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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編製原則

本報告書以高等教育永續發展聯盟（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ASHE）

發展之永續發展追蹤評量與測量系統（The 

Sustainability Tracking, Assessment & 

Rating System, STARS）作為主要揭露架構。

報告書期間

揭露數據及內容以 2021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的資料為主，學年度之資訊以 109學

年度至 110學年度上學期為範圍（自 2020

年 8月 1日至 2022年 1月 31日止）。為求

完整性，部份數據涵蓋 2020年或 109學年

度以前資訊或截至 2022 年之最新資訊。

報告書邊界與範疇

報告內文所描述之資訊範圍涵蓋國立臺灣

大學主體，部分績效涵蓋國立臺灣大學之

附屬機構。

資訊計算基礎

本報告書各項資訊及統計數據來自於自行

統計與調查的結果。報告中所有財務數字

以新臺幣為表達單位，數據資訊的蒐集、

量測與計算方法，係以符合法規要求為主

要依據，如法規無特別規定，則以國際標

準為準。

報告書確信

本校委任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對本報告

書部份資訊，依據國際審計準則委員會

（IAASB） 發 布 之 ISAE 3000 「Assurance 

Engagements Other Than Audits or Reviews 

of Historical Financial Information」執行有

限確信，確信報告請詳本報告書附錄。

發行

本報告書為國立臺灣大學第三本社會責任

與永續報告書，定期公告於國立臺灣大學

網站供瀏覽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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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臺大校長

一所大學最重要的價值，便是為人類帶來根本且長久的改變。

現今全球正面對著新冠肺炎的大流行，而全球暖化更造成極端的氣候現象，「永

續發展」已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臺大身為臺灣最具規模、教學研究領域最完

整、國際能見度最高的大學，自將「永續發展」視為大學發展的核心價值。雖

然我們無法立即停止疫情的傳播，也無法完全預測未知的困境，但我們致力培

養勇於面對挑戰的青年學子，並且貢獻所長，找尋能夠解決各項社會問題的創

新解方。

2022年是臺大發表《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的第三年。自 2020年本校宣

布碳中和目標後，我們便積極研擬碳中和路徑與具體措施，期以自身校園為場

域，結合師生專業知識，以跨領域的系統性觀點打造永續校園，進而擴展至在

地城鄉、社會、國際等各個層面，善盡高教之社會責任。

今年報告書以「內建校園永續力，外擴社會影響力」為脈絡，全面彙整本校教

學、研究、環境治理及各項福民利國之措施與成果。這份報告書對應 17項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更明確連結

至 169項子目標，完整呈現了本校的正面影響力與具體貢獻。

永續發展是一個長久的工作。臺大將在這個目標下，持續努力，定期檢討，不

斷精進，以期達到本校所設定的各項永續指標，為世界的改變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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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關於臺大

資料統計年份：2021年

註 1：職員包括：行政支援之職員、駐衛警、技工、工友、校聘人員、博士後及專任研究助理。  

註 2：校級合作姊妹校及合約數：係指以臺灣大學為單位與境外教育研究機構簽訂書面約定，統計以 2021年間有效學術合作之書面約定數量。

註 3： 包含重點科技學院、創新設計學院、共同教育中心、國際學院及進修推廣學院。

教職員工生人數 

大學生人數 1 6,906人
研究生人數 16,017 人
專任教師人數 2,081 人
專任職員1人數 4,665人

教學單位 

16個學院 3        139個研究所
56個系所      32個碩博士學位學程

研究中心 

70+個院級研究中心40+個校級研究中心

校地面積與分布 
臺北、宜蘭、新竹、雲林，以及中部高山地區共占

34,152公頃

國際連結 

校級 2合作姊妹校361所、合約數639 筆

數字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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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世界大學排名（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除了

排名各大學學術表現之外，

亦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給 出 評 級

（SDG Ratings）。臺大在最新

的 SDG Ratings環境影響力

（Environmental Impact） 表

現為金級，為臺灣唯一取得

金級的學校。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於 2019年

推出大學影響力排名（Impact Rankings），

評比大學永續發展實際作為與成果。2022 

年臺大排名全球第 37名，更有 7項永續

發展目標評比進入全球前 50名，分別為

SDG 2「消除飢餓」、SDG 6「淨水與衛

生」、SDG 7「可負擔能源」、SDG 9「工業

化、創新及基礎建設」、SDG 10「減少不平

等」、SDG 11「永續城鄉」與 SDG 16「和

平正義與制度」。

2019 年《天下》依 SDGs概

念推出「天下 USR 大學公

民」調查，兼顧「大學治

理」、「社會參與」、「教學承

諾」與「環境永續」四大面

向，全方位檢視大學的社會

責任實踐。臺大自 2020年至

2022年連續三年在「 公立一

般大型大學組（6,000人以

上）」 摘下榜首。

309,434校友人數 1  

9位國家元首及副元首 

5位美國國家科學院臺灣籍院士
諾貝爾獎臺灣唯一得主、圖靈獎

華人唯一得主、沃爾夫獎臺灣唯

二得主

 註 1： 校友人數統計自臺灣大學校友資料庫。 

外部永續績效評比 校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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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校務基金與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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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學治理架構與多元性

一、大學治理

本校為落實《大學法》賦予之大學自主、

學術自由的自治權，訂定《國立臺灣大學

組織規程》，將組織治理架構分為校務領

導、會議決策、學術與行政單位，秉持道

德誠信落實大學治理，並致力提升行政效

率。校務會議為臺大校內最高決策核心，

為兼容各方意見，其成員涵蓋臺大校內之

行政主管、教職員工及學生代表，多元平

衡校內決策方向。

110學年度校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參與人員組成 單位：人數

身分 校務會議 行政會議

總計 1 173 39

學術相關代表 2 146 32

非學術相關代表 9 7

學生代表 18 -3

女性代表 56 12

註 1：  110學年度以該學年度最近一次校務會議（2022.3.19）及行政會議（2022.3.1）出席代
表人數計算。

註 2：  學術相關代表包含行政主管代表、學院及非屬學院單位代表、教師代表、研究人員
及助教。

註 3： 該次會議提案涉及學生權利義務事項時，均會邀請學生代表列席。

臺大重要決策單位與會議 1

層級 名稱 職責

校務領導

校務會議
負責審議校務發展及預算、院系所及附設機構變更與廢止、校內業務重

要事項與章則、校長交議及其他重要提議事項。

校長遴選委員會 遴選新任校長。

會議決策

行政會議 議決本校組織規程所定事項及其他重要行政事項。

教務會議 討論教務重要事項及教務相關章則。

各委員會
依法令規定，設各種委員會，如：教師評審委員會、學生輔導委員會、校

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等。

註 1：各會議之成員組成請詳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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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臺大永續發展

行動計畫提供建議

與指導。

根據推動策略與跨

領域、跨處室人員

進行任務分工，和

永續辦公室齊力執

行本校永續發展行

動計畫。

由主任秘書擔任辦公室主任，下設環境

治理組與社會責任組。對內協調行政與

學術單位，規劃、推動永續發展行動計

畫；對外協助並參與社會永續工作，發

揮影響力。

共 16名成員，包含行政單位主管及校內
相關領域教授，由校長親自擔任主任委

員，審定並督導本校永續發展推動策略，

考核行動計畫成果。

二、臺大永續發展組織架構

ESG（環境、社會、治理）已成為當今顯學，國內重要企業紛

紛設立永續部門，綜理企業對內及對外之永續發展業務，國際

一流大學也不落人後，亦成立一級專責單位主責永續校園行動

方案（如哈佛、史丹佛、柏克萊、劍橋、與新加坡大學等）。回

顧國內大學，與永續相關的單位大都僅止步於幕僚性質或諮詢

委員會，抑或由原行政單位組成工作群組，無法完全發揮整合

功能。

為有效整合各學院的研發量能，強化行政單位執行能力，本校

特成立「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與「永續辦公室」，專門負責

規劃與推動永續發展事務，以宣示臺灣大學實踐永續事務的決

心，本校亦設立「永續發展諮詢委員會」，由校內外專家與專業

人士組成，提供諮詢意見並評估永續發展行動計畫之推動成效。

永續發展諮詢委員會

諮詢

進度

協調

永續發展工作團隊 永續辦公室

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

監督 提案與進度

建議

組織架構圖

永續發展 
推動委員會

永續辦公室 永續發展 
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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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化

