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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建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世界，并参与处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描述的可

持续性相关问题，人人都必须成为可持续性变革的推动者。人们需要具备知识、技

能、价值观和态度，方有能力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因此，教育对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至为重要，可持续发展教育尤为亟需，因为它使学习者有能力做出知情决策并采取

负责任的行动，为当代，也为后世子孙，保持环境完整、经济可行并创造一个公正的

社会。

本出版物指导读者利用教育，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文

为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了学习目标，并提出了拟议专题和学习活动，描述了从课

程设计到国家战略各个不同层面的实施情况。本文旨在从策略制定、课程编排和课程

设计等方面为决策者、课程编排人员和教育者提供支持，促进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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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起，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ESD）。教科文组织引领了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教育十年（2005‒2014年），目前本组织正大力倡导其后续工作“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计划”

（GAP）。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势头从未如此强劲。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迫切要求我们转变生活、思维和行动的

方式。要实现这种改变，我们需要新的技术、价值观和态度，增加社会的可持续性。

面对这种迫切的需求，教育系统必须厘清相关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引进能增强学习者能力的教

学法，敦促各教育机构在其管理结构中纳入可持续性原则。

新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清楚体现对适当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教育被单独作为一个明确的 

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4。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也涵盖了多个与教育有关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教育不仅本身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还是实现所有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手段。它既是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项关

键战略。

本出版物旨在为教育专家们提供一部指南，以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利用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从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对于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这部指南都标明了指

示性学习目标，并提出了拟议的专题和学习活动。指南中还介绍了从课程设计到国家战略等不同层级的

实施方法。

这部指南不是为了作出任何硬性规定，而是要提供指导和建议，以便教育者根据具体的学习环境作

出选择和调整。

我坚信，这部指南将有助于培养所有学习者的可持续性相关能力，让所有人都为实现我们雄心勃

勃、至关重要的全球议程作出贡献。

教育助理总干事

唐虔博士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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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可持续发展目标——改变我们的世界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2015年）。这项新的

全球框架旨在改变人类的前进方向，引领人类走上

可持续的道路。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

+20）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时起，这项

框架历经三年时间终于制定完成，在此期间，联合

国会员国纷纷投身于这一进程，世界各地数百万人

和数以千计的行为体参加了各国调查。

《2030年议程》的核心是17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这些普遍的、具有变革意义的、包容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描述了人类面临的重大发展挑

战。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见表1）旨在确保现在

和将来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可持续、和平、富

足和公平的生活。这些目标涉及的全球挑战对人类

的生存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了自然环境

的承载限度，也为自然资源的使用设定了关键阈

值。这些目标确认消除贫困必须与经济建设战略齐

头并进。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同时，

这些目标还针对一系列的社会需求，包括教育、保

健、社会保障和工作机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

阻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的系统性障碍，例如不平

等、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薄弱的机构能力和环境 

退化。

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全世界所有人，包括政

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都贡献出一份力量。期望

各国政府掌握自主权，建立国家框架并确立政策和

措施，促进落实《2030年议程》。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其具有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从南到北，地球上的

所有国家都是它的适用对象。所有签署《2030年议

程》的国家都要以增进繁荣为目标调整自身的发展

努力，同时保护地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角度来看，所有国家都处于发展

阶段，所有国家都需要采取紧急行动。

表1.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 无贫穷：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2. 零饥饿：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
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3. 良好健康与福祉：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
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4. 优质教育：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
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5. 性别平等：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
女童的权能

6.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
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7.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
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
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
获得体面工作

9.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建造具备抵御灾害
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
工业化，推动创新

10. 减少不平等 –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 
平等

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
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12.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
产模式

13.  气候行动–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

14.  水下生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
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15.  陆地生物 –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
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
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

16.  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
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
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17.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 加强执行手段，重
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来源：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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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持续发展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重要手段

“我们必须彻底改变对教育在全球发展
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因为教育是个人
福祉和全球未来的推进器，……今天，
教育尤为任重道远，要契合21世纪的各
种挑战和愿景，培养实现可持续的包容
性增长以及和平共处所需的正确价值观
和技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 • 博科娃

“教育不仅能够而且必须促进全球可持
续发展新愿景。”
（教科文组织，2015年）

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需要彻底转

变思考和行动的方式。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可持续性

变革的推动者，这样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世

界，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描述的可持续性相

关问题。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人们需要掌握必要

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增强自身的能力。

因此教育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不

是所有的教育都支持可持续发展。有些教育仅以促

进经济增长为目的，或许会导致不可持续的消费模

式增加。现已完善的可持续发展教育（ESD）方式

使得学习者能够作出知情决定和采取负责任的行

动，从而促进环境的完整、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公

正，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

可持续发展教育旨在发展个人的能力，增强其

权能，以便其从地方和全球视角出发，审视自身行

为，思考这些行为在当下和今后对社会、文化、经

济和环境的影响。还应当增强个人在复杂环境下以

可持续的方式采取行动的能力，这需要人们开辟新

的前进方向，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进程，推动社

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可持续发展教育也被视为优质教育的组成部

分，为终身学习概念所固有：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从非正规教育到正规教育，所有教育机构都可

以而且应当把着力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视为自身的

责任，培养可持续性相关能力。可持续发展教育提

供了一种重要的教育，从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来

看，它与所有学习者都紧密相关。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全方位的变革式教育，涉

及学习内容和成果、教学法以及学习环境。因此，

可持续发展教育不仅是在课程中融入气候变化、减

贫和可持续消费等问题，还能创造互动式的、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气氛。可持续发展教育要求从 

“教”转向“学”。它要求实行注重行动、变革的

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支持自主学习，鼓励参与和协

作，注重解决问题和跨学科学习，强调把正规与非

正规学习联系起来。只有运用这种教学法，才有可

能发展必要的重要能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这一点正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可持续发

展教育的这种作用在三次开创性的全球可持续发展

问题首脑会议上得到了确认，包括：1992年在里约

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 

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

界首脑会议（WSSD）；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UNCSD）。可持续

发展教育还得到了其他全球关键协定的认可，例如 

《巴黎协定》（第12条）。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05-2014年）

(DESD)旨在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做法融入教育和

学习的方方面面。此外，“十年”意在鼓励改变

知识、价值观和态度，其愿景是为所有人创造一个

更加可持续、更加公正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教育

全球行动计划》》(GAP)获得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核可（2013年11月），得到联合国大会 

A/RES/69/211号决议承认，于2014年11月12日在教科

文组织世界可持续发展教育会议（于日本爱知县名

古屋举行）上启动，其目的是立足于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教育十年，推广可持续发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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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4.7 

到2030年，确保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
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具体做法包括开展可持
续发展、可持续生活方式、人权和性别平等方面
的教育，弘扬和平和非暴力文化，提升全球公民
意识，以及肯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
的贡献。

来源：联合国，2015年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具体目标4.7明确承认可持续发展教育与教科

文组织作为一项补充办法予以推广的全球公民教育

（GCED）一样，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1与此同

时，有必要强调可持续发展教育对所有其他16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也是至关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

总体目标是培养学习者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跨领域能

力，通过促成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改变

个人的行为，可持续发展教育能够极大地推动所有

各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让每个人都能为持续发

展贡献一份力量。可持续发展教育能够让个人在认

知、社会情感和行为等方面获得具体的学习成果，

使其有能力处理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特定挑

战，从而促进该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通过让人

们掌握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以便不仅理解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意义，而且作为知情的公民积极参与催生

必要的变革，可持续发展教育能让所有人为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3. 这部指南由谁使用，如何使用？

本出版物旨在就如何利用教育，特别是可持续

发展教育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读者提供指导。

针对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出版物都确定了学习

目标，提出了拟议的专题和学习活动，并描述了从

课程设计到国家战略等不同层级的实施情况。本文

件旨在支持决策者、课程开发人员和教育者设计战

略、课程和科目，促进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学习。本文件并非硬性规定，而是就学习主题和

目标提供指导和建议，供教育者作出选择并进行调

整，以适合具体的学习环境。

教育者可利用本指南制定培训方案、编写教科

书、开发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和规划展览。本指

南不仅能为正规教育机构的教师或课程设计者提供

1. 《全球公民教育：专题和学习目标》，教科文组织，2015年。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9/232993e.pdf

帮助，还能协助培训师制定专业的能力建设方案，

或者帮助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设计非正规教育课

程。决策者在制定教育政策或战略时，会发现本指

南有助于其审度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目标

有关的核心思想。对有些人来说，这部指南能使其

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及可持续

发展教育中注重能力的教学和学习方法。对其他人

而言，本指南中提供的指导和推荐的额外资源或许

能加深其对上述概念的认知。本指南还能用于扩大

目前在可持续发展教育和相关领域开展的工作，这

些相关领域包括全球公民教育、人权教育、环境教

育和其他教育。

考虑到本指南的目标群体多样性，而且可能采

取不同的方式使用本指南，因此只是一般性地概述

了针对每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目标、拟议的

专题和活动。作为一部一般性指南，本指南并不专

门针对任何具体的学习者年龄组、学习环境或国家/

社会-文化背景。本指南适用于世界各地所有年龄

段的所有学习者，可在各种学习环境下应用，当然

在具体实施时，必须按照各国和各地的具体情况作

出调整。对于每项学习目标，教育者和课程开发人

员都必须明确规定受教育者要达到的水平（例如，

从初等教育的“基本知识”到高等教育的“专门知

识”）。

本指南所述学习目标、专题和活动并非详尽

无遗，也不是最终结论，应将其视为一般性指导。

虽然学习目标涵盖了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

要学习成果（包括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并

且旨在普遍适用于全世界，但它们仅仅传达了核心

思想。因此，这些目标必须有适当的与当地情况相

关的专题作为补充，并时常更新，以反映我们这个

飞速变化的世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其中一些内容

可能已经成为现有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

下，本指南可作为补充资源或参考资料，用于审查

或力图加强现有计划。

本文件的核心部分总结了学习者通过可持续

发展教育培养的重要能力，并针对17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每一项概述了指示性学习目标、专题和教学

法。随后用一个较短的章节就如何在不同的教育层

级和各种环境下实施本指南提供了指导。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9/232993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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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目标

可持续发展教育能培养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都相关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跨领域能力。

可持续发展教育还能带来具体的学习成果，为

实现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必要的支持。

1.1. 促进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跨领
域重要能力

全世界各个社会都力求跟上技术和全球化发

展的步伐，但却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

括：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人们更具

个性，社会变得越加多样化；经济和文化差距扩

大；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人们的脆弱性

增大，更容易遭受来自自然和技术的伤害。人们可

以获得的信息量迅速增加。我们必须采取创造性的

自发行动才能应对所有这些问题，因为所涉情况非

常复杂，墨守成规地解决问题是行不通的。人们必

须学会理解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必须能

够相互合作，表达心声并采取行动，促成积极的变

化（教科文组织，2015年）。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人

称为“可持续发展公民”（Wals，2015年；Wals和
Lenglet，2016年）。

可持续发展公民必须掌握一些重要能力，以

便建设性和负责任地参与今天的世界，这一点已经

是一项普遍共识。能力涵盖了个人在各种复杂背景

和情况下开展行动和自我发挥所必需的特定属性。

能力中包括认知、情感、意志和动机要素；因此实

际上是知识、才能和技能、动机和情感倾向的一种

相互作用。能力是教不会的，必须靠学习者自己培

养。能力来自经验和思考，从行动中获得（教科文

组织，2015年；Weinert，2001年）。

重要能力是指跨领域能力，全世界所有年龄

段的学习者都必须具备这种能力（不同年龄段培养

不同的能力）。可以将重要能力理解为一种横向、

多功能和不受所处环境影响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

会取代在某些背景和环境下顺利开展行动所需的

特定能力，而是涵盖了后者，并且侧重点更广泛

（Rychen，2003年；Weinert，2001年）。

以下重要能力通常被认为对推进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见de Haan，2010年；Rieckmann，2012
年；Wiek和其他人，2011年）。

表1.1.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能力

系统思维能力：认识和理解相互关系的能力；分
析复杂系统的能力；思考各个系统如何嵌入不同
领域和不同范围之内的能力；应对不确定性的 
能力。

预期能力：理解和判断未来多种可能性的能力 
（如判别有可能、很可能及理想的未来趋势）；
形成自身对未来的判断；未雨绸缪的能力；评估
行动后果的能力；应对风险和变化的能力。

规范能力：了解和思考行为背后的规范和价值观
的能力；在出现利益冲突、面临取舍、知识模糊
和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就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原
则、目标和具体目标开展磋商的能力。

战略能力：共同制定和实施创新行动，在地方一
级和更高层面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协作能力：向他人学习的能力；理解和尊重他人
的需要、观点和行动的能力（共情能力）；理解、
关心和关怀他人的能力（共情式领导能力）；在一
个团队中处理冲突的能力；推动以合作和参与的
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批判思维能力：质疑规范、习俗和意见的能力；
反思自身价值观、认识和行动的能力；在关于可
持续发展的对话中站定立场的能力。

