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公民，个人、社会与健康教育，社会科学 

学习成果 
• 理解“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

• 建立对性别平等这一全球性话题，以及关于一

个主题的更多知识能如何更好地产生全球意

识、促成有效行动的理解

• 收集、处理、计算、分析、解释和利用数据，

并和预测结果进行比较

• 生成有助于形成全球性数据集的本地数据，为

行动提供依据并促进全球目标的实现

准备 

• 本课程和项目分为两节，其中包括

一项家庭作业。计划用一天时间讲

授第一节，并布置家庭作业。随后

讲授第二节，完成任务

• 阅读概述和完整教案

• 如果可能的话，根据学生现有的对

全球目标的认识，准备好设备以播

放一部或两部动画短片

• 打印附录3和附录4 - 每个学生一份

 2x45 
分钟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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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给每个学生打印调查和海报（附录3和附录4）。如果可能的话，为播放视频动画做好准

备，或者准备好剧本念给学生听（附录2）。  

Step 1. 观看“世界最大的一节课”第一部分动画，作为提醒（或作为第一次播放）：https://vime

o.com/138852758

注：如果学生已经熟悉全球目标，则跳过第1步，直接进入第2步。 

Step 2. 观看2016年新推出的“世界最大的一节课”第二部分:  https://vimeo.com/174346143

Step 3. 通过简要讨论和活动，重点关注全球目标5 - 性别平等  

Step 4. 阅读一个令人惊奇的故事，了解一个具体问题，以及全球目标5（性别平等）的解决方案 

Step 5. 设置活动/行动：对开展调查这一任务进行说明并给出调查背景（附录3）；与学生讨论他们

期望从调查中获得什么样的结果，要求学生在家庭和社区完成调查任务。 

注：如果可能，给学生播放一位女名人呼吁采取行动的视频短片https://vimeo.com/174213067 

并鼓励学生访问www.heforshe.org了解更多内容 

Step 1. 学生完成调查回到教室后，计算性别比例，完成海报（附录4） 

Step 2. 学生（或全班）把调查数据上传到：
https://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FromWhereIStand  它会计算他们的性别比例，并上传到
社交 媒体

Step 3. 与您的班级、学校、社区、国家和世界分享、比较、分析和解释结果！然后让学生与同伴一

起讨论，并在全班进行讨论 

• 或者让学生拍摄他们的工作表照片并上传到“世界最大的一节课”的Twitter社交媒体专页

(https://twitter.com/Theworldslesson)、Facebook专页 https://www.facebook.com/Th

eWorldsLargestLesson/和Instagram专页 (https://www.instagram.com/theworldslesson)

Step 4. 讨论并规划我们如何能够积极地促进性别平等和全球目标，并搜索HeForShe、联合国妇女署

和其他伟大人物在支持妇女和女童领域所做的杰出贡献。 

注：如果您无法播放动画，附录1中有全球目标的图片，附录2中有可供朗读的剧本。不接入互联网也可

以上课，但在这种情况下分享调查数据和海报需要邮寄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教案概述：第一节和第二节 

第一节 

第二节：

45 
分钟 

45 
分钟 

全球
最大
课程

全球目标

https://vimeo.com/138852758
https://vimeo.com/138852758
http://www.heforshe.org/
https://twitter.com/Theworldslesson
https://www.facebook.com/TheWorldsLargestLesson/
https://www.facebook.com/TheWorldsLargest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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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通过参加课程，您不仅能够帮助您的学生成为积极、有效的全球公民，而且如果您完成、上传

和讨论活动，您就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目标中发挥了作用，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您可能需要敏感地处理和学生在本课的讨论，要考虑到学生的背景和经验。您希望使课堂成为“安

全”的地方，以便让您的学生分享他们的想法，甚至经历。有些学生可能希望获准不参加某些讨

论，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  

对于有些人，性别可能是敏感问题，但我们相信这节课布置了引人入胜的真相调查任务，通过性别

平等（17个全球目标之一）这一视角，我们会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我们也承认有些人可能无法归

