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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人才工作问题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教
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研究国际胜任力 ( 国际组织 ) 人才培养工作的理论与现实
问题， 进一步推动有关高校院系及职能管理部门掌握国际胜任力 ( 国际组织 ) 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意义、培养路径和
课程方法，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胜任力培养专业委员会与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合作开设国际胜任力培养课程。国
际胜任力培养课程不仅关注学生的认知发展，更着力通过经典案例分析、真实情景项目学习、专题工作坊等多种方式，
培养学生具有尊重多元、包容互鉴、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素养，全面提升学生的国际胜任力。

（一）课程名称：
           国际胜任力培养 Glob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二）课程简介：
           针对中国青年学生开展系列国际胜任力培养课程，聚焦学生在国际胜任力方面的薄弱领域，培养学生的国际胜任力。
（三）课程类型：
           面向本科生、硕士生等。（48 学时）
（四）课程内容：

一、课程设置                                                                                                                                    

课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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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测 · 国际（全球）胜任力测评 
{ 0.5学时 }                                                            

国际（全球）胜任力
的需求和培养概述 
{ 2学时 }

中文授课 
授课专家：张宁  博士、研究员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胜任力培养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国家留学基金委原副秘书长，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教育参赞、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
长助理兼出国留学工作处处长、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教育领事。 

国际组织概论、实务 
{ 12学时 }

全球治理与青年领袖全球胜任力培养 | 中文授课，2学时
授课专家：何昌垂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博士、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关学院特聘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遥感与地理信息专家。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联合国副秘书长级别）、助理总干事
兼亚太地区总代表、可持续发展部环境与自然资源处处长、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空间应用处首
任处长、联合国 UNDP/ESCAP遥感项目主任及首席技术顾问等职务。
国际组织的跨文化沟通 | 中文授课，2学时  
授课专家：宋允孚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客座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吉林大学客座教授、扬州
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石油大学兼职教授、华侨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组织人才职业发
展导师、浙江大学国际组织精英人才培养导师、三所交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导师、人大国际
组织学院特聘顾问、北外国际组织胜任力发展中心顾问等。曾任原卫生部外事司司长、世界
卫生组织伙伴关系与联合国改革协调员。
国际组织运行机制及核心文件 | 中文授课，2学时 
授课专家：王之佳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兼职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浙江大学学生
国际化能力培养基地校外特聘导师、南京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特别顾问、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组织学院特聘顾问等。曾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合作司副司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特别协调员、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特别顾问，曾任国家环保总局国际合作
司司长。
联合国发展使命 - 理念、机制及议题 | 中文授课，2学时
授课专家：薛玉雪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兼职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前驻阿富汗、印度尼西亚
国家局局长。
如何竞聘国际组织职员 | 中文授课，2学时 
授课专家：王纪元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曾任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一等秘书、国家劳动部国际司
国际组织处处长、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副局长兼驻华副代表、东亚局副局长和国家局
局长（泰国、老挝和柬埔寨）、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
联合国与国家博弈 - 以裁军为例 | 中文授课，2学时 
授课专家：刘志贤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客座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曾任中国联合
国协会前副会长兼总干事、联合国秘书长生化武器调查团中国专家、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外联司前司长。曾任驻斐济使馆、驻日内瓦代表团随员、三秘，外交部国际司副处长、处长，
驻荷兰使馆参赞、外交部军控司副司长。

特别开发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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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胜任力其他 
重要领域 
{ 6学时 }

外交、国际合作概论 | 中文授课，3学时 
授课专家：张清敏  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和外交学系系主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工程教材《当代中国外交》首席专家。
跨国公司概论 | 英文授课，3学时 
授课专家：Richard Pettinger  教授、项目主任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伦敦大学学院管理学院教授、商业信息管理项目
主任。负责管理学院与汇丰银行、联合利华、普华永道等知名国际企业达成合作。担任多家
跨国公司战略管理咨询及领导力培训导师。

