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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以北京韩国国际学校为例
——
柳美先，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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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本文阐述了全球公民的概念与全球公民教育的进程，探讨了韩国全球公民教育的
实施现状，以“北京韩国国际学校”小学部全球公民教育的实践为主要个案进行分析, 探讨该学
校的全球公民教育是如何与北京社会公民意识、韩国国家公民意识以及全球公民意识三个层
面的教育相融合的。
［关键词］全球公民；
全球公民教育；北京韩国国际学校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５９．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６６７（２０１４）０８-0082-06

“全球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会学生如何适
应全球化与怎样解决全球性问题。目前，中国教育
学界对于全球公民教育的研究主题大致有以下几
方面：全球公民教育的必要性、世界主义与全球公
民的概念、介绍国外全球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公民思想是全球公民思想的开端。“世界公民”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一词最早由公元前 ４ 世纪的古
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Ｄｉｏｇｅｎｅｓ）所使用，当人们问
他是哪里的人时，他回答说，
“我是世界公民（ｋｏｓ－
［２］
ｍｏｐｏｌｉｔｅｓ）”。 古希腊时代的斯多葛学派（Ｓｔｏａ）提

一些大城市学生的全球意识调查。［１］但是，国内对
于全球公民教育实际开展情况的研究相对较少。

出，每个人都同时属于两个社群，一个是自己生长
的地方，另一个则是普遍性的人类社群。世界公民

本文将简要介绍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和中国的
邻国——
—韩国全球公民教育的实施现状，并以北
京韩国国际学校小学部为主，以其他韩国学校小
学部为辅进行个案分析，研究中国大陆的韩国国
际学校是如何融合中国的国情、韩国国家性与全

的概念告诉我们，每个人除了是国家的公民，还是
同一个世界的公民。［３］欧洲传统文明就是起源于古

球性的公民教育。

一、
全球公民教育的理论
（一）全球公民与全球公民教育
当今的“全球公民”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
明的“世界公民”概念。最初的世界公民概念与当
代的全球公民概念有较大的差异，但可以说，世界

希腊的世界主义文化，近代世界主义理论催生了
全球公民概念。［４］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的世界主义
与世界公民思想奠定了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公民”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概念的基础。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世界公民的概念再
度复兴，世界公民教育成为各国公民教育共同关
注的新问题。１９３９ 年，英国世界公民教育协会
（ＣＥＷＣ）提出，世界公民不是世界联邦政府的全球
治理模式，而是精神与思考的习惯，也是为了建设
人类幸福的世界共同体要求各国公民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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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１９４６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以
“国际理解教育”代替“世界公民教育”，１９９５ 年后
又被改称为“和平、人权、民主主义与国际理解及

秘书长潘基文（Ｋｉ－ｍｏｏｎ Ｂａｎ）的当选、跨国婚姻、
留学移民的增多体现了当时迈向全球化的氛围。
在此情况下，韩国教育的争论焦点为开放化、国际

宽容教育”
。［５］沃克斯方在《全球公民教程》中把世
界公民定义为：
“理解世界、尊重多元文化、愿意采
取负责的行动使世界更平等，并且 能 够 持 续 发

化与信息化的未来社会作准备，各专业领域都广
泛使用全球化、国际化、国际理解与多元文化的术
语 。［１０］

展。”［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机构或者学
者，关于推行全球公民教育有不同认识与见解，但

韩国“２００７ 年教学课程”提出，合格公民的形
象为“主导 ２１ 世纪世界化、信息化时代的、创新自

大致上，将其共同理解为全球意识教育、国际理解
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和平教育、环境教育、可持续
发展教育。
近年来，学者对全球公民的概念从多元公民

律的韩国人”
，教育目标表明要培养兼具国家公民
意识与全球公民意识的人才。高中学校的教育目
标明确提出要配合国家公民教育与全球公民教
育，就是要培养学生“为国家共同体的形成与发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的角度来展开讨论。
英国学者德里克·黑特（Ｄｅｒｅｋ Ｈｅａｔｅｒ）认为，要培养
全球公民意识，就要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公民的多
元化角色：
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
跨国（全球）层面。［７］
玛莎·纳斯鲍姆（Ｍａｒｔｈａ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强调，全球公民

