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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部长批准《加强 21

世纪生涯与技术教育法案》的

第一批州计划 

据美国教育部官方网站（www.ed.gov）

2020 年 5 月 22 日报道，美国教育部长贝

齐•德沃斯（Betsy DeVos）于当天宣布，教

育部已经批准了首批六个州的生涯与技术

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简称

CTE）的州计划。 

《加强 21 世纪生涯与技术教育法案》

（ Strengthening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Act）在 2018

年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鼓

励各州扩大每个学生获得生涯教育的机会，

使学生走上成功之路。每个州在与代表教

育和劳动力、工商业、家长和社区合作伙

伴的主要成员协商后，都制定了一个州计

划，履行承诺，为学生提供强有力的 CTE

教育机会。此次夏威夷州（Hawaii）、伊利

诺伊州（Illinois）、缅因州（Maine）、马里

兰 州 （ Maryland ）、 马 萨 诸 塞 州

（Massachusetts）和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是首批获批 CTE 计划的六个

州。德沃斯部长表示：“由于总统的领导，

新的生涯与技术教育法赋予了地方领导人

在当地需求最大的领域进行投资的灵活性。

我们知道许多收入丰厚、需求旺盛的工作

需要 CTE 培训，但不一定需要大学学历。

冠状病毒的流行，无疑更加突出了所有教

育都必须适应每个学生的独特需要，并与

21 世纪的现实相适应的要求，而高质量的

CTE课程是帮助所有年龄段的学习者获得

成功，并使美国的经济恢复和全速运转的

关键途径。” 

据悉，2006 年美国首次从法律层面提

出“生涯与技术教育”的概念，CTE 是美

国富有特色的向学生传授特定职业技能的

实践活动，有关每个已批准州计划的其他

详细信息，可以访问该部门的网站。 

 

来源：美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薛远康 

 

 

美国：高校削减员工退休计划

供款以应对危机 

据美国高等教育内参（Inside Higher 

Ed）2020 年 5 月 21 日报道，高校正在越

来越多地暂停或削减员工退休计划的供款，

以应对预算赤字。 

随着美国的疫情继续蔓延，高等院校

采取多种方法节省成本，其中包括削减教

员和工作人员的退休福利。近日，包括杜

克大学在内的一批高校宣布减少退休计划

的供款。杜克大学校长文森特·普莱斯

（Vincent Price）宣布，从 7 月 1 日起削减

对杜克大学教职员工退休计划一年的供款，

目标是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内将预计支出减

少 1.5 亿至 2 亿美元，以“在短期内维持

大学的学术项目”。 

与杜克大学等其他院校不同，德克萨

斯基督教大学（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决定采取永久性的削减，其教职工认为学

校正在利用疫情危机，展开与退休教职工

福利的长期斗争。该校教授安德鲁·莱德

贝克（Andrew Ledbetter）表示，教职工必

须为学校，特别是学生的利益作出贡献，

但永久性削减薪酬令人担忧。另一位教授

则认为，共同治理需要共享信息，但学校

尚未公开财务状况等信息。 

欧洲和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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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徐婷 

 

 

英国：大学面临 7.6 亿英镑资

金缺口，五分之一的学生计划

推迟入学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20

年 5 月 20 日报道，一项针对申请本科学位

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 20%的学生表示，

如果大学因为冠状病毒大流行而无法正常

运转，他们愿意推迟入学。这意味着当秋

季学年开始时，学生人数将减少 12 万。 

大学和学院联盟（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简称 UCU）发布这一结果

时，正值各大学努力解决如何在保护学生

免受 2019 冠状病毒感染的同时重新开放

校园的问题。包括剑桥大学在内的多所大

学表示，他们将在 2020-21 学年开展所有

在线课程，提供“混合学习”，即在可能的

情况下，将在线教学与辅导课和面对面的

研讨会结合起来。 

根据调查数据，咨询公司伦敦经济

（London Economics）估计，如果冠状病毒

禁令仍然存在的话，约 17%的英国学生将

不会在 9 月份入学，这将导致该行业损失

7.63 亿英镑的学费和教学补贴。伦敦经济

学院的加万·康伦（Gavan Conlon）说：“如

果目前由冠状病毒大流行导致的入学延迟

率得到证实，那么大学面临的财务后果将

比最近确定的更加严重。无论是在大学里，

还是在大学所在的更广泛的地方和地区经

济中，都有很多工作面临风险。” 

大学每年收到约 53 万份申请，其中约

3 万份（6%）选择推迟入学。但是，据青

春之光（YouthSight）对 516 名申请者进行

的调查显示，即使校园运营正常，今年推

迟入学的人数也会是往年的两倍。该调查

还发现，四分之一的申请者希望在 8 月份

通过清退程序改变他们的申请并转校。

UCU 表示，随着院校竞相吸引学生，这可

能会导致“一个混乱的夏天”。 

 

