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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编制的大背景 
 

 

本报告旨在着重介绍国际教育局拟于 2013 年执行

的计划和活动。这些活动是在文件 36 C/5 和使国

际教育局成为教科文组织课程设置领域示范中心这

一战略的指导下提出的。在对各项计划进行彻底修

订之后，国际教育局已将各项计划与使命和大目标

统一起来，并拟定了国际教育局 2012 - 2017 年战

略和工作计划，该计划将于 2013 年 1 月提交理事

会。2013 年的规划还考虑到了根据计划审查(2011

年)提出的组织和人员调整情况，以及关于新的人

员配置和组织结构的人力资源审查草案(2012 年 11

月)。 

 

“课程”是当代教育改革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提

高教育质量的核心所在。因此，课程的开发被认为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远非由一些学科专家对教育

内容加以筛选和进行组织安排而已。课程开发涉

及对课程框架和教学大纲进行设计、编写教材、

通过教与学的实践来实现课程目标、进行评估等

多方面的工作。对于学生应当学什么、为什么要

学这些内容、如何学习，以及怎样知道他们是否

在学等问题，要想统一思想，必须具备专门知

识，并需要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课程设置

进程因而日益成为各利益相关方公开辩论、讨论

和协商的话题。鉴于这一进程的复杂性，必须要

让课程专家、决策者和师资教育者具备新的能

力。 

 
 

作为示范中心，国际教育局的使命是：支持教科文

组织会员国开展工作，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使命

的实现通过在以下三个重要行动领域提出举措和开

展活动：  

(1) 进行机构和个人的能力建设，并提供技术支持

和咨询；  

(2) 提供获取与课程相关的知识、经验和专业技术

的渠道；以及 

(3) 促进相关各方参与基于实证的政策对话。 

国际教育局的使命 

 

 

 
国际教育局课程环形图 

 

战略目标 

国际教育局 2012 - 2017年战略和工作计划 

 

- 提高个人和机构设计、管理、实施和评估

保证质量的课程设置进程的能力 

- 支持课程创新、改革和修订倡议 

- 创建一个强大的知识库，为制定政策和基

于实证的决策和实践献计献策 

- 增强网络与伙伴关系，以加强国际、区域

和次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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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会员国提供课程服务：能力建设与技术援助 
 

向会员国提供的课程服务包括能力建设与技术援助

项目。其主要目标如下：a) 通过开设长期区域培

训课程，例如课程设计与开发专业文凭培训，进行

国家能力建设，培养师资教育者、决策者和课程专

家在课程设计与开发领域的能力；b) 通过按需定

制学习工具和讲习班，加强当地开展小学和中学课

程创新和改革的能力；c)为各国提供针对性的技术

援助，帮助其设计和管理本国课程改革和实施工

作。 

 

在技术援助方面，将优先重视非洲国家、转型期国

家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将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教 
 
 
 

 科文组织驻各不同地区的外地办事处合作开展实

施工作。对于提出举办研讨会和提供技术援助的

大部分请求，将需要由各国政府、其他国际组

织、私人基金会和外地办事处提供全额资助。优

先的专题领域如下：全纳教育、生活和工作技

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ESD)、基本技能和能

力、学会共同生活、公民身份与全球教育。 

 

鉴于示范中心这一战略的实施，项目的监督和评

价将被提到重要位置，各地课程设置进程和学习

材料的评估也将被纳入工作范畴。 

1.1. 课程设计与开发专业文凭 
战略 1，2，3，4，5；工作重点 1-1，1-3，2-5 

 

在经认可的培训班框架中，国际教育局将继续发挥

学术领导和协调、发展、跟踪及评估作用，确保根

据教科文组织各地区的需求定制的课程设计与开发

文凭培训项目的实施。  

 

国际教育局的系列培训材料(课程资源包、主题模

块等)将在定期监测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调整，

以进一步加强知识的开发，根据地区需求调整和丰

富文凭培训班的内容。  

 