展，具有全球公民意识与态度”。［１１］２００９ 年教学课
程强调了培养全球公民的要求，追求“与全球沟通
的公民形象”。近年来，韩国的市民组织与社区学
校合作进行全球公民教育活动，其中“好邻居”
（Ｇｏｏ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的
“同心”
（Ｏｎｅ Ｈｅａｒｔ）项目、
“世界

应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转移到全人类。［８］冯建军
认为，全球公民教育层面的基础是个人公民教育、
社会公民教育以及国家公民教育。个人公民、社会
公民、国家公民和全球公民构成了当代公民的四
重身份。［９］由此可见，全球公民教育的概念具有公

愿景”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ｓｉｏｎ）的“全球公民学校”项目和“地
球村分享运动”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ｖｉｃ Ｓｈａｒｉｎｇ）得到了积极
［１２］
的实施。
韩国的全球公民教育内容是由社会公民意
识、
国家公民意识和全球公民意识构成的。全球化

民与个人、
社会、民族、国家以至世界的多元关系。
（二）韩国的全球公民教育现状

时代的个人同时需要社会市民、国家国民和全球
公民的三种身份认同，因而其教育的重点在于培

目前，韩国的全球公民教育的特点主要有以
下两点。一是韩国的全球公民教育包含三个层面，
即 培 养 全 球 公 民（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韩 国 公 民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与社会公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ｈｉｐ）的教育，三个层面的内容有机结合而均衡实
行。二是韩国的全球公民教育、多 元 文 化 教 育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和国际理解教育（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三 者 几乎同时

养兼具“多重身份的公民”素质。为了实现全球公
民教育的基本观点，提出了“思考着眼于全球，行
动始自于地方”
（ｔｈｉｎｋ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ａｃｔ ｌｏｃａｌｌｙ） 的口号，
具体实践从个人居住的社区层面开始，发展到国
家层面的行为，再发展到全球性的共同理想。
２．全球公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和国际理解教
育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韩国社会正处在从

出现而进入共同发展的阶段，同时在教育实践中
混合实行。
１．韩国全球公民教育发展概述

单一民族文化社会（ｍｏ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向多元文
化社会（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转变的过渡时期，韩

１９９３ 年开始执政的韩国“平民政府”以“强化
国际竞争力的教育”为教育改革的核心主题，确立
全球化时代教育的改革方向，在 １９９５ 年颁布了
“５·３１ 教育改革方案”
，引起公立学校的变化。１９９９
年，政府又提出了“自豪韩国文化的全球公民”的
教育发展 ５ 年计划。韩美贸易协商的启动、
联合国

同的民族文化背景的移民越来越多，他们大部分
是来自东南亚的劳动者、朝鲜难民与中国朝鲜族
群。据 ２００７ 年韩国政府的统计，移民数量已超过
１００ 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２％，１０ 对夫妇
中有 １ 对是跨国婚姻，１０ 名小学生中有 １￣２ 名以
上是多元文化家庭的子女。［１３］多元文化家庭子女的

国公民意识中需要接受多元文化。韩国社会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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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适应成为社会问题，对多元文化教育的社会
关心程度提高了。２００６ 年，韩国教育部修改了学校
课本内容，强调对多元文化与不同民族的宽容，在

本课程，有的学校注重韩国课程，有的学校关注国
际课程，也有的学校重视有关中国的内容。本文以
北京韩国国际学校的小学部为主，以其他韩国国

移民密集的地区创办多元文化实验学校。如今，韩
国的多元文化教育已融入到学校正规教育中。［１４］
与此同时，韩国教育界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关

