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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亚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面临多重挑战
与大多数欧美国家不同，东亚地区的高等教育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主要由中央政府或殖民力量进
行严格管控。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多样化的发展，东亚地区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面临
着相似的困难与挑战。
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与改善是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共同关注重点，在具体措施方面也体现了一定的
相似之处。第一，在国家层面上，颁布质量保障标准与建立新型质量保障机构已成为各国增强高等教
育质量保障的重要举措。第二，部分国家建立了多层次、多方面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框架。一方面，由
政府主导的传统质量保障模式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例如政府设立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前中后期的质量保障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主要由自我评估、官方认证与第三方认证评估组成。
第三，在质量保证新框架的指导下，不同高等教育机构为满足不同的目标或标准进行了明确分工。第
四，政府力量仍是大部分东亚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要支撑。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政
府仍然是个体机构的主要监管力量，是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框架、政策与标准的主体力量。
东亚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也仍然面临着多重的困难与挑战。目前，大部
分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并不能完全应用于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例如在中国，私立院校与职
业教育自 1990 年起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到 2015 年，其本科生在全体本科生中所占比例已高达 25%，
然而，对于该教育模式的质量保障工作却尚未开展。此外，学生参与率过低、外部评估框架与高校实践
脱节、高校未形成基于自身的质量文化、外部质量保障框架过多带来的评估倦怠以及未与国际接轨等
问题是目前东南亚高校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开展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若想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高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东亚国家需要引入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国际标准，邀请国际专家参与质量保障工作，并进一步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高等教育质
量评估体系。
（翻译∕陈珏蓓 校对∕刘蓉蓉）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7 年 03 月 30 日

报告
联合国：给高等教育的六项建议——确保每个人都不掉队
高等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它能够创造知识，传授技能，同时也推崇自由、宽容和尊重等核心
价值观。联合国(United Nations, UN)提出的第四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旨
在提供更为包容和平等的素质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各国应为实现人人可获得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而努力。
为实现联合国提出的第四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确保高等教育公平，本文件提出以下六项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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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政策制定所扶持的目标人群。确保政策的制定使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感到公平；利用入户调
查和相关监督机制追踪政策在不同群体中的实施情况。
二、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监管框架中具有合理的准入原则，以确保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公
平性和可负担性。
三、设立指导和监督机构。建立国家级机构，保障学生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质
量保障机构应在公平政策的监督上发挥重要作用。
四、平衡学生录取机制。使用多标准的入学政策，确保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都拥有平等的机会进入
最好的大学。实施有效的平权政策，将公平放在学生录取过程的首要与核心位置。
五、建立以家庭经济情况为参考的学费补助和贷款政策。向弱势学生群体提供资金支持，建立相关
机构协调补助的发放以及贷款的还款回收。
六、限制学生还款额度。通过低学费和基于收入的贷款来减轻学生还款压力，学生还款额度不超过
月收入的 15%。
（翻译∕白静 校对∕王莹）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2017 年 04 月

国际新闻
全球：欧洲-北非高等教育合作计划发布
2017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在突尼斯举办的主题为“促进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实现社会稳定
与经济发展”的会议中，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rab Maghreb Union)五国与欧洲五国通过了新一期的两
年合作计划，旨在促进西地中海区域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增进社会团结。此次会议是“5 + 5 对
话倡议：次区域对话论坛”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参与该论坛的 10 个成员国包括：非洲的阿尔及利亚，
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欧洲的法国、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和西班牙。
据“5+5 对话倡议”官方网站的消息显示，新一期的合作涵盖了若干启动计划与项目，包括高等教
育机构联络网的建立，研究人员与工程师合作项目的形成，校长互动机制的发展，以及质量保证与监
督方面的实践经验交流。
其中，
高等教育机构联络网的建立也将加入“地中海空间”(Mediterranean spaces)
计划的构建。
“地中海空间”计划在 2013 年的拉巴特宣言(Rabat Declaration)中通过，并在首届“5+5 对
话论坛”代表大会上得到支持。该计划鼓励西地中海区域研究人员的自由流动，提倡以促进科学数据
共享和技术发展为目标的区域和全球合作，同时也关注知识产权，专利化，以及学生、学者和科学研究
的国际交流与互动。
（翻译∕高众 校对∕杨芳）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7 年 04 月 21 日

