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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数高校因财政压力将

在秋季重新开放的决定或将导

致更大的危机 

据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内 参

（www.insidehighered.com）2020 年 7 月 5

日报道，多数大学校长都宣称他们的学校

将在今年秋天开放校园教育。由于大学的

入学率、学费和住房收入都已经急剧下降，

如果他们不开放校园教育，学校将面临巨

大的财政危机。 

大多数参加传统寄宿制课程的学生都

有很好的理由要求校园重新开放：为了更

好的教育效果、人际关系、个人发展与领

导机会、体育赛事与乐趣。这些学生中的

许多人将拒绝在线课程的注册，但即使他

们注册了，住宿、体育和餐饮的相关收入

也将消失，学费收入也将减少。面对这种

困境，大多数校长都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抱着最好的希望宣布自己的校园将重

新开放。也许 75 所学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

和捐赠资金来度过这收入大幅度减少的一

年。一些公立学校在维持在线教育的情况

下可能不会造成灾难性的财务影响，而其

他所有高校都没有这种选择。但不幸的是，

这很可能导致公共卫生灾难。大多数学校

将无法实施严格的新冠疫情监测制度。大

多数宿舍和餐饮设施，即使利用率远远低

于容量，也将成为疫情传播的热点，在室

内教室教学，即使保持社交距离，也很有

可能传播病毒。 

在正常情况下，高等教育界可能期望

联邦政府的领导来帮助解决这一日益严重

的危机。但总统和他的团队几乎没有表现

出对这种国家预防措施的兴趣，国会在向

高等教育提供实质性援助方面存在分歧。

高等教育界面临巨大挑战。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薛远康 

 

 

美国：自我怀疑影响成年人追

求再教育 

据 美 国 高 等 教 育 内 参

（www.insidehighered.com）2020 年 7 月

15 日报道，斯特拉达教育网（ Strada 

Education Network）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

更多的受访者认为自我怀疑对追求教育造

成的障碍甚于成本。 

在一项全国性调查中，近一半的成年

人表示，如果他们参加高等教育或培训项

目，自我怀疑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受访者列举了三大挑战：时间、自我怀疑

和成本。调查新数据包含在斯特拉达教育

网最新的“公众观点”报告中，该报告调查

了美国成年人追求再教育的动机以及他们

面临的障碍，其中心理障碍则是一项新的

发现。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继续接受更多

的教育是一项挑战，他们担心自己不会成

功。一旦学习者看不到成功的途径，他们

就会开始质疑追求高等教育是否值得，而

这种质疑将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 

调查还发现，没有学位的成年人对继

续教育是否有价值感到困惑。教育信托基

金会（Education Trust）负责高等教育政策

和实践的副主席维尔•德皮拉尔（Wil Del 

Pilar,）认为，这反映了高等教育中的信息

传递问题。高等教育需要更多地围绕经济

承受能力和财政援助传递信息，帮助人们

理解他们的选择。此外，他还强调了教育

与劳动需求保持一致的重要性，他认为大

学应该帮助人们探索其他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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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取消将英国半数

年轻人送入大学的目标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News）2020 年

7 月 10 日报道，英国教育部长加文•威廉

姆森（Gavin Williamson）将取消让英国 50％

的年轻人上大学的目标，而去年英国首次

实现该目标。威廉姆森承诺未来英国高等

教育将融入重视资格证书的德国式继续教

育。为了促进英国社会流动，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在 20 年前设定了将英国一

半年轻人送入大学的目标。 

英国大学部长米歇尔 •多兰于上周

（Michelle Donelan）抨击了英格兰的大学，

认为他们“愚蠢地招募过多年轻人进入大

学学习”。对于多兰的批评，英国大学联盟

相关负责人瓦妮莎 • 威尔逊（ Vanessa 

Wilson）表示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主张，这

些想法都未能理解学生上大学的抱负，且

部长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大学开设的这

些课程是低价值的。 

威廉姆森表示，将英国一半年轻人都

送入大学的“单项”道路是错误的，这可能

导致他们在接受完大学教育后无法获得寻

找有意义工作所需的技能。此外，威廉姆

森着重强调尽管每位英国大学生平均每年

需要支付高达 9250 英镑的学费，但仍有三

分之一的学生在毕业后所找的工作并不需

要大学文凭，他认为大学在英国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使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并不意味

着我们能够取得的更多成就，在某种程度

上高等教育并不是每个人或者每个国家所

必须的。因此，今年秋天英国政府将发布

一份白皮书，该白皮书将着眼于在英国建

立世界一流的德国式继续教育体系，提高

英国年轻人工作技能和就业机会。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编译者：张辛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发展仍

处于上升趋势 

据 德 国 教 育 试 点 网 站

（bildungsklick.de）2020年 7月 7日报道，

联邦教育部职业教育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尽管 2019 年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增长率较

