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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 探讨各国面对疫情所做出的决定为教育带来的影响  

● 让青年们更深刻地了解疫情  

1.2. 内容简介  

作业目的是仔细地分析新型冠状病毒对教育的影响，与青年们分享其中利害，确

保对病毒有更全面的认知。 

1.3. 文献研究  

“波索納洛今天說：「我沒有任何毛病。」他同時提到說：「對於有其他病史，或
到了某個年紀的人來說，每件事都可能有危險。」 巴西是繼美國之後，全球疫情
次重的國家。波索納洛因重度淡化疫情嚴重性，且防疫作為少之又少，導致國內病

故人數攀升，因而飽受批評。“  

                                                                                                ～台湾TVBS新闻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 新闻分析 

● 深入访问 

研究框架  

● 应对措施 

● 网课  

● 未来教育的展望 

● 网课的利与弊 

 

 



2. 内容  
 
2.1 问卷调查 
这是我们准备开题报告时做的问卷调查 

 



 
很大部分观众介于初中至高中的年龄。但是，多数青年并不是很了解我国执行了哪
些措施,只是清楚地知道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一些政府的举动。他们也欠缺对措施背
后意义的了解。这是青年们第一次经历全球疫情，如果同学们不了解措施的意义，
牵连，我们不能客观地面对和包容政府所作出地事。 
 
2.2 深入访问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访问，这是一些新加坡老百姓的回应。 



 
有些人认为学校关的时期刚好，因为当学校没有关闭是，疫情不是很严重，而且当
病毒开始爆发时，政府决定把学校关闭。但有些人也认为，学校关闭太迟，因为学
生继续上学可能会传染到病毒。 

 
对于上网课带给学生的影响,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上网课使学习效率降低，学生可
能心不在焉不听课，也有带来一些其他的麻烦。 



 
好处就是上课时会舒服一些,也能有更多的睡眠。老师也会录下网上的课程,能让学
生在课后自行复习。 
坏处就是有些同学注意力不集中,或上课时者出现技术上的问题带来不便。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面对面上课比较好,就是应为能够与老师和同学交流，而且老师



也可以关注学生，确保他们在自私听课 

 
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完全改成网课，因为确保大家都有电脑上课不容易，而
且学生无法与老师和同学交流

 



大多数认为即使减少被考到的科目，考试应该仍然继续，学生才知道他们的水平在
哪里。 
 
我们也跟一些住在中国的亲戚进行了访问，这是他们的回应。大多数都认为： 
1）学校关闭时期刚好。学生的健康和安全是最重要的，关闭学校是为了更好的减
缓疫情传播速度 
2）学校关闭给学生带来学业上的影响与不变。老师无法在学生的身边陪着他们，
上课时效率可能会降低。学生也无法与学校的朋友交流，学校各种活动也被取消 
3）他们对上网课的想法是，上网课效率低，会影响学生的视力，上课时学生可能
会心不在焉 
4）面对面比上网课有效率。学生可以集中注意力，老师可以与学生互动。上网课
时不能确保学生在听课，但面对面时老师可以看住学生，确保大家都在听课 
5）我们不能把课程换成网课。网课只是替代，补充，不能完全取代面对面上课。
网课也不利于学生身心发育，不利于培养孩子社会性 
6）考试不应该被取消。学生需要通过考试检查自己的学习情况，若没有考试的压
力，学习积极性会降低。考试是对学习的检验，无论网课还是校课，只要自己能保
持好好学习的劲头，都能取得好成绩。但，学校也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减少需要
被考到的内容 
7）政府的措施有效率。政府把人民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通过严格的管控，减少
大面积感染，确保生命安全，中国老百姓也很支持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所以在短
时间内截断了疫情的传播，很好的控制住了局面。 
 
 
2.3 应对措施 
 
考试制度 

中国 美国,纽约 英国 新加坡 

1-艺术类考试推迟
现场考试“转入“云
端”考 
2- 有些城市的考试
延迟举行 

1- 为收到疫情影响
的学生取消2020年
整个学年的测验与考
试 
2- 有些学校选择转
向“及格/失败”的原则 

1- 取消所有考试和
考核 
2- 所有评分由模拟
测试和日常课堂作
业评断 
 

1- 终止年中考试 
2- 有从年终考试 去除
题目 
3- 但是国内统一考试
会照常进行 
（只需遵守安全距
离） 
4- 大学考试也从一个
大型考核分成许多小
型的网上测验 
 



