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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乐施会等国际或地区组织正在积极开展有关全球公民

教育的教学实践，突显出相似的取向特征，对全球公民教育在正式教育中的实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它

们强调以认知、技能、价值与行动为培养方向，以多样性、批判性和行动力为核心议题，学习目标从简单

描述向批判性分析进阶，并以全校融合的系统化教学为主要实践模式。
〔关键词〕全球 公民教育 国际经验

新世纪以来全球公民教育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使得教育转型的意义日益

受到重视。以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并为此积极采取

行动的公民为目标的全球公民教育作为教育转型

的重要内容与目标，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外人才培

养的关键议题。 [1]近年来国内相继引介全球公民

教育的学理讨论和国别经验，但对国际组织与非

政府组织的全球公民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分析着墨

不多。本文剖析和比较四个国际与地区组织有关

全球公民教育的内容主题和实践路径，以期为相

关研究和全球公民教育在中国环境下的实践提供

参考。

一、国际或地区组织的实践与倡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 UN－
ESCO）在其长期于世界各地开展的实证研究基础

上，提出了包含学习目标和议题等多项内容在内

的全球公民教育框架，以为课程开发者、政策制定

者、教育者等相关人员提供实践指引。 [2]从 1997
年至今，乐施会（Oxfam）的全球公民课程已在世界

多地付诸实践，乐施会认为在这快速转型且互相

依存的世界中，全球公民教育能帮助学习者批判

且积极应对机遇与挑战。 [3]欧洲非政府组织救济

与发展联盟 （European NGO Confederation for Re－
lief and Development，简称 CONCORD）坚信全球公

民教育是帮助我们批判性地理解世界并创造全

球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向欧盟各国传达

全球公民教育理念，致力于提高欧洲非政府组织

的影响力，以促成公平、可持续的发展策略。 [4]此

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小学教师协会（Elementary
Teachers’Federation of Ontario，简称 ETFO）。为了

阐明全球公民教育的价值内涵并将其引入实际

课堂教学中，推出了涉及核心学习目标和教学与

学习实践两方面的两个“工作”模型，并为该地区

教师提供了丰富的全球公民课程示例和教学资

源。[5]

这四个国际或地区组织性质各异，影响范围

也不同（见表 1），但都秉持教育推动社会转化的

理念，提倡价值和行动导向的教育。并积极推动着

全球公民教育以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念框

架，为全球公民教育在中小学校中的实践提供了

理论和方法支持。

二、全球公民教育的内容主题

全球公民教育是一个涵盖广泛内容的“伞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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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Umbrella term），融合了众多已有教育理

念，如人权教育、和平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和多元

文化教育等，并致力于增进这些教育理念的共同

目标。[6]全球公民教育基于终身学习的视角，从幼

儿教育一直贯穿到成人教育，需要正式与非正式

教育途径的结合、课内与课外的参与。为了将全球

公 民 教 育 合 理 地 贯 彻 于 中 小 学 教 育 中 ，Oxfam、
UNESCO、ETFO 在其官方报告中都明确构建了全

球公民教育的核心主题框架 （见表 2，因 CON－
CORD 采用 UNESCO 的全球公民教育主题框架，

故在此不再重复）。虽然不同组织从学习的不同方

面着手，下设多样的培养内容，但在培养方向、核

心议题和学习目标上存在显著的共性。

表 2 Oxfam、ETFO 和 UNESCO 的全球公民教育主题

（一）培养方向：认知、技能、价值、行动

Oxfam、ETFO 和 UNESCO 均将全球公民教育

的培养方向划分为多个维度，主要涉及：认知、技

能、价值和行动。近年来，其价值和行动取向逐渐

突出。
Oxfam 认为，为了培养学生成为主动且负有

责任感的全球公民，应注重学生认知、技能和价值

观三方面的发展。虽然它在培养框架中没有明确

将行动力作为一个维度，但在其对“全球公民”的

定义中可以看出对学生参与和行动的重视。他们

认为：“全球公民应……是本地到全球不同层次共

同体的参与者；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和可持

续的行动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7]ETFO 采用埃

文斯（MarkEvans）等人的全球公民教育核心目标

模型，它由八个互相交叠且关联的主题组成（见表

2）。 [8]虽然埃文斯等人的全球公民框架并未像其

他组织的模型一样，将核心目标或主题划分在不

同培养维度上，但在其具体的主题表述上，可以表

明它同时注重对学生认知、价值观、能力和行动力

的发展。UNESCO 将全球公民教育划定为认知、社

会情感和行动三个领域，它们像三条支柱贯穿于

全球公民教育，并横生出三个维度的学习成果、学
习者特征和主题。 [9]其中认知维度包括为了更好

理解世界及其复杂性所需的知识和思维能力；社

会情感维度是指能使学习者在情绪上、精神上和

生理上都与他人互相尊重、和谐相处的价值、态

度和社会能力；行动维度则涉及行为表现、实际

应用和参与。这三个维度应互相联系且整合进学

习过程之中，并不作为单一的学习程序存在。
虽然三个组织的全球公民主题框架各自独

立，但以时间为线索，可见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公

民教育愈加强调其价值基础和行动导向。全球公

民教育不仅关注学生习得相应的知识、技能，同时

强调学习者能富有责任感，具有主动性地参与到

本地、本国与全球不同层面的实践活动之中。[10]

