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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五个趋势
Ou Lydia Liu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摘要
由于科技进步、自动化和学生人口结构的改变，高等教育的格局发生了重大
变化，而疫情则使该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在本文中，我将讨论高等教育发展
的五个趋势：(a) 高校和企业在教育培训领域平行赛道的出现，(b) 多元化教育
方式的普及以及教学上时间和场所的进一步分离，(c) 精英大学和普通院校之
间在学生入学和流失上的两极分化，(d) 招生中的公平和多样性，以及 (e) 国
际教育的新常态。这五个趋势将显著影响高等教育的评估、运营和改革方式。

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学生需求和人口结构的变
化、 以及高等院校在招生竞争中面临的逐渐增长的
压力，美国的高等教育正经历着巨变。2019新冠病毒
(COVID-19) 的冲击已促使许多院校通过重新审视招生
流程、改进课程开发、重新确立合作伙伴关系和筹资
策略的优先次序，以及重新建立与雇主和劳动力市场
之间的关系，来加速逾期的变更。在本文中，我将讨
论美国高等教育的五个总体趋势。

1

高等教育平行赛道：竞争对手和合作
伙伴

美国企业因不满于当前人才的培养速度和新员工
的技能储备，正在进入传统意义上被高校所主导的教
育培训领域。2020 年 6 月，谷歌 (Google) 宣布了其职
业证书计划。该计划为许多高需求领域提供培训支持，
例如项目管理、数据分析和用户体验 (UX) 设计等，每
月需要 49 美元，平均需要 6 个月来完成 (Grow with
Google, 2021)。谷歌全球事务高级副总裁肯特·沃克在
他的推特账户上写道：
“在我们自己的招聘中，我们现
在将这些新的职业证书视为相当于相关职位的四年制
学位” 。谷歌的证书计划吸引了 130 多个愿意持此类
证书聘用的雇主合作伙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是
IBM 数字徽章计划，该计划于 2014 年启动，提供了超
过 350 万个徽章。然而这些仅仅是大型企业就如何建
立项目，以解决传统意义上属于高校范围内的教育和
培训问题的几个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科技公司第一次提供行业
证书。早在 1990 年，微软 (Microsoft) 和思科 (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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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司开始为 IT 相关领域提供证书。不同之处在于，
如今提供的证书支持从云计算到数字营销等应用上，
涵盖的方面要广泛得多，而不是局限于特定技术供应
商的相关知识。传统的教育机构通常变化缓慢，而企
业在解决技能提升及再培训的方面上有急切需求。这
二者共同组成的平行赛道将继续发展并共存，两者既
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企业培训计划中产生和传
授的许多内容可来自高等教育机构。星巴克与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 (ASU) 之间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Koenig, 2019)。截至 2019 年春季，有 12,000 名星巴克
员工参加了 ASU 课程，已有3,000 人从 ASU 的线上课
程中获得学士学位 (Koenig, 2019)。
科技企业进入培训领域促进了带薪学徒制的增长，
这一变化推动了高等教育成本从学生到雇主的转移
(Koenig, 2021b)。从 2011 年到 2020 年，美国的带薪
学徒制项目增长了 70% (U.S.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2021)。诸如亚
马逊技术学院 (Amazon, 2021) 这样的项目为员工和非
员工提供免费培训，其内容涵盖了云计算和软件工程
等高需求领域。
企业对教育领域的介入为学生带来了更多选择。
学生可以选择就读传统的四年制大学，或者报读用时
更短的证书课程，以获得相关行业认可的技能证书。
Guild Education 是一家帮助员工利用雇主提供的学费
报销计划的初创公司。像这样公司的出现，为个人的
学习和工作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并改变了从学习到
工作这一传统单向途径。事实上，作为消费者的学生
越来越关注他们学习的效率。根据 Strada 的工作和教
育调查 (2021)，当被问及美国成年人的教育目标和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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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高等教育的实践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南新罕布
