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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部加强对大学接受

外国资金审查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

2020 年 2 月 20 日报道，美国教育部（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将继续加强对接

受外国礼物和合同的大学的审查。在上周

追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过程中，教育

部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表示会认真执行

这项法律，要求各大学报告所有涉及价值

25 万美元及以上的外国来源的礼物和合

同。 

教育部官员表示，教育部为执行《高

等教育法》第 117 条（涉及礼物和合同的

披露）付出努力，自去年 7 月 1 日以来，

已上报约 65 亿美元过往未公开的外国资

金。 

此次对大学对外合作的审查实际上是

两党共同提出的。美国参议院调查常设小

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伯·波特曼

（Rob Portman）和委员会高级成员、民主

党人汤姆·卡珀（Tom Carper）上周发表联

合声明，赞扬教育部的调查。二人指出，

这首先是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因为除

其他担忧外，外国资金可能附带“附加条

件”，损害学术自由，而学院和大学得到美

国纳税人的巨额补贴，因此必须对学生、

家长、纳税人以及美国政府负责。他们表

示将敦促教育部与各机构合作，改进报告

程序，以增加透明度，确保美国学校在今

后遵守规定。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徐婷 

 

 

英国：大学在特殊情况下是否

有义务联系家长惹争议 

据英国 BBC 新闻（BBC News）官方

网站 2020 年 2 月 9 日报道，一家社会流动

慈善机构表示，如果学生出现心理健康危

机，大学是否联系家长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继学生自杀事件得到关注后，一些大学对

学生心理健康展开调查，并询问学生在患

有严重心理疾病的情况下，是否希望学校

与其家人联系。出于对保密权的考虑，慈

善机构创始人黛博拉·斯特雷特菲尔德

（Deborah Streatfield）表示，在这种情况

下，学生和他们的家人可能不确定如果出

现精神健康问题会怎样。她说：“当大部分

年轻人第一次离开家时，都会感到非常害

怕。不论在整个学年中发生任何事情，无

论是精神疾病还是身体疾病，大学都没有

义务通知任何人。” 

布里斯托尔大学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后，

该校推出了“选择加入”制度，学生可以

同意家长、监护人或朋友在对他们的幸福

感到“严重关切”时与他们联系，例如自

残事件、担心在宿舍看不到人或心理健康

恶化。今年，布里斯托尔 93%的学生选择

了让家人或朋友联系——去年有 36 个学

生进行了联系。去年利物浦大学对一名学

生的死因进行了调查，听说她的家人在她

死前三个月还没有接到自杀未遂的消息。

学生是成年人，因此有权保密——这意味

着大学必须询问他们是否会放弃这一隐私。 

英国大学（Universities UK）目前正致

力于为大学提供有关联系家庭的指导，并

呼吁所有大学为家长提供一个选择。教育

部表示，已要求大学部门考虑如何更好地

与学生家庭分享信息。该部门发言人说，

“大学应该努力改善如何让家庭成员参与

到心理健康支持中来，同时确保学生的最

大利益。”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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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英国 BBC 新闻 

编译者：杨雅晴 

 

 

英国：警惕按毕业生收入对大

学进行排名的教育标准局式计

划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20

年 2 月 11 日报道，忧心忡忡的学者们称，

英国政府计划为大学引入“标准式”排名，

将薪资较低的课程列为不及格课程，这将

惩罚伦敦以外的院校，并威胁到艺术和人

文学科的课程。 

11 月，保守党宣言承诺解决“低质量

的课程”，这给大学敲响了警钟。如今，与

英国议会关系密切的资深学者们表示，政

府正在推进这一计划，可能会复制英国教

育标准局（Ofsted）用于学校的 4 个类别，

把政府认为不够用的大学课程标出来。在

《卓越教学框架》下，大学的教学已经有

了金奖、银奖和铜奖的排名。英国一些顶

尖大学未能获得最高的金奖评级，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只获得了一枚铜牌。一位专家说：“他们想

要第四种类型的东西，比如‘需要改进’。”

