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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所大学为学生创业者

推出“创业孵化器”服务 

据 美 国 数 字 校 园 新 闻 网

（www.ecampusnews.com）2020 年 2 月 21

日报道，一些学院正在为学生创业者推出

“创业孵化器”（start-up accelerator）服务，

该服务旨在通过课堂和研讨会等项目，帮

助学生创业者新创建的企业起步。 

据报道，蒙哥马利学院（Montgomery 

College）的“劳动力发展和继续教育”

（Workforce Developmen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计划将为蒙哥马利县的创业者

提供一个项目，以帮助他们获得创业资源

和注册新企业。蒙哥马利学院的做法并非

个案，全美其他支持当地初创企业和学生

创业者的机构还有很多，例如，辛辛那提

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最近向附近

机构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开放了风险实验室

（Venture Lab）。 

据悉，从今年 4 月 7 日开始，蒙哥马

利学院将启动名为“发射营”（Launch Camp）

的项目，为期 12 周，旨在让具有创业精神

的学生将自己的想法转化为企业，通过提

供指导，帮助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商业头

脑。该项目受到学院基金会的创新基金资

助，基金会由学院院长德里昂•波拉德

（DeRionne Pollard）创建，并由韦伯家庭

基金会（Webber Family Foundation）等基

金会和私人捐款资助。相关负责人表示，

蒙哥马利学院一直致力于将高质量的计划

推广给社区中那些有商业想法的人，因为

他们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来源：数字校园新闻网 

编译者：薛远康 

 

 

美国：新泽西州新的免学费计

划或影响附近各州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

2020 年 2 月 27 日报道，新泽西州（New 

Jersey）正试图将其免学费计划从社区大学

扩大到四年制的院校，此举可能会对附近

各州的大学产生连锁反应。 

日前，新泽西州州长菲尔·墨菲（Phil 

Murphy）在其 2020 年的州预算中宣布，为

该州原有的资助方案增加 5000 多万美元，

这将使四年制公立大学能够提供至多两年

的学费免除。新泽西州教育部长赞齐亚·史

密斯·埃利斯（Zakiya Smith Ellis）表示，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州政府撤资是大学学

费上涨的原因，而这一计划是州政府做出

改变的尝试。若该计划获得批准，则将于

2021 年秋季开始执行。 

新泽西州是美国最大的大学生“出口

州”之一，因此，这项新计划将影响附近

各州的院校。这些院校将在招收学生上展

开更激烈的竞争，由此可能导致学费的进

一步降低。然而，由于该项计划只面向家

庭收入不超过 6.5 万美元的学生，州外的

院校也可以尝试吸引计划之外较富有的学

生。此外，对学生采取择优录取的院校，

通常会为年收入低于 6.5 万美元的学生支

付学费，因此，对于州外此类院校的影响

并不会过大。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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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纸笔测试将在普通中等

教育证书考试中成为历史  

据英国 BBC 新闻（BBC News）2020

年 2 月 24 日报道，纸笔测试可能会在威尔

士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简称 GCSE）考试

中成为历史。 

威尔士的资格考试监管机构正在为未

来的考试进行调查和咨询，其中可能包括

转变针对 16 岁青年的考试形式。新主席琼

斯（Jones）认为，在新课程中可以看到更

多的电子评估，但需要确保这项技术的有

效性。负责监督考试的威尔士资格认定机

构（Qualifications Wales）表示，考试资格

必须适合快速发展的世界的需要。琼斯说：

“如果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使用技术，而

每年他们必须要做一到两次的传统考试，

这似乎是不对的。” 

然而，数字化考试也有潜在的弊端。

去年 5月，一个技术问题影响了参加GCSE

计算机科学考试的学生，威尔士联合教育

委员会（Welsh Joint Education Committee，

简称 WJEC）不得不为此道歉。目前尚不

清楚有多少学校受到影响，但格拉摩根谷、

卡迪夫、彭布鲁克郡的考生都提出了质疑。

“所以，我们需要确保这项技术能够在网

上进行资格认证，但归根结底，在未来的

某个时候，我们必须有更多的电子评估，

否则我们就有被世界其他国家甩在身后的

风险。”琼斯表示，“GCSE 是众所周知且备

受尊重的，虽然考试形式、资格证书的结

构、框架和评估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更为

重要的是资格证书中的内容。随意更改考

试名称可能会造成混淆，所以应该坚持使

用 GCSE 这个名字。” 