往年有所缓和，但依旧保持上升趋势。截

至 2019 年 11 月，德国各高校共注册 1662

门双元制课程，覆盖了 108，000 多名学生。 

职业教育研究所主席弗里德里希•休

伯特•埃瑟（Friedrich Hubert Esser）强调，

这些数字从侧面证实了双元制教育模式的

成功，通过这种模式，学生可以在专业能

力和学术能力上同时获得提升。双元制也

使得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渗透性加

强，增加了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连通性。

但另一方面，受欢迎的双元制课程所占的

比例也有所下降，因此必须通过进一步努

力，确保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参与双元制

过程的一体化。 

数据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愿意提

供双元制课程的培训场地。2004 年，共有

18，168 家公司参与其中，而到 2019 年约

有 51，000 家公司参与；自 2004 年以来，

双元制课程数量从 512 门增加到现在的

1662 门，总共增加了两倍多；学生人数从

40，982 人增加到现在的 108，000人以上，

增长了两倍半以上。在专业开设方面，双

元制教育中占比最多的是电气、信息技术、

办公行政以及金属工程等专业，其次是工

商、计算机、电子技术、办公室管理和银

行等专业。 

 

来源：德国教育试点网站 

编译者：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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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企业导师制将帮助大

学生就业 

据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2020

年 7 月 10 日报道,俄罗斯企业如何吸引正

在大学中就读的潜在员工？大学应对课程

体系做哪些努力和改变？企业导师制度将

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实现就业。联邦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Минобрнауки России）针对

俄罗斯大学制定了相关指导计划。 

现在企业导师制在俄罗斯大学已并不

少见。例如，在图拉国立大学，该指导系

统被积极地用来为毕业生准备在图拉地区

最大的国防工业企业工作而服务。现有大

学课程框架内被设立单独的课程和“模块”，

其中部分课程必须在企业环境下进行。但

这不只是实习，最活跃和最有才华的学生

会被提供企业奖学金。实际上，参加这个

项目并表现优异的学生已经被提前在该公

司预留了一个职位。企业导师制度在信息

技术领域正在积极发展。图拉地区的信息

技术公司（其中许多是由图拉国立大学的

校友管理）为学生安排了一系列课程，这

些课程已被纳入培训课程表中。毕业生在

自己的专业领域可以找到一份有趣的工作，

而与大学合作的企业则得到了一位基础知

识得到导师经验支持、干劲十足且积极干

练的专家。 

自 2017 年以来，人才发展中心（Центр 

развития талантливой молодежи）已在沃

罗 涅 日 技 术 国 立 大 学 (Воронеж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成功运行。导师发掘学生的

才能，建议学生可以在哪里使用自己的才

能。自 2019 年以来，奔萨国立大学

（ Пензе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一直与当地企业开展联合项

目，以培养营销和贸易领域的专家。企业

导师制度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最相关的专

业技能，而且可以提前向学生介绍企业文

化。 

 

来源：俄罗斯报 

编译者：朱佳悦 

 

 

日本：文部科学省调查显示日

本大学生上课时间较长，自学

时间较少 

据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2020年7月

6 日报道，为了解全国大学生的课程满意

度和学习时间安排，文部科学省首次实施

了“全国学生调查”，并发布了调查结果。

通过调查进一步了解到了大学生的生活与

学习面貌。调查显示：大学生们在需要学

习的课程上用时较多，而缺乏预习、复习

等自学时间。此次调查为试行调查，由文

部科学省和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于去年 1

至 12 月共同实施。调查包括 36 个选择题

和 2 个自由陈述题。调查方式主要是通过

使用大学生的智能手机作答。该调查共有

515 所大学参加，以符合 420 所大学为统

计对象的有效回答率标准。 

在关于学生一周学习生活时间安排的

问题上，67%的学生上课时长平均为 17 小

时，而预习、复习、完成作业等时长总计

为0至5小时。文部科学省的负责人表示：

“现在的学生很多时间都在上课，相应的

自学时间就很短。社团活动花费的平均时

长为 3 小时，在兴趣、娱乐与交友上花费

的时长平均为 10 小时，这体现了大学生更

加重视个人时间的倾向。当被问及“大学教

育是否有助于掌握以下知识和能力”时，

70%的学生认为“对于提高外语的能力没

有用或不太有用”，有 55%的学生认为“对

于提升统计数理知识与技能无用或不太有

用”。在关于授课的问题中，93%的人回答

“经常或有时进行小测验和或提交报告

等”。在“老师是否写上了评语并把论文或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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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重新发送给学生”的题目中，57%的人

回答基本没有。 

该调查的目的是加深社会对大学教育

的理解，并将其应用于国家政策的制定。

在本调查中，为了向希望进入大学的高中

生们提供择校的判断材料，文部科学省将

公布各大学的调查结果。 

 