有争议的是，大学毕业生的收入预计将成

为政府评判课程的标准。高等教育专家警

告称，这将损害艺术和人文学科，这些学

科的起薪通常比医学或法律等学科低得多。

此外，他们还警告称，如果伦敦以外的大

学毕业生留在本地工作，而不是为了更高

的薪水而搬到伦敦，那么这些大学将会遭

受损失。 

大学联盟担心政府可能会拒绝为“低

质量”的课程提供学生贷款，如果他们不

改进，就会威胁到大学的学生注册办公室，

或者关闭课程。 

智库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主任尼克·希尔

曼（Nick Hillman）表示，政府质疑课程是

否都符合良好标准是正确的，但他表示，

在评估质量方面，收入可能会“超出应有

水平”。英国大学校长们认为，教育标准局

的提议是政府对他们独立性的侵犯。英国

一所领先研究型大学的校长警告称，各大

学应该肯定英国教育标准局有“激进”计

划，应做好战斗准备。令人担心的是，被

归类为需要改进的课程将会举步维艰。牛

津大学高等教育教授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表示，这可能会将一些处境艰

难的大学，尤其是较贫困地区的大学推向

边缘。 

政府深受实验性的新官方数据的影响，

这些数据通过毕业生的纳税申报单追踪到

29 岁。如“纵向教育成果”数据显示，29

岁的男性经济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比没有

学位的同龄人高出 33%，而同龄的男性创

意艺术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比没有上过大学

的同龄人低 14%。伦敦艺术大学校长奈杰

尔·卡灵顿（Nigel Carrington）教授表示，

这些数据“根本不够充分”。他认为，该报

告没有恰当地考虑到那些在提高技能的同

时兼职工作的人、地区薪酬差异或自主创

业的收入。 

英国教育部表示，政府为高等教育提

供了约 50%的补贴，而且这笔资金的使用

效率要尽可能高才算公平，这样学生们才

能相信，他们的钱花得物有所值。此外，

教育部长将支持学生办公室“使用其权力”，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机构提供的服务

并不物有所值。 

 

来源：英国卫报 

编译者：邱武霞 

 

 

德国：巴符州制定行业入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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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新方案 

据 德 国 教 育 试 点 网 站

（bildungsklick.de）2020年 2月 5日报道，

自 2009 年以来，巴登·符腾堡州（Baden-

Württemberg）一直为争取特殊教育学校或

普通中学毕业文凭的学生提供行业入职支

持。随着联邦政府于 2019 年底宣布退出融

资，州政府将会对支持方案进行修改。 

巴符州文化部向联邦职业机构提出了

入职支持新的方案，并于 2 月 5 日向巴符

州各协会介绍了该方案。巴符州文化部长

苏 珊 娜 · 艾 森 曼 博 士 （ Dr. Susanne 

Eisenmann）表示，行业入职支持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提议，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支持方

案来帮助许多年轻人更好地接受职业培训，

而靠他们自己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即使在没有联邦政府融资的情况下，

提出新的方案以继续执行该支持计划也非

常必要。 

在过去的行业入职支持资金方案中，

联邦职业机构占比 50%，联邦政府占比

50%。新的方案将重新设计资金供应占比

分配，联邦职业机构将继续承担 50%的费

用，巴符州政府将承担 25%的费用。州政

府在 2020 年预算中将提供约 130 万欧元，

而在 2021 年预算中将提供约 250 万欧元。

此外地方基金会及各行业协会等第三方将

资助剩下 25%的资金。 

联邦职业机构巴符州董事会主席克里

斯蒂安·劳赫（Christian Rauch）表示，新

的资金方案使得政府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框

架，在保证原来支持力度的基础上提供更

广泛的支持范围。 

 

来源：德国教育试点网 

编译者：戴婧 

 

 

西班牙：工会要求减轻公私合

营制学校教师的教学负担 

据欧罗巴新闻社（EUROPA PRESS）

2020 年 2 月 11 日报道，教育联合会工会

（ Federación de Enseñanza del sindicato 

USO，简称 FEUSO）要求教育部部长伊莎

贝尔•塞拉（Isabel Celaá）将公立学校和公

私合营制学校教师“薪水的一视同仁”纳

入此次教育改革范畴中，以消除目前教师

间的巨大差距。 

教育部计划出台新的教育法，以取代

2013 年人民党（Partido Popular）颁布的《提

高教育质量组织法》（Ley Orgánica para la 

Mejora de la Calidad Educativa）。考虑到教

师的教学负担是影响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

因素，工会要求将“减轻公私合营制学校

教师的教学负担”写入新教育法。 

教育联合会工会在本周二发表声明并

指出，对于在以公共财政作为资金支持的

私立学校工作的教师而言，2%的薪水涨幅

是不够的，因为其教学负担要远远高于公

立学校的教师。去年颁布的《关于改善非

大学教育领域教师的工作条件的法律》旨

在减少教师的教学时长，但该法律仅适用

于公立学校，却边缘化了公私合营制学校

的教师。而正是这些教师，承担着远高于

公立学校教师的教学负担。 

教育联合会工会指出，如果不提高教

师工资 2%的涨幅，减轻公私合营制学校教

师的教学负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只

影响到教师的基础工资，还不包括公立学

校的福利补贴等。这将进一步扩大公立学

校和公私合营制学校教师的薪资和劳动力

差距。 

 

来源：欧罗巴新闻社 

编译者：张灵铃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World Education News Mar.2020 No.101 