自我意识能力：反思自身在当地社区和（全球）
社会中的作用的能力；不断评估并进一步激励自
身行为的能力；处理自身情感和欲望的能力。

综合的解决问题能力：这种总体能力融入了上述
各种能力，涉及运用不同的解决问题框架处理复
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制定可行、包容和公
平的解决方案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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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能力表明可持续发展公

民尤其需要应对当今复杂的挑战。这些能力对所有

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很重要，能够让人们将不同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从而看到《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宏伟蓝图”。

可结合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跨领域能力理解下文

中概述的具体学习目标。例如，针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1“无贫穷——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的具体学习目标之一可被界定为“学习者了解贫穷

的根源和影响”。可以通过在一些国家开展贫穷个

案研究获得这种知识。与此同时，这种学习活动能

让人感受到影响贫穷的多重因素，从而提高人们的

系统思考能力。但系统思考能力并不局限于系统地

反思贫困问题。作为一项重要能力，它还能帮助学

习者理解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中的复杂的相互

关系。

为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具体的学习

目标至关重要。但不要忘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能力可为我们走入可持续世界提供支持，千

万不要将学习目标与这些能力分割开来，必须一

并追求实现学习目标和这些重要能力。正因为如

此，本文件概述的学习方式和方法中也借鉴了能

力发展的典型案例。在使用本指南框架时，应鼓

励教育者思考其教育活动除了能实现下一节所述

针对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学习目标之外，

还能促进哪些重要能力。

1.2.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学习目标

下文描述了针对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学

习目标。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认知、社会情感

和行为领域的学习目标。

认知领域涵盖了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挑

战所需的知识和思考技能。

社会情感领域涵盖了有助于学习者开展协作、

磋商和交流沟通以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社会

技能，还包括推动学习者自我发展的反思技能、价

值观、态度和动机。

行为领域描述了各种行为能力。

此外还针对每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概述了指示

性专题和教学法。



1..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目标      教育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学习目标

12

1.2.1. 可持续发展目标1 | 无贫穷 |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表1.2.1.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无贫穷”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理解极端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并能够批判性地反思隐藏在

其背后的文化和规范方面的臆想和习俗。

2. 学习者知晓赤贫和极端富裕在当地、全国和全球的分布情况。

3. 学习者了解贫困的根源和贫穷的影响，例如资源和权力分配不均、殖

民、冲突、自然灾害引发的灾难和其他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环境退

化和技术灾害以及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和措施。

4. 学习者懂得极贫和极富这两个极端如何影响基本人权和需求。

5. 学习者了解减贫战略和措施，能够辨别弥补不足和强化能力的解决贫

困问题的办法。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与他人合作，以增强个人和社区的能力，改变权力和资源

在社区内外的分配情况。

2. 学习者能够提高人们对贫富两极的认识，并鼓励开展对话寻找解决 

方案。

3. 学习者能够对贫穷问题有敏感认识，同情并声援贫困人口与弱势 

人群。

4. 学习者能够辨别有关贫困的个人经验和偏见。

5. 学习者能够批判性地反思自身在维护全球不平等结构中的作用。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规划、实施、评估和推广有助于减少贫困的活动。

2. 学习者能够公开提出要求和提供支持，以制定并整合社会和经济公正

促进政策、减少风险战略和消除贫困行动。

3. 学习者能够评估、参与和影响与当地、国内和跨国企业涉及产生和消

除贫穷的管理战略有关的决策。

4. 学习者能够在自身的消费活动中考虑到减贫、社会正义和反腐败等 

因素。

5. 学习者能够提出解决方案，解决与贫困相关的系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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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1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无贫穷”的拟议专题

明确什么是贫穷

极贫和极富在全球、全国和当地的分布情况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措施的重要性

经济资源方面的平等权利，以及有机会获得基本服务、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
和控制、继承、自然资源、适当的新技术和金融服务，包括小额信贷的重要性。

贫困、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和压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血汗工厂、童工和现代奴隶制等贫穷状况下的工作条件

穷人和弱势人群应对困境的能力

贫穷的后果，例如营养不良、儿童和产妇高死亡率、犯罪和暴力

发展合作

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基于有利于穷人和对性别有敏感认识的发展战略的政策框架

方框1.2.1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无贫穷”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学校和大学之间发展伙伴关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

在地方和全球规划并开展关于贫穷问题的提高认识活动

规划一个由学生经营的公平贸易产品销售公司

与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或社区团体开展合作，规划并提供在当地学习和/或参与服务
的机会，以增强穷人的权能，降低穷人面对各种危害的脆弱性，提高其应对困境的能力

在一些国家进行案头研究，或者在地方进行短期调查或采访，以便对贫富问题开展个案
研究

提供在减贫组织实习的机会

制定题为“贫穷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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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可持续发展目标2 | 零饥饿 |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表1.2.2.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了解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知晓其对人类生活的主要生理和心

理影响，了解特定弱势群体的情况。

2. 学习者了解饥荒和营养不良现在和历史上在当地、全国和全球出现的

次数和分布情况。

3. 学习者知道在个人、地方、全国和全球层面导致饥饿的主要推动因素

和根本原因。

4. 学习者知晓可持续农业原则，理解法定的土地和财产权是促进可持续

农业的必要条件。

5. 学习者理解需要通过可持续农业战胜全球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知道其

他克服饥饿、营养不良和恶劣饮食问题的战略。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就消除饥饿、促进可持续农业和改善营养状况的问题和联

系进行交流。

2. 学习者能够与他人协作，鼓励和增强妇女权能，以战胜饥饿、促进可

持续农业，改善营养状况。

3. 学习者能设想一个没有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

4. 学习者能够反思自身价值观，并能应对与战胜饥饿、改善营养状况和

促进可持续农业有关的不同价值观、态度和策略。

5. 学习者能够对忍饥挨饿，营养不良的人报以同情、负责任和团结的 

态度。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从个人和地方两个层面开展评估并采取行动，以战胜饥

饿，促进可持续农业。

2. 学习者能够评估、参与和影响与涉及战胜饥饿和营养不良以及促进可

持续农业的公共政策有关的决策。

3. 学习者能够评估、参与和影响与当地、国内和跨国企业涉及战胜饥饿

和营养不良以及促进可持续农业的管理策略有关的决策。

4. 学习者能够批判性地看待自身作为积极对抗饥饿挑战的全球公民的 

作用。

5. 学习者能够改变自身的生产和消费习惯，促进战胜饥饿，增进可持续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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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2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的拟议专题

明确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定义

特别容易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群体

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主要推动因素和根源，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土壤质量降低
之间的关系

饥饿和营养不良给人民健康和福祉造成的后果，包括为适应环境而进行迁徙等做法

与食物相关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文化功能

饥饿与食品丰富、肥胖和食物浪费的对比

全球食品——进口、出口、经济作物、国际税收、补贴、贸易系统、优点、风险和使用
转基因生物方面的挑战（GMO）

与饥饿和可持续农业有关的机构和运动，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食品监
察组织、慢食组织、社区农业组织以及国际农民运动组织“农民之路”等

可持续农业的概念和原则，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做法、有机农业、生物动态耕种、永续
农业和农林间作

种子、植物和动物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是野生物种的多样性

方框1.2.2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演示小规模生产者相较于大企业在受到税收、补贴、关税和配额等因素影响的全球市场
上发挥的作用

对地方或全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系统和/或自然灾害和灾难对食品生产系统的影响开展
情景规划和分析

对旨在消除饥饿、减少食物浪费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的适当和不适当的公共政策或企业管
理战略开展分析和研究

对开展可持续农业实践的地点开展短期调查和实地考察

从农场到餐桌对食品进行全线跟踪——跟踪粮食的生长、收割和料理过程，例如开展城
市或校园园艺项目

让学生参与将剩余的食物送给有需求的人

开展食物生命周期分析（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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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可持续发展目标3 | 良好健康与福祉 |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表1.2.3.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知悉健康、卫生和福祉的概念，可以进行批判性反思，包括了

解性别平等对健康和福祉的重要性。

2. 学习者知悉最严重的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以及最脆弱群体和地区在

发病、疾病和过早死亡方面的情况和数据。

3. 学习者熟悉健康和福祉问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并了解广告宣

传的效果以及促进健康和福祉的战略。

4. 学习者知晓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学习者了解仇外心理、歧视和欺凌等

行为对心理健康和情绪状态的负面影响，知道酒精、烟草或其他药物

成瘾如何对健康和福祉造成损害。

5. 学习者知悉可促进积极的身心健康和福祉的相关预防策略，包括性健

康和生殖健康信息以及预警和减少风险策略。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与疾病患者互动，并能同情其处境，体会其心情。

2. 学习者能够就性健康与生殖健康以及福祉等问题进行交流沟通，特别

是支持旨在促进健康和福祉的预防策略。

3. 学习者能够鼓励其他人作出有利于促进所有人的健康和福祉的决定并

开展行动。

4. 学习者能让人们对健康生活和福祉有全面的了解，并能阐明相关的价

值观、信念和态度。

5. 学习者能够承诺为自己、家人和其他人促进健康和福祉，包括考虑在

健康和社会福利领域担任志愿者或从事专业工作。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促进健康。

2. 学习者能够为自己、家人和其他人规划、实施、评估和复制旨在促进

健康（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福祉的策略。

3. 学习者有能力感知他人的帮助需求，并且有能力为自己和他人寻求 

帮助。

4. 学习者能够公开要求和支持制定旨在促进健康和福祉的政策。

5. 学习者能够提出办法，解决要求以可承受价格提供药品的公共利益与

制药行业私人利益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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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3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的拟议专题

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

弱势群体和最脆弱地区的健康问题，并认识到性别不平等可能对健康和福祉产生的影响

促进健康和福祉的直接策略，例如疫苗、健康食品、体育锻炼、心理健康、医疗咨询、
教育以及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教育（包括避孕和安全性行为教育）

促进健康和福祉的间接策略（公共卫生），例如关于以下方面的政策计划：医疗保险、
价格实惠的药品、卫生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保健服务）、药物预防、知识技术转
让、减少污染和污染物、预警以及减少风险

关于生活质量、幸福和快乐的哲学和伦理概念

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教育，包括计划生育教育

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他疾病或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性态度

道路交通事故

超重和肥胖、运动不足和不健康食物

化学品，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及污染物

方框1.2.3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在城市设立信息宣传站，例如设立关于“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的宣传点

观看与健康的行为方式相关的视频（例如使用安全套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拒绝吸毒……）

参与关于什么是健康生活和幸福的伦理性和反思性的写作或讨论

重病患者和药物严重成瘾者等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组织关于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策略的培训（例如参加体育锻炼、制作健康食物、使用避
孕套、安装防蚊帐、检测和管理水源性疾病的来源）

开展关于流行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的项目——“成功与挑战”（疟疾、寨卡病毒、 
埃博拉病毒等）

制定题为“活得长久好吗？”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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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可持续发展目标4 | 优质教育 |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表1.2.4.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4“优质教育”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理解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机会（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方面的重要作用。

2. 学习者认识到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不仅是

一项基本人权，而且是保障实现其他权利的基础。

3. 学习者了解在获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情况，特别是男童与女童之间以

及农村地区的教育不平等，并认识到缺乏平等获得优质教育和终身学

习机会的原因。

4. 学习者了解文化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提高对以下方面的重要性的认识：全民接受优质教育、以

人为本的全面教育办法、可持续发展教育及相关办法。

2. 学习者能够通过参与式的方法激励其他人并增强其能力，以要求获得

并利用学习机会。

3. 学习者能够认识到教育的内在价值，并能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分析和

确定自身的学习需求。

4. 学习者能够认识到自身的技能对于改善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就业和创

业的重要性。

5. 学习者能够亲自参与可持续发展教育。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在不同层面有助于促进和落实全民优质教育、可持续发展

教育以及相关办法。

2. 学习者能够促进教育中的性别平等。

3. 学习者能够公开要求和支持制定旨在促进以下方面的政策：自由、公

平和优质的全民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和相关办法以及安全、无障碍

和包容的教育设施。

4. 学习者能够促进增强青少年的能力。

5. 学习者终生都能利用一切机会来完善自己的教育，并在日常生活中运

用所学知识促进可持续发展。



教育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学习目标     1..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目标

19

方框1.2.4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4“优质教育”的拟议专题

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且是保障实现
其他权利的基础

《2030年教育议程》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和成功案例

在各级为所有人提供包容、平等的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学
习，包括使用信通技术）对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缺少受教育机会的原因（例如贫穷、冲突、灾难、性别不平等、缺乏公共教育资金、 
私立教育日益增多）

全球实现识字、识数和普及基本技能

多样化和包容的教育

21世纪需要的基本技能和能力

促进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价值观、技能和行为

可持续发展教育（ESD）的概念、作为一项推广可持续发展教育关键战略的全机构办
法、用于培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教学法

方框1.2.4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4“优质教育”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学校、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之间发展伙伴关系（南北关系；南南 
关系）

