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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它既是

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建设和平和推动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教科文组织是主管教育的联合

国专门机构，其教育部门在全球和地区的教

育领域发挥领导作用，致力于加强各国教育

体系并通过教育应对当今的全球挑战，尤为

重视性别平等和非洲。

2030年全球教育议程

教科文组织作为主管教育的联合国专门机构，负

责领导并协调2030年教育议程——旨在通过17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30年前消除贫穷的全球运动

的一部分。教育既是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关键，同时自身也是单独一项目标（可持续发展

目标4），即“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

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2030年教育行动框

架》为落实这一宏伟目标及各项承诺提供了指导

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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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53年，教科文组织启动了由16个会员国2的

33所中学参与的“在国际社会中生活——教

育领域中协调一致的实验活动方案”项目3。

该项目的宗旨是“在联合国及各个专门机构

的各项目标和各种活动中鼓励教育的发展，

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原则”4。

1.2
1957年，该项目更名为“国际理解与合作教

育联系学校项目”5；1963年，参与学校的数

量增加至42个会员国的191所。1971年，项

目重新更名为“国际合作与和平教育联系学

校项目”6，参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得到了加

强。教科文组织在《1998 –1999年计划与预

算》中首次把参与项目的137个国家4  224所

学校7称为“联系学校项目网络”8，并使用

了ASPnet这一缩写。

1.3
目前，联系学校网络这一全球性网络由182
个国家的11  000余所注册学校组成。随着这

一网络成员活动的多样化，其范围已经超出

最初的单一项目框架，因此“项目”一词已

经不再使用，该网络现称为教科文组织联系

学校网络。但是，ASPnet这一缩写维持不

变，以确保该网络的机构历史具有连续性。

历史沿革及名称

1 UNESCO Associated School Project Network (ASPnet): Historical Review 1953 – 2003, UNESCO 2003
2  比利时、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日本、荷兰、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瑞典、瑞士、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南斯拉夫（参阅：1954年1月21日教科文组织会议报告/ED/133）。

3 1952年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七届会议第1.341号决议后续行动。
4 1952年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七届会议第1.341号决议。
5 1957年2月4日UNESCO/ED/149文件。
6 ED/MD/19文件，1971年。
7 《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网络（ASPnet）——参与学校名单》，教科文组织，1997年。
8 《1998—1999年计划与预算批准本》，第29 C/5号文件，第06028段，教科文组织，1998年。

1 1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05/130509e.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61/126140EB.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02/110266Mb.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03/11039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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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联系学校网络的使命是把教科文组织的价值观和宗旨置

于参与学校的组织机构、课程、项目、政策等的显著位

置，在学生们“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网络注重 

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向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所界定的教育的四大支柱9。即： 

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和最为重要的一点—— 

学会共处。

2

9 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向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含其中》，教科文组织，1996年。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0/001095/109590eo.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0/001095/109590eo.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0/001095/109590e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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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联系学校网络促进《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和

《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价值观和原则，包

括基本权利和人的尊严、性别平等、社会进

步、自由、正义和民主、尊重多样性和国际

团结。10

3.2
联系学校网络服务于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任务11 

和主要职能，即：充当思想实验室，加强国

际和地区合作，培养机构能力和人的能力，

促进政策和标准的制定。网络通过倡导创新

型、创意型教学方法，把全球性理念转化为

学校层面的具体实践，推进教育体系和政策

的变革，以促进思想实验室的职能履行。联

系学校网络作为全球性网络，致力于促进世

界各地志同道合的学校之间的合作、知识分

享和伙伴关系。

10 1974年《关于促进国际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书》中已明确提及联系学校网络。
11 教科文组织负责协调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建设和平。

3.3
联系学校网络旨在为其成员提供机会，培

养对全球社会的归属感。网络还旨在促进

2015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实

现。网络着力促进实现关于全球公民教育

（GCED）和可持续发展教育（ESD）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4具体目标4.7—2030年教育。