来源：英国《卫报》 

编译者：邱武霞 

 

 

德国：萨克森州通过法案加强

学校和日托所教育 

据德国教育试点网站

（bildungsklick.de）2020 年 6 月 3 日报

道，萨克森州政府于 6 月 3 日批准教育加

强法草案，这项法律草案同时修正了若干

法律法规，目的是加强日托所和学校教

育。文化部部长克里斯蒂安·皮沃兹

（Christian Piwarz）表示，根据草案，未

来学校条例中也将明确规定对学生社会能

力的评估，使学生评价具有充分的法律依

据。 

同时，该法律草案旨在增加教师这一

职业的吸引力，并且更好地满足受过良好

培训的教师在学龄教育方面的就业需要。

皮沃兹部长表示，如果完全不提高学费，

从 2020/2021 学年起，该学校将获得更高

水平的政府资助。教育行业的接受培训者

也将不再需要支付学费，为此政府对教育

拨款条例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此外，国家幼儿教育培训也应实现同

样的目标，并将其纳入日托设施法。该法

律草案的目的是使日托机构能够收集更多

的数据，以便从更丰富的角度评估对教育

工作者的需求，技能检测也将成为“2030

年幼儿教育技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政府认为，不仅要在婴幼儿领域聘

用助教，幼儿园也应该聘用助教。这样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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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就业需求，又有利于在日托所创建

更专业的师资团队。 

 

来源：教育试点网站 

编译者：戴婧 

 

 

西班牙：政府进行奖学金制度

改革 

据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Formación 

Profes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5 月 19 日

报道，西班牙政府将在 2020-2021 学年增

加 3.86亿欧元的奖学金拨款，与 2019-2020

学年相比增长 22%，为近十年来增长幅度

之最。政府将投入超过 19 亿欧元，用于国

家奖学金及学习资助制度（Sistema Estatal 

de Becas y Ayudas al Estudio），惠及 625,514

名学生，包括 372,240 名非大学学生和

252,274 名本科及硕士年级的学生。 

正如教育部长伊莎贝尔•塞拉（Isabel 

Celaá）在去年 2 月召开的国会会议上所宣

布的那样，教育部及大学司对自 2012 年起

采取的国家奖学金及学习资助的措施进行

了制度改革，致力于保障所有学生，无论

其经济、社会背景如何，都能够享有平等

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政府改革国家奖学金及学习资助制度，

旨在逐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形成固

定的补贴模式，并提高相关部门管理、发

放补贴金额的能力。对大学生奖学金进行

结构性制度改革，目的是使受教育权利民

主化，并大幅增加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

在增加的 3.86 亿欧元拨款中，2.07 亿欧元

将用于非大学教育阶段，1.79 亿欧元则用

于大学奖学金。2020-2021 学年，将有

175,945 名本科及硕士生获得全额奖学金，

与目前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此次奖学金制度改革主要涉及四个方

面。第一，改革学业要求。新的奖学金制

度要求申请者完成上一阶段的学习，并取

消了目前存在的一些补充性要求。将非大

学教育阶段的分数门槛从 5.5 分降低到 5

分，并取消了本科生的平均分要求。第二，

降低经济门槛，使得家庭经济背景较为弱

势的学生能够获得全额奖学金。第三，固

定补贴增加 100 欧元，使奖学金能够贴近

实际教育费用。第四，增加残疾学生的教

育补助。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Trastorno 

del Espectro Autista）的学生可以寻求特殊

教育需求的帮助。 

 

来源：西班牙教育与职业培训部门官方网站 

编译者：张灵铃 

 

 

日本：新冠病毒影响下文部科

学省调整教育实习规定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2020年5月

24 日报道，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扩大，

大学生的教育实习开始受到影响。因为停

课时间延长，无法预测学生什么时候可以

在学校现场实习。文部科学省本月发出了

可以缩短小学等地实习时间的通知，但实

习生们不安的声音并没有消除。 

文部科学省相萩生田光一在记者招待

会上发表了当天教育实习的通知。实习的

前三分之一内容可以用包括远程授课在内

的大学授课来代替。学生在学校作为学习

指导员的活动也可以“代替授课”。千叶市

的小学校长认为：“这样的实习通知可以减

轻现场的负担。在学校停课期间，我们都

忙于挽回落下的课程，在教育实习的指导

上很难抽出时间来”。爱知县教委于 4 月向

市町村教委和大学发出通知，称“教育实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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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前期与后期都以 2 周为上限”。负责人

