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大纲

浅议气候变化
网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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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气候变化称为“当今时代决定性的挑战”，许多国家也已经感受到气候
变化的影响。但对于许多工作内容与气候变化不直接相关的人们来说，一些基本知识仍然很难
理解。比如，哪些气体起到了温室效应的作用？本世纪的预期气温变化是什么？国际气候变化
谈判是怎么进行的？目前有哪些适应和减缓措施，怎么选择最合适的措施？资金从哪里来？
这门免费的网络课程就是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课程内容是由联合国气候变化学习伙伴关系
（UN CC: Learn）设计和审议的（www.uncclearn.org）。

培训对象和学习目标
本课程为每一位希望对气候变化有基本了解的学习者提供了清晰、简明和最新的知识。本课程
的重点培训对象是：
• 在国家机关、省级和地方政府工作的公务人员
• 私人企业和民间团体中的环境管理者
• 教工、研究员和学校，以及
• 感兴趣的普通民众
课程结束之后您将能够：
• 解释气候变化科学的基本要素
• 了解国际气候变化法律和政策框架并解释谈判的主要议题
• 描述气候变化的预期结果和适应措施的作用
• 分析气候变化减缓行动并为减缓的关键部门提出了建议
• 列出了制定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的基本要素
• 分析了气候变化行动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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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和内容
本课程分为六章。
基础章节：
1. 气候变化科学
2. 国际气候变化法律和政策框架
3. 适应气候变化
4. 减缓气候变化
5. 气候变化融资
6. 气候变化规划

第一节：气候变化科学简介
第一章介绍了气候变化科学的基本知识。第一节列出了包括气候、天气和温室气体效应等一些
基本概念。第二节解释了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介绍了一些重要的温室气体及其来源。第三
节描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观测到的气候变化现象，而第四节列出了气候变化的预期趋势和影
响，包括气温、降水、海洋酸度、海平面和北极海冰范围。第一章最后以介绍气候变化知识的
主要科学来源、相关的项目和机构结束。

学习目标
结束第一章学习后，您将能够：
•

解释气候变化科学的基本概念

•

找出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

•

解释观测到的和预期的气候发展趋势

•

描述不同的气候变化情景及其影响

章节
1. 气候变化科学简介
2. 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
3. 观测到的气候变化的发展趋势和影响
4. 气候变化的预期发展趋势和影响
5. 科学数据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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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和政策框架
第二章介绍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和政策框架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谈判的关键议题。第一
节简要描绘了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并引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介绍了它的
组织架构和不同的缔约方集团。第三节介绍了京都议定书及与其相关的机构和缔约方的承诺。
第四节列出了谈判的主要议题，第五节讨论了近年来谈判的进展（从双轨制到单轨制）和未来
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

学习目标
完成第二章学习后您将能够：
•

表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和条款

•

了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主要机构和主体

•

解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讨论后 2020 气候变化机制的关键问题

章节
1. 气候变化政策框架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条款
3. 京都议定书
4. 主要议题和谈判方向
5. 迈向后 2020 机制

第三章：气候变化适应概述
第三章介绍了气候变化适应的相关概念，尤其是评估脆弱性、给出了适应措施的案例和如何准
备适应方案。第一节列出了一些概念，并指出气候变化在某些关键部门的预期影响。第二节为
评估气候脆弱性提出了框架，第三节列举了不同脆弱部门的适应方案，第四节将气候变化适应
与发展联系起来，第五节则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国际适应倡议和项目。

学习目标
完成第三章学习后您将能够：
•

解释适应措施在准备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要性

•

列出脆弱性评估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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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适应方案

•

分析气候变化适应和发展规划的联系

章节
1. 气候变化适应简介
2. 进行脆弱性评估
3. 明确并选择适应方案
4. 将适应与发展规划联系起来
5. 支持气候变化适应的国际倡议

第四章：气候变化减缓概述
第四章介绍了温室气体排放的政治背景，谁是主要排放国，应该采用哪种战略使得排放量降到
安全水平以下。第一节给出了减缓的定义、排放水平和各国的减缓目标。第二节尝试通过低排
放发展战略将减缓纳入发展规划中。第三节明确了减缓的关键经济部门。第四节列出了支持各
国规划和发展减缓方案的关键国际机制。

