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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有朋友甩過來一個經典難題：加拿

大和美國哪個教育好？加拿大的第一感覺，教

育比不上美國那麼高大上。其實只說到了表像

，今天以我們自己親歷美加兩國，細聊更多的

差異，到底誰家的教育好？今天是第二期，後

面還有第三期，專門聊兩國幼教的差別。

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孩子同時拿到

了MIT，和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兩個學校的錄

取，都是電腦、工程之類專業，選哪一個學校

？

比較兩國教育孰好孰壞，很難，因為比較

的物件太大了。

有各種指標，但都只能反映某一個面。譬

如生均教育經費， OECD國家中，美國排名第

五，加拿大是12名，美國比加拿大強。

但另一個指標，小學生輟學率，美國是加

拿大的900倍。

還有些測量工具，譬如流行的 PISA標準

， OECD的報告等，能從不同角度提供參考。

所以，有人跟你說美國和加拿大教育哪裡

好，哪裡不好，一定要給他加上定語，是公立

教育還是私立教育，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

，是A省還是B州的教育等，甚至是某兩個學

區的比較。

第一個差異，是地區的不均衡。

美國是個地區人口差異很大的大國，教育

品質千差萬別。尤其是公立中小學教育，跟每

個地區的經濟水準、稅收、人口種族結構、教

育理念息息相關。

有網友總結，美國教育好的地方，全世界

最好，但差的地方，就像第三世界，這一點不

誇張。這是網友自繪一個用世界各國教育水準

來衡量美國各州公立教育，有搞笑成分，能看

到差異。

這是加拿大的，顯然，地區差異沒那麼大

。

美國的公立基礎教育，基本上是以學區來

劃分，最重要的是經費來源於該學區的房產稅

。越富有的學區，經費越充足，教育品質和生

源都要好。

因為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本來就很大，再

按照學區來劃分，教育品質差異拉的更大了。

即使在同一個郡，不同學區之間教育品質差距

都很大。

我們以前住的鎮，本科學歷以上人口比例

是 70%以上，教育品質很好，在全國都排得上

號。相反，在徐芳以前服務的布法羅內城學區

，學校幾乎天天有學生打架曠課等，老師都不

願意去那裡工作，教育品質可想而知。

而加拿大呢，貧富差距沒那麼大，加之教

育經費是以省份來統籌。所以，各個學區之間

也有差距，但沒有美國那麼大。這是一個基本

圖譜。

所以，去美國上學，選學區和學校很重要

，可以說是最需要考慮的因素。既涉及到教育

品質，還涉及到社區治安好壞等等，差別可能

是天上地下。加拿大也需要考慮，但沒有這麼

大差距。

第二個差異，是公立和私立的不同。

這也是理解美國和加拿大教育的異同的最

重要背景之一。美國的精英大學，或者說我們

仰視追求的名校，從研究型大學到文理學院，

多數都是私立大學。

加拿大則相反，大學是以公立為主，無論

是著名的大學還是學院。

很多家長可能在問，這有啥大區別？加州

伯克利不也是公立？沒覺得和斯坦福大學有啥

巨大區別。

最大的區別，是你未來付出的學費的差距

。私立大學主要靠校友捐款和學費等，學費非

常高，現在基本是 6萬美元一年起步，外加生

活費住宿費書本等雜費，八萬美元一年，相當

於人民幣五十到六十萬，四年本科就是兩百萬

元起。除非學生能拿到獎學金助學金之類的補

助。

加拿大大學學費便宜多了，因為是公立大

學，有更多政府撥款，像多倫多大學，本國學

生學費是6500加幣，留學生是45000加幣。

補充個背景知識，在北美，美國和加拿大

，大學學費的基本分類，

最貴的是國際留學生，拿著護照，從海外

申請到北美上學的。

私立大學，譬如美國

很多精英私立大學和文理

學院，學費和本國學生，

本地學生一樣。所以，去

美國這些私立名校讀書，

學費是無差別的。

但如果去美國的公立

大學讀書，譬如加州系統

的十多所大學，加州伯克

利、UCLA 等等，以及密

西根安娜堡、或者是各州

