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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麼是
SDGs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什麼是永續發展？

聯合國定義：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下一代人的需求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滿足當代
人的需求

不危及下一
代人的需求
和發展

永續
發展

我們會希望留給孩子一個美好的世界和未來，通常會為孩子存款，但存款不一定是錢，
還可以是美好的空氣、水、生活方式，或面對未來的態度，價值觀和能力。(親子天下)



什麼是永續發展目標SDGs？

 SDGs是什麼？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VaiUm_fME&t=11s
 七個重點，掌握SDGs
 SDGs是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在2015年達成對於未來世界發展的目標共識。
 SDGs包含17個大目標，下有169個子目標，是目前全球各國邁向2030年永續發展的共同願

景和目標。
 聯合國定義：永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下一代人的需求和發展。」
 SDGs適用於所有國家，也適用於企業、組織、學校、個人。
 SDGs改變成功的典範，所謂成功是共好的，不是個體的。不管國家政府或是個人，都必須維

持社會公平、環境永續、經濟發展三大面向間的平衡。
 SDGs的核心價值是包容，強調不拋下任何人。
 SDGs強調每一個人都能貢獻，都可以採取行動。

資料來源：《親子天下2021/11月刊，Let’s SDGs! 培養改變世界的行動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VaiUm_fME&t=11s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17個目標

2015年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17項目標(goals)
• 169項子目標(targets)
• 248項指標(indicators)

2019年訂台灣永續發展目標
• 18項目標(+非核家園)
• 143項子目標
• 336項指標

目標間不僅相互加乘也互相
影響，可能互斥，可能共生，
需找到之間的平衡。

參考網址：天下雜誌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

沒有一個地區能自外於全球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


「美好生活目標」（Good Life Goals）

 為使永續目標更容易實踐，各地民眾都能參
與，2018年，聯合國「永續消費與生產十年
計畫」與日本、挪威等國的環境與能源部門等
組織，聯手推出了「美好生活目標」。

 「美好生活目標」可視為永續發展目標的「個
人版」，為17項永續目標發展出具體的個人
行動要求，好在日常生活中落實SDGs。有意
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政府、企業、學校或非
營利組織，也可從此下手。

 「為達成永續發展目標，每個人都需負起自己
的責任，無論是政府、私人機構、公民社會或
一般人。」〈美好生活目標手冊〉。

參考網址：聯合國UN 10YFP #GoodLifeGoals https://csrone.com/topics/5327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
https://csrone.com/topics/5327


「SDGs」 vs 「 Good Life Goals」

目標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目標)7.1 在西元 2030 年前，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
擔的起、可靠的，以及現代的能源服務。
(目標)7.2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大幅提高全球再生能源
的共享。
(目標)7.3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將全球能源效率的改善
度提高一倍。
(策略)7.a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改善國際合作，以提高
乾淨能源與科技的取得管道，包括再生能源、能源效率、
更先進及更乾淨的石化燃料科技，並促進能源基礎建設
與乾淨能源科技的投資。
(策略)7.b 在西元 2030 年以前，擴大基礎建設並改善科
技，以為所有開發中國家提供現代及永續的能源服務，
尤其是 LDCs 與 SIDS。



SDGs依據永續發展三大面向分類



SDGs依據ESG三大範疇分類

圖片來源：截自Diligence Vault網站圖片來源：柏瑞投信

 企業社會責任CSR被重新定義為兼顧ESG，最好的企業不是「最會賺錢」，而是「對社會最好」。

https://diligently.azurewebsites.net/dv-looks-at-esg/


2.為什麼要參與
SDGs



不參與SDGs會怎樣？

 地球會哭泣
 在SDGs當中，我們感受最深的便是極端氣候加劇的氣候變遷議題。
 現在的氣候危機很大原因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產生大量溫室氣體，造成地球暖化升溫。
 如果不阻止地球升溫超過工業革命前1.5度C到2度C之內，地球很可能在2100年就不宜人類居住。
 要阻止地球持續升溫，一大關鍵就是在2050年以前，全球碳排放要降回2005年的水準。

 企業賺不到錢
 全球機構投資人已將企業推動ESG成果列入投資衡量指標。
 為響應2050年「全球淨零碳排」目標，蘋果公司宣佈將在2030年使整體供應鏈達到碳中和，屆時消費者