规划并开展优质教育宣传活动

在一些社区或国家开展关于教育系统和受教育机会的案例研究（例如初等教育入学 
情况）

规划并开展面向学校或大学或者地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

庆祝联合国世界青年技能日（7月15日）、国际扫盲日（9月8日）或世界教师日（10月
5日），或者参与全球教育行动周

在当地、地区和全国组织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日活动

制定题为“什么是可持续学校？”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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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可持续发展目标5 | 性别平等 |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表1.2.5.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5“性别平等”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了解性别、性别平等和性别歧视的概念，了解一切形式的性别

歧视、暴力和不平等（例如女性割礼、名誉杀人和童婚等有害做法、

不平等就业机会和报酬、话语建构、传统性别角色、自然灾害对不同

性别的影响），并理解当前和历史上导致性别不平等的原因。

2. 学习者了解妇女和女童的基本权利，包括其免受剥削和暴力侵害的权

利及生殖权利。

3. 学习者对照全球规范了解自己国家和文化中的性别平等水平（同时尊

重文化敏感性），包括了解性别平等与其他社会分类例如能力、宗教

和种族的交织关系。

4. 学习者了解完全的性别平等以及全面参与立法和治理，包括参与公共

预算分配、劳动力市场以及公共和私人决策带来的机会和好处。

5. 学习者理解教育的作用，能利用技术和立法增强男性和女性的权能，

确保男性和女性的充分参与。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在关键的办法中识别和质疑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同时尊

重文化敏感性

2. 学习者能够识别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并讨论全面增强所有性

别的权能的好处。

3. 学习者能够与致力于结束性别歧视和暴力的其他人进行联系，能够提

高弱势者的能力，并促进各个层面的尊重和完全平等。

4. 学习者能够反思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性别角色。

5. 学习者能够同情和声援那些不符合个人或社会的性别期望和角色 

的人。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利用周围环境中的措施，增强自身或因性别遭受歧视的其

他人的权能。

2. 学习者能够评估、参与和影响与性别平等和参与有关的决策。

3. 学习者能够支持其他人培养跨越性别的同情心，打破性别歧视，制止

暴力。

4. 学习者能够发现和识别性别歧视。

5. 学习者能够规划、实施、支持和评估性别平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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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5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5“性别平等”的拟议专题

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概念。

性别不平等、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结构性歧视

性别平等与参与决策

性别平等与劳动，包括收入差距和认可无偿工作

性别平等与教育，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中实现性别平等

性健康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性别平等与贫困，包括粮食安全和经济依赖

社会动态（决策、管理、育儿、教育、解决冲突、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
性别平等

剥削和贩卖妇女和女童

性别平等与能力、宗教和种族等其他社会分类的交织关系

方框1.2.5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5“性别平等”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庆祝“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11月25日）

邀请曾经因性别认同或性取向遭受暴力的人发表演讲

进行角色扮演游戏，探讨基于性别角色的包容和身份认同问题2

与来自用不同办法处理性别平等问题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团体开展合作

拿出一天的时间从事传统上由妇女或男子从事的工作（工作交换）

探索自然灾害和灾难如何对妇女、女童、男子和男童产生不同影响

制定以“平等与公平之间有何不同以及这样的不同如何体现在工作中”为题的调查项目

2

2. 例如 http://www.youth.ie/sites/youth.ie/files/SDGs_Youth_Resource%20_Pac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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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可持续发展目标6 |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表1.2.6.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理解水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知晓水质和水量的重要性，了

解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的原因、影响和后果。

2. 学习者认识到水是多种不同而复杂的全球相互关系和系统的组成部分

之一。

3. 学习者知晓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在全球的不平等分布。

4. 学习者理解的“虚拟水”的概念3。

5. 学习者了解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和其他确保饮水和卫生设施的可

用性及可持续管理的策略，包括洪水和干旱风险管理。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参与旨在改善当地社区的供水和卫生设施管理的活动。

2. 学习者能够就水质污染、用水和节水措施进行交流沟通，并宣传成功

案例。

3. 学习者能够感觉到对个人用水负有责任。

4. 学习者能够看到良好卫生设施和卫生标准的价值。

5. 学习者能够质疑在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社会经济差异和

性别差异。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与地方当局合作，提高当地的自给自足能力。

2. 学习者能够在地方一级促进水资源管理。

3. 学习者能够减少自己的水足迹，在日常生活中节约用水。

4. 学习者能够规划、实施、评估和推广旨在促进改善水质和加强用水安

全的活动。

5. 学习者能够评估、参与和影响与当地、国内和跨国企业的水污染管理

策略有关的决策。

3

3. 虚拟水是“嵌入”在商品中的水。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都需要用水；用于生产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水被称为产品中的 
“虚拟水”。见http://www.unesco.org/new/en/natural-sciences/environment/water/wwap/facts-and-figures/all-facts-
wwdr3/fact-25-virtual-water-flows/



教育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学习目标     1..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目标

23

方框1.2.6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的拟议专题

全球水循环和水分配

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的重要性（在气候变化条件下实现水安全：例如应对
频繁发生的干旱和相应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以及洪水和相应的水资源过多问题带来的社会
和经济压力）

充足和公平的卫生设施与环境卫生、水质和水量参数对健康的重要性

享有饮水的人权和作为全球公益物的水

污染以及倾倒和释放危险化学品和材料对水质的影响

水资源短缺和用水效率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与水和卫生设施有关的活动和计划，包括集水、海水淡化、用水效率、废水的处理、回
收和再利用技术、水专利，对地下水补给的景观美化，以及水资源综合管理

水出口（虚拟水）

水与可持续发展（例如水与性别平等、水与不平等、水与健康、水与城市、水与能源、
水与粮食安全、水与减少灾害风险、水与气候变化、水与绿色经济、水与就业）

方框1.2.6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计算自己的水足迹（WF） 4

依据成功案例制定当地可持续用水和供水概念

在水资源丰富地区的学校与水资源贫乏地区的学校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组织对当地水利基础设施的游览活动和实地考察，并监测学校和家庭水质计划，开展关
于水资源及其重要性的宣传活动或青年行动项目

开发关于“看不见的水”的项目，例如一升啤酒、1公斤牛肉、一件T恤衫中的含水量

制定题为“如果没有水，人类的活动会受到什么影响？”的调查项目

4

4. “水足迹”用来衡量我们生产的每件商品和使用的每项服务的用水量。水足迹可以用来测量单个进程，例如水稻种植；
也可以测量一项产品，例如牛仔裤，还可以测量汽车燃料，或者整个跨国公司。水足迹还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一个
人消耗的水量。见：http://waterfootprint.org/en/resources/interactive-tools/personal-water-footprint-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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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可持续发展目标7 |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表1.2.7.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熟悉不同的能源资源（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及其各自的优

缺点，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健康问题、使用情况、安全与能源安全以

及不同能源在当地、全国和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2. 学习者知晓能源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主要用途。

3. 学习者理解能源效率与充足的概念，了解旨在实现能效和自给的社会-

技术策略和政策。

4. 学习者了解政策如何影响能源在生产、供应、需求和使用方面的 

发展。

5. 学习者知道不可持续的能源生产的有害影响，懂得可再生能源技术如

何帮助推动可持续发展，并认识到新技术和创新技术，特别是各国之

间的技术合作转让的必要性。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就能源效率和能源充足的必要性进行交流沟通。

2. 学习者能够评估和了解其他人/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负担得起的、可靠、

可持续和清洁能源的需求。

3. 学习者能够与他人开展合作和协作，以转让能源技术并使其适应不同

的环境，并分享各自社区的能源最佳实践。

4. 学习者能够阐明有关能源生产和使用的规范和价值观，并从效率和充

足性两方面思考和评估自己的能源使用情况。

5. 学习者能设想本国可靠、可持续能源生产、供应和使用的情景。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采取评估措施，在各自的领域提高能源的效率和充足性，

并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当地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2. 学习者能够适用基本原则，确定在特定情况下最合适的可再生能源 

战略。

3. 学习者能够分析大型能源项目（例如建设离岸风力发电厂）和能源相

关政策对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包括大自然在内）的冲击和长期影响。

4. 学习者能够影响与能源的生产、供应和使用有关的公共政策。

5. 学习者能够比较和评估不同的商业模式及其对不同能源解决方案的适

用性，并能够对能源供应商产生影响，使其生产安全、可靠和可持续

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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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7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的拟议专题

不同类型的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和潮汐能在不同
国家的生产、供应、需求和使用情况

能源效率和能源使用的充足性

策略：集中式与分散式的能源生产；能源自给，例如通过本地能源供应公司（LESCO）
实现能源自给

能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以及其与能源设施的关系，例如在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站或
水坝项目等大型能源项目中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跨境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当地人特别
是土著人民的权利）

环境影响和能源的生产、供应和使用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灰色能源5)

公共和私营部门在确保制定低碳能源解决方案中的作用

关于过度依赖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石油生产和能源安全问题首脑会议

将现有技术与化石燃料的“更清洁”使用结合起来

与能源的生产、供应和使用有关的性别平等问题

方框1.2.7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实验可再生能源技术

反思和讨论自身的能源使用情况，例如从低到高列出使用能源的主观理由：从“满足基
本需求”（例如做饭用能源）到“奢侈生活方式”（例如游泳池用能源）

组织参观能源开采地点，包括对各种能源和能源项目的利弊开展伦理道德方面的讨论

开展关于未来能源的生产、供应和使用情况的情景分析

在自身所在机构或当地开展节能运动

开展一个小组项目，研究生产面包、麦片等日用品需要多少能源

制定题为“能源与人类福祉有什么联系？”的调查项目

5. 灰色能源是与产品相关的隐藏能源，是指产品在从生产到报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消耗的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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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可持续发展目标8 |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

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表1.2.8.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理解以下概念：持续、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充分的生产性

就业和体面工作，包括推进性别平衡与平等。学习者知晓替代性经济模

式和指标。

2. 学习者熟悉世界各地和各国按部门分列的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和失业

的分布情况，并了解尤其容易受到失业影响的社会群体。

3. 学习者了解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知晓劳动力增长或能够替代

人力工作的新技术等其他调节因素。

4. 学习者认识到劳动者的低收入和薪金下降与管理者和老板或股东的高收

入和利润，是导致不平等、贫困和动乱的原因。

5. 学习者了解创新、创业和新创造就业如何促进体面工作和可持续发展型

经济，如何避免经济增长带来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

社会情感学习
目标.

1. 学习者能够批判性地讨论经济模式以及关于经济和社会的未来愿景，并

在公共领域开展宣传。

2. 学习者能够与他人协作，要求政治家和雇主提供合理工资、实行同工同

酬，实现劳动权利。

3. 学习者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消费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影响别人的工作条件。

4. 学习者能够识别自己的个人权利，并明确自身需求以及与工作相关的价

值观。

5. 学习者能够根据对自身能力和背景的分析，设想自己的经济生活和 

计划。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参与关于可持续、包容的经济和体面工作的新愿景和模式。

2. 学习者能够推动不公平工资、同工不同酬和恶劣工作条件的改善。

3. 学习者能够阐释和评估各种想法，促进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新和 

创业。

4. 学习者能够规划和实施创业项目。

5. 学习者能够制定标准，并作出负责任的消费选择，以此支持公平的工作

环境，努力避免生产导致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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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8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的拟议专题

经济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以及失业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

经济伦理

理论假设、模型和经济增长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总收入、人类发展指数）

替代经济模型和指标：稳态经济、共同福利经济体、去增长、自给经济、包容性财富指
数6，全球饥饿指数7

金融体系的概念和现象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投资、信贷、利息、银行、证券交易投
机、通货膨胀等）

劳动力（生育率、移民等因素带来的人口增长）

经济中的性别平等以及护理工作的（经济）价值

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表性和参与度，以及不同国家、部门、社会群
体、性别之间在收入/工资和每周工作时间方面的差别

正规和非正规劳动、劳动权利特别是移民和难民的劳动权利、强迫劳动、奴役和贩卖人口

创业、（社会）创新、新技术和地方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

方框1.2.8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对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给出反对意见

规划并实施创业和社会创业项目

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展学生实习

开展采访，了解雇主和雇员的需求和看法

规划多种生活和职业道路

让雇主参与课堂活动

制定题为“我的职业生涯能为可持续发展做出什么贡献？”的调查项目

67

6. http://inclusivewealthindex.org/#the-world-wants-to-know-how-its-doing
7. http://www.ifpri.org/topic/global-hunger-index

http://inclusivewealthindex.org/#the-world-wants-to-know-how-its-doing
http://inclusivewealthindex.org/#the-world-wants-to-know-how-its-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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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可持续发展目标9 | 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

工业化，推动创新

表1.2.9.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理解可持续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概念，了解社会对系统发展办法

的需求。

2. 学习者了解在实现基础设施和工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地方、国家

和全球性挑战和冲突。

3. 学习者能根据基础设施和空间规划的情况，对应变能力这一术语作出

界定，能理解模块化和多样性等关键概念，并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当地

社区和全国。

4. 学习者不仅了解不可持续工业化的陷阱，还知道适应能力强、包容、

可持续的工业发展实例，知晓抵御灾害规划的必要性。

5. 学习者意识到可持续创新、具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

的新机遇和市场。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在自身所在地区提出理由支持可持续、具有抵御灾害能力