入本课集中讨论的具体性别。如果您愿意，可以在调查表中添加第三列，以包括其他性别的人士。 

请注意，设计这节课的目的是为了覆盖世界上每一个有可能参加活动的学生，他们的背景、文化、

信仰等几乎是无穷多样的。这意味着您可能希望包括某些方面，或者让某些方面更加深入。 

还可从本课延伸出更多话题，如果您愿意，我们鼓励您探索这些话题。您在我们的网站http://ww

w.globalgoals.org/worldslargestlesson能看到关于性别平等和所有全球目标的更加具体的课程

您可能会发现以下提供的关于如何在教室讨论争议话题的建议有所帮助。 

英国乐施会《讲授争议问题》指南 

http://www.oxfam.org.uk/education/teacher-support/tools-and-guides/controversial-issue

s 

历史协会关于《引起强烈情感和有争议的历史教学》指南 

http://globaldimension.org.uk/resources/item/1522 

许多教师发现在处理这种性质的讨论时，《儿童哲学》里的技巧很有用，您可在以下网址阅读更多

内容：http://globaldimension.org.uk/news/item/13650 

感谢伦敦格林福德中学的Joe McCrudden和Teaspoons of Change的d’Arcy Lunn。 

教师在教授可能的敏感问题时的一般性说明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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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xfam.org.uk/education/teacher-support/tools-and-guides/controversial-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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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播放“世界最大的一节课”第一部分动画片 - 全球目标介绍 www.globalgoals.org/w

orldslargestlesson 

这可以介绍全球目标，也可作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告诉人们它们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和它们发生联

系。  

注意：仅在https://vimeo.com/142124730提供时长3分钟的英文版缩略动画 

如果您无法播放动画，可使用附录1简要总结全球目标，说明：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由联合国制定的一项计划，所有国家都同意为在2030年实现以下目标而努力
工作： 

i. 抗击全球不平等。
ii. 消除极端贫困。
iii. 尊重我们的星球。

重要教学点  

学生应十分清楚，不论他们是谁，不论他们居住在哪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全球计划，要为人类和地球所

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通过团结和调动每个人，所有目标都能够实现。课程始终鼓励学生讨论他们关于团结将如何加快实现性

别平等的想法、感受和反思。 

给学生播放“世界最大的一节课”2016年的新动画片 - 采取行动：发明、创新、活动
www.globalgoals.org/worldslargestlesson 

这是一部时长4分钟的动画片，讲述的是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使用发明、创新和活动为远大的全球目标做

出贡献的例子。

如果您无法播放影片，可朗读附录2中的影片剧本。 

第 1 步介绍“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分钟 

第 2 步：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能做什么？ 
5 

分钟 

完整教案 - 第一节 

全球
最大
课程

全球目标

http://www.globalgoals.org/worldslargestlesson
http://www.globalgoals.org/worldslargestlesson
https://vimeo.com/142124730
http://www.globalgoals.org/worldslargest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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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讨论关于全球目标之一——目标5（性别平等）的想法、感受和反思 

向学生说明课程的其余部分将侧重于一个特定目标，并给他们一次帮助实现这个目标的真正机会。  

全球目标5：性别平等 —— 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本课侧重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侧重于世界各国领导人达成的全球目标协议的具体目标之