全球视野
{ 12学时 }

区域国别学概论 | 中文授课，3学时 
授课专家：赵可金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长聘教授，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
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
委员、金砖国家智库联盟中方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学术职务等。
世界文明与宗教 | 中文授课，3学时 
授课专家：曾劭恺  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2017年入选浙大百人计划，担任哲学学院、宗教学研究所
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客座博士生导师、美国司布真学院客座教授。
区域政治、经济、科教、社会等概览 | 英文授课，3学时 
授课专家：Magnus Bernhardsson  讲席教授、系主任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威廉姆斯学院历史系主任，讲席教授。研究方向包
括阿拉伯研究、领导力研究、宗教研究、当代中东政治、区域政治经济研究等。
尊重多样性与种族差异、消除种族歧视 | 英文授课，3学时 
授课专家：Patrick Baert   教授、学术主任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剑桥大学社会学社会理论教授，剑桥大学 Selwyn
学院学术主任。担任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主编 , Culture and Society (Springer) 
主编，及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the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Currently Sociology, Distinktion期刊编委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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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 15学时 }

国际多边谈判：理论与实践 | 中文授课，3学时  
授课专家：张海滨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国际组织与国际公
共政策系主任，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
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等。
卓越领导力 | 中文授课，3学时 
授课专家：潘庆中  常务副院长、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教授。
跨文化有效沟通交流与社交 | 英文授课，3学时 
授课专家：James Herron  教授、校级中心主任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哈佛大学 -哈佛写作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
研究方向包括多元文化与历史、民族人类学、文化及语言人类学、社会阶级与文化市场等。获
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内的多项国际及国家级科研资助。
谈判能力 | 英文授课，3学时 
授课专家：Seth Freeman  客座教授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客座教授、哥伦
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客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EMBA项目客座教授、
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并受邀担任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担任嘉宾。多本论作和文章被纽约
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等多家重量级媒体刊载，研究结果和教学材料被哈佛
大学等顶级大学和学院收录并用作正式的教学材料。
演讲、报告与辩论等工作讲话 | 英文授课，3学时 
授课专家：Yolanda Sealey-Ruiz  终身教授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
开设多门针对学生及民众的领导力与公共演讲工作坊。担任多部重量级期刊及书籍的主编及编
委成员。曾任联合国、纽约市政府及纽约大学教育专家顾问，并负责管理纽约大学的市场与推
广工作。

后测 · 国际（全球）胜任力测评
{ 0.5学时 }   

总计 48学时

特别开发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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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课程以外，还会定期举办专家讲座，作为课程的补充并提升学生全球视野及国际化能力建设。以下为讲座主题例举：

（五）教学方式 : 

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
中国创新能力提升与国际人才发展挑战 

筑梦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

国际形势演变分析
国际科技组织运作机制
国际公务员职业发展规则 全球化、全球教育问题与全球教育治理 全球胜任力在中国的理论重构与实践路径 国际组织与全球教育治理如何像中国大使一样用英语演讲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联合国系统 - 来自国际公务员的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中国的新世界观

家国情怀 全球关切 - 青年学子参与全球治理

国际发展中的理念与实践之争

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

全球教育发展投资的回顾与前瞻 国际发展合作与对外援助 理工科学生如何胜任国际组织工作
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与冲突 - 原因探析与沟通策略 理工科学生国际胜任力培养与师资团队建设

开展跨文化交流，合作制定国际规则

“多轨协同、多专融通”：高素质涉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介绍中国政治理念 - 以领导人新年贺词翻译为例

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介绍中国政治理念 - 以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为例

探索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精神 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体育组织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人才发展战略

新时代中外人文交流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联合国人权机制
国际组织的素质要求和招聘面试 

本课程秉持翻转课堂与双师共建的教学理念，
注重国际胜任力培养目标、任务和问题导向。
本课程的标准版本由课程教学团队全程服务实
施。其中主讲教授通过录播上课并设置思考问
题、实践项目。同时每节课程配备线上的专业
助教及班主任同负责课程的支持工作，包括上
传预习及学习资料、收集作业及活动报告、协
助课堂讨论与答疑、课堂互动等。
在课程期间，本课程组于每周末组织直播答疑
课程，由来自国内外的主讲教授及助教就课程