和包容的基础设施。

2. 学习者能够鼓励所在社区转向具有抵御灾害能力、可持续的基础设施

和工业发展。

3. 学习者能够找到合作者，发展可持续和契合具体情况的产业，从而应

对面临的转变挑战，进入新的市场。

4. 学习者能够识别并思考自己的个人需求对当地基础设施的影响，例如

自己留下的碳足迹和水足迹以及食物里程。

5. 学习者能够认识到随着资源的可用性不断变化（例如石油枯竭，各种

资源枯竭），再加上其他外部冲击和压力（例如自然灾害、冲突），

可能需要从根本上转变自己对基础设施的看法和需要，包括在可再生

能源对于信通技术、交通和卫生的可用性方面。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从自己的文化和民族中发现更加环保、抵御灾害能力更强的

基础设施建造方法，并认识到这些方法给社会带来的整体利益，特别

是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

2. 学习者能评估各种形式的工业化，并比较它们抵御灾害的能力。

3. 学习者能创新并发展可持续的企业，满足本国的工业需求。

4. 学习者能获得金融服务，例如贷款或小额贷款，以支持自己的企业。

5. 学习者能与决策者合作，提高对可持续基础设施（包括互联网接入）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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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9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的拟议专题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可持续性，包括供应链、废物的处理和回收利用

优质基础设施与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之间的关系

对道路、信息和通信技术、卫生设施、电力和水等基础设施的需求

包容和可持续的创新及工业化

可持续的和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

可持续电力：国家电网、上网电价、扩大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冲突

可持续的就业市场、机会和投资

互联网的可持续性——从绿色聊天室到搜索引擎服务器的生态足迹

交通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

对当地基础设施的另类货币投资

方框1.2.9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过上一天不用电的生活

为遭受自然灾害冲击的本地企业制定业务连续性计划

为所在社区制定减少耗能计划

设想全世界交通系统不使用化石燃料的情景

制定一个项目，研究为所在社区提供支撑的某种形式的物理或社会基础设施

让学生和年轻人参与开辟社区聚会空间

制定题为“所有的创新都是好事？”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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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可持续发展目标10 | 减少不平等 |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表1.2.10.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0“减少不平等”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知道不平等的各个方面、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可用的统计 

数据。

2. 学习者知道用于衡量和描述不平等的指标，并了解它们对决策的重

要性。

3. 学习者认识到不平等是导致社会问题和个人不满的主要原因。

4. 学习者了解当地、国内和全球促进或阻碍平等的进程（财政、工资和

社会保障政策，企业活动等）。

5. 学习者了解与平等有关的道德原则，并清楚促成歧视行为和歧视决策

的心理过程。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提高人们对不平等的认识。

2. 学习者能够同情并声援被歧视的人。

3. 学习者能够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就不同群体的权利开展 

谈判。

4. 学习者意识到其周围及更广泛的世界中的不平等，并能认识到其不利 

后果。

5. 学习者能够保持对一个公正和平等世界的愿景。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从性质（不同维度、对个人的定性影响）和程度（指标、

对个人的定量影响）两方面评估当地环境中的不平等。

2. 学习者能够识别或制定客观指标，比较不同群体、民族遭受的不平等。

3. 学习者能够识别和分析导致不平等的各种原因和理由。

4. 学习者能够规划、实施和评估旨在减少不平等的战略。

5. 学习者能够参与制定旨在减少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和企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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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10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0“减少不平等”的拟议专题

社会、经济和政治包容与不平等（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典型的歧视性分类

衡量不平等的各种指标

土地、财产和自然资源权利对平等的意义以及不平等对脆弱性和能力的影响

财政、工资和社保政策

全球贸易体制和法规（包括税收制度）

劳动标准

不同社会群体/民族在政府以及有意义和有权力机构的代表情况

国际发展援助的数量与影响

当前不平等的历史根源（包括跨国公司的作用）

移徙及人员流动

方框1.2.10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0“减少不平等”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开展简单的分配游戏，以讨论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待遇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或者因为不平
等导致自然灾害对社区的影响加剧的问题。

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在自己所在机构的比例

针对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不平等问题规划一次提高认识或政治运动

分析自己的个人历史，并思考享有特权或遭受歧视的次数

采访弱势群体（例如移民）

开发一个网页或博客，在其中强调对当地移民和/或难民处境的看法

制定题为“不平等对人的幸福感有何影响？”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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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可持续发展目标11 |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表1.2.11.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了解人类在物质、社会和心理上的基本需求，能够辨别自己所

在城市、城市周边和农村住区目前是如何满足这些需求的。

2. 学习者能够评估和比较自己和他人的住区系统在满足需求方面的可持

续性，特别是在食品、能源、交通、水、安全、废物处理、包容和可

及性、教育、绿色空间与减少灾害风险相结合等领域。

3. 学习者了解住区模式的历史缘由，同时尊重文化遗产，了解有必要为

发展更完善的可持续系统而达成妥协。

4. 学习者知道可持续规划和建设的基本原则，并能找到机会，增进各自

所在地区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5. 学习者了解当地决策者和参与性治理的作用，认识到在各自所在地区

的规划和政策中据理支持可持续性的重要意义。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为了公众，在当地规划系统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确定和利

用切入点，呼吁在本地区投资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筑物和公

园，并就长期规划的优势开展辩论。

2. 学习者能够在当地或利用互联网联系和帮助社区团体，为所在社区设

想可持续的未来愿景。

3. 学习者能够在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时对所在区域进行反思，了解自

然、社会和技术环境在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4. 学习者能够将自身的需求置于当地和全球大生态系统的需求中，建设

更加可持续的人类住区。

5. 学习者能够感到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方式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负有 

责任。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规划、实施和评估立足于社区的可持续性项目。

2. 学习者能够参与和影响与所在社区有关的决策进程。

3. 学习者能够发表反对/赞成意见，并组织起来发表意见反对/赞成与所

在社区有关的决策。

4. 学习者能够共同创建一个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 

社区。

5. 学习者能够在当地倡导低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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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11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拟议专题

对住所、安全和包容性的需求（人类的需求，从性别、年龄、收入和能力的角度看待各
种个体和集体的愿望与需求）

管理和利用自然资源（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

可持续的能源（住宅能源的使用、可持续能源、社区能源计划）和交通运输

可持续食物（农业、有机农业和永续农业、社区扶持的农业、食物集区7、食品加工、
膳食选择与习惯、废物的产生）

城市生态和野生生物如何适应人类住区

可持续的抗灾建筑和空间规划（建筑材料、能源节省、规划过程）

废物的产生和管理（预防、减少、回收、再利用）

社区及其动态（决策、治理、规划、冲突的解决、另类社区、健康社区、包容性社区、
生态村庄、过渡城镇）

水循环和通过城市设计补充地下水（绿色屋顶、雨水收集、扩宽古河道、可持续城市排水）

备灾和抗灾、应对天气问题和未雨绸缪的能力以及防灾备灾文化

方框1.2.11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学习方法与方式示例

游览生态村庄和其他“生活实验区”、废水处理厂和其他展示现有最佳做法的服务中心

制定并开展一个可持续城市和社区（青年）行动项目

邀请老人们谈一谈住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迁的历程。询问他们与生态区的联系。运用
艺术、文学和历史知识探索住区区域及其变迁

建设一个社区花园

摸底调查项目：对符合以下条件的地区进行摸底调查——公共开放空间得到妥善利用、
规划时注重以人为本、满足了社区的需求、拥有绿色空间。也可以对需要改进的地区进
行摸底调查，例如最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

制作一个两分钟的短视频，介绍可持续的城市社区实例

制定题为“如果所有人都生活在城市中，可持续性会更强吗？”的调查项目

8

8. 食物集区是为特定人口生产粮食的地理地点。(http://foodshedalliance.org/what-is-a-foodshed)。

http://foodshedalliance.org/what-is-a-foodshed


1..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目标      教育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学习目标

34

1.2.12. 可持续发展目标12 |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表1.2.12.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了解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

2. 学习者了解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价值链，并知道生产与消费的相互

关联性（供给与需求、毒物、二氧化碳排放、废物的产生、健康、工

作条件、贫穷等）。

3. 学习者了解不同行为者在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权利和义务（媒体和

广告业、企业、市政当局、立法、消费者等）。

4. 学习者了解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策略和做法。

5. 学习者了解为实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而必须开展的制度变革面临的两

难境地/折衷妥协。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就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做法的必要性进行交流沟通。

2. 学习者能够鼓励其他人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做法。

3. 学习者能够区分需求和愿望，并参照自然界、其他人民、文化和国家

以及后代子孙的需求，反思自己的个人消费行为。

4. 学习者能够设想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5. 学习者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感到对自己的个人行为产生的环境

和社会影响负有责任。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利用现行可持续性标准，规划、实施和评估与消费有关的

活动。

2. 学习者能够评估、参与和影响与公共部门的采购有关的决策进程。

3. 学习者能够促进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4. 学习者能够作为市场上的利益攸关方批判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5. 学习者能够质疑消费和生产中的文化和社会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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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12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的拟议专题

广告业、同行压力、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生产和消费的历史、模式和价值链，以及管理和利用自然资源（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

生产和消费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交通运输、商业和住宅的能源使用、可再生能源）

粮食生产和消费（农业、食品加工、膳食选择与习惯、废物的产生、毁林、粮食过度消
费以及饥饿）

旅游

废物的产生和管理（预防、减少、回收、再利用）

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多样化的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做法

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标签制度和证书

绿色经济（从摇篮到摇篮、循环经济、绿色增长、去增长）

方框1.2.12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计算和思考个人的生态足迹9

利用生命周期分析法（LCA）分析不同产品（例如手机、电脑、衣物）

学生经营一个生产和销售可持续产品的公司

扮演贸易体系中的不同角色（生产者、广告业者、消费者、废物管理者等）

放映短片/纪录片，帮助学习者了解生产和消费模式（例如安妮•莱昂纳多的《商品的 
故事》10）

制定并开展一个与生产和消费（例如时尚、技术等）有关的（青年）行动计划

制定题为“可持续性是否意味着放弃一些东西？”的调查项目

9. 生态足迹用于衡量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它衡量大自然的供给情况和对自然的要求，可以对荒野地区进行衡量，
也可以衡量每年的自然资本消费量。见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en/index.php/GFN/page/calculators/。

10. http://4emesinge.com/story-of-stuff-lhistoire-des-choses-2007-annie-leonard。

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en/index.php/GFN/page/calculators/%E3%80%82
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en/index.php/GFN/page/calculators/%E3%80%8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目标      教育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学习目标

36

1.2.13. 可持续发展目标13 | 气候行动 |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表1.2.13.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3“气候行动”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了解由温室气体隔热层导致的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温室气体 

效应。

2. 学习者了解当前因温室气体排放增多而产生的作为一种灾害现象的气

候变化。

3. 学习者了解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层面的哪些人类活动是导致气候

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4. 学习者了解气候变化在当地、国内和全球造成的重大生态、社会、文

化和经济后果，并了解这些后果本身可能演变成气候变化的催化和强

化因素。

5. 学习者了解不同层面针对不同具体情况制定的预防、缓解和适应战

略，以及这些战略与救灾和降低灾害风险的关系。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解释生态系统的动态以及气候变化产生的环境、社会、经

济和伦理影响。

2. 学习者能够鼓励其他人保护气候。

3. 学习者能够与其他人合作，制定共同商定的战略，应对气候变化。

4. 学习者能够从当地到全球视角认识到自己对世界气候的影响。

5. 学习者能够认识到保护全球气候是每个人至关重要的使命，并认识到

我们需要据此彻底重新评估我们的世界观和日常行为。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评估自己的个人和职业活动是否对环境无害，如果对环境

有害，则加以改正。

2. 学习者能够以有利于受气候变化威胁的人的方式采取行动。

3. 学习者能够预期、估算和评估个人、地方和国家的决策或活动对其他

人民和世界各区域的影响。

4. 学习者能够促进保护气候的公共政策。

5. 学习者能够支持环境友好型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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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13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3“气候行动”的拟议专题

温室气体及其排放

与能源、农业和工业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导致干旱、极端天气等灾害的气候变化相关灾难，以及这些灾难在家庭、社区和国家中
以及国家之间产生的不均等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海平面上升及其对各国（例如小岛屿国家）的影响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移徙和搬迁

预防、缓解和适应战略以及这些战略与救灾和降低灾害风险的联系

负责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地方、国家和全球机构

旨在保护气候的地方、国家和全球政策战略

未来设想（包括对全球气温升高的另一种解释）

对森林、海洋、冰川和生物多样性等大生态系统的效果和影响

伦理道德与气候变化

方框1.2.13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3“气候行动”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进行角色扮演，以便从不同角度估计和感受气候变化相关现象的影响

分析各种气候变化情景的设想、后果及其先前的发展路径

制定并开展一个与气候保护有关的行动项目或运动

建立一个网页或博客，记录与气候变化问题有关的小组讨论情况

编写气候友好型变迁史

在当地社区开展关于气候变化如何加剧灾害风险的案例研究

制定题为“谁对大气层的损害最大，谁就应当进行赔偿”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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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可持续发展目标14 | 水下生物 |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表1.2.14.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下生物”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了解基本海洋生态、生态系统、捕食者—猎物关系等。