宗旨3

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15244&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www.un.org/en/charter-united-nations/
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13088&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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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4

国际协调员

国家协调员

联系学校网
络在线工具 

(OTA)

图1：联系学校网络管理机构

国家协调员

国家协调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4.1
联系学校网络的管理机构包含以下三方：

a. 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国际协调员，

b. 参与国家的国家协调员，

c. 成员（教科文组织认证的联系学校网络成员学校）。

联系学校网络在线工具（OTA）用于在三方之间开展有效合作、网络联系和交流。

https://aspnet.unesco.org/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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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国家协调员

国家协调员由各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任

命12，负责监督联系学校网络在国家层面的

运作和管理，其中包括质量保证。在全国委

员会的领导下13，国家协调员把联系学校网

络各学校同国家主管部门和教科文组织国际

协调员联系起来，鼓励并支持本国联系学校

网络各项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国家协调员可

以由受权的团队或协调员协助工作。作为网

络成员与国际协调员之间的交流门户，国家

协调员负责传递国际协调员向成员发出的信

息并在必要和可能时为本国开展活动提供支

持，以及向国际协调员报告本国的联系学校

网络活动（参阅附件1：国家协调员的具体

任务；附件2：国家协调员的条件；附件3：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职责）。

4.2
国际协调员

国际协调员在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教育部门主

管联系学校网络的工作，负责网络的总体协

调和管理，在战略、技术和质量保证诸方面

向国家协调员提供指导。国际协调员经教科

文组织授权，与教科文组织各计划部门、总

部外办事处和机构协作，对联系学校网络成

员资格进行认证，指导教科文组织全球性项

目和活动的规划工作。国际协调员与国家协

调员保持经常性联系，为国家之间、地区之

间的合作提供便利，编制宣传材料并建立各

种机制，提高该网络作为变革促进者的影响

力。国际协调员根据国家协调员提交的年度

报告以及网络成员通过OTA在线工具提供的

信息，向教科文组织的理事机构报告联系学

校网络开展的各项活动（参阅第7部分：报

告制度）。

12 在一些国家，国家协调员由教育部等其他政府实体指定并在该实体领导下与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开展业务。
13 参见脚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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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成员

学校14构成联系学校网络的成员。各所成员

学校的校长指定一名联系学校网络联络人，

负责与本国的国家协调员和其他成员及伙伴

进行联络。学校是联系学校网络的主要行动

方，负责组织和开展各自的创新项目和有利

于全校法的其他活动和方法（也可参阅第8.5
节）。成员也是本国国家协调员和/或国际协

调员所发起项目的主要受益方和对象。其主

要任务之一是与本国国家协调员、国内外的

其他学校分享经验，以便互相学习；与其他

社群分享经验，以扩大联系学校网络的影响

（参阅第5部分，特别是第5.3节，了解成员的

职责。还请参阅关于联系学校网络参与学校

与教科文组织俱乐部之间区别的第8.12节）。

4.5
联系学校网络在线工具 (OTA)

OTA在线工具是一个重要平台，使联系学校

网络三个主要行动方彼此进行日常联络，以

管理涉及联系学校网络的所有行政事宜及与

项目相关的沟通工作，包括接纳新成员的程

序（参见第5.4节）。该在线工具是联系学校

网络社区相互分享思想、发掘资源、开展对

话和相互合作的空间。在线工具能够通过其

公共网站提高网络及其成员的知名度。在线

工具由教科文组织总部进行管理，但需要所

有的国家协调员和成员的参与；协调员及成

员均有各自的用户名和密码，以便直接更新

和上传信息。在线工具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

设备登录，无需使用办公室或家庭宽带。也

可利用公共场所的无线网络、电缆或卫星通

信上网。

14 “学校”一词指的是第5.1节所界定的各类各级教育机构。

https://aspnet.unesco.org/en-us/Pages/Default.aspx
https://aspnet.unesco.org/en-us/Pages/Membership.aspx
https://aspnet.unesco.org/en-us/Pages/Membershi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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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5