英国：英格兰为欧盟留学生提供学费与资助保证
英格兰政府日前发表声明，确认于 2018/19 学年来英留学的欧盟学生将继续在攻读学位期间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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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国学生同等的学费标准和贷款补助政策。上个月，苏格兰政府也发表了类似声明。在准备脱欧的
关键时刻，这一政策给奋力获取财政支持的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带来了极大宽慰。
英国大学与科学国务部长乔•约翰逊(Jo Johnson)在发布学费声明后表示：“我们兑现了对英国高等
教育界的承诺。”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代理主任蒂姆•布拉德肖(Tim Bradshaw)评论道：“该声明
极大地满足了欧盟留学生的需求 ，也让各个大学更加明确自己的发展规划。”英国大学联合会
(Universities UK)副会长阿利斯泰尔•贾维斯(Alistair Jarvis)对此声明表示赞赏，他也强调：“从目前看来，
该声明对于打算申请留英的欧盟学生而言至关重要，但长远来看，政府还需要制定脱欧后的移民政策
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对英国社会和经济有着巨大的积极影响。”
与此同时，教育机构也在游说政府不要将留学生视为移民，以此确保留学生免受紧缩性移民政策
的影响。目前，上议院(House of Lords)已经提交了一份修正案，力求从净移民数据中移除学生群体；下
议院(House of Commons)尚未对该修正案进行讨论，后续结果尚待揭晓。
（翻译∕杨芳 校对∕杨建华）
英国：英国《国际教育专才新闻》，2017 年 04 月 21 日

加拿大：联邦科学部长敦促大学提高女性研究员比例
2017 年 4 月 26 日，加拿大联邦科学部长科斯蒂•邓肯(Kirsty Duncan)在蒙特利尔的演讲上表示，大
学尚未大力提拔和任命更多的女性研究员，因此，她将采取强制措施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加拿大研
究员项目(Canada Research Chairs program)于 2000 年启动，旨在促进工程、自然科学、卫生科学及人文
社会科学的发展。加拿大政府每年在该项目上投入 2.65 亿美元。目前，该项目在全国高校中创造的研
究职位总数已达 2000，然而截至 2016 年底，女性在 1612 个已招募职位中仅占 30%。
2006 年，加拿大研究员项目的八名女性成员向加拿大人权委员会(Canad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提出申诉，指控该项目在职位授予方面存在性别歧视。在她们的努力下，各高校于 2009 年设立了增加
研究员中女性、有色少数族裔、土著人及残疾人数量的行动目标。2012 年以来，各高校每年都要对目
标的达成情况提交总结报告。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校长薇安妮•蒂蒙斯(Vianne Timmons)表示，
高校管理者十分重视性别多样性问题，但是女性比例过低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加拿大的研究员项目中，
大学的其他项目也存在这一问题。因此，高校领导者需要更加积极地招募女性及其他少数群体成员。
2016 年秋季，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教授埃米尔•阿塔兰(Amir Attaran)和新布伦瑞克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教授温迪•罗宾斯(Wendy Robbins)向基础科学审查(Fundamental Science
Review)专家咨询组提交了一份报告，提供了一些促进公平的建议。报告指出，由于惩罚措施的缺失，
高校对研究员队伍的人员平衡缺乏主动性，因此，管理层应停止向未实现平等目标的高校拨款。
（翻译∕祁银杉 校对∕陈珏蓓）
来源：加拿大《加拿大电视网络新闻》
，2017 年 0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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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政府拟缩减大学资助额度并提高学费标准
据悉，澳大利亚政府拟削减 2.5%的大学教育资助，同时将学费上调 7.5%。澳大利亚教育部部长西
蒙•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表示，该计划实施后，毕业生偿还助学贷款的最低年薪标准将从当前的
55,874 澳元降至 42,000 澳元（24,267 英镑）
。预计到 2021 年学费上调全面实施以后，四年制课程的学
费总额将上涨 2000 到 3600 澳元。
平均来看，学生个人支付的教育费用比例将从当前的 42%上升到 46%，
其余部分仍由国家进行资助。
目前，该提案仍需等待议会的批准意见。澳大利亚学生贷款系统的设计人员称，相较早前发布的改
革提案而言，此举已经称得上“仁慈”了。2014 年，政府曾提议削减 20%的大学教育资助。尽管这一
提案没有通过，但 20%的资助削减至今保留在政府的文件中。如果本次提案能够通过，几年来有关大
学资助削减的争论即可告一段落。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高等教育学教授哈密什·盖茨
(Hamish Coates)表示，此次改革计划是政府对参议院的妥协。此外，教育部长伯明翰还指出，部分资助
款项将与绩效评价结果相关联，包括高校的学生毕业率、学生满意度和就业情况等因素。
（翻译∕杨建华 校对∕白静）
来源：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17 年 05 月 03 日

