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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绩效拨款研究国际比较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于 2002 年起开始实施研究固定拨款(Research Block Grants, RBG)制度——仅针对该国 41

所高校发放研究资金。研究固定拨款的发放充分考虑高校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受资助高校能自主决定

资金的使用方向。在 2013 年，该类拨款发放总额达 17 亿澳元（约 15.8 亿美元），占澳大利亚当年高等

教育拨款总额的 12%。研究固定拨款主要分为六个资助项目：澳大利亚研究生奖(Australian Postgraduate 

Awards, APA)、国际研究生奖学金(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Research Scholarships, IPRS)、研究生培养项

目(Research Training Scheme, RTS)、合作研究项目(Joint Research Engagement, JRE)、持续性研究项目

(Sustainable Research Excellence, SRE)以及研究基础建设(Research Infrastructure Block Grants, RIBG)。 

在澳大利亚，监督和审核科研质量的专门方案名为澳洲研究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 ERA)，该计划为一个综合性的科研评价系统，旨在按学科领域评价科研成果，并观察各高校

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表现。目前，该计划的主要评价指标有：研究质量、研究产量、研究应用和研

究的受认可度。另外，考虑到人文社科与理工农医等学科之间的差异，对绝大多数理工类学科，该计

划采用引用分析(citation analysis)的评估方法，而对其他学科则采用组织国际专家进行同行评议(peer 

review)的办法。 

（翻译∕邱文佳 校对∕严媛） 

来源：《绩效拨款研究国际比较》 

英国 

英国科研评价计划(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是由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管理的针对

英国科研的评价系统。该评价系统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持和发展英国高校的科研实力、增强英国高校的

国际竞争力、确保高质量的科研计划能得到持续长久的经费资助。英国科研评价计划主要依赖同行评

议。但在 2006 年，英国政府建议从 2008 年起该计划可采用指标评价法进行评估(metrics based)——旨

在尽可能减少高校的评估负担、降低评估费用等。不过，经过一系列的协商和试点改革，英国政府还

是接受了以同行评议为主要评估方法的方案，不过原来的评价计划被重新命名为研究卓越框架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新的方案加入了一些变化（包括增加对研究影响的评估等），并

将于 2014 年正式开展。 

研究卓越框架仍以同行评价为主要的评价方法，其主要评估指标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研究

产量（占评估总体的 65%）、研究影响（占评估总体的 20%）、研究环境（占评估总体的 15%）。其中研

究环境一项已做过一定的调整，主要评估研究的可持续性和活力性。在实行评估系统的过程中，不管

是针对 RAE 还是 REF，都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批评者认为这些方案的主要问题有：评价过程存在

歧视性行为，评价对象主要为英格兰高校、知名高校或评审委员所在的科研机构；有些高校的院系会

http://www.minedu.govt.nz/NZEducation/EducationPolicies/TertiaryEducation/PolicyAndStrategy/~/media/MinEdu/Files/EducationSectors/TertiaryEducation/PBRF/InternationalComparis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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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安排一部分教师适时成为行政人员，以提高科研相对产出量；为迎合评估，科研工作者可能会过

分在意论文发表量，而非知识本身的传播和创造等。 

（翻译∕邱文佳 校对∕陈洁修） 

来源：《绩效拨款研究国际比较》 

丹麦 

从 2010 年起，丹麦高校的绩效拨款主要依据以下三项指标：由外部资助的科研活动量（占 36%）、

博士生数目(18%)、文献计量指标(Bibliometric Research Indicator, BRI, 46%)。 

从 2004 年起，丹麦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丹麦的论文发表数据统计库。每年，该国组织 67 位

专家共同讨论列出一份含有所有期刊和出版社名称的目录。这些专家再将所有的出版物分成两档，发

表在前 20%知名出版物上的文章被归为高质量论文一档。科研产量也有一定的算法，例如，按照该数

据库的统计方法，出版一本书在量上要高过发表一篇文章。 

该绩效拨款系统，特别是文献计量指标、论文发表数据库的创建，很好地推动了丹麦的科研机构

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但也有批评者指出，该系统有可能会加剧丹麦语期刊的边缘化、另外，