来源：日本朝日新闻官方网站 

编译者：王文静 

 

 

泰国：2021 年政府的教育预算

有所减少 

据泰国先锋网（www. Naewna.com）

2020 年 7 月 7 日报道，2021 年的教育预算

相较于 2020 年明显减少，由此可以看出政

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 

教育专员苏拉瓦（Surawat Thongbu）

表示，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创新部

和教育部 2021 年预算草案中的教育预算

显示，政府在 2020 年教育总预算从 3.2 万

亿泰铢增加至 493,724 百万泰铢，增长幅

度为 15.4％；但是 2021 财年教育预算为

484，151.4 百万泰铢，增幅为 14.7％，相

比 2020 财年的增幅有所下降。 

苏拉瓦副教授进一步表示：“依据

2021 年的教育预算可以看出 21 世纪在新

冠肺炎疫情下的教育管理情况存在众多矛

盾，加剧了不符合新常态的危机，并且仍

然存在教育不平等的现象。在基础教育阶

段，由于大型学校已经安排了部分预算，

所以只能削减小学校教学楼等的建设成本。

高等教育阶段，据估计在学生人数相同的

情况下，非正规高等教育机构的预算是正

规高等教育机构的 10 至 15 倍。同时，由

于没有相关的监督检查程序，各省长具有

完全的资金分配权力。” 

此前，2020 年预算法案已从教育部转

移到中央银行，以 40 亿泰铢拨款来缓解新

冠肺炎危机，但 2021 年没有建立此项预算。

教学楼建设和其它大楼设施建设资金的缺

失导致校园生活空间拥挤，今年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此外，没有任何额外的预算安排来支持不

断变化的学习方式。但就现实需求来看，

无论是通过在线还是电视学习，都需要资

金加强互联网信号基础设施、在线课程设

计、计算机设备、教师和相关人员的发展

培训，以便能够创建在线课程并组织新的

或正常的学习形式。 

 

来源：泰国先锋网 

编译者：宋瑞洁 

 

 

 

 

肯尼亚：中小学将延期至明年

1 月份开学 

据非洲国家新闻网（Nation）2020 年

7 月 8 日报道，受越发严重的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儿童也成为了主要伤亡者，因

此肯尼亚政府不得已将原计划于今年 9 月

份的复课计划推迟到明年 1 月。那时，预

计将有 1500 万中小学生重返校园。 

7 月 7 日，教育内阁大臣乔治•马戈哈

（George Magoha）宣布 2020 年为缺失学

年（a lost academic year），取消了原定于今

年 10 月肯尼亚初等教育证书和肯尼亚中

等教育证书考试。他表示：“教育部将发布

重新开学日期的综合通知，同时肯尼亚国

家考试委员会将发布修改后的考试时间表。

该份指令同样适用于国际学校。这意味着

200 万原本于今年参加肯尼亚初等教育证

书和肯尼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的学生不得

不在明年重新上课。然而，肯尼亚政府允

许大学、技术培训机构以及教师培训学院

在今年九月份开学，只要这些机构可以遵

循国家健康部门的有关规定。为了保证学

生们能够持续学习，由肯尼亚课程发展机

构 （ Kenya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播放的课程以及教师们的线

上授课内容将继续在新冠肺炎期间发挥作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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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育部将继续加强虚拟学习项目（网

络和电子学习），同时探索其他的创新方法

以促进教育公平。” 

这是肯尼亚历史上学校校历第一次被

完全打乱。暂停学时的消息引起了不同的

反应，家长、老师和学生都表达了对损失

的担忧。对家长们来说，由于他们在上学

期已经支付了学费，因此将损失部分的学

校费用。教师们同样面临今年接下来时间

工资拖欠的问题。 

面对大学复课的相关事宜，教育内阁

大臣马戈哈教授表示，重新开放大学进行

面对面的会议将根据批准的符合卫生协议

的具体情况而定。他表示：“大学应该继续

开展网络授课，为那些达到学校毕业要求

的、成功地完成规定任务的毕业生们举行

线上毕业典礼。大学应该实行分阶段复课，

以实现保持物理和社会距离的目标。” 

然而，学生在家上课也暴露出很多严

峻的问题，比如毒品和性侵。教育的利益

相关者关注了疫情危机而忽视了其他潜在

的问题。如果政府不能修改这一决定，那

么肯尼亚应该为明年严重的辍学事件做好

准备。同时，无处不在的性侵者使得越来

越多的女孩成为青少年怀孕者，延期复课

无疑将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来源：非洲国家新闻网 

编译者：曹玲玲 

 

 

 

 

全球教育合作组织：非洲的疫

后复苏必须包括更多的教育筹

资 

据 全 球 教 育 合 作 组 织 （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al）官方网站 2020

