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材料 妥善保管

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实践项目

2023 年寒假实践训练营

为更好地服务学校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工作，帮助学生提升国际组织岗位胜任力，高层次国际化人

才培养创新实践项目邀请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 New York)专家，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培养方式，在

2023 年寒假开展国际胜任力实训项目，首度将原联合国青年外交官专项培训课程引入中国，精准塑造具有

国际视野和认知深度的国际化人才。

2023 年寒假国际胜任力实训项目根据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共分为国际胜任力线上实践训练营（以下

简称经典团）和互动外交训练营（以下简称外交团）2种，具体信息如下：

经典团 外交团

指导单位 UNITAR New York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纽约办事处)

课程时间 拟定 2023 年 1 月 28 日-2023 年 2 月 3日 拟定 2023 年 2 月 4日-2023 年 2 月 10 日

课程时长1. 理论学习：32 课时

2. 实践任务：10 课时

3. 实战训练：35 课时

1. 课程内容：36 课时

2. 外交实践：8 课时

授课方式 直播+录播

培养目标 分为通识类、财经类和理工类。

通过向学生提供专业的联合国培训课程、国际

组织职业规划和面试辅导以及国际组织见习

实战，提升国际意识，国际视野以及国际组织

所需的胜任力。

由联合国外交官培训专家和国际组织专家授课，

以互动外交为主题，通过沉浸式沙盘模拟的形式

带领学员直击最真实的国际外交场景，共同探索

解决方案。

学员还将学习作为外交官应对多边谈判中常见

的特殊挑战，包括处理棘手问题、促进谈判等。

培训对象 希望在全球化竞争中提升国际意识和国际视

野，储备和提升国际组织岗位胜任力。

立志成为中国外交官或国际组织职员的学生；

建议选拔大四年级或研究生学生参与。

语言要求 建议英语四级 500、六级 425 分或同等水平 建议英语四级 550、六级 500 分或同等水平

报名价格 20 人包班：180,000 元（超出按 9,000 元/人）

40 人包班：340,000 元（超出按 8,500 元/人）

60 人包班：480,000 元（超出按 8,000 元/人）

单独报名、拼班报名：9,000 元/人

12000 元/人

核心收获 1.UNITAR New York 颁发的官方结业证书（电

子版）

2.优秀学员有机会获得 UNITAR 官方推荐信

（10%比例）

3.相关国际组织颁发的见习证书

1.UNITAR New York 颁发的官方结业证书（电子

版）

2.优秀学员有机会获得 UNITAR 官方推荐信（10%

比例）

优势特点 1.全面覆盖多学科

2.实践打卡任务，新增见习环节，提升实战经

验

1.原为联合国青年外交官专项培训课程，首次引

入中国

2.名额有限，择优录取

请扫描海报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咨询及联系方式：

蒋思华18511788265（微信同号）；王晓18510285576（微信同号）

附件：2023 寒假互动外交训练营课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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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UNITAR New York

2023 寒假互动外交训练营

一、背景介绍

互动外交训练营（以下简称训练营）是与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纽约办事处

（UNITAR New York）联合开设的外交人才培育项目。紧贴联合国秘书处发布的

《联合国未来胜任力报告》（United Nations Competencies for the Future）

中要求的国际组织人才素质与能力，推进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培养和造就国

际组织需要的国际复合型人才。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The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UNITAR）是联合国系统的专属训练部门，总部位于日内瓦，在纽约、

广岛和哈科特港等地都设有办事处。 UNITAR 的愿景是提供“关于联合国、由联

合国和为联合国”的知识。每年平均为数以千计的国际社会成员和学生开发和提

供课程。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纽约办事处（UNITAR New York）致力于履行其在联合国

的义务。特别是力求满足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在

联合国系统内有效运作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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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块概述

1. 理论学习概述 （36课时）

1.1 开营仪式和结课仪式（1课时）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纽约办公室负责人发言