际学校的小学部为辅，分析中国大陆的韩国小学
部的全球公民教育的实践。
（一）北京韩国国际学校的全球公民教育理念

注也逐步增加。多元文化教育是指为了减少社会
中共存的多样文化而产生的问题进行的教育，而

与方向
北京韩国国际学校（Ｋｏｒｅ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国际理解教育是指增加对不同地域文化的理解
进行的教育，两者在全球公民教育领域内可以统
合起来进行讨论。１９９３ 年“平民政府”关注的国际
理解教育在 １９９７ 年教学课程内的社会课与道德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１９９８ 年获
得韩国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认可，并于当年 ９ 月
开学，２００６ 年迁到现在的校址。２０１２ 年共有 １ 年
级到 １２ 年级学生 １，０００ 多名，生源都是持有北京

课的主题中得到了体现，以后扩大到所有科目都
包含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内容。［１５］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韩国委员会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实行“与外国人一
起的跨文化教室”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ＣＣＡＰ）项目，在学校的课外活动时间进行，

居留证的韩国籍学生。该校的课程基本采用韩国
教育部“２００９ 年教学课程”，同时反映北京社会的
特殊性与学校实际，考虑学生、教师与家长的建议
而加以重构。本文根据北京韩国国际学校的未出
版文献《２０１３ 年学校教育规划（小学部）》、学生报

目的是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国际理解教
育的目标是为帮助学生具有全球公民共同体的意
识，
探索全球人的共存生活。［１６］
韩国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公民教育、多
元文化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三者共同出现而在

纸以及网站 信 息 ，［１８］ 从 全 球 公 民 教 育 的 三 个 层
面——
—社会公民层面、国家公民层面与全球公民
层面来分析北京韩国国际学校小学部的全球公民
教育的实践。
北京韩国国际学校的校名含有
“北京”
“
、韩国”

教育实践中共同发展，成为一股教育思潮。因为三
种教育思想具有学术方面的相似性，在术语、内容

与“国际”等词语，显示了学校综合北京的地域性、
韩国的国家性与全球性三个方面的努力。学校的

与方法上交叉使用，但是在目标和重点上又各有
区别。全球公民教育的内容包含着全球意识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和平教育、环境教
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全球公民教育的范畴下，
多元文化教育关注不同文化的多样性与平等的价
值，强调“平等教育”，而国际理解教育的焦点为全
球问题的和平解决，强调“和平教育”，通过多元文
化教育可以促进国际理解教育。［１７］三者都尊重不同

校徽也以韩国传统的太极花纹、中国地图与地球
形象组成，校徽中的校名用汉语与英语书写。校歌
的歌词展现出北京地域性与韩国国家性相结合，
如“在北京绽开的木槿花（韩国国花）、韩江与长
江、长白山以及万里长城”，歌尾有全球性的歌词，
“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梦想让世界更美好”。该学
校的教育目标在于培养“主导 ２１ 世纪知识社会的
全球性人才”
，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兼具韩国人的民

文化的差异，注重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二、
中国大陆的韩国学校的全球公民教育
作为海外韩国公民教育机构，设立于中国的
韩国学校共有 １３ 所，其中青岛 ２ 所，北京、上海、
大连、天津、沈阳、延边、昆明、威海、烟台、深圳、香
港各 １ 所。除了香港的 １ 所以外，中国大陆的韩国
学校的教育体系大体相同又各有特色，每所都基
于韩国国家教育方针并反映当地的情况而编制校
— 84 —

族身份与全球性的创新人才。教学课程评价有四
个主要内容：
（１）增进全球性素质；
（２）忠实于国际
理解教育；
（３）强化历史教育；
（４）忠于传统文化
继承教育。可见，北京韩国学校教育理念与方向指
向三个层面，即韩国国家性、北京地域性及全球性
的和谐统一。
（二）北京韩国国际学校的教育途径与方法
北京韩国国际学校的教学具体内容主要通过
正规课程、非正规课程以及学生自治活动三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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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实现三个层面的全球公民教育。
１．正规课程
第一，
社会课含有以上三个层面的教育。小学