5.1
资格

联系学校网络向各国国家主管部门认可的

所有公立或私立学校和教师培训机构开

放。提供学龄前、初等、中等、技术或职

业教育或教师培训的正规和非正规机构均

有资格加入。15

5.2
标准

接纳标准主要是学校领导层和社区自愿承诺

通过以下方式促进教科文组织的价值观、理

想和工作：

a. 运用创新和参与式方式和方法，

b. 为所有学生提供安全、可持续、非

暴力、包容和有效的学习环境，

c. 与 本 国 和 其 他 国 家 的 学 校 开 展 

互动。

这些方面的承诺将在申请程序中加以审核。

成员还须保证履行下文所列的各项要求。

15 另请参见第8.2节——大学能否成为联系学校网络成员？
16 在一些国家，由规划会议取代。

      5.3
要求

成员须支持教科文组织的价值观和原则，须圆满

完成一系列任务，以展示并维持其成员地位。这

些任务是教科文组织为保证联系学校网络运作和

管理的质量，保证成员支持网络完成其使命和宗

旨而制定的最低标准。任务的内容如下：

a. 向国家协调员提交年度工作计划16，说

明预期成果；

b. 运用向其提供的模板（参见第7.2节）， 

向国家协调员提交年度报告；

c. 每学年至少参与一次教科文组织提议

的全球或地区项目、竞赛或活动，或

者参与由国家协调员提议的全国性相

关活动；

d. 运用OTA从联系学校网络日历中选取至

少两个联合国纪念日活动，让全校师

生员工参与；

e. 在学校公开展示经国家协调员指导或

由其提供的联系学校网络成员标志 

（参见第5.9节）；

f. （通过教职员工、家长和学生会议、

海报、学校网站等）向全校师生员工

通报联系学校网络成员情况；

g. 每年至少在OTA上将其信息更新两次 

（联系方式、学校统计数据和活动）， 

必要时可由国家协调员、另一成员或

伙伴协助（参见第8.4节）。

国家协调员可根据国情，与国际协调员协商，对

会员资格提出额外的要求。

https://aspnet.unesco.org/en-us/Pages/Membershi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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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表达
意向