1.2 互动外交课程介绍（19课时）

 国际外交谈判技能与实践 （8课时)

 谈判技能训练

 X/Y 博弈：短期和长期谈判

 基于利益的谈判

 国际会议情景模拟

 高级谈判练习

 影响争议解决的情况和环境因素

 沙盘模拟：强化情景模拟

 国际视角下的多边外交与谈判 (6课时)

 多边进程简介

 多边谈判和会议准备

 模拟练习：在多边环境中的谈

判训练

 沙盘模拟：建立联盟

 探究谈判重要技能

 联合国决议草案拟定与实践 (5课时)

 决议草案拟定写作技巧（以观

众为导向）

 决议草案拟定写作技巧（写作

背景和目的）

 决议草案拟定写作技巧（语气）

 决议草案拟定写作技巧（炼词）

 决议草案拟定写作技巧（精炼）

 联合国官方用语和术语介绍

 互动练习和演示

1.3 能力素养课程（16课时）

联合国组织架构与用人标准（3课时）

 联合国组织架构及其人才战略

 国际组织任职经历分享

国际公务员管理胜任力培养（6课时）

 外交领导力

 冲突解决和管理

 冲突的创造性解决方案

国际公务员核心胜任力培养（3课时）

 可持续发展目标运营推广与沟通技巧

国际公务员职业规划（1.5课时）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及职业规划

国际公务员应聘规划（3课时）

 简历及求职信写作指导

 面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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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任务概述

2.1 外交实践任务（8课时）（具体实践任务以UNITAR New York安排为准）

 个人职业规划

 外交案例分析

 公文写作练习

 可持续发展推广文案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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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训练营时间安排表（拟定）

日期 时间 课时数 主题

Day 1

10:00-11:00 1.5 开学第一课：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19:30-20:00 0.75
开营仪式：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纽约办公室负责人发言

20:10-22:10 2.5 可持续发展目标运营推广与沟通技巧

Day 2

10:00-12:00 2.5 互动外交：联合国决议草案拟定与实践 1

14:00-16:00 2.5 互动外交：联合国决议草案拟定与实践 2

20:00-21:30 2 实践任务 1: 公文写作练习

Day 3

9:00-11:30 3

联合国组织架构与用人标准：

联合国组织架构及其人才战略

及国际组织任职经历分享

14:00-15:30 2 冲突的创造性解决方案

20:00-21:30 2 实践任务 2: 个人职业规划

Day 4
10:00-11:00 1.5 国际公务员应聘规划：指南及作业布置 1

20:00-21:30 2 实践任务 3: 可持续发展推广文案

Day 5

9:00-12:00 4 互动外交：国际外交谈判技能与实践 1

14:00-17:00 4 互动外交：国际外交谈判技能与实践 2

Day 6

10:00-11:00 1.5 国际公务员应聘规划： 指南及作业布置 2

14:00-15:30 2 外交领导力

16:00-17:30 2 冲突解决和管理

20:00-21:30 2 实践任务 4: 案例分析

Day 7

9:00-11:30 3 互动外交：国际视角下的多边外交与谈判 1

13:30-16:00 3 互动外交：国际视角下的多边外交与谈判 2

16:00-16:30 0.75 结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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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拟邀师资简介

1. Dr. Rebecca Webber Gaudiosi

前美国驻联合国外交官

在美国国务院从事多边关系、环境政策和科学外交工作超过十年。

2. Mr. Sandy Singer

联合国英语语言计划的讲师

自 2010 年以来一直担任是外交官、联合国总部各个部门以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成员的语言交流专家及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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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r. Jimena Leiva-Roesch

国际和平研究所(IPI) 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的负责人

曾就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安理会的多项决议进行谈判，

在多边组织政策领域拥有超过 15 年的经验，撰写了两本关于国际谈判的著作。

4. Ms. Amy Tianyi Zhao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项目经理

负责调研和设计有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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