的州立大學，學費的差別

就大了。

非本州的學生，無論

是加州的，還是中國的，

付出的是一樣的學費，都

叫州外學費。

本州學生學費，需要

滿足在一個州住滿多長時間，以紐約州為例，

住滿一定時間，就是紐約州的居民。不管你是

不是美國公民，都算紐約州居民，孩子上學就

是按州內學費計算。

當然，只有本州的公立大學和社區學院，

才能給你這個優惠。像紐約州立大學系統，很

多所優質大學。以及眾多的地方大學、社區學

院，現在都是免學費了。（在讀和畢業後，需

要滿足一定條件）。

但在該州的私立大學並不一定有優惠，各

個學校政策不一樣。

加拿大簡單些，學費就是按本國學生和國

際學生區分。如果學生是加拿大公民或者永久

居民，付的是本國學生學費；留學生付的是國

際學生學費。本國學生學費比國際生的少太多

了。

有個國內不少家長關注的問題，美寶，出

生在美國有國籍，但未實際居住在美國的學生

，未來到美國上學，按哪個標準申請和繳納學

費？

這個看各個州的不同標準，譬如加州和紐

約州，標準都是不一樣的。總的原則是，根據

居住和納稅情況來認定，跟國籍沒有關係，也

就是說，美寶的美國護照在省大學學費上，沒

太多作用。

譬如加州，需要在當地居住和上學，要上

三年高中，或者其他條件，才能滿足當地居民

學費標準。不然都視為州外居民，學費跟國際

學生是一樣。

美寶在紐約州上大學，政策有點特殊，到

第二年可以享受本地學費標準。

另外要補充一點，美寶如果不在美國上高

中，將來申請大學，也需要考託福，申請條件

就跟國際留學生是一樣的。

之所以要把學費放在第一，因為美國大學

學費實在太貴了，對家長和學生來說，是一個

沉重的負擔。我們跟加拿大朋友聊，很多都覺

得美國大學學費漲的讓人難以承受，不願意去

花這筆巨額開支。

對很多加拿大的家長來說，在學歷過剩的

時代，哪怕是名校，學校的教育品質差距已經

沒那麼大了，但兩國大學學費差距很大。

美國私立大學現在基本就是五六萬美元一

年，外加生活費雜費等，四年就是 20多萬美

元。相比之下，加拿大的大學要便宜太多了，

本國學生五千美元左右，留學生大概乘以三。

學費貸款，已經成為美國中產一個沉重的

負擔。學生從名校畢業，找到工作，就要開始

還學貸，一直到成家立業後，跟著房貸車貸一

起。

回到開頭的問題，選滑鐵盧大學還是MIT

？

我毫不猶豫的說，當然選滑鐵盧大學，除

非MIT給全獎。

因為滑鐵盧性價比更高，MIT一年六七萬

美元的學費，學的並不一定就比滑鐵盧大學好

，工作也不一定找的好。

當然，如果MIT有獎學金，或者有家庭不

在乎那幾十萬美元的，多花點就多花點，讓孩

子去折騰，闖世界，順便還能拿名校的金字招

牌，這也沒問題。

結論，不同的教育系統，很難說誰更好。

因為投入、選拔和產出都是不一樣的。就看你

怎樣選擇了。是願意花幾十萬美元，讓孩子去

頂尖學府衝浪？還是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在另一個學術訓練差不多的學校讀書？

第三個差異，是教育模式的差異

教育模式上，美國是競爭型的教育，精英

教育為主，無論是學術、體育還是音樂藝術，

都想跑在世界前前沿。加拿大總體是平民教育

，更佛系，強調公平和身心健康。

加拿大學生的平時成績、學校考試成績，

重要性要遠遠大於課外成果。這是兩國學生，

在申請大學時，很大的一個不同。

美國大學申請，從本科到研究生，都非常

複雜，考察的因素很多，既有標準化考試，譬

如 SAT等，也有課程，譬如AP課程成績，還

有自我陳述，寫作樣本等。前年開始，興起一

股去掉標準化考試成績的潮流，非考試成分增

加，學生要做的事情更多了。

加拿大考察標準要單純的多，本科申請，

基本就是成績說了算。當然，競賽、體育也是

加分項。但對絕大部分學生，就是高中的學習

成績，尤其是最後兩年的成績。

像多倫多大學、滑鐵盧大學一些熱門專業

，錄取學生成績非常高，平均成績在 95分以

上。

加拿大的學校，從高中大學，競爭沒那麼

激烈。進入好大學的沒那麼難。不需要太多學

業之外的東西，跟父母是否校友、捐款、種族

這種關係更小。更純粹一點，就是學習。但也

意味著，如果你是這些額外因素的受益者，在

美國的機會則更多一點。

美國好的高中和大學，課程豐富程度要好

，給學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擴展空間，非常