（二）核心议题：多样性、批判性、行动力

综合 Oxfam、ETFO 和 UNESCO 的全球公民教

育框架，其教育主题存在很大共性，三者都涉及全

球结构、和平与冲突、可持续发展、尊重多样性、
身份认同、公平与正义等共同主题。但基于对三

个组织全球公民教育主题框架和官方报告的分

析可见，“多样性”“批判性”和“行动力”是 Ox－
fam、ETFO 和 UNESCO 共同强调的三大核心和基

础议题。
全球公民教育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提出，

表 1 组织性质与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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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信息通讯技术飞速发展、跨国移民也大量增

多，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以及个体之间的交流与

互动从未如此密切。但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文

化、语言、宗教相差各异，这种密切交流也使得差

异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加剧。在此背景下，对全球联

系和多样性的理解与尊重是新时代公民立足于全

球竞争的基础，同时学会如何认识和处理多样化

与相对独立间的平衡也是全球公民应对差异化导

致的冲突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能力。[11]相应地，为

了避免全球化成为霸权国家的单向转移，创建和

谐的全球环境，批判性素养在培养全球公民教育

的内容中占据关键位置。全球公民教育在使学生

全面了解多样性的同时，应促进他们批判性地反

思所处的全球环境和关系，培养应对全球不公的

独立思维。[12]

（三）学习目标：从简单描述到批判性分析

UNESCO 和 Oxfam 都将全球公民教育主题按

照学习者年龄进行了渐进式的内容划分。Oxfam
的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包括六个阶段：5 岁前；5~7
岁 ；7~11 岁 ；11 ~14 岁 ；14~16 岁 ；16~19 岁。 [13]

UNESCO 的全球公民教育包含四个阶段，分别是

5~9 岁学前和小学低年级；9~12 岁小学高年级；

12~15 岁中学低年级和 15~18 岁中学高年级。 [14]

虽然由于具体课程的实施形式不同，UNESCO 和

Oxfam 全球公民教育的阶段划分存在差异，但他

们都随着教学对象年龄的增长，将学习目标从简

单描述到批判性分析发展。
基于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

特征，UNESCO 和 Oxfam 在各阶段学习目标中的

动词表述具有明显区别。以 UNESCO 为例（见表

3），5~9 岁学前和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应学会描述、
罗列、认识、命名相关主题；9~12 岁的小学高年级

学生，则被要求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区

分和比较；12~15 岁的中学低年级学生要逐步发

展自己的想法，得以进行讨论、评价、辩论；而 15~
18 岁的中学高年级学生则以发展批判性思维为

目标，能够批判性地对相关主题进行分析、审查、
评价和应用。

三、全球公民教育的实践路径

由于各组织全球公民教育项目的目标和运作

形式存在差异，他们对于全球公民教育多方实践

渠道的着重亦各有不同。Oxfam 在世界各地根据

当地教育情况开发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它侧重为

学校和教育者提供课程与教学法方面的指导。由

于 ETFO 的教师组织性质，它的目标也是为教师

传递更多教与学的策略，以推动全球公民教育在

实际课堂中的贯彻。但 CONCORD 作为非政府组

织联盟，它所面向的群体是欧洲各个国家，以及各

类平台、组织和网络，它所提出的全球公民教育实

施渠道更倾向于宏观统筹的考虑。而 UNESCO 作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引导者，近年来发布的研

究出版物和线下论坛为全球公民教育在世界范围

内的实践，提供了从宏观政策到课堂教学不同层

面的指导。综合各组织的建议，全球公民教育在正

式教育中的实践应采用全校融合的系统化教学模

式，具体路径涉及学校、课程、课堂和教师四方面。
（一）学校：贯彻于学校愿景与大环境之中

全球公民教育不只是将相关主题体现在课程

和教学中，各组织均强调它更需作为一种理念和

方向融入学校整体，体现在学校风气、规划和愿

景、学习环境以及学校与相关机构和社区的合作

等各方面。[15]

社会情感教育是价值导向的全球公民教育的

重要内容，学生的认知发展主要取决于课堂教学，

但价值、信仰系统和态度则是在与人交往的社会

化过程中形成的。故全球公民教育应直接体现在

学校的教育理念中，通过隐性课程去塑造全球公

民。此外，全校性质的活动也是培养学生主动性，

表 3 UNESCO 全球公民教育目标的渐进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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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全球公民教育学习机会的重要渠道，如国际

日、社团等。[16]