手中的每一部iPhone、iPad等蘋果裝置，生產過程對氣候產生「淨零」影響。
 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目標是2030年的排碳量要減到2020年時的排放量，並將供應鏈碳足跡及減碳績效

列入公司採購重要指標。
 台積電700多家供應商在2030年前必須節能20%，若沒達標，可能接不到台積電訂單。

 學校補助經費會減少
 教育部已明確建議「校務發展計畫」應將SDGs列為上位思考，融入教學與學習。
 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12-116年)，將SDGs列入計畫重要核心。
 教育部函(111.01.26)鼓勵學校出版「永續報告書」，將學校營運連結SDGs ，落實社會責任。



大學如何參與 SDGs ？

 永續發展不只是環境保護。

 永續發展是兼顧環境、經濟、與社會。

 永續校園不只是校園的綠化，也不只是校園維持生態景觀功能。

 永續校園是校園透過教學、研究、服務發揮社會影響力，是永續治理以
確保校園符合永續發展精神。

 永續發展是大學的社會責任。

 大學社會責任不只是USR計畫的責任，是所有學術單位與行政業務單位
的共同責任。



大學如何以四大核心職能發展SDGs

2017年「永續發展解決平台-澳洲/亞太區」與「紐澳高等教育機構永續聯盟協會」，針對大學、高等教
育機構及學術單位共同發表《SDGs大學永續指南》，提及大學如何以四大核心職能發展SDGs。

一、教學 二、研究
• 提供學生知識、能力及動機更多了解 SDGs 甚至積極採取行動。
• 提供深度學術及技職專長教育，以促進永續發展目標解決方案
的推動。

• 提供無障礙、可負擔的包容性教育。
• 提供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和專業人員能力建構、賦權及動員年人。

• 提供支持 SDGs 的必要知識、科學基礎、解決方案、技術、途徑
和創新，透過傳統的跨學科方法和新的跨領域和永續科學方法，
提供發展中國家進行及使用研究的能力。

• 支持並與創新型企業合作實踐 SDG s解決方案。
• 優化研究的多樣性。
• 訓練學生進行永續發展相關研究。

三、學校治理與運作 四、外部領導力
• 以 SDGs 為學校治理架構、運作方針、政策及決策的原則，
像是人力資源、資金、校園服務及系統、設施、採購和學生行
政等都是可著手範圍。

• 面對 SDGs 的層面，加強公眾溝通、議合及參與。
• 啟動及促進跨部門對話及行動方案；確保對國家的發聲及代表性。
• 協助制訂以 SDG 為基礎的政策；提出校內各部門 SDGs 承諾。



3. SDGs
如何融入課程



SDGs如何融入課程

 上位架構：聯合國長期推動SDGs教育，視SDGs為上位架構，應散在各個科目領域中
當指導原則，而不是當成一個額外的課，拿來背誦，就覺得學會了。

 架構關鍵字：從世界到台灣，越來越多老師將SDGs融入課程，各種專題研究、競賽
提案， SDGs都成為提供精實、接軌在地和國際的架構關鍵字。

 如何融入課程？
 問題導向學習(PBL)：強調將真實情境與課堂連結，讓學生對學習更有感，SDGs
就是真實世界的縮影，從真實現象出發，也為學生架構思考方向，經過問題探究，
和產生共感、同理心，然後發展出行動。

 創新創意教學：SDGs是一個旗桿目標，沒有規定應如何抵達，不同科系不同課程，
有非常多創新的可能性，帶動學生多元思考與行動。

 不是收集乖寶寶貼紙：重點不是去收集標章，一定要集滿17個，而是把要做的那
一項，把它搞懂，並且分享出去就可以了 !(唐鳳)



SDGs融入課程案例

 課堂連結：資管系專業課程，例如物聯網、程式設計…等。
 真實現象：人口老化，病患增加、醫療資源不足(排隊2小時看診2分鐘)，醫護人員短缺、醫護過
勞(病人等、醫護累、醫院忙)；少子化，家庭照護人手不足(要上班、還要照顧長輩)。