该系统还过度忽视文献引用量（质量）而过分关注论文发表量（数量）等。 

（翻译∕邱文佳 校对∕裴倩兰） 

来源：《绩效拨款研究国际比较》 

瑞典 

2008 年，瑞典政府引进了两套质量评价指标以服务于该国的科研绩效拨款工作——这部分拨款占

该国政府高等教育资助总额的 10%左右。这两套评价指标分别为文献计量(beblimetrics)和外部研究收入

(external research income)，占比均为 50%。整个评估与资金发放系统都由瑞典研究委员会(Swedish 

Research Council)负责。瑞典政府之所以选择这两套评价指标是因为这两套指标相对比较简单易操作。

该国认为英国的同行审议系统与丹麦的自建文献发表数据库都太费时费力。 

与丹麦的文献计量指标不同，瑞典的文献计量指标同时包含了论文发表量和引用量，文献计量指

标的数据库也非瑞典该国自己创建，而是使用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创建的引文索引数据库

(Web of Science)为原始数据，并在此基础上交叉核对论文著者信息、对出版物类型和跨学科著作进行

重组和划分、对于不同的发表数据引用频率等做统一调整等，以满足瑞典研究委员会自身评价体系的

需要。 

（翻译∕邱文佳 校对∕严媛） 

来源：《绩效拨款研究国际比较》 

 

http://www.minedu.govt.nz/NZEducation/EducationPolicies/TertiaryEducation/PolicyAndStrategy/~/media/MinEdu/Files/EducationSectors/TertiaryEducation/PBRF/InternationalComparison.pdf
http://www.minedu.govt.nz/NZEducation/EducationPolicies/TertiaryEducation/PolicyAndStrategy/~/media/MinEdu/Files/EducationSectors/TertiaryEducation/PBRF/InternationalComparison.pdf
http://www.minedu.govt.nz/NZEducation/EducationPolicies/TertiaryEducation/PolicyAndStrategy/~/media/MinEdu/Files/EducationSectors/TertiaryEducation/PBRF/InternationalComparis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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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俄罗斯：政府计划监管毕业生就业 

俄罗斯政府计划通过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常规性监控来提升对该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监控。目

前，该国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初次调查预计将于今年十一月份完成，统计结果将会被列为 2014

年俄罗斯全国大学排名的指标之一，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与就业情况可能会成为未来评价高

等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俄罗斯教育部指出，毕业生就业情况最差的学校届时将会被取缔办学资格。该国政府计划借鉴西

方的监管系统来掌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据俄罗斯《消息报》(Izvestia)报道，俄罗斯将对大学毕业生进

行全国性的统一注册，记录毕业生在毕业三个月内就业的百分比、平均年薪、职业发展和薪资增长情

况。今年首次尝试的监控系统将会覆盖高中和州立大学。2014 年开始将涵盖所有大学和大专院校，包

括私立高校。 

据悉，去年俄罗斯政府抽查的结果表明，俄罗斯国内有 30 多所大学、262 所分校治学无果，亟需

整改。因此今年俄罗斯政府提出新的监管系统，主要目的是让俄罗斯大学的活动更加透明化以确保高

质量的高等教育水平。然而，一些专家批评该计划太过主观、流于形式。俄罗斯学生会的一名代表也

认为，仅用毕业生就业率来评价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表面、肤浅的标准，政府有必要参考一下学生的

看法。 

（翻译∕丁思嘉 校对∕刘群群）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3 年 08 月 17 日 

欧盟：科研开放程度到达新的高度 

8 月 14 日，欧盟委员会研究和创新总署(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公布了一项新的研究结果：目前在许多科研领域，可免费获得的学术论文数已超过需付

费的同行评审期刊所发布的论文数。研究表示，学术论文的开放程度已达新的高度，2011 年发表的半

数学术论文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阅读。 

该研究由咨询公司 Science-Metrix 开展，共调查了 28 个欧盟成员国以及瑞士、列支敦士登、冰岛

和挪威等欧洲国家，此外，土耳其、马其顿、以色列、巴西、加拿大和美国也在被调查之列。该公司

调查了这些国家共 22 个领域的学术刊物发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自 2004 年至 2011 年，在由同行评

