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倡导教育部门综合应对艾滋病毒/

艾滋病问题  
规划行动，分清轻重缓急 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协调

教育部门综合对策是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在国家层面的核心工作。这

意味着要转变过去逐项目制定计划的方式，从综合和全部门的角度审视艾

滋病毒问题的影响和挑战，并调动教育体系的各种因素、方式和能力，解

决和减轻这些影响。

教育部门综合对策包括五个基本组成部分：

经验证明，要确保取得最大的成

功，所有这些内容都需要到位并发

挥作用。

例如:

•  努力使所有学习者都得到有质量的教育-注重权利、以学习者为中心、
注重性别平等、针对不同年龄、具有科学准确性而且拥有安全的学习环

境。

•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课程与学习资料有事实依据，从早期入手，循序
渐进，增进减少危险行为的知识和技能，并以互动式教育方法为基础。

•  开展对教育者的职前和在职培训，掌握有关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专
业知识，增强信心和经验，并解决教育者自身抵御艾滋病及其影响的能

力。培训应该配有相应的教学资料和扶助，重点是帮助感染艾滋病毒的

教师。 

•  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部门政策；确保决不容忍暴力、剥削和歧
视的工作场所政策，以及经过费用估算并有经费支持的战略计划，以帮

助执行、落实和监督相关政策。 

•  统一行动，最大限度的利用各种方法、机会和切入点，解决造成并延续

艾滋病毒相关风险的根本问题和行为。  

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认识到该流行病及其对策在各国所处的环境不同，

因此，各国应从不同的起点来制订应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综合教育

对策。

确定加紧开展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教育的最佳方式取决于各国的重点工

作和国情，因此必须以各国为主。在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的框架内，

这种方式是由教育部、教师工会、民间社会组织等各主要相关方与多边和

双边机构以及支持教育部门对策的其他开发合作伙伴一道，共同研究确定

的。 

借助于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教科文组织依托各种现有资源，包括在国家

层面的资源，支持各国合作伙伴确定优先事项，以便采用协调一致的方式来满

足这些需求。  

开展需求分析，分清轻

重缓急和进行工作规

划，没有一个“一刀

切”的方法。关键是要

走各方参与的道路，确

保有机会使整个教育部

门在艾滋病毒和艾滋病

对策问题上建立责任意

识。

通过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教科文组织努力把众多合作伙伴的工作联

系到一起，在国家层面形成一套有凝聚力和连贯的行动、计划和政策。 

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组织下，努力实现预防计划、关爱、治疗和支持

的普及。作为这一项范围更广工作的一部分，通过加强联合国艾滋病规

划署的共同赞助者之间的合作，通过与各国政府、教育部以及其他主要

的教育部门有关方面、其他部委与部门、双边机构和国家层面的民间社

会团体的合作，共同推动实现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的宗旨。国家层

面的联合国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专题小组以及艾滋病问题国家联合工作队

是协调工作的关键合作伙伴。 

参与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的机构和个人包括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

和所有其部门的工作人员、各国教育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共同赞助

者、全民教育工作团体以及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患者群体等民间社会组

织。由教科文组织召集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机构间教育问题特设工作

组（IATT）是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的主要联络小组，确保协作并把

新的政策趋势纳入国家层面的方法当中。

为了确保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成为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必

须将其纳入现有的框架当中。其中包括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联合

国一体行动”联合援助计划、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联合小组与计

划、教科文组织国别计划文件(UCPD) 以及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支持战略

(UNESS)。同样，让教育发展合作伙伴参与国家层面的工作是保证所有教

育合作伙伴参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对策的关键。

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的主要

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教育防止艾滋病毒蔓

延，二是保护教育系统的核心职能免遭这一

瘟疫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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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落实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

的支持 

教科文组织经过与主要合作伙伴的磋商与合作，以多种语言编写了实用资

料，对全面对策的技术与操作问题提供指导意见。这些工具以全球有关教

育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现有知识为基础，针对不同对象，满足其信

息与能力建设需求，内容包括: 

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技术简介面向教育部以及其他组

织的官员，帮助制定和落实有关政策，确定资金分配，为

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学习者实施相关计划。每份简介既

可单独使用，合在一起，便形成在国家层面应对艾滋病所

需开展的各种活动的全面和灵活的指导原则。

《实用对策概述》为教育部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技术人员、计

划实施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了分析意见，这是针对教育部门

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综合对策五大内容，对最有价值

的出版资料所进行的分析。

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是支持强有力的教育部门对策的关键要求。教科文组

织的地区办事处和国别办事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其他共同赞助者、

教育合作伙伴都正在共同努力，扩大技术援助的范围，配合各国努力实现

教育部门综合应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全球倡议的经费近年来大幅增加，这种经费现在更