2013 年下半年，国际教育局将与伙伴学术机构和单

位密切合作，推出拉丁美洲第四期文凭培训班和非

洲第三期文凭培训班。非洲文凭培训班还将满足法

语国家的需求，并将加强对非洲地区师资教育者的

培养，以弥合课程设计与实施之间的差距。同时，

非洲文凭项目还将努力增加法语学员的人数。 

 

国际教育局将采取初步行动，争取在阿拉伯地区和

亚洲(中国)举办文凭培训班，并作出必要的机构调

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13 年将提供财政支持，

资助非洲文凭培训班以及阿拉伯地区文凭培训班的

初步准备工作。进一步筹款活动仍需开展，从而扩

大文凭培训班在这两个地区的影响，以及加强国际

教育局提供此方面服务的力度。与教科文教育部门

的教师发展和政策处(THE/TEP)和各外地办事处建 

 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必将为管理在各地举办的

文凭培训班提供便利。密切与各国教育部长的联

系，亦将为开展新的合作和确保财政上的可持续

性提供保证。 

 

国际教育局将对拉丁美洲培训班和非洲文凭培训

班的学员、毕业生及导师进行全面的评估调查，

以评估学习内容、学习进程和环境，以及学习成

果和更长期的影响。 
 

 

 

表 2： 2013年文凭培训班概览 

期次 学员人数 2013 年进展 合作伙伴 

拉丁美洲 

第三期 
41 

在线课程 

和毕业 

乌拉圭天主教大

学(UCU)、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

教 育 办 事 处

(UNESCO OREALC)  

拉丁美洲 

第四期 
目标：30 

面对面授课 

和在线课程 

非洲 

第二期 
49 

在线课程 

和毕业 
坦桑尼亚开放大

学(OUT)、坦桑尼

亚 教 育 研 究 所

(TIE)、非洲地区

教 育 办 事 处

(BREDA)、师资教

育 和 政 策 处

(THE/TEP) 

非洲 

第三期 
目标：30 

面对面授课 

和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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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能力建设讲习班和技术援助 
战略 1，2，3， 4，5；工作重点 1-1，1-3，2-5，3-7，3-9 

 

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项目为负责课程变革和进程方

面的工作人员提供专门的援助、咨询和培训，具体

涉及根据新的挑战、需求和发展前景，规划、开

发、实施和评价优质中小学课程。各项活动是通过

量身定制的培训工具开展的，并符合会员国的具体

需求。  

 

在此方面，工作侧重点在于把能力建设这一内容有

意义地纳入到国家课程设置中去，并强调根据学会

共同生活(LTLT)、人权和公民教育，以及教育促进

可持续发展(ESD)的价值观、原则和做法，使学生

为未来生活和工作做准备。冲突后和灾后(PCPD)局

势被优先考虑。 

 2013 年，能力建设讲习班将与较长期的行动挂

钩。国际教育局将进一步开发和更新政策指导方

针和定制的培训工具。此外，还将根据示范中心

战略，对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活动进行系统的评

估。 
 

具体而言，国际教育局将根据收到的具体请求，

为南苏丹、乌干达、伊拉克、巴林及其他海湾国

家、多米尼加共和国、哥伦比亚、巴基斯坦以及

教科文组织的“人人学会尊重他人”、“和平与

非暴力文化”和“全球公民”等项目提供支持。

此外，国际教育局还争取满足各会员国特别提出

的要求和请求。 

 
表 3：规划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讲习班  

区域 项目 依据  预期成果 

非洲 

南苏丹 

新课程 

(IIEP 和 MOGEI) 

加强中央和国家各级决策者在课程设计和发

展方面的能力，从而最终群策群力，为南苏

丹全面开展课程改革进程制定行动计划 

 执行南苏丹课程修订行动计划  

 开发中央和国家各级决策者和专家的能力，

侧重于冲突后局势的课程改革 

乌干达 

初中教育课程改革 

为乌干达开展全国初中教育学科综合方面的

课程改革提供支持  

 国际教育局为课程改革提供技术援助 

阿拉伯 

国家 

伊拉克 

 新课程倡议 

建立起一个以人权、性别平等、和平及学会

共存等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课程框

架。修改数学和科学教学大纲 

 制定指导方针，确保新课程的构想体现在高

质教学大纲及数学和科学教科书中 

巴林 

人权与公民身份教育 

将人权和公民教育纳入国家课程 

教师职业发展 

 实施公民和人权教育项目 

 开展新教学法培训 

海湾国家 

全纳学校项目 

(GASERC) 