审的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性文章，其中超过四成可以免费下载。其中大多数可免费获取的文章主要集中

在科学技术领域，如生物医学研究、生物学、数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相比之下，人文与社会科学以及

工程领域论文的开放程度还较低。开放程度最低的领域是视觉和表演艺术（仅为 13％）。 

该研究还有另外两个发现，一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提倡学术论文以及数据的对外开放——大

多数政府并没有公开提倡或直接立法表示赞同。二是著作权法也仍然限制期刊的公开使用。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3081709044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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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王饮寒 校对∕李玉琼）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3 年 08 月 23 日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不再培养经济学博士 

几十年来，佛罗里达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项目一直很受申请者欢迎。直到 90 年代末，该大学经济系

在著名的经济学期刊和协会举办的美国公立大学排名中一直占据着前二十的位置。但现在，这个已经

持续 71 年的经济学博士项目却被叫停。 

金融危机使佛罗里达大学的财政预算大大减少。预算削减直接导致该大学一些博士项目的停止—

—包括该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项目。推进大学商业发展协会(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针对全美 407 所高等院校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博士培养自 2008 年以来一直稳步发展，经济学

博士课程的就业前景非常乐观。根据该校经济系的统计，自 2000 年起，该校经济系共培养了 51 位博

士生，其中 27 位已经找到终生教职，16 位就职于政府、研究机构和咨询公司，7 位从事了非教职的科

研岗位，只有一位因家庭因素还未找到工作。 

这样看来，资源的分配、所在院系的优先发展权利和政治环境等因素才是决定经济学博士是否能

长久稳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翻译∕裴倩岚 校对∕丁思嘉）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3 年 09 月 09 日 

新加坡：跨越国界的新型教学 

耶鲁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创办了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US)。这所联合学院不是

照搬两所高校的办学模式，也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而是一所顺应时代发展的文理学院。

其自身定位为：立足亚洲，面向世界。 

今年八月份，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正式开学，接受世人的检验。为确保课程质量，领导该校

课程设置委员会的耶鲁教授戈斯登(Bryan Garsten)让其团队成员为每一门课程都设计了三个教学大纲

以备讨论和修改。该校院长查尔斯·贝林(Charles D. Bailyn)认为该校并不是要创造一套史无前例的先进

教学方式，而是改进如今的教学方式以适应现今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事实上，耶鲁-新加坡国立

大学学院课程的设置，与两所高校都不同，例如，耶鲁大学没有所有学生都必选的核心课程，而耶鲁-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的每位学生需完成的 32 门课程中则有 12 门是核心必修课程；新加坡国立大学学

生所修课程学分需达总学分的 75%，而该学院学生所修课程学分只需占总学分三分之一。 

虽然该校已经招生、上课，但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该校的独立校区还未建完，目前的教

学活动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临时区域内。另外教师任职手册和任职晋升政策尚未敲定，教师的招聘

也只完成了一半。主要专业的设置虽然已经完成，但项目和课程仍有待充实，学位目前也仅由新加坡

国立大学颁发。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30823125333764
http://chronicle.com/article/A-Once-Flourishing-Economics/14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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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裴倩岚 校对∕丁思嘉）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3 年 09 月 09 日 

英国：2013 年博士学位预期完成率调查 

英国资助委员会 7 月 26 日发布了一份名为《研究生学位完成率：2010-11 学年入学的全日制研究

生预期学习成果报告》(Rates of qualification from postgraduate research degrees: Projected study outcomes 

of full-time students starting postgraduate research degrees in 2010-11)的报告，调查指出来自英国或欧盟其

他国家、于 2010-2011 学年入学的 11,625 名博士研究生中，有 72.9%的学生能在 7 年内获得学位。虽

然能顺利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研究生比例稍有上升，但是仍有将近五分之一的学生可能无望获得博士