内容与学生进行在线答疑与交流探讨，以增进
学生与导师的深入互动、提升学习效果。
同时，本课程积极鼓励参与学校的专家教授协
同进行线下授课，其中主讲教授通过录播上课
并设置思考问题、实践项目；参与学校的线下
教授负责把握课程框架、串联学习内容、组织
学生讨论及管理实践活动。本项目鼓励各学校
选派一位相关专业的专家教授或院系领导作为
实地领衔教授，主持本课程的线下授课工作。
本课程组将组织各校授课讲师进行课程的教学
及相关管理培训，以保证课程的高质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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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模块 考核分数占比 评分机制 备注

课程前测、后测 0 自我评价
前测主要用于让学生发现问题，并引导学生进行
自我评估，为课程学习奠定基础；后测用于辅助
学生评估课程教学效果。

日常课程参与 30% 助教评价 基于课程签到及答疑直播课程参与评定。
作业 1:前测后自我评估 10% 教师评价 基于前测结果自我评估、反思并撰写， 

500-800字。
作业 2:国际胜任力课程学习收获 20% 教师评价 基于学习内容撰写。
国际胜任力自我评估报告 40% 教师评价 包括作业 1、作业 2，重点是“如何培养提升自

己的国际胜任力计划”，3000字左右。

（六）考核方式 : 

本课程的考核采取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鼓励学员积极提出问题，参与讨论、反思和实践。考核方式过程性与结
果考核并重，课程参与占 30%，项目制学习过程及成果评估占 70%。具体评估方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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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课专家团队                                                                                                                                 

介绍国际（全球）胜任力指标和内涵，分析当前和未来中国对国际胜任力人才的刚需领域，
揭示国际胜任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对改革开放以来培养国际化人才历程
作阶段性分析，以国际组织胜任力指标体系为分析框架，解析中国青年国际胜任力状况，
聚焦中国青年学生在国际胜任力方面的薄弱领域，提出培养提升国际胜任力的建议。

何昌垂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博士、教授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胜任力培养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兼职教授。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原副秘书长，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教育参赞、教育部国际
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助理兼出国留学工作处处长、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教育领事。
获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学士、中国科学院 学所语 识别专业硕士和中国人民大
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专业博士学位，曾在英国西 大学进修学习。
主要研究领域：留学教育、 创新、国际胜任力人才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张宁   博士、研究员 

课程简介：授课题目：
国际（全球）胜任力的需
求和培养概述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遥感与
地理信息专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在国际组织 续任职 年，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联合国副秘书长级别）、
助理总干事兼亚太地区总代表、可持续发展部环境与自然资源处处长、联合国亚太经
社会空间应用处首任处长、联合国 遥感项目主任及首席技术顾问等职务。
获荷兰航空测量与地学学院硕士，北京大学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农业与全球粮 全治理、可持续发展

授课题目：
全球治理与青年领袖
胜任力培养

课程简介：
通过理论和 25年国际组织亲身经历的大量案例分析，使学生对全球治理的内涵与基本
要素、国际组织的运作机制、新形式下中国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模式、人才需求以及全
球胜任力的培养等有较全面的了解，实现提升青年全球战略领导力的目标。

（一）中方授课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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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允孚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客座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吉林大学客座教授、
扬州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石油大学兼职教授、华侨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组织
人才职业发展导师、浙江大学国际组织精英人才培养导师、三所交大国际组织人才培
养导师、人大国际组织学院特聘顾问、北外国际组织胜任力发展中心顾问等。曾任原
卫生部外事司司长、世界卫生组织伙伴关系与联合国改革协调员。

年高三毕业 公派留学（学习法语）， 年到美国 治敦大学进修，
年法国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研修，获联合国 发的英、法文资格证书。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组织人力资源的管理与运作、国际组织的资金 集、国际公务员
的基本素质建设、外事 等。

授课题目：
国际组织的跨文化沟通

课程简介：
在国际组织的跨文化氛围工作，沟通是必备的核心能力。为此，首先要转换角色适应环
境，具备联合国要求的诚信、尊重多样性、包容、谦卑、人性等核心价值，以及善于沟
通与合作等核心胜任力。讲座通过本人40余年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活动中亲历案例，
务实探讨跨文化沟通的理论与实践、规律与技巧、感悟与体会