UNESCO 强调学校与社区（包含本地与全球）

建立联系的重要性，认为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参

与和体验能使他们对课堂中所学内容加以补充、
应用和内化。[17]

（二）课程：融入于跨学科课程与学科课程之中

从课程的角度，全球公民教育可体现于跨学

科课程中，也可整合于已有学科之中。跨学科课程

的方式有助于学生获得更系统的全球公民教育，

也能提高教师采用参与式、体验式教学的能动性。
Oxfam 的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国际文凭小学项目

课程 [18]，以及雷默思（Fernando M. Reimers）的《培

养学生改善世界的六十堂课》[19] 都为开展全球公

民教育提供了跨学科课程框架的参考。
此外，全球公民教育作为教育原则和理念也

能被整合于地理、外语、科学、音乐、艺术、体育等

已有学科中。Oxfam 例举了全球公民教育在各学

科中的融合形式。如，在音乐课中，学生可探索音

乐如何表达个人的认同和归属感；考虑如何运用

音乐对抗不公，改善社会；通过探索各种音乐传统

的交融和共同元素，发展对多样性和全球联系的

认识。在地理课中，学生可以对全球范围内影响人

们生活的议题批判性地提问、调研和参与；发展对

全球联系、相互依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解；通过真

实议题和数据发展核心地理能力；通过探究不同

民族、地区和文化的异同，以及不同环境中的价值

理念，讨论多样性和身份议题。[20]

（三）教学：执行于进步主义课堂教学之中

全球公民教育不仅需要传授相关主题内容，

更需要课堂中教学的变革。全球公民教育提倡以

学生为中心、参与式的进步主义教学方式，它包含

各类教学组织形式，包括项目式学习、合作学习、
体验式学习、服务性学习等。为创设以学生为中心

的参与式课堂，Oxfam 为教师开发了由五部分组

成的教学设计框架，包括提出问题、建立联系、探

究观点和价值、全球公民的回应、学习评价。 [21]

UNESCO 项目专家塔维尔（Sobhi Tawil）指出新时

代公民教育应从保守主义向进步主义方式，从内

容引导向程序引导、从基于知识向基于原则、从说

教传递向互动教学和批判性解释转变。[22]

埃文斯（Mark Evans）提出的全球公民教学实

践模型（参见图 1）被 ETFO 作为指导方针运用于

加拿大众多课堂之中。它基于全球公民教育研究

文献和实践，归纳了七点核心教学实践准则，包

括：营造互相尊重、包容和合作的课堂与学校氛

围；采用学习者中心和文化回应式教学手段；嵌入

真实表现性任务；引用全球导向的学习资源，帮助

学生联系本地并理解世界大背景；确保评价与学

习目标和教学之间的一贯性；为学生提供在课堂、
学校、社区的各类情境中开展体验式学习的机会；

体现教师的榜样作用。[23]除上述准则外，信息通讯

技术和社交媒体在全球公民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备

受重视。它们为将课堂与不同层面社群之间的沟

通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各式的通讯技术设备能为

学生的学习探究，创设真实情境，与其他相关人员

的交流提供工具支持。[24]

图 1 全球公民教育的核心教学实践准则 [25]

（四）教师：体现于教师培训与发展之中

在全球公民教育作为非独立学科进入学校教

育的进程中，教师作为概念的“解锁人”起着重要

作用。但当前大部分教师对“全球公民”及“全球

公民教育”的概念尚未形成系统理解，没有自信在

课堂中进行实践。[26]考试导向的大环境限制，也使

教师不足以获得相关培训和支持。[27]

CONCORD 指出为调动教师在教学中主动实

践全球公民教育，应通过职前和在职培训，加强教

师对全球公民教育概念的理解和认同，提高学习

和开展教学的主动性；帮助教师掌握并应用教学

法，实现教学转型；为教师持续提供理论和教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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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28]例如，香港 Oxfam 的“无穷校园”网站 [29]，成

立十多年间一直为教师提供资讯和服务，支援教

师深化贫穷与全球化议题教学。此外，UNESCO 指

出国际教师交换项目也是将教师置于其它国家、
文化、社会和新的教学法环境中的另一方式，以加

强教师对国际议题和趋势的理解，提高其交流和

教学专业能力。[30]

四、结语

全球公民教育包含了一个复杂、多元的话语

体系，从不同的理念出发，对其理解也各异。但基

于 UNESCO、Oxfam 等国际或地区组织的理念，他

们所倡议的全球公民教育则是在恐怖主义、极端

主义频繁出现，全球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

切的背景下，使人们学会“共同生活”，以价值和

行动为导向的教育。这为从学校教育出发定位全

球公民教育提供了借鉴，基于上述国际或地区组

织的国际经验，从实践角度出发全球公民教育应

注重：以价值为基础，行动为导向的培养方向；立

足本土，联系全球的内容安排；以及全校融合，系

统教学的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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