学位。 

同时，根据学生们每年向高等教育数据统计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提交的在校状态

得出的数据显示，英国有 80.5%的学生将在 25 年（即规定必须结束学习获得学位的年限）内拿到博士

学位。2009-2010 学年的同期数据是 78.2%。而英国伦敦城市大学仅有 15.2%的学生有望在 25 年内拿到

学位，与 77.5%的平均数据相差较远。有望超过学位完成率平均标准的高校依旧只有五家，分别是伦

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牛津大学、利物浦大学和布拉德福德大学。 

（翻译∕孙晓凤 校对∕邢千） 

来源：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13 年 08 月 26 日 

英国：八成左右研究生满意其科研经历 

英国于 9 月 4 日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该国 80%的研究生对其学习经历感到满意。

该调查研究由英国高等教育学会(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HEA)于 2013 年开展，来自该国 122 所高等

教育机构的 48,401 名学生参与了调查——该数目占英国所有学术型研究生的 42%。 

调查显示，84%的学生对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受到的指导持肯定态度，85%的学生表示他们对所学到

的研究技能非常满意。将近 3/4 的学生认为他们所在的研究部门提供了很好的研讨班项目，但是只有

58%的人表示他们有机会能参与到自己所在院系之外的更大范围的研究项目中。另外，只有 60%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所在的研究机构能够给予学生反馈。只有 52%的学生表示在他们的研究生学习阶段得到

过任教或者展示自己研究的机会，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上，这一比例则为 61%。 

HEA 的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妮·马歇尔(Stephanie Marshall)表示，今年新修订的调查研究为理解研究

生的学习经历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参考。她也表示，院校层面的调查结果不会透露给学生，但是可能会

提供给大学，以方便他们与其他机构进行横向的比较，从而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 

（翻译∕孙晓凤 校对∕喻丹） 

来源：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13 年 09 月 04 日 

 

http://chronicle.com/article/Singapore-Meets-the-Ivy/141461/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news/phd-completion-rates-2013/2006040.article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news/postgraduate-researchers-happy-with-university-experience/2007097.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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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政府拟变更科研基金政策 

2002 年以来，新西兰绩效科研基金(Performance Based Research Fund, PBRF)已经对科研资金的使

用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质量评估，最近的一次评估结果仍在审核中。根据初步结果，新西兰政府提议

对总计约 2 亿 5 千万新西兰币（约合 1 亿 9 千 5 百万美元）的科研经费做出一些微调。新西兰政府已

出台了一份讨论性文件，目前正在酝酿如何针对原计划进行微调，大致的调整额度为三亿新西兰币（约

合 2 亿 3千 4 百万美元），调整时间可能会持续到 2016-2017 财年。 

值得一提的是，该绩效科研基金的 60%是依据学者个人工作的评估结果来发放，尽管有些专家建

议评估整个学术团队会更好，但是政府坚持以学者个人为主。政府的建议还包括：要拨出更多的科研

经费支持年轻科研工作者的研究，以免机构排斥年轻学者；优化质量评估流程，减少院校参与的成本。 

虽然绩效科研基金的主要受惠对象是新西兰的八所大学，但所有可以授予学位的院校，包括工艺

学校和私人院校都可以申请参与。一般而言，其中 25%的资金用于帮助研究型研究生完成学位，15%

则用于外部研究。 

（翻译∕丁思嘉 校对∕刘群群）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3 年 08 月 29 日 

非洲：泛非洲大学项目进展顺利 

8 月 22 日，非洲联盟发表声明称，非洲发展银行将出资 4,500 万美元用于泛非洲大学(Pan African 

University, PAU)项目的建设。非洲联盟将泛非洲大学项目视为重点工程，强调大学在推进非洲发展进

步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大学建设必须为非洲的繁荣、和平、统一做出贡献。声明还称，将通过在非洲

联盟国家的五个主要学区建设世界一流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项目，实现泛非洲大学提出的追求卓越、不

断提升非洲高等教育和研究质量的使命。 

依靠非洲发展银行的资助，泛非洲大学已经在肯尼亚、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三大学区成功招收了第

一批学生，并将于 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在阿尔及利亚和南非地区建成其余两大学区。非洲联盟希望

