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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
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發表「我們共同
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提出
「永續發展」定義，「在不損及後代子孫

與滿足需求下，亦能同時滿足當代需求之

發展途徑」。1992 年，地球高峰會發佈

「21 世紀議程(Agenda 21)」，呼籲各國制
定永續發展政策、鼓勵國際合作、強化夥

伴關係與共謀人類福祉。2000 年，聯合國

千禧高峰會 (Millennium Summit)中發佈

「 千 禧 年 發 展 目 標 」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期待 2015 年
前達到「消滅貧窮飢餓、普及基礎教育、

促進兩性平等、降低兒童死亡率、提升產

婦保健、對抗病毒、確保環境永續與全球

夥伴關係」等 8 項目標。惟 15 年後，聯合
國發展計畫署認為，面對「永續發展」議

題，全世界仍有待改善空間。 
因此，2015 年發佈「翻轉我們的世界：

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並為聚焦與兼顧「經濟成
⻑、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三⼤面向，

提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 SDGs)，
規劃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 169 項具體細
項目標，為未來 15年內之指導原則。這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依序為(1)免除貧窮、(2)零
飢餓、(3)健康與福祉、(4)教育品質、(5)性
別平等、(6)淨水與衛生、(7)可負擔乾淨能
源、(8)合宜⼯作與經濟成⻑、(9)⼯業創新
基礎建設、(10)減少不平等、(11)永續城市

與社區、(12)責任消費與生產、(13)氣候行
動、(14)水下生態、(15)陸地生態、(16)和
平正義強力機構與(17)全球夥伴，如圖⼀
永續發展目標英文與圖示。 

圖 一 :17 項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英文與圖示。(圖
片來源：聯合國官方網站)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臺灣具有地理位置特殊、物種多樣、

社會多元以及全球產業等獨特條件，故如

何回應、建構、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之要

求，並面對國際間政治衝突、貧富差距持

續擴⼤、全世界商業資源風險日益增加以

及人類活動對氣候及生態系統造成全球性

影響等，考驗台灣智慧。2002 年，立法院

三讀通過「環境基本法」，此法第 29 條

「行政院設置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

責國家永續發展相關業務之決策，並交由

相關部會執行。委員會由政府部門、學者

專家及社會團體各三分之⼀組成，賦予其

法律位階，由原任務編組升為法定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成立後發佈

「21 世紀議程－中華⺠國永續發展策略綱

領(2000 年)」、「永續發展行動計畫(2002
年)」、「臺灣永續發展宣言(2003 年)」、
「永續發展指標系統(2003 年)」、「臺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
領(2004 年)」、「永續發展政策綱領(2009

年 9 月)」、第 2 版「永續發展指標系統

(2009 年 12 月)」、「推動綠色經濟之策略
與方向(2015 年)」、「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2018年)」9份永續發展相關文件，以制定
及推動相關事務。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檢視全球

新的發展方向、評析臺灣現況、系統風險

評估與落差分析，參考「2050 世界願景」

(The World in 2050, TWI2050)提出六⼤轉型
行動，反覆修正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綜合

國際趨勢、國內需求、專家建議與公⺠意

見，確認提出 18 項核心目標、143 項具體
目標與對應指標。除第 18 項「逐步達成環
境基本法所定非核家園目標」外，其餘 17
項皆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研訂。為達

永續發展目標，行政院規劃「挑戰 2008—
六年國家重點發展計畫」。其中教育部為

建立⼀進步、安全、衛生、健康、人性化

的學習環境空間、整合社區共同意識、建

立社區風貌、拓展生態旅遊等課題，加速

推行校園公共⼯程改造計畫等目的，提出

永續校園計畫。近年更鼓勵學校透過校園

盤查，檢討改善學校軟硬體環境與課程，

以反思永續教育意涵(SDGs For School)。
2020 年 6 月 5 日「世界環境日」，適逢教
育部推展學校環境教育邁入第 30 年，為接
軌聯合國永續發展，使學校教職員更瞭解