建
築

交
通

能源

面
向

青年

產
業

城
鄉

大學

面
向

永續發展工作團隊組織架構圖

環境治理工作團隊 社會責任工作團隊

 •優先推動目標

 •優先推動目標

 •推動碳中和

 •提高校園能源使用效率

 •發展去碳能源與負碳技術

 •推動能源轉型教育

 •建立智慧校園數位平台

 •營造校園舒適度環境

 •強化能源、水資源、防災智慧管理

 •強化學生夥伴關係

 •提升學生永續素養

 •推動生活實驗室

 •發展臺大永續治理框架

 •成立大學永續治理聯盟

 •強化社會責任推廣工作

 •推動 EV100

 •優化單車管理

 •發展城鄉永續
治理框架

 •打造永續智慧
城鄉

 •訂定近零能耗與近零用
水建築標準

 •提升建築能源使用效率

 •發展產業永續
治理框架

 •成立產業永續
治理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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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永續校園推動策略

能源 交通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盤查耗能熱點、更新老舊設

備、設置智慧能源管理系

統、與能源使用行為改變等

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發展去碳能源

裝置新能源設備與發展新能

源技術

電動化

提高公務車與交通車之電力

化、鼓勵師生更換為電動車

發展負碳技術

建構臺灣負碳技術之科學基

礎與技術能量

碳抵換與碳權

推 動 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計畫發揮社
會影響力，協助社會低碳轉

型以取得抵換憑證

汽機車電力化

推動公務車與交通車電力化，

並鼓勵師生更換電動車

單車優化管理

減少校園自有腳踏車數量

差旅管理

提高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率與

減少非必要長途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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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智慧化

能源管理

建立不同建築合理用電基準值

EUI  （Energy Usage Intensity）

供水管理

建立不同建築合理用水基準值

WUI （Water Usage Intensity）

善用空間使用

提升空間使用效率，避免閒

置空間造成之能耗

智慧能源管理

即時監測能源使用，鑑別電

力設施損害與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

智慧水資源管理

即時監測水資源使用，鑑別

供水設施損害與提高水資源

使用效率

智慧舒適環境營造

即時監測室內空氣品質與戶

外舒適度，提升學習環境品質

智慧防災應變

即時監測校園排水設施功

能，鑑別排水設施損害並提

供災害警示

智慧校園數位化

發展永續校園資料庫，支援

研究教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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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害關係人溝通

大學在社會實踐的過程裡，除了內部的教職員生以外，也會與外部許多的組織、團體或個人產生互動。這些利

害關係人對於臺大的營運、教學與研究、環境及社會等面向，均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校提供多元管道與利

害關係人溝通，除了提升大學治理的透明度外，也提供利害關係人反應意見並參與校園決策之機會，以形塑一

個更具包容性的永續校園。

臺大重要公開溝通管道

 •臺大官網 

 •臺大資訊公開／年報 

 •臺大校訊

 •臺大焦點新聞

 •臺大社群網站 

 •臺大 EDU頻道

 • NTU HIGHLIGHTS 

利
害
關
係
人

教師 學生 職工 政府機關 校友 學生家長 企業 媒體 學術合作夥伴 社區／民眾

主
要
聯
絡
窗
口

 •各院系所

 •各行政單位

 •各院系所

 •各行政單位

 •學生會、研究
生協會

 •人事室

 •職工聯誼會

 •行政單位

 •各院系所

 •臺大校友中心

 •學務處職涯 
中心

 •財務處

 •各院系所

 •各院系所  •各院系所

 •研發處

 •學務處職涯 
中心

 •秘書室媒體公
關中心

 •各院系所

 •研發處

 •臺灣大學系統
辦公室

 •秘書室訪客 
中心

 •圖書館／ 
博物館群

 •總務處

 •學務處

 •校園規劃小組

 •各院系所

溝
通
形
式

 •校、系所務 
會議

 •各相關行政會
議與委員會

 •校務建言系統

 •校、系所務 
會議

 •各相關行政會
議與委員會

 •校務建言系統

 •導師時間

 •相關問卷調查

 •校務建言系統

 •勞資會議

 •公文往來

 •各式評鑑與實
地訪查

 •計畫補助

 •研究報告與論
文發表

 •諮詢會議

 •校友會

 •校友重聚活動

 •校友雙月刊

 •校友電子報

 •校園徵才

 •相關問卷調查

 •招生說明會

 •新生家長日

 •產學合作

 •學生實習

 •校園徵才

 •雇主問卷

 •新聞發布

 •記者會

 •計畫合作

 •學術合作契約

 •臺灣大學 
系統共識會議 
研習營

 •校園導覽

 •校務發展規劃
委員會

 •學生志工服務

 • USR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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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校務基金與永續經營

一、校務基金投資管理

為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臺大校務基金投資遵循「責任投資原則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精神，將環境、社

會、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 ESG）納入投資決策

考量。每年定期於投資管理小組會議中討論並適時更新本校永續投資政策

原則，檢視各產業重大 ESG議題、責任投資原則、公司治理和永續相關事

件，以及校務基金投資是否符合 USR、ESG 與 PRI之精神。 

本校投資管理小組由 7位具投資管理專長及理財專業信譽的校內外委員組

成，包含行政主管 3位、教師 1位，校外委員 3位。該小組依據「國立臺

灣大學投資收益收支管理要點」，擬定本校次年度投資業務方針、政策及資

產配置原則，具體請詳各年度臺大財務規劃報告書。

重大投資方針

校務基金投資標的 1

年度 2019 2020 2021

（新臺幣千元 )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各類型投資標的 
及其金額

電子業 575,644 30.8% 923,553 45.0% 1,011,474 39.5%

電信業 440,258 23.6% 430,759 21.0% 458,192 17.9%

食品通路業 147,920 7.9% 132,650 6.5% 135,318 5.3%

原物料製造業 228,914 12.2% 71,465 3.5% 66,299 2.6%

金融業 430,484 23.0% 419,783 20.4% 544,262 21.2%

汽車製造業 17,353 0.9% 17,845 0.9% 15,147 0.6%

營建業 0 0 0 0 64,244 2.5%

基金 28,420 1.5% 57,150 2.8% 267,954 10.5%

校務基金投資規模 2 1,868,993 100% 2,053,204 100% 2,562,891 100%
註 1：各類型投資標的金額及百分比為四捨五入後的結果。

註 2：此項金額之計算，僅包含股票與基金之投資。

2019

處份漲幅已高與未

來成長性有限之標

的，高污染產業持

股中以水泥與石化

產業為優先處分標

的，以分批方式處

分。並轉移部分資

金至配息穩定與

CSR前 50排名為
優先投資標的，以

確保獲利。

2020

以永續穩健經營、

善盡社會責任之企

業為優先投資標

的。持續處分高污

染產業，並以 CSR
前 50排名之企業
為優先投資標的。

2021

1.  個股部分：以永續穩健經營、保護環境
與善盡社會責任具 ESG與 CSR概念企
業為優先投資標的，參考來源為天下

CSR排名、臺灣永續指數、集保平台等
國內外具參考價值機構之評比指標。

2.  基金部分：若基金中含有 ESG爭議性
之公司持股，單一個股持股不得超過

5%，基金總持股不得超過 20％。若基
金持股日後違反上述原則，經與投信溝

通協調後該基金仍無改善作為，本校即

刻贖回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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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投資