将泛非洲大学建设成为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学子申请大学的第一选择，并具备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的

实力。 

声明中同时强调了泛非洲大学项目与修订后的《非洲联盟科学、技术和创新战略》之间的联系，

即必须保证各个学区建设与非洲重点发展项目的高度一致性。 

（翻译∕严媛 校对∕邱文佳） 

来源：法国《非洲新闻在线》，2013 年 08 月 23 日 

斐济：大学签订网络建设协议 

7 月 10 日，斐济的三所大学共同签署了一项关于建立太平洋群岛大学研究网络(Pacific Islands 

Universities Research Network，PIURN)的协议。该网络由来自太平洋地区的 11 所大学共同组建，网络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30829143822110
http://www.afriquejet.com/news/10713-university-pan-african-university-receives-us-45-million-bo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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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初衷在于提升太平洋群岛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例如，制定共同的研究培训计划，提升研究

工作的质量和数量，运用知识造福太平洋岛屿社区。网络内的各所大学依据规模和学生数量提供运作

资金。 

类似的大学网络还有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屿国家大学联盟(University Consortium of Small Island 

States in the Caribbean)和东南亚国家大学联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University 

Network)。 

（翻译∕严媛 校对∕邱文佳） 

来源：斐济《斐济时报在线》，2013 年 07 月 15 日 

 

德国：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博士学位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委托联邦教育与研究部(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r BMBF)开展的针对拥有博士学位以及不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素质人才进行的职业调查显

示，在德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博士学位。 

调查显示，自 2001 年至 2011 年，德国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口比例从 10.5%增至 13.2%。在此期间，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攻读博士学位。2011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德国大约有 752,000 人拥有博士学位，

其中 31%为女性。 

调查结果还显示，在一度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学科领域——数学、信息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中，

女性的研究力量正在日益凸显。2011 年，这些传统学科领域的博士生中，女性的比例为 22%。联邦教

育部长约翰娜·万卡(Johanna Wanka)称，这些数据“显示出女性正在充分发挥她们的学术潜力”。 

虽然攻读博士学位的女性数量在日益增长，但从科研发展的全局来看，女性仍只占了整个科研队

伍很小的一部分。万卡部长称，女性科研人员的不足不仅仅涉及学术公平，更有可能危害未来德国科

研的整体水平。针对此问题，早在 2007 年，BMBF 就启动了一项促进女性教职发展的计划，如今，已

有 260 位女博士受到此计划的帮助，在职业上有了更好的发展。同时，政府也督促高等教育机构在各

个研究领域给予女性平等的发展机会。另外，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也为更多的女性研究者敞开了大门、

提供给他们工作机会。 

（翻译∕欧阳玉湘 校对∕邱文佳）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3 年 09 月 07 日 

以色列：仅三分之一博士毕业生就职于高等教育领域 

9 月 2 日，以色列中央统计局(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发布了一项针对科学、技术和航空领域的

调查，该调查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博士毕业生在毕业后能到高校任教。由于博士毕业生的数量越来

越多，大学已经很难提供足够的岗位来满足所有毕业生的需求。因此，科学、技术与空间部部长(Science, 

Technology and Space Minister)亚科夫·帕瑞(Yaakov Peri)称，政府应该给予非公共领域的科研院所更多

http://www.fijitimes.com/story.aspx?id=239780
http://www.fijitimes.com/story.aspx?id=239780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3090511553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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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援助，以为博士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该调查显示，毕业于生物科学、物理科学、工程和建筑领域的博士生，有 79%的人在从事研究工

作；在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领域，这一数据则降至 66%；而在另外三个领域：社会科学和法律、

人文科学、医药和农业，这一比例更低，分别为 57%、51%、45%。 

调查还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博士毕业生选择从事博士后研究，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物理学、数学、

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另外，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男女在科研机构的地域选择上也有所区别。数据

显示，77%以上的男性会选择去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其中 54%选择美国，3.5%选择英国或其他国家；