王之佳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兼职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青
年研究会国际青年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学生国际化能力培养基地校外特聘导
师、南京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特别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组织学院特聘顾问等。
曾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合作司副司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协调员、联合国副
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特别顾问，曾任国家环保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
获南开大学英语专业学士学位、武汉大学国际环境法专业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全球环境治理、环境领域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与研究、引进资金和技术、
双边和多边环境公约谈判、国外环境法律

 

授课题目：
国际组织运行机制及核
心文件

课程简介：
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两个联合国和两种运行机制、联合国规范性工作和秘书处运行、
联合国项目运作程序与方法、联合国运行的若干核心文件。课程介绍联合国的内部机构
设置、宗旨、使命、战略计划的实施、国际职员的职责、工作流程和绩效考核，以及联
合国的三类核心文件：联合国宗旨与使命、运行的战略和计划、国际职员的职责和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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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玉雪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兼职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前驻阿富汗、印度尼
西亚国家局局长。
获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学士、英国利 大学亚太研究硕士学位，曾在美国
茨大学 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进行研究生学习。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组织、国际发展

 

授课题目：
联合国发展使命 – 

理念、机制及议题
课程简介：
聚焦联合国三大使命支柱之一，发展使命，重点讲解联合国发展使命相关议题内容，帮
助青年学生了解联合国在促进世界发展中的使命和作用，对联合国发展使命相关议题提
出思考，提升青年学生对全球发展治理议题的认知，增强国际胜任力。

王纪元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曾任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一等秘书、国家劳动部
国际司国际组织处处长、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副局长兼驻华副代表、东亚局副
局长和国家局局长（泰国、老挝和柬埔寨）、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
门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毕业，意大利政府高级文官学院国家行政管理专业毕业。
主要研究领域：劳动领域内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联合国专门机构在总部、地区和国家
层面的运作机制，国际劳工组织

 

授课题目：
如何竞聘国际组织
职员

课程简介：
联合国国际公务员制度、职务分类及素质要求、联合国国际公务员雇佣标准和遴选程序、
竞聘国际公务员的途径及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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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贤   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客座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曾任驻
斐济使馆、驻日内瓦代表团随员、三秘，外交部国际司副处长、处长，驻荷兰使馆参赞、
外交部军控司副司长。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外联司前司长、中国联合国协会前副会
长兼总干事、联合国秘书长生化武器调查团中国专家。
曾就 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士日内瓦高等研究院。
主要研究领域：联合国事务、裁军问题

 

课程简介：
联合国是个多边外交大舞台，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它也折射出国际格局的演变。通过介绍和分析，有助于学生了解各国之间、利益集团之
间在跌宕起伏的世界形势中所表现的利益关切、采取的外交政策、展示的谈判技巧以及
发挥的博弈手腕。

张海滨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国际组织
与国际公共政策系主任，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
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等。
长期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 年以来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重要成员参加联合国环境
谈判。
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国际环境和气候政治、中国环境外交

授课题目：
国际多边谈判：理论与实践

授课题目：
联合国与国家博弈 -以
裁军为例

课程简介：
多边谈判是全球治理的基本途径，也是体现国际组织作用的关键指标。本课程将在全景
式回顾国际组织的历史演变和基本作用的基础上，从历史、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对多边
谈判的演变、作用、特点和技巧进行系统讲解。谈判理论与谈判实践的充分结合是本课
程的突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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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敏   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和外交学系系主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工程教材《当代中国外交》首席专家。
曾任教于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并在美、欧、亚、大洋洲等 余所大学教授与中国外交
有关的课程。
获 南师范大学英美文学学士、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硕士和博士、美国 伯 大学地区
与国别研究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学系、中国外交与对外政策

 

授课题目：
外交、国际合作概论

课程简介：
从为什么要学习外交、外交的概念、本质属性、外交规范和文化、外交功能五个方面介
绍外交的本质和属性；分析新中国外交实践与艺术，包括新中国外交外交的历程、中国
外交的规范创新：求同存异、化解危机、中国外交的沟通艺术、中国外交的谈判特色、
及外交是一种文明、智慧和艺术。