2. 学习者了解许多人与海洋及海洋生物之间的关系，包括了解海洋在提

供食物、工作和令人兴奋的机遇方面发挥的作用。

3. 学习者了解气候变化的基本前提和海洋在缓和气候方面的作用。

4. 学习者了解海洋系统面临的威胁，例如污染和过度捕捞，认识到并能

解释很多海洋生态系统的相对脆弱性，包括珊瑚礁和缺氧死亡区。

5. 学习者了解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机会。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据理支持可持续渔业做法。

2. 学习者能够向人们展示人类活动正在对海洋产生的影响（生物量减

少、酸化、污染等）以及洁净健康海洋的价值。

3. 学习者能够影响从事不可持续海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群体。

4. 学习者能够反思自身的膳食需求，并考量自身的饮食习惯是否以不可

持续的方式使用了有限的海产食物资源。

5. 学习者能够同情那些生计因捕捞做法不断改变而受到影响的人。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研究本国对海洋的依赖性。

2. 学习者能够讨论可持续的方法，例如严格的渔业配额和暂时禁捕频临

灭绝的物种。

3. 学习者能够辨识、评估和购买可持续捕捞的海洋生物，例如获得生态

标签认证的产品。

4. 学习者能够与有关代表联系，讨论威胁当地生计的过度捕捞问题。

5. 学习者能够开展运动，促进扩大禁渔区和海洋保护区，并科学地保护

这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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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14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下生物”的拟议专题

水圈：水循环、云的形成、水作为重要的气候调节因素

管理和利用海洋资源（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全球公域和过度捕捞、配额和谈判确
定配额的方式、水产养殖、海草、矿物资源

可持续的海洋能源（可再生能源、风力涡轮机及其引起的争议）

海洋生态—食物网、捕食者和猎物、竞争、崩溃

珊瑚礁、海岸、红树林及其生态重要性

海平面上升与即将丧失全部或部分领土的国家；气候难民与丧失主权的影响

海洋和国际法：国际水域、邻土纠纷、方便旗及其相关问题

海洋污染物：塑料、塑料微珠、污水、富营养物质和化学品

深海和深海生物

与海洋的文化关系–海洋是娱乐、灵感和文化认同等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来源

方框1.2.14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下生物”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制定并开展一个与水下生物有关的（青年）行动项目

游览沿海景点

在学校里讨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利用

扮演因海平面上升举国迁移的岛民角色

开展关于不同国家与海洋的文化和生存关系的个案研究

开展实验室活动，为学生提供海洋酸化的证据

制定题为“我们需要海洋还是海洋需要我们？”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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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可持续发展目标15 | 陆地生物 |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

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表1.2.15.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5“陆地生物”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参照当地和全球生态系统理解基础生态学，识别当地物种并了

解生物多样性措施。

2. 学习者了解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多重威胁，包括生境丧失、毁林、碎片

化、过度开发和入侵物种，并能将这些威胁与本地的生物多样性联系

起来。

3. 学习者能够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分类，包括将生态系

统服务划分为支持、供给、调节和文化服务以及旨在降低灾害风险的

服务。

4. 学习者了解土壤恢复缓慢，不良的农林做法等多种威胁使土壤遭受破

坏和流失的速度远远超出其自我补充速度。

5. 学习者认识到切合实际的保护战略除了能够保护大自然之外，还能完

善立法、恢复退化的生境和土壤、将野生动物走廊与可持续的农林业

联系起来，并纠正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据理反对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破坏环境做法。

2. 学习者能够以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内在价值等多种理由为依据，力挺保

护生物多样性。

3. 学习者能够联系当地的自然区域，对地球上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抱以

同情。

4. 学习者能够质疑人类/自然二元论，并认识到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

是游离于自然之外。

5. 学习者能够设想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愿景。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联系致力于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的地方团体。

2. 学习者能够在决策进程中切实发表意见，通过建立野生动物走廊、制

定农业-环境计划、运用恢复性生态学和其他措施，使城市和农村地区

更利于野生动物通行。

3. 学习者能够与决策者一同工作，完善并落实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区立法。

4. 学习者能够着重强调土壤作为一切粮食的生产资料的重要性，以及停

止侵蚀土壤或进行补救的重要性。

5. 学习者能够开展活动，提高国际上对物种开发利用的认识，并致力于

落实和发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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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15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5“陆地生物”的拟议专题

生态学：竞争、捕食者-猎物、群落动态、食物网上的能量流动、散布情况和分布范
围。特定生态系统——当地和全球的原生生态系统以及人造生态系统，例如人工管理的
植树造林区域。

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生境丧失、毁林、碎片化、入侵物种和（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
做法、不可持续的技术等因素造成的）过度开发。

灭绝的危险：个别濒危物种、为何总是出现灭绝现象、物种形成需要漫长时间，以及六
次大规模灭绝

野生动物的恢复以及将人类视为一种修复力量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发挥碳汇作用的生态系统、减少灾害风险与生态系统（生态系
统是抵挡自然灾害的自然屏障）

土壤及其形成与结构

荒漠化、毁林及相关的防治努力

人类与自然—自然本身的联系

生态系统服务（文化、供应服务、监管和支持服务）

进化与遗传、遗传资源、伦理道德

方框1.2.15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5“陆地生物”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对当地进行摸底调查，标注各种野生生物种群所在区域以及存在的障碍，例如道路和入
侵物种种群扩散问题

开展生物多样性普查——每年用一天时间集合社区成员对所在地区尽可能多的不同物种
进行摸底调查

开办一个堆肥厂，展示有机物质的形成过程

游览附近的文化公园，例如休闲公园、冥想公园、艺术公园

在城市为野生动物开辟一个野生动植物园，例如栽种蜜蜂喜爱的植物、建造昆虫旅馆和
池塘等

庆祝地球日（4月22日）和/或世界环境日（6月5日）

制定题为“生物多样性为什么重要？”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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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可持续发展目标16 | 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

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表1.2.16.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了解公正、包容及和平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与法律的关系。

2. 学习者了解当地和本国的立法及治理体系，知道这些机构如何充当人

民的代表，知晓腐败会导致这些机构滥用权力。

3. 学习者能够将本国的司法体系与其他国家的司法体系作比较。

4. 学习者了解个人和群体在本国和全球维护公正、包容与和平以及支持

强大机构方面的重要性。

5. 学习者了解国际人权框架的重要性。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与那些可帮助其促进本国的和平、公正、包容以及强大机

构的其他人建立联系。

2. 学习者能够讨论当地和全球的和平、公正、包容以及强大机构问题。

3. 学习者能够同情和声援那些在本国和其他国家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

4. 学习者能够反思他们在和平、公正、包容以及强大机构方面起到的 

作用。

5. 学习者能够思考自己的归类（性别、社会、经济、政治、民族、 

国家、能力、性倾向等），伸张正义的途径以及共同的人性。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批判性地评估自身所在区域、国家和全球的和平、公正、

包容以及强大机构问题。

2. 学习者能够公开要求和支持制定政策，促进和平、公正、包容以及强

大机构。

3. 学习者能够与正在经历不公正和/或冲突的群体合作。

4. 学习者能够推动改变当地的决策，据理反对不公正。

5. 学习者能够在当地和国家层面为解决冲突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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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16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6“和平、公正与强大机构”的拟议专题

司法的定义：报应性司法和恢复性司法

罪与罚，比较全球的法律与惩罚措施

气候公正

贸易公正

童工和对儿童的剥削

与战争、和平和难民有关的全球条约和协定

腐败以及衡量腐败的标准

非法武器贸易

药物滥用及相关贸易

国际刑事法院及其作用

方框1.2.16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6“和平、公正与强大机构”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进行角色扮演，表现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各色人等

在学校和大学校园就公正和平等问题开展宗教间对话

组织参观当地法院或警察局

在校设计一张“什么是公平/公正”的海报

讨论公正问题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例如，阿根廷的失踪事件、南非的种族隔离等，并讨
论这些公正问题的演变历程

庆祝国际和平日（9月21日）

制定题为“和平世界是什么样的？”的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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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可持续发展目标17 |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表1.2.17.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学习目标

认知学习目标 1. 学习者了解全球问题，包括发展筹资问题、税收、债务和贸易政策，

以及不同国家和人民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

2. 学习者了解全球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和共担可持续发展责任的重要

性，并知道网络、机构和全球伙伴关系运动的实例。

3. 学习者了解全球治理和全球公民的概念。

4. 学习者认识到科学、技术与创新以及知识共享方面的合作和获取的重

要性。

5. 学习者了解用于衡量可持续发展进展的概念。

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提高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重要性的认识。

2. 学习者能够与其他人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并要求政

府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负起责任。

3. 学习者能够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视为己任。

4. 学习者能够设想可持续的全球社会愿景。

5. 学习者能够对具有共同价值观和责任并立足于人权的人类共同体产生

归属感。

行为学习目标 1. 学习者能够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能作为积极、具有批判性、

全球性和可持续性的公民发挥作用。

2. 学习者能够为促进和落实当地、国家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做出

贡献。

3. 学习者能够公开要求和支持制定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 

政策。

4. 学习者能够为发展合作活动提供支持。

5. 学习者能够促使公司加入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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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1.2.17a.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拟议专题

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它们的公共责任以及不同
行为体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

当地、国家和全球的体系、结构和权力动态

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和政策以及全球市场和贸易体系

囚徒困境11和公地悲剧12对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和市场构成的挑战

全球公民身份以及全球公民推动变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与创新以及知识共享方面的合作与获取问题

互联网接入的全球分配

发展合作、发展援助以及利用多种来源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额外财政资源

开展能力建设，以支持制定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

衡量可持续发展的进展

方框1.2.17b.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发展伙伴关系或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学校、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南北关系；南南关系）
之间推广基于网络的全球远程教育经验

分析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全球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情况

分析全球和国家一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确定应当对取得进展或裹足不前承担
责任的人

规划和实施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高认识活动

开展关于全球会议谈判的模拟竞赛（例如“模拟联合国”活动）

规划并开展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重要性的（青年）行动项目

制定题为“团结起来，我们可以……探讨这一常用语以及如何将其适用于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调查项目

11. http://www.prisoners-dilemma.com
12.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Enc/TragedyoftheCommons.html

http://www.prisoners-dilemma.com
http://www.prisoners-dilem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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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

开展促进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学习



2..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开展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      教育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学习目标

48

2...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开展促进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

可持续发展教育不仅有助于取得上述认知、社

会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学习成果，还能培养实现

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的跨领域能力。本指导框架的第三部分

载有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实施战略的建议和 

图解。

采取的办法遵循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

目标4.7的全球指标中提出的一般理念，也即使可持

续发展教育成为教育系统的主流，包括：使（一）

全球公民教育和（二）可持续发展教育，包括性别

平等和人权教育成为（a）国家教育政策；（b）

课程；（c）师资教育和（d）学生评估这四个层

面的主流（机构间环境协调组-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6年：7）。首先，文中描述了政策的作用，并

指出了对顺利实施可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政策、

战略和计划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其次，文中讨论

了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课程的重要意义和最新方

法。第三，文中仔细考察了师资教育的重要意义及

其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机会。第四，文中将全机

构方法和注重行动的变革性教学法描述为在课堂和

其他学习场所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关键推动因

素。文中最后讨论了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背景

下评估学习成果以及各项计划的质量。

2.1. 在政策、战略和方案中纳入可持续 
发展教育

政策是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所有正规、非正

规和非正式学习场所的关键因素。我们需要具有相

关性和连贯的政策，以促进教育系统改革。世界各

国的教育部都负有重要责任，要确保教育系统做好

准备并应对既有的和正在显现的可持续性挑战。除

其他外，这包括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课程和国家

质量标准，并制定相关的指标框架，确立学习成果

衡量标准。

对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DESD）的监测和评估

显示，我们在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教育政策方面

已经有了长足进展（见方框2.1.1）。尽管进展程度

不同，但很多国家正在重新调整教育政策，朝着可

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见方框2.1.2中的两个实例）

（教科文组织，2014年a）。

在这种背景下，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

育全球行动计划》（GAP）的优先行动领域1呼吁 

“推进政策：将可持续发展教育主流化，全面纳入

教育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当中，为可持续发展教

育创造有利环境，促进系统变革”（教科文组织， 

2014年b）。在启动系统性变革方面，各部委与私

营部门、当地社区、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合作制定具

有相关性和连贯一致的政策至关重要。需要进一步

协调和加强既有的努力，采取跨部门和多利益攸关

方办法制定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必须将可持续发

展教育“纳入地区、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

面的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计划、战略、方

案和进程当中”（教科文组织，2014年b：17）。

可持续发展教育让学习者能够在一个不断变化

的世界上生活和工作，从而提高了教学和学习的质

量。因此，教育政策必须将可持续发展教育视为推

动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并将可持续发展教育

纳入国家教育系统的质量措施。从减贫战略和灾害

管理计划到低碳发展战略，凡是涉及可持续发展的

社会、经济和环境层面的国家政策和国际政策都应

当纳入可持续发展教育，将其作为一种政策执行手

段。还应当系统地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多边发展

合作框架（教科文组织，2014年b）。

可以确认一些对顺利落实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

政策至关重要的问题（见方框2.1.3）。

方框2.1.1. 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的进展

在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政府制定的多项政策都
要求将可持续发展教育和/或相关教育概念纳入正
规和非正规学习的范围，例如发展教育、和平教
育、全球公民教育、人权教育和环境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已经成为全球政策讨论的一项重
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教育日益成为当地、国家和全球的可
持续发展问题（例如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重要
内容。