而高达 48%的女性会选择留在以色列从事博士后研究，这跟女性的婚姻状态、家庭情况等有很大的关

系。 

（翻译∕欧阳玉湘 校对∕邱文佳） 

来源：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013 年 09 月 07 日 

沙特阿拉伯：高校为叙利亚学生入学提供绿色通道 

考虑到叙利亚目前正处特殊时期，沙特官方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已启动“两圣地计划”(Two Holy 

Mosques Program)以录取那些因叙利亚国内局势的恶化而无法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据当地日报报导，由沙特内阁会议成立的助学金资助特别委员会将最后敲定叙利亚学生（包括女

生）的录取政策。成立该委员会的想法最初由叙利亚学生自由联盟(Union of Free Syrian Students)提出，

后经沙特高等教育部(Higher Education Ministry)批准准予成立。沙特的所有大学都增加了针对叙利亚学

生的入学名额，准予入学时间为一个学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延长。 

叙利亚学生自由联盟网站显示，一个名为叙利亚联谊会(Syrian Social Gathering)的组织将帮助叙利

亚学生申请去国外（不仅仅局限于沙特阿拉伯）读书的各项事宜。该联谊会将为这些学生争取助学金，

并协助处理他们大学入学的正式文件，帮助解决其生活住宿等问题。 

（翻译∕邢千 校对∕邱文佳） 

来源：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2013 年 08 月 27 日 

 

印度：高校研究型学位备受冷落 

印度人力资源管理部(HRD)部长塔鲁尔( Shashi Tharoor)近期表示，去年印度高校录取的学生中，

选择攻读研究型学位的学生比例仅为 0.79%。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的数

据显示，2011-2012 学年选择研究型课程的学生人数为 160,872，而选择其他课程的学生总数则高达

20,327,478 人。 

针对这一情况，塔鲁尔部长表示，政府决定采取多项措施以促进和发展研究生教育和研究。这些

措施包括：持续不断地增加对科研部门的财政拨款，建立新的科研机构，在高校和国家其他科研机构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One-third-of-PhD-recipients-work-in-higher-education-319205
http://www.arabnews.com/news/462646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topic/Shashi-Thar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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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兴领域、重点领域创建特别研究中心，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建立新型的奖学金制度等。 

塔鲁尔部长指出，人力资源管理部已经成立了一个由沙码教授(M M Sharma)负责的特别委员会，

专门负责研究生教育各项工作的推进，恢复印度高校基础科研的活力。 

（翻译∕邢千 校对∕欧阳玉湘） 

来源：印度《印度时报》，2013 年 08 月 26 日 

 

数据与报告 

展望未来：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与未来十年高等教育的发展机遇 

近日，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发布了题为《展望未来：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与未来十

年高等教育的发展机遇》的报告。报告指出，各国政府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教育在推动国家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随着日益激烈的外部环境竞争，各国政府必须不断改善本国的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促进其与国际接轨。教学与科研的国际化已经成为大多数高校的重要奋斗目标。该报

告详细分析了正在改变全球高等教育面貌的流行趋势，并深入探讨了未来十年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方

向。报告详细分析了未来十年里，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驱动力，将对高等教育的

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此外，报告还对最有潜力成为新兴留学目的地、未来教育事业发展最为迅速，以

及在教学与科研的国际合作上最为开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预测。 

报告还关注到，研究发现国内生产总值与高等教育入学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一关系在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一万美元的新兴经济体表现得尤其显著。在这些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些许

增长都会促进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显著上升。此外，某些国家的学生流动状况与贸易流通量之间也存在

一定关系，例如在加拿大、日本、中国、韩国以及印度，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都超过了 70%。另外，

研究基地的建设对国家教育体系与国际接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研究发现，一国科研影响力的 80%由

其科研合作率决定。2010 年与 2011 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60%都曾有过海外学习或研究的经历。 

报告还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角色进行了特别分析。这些国家不仅在世界贸易市场上扮演着日益重

要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留学生的青睐，成为新兴的留学目的地。此外，这些国家的科研产出、