 

来源：BBC 新闻 

编译者：杨雅晴 

 

 

法国：国际学生流动性正在下

降 

据法国 Le Petit Journal 新闻网 2 月 24

日报道，法国校园研究局的数据表明，在

2018-2019 年期间，法国共有 358,005 名外

国学生在法国学习。在外国学生人数最多

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法国排名下降了 2

位。在 2007 年至 2017 年期间，法国学生

流动性平均每年增长 5.5％，快于全球学生

人口每年增长 3.8％的速度。 

欧洲以其巨大的区域内流动性而与其

他大陆区分开，由于英国、德国和法国等

东道国的全球性影响，在欧洲受到欢迎的

外国学生中有 50％是欧洲人。在过去的五

年中，法国迎来了超过 21％的外国学生，

但与其他主要收容国相比，法国的地位正

在下降。2011 年，法国在国际流动学生接

待国中排第 3 名。但是，由于英语在高等

教育中的吸引力不断增加以及新的目的地

国家的出现，法国在2017年跌落到第5位。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在该排名中

领先于法国。在欧洲大陆，法国是仅次于

英国和德国且仅先于俄罗斯的第三大接待

国，即使差异很小，这也是德国首次获得

比法国更多的国际学生，仅多了 493 名学

生。 

此外，在法国所有的入学学生中，法

国的外国学生比例（10％）高于美国（5％）

和德国（7％）等竞争对手。但是，这些数

字在过去五年中一直停滞不前，而在其他

国家或地区中，尤其是加拿大（从 8％到

13％）和澳大利亚（从 18％到 22％）均增

长了较多。 

 

来源：Le Petit Journal 新闻网 

编译者：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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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重新通过“塞拉

教育法案” 

 据欧罗巴新闻社（EUROPA PRESS）

2020 年 3 月 3 日报道，部长会议（Consejo 

de Ministros）于本周二再次通过了《教育

组织法修改法案》（ Ley Orgánica de 

Modificación de la Ley Orgánica de 

Educación，简称 LOMLOE）。该法案由教

育部部长伊莎贝尔•塞拉（Isabel Celaá）提

出，2019 年 2 月 15 日曾获得通过。同日，

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政府的预

算法案未获通过，因此，政府大选提前至

4 月举行，这也使该法案递交议会的流程

中断了。 

塞拉在部长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进行了总结，“这是整个改革项目的第一步，

它将对基于卓越和公平的西班牙教育体系

产生巨大的变革影响。任何人都不可以落

后，因为一个国家需要所有人的才能”。 

新教育法案旨在推翻 2013 年由人民

党（Partido Popular）主持通过的《教育质

量改善组织法》（Ley Orgánica para la 

Mejora de la Calidad Educativa ， 简 称

LOMCE）。《教育质量改善组织法》自颁布

起遭受到了相当一部分教育界人士的质疑，

工人社会党曾多次承诺废除该法。在会议

上，塞拉详细介绍了每个教育阶段的改革

主张。例如，在幼儿教育领域，将扩大 0-

3 岁幼儿免费教育的范围。在初等教育领

域，主张对小学进行阶段化评估，旨在减

少留级现象。此外，塞拉指出，此次改革

还 计 划 将 决 策 权 交 还 学 校 理 事 会

（Consejos Escolares）、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引入可持续发展课程、改革现有的 “百科

全书式、死记硬背式”的课程。 

 

来源：欧罗巴新闻社 

编译者：张灵铃 

 

 

 