在學生會永續部、氣候行動社與財務處的共同努力下，臺大已於 2020年 12月將校務基金自高汙染

及高碳排產業撤資，是為亞洲第一所完成撤資的大學。本校未來將持續推動永續投資，致力將校務

基金投資於具有標竿永續績效的企業與基金，2021年本校永續投資占比已達 81.6%。

永續投資占比

年度 2019 2020 2021
校務基金投資規模 
（新臺幣千元）

1 1,871,098 2,053,204 2,562,891

永續投資金額 2 1,392,117 1,615,840 1,858,936

永續投資金額占比 74.40% 78.7% 81.6%

註 1：此項金額之計算，僅包含股票與基金之投資。

註 2：含擁有標竿永續績效的企業與永續投資基金。

3,000,000

2,700,000

2,100,000

2,400,000

1,500,000

1,800,000

600,000

900,000

300,000

1,200,000

0.00

100.00

9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14 2021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社會影響力 附錄關於臺大 校園永續力臺大永續藍圖



03
校園永續力
3.1 教研影響力與永續行動

3.2  校園永續環境治理

3.3 多元支持與健康的校園文化



臺大 GIP-TRIAD學生組成跨校聯隊  
設計永續自營的水質監測裝置

臺大與日本筑波大學以及法國波爾多大學於 2017年合組「國際三校農業生

技與健康醫療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 GIP-TRIAD）」，建立跨越歐、亞兩

大洲的無國界校園，以創新、創意、創業為教育宗旨，積極培育人才以解

決在地及全球「未得到滿足」的社會需求，例如糧食生產與安全、公共健

康與維護、疾病預防與治療等急需解決之問題。

GIP-TRIAD第四屆在校生張書耀、林煒幀同學，與南臺科技大學產品設

計系、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學生及校友組成聯

隊，以「微生物燃料電池」為基礎，跨校共同參與 2021年「全球仿生設計

競賽暨臺灣海選」，團隊不僅榮獲科技部社會需求首獎，同時也受到國際評

審的青睞，入選全球決賽。團隊將科學與仿生概念結合，設計永續自營、

能自我供電的水質監測裝置「MicroBergy」，期能取代成本高昂且需要大量

電力供應的舊有監測方法，並促成更多商業化的應用。

3.1教研影響力與永續行動

一、以創新、跨領域的教學能量培育未來人才

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及國際局勢，高等教育之內涵亦隨時代改變，新世代人才須

具備的除了專業能力以外，更需擁有跨領域的知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臺大自

2020年發表「未來大學白皮書」以來，逐步推動教學創新，致力打造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開放式大學，不論是由學生自主提案的「設計你的課程」，或給予學生更多

探索時間、不休學也能找到學習動機的「探索學習計畫」，亦或是擁有更多選課彈

性的「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等，皆展現臺大企圖改變教育環境、幫助每位學

習者能實踐自我理想，進而增進社會共同意識的決心。

有鑑於國內外日益加劇的極端氣候事件、新冠疫情的爆發、戰爭引發的能源及糧

食危機等，臺大各院系所也積極開設相關學位及課程，期能培育更多能夠解決當

前議題的永續人才。醫學院「國際三校農業生技與健康醫療碩士學位學程」以糧

食與健康為主要研究議題；國際學院「生物多樣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以培育具

專業素養與國際視野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實務管理人才為目標；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及全球變遷研究中心共同開設「永續資源學分學程」，引導學生關注地球資源有限

但需求無限的問題，並探索解決方案。臺大未來將持續整合跨領域資源，帶領學

生培養永續思維及能力，回應全球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GIP-TRIAD 學
生組成跨校聯 
隊參與 2021年 
「全球仿生設
計競賽暨臺灣
海選」，榮獲
科技部社會需
求首獎和獎金
五萬元

國際三校農業生技與 
健康醫療碩士學位學程

生物多樣性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永續資源 
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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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天卡西諾」挑戰賽 看到自我突破的可能

「21天卡西諾」為臺大領導學程「領導學導論」課程，由許朱勝、郭耿

聰、楊光磊兼任教授所指導的專案，而後由經濟系劉映辰與臺大、師大、

政大學生組成新創團隊，協助 18至 25歲的學生以好玩、有趣的形式養成

習慣。迄今舉辦的習慣養成挑戰賽，已超過 200位大學生參與、跨足 9所

大學、與 15個單位及廠商合作。此外，團隊受邀至景美女中舉辦挑戰賽，

使高中生及早體會習慣養成的潛在效益。2021年，團隊更榮獲第六屆台積

電青年築夢計畫補助，期待未來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透過數位化形式放

眼國際，讓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培養習慣，成為更好的自己。

教職員工生的永續觀念培育

新生學習入門書院

臺大自 2008年起辦理「新生學習入門書院」，透過多元化的課程規劃，帶領大

一新生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了解校內資源，並建立高中轉換至大學的橋樑，以

順利適應大學生活。新生書院課程中納入永續發展思維，如性別友善課程以「多

元、友善、尊重」為主軸進行翻轉思考，帶領新生從性別本質作為探索自我的起

點，避免刻意的性別分類。

2021年因應新冠疫情，新生書院以電子手冊、Podcast及線上直播方式進行，活

動中大幅減少紙本印刷及實體材料，並於新生健檢時發放環保餐具，鼓勵學生攜

帶環保餐具，以實際行動落實永續理念。

教職員工教育訓練課程

臺大依據聘用人員的工作職能與職涯發展需求，提供多元教育訓練資源，並鼓勵

教職員工參與永續相關課程，包含海洋環境教育、低碳建築、生態環境教育、綠

色城市等多元永續課程內容，提升教職員工對於永續領域的認知廣度與深度。以

新進教師研習營為例，課程內容包含治校理念與教務推動方針、教學策略與研究

趨勢分析、心理健康與性別平等、自然生態導覽與保育等主題，除了協助新進教

師認識學校，也鼓勵教師投入創新教學行列，將永續理念帶入教學現場，營造優

質教學之校園永續文化。

  「21天卡西諾」團隊前進景美女中，舉辦「守時、守秩序、環境整潔」挑戰賽，獲得教師、
家長及學生三方的支持與參與

2021年新生書院線上活動共獲得 12,773人次點擊， 

逾5,000人次下載相關資料
2021年本校修習永續發展相關進修課程的 

教職員工共計995人次 1

註 1：以登錄公務人員學習時數資料為準，課程包含校內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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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卓越且堅實的研究支持社會發展

臺大鼓勵教研人員透過研究解決社會發展面臨之重

要問題，如氣候變遷、災害防治、公共衛生乃至於

推動社會福利、公民參與、弱勢平權等各領域議

題，以卓越且堅實的研究推進社會發展。在國際連

結方面，臺大積極推動各式國際合作方案，促進跨

國學術合作及延攬優秀人才。2021年臺大於 SCI、

SSCI及 A&HCI發表之論文數量共有 6,471篇，為

提升研究成果之公共性，當年度亦有 2,742篇 Open 

Access 期刊論文，其中以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

生命科學院及理學院於 Open Access發表論文的比

例最高。

2021年期刊論文發表篇數

類別 2021年期刊論文發表數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6,159

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859

A&H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36

合計 6,471

註 1：  統計至 2022年 4月 25日，依 Web of Science文獻資料庫中，登載國立臺灣大學之論文（Article及
Review）數量。

註 2：  依期刊領域，於Web of Science系統中可能同時被歸類為 SCI、SSCI及 A&HCI，統計總論文數時，已扣除
重複計算之結果，共計 6,471篇。