外国人引路、各个国家的国旗、难民村的儿童、帮
助儿童的国际组织、保护环境的理由、和平的世
界、无国界医师会、和平的象征红色十字架、和平

校社会课贯穿于 １ 年级到 ６ 年级，课程具体设置
如下：
１ 年级：家庭与学校；２ 年级：社会生活；３ 年
级：世界不同地方的生活；４ 年级：我们国家的生
活；５ 年级：不同国家的生活；６ 年级：我们国家的
发达。［１９］在空间上由近及远，从北京朝阳区到韩国

奖以及和平的祈祷”等主题上。可见，道德课的内
容倾向于全球公民教育中的和平教育、多元文化
教育及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性内容较多，但安排北

再到世界各地区。有关北京居民身份的内容体现
在课程的细节上，即“我们生活的地方、地图、文
化、
与社区居民关系、自然环境”。有关韩国国民身
份的内容体现在
“祖先的智慧、
韩国历史、一体的同

第三，汉语课程与英语课程各自含有北京地
域性与全球性的特性。小学汉语课贯穿于 １ 年级
到 ６ 年级，按学生的水平每个年级分为 ６ 个班，韩
国籍教师任教第 １￣２ 阶段的初级水平学生，中国

胞、居民自治、消费者的权利、民主化运动、性别平
等、少数族群的人权，以及朝鲜民族的特性”的主
题上。有关全球公民身份的内容体现在“保护环
境、地球村时代、文化的多样性、西方学问与天主
教的影响、世界多样国家的特性、民族文化的全球

籍教师任教第 ３￣６ 阶段的中高级学生。在韩国的
公立小学校课程没安排包括汉语的第二外国语，
北京国际韩国学校的汉语课就是反映北京社会环
境的课程。小学英语课也贯穿于 １ 年级到 ６ 年级，
按学生的水平每个年级划分为 ６ 个班，韩国教师

化”的主题上。可见，社会课较为均衡地安排了三
个层面的公民教育。同时，通过社会课的实践，也
可以实施全球公民教育的部分内容，即多元文化
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
另外，大连韩国国际学校组织了“地域化教

与外国教师联合执教。在韩国的公立小学校的英
语课从 ３ 年级开始，可见该学校的英语课也是反
映全球性的特点并增加时间。北京的韩国国际学
校小学 ３ 年级至 ６ 年级的韩语课、英语课和汉语
课的每周时数的比例为 ６∶７∶５，上海的韩国国际

学课程委员会”，单独开发了“地域化教学课程”，
编纂了小学 ３、４ 年级的“地域社会”与 ５、６ 年级的

学校的韩、英、汉语课时数比例为 ６∶６∶５，大连韩
国国际学校的韩、英、汉语课时数比例为 ５∶７∶５，烟

“中国社会”教材。社会课每周 ３ 节中有 １ 节由中
国教师担任“地域社会”课与“中国社会”课，每周
还有 １ 节由中国教师担任“中国文化”课，每周 １ 节
学习中国传统乐器“二胡”，这些中国社会公民教
育教会学生深度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２０］每个班设
３ 位班主任，以韩语、汉语和英语为母语的班主任
分别教授正规课程，
相互合作管理学生并帮助学生
的学习，
从而实现三个层面均衡的全球公民教育 。

台的韩国国际学校韩、
英、
汉语课时数比例为 ５∶７∶７，
天津的韩国国际学校韩、英、汉语课时数比例为
６∶６∶４，青岛的韩国国际学校韩、英、汉语课时数比
例为 ５∶１０∶８。可见，中国的韩国学校重视英语与汉
语教育，
有的学校外语比母语比重更大。
２．非正规课程
非正规课程就是北京韩国国际学校自主设立
的课程，充分反映了北京社会的特殊性，也可以实

第二，小学校道德课贯穿于 ４ 年级到 ６ 年级，
课程具体设置如下：４ 年级：一起生活的社会、自豪
的国家以及蓝色星星；５ 年级：我们的文化与世界

施实践性的全球公民教育，主要是课外活动作为
正规课程的重要补充。本文将根据三个层面的公
民教育来考察非正规课程。

文化；
６ 年级：为和平的世界、
和平的地球村。北京
居民身份的内容体现在细节内容上：“邻居之间的
道理、服务实践、公共生活的实践、遵守法律”。韩
国国民身份的内容体现在“国庆节、爱国旗、统一
的重要性、朝鲜移民”等主题上。全球公民身份的
内容体现在“文化交流、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给