什尔大学和西州长大学等先驱因其在线教育的广泛运
营而享誉全美，而其他许多院校则是初次涉足在线教
育。2018 年，在线学习领域排名前 10 的机构占据了
整个市场份额的 20% (Boggs 等, 2021)。疫情的爆发
迫使更多高等院校进行完全或部分远程教学。几个月
来，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在家中参加线上大学课程。虽
然随着新冠疫情的缓解，美国各院校陆续开放校园，
但在线教育的扩张可能会继续存在， 并且正在受到
Coursera 等大型平台和内容提供商的影响 (Gallagher
& Palmer, 2020)。学生们可能会享受在家中上课的好
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上课。
伊利诺伊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等具有在线学习经验
的院校已将整个学位课程转移到线上，显着降低了获
得学位的成本。其他院校努力提供多元化教学，以应
对后疫情时代的变化。一些院校正在大力投资基础设
施和员工培训，以便在提供多元化教育竞赛中获得竞
争优势。例如，美国东北大学花费 5000 万美元建立
了 200 间多元化学习教室 (Mangan & Parry, 2020)。此
外，用于探索多元化教育的教学模式也应运而生：学
生在线上学习课程，同时通过线下面对面互动来答疑
解惑。例如，约在五年前创建的多元化教育学院网络
(Hybrid College Network; https://hybridcollege.org/) 已经
为全美 15 所多元化教育学院的 2,500 名大学生提供
服务。其报告的学生保留率为 78%，高于四年制公立
院校的 63% 保留率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等,
2020)。
在高等院校探索在线学习的同时，大学生对在线
学习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 Cengage (2021)
进行的数字化学习倾向调查，超过 70% 的学生希望学
校提供完全在线学习的选项。尽管在线学习存在诸如
压力感、网络不稳定和缺乏院校支持等困难，大多数
学生对在线教育的态度相比之前更为乐观。
虽然在线教育有持续发展的趋势，但其质量参差
不齐是一个大问题。当疫情来袭时，许多院校只是通
过 Zoom 或任何其他视频会议工具将教学从线下转移
到线上，而没有对课程内容进行太多数字化重构或改
进教学方法。随着技术进步，院校需要考虑如何在课
程规划、评分和提供反馈中利用人工智能，并探索如
何结合个性化学习来因材施教。Boggs 等人 (2021) 为
院校发展在线教育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为学生提供
充足和持续的技术支持；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
2 多元化教育方式的普及以及教学时间 提供定制化的咨询和指导；在内容制作和教学设计方
面为教职员工提供足够的支持；建立一个可供反思和
和场所的进一步分离
改进的机制。未来趋势之一是各院校考虑如何提供灵
美国在线高等教育的推广在疫情之前进展十分缓 活、高效且负担得起的大学体验，以应对其面临的许
慢，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有过某种类型的线上学习的 多变化。
经验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等, 2019b)。同时，

好时，25% 的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获得证书、认证或
执照，而 15% 的人选择了学士学位，12 %选择了副学
士学位。
企业雇主进军培训行业也将迫使高等高等院校更
多地关注于技能， 而不仅仅是学位。 雇主长期以来
一直表示了对大学毕业生能力上的不满。 例如， 根
据全美大学和雇主协会的调查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Employers, 2018)，尽管 100% 的雇主认为
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但只有 56.8%
的雇主认为大学毕业生精通这些技能。鉴于行业需求
瞬息万变，院校需要让学生为终身学习做好准备，并
专注培养可迁移和可通用的技能。在选择大学时，越
来越多的学生会询问学校能提供哪些技能和经历，使
他们能够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竞争力，而不仅仅
是关注学位的获得。
随着企业涉足培训领域，我们还将看到微凭证和
数字徽章的激增。微凭证 (Microcredentials) 为专注于
培训一组特定的技能的短项目。此类项目帮助学员展
示特定技能，而无需与学位课程相关联。目前有超过
700,000 个微凭证被发放，其中许多是在 Coursera 等大
型开源平台上进行的。美国的低毕业率是使证书比学
位更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大约 60% 的学生在入学
后的六年内从四年制大学毕业。同时，许多学生即使
完成了大量的大学课程和其它课业要求，也在没有取
得任何凭证的情况下就离开了大学。最近的一项名为
“Credential as You Go” (Koenig, 2021a) 的计划旨在帮
助个人记录自身资历，并为其在过往活动中 (如大学、