说：“在学校处于紧要关头的情况下，如果

能够缩短实习时间，学校就很容易接收实

习生。” 

但是，大学方面却很为难。庆应大学

教职课程中心将去实习的学生的事前指导

转换为在线指导，教师在家可以与接收学

校进行联络。该中心的藤本和久教授评价

说：“这样的通知让拒绝接收实习生的学校

有了考虑的余地，但是，今后实习学校也

有可能同时表明将缩短实习时间。大学必

须提前讨论怎样应对这样的情况。” 

东京学艺大学的松田惠示理事说：“由

于新冠状病毒的影响，学校不得不缩短实

习日程。取而代之的是，大学要补充实习

课程。为了学生在家学习，有必要制作教

材。大学也要开发在线教育课程，让学生

能够进行网上学习。”在御茶水女子大学负

责教育实习的研究院副教授大多和直树说：

“虽然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实习学校的负担，

但是大学却要撑到代替授课所需的成本，

包括确保讲师在内的成本都在不断增加。

对于学生来说，还存在着找不到实习学校

的问题。本年度是否有必要采取将实习排

除在教师资格证的必要条件之外，仍是需

要探讨的课题。” 

 

来源：朝日新闻 

编译者：王文静 

 

 

新加坡：“新心相连”计划助

应届毕业生及求职者渡过难关 

据 新 加 坡 教 育 部 官 方 网 站

（www.moe.gov.sg）2020 年 5 月 26 日报

道，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宣布了一项总价

值 27 亿新加坡元的就业支持计划，通过

“新心相连”及其技能配套项目，向应届

毕业生及其他求职者提供近 10 万个就业

或培训岗位，包括了 4 万个工作岗位及逾

5 万个培训岗位。这一揽子计划旨在为求

职者扩大在公共或私营部门的就业和培训

机会，帮助应届毕业生与求职者获得与工

作有关的技能，并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就业

机会。 

“新心相连”项目提供的应届毕业生

专项培训名额将从原计划的 8,000 个增加

至 21,000 个，为应届毕业生提供在公立大

学、高水平研究机构及本地高科技创业企

业等部门的实习岗位。另外，为了进一步

支持求职者技能提升，新加坡政府将推出

一项新的全日制培训项目，由高等学校的

继续教育中心或有资格企业提供教学支持，

提供约 3 万个名额，帮助受训者在实训课

程中提升技能。这一全日制项目的参与者

将获得政府的训练津贴及其他课程补贴，

并有计划使用“技能创前程”学分抵消课

程费用，新项目的相关细节将于 6 月份公

布。 

 

来源：新加坡教育部官方网站 

编译者：梁德麟 

 

 

 

 

安哥拉：教育部评估远程教育

效率 

据非洲安哥拉出版社网站

（ANGOP）2020 年 6 月 4 日报道，上周

二，在安哥拉罗安达（Luanda）举行的教

育部部长路易莎·格里洛（Luísa Grilo）

和项目协调员会议上，对小学和初中（7

至 9 年级）教育系统中电视和广播课程的

升级问题进行了分析，会议在教育部会议

室召开。 

会上，负责通识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国

务卿帕切科·弗朗西斯科（Pacheco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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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o）表示，在家长和监护人的支持

下，教育部制定的占用儿童在家时间的远

程教育计划已成功完成。弗朗西斯科介绍

道：“从国家实施 COVID-19 封锁计划以

来，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学生有效利用在

家中的时间变得尤为重要。远程教育计划

持续时间为二月份到三月份，共包含七个

星期的课程。计划采取电视和广播课程的

形式，帮助学生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也

能够不停止学习。”他表示，对学生来

说，适当的假期或短期休息是好的，但如

果学生长时间离开了日常的学习活动，他

们的知识和技能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远

程教育计划对封锁期间学生们的学习非常

有益。 

据悉，挑选参加远程教育计划的 50

名教师的过程并不容易，因为，相比在平

常的教室里工作，有的教师较难适应该计

划的工作环境。同时，弗朗西斯科还否认

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古巴技术人员在葡萄

牙语领域为安哥拉教师提供咨询的传言。

至于学生何时能够重返面对面的课堂，他

说，国家正在努力在学校和家庭创造安全

的物质环境，以争取尽早让学生重返校

园。 

 

来源：非洲安哥拉出版社网站 

编译者：曹玲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关于

全纳教育的区域网络研讨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官

方网站 2020 年 5 月 19 日报道，在阿拉伯

地区，受 COVID-19 影响造成的学校关闭

和常规教育服务中断，已经使 1300 万儿童

和青少年失学，还有 1 亿学习者受到间接

影响，特别是残疾儿童，面临着更大的挑

战。在此背景下，教科文组织贝鲁特办事

处（UNESCO Beirut）和机构间紧急教育网

络（Inter-Agency Network for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简称 INEE）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组织了一次关于全纳教育的区域网