学习目标
完成第四章学习后您将能够：
•

阐述气候变化减缓和低碳发展的重要性

•

描述相关政策方法和战略框架

•

找出低碳发展的关键部门并概括相关减缓方法

•

定义支持气候变化减缓和低碳发展的主要国际机制

章节
1. 气候变化减缓和低碳发展简介
2. 减缓和低碳发展的战略框架及政策方法
3. 具有较高减缓潜力的行业
4. 支持气候变化减缓的国际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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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气候变化融资概述
第五章介绍了目前的资金流和未来的需求，以及融资渠道的分类。第一节讨论了气候融资的不
同定义，第二节介绍了国家融资，和以国家预算为中心大力提升其他融资渠道，包括私营投
资。第三节给出了国际气候融资的不同方向。

学习目标
完成第五章学习后您将能够：
•

描述气候变化融资渠道的总体形势

•

找出国家气候融资规划的主要元素

•

定义国际气候变化融资体系结构的关键要素

•

探讨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融资评估与管理中的挑战与机遇

章节
1. 气候变化融资简介
2. 国家气候变化融资
3. 国际气候变化融资

第六章：气候变化规划概述
第六章介绍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过程。第一节给出了气候变化规划的不同方面和出发点。第
二节和第三节审视了国家、各部门和地方机构的作用，第四节阐述了低碳和具有气候弹性的发
展战略五步走方法。第五节列出了支持气候变化规划的主要国际倡议。

学习目标
完成第六章学习后您将能够：
•

阐述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发展规划重要性

•

说明国家、地区和地方机构在气候变化规划过程中的角色

•

分析已被认可的气候变化规划方法的主要内容

•

找出支持各国气候变化的国际倡议

章节
1. 气候变化规划简介
2. 国家和部门机构在气候变化规划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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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各级机构在气候变化规划中的角色
4. 气候变化规划的方法
5. 支持气候变化规划的国际倡议

方法、证书和反馈
本课程按学生自身的进度进行，分为内容上互相独立的六章。要取得最后的证书，必须完整学
习六章内容并通过相应的测验。
每一章都包含一个互动环节和一个小测验。
互动环节是每章学习内容的补充，每章都有 40-70 页的案例、视频、外部链接和练习，需求
2-3 小时的时间完成。所有章节都可以下载课件，可供脱机学习或培训。每章都包含了丰富的
外部链接，供深入学习个别知识点。术语表也涵盖了相关的概念和技术术语。
小测验可以在任意时间完成，评估对每章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每个测验可以尝试三次。一旦
学习者以不低于的 70%结果通过所有六个测验，就可在课程首页下载证书。

技术要求
浏览器
•

本课程要求使用火狐 3.6 或更高版本的浏览器（可免费下载 http://www.mozillaeurope.org/en/firefox）

•

本课程适用于谷歌 Chrome 浏览器（可免费下载
https://www.google.com/intl/en/chrome/browser/）

•

由于技术原因不推荐使用 IE 浏览器

•

要求运行 JavaScript 和脚本

软件
•

Adobe Acrobat 阅读器（可免费下载
http://www.adobe.com/products/acrobat/readstep2.html）

•

Adobe Flash 播放器（可免费下载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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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软 Office 软件（Windows 或苹果版）或 Open Office 软件（可免费下载
http://www.openoffice.org）

平台：Windows 95、98、2000、NT、ME、XP 或 superior；MacOS 9 或 MacOS X
硬件：64 MB 内存， 1 GB 硬盘空间
调制解调器：5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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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UN CC: Learn
联合国气候变化学习伙伴关系（UN CC: Learn）是一个由 30 多家机构共同发起的倡议，这些
机构都致力于帮助成员国设计和使用系统性、周期性和以成果为导向的气候变化学习工具。在
全球范围内，该倡议支持知识分享和开发气候变化科普工具，协调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终身学
习工作。在国家层面，UN CC: Learn 支持各国开发和实施国家气候变化学习战略。UN CC:
Learn 通过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努力，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第 6 条中在培训、教育和公
共意识方面的条款，和 2020 多哈工作计划的相关内容。UN CC: Learn 由瑞士政府和其他联
合国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承担秘书处工作。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info@unccelearn.org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