一：确保妇女和男性平等地参与政治、经济、公共生活的各级决策，并拥有平等的机会担任领导职
务。 

向学生提出一些问题。如果学生同意以下说法，让他们站起来（或举手）；如果他们不同意，则坐

着不动：  

1. 您认为世界上存在性别不平等吗？

• 让站起来的学生举一个例子说明存在性别不平等 

例如有些妇女从事和男性完全相同的工作，收入却比男性少

• 让坐着的学生举一个例子说明存在性别平等 

例如在加拿大政府内阁中，男女各占一半

让学生两人一组或分成小组讨论以下全部或部分问题： 

2. 如果到处都存在性别平等，那么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子？

3. 您觉得它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不同？

4. 您觉得它可能会给您带来什么不同？

5. 您是否觉得自己能给世界带来改变，实现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

6. 您能想起性别平等领域的某个榜样吗？

学生结束讨论后，给他们一点时间反思对以上问题的回答： 

他们观察到或讨论过的是否有什么有趣的内容？ 

这些内容在他们的头脑中启发出任何问题了吗？ 

有没有他们想要在全班分享或讨论的内容？  

通过故事和真相调查项目，本课的剩余部分有助于找出已在讨论中提出的某些问题的详情。 

 表达自我 

第 3 步：关注全球目标5 - 性别平等 
5 

分钟 

5 
分钟 

全球
最大
课程

全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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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以下故事，了解一个专门针对妇女、女童和教育的全球目标具体问题和解决方

案（全球目标4和目标5） 

根据班级和格式，可以使用多种方式讲述以下的故事。请注意，前两个选项更适合集体授课： 

1. 只需讲述这个故事，并让学生尝试说出他们是否知道这个故事讲的是谁。

2. 在每个段落之间暂停，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在每段之间讨论30秒（以下是提供的问题）。

3. 把学生分成小组，逐段朗读故事，并要求各组以定格方式表演要点（学生在描绘这个场景时

不能移动，而是通过他们的姿势和表情来捕捉这个静止的时刻），以此表达他们刚刚读过的

那部分故事。

这个故事使用的语言适合能力较弱/年龄较小的小组。教师可能希望修改语言，以挑战能力较强或年

龄较大的学生。  

从前，有一个爱上学的小姑娘。可是，在她居住的地区，有一些政治领导人不想让她去上学。他们
过去常常抨击学校，并试图阻止女童上学。 

问题：如果在您所在的地区，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抨击您的学校，并说不许您（无论您是男孩还是女
孩）再去上学了，您会怎么办？ 

终于有一天，这个当时只有11岁的小姑娘开始发表演说，并发表博客说应该允许女孩去上学。 

问题：您认为反对女孩上学且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在她开始这样做时会作何反应？ 

然而，不想让女孩上学的掌权者想要吓唬她，让她不要再告诉别人这些事情。他们知道世界各地的
很多人在倾听她的讲述，所以他们明确表示，如果她再继续讲这些事情，他们会伤害她。 

问题：如果有人因为您说出自己的意见而威胁您，您会闭口不言还是继续说下去？ 

这个小姑娘并没有停止表达她的意见。在她14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她从学校回家的途中，一名男
子上了公共汽车并朝她开枪。子弹击中了她的头部。幸运的是，这个小姑娘没有死。 

问题：如果您已经因为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受到了伤害，并幸免于难，您会停下来吗？ 

她被带到另一个国家，她活了下来。她继续完成学业，并继续告诉世界，应该允许女孩去上学。 

问题：您怎么看这个女孩？您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吗？为什么正确/为什么不正确？  

您可以透露这个女孩是Malala Yousafzai，事情发生在2008年和2012年之间。 

2014年，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她现在是一位倡导所有人（特别是女童）平等接受教育权利的全

球主要倡导者。  

第 4 步：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12 
分钟 

全球
最大
课程

全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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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反思下面的说法和问题，并回答： 