新西兰：国际博士生计划应得到更多支持
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国际处主任布雷特·贝格斯(Brett Berquist)在《2005-2015 新西兰
国际博士生学费战略整体分析》(New Zealand’s PhD tuition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2005-2015, a
holistic analysis)一文中指出，新西兰给予国内与国际博士生同等待遇的代表性资助项目应得到更多的支
持。
贝格斯认为，该项目不仅增加了新西兰的研究产出，提高了新西兰的高校声誉，也弥补了新西兰本
国的人才流失。文章指出，新西兰民众应该认识到，国际博士生不仅仅能够增加政府税收，他们对新西
兰的教育领域乃至整个社会都有贡献。自国际博士生资助项目推行以来，新西兰高校的世界排名有了
显著提升：2005 年，新西兰八大高校中只有三所位列 QS 世界大学排名 500 强，而目前，八所高校均
已榜上有名；在入学率方面，该项目的实施促使新西兰的国际博士生比例从 2005 年的 14%增长至 2015
年的 45%；在学术影响力方面，国际博士生的增加也促进了新西兰论文引用率的增长。因此，作者认
为，随着民族主义情绪在全球范围内的增长以及新西兰 9 月大选的临近，政府应给予国际教育领域更
多的支持以应对诸多不利因素。
（翻译∕王林春 校对∕高众）
来源：英国《国际教育专才新闻》，2017 年 04 月 25 日

丹麦：丹麦将缩减招生规模以控制欧盟学生数量
近日，丹麦高等教育和科学部部长索伦•平德(Søren Pind)决定缩减高等商业院校和职业大学四分之
一的招生规模，共计减少 1600 个招生名额。此举意在减少享有学费资助的欧盟学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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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丹麦英语授课项目大幅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欧盟学生，而教育和科学部最近的一项分析发
现，毕业于商业院校和职业大学英语授课项目的学生中，仅有 20%在毕业 2 年后仍留在丹麦工作。分
析显示，许多国际学生在毕业两年内就离开了丹麦，留下的学生中也有一部分是为了攻读更高的学位。
尽管招生名额的削减对本国学生也有一定影响，但此项举措主要是为了减少对国际学生的教育投入，
特别是那些不会留在丹麦为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欧盟学生。平德表示，
“国际学生的教育费用由丹麦
的纳税人承担，但他们毕业后却没有留下来为丹麦的经济做贡献，因此丹麦必须减少国际学生数量。……
高等教育应该为丹麦的劳动市场输送人才，但许多高等专业学位项目没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解
决这个问题。”
社会自由党就业委员会主席索菲•卡斯滕•尼尔森(Sofie Carsten Nielsen)表示，减少学生名额的举措
过于匆忙，很可能会影响商业发展；社会民主党教育主席梅特•雷斯曼(Mette Reissmann)也担心此举会
影响丹麦企业的劳动力供应。但是，丹麦人民党主席则指出，丹麦高等教育系统从来都不是为了给全
欧洲的青年提供服务。丹麦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认为，与其减少国际学生数量，不如努力推进教育领
域与就业市场的融合。
（翻译∕王莹 校对∕祁银杉）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7 年 04 月 07 日