多用在国家层面，这一重大转变要求象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以及艾滋病

教育问题全球倡议的其他合作伙伴改变资金筹集的方式。这是艾滋病教育

问题全球倡议没有被设计成供资机制，而是要强调在国家层面通过战略伙

伴关系支持资金筹集和协调的主要原因。

作为负责教育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技

术支持的分工当中，被指定为负责学校青年人艾滋病毒预防工作的牵头组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其他几个共同赞助者是教科文组织在此领域工作的主

要合作伙伴。教科文组织还在其他八个技术支持领域，如开发、规划、工作

场所计划、营养支持以及流离失所人群等被指定为主要合作伙伴。

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不仅仅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项行动，它还被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定为教科文组织实现全民教育(EFA)的三大核心行动之一。

另外两项行动侧重师资教育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教师培训行动-TTISSA) 和扫

盲 (提高能力的扫盲行动-LIFE)。此外，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还为寻求并

加强联合国在教育领域的优先活动（如扫盲、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及全民教育

协调）的协力效应提供了机会。

教科文组织汇聚其在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文化与传播和

信息部门的优势，以跨学科的方式应对该流行病的问题。教科文组织各部

门、机构以及总部外办事处都正在并将继续努力，采用战略性方法以及辅助

性方法，加强教育领域应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对策。

教科文组织 
教育部门

联合国教育优先事项协调处
艾滋病毒与艾滋病工作科
丰特努瓦广场，7号

75352 巴黎 07 SP, 法国

网址 : www.educaids.org 

电子邮件 : aids@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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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

教科文组织对策的核心

为何重要？

在教育部门制定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工作场所政

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 在许多国家，教育部门的员工仍然是国家劳动力中的
一个弱势职类；

� 一些人力资源政策及教师的工作性质增加了感染艾滋
病毒的几率，诸如安排或调任教师到偏远地区（见关

于以下方面的简报：“在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方面，为

教师创造有利的环境”）；

� 在易受影响国家，艾滋病疫情削弱了国家计划并提
供持续基础教育和社会服务的能力。工作场所政策可

提供一个框架，减轻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对工作场所的

影响，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提供优质教育的长期影

响；

� 为保护所有工作人员免受与艾滋病毒相关的羞辱和歧
视，需制定综合工作场所政策（见关于以下方面的简

报：“消除艾滋病毒造成的羞辱和歧视现象”）。

地区范例

国际劳工组织发起了一项拟定在工作场所开展艾滋病教育

的部门方式的计划（2004年），以补充国际劳工组织工作
世界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业务守则（2001年通过）。
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开展合作（2005年迄今），目
的是制定工作场所艾滋病问题政策以及有关的资料，便于

国家和机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和各有关方面使用。

这项行动现已在地区一级得到落实-加勒比和南部非洲地
区-并取得如下成果：

� 针对各地区情况通过教育部门工作场所艾滋病问题的
政策；

� 实施指导原则；

� 参与制定地区政策的各国行动计划/战略纲要。

在南部非洲地区政策制定之后，教育部门工作场所政策正

在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学校一级予以落实（2007年9月到
2008年5月），纳米比亚教育部正在制定本国政策和实施
计划（2007年6月迄今）。

政策、
管理和
制度

议题是什么？

教育部门涉及艾滋病毒和
艾滋病问题的工作场所政策

涉及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工作场所政策对于以下方面很重要：

� 确保建立有利的非歧视性工作环境；

� 向员工和雇主提供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方面的重要信息；

� 支持在工作场所中规划和执行政策方面的社会对话进程。

在教育部门，涉及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工作场所政策将解决下至学校上至教育部各位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需

求，并应对艾滋病毒及艾滋病对其所带来的影响。可在工作场所针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制定新政策，或可改编现有

的一般性工作场所政策，从而纳入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

考虑到艾滋病毒和艾滋病

与有质量的教育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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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质量的
教育 

议题是什么?

有质量的教育与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

为何重要?