学徒工作、行业证书、军队经验) 的学习收获和经历取
得认证，无需大学学位。
在双轨制、更灵活的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过程中，
一个不容忽视的观点是：单项集中的培训并不能涵盖
高等教育的所有优势。虽然一个编程训练营为期六个
月的课程可以提供与工作相关的技术技能的密集培训，
但它不一定能提供一般学生在大学校园中获得的与人
协作、公共讨论和各种活动的经历。后者提供了一种
全面教育，有助于培养终身学习和可迁移技能。虽然
现代经济需要一种快速有效的方式来培养工作者，但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还需要有知识的公民和对多元
文化包容的个人。对于短期培训项目而言，重要的是
与高等院校合作，为学员提供全方位的体验，以平衡
生活、工作和学习三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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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种类院校之间申请、入学和学生
流失上的两极分化
另一个发展趋势是精英大学和普通院校之间，以
及两年制和四年制院校之间，在学生申请、入学和流
失方面的差距正逐渐扩大。尽管众多院校在疫情期间
面临困境，但精英大学的申请人数却大幅增加 (Nietzel,
2021b)。例如，2020 年哈佛大学的申请者增加了42%，
普林斯顿大学增加了15%，宾夕法尼亚大学增加了34%
(Snyder, 2021)。其他类型的名校 (定义为录取 50% 或
更少的申请人) 的申请人数也有所增加。例如，博士
院校的申请增加了15%，学士学位学院的申请增加了
7%。四年制公立和私立名校的申请量分别增长了 12%
和 11% (Common App, 2021)。
许多较普通的院校都遭受了入学率下降的困
扰 (Howell 等, 2021; 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house
Research Center, 2021; Nietzel, 2021a)。值得注意的是，
80%的学生就读于普通院校，而只有20%的学生在名校
学习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等, 2019a)。总体而
言，大学入学率相比去年春季低5.9%。美国的社区大
学受影响最为严重。许多申请社区大学的人被经济困
难、育儿困境和健康问题等因素所困扰，导致入学人
数下降了近 12%。私立和公立四年制院校的入学人数
下降幅度较小，分别为 4.5% 和 2.8%。许多高学业成
绩的学生 (即高中GPA高于A) 选择了隔年再入学，因此
这类的学生的入学率下降最快。这类人数的下降在一
定程度上被学习成绩较差 (即 GPA B-或更低) 的学生的
入学人数增加所抵消。一个更令人不安的迹象是，免
费申请联邦学生援助 (FAFSA) 的续签率下降了5%，表
明一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不会重返大学，而来自
最低收入家庭 (即家庭年收入低于 25,000 美元) 学生的
流失率更是有 8% 。
社区大学的保留率下降幅度最大，为 4.9%，而
私立四年制院校的保留率相较之前下降了1.2%。公立
四年制院校的保留率实际上略有增长， 增长幅度为
1.4%。保留率除了因院校类型也因学生子群体而异。
公立和私立四年制非营利院校的黑人 (非裔) 学生和夏
威夷原住民/其他太平洋岛民学生的保留率分别增加了
2.6% 和 4.8%，而亚洲和白人学生的保留率基本保持不
变。
除了疫情原因，高中阶段的人口变化是另一个对
高等教育入学构成压力的因素。例如，到 2026 年，美
国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将达到约 360 万的峰值， 并在
2030 年左右下降到 330 万，这意味着准备进入大学
的学生将减少 (Dua 等, 2020)。在申请、入学和学生流
失方面的未来趋势是不确定的。学生在进入工作之前
不一定会选择继续就读两年制或四年制大学来开始他
们的学业旅程。但可以肯定的是，高等院校必然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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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关注教育价值、机会和成果。学生所面临的众多阻
碍和干扰，都很容易将他们带离学习环境。新兴的非
传统教育项目也可能对学生是否选择入学和留在大学
产生影响。许多新兴的教育产品都自称提供了更灵活、
更便宜、更快捷的获得中等技能工作的途径，并有可
能进一步改变高等教育格局。
鉴于高等教育的总体成本很高，高等院校将继续
面临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证明自身价值、吸引和留
住学生的压力。有充分的资料表明，更高的教育水平
与工作上更高的财务回报相关。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
的数据，高中以下学历的人每周收入中位数为 619 美
元，拥有副学士学位的人为 938 美元，拥有学士学位
的人为 1,305 美元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21)。然
而，根据高等教育价值委员会于 2021 年发布的一份报