韩国：教育部计划扩大海外韩

国语教育支援事业 

据韩国News1新闻网（www.news1.kr）

2020 年 2 月 24 日报道，韩国教育部公布

了《2020 年海外韩国语教育支援推进计划

（案）》，提出到 2022 年，在 40 个国家的

2000 所中小学开设韩国语班，并为此增加

相关预算。海外韩国语教育支援事业是指

在海外的中小学以正规外语课程的形式教

授韩国语的事业，去年该事业的预算为 66

亿韩元（约合 3，805.480 万人民币），而今

年增加到 126 亿韩元（约合 7，265.01 万

人民币）。 

海外韩国语教育支援事业首先要扩大

在海外开设的韩国语班的数量。目前共有

14 万 5309 名海外青少年在韩国语班学习

韩国语。为了提高韩国语教育的专业性，

韩国教育部计划扩大派遣到海外的韩国语

教员人数，从 2018 年的 132 名到 2022 年

扩大到 200 名。同时，为了加强当地教员

的教学能力，“当地教员访韩研修”的名额

也将扩大到 2022 年的 250 名。本次扩大海

外韩国语教育支援事业的重点是支援韩国

语教育需求大幅增加的新南方、新北方地

区。为了系统地支持采用韩国语教育新规

的国家和示范运营韩国语班的国家，韩国

教育部将改进韩国语教材、教科书的开发。

根据不同的年级和水平制定不同标准的韩

国语教育课程，并与当地合作支援韩国语

教育课程和教材开发。另外，为了培养当

地韩国语教育事业的自生能力，韩国教育

部计划在海外的 10 所大学构建韩国语教

师（讲师）培养系统。 

随着韩国语教育需求的增加，韩国语

能力考试（TOPIK）应试需求也剧增，为了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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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需求的增加，考试方式将从“笔试”

改为“线上考试（IBT）”，出题方式也将改

为题库方式，并重新设置口语考试。韩国

教育部预测，以去年为准，韩国语能力考

试应试者将增至 37.5 万人，到 2022 年将

增至 70 万人。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俞

银惠表示，为了满足全世界日益增长的韩

国语教育需求，将积极与海外韩国语教育

现场沟通，加强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

外交部等部门以及国内外专家的合作，扩

大韩国语教育成果。 

 

来源：News1 新闻网 

编译者：朴仙子 

 

 

泰国：重新启动学校道德和伦

理教育 

据泰国曼谷邮报（Bangkok Post）2020

年 2 月 22 日报道，为了促进学生的道德发

展，教育部已承诺在学校课程中列入道德

和伦理教育方案，并改革教学方式，使之

更加数字化。 

教育部长纳塔蓬（Nataphol Teepsuwan）

周五在众议院表示，教育部已收到重新启

动学校道德和伦理教育的提案。该议案是

由宗教、艺术和文化委员会（ House 

committee on religion,art and culture）提出

的，旨在呼吁教育部增加宗教和道德教育

时长并修改学校课程，以此实现促进同情

和社会正义，减少社会暴力的目标。 

纳塔蓬表示，尽管不在课程中，但全

国各地的学校都没有忽视道德和伦理这一

话题，课堂上一直有教授相关的内容。然

而，由于传统的教学方法，这些教育内容

很少受到学生的关注。教育部必须提供适

当的方法来指导教师或学校管理者优化教

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纳塔蓬谈到，“我

们的目标不是在课程中增加更多的学习时

间，而是优先考虑教学方法。例如，曼谷

的学校发起了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成长良

好’项目（一项反腐败运动），他们选择通

过学生最喜爱的偶像来展示这一概念。这

种方法成功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 

 

来源：曼谷邮报 

编译者：宋瑞洁 

 

 

 

 

利比里亚：约克基金会在盲人

学校维持每月定期资助的计划 

据《非洲头版》（Front Page Africa）2020

年 2 月 26 日报道，马拉奇约克基金会（the 

Malachi York Foundation，简称 MY）没有

违反其每月定期为利比亚盲人学校学生提

供膳食的计划。该校校长杰克逊·索瓦

（Jackson Sowah）在采访中说，“学校感谢

马拉奇约克基金会信守承诺，为盲人学生

提供每月一次的固定膳食。我们对马拉奇

约克基金会人道主义援助的依赖并没有降

低。他们是真正的朋友。” 

据索瓦介绍，利比亚盲人学校是一所

小学，目前有 50 名学生入学，其中 20 名

是女生，孩子们功课学得很好。学校已经

开设了手工技能相关课程，如工艺美术、

肥皂制作、领带和染色等等。索瓦表示，

学校开设这些课程“是因为我们想给他们

一种方向感，让他们跟上潮流，即使他们

因为视力受损而没有工作。”盲人学校是一

个特殊的机构，它总是需要物资，人道主

义组织也可以帮助提供物资，以支持政府

的努力。索瓦说：“利比里亚电信公司正在

帮助我们建设计算机实验室。”他同时感谢

学生家长对学校各项计划的支持。 

利比里亚马拉奇约克基金会的代表萨

卡尔·阿哈·阿赫苏（Saqar Ahhah Aherhsu）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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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登图特·雷耶（Den Tut Rayay）说，他

们很高兴基金会致力于影响真正需要帮助

的生活。他们同时表示，利比里亚盲人学

校、新希望学院（the New Hope Academy）

等教育设施将继续得到基金会的资助。 

 