4 

世界教育动态  2020年 3月 第 5期 政策参考 

韩国：韩国教育部扩大大学前

途及就业支援事业 

据韩国《Money today》报 2020 年 2 月

3 日报道，韩国教育部于当日表示，将新设

并扩大“大学前途及就业支援事业”，共

支援 13 个项目，投入预算为 2505 亿韩元

（约合 147419.54 万人民币），比去年增加

了 7.8%。其宗旨是将前途教育对象扩大到

青年，同时减轻青年为决定前途和就业所

承受的负担。 

韩国教育部表示，将从今年起实行

“大学前途探索学分制”，允许将大学生

的前途探索活动算为学分。承认大学生在

一个学期内自由设计和执行探索前途活动

为学分的“大学前途探索学分制”，计划

在 10 所大学率先试点实施，并且会根据实

施成果逐步扩大实施范围。韩国教育部将

在每年向每所学校支援 4000 万韩元（约合

235400.46 人民币）。 

被选定为试点的大学的十所学校包括

7 所普通大学和 3 所专科大学。另外，为

经济性就业困难的大学生提供海外前途职

业探索机会的“蓝梯子”项目的实施范围

也增加了 6 所学校，目前总共在 20 所学校

内运行。“蓝梯子”项目今年的目标是为

1600 名大学生提供 4 至 6 周短期海外工作

机会。 

此外，韩国教育部还将扩大校企联合

教育和创业教育。将在 40 所学校增设培养

各类专业人才的“社会适应型学科协议

班”，旨在培养零部件、材料、设备等产

业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先导领域的专业人才，

并计划选定或开设 3 所进行校企联合教育

的“早期就业型专业先导大学”，新增 2

所“创业教育定点大学”，新增 10 所“实

验室特色创业先导大学”。韩国教育部还

计划为希望到中小企业就业或创业的大学

3 年级、4 年级的大学生增设“希望梯子奖

学金 I 类型”。具体的内容是将奖学金发

放对象增加 2600 名，共向 6200 名提供全

额学费和 200 万韩元（约合 11770.02 人民

币）的奖学金。 

韩国教育部职业教育政策官林昌斌

（音译）表示，为了让青年们选择适合自

己特点和能力的职业、同时获取时代要求

的力量，顺利的步入社会，将阶段性地扩

大对大学生就业、创业全程的支援。 

 

来源：《Money today》报 

编译者：朴仙子 

 

 

澳大利亚：部分公立学校试行

数字化在线入学注册项目 

据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时报》（The 

Brisbane times）2020 年 2 月 4 日报道，新

南威尔士州消费者服务厅厅长（Customer 

Service Minister）维克多·多米内洛（Victor 

Dominello）表示，该州 20 所公立学校开

展了一项数字化学校注册试行，新的数字

智能表格为家长省去了填写 16 页的入学

申请表，且根据提供的信息跳过不相关的

问题，他们仅需回答与孩子有关的问题，

如有关食物过敏的详细信息，同时家长可

随时随地完成它，帮助其减少了文书工作，

节省时间。教育部长莎拉·米切尔（Sarah 

Mitchell）表示，“该数字化表格为父母和

学校节省了可观的费用，通常是为了减少

寻找其他信息或澄清细节所需的来回费用。

此外，学校工作人员在每生注册申请上投

入的管理时间最多可以节省 40 分钟，该表

格还将使工作人员免于劳动强度大的手工

处理注册表格。” 

数字智能入学注册项目是消费者服务

部门和教育部门联合开发的，于 2019 年 4

月至 8 月在 6 所学校试用，11 月则扩展到

另外 14 所学校。参加该试验的 90％的父

母表示其值得推荐，该试验包括樱桃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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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Cherrybrook）、城堡山学校（Castle 

Hill）、班克斯敦学校（Bankstown）和宝琴

山北部学校（Baulkham Hills North）在内

的学校提交了 508 份入学申请。计划日后

的推行，将视乎家长及员工的意见而定。 

到目前为止，消费者服务部门的数字

转型议程包括推出新南威尔士州数字驾驶

执照（the NSW Digital Driver Licence）和

e 计划（ePlanning），这是一种在线规划工

具，可以实时查看开发应用程序。 

 

来源：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时报》 

编译者：赵珂 

 

 

 

 

南非：家长试图关闭存在欺凌

问题的学校 

据非洲 GroudUp 新闻 2020 年 2 月 5

日报道，开普敦亚特兰蒂斯（Atlantis, Cape 

Town）的家长周二锁上了阿文代尔小学

（Avondale Primary School）的大门。大约

五十名家长，其中大部分是母亲，用铁链

锁上了校门，锁链后来被老师砍掉了。一

张用南非荷兰语写的标语牌上写着：“我

们已经不能忍受了（Ons is gatvol）”。 

穆罕默德 ·彼得森（ Mohammad 

Petersen）在学校上一年级的儿子因为被另

一个学生推了一下，摔了一跤后受到了脑

震荡。他说，欺凌是学校的一个问题，学

校管理机构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彼得森提

到，一些孩子用铅笔制造武器，并用铅笔

在校舍内互相刺伤；一位家长的孩子被学

校的六名学生袭击，他们把他的头浸在马

桶里。他抱怨说：“孩子们已经在用黑帮

俚语交流了，亵渎的语言是个大问题。”