为 7 个海湾国家完成和通过两份全纳教育指

南：“推广全纳教育：学校发展指南”和

“开发全纳课堂：教师指南” 

 完成两份全纳教育指南 

 部委代表通过两份指南 

 两份指南在学校试点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多米尼加共和国 

基础和中等教育课程修订 

修订基础和中等教育课程和学校实践   国际教育局对校长进行课程管理和学校实践

培训 

哥伦比亚 

全纳教育政策框架 

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实施全纳教育政策框架  举办全纳教育和课程能力建设讲习班 

亚洲及 

太平洋 

巴基斯坦 

教科书和课程开发 

加强区域层面的教科书和课程开发能力  国际教育局提供教科书评估标准和工具方面

的技术咨询，并为教科书评审人员和开发人

员开展培训活动 

全球 

“人人学会尊重他人” 

“和平与非暴力文化” 

“全球公民” 

教科文组织总部 

支持教科文组织总部开展“人人学会尊重他

人”、“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全球公

民” 等跨课程课题项目 

 国际教育局与教科文组织总部合作为各该项

目提供技术投入 

 

1.3. 全球优先事项：非洲和性别平等 
战略 1，2，3，4，5，7；工作重点 1-1，3-8，4-12 

 

国际教育局通过其所有行动领域为教科文组织的全

球优先事项：非洲和性别平等做贡献。在非洲，第

三期文凭培训班将于 2013 年下半年启动，对非洲

国家各级负责课程设计与开发的重要相关方进行培

训。国际教育局还将根据非洲法语国家的需求开发

和调整培训材料。此外，还计划采取培训后行动，

加强会员国的基本队伍建设，以增进课程改革与创

新。 

 

在性别平等方面，国际教育局正在艾滋病毒和艾滋 

 病课程设置领域开展项目。国际教育局为关键人

员提供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性教育政策、计

划、课程、教育材料和宣传方面的全面知识库和

信息交流服务。国际教育局还协助各国教育部长

更好地将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的内容纳入国家

课程中，尤其是西非和中非各国的课程中。2013

年，作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工作的一部分，艾

滋病毒/艾滋病项目将着重对非洲以下国家的教

学材料进行内容评估：喀麦隆、刚果、中非共和

国、加蓬、几内亚和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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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致力于全球优先事项：非洲和性别平等方面的工作 

优先领域 活动 预期成果 

非洲 文凭培训班  非洲第二期文凭培训班：在线培训和毕业 

 第二期文凭培训班：2013 年第二学期面对面授课，随后进行在线培训 

 成员国的培训后行动(乌干达：为国家初中教育改革提供支持) 

非洲和 

性别平等 

对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CEMAC)国家中小学教师艾滋

病毒/艾滋病教育的教学材料

进行内容评价 

 对喀麦隆、刚果、中非共和国、加蓬、几内亚和乍得的教材和自我培训材料进行内容评价 

 目标：44 份教材、6 份教程和 150个电台节目 

 为欧佩克组织发展基金(OFID)框架下举办的讲习会提供专业知识 

 修改并完成性教育审查及评估工具(SERAT)，以作为对性教育及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教育进

行内容分析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资源工具 

性别平等 为教科文组织艾滋病毒和艾滋

病教育信息交换中心做贡献 

 为数据库添加文件，以此作为对教科文组织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教育信息交换中心的贡献 

 

性别平等 在线技术支持  回应具体要求和需求，根据具体情况就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课程的有关问题提供援助 

向会员国提供课程服务面临的挑战 
 

 与教科文组织总部、外地办事处和主要国家机构建立强有力且可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尤其在非洲成