首先，关于北京社会公民教育，该校每年 ５ 月
实行“小学汉语文化节”，用一周时间举办中国文
化活动。在运动场设置多个展位，每个年级学生分
为小组参加多种活动，称为“汉语快乐营”，观览中
国传统武术，还有像语言游戏与欢乐学唱的分班
活动。一周期间展示学生作品，如中国画、书法、工

京社会与国家公民身份的内容较少，全球化的普
遍性比地区的特殊性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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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品，
称为“才艺大比拼”。整个一周全校教师与学

帮助朝阳区东湖街道的贫困家庭，日本地震时主

生只用汉语，称为
“大家都来说汉语”。该校每年两

办收集“爱心款”。

次在北京或去中国其他地方旅行并体验中国文

（２）社团活动：按活动内容分为学术活动、文

化，另外，每年两次访问中国某一小学校进行文

化艺术活动、体育活动、实习吃苦活动；按活动场

化体育交流。位于云南省的昆明韩国国际学校给

所分为学校社团、社区社团、网上社团、自生社团；

学生与 ２５ 个少数民族体验学习的机会，教会学生

按组织方式分为学生主导的、领导主导的、机关主

理解中华民族的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导的。其中与全球公民教育有关的社团有两个，分

［２１］

其次，为了培养韩国民族公民身份，学校进行

别是“绿叶”
（Ｇｒｅｅｎ Ｌｅａｆ）与“模拟联合国”
（Ｍｏｄｅｌ

“跆拳道班”与韩国传统的“四物游戏班”。跆拳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ＭＵＮ）。绿叶是环境社团，会员讨论

班的表演活动特别活跃，学生在“盼望 ２００８ 年北

全球环境问题并摸索解决的办法，进行保护环境

“中韩 １５ 周
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国际文化活动”、

的宣传活动。ＭＵＮ 是每年在各国举行的“国际青

年青少年文化交流”、
“中韩敬老筵席”、
“韩日国际

少年模拟联合国”活动，会员用英语讨论国际事

“世界跆拳道文化节”中担任韩国
学校文化交流”、

务，参加“地球村”派队并介绍自己国家的文化，学

儿童亲善大使的角色，还访问北京通州区孤儿院

习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得到结交外国朋友的机

并进行表演；在韩语日，该校进行“盼望韩国和平

会。２０１３ 年 ４ 月，青岛韩国国际学校举办的“为和

统一”的作文比赛与绘画比赛，学校邀请韩国“国

平统一的 ＭＵＮ 大会”，招待中国、德国、越南、俄

乐管弦乐队”
表演。烟台韩国国际学校与烟台大学、

国、朝鲜、也门等国家的学生代表，进行以和平统

山东工商大学的韩语系 １ 年级学生交流，采用小

一为主题的讨论。［２３］

学 ５ 年级韩语课本内容进行韩语游戏。［２２］
最后，
为了培养全球性创新人才，该校每年 １２

（３）学生记者团活动：学生记者团发行月刊
“学校报纸”，则是韩语版、汉语版及英语版的三种

月实行“英语派对周”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１￣６ 年级

语言报纸。其中汉语报纸《汉语乐园》以日记、诗、

学生分为小组参加多种英语活动，如绕着运动场

漫画及游记的形式，表现自己的生活与想法，学生

的各种展位完成多种任务，
“英语演讲比赛”
（Ｓｔａｇｅ

参与报纸内汉语智力玩具“猜子谜”与“脑筋急转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与“英语金色钟”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ｏｌｄｅｎ Ｂｅｌｌ）活