Open Access期刊論文數量 2,742 篇，占整體論文比例近50%

2021年 Open Access 期刊論文發表篇數

學院 /中心 Open Access 期刊論文數量

文學院 10

理學院 533

社會科學院 45

醫學院 1,286

工學院 330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355

管理學院 33

公共衛生學院 263

電機資訊學院 247

法律學院 1

生命科學院 119

其他單位 32

註：2022年 3月 10日擷取自 Elsevier Scival資料庫。

2021年 
期刊論文發表篇數

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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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大承接政府永續相關計畫案數量與占比臺大亦配合國家文化、經濟建設及科技發展等政策需求，透過政府合作委任的

研究或實務型計畫，運用學術研究及領域專長協助國家擬定重大政策與解決社

會問題。2021年各學院及研究中心共執行 3,413件研究計畫，其中有 780件計

畫與促進永續發展相關，共有 552位教師、研究人員及專案教研人員參與其中。

此外，為鼓勵教師與學生從事前瞻創新性研究，並深耕基礎關鍵議題，本校研

發處設有多項個人型或群體研究計畫補助，如深耕計畫、核心研究群計畫等，

協助研究者取得充適資源，另也以「碳中和」為主題徵求研究計畫，鼓勵本校

教師聚焦永續環境、節能減碳之研究議題，促進跨領域合作並提升國際影響力。

2021年各單位永續相關研究計畫數量

學院 /中心 研究計畫數量

文學院 6

理學院 102

社會科學院 48

醫學院 79

工學院 93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200

管理學院 21

公共衛生學院 64

電機資訊學院 15

法律學院 65

生命科學院 22

其他單位 65

註：有關永續研究之分類方法係使用本校自行定義之關鍵字進行資料撈取。

750+件與永續相關之研究計畫、550+位研究人員參與永續相關研究計畫

中央部會 
永續相關計畫案 

占比

25.5%

地方政府 
永續相關計畫案 

占比

52.3%

永續相關 
計畫案

713
總計畫案

2,797
註：有關永續計畫之分類方法係使用本校自行定義之關鍵字進行資料撈取。

永續相關計畫案

永續相關 
計畫案

23
總計畫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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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未來生活工作坊： 
規劃以「人」為本的適老社區

雲林縣長期面臨嚴峻的高齡化及人

口萎縮挑戰，除高齡化占比居全國第

二之外，以農業為主的產業型態讓城

鄉資源差距更形嚴峻，縣內人口也持

續減少。創新設計學院研究團隊與校

內跨領域研究者合作，執行國家衛生

研究院《建構新世代長壽社區模式》

以及科技部《萎縮縣域適老規劃與移

動性社會設計》計畫，整合雲林縣政

府計畫處以及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社

區遠距醫療計畫》合作之能量與資

源，以生活實驗室之方式深入探討推

動雲林如何於各面向實現適老社區

之規劃。

結合交通與醫療資源開發的臺大雲林生活實驗室 
Transit-Hospital-Oriented Developments（THOD）

志工團體

高齡舒適 
環境 loT 社區互助

時間銀行

長壽社區 
空間模式

社區診所

醫護站

非營利 
組織

居民社團

以社區為本的整合照護系統

建立「健康照護、長期照護、疾病預防與生技支持」等等， 
都可以在居民們熟悉的社區當中獲得的系統。

 • 室內環境監測即時平台

 • 室內高齡生活空間健診

 • 室內智慧環境建模

 • 高齡環境預報系統

 • 社區共餐食堂

 • 環境預報系統

 • 長壽村空間規劃

高鐵站

醫療中心

家庭

社區

 雲林生活實驗室之研究架構

虎尾鎮

古坑鄉

 • 社區時間銀行網路

 • 多語言互助介面探討

 • 高齡健康智慧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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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啟動 
2020.12.16

階段成果公開 
2021.10.26

訪談交流碳排行為與意見蒐集

三、由學生主導的社會關懷與永續推廣活動

臺大每年有超過 400 個學生社團活躍於校內外，從深入社會角落的服務性社團、

活力四射的體適能社團，再到陶冶性情的學藝性社團等，在臺大杜鵑花節、社團

聯展、校慶等重大活動中，按照各自特質嶄露頭角。在社會關懷與服務面，2021

年度臺大學生社團共組成 29個社會服務隊，共 986位學生參與，被服務人數約

2,151人，其中有 5個服務隊採用線上方式出隊，在險峻的新冠疫情下創造出嶄新

的服務模式。而在永續議題的推動上，也有許多社團積極規劃相關活動，如國際

珍古德根與芽社舉辦「產地直擊」活動，推廣友善農作及蔬食文化；氣候行動社

舉辦「碳顯校園」系列活動，與學生會永續部、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學生會及師大

根與芽社合作，活動內容包含永續校園問卷調查、碳足跡紀錄、校園挑戰賽等，

使更多師生關注碳排放相關議題，共同促進校園減碳。

 氣候行動社「碳顯校園」專案流程與行動項目  碳顯博士日記貼文，推廣減碳相關知識

88個與永續發展相關的學生社團

碳顯啟動 
工作坊

碳顯校園 
挑戰賽

校方行政單位 
訪談

永續校園 
調查問卷

碳博士日記 學生深度訪談

互動式碳排 
計算體驗

個人碳排 
分析

2021年度臺大學生社團共組成 29個社會服務隊、
986位學生參與、被服務人數約 2,1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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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學生會永續部

臺大學生會永續部，自 2017年經倡議成

立。旨在透過學生行動，研究、倡議、舉

辦各式活動，促進師生與校方環境永續意

識，創造大學永續發展以及履行社會責任

的可能。永續部自成立之初，即與本校氣

候行動社合作，共同促使臺大校務基金在

2020年底完成撤資六間高污染、高碳排

企業。目前，永續部定期與學校財務處聯

繫，並進行自主培力，期望撤資之外，能

讓臺大校務基金具備與企業議和之條件，

進而影響企業營運並引導朝向 ESG發展。

無家者冬衣募集活動 

臺大學生會永續部與無家者服務社於 2021

年共同發起「無家者冬衣募集」活動，將

校內外所募集到近千件的衣物，經過細心

整理與分類後，送到無家者們的手中。

無家者服務社

2020年成立的無家者服務社，旨在將無

家者議題帶進校園，透過學生力量執行服

務計劃，促進去污名化與消除標籤。曾與

學校宿舍合辦服務學習工作坊，並與外

校、其他團體進行經驗交流。目前，社團

活動分為物資統籌和議題推廣兩大主軸，

包含物資窗口、餐廳夥伴、文章分享和街

頭紀實；除了持續推動各種去汙名活動，

亦致力於建立一個物資發放平台，讓各方

資源能適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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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校園永續環境治理