络研讨会，特别关注该地区的残疾儿童和

青年。 

该网络研讨会旨在分享自 COVID-19

爆发以来区域性的全纳教育经验；讨论在

COVID-19 危机期间弱势学习者，尤其是

残疾儿童和青少年的主要问题，以及实施

全纳教育的主要挑战；交流在特定时期如

何确保和促进“全民教育”的专业知识；

并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以支持应对

COVID-19 危机下的阿拉伯地区的全纳教

育。该网络研讨会有 80 多位参与者，包括

机构间紧急教育网络成员、教科文组织合

作伙伴、联合国机构、中东和北非地区教

育部、全国委员会代表以及在全纳教育领

域工作的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学者和

专家等。 

教科文组织贝鲁特基础教育区域计划

专家赫伽兹·伊德里斯（Hegazi Idris）博

士谈到了阿拉伯国家在全纳教育领域的挑

战与机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愿景。

“各国在确保全纳教育方面存在差距，特

别是在包容有特殊需要的人方面。一些国

家在该领域非常先进，而另一些国家则没

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强调说：“阿拉伯

地区的全纳教育遇到了一些障碍。该地区

遭受数次冲突，这些冲突影响到教育部门，

阻碍了残疾人获得教育权。COVID-19 大

流行已演变成一场重大的教育危机，残疾

儿童由于难以获得教育而受这场危机影响

最大。但是，当前的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重新思考教育并使其适应残疾人需求的

机会。”最后，他向各国提出了一些建议，

其中包括：收集有关有特殊需要的人及其

入学率的数据，提供适应性技术资源，加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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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网络和知识共享，教师的培训和能力建

设，并充分利用媒体、宗教与社会的力量。

艾拉·瑟贝（Alaa Sebeh）博士谈到了

COVID-19 时代中东和北非地区涉及全纳

教育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哈南·喀纳什

（Hanan El-Kanash）博士介绍了近东救济

工程处（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在全纳教育方面的经验等。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编译者：徐如霖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将新冠肺

炎应急基金增加到 5 亿美元 

据 全 球 教 育 合 作 组 织 （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官方网站 2020 年

6 月 1 日报道，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将再提

供 2.5 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因

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教育损失。这使全

球教育合作组织的应对总资金超过了 5 亿

美元，这笔资金将帮助维持 67 个国家或地

区 3.55 亿儿童的学习。 

自 4 月 1 日启动基金以来，已有 48 个

国家或地区申请了 5.11亿美元的紧急赠款，

并且预计在未来几周内还会有更多的申请。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的行动是为了应对新冠

肺炎大流行造成的停课和经济困难所加剧

的不平等现象，同时也为了应对新冠肺炎

大流行削弱了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在改

善教育方面来之不易的收益。这些负面影

响不利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平与稳定、

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生命健康。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董事会主席茱莉

亚·吉拉德（Julia·Gillard）说：“全球教

育合作组织的迅速反应将有助于减轻这场

危机的直接影响，但还远远不够。我们需

要采取全球行动来保护和资助教育，以防

止对我们孩子的未来造成不可挽回的损

失。”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已向 10 个国家或

地区分配了 1.25 亿美元，资金用于支持远

程教育计划的实施，这些计划优先考虑最

脆弱和处境最不利的儿童，包括女童、有

特殊需要和残疾的儿童。 

 

来源：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吴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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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儿童应是首先返回

校园的群体 

Experts Weigh In: How to Reopen 

Schools Safely 

日报网（The Journal）之前发表的文

章曾指出，学校重新开放是一件很复杂的

事情。重新开放校园的计划必须比关闭校

园“更慎重”，需要“在基于现有数据情况下，

精确地考虑以何种方法、于何时、在什么

情况下重新开放校园”。 

由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的儿科教授丹 •库珀

(Dan Cooper)与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的儿科教授

丽莎•盖-伍德福德(Lisa Guay-Woodford)共

同撰写的文章《重新安全开放学校：协作、

建设性地打破新冠肺炎之前的期望的案例

以及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将在《儿科杂志》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上发表。 