 問題定義：要解決長照問題，降低醫療資源負擔，同時使家人安心工作及醫護人員不會過勞。
 目標呼應：目標3良好健康與社會福利、目標8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
 解決方案：

 攜帶式翻身床墊：長期臥床病患容易壓瘡，必須常協助翻身，如果有自動翻身床墊協助病患
翻身，加上翻身床墊可拆又方便攜帶，減輕家屬及醫護人員搬運時間與職業傷害。(成果：
李春雄老師與李佩育老師合作開發「可攜帶翻身床墊」獲「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長照2.0 IOT服務型機器人：當子女外出上班時，可全方位在家中行駛，協助慢性疾病長者
服藥、給水、運送生活用品，當服藥者忘記吃藥時則會發送訊息到家人手機端，在外面工作
子女便能透過電話即時關心長輩。(成果：獲「台灣綠點子國際發明設計競賽-鈦金獎」)

 SDGs有如座標對焦，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為何而做？還有哪些值得努力的？
 SDGs是一個旗桿目標，沒有規定應如何抵達，有非常多創新的可能性。



永續發展目標教育手冊：台灣指南

書 名：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 臺灣指南
作 者：何昕家主編
出版單位：教育部
出版日期：109年6月
電 子 版： https://reurl.cc/0jAOeK 

https://reurl.cc/0jAOeK


109學年度本校課程連結SDGs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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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課程數 非SDGs課程數

課程連結SDGs之比例

學院 工學院 生創學院 管理學院 全校

開課數 2,488 2,529 1,499 6,516

SDGs課程數 1,792 2,168 1,281 5,241

非SDGs課程數 696 361 218 1,275

SDGs課程% 76% 85% 81% 82%

SDGs連結項次 2,866 4,026 2,062 8,954

平均連結項次 1.6 1.8 1.6 1.7



109學年度本校課程連結SDGs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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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融入課程之教師增能活動

校內活動：高教深耕計畫子分案「推動永續發展融入課程與教學」
主辦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活動內容：
 永續發展融入課程與教學工作坊：邀請各系課程委員會召集人擔任種子教師參加教學工作坊，種子教師透過
工作坊研習，於系務會議中宣導相關理念，協助教師落實永續發展概念於課程中。

 校外專家學者「課程規劃設計指導與諮詢：教師依課程需求，可聘請校外專家學者進行課程規劃指導與諮詢。

校外活動：2022永續發展目標教師培力營
主辦單位：中鼎教育基金會（CTCIEF）、台灣企業永續學院（TACS）
活動時間：2022年2月19日(六) 09:00-15:00
活動內容：為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編撰「永續發展目標」教育專書（共4冊），邀集各領域之教授一同心得交流
並推廣永續發展教育。
活動地點：實體：台灣永續會館。線上：預計使用 Microsoft Teams 進行
活動報名：https://taise.org.tw/events-view.php?ID=295

https://taise.org.tw/events-view.php?ID=295


SDGs之相關參考資源

1.《SDGs 懶人包》什麼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天下雜誌)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

2.個人 Q 版實踐 SDGs 手冊出爐囉!(聯合國 UN 10YFP #GoodLifeGoals) 
https://csrone.com/topics/5327 

3.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文說明)

https://www.ait.org.tw/wp-content/uploads/sites/269/un-sdg.pdf 

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網站)

https://www.globalgoals.org

5.台灣永續發展目標(國發會出版) https://reurl.cc/LbydZ3

6.永續發展目標教育手冊：台灣指南(教育部出版) https://reurl.cc/0jAOeK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
https://csrone.com/topics/5327
https://www.ait.org.tw/wp-content/uploads/sites/269/un-sdg.pdf
https://www.globalgoals.org/
https://reurl.cc/LbydZ3
https://reurl.cc/0jAOeK


結語

 距離2030年還有八年，倒數計時己經開始，在回應永續發展挑戰的路上，我們是否已經太慢？

 這條路沒有快慢，只要開始啟動，一切都不嫌晚，最怕的是連啟動都沒有。

 給年輕人有機會聽取及學習永續發展目標，建立永續發展的素養(知識、技能、態度)，期待未來
的行動與決定，都能呼應永續發展目標。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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