• Malala Yousafzai是您的榜样吗？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

• 妇女能够成为和男人一样优秀的领袖和榜样

• 您是否认为在世界上和在我们当地社区，我们需要更多像Malala一样的榜样？

• 在当地社区，您能成为像Malala一样对自己的信仰充满热情的人吗？

向学生说明，通过完成他们的家庭作业任务——一项调查，他们能对全球目标5——性别平等做出积

极贡献。  

调查将帮助他们和其他人更好地了解当地家庭和社区，以及全世界的性别平等数据。 

设置背景 

1. 在发放调查（附录3）之前，用一些事实和数据提供一些关于全球性别平等概况的背景

a. 2015年8月，在全世界193个国家中，只有21名妇女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 这个性别比例是11 :89  女性：男性

b. 在全世界，当选进入各国政府担任代表的人中只有22%是妇女 - 这个比例是22 :78 女

性：男性（统计数据来自联合国妇女署网站）

2. 阅读全球目标5 - 性别平等50 :50 详情的以下几点，增加全球目标的决心

a. 我们的领导人和全球目标的创造者确定世界需要：

i. 更多女性领导人

ii. 更多女性负责组织、企业和公司

b. 目标5的决心是到2030年，男性和女性在这些位置上得到平等的代表。如需有关“全球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globalgoals.org/

设置调查任务 

1.如有可能，播放来自[https://vimeo.com/174213067] 的女名人视频

2.如果视频不能播放，请向学生朗读以下任务说明。

第 5 步：家庭作业 - 真相调查任务！ 10 
分钟 

可选的额外活动 

全球
最大
课程

全球目标

http://www.globalgo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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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看到一些表明我们距离性别平等仍很遥远的统计数据。而且我们听说过它如何与全球目标
和全球目标5相适应。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联合国妇女署HeForShe计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各国政府和所有支持全
球目标的组织相信，如果所有的女童和男孩在成长时感觉他们能够有所作为，他们就会扭转乾坤。
实现这一点的一个办法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社区都有他们敬佩的强大榜样和领袖向他们展示可能取
得的成就。  

很容易假定这种情况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已经发生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多长时间会停下来认真
思考，在作出决策并从事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最大影响的工作方面，男女比例平衡问题？我们真的是
在向着一个平等的世界前进吗，在这个世界里从事医生、新闻播报员、政治家、警察、老板、法
官，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工作的男性和妇女的数量相等。  

创造变革的唯一途径是了解事实——了解我们的起点在哪里。因此，他们要求您参加一个非常有趣
的项目，以衡量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地方，性别平等实际处于何种状况。  

就是这个项目（举起记录了调查结果的一张纸 - 附录3）。这真的很容易做到。想法是这样的：您
填写表格，并根据您的发现计算比率。  

完成这一步以后，您在调查后返回学校，我们将填写“海报”（展示海报，附录4），以显示男女之
间的平衡或不平衡的状态。然后，我们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一起，把这些数据和知识贡献给
“世界最大的一节课”网站，并帮助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故事地图，展示2016年的目前性别平等状
况，这样我们就能进行比较，更加了解本地和全球的性别平等状况！  

3. 发放调查（附录3）。

4. 向学生说明他们的任务是在家里提出问题，并填写调查表。

在学生把调查带回家完成并带回课堂之前，发起一些最终讨论，以便使他们对调查负责，了解他们

为什么这样做，看看他们的认知是否和调查结果相符。 

使用任何下列问题引发讨论、假设和论证： 

1. 您是否认为您所在地区和国家的领导者和决策者男女各占一半？

2. 您预测您的调查中女性和男性比例如何？

3. 证明您预测的合理性以及为什么可能是这种情况

4. 知道结果以后，这将如何促使您成为一个更积极的全球公民？

注：为了节省时间，能力较强的学生可在家完成全部任务，包括性别比例计算，甚至完成海报。他

们也可以让父母参加! 