1

国家协调员

审查
意向

2 3

国家协调员

4

教科文组织
国际协调员

5

图2：如何成为联系学校网络成员

学校

申请
成员资格

评估申请并
向教科文组织
推荐学校

批准并认证
成员资格

5.5
筹备期

建议候选成员在表示意向（图2：第1步）或向

国家协调员提交申请（第3步）后至少有一年时

间的筹备期。各国可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总体

指导原则下设计本国的预选或筹备程序。

5.6
认证

成员资格完全由教科文组织根据国家协调员的

推荐授予并认证（图2：第5步）。教科文组织

向学校和国家协调员发出成员资格电子确认

件。教科文组织还向国家协调员发出签署的认

证书原件，由其转交新成员。认证之后，学校

即被纳入全球性的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目

录，并收到教科文组织有关联系学校网络在线

工具使用的登录信息及辅导材料。只有经教科

文组织正式认证的学校方可称为联系学校网络

成员。

5.4
接纳程序

愿意加入联系学校网络的学校须通过OTA在线

申请。接纳程序在图2和附件5（教科文组织联

系学校网络成员接纳工作流程在线工具）中作

了详细说明。如遇到网上提交或接纳程序出现

困难等特殊情况，国际协调员可应要求向国家

协调员提供纸质版表格，通过邮政寄送申请。

学校无需交付入网费或任何会费。

5.7
期限

成员资格有固定期限，从三年到五年不等，由

国家协调员在规定范围内灵活决定。只要满足

所要求的条件，成员资格即可续延相同期限。

核验的主要途径是成员的年度报告（参见第7部

分），国家协调员可通过访问或其他监测及/或

评估措施，对报告加以补充。教科文组织亦可

进行有选择性的监测工作，以保证质量。

https://aspnet.unesco.org/en-us/Pages/Request-to-be-a-member.aspx


成员    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ASPnet）：国家协调员指南

12

图3：联系学校网络成员资格续延或终止

通知成员终止事宜
并抄送国家协调员

要求成员向国家协调员
退还教科文组织证书

及其他影视资料，停止使用
联系学校网络徽标

从在线工具目录
中删除成员

1 2 3

国家协调员评估：
-  成员报告，
-  其他可考虑因素。

成员达到要求

用电子邮件或信函
向成员确认续延

国家协调员

-  用电子邮件或信函
   通知成员未达到要求，
-  建议教科文组织终止资格

教科文组织

图3：联系学校网络成员资格续延或终止

成员未达到
要求

成员连续两年
未提交
年度报告

国家协调员

5.8
延续或终止

成员资格期满时，国家协调员告知成员是否圆满完成所要求的工作任务（参见第5.3节），并据

此向成员确认续延事宜或建议教科文组织终止其成员资格（参见图3）。

同时，成员可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国家协调员结束其成员资格，由国家协调员通报教科文组织。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教科文组织均向成员及其本国国家协调员确认终止其成员资格，并将其名称

从全球目录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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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伙伴学校”

在需要或必要时，国家协调员可与国际协调

员协商，制定非成员学校偶尔或定期参与联

系学校网络某些活动的方法或规划。教科文

组织仅认可获得认证的成员，但是鼓励获得

认证的成员经常性地与其他学校分享其经验

并开展协作，以增强联系学校网络的活动在

地方社区的外联和影响。正式授予成员的专

属权利不适用于这些“伙伴学校”。这些学

校既不列入联系学校网络目录，也不称为 

“联系学校网络”学校。

5.11
数量

一个国家可以拥有的成员数量不设上限。但

是，为了确保联系学校网络在某一国家的运

作和管理达到最优状态，鼓励国家协调员根

据可用的资源，将成员数量维持在一个可以

管理的恰当水平。国家协调员在推荐学校加

入时，应尽力确保学校来自不同地区和背

景，涵盖不同的教育层次。

5.9
视觉识别

向成员颁发的教科文组织证书应当展示在学

校的醒目位置。也可由国家协调员向成员发

放印有联系学校网络成员徽标的海报、标志

或旗帜。另外，还可以由学生制作壁画或绘

画，用以象征联系学校网络的成员资格。成

员有权根据教科文组织的规则和条例使用联

系学校网络成员的徽标（参阅附件4：教科

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徽标使用指南）。

5.10
成员资格认证

提交成员资格申请及教科文组织接受申请是

参与学校与教科文组织之间的道德契约，其

依据是参与学校自愿承诺支持联系学校网络

的使命和宗旨及教科文组织对此的认可。此

外，新成员可与本国国家协调员或全国委员

会签署协定或章程，写明视具体国情而确定

的成员资格要求、期限和续延条款，并完全

符合本指南的规定。此类国家文件的范本可

从OTA在线工具平台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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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及项目6