 
新加坡与中国：延迟或取消小型考试 

- 东方国家相对西方国家更注重考试 
- 东方国家的生活和教育都推崇竞争 
- 考试便是这种竞争的体现 

 
美国与英国：取消所有考试--评分标准以平日的学习表现和态度 
  
 
政府辅助 

中国 美国，纽约 英国 新加坡 

1-给贫苦的同学开通
临时移动网络信号并
免费提供电视机 
2-老师当”运输员”，
将教材送到学生面前 

1-被疫情影响的大学
生会有现金辅助（总
额60亿） 
2-政府加大资金协助
老师与学生的网课 

1- 提供了一些网上可使
用的自学软件 
2- 尽量与科技公司达成
协议，提供贫穷学生电
子产品 
（例如：微软，谷歌） 

1- 为较穷的家庭
资助电脑和路由
器 
2- 安排有需要的
学生回学校上网
课 

 
大部分国家都决定即时关闭学校，同时也能确保贫困或缺乏居家学习器材的学生依

然可以安心学习。---可见即使疫情在，教育依然是很重要的，各国都肯确保学生的
教育砸下重金。 
  
 
 
 
 
 
 
 
 
 
 



在学校预防病毒的措施 
 

中国 美国，纽约 英国 新加坡 

学校会经常清理和
消毒校园。学生和
老师也会经常量体
温。如果自学生或
老师生病，就不允
许他们进学校 

学生会在课室里吃
午饭， 如果需要
去食堂吃饭，学生
应该与其他人隔离
至少1米 
政府会给每个学校
消毒洗手液和体温
计 
学校要经常清理和
消毒校园 

如果学生生病，就
不可以上学 
学生应该经常洗手
，上课时戴口罩 
学生需要经常在自
己的课室消毒 
如果可以，学生应
该尽量不要与其他
学生交流 

在华侨中学： 
学生都必须在课室
吃饭 
每天，学生应该清
理与消毒自己的座
位和课室 
学校会派人员来经
常清理和消毒校园 
学生与老师每天都
需要至少量两次的
体温 

 
 
2.4 网课 
学校关闭的时期 

中国 美国，纽约 英国 新加坡 

两到三个月。从二
月多到5月份才开
学 

从三月份到现在学
校还是关闭 

从三月份到现在学
校还是关闭 

两月。四月份hbl
，五月份假期 

 
 

1. 重申东方对书面教育的重视，想要返校教学，与其网课 
2. 中国，新加坡面对疫情迅速反应，因此才可以很快得减少社区传染，因此可
重开学校。 
英国，美国起初不够认真对待疫情，导致之后的疫情一发不可收拾，使得国

家个案迟迟不下。 
3. 西方国家缺乏经验，对事态的处理不够谨慎，欠缺危机意识 

 

a. 从学生、学校及教育者、政府、家长等角度分析看法 (Q1) 
b. 各国的形式、平台 



c. 各国的网课时长 

对于开学校的想法 
 

中国 美国，纽约 英国 新加坡 

北京本来要重新开
学校，但是因为病
毒又爆发了，政府
只好再把学校关闭 

很多家长和老师不
想重新开学校，因
为他们怕病毒会传
染到学生 

英国的总理要在九
月份重新开学校，
因为他认为如果学
校继续关闭，不但
会影响到学生的学
业，也会在学生心
理上造成影响 
 

新加坡政府强调学
生必须回去上学，
因为政府认为学生
不可以一直在家隔
离，这回影响他们
心里状态，因为他
们如果一直在家里
隔离，是很憋闷的 
 

新加坡：最早开学--认为沟通，交流是学生教育的一部分 
a. “教育部长王乙康指出，教育是一种交流过程，居家学习不能完全取代课堂
上课。明智做法是让居家学习辅助课堂教学，让居家学习长期作为教育的固

定模式。” 
传染个案持续放缓,只有重新开启社群，才能将剩余的个案彻底铲除，以防隐患。 
开学可以让学校观察学生，趁早发现染病的人。 
 
2.5 未来教育的展望 

a. 未来的教育会采取网络课程与课堂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吗？对设施没有特别要
求的部分可以设为网络部分，例如讲座、选修课；一些对设施有要求的课程

例如实验课、体育课则依然需要面对面进行。 

未来的教育与课堂学习结合居家学习优点多不胜数，但是对家长会造成许多不便。

课堂学习主要环绕沟通，面对面的方便等优点 

假期的例外:例如学校假期，老师放病假等缘由而取消课程，可以继续由网课进行
，减少了返校的必要 



https://www.khanacademy.org/about---如今已有网络课程，传统的讲座，选修课
慢慢被取代 

仍会保留的部分=实验课，体育课：运动为生活带来的方便和欢乐，是成长的一部
分，同时会提升学生的身心状况。实验课是动手的活动,使学生能够学到实验的技
巧，并且从活动中理解各个理论，乃更有效的学习 