有质量的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它为学习者提供消除贫穷

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宝贵工具。它有助于增加自信心，提高

社交和谈判技能以及创收潜力。

有质量的教育不仅能培养儿童和青年，而且可增强家庭和社

区的力量，有助于国家能力建设。投资于女孩的有质量教育

的结果表明，这能够减少她们易于遭受家庭暴力、性虐待和

贩卖的脆弱性，有利于当代和后代获得更好的健康和教育。 

艾滋病疫情对有质量的教育构成了严峻挑战，有可能中断

和逆转在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因此，必

须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学习者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以帮

助降低其风险和脆弱程度，同时努力保证不断设计、实施

和采取质量检测。

促进有质量的教育工作必须从强调教育向强调学习转移。

下图概括介绍了一个质量框架，其中考虑到了围绕和促进

学习的投入、过程、结果与效果：

� 在其学习环境（正规或非正规）中的学习者一级（儿
童、青年、成年人）。

� 创造和支持学习经验的系统一级。

这两个维度都必须考虑到艾滋病疫情。 

学习者实施相关
和合理的
政策

促进制定
有利于学习
的立法

调整
学习资源

衡量
学习效果

支持有质量的教育的
结构管理和行政管理

审议正规
和非正规学
习内容

提供一个
有益的学习
环境

承认
学习者自身
的经验知识

识别
学习者

增强学习过程

学习者一级

学习系
统一级学习

 艾滋病规划署关于教育问题的机构间工作组。2006年。《有质量
的教育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巴黎：教科文组织。

国家范例：埃塞俄比亚

在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影响严重的环境里，执行灵活的学

校时间表以协调担任户主的儿童的工作责任，或者为较年

幼的兄弟姐妹提供儿童护理，能够减少失学率，改善参与

教育活动的情况。

埃塞俄比亚的一份研究发现，倘若学校上下学时间比通常

早，并且在收获季节安排停课，则能够提高学生的就读情

况，及其成绩。

资料来源： Verwimp P. 1999年。“在两个层次衡量教育质量：埃塞俄
比亚农村地区小学的案例研究”，《国际教育评估》，45(2)，第167-
196页。

促 使 教 育 部 门 全 面 应 对

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



对落实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

的支持 

教科文组织经过与主要合作伙伴的磋商与合作，以多种语言编写了实用资

料，对全面对策的技术与操作问题提供指导意见。这些工具以全球有关教

育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现有知识为基础，针对不同对象，满足其信

息与能力建设需求，内容包括: 

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技术简介面向教育部以及其他组

织的官员，帮助制定和落实有关政策，确定资金分配，为

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学习者实施相关计划。每份简介既

可单独使用，合在一起，便形成在国家层面应对艾滋病所

需开展的各种活动的全面和灵活的指导原则。

《实用对策概述》为教育部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技术人员、计

划实施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了分析意见，这是针对教育部门

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综合对策五大内容，对最有价值

的出版资料所进行的分析。

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是支持强有力的教育部门对策的关键要求。教科文组

织的地区办事处和国别办事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其他共同赞助者、

教育合作伙伴都正在共同努力，扩大技术援助的范围，配合各国努力实现

教育部门综合应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全球倡议的经费近年来大幅增加，这种经费现在更

多用在国家层面，这一重大转变要求象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以及艾滋病

教育问题全球倡议的其他合作伙伴改变资金筹集的方式。这是艾滋病教育

问题全球倡议没有被设计成供资机制，而是要强调在国家层面通过战略伙

伴关系支持资金筹集和协调的主要原因。

作为负责教育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技

术支持的分工当中，被指定为负责学校青年人艾滋病毒预防工作的牵头组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其他几个共同赞助者是教科文组织在此领域工作的主

要合作伙伴。教科文组织还在其他八个技术支持领域，如开发、规划、工作

场所计划、营养支持以及流离失所人群等被指定为主要合作伙伴。

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不仅仅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项行动，它还被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定为教科文组织实现全民教育(EFA)的三大核心行动之一。

另外两项行动侧重师资教育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教师培训行动-TTISSA) 和扫

盲 (提高能力的扫盲行动-LIFE)。此外，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还为寻求并

加强联合国在教育领域的优先活动（如扫盲、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及全民教育

协调）的协力效应提供了机会。

教科文组织汇聚其在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文化与传播和

信息部门的优势，以跨学科的方式应对该流行病的问题。教科文组织各部

门、机构以及总部外办事处都正在并将继续努力，采用战略性方法以及辅助

性方法，加强教育领域应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对策。

教科文组织 
教育部门

联合国教育优先事项协调处
艾滋病毒与艾滋病工作科
丰特努瓦广场，7号

75352 巴黎 07 SP, 法国

网址 : www.educaids.org 

电子邮件 : aids@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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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

教科文组织对策的核心

为何重要？

在教育部门制定关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工作场所政

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 在许多国家，教育部门的员工仍然是国家劳动力中的
一个弱势职类；