一、推動節能減碳

臺大積極推動節能減碳，以維持總用電量負成長為目標，每年透過汰換老舊空

調、更換節能燈具、提升熱泵效能、追蹤校內建物用電行為等具體作為打造低碳

校園。此外，本校截至 2021年已有 9棟經認證之綠建築，亦同步擴大再生能源的

使用，校內共有 10個單位裝置太陽能發電設備，裝置容量共 396瓩。

近 3年用電與用電強度 1

年度 2019 2020 2021

用電度數 148,292,031 148,252,856 142,448,481

用電強度 
（度 /平方公尺）2 115.34 115.39 107.68

具體節能減碳作為

節能減碳措施 實行措施

汰換老舊空調
2017-21年共汰換 1,845台 9 年以上之老舊冷氣機，並購
置高效能冷氣機，預估節能率約 25%。

更換節能燈具

室內照明：2019年起將 T5／ T8 螢光燈具汰換為 LED 
燈具，至今已汰換 19,346盞，節能率可達 40% 以上。

消防燈具：2011-21年共計將 4,977盞消防燈具更換為
LED燈具，節能率 90% 。

戶外照明：2011年起校總區戶外照明均已更換為 LED
燈具；2017年起分區導入智慧燈系統，至今已更換 307
盞。智慧路燈較 LED燈具更節電 1/3。

提升熱泵效能
於綜合體育館、研一男舍、研一女舍、女二舍及男七舍

建置熱泵熱水系統，每年辦理節能率量測驗證。

用電情形追蹤

每兩週定期開會檢討各建物用電行為，追蹤異常狀況

並加以排除。持續觀測大型空調系統的節能效率，例

如生命科學館、總圖書館、第二活動中心等，確保節

能成效。

註 1：  統計範圍包括臺大校總區、水源校區、公衛學院、醫學院（不含臺大醫院）、舊社科院、臺大竹北校區。

註 2：  校舍樓地板面積為：2019年 1,285,656 平方公尺；2020年 1,284,750平方公尺；2021年 1,322,863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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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大綠建築數量 1

生物電子資訊 
教學研究大樓

銀級

取得證書年度

2020年

卓越三期研究大樓

（鄭江樓）新建工程

銀級

取得證書年度

2019年

教學大樓二期 
新建工程

銀級

取得證書年度

2019年

生醫工程館 
新建工程

銅級

取得證書年度

2019年

農業育成推廣中心 
新建工程

合格

取得證書年度

2019年

梁次震宇宙學與 
粒子天文物理學中心

銅級

取得證書年度

2021年

新進教師及學人宿舍

新建工程

合格

取得證書年度

2018年

教學大樓停車設置 
新建工程

銅級

取得證書年度

2021年

全校性實驗動物 
研究中心新建工程

合格

取得證書年度

2017年

註 1：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累計取得有效合格級（含）以上綠建築標章等級與數量。

校總區 雲林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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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2020年溫室氣體盤查，為臺灣第一所採用 ISO 14064-1:2018盤查標準的大學

臺大自 2010年起每年自主執行校園溫室氣體盤

查作業，至今已持續 10餘年。有鑑於溫室氣體

盤查國際標準（ISO14064-1）於 2018年改版，

為提升溫室氣體排查的準確性、完整性及可信

度，本校於 2021年 4月至 11月期間委託輔導公

司推動 2020年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並於同年年

底取得英國標準協會外部查證聲明書。

2020年溫室氣體盤查結果 1   
（單位：噸 CO2e）

排放類別 定義（ISO 14064-1：2018） 排放量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5,775.55

類別 2 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68,189.32

類別 3 運輸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48.74

類別 4 組織使用的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73,841.63

類別 5 與組織的產品使用相關連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15,769.14

排放總量 163,624.38

註 1：  盤查範圍包含校總區 (含水源校區 )、進修推廣學院、城中校區、生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附設動物醫
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及實驗林管理處、竹北分部及雲林分部等共 9個區域。

  在全校各單位的協同努力下，完成各項資料彙整，盤查結
果經英國標準協會 BSI獨立第三方查驗機構確認後，取得
溫室氣體盤查查證聲明書

 溫室氣體盤查啟動會議

溫室氣體盤查期間共辦理45場次盤查輔導， 

參與系所與行政單位超過 217個，另辦理3場大型教育訓練，受訓人員達500人次以上

排放總量

163,6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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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便捷的智慧交通

為減少交通之碳排量，臺大將公務車逐年汰換成綠能汽

機車，也提供公務悠遊卡供行政單位短程公出使用。同

時，為鼓勵師生採用低汙染、低耗能的綠能交通工具，

本校於校內設置電動汽機車充電站，2020年更與特斯

拉公司合作，啟用全臺第一座特斯拉 V3超充設施，也

引進具規模的電池交換能源網絡—GOGORO智慧能源

站，提供便利的電動車充電服務。

此外，為推動智慧交通之運具共享理念，本校與租車公

司合作，以小客車共享機制，於校內停車場設置 24小

時自助租車服務，也與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及微笑單車公

司合作「公共自行車 YouBike2.0升級計畫」，於校內及

週邊生活圈設置 115處 YouBike2.0租賃站，並提供學生

騎乘消費累積達 500元（含）以上，由校方補貼 100元

儲值金之獎勵活動，提升公共交通運具之使用率。

近 3年綠能公務車數量及占比

 本校與特斯拉公司合作，於辛亥地下停車場設置 3組 V3超充（也是全臺灣第一座 V3超充設施）

2021年公務悠遊卡支出費用 16,000元，換算里程數4,000公里， 

約減省油耗 460.29公升，間接減少製造二氧化碳排放量 1,031公升

109學年共6,000名學生報名騎乘 YouBike2.0消費補貼試辦計畫
綠能公務車總數

17 
占比 13.39%

綠能公務車總數

17 
占比 13.71%

綠能公務車總數

22 
占比 18.18%

2019 
公務車總數

127

2020 
公務車總數

124

2021 
公務車總數

121
10.41噸

9.19噸

9.13噸

綠能公務車 減碳數

校內汽車充電樁近一年 
（統計期間 2021/3-2022/2） 
每月平均使用次數 

1,08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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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資源管理與再利用

臺大自 2018年起逐步將自來水幹管水錶更新為數

位水錶，並於 2019年建置校內數位水錶監測系統，

加強監管用水情形，以避免不必要的水資源浪費。

另藉由每月比對館舍用水度數、定期巡視校園，及

時發現漏水問題並進行修繕，2021年共完成 154件

館舍節水改善作業。由於 2021年 5月至 9月受疫

情影響封校、部分人員居家辦公，2021年校園用水

需求降低。此外，因校內大部分的自來水幹管已完

成更新、使用節水器材、長期節能宣導有效改變人

員用水習慣等等因素，本校 2021年用水較 2020 年

減少 303,803 度，減量 18.61%。

近 3年用水情形 單位：噸

年度 2019 2020 2021
用水度數 1,710,873 1,632,816 1,329,013

180,000,000

160,000,000

140,000,000

120,000,000

100,000,000

其他水資源管理措施

• 回收建物屋頂雨水和游泳池的水，注入醉月湖補充水量。

• 利用湖水和建築物閥基水，灌注生態池或做為農場灌溉用水、景觀用水。

• 新建築設有雨水回收設備，收集雨水做為廁所沖馬桶、澆灌植栽之用。

• 校園道路植栽區建立雨水花園，引導地表逕流水進入土壤中，增加基地保水力。

 桃花心木道於兩側綠帶設置滲透水井收集道路表面逕流

地表集水

露台集水 露台集水露台集水

露台集水露台集水

 景觀植栽澆灌 

雨水沈澱池 雨水中水池

屋頂集水

 禮賢樓雨水儲存樔回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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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續餐飲

臺大配合政府推動食品安全、減少剩食、使用環保餐具等政策，設立膳食協調委員會（簡稱膳委會）負責規劃管理校內餐廳與福

利社廠商，以提供教職員生安全美味的用餐選擇，並善用生農學院專業知識與豐富的農場資源，推廣兼顧環境生態與農業教育的

永續農業及飲食文化。

臺大餐飲相關活動與方案

食品安全 減少剩食 環保餐具 永續農、畜、漁產推廣

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臺 定期食品檢驗 膳食衛生安全實地檢查 膳食衛生安全教育訓練 「餐飲減碳」教育訓練 新生環保餐具 臺大農場