该研究指出，儿童应该是第一批从应

对冠状病毒的居家隔离中走出来的人，这

是其父母和其他监护人能够重返工作岗位

的唯一途径。尽管儿童群体并不常见危重

症感染，但为了保障返回校园儿童的安全，

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来确定大多数儿童是没

有被感染，还是被感染了但大部分没有症

状。因此，“需要对儿童进行大规模的病毒

核酸和血清学检测，以指导学校安全复课”。

这意味着需要更多非传统的测试场所，如

家庭、学校。 

研究者呼吁，随着学校重新开学，应

扩大学校保健中心的规模，并对一些项目

进行审查和调整，例如，为了应对前所未

有的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失业率不断上升的

情况，应相应审查与调整联邦政府资助的

学校膳食计划。 

研究指出，“社会需要把学校看作是孩

子和社会的‘健康场所’。”“随着新冠肺炎相

关信息以极快的速度更新，可通过建立以

公共卫生为重点、能够不断学习和快速执

行相关政策的合作机构来实现这一点。否

则，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加重新冠肺炎疫

情对美国以及全世界儿童的损害。” 

 

延伸阅读： 

丹•库珀(Dan Cooper)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的儿科学教授和

该校临床转化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linical 

Translational Science）的创始主任和临床研究中

心（Clinical Research Center）的项目主任。 

丽莎•盖·伍德福德(Lisa Guay-Woodford) 

是国家儿童医院（Children’s National Hospital）

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的儿科教授，同时是该校临床与转化研究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的助理副

校长。 

Dian Schaffhauser. Experts Weigh In: How to 

Reopen Schools Safely [EB/OL]. [2020-06-23]. 

https://thejournal.com/articles/2020/06/23/experts-

weigh-in-how-to-reopen-schools-safely.aspx 

信息来源：日报网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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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疫情如何改变大学的筹款工作 

How the pandemic is changing college fundraising 

 

美国咨询公司 Washburn＆McGoldrick 对美国大学近 400 名筹款工作人员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在过去两个月中，美国大学的筹款工作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为应对新冠疫情，美国大学筹款工作的重心和优先级正在变化。相比基本建设项

目（capital projects），美国大学的筹款工作团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财务援助、虚拟教育、

以及无用途限制性资金（unrestricted funds）等方面的经费筹款上。Washburn＆McGoldrick 调

查中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受访者都重视和强调财务援助，而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同样关注非限

制性运营资金的筹措，相较而言，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不太重视基本建设项目（41％）、

捐赠基金（10％）、教职员工（6％）和学术项目（5％）的经费筹措。 

其次，这场危机还改变了大学筹款工作人员与潜在客户的联系方式。在新冠疫情期间，

超过 80％的受访者暂停了与捐助者和校友的校内外会议。与此同时，这些受访者表示他们

增加了使用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进行勘探的机会。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地依靠

电话，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倾向于借助社交媒体。大约 80％至 90％的受访者表示，从长远来

看，这场新冠疫情将会改变他们与校友、捐助者和潜在客户的沟通与联系方式。 

最后，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估计，他们的筹款业务领域可能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才能从新

冠疫情中重新恢复到往常状态；而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可能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五分

之二的大学筹款者预计 2021 年的慈善收入将至少下降 10％；仅 2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信

心能够成功实现 2021 财年的筹款目标。 

 

延伸阅读：Washburn＆McGoldrick 咨询公司旨在帮助学院、大学和私立学校成功地寻求慈善支持并建

立持久的关系，专注于战略规划、慈善关系、活动规划和执行、营销与对外关系，机构领导、托管和治理

等问题。 

 

Hallie Busta. How the pandemic is changing college fundraising [EB/OL]. [2020-06-18]. 

https://www.educationdive.com/news/how-the-pandemic-is-changing-college-fundraising/580124/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潜水（Education Dive）网站 

编译者：时晨晨 

 

 

澳大利亚：政府降低“就业准备”学位学费但削减课程资助 

The Government is Making ‘job-ready’ Degrees Cheaper for Students – But 

Cutting Funding to the Same Courses 

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宣布变更大学拨款，目标之一是增加预期就业领域的毕业生数量，如

教学、护理、农业、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和计算机等。教育部长表示，这些

学位的学费将会下降，但并未提及大学在这些学位上获得的资助也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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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最新的 2018 年澳大利亚国内学生入学数据对大学在就业准备等领域的学位保障基

础资金缺口进行的建模显示，如果要教育 584,346 名国内全日制学士学位学生，学生每年将

被额外收取 4.76 亿澳元费用，大学每年得到的资助将减少 2.93 亿澳元，因此政府每年将节

省 7.69 亿澳元。 

在改革方案中，某些国家重点学位的学费大幅降低，其中科学和工程专业的学费将降低

21%，农业和数学专业的学费将降低 62%。如下表所示，政府对其中四门课程（教学、护理、

农业和数学）的资助有所增加。 

表 1  2021 年政府、学生和大学对国家重点学科资助的提议变化（%） 

 