瑞典：大学将为博士生提供就业岗位
瑞典政府近期修改了大学法律，确保除少数拥有奖学金的学生外，其余所有博士生都能在大学里
就职并获得薪金。也就是说，政府将停止以补助金形式来资助博士生。需要明确的是，补助金与奖学金
不同，补助金只涵盖了博士生的研究费用，且补助金获得者不能采取任何形式的就业，而奖学金则同
时涵盖了其他方面的费用支出。高等教育与研究部长海伦•海尔马克(Helene Hellmark Knutsson)表示，博
士生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拥有平等的工作权利，因此也应该拥有平等的工作条件。
瑞典博士生协会成员本尼•波格尔(Benny Borghei)称：“在协会的不懈努力下，大多数博士生都已经
在大学中获得了就职岗位，但还有少数依靠奖学金或补助金的博士生需要帮助。所有在瑞典的博士生
都应享受平等的待遇，如保险，养老金，育儿假，儿童津贴等。上周立法正式通过后，我们才刚刚达成
了这个目标。现在，所有的博士生无论来自哪里，都可以享受平等的就业条件。”
然而，新立法并没有完全解决国际博士生所面临的问题，有关博士生签证、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身份
的规定仍需进一步改善。根据现行的签证政策，即便博士生或博士后已找到雇用时间超过一年的工作，
其最长合法居留时间和签证有效期也只有一年。针对这一问题，今年一月份发布的通知有望提供一个
解决方案。该通知称，以年为单位发放的签证即将成为可能，但相关规定仍需等待移民办公室的裁决。
波格尔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耐心和坚持。”
（翻译∕刘蓉蓉 校对∕杨建华）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17 年 0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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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超过 20%的大学课程未达标
据审计长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Auditor General, OAG)数据显示，泰国超过 20%的大学课程没有达
到预定标准。调查发现，在总计 8,949 门的高等教育课程中，有 2,030 门违反了泰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办
公室(the Offi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 Ohec)的相关规定，要么招收学生数量超标，要么有
资质的教师人数不够。因此，审计长办公室近期致信高等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督促其整顿全国高等教
育机构中不合规定的课程，以提高大学课程质量。
高等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秘书长苏佩特•贾帕索(Supat Jampathong)表示，委员会将对审计长办公室提
供的未达标课程进行审计评估，如果评估发现有关大学的课程确实不符合标准，相关专业将被强制暂
停招收新生，直至问题得到解决。高等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 10 所违规私立大学和学院的名单，涉
及到的学士和硕士项目总计 98 个。据高等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介绍，大约 90％的问题与师资不足有
关。高等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援引《私立大学法案》的相关内容对 10 所私立大学发出了警告，要求有关
院校在 4 月底前解决相关问题。
（翻译∕鲁世林 校对∕杨芳）
来源：泰国《曼谷邮报》
，2017 年 04 月 20 日

学术前沿
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博士生课程设计
全球背景下，博士生教育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为高校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带
来新的挑战。针对专业博士课程设计的有关问题，
本研究访问了来自欧洲与北美的 68 位相关教职人员。
分析发现，尽管教学人员在科研方面的社会效益得到了认可，但在高等教育环境下，他们仍然面临许
多教学实践上的压力，包括如何平衡理论与实践，如何看待教学实践方法，如何为学生提供恰当的指
导等等。本文指出，教学人员应从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博士教育的价值和目标，认可实践对知识的
重要作用，并对积极的社会活动予以支持。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欧洲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更加注重实践
与应用能力，而北美专业博士生培养则更加注重理论与知识的储备。
（翻译∕陈珏蓓 校对∕白静）
来源：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研究）
，2017 年 04 月刊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3075079.2017.1318365