国际科研合作以及国际专利数量的增长也非常显著。 

（翻译∕李玉琼 校对∕徐卉） 

来源：英国文化委员会《高等教育国际化》 

全球：韩国学者问鼎企业资助榜首 

日前，“世界学术峰会创新指数”(World Academic Summit Innovation Index)新的调查结果显示，韩

国学者获得大型企业资助的金额以人均 97,900 美元问鼎榜首，新加坡、荷兰、南非以及比利时的学者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3-08-26/news/41453974_1_research-task-force-courses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3-08-26/news/41453974_1_research-task-force-courses
http://ihe.britishcouncil.org/educationintelligence/shape-of-things-to-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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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其后。此次调查共覆盖了全球 30 个国家和地区，统计了世界级大型企业每年为研发和创新而向科

研工作者提供的资助数额。 

根据媒体的报道，该调查旨在展示一个全球的趋势：世界顶尖大学竞相向工商业竞争科研资金。

位列资助数额前 20 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台湾、中国大陆、瑞典、丹麦、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加拿

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芬兰、新西兰、法国以及中国香港。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学者人均仅获

得 13,300 美元的企业资助，屈居倒数第四；教育强国美国的表现也是差强人意（14 名），其学者人均

所获资助的金额仅为韩国学者的四分之一（25,800 美元）。 

调查最后还写道：“在世界范围内，对科技进步和计算机科学的热情已经从西方转向了亚洲。亚洲

地区的制造业发达，对这些领域也有传统性的研究。最近韩国科学技术部与三星公司合作，开发世界

首款人形机器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最近也展示了最新发明的隐形衣。” 

（翻译∕喻丹 校对∕徐卉）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3 年 08 月 13 日 

博士职业发展报告：劳动力市场及流动指标分析 

由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以及欧盟统计局共同主导的有关博士

职业生涯分析的《博士职业发展报告》于 2013 年 4 月发表，该报告主要就博士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流动

指标进行了分析。 

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OECD 成员国中，博士数量稳步增长，博士毕业生数量从 2000 年的 154,000

名增至 2009 年的 213,000 名，增幅达 38%。但劳动力人口中博士的占比与国家的研发强度只有微弱的

相关性，在受调查的国家中，瑞士的劳动人口中博士的占比最高，达 2.8%。 

虽然博士的数量持续增多，但证据显示，劳动力市场上博士毕业生并未“贬值”。虽然女性博士的

就业率不如男性博士、刚毕业博士的就业情况也不是很稳定，但与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相比，这些“不

足”显得微不足道。从市场职位的供给来看，临时性学术岗位越来越普遍，虽然高校是博士生毕业的

主要就业去向，但社会其他行业对博士生的需求也普遍存在。相比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有

更多的博士从事科研工作。虽然不同国家博士的工作流动模式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非研发类岗位

的博士工作流动性更大，且流动方向一般是从商业领域流向高等教育领域。另外，大多数农业科学和

人文科学领域博士的收入低于博士收入的平均水平，而医药卫生领域博士的收入则较高。 

（翻译∕喻丹 校对∕徐卉） 

来源：OECD 发展报告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30813102041243
http://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download/5k43nxgs289w.pdf?expires=1380529157&id=id&accname=guest&checksum=1207B7854DB9B8B44769C36FDA1202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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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 

中国：台湾法院驳回一项对科学家的诽谤诉讼 

2012 年 4 月，台塑集团(Formosa Plastics Group)向台湾国立中兴大学(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庄秉洁教授(Ben-JeiTsuang)提起控诉，控告其侵权、涉及刑事诽谤。庄秉洁教授曾提交证据，

质疑台塑集团位于麦寮乡的碳氢加工厂加剧了附近居民罹患癌症的风险。庄教授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1

年在公开场合谈到他的调查结果，后来还整理成文投稿至《大气环境》(Atmospheric Environment)期刊。 

对此，台塑集团向庄秉洁教授索赔 130 万美元，并要求他在台湾主流报纸上发表声明、公开道歉。

事件发生后，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Lee Yuan Tseh)在内的 1,000 多名学者发表公开信，表示支

持庄秉洁教授。 

9 月 4 日一早，台北地方法院对此案宣判，驳回了台塑集团的诽谤诉讼。之后，庄秉洁教授在国立

中兴大学举办新闻发布会表示，判决结果对台湾学术自由的发展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接下来几周，