安西亚·菲利普斯（Anthea Phillips）说：

“欺凌已经发生了很多年。我的孩子三年

级时就开始抱怨了，现在他上七年级。我

一直在和学校管理层、秘书、老师反应这

个问题，但他们什么也没做。” 

西 开 普 省 教 育 部 （ Western Cape 

Education Department）发言人布朗纳·哈

蒙德（Bronagh Hammond）说：“一名官员

周二访问了学校，向家长发表讲话。谢天

谢地，抗议活动在开学前就结束了，因此

教学没有受到干扰。”西开普省教育部没

有意识到学校欺凌的问题。这将由学校管

理团队的巡游经理（Circuit Manager）解决。 

 

来源：非洲 GroudUp 新闻 

编译者：曹玲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在教

育战略中实施性别平等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0 年 2 月 12

日报道，加拿大与挪威政府与教科文组织

合作，向约旦教育部提供技术援助，通过

制定并开始实施新的五年教育战略计划

（ESP）和将性别平等主流化（GE）纳入

补充战略,以及提供专家咨询以加强教育

体系。  

五年教育战略计划以机构评估和基于

性别的分析为基础，包括实现国家人力资

源开发战略成果所需的清晰、优先、有序

和有成本的活动。资金援助为教育部改善

循证战略决策、计划、监控和报告以及协

调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多种领域，并补充

加拿大对教育部的预算支持。挪威为加强

教育系统倡议提供了额外的支持，并提供

了包括高级性别官员、高级数据分析师和

统计学家以及内部监测与评估协调官在内

的几位专家。 

教科文组织目前正在优化这些对加强

非洲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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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的贡献，特别侧重于支持通用电

气战略的实施，将教育的变革力量建立在

在高质量、符合所有性别需求的、基于人

权、价值观和原则（包括性别平等）的教

育基础上，进行教科文组织权力的实施。 

教科文组织驻约旦代表科斯塔扎·法

里纳（Costanza Farina）女士坚信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一致和有效的方式

开展工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 的进

展是很重要的。2030 年议程的核心是不遗

余力的原则，这意味着首先走在第一位，

解决不平等现象。”教育和性别平等是可

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并通过平等赋权和

使男人和女人能够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

生活，为繁荣民主的社会奠定基础。性别

平等是教科文组织的全球优先事项，与其

促进教育权和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努力密不可分。 

最近一次性别审核发现，在教育中性

别平等方面存在一些重大差距。将性别平

等考虑因素更好地融合到教育中，还旨在

解决男生和教师面临的具体挑战。从让教

师参与变得对性别敏感，以及将性别纳入

课程主流开始，鼓励人们改变观念，并改

变将传给孩子们，是未来教育合作的重要

任务。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怎样通

过教育系统来理解教师的福

祉？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与技能

（OECD Education and Skills Today）网站

2020 年 02 月 18 日报道，随着社会和经济

变得越来越复杂和苛刻，人们对教师的期

望也越来越高。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更好

地了解影响教师福祉的因素及其对教与学

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教师福祉可以

影响教学的有效性，从而影响学生的幸福

感和学习效果。 

经合组织基于我们积累的有关教师和

教学的知识和证据，承担了建立教师福祉

综合模型的任务。教师职业福祉框架的目

的是为经合组织指标收集这些领域的数据

和制定政策提供指导。 

概念框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1.哪些工作条件影响着教师的职业健

康？这是指在系统级别（即确定系统运行

方式的政策，如质量标准）和学校级别（即

教师的工作环境）中影响教师福祉的因素。

学校层面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工作需求

（如工作量，绩效评估等）或工作资源（如

培训机会，自主水平等）。 

2.教师职业健康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该框架围绕四个关键维度定义了教师的职

业幸福感：认知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和工

作集中度），主观幸福感（特定的感觉或情

绪状态，满意度和目标感），身心健康（心

身症状），社会幸福（工作关系的质量）。 

3.教师职业幸福感的预期结果是什么？

上述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核心组成部分可以

为教师带来两个直接的内向结果：与他们

的压力和倦怠程度有关的结果，以及与他

们参与程度有关的结果——他们的工作和

他们留在该行业的意愿。教师的职业幸福

感在课堂过程（例如对学生的支持，反馈

的频率）方面也具有外在的结果，在学生

的幸福感方面也具有直接的结果（例如学

生的学习动机和态度，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吴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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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病毒疫情对教育行