配合教育部規定，輔導校內餐

飲業者上網登錄校園食材登錄

平台相關資訊，提供校園餐飲

透明化，建立學校食品風險管

理機制，及建立校園食品安全

防護網。

每學期至校內各餐廳及福利社

進行食品抽檢，並送國家認證

之檢驗單位施行食品微生物及

食品化學化驗。化驗結果於安

全標準以外時，將進行複檢或

下架，並按罰則處理，督促限

期改進。

每學期至校內各餐廳及福利社

執行膳食衛生檢查，檢查缺失

結果通知餐飲權責管理單位及

業者，並輔導改善，針對重大

違規項目，依規定進行罰則並

列入紀錄。

每學期定期召集管理單位及餐

飲業者，宣導政府政策及衛生

檢查相關事項，並辦理教育訓

練、強化食安教育。

針對餐飲業者安排「餐飲減

碳」課程，指導有關愛惜食

物、避免食物浪費、使用在

地食材、縮短運送里程，共同

推廣「惜食百分百、廚餘零廢

棄」的理念。

於新生學習入門書院及博碩生註冊時贈送新鮮人一組

環保餐具，鼓勵學生攜帶環保餐具、節能減碳。

臺大農場積極協助師生進行教學實習課程及試驗研究

計畫，除作為永續經營發展之示範農場外，並發揮農

場環境特色，提供豐富的綠地空間，推動環境生態與

農業教育。

110年度衛生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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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減少剩食 環保餐具 永續農、畜、漁產推廣

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臺 定期食品檢驗 膳食衛生安全實地檢查 膳食衛生安全教育訓練 「餐飲減碳」教育訓練 新生環保餐具 臺大農場

配合教育部規定，輔導校內餐

飲業者上網登錄校園食材登錄

平台相關資訊，提供校園餐飲

透明化，建立學校食品風險管

理機制，及建立校園食品安全

防護網。

每學期至校內各餐廳及福利社

進行食品抽檢，並送國家認證

之檢驗單位施行食品微生物及

食品化學化驗。化驗結果於安

全標準以外時，將進行複檢或

下架，並按罰則處理，督促限

期改進。

每學期至校內各餐廳及福利社

執行膳食衛生檢查，檢查缺失

結果通知餐飲權責管理單位及

業者，並輔導改善，針對重大

違規項目，依規定進行罰則並

列入紀錄。

每學期定期召集管理單位及餐

飲業者，宣導政府政策及衛生

檢查相關事項，並辦理教育訓

練、強化食安教育。

針對餐飲業者安排「餐飲減

碳」課程，指導有關愛惜食

物、避免食物浪費、使用在

地食材、縮短運送里程，共同

推廣「惜食百分百、廚餘零廢

棄」的理念。

於新生學習入門書院及博碩生註冊時贈送新鮮人一組

環保餐具，鼓勵學生攜帶環保餐具、節能減碳。

臺大農場積極協助師生進行教學實習課程及試驗研究

計畫，除作為永續經營發展之示範農場外，並發揮農

場環境特色，提供豐富的綠地空間，推動環境生態與

農業教育。

  臺大農藝系、農藝系系友會與臺大農場於 2021年
3月 13日共同舉辦「春之頌組曲 –插秧、智農、休
閒、田園之樂」活動，邀請農藝系系友及多位臺大捐
款人體驗傳統農耕文化，也讓參與者更珍惜糧食資源

  臺大杯特社與校內多家餐飲店家合作，提供環保循環
杯並設置定點歸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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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綠色採購

臺大依循政府「機關綠色採購方案」及相關評核要

點訂定校內綠色採購政策，持續向校內各單位宣導

優先選擇「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商品，並鼓

勵優先採購取得綠色標章之環保產品。總務處設立

「綠色採購專區」羅列相關法規與參考資料，以助校

內各單位落實綠色採購實務。臺大近三年綠色採購

目標達成率皆超越政府核定目標比率，成效斐然。

六、廢棄物減量與回收

本校多年來持續推動垃圾減量與回收分類制度，將

廢棄物依一般垃圾、可回收及廚餘等進行管理，

2021年廢棄物總產出量較前一年度下降 180.37噸，

減少 11.15%。在廢棄物資源化方面，總務處於「財

產物品管理系統」建置「二手流通」功能， 2021年

共計刊登財物 208件、成交 9件；此外，透過廢品

再利用（領用 11件）、臺北市惜物網拍賣平台（得

標價 11,730元）、報廢財物整批公開標售變賣（標

售 4案共 6,859,566元）等管道，除增加報廢品的

流通性並延長物品使用壽命，拍賣所得也成為另類

財務來源。

此外，為妥善管理實驗場所廢棄物，本校訂有「實

驗場所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辦法」明定分類標準及

貯存清除處理規範，並建置「化學品資源共享平

台」，以降低化學藥品儲存與處理負擔，妥善管理

有害事業廢棄物。

綠色採購比率 1

年度 2019 2020 2021

行政院環保署核定綠色

採購目標比率
90% 95% 95%

總綠色採購項目比率 2 96.66% 99.95% 100.00%

第一類指定採購環保產

品比率 3 96.49% 99.93% 100.00%

資訊產品類第一類指定

採購環保產品比率 4 75.78% 71.95% 66.15%

註 1：  資料統計範圍涵蓋所有校區，以「臺灣大學」名義進行的採購均納入計算。

註 2：  （指定項目環保產品採購金額 +綠色產品採購金額） / （指定項目採購總採購金
額 +綠色產品採購金額）。

註 3： 指定項目環保標章產品採購金額 /指定項目採購總金額。

註 4： 資訊產品類 /指定項目採購總金額。

近 3年廢棄物產生情形 1 
單位：噸

年度 2019 2020 2021

廢棄物總量 2 1636.98 1618.18 1437.81

廢棄物掩埋量 81.37 20.783 43.34

廢棄物焚化量 996.08 985.4 877.87

廢棄物回收量 336.6 388.6 330

註 1：  2021年因防疫管控，入校人次大幅降低，校內多數實
體課程及會議也因此取消或改由線上舉行，因此廢棄
物總量及回收量皆明顯降低。

註 2：  廢棄物總量是廢棄物掩埋量、焚化量、回收量、堆肥
量、枯枝樹葉破碎量及廚餘量之加總。

註 3：  2020年因北市掩埋場有半年以上禁止入場，導致 2020
年本校掩埋量明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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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螢火蟲復育計畫

臺大於 2021年進行水生螢火蟲復育計畫，由臺大 B51級

校友熱心捐贈經費、臺北市立動物園慷慨捐贈 1,200隻黃

緣螢幼蟲。計畫首先集結校內昆蟲系、園藝系及農場專

家，於臺大農場作物標本園鄰舟山路側綠帶，打造乾淨、

親水的自然環境，作為黃緣螢幼蟲的棲地，並於 2021年 8

月底野放田螺，形成食物鏈，建構螢火蟲的食物來源。接

著分別於 2021年 12月與 2022年 2月進行幼蟲的野放，

並同步舉辦螢火蟲生態解說，讓參與者瞭解螢火蟲復育的

意義，除增加校園生物多樣性，更希望藉由螢火蟲復育的

過程，讓各界重視生態環境的永續。期待 2022年春天來

臨時，能在夜空中看見漫天飛舞的螢光。

七、生物多樣性

臺大自 2009年起，定期進行校園

生物多樣性調查，包含鳥類、哺乳

類、爬蟲類、昆蟲、植物、綠覆蓋

等生物資源，以瞭解各物種在校園

內的分佈，以及原生種與外來種的

消長，作為本校維持生物多樣化的

管理參考。為擴大生態調查的參與

性，更彙整了國內外科學系統，如

黑冠麻鷺回報系統、路殺回報系

統、ebird 與 iNaturelist 系 統。 此

外，也透過定期辦理校園導覽服務

及導覽志工培訓，增進臺大師生及

社會大眾對校園生態的認識。

2019年至 2021年 

校園導覽服務共計

15,752人次參與

  臺大校園生態豐富，但生活
在都市中的野生動物卻是危
機四伏。臺大學生會永續部
與生演所、地理所、總務處
及關心生態環境的師生合
作，推行野鳥窗殺防治。圖
為思亮館一部分的窗貼佈置