跨国高等教育与国际学生流动：决定因素与关联性
跨国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扩展师资来源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
它也是高校留住本国学生、吸引海外学生的重要方式。目前，有关跨国高等教育能否取代传统国际学
生流动的相关问题引发了诸多学者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见解。然而，数据的稀缺使得这些问题尚无定
论。本研究通过对澳大利亚高校海内外招生人数的宏观数据分析，探讨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以往研
究所指出的传统学生流动的宏观决定因素是否与海外招生相关，相关程度如何；第二，海外招生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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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生流动存在何种关系，二者能否相互替代。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影响方式及程度有所不同，国内招
生的宏观影响因素也对海外招生存在一定影响；本国学生出国留学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缺乏有关。
此外，本研究也印证了以往研究的假设，证明了国内招生与海外招生之间没有替代关系，两种招生方
式吸引的是国际学生中的不同群体。
（翻译∕高众 校对∕王莹）
来源：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
，2017 年第 3 期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734-016-9985-z

公立研究型大学的专业选择：性别与自我效能的作用
女性在某些学科的弱势地位导致她们在职业发展和薪金标准上也处于不利地位。本研究基于霍兰
德(Holland)的职业发展理论对学科进行了分类，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学术表现、高中课程、课外活动
参与以及学业成绩自我效能感对于不同性别学生学科选择的影响。本研究运用对比多项逻辑、嵌套逻
辑和组合逻辑 3 种模型对结果进行了分类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父辈经济地位对男性选择工程职业具
有较大影响，但对女性影响不显著；对于女性来说，经济条件对其选择科学学科的影响大于对其选择
工程学科的影响，男性则相反；微积分课程成绩、定量测试分数、高中数学学习年份以及对定量问题分
析能力和计算能力的自我评价，都有助于学生选择修读工程专业。
（翻译∕王林春 校对∕刘蓉蓉）
来源：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研究）
，2017 年 06 月刊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62-016-9431-1

书籍推荐
《比较与国际教育：与教师相关的议题》
本书第二版全面升级，以教师在不同环境下的角色和可能适用的教学方法为
关注重点，整合了来自不同地区学者的相关研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非洲、
亚洲、欧洲以及中东。本书回顾了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的历史，探讨了社会公平、
人权、性别平等以及课堂中的本土知识等问题。本书可以用于帮助本科生及研究
生更好地理解全球化对课堂教学的影响，以及全球化对学校教育国际化的推动作
用。
（翻译∕王莹 校对∕高众）
作者：Karen Mundy, Kathy Bickmore, Ruth Hayhoe, Caroline Manion, Robyn Read
出版日期：2017 年 5 月 30 日
出版商：Canadian Scholar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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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www.amazon.com/Comparative-International-Education-IssuesTeachers/dp/1551309513/ref=sr_1_2?ie=UTF8&qid=1492669462&sr=82&keywords=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education+issues+for+teachers

《捍卫文科教育》
当前，文科教育正受到打压。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克萨斯州州长和北卡
罗来纳州的州长都曾公开表示，他们不会用纳税人的钱来扶持文科教育；奥巴马
也曾在视察通用电气工厂时表达过制造业和贸易高于艺术历史的观点。这些事实
都表明，英语、历史等曾经备受欢迎与尊重的专业，其地位正在急剧下降。在此
背景下，CNN 主持人及畅销书作家法里德•扎克利亚（Fareed Zakaria）在本书中呼
吁，回归“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教育传统”。
本书详细阐释了文科教育的价值——教导人们如何清晰明了地写作、如何令人信服地表达观点，
以及如何进行分析性的思考。作者指出，具体的职业知识往往在几年之内就会过时；工程学固然是一
个伟大的专业，但也要掌握关键的附加能力，包括创造力、横向思维、设计能力、沟通能力、叙事能力
以及不断学习和享受学习的能力等，而这些能力正是文科教育才能赋予的。作者认为，科技正在改变
教育，它将各个学科领域中最优秀的课程送到了全世界几百万学生的面前，这正是人类历史上文科教
育理念得以最大规模扩张的开端。
（翻译∕刘蓉蓉 校对∕陈珏蓓）
作者：Fareed Zakaria
出版日期：2016 年 03 月 28 日
出版商：W. W. Norton & Company
来源：https://www.amazon.com/Defense-Liberal-Education-FareedZakaria/dp/039335234X/ref=sr_1_2?s=books&ie=UTF8&qid=1491377032&sr=12&keywords=higher+education