赵可金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全球共同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长聘教授等。
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
常务理事、共青团中央全国青年外交院校联盟理事、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专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理事、金砖国家智库联盟中方理事会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等学术职务。
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法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外交学、中国外交、区域国别学、全球治理

授课题目：
区域国别学概论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考察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国别和地区，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全覆盖的世界
视野，包括三部分：一是大国研究，涵盖了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美国和北美地区、欧盟
和欧洲地区，考察大国的基本国情和战略走向，及其对中国的意义。二是周边地区研究。
涵盖了东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考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及其对中国的
影响。三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涵盖了非洲、中东、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考察这
些国家对未来的发展规划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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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庆中   常务副院长、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教授。

年，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合作发展办主任，负责学院的国际、国内合作，以
及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获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斯 大学工学院理学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公司治理、企业发展、中国经济史、一带一路研究等。主讲的中英文
课程包括管理经济学、公司治理、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学概论、领导力等。

授课题目：
卓越领导力

课程简介：
卓越领导力课程特别为青年领导者而设计，专注于领导力的提升，课程与未来全球领导
者的个人发展密切相关，使得青年领导者在复杂多变、价值多元、充满竞争与挑战的社
会时代背景下学会发挥个人影响力、激励他人、引领组织取得成功。课程的核心主题围
绕领导力的理论与实践展开，通过该课程，学生可全方位了解领导力的基本概念、领导
与管理的差别、现代领导学的四个理论（特质理论、权变理论、行为理论、综合理论）、
领导力的实践、青年领导者发挥自身优势提升领导力的方法等等。课程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领导力的概念，使得他们在团队与组织中能够成为卓越的领导者，践行卓越领导力。

曾劭恺   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 年入选浙大百人计划，哲学学院、宗教学研究
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客座博士生导师、美国司布真学院客座教授。
兼任国际期刊 副主编、学术期刊《道风：基督教文化评
论》（ 、 等）编辑委员、《汉语基督教文化论评》（ ）编辑委员、
中原大学“基督宗教思想 书”学术委员，以及《道风》、《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基
督教文化学刊》（ 、 ）、《基督教思想评论》（ ）评审。为北美巴特学会、
美国宗教学学会会员，以及新教神学学会“系统神学方法组”理事。
获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及德文学士、加拿大维真学院、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基督教
研究硕士学位，以及英国 大学研修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巴特研究、德意志观念论、康德研究、克尔 尔研究、基督教思想史

 

授课题目：
世界文明与宗教

课程简介：
当今全世界只有 15%左右的人口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认识多元的世界宗教，是认识现
代世界文明的关键。本课程以“宗教对现代世界文明的意义”为切入点，介绍基督教、
印度教、伊斯兰等外国宗教，剖析这些宗教对现代世界文明的影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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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方授课专家

James Herron   教授、校级中心主任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哈佛大学 哈佛写作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
教授。科研及教学领域包括多元文化与历史、民族人类学、文化及语言人类学、社会
阶级与文化市场等。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内的多项国际及国家级科研资助。
现任全球知名的哈佛写作中心主任，为哈佛大学全校范围的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员进
行以沟通、写作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学术交流课程及培训。

Patrick Baert   教授、学术主任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现任剑桥大学社会学社会理论教授，剑桥大
学 学院学术主任。
获 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布 大学、伦敦政经学院、不列 哥伦比亚大学、开普
敦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客座教授。
担任多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主编及编辑，包括 主
编 主编，及

等期刊的编委
成员。
科研及教学领域包括文化社会学、种族与文化、社会多元理论、流行文化与社会变 等

授课题目：
跨文化有效沟通交流
与社交

课程简介：
跨越文化差异的相互理解和有效沟通是提升国际胜任力的关键维度。课程探讨跨文化理
解和交流面临的挑战，并为学生提供在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有效与和谐交流的具体策略。
通过对“文化”的概念的探究及对文化差异的本质的讨论，课程会深入分析文化知识如
何塑造社会互动和交流的方式，研究文化差异对有效沟通的阻碍，及探索进行跨文化有
效沟通与社交的实用策略。