思考、预测、行动和验证 
5 

分钟 

全球
最大
课程

全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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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的重点是完成海报、对比、分析、解释和讨论结果。 

注：为了节省时间，学生可在家完成全部任务，包括性别比例计算，甚至制作海报，如果他们这样

做了，就跳到第2步。 

指导学生使用附录5的说明计算他们的性别比例，并完成海报图片每一侧的涂色，颜色要和性别比例

成比例。 

选项：如果每个学生完成任务过于困难或费时，那么您可以收集整理调查，计算出平均值，为全

班、全年级或全校提交一个比例和海报。  

注：您将需要上网，或者也可把海报邮寄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您所在国家的办事处。 

我们用这种办法把数据转化为行动，并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培养意识和宣传。 

获得调查数据后，学生（或整理好结果的全班）访问以下这个网址上传他们的调查数据：

https://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FromWhereIStand  

这将把数据转化为行动，并和全世界分享学生的调查结果。 

学生（或作为全班同学代表的您）上传数据后，将计算出性别比例，并在世界地图上显示您的结果。它

也将构成海报。  

您可以上传自己的海报。 

有一个功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网站（或通过学校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最大的一节课”分享结果，借此

显示数据，并在本地和全球与别人进行比较！  

另外，如果您不使用这个网址，也可以让学生给他们手工制作的海报拍照，并在以下社交媒体网站上
与“世界最大的一节课”分享。 
Twitter：(https://twitter.com/Theworldslesson),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TheWorldsLargestLesson/) 或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theworldslesson) 

第 1 步：完成海报 
10 
分钟 

完整教案：第二节 

第 2 步：上传数据并分享！ 
10 
分钟 

全球
最大
课程

全球目标

https://twitter.com/Theworldslesson
https://www.facebook.com/TheWorldsLargest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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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按照附录5的说明操作，以使您的数据能收集齐全。  

向学生强调，这是他们都可以参与其中并在真正需要发生改变的领域看到改变发生的真正方法。 

这是一个让学生进行自我发现和课堂发现的机会。作为引导者，让学生思考、讨论，并想出关于如

何实现全球目标5 - 性别平等的解决方案点子。 

1. 展示和讲述 - 让学生和同学分享他们的海报并相互比较。作为一个班级，他们的发现和成果是

否能得出某种结论或平均数？

2. 让学生两人一组，讨论在性别平等和全球目标的背景下，这对他们的社区意味着什么。他们距离

男女各占一半的目标还有多远？

3. 全班（或小组）分享和讨论他们的结果，并把结果和他们进行调查前的预测相比较，进行思考。

他们的预测正确还是错误？有什么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吗？

4. 让学生思考，或写下他们长大后自己最可能做哪三件事情来确保男女领导人比例接近50:50。

5. 制定班级行动计划或为最佳点子投票，并与其他班级分享，目标是将它们付诸行动。

6. 这也将是一个与学生分享一些良好资源并了解致力于实现性别平等的个人和组织例子的好机会。

a. 了解联合国妇女署和HeForShe计划，将其作为一个不错的起点

http://www.heforshe.org/，http://www.unwomen.org/en/news/in-focus/csw/from-w

here-i-stand 

1. 如果您能使用技术，可以再次访问链接，https://worldslargestlesson.globalgoals.org/

FromWhereIStand 或在在Twitter、Instagram或Facebook等任何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查找“世界

最大的一节课”，并用#FromWhereIStand、#Gl obalGoals和

#nameoftheircountry进行搜索 

2. 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海报，来自自己国家的其他学生的海报，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报。

3. 如果您和国际学校有联系，可与他们联系，邀请他们参加您的项目，然后比较和讨论结果。您可

以在Skype上建立讨论，让学生参加。

4. 如果您和国际学校没有联系，可以在以下地址找到一个：

https://schoolsonline.britishcouncil.org/about-schools-online/about-programmes/c 

onnecting-classrooms 

第 3 步：展示和讲述 – 您发现了什么？ 
10 
分钟 

第 4 步：分享和比较 10 
分钟 

全球
最大
课程

全球目标

http://www.heforshe.org/
http://www.unwomen.org/en/news/in-focus/csw/from-where-i-stand
http://www.unwomen.org/en/news/in-focus/csw/from-where-i-stand
https://schoolsonline.britishcouncil.org/about-schools-online/about-programmes/connecting-classrooms
https://schoolsonline.britishcouncil.org/about-schools-online/about-programmes/connecting-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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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一个步骤是把您的海报照片发布在HeForShe和联合国妇女署社交媒体上：@HeforShe  @UN

