨校区的学术活

动，并将协助学生返回美国。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2 月 24 日宣布将暂停弗洛伦萨

校区的运营，最晚将于 3 月 29 日开始远程授课。在此之前，纽约大学上海校区已经开始了

线上教学。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也于 2 月 25 日宣布，由于新型

冠状病毒的传播，该校已经取消了在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所有留学项目，并要求

这些国家的所有学生和员工立即回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费尔菲尔德大学(Fairfield 

University)将关闭在佛罗伦萨的留学项目，并要求所有在校生离开意大利，共有 142 名学生

受到该举措的影响。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美国大

学罗马分校（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Rome）等学校虽然尚未暂停国际交流项目，但也已

经分别采取了系列措施来应对疫情。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于一月下旬对非

必要的赴华旅行发出警告，这促使许多大学取消了由大学资助的赴华留学旅行。2 月 24 日，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升了对韩国的旅行警告。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乔治梅森大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于 2 月 25 日宣布，将仁川校区的面授课程推迟至两周后，即 3 月

9 日。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的仁川分校已开设线上教学，并将在 3 月初重新评估是否

要继续进行线上教学。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声明，仁川校区的

春季学期将于 3 月 2 日开始，但前两周的课程将在网上授课。本周，新生入学考试以及报到

正在按计划进行，但考试和报到限制在每个房间十人以内，学生必须戴上口罩，并在进入房

间前测量体温。 

在美国各大学努力应对国际上的新型冠状病毒威胁的同时，也面临着美国国内爆发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的潜在威胁。美国最高卫生当局发出警告：美国人应该为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

的蔓延做好准备。 

 

Elizabeth Redden. Coronavirus Hits U.S. International Programs Outside China [EB/OL]. [2020-02-26].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2/26/programs-italy-south-korea-cancel-classes-and-make-other-

changes-coronavirus-spread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澳大利亚：延长冠状病毒旅行禁令可能导致大学裁员并减少研究预

算 

Australian unis may need to cut staff and research if government extends 

coronavirus travel ban 

澳大利亚内政部（The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已经将从 2 月 1 日开始的两周旅行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2/26/programs-italy-south-korea-cancel-classes-and-make-other-changes-coronavirus-spreads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2/26/programs-italy-south-korea-cancel-classes-and-make-other-changes-coronavirus-sp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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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延长了一周，即延长到 2 月 22 日，旅行禁令意味着在过去 14 天内过境中国大陆者都无

法进入澳大利亚。由于人们日益担心冠状病毒扩散，该禁令可能会进一步延长。禁令的延长

导致预计有超过 100,000 名国际学生无法在澳大利亚开始学业，并造成大量财政损失，大学

可能需要削减人员和研究预算。 

在过去二十年里，在澳大利亚大学学习的国际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国际学生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收益。2018 年，国际学生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 320 亿澳元，其中的三分之一(约 110

亿澳元)来自当年在澳大利亚学习的 16 万中国学生（具体见图 1 和图 2）。 

 

图 1 国际学生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贡献总额（单位：10 亿澳元）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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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国别国际学生对澳大利亚经济贡献（单位：10亿澳元）年度趋势 

 

悉尼大学在 2017 年从国际学生中获得约 7.5 亿澳元的收入，其中的三分之二（约 5亿

澳元）来自中国，同年，悉尼大学的经营盈余为 2 亿澳元。图 3显示了来自中国留学生的收

入最高的十所澳大利亚大学的盈余情况。 

 
图 3 2017 年来自中国留学生的收入最多的十所大学盈余情况（单位：百万澳元） 

 

由于国际学生数量大幅减少，各大学将减少班级数量并削减教职人员。在这些大学中，

大约 23%的全职员工是没有就业保障的临时工。因此，削减这些员工的工作时间将是减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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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的最直接的方式。由于研究费用的 20%来自学生，禁令所带来的学生数量下降而造成的收

入损失也将对研究预算产生影响。 

澳大利亚的大学正在尽其所能容纳仍在中国的学生。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

将教学学期推迟一周至 3 月 9 日，第一周课程将完全在线进行。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将于 2 月 24 日照常开学，但将推迟一些国际学生人数较多的商科研究生课程。其