聯合國永續發展 17 項目標，更編撰「永續
發展目標教育手冊」，期藉此幫助學校認

識永續發展脈絡與國際各項重⼤議題，並

回應至學校課程或校園規劃裡。 

東華永續發展目標 

國立東華⼤學⻑期實踐校園發展永續，

惟諸多教學或行政單位的努力與成果，並

未被適當與永續發展目標連結。2019 年末、

2020年初，藉填覆 2020年英國泰晤士高等
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之世界
⼤學影響力(THE Impact Rankings 2020)排
名資料之機，於探索、盤查分析校園軟體、

硬體環境或設施後，驚覺東華於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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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筋經 

國立東華大學永續發展目標與現況  

馬遠榮教授 / 國際事務處處長   

李莉莉小姐 / 國際事務處永續發展組助理 

★學生為了寫報告，如果「少量引用」他人的著作，是符合著作權法中合理使用的規定， 

只要註明出處，就不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的大舞臺上，默默累積小小成果。如何將此項指標或其他世界大學

排名資訊，作⾃我檢視或檢驗辦學成效、校務治理眾多指標之⼀，

並藉綜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研擬策略、具體措施，積極求進、持

續努力、逐步實施，將是未來東華努力的方向。2020 年，東華為實

踐永續發展目標，邁開⼀大步。集結秘書室、研發處、校務研究辦公

室與國際事務處之力，設置「永續發展辦公室」。同年 11 月 26 日周

年校慶茶會時，發表「2019 年東華永續發展報告書」、及簽署「大學

永續發展目標宣言」。 
所幸國立東華大學於 2020 年世界大學影響力世界排名第 201-

300 名(台灣排名第五名)，其中以零飢餓(全世界排名第 18 名)、水下

生態(全世界排名第 46 名)、陸地生態(全世界排名第 60 名)表現極佳。

為讓全校教職員生了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內涵與推動成效，製作

永續發展目標推動工作指引手冊、建置永續發展網頁專區與辦理工

作坊。希望本校除培育高等教育人才、發展臺灣東岸學術、文化之

責外，更能肩負大學社會責任、推動永續發展目標之使命。國立東

華大學為響應全球永續發展行動與國際接軌，以「千禧年發展目標」、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基礎，提出 2030 東華永續發展願景藍圖，

期面對鉅變及嚴峻挑戰，未來的 10 年，東華仍能與大家共同走在永

續發展目標的道路上堅定前行。如何將 2030 永續發展願景藍圖裡的

8 大目標(如圖二)，有效地轉化成具體行動，並積極投入相關資源，

逐步落實或具體實踐，將是未來全校教職員生面臨的重大課題和挑

戰。 

圖二:國立東華大學永續發展八大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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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式速記多國語言雲端學習系統(試用) 

資源網址：http://pmm.zct.com.tw/trial/ 
即日起提供無限期試用版，試用版本的字庫只開放原資料庫

10%~15%的單字量，敬請本校師生把握多加使用。 
⼀、資料庫簡介： 

油漆式速記多國語言雲端網站，可以提供學習者在任何平台(包
括手機、平板與電腦)上網學習，除了線上以油漆式速記原理記憶大
量單字之外，更提供強大的後台管理功能，如追蹤學習歷程及雲端
考場功能。由於版本相當眾多，除了有配合政府最新南向政策的東
南亞四國語言之外，更包含外籍生來台灣求學所需要的華語學習版
本，包括以下四種領域： 
■全球知名英文檢定：多益(TOEIC)、學測指考(8500 字)、全⺠英檢
初級、全⺠英檢中級、全⺠英檢中高級、雅思檢定、托福、GRE、
GMAT、SAT、ECL 軍事檢定、公職人員考試、狄克生片語等。 
■專業英語字彙：消防、商業、財會金融、會展(MICE)、生技、餐旅、
觀光領隊、烘培、電腦、科技、資管、醫護、化學、機械、幼保等 
■第二外語類檢定：日文檢定、韓語初級檢定、德語初級檢定、⻄語
初級檢定、法語初級檢定、俄語初級檢定、義語初級檢定、越南初
級檢定、泰國初級檢定、印尼初級檢定、⾺來⻄亞初級檢定等。 
■外國人學華語：美國人學中文(初級) 、越南人學中文(初級)、泰國
人學中文(初級)、印尼人學中文(初級)、⾺來⻄亞人學中文(初級)、
日本人學中文(初級)等。 