业的长期影响 

COVID-19’s Long-Term Impacts on 

Education in 2020 and Beyond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

播以及经济衰退的威胁，大多数人都将注

意力集中在准备远程教学、支持学生上。 

一家名为纠缠集团（Entangled Group）

教育风险咨询公司的战略主管迈克尔•合

恩（Michael Horn）及其同事预测，除了远

程教学之外，疫情还会对教育行业有重大

的长期影响。最大的转变可能发生在 K-12、

高等教育和在职培训等领域的交叉点上。

在教育市场上，这些领域往往被认为各自

独立，但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揭示了这些领

域之间的联系。具体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K-12 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出现问

题。南加州大学罗西尔教育学院 (USC 

Rossier School of Education)的教员道格•林

奇(Doug Lynch)指出，“部分高中学生将无

法参加学业能力倾向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AT）和大学入学考试

(American College Testing，ACT），这将影

响明年高校的入学人数。”为解决此问题，

凯 斯 西 储 大 学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表示在即将到来的申请季，学生

的 SAT 或 ACT 成绩将不作为必备条件。

合恩认为，这一行为可能会为其他高校所

效仿。 

第二，教师资源短缺。由于目前正在

接受教师培训的大学生无法完成实习要求，

明年 K-12 教师的短缺将会加剧。尽管有数

百万美国人有资格填补 370 万个教师职位，

但从年级水平、学科内容和地理位置来看，

教师资源仍然严重短缺。 

第三，高等教育商业模式弱点更加突

出，尤其是在高度依赖留学生项目且尚未

制定出适当的线上教学计划的高等院校。

纠缠集团的合伙人马特•弗伦茨（Mat Frenz）

表示，“再多的在线课程、市场营销以及

校园生活设施也无法弥补对留学生学费的

过度依赖。高校也不太可能得到州政府的

资助，它们将被迫重新考虑其商业模式，

并就下一步规划做出决定。” 

第四，校园招聘难以进行。纠缠集团

的合伙人马修•丹尼尔（Matthew Daniel）认

为，用人单位进行校园招聘的渠道会受到

影响，因为他们的招聘人员无法参加校园

招聘活动。这可能会对用人单位的运营计

划产生长远的影响。 

第五，教育与经济“逆周期”规律不

适用。人们常说教育对市场是“逆周期的”，

这意味着在经济低迷时期，社会对教育服

务的需求会增加。历史上，经济衰退会导

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上升，因为下岗工人

通过再教育试图改善他们未来的就业前景。

但是林奇指出，这一次未必会这样：考虑

到此次经济衰退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以

及短期培训项目的出现，人们可能不倾向

于选择耗费时间更长且成本更高的高等教

育。 

 

延伸阅读： 

1.本文作者迈克尔•合恩（Michael Horn）是纠

缠集团的战略主管及高级合伙人、克里斯坦森研

究所（Christensen Institute）的联合创始人，哥伦

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顾问，曾被《科技与学习》杂

志评选为推动教育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关键一百人

之一，出版有《混合式学习：21 世纪学习的革命》

（Blended: Us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 to Improve 

Schools）、《选择大学:如何在一生中做出更好的学

习决定》（Choosing College: How to Make Better 

Learning Decisions Throughout Your Life）等多部

著作。 

2.纠缠集团（Entangled Group）是美国一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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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咨询公司，其名称来源于创始人已故的父亲—

—物理学家斯图亚特·杰伊·弗里德曼（Stuart Jay 

Freedman）的名字，他曾进行实验证明爱因斯坦

的量子纠缠理论，但实验结果却发现局部隐藏变

量，而非量子力学，可以解释纠缠粒子的行为。 

 

Michael B. Horn. COVID-19’s Long-Term 

Impacts on Education in 2020 and Beyond 

[EB/OL]. [2020-03-23].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0-03-23-covid-

19-s-long-term-impacts-on-education-in-2020-and-

beyond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浪潮网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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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校长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 

Presidents Fear Financial, and Human, Toll of Coronavirus 

近期，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联合汉诺威研究所（Hanover Research）进

行了一项针对高校校长的调查研究，共有 172 名受访者参与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下学校的短期及长期计划、疫情发生以来采取的措施、应对疫情最成功以及最

不成功之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疫情发生以来，高校校长最关心的短期问题是学生以及教职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绝大

部分受访者都对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精神健康以及身体健康情况表示关心（具体见图 1）。而

受访者最关心的长期问题则是财务以及招生的问题，89%的受访者担心学校整体的财务稳定，

88%的受访者担心未来招生人数下降，81%的受访者担心教职员工的薪水发放问题（具体见

图 2）。 

 

图 1 疫情影响下，受访者关心的短期问题排行 

 

图 2 疫情影响下，受访者关心的长期问题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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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情发生后的应对措施，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学校已经开始线上教学模式（占