他大学还为国际学生提供第一学期的在线课程，但是在线学习使国际学生失去了其应有的校

园和国家体验，因此这种选择可能并不具有吸引力。如果这批中国留学生不赴澳留学，而是

选择在国内或其他国家学习，对于澳大利亚造成的损失仍然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John Daley, Will Mackey. Australian unis may need to cut staff and research if government extends 

coronavirus travel ban [EB/OL]. [2020-02-2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ustralian-unis-may-need-to-cut-staff-

and-research-if-government-extends-coronavirus-travel-ban-132175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ustralian-unis-may-need-to-cut-staff-and-research-if-government-extends-coronavirus-travel-ban-13217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ustralian-unis-may-need-to-cut-staff-and-research-if-government-extends-coronavirus-travel-ban-13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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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公司遭遇新冠状病

毒传播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Education Companies Feeling 

Ripple Effect From Coronavirus 

Spread 

新冠状病毒的传播对全世界范围内的

经济发展都造成了影响。美国《教育周

刊·市场简报》（EdWeek Market Brief）近

日报道，许多美国教育公司也被波及，尤

其表现在公司产品的零部件供应及市场需

求这两大方面。 

第一，零部件供应链被破坏。随着中

国工厂的关闭或人员短缺，美国一些教育

公司担心组装其教育科技产品所需的零部

件可能会变得稀缺。例如，一家名为 Kajeet

的为美国中小学提供 Wi-Fi 热点和设备的

公司近日被告知，它所依赖的一家中国

SIM 卡制造商目前暂停运营。该公司的副

总裁迈克尔·弗勒德（Michael Flood）对此

表示，“尽管目前公司还有充足的‘缓冲库

存’，但随着病毒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影

响中国及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时间越来越

长，公司的零部件库存很可能难以支撑”。 

第二，市场需求度与使用率下降。那

些已经开拓了中国教育市场的美国教育产

品公司也看到，随着中国学生和教师居家

学习与办公，对它们教育产品的需求量和

使用量正在下降。例如，销售课堂交互式

产品的公司 zSpace，不仅在中国制造产品

的部分零部件，而且其三分之一的产品销

售业务是在中国。该公司的执行副总裁迈

克·哈珀（Mike Harper）指出，“随着中国

学校的关闭，客户参与目前已经成为一个

问题”，而且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

明显下降。此外，冠状病毒也意外地给

zSpace 公司某些产品带来机遇，例如，公

司为学生提供的有关流感、疫苗和人类对

疾病的反应等的互动课程引起了学校的极

大兴趣，哈珀表示“希望中国学生重返校

园后，能够使用这些信息更好地了解世界

正在发生的事情”。 

 

Michelle R.Davis. Education Companies 

Feeling Ripple Effect From Coronavirus Spread 

[EB/OL]. [2020-02-20]. 

https://marketbrief.edweek.org/marketplace-k-

12/education-companies-feeling-ripple-effect-

coronavirus-spread/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如果冠状病毒变得更

糟，在线学习将填补教学空白 

If Coronavirus Gets Worse in the 

U.S., Online Learning Can Fill the 

Gaps 

截止 2020 年 2 月 14 日，尽管全美境

内仅有 15 例新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政府官

员也告诉民众不要惊慌，但医院已经开始

储备资源以预防疫情的爆发，教育领域也

在积极防备因疫情闭校而带来的教育损失。 

其中，较为显著的预备措施就是在线

学习。事实上，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灾

难迫使 K-12 学校长时间关闭的罕见情况

下，在线学习有助于填补教学空白。当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路

易斯安那虚拟学校（virtual school）扩大了

其满足学生需求的能力。2012 年桑迪飓风

时，当地学生能够得以继续学习，要归功

于纽约州的在线学习平台。 

而目前，全美各地学校在使用在线学

习以应对流感、恶劣天气等突发情况的经

验与做法已经非常成熟。根据数字学习合

作（Digital Learning Collaborative）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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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目前全美

已有 12 个州制定了“在线学习日”政策，

这意味着它们充分做好了让学生在下雪天

或其他紧急情况下进行在线学习的准备。

该报告还指出，尽管一些州的学校虽未采

取正式政策，但也在积极尝试在必要时让

学生进行在线学习。此外，全美最大的营

利性在线教育公司 K12 Inc.目前也制定了

一些协议，以应对突发情况下出现的在线

学习需求。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对

于学生而言，扎实且连续的学习过程是非

常重要的”。另一方面，该公司也投入了许

多精力，以让其合作学校能够确保学生和

家长清楚了解在线学习这一途径，包括如

何访问在线资源、在线学习如何运作，以

及学生可以从中收获什么。 

 

Mark Lieberman. If Coronavirus Gets Worse in 

the U.S., Online Learning Can Fill the Gaps 

[EB/OL]. [2020-02-14].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DigitalEducation/2

020/02/coronavirus_online_education_e_learning.ht

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冠状病毒会引发招生危

机吗？ 

Will Coronavirus Crisis Trigger an 

Enrollment Crisis? 