授课题目：
尊重多样性与种族差
异、消除种族歧视

课程简介：
课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文化与民族、文化全球化及文化多样性。基于对文化的
价值、规范和实践的讨论，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群体与文化（以英国为例），宗教、种
族与文化（以美国为例），本土文化与民族文化（以法国为例），民族认同的兴起，殖
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概念。课程还将通过介绍全球化的不同组成部分，剖析全球化、社
会风险和世界主义的概念，分析全球化的局限性，讨论媒体在全球文化中的作用，解析
城市及大都市文化，发现21世纪的移民模式，使学生对文化全球化有更全面的认识。同时，
课程将以加拿大的文化差异认同制度化、法国建立于民族差异的普遍制度、美国平权行动、
新西兰对土著人民的认同以及对南非的历史偏见为例，深度探究不同国家对待文化多样
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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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anda Sealey-Ruiz   终身教授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科
研及教学领域为社会多元文化、社会公平、及青年领导力、教育领导力、英语教育。
在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公共部门开设多门针对学生及公众的领导力与公共演讲工作坊，
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 篇，出版专著两部，合著书籍多部，同时担任多本学
术著作，包括

等书籍的主编及编辑。
获纽约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联合国、纽约市政府及纽约大学教育专家顾问，并
负责管理纽约大学的市场与推广工作。

授课题目：
演讲、报告与辩论
等工作讲话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胜任国际组织工作所必需的沟通和公开演讲技巧。课程将重点带领
学生进行专业的演讲与报告训练，帮助学生了解文化多样性在国际工作场合的重要意义，
有助于学生建立多元化知识和全球意识，培养学生优秀的演讲技巧，提升演讲自信，从
而在国际组织工作中脱颖而出。

Seth Freeman   客座教授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客座教
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客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

项目客座教授、中山大学客座教授。曾获邀担任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嘉宾。
获宾 法尼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具有丰富的谈判经验，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纽约市政府等政府部门及百事可 、
等 强企业进行谈判、咨询与培训。在谈判与冲突解决方面有 过 年的教学经验，
多本论作和文章被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等多家重量级媒体刊载，
研究结果和教学材料被哈佛大学等顶级大学收录并用作正式的教学材料。

授课题目：
谈判能力

课程简介：
在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及在日常的生活中，优秀的谈判能力在解决冲突时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本课程以互动为主，来帮助学生掌握重要的冲突管理和对话技巧。通过三个沟
通技巧的学习，学生能够有效解决发生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或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中的冲
突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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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区域政治、经济、科教、
社会概览

Magnus Bernhardsson   讲席教授、系主任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威廉姆斯学院历史系主任、讲席教授。科
研及教学方向包括阿拉伯研究、领导力研究、宗教研究，当代中东政治、区域政治经
济研究等。
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学位。

课程简介：
课程介绍全球化系统及全球化进程的内涵，例如国际贸易、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移
民问题、发展问题、自然资源、语言模式、宗教习俗和信仰、伦理体系、文学或艺术传
统、民族主义等。探索生活在不同国家、地区、生态系统或其他环境中的人类生存方式。
培养学生在面对当今重大问题时全面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国家在全
球系统中的作用，及本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引领学生在社会和工作学习中
理解和尊重来自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Richard Pettinger    教授、项目主任

集思未来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伦敦大学学院管理学院教授、商业信息管
理项目主任。负责管理学院与汇丰银行、联合利华、普华永道等知名国际企业达成战
略合作。
担任多家跨国公司战略管理咨询专家及领导力培训导师。

授课题目：
跨国公司概论

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重点讨论跨国公司的以下几个方面：跨国公司和组织的运营结构和机制，金融
和经济问题，领导和管理文化问题和差异，多样性和整体性，基础设施的发展，重要部
门的活动（如：技术部门、工会、财务部门），跨国公司全球化、国际化与本地化的问题，
以及跨国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等。课程通过对跨国公司多方面、多角度的介绍，帮助学
生了解跨国公司在建立有效的多国组织机制及其运营实践中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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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方讲座专家