_Women

回顾第2步的行动计划和点子，继续为性别平等做出积极贡献。年龄较大的学生还可以查找在支

持妇女和女童的领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见以下链接），也可通过在以下网址做出承

诺，和13亿人一起，勇敢地支持性别平等：http://www.heforshe.org/  

• HeForShe计划:http://www.heforshe.org/

• 联合国妇女署：http://www.unwomen.org/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www.unicef.org/

第 5 步：返回到您的教案并开始！ 
5 

分钟 

为“全球目标”采取行动 

，

全球
最大
课程

全球目标

http://www.heforshe.org/
http://www.heforshe.org/
http://www.unwomen.org/
http://www.unicef.org/
http://www.globalgoals.org/worldslargest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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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一课
2016 

你好……你好……在吗？ 

我之前说过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超级创造力， 

去实现联合国的“全球目标”」。 

怎样实现呢？ 

虽然地球在宇宙中极其微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巨大无比。 

“全球目标”听起来也很巨大； 

但只要你注意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就能带来重大改变。 

你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帮忙， 

你可以创造、创新和组织活动。 

请大家扣好安全带， 让我们一起乘坐飞船环游世界吧，看看各地的青年人都有哪些成功的做法。 

第一站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们在那儿见到了Elif，她是一位发明家。 

像许多其他大城市一样，伊斯坦布尔的污染很严重， 

多数污染都是由于使用石油生产塑胶所导致的。 

这让 Elif感到郁闷，她琢磨着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于是她发明了一种用香蕉皮做的天然塑胶。 

这是真的。 

这种新的塑胶很便宜、容易回收，而且在厨房就可以制作， 

要是你喜欢做香蕉甜点 那就两全其美了 

除非你吃的太多。 

接下来要说的是厕所。 

这是Rohit， 

他住在印度的班加罗尔。 

那里的人口增长十分迅速 还有随之增长的……就是……废弃物。 

一个普通的马桶冲一次要用掉六公升的水。 

这对于缺水的地方来说简直是太多了， 

因此Rohit发明了一个可以减少50%用水量的马桶。 

他把这项发明叫做 "真空式冲水马桶"。 

他的发明获得了一个国际科学大奖，这让他兴奋不已。 

你可以成为一个创新家，成为一个有创意、会思考如何改善生活的人。 

例如，在美国费城北部地区，有这样一些“城市创造者”， 

这些了不起的青少年在一个治安差、不景气的社区征用土地， 

他们打造了一个农庄，在那里种植食用农作物，现在可以为当地很多家庭和餐馆提供食物。 

农庄给这个社区带来巨大的改变 ，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环境。 

现在我们去尼日利亚看看 ，它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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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Charis" 是由几名女生组成的团队 她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共同努力解决了

一个大问题。 

"Team Charis" 发现在一部分尼日利亚地区，很多人人因为生活垃圾处理不当造成污染而生病， 

因此她们开发了一个手机应用软件，叫“Discardious”， 

通过它人们可以随时报告哪里有垃圾需要处理。 

你瞧，

有时健康的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只需要有一个好的想法。 

你可以成为一位活动组织者。 

Melati 和 Isabel 是一对来自巴厘岛的姊妹， 

她们的使命是不让塑料袋污染美丽的海岛家园。 

数以百万计的塑料袋被扔到大海里， 

它们污染了海水并且给海洋生命造成危害， 

Melati 和 Isabel 认为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她们组织了请愿和沙滩清洁活动。 

她们的努力促使了当地政府出台了到 2018年杜绝塑料袋的制度。 

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约旦。 

这是从叙利亚来的Muzoon。 

她以前住在难民营里。 

那里有很多女孩因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得结婚，而不得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 