6.1
活动类别

联系学校网络的活动和项目可以由国际协调

员、国家协调员、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

和机构或成员学校自行制定。成员可以选择

其打算开展的联系学校网络的活动和项目，

但每年仍须参与国际协调员所发起的至少一

项活动或本国国家协调员提议的一项相关的

全国性活动（参见上文第5.3.3节）。一些特

定的国家或国际项目可以安排遴选程序。大

部分宣传活动向所有成员开放。 

6.2
主题重点

联系学校网络根据其使命和宗旨（参阅第2、 

第3部分），促进不同时期各类不同的全球

和国家目标的实现。在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4——2030年教育的背景

下，联系学校网络的主题行动领域包括：

a. 全球公民及和平与非暴力文化；

b. 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生活方式；

c. 跨文化学习及重视文化多样性和 

遗产。

鉴于教科文组织会员国所作出的决定，国际

协调员将与秘书处相关单位共同制定全球性

或地区性联系学校网络项目。

http://en.unesco.org/sdgs
http://en.unesco.org/sdgs
http://en.unesco.org/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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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教科文组织的参与计划是支持会员国根据本组织的正常计划优先事项开展的国家、分地区或地区性活动的途径。每一双年度的
计划与预算通过之后，可以经由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交建议以供批准。

6.5
供资

联系学校网络成员资格并不能给成员带来财务惠益。由成员发起的联系学校网络活动/项目需自

筹资金。但是，如有可用资金，参加由教科文组织或国家协调员召集的会议将可以得到全额或

部分资助。参与由教科文组织管理或推广的某些项目也可得到资助或联合资助。此外，国家协

调员可以申请通过教科文组织的参与计划对联系学校网络的活动进行资助或联合资助；制定该

参与计划的目的便是对会员国提出的倡议进行支持。17

6.3
国际日纪念活动

由国际协调员选定的国际日的纪念活动，是

传授和了解教科文组织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

良好切入点。供成员选择参与的国际日纪

念活动安排可从OTA在线工具上了解。必要

时，教科文组织可编制特定资料、材料和提

议供成员进行纪念活动。国际日纪念活动应

使全校师生参与，且在可能时制定针对全社

区的倡议。

6.4
指导和支持

成员将主要接受本国国家协调员的指导和技

术支持，并有机会学习最佳做法，以便规划

和开展自身的活动。教科文组织——更准

确地说是国际协调员、总部外办事处和机

构——将针对国际和地区项目向国家协调员

并通过他们提供指导和支持，还可从其他伙

伴调集资源对某些项目进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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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全球报告

每年，国际协调员均根据国家报告和补充数

据及信息（例如：从联系学校网络在线工具

和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事处收集的情况），

编制有关联系学校网络的简短全球报告，向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协调员和成员

分发。此外，国际协调员还定期为向教科文

组织理事机构提交的报告提供素材。

报告制度7

7.1
年度报告

报告是核验成员是否满足资格要求以及总体

质量保证的主要途径。报告制度对管理机构

中的国际协调员、国家协调员和成员每一方

均十分必要（参阅第4.1节）。

7.3
国家报告

国家协调员根据教科文组织所提供的模板编

制年度报告，并于每年1月15日之前在线提

交给国际协调员。国家报告以成员的报告为

基础，内容既有定性数据，也有定量数据，

对成员的工作情况及对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

的困难进行总结分析。国家报告所涵盖的一

年期的确切日期可因国家而不同，取决于各

国的校历制度等因素。

7.2
成员报告

国家协调员向本国的所有成员提供模板、提

交日期和年度报告指南。提交年度报告是成

员的义务（参阅上文第5.3.2节）。成员报告

为国家协调员向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提供

素材。除报告已完成的活动以外，成员报告

还应说明举办联系学校网络活动或倡议而引

起的变化或改进之处，以及所遇到的挑战和

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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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8

8.1
国家协调员的职位有没有固定任期？

没有。由各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决定。
一定程度的延续性可能有利于规划实施较大
型项目和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协作。

8.2
大学能否成为联系学校网络成员？

否。教科文组织另外设有大学网络——姊妹
大学及其大学网络计划/教科文组织教席计
划，用以促进国际大学间合作和网络联系。
联系学校网络成员资格在高等教育层面仅对
教师培训机构开放。

8.3
学术成绩优秀是否为获得联系学校网
络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

否。成员资格的最重要标准是学校领导层和
社区自愿承诺促进教科文组织的价值观和理
想（参阅上文第5.2节）。联系学校网络并
非“精英”网络，成员学校背景差异很大、
条件和资源水平各不相同。