98%）、推迟教职工的海外交流计划（占 95%）以及实行网上办公制度（占 93%）。（具体见

图 3） 

 

图 3 受访者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统计图 

关于恢复线下教学的时间，约三分之一（31%）的受访者预计秋季学期将会恢复上课，

但是约四成（41%）的受访者表示，至今为止无法预测开学时间。此外，约四分之三（76%）

的受访者担心学生在线上学习所需的工具和平台方面遇到困难，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教师线

上教学准备情况表示担忧。 

 

Doug Lederman. Presidents Fear Financial, and Human, Toll of Coronavirus [EB/OL]. [2020-03-2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survey/college-presidents-fear-financial-and-human-toll-coronavirus-their-

campuse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美国：无家可归的学生人数创历史新高 

Number of Homeless Students Hits All-Time High 

根据联邦政府的最新数据，2017-2018 学年，美国无家可归的学生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150

万，比前一年增加了 11%，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全国无家可归者教育组织“校舍连接”

（School House Connection）的执行董事芭芭拉·达菲尔德(Barbara Duffield)表示，学生无家

可归率的上升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房价上涨、自然灾害、毒品以及贫困等因素等都会影响这

一数据。无家可归者联络员诺玛·梅尔卡多(Norma Mercado)表示，无家可归者人数的增加

是由更深层的、非偶然问题造成的，包括士绅化（指一个旧社区从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

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引来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取代原有低收入者）、缺乏保障性住房、

失业和就业不足等因素。 

2015 年签署的《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 Every Student success Act，以下简称《成功法

案》）要求各州追踪无家可归学生的学业成绩和高中毕业率，尽管许多州在公布数据方面行

动迟缓，但无家可归学生和有稳定住房的低收入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已经暴露出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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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根据《成功法案》的测试，无家可归学生在每一年级和每一学科中都落后于有固定

居所的贫困学生。总体而言，只有 29%的无家可归的学生在阅读和语言艺术方面表现出色，

比其他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低 8.5%；大约四分之一的无家可归学生精通数学和科学，而在低

收入家庭学生中，这一数据可达到三分之一或更多。 

因此，救助无家可归的学生势在必行，但尽管其人数迅速增加，学校却越来越难找出学

生中的无家可归者。联邦法律将无家可归学生定义为没有固定夜间住宅的儿童，但是，自

2015—2016 学年，住在避难所、过渡性住房或临时寄养场所的学生呈现下降趋势。分析其原

因在于，由于救助政策的变化，数万名无家可归的学生住进了酒店或与其他家庭合住，该政

策倾向于向无家可归的家庭提供酒店代金券，而不是避难所。对此，达菲尔德表示，相比将

无家可归学生安置于酒店等地，将其安置在避难所将有助于工作人员开展统一而稳定的援助

工作。 

 

Elizabeth Redden . Number of Homeless Students Hits All-Time High [EB/OL]. [2020-02-12].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2/12/number-of-homeless-students-hits-all-time-high.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王晨雨 

 

 

 

新冠病毒危机凸显美国大学财政援助中的不平等 

OPINION: Coronavirus Crisis Spotlights the Inequities in College Financial Aid 

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暴露出美国社会各方面巨大不平等，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五十多

年来，人们一直被告知，向低收入学生提供经济援助可以帮助其负担大学费用。但在过去十

年中，研究人员逐渐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 

事实上，包括公共补贴和私人慈善事业在内的高等教育中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最富有

的学生，在美国 25 所高校持有美国约一半的捐赠资金。美国大学资金主要集中在精英私立

大学，富裕的学生也大多聚集于此，而非大多数美国人选择的公立地区性大学和社区学院。

2020 年 3 月，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研究团队发布的一份名为《五年来关于基

本需求未保障的研究》（Five Years of Evidence on Basic Needs Insecurity）的报告显示，在过

去五年调查的 33 万多名大学生，公立两年制学院学生的住房未保障率在 46%到 60%之间，

四年制学院和大学学生的住房未保障率在 35%到 48%之间。这些学生在上学期间努力支付

房租和水电费，他们的生活条件限制了其学习能力的发挥。 

虽然公立和私立大学都通过联邦研究经费以及联邦和州的财政援助计划获得补助，但不

同的大学补贴有所不同。以新泽西州为例，研究人员估计，纳税人对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补贴高达每名全日制学生 10.5 万美元。相比之下，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的生均补贴为 1.23 万美元，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为 4700 美元，埃塞克斯郡立学院（Essex County College）仅为 2400 美元。美国

的经济援助体系应该至少足以让低收入学生有机会接受优质教育，但实际上经济资助体系未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且在时间以及申请和合规性要求方面给学生增加了很多成本，从而使

有需求的学生无法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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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危机中，紧急援助资金通常来自捐赠基金或基金会。在私立研究型大学，生

均捐赠资金支出约为 4000 美元；在公立大学，生均捐赠资金支出约为 1000 美元，而在社区

学院仅为 200 美元。哈佛大学拥有近 400 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但在城镇的另一边，邦克山社

区学院（Bunker Hill Community College）三分之二学生的基本需求尚未获得满足，该基金会

的资产不足 700 万美元。科学家表示，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参议

员帕蒂·默里（Patty Murray）提出将 12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基金用于学生经济援助，但为了

弥补美国高等教育资助体系严重不足和不平等问题，资助政策仍需要不断改善。 

 

Sara Goldrick-Rab. OPINION: Coronavirus crisis spotlights the inequities in college financial aid [EB/OL]. 