弯”，提高对汉语的兴趣。三种语言报纸的目的在

动，还有英语话剧、英语唱歌、英语地带（Ｅｎｇｌｉｓｈ

于提高社会、国家与全球的关心，培养社会公民

Ｚｏｎｅ）等。经过“全校只用英语日”与英语野营，打

意识、国家公民意识与全球公民意识并均衡三个

下英语使用的良好基础。
“我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层面的教育。

的韩国委员会”节目与做世界各国料理的节目实

（４）学生服务活动有几个途径：校内服务活动

施国际理解教育。在“圣诞节派队”
中，学生演奏乐

是帮助学习落后的学生、残疾人学生、生病学生与

器，唱圣诞颂歌。学校还与外国学校交流，如与北

多元文化家庭子女学生，帮助新学生适应学校生

京的日本国际学校进行交流。两所学校定期访问

活与中国文化。社会服务活动包括访问社区的孤

交流，
教师与学生互相写信，
谋求两国之间的友好。

儿院、养老院、医院等，支援农村救灾活动。保护自

３．学生自治活动
（１）学生会：通过学生选举组成的学生会是学

然环境活动是学生在社区实践保存环境设备的活
动。竞选活动（ｃａｍｐａｉｇｎ）是学生对公共秩序、交通

生自治团体，也是学生代表团。选学生会会长时，

安全、献血进行宣传运动。学生服务活动在学生居

候选人的选举活动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下，

住的北京朝阳社区进行，国家性与全球性的实践

进行为期一周的广告宣传之后，再在礼堂举行全

受到空间上的限制。大连韩国国际学校的学生服

校学生的投票，决定学生会领导。学生会通过定期

务活动，一方面与中国学校联系，合作进行社区环

会议，听取学生对各种活动的建议，学会行使民主

境净化服务，另一方面用假期与印度尼西亚韩国

权利。学生会还主办“救助困难邻居的募捐运动”

国际学校交流，进行海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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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北京韩国国际学校全球公民教
育的分析
北京韩国国际学校小学部的全球公民教育基
本上采用韩国教育部的教学课程，追求和谐社会
公民意识、国家公民意识、全球公民意识的教育。
但是，由于韩国的国内情况与中国北京的情况有
较大不同，所以强调的内容与实践的状况不同。
第一，北京韩国国际学校小学部的教学课程
与韩国的课程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每周 ５ 个小时
的汉语课，韩国公立小学校则没有安排第二外语。
韩国正规课程的社会科内容中社区部分较少，北
京韩国国际学校反映北京社会的特色，用非正规
课程的时间，增加与北京社会有关的内容，如“爱
汉语周”与“中国主题活动”，学生自治活动中社会
服务活动的比重较大，补充北京社会公民意识与
服务的培养。
第二，韩国的全球公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
状况与北京社会的环境相比，北京韩国国际学校
小学生经常能见到来自全球各国家的外国人、来

2014 年第 8 期
（总第 295 期）

班加强韩国传统文化教育，
而且跆拳道班的表演能
够起到做介绍韩国文化的作用。
第五，该校的全球公民教育的培养方法以兴
趣、活动和体验为主进行，虽然兴趣活动的教学法
对小学部学生合适，但是如果加上培养批评性、实
际性思考能力的方法，更能够完善全球公民教育
的实践。比如，对于韩国与邻国有领土争端时如何
解决问题，进行讨论以及写作比赛的方法可以提
高学生的全球公民意识与思考能力。其实，在国际
社会发生民族国家身份与全球公民身份之间的矛
盾时，难以强调全球公民的意识。为了全球公民教
育获得批评性、具体性和实际性成果，要超出用对
话与合作解决问题这样的打官腔的抽象回答，开
发讨论全球性、
国际性问题的教育模式。
总体而言，北京韩国国际学校小学部的教育
方向与实践充分反映了北京社会与国际都市的环
境，均衡地安排时间并有机联系社会公民意识、国
家公民意识、全球公民意识的教育。培育多重公民
身份、做好北京人、韩国人、亚洲人、全球人就是该
校全球公民教育的宗旨。

自中国各地区的中国人。与韩国新近出现的多元
文化社会相比，学生们能经历更加丰富多彩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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