� 一些人力资源政策及教师的工作性质增加了感染艾滋
病毒的几率，诸如安排或调任教师到偏远地区（见关

于以下方面的简报：“在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方面，为

教师创造有利的环境”）；

� 在易受影响国家，艾滋病疫情削弱了国家计划并提
供持续基础教育和社会服务的能力。工作场所政策可

提供一个框架，减轻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对工作场所的

影响，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提供优质教育的长期影

响；

� 为保护所有工作人员免受与艾滋病毒相关的羞辱和歧
视，需制定综合工作场所政策（见关于以下方面的简

报：“消除艾滋病毒造成的羞辱和歧视现象”）。

地区范例

国际劳工组织发起了一项拟定在工作场所开展艾滋病教育

的部门方式的计划（2004年），以补充国际劳工组织工作
世界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业务守则（2001年通过）。
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开展合作（2005年迄今），目
的是制定工作场所艾滋病问题政策以及有关的资料，便于

国家和机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和各有关方面使用。

这项行动现已在地区一级得到落实-加勒比和南部非洲地
区-并取得如下成果：

� 针对各地区情况通过教育部门工作场所艾滋病问题的
政策；

� 实施指导原则；

� 参与制定地区政策的各国行动计划/战略纲要。

在南部非洲地区政策制定之后，教育部门工作场所政策正

在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学校一级予以落实（2007年9月到
2008年5月），纳米比亚教育部正在制定本国政策和实施
计划（2007年6月迄今）。

政策、
管理和
制度

议题是什么？

教育部门涉及艾滋病毒和
艾滋病问题的工作场所政策

涉及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工作场所政策对于以下方面很重要：

� 确保建立有利的非歧视性工作环境；

� 向员工和雇主提供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方面的重要信息；

� 支持在工作场所中规划和执行政策方面的社会对话进程。

在教育部门，涉及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的工作场所政策将解决下至学校上至教育部各位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需

求，并应对艾滋病毒及艾滋病对其所带来的影响。可在工作场所针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制定新政策，或可改编现有

的一般性工作场所政策，从而纳入艾滋病毒和艾滋病问题。

考虑到艾滋病毒和艾滋病

与有质量的教育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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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质量的
教育 

议题是什么?

有质量的教育与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

为何重要?

有质量的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它为学习者提供消除贫穷

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宝贵工具。它有助于增加自信心，提高

社交和谈判技能以及创收潜力。

有质量的教育不仅能培养儿童和青年，而且可增强家庭和社

区的力量，有助于国家能力建设。投资于女孩的有质量教育

的结果表明，这能够减少她们易于遭受家庭暴力、性虐待和

贩卖的脆弱性，有利于当代和后代获得更好的健康和教育。 

艾滋病疫情对有质量的教育构成了严峻挑战，有可能中断

和逆转在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因此，必

须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学习者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以帮

助降低其风险和脆弱程度，同时努力保证不断设计、实施

和采取质量检测。

促进有质量的教育工作必须从强调教育向强调学习转移。

下图概括介绍了一个质量框架，其中考虑到了围绕和促进

学习的投入、过程、结果与效果：

� 在其学习环境（正规或非正规）中的学习者一级（儿
童、青年、成年人）。

� 创造和支持学习经验的系统一级。

这两个维度都必须考虑到艾滋病疫情。 

学习者实施相关
和合理的
政策

促进制定
有利于学习
的立法

调整
学习资源

衡量
学习效果

支持有质量的教育的
结构管理和行政管理

审议正规
和非正规学
习内容

提供一个
有益的学习
环境

承认
学习者自身
的经验知识

识别
学习者

增强学习过程

学习者一级

学习系
统一级学习

 艾滋病规划署关于教育问题的机构间工作组。2006年。《有质量
的教育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巴黎：教科文组织。

国家范例：埃塞俄比亚

在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影响严重的环境里，执行灵活的学

校时间表以协调担任户主的儿童的工作责任，或者为较年

幼的兄弟姐妹提供儿童护理，能够减少失学率，改善参与

教育活动的情况。

埃塞俄比亚的一份研究发现，倘若学校上下学时间比通常

早，并且在收获季节安排停课，则能够提高学生的就读情

况，及其成绩。

资料来源： Verwimp P. 1999年。“在两个层次衡量教育质量：埃塞俄
比亚农村地区小学的案例研究”，《国际教育评估》，45(2)，第167-
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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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教育问题全球倡议

http://www.educaids.org
mailto:aids@unesc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