可持续发展和教育政策越来越协调一致。

来源：教科文组织（2014年a）。

来源：教科文组织（2014年a）。



教育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学习目标     2..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开展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

49

方框2.1.2. 在政策中纳入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良好做法——国家示例

哥斯达黎加——顺利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情况概要

“2006年，哥斯达黎加批准了关于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DESD）的国家承诺，同意将教育视为推动文化
变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并提倡将环境教育纳入跨学科科目。Tsuneki和Shaw研究
了最近旨在使哥斯达黎加成为第一个碳中和国家的‘2021年碳中和政策’的影响，这项研究认为，2021
年碳中和政策已成为‘哥斯达黎加教育部门的重要基石，现行的环境教育政策办法已更新为最近的可
持续发展教育和气候变化教育’（Tsuneki和Shaw，即将公布：1）。《国家气候变化战略》（Estrategia 
Nacional  de  CambioClimático）是哥斯达黎加最新的综合性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工具，其中包含能力建设、
提高公众认识、教育和文化变革等内容，目的是加强环境扫盲。哥斯达黎加的例子表明，包含可持续发
展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有助于加强和推动教育系统变革”。

肯尼亚——顺利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教育政策的情况概要

“肯尼亚2008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实施战略》承认为了获得‘服务于发展的优质教育和培训’，
教育应当促进培养有生产力和社会责任的个人。这项可持续发展教育战略旨在推广教学和学习，特别是
灌输关于善治和可持续发展的适当价值观以及行为和生活方式。肯尼亚课程编排研究所2012年制定了一
项国家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框架，此举旨在借助变革性的课程辅助材料，加强可持续发展。2013－2018
年‘国家教育部门计划’加强了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肯尼亚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图‘2030年愿
景’中也描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这些都体现了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来源：教科文组织（2014年a: 50, 52）

方框2.1.3. 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政策的关键问题

必须确保教育部门与可持续发展部门保持政策上的完全一致。当地和全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战略与
教育政策保持一致可推动教育系统调整方向，转向可持续发展。必须连贯一致地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
入相关部门和次级部门的政策。

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愿景。考虑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现实以及具体的环
境和生态挑战，必须结合具体的环境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出于这种考虑，必须依据当地和国家的具
体情况来解读可持续发展教育和相关的教育形式。

政治领导对可持续发展教育至关重要。事实证明，协调机构和机制有助于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教育
系统。因此应当制定政策，在不同层级建立此类机构。另外，政府应当为可持续发展教育设定目标。

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不仅要依靠政府正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通常在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场
所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应当扶持非政府组织，为其开展活动提供资金，
并创建网络和促进社会学习进程。

来源：教科文组织（2014年a）

2.2.  在课程和教科书中纳入可持续发展教育

所有正规教育课程中都必须纳入可持续发展教

育，包括幼儿保育和教育、中小学教育、技术和职

业教育与培训（TVET）、以及高等教育。可持续发

展教育涉及教学和学习的核心，不应将其视为现有

课程的附庸。要使可持续发展教育成为主流，就必

须在课程中纳入可持续发展专题以及与可持续发展

有关的预期学习成果。

“课程的安排要确保所有儿童和年轻人不仅

学习基本技能，还要学习可转化的技能，例如批判

性反思、解决问题、开展宣传和解决冲突的技能，

以帮助他们成长为负责任的全球公民”（教科文

组织，2014年c：36）。可持续发展课程的编排有

望“提高教育系统的能力，使人们做好追求可持续

发展的准备”（联合国，2012年：第230段）。

通过对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DESD）开展监

测和评估，凸显了目前许多在课程中纳入可持续

发展教育的良好实例（见方框2.2.1）。对正式课

程文件的审查显示，“很多国家目前已将可持续

性和/或环境主题列为主要教育目标之一”（教科

文组织，2014年a：30）。中小学教育取得的大多

数进展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课程编排方面。 

“近40%的成员国指出，它们在可持续发展教育十

年（DESD）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将可持续发展教

育纳入了正规课程，另有五分之一的成员国认为其

开展的特定学校项目是其对可持续发展教育做出的

最重要贡献”（教科文组织，2014年a：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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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2.1. 在课程中纳入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例

毛里求斯——国家课程框架

“毛里求斯2008年推出可持续发展政策，目的是
在2020年之前使毛里求斯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的
典范。教育是该政策的五项支柱之一，毛里求斯
设立了一个多利益攸关方工作组，负责在各级教
育中纳入可持续发展教育。此举旨在调整教育的
方向，使教育面向可持续发展，并在各级开展能
力建设，提高对关键问题的认识。毛里求斯在其
报告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教育现已成为‘《国家
课程框架》的一部分，由于毛里求斯可持续社会
项目，许多正规和非正规机构/组织都在从事可持
续发展教育’。这项政策实施之后，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部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部等各个部委
都开展了更为密切的合作，以寻求更加全面的办
法。毛里求斯目前已成为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教育的试点国家，一旦毛里求斯可持续
发展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该国有可能成为可持续
发展教育示范国。”

多哥——面向可持续未来的优质教育

“多哥的教育政策框架（Lakalaka）立足于本国
文化，其中包含面向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全新课
程，名为《面向可持续未来的优质教育》”。

芬兰——改革全国学前和基础教育核心课程

“芬兰正在改革全国学前和基础教育核心课程，
以遵循教育价值基础，支持和增进可持续发展与
福祉，其中强调了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生态社会
认识的必要性。此举旨在支持全体学生丰富知
识、培养技能、发展价值观和培养态度，以增进
其能力，理解可持续的未来的重要性”。

加拿大马尼托巴——概述成功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

“在马尼托巴，可持续发展教育是政府的优先行
动领域，已被纳入中小学教育的总体目标。政府
目前的政策是‘确保马尼托巴的儿童和年青人获
得一系列教育机会，使每位学习者都能通过接受
具有相关性、参与式的优质教育，为终身学习和
成为民主、社会公正和可持续社会的公民做好准
备，从而体验到成功’。省教育和进修部的任务
中也体现了这项政策。为响应这项政策，可持续
发展教育已被纳入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课程，
并确定了科学、社会研究、健康和体育方面的具
体学习成果。建设教育工作者和学校领导的能
力，以及投入专项资金确保发展可持续做法、原
则、计划和伙伴关系，都有助于学校在课堂上、
在业务和管理中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

来源：教科文组织（2014年a: 50, 51, 53）

德国的《可持续发展教育（ESD）课程框架》

包含以下内容：小学教育专题、能力和具体实例；

中学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所有科目。该框架是教育和

文化事务部长常设会议、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以

及德国16个联邦州和民间社会合作开展的一项联合

举措制定的（KMK/BMZ，2016年）。

在《全球行动计划》的优先行动领域1“政策

支持”中，呼吁“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课程和国

家质量标准”（教科文组织，2014年b：16）。为

了推动必要的课程变革，有些行动具有核心意义。

增加学生对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的需求，是

推动课程和教学实践变革的重要动力。因此，应当更

加密切地监测这种需求（教科文组织，2014年a）。

应进一步推进所有级别和类型教育的课程变

革，以容纳更多涉及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学习

目标和学习实践。幼儿园、学校、职业和技术教育

与培训（TVET）机构以及高等教育不仅应提供个别

课程，还应确保所有学习者都能发展必要的知识、

态度和能力，以应对在整个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中

遇到的可持续性挑战（教科文组织，2014年a）。

方框2.2.2. 促进课程变革的拟议行动

继续作出努力，深化对优质教育的认识，以了解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宗旨和价值

就如何进行课程改革开展进一步研究、评估和经
验交流

使可持续发展教育制度化，包括对教职人员的投
入和财政资源的制度化

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教师和师资教育机构的能
力、职业标准、发证和认证程序

在课堂上为教师提供更多支持（例如关于可持续
发展教育教材编写和评估指南、可增强当地教师
权能的知识共享支持机制、可持续发展教育协调
人和内部培训员）

加强决策者、教育领导者和教育工作者的能力建
设

制定灵活的课程政策，允许中小学编制与当地情
况相关的内容和项目

来源：教科文组织（2014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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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首先不应将可持续发展教育视为一种

类型化教育，或者一个孤立的主题。例如在学校教

育中，可持续发展教育必须成为核心科目（例如数

学、科学、社会研究和语言）教学和学习中的一项

不可或缺的内容。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学习目

标、教学和学习方法以及评估措施应当密切配合，

以做到相辅相成。第三，应当确立渐进式学习目

标，例如，能够逐级（渐进式）培养能力的学习。

2.3. 在师资教育中纳入可持续发展教育13

教育者是强有力的变革因素，能够提供实现可

持续发展教育所需的教育对策。教育者的知识和能

力对于调整教育进程和教育结构，转向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

师资教育必须迎接这一挑战，重新调整自身的

方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监测和评估可持

续发展教育十年（DESD），确认了许多在师资教育

中纳入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良好范例（见方框2.3.1），

并证明对教师的支持是顺利采纳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教

育的一个关键条件（教科文组织，2014年a）。

但是，虽然为了让教师准备好实施可持续发展

教育付出了许多努力，但并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

仍需开展更多工作，调整师资教育的方向，运用可

持续发展教育办法确定其内容以及教与学的方法。

出于这种考虑，《全球行动计划》的优先行动领域

3把重点放在了建设教育工作者的能力方面。该领域

的拟议行动之一是在教师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计划

中纳入可持续发展教育（教科文组织，2014年b）。

为了让教师做好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准备，

教师必须培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能力（包括知

识、技能、态度、价值观、动机和承诺）。除了具

备一般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之外，教师还需具

备从事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能力，也即教师通过一系

列创造性的教学实践，能够帮助人们发展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见方框2.3.2）。

13.  本章的主要依据是德语国家可持续发展师资教育网络编写的《可持
续发展师资教育：从试点项目到新结构倡议。德国、奥地利和瑞士
师资教育方向调整备忘录》（2015年）。

方框2.3.1.  在师资教育计划中纳入可持续发展教育 
的良好做法——国家示例

牙买加——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社区行动项目开
展教师岗前学习

“在牙买加莫纳的西印度大学，文学与可持续发
展教育，是语言教育研究生的一门核心功课，也
是师范教育研究生的一门选修课。这门课程旨在
向学生介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并为他们
提供了机会，探讨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创造一个可
持续世界方面的作用。课程分为三个部分：

1.  一个供学生研究当地和全球可持续性挑战的
全球框架。

2.  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培养同情心的手段，文
学研究使学生产生一种集体感，使其明确价值
观，从多个角度理解可持续性，并促使他们采取
行动。

3.  参与社区行动项目。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其
所在社区的可持续性挑战。挑选一些学生处理暴
力、贫穷和环境退化问题，例如开展和平项目、
与无家可归者开展合作、在学校开展园艺和养蜂
活动。学生发现，在参与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以及与所在社区密切合作时，这门课程的帮助最
大。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不仅可以从社区生活中
学到知识，还能帮助提高社区的生活质量”。

希腊——在职师资培训

“教育部在全国建立了46个隶属地区教育总局的
环境教育和可持续性中心。这些中心正在开展多
个项目，目的是对教师进行培训，以便教师们在
各自的学校落实可持续发展教育相关项目。2011
学年举办了184次研讨会，共有8,745名中小学教
师参加”。

来源：教科文组织（2014年a：92, 97）

在可持续发展教育领域，各种不同的教师能

力概念框架都详细描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能力的这

些要素，例如CSCT模式(Sleurs,2008年)，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模式(UNECE,2012年)，KOM-BiNE模式

(Rauch和Steiner,2013年)，以及Bertschy等人(2013年)

采取的办法。为满足这些标准，必须进一步制定师

资教育方案。

为推动师资教育中可持续发展教育能力的发

展，必须改变教师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的内容和结

构。可持续发展教育应成为师资教育计划的基本方

向。主题学科、学科教学、教育科学和重视实践的

研究都应包含来自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方法论原则和

学科知识（见方框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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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地真实的社会挑战开展学习时，必须与

外部伙伴合作。为此各个模块应有助于接触外部伙

伴（例如社区、非正规教育机构和可持续发展教育

网络），并包含可能的项目合作。

方框2.3.2.  在教师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的 
学习目标

了解可持续发展、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相
关专题与挑战

了解当地、全国和全球背景下关于可持续发展教
育的讨论和实践

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价值观的角度，通过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经济和文化方面，形
成自身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和挑战的综合看法，
包括关于代际和全球正义的看法

从学科、学科间和跨学科的视角看待全球变革问
题及其在当地的表现14

思考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方面的挑战、自身的专长知识领域对于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在这一进程中发挥
的作用