但大学不会因这些课程的学生费用减免而获得全额补偿。大学生均经费削减幅度为 6%-

17%，这将阻碍招收更多学生的目标的实现。与 STEM 课程相比，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语

言和英语专业除外）的学生将不得不支付更多的费用，而政府支付的费用则相对较少。如下

表所示，大学预计将获得更多的资助以用于语言、英语、人文与社会科学、法律、经济、管

理和商业等课程。 

表 2  2021 年政府、学生和大学对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资助的提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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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府的定价信号（pricing signals）旨在将学生从人文与社会科学转向国家重点课程。

如果这些信号成功，就意味着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将减少并为此支付学费，大学对人文学科

的整体资助水平将会下降。作为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下表显示了大学对 10 个研究领域（如

工程、护理等）的资助将减少，而对 11 个领域（如艺术、文化等）的资助将增加。 

 

表 3  2021 年大学各领域资助的提议变化 

 

政府改革方案中对国家重点课程的关注为大学带来了一些重要问题。总体而言，在澳大

利亚的大学面临着数十亿国际学生费用收入的巨大缺口之际，大学将获得比目前更少的生均

资助。同时，基于资助领域的学科变化是否会导致大学进行博弈也值得思考，大学可能会试

图重新定义学科以确保更高的资助率。预计 2021 年及以后，大学将损失数十亿美元的国际

学生费用收入，进一步的财政损失将严重影响其维持高质量教学计划和开展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研究的能力。 

 

Ian Marshman, Frank Larkins. The government is making ‘job-ready’ degrees cheaper for students – but cutting 

funding to the same courses [EB/OL]. [2020-06-2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government-is-making-job-

ready-degrees-cheaper-for-students-but-cutting-funding-to-the-same-courses-141280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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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占澳大利亚某些郊区人口的 30%以上 

Interacti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ke Up More Than 30% of Population in 

Some Australian Suburbs 

米切尔研究所（Mitchell Institute）使用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人口普查和内政部的数据绘制了国际学生的居住地地图。结果显示，省会城市和一些

地区的国际学生数量增长惊人。在边境关闭以防止新冠病毒传播之前，澳大利亚一些郊区的

国际学生占当地总人口的 30%以上。 

就国际学生的分布地来看，靠近大学校园的市区和郊区的国际学生最为密集。墨尔本

（Melbourne）市中心拥有全国最多的国际学生（约 2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38%。邻近的卡

尔顿（Carlton）郊区有 9600 人，占当地总人口的 39%。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所在的堪培拉阿克顿（Acton）郊区是国际学生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约为 44%。

许多国际学生也选择住在离大学校园更远的郊区。在昆士兰地区的达林高地（Darling Heights）

和加顿（Gatton），超过 5%的人口是国际学生。优惠的价格和便利的交通可能会使这些郊区

成为有吸引力的选择。 

该地图突显了国际学生与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的密切联系。国际学生不仅每年为澳大利

亚经济贡献 380 亿澳元，而且带来了 13 万余个就业机会。无论国际学生住在哪里，他们都

将是社区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大学的学生资助数据显示，超过 36%的国际学生

支出用于零售和娱乐，这笔钱将流入澳大利亚的咖啡馆、市场和其他场所。另有 36%的支出

用于房地产。由于 65%的国际学生需要租房，这些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支持澳大利亚

的房地产投资者。国际学生带来的好处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志愿服务方面也带来了贡献，

为澳大利亚的文化多样性做出贡献，并提高其国际地位。许多国际学生也将成为未来的澳大

利亚公民。在 2001 年至 2014 年间学习的 160 万名国际学生中，16%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和公

民身份。 

 

图 1 国际学生不同类型的生活支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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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数据显示，目前有超过 12 万名学生签证持有者在

澳大利亚境外。由于旅行限制，这意味着居住在墨尔本市中心的人口减少约 1.3 万人。在悉

尼市（Sydney）和南部内陆地区，人口减少约 7000 人。在阿德莱德（Adelaide）的中部和丘

陵地区，人口减少约 5000 人。 

米切尔研究所的研究也表明，国际学生流失不仅会对大学造成负面影响，也对当地企业

和社区造成了消极影响，国际教育部门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澳大利亚的本土学生，来自世界各

地的留学生带来的多元文化观点和外部资源将随之减少。 

 

Peter Hurley. Interacti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ke up more than 30% of population in some Australian 

suburbs [EB/OL]. [2020-06-1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nteractive-international-students-make-up-more-

than-30-of-population-in-some-australian-suburbs-140626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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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可选”

方案发展势头强劲 

ACT, SAT ‘Test Optional’ College 

Admissions Gain Ground. But 

Schools and Students Should Be 

Skeptical 

 