Muzoon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她举办了一个活动来说服家长让女儿完成学业而不要过早结婚。 

所有女孩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你看，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取得了多么令人赞叹的成果。 

各地年轻的创造者、创新者和活动组织者都在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你也可以的。 

你只需要去关注问题、勇于创新和参与合作。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做出这样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到 2030年实现“全球目标” 

全球
最大
课程

全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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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角度看” 

针对当地社区的影响者和决策者的调查。 

填写调查时在相关的方框中打叉。 

女性 男性 

政治领导 

您所在国家的总理 / 总统 

您在国家议会中的代表 

地方领导 

您所在的区或镇的当地领导 / 部落首领 / 县长 / 

市长等 

当地社区的影响者和决策者 

您的校长 

您的医生 

您父亲/母亲的老板 

当地警察局长 

当地银行的经理 

您所观看的电视新闻频道的新闻播报员或您所阅读

的报纸的编辑  

您喜欢的歌曲的主唱 

您的运动队的教练(可选) 

您的宗教/精神或教区领导（可选） 

合计： 

注：有些人可能无法归入这些具体性别，如果愿意，您可以添加一个包容性的第三列。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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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角度看

这些是我的社区影响者和决策者性别比例调查的结果。 

@TheWorldsLesson #FromWhereIStand in 

#..........................我的性别比例是....:....#GlobalGoals 

女性 男性 

学校名称 镇/区/地区 

国家 

旗帜 

全球目标

全球

最大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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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调查和海报的说明 

计算性别比例。 
把每列中的叉号数量相加，把得数写在最下面一行。  

把每列的总数相加。例如，如果您已回答了所有问题，那么所有列之和为12。 

如何计算您的比例： 

女性列总数 x 100  :   男性列总数 x 100 

总数       总数 

例如，如果您回答了所有问题并在调查中记录了2名女性和10名男性，您的
算式就是： 

 2     x  100   :10   x  100  

   12    12 

=       16.66 :83.33 

=  17:83 

现在，这样表示您的比例 %女性：%男性 例如  50 :50  或 17 :83 

比例两侧的数相加应等于100，并记住把女性的数字放在左侧，男性的数字放在右侧。  

完成海报 

填写充海报顶部的方框  

我们想知道您在哪里，但如果您不想加上自己的姓名也可以。 

写下女性一侧的数字，例如17 

给刻度上表示17%的女性一侧的图形涂色，这应该比表格上20%标记处

的数字轮廓略小。 

使用不同的颜色，对右侧的男性一侧涂色。  

在图像下面的方框中清楚地写下您的比例，以便我们能看到它。 

分享您的结果 

给您的海报拍张照片。  

通过Twitter或Instagram, Facebook或

准确地复制并完成这份海报，以确保我们能捕捉到您的信息。  

#FromWhereIStand in #[您所在的国家] 我的性别比例是x:y (插入您的性别比例 

女性 : 男性) #GlobalGoals  @TheWorldsLesson 

Twitter:@TheWorldsLesson Facebook:TheWorldsLargestLesson 

全球
最大
课程

全球目标

Instagram: @TheWorldsLesson


	您可能需要敏感地处理和学生在本课的讨论，要考虑到学生的背景和经验。您希望使课堂成为“安全”的地方，以便让您的学生分享他们的想法，甚至经历。有些学生可能希望获准不参加某些讨论，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
	请注意，设计这节课的目的是为了覆盖世界上每一个有可能参加活动的学生，他们的背景、文化、信仰等几乎是无穷多样的。这意味着您可能希望包括某些方面，或者让某些方面更加深入。
	您可能会发现以下提供的关于如何在教室讨论争议话题的建议有所帮助。
	http://www.oxfam.org.uk/education/teacher-support/tools-and-guides/controversial-issues
	http://globaldimension.org.uk/resources/item/1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