告 (Postsecondary Value Commission, 2021) ，教育价值
在收入上的体现会因院校类型、课程和学生人口背景
有显著差异。例如，在 25-34 岁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
历的个人中，白人的年收入中位数为 54,700 美元，非
裔和西班牙裔个人的年收入中位数分别为 49,400 美元
和 49,300 美元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9)。对于高校来说，以
公平公正的方式专注于为所有学生创造价值非常重
要。
总而言之，疫情给很多高等院校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我们看到高校采取了严厉措施来维护其可持
续性。例如，作为大学节约成本措施的一部分，阿克
伦大学在 2020 年解雇了 96 名加入工会的教职员工，
其中包括终身教职人员。随着竞争的加剧，高校的财
务压力将继续存在。院校保持自身相关性的关键在于
要注重教育价值，提供与行业相关的高质量教学，并
为所有背景的学生提供灵活且负担得起的大学教育。

4 招生中的公平和多样化
过去几年， 招生录取受到了美国社会的高度关
注，其中部分原因是一系列被称为“校队蓝调丑闻”
的名校招生黑幕： 富豪家长采用非法和不道德的手
段来帮助他们的子女获得在美国顶尖院校的一席之
地 (Whistle, 2020)。人们对标准化考试在招生中的作用
提出了担忧。对标准化考试的批评来自不同方面：一
是标准化考试成绩延续了族裔之间的表现差异，体现
在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的成绩要低于白人学生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等, 2021)；二是标准化考试成
绩与家庭收入相关 (ACT, 2016)。然而，一个鲜为人
知的事实是， 大学入学考试并不是首个体现族裔间
学业差异的衡量标准，因为这种差异在早期教育阶段
的评估中就得到了充分证明。例如，在有着“国家成
绩报告单”之称的美国全国教育进展评估中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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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 Bohrnstedt
等, 2015) ，白人和非裔学生、以及白人和西班牙裔学
生之间存在一致的表现差距。再者，47% 的白人8年级
学生在 2017 年 NAEP 阅读方面的得分达到或高于熟练
水平；相比之下只有 18% 的非裔和 23% 的西班牙裔
学生达到了相同水平 (Zhang 等, 2020)。在许多情况下，
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的较低表现反
映了先前教育经历、学校资源和家庭支持方面的不平
等。
在疫情之前，一些院校和研究生项目已开始尝试
测试可选 (test-optional) 或不考虑测试招生 (test-blind)
的做法。测试可选是指由申请人决定是否提交考试成
绩，如果提交成绩，招生委员会将在评估中予以考虑。
不考虑测试则意味着不需要考试成绩，即使申请人提
交考试成绩该信息也不会被检阅。虽然在疫情之前没
有多少关于院校和项目改变招生政策的明确数据，但
疫情加速了其暂停甚至永久取消标准化考试成绩要求
的决定。现已有 1,000 多所大学选择了测试可选这一方
式，其中包括一些顶尖院校 (Carnevale, 2020)。加州大
学 (UC) 系统已决定在招生和奖学金申请中不考虑标准
化考试成绩 (McDonnell Nieto del Rio, 2021)。鉴于加州
大学系统的庞大规模和国家地位，该决定预计将对美
国其他高校的招生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标准化考试在招生改革中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
同时其他常见的招生变量也被置于聚光灯下。近期，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对超过 60,000 份大学申请进行
的一项研究表明，与 SAT 分数相比，申请文书与报告
的家庭收入的相关性更强 (Alvero 等, 2021)。来自更
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选择得分较高的文书主题。例如，
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倾向于讨论人性和寻求答案，而低
收入家庭的学生倾向于讨论时间管理和人际关系。该
研究受到了全国的广泛关注，指出大学招生中使用的
所有主要标准都需要被评估其优势和局限性，而且对
于推荐信、GPA 和课外活动内容也应该进行类似的审
查。此外，申请文书的真实性也受到了质疑。尽管有
其局限性，但标准化测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受监管、
安全和公平的环境中进行的。相比之下，没有现有机
制来检查是谁撰写和帮助撰写了申请文章，而这些文
章完全可以由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或付费服务进行大
幅修改和编辑。
虽然高校急于放弃标准化测试的这一出发点可能
是好的，但是这个决定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且未经推