 透過校園導覽，讓社會大眾對校園生態有進一步的認識  於臺大農場作物標本園的水圳野放螢火蟲幼蟲

 準備野放的黃緣螢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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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多元支持與健康的校園文化

一、 多元化與友善的校園

（一） 多元化招生與輔導

為扶助弱勢，本校以「擴大希望」為目標，推出「希望入學」計畫，包括「特殊

選才－希望入學」與「個人申請－希望組」兩種入學管道，專門招收經濟與文化

不利之學生。110學年度除低收入、中低收入、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新住民子女之

外，更增加招收教育部核定的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高中學生，以期達到「鄉鄉有

臺大人」的目標，給予弱勢學生更寬廣的升學管道，讓本校的教育資源，觸及到

更多偏鄉學生。

除提供多元入學管道外，本校致力推動臺大夢田深耕計畫、希望獎／助學金及生

活津貼餐食等方案，以減少弱勢學生在校之經濟負擔，達成機會平等之目標。夢

田深耕輔導獎助計畫強調以學習時數取代打工時數，推動 40餘項輔導暨獎助機

制，實施對象為家庭經濟貧弱、身心障礙學生及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

女、具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原住民學生、家庭突遭變故、懷孕及扶養未

滿 3歲子女之學生。

 臺大首創學習規劃辦公室，以學生興趣與目標為本，幫助學生適性發展

自 2018至 2021年底，「臺大夢田深耕輔導獎助計畫」 

四年累積資助額超過5,912萬元， 

錄取件數達 13,587件，受益人數超過3,603位

希望入學錄取人數逐年提高： 

35人（2019年）、61人（2020年）、90人（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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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多元助學措施

多元助學措施 對象 內容

原住民學生 
資源中心

原住民族

學生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規劃新生定向、民族教育、文化學

習、國際交流，到職業生涯選擇等方案，並結合「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創新規劃「原住民族學生族語傳承獎勵金」

及「原住民族學生部落傳承獎勵金」等獎勵金，以創造友

善的學習環境。

學生心理輔導 
中心資源教室

身心障礙

學生

提供特教生從入學到畢業期間連續性的支持與個別化輔

導，包括特教評估、輔具借用、特教資源提供、改善無障

礙環境、適應輔導、增能培力活動舉辦與職涯轉銜輔導

等，以使學生能發揮潛能、並順利完成學業。

學習規劃辦公室 所有學生

學習規劃辦公室於 2021年 8月成立，借鏡國外「學術建
議」（Academic Advising） 經驗，協助學生善用校方資源，
也召集多元背景的專家與同儕，透過持續的「對話」，引導

學生進行修課規劃、累積未來所需知能。

校設及私設 
獎助學金措施

視獎助類

型而定

提供助學措施及各類獎助學金，其中私設獎助學金數量逾

250項。2021年自籌及募款核發之獎助學金（不含政府各
類助學措施、公設獎助學金、急難救助），獎助金額超過新

臺幣 2.8億元，受益學生人數達 12,000餘人。

（二） 多元化及平等相關委員會、校園規劃方案及申訴機制

為了促進校園多元與包容性，臺大設置相關委員會及申訴機制，並由

各行政單位擬訂並執行多項友善校園規劃方案。

1. 多元化及平等相關委員會

委員會名稱 簡介

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

致力於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工作之推廣，期以建立

友善的校園環境。

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

為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特性及需求，整合相關資

源，規劃發展特殊教育方案策略，並完備無障礙

環境之軟硬體建置，以推展本校特殊教育工作。

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諮議 
委員會

為提供原住民族學生生活、適應與學習的支持，並

營造尊重多元文化的校園環境，本中心設置諮議

委員會，對中心之業務與發展提供諮詢及評議，

俾利推動原住民文化及教育等相關工作。

校園規劃 
小組委員會

為促進校園多元、反歧視及協助弱勢，擬訂友善

校園空間規劃方向，包括：人本交通／人行步道

／公共自行車、無障礙空間與設施、性別友善空

間、校園指標系統、國際友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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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元化及平等相關校園規劃方案及措施

方案及措施 簡介

無障礙設施

自 2006 年以來，本校已投入逾 5,000 萬元經費，共有超過 60 處設施場所完成無障礙設施環境改
善。2020年至 2021年針對校內無障礙廁所與無障礙電梯進行檢討改善，無障礙廁所部分改善管
理學院二號館、第二學生活動中心、普通教學館、共同教學館等 4處，投入逾 600萬元經費；無
障礙電梯部分改善男二舍與女六舍、化學系積學館、知武館、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等 4處，投入逾
880萬元經費，以提升行動不便者空間使用品質。

無障礙地圖

2015 年 12 月，建立校園無障礙地圖，電腦或手機皆可讀取，地圖顯示無障礙坡道與入口、廁所、
電梯、無障礙專用汽機車位等資訊，輔以照片、文字說明，協助行動不便者提前了解各設施的位

置與狀況。無障礙地圖至今仍持續更新照片和編寫說明文字，並提供錯誤回報機制，以期提供即

時且完整的資訊。

性別友善廁所

為使校內師生能更進一步落實友善校園、性別平等之觀念，本校訂有「臺灣大學性別友善廁所設置辦

法」，規定校內新建工程皆應設置性別友善廁所，既有建物則依個別條件排定優先順序進行廁所改善。

截至 2021年 12月，校內已完成性別友善廁所設置的建築物有 16棟，正在施工中的有 4棟，規劃
設計中的則有 12棟，共計 32棟建築物，涵蓋行政大樓、教學研究大樓、學生活動中心、學生宿
舍、停車場等。

進用身心障礙 
人員執行方案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並關懷照顧本校具身心障礙身分之在校生或畢業待業校友，提供就業機

會，特訂定「國立臺灣大學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執行方案」，使身障者獲得在地、適性就業，以符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平等」、「融合」與「合理調整」之精神。

2020年至 2021年間改善無障礙電梯─知武館

2021年改善無障礙廁所─共同教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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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元化及平等相關申訴機制

校務建言系統
性別歧視申訴委員會、性騷擾防治委

員會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職員申訴委員會

為一雙向溝通平台，歡迎師生同仁及校

友對校務發展及行政運作等公共議題，

提供具體有建設性的建議，透過業務單

位的系統性合作，建構臺大優良、友善

的學習環境。

係為維護教職員工生權益，提供免於

性別歧視之環境，以及為防治性騷擾

及保護被害人權益而設立。

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要點第 7點規定，本校專任教師對
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本會提

出申訴。

依本校職員申訴辦法第 2條規定，本
校職員對於本校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

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

其權益者，得依本辦法向本校提起申

訴。 

建言件數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709 888 712

性平案件通報數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111 174 137

申訴件數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4 7 6

申訴件數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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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園人員多元化組成