年 7 月 6 日报道，新冠肺炎危机使得非洲

教育体系更加脆弱，随着政府逐步重新开

放学校并取消新冠肺炎的封锁措施，整个

非洲大陆仍有超过 2.5亿学生被拒之门外。

尽管许多国家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国立学校都没有提供电

子学习的资源。将近 90％的学生无法使用

家用电脑，而 82％的学生无法上网。 

流行病暴露了教育系统的不足和教育

机会的不平等，强调了公共和私营部门对

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将这些设施扩展

到整个国家以覆盖弱势群体的重要性。根

据非洲教育基金可行性研究报告，到 2030

年，每年需要 400 亿美元来弥合教育资金

缺口。作为对新冠肺炎的直接回应，非洲

开发银行的执行董事会批准了高达 100 亿

美元的资金以支持社会经济复苏工作，其

中教育是一项核心目标。资金的基础是非

洲开发银行对非洲教育和技能发展的长期

支持，目前已投资超过 20 亿美元，自 2005

年以来已使 600 万非洲年轻人受益。例如，

在开发银行资助下，卢旺达成立了与卡内

基梅隆大学合作的地区卓越中心，该中心

提供计算机科学、信息和通信技术硕士学

位课程。 

 

来源：全球教育合作组织官方网站 

编译者：吴诗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中美

洲一体化体系制定教育和文化

战略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20

年 7 月 13 日报道，中美洲一体化体系教

育和文化协调部（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Coordination of the Central American 

Integration System，简称 CECC-SICA）8

个成员国的文化和教育部代表在7月2日

和 9 日举行的两次线上会议上，就文化在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中的杠杆作用以及文

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其中，文化战略的目的是推动一体化

进程，利用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地区的创造

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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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文化遗产作为促进社会之间相互理解

的有力工具和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因素。

文化和教育关系战略的目的是指导该区域

各国制定教育模式，将文化作为建设和平、

可持续和对文化多样性开放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将文化间对话作为区域一体化

进程的重要因素。 

根据文化和教育部长理事会在 2019

年 10 月提出的请求，教科文组织正在向中

美洲一体化体系教育和文化协调部提供技

术援助，以制定这两项战略。这两项战略

旨在支持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区域各国发展

关键领域的工作，将提交 2020 年 10 月举

行的部长理事会会议批准。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编译者：徐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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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采取行动以减少

COVID-19 对儿童健康和发育

造成的威胁 

We must act now to counter long-

term biological effects of COVID-19 

stress on kids’ health and 

development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和加拿大高级研究所

（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CIFAR）研究发现，尽管儿童新冠肺炎发病

率相对较低，但不容忽视的是，国家公共

卫生部门所采取的防疫措施竟意外增加了

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压力。压力来源主要

有家庭收入减少、粮食安全性低、父母压

力影响和虐待儿童等，这些压力源可能会

在儿童身体中留下生物学印记，对儿童的

大脑和免疫系统发育以及后续发展产生负

面影响，部分影响在短期内即会显现出来，

更多影响将潜伏若干年后才会浮出水面。 

数据显示，早在疫情爆发前加拿大就

有超过 500,000 名 18 岁以下的贫困儿童，

其中有四分之一属于单亲家庭。受疫情影

响，截至 6 月加拿大的失业率达 13.7％，

创历史新高，自 2 月以来累计失业人数超

过 300 万，这些巨大的冲击对儿童终生健

康和发展产生的影响令人担忧。 

尽管科学家们仍在继续探索人类早期

经验影响成人健康的具体机制，但显然，

生活中经历逆境的儿童日后出现身心健康

问题和社会适应问题的风险更高。据相关

研究显示，那些与早期经历相关的表观遗

传变化可能持续到成年，并且可能与压力、

炎症和慢性疾病存在相关性。 

基于此，专家建议政府要予以儿童和

家庭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在有创造性和安

全性的计划之下重新开放学校并允许儿童

进行安全的社交互动。首先在家庭方面，

要建立家庭、学校、社区与孩子之间的亲

密纽带，通过成年人的热情和支持保护孩

子免受生活压力的影响；其次，要为儿童

和青少年创造参与重建计划的机会，增强

年轻人的领导能力；再次，决策者应积极

寻求科学证据，征询儿童发展专家意见，

在此基础上尽快着手制定解决方案，以最

大程度地减少儿童因疫情而面临的威胁；

最后，还需增加各类教育机构、教育工作

者和教育顶尖科学家在支持儿童和青少年

发展方面的发言权。 

 

延伸阅读： 

本文作者迈克尔·科伯（Michael S. Kobor），

是卑诗省儿童医院研究所分子医学与治疗学中心

（Centre for Molecular Medicine and Therapeutics 

at BC Children’s Hospital Research Institute）的高

级科学家，也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遗传学

系（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Department of 

Medical Genetics）的教授。 

Michael S. Kobor, Candice Odgers. We must 

act now to counter long-term biological effects of 

COVID-19 stress on kids’ health and development 

[EB/OL]. [2020-08-12]. 