功开展文凭培训班活动。 

 文凭培训班可否持续，取决于是否在各国培训了负责此种培训的人员，是否不断调整培训材料，以及是否加

强了质量保证机制。 

 加强不同地区文凭培训班活动的战略规划和有效管理工作。 

 确保技术援助项目的连续性和质量，这需要有足够的资金，稳定的人员，捐助方准时提供资金，对各类文件

进行翻译。 

 

2. 知识的开发与管理(KPM) 
战略 6，7，8，9；工作重点 4-12 
 

建立一个强大的知识库，为课程开发和改革方面的

决策和良好做法献计献策并提供支持。这是一项长

期目标，最好在实施示范中心战略的框架内，并在

提供足够资金的情况下，以 6年为期加以考虑。  

 

2012-2017 年期间的主要目标是：改善获取和使用

课程设置和课程开发工作的信息和资源的机会；增

加与课程有关的信息和知识；简化各项服务和获取 

 资源的程序，以面向更广大的受众。如有更多资

金，知识的开发与管理(KPM)项目可以方便和加强

人们获取课程开发进程和成果方面的信息和资

源，无论是在政策发展方面，还是在积累知识和

经验方面；同时为共享课程开发领域的知识、经

验和专门技能提供便利，尤其是(但不限于)发展

中国家。 

 

2.1. 全球教学时间调查 
 

全球教学时间调查是国际教育局与教科文组织统计

研究所(UIS)之间的合作项目，主要目的是收集小

学和中学教育每个年级的年度授课时间方面的可靠

的跨国信息。通过调查，预计最终将能建立一个标

准化全球数据库，并改进为政策制定、教学改革和 

 研究提供关于教学时间方面的可靠数据。统计研

究所 2012 年进行试点之后，将于 2013 年初正式

开展调查，计划将于 2013 年下半年对收集的数据

进行分析。 

  

2.2. 用于定期评估需求和优先事项(跨项目)的工具 
 

2013 年教育局将设计并采用一个调查工具，定期评

估在课程设置的知识和信息方面存在哪些需求和新

的优先事项。作为对这一调查所得出的结果的补

充，将在未来几年内举办一系列子区域和区域讲习

班。讲习班将聚集课程设置部门和机构的代表和专

家，以讨论课程设置方面的需求、重点和愿景。如

能得到积极的反馈意见，举办的这些会议和讲习班 

 不仅将有助于在实施示范中心战略框架内确定战

略方向，而且还将加强联网，扩大伙伴关系，以

及建立课程专家数据库。由于该调查工具具有跨

项目的性质(即：需要确定知识和信息、能力建设

和技术咨询方面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因此设计时

必须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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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库、提示和国际教育局网站 
 

2013 年的工作重点是，改善人们获取有关课程开发

进程和成果信息的机会，这些进程和成果包括：定

期更新国别档案数据库(共有 19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定期发布提示信息，包括至少一份关于优先

问题的专题信息；丰富收集的课程；至少制作两期

“课程问题工作文件”丛书。一份汇集课程设置相

关专业术语的词汇表将得以定稿。还计划为《全民

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教学促进发展》撰稿。 

 网站作为国际教育局的重要沟通工具和共享、传

播课程设置方面知识的主要信息技术平台，将不

断得以开发和精简，使之符合因实施示范中心战

略而出现的新的发展形势。视预算外资金情况，

将为建立一个信息交换机制作准备；如能确保有

足够的资金，网站定会更加充满动态，并大大得

以改进。 

  

2.4. 出版物 
 

2013 年，除即将发行的(第 164 期)《南部非洲学生

学习表现的比较》之外，《教育展望》还将发行四

期：《教育、脆弱性和冲突》(第 165 期)、季刊常

文(第 166 期)、《移动技术、教师培训和课程开

发》(第 167 期)、及《课程改革：转型期教育系统

的创新模式探索》(第 168期)。 

 教育局还将出版《教育实践》丛书的两本小册子

(即将出版的为第 24 期：《情绪与学习》)。此

外，《复杂紧急情况下的课程设置与教育：从人

道主义响应到国家重建》一书(Acedo & Retamal

编著)亦将于 2013年面世。 

知识的开发与管理面临的挑战 
 

 进一步开发内部和作为集体与外界交流的专业能力。 

 为收集的若干选用教科书编制目录，这将需要得到实习生计划的支持。 

 文献中心将需要确定优先事项和调整工作量。 

 动员更多资金，以便知识的开发与管理项目能让人们更容易、更高质量地得到关于课程开发进程和成果的信

息和资源。 

3. 政策对话 
战略 10；工作重点 1-1，1-3，2-5，3-9，4-12 

  