从申请要求中删除诸如 SAT 和 ACT

等大学入学考试的招生方案于今年在全美

境内获得了迅速发展。据统计，在今年春

季由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大规模考试中断的

情况下，美国四年制大学中有超过一半的

大学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了“考试可选”的

大学入学方案。 

追踪大学招生方案的美国国家公平与

开放考试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air & 

Open Testing）近日报告揭示，在授予学士

学位的 2330 所美国大学中，有 1240 所大

学开始推出传统入学考试可选方案。而所

谓“前 100 名”的美国名牌大学中开始提

供“考试可选”方案的大学高达 60 所，包

括布朗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

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

茅斯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西北大学和

耶鲁大学等。 

这一大学入学“考试可选”方案的迅

速发展离不开一些民权组织的倡议与努力。

例如，由美国民权律师委员会（Lawyers 

Committee on Civil Rights Under Law）所领

导的一个联盟此前发起了一项书信请愿运

动，目的是取消 30 所美国主要大学的传统

入学考试；5 月份时，加州大学系统董事会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oard of Regents）

也一致投票通过了在未来五年内逐步撤销

州内对学生进行入学考试要求的决定；一

些倡导者还提起了修正的诉讼，呼吁加州

大学系统立即停止在所有录取和奖学金决

定中使用考试这一形式。 

尽管许多人认为越来越多的大学采用

“考试可选”招生方案将会为实现高等教

育多样化提供一个重要契机。例如，一些

研究发现，有色人种学生比其他学生更有

可能选择在大学申请中不提交 SAT、ACT

成绩。但是，部分人士也认为不提交大学

入学考试成绩对学生的大学求学之路到底

意味着什么目前还尚不清楚。例如，一项

在提供“考试可选”方案大学中开展的大

规模研究发现，那些未提交大学入学考试

成绩的学生被录取的可能性更小，并且在

大学第一年的学业成绩也稍低一些，不过

这些学生最终完成大学学业的几率与同龄

人一致甚至更高。 

 

Sarah D. Sparks. ACT, SAT ‘Test Optional’ 

College Admissions Gain Ground. But Schools and 

Students Should Be Skeptical [EB/OL]. [2020-06-

19]. https://blogs.edweek.org/edweek/inside-school-

research/2020/06/test_optional_admissions_gain_gr

ound_4_year_colleges.html 

信息来源：美国教育周刊 

编译者：时晨晨 

 

 

美国：帕克大学推出“空档

年”计划，帮助学生继续学业 

A Discounted ‘Gap Year’ Online 

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大学无法为秋

季学期的安排做出具体决策，学生们也面

临着返校、继续线上学习、等待一切恢复

正常后再继续学习等多个选择。帕克大学

(Park University)校长格雷格•甘德森(Greg 

Gunderson)为最后一种情况感到担忧，他

认为，将学业延后将导致一些学生成为美

国 3600 万曾经进入大学学习但没有获得

学位的人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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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帕克大学(Park University)于本

月早些时候推出了“空档年”(gap year)计划，

让学生有机会转到帕克大学，并在 2020-

2021 学年以 9000 美元的固定学费（比帕

克大学的常规学费低约 2200 美元）进行在

线学习。 

甘德森表示，空档年计划的目标是让

学生在疫情期间参与帕克大学的教育，但

最终回到原来的学校毕业。他说，“我们认

为，只要学生的线下学习有中断的风险，

或者家长担心学生的身体健康，他们就会

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多项调查显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全国学生对春季学期转向远程学习的体验

评价不高，许多学生认为他们不应该为线

上教学支付与线下教学同等的费用。但甘

德森表示，近二十五年来，帕克大学一直

在进行在线教育的探索，走在该领域的最

前沿，因此，他认为帕克大学的空档年计

划有一定竞争力，并且切合目前的实际情

况。 

 

Lindsay McKenzie. A Discounted ‘Gap Year’ 

Online [EB/OL]. [2020-06-26].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6/26/p

ark-university-offers-discounted-gap-year-online.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美国：高校保险费用上升 