https://vancouversun.com/opinion/opinion-we-must-

act-now-to-counter-long-term-biological-effects-of-

covid-19-stress-on-kids-health-and-

development/wcm/457e34b7-e35f-4154-bc40-

f42f43a4c378/ 

信息来源：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 

编译者：宋瑞洁 

 



 

 

World Education News Aug.2020 No.111 

8 

世界教育动态  2020年 8月 第 15期 数据调查

 

美国：数百所高校显示财务预警信号 

Analysis: Hundred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w Financial Warning Signs 

过去十年中，美国一直努力应对入学人数下降和州政府支持减弱的问题。截止到 2020

年，美国数十所高校已开始承受巨大的财务压力。目前，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带来的更大

压力下，美国高等教育收入的下降已经迫使一些学校削减预算，并可能引起学校关停的浪潮。

为检查各高校如何应对此类危机，《赫金杰报告》（The Hechinger Report）创建了《财务适应

度追踪器》（Financial Fitness Tracker），对美国的公共机构和四年制非营利性高校进行了财

务压力测试，审查了包括入学率、学费、公共资金和捐赠健康等各方面内容。 

该测试中总共包括 2662 所学校，压力测试结果发现：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超过 500 所

大学有两个或多个指标显示警告信号。这些问题大学并未在各州之间平均分配：俄亥俄州和

伊利诺伊州所有高校中有超过 10％可能面临财务问题，其中，俄亥俄州有 36 个，伊利诺伊

州则有 26 个。 

自 2009 年以来，大约 1360 所大学的第一年秋季入学人数有所下降，其中包括约 800 家

四年制大学。与 2009-2010 年度相比，2017-2018 年度所有四年制学校中近 30％的人均学费

收入减少，约 700 个公立大学的州和地方拨款减少，并且约 190 个私立四年制机构的捐赠额

有所下降。 

自 2015 年以来，已有 50 多家公共和非营利机构关闭或合并，专家预计下一个学年会有

更多机构关闭。自 2010 年以来，大学已流失了成千上万学生。2010 年大学的入学人数达到

1800 万的峰值，该数字在 2018 年下降至 1660 万。在此期间，将近 600 家两年制和四年制

机构的秋季入学人数下降四分之一以上。 

联邦数据显示，自 2008 年以来，全国超过一半的公立校园的州和地方拨款有所减少。

高等教育财务专家预测，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州预算减少，公共机构未来将面临更多预

算削减。今年 5 月，俄亥俄州州长、共和党人迈克·德温（Mike DeWine）已宣布削减 1.1 亿

美元的高等教育开支，每所院校的预算都削减了近 4%。俄亥俄州有 18 家高校每所平均损失

超过 100 万美元。例如，阿克伦大学（University Of Akron）的削减超过 370 万美元。该校

在过去三年已经出现赤字，并在春季末宣布需要从 3.25 亿美元的预算中削减 6500 万美元。 

州政府资金和学费并非学校唯一资金来源，许多高校依赖于捐赠资金。但根据联邦数据，

在过去十年里，大约有 330 所学校的捐赠资金有所下降，其中 57%是私立机构。如威尔伯福

斯大学（Wilberforce University）的捐赠资金从 2014 年的 1200 万美元下降到 2018 年的 820

万美元。新奥尔良大学（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教授普莱斯（Price）表示，捐赠金额较

小的学校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并且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收入损失可能会使这些学校

生存更加困难。 

 

Sarah Butrymowicz，Pete D'Amato. Analysis: hundred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w financial warning 

signs [EB/OL].[2020-08-04]. https://hechingerreport.org/analysis-hundreds-of-colleges-and-universities-show-

financial-warning-signs/ 

来源：美国教育咨询网 赫金杰报告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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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为什么学位成本上涨对女性打击最大 

Why Degree Cost Increases Will Hit Women Hardest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关于增加在澳大利亚大学攻读人文和传播学学位费用的提议引起了

很多争论，指出这一新变化将对女性产生严重影响。根据拟议的变更，学生在社会科学、传

播学和人文科学（不包括英语和心理学）的费用将每年增加 7696 澳元，是目前成本的两倍。 

政府的目标是在预期就业增长的领域增加毕业生数量，包括教学、护理、农业、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和 IT（信息技术）。降低这些领域的费用似乎是为了吸引更多

的学生优先学习这些学科，而非人文学科。若为了鼓励学生离开人文学科转而学习自然学科，

该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要吸引女性进入这一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改变学习成本。尽管政