专题：远程高等教育（评论/国际新闻/学术前沿/书籍推荐）
美国：高等教育合作伙伴关系的未来？普渡大学收购卡普兰大学
日前，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宣布了对营利性大学－卡普兰大学(Kaplan University)的收购计划。
如果收购成功，普渡大学将成为在线教育的重要参与者。普渡大学校长米奇•丹尼斯(Mitch Daniels)称在
线教育为普渡大学的“第三维度”
，前两个维度则是研究型大学和地区性大学。目前，卡普兰大学共有
3.2 万名注册学生，主要由退伍军人、贫困学生以及少数族裔学生构成，平均年龄为 34 岁，而普渡大
学学生平均年龄仅为 20 岁。对于卡普兰大学来说，这笔“交易”将挽救其屡受打击的学校声誉和不断
下降的入学率。此外，卡普兰大学的 15 个校区和 3,000 名教职工也将由普渡大学接管。卡普兰大学的
母公司卡普兰(Kaplan)将继续提供与在线教育相关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支持，作为回报，普渡大学将在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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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线教育运营的直接成本后，向卡普兰公司支付 12.5%的利润所得。
对于普渡大学的收购计划，相关评价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普渡大学可以直接利用卡普兰大学先
进的在线教育设备、师资、市场口碑等资源，从而得以与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等非营利在线教育机
构并驾齐驱，同时，普渡大学的优势学科——科学与工程专业也将随着在线教育的发展而提高在国内
外的影响力。批评者则指出，普渡大学收购计划是非营利机构与营利机构之间的联盟，对普渡大学长
久以来的良好声誉会造成不利影响，批评者还认为，普渡大学的校长过于独断专行，制定收购计划时
忽视了教职工的意见。
普渡大学认为，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只依靠学费、政府拨款和债务等，作为一个州立大学，普渡
大学还承担着教育公民的职能，必须具有更加战略性的目光，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无论普渡大学的尝
试是否能够成功，它为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普渡大学与卡普兰大学的合作是否是高等教
育合作伙伴关系的未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翻译∕白静 校对∕王林春）
来源：美国《赫芬顿邮报》，2017 年 05 月 03 日