张双鼓   咨询专家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曾任北京
大学东语系印度语言文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教育部《神州
学人》杂志和网站原总编辑、编审，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原教育参赞，中国常驻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代表团原公使銜副代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法定代表人。
 

讲座题目：
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
筑梦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

贾文键   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德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
分会常务副理事长。获德国耶拿大学跨文化经济交际学院博士学位（Dr. phil.）。1999 年 10 月
至 2006 年 3 月在德国西萨克森茨维考应用科学大学任跨文化训练及国际工商管理方向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德跨文化交流、国际化人才培养，主编发行德文期刊《中德跨文化论坛》和
中文学术期刊《德语人文研究》。 

讲座题目：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与冲突 -原因探析与沟通策略

王辉耀   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九三学社
中央委员，九三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人社部中国
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总干事，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理事，
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专家，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全球胜任力发展指
导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此外，还担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的巴黎和平论坛指导委员会成员，
国际大都会（International Metropolis）国际执委会执委，杜克 -昆山大学亚洲顾问委员会成
员，加拿大毅伟（Ivey）商学院亚洲顾问委员会成员。
 

讲座题目：中国创新能力提升与国际人才发展挑战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人才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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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   资深外交官、外语专家、客座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中国资深翻译家，外交部外语专家 ,  全国翻译资格考试专
家委员会专家，全国高级翻译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现任上海交大等多所院校客座教授。前
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中国驻外大使。
 

讲座题目：
如何像中国大使一样用英语演讲
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介绍中国政治理念 -以领导人新年贺词翻译为例
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介绍中国政治理念 -以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为例

徐亚男   资深外交官、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客座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中国资深翻译家，外交部外语专家 ,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
翻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曾任中国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中国驻外大使，
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文件司中文处原处长。
讲座题目：国际组织的素质要求和招聘面试

王庆林   博士、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合作部副部长，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
会副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
主席顾问（President's Advisor，2017-2019），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工程教育
委员会委员，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工程能力建设委员会委员（2019-2022）。世
界科学理事会（ISC）开放科学出版指导组成员（ISC Open Science Publishing Steering 

Group），中国科协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中国委员会（WFEO-CHINA）副主席，中国科协国
际科学理事会中国委员会 (ICSU-CHINA)副主席，中国科协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IRDR）
工作协调委员会副主席。曾任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学科建设与学位办公室副主任、研究生
培养处处长，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处长（主任），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
副会长。
讲座题目：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国际形势演变分析；国际科技组织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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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珺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院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财务委员会委员，亚洲比较教育学会助理秘书长，中国教
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秘书长，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副院长，顾明远教育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副秘
书长。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与发展教育系兼职副教授、世界银行全球教育合
作伙伴基金顾问。
讲座题目：
全球胜任力在中国的理论重构与实践路径
国际组织与全球教育治理

阚阅   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
者”青年学者，浙江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主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划”（APEID）浙江大学联系中心主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浙江大学创业教育教席协调人，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
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资历认可全球公约起草委员会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
学校网络（ASPNet）国际中心理事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常务理事，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IOE）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UCLA）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高等教育、国际组织与全球教育治理等。
讲座题目：全球化、全球教育问题与全球教育治理

李根信   资深外交官、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中国联合国协会特聘专家、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高级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组织学院实习辅导导师、人社部国际胜任力高级人才培养项目专家顾问。
曾任外交部国际司三秘、二秘、副处长；军控司一秘、处长、参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
军控组二秘；常驻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任职国际部一秘；中国军控协会秘书长；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秘书长；联合国全面禁核试条约组织外交与法律司司长，联合国维也纳国际名
人小组秘书长。 

讲座题目：国际公务员职业发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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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骥   院长助理、系主任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外
交学系系主任，复旦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欧洲学
会理事。 

讲座题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时代中外人文交流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新世界观

李媛   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
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分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国际组织精英人才计划负责
人，浙江大学学生国际化能力培养基地秘书处主任。曾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 