府采取一系列旨在改善平衡的举措，但女性在 STEM 领域劳动力中的比例仍然偏低，仅为

27%。 

对于女性而言，学习 STEM 相关学科的真正障碍与就业结果和条件有关，甚至与进入

STEM 劳动力市场的挑战有关。STEM 领域女性的收入可能低于男性，并且与从事人文研究

的女性相比，其面临的薪酬前景更为暗淡。因此，增加人文学科的学习成本可能不会推动人

们进入 STEM 或护理等领域，但这可能会让他们远离人文学科学习，远离他们在一系列行

业中的工作。 

根据联邦政府 2019 年毕业生结果调查（Graduate Outcomes Survey），64.2%的人文学科

毕业生在毕业六个月后处于全职工作状态。许多人受雇于公共管理、教育、商业、卫生和科

技等行业，这些正是提议的变革目标行业。提高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本意味着这些学科的政府

资金将减少，从长远来看，这种成本将由女性承担。 

从现实情况来看，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吸引的学生比任何其他学科领域都要多。在过去

十年里，女性一直占据着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大多数。2018 年，这些学科的女性人数占

在校学生的三分之二（见图 1）。根据政府提议，许多女性将需要支付更多的学费，并且其收

入可能会低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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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18 年社会与文化专业录取学生的性别比例 

性别角色持续影响着澳大利亚女性的职业轨迹和收入潜力。尽管这种性别薪酬差距正在

缩小，但主要的育儿角色和责任仍然由女性承担。女性大学毕业生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平均

收入比男性低 27%，这意味着女性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偿还其求学债务。虽然澳大利亚大学债

务计划因不会产生利率或不限定还款时间经常受到赞誉，然而债务增加带来的切实影响意味

着人文专业女性毕业生的债务负担将会更长。同时更有可能使女性无法负担高等教育，为现

有的一系列不平等增加砝码。 

 

Deanne Gannaway, Grace Dunn. Why degree cost increases will hit women hardest [EB/OL]. [2020-08-0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degree-cost-increases-will-hit-women-hardest-141614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澳大利亚：仅五分之一残疾学生远程学习期间获得足够支持 

Only One Fifth of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Had Enough Support During 

the Remote Learning Period 

在一项名为《在 COVID-19 期间残疾学生的经历》（Experiences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during COVID-19）的最新研究和调查中，许多代表澳大利亚残疾儿童与青年组织（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with Disability Australia，CYDA）的受访者报告说，他们在转向远程学习的

过程中被遗忘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只有 22％的家庭成员和残疾学生的照顾者认为其

获得了足够的教育支持。 

在澳大利亚各地的学校几乎都关闭时，研究人员调查了残疾学生及其家人的经历。该调

查从 2020 年 4 月 28 日启动，一直持续到 2020 年 6 月 14 日。此次调查共收到 700 多个回复

和 1145 条文本评论，答复主要来自残疾儿童的家庭成员，约 5%受访者是学生，其中大多数

是高中生或大学生。 

近 80%的受访者表示，在调查期间，教育责任从教师和学校转移到父母身上。超过一半

的受访者表示，课程和学习资料缺乏可获取的形式，他们需要做大量工作才能将学习材料转

换为孩子可用的格式。一些人表示，他们收到的材料和支持与向非残疾学生提供的材料和支

持完全相同。这让部分家庭成员感到失望，因为其并不具备调整和转换调整材料所需的技能。

近四分之三残疾学生受访者表示感到自己在同龄人中存在社交孤立感。一些家庭利用国家残

疾保险计划（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NDIS）的资金来帮助支持远程学习。部

分家庭要求提供更多资金，但遭到国家残疾保险局（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Agency，

NDIA）以教育支持应通过主流服务提供的理由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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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OVID-19 期间残疾学生获得的支持水平与先前支持水平的对比 

COVID-19 期间残疾学生获得的支持水平与先前支持水平的对比具体见图 1，可见疫情

期间针对残疾学生各方面的支持都大幅下降。然而，调查发现，获得一种形式支持的孩子感

到自己成为学习社区一部分的可能性增加了 24%，且感觉在教育中得到了足够支持的可能

性增加了 36%。在获得了两种及以上支持的学生或父母中，88%的人表示他们感觉自己是学

习社区的一部分，感觉在教育方面得到足够支持的可能性达到其他人的两倍以上，48%的人

更有可能参与学习，社交孤立感可能性降低了 18%。 

由此可见，在教育系统与教师的精心规划和努力下，残疾学生可以在流行病中茁壮成长。

但这需要将学生与同龄人联系起来，确保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学习社区的一部分，并且保证学

习材料容易获取并满足其需求。 

 

Helen Dickinson, Catherine Smith, Sophie Yates. Only one fifth of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had enough 

support during the remote learning period [EB/OL]. [2020-07-2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only-one-fifth-of-

school-students-with-disability-had-enough-support-during-the-remote-learning-period-143195 

