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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法国许多大学和高等院校均设置了自己的研究机构，

如巴黎政治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此外还有与政党

相关联的智库，法国左翼执政党社会党的主要智库

是 Jean Jaures 基金会，法国右翼政党有为数众多的

智库，比较知名的有协和基金会、革新政治基金会等。

另外，出于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法国一些大企业集

团均拥有自己的智库，如法国最大的制药公司赛诺

菲—安万提等。这些智库除了研究本行业领域的问

题，也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参与政治辩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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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Corporation and Impact of the Education Think Tank between EU and Its Member State  
——A Study of EENEE & DEPP

LIN Xin

Abstract: EENEE is one of the profession education think tanks at EU level, while DEPP is the official 
think tank under French Minister of N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 Research. The two think 
tanks cooperate in research and policy consulting, keeping consistency in the research and policy field of 
education subsidiary, teacher development, education diversity,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nd effectiveness of 
instruction, which reflects the inter-impact between EU and its member state. Depending on the unstable status 
of EU, it is important to do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on and research between education think tanks at different 
levels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EU education policy.

Key Words: EU Education Policy; French Education Policy; economics of education; teacher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of instruction; educational diversity


	外国中小学教育04－内页.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