敲的结果。例如，如果没有标准化考试成绩，招生委
员会可能会更多地依赖其它的评估标准。但是大学申
请文书的案例证明了这些标准也可能受到标准化考试
成绩所面临的局限性的影响。另一个考虑因素是招生
政策变化对国际学生的影响。直至疫情之前，国际生

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并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进
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生可能来自招生委员会不太
了解的外国高等院校，并且为他们写信的推荐人都不
大为招生委员会所熟悉。从这些学生的个人资料中去
除标准化考试成绩是在剥夺一项客观的、可以在一个
共同基础上评估国际学生的衡量标准。
综合评价招生是一种逐渐流行的招生方式。许多
院校已经转向综合招生，目的是在决定申请人是否符
合学校的招生目标及其成功可能性时，考虑一系列资
质和证据 (Bastedo 等, 2018)。评价倾向于平衡学历与
个人经验和品质。综合招生的一个特点是，院校通常
会避免在衡量 GPA 或标准化考试成绩中使用削减或设
定门槛的做法；相反，他们会根据许多标准考虑申请
人的相对优缺点。许多机构还通过资源开发来帮助促
进综合招生。例如，ETS 有一个专门针对综合招生的
网站 (https://www.holisticadmissions.org/)，旨在为院校
提供一个可以获取综合招生知识并分享有效做法的平
台。
迄今为止记录综合招生规模和结果的研究很少。
哪怕是在这些不多的研究中，关于综合招生是否能达
到预计招生目标，如提高 GPA、标准化考试成绩、保
留率和同期录取学生的毕业率等，结果喜忧参半。城
市卫生大学 (Urban Universities for Health, 2014) 调查了
163 所拥有至少两个或以上卫生专业学校的公立大学，
发现 38%的学校采用多种综合招生元素，48%采用一
些元素，14%很少甚至不采用任何元素。在实行综合
招生的学校中，约有38%的学校录取班级的GPA有所提
高，52%没有变化，10%的学校GPA下降。大约 41%的
标准化考试成绩增加，48%不变，11%减少。 16%采
用综合招生的学校毕业率有所提高，80%没有变化，
4%下降。 Grabowski (2018) 报告说，在选择医学院招
生面试的学生时，实行综合招生政策能高于预期地提
高女性和弱势群体学生的比例。Coplan 和 Evans (2021)
试图揭示这样一个差异：尽管许多卫生专业项目实行
综合招生，但仅有部分实现了预期的多样性。他们发
现，拥有坚定地致力于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教职员工似
乎对录取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项研究 (Wilson
等, 2019) 讨论了如何将 GRE 用于综合审查以实现生物
医学科学研究生院的总体招生目标。
尽管已有的研究带来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仍然
需要开展更多的调查来了解综合招生的过程、实践和
效果。由于招生的模糊性，声称使用综合招生的院校
可能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应用规则和政策。为了落实
整体招生，对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进行充分且持续的
培训必不可少。对于任何委员会来说，在需要评价海
量申请人时，如何实践综合招生评价都会是个不小的
挑战。在不削减和设定门槛的情况下，院校在讨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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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政策的网页中通常不会发布有关招生决策的信息。
未来研究招生委员会所经历的挑战以及他们的应对措
施，将十分有益于加深我们对综合招生的了解。
在院校应对招生挑战的同时，抽签招生的这一想
法也受到了关注 (Craig, 2021)。抽签的目的是确保录取
机会在学生的子群体中分布更均匀。抽签的概念在 K12 招生中并不罕见。例如，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 (美
国最负盛名的 STEM 学校之一) 的学校官员正在考虑为
学校极具竞争力的招生采用抽签系统 (Natanson, 2020)。
该校建议通过综合评估个人学历、家庭背景、特殊需
求等因素，择优录取前100名，然后其余的可用名额将
随机分配给满足了最低入学资格 (例如 GPA 超过 3.5、
数学和科学课程要求) 的申请人。然而，专家们对抽
签在高等教育招生中的可行性表示担忧。Zwick (2021)
警告说，由于大多数抽签招生的支持者认为抽签需要
设置一些门槛，而设置这些门槛并同时考虑一系列因
素可能会产生与使用标准化招生测试相同的录取结果。
另一方面，使用没有任何门槛的抽签会冒着录取不合
格学生的风险，同时错失那些勤奋努力、有才华和有
成就的学生。Zwick (2007) 在 2004 年检查了全国名校
申请者的样本，发现抽签录取并没有在被录取的班级
中产生预期的多样性。其他国家也有尝试过抽签招生，
其结果并未达到预期。例如，在韩国实行抽签录取的
高中学区中，高、低社经群体之间的大学入学差距实