来源：非洲头版 

编译者：曹玲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圣母大学

设立开放教育资源教席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20 年 2 月 26 日报道，联合国教

科 文 组 织 与 圣 母 大 学 （ Notre Dame 

University，简称 NDU）本着持续与共同合

作的总体目标，开展“开放教育资源”

（Open Education Resources，简称 OER）

教席活动。 

OER 是教学、学习和研究的材料，可

以使用任何以数字或其他方式存在于公共

领域的介质，也可以通过开放许可发布的

介质，该许可允许不受任何限制的其他人

免费访问、使用、改编和重新分发。自 2002

年以来，OER 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为一种

创新工具，可以应对挑战，为世界各地不

同水平和模式的学习者提供终身学习的机

会。 

NDU 意识到 OER 对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4 和扩大学生获得教育和学习机会

的重要性，从 2014 年开始努力创建教科文

组织 OER 教席，该教席设在大学，但更广

泛地服务于中东和北非地区。在教科文组

织贝鲁特办事处处长哈米德·哈马米

（Hamed·Hamami）和传播与信息学计划

专家乔治·阿瓦德（George·Awad）的见

证下，NDU设立了教科文组织OER教席。 

NDU 校长皮埃尔·纳吉（Pierre·Najm）

在讲话中谈到了大学致力于提供优质和包

容性教育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4 的承诺。

“我们很荣幸能与一个国际组织一起，在

其成立宪章中申明，人的尊严需要在自由

与正义的原则下传播文化并建立和平，秉

承相互合作的精神，这是所有国家的神圣

职责。”哈马米则在讲话中强调 OER 是实

现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并感

谢 NDU 为启动教科文组织 OER 教席所做

的努力。阿瓦德向公众介绍了 OER 为知识

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全球治理提供平台。

最后，被任命为两机构联合教席主席的法

兹·巴鲁德（Fawzi·Baroud）解释了大学

成立教席所采取的不同步骤，还强调了采

用 OER 的好处——增加访问和公平性，更

新课程内容，降低课程辍学率等。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徐如霖 

 

 

国际教育组织：布鲁塞尔举行

发展合作网络会议 

据 国 际 教 育 组 织 （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3 月 2 日

报道，2020 年 3 月 2 日至 4 日，发展合作

网络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来自世

界 25 个国家的 50 名教育工会代表汇聚一

堂，共同寻求在其国家和地区实现教育变

革的契机。 

在开幕式上，国际教育组织副秘书长

哈尔迪斯·霍尔斯特（Haldis Holst）赞扬

了各国教育工会的广泛参与以及对发展合

作表现出的浓厚兴趣。霍尔斯特强调“国

际教育组织支持其分支机构之间所展开的

合作。发展合作是团结各国、分享想法和

提高能力的好方法，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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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带来真正的变

革。” 

会议上，一项针对国际教育组织分支

机构的调查清楚地表明，各国分支机构正

在为加强教育工会的建设而付出大量的精

力，以提高其在各自国家的组织能力。教

育工会还开展有关权利、儿童福利、社会

对话和性别问题的活动和项目。在接下来

的几天中，与会人员将有很多机会来思考

如何扩大和加强发展合作网络。会议的特

色是评估需求和确定优先事项、为增加工

会会员数量而开展合作、项目评估、明确

国际合作的需求和资源等。 

 

来源：国际教育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吴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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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子女接受在线教育的父

母四个有效策略  

OPINION: Four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arents Who are Now 

Homeschooling Their Children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许多父母