来源：澳大利亚对话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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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所高校选择降低线上

教学学费 

More Tuition Cuts 

最近的调查数据和诉讼案件可发现大

学生明确的意愿——希望线上教学的学费

更低。尽管许多高校没有屈服于这种压力，

但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南

新罕布什尔大学（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保罗•奎因学院（Paul Quinn 

College）、斯佩尔曼学院（Spelman College）、

罗文大学（Rowan University）和拉斐特学

院（Lafayette College）等高校已经开始提

供大幅的学费折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乔治敦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和拉斐特学院

（Lafayette College）等大学秋季学期选择

降低 10%的学费。托马斯大学（Thomas 

University）将减少约 30%的学费，保罗奎

因学院（Paul Quin College）将降低约 28%

的学费。 

除了直接降低学费之外，一些大学选

择通过其他方式来减轻学生经济负担，鼓

励学生完成学业。美国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将现有奖学金的金额增加一倍，

并在学生选择三门课程后，免费为其提供

第四门课程。此外，该大学还将投入 3000

万美元，为失业者提供奖学金。南新罕布

什 尔 大 学 (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为一年级学生免除一年的学费，

并降低 2021 学年 61%的学费。圣诺伯特

学院（St. Norbert College）和太平洋路德大

学（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则免费为

学生提供额外一学年或一学期的学习时间。 

对于大学实施的各项优惠政策，迪金

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的名誉副校长罗

伯特·马萨(Robert Massa)等人认为，应当采

取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如增加对个别因疫

情原因而遇到经济问题的学生资助，而不

是统一降低学费，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降

低所有人的学费最有利于较富裕的学生和

家庭。 

高等教育咨询公司 EAB 的负责人卡

罗尔•斯塔克(Carol Stack)表示，大学应该

考虑的另一种策略是“新冠肺炎补助金”

（COVID grant），即为受疫情影响的学生

提供一定的学费折扣。斯塔克认为，“‘新

冠肺炎补助金’项目能够很清楚地告诉学

生及其家庭，学费的降低和疫情有关”，“补

助金能够灵活地解决目前学校和学生面临

的困境，也能够在未来做出一定的改动。

而一旦真的降低了学费，学校就很难把学

费提高到以前的水平了”。 

 

Lilah Burke. More Tuition Cuts [EB/OL]. 

[2020-08-14].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8/14/c

olleges-continue-slash-tuition-response-pandemic.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美国：疫情影响下，多所高校

讨论恢复线上教学的标准 

Trigger Warnings 

随着大学秋季学期开启，学生陆续回

到校园，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校园内爆发疫情，该如何处理？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M. 

Cuomo）今日为纽约州的大学画了一条红

线——“如果大学有 100 例病例，或者病

例数在其总人数的 5%以上，学校将需要恢

复线上教学两周，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

重新评估形势。”在其他没有此类明确指示

的州，教职工和学生则开始呼吁大学公布

他们用于决定是否需要以及何时需要从线



 

 

World Education News Aug.2020 No.111 

13 

世界教育动态  2020年 8月 第 15期 实践探索 

下教学转变为线上教学的标准。虽然越来

越多的大学正在考虑或已经发布了一般性

信息，很少有大学公布其用于确定新冠肺

炎病例激增触发停课的具体数字基准。 

怀俄明大学(University of Wyoming)是

其中一所公布了具体指标的大学。在其 8

月 11 日更新的标准草案中，该大学列出了

一些具体的基准，这些基准会作为暂停线

下教学的依据。基准包括连续 7 天平均每

天增加 20 个及以上的新病例、每天的阳性

检测率超过 5%或校园内的死亡率等。 

伯里亚学院(Berea College)是一所位

于肯塔基州的小型私立大学，专门为低收

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服务。该学院也公布了

可能会考虑关闭校园的标准，包括隔离人

数达到其最大容载量的 80%或同时有 10

名员工生病。“我很高兴发布了这些指标，”

伯里亚学院校长莱尔•鲁洛夫（Lyle Roelofs）

表示，“师生都在密切关注，他们经常问我，

与指标相比，我们目前做得怎么样。有一

些可靠的标准供人们参考是好的，而不是

仅仅告诉学生们说‘我们管理者有很好的

判断力，我们会知道什么时候该考虑这个

问题’，我认为这样模糊的话语难以产生很

好的效果。” 

有些大学公布了他们在做出关闭校园

决定时会考虑的各种因素，但没有发布具

体数字或数据。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公布了一份

详细的清单，列出了需要考虑的社会因素

和校园因素，如在校人员死亡率、防护用

品短缺、核酸检测阳性病例逐日递增等，

这些因素将被用作关闭或部分关闭校园的

“决策触发器”。其他公布了类似清单的大

学还有东密歇根大学（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利伯缇大学（Liberty University）

和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 

 

Elizabeth Redden. Trigger Warnings [EB/OL]. 