優質的課程，興趣班等，以及眾多的體育文藝

路徑，為各種天賦和特長的學生，提供了充足

的通道。

美國教育體系對體育和藝術等的投入，是

加拿大學校遠遠比不上的，需要走這條路徑的

，當然會選擇美國。

美國頂尖大學更不用說，在聲譽和學術研

究上，還是獨霸全球的。

從經費投入，吸納的全球優秀人才上，美

國大學都是毫無爭議的霸主。從國家的整體投

入，校友捐款、學校每年獲得的學費經費都是

全球最多的。很多名牌大學富可敵國，有錢好

辦事，能提供眾多的項目和機會，給美國和全

世界的優秀學生、學者提供了無數的機會，這

是加拿大的大學整體上無法相比的。

加拿大畢竟是個人口只有3000多萬的小國

，比起美國 3億多人口，好大學的數量不在一

個量級，可選餘地要小很多。所以，也有些加

拿大學生到美國讀書。

美國教育系統還有兩個需要注意的特點。

一是校園安全問題。

大大小小的校園槍擊案，每年都有，這在

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

這是為人父母最擔心，滴答在美國上了 5

年學，真的是每一次早上送他上學，都會暗暗

祈禱，今天千萬不要有槍擊啥的。

當然，有的父母可能坦然些，覺得校園槍

擊的概率，就跟中彩票一樣，既來之則安之。

所以，也看家長的心態了。

學校為了應對可能的槍擊，經常會舉行演

練。所以，從K年級開始，孩子們就要學會如

何跑和躲，如何在槍擊中活下來。對年幼的學

生，這種心理衝擊是很大的。近年來，不少專

家學者和老師，也在反思演練對孩子造成的心

理創傷，是不是有必要？

加拿大的學校安全係數要高得多。

二是校園的政治化趨勢。

美國的公立學校系統，可能是全世界少有

，天天搞宣誓的。

每天早晨，所有學生一起把手放在胸口，

對著國旗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除

了宣誓效忠美國，God這個詞也是在誓言裡的

，雖然高院曾判定這個詞，沒有違背政教分離

的原則。）

作為一個從這種氛圍出來的人，我不喜歡

這種形式。

這些年，各種政治極端化的鬥爭，也蔓延

到學校。例如大學校園的言論自由爭議等。

孩子們多多少少會捲入了政治和意識形態

的派別，舉個例子，滴答小學二年級開始，就

會用一些兒童新聞雜誌，紐約州作為傳統藍州

，傾向自然是民主黨主流的建制派。我相信在

南部紅州，這樣的材料絕無可能進課堂的。

最近看到一個分析報導，“川粉”衝擊國

會失敗後，右翼重心下沉，將戰場從華盛頓轉

移到了郡和鎮議會、學校委員會等這一級。

一個明顯的後果是，原來平靜如水的鄉村

鎮、學校，經常上新聞成為輿論熱點，譬如墮

胎權、戴口罩，疫苗等。

最近還有一個運動，所謂的“焚書”運動

，一些重寫黑人歷史的，種族主義的書籍，被

某些地方判定不適合在學校傳播，被強令從學

校移除。這個事情在家長中引起很大的震動。

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

，當然也包括加拿大的學校。

兩國教育，還有很多小細節不同，譬如美

國的學校打分，用的是GPA系統，績點；加拿

大跟中國一樣，用的是百分制系統。

對華人來說，兩國對待中文的態度不同，

加拿大的華人社區氛圍更濃些。譬如美國大部

分地區，是很難買到中文學習的材料。但在加

拿大的中國超市，就賣中小學課本，人教版的

，以及各種中文雜誌。

在美國紐約州的社區圖書館，中文書只是

零散的夾雜在其他書籍中，數量極少。家長們

想要中文課本書籍，都是從國內運過去。

但在加拿大安省這邊，社區圖書館有專門

的中文書架，整個書架，都是各種中文書籍和

流行讀物等。對想學習中文和中國傳統文化的

學生來說，加拿大更友好些。

總結，美國教育強大在精英教育，但兩極

分化嚴重；加拿大更為均衡，對普通階層顯然

更為友好。

作為一個整體，加拿大比美國的教育更好

，更均衡，普通民眾能以低廉的成本，享受到

高品質的教育。

如果你在美國屬於中上階層，能住在好的

學區，或者能上私校，願意花更多的學費，那

你能享受到可能比加拿大更好的教育。反之，

你獲得的教育，大概率是比不上加拿大的。

美國和加拿大，哪國教育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