际上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Jao, 2016)。

5 国际教育的新常态
高等教育的另一个趋势因素是国际教育形式的转
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院校受益于国际学生的
大量涌入。从 2000 年到 2019 年，美国院校的国际学
生人数稳步增长，人数从 547,867 人增加到 1,095,299
人 (图 1; Open Doors, 2020)， 增 长 了 近 100%。 在
2018/2019 学年，增长排名前四的领域是工程 (21.1%)、
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18.6%)、商业和管理 (16.6%) 和社
会科学 (7.7%)。
事实证明，留学浪潮为美国带来了不少技术、科
学和经济机会。2018 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
了 390 亿美元， 并帮助创造了 455,622 个工作岗位
(NAFSA, 2018)。在技术方面，虽然美国机构雇佣了
近 60% 的顶尖 AI 研究人员，但其中 69% 的研究人
员是在美国以外接受了本科教育，且中国向美国输送
了最多的 AI 人才 (Banerjee & Sheehan, 2020)。正如智
库 MacroPolo 总结的那样：“如果没有来自国外的研究
人员，美国在人才方面的领先优势可能会大为削弱”
(Banerjee & Sheehan, 2020)。
疫情期间，健康问题、政策变化和旅行限制给美
国的国际教育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在 2019/2020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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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美国的国际生人数下降了1.8% (Open Doors,
2020)。与上一年相比，2020 年秋季的新生入学人数
下降了 43% (Fischer, 2020)。在国际生源地排名前6的
国家中，有5个减少了赴美学生人数，中国是唯一的例
外。
最近的调查显示，美国院校在吸引国际学生方面
出现了正向的复苏趋势。例如，2021 年 6 月，国际教
育研究所对 414 家美国高等高等院校的快捷调查显示，
43% 的被调研高校表示国际学生的申请人数有所增加
(Martel & Baer, 2021)。然而，国际生申请数量的反弹
因院校而异。虽然 59% 的博士院校表示国际生申请增
加，但 58% 的社区大学表示申请数量不增反减。大多
数院校报告称，面向国际生的外展工作仍然是优先事
项，会通过线上招收活动、与现有国际学生合作和社
交媒体来推动招生。
尽管美国高校不断努力地吸引国际学生，但美国
在未来国际化教育市场的表现好坏取决于一系列因
素。
国际新生申请的减少不仅仅是受疫情冲击；事实
上，这一数字在 2020 年之前就已经连续四年持续下
滑。一系列因素在推动国际生对留学目的地的偏好变
化，包括地缘政治因素、竞争加剧、枪支暴力、签证
和移民政策以及就业前景。其中，特朗普政府时期出
台的政策，及其累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对
国际生极不友好，并阻碍吸引新的国际生赴美留学。
扩大国际教育带来的战略利益，让美国以外的许
多国家也在争夺国际学生资源 (像加拿大、英国、澳
大利亚)。比如，虽然在美留学生的数量在过去的二
十年翻了一番，但加拿大的这一数字增长了六倍。在
过去十年中，加拿大的国际学生增加了两倍 (El-Assal,
2020)。加拿大现在是仅次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第三大
热门留学国家，吸引了共 642,000 名国际学生。
与此同时，一些国际生来源国正在努力成为接收
国 (如中国、印度)。例如，中国已成为非洲学生的主
要目的地国。2017 年，中国吸引了来自 24 个非洲国家
的 74,000 多名学生，人数从 2011 年到 2017 年增长了
258% (Development Reimagined, 2020)。印度政府发起
了“留学印度”计划，目标是到 2023 年吸引 200,000
名国际学生 (Yeravdekar & deWit, 2018)。全球高等高
等院校排名的变化，以及更多亚洲大学跻身一流大学，
也正在改变国际教育格局。根据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
排名，亚洲高校在全球排名前 200 的大学中占据了 44
个位置 (QS, 2021)。在全球国际教育竞争中，亚洲有望
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

6 结语
以上讨论的五个总体趋势将显著改变美国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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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 年至 2019 年在美国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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