【新趋向：网络课程和文凭的合法性--随着人们更适应当下的生活和居家学习，学
习上的调整必定会做出改变。学习课程或许会全进行在网络上】 

 

b. 学校的设施、办公场所会有什么改变？ 

【学校会提升网速和电子器材，方便工作人员，老师，更容易地组织未来的网上课

程】 

c. 政府、教育部会如何支持这方面的转变？政府机构会如何帮助受教育者适应
这一转变？ 

【给予金钱资助。帮助贫困家庭。组织训练课程让老师参与，提升技能。帮助老师

学习如何应对种种的网络问题和利用不同的教学器材和软件】 

d. 新趋向：网络课程和文凭的合法性 

● 随着人们更适应当下的生活和居家学习，学习上的调整必定会做出改

变 
● 为了方便人们，考试有可能转向电子化 
● 新软件的冒出 

e. 改变教学方式和器材，帮助更多人 

● 提升网速和电子器材 

● 政府给予金钱资助，帮助贫困家庭 

https://www.khanacademy.org/about


● 组织训练课程让老师参与，提升技能 

 

2.6 网课的利与弊 
此次冠状病毒给学生们带来的弊端： 

● 缺少了一个团体学习、交流的学校环境，没有了人际交往的机会 
● 大量活动、比赛取消，错失很多发挥才华的机会 
➢ 全国中学学校运动会被取消，对许多运动员有很大的打击 
➢ 无法参加各种海外浸濡或交流活动 

 

● 长时间呆在家里，可能激化学生与父母的矛盾 
- 情绪积压在内心，无疏通的管道，需要心理辅导 
● 一些毕业生感到迷茫，毕业即失业 
- 经济不景气，因疫情失业率已经很高了 

此次冠状病毒给学生们带来的一些收获： 

● 通勤时间减少，睡眠时间增加，休息充足，有望提升学习效率 
● 课业不至于太繁重，有时间进行一定的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提升身体素质 
● 价值观上，学会了珍惜生命，珍惜生活中的点滴，不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的 
● 学会了感恩 
● 促进家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病毒被隔离了，许多家长有了更多的时间与孩子交流，无论是一起做运

动或者一起玩游戏，平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与家人一起进行活动，所以我

们应该珍惜这些时间 



3. 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 - 编辑成网站  
 
网站：https://181636y.wixsite.com/2020 
 

 

网站是我们最后决定完成的作品，即容易参考又能充分地将资

料充入。 

 

我们整齐地将资料分类，并且设计也非常的雅观。 

https://181636y.wixsite.com/2020


 
 
 
3.2. 最终材料 - 试点测 



 
3.3. 进步空间 

- 让网站支持手机阅读的模式 
- 疫情后，与目标听众分享心得 
- 制作歌曲让专题作业变得更欢悦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  

成振宇  
今年是我第一次做一个华文专题作业，一开始比较纠结，因为华文水平不是很好。

而且，因为今年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所以很多往来的东西，无论是最终报

告，还是访问，都需要改变，通过网络进行。这一年来，我不但华文水平进步了，

而且也促进与队员的感情。我非常感谢我的队员和老师，因为如果大家都没有一起

努力，我们是无法成功的完成专题作业。 
 
葉勇恒 
今年是第一次做华文专题作业,也是以往年不同,应为有疫情。今年也是与新的组员
做专题作业。做这项专题作业让我学到新的知识,增广见闻,开阔视野。我了解到许
多不同的国家对于新型冠状的看法与态度,使我能够以更客观以及全面的方式去思
考。我也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比如如何用Wix来制作网站。 

李丞浩  

今年是个不一样的一年。新型冠状病毒的到临导致专题作业无法如往常一样

进行。我们都无法亲自走出家里，必须在网上进行问卷调查以及访问，整体

专题作业的气氛也改变了。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做专题作业的同时学到了

新知识与更晓得如何客观的看时事动态，还学到生命的可贵，这在上课时是

感受不到的，所以难能可贵。 

卢秉阳 
 
冠状疫情对人们带来了很多打击，其中对教育的影响最大。但是，在许多国家的政

策背后，我们又理解多少呢？从我们的这个专题作业，我感觉我的视野广阔了。虽

然只是关于教育这方面但是从中，我更理解不同人对这件事的看法。除此以外，分

析这一方面是我第一次进行，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从中，我也获益不浅。

通过老师的指导，我也更能好好地掌握分析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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