政策对话项目的目标是，通过以下方式增强会员国

的能力：1)让众多利益相关方参与课程政策框架的

设计和实施工作；2)编制和传播政策指导方针，宣

传全民高质课程的观念。 

 

2013 年，国际教育局的工作重点将为协助在特定国

家(如乌拉圭和哥伦比亚)举办支持执行课程改革行

动计划的政策对话讲习班，并与关键部门建立伙伴

关系，以在学校层面推广全纳教育和课程(例如

GASERC/ ABEGS 海湾国家)，并开发基于实证的相关

培训材料。此外，国际教育局还将聘请教科文组织

不同地区的国家课程设置机构和教育部课程问题专

家就课程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以确定在实施示范

中心战略 (第 2 . 2 项 )框架内进行政策对话 
 

 的战略方向，并以此来加强实践社区。 

 
 

实践社区(COP) 
 

实践社区（COP）定期编制和共享实践社区成员

的课程文件和材料，从而有助于从比较的视角看

待各地区的课程问题。通过定期在国家、区域和

国际各级就课程问题举行的在线和面对面的交

流，并通过推动和促进南南合作以及北南南三方

合作，实践社区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可

通过教育方面的新趋势的实证研究和报告，随时

了解相关方面的情况。 

 

政策对话面临的挑战  
 

 从政策、文化和实践等方面来理解全纳教育，从而通过采用集成而非零碎的做法，确保产生长期影响。 

 聘请区域层面的各课程机构的专家，制定议程，并促进具有前瞻性、基于实证的政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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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管理 
 

根据国际教育局理事会第 61 届会议的要求，一名

由教科文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局推荐的高级别外部顾

问于 2012 年 11 月对国际教育局的组织和人员结构

进行了审查。建议的人员结构将提交国际教育局理

事会第 62 届会议，供其批准。根据预算外资金情

况，教育局预计将需要采取过渡措施，以加强国际

教育局的人力资源能力和专业知识。为此，进行资 

 源动员将是国际教育局局长和理事会主席的一项

重大任务。重点将是为国际教育局寻求直接的核

心捐助；因此请理事会成员认捐，并努力在各自

国家动员各方力量。总干事已决定抽调一个 D-1

职位给国际教育局，为期两年，以协助在这一过

渡时期实施和管理示范中心战略的工作。 

1. 人力和财政资源 
 

在人力资源方面，新招聘一名高级项目专家(P-5)

的工作业已完成，选中的候选人将于 2013 年 7 月

加入国际教育局团队。同样，三个专业职位也将于

2013 年年初填补；这三个职位分别是：一名项目专

家(P-4)和两名助理项目专家(P-2)，主要是为了加

强“向会员国提供课程服务”这一领域的力量。这

三个职位作为“项目任命”类合同安排，任期一

年，能否延长将取决于业绩和资金情况。 

 在过渡阶段，只要明确界定职位要求，也可以通

过借调的形式来增加专业能力。国际教育局将继

续通过实施各种计划的方式，培养年轻专业人员

(如研究助理、实习生)。根据培训政策，国际教

育局还将继续鼓励集体和个人的职业发展，具体

将取决于教科文组织总部分配多少财政资源用于

这一目的。 

1.1. 财政资源 
 

作为实施资源动员战略的一部分，国际教育局： 

 

 已提出一个项目建议，申请得到由世界银行管理

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倡议的资助。 

 将继续动员教科文组织会员国为实施示范中心战

略提供跨年度财政支助。 

 将巩固与东道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瑞士发展与合

作署以及教育和发展领域网络的关系。 

 将加强与教科文组织各外地办事处的合作伙伴关

系，以实施各项具体的项目和计划。 

 将维护并加强与瑞士和具有国际性质的各研究中

心以及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 

 将继续实行回收成本的政策。 

 