被迫担任家庭学校教育工作者的角色。对

于所有父母而言，学会保持工作和家庭的

平衡至关重要。尽管父母们在一夜之间成

为家庭老师存在一定困难，但仍可以通过

一些有效的策略轻松管理该过程。 

首先，创造有利于学习的环境。选择

一个能为孩子提供灵活性学习的开放区域，

以便其进行活动。此外，帮助孩子进行注

意力训练（mindful practices）。例如，有父

母已经开始为孩子制作每天 3 到 5 分钟的

注意力训练视频，帮助学生为学习做好准

备。 

第二，设置合理的时间安排表。通过

帮助孩子制定家庭教育时间表，促进孩子

养成良好的习惯并减轻孩子的焦虑和压力。

根据孩子的个人需要考虑他们应该花多少

时间在学习和非学习任务上，并相应增加

运动休息时间、玩耍时间、用餐时间等。

在制作家庭教育时间表时，应尽可能保证

安排的灵活性和选择性，如每天提供一定

的时间供孩子自己选择。 

第三，以学习为首位。在基于能力的

教育模式中，学习对学生来说是真实的、

相关的且有意义的。但是父母应该从何开

始呢？学生应该“每天有权就学习经历、

如何创造和应用知识以及如何展示自身学

习做出重要决定”。家长可以借此发挥创意，

但需要注意并非所有学习都必须通过在线

应用程序和模块来进行。家庭学校的情况

虽然只是暂时的，但家长可以为孩子设定

一些短期目标。例如，让学生从下午三点

半到四点练习并掌握长除法（long division）

的技能。 

第四，寻求学习和生活的平衡。想到

学校和学习时，我们通常会联想到课堂上

的课程，但学校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在家

上学的情况下，与同龄人的互动会有所缺

失，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为孩子腾出时间

与他人保持联系。即使是与朋友通电话，

也可以对观念和心态产生积极的影响。 

工作、学校和其他活动可能会让家庭

感到生活正在失控，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

日常学习中可能并非易事，但这也提供了

一个宝贵的机会，让父母和孩子在新的环

境中一起迎接挑战，从而为家庭在线学习

带来积极影响。 

 

延伸阅读： 

布莱恩·斯塔克（Brian Stack）是新罕布什尔

州金斯顿（Kingston）桑伯恩地区高中的校长、新

罕布什尔州校长协会的成员，曾在新罕布什尔州

和马萨诸塞州的三个不同学区担任过中学数学老

师、课程主任和学校董事会成员。他曾于 2010 和

2013 年获得新罕布什尔州校长协会颁发的杰出

榜样奖，于 2017 年获得新罕布什尔州中学年度校

长奖。 

乔纳森·范德·艾尔斯（Jonathan Vander Els）

是新罕布什尔州学习计划（ New Hampshire 

Learning Initiative）的创新项目主管，曾任新罕布

什尔州桑伯恩地区纪念小学的校长。他曾在新罕

布什尔州倡议将技能和性情融入课堂课程、教学

和评估，并将纪念小学领导为全国公认的模范专

业学习社区。 

能力教育模式：多年来，基于能力的教育模

式帮助了众多教育工作者。能力教育与大多数人

在学校学习的方式有所不同，其关键部分在于，

在继续接受教育之前，学生必须证明他们能够应

用所学的新知识。这种做法不仅在学校起到重要

作用，在家中也可以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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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Stack ，Jonathan Vander Els . OPINION: 

Four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arents who are now 

homeschooling their children [EB/OL].[2020-03-23]. 

https://hechingerreport.org/opinion-effective-

strategies-for-parents-new-to-a-homeschool-

environment/ 

来源：美国教育咨询网 赫金杰报告 

编译者：杨蕊 

 

 

 

https://hechingerreport.org/opinion-effective-strategies-for-parents-new-to-a-homeschool-environment/
https://hechingerreport.org/opinion-effective-strategies-for-parents-new-to-a-homeschool-environment/
https://hechingerreport.org/opinion-effective-strategies-for-parents-new-to-a-homeschool-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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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导致成绩下滑”可能比预想得更糟糕 

Academically Speaking, the ‘COVID Slide’ Could Be a Lot Worse Than You 

Think 

因新冠疫情而闭校的美国中小学校已经做好了今年“暑期成绩下滑”（summer slide）比

往年更严重的心理准备。然而，近日发布的一项新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导致的成绩下滑”

（COVID slide）可能比他们想象得更严重。 

在这项名为《“新冠疫情导致成绩下滑”：根据以往暑期学习损失对此次学校关闭给学生

学业成绩造成的影响进行预测》（The COVID-19 slide: What summer learning loss can tell us 

about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school closures on student academic achievement）的研究中，美国

西北评估协会（Northwest Evaluation Association, NWEA）的研究人员贝斯·塔拉萨瓦（Beth 

Tarasawa）和梅根·库菲尔德（Megan Kuhfeld）对 2017 学年参加该协会所开发的 MAP-Growth

数学和阅读测试的 500 万名 3-8 年级学生的学业成绩与成长数据进行了分析，并用这些数据

来预测 3 月 15 日至 9 月 1 日学校关闭期间的学生学业成长轨迹。 

以往关于暑期成绩下滑的研究表明，学生在暑期期间可能会丢失 2 周至 2 个月的学业

成长，然而这项研究的预测显示，如果学生在学校关闭期间没有接受连续教学的话，那么在

9 月份回到学校时，他们的阅读学业成长仅有以往学年阅读学业成长的 70%，数学学业成长

则会丢失一半甚至全部。 

 