《茶味裡的隱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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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遠榮 教授  

英國諾丁漢大學

物理學博士，現

任物理學系教授

兼國際事務處處

長。主要研究專

長為表面科學、

奈米技術。 

李莉莉 小姐 

國際事務處

永續發展組

助理 

如果想開始了解茶，這是我會推薦的第

一本書，以茶葉內含的風味物質（茶多酚、咖

啡因、茶胺酸、醣類、酸性物質、香氣物質）

為核心，從環境風土、茶樹品種、繁殖、種植、

茶菁採摘、茶葉製作、沖泡等對茶葉、茶湯風

味物質的影響做深入簡出介紹，將散落在茶

湯裡的知識碎片拚整完全。 
作者以台灣茶（綠茶、青茶、紅茶）為例，

撰寫出一本理論清楚、佐以親切圖解，閱讀起

來有滋有味的學茶筆記。 

「茶杯是小，體大神妙」⼀只小小的茶

杯，卻蘊含著無窮的奧秘，它不僅是不可或

缺的茶器之⼀，更賦予了品茗之時的美感與

趣味。 

從胎土的選擇、杯型的拿捏、釉藥的施

彩、土窯的燒結，茶杯在製作的每⼀個環節，

都蘊藏著大學問。製作完成之後，茶杯與茶

湯的交融、肌膚與杯沿的輕撫，更讓品茗士

在把玩杯器之時，別有⼀番興味；⽽中國悠

久的品茗文化，以及歷代文人對於杯器的歌

詠傳頌，更造就了茶杯的深厚內涵。

王明祥著 ;  
幸福文化出版， 
本館索書號： 
974/1063/2019 

葉宏達  圖資服務組 

風味裡隱含的物質之謎與台灣茶故事，我的 10 年學茶筆記 

池宗憲著 ;  
藝術家出版， 
本館索書號： 
974.3/3433-1 

陳惠萍 採訪編目組 

udn 讀書館_電子書庫_2021 年_TAEBDC(試用) 

資源網址：https://reading.udn.com/udnlib/taebdc 
提供 2021 年度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試用「udn 讀書館_數位閱

讀電子書庫」 
⼀、試⽤起迄⽇：即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二、試⽤範圍：本校校園網域 
三、試⽤內容：本次試用非全庫開通。 
四、資料庫簡介： 
    udn 讀書館收錄超過 2 萬本書籍，獨家提供聯經、聯合文學、
天下文化、經濟日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等出版社優質學術好
書的合法授權，從內容面為聯盟帶來嶄新氣象，並提供列印功能，
歡迎上線試用，或下載「udn 讀書館」APP 透過行動載具借閱書籍。 

館務短波 

★圖書館設有討論室 6 間及視聽聆賞室 2 間，可供 3 人以上進行小組討論及影片欣賞，GPN：006978900012 
歡迎本校師生預約或當場借用，詳洽圖書館 1F 服務檯，服務電話(03)890-6838★    工本費新台幣 15 元

本書從茶杯在中國歷史的演變，談到東⻄方杯器的交流；從茶

杯如何從樸質柔軟的胎土轉換成有型有體的杯器；從茶杯的外在杯

型，談到飲茶的內在意涵，從白茶與青花、黃茶與青瓷、青茶與白

瓷的相輔相成，談到黑茶與陶杯的絕妙搭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