讲座题目：
“多轨协同、多专融通”：高素质涉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家国情怀 全球关切 - 青年学子参与全球治理

王宏   博士、教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学博士教授、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
导师、北京体育大学艺术学院健美操教研室主任、中国健美操协会 CAA副秘书长、亚洲体
操联合会 AGU健美操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健康管理协会 CHA运动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美国运动委员会 ACE团体健身体适能国际专家导师。曾任国际体操联合会 FIG

健美操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讲座题目：
探索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精神
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体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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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娜   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法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育部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执行主任，《人权》杂志和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法学前沿》编辑。亚太法学会人权律师工作组成员。
研究领域为国际人权法、社会法、性别与法律、就业歧视等。著有多本中英文专著，在《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外法学》、Human Rights Quarterly, Netherlands 

Quarterly of Human Rights等中外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参与我国人权白皮书的写作和修订工作，是《中国人权蓝皮书》系列的选稿审稿专家和作者。
并多次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中美人权对话、中德人权对话、中欧人权研讨会等。
讲座题目：联合国人权机制

赵龙跃   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国际治理创新
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胜任力培养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商务部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组专家、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
理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等，长期从事国际组织、国际治理、国际规则、国际谈
判和中美经贸关系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讲座题目：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

黄解放   博士、教授、国际组织原高级官员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教授、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周鲠
生讲席教授。
曾任国际民航组织（ICAO）法律事务与对外关系局局长，曾兼任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院长，
加拿大国际法协会副会长，并在加拿大、荷兰等国的多所高校担任高级研究员、研究生兼职
导师等工作。国际航空法模拟法庭首席法官、最佳法官。
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
研究领域：航空与空间法
讲座题目：联合国系统 -来自国际公务员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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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巍    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理事会理事、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全职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政策专
家和高级政策专家，曾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顾问。
讲座题目：
国际发展中的理念与实践之争
全球教育发展投资的回顾与前瞻

徐秀丽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人文与
发展学院国际发展领军教授，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国际农村发展专委会主任，曾为剑桥大
学发展研究中心驻访学者，多次赴亚非拉国家进行实地调研，为相关政府部门、联合国专
门机构等提供政策咨询，曾被评为“文明之光·中国文化交流年度人物”，合作著作获得
“施普林格自然：中国新发展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长期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世界银行等相关政策咨询；曾受邀为
联合国驻华代表处做南南日主旨报告。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发展合作、全球发展治理、对非援助、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分享与一带一路。 
讲座题目：国际发展合作与对外援助

耿涌   院长、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上海交大 -UNIDO绿色增长联合研究院院长，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第五次及第六次科学评估主要作者；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家顾问，联合
国大学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废物管理专家。
讲座题目：理工科学生如何胜任国际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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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浩   管委会执行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国际组织创新学院管理委员会执行主席，国
家空管法规标准研究中心副主任。无人系统规则制定联合体（JARUS）秘书长（前执行主席），
国际民航组织专家组成员和亚太区无人航空器系统工作组主席，国际民航组织和联合国外层
空间事务厅空间研究组法律组主席，提出无人航空智慧监管理念并制定了国际示范规则，创
立了专属利用空间（EUS）国际法律制度。长期参与国家空管体制改革，中国航空航天政策
和法律制定。
讲座题目：开展跨文化交流，合作制定国际规则

李风亭   教授、博士生导师、非洲科学院院士
国际胜任力培养专委会专家委员，现在担任国家气象局上海城市气候变化与应对重点实验室
主任。曾任联合国环境署 -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常务副院长、同济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
联合国环境署南南合作特别协调员。并获得联合国南南合作特别贡献奖。主要从事水资源管
理和水处理技术研究，并担任联合国环境署与人居署特聘水处理专家，并共同发布《非洲水
资源报告》、《绿色经济》、《联合国环境署 -非洲 -中国合作项目：提升生态系统管理应
对气候变化适应性》等报告。2006年与联合国环境署共同建立了同济大学环境学科的硕士和
博士国际项目。
讲座题目：理工科学生国际胜任力培养与师资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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