截至 2012 年 12 月 13 日，2013 年特别账户下财政

资源的概算总额约为$5,460,000 美元。其中包括： 

 

 教科文组织 2012 年的年度财政拨款，削减 31%

后：计$172.5 万美元； 

 教科文组织应急金$25万美元； 

 从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DC)接收的 CHF60 万瑞郎

捐款(约合$64.5万美元)； 

 挪威政府为 2012-2013 年提供的 800 万克朗(约

合 140万美元)； 

  阿拉伯海湾国家教育研究中心(GASERC)资助

$15万美元实施全纳学校项目； 

 巴林政府资助$9 万美元实施“民主公民和人

权教育”项目； 

 将从荷兰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接收$20 万

美元的捐款；以及 

 2012年累积储备金$100万美元。 

 

除特别帐户的资源外，还通过教科文组织总部获

得$457,149美元预算外资金，其中包括：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资助的$279,949 美元，用

于联合执行“为教师和教师培训者开展能力

建设支持课程改革”项目； 

 用于执行“开展能力建设增强西非和中非五

国进行艾滋病毒教育的重要能力”项目的$10

万美元； 

 用于执行“支持西非和中非 14 个法语国家教

育部门全面应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项目的

$77,200美元。 

 

因 此 ， 2013 年 可 用 资 金 的 概 算 总 额 为

$5,917,149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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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数据 
 

2013年临时预算框架请见如下表格 



Situation as at 14.12.2012 (USD)

I. PROGRAMME ACTIVITIES  

I-1 Curriculum support services to MS 797'000 0 0 0 797'000

(Diplomas, Technical assistance & cooperation projects)

 I-2 Clearing house and infomation management 477'000 0 0 0 477'000

 (Databases, documentation, website and publications) 

I-3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policy development 300'000 0 220'156 0 79'844

TOTAL I 1'574'000 0 220'156 0 1'353'844

II. Governing Board/Gen. Adm./Institutional Dev.

II-1 IBE Council/Steering Committee 180'000 180'000 0

II-2 General operating costs (*) 360'000 360'000 0

 II-3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CoE, Coordination & prog dev 150'000 150'000

TOTAL II 690'000 0 540'000 150'000

TOTAL I + II 2'264'000 0 220'156 540'000 1'503'844

III. Staff costs (Established posts) 1'890'334 1'742'200 148'134 0
 

TOTAL BUDGET ALLOCATED 2013 (I+II+III) 4'154'334 1'742'200 220'156 688'134 1'503'844

TOTAL Resources 2013 4'632'125 1'742'200 220'156 890'000 1'779'769

Carry forward 2014 275'925 0 0 275'925

 Estimated reserves by the end of 2013 to be used in 2014 201'866 0 0 201'866  

ADDITIONAL CONTRIBUTIONS FROM OTHER UNESCO 

EXTRABUDGETARY PROGRAMMES

Budgetary 

framework 

UNESCO/U

BRAF

UNESCO/O

FID

UNESCO/T

EP-DTHE

Capacity building for teachers and teachers trainers in support of 

curriculum reforms
279'949 279'949

Capacity building to strengthen key competencies on HIV education 

in 5 countries of We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100'000 100'000

 support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ector response to HIV and AIDS in 14 

francophone countries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77'200  77'200

BUDGET ALLOCATED 2013 457'149 100'000 77'200 279'949

TOTAL BUDGET ALLOCATED 2013 4'611'483

(*) A request has been submitted to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UNESCO and supported by ADG ED to cover exceptionally General 

operating cost 2013

IBE 

resources

I B E  -  B U D G E T A R Y    F R A M E W O R K   2 0 1 3

SPECIAL ACCOUNT

Budgetary 

framework UNESCO 

regular 

budget

UNESCO 

Emergency 

Fund

Donors' 

contribution & 

Extrabudgetary 

resources for 2012-

2013

FUNDING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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