[2020-03-31]. https://hechingerreport.org/opinion-coronavirus-crisis-spotlights-the-inequities-in-college-financial-

aid/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咨询网 赫金杰报告 

编译者：杨蕊 

 

https://hechingerreport.org/opinion-coronavirus-crisis-spotlights-the-inequities-in-college-financial-aid/
https://hechingerreport.org/opinion-coronavirus-crisis-spotlights-the-inequities-in-college-financia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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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随着全国学生转向在线

学习，新研究对屏幕接触时间

进行警告 

New Warnings on Screen Time, as 

Students Nationwide Move to E-

Learning  

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的爆发，截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全美有 30 多个州宣布

闭校至少 2 周或 3 周以上，有些官员甚至

还预测闭校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该学年结

束。在全国数百万名学生开始转向在线学

习之际，一项新研究也提醒人们，过多的

屏幕接触时间可能会对学生（尤其是低龄

学生）产生负面影响。 

这项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发表在《美

国医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上的一项元分

析研究指出，尽管高质量的在线学习内容

同学生更好的语言技能有相关关系，但每

日超长的屏幕接触时间（无论其质量如何）

会降低学生的语言发展。 

该研究对近 19，000 名 12 岁以下学生

的屏幕观看（包括电视、电脑、平板、手

机等）的内容质量与时间数量进行了分析。

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的谢里·马迪根

（Sheri Madigan）博士表示：“我们的研究

结果显示，随着屏幕接触小时数的增加，

产生问题的风险也会随着增加。”“这项研

究表明，尽管屏幕观看内容的质量很重要，

但也必须适度使用。” 

目前一项针对未成年人的长期追踪研

究表明，那些每天在手机、平板电脑和电

子游戏上花费数小时的青少年，其认知能

力较低，尤其是在将二维对象转换为三维

对象方面。对成年人的相关研究也表明，

长时间使用电子格式阅读会减少阅读速度

和理解力，尤其在进行较长的文本阅读时。 

为此，马迪根建议校长和教师通过鼓

励和支持家长在学生进行在线学习期间制

定整体的屏幕接触时间计划，以帮助减轻

屏幕时间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教师还

可以向家庭提供关于如何与孩子一起使用

在线学习资源的培训。 

 

Sarah D. Sparks. New Warnings on Screen 

Time, as Students Nationwide Move to E-Learning 

[EB/OL]. [2020-03-

23].http://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

research/2020/03/new_warnings_on_screen_time_la

nguage_delay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新冠疫情的联邦援助计

划不能满足学生当前的教育需

求 

The Stimulus Package Will Help 

Families, But It Doesn’t Go Far 

Enough 

2020 年 3 月 18 日，美国国会通过的

《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

（ 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 CARES）将向美国联邦教育部

提供 307.5 亿美元的紧急救济拨款，其中

有 135 亿美元面向 K-12 教育，将主要用

于消毒学校设施与设备、在学校闭校期间

为学生持续提供食物、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等。此外，美国参议院也在提议以现金支

票的形式直接向美国人提供 2500 亿美元

的经济援助，每位成年人和儿童可分别得

到 1000 美元和 500 美元。 

全美学校董事会协会（Nation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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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s Association）的首席倡议官齐普·斯

拉文（Chip Slaven）表示，“虽然这是第一

步，但我们确实需要更多资源来应对当前

的危机，尤其是在学校闭校很有能持续数

个月的情况下”。 

事实上，这些援助计划确实不足以支

付家长因学校闭校而面临的额外费用，包

括购置电脑、移动热点、书籍和其他教育

服务以确保他们的孩子不会在学业上落后。

此外，对于那些需要特殊教育和额外心理

治疗的学生，家庭在学校闭校期间需要支

付的教育费用会更多。 

而且，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学校

闭校停课还可能会扩大教育差距，从而致

使许多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业落后，影响

教育公平。具体而言，目前美国 K-12 学校

竞相建立在线学习和虚拟辅导计划，但许

多低收入家庭学生无法使用，因为他们缺

少平板或笔记本电脑以及宽带网络来访问

学校的数字课程和资料。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约翰·贝利（John P. Bailey）是美国

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客座

研究员，也是沃尔顿家族基金会（Walton Family 

Foundation）的顾问。在 2007 年至 2009 年间，他

曾担任乔治·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主要从事教

育和劳工政策问题方面的工作。 

 

John P. Bailey. The Stimulus Package Will 

Help Families, But It Doesn’t Go Far Enough 

[EB/OL]. [2020-03-23].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20/03/23/the-

stimulus-package-will-help-families-but.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澳大利亚：学校因新型冠状病

毒采取闭校措施 

Australian Schools are Closing 

Because of Coronavirus, But Should 

They Be? 