8.4
成员使用联系学校网络在线工具

（OTA）出现问题怎么办？

使用这一在线工具对成员和国家协调员均非
常重要，任何技术问题均应尽快解决。在登
录在线工具或上传材料等方面遇到问题时，
国际协调员可以提供技术援助。对于设备或
网络连接方面的问题，国家协调员应向相关
成员提供帮助。其中包括通过移动技术或电
话传送信息、为其下载和打印文件夹，或动
员连接情况较好的成员协助把信息和材料上
传至在线工具。

8.5
全校法是什么样的方法？

全校法是包括全体学生、学校教职员工和伙
伴的方法，不仅通过课程、而且通过学校生
活的各个方面满足学习者的需求。这种方法
意味着全校采取集体、协作行动，改善学生
的学习、行为和健康，并改善相应的环境。

http://en.unesco.org/unitwin-unesco-chairs-programme
http://en.unesco.org/unitwin-unesco-chairs-programme
http://en.unesco.org/unitwin-unesco-chairs-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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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国家协调员是否必须对所有学校进行
正规评估才能编制国家报告？

不一定。成员报告是核验其活动和管理质量
的基本途径。但是，成员报告应当通过国家
协调员与学校之间的经常性交流——在线工
具上张贴公告、媒体报道等——加以补充，
为所报告的活动和成绩提供证据。定期的正
规评估如果可行，诚然是评估进展情况、确
保质量和对学校提供指导的极好途径，但在
编制国家报告时则不是必需的。

8.7
如果教科文组织制作材料使用的语言
不同于学校所用所教的语言，国家协
调员应采取什么办法？

教科文组织的大多数文件和材料是用本组织
的两种工作语言——英文和法文制作的。若
资金允许，文件或材料也可以译为联合国的
其他正式语文，即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
文和中文。翻译为其他语言则需要由当地安
排并支助。

8.8
成员可否申请教科文组织的资助？

否。教科文组织并非供资机构，无法向单个
学校提供财务支助。但是，国家协调员可根
据教科文组织的参与计划，通过全国委员会
提交对联系学校网络活动供资的建议（参见
脚注17）。

8.9
学校如果是其他国际网络的成员，是
否可以申请加入联系学校网络？

可以。但是，教科文组织提倡的是公平原
则，如果各候选学校积极性相同、资格相
当，则国家协调员可在认为有必要保持成员
数量的最高上限时，优先考虑尚无国际经验
和机会的学校。

8.10
国家协调员培训是否在教科文组织进行？ 

从2018年起，国际协调员每两年将对新的国
家协调员提供一项指导计划。教科文组织也
在为国家协调员编制网上资源，并可以安排
同行指导。教科文组织是否将为国家协调员
举办地区性和国际性会议及能力建设活动，
须视预算资金的可用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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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国家协调员是否应当为联系学校网络
和教科文组织俱乐部举办联合活动？

教科文组织鼓励其不同网络之间的协作。欢
迎联系学校网络和教科文组织俱乐部联合开
展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常常可以扩大外联和
影响。但是，必须注意到联系学校网络和教
科文组织俱乐部均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不
应混淆或以此为彼。因此，每一网络成员的
权利都应得到相应的尊重。

8.11
成员可以直接与国际协调员联系吗？

国际协调员不能与所有的单个成员直接互
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协调员将能够回
应成员的询问或要求，或向国际协调员获取
必要的信息和回应。但是，在特殊情况（例
如：涉及在线工具的具体疑问）下，成员可
以向国际协调员致函提出要求，并抄送本国
的国家协调员。

8.13
国家协调员是否可以受理“海外”学
校或设在国外的“国家”学校的加入
请求？

不可以。联系学校网络学校必须在所在国申
请加入网络，即使其按照另一国家课程大纲
或使用另一种语言授课。在线工具上的学校
地址决定加入申请将寄送哪一位国家协调员
评估。但是，国家协调员可以邀请“海外”
学校参与为本国联系学校网络成员举办的 
活动。