思考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可持续发展教育之间
的关系，并在自己的专业工作中运用这一知识

了解文化多样性、性别平等、社会公正、环境保
护和个人发展如何成为可持续发展教育不可或缺
的内容，以及如何使这些内容成为教育进程的一
部分

践行一种重视行动的变革性教学法，让学习者在
当地社区和日常生活中开展参与性、系统性、创
造性和创新性的思考和行动

在推动所在学校向可持续发展迈进的有组织学习
过程中，充当变革的动力

确认当地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学习机会并建立合
作关系

评价和评估学习者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跨领域
能力的情况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具体学习 
成果

14. “学科间”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以及“不同学科的观点、理论
和方法的融汇”。“跨学科”是指“与拥有实践经验的非学术界专
家合作”（Godemann，2006年：52）。

此外，可持续发展教育要求使师资教育具有国

际化特征，特别是为此而将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辩

论和文化多样性讨论纳入各个培训模块。这意味着

应当为学生提供到国外求学的机会，以便其获得实

际经验。

为了更全面地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师资教

育，应当安排学生、教师、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可持

续发展教育专家等关键利益攸关方参与制定和组织

编排师资教育计划的内容。为促进创新，必须使教

育机构具备必要的结构条件，享有参与有组织化学

习进程的自由，这一点至关重要。

仍有许多教师没有在岗前培训中学习过可持续

发展教育的相关知识，因此在职培训需要为他们提

供了解这一主题的机会。这种职业培训一方面能提

供机会以培养参与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另一方面也是教育进程和教育机构调整方向的一个

前提条件。最重要的是，不仅应当为每个机构的每

位教师提供面向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职业发展，整个

教育系统还应当在职位申请、升职等方面承认可持

续发展教育。通过利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大学和

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潜力，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

教育专门知识中心也可以开发职业发展和咨询服务

的机会。

方框2.3.3.  以可持续发展教育为关键内容之一的
师资教育课程的可能模式

当地、国家和国际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基本概念

当地、国家和国际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概念

关键可持续性挑战实例中的学科、学科间和跨学
科观点

针对具有当地、国家和全球重要意义的具体问
题，与教育机构和其他（当地）伙伴合作开展的
以项目为导向的工作

关于不同学习场所（例如学校、大学或非正规教
育机构）可持续发展教育进展的研究分析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际经验及相关的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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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课堂和其他学习场所提供可持续发
展教育

全机构参与

可持续发展教育不仅限于讲授可持续发展以及

为课程和培训增添新内容。学校和大学应当将自身视

为学习和体验可持续发展的场所，因此应当根据可持

续性原则调整各项进程的方向。为使可持续发展教育

更加有效，教育机构必须整体转型。这种全机构方法

旨在使可持续性融入教育机构各个方面的主流。它

涉及对课程、校园活动、组织文化、学生参与情况、

领导与管理、社区关系和研究工作的反思（教科文组

织，2014年a）。教育机构通过这种方式为学习者树

立榜样。可持续的学习环境，例如生态学校或绿色校

园，能让教育者和学习者在日常实践中落实可持续性

原则，全面促进能力建设、能力培养和价值观教育。

图1.全机构方法（教科文组织，2014年a：89）

治理政策与
能力建设

学校教学
设施的运作

可持续发展教育

活学活用

课程、教学
与学习

社区伙伴关系及
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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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监测和评估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确认了

许多良好的全机构办法实例（见方框2.4.1）。

鉴于全机构转型的重要意义，《全球行动计

划》的优先行动领域2（“学习和培训环境转型：

在教育和培训场所纳入可持续性原则”）呼吁“在

学校和所有其他学习和培训场所推广可持续发展教

育全机构方法”（教科文组织，2014年b：18）。

因此，应当在各级教育和所有教育场所推广全机构

方法。鼓励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以及公共和私人

部门组织实施可持续性计划或战略。高等教育领域

和中学在全机构方法方面取得的经验需要升级并推

广到其他级别和类别的教育中去，例如幼儿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及青少年与成年人非正规教

育。方框2.4.2中总结了全机构方法的关键要素。

方框2.4.1. 全机构方法示例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可持续学校倡议

“澳大利亚可持续学校倡议是鼓励学校采取全
学校、全系统办法推进可持续性教育（EfS）的
一个实例。该倡议最初在2005年试点并获得成
功，使可持续性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推崇。这
项倡议取得了以下成果：深化和扩大了已实施
的可持续性教育项目；在课程中更多地融合了
可持续性教育；在组织、财政和环境方面产生
了更广泛的裨益；与更广泛的可持续性认识和
目标建立了联系。总之，参与澳大利亚可持续
学校倡议有助于学校制定更有效、更全面的可
持续性教育计划”。

不丹——绿色学校服务绿色不丹计划:

“自2009年被纳入绿色不丹计划以来，绿色学
校已成为教育部全国改革倡议‘教育提高国民
幸福总值’的一部分。绿色学校概念已成为绩
效管理制度（PMS）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目标
是提高学校的绩效，提供优质教育。学校绩效
管理制度依靠学校的自评工具实施，旨在将国
民幸福总值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价值观和进程
纳入其中。儿基会与不丹政府结为伙伴，帮助
开展绿色学校倡议，并开展了一项全国师资培
训倡议，将绿色学校的原则付诸实践。迄今为
止取得成果都是积极的：‘若干学校报告了重
要的实质性改善，特别是在实体环境、关注度
以及学生对文化和自然的理解和尊重等方面’
（不丹教育部，2012年）”。

来源: 教科文组织(2014年a: 89, 90)

方框2.4.2. 全机构方法关键要素

全机构进程能团结所有利益攸关方——领导者、
教师、学习者、管理层——联合制定在整个机构
内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愿景和计划。

为机构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支持其调整方向，
例如提供相关的良好做法实例、培训领导者和管
理层、制定指导方针和相关研究。

促进相互支持的机构间网络，如全机构认可的对
等学习，将其作为适应模式推广，从而提高该方
法的知名度。

来源：教科文组织（2014年b）

虽然全机构方法的所有要素都很重要，但互

动、综合和批判式的学习才是在课堂和其他学习场

所提供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这是一种以行

动为导向的变革式教学法。

2.4.2. 以行动为导向的变革式教学法

可持续发展教育可增强学习者的能力，推动学

习者成为积极的可持续性公民，使其能够进行批判

性思考，并参与塑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只有以学

习者为中心、以行动为导向的变革式教学法才能实

现这一目标（见方框2.4.3）。

这种教学法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中的学习规

划进程的一般特征或指导原则；需要有符合这些原

则的具体方法来促进这一学习进程。可持续发展教

育崇尚通过积极的学习来培养能力。有些方法特别

适合可持续发展教育。（第2章的方框中曾经提及

其中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已经调整，以适应具体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见方框2.4.4）。

这些参与式教学和学习方法增强了学习者的能

力，使其能够采取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具体教

育场所选择的教学和学习方法必须符合学习者群体

的需求（例如基于年龄、已经掌握的知识、兴趣、

能力产生的需求）；学习环境（例如课程的时间跨

度、教学气氛、文化传统）；以及可用的资源和支

助（例如教师的胜任能力、教材、技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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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2.4.3. 可持续发展教育中的关键教学法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法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法将学生视为自主学习
者，并强调知识的主动积累而不是单纯的知识讲
授和/或被动的学习经历。学习者已经掌握的知识
以及社会经历是刺激其开展学习的出发点，学习
者在学习过程中构建自己的知识基础。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方法要求学习者思考自己的知识积累和
学习进程，以便管理和监测这些进程。教育者应
当激励和支持这种思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做法
使教育者的角色转变为学习进程的促进者（而不
是传授系统知识的专家）（Barth，2015年）。

以行动为导向的学习

以行动为导向的学习让学习者参与行动并从未来
的学习进程和个人发展着手，反思自身的经验。
这些经验可能来自一个项目（在职学习）、一次
实习、一次讲习班或者一次活动。行动-学习是
指Kolb的经验学习循环理论，该理论将学习分为
以下几个阶段：1.拥有实际经验，2.进行观察和
思考，3.形成一般抽象概念，4.在新情况中运用
这些概念（Kolb，1984年）。行动－学习将抽象
概念与学习者的个人经验和生活联系起来，从而
增加了知识，培养了能力，明确了价值观。教育
者的作用是创造一种学习环境，增进学习者的经
验并促进反思。

变革式学习

变革式学习最好用其目标和原则而不是任何具体
的教学或学习策略来定义。它的目标是增强学习
者提出问题的能力，并改变其观察和思考世界的
方式，从而深化学习者对世界的认识（Slavich和
Zimbardo，2012年；Mezirow，2000年）。教育
者是促进者，能够增强学习者的能力，推动学习
者改变世界观。相关的跨越式学习概念（Lotz-
Sisitka等，2015年）走的更远：它强调可持续发
展教育中的学习必须超越现状，让学习者准备好
进行颠覆性思考，共同创造新知识。

为创造多样化和跨界的学习环境，绘制全

面、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蓝图，教育机构和教

育者应促成当地、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伙伴关系。

必须认识到单一的视角、学科或认知方式不能充

分应对可持续性挑战。伙伴关系涉及企业、非政

府组织、公共机构、决策者和/或个人等一系列

社会行为者，催生新的学习可能性，已成为创造

力和创新的来源。在与合作伙伴实际开展的对话

或项目中，学生可以了解真实世界的挑战，并从

合作伙伴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中获益。与此同时，

合作伙伴也可以增强自身的权能，提高自身作为

关键变革动力的能力。全世界学习者之间的伙伴

关系推动了关于同一主题的不同视角和知识的交

流。例如，虚拟课程可以提供开展全球对话并促

进相互尊重和理解的环境（见方框2.4.5）。

方框2.4.4.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学习的关键方法

在真实世界开展合作项目，例如关于不同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服务-学习项目和活动

构建愿景的活动，例如未来讲习班、情景分析、
讲述乌托邦/反乌托邦故事、科幻小说思考，以
及预测未来和重新构想过去

通过基于社区的研究项目、案例研究、利益攸关
方分析、行为者分析、建模和系统游戏等，对复
杂系统进行分析

通过开展公开透明的讨论和写反思日记等方法进
行批判性思考

方框2.4.5. 学习者之间的跨文化对话示例

青年硕士计划：灵活的学习办法

青年硕士计划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全球教育和学
习网络，面向16至18岁在校学及其教师。在虚拟
教室里，学生和教师有机会就可持续性问题建立
理解和合作。学生在虚拟课堂上相互学习，与来
自不同国家的同学交流第一手信息。学生了解到
共同的可持续性挑战，并认识到存在不同的当地
视角和解决方案。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16个国家的30000多名学生
和3000多名教师完成了青年硕士计划。计划的
评估报告显示，学生、教师和学校都取得了积
极的成果，包括：“拓展了环保知识，改善了
沟通技巧，参与了课外环保活动，建立了广泛
的国际友谊，提高了电脑技能”（McCormick等
人，2005年）。

来源：教科文组织（2014年a：88）

此外，以行动为导向的变革式教学法还有助

于实现《全球行动计划》优先行动领域4（“增强

青年的权能，调动青年的积极性”）的目标，其中

呼吁“青少年获得更多优质网上学习的机会；青

少年参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教

育推广、政策制定和实施工作并做出贡献；更多

由青少年牵头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活动”（教科文组

织，2014年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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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如何评估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学习成果
和可持续发展教育计划的质量?