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型冠

状病毒（COVID-19）已成为世界大流行病，

并呼吁各国采取“紧急的积极的行动”。

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12 日，该病毒已影响

超过 113，702 人，并导致 4012 人死亡，

其中澳大利亚已有 126人确诊，3 人死亡。

澳大利亚已对来自中国、韩国、伊朗和意

大利的旅客实施出入限制。新南威尔士州

两所学校和维多利亚州两所学校在学生和

工作人员被检测出病毒呈阳性反应后，宣

布采取暂时闭校措施。 

维多利亚州州长丹·安德鲁斯（Dan 

Andrews）提醒公众要为全州范围内的学

校停课做好准备。联邦教育部长丹·特汉

（Dan Tehan）表示，引发更大范围学校停

课的导火索尚未触及，但似乎“现在看来，

遏制病毒将变得越来越难”。由于目前尚

未研发出抵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因此

公共卫生当局需要使用非药物干预措施来

应对疫情的爆发，主要包括对感染者和密

切接触者进行隔离以及关闭学校等。 

联邦政府发布的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

应急计划表明，尚无面向学校遏制该病毒

的具体国家计划。针对国际学生和从高风

险国家返回的学生以及密切接触者，学校

提供了一般性的建议。具体措施可以分为

以下四点。首先，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尽

量减少涉及个人接触的活动。学校可以提

供关于个人卫生和人际接触的指导，并在

人流密集区域放置消毒剂，增加物体接触

面的清洁。第二，更改学校时间表，最大

程度避免学生之间的接触。包括错开课间

休息和午餐休息，减少学生在休息时间的

互动以及暂停大型学校活动和学校参观等。

第三，确保海外归国学生至少隔离两周。

该病毒目前正处于大流行阶段，任何航空

和游轮旅行都存在重大风险。第四，为隔

离学生提供在线教育。这一责任将落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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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地区身上，许多州和地区已经开发了

在线系统。第五，确保弱势学生得到经济

支持。澳大利亚土著社区和特殊学校的学

生极易受到新冠病毒感染，这两类学生往

往在社会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应确保对

其提供额外的支持。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包括

日本和意大利在内的 14 个国家已经在全

国范围内关闭了学校。这些学校被称为主

动关闭，因为其中包括尚未发现感染的学

校。另有 13 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报告

了一些学校关闭。其中一些是学校关闭是

被动的，即只有在学校发现感染时才会做

出闭校反应。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所有

学校都是被动关闭的。学校停课的时间长

短和停课时间各不相同。研究表明，广泛

的、积极主动的闭校措施在降低新流感病

例发生率方面是有效的，但关于闭校时间

长度的研究尚无定论。 

 

Rachel Wilson, William Mude. Australian 

schools are closing because of coronavirus, but 

should they be?[EB/OL].[2020-03-1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ustralian-schools-are-

closing-because-of-coronavirus-but-should-they-be-

133432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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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1-23】2020 年第九

届国际知识发现会议 

2020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ICKD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 21-23 日 

会议地点：澳门，中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学者 

会议主办方：澳门城市大学 

会议内容： 

2020 年第九届国际知识发现会议

(ICKD 2020)将于 2020 年 11 月 21 至 23 日

在中国的澳门城市大学举办。会议旨在为

教育行业和学术界研究人员与从业人员提

供分享其最新研究经验与成果的平台和跨

学科领域合作的机会。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1）

智能系统的基础（Foundations of Intelligent 

Systems），包括人工智能理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ories ），智能系统模型

（Intelligent System Models），逻辑、推理

与问题解决（Logic, Reasoning & Problem 

Solving ）等；（ 2 ）知识工程与管理

（ Knowledg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包括知识呈现与建模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Modeling）、

专家系统或决策支持系统（Expert Systems 

or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等；（3）实际

应用与系统（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Systems），包括智能游戏（Intelligent Game）、

用户界面和人机交互（User Interfaces and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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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论文主题

发表在《国际知识工程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nowledge Engineering ）（由

Google Scholar，Crossref，Proquest 等数据

库收录）或会议论文集（由 Scopus，EI，

Google Scholar 和其他主要数据库收录）上。 

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年 7

月 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kd.org/ [2020-04-06]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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