8.15
国家协调员或成员是否可以改变联系
学校网络徽标的颜色或形状，使之符
合地方文化或设计？

不可以。国家协调员或成员使用联系学校网
络徽标是由教科文组织指导原则所决定的，
必须得到联系学校网络所有行动方的尊重。

8.14
成员如何找到其他国家的协作伙伴或
与其结对？

国家协调员可以通过在线工具直接联系其他
国家的同行，或与国际协调员协商同特定国
家建立联系或请其提供咨询。OTA在线工具
有助于寻找伙伴，因为该工具载有世界各地
成员为寻找共同兴趣或契合点而张贴的项目
和材料，并设有专题搜索功能。国家协调员
和成员还可使用OTA在线工具的国家协调员
和成员学校目录，寻找并查询联系学校网络
或成员的网站及社交媒体网页，了解其工作
情况。

登录联系学校网络在线工具（OTA）：
https://aspnet.unesco.org/en-us

https://aspnet.unesco.org/en-us
https://aspnet.unesco.org/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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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阅脚注12。

附件1
国家协调员的具体任务

与全国委员会和成员协商，协助制定全国战略和年度工作计划

确保总体协调并向成员提供管理和技术指导，包括协助规划和实施项目和活

动，以及使用OTA在线工具

酌情制定并实施联系学校网络国家质量保证框架

定期更新本国成员学校目录，管理与接纳新成员和成员资格的续延或终止相关

的所有工作

编制并管理本国成员通讯录

监测本国的联系学校网络活动/项目，每年使用在线模板向国际协调员提交 

报告

与成员学校、其校长和联络人保持经常性联系，确定援助需求

发现并分享学校层面领导、管理、开展联系学校网络活动方面的最佳做法

建立国家和国际伙伴关系，以支持本国的联系学校网络活动和项目，以及分地

区和地区合作

协助教科文组织出版物和计划信息的翻译传播工作

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担任成员的代表

在回应国际协调员的邀请时，制定并实施透明、包容和注重性别平等的程序来

遴选参与者

积极参与同国家协调员同行进行的联系学校网络国家层面管理方面最佳做法的

交流分享

国家协调员是本国的学校、全国委员会和其他国家主管部门18与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协调员之间的

联系纽带，执行以下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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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国家协调员的条件

教育和学校管理的知识

有关教科文组织及其工作和职能的知识

管理、协调和人际关系的技能

项目管理和实施的知识和经验

流利的英语和/或法语（教科文组织两种工作语言）

宣传、交际和公共关系方面的技能

操作OTA在线工具所需的信通技术技能

国家协调员需拥有管理和交流方面的技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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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职责

向新的国家协调员及其必要的辅助工作人员提供指导简报和定期指导

将教科文组织的优先事项、计划和出版物情况通知国家协调员

使政府主管部门随时知晓联系学校网络的活动情况

便利国家协调员联系政府部门和本国的其他教科文组织网络（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办

事处、第1类和第2类机构和中心、教科文组织教席、文化遗产地、生物保护区、教

科文组织俱乐部，等等）

便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国家协调员与成员的联系及对成员的访问

向成员提供指导和展示其联系学校网络成员资格的影视材料，监测成员使用联系学

校网络标识的情况

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确保有利于国家协调员和成员参与国家、地区和全球活动的 

资源

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确保联系学校网络年度国家会议的资源

协助国家协调员的推广宣传工作

保证有充足的资源和支助服务，便利国家协调员的工作

全国委员会负责根据国家协调员的条件和所要求的工作任务（参阅上文附件1和附件2）任命联系

学校网络国家协调员19，并将任命正式通知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国际协调员。全国委员会向国际协

调员提供获得任命者的所有联系详情。

此外，还鼓励全国委员会承担以下工作任务：

19 参阅脚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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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联系学校网络标识使用指南