如何评估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成果，如何评估为

调整教育系统的方向而付出的努力，这是一项需要

解决的重大挑战（教科文组织，2014年a）。应当

在多个层面评估可持续发展教育计划和倡议。本文

提及下述做法：学习成果大规模评估；个人层面上

的学习成果评估；更加密切地结合国家教育优先事

项开展国家评估；将学校和机构置于相关背景下进

行评估以改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施和提供；发展

规范的评估做法，以增强教师衡量课堂具体教学实

践的能力；对个人进步的自评。

在如何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要素纳入大规模评

估办法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范例（见方框2.5.1）。

方框2.5.1.  包含可持续发展教育要素的大规模 
评估示例

评估接触可持续发展的情况

“国际学习成绩评估开始纳入可持续发展教育的
各个方面。2006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的评估侧重
于科学扫盲，除其他外，还重视汇编关于将环境
科学专题纳入学校课程的资料（经合组织，2009
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发现，经合组织国家
98%的学生在讲授环境专题（例如污染、环境退
化、有机体之间的关系、多样性和资源保护）的
学校就读。虽然环境科学专题在课程中的重要
性在不同的教育系统中各不相同，但经合组织国
家的大多数（中）小学生都接触过并必须了解一
系列关键的环境专题。在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学生
中，了解环境知识的机会差别较大。”

评估可持续性相关选择和行动

“确定知识和学习成绩能否促成与可持续性有关
的选择和行动，这是一项难度更大的挑战。这方
面有一些前景广阔的倡议：例如，在国际教育成
就评价协会主持下，2008年和2009年在38个国家
开展的国际公民和公民意识研究发现，公民意识
教育与学生接触积极的公民意识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Schulz等人，2010年）。”

来源：教科文组织（2014年a：98）。

2013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的理事机构决

定在2018年的评估中探索开展“全球能力”评估 

（经合组织，2016年）。经合组织对全球能力的

定义如下：

“从多个角度批判性地分析全球和文化间问
题，以理解差异如何影响自己和他人的观
念、判断和理念，并在共同尊重人的尊严基
础上，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其他人进行公开、
适当和有效互动的能力。”
（经合组织，2016年：4） 

这项测试是与经合组织成员国及专家顾问协

商制定的，目的是通过开展认知测试，评估青年人

对全球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文化间知识和理解；

思辨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技巧。此外，还要利用学生

在问卷中提交的数据，对青年的技能和态度进行分

析，前者包括谦虚、适当和有效的互动、有同情

心、有灵活性；后者包括用开放的心态对待来自其

他文化的人、尊重文化差异、全球心态和责任心 

（经合组织，2016年:6）。该测试将通过这种方

式“首次全面审查教育系统在使青年人做好准备，

支持发展和平的多样化社会方面的成绩”（经合组

织，2016年：3）。在2016年5月14日于日本仓敷举

行的七国集团教育部长会议上，各国部长指出，

这次评估很有可能为衡量这一领域的进展提供一项 

指标。

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以及其他大规模评估，例如

2016年国际公民和公民意识教育研究（ICCS）15，都

能为更好地了解可持续发展教育学习成果的发展情

况做出重要贡献，并能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可持续

发展教育对优质教育的贡献。这些评估还可以提供

必要的数据，以便监测具体目标4.7的第26项“按年

龄组（或教育程度）划分的表现出充分了解全球公

民意识和可持续性相关问题的学生所占比例”和第

27项“表现出熟练掌握环境科学和地球科学的15岁

学生所占比例”（教科文组织，2015年b）。

15. http://iccs.ie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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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教育中的评估和评价工作可以服务

于不同目的（见方框2.5.2）

方框2.5.2.  个人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评估的 
不同目的

收集信息并记录学习者在实现预期学习成果方面
的进展和成绩

使学习者了解学习进展，帮助其找出优点和成长
领域，并利用这些信息设定学习目标。

提供关于教学和学习过程成功与否的反馈意见，
以帮助规划、实施和改进这些过程

在正规教育中，就学习者的年级升降以及学业和
职业选择决定提供指导

评估学习成果的方式有很多种。采取何种做法

取决于学习环境（例如教育系统的特征）以及可持

续发展教育的实施方式：例如是在正规教育的所有

课程中或是具体科目中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还是

采取另一种实施方式。评估方法必须与学习目标保

持一致，还要与教学和学习实践保持一致。鉴于可

持续发展教育提出了各种学习目标和能力，可能需

要采取一系列办法对学习情况进行准确的评估。

可持续发展教育涉及一系列广泛的变革性目

的，教育者应当考虑到这些广泛目的。教育者不能

仅评估学习情况；还应当将评估作为促进学习和开

展学习的手段。教育者应兼顾传统评估方法和更加

重视成绩的批判性方法，例如自评和同伴评估，以

体现学习者对个人变化、深化理解批判性调查，参

与和公民机构等方面的看法。教育者的反馈意见、

同伴反馈意见和自我评价（例如写反思日记或情况

记录）能使学习者监测自己的学习过程，并确认可

能的改进方面。

除了评估学习成果，继续监测和评估可持续发

展教育各项计划的质量也很重要。监测和评估工作

可以侧重于以下方面：教育计划的各个方面（例如

学习期望、资源、教学能力、学习环境）；教育过

程（例如教学实践、学习资源、学习者的参与）；

教育成果（例如知识、能力、价值观与态度、变革

效果）；教育背景方面的考虑因素。

如有可能，应当在既有的评估中开展有效的可

持续发展教育计划评估，这要求密切关注一系列因

素。应明确规定评估的目的和指标，考虑教学者/学

习者以及相关背景的特性，并确定构成可接受证据

的信息类别以及数据收集方法。

计划评估结果可用于多种不同用途（见方框

2.5.3）。

方框2.5.3. 计划评估的不同用途

确认计划方面的局限性

找出应予以改进的具体领域

报告当地、国家和国际的趋势与成果

评价计划的有效性

促进问责制和透明度

必须改进监测和评价工作，以获得证据支持

继续并扩大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投资，批判性地参

与可持续发展教育这一正在兴起的教育方向调整进

程。因此制定一个指标框架，确立衡量可持续发展

教育学习成果的标准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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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

可持续发展教育能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首先，可持续发展教育能培养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跨领域能力，必须具备这种能力才能应对多种多样的可持续性挑战，并在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

间建立联系。其次，可持续性教育能使学习者在认知、社会—情感和行为方面取得特定学习成果，使其

能够应对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的具体挑战。

为使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采取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所有教育机构都必须将着

力处理可持续发展问题、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取得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具体学习成

果视为己任。因此不仅要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内容纳入课程，还要采用以行动为导向的变革式教学

法，这一点非常重要。

呼吁教育主管官员、决策者、教育者、课程制定者和其他人对教育进行重新思考，以便从现在开始

到2030年为止，按照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间框架，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指南为发展对这一

目标十分重要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特定认知、社会—情感和行为学习成果提供了方向，并概括

说明了在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开展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学习方面需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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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线上资源精选

可持续发展目标网站

人权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http://www.ohchr.org/EN/Issues/MDG/Pages/The2030Agenda.aspx 

经合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普世目标和具体目标
https://www.oecd.org/dac/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htm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
http://unstats.un.org/sdgs/indicators/indicators-list/

卫报：可持续发展目标：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5/jan/19/
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united-nations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知识平台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opics/
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教科文组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en.unesco.org/sdgs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http://www.un.org/
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世界经济论坛：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9/what-are-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课堂、课程和青年工作资源

英国文化协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资源
https://schoolsonline.british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sdg_
education_pack_v3.pdf

Gaia教育的可持续性电子学习方案设计
http://www.gaiaeducation.org/index.php/en/online

全球惠施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目标集资
https://www.globalgiving.org/sdg/

绿书包：可持续性问题教学资料
http://education.rec.org/green-pack.html

开放式学习。开放大学：各类专题自学资料
http://www.open.edu/openlearn/

乐施会：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拟议教学理念选编
https://www.oxfam.org.uk/education/resourc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

可持续性游戏百科：与可持续性有关的游戏数据库
http://www.games4sustainability.org/gamepedia/

教学和学习促进可持续的未来：与各种可持续性相关主题有关
的教学法和课堂活动教师专用资源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tlsf/mods/theme_gs.html

儿基会教学：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教师专用资源汇编
https://teachunicef.org/teaching-materials/topic/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

The Goals.org：关于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免费全球教育和学
习门户网站
http://www.thegoals.org

懒人拯救世界指南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takeaction

商品的故事。调查人类不可持续的物质利用问题的在线资源
http://storyofstuff.org

我们希望的世界。儿童和青年目标指南。
http://www.unicef.org/agenda2030/files/TWWW_A4_Single_
Page_LowRes_English.pdf

MYCI青年资源汇总：以参与和变革方式向青年人介绍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方法
http://www.youth.ie/sites/youth.ie/files/SDGs_Youth_
Resource%20_Pack.pdf

教科文组织：师资教育机构的良好做法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5/001524/152452eo.pdf

世界最大课堂：向青年人介绍可持续发展目标、参与和采取行
动有关的一切
http://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

可持续发展问题青年硕士计划：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在线课程和
学生间的国际交流
http://www.goymp.org/en/frontpage

青年与联合国全球联盟挑战证章：与联合国各机构、民间社会
和其他组织合作开发的该挑战证章旨在提高学习者的认识，教
育和发动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并成为当地社区变革的积极推动
者。课堂上的教师以及青年领袖都可以利用这个系列的资料。
http://www.fao.org/yunga/resources/challenge-badges/en/

http://www.ohchr.org/EN/Issues/MDG/Pages/The2030Agenda.aspx
https://www.oecd.org/dac/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htm
http://unstats.un.org/sdgs/indicators/indicators-list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5/jan/19/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united-nations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5/jan/19/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united-nations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opic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opic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en.unesco.org/sdgs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9/what-ar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9/what-ar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schoolsonline.british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sdg_education_pack_v3.pdf
https://schoolsonline.british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sdg_education_pack_v3.pdf
http://www.gaiaeducation.org/index.php/en/online
https://www.globalgiving.org/sdg
http://education.rec.org/green-pack.html
http://www.open.edu/openlearn
https://www.oxfam.org.uk/education/resource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www.oxfam.org.uk/education/resource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www.games4sustainability.org/gamepedia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tlsf/mods/theme_gs.html
https://teachunicef.org/teaching-materials/topic/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teachunicef.org/teaching-materials/topic/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www.thegoals.org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takeaction
http://storyofstuff.org
http://www.unicef.org/agenda2030/files/TWWW_A4_Single_Page_LowRes_English.pdf
http://www.unicef.org/agenda2030/files/TWWW_A4_Single_Page_LowRes_English.pdf
http://www.youth.ie/sites/youth.ie/files/SDGs_Youth_Resource%20_Pack.pdf
http://www.youth.ie/sites/youth.ie/files/SDGs_Youth_Resource%20_Pack.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5/001524/152452eo.pdf
http://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
http://www.goymp.org/en/frontpage
http://www.goymp.org/en/fron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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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倡议

生态学校网络
http://www.ecoschools.global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http://www.fao.org/home/en/

GAIA教育
http://www.gaiaeducation.org

全球生态村庄网络
http://www.gen.ecovillage.org

全球碳足迹网络
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en/index.php/GFN/

高等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倡议（HESI）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inaction/hesi

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协会（ICLEI）：当地政府促进可持续发展
http://www.iclei.org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http://www.iisd.org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http://unsdsn.org

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网
http://www.unesco.org/new/en/education/networks/global-
networks/aspnet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http://www.undp.org/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http://www.unep.org

教科文组织俱乐部、中心和协会世界联合会（WFUCA）
http://wfuca.org/

世界卫生组织

http://www.who.int/en/

教学和职业学习支助

可持续发展教育入门工具包
http://www.sustainableschoolsproject.org/tools-resources/
starter-kit

可持续发展教育工具包
http://www.esdtoolkit.org/

德国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框架
http://ensi.org/global/downloads/Publications/418/
Curriculum%20Framework%20ESD%20final%201.pdf

可持续发展教育指南
http://sustainableschoolsproject.org/sites/default/files/
EFSGuide2015b.pdf

高等教育中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和质量指南
http://efsandquality.glos.ac.uk/

塑造我们希望的未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十年。《最后报告》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03/230302e.pdf

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路线图。落实全球行动计划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05/230514e.pdf

教科文组织教学和学习促进可持续的未来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tlsf/

范德比尔特大学可持续发展教学指南
https://cft.vanderbilt.edu/guides-sub-pages/teaching-
sustainability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校办法：教师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实例述
评（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
http://aries.mq.edu.au/projects/preservice/files/
TeacherEduDec06.pdf

http://www.ecoschools.global
http://www.fao.org/home/en
http://www.gaiaeducation.org
http://www.gen.ecovillage.org
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en/index.php/GFN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inaction/hesi
http://www.iclei.org
http://www.iisd.org
http://unsdsn.org
http://www.unesco.org/new/en/education/networks/global-networks/aspnet
http://www.unesco.org/new/en/education/networks/global-networks/aspnet
http://www.undp.org
http://www.unep.org
http://wfuca.org
http://www.who.int/en
http://www.sustainableschoolsproject.org/tools-resources/starter-kit
http://www.sustainableschoolsproject.org/tools-resources/starter-kit
http://www.esdtoolkit.org
http://ensi.org/global/downloads/Publications/418/Curriculum%20Framework%20ESD%20final%201.pdf
http://ensi.org/global/downloads/Publications/418/Curriculum%20Framework%20ESD%20final%201.pdf
http://sustainableschoolsproject.org/sites/default/files/EFSGuide2015b.pdf
http://sustainableschoolsproject.org/sites/default/files/EFSGuide2015b.pdf
http://efsandquality.glos.ac.uk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03/230302e.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05/230514e.pdf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tlsf
https://cft.vanderbilt.edu/guides-sub-pages/teaching-sustainability
https://cft.vanderbilt.edu/guides-sub-pages/teaching-sustainability
https://cft.vanderbilt.edu/guides-sub-pages/teaching-sustainability
https://cft.vanderbilt.edu/guides-sub-pages/teaching-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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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为创建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世界，并参与处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描述的可

持续性相关问题，人人都必须成为可持续性变革的推动者。人们需要具备知识、技

能、价值观和态度，方有能力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因此，教育对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至为重要，可持续发展教育尤为亟需，因为它使学习者有能力做出知情决策并采取

负责任的行动，为当代，也为后世子孙，保持环境完整、经济可行并创造一个公正的

社会。

本出版物指导读者利用教育，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文

为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了学习目标，并提出了拟议专题和学习活动，描述了从课

程设计到国家战略各个不同层面的实施情况。本文旨在从策略制定、课程编排和课程

设计等方面为决策者、课程编排人员和教育者提供支持，促进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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