Insurance Costs on the Rise for 

Colleges 

在过去几年中，高等教育保险市场处

境日益艰难，而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大流行给承保人和投保人带来了新的压力。

随着大学本月更新保险政策，由于新型冠

状病毒大流行、自然灾害和体育丑闻等原

因，许多大学面临着保险费用急剧上涨的

情况。 

达信保险经纪（Marsh Inc.）的董事长

兼全球教育和公共实体负责人吉恩•德姆

查克（Jean Demchak）表示，“由于新型冠

状病毒影响，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十倍”。

全国性保险经纪与风险管理公司——风险

战略公司（Risks Strategy Company）的高

等教育战略主管布雷特•默里（Bret Murray）

表示，今年高等教育客户的保费上涨了 20%

至 40%。财产保险费随着与自然灾害相关

的索赔增加而上升，包括火灾、洪水和泥

石流等。对于许多大学来说，它们的校园

位置往往决定着价格。默里表示，如果校

园位于强风地区或洪水区，那么灾害不仅

会影响一两栋建筑，还会影响多个建筑物。 

多年来，保费一直呈上升趋势。根据

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协会（Council of 

Insurance Agents & Brokers）的一项市场调

查，所有行业的保费已连续 10 个季度增

长。在 2020 年第一季度，保费全面跃升

9.6%。新冠病毒大流行也影响了财产保险

费。为弥补经济损失，各大学压缩了现有

的 财 产 和 停 工 损 失 保 险 （ business 

interruption insurance）政策，以保障霉菌、

细菌和清理造成的损害的承保。许多保险

单都排除了大流行病，因此很难获得与新

冠肺炎相关损失的赔付。 

大学已经为回应性虐待、体育和其他

丑闻支付了数百万美元，巨额赔付让承销

商变得越来越谨慎，从而使其增加了越来

越多的限制条款并提高保险价格。高校也

在寻求不同类型的保险。标普全球（S&P 

Global）的董事肯·罗杰斯（Ken Rodgers）

指出，一些高校正在考虑提供网络安全保

险，以防范网络攻击，这在新冠病毒大流

行期间投入线上业务时尤为重要。罗杰斯

表示，为了降低成本，高校有时会联合起

来。许多学院和大学加入了财团以减轻风

险和保险合同中的一些固有波动和每日价

格变化。虽然也会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

但这总体而言更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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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达信保险经纪公司（Marsh Inc.）是世界领先

的风险管理与保险咨询公司。其年营业收入达 50 

亿美元，在全球拥有 26000 名员工。达信为全球 

100 多个国家的企业、公共实体、协会以及专业

服务组织提供全球风险管理、风险咨询、保险经

纪、融资及保险方案管理服务。 

风险战略公司（Risks Strategy）是美国一家专

注于增长的私人持股的全国性专业保险经纪公司

和风险管理顾问公司，成功帮助组织和个人简化

了保护资产、提供收益并将责任降至最低的流程。 

标普全球（S&P Global）由亨利·瓦纳姆·普

尔（Henry Varnum Poor）创立于 1860 年，是普尔

出版公司和标准统计公司 1941 年合并而成世界

权威金融分析机构，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它专

为全球资本市场提供独立信用评级、指数服务、

风险评估、投资研究和数据服务，在业内一向处

于领先地位。 

 

Emma Whitford. Insurance Costs on the Rise 

for Colleges [EB/OL]. [2020-07-08].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7/08/p

andemic-has-exacerbated-hard-insurance-market-

higher-ed 

来源：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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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27-29】2021 年第二

届欧洲先进教育技术会议 

2021 2nd European Advance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nference 

(EAET 2021) 

 

会议时间：2020 年 10 月 23-25 日 

会议地点：伦敦，英国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相关领域的学者、

教职工、研究人员、学生与管理人员 

会议主办方：帝国理工学院 

会议内容： 

2021 年第二届欧洲先进教育技术会

议(EAET 2021)将于 2021 年 3 月 27 日至

29 日在英国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举办。会议旨在为各国学

者、教职工、研究人员、学生与管理人员

提供讨论教育领域的创新思想、教育技术

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变化的平台。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基

于网络的学习（Web-based Learning, Wikis 

and Blogs Web-based Learning, Wikis and 

Blogs），高等教育与职业培训（Higher 

Education vs. Vocational Training），电子学

习 平 台 与 门 户 （ e-Learning Platforms, 

Portals），社会情境与学习环境（Social 

Context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创作

工具与内容开发（Authoring Tools and 

Content Development ）， 协 同 学 习

（Collaborative Learning），计算机辅助评

估（Computer-Aided Assessment），指标与

绩 效 衡 量 （ Metrics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地相关领

域的学者、教职工、研究人员、学生与管

理人员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部分被

接受的论文将推荐至《国际学与教杂志》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IJLT）[该刊物为同行评审期刊，

ISSN：2377-2891（纸质）；2377-2905（在

线）]发表，并提交Google Scholar，Crossref，

IndexCopernicus 等检索；也有部分被接受

的论文将推荐至《国际信息与教育技术杂

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JIET）[该刊物

是国际学术开放获取期刊，ISSN：2010-

3689]发表，并提交至 Scopus, EI(INSPEC, 

IET), EBSCO, Electronic Journals Library, 

Google Scholar, Crossref 等检索。 

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5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www.eaet.org/ [2020-07-12] 

编译者：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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