1. 宗旨

为了展示其与教科文组织的联系，鼓励联系学校网络国家协调员和由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

国际协调员）正式注册成员学校使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的标识。本指南具体说明了根

据“关于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称、简称、标识和因特网域名的指示”（第34 C/86号决议）使

用标识的条件。

2. 一般条件

a. 使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的一般条件由教科文组织确定，未经教科文组织事先书
面同意不得更改。

b. 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应当谨慎使用，以免造成公众对国家协调员、成员学校和教
科文组织各自独立地位的任何误读。

c.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在出售的物品和产品上使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

d. 由国家协调员或成员学校制作的出版物刊有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的，应显著刊
载如下免责声明：“国家协调员[国家名]/[名称]学校对本[材料]所刊载观点的选取和陈述以
及所表达的见解承担责任，这些见解不代表教科文组织的观点，教科文组织对此不承担任
何责任”。

e. 国家协调员和成员学校可在其举办的与联系学校网络相关的活动中使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
校网络标识，但不得授权他人以任何形式使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

f. 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的颜色可以为黑色、联合国蓝、或黑底白色。

g. 圣殿标志的高度用来衡量标识的大小。在展示标识时，圣殿标志任何时候均不应低于12 
毫米。

h. 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的标识可与成员学校自身的标识并置或另外单置。

i. 国家协调员和成员学校对其使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引起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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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协调员

3.1  国家协调员使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

国家协调员应使用的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例图如下：

 

 

标识由三个部分构成：

a. 由三个不可分割元素组成的教科文组织标识，即：圣殿标志、本组织全称和垂直虚线；

b. 联系学校网络徽标（标志加“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字样）；

c. “国家协调”字样和另起一行的“[国家名]”。

3.2  国家协调员获取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的步骤

国家协调员应从教科文组织秘书处（aspnet@unesco.org）获取国家协调员的教科文组织—联系

学校网络标识。

国家协调员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使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而无“国家协

调+[国家名]”字样，也不得使用教科文组织标识而无联系学校网络徽标。
!

UNESCO 
Associated 
Schools

National Coordination
Kenya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mailto:aspnet@unesco.org
mailto:aspnet@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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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员学校

4.1 成员学校使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

成员学校应使用的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准标识如下：

 

 

标识由三个部分构成：

a. 由三个不可分割元素组成的教科文组织标识，即：圣殿标志、本组织全称和垂直虚线；

b. 联系学校网络徽标（标志加“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字样）；

c. “成员”字样。

4.2 成员学校获取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的步骤

成员学校可从本国国家协调员处获取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

成员学校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使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网络标识而无“成员”字

样，也不应使用教科文组织标识而无联系学校网络徽标。!

Member of

UNESCO 
Associated
School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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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联系学校网络成员接纳工作流程在线工具

学校

国家协调

国际协调

图例

学校提交意向表

国家协调员 
对意向予以
积极考虑

国家协调员 
对意向 

不予考虑 谢绝

学校收到信息，
填报完毕申请表

表1

国家协调员 
获悉意向

学校收到 
确认信息

信息1

信息2

国家协调员 
审核意向

行动

行动

学校收到 
谢绝意向的信息

信息4

表2

赞同

信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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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9

学校提交申请表

表2

国家协调员 
收到申请表

信息5

国家协调员 
评估申请表

表2a

国家协调员 
不推荐学校

学校受到 
国际协调员欢迎

学校成为 
联系学校网络成员

学校收到谢绝 
申请的信息

信息6

国家协调员向 
国际协调员 
推荐学校

行动

国际协调员 
审核推荐

表2b

国际协调员 
不接受学校

行动

国家协调员 
获悉不接受

信息7

国家协调员接受推荐， 
接纳学校加入网络

行动

国家协调员收到 
接受的信息及证书

信息8

国家协调员向学校 
寄发证书

行动

赞同

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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