 

 

 

 

 

 

 

 

 

 

 

 

图 1 学校关闭期间美国 3-8 年级学生阅读学业成长轨迹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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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校关闭期间美国 3-8 年级学生数学学业成长轨迹预测图 

塔拉萨瓦表示，“对于脆弱的学生而言，这些预测可能是保守的。这些数据不包括学校

关闭期间学生的创伤影响以及所获教育支持的差异。”“新冠疫情对于某些孩子来说，确实是

一种创伤。因此，当我们开始考虑无家可归、食物不安全以及其他可能创伤时，学生学业成

长下滑的坡度可能更为严重”。而库菲尔德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这项报告提醒教

师和校长思考，当学校重新开门时他们将要面临的现实问题”。 

 

Sarah D. Sparks. Academically Speaking, the ‘COVID Slide’ Could Be a Lot Worse Than You Think 

[EB/OL].[2020-04-09].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

research/2020/04/covid_slide_worse_summer_slide_NWEA.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对多数民众的工作造成影响 

Out of Work, Uncertain About the Future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斯特拉达教育网（Strada Education Network，一家研究、

资助教育和就业途径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了一项为期数周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民众影响的

纵向调查，该调查共对 1000 名年龄在 18 岁以上的受访者进行了访问。目前，斯特拉达教育

网已经发布第二周的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61%的受访者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而失去工作、失去收入或者工作时

长削减。与前一周的调查结果相比，这一数据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数据还表明，学位和文

凭并不能使人免受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66%的大专或高职院校毕业生和 63%的学士学位

及以上人群表示自己的工作收入受到疫情影响，相比之下，只有 54%的有大学经验但没有学

位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工作收入受到疫情影响。70%的受访者担心自己将会因为疫情影响而

失去工作，这一数据较上周数据上升 1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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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学历受访者所受疫情影响统计 

约三分之一（3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失去工作，他们认为自己需要接受额外的

教育或培训，才能维持目前的收入水平，这与前一周的调查结果一致。其中，64%的人表示

他们想要尝试在其他领域内找工作。 

受访者也表现出对在线教学的强烈偏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如果给他们 5000 美元用

于教育投资，他们会把钱花在在线教育上，而不是线下教育或在职培训。 

 

Lilah Burke. Out of Work, Uncertain About the Future [EB/OL]. [2020-04-09].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4/09/americans-are-losing-income-and-preferring-online-education.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美国：公立大学面临州预算削减带来的财务打击 

Public Colleges Face Looming Financial Blow State Budget Cuts 

冠状病毒大流行为美国带来了重大经济损失，各州被迫开始进行预算削减措施。由于许

多州的 K-12 资金受到州宪法的保护，因此被迫削减预算的州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 

西北密苏里州立大学（Northwest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校长约翰·贾辛斯基（John 

Jasinski）声称此次疫情危机为高等学校带来了意外的的收入损失，如公立大学用于退还学生

食宿费的开支将超过 400 万美元。该州共和党州长迈克·帕森斯（Mike Parsons）宣布，由

于企业停摆和失业激增，本财年（截至 6 月 30 日）削减预算 1.8 亿美元。其中近一半的预

算（7360 万美元）来自国家对社区学院和四年制大学的资助。 

此外，由于预计收入将遭受严重损失，新泽西州州长菲尔·墨菲（Phil Murphy）于 3 月

份在该州财年预算中（截至 9 月 30 日）冻结了 9.2 亿美元的支出，其中包括用于公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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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学的 1.22 亿美元。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已亏损了 7300 万美元。罗格斯大

学发言人表示，包括州政府的削减在内，该大学预计在未来三个月内将损失 2 亿美元，其中

包括 5000 万美元的食宿退款。纽约州正致力于在未来几周内初步削减 100 亿美元的预算，

若经济没有改善，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更多预算削减。 

在上一次经济衰退期间，各州也采用的是大幅削减高等教育预算的措施。根据 2017 年

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y）的一项分析，即使在十年后，

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仍未从这些削减中恢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2017 年各州对公立

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的拨款仍比 2008 年减少 90 亿美元。虽然各州的收入已经恢复到衰退