法院将对此案做出判决说明，若台塑集团不满此判决结果可在这之后的 20 天内再次提起上诉。庄教授

的一位律师表示，台塑集团有这些“闲钱”用来起诉、骚扰学者，还不如将这些资金用于研究，以反

驳当前庄教授的调查结果。 

（翻译∕徐卉 校对∕喻丹） 

来源：美国《自然》杂志，2013 年 09 月 04 日 

中国：2013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公布 

上海交通大学最新公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显示：今年中国内地入围世界 500强的大学共有 42所，

有 7 所大学位列世界前 200 名，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占据世界一流大学学术排名前 500 强席位最多

的国家。从地区上来看，世界学术排名前 500 强的大学中，欧洲有 202 所，美洲有 182 所，亚太地区

有 112 所，而非洲仅有 4 所，总体上看，欧美地区高校优势明显。 

与 2012 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相比，世界前 20 强的学校除了日本东京大学跌出前 20 名外，

其他学校只是在顺序上发生了改变。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取代日本东京大学，成为第一所跻身世

界前 20 强的欧洲大陆地区的高校。另外，德国高校进入榜单数量第一次超过英国，但是在世界前 100

强名单中，德国只有 4所学校，而英国有 9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再次有两所学校跻身世界前 20 强，

不过在前 500 强中，英国高校的数量上由 38 所降到了 37 所。在 500 强中，法国高校的数量继续保持

在 20 所，日本则从 21 所下滑到 20 所，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各 19 所。哈佛大学连续十一年蝉联全球第

一，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位列第二至第十名。亚洲地区的大学中表现最好的是日本的东

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分别为第二十一名和第二十六名。 

（翻译∕刘群群 校对∕孙晓凤） 

http://www.nature.com/news/scientist-cleared-of-libel-in-taiwan-court-1.13685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7/5343.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7/5372.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7/5370.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6/5313.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7/5367.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7/5348.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7/5366.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7/5366.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7/5366.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7/5373.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7/5330.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3/3130.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3/3130.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3/3130.html
http://www.xinquanedu.com/news/haiwaiyuanxiao/2011/1203/3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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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3 年 08 月 16 日 

 

书籍推荐 

《为何公立高等教育应当免费？》 

高等教育为什么收费？是否应该收费？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收学费这一

司空见惯的现象引起了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席鲍勃·塞缪尔斯(Bob Samuel)的

思考。作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巴巴拉分校的一名讲师，同时也是知名

博客“改变大学”的博主，塞缪尔斯试图通过分析高等教育学费的流向来探

讨免费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在书中指出，学费多少与大学的教育

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教育和研究的高质量结合可以完全不需要学费的支

持。塞缪尔斯认为，如果高校能有效利用政府的财政支持，高等教育可以在

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实现真正的免费。 

（翻译∕陈洁修 校对∕邱文佳 ）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视》，2013 年 08 月 28 日 

《最好的法学教师都在做什么》 

《最好的法学教师都在做什么》是 2004 年肯恩·贝恩(Ken Bain)的著作

《最好的大学教师都在做什么》的法学版本，作者迈克尔·亨特·史华兹

(Michael Hunter Schwart)在书中介绍了 26 位法学教授的教学经历，对法学领

域内的教学方法、策略等内容进行了探讨。书中所提到的美国各大法学院的

知名教授都因他们严苛的要求而出名：他们对学生有着很高的期望，要求学

生上课时按照未来职业生涯的礼仪来着装，而教授自己在课前也会进行充分

的准备。同时，这些教授也十分注重细节：他们准时上课，课后解答同学问

题，记住学生的名字和个人经历，并且及时回复邮件。正是这些特质造就了

法学领域内的王牌导师和杰出新秀。 

（翻译∕陈洁修 校对∕邱文佳）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视》，2013 年 08 月 07 日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30816150251456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3/08/28/new-book-california-union-president-says-public-colleges-can-be-free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3/08/07/new-book-emphasizes-role-pedagogy-law-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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