美国：在线教育机构帮助大学生学习
西部州长大学(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 WGU)是一家总部在美国盐湖城的非营利在线教育机构，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共拥有注册学生 8 万人。过去几年间，该机构的大学研究室(institutional-research office)
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帮助学生取得个人成功的项目。大学校长斯科特•D•帕斯弗(Scott D Pulsipher)表示：
“我们的工作是根据学生的学习方式、知识背景和学习节奏为每个学生提供最好的服务。”西部州长大
学可在线追踪学生的行为，如学生之间的合作、课程资源的使用和作业的提交等。这些数据可用来进
行大规模试验，研究者可以通过控制变量来确定影响学生学习的因素，从而更加有效地增强学生学习
成果。
西部州长大学率先运用基于能力的学习理念，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节奏进行学习，而不是在固
定的一学期的时间完成某个课程。目前，大学研究室的研究重点是收集具有不同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
的学生的具体特征，并利用这些信息为不同的学生制定合适的学习路径(learning path)。比如，有的学
生需要普通教育课程，而有的学生则可以直接进入高阶学习阶段。
大学研究室也经常与其他大学的学者进行合作。比如，该校目前正与美国西点军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合作设计一个在线工具，旨在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并鼓励学生获得
学位。研究室还与盖洛普(Gallup)等公司合作，追踪西部州长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工资及福利情况。最
近一项研究表明，西部州长大学毕业生在毕业五年后的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3%的毕业生认为他
们的教育经历是值得的，远超全国平均比例 38%。
（翻译∕祁银杉 校对∕杨建华）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0 年 04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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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移动化学习–难民营中的教育实现
2017 年 3 月 20 至 24 日，移动化学习周(Mobile Learning Week)座谈会在法国巴黎举行。该座谈会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和联合国难
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共同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危机与险境中
的教育”，重点讨论如何运用科技保证难民教育的持续性。
与会人员指出，科技对难民的高等教育学习机会来说至关重要，身处动乱与灾难地区的学生可以
借助移动化学习来保证学习的可能性与连贯性。在教育基础设施有限的难民营里，学生可以通过手机
和电脑获取网络学习资源，其中，电脑由难民营的学习中心提供，而大部分学生已拥有自己的手机。学
生一般通过访问门户网站下载交互学习应用程序，以此获取国际大学的图书与期刊资源；老师和助教
则借助 WhatsApp 或 Facebook 等平台建立即时通讯小组，使难民营里的学生能与其他大学的同学交流
互动。
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与通信技术中心的马克•韦斯特(Mark West)说：“我们必须把教育送到
学生身边；我们的工作表明，移动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对难民的高等教育，也可以帮助到其他处于
流动状态中的学生。
”与会难民营大学生代表罗兰•卡拉莫(Roland Kalamo)表示，尽管当前难民营里的移
动化学习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网络连接性较差，但科技的确带给他们开发个人潜能、实现个人目标、
改善生活和实现社会价值的机会。
移动化学习加速了高等教育的创新和发展，不仅为难民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意义重大而深远
的解决方案，也提升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影响力，尤其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Qian Tang)表示：
“高等教育在充满动乱与危机的环境中尤为重要，移动化学习能
够帮助联合国成员国及其他合作伙伴清楚地认识到，如何利用科技来加强教育并推动终身学习的实现，
特别是对弱势人群。
”
此外，与会代表们还强调，私营组织的资金支持与合作也是移动化高等教育提升质量与扩大规模
的关键。
（翻译∕杨芳 校对∕王莹）
非洲：大学世界新闻网，2017 年 04 月 28 日

2010-2015：移动学习研究回顾与趋势分析
本研究利用文本挖掘技术，以更为全面的方式研究了移动学习（M-learning）的纵向发展趋势。本
研究基于谷歌学术指标，选择了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里六大教育
技术学习期刊中的 144 篇文章，并对以下内容进行了文本分析：
（a）研究目的，
（b）学习领域，
（c）样
本组，（d）使用设备，
（e）研究设计，
（f）教育环境（包括正式学习环境和非正式学习环境）
，（g）学
习结果（包括正面结果、反面结果和中性结果），
（h）期刊杂志，（i）国家和（j）出版商。
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为科研人员、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杂志出版商提供一个移动学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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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研究回顾节点，并对移动学习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提供参考。
（翻译∕杨建华 校对∕鲁世林）
来源：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教育技术与社会杂志）
，2017 年 04 月刊
http://www.jstor.org/stable/90002168

澳大利亚大学远程教育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大学远程教育与传统的基于课堂的面对面教学有着明显的不同，有关其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质
性研究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观点。然而，目前还没有严格的定量研究对这些观点加以支持。本研究
以 37 所澳大利亚公立大学为调查对象，利用可分离的成本函数分析了 2003-2012 年 10 年间远程教育
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研究结果表明，远程教育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与特定产品相关的规模
经济具有强大实力。远程教育规模经济的单位成本明显低于常规教学模式；远程教育范围经济的增长
与平均产出相关，将传统的课堂教学法与远程教育相结合有助于提高成本效益。因此，当我们需要结
合不同的上课模式或考虑进一步扩大招生时，应优先考虑远程教育，从而节省成本。
（翻译∕高众 校对∕祁银杉）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7 年 01 月刊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3075079.2015.1126817