前的水平，但州政府在生均支出上比以前减少了 16%。其结果导致 2008 年至 2017 年，全国

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平均上涨了 2484 美元，涨幅为 35%。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国会是否会在另一项经济刺激法案中包含对各州和高等教育的

额外援助。教育支持者对上一次刺激法案中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 140 亿美元表示不满。代

表两年制和四年制院校在内的团体联盟已向国会表示他们需要额外的 466 亿美元来弥补归

还的食宿费用以及预计秋招人数下降 15%所造成的收入损失等。美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主席、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Larry Hogan）表示，目前马里兰州

正面临 28 亿美元的预算缺口，若没有更多的国会援助，美国每个州都将面临巨大的预算问

题。 

 

Kery Murakami. The Next Financial Blow [EB/OL]. [2020-04-13].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

s/2020/04/13/public-colleges-face-looming-financial-blow-state-budget-cuts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杨蕊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4/13/public-colleges-face-looming-financial-blow-state-budget-c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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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疫情下，各州可以

取消例行的评估活动 

Feds Say States Can Skip High-

Stakes Testing This Year 

考虑到新型冠状疫情造成的特殊情况

以及由此导致的学校停课的现状，许多州

无法完成对 2020 年春季学期学生的评估

任务，因此美国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发布名为《教育部长或副部长

签署的重要政策信函》（Key Policy Letters 

Signed by the Education Secretary or Deputy 

Secretary）的声明，宣布各州在评估和责任

认定方面可以灵活安排。因为全州范围内

的问责制度依赖于公平、可靠、有效的学

生评估结果，所以每年例行的区分公立学

校或定位其所需支持和改进的学校活动也

不能进行。 

教育部部长贝齐•德沃斯(Betsy DeVos)

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当前所处的国家紧

急状态”，教育部将给予无法评估其学生

情况的州以豁免权。拥有豁免权后，各州

将不需要对所有学生进行全州范围的评估，

不需要做出年度责任认定，不需要确定哪

些学校需要支持和改进，也不需要提供州

和地方成绩单上的数据来提供评估和问责

信息。 

德沃斯指出，“学生们需要专注于自

身防护以及学习。教师则需要专注于远程

教学以及其他事务。在这段困难时期，无

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不需要把精力分配在

考试之上。况且，在这种环境下，学生们

不太可能表现出最佳状态”。 

 

Dian Schaffhauser. Feds Say States Can Skip 

High-Stakes Testing This Year [EB/OL]. [2020-03-

20]. 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20/03/20/feds-

say-states-can-skip-high-stakes-testing-this-

year.aspx 

信息来源：美国日报网 

编译者：王晨雨 

 

 

疫情推动美国高校间的学分互

认 

College Credit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学生在转学时，往往会面临原学校的

学分不为另一所大学所认可的情况。近期，

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起草了一份名为《认可学分规

则的声明》（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ceptance of Credit）的学分认证声明，重

点介绍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院校为

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分转换应遵循的原则。

该声明要求学校了解学生的情况，认识到

现存的不平等，为学生、教职员工提供弹

性工作时间，保证学生转学相关程序公开

透明和信息传达的及时性。多所公立大学、

非营利性私立大学、社区大学签署了这份

声明。 

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长米

切尔(Ted Mitchell)表示，该声明的核心在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各机构需要对

学生的转学做出灵活反应。声明称，学校

需要把学生放在决策的中心，牢记学分不

能互相认定只会加剧高等教育中的不平等

现状。 

美国教育委员会预测，由于疫情影响，

许多学生可能会选择转学到自己家乡附近

的高校接受教育。米切尔表示，虽然学校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制定政策，但是学

生及其家人已经在考虑未来的选择，他们

需要尽可能多的信息来缓解焦虑、制定计

划。因此，对学生来说，时间至关重要，

校方应尽快发布相关信息供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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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困境一直是高等教育中的热门话

题之一，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可能会在

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有所作为。公立与赠地

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Public and Land-

grant Universities，APLU）首席学术官伯纳

德•梅尔(Bernard Mair)表示，通过这次疫情，

高校很可能会在处理转学问题时更加灵活，

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Madeline St. Amour. College Credit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EB/OL]. [2020-04-16].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4/16/c

ollege-groups-release-joint-guidelines-accepting-

credit-during-coronaviru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应对新冠病