[2020-08-28].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8/28/c

olleges-pressed-provide-information-decision-

triggers-scaling-back-campus. 

信息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 

编译者：王晨雨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圣母

大学退出秋季重新开放计划 

Michigan State, Notre Dame Back 

Off From Fall Reopening Plans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数量不断增长，

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下午宣布暂停面向近

1.2 万名学生的线下授课，并将本科课程改

为远程授课两周，同时将学生留在校园，

从而使领导者有机会重新评估校园和教学。

与此同时，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要求计划住在宿舍的本科生留

在家中，并宣布将计划面授的课程转变为

远程教学。 

圣母大学的这些变化始于今年 8 月 10

日开始上课之后，大多数学生已在 8 月 6

日-9 日返校。自那时以来，该大学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数量不断上升。自 8 月 3 日

以来，在总共进行的 927 例检测中，有 147

例确诊病例。圣母大学校长约翰·詹金斯

（John Jenkins）在网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说道，“收到最新结果后，我们开始计划继

续进行在线授课，同时保护校园社区的健

康和安全”。校园内的公共空间将被关闭，

宿舍仅限校内学生居住，校外学生则被要

求在两周内不准进入校园。研究生和专业

学生（professional students）的面授课程将

停课到 8 月 24 日，与本科生相比，停课时

间短了 9 天。在线授课的目的在于遏制病

毒的传播以便恢复面授教学，但詹金斯表

示，如果这些做法不成功，将会要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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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上课。圣母大学继续要求非校内住宿

者留在校外的家中，对集会人数的限制从

20 人降低到 10 人，并要求佩戴口罩和保

持社交距离。詹金斯表示：“健康社会的标

志是愿意为年轻人的教育和福祉承担责任

和风险。我们已利用现有的最佳医疗建议

和科学资料，并正积极筹划重新开放校舍，

以尽量保障校园社区的安全”。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其修改后的秋季计划是在大多数学生到达

校园之前出台的。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塞

缪尔·斯坦利（Samuel Stanley）已经开始

放弃秋季重新开放校园的计划。8 月 3 日，

他在给学生和家长发的电子邮件中说道，

“如果您可以安全地在家中生活及学习，

我们建议您在秋季学期考虑留在家中”。密

歇根州立大学的声明也有一些例外，如研

究生课程以及和某些其他大学的项目将继

续进行。密歇根州立大学计划向已经支付

秋季学期住宿费用的学生退款，同时敦促

住在校外的学生留在家中。斯坦利写道：

“由于病毒的流行，学院和大学以及其他

教育领域现在很难成功开放。虽然我对我

们的学生和校园社区所有成员充满信心，

但病毒是无情的”。 

 

Rick Seltzer. Michigan State, Notre Dame Back 

Off From Fall Reopening Plans [EB/OL].[2020-08-

19].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8/19/

michigan-state-scraps-person-undergraduate-

classes-fall-notre-dame-suspends-2-weeks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参网 

编译者：杨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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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9-20】2021 年匈牙

利布达佩斯教学、学习与在线

学习国际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eaching, Learning and E-

learning in Budapest 2021, Hungary 

(IAC-TLEl 2021 in Budapest) 

 

会议时间：2021 年 3 月 19-20 日 

会议地点：布达佩斯，匈牙利 

参会人员：世界各地从事相关研究的

学者、教育工作者及博士研究生 

主办方：捷克学术教育学院 

会议内容： 

匈牙利布达佩斯教学、学习与在线学

习国际学术会议由捷克学术教育学院（The 

Czech Institute of Academic Education）主

办，致力于促进研究和加强全球教育学者、

博士生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该会议将

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至 20 日在诺富特布

达佩斯多瑙河酒店（Novotel Budapest 

Danube Hotel）举办。 

会议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1. 

教育、教学与学习（Educ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例如远程教育（ Distance 

Education）、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知识产权与

剽 窃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lagiarism）等；2. 电子学习(E-learning），

例如教育技术（Educational Technology）、

教育游戏和软件（Educational Games and 

Software）、虚拟学习环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等。 

会议主办方诚挚邀请世界各国学者及

博士生参加此次会议并踊跃投稿，在收到

完整论文后的两周内，主办方会通过电子

邮件发送接受或拒绝通知。如果论文被接

受，将向作者反馈其他相关的会议和注册

信息。所有被接受的论文将发表在“2021

年布达佩斯 IAC 会议记录”（ISBN：978-

8-88203-21-6）中，并编入捷克共和国国家

图书馆、Google 图书并择优入选 EBSCO

数据库索引。 

会议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为 2021年 2

月 20 日 

 

信息来源：会议官网 

https://www.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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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09-08] 

编译者：王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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