社区大学在线课程及其对学习毅力的影响
对于接受全日制大学教育有困难的学生来说，在线教育无疑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学习方式。美国社
区大学的在线课程数量不断增加，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本研究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探究在线课程
对学生学习毅力和学位获得的影响。本研究以华盛顿州立社区大学(Washington State community colleges)
的学生为样本，使用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模型分析了线上课程与线下课程选择及学习效果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1)女性、年纪较大的学生、全职就业者以及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在线课
程；(2)相比线下学习的学生，在线学习的学生毕业难度更大；(3)总体上，上过在线课程的学生继续在
线学习的比例小于选择线下课程的学生继续进行线下学习的比例。研究结果对于在线课程的研究及相
关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大学应充分利用在线教育的优势，提高教育质量，找到在线课程的
目标人群。
（翻译∕白静 校对∕王林春）
来源：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研究）
，2017 年 05 月刊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62-016-9425-z

研究生教育中的远程指导：挑战和策略
本研究回顾了远程教育中研究型硕博教学指导要素的相关文献，从导师和学生两个角度指出了远
程指导面临的主要挑战，为相关应对策略的提出和分类开辟了道路。研究指出，远程指导的主要挑战
在于学生与学校资源和导师的空间和时间距离。此外，由于社会规范和过往教育经历的不同，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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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也会影响远程指导过程。通过将挑战与应对策略相关联，作者强调了远程研究指导的成功要
素，并提出了有助于提升学习体验的建议。在远程指导中，双方可采用虚拟办公时间、网络直播会议、
严格的作业提交和反馈时间表、强制性的指导会议等策略解决远程教育中的挑战和问题。本研究的目
的就是通过总结研究生远程指导实践的经验教训，以确定未来的相关研究方向。
（翻译∕王莹 校对∕鲁世林）
来源：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研究），2015 年第 10 期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3075079.2014.914906

《远程教学的跨学科方法：课堂理论与实践的对接》
同步技术在大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交互式视频会议
(Interactive Video Conferencing, IVC)技术的应用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日益流行。因此，
大学教师有必要获得更有效的技术运用指导。该书重点关注 IVC 技术在英语、历
史、生物、化学、地质学、工程、社会工作、小学和特殊教育等学科的创新实践
方法，并从教学、技术和管理的角度阐述了 IVC 教学的挑战和优势。该书供稿人
均来自远程教育领域的一所领军高校，对 IVC 教学的实践和发展潜力具有高水平
的理解。
（翻译∕王林春 校对∕祁银杉）
作者：Alan Blackstock (Editor), Nathan Straight (Editor)
出版日期：2015 年 11 月 19 日
出版商：Routledge
来源：https:/www.amazon.com/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es-Distance-Teaching-Connectingebook/dp/B0187PHSCW/ref=mt_kindle?_encoding=UTF8&me

《在线学习的成功之路：有效学习策略》
本书是在线学习的实践指南，既适用于处在准备学习和正式学习阶段的学
生，也适用于已修过在线课程的学生。本书的两位作者均有丰富的在线授课和学
习经验，同时也具备成熟的专业技能，因此，在本书中，作者将为读者提供简明
精要的指导，让在线学习过程更加愉悦，更加富有成效，也更加物有所值。
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优质在线课程的选择方法，在线课程与传统课程的比
较，寻求工作与生活的最佳平衡点，高效时间管理，如何培养成功所需的好习惯，
如何充分利用在线学习环境，以及如何利用在线学习促进事业成功等。作为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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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少有的成功指南，本书是在线学习者案头必备的实用参考。
（翻译∕鲁世林 校对∕白静）
作者：Kevin J. Fandl, Jamie D. Smith
出版日期：2016 年 06 月 05 日
出版商：Routledge
来源：https://www.amazon.com/Success-Online-Student-StrategiesEffective/dp/1455776327/ref=mt_paperback?_encoding=UTF8&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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