毒引发的家暴增长 

What Governments Can Do About 

the Increase in Family Violence Due 

to Cronavirus 

新冠疫情下，社会处于封闭状态给家

庭带来巨大的压力，进一步导致了不同层

面上的健康危机。澳大利亚应对家庭暴力

的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了其近期服务需求

的增长。联邦政府最近宣布，将拨款 11 亿

澳元用于心理卫生服务、家庭暴力支持、

家庭医疗保险以及紧急食品救济。 

2018 至 2019 年期间，在新冠病毒大

流行之前，澳大利亚约有 17 万名 17 岁以

下的儿童（每 1000 人中约有 30 人）接受

儿童保护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对可能导致

虐待或疏忽照顾儿童的个案进行调查、采

取照顾和保护令、安排家庭外照顾等。但

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通常为儿童和家庭

提供支持的社会机构和服务（如学校、育

儿团体以及家庭服务）已被取消或正在减

少运转力。 

研究表明，社会隔离会增加弱势儿童

的风险。由于广泛的失业和家庭收入损失、

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和药品短缺，现有的

家庭压力将被放大。家庭成员需要在有限

空间里长时间呆在一起，这会增加压力，

考验人际关系，并有可能加剧心理健康问

题和攻击性行为。令人担忧的是，新冠病

毒大流行导致家庭变得更加孤立，已经处

于危险之中的儿童将被隐藏起来，同时他

们也面临着更大的暴力、虐待和忽视风险。 

政府和社区机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

大挑战。当注意力集中在新冠病毒之上时，

一些对儿童安全至关重要的服务和支持确

实存在被忽视的风险。政府已采取一系列

战略最大程度降低弱势家庭的风险，具体

措施如下：首先，及时发放失业救济金，

为失业家庭提供持续的财政支持。制定灵

活、创新的战略，如为弱势家庭和有高度

照料需求的家庭和照顾者提供暂托服务和

儿童保育条款。提供避难所和紧急住所，

如空置的酒店可供高危妇女和儿童使用。

其次，提供有关心理健康和成瘾问题的在

线咨询。服务范围不限于远程医疗，还包

括基于社区的支持服务。这可以帮助处于

自我隔离状态的家庭减少症状恶化，并能

够分流需要面对面支持的家庭。另外，鼓

励每一个人为可能陷入困境的邻居和朋友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如通过通话、送餐

等形式帮助弱势家庭渡过难关。第三，限

制酒类销售，例如西澳大利亚州（Western 

Australia）对个人可以购买的酒类数量施

加了限制。第四，延长对年满 18 岁的年轻

人的护理时间（当前家庭外护理的儿童被

要求在年满 18 岁时离开安置地点），使其

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外护理。 

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充满挑

战的时期，对弱势群体来说更是如此。尽

管澳大利亚已经采用了创新战略来解决弱

势儿童和家庭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但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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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看，仍需采取更多实用和创新性的措

施来保护弱势家庭。 

 

Melissa O'Donnell, Aron Shlonsky et al. What 

Governments Can Do About the Increase in Family 

Violence Due to Coronavirus [EB/OL]. [2020-04-

08].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at-governments-

can-do-about-the-increase-in-family-violence-due-

to-coronavirus-135674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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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7-19】2020 年第三

届教育技术管理国际会议 

2020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ICETM 2020)  

会议时间：2020 年 12 月 17-19 日 

会议地点：伦敦，英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的教育技术管理

的研究人员、实践人员和行业专家 

会议内容： 

2020 年第三届教育技术管理国际会

议(ICETM 2020)将于 2020 年 12 月 17 至

19 日在英国伦敦举办。会议旨在成为面向

教育技术管理的研究人员、实践人员和行

业专家的首要国际论坛，以介绍和讨论最

新的成就、挑战和未来方向。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研

究生计算机教育（Computer Education for 

Graduates）、本科生计算机教育（Computer 

Education for Undergraduates）、计算机远程

教育（Distance Education for Computers）、

新兴技术（Emerging Technologies）、环境

技 术 管 理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Management）、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绿色科技（Green 

Technologies ）、工业和制造系统技术

（ 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 System 

Technologies）、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信息通信技术管

理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可再生资源创

新与管理（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newable Resources）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国相关领

域的教育技术管理的研究人员、实践人员

和行业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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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论 文 集 （ ICETM 2020 Conference 

Proceedings）中，并提交 Ei Compendex，

Scopus 等数据库以供索引。 

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年 7

月 3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icetm.org/ [2020-04-20]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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