过去十年，随着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

数量迅速增长以及自费本科生的大幅增加，

美国高校越来越依赖中国学生来平衡预算。

随着中国大学地位的提高，美国大学在学

术研究及其他领域与中国建立了众多合作

伙伴关系。但目前在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

病毒 COVID19 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导致美国实施出入限制，禁止在过去 14 天

内前往中国的外国公民进入美国，这一行

动对学生流动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产生了不

利影响。如果冠状病毒持续流行下去，今

年秋天美国大学的招生渠道可能会受到影

响。 

目前中国学生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

群体，占美国大学国际学生总数的三分之

一以上。作为对美国政府的回应，各大学

相继取消其资助的中国留学项目。中国大

陆 2 月份的托福、雅思、GMAT 和 GRE 等

考试已经取消。美国驻北京、成都、广州、

上海和沈阳领事馆的常规签证服务已经暂

停。西弗吉尼亚大学（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负责全球战略和国际事务的副

校长威廉·布鲁斯坦（William Brustein）

说，“这对许多大学来说可谓是一个巨大打

击，特别是那些在招收中国学生上投入了

大量精力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大

学在现金流方面对来自中国的本科生产生

了一定依赖”。 

2003 年中国爆发 SARS 疫情后，2003-

2004 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下降了 4.6%，

次年开始回升，增幅为 1.2%。自那时起，

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美

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已于 1

月 31 日发布声明，鼓励高校对受影响的潜

在学生采取灵活的招生政策。目前的情况

是，由于学年的时间安排，大多数人在美

国政府 2 月 1 日实施出入限制之前就已在

美国。但对春季学期开始较晚的大学会产

生重大影响。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于 2 月中旬开始春季课程，但

该校报告称，有 226 名学生未能在春季学

期返回校园。据美国英语协会（English 

USA）的执行董事谢丽尔·德尔克勒·古

德（Cheryl Delk-Le Good）表示，一些密集

的英语课程正在取消或推迟招生，并且原

定于 2 月或 3 月为中国学生提供的短期定

制课程也已经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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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管理者协会（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主席

马瑟利（Matherly）表示：“我们已经暂停

了在中国的暑期项目，这必然会对整体暑

期项目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这清楚地

表明了中国对我们国际教育工作的影响，

当考虑到国际教育项目时，都与中国相关”。

国际招生趋势专家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拉吉

卡·班达里（Rajika Bhandari）表示，“这

对国际教育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

虽然有种倾向会将此次事件与 SARS 相提

并论，但整个国际教育部门与 2003 年

SARS 疫情爆发时截然不同。随着时间的

推移，中国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过

去的五六年中，与中国机构的系列合作不

断增长，中国自身作为高等教育目的地也

不断崛起”。 

 

Elizabeth Redden. Will Coronavirus Crisis 

Trigger an Enrollment Crisis?[EB/OL]. [2020-02-

13].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2/13/l

onger-coronavirus-crisis-persists-bigger-likely-

impact-chinese-student-enrollments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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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0-21】2020 年匈牙

利布达佩斯国际教育与教学国

际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Glob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IAC-GETL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 20-21 日 

会议地点：多瑙河诺富特酒店，匈牙利布

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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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促进“国际教育与教学”领域的

发展，2020 年布达佩斯国际教育与教学国

际学术会议（IAC-GETL）将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至 21 日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多瑙河

诺富特酒店举办。会议的主题包括“教育、

教学、学习”（Education, Teaching, Learning）

类 主 题 ， 包 括 远 程 教 育 （ Distance 

Education）、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家庭教育（Home Education）、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教育研究中的全球

问 题 （ Global Issue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等，还包括“在线学习”（E-

learning ） 类 主 题 ， 包 括 教 育 技 术

（Educational Technology）、教育游戏与软

件（Educational Games and Software）、ICT

教育（ICT Education）、虚拟学习环境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移动应

用程序和学习（Mobile Applications and 

Learning）等相关主题。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学者、教育工作

者及博士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所有

投稿的论文将会根据质量、原创性和相关

性获得审查。所有被接受的论文都将发表

在“2020 年布达佩斯会议集”（Proceedings 

of IAC in Budapest 2020， ISBN 978-80-

88203-18-6）中，并收录在捷克共和国国家

图书馆、谷歌图书（Google books）、EBSCO

中。 

本次会议论文的投稿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1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www.conferences-

scientific.cz/inpage/conference-budapest-iacgetl-

2020/ [2020-03-10]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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