2021年度專任教師人數

職級 男 女 總計

教授 900 277 1,177

副教授 321 215 536

助理教授 216 130 346

講師 12 10 22

總計 1,449 632 2,081

2021年度兼任教師人數

職級 男 女 總計

兼任教授 696 146 842

兼任副教授 282 90 372

兼任助理教授 370 158 528

兼任講師 302 193 495

總計 1,650 587 2,237

2021年度學生人數

 男 女 總計

學士班 9,525 7,381 16,906

碩士班 7,460 4,891 12,351

博士班 2,510 1,156 3,666

總計 19,495 13,428 32,923

2021年度學生多元化組成

身份 特殊教育 
（含身心障礙）

原住民 僑生 
（含港澳）

陸生 外籍生 

學士班 197 268 1,292 10 455

碩士班 53 49 315 411 419

博士班 21 11 59 87 321

總人數 271 328 1,666 508 1,195

占比 0.82% 1.00% 5.06% 1.54% 3.63%

2021 
專任教師人數

2,081

2021 
兼任教師人數

2,237

2021 
學生人數

3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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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造健康福祉的校園

（一） 教職員工薪酬福利

臺大教師薪酬均依教師待遇條例、公務人員俸給法

及全國軍公教支給要點等規定辦理；校聘人員則按

本校「校聘人員管理要點」及校聘人員薪級表支給

薪資。現行本校所有專、兼任教職員薪酬標準均已

高於基本工資，如勞動部公告調整基本工資（2020

年為 23,800元、2021年為 24,000元），本校亦配

合調整以保障校內工作人員權益。各項教職員薪酬

福利請詳臺大人事室網站。

臺大為積極延攬並留住頂尖教研人才，除積極擴建

教師宿舍外，特於 2019 年設置「臺大拔萃講座」

與「實務貢獻」特聘教授獎勵，並新增彈性加給名

額 100 名，另提供新進教師創始計畫申請補助，

2021年共計有超過四成教研人員獲得彈性薪資之

獎勵。另為鼓勵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著有績效，

2021年超過五成人員（含職員及校聘人員）支領工

作費或額外薪資。 （二） 教職員工及學生身心健康服務

臺大於 2021年初開始推動「臺大教職員工全人關

懷服務方案」，安排多元諮詢、講座課程、體驗活

動、健康檢查等多樣化服務，以維護教職員工的健

康。其中，健康檢查項目獲得好心肝基金會的支

持，展開為期四年、每年 2,000萬元的「好心肝基

金會愛心回饋臺大教職員健檢專案」，免費提供臺

大教職員全方位的健檢服務。

此外，為讓關懷學生的網絡更為緊密，除了透過保

健中心及學生心理輔導中心提供校園健康促進與醫

療保健服務，本校進一步擴充專業心輔人力，包括

增設新單位─學輔中心、設置院學輔專員、鼓勵系

所增設關懷導師、設立國際生第二導師等，藉此支

持並協助所有同學健全成長。

 臺大辦理「臺大教職員工全人關懷服務方案」年終成果分享會，透過升級的服務增進教職員工之幸福感

臺大拔萃講座 實務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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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辦理鐵馬週 促進校園安全

臺大機械系師生與學務處合作，每年辦理

鐵馬週自行車健檢活動，在教授與工廠師

傅的指導下，協助進行自行車檢修、維修

以及保養，透過此活動，不僅促進自行車

騎乘安全，也讓參與學生累積實作經驗，

收穫滿滿。

（三） 職業安全與衛生

臺大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秉持珍惜生命之精神，負責

推動落實校園環境職業安全衛生工作，遵循環保安全衛生法令

規定並提供環安衛教育訓練，致力保護環境與人員健康安全。

另為強化校園安全之維護，本校設有駐警隊與校園安全中心，

負責處理學生意外事件、安全教育宣導及各項輔導防制工作。

災害事件相關統計   單位：件

年度 2019 2020 2021
失能傷害及職業病發生件數 1 3 6 1

校園災害事件數 2 26 21 21

註 1：  資料統計範圍為教職員工；職業災害失能給付之申請案，由當事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含醫療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並填具本校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醫療及給付申請表，
由用人單位確認實屬職災，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人事室辦理用印及寄送勞工保險局
審核查，依該局審核結果認定之。

註 2： 資料統計範圍為教職員工及學生。

  值班同學兩兩一組，仔細檢查自行車車況並提供維
修服務

 鐵馬週不僅促進校園安全、減少自行車事故發生，所有參與學生也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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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貧窮

開發自動病例系統 助肯亞防制沙蚤     1.4   1.5   3.3  

臺大電機系李建模教授於 2021年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帶領學生參與舊鞋救命協會

的志工服務。在服務過程中，得知該協會過去在非洲肯亞針對沙蚤感染的醫療，

都是先用紙筆在現場記錄，回到辦公室後再手動輸入並整理，曠日費時又耗費人

力。李教授與幾位學生組成團隊，在與協會洽談需求後，便著手進行系統開發，

歷經好幾個月的討論、多次的調整與修正後，終於完成了病例輸入系統，並於

2021年夏天正式投入舊鞋救命協會非洲肯亞的服務現場。此系統可以減少過去需

要大量文書處理作業或者照片整理的社工人力，讓有心服務的社工可以有更多時

間到現場走訪需要服務的人，也希冀這些資料將來能夠幫助公衛及醫療專家，為

預防或者治療沙蚤問題提出更好的解方。
 自動沙蚤病例系統

自動沙蚤病例系
統應用於肯亞當
地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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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貧窮 為世界種植教育       1.5 

臺大經濟系林明仁教授協助「遠山呼喚」團隊（創

辦人為本校經濟系系友），進行「教育種植計劃」，

協助尼泊爾貧窮地區人民翻轉教育環境，建立當地

人自主經營的教育發展計畫，賦予弱勢族群改變貧

窮的能力。遠山呼喚創辦於 2015 年，當時尼泊爾

發生規模 7.8 的大地震，許多國際組織選擇離開，

創辦人林子鈞、蔡宛庭卻留在災區深耕，持續協助

貧童重返校園，希望透過建立平等發展的組織架

構，開啟跨國界的教育系統，創造永續的教育。「教

育種植計劃」啟動至今，已協助兩個地區、14所學

校、6,000 位孩童獲得穩定教育，更讓服務地區的

輟學率從 42％下降至 2％，並成功創造 98％的升學

率，希望讓更多資源匱乏的國家，能因教育扭轉人

生際遇。

「遠山呼喚」團隊自 2017年啟動「教育種植計劃」

以學術著作喚醒社會對無家者的  1.4  
理解與關懷

臺大社會系黃克先副教授於 2021年出版專書《危

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將其於

2016年開始，在艋舺公園從事的民族誌為素材、從

連帶分析的角度切入，呈現無家者在工作、休閒、

親密關係、社交上，如何運用豐富且多樣的連帶，

滿足精神與物質上的需求。書中呈現無家者的生命

歷程與社會生活實況，更交織了一位研究者的反身

性思考，除了描繪無家者的社會世界，也點出善意

提供協助的一方應有的反思，同時試圖提出面對臺

灣無家可居問題的政策建議與行動方案，期盼讓社

會大眾對無家者能有更多理解與關懷。

2015

尼泊爾發生 
大地震

深入震央， 
發起急難救助

2016

資助計劃 
成立 

帶領失學孩童 
重返學校

2017

教育種植 
計劃啟動

走進在地， 
扭轉教育環境

2018

在地 NGO 
正式立案

成立屬於在地的

NGO組織

2019 

拓點至吉里鎮 
校車計劃開跑

開拓一條平安 
的上學路

2020

發起疫情 
學習計畫 

疫情期間， 
教育從未中斷

2021

設立社區圖書 
學習中心

建置在地的 
學習中心

社會系黃克先副
教授出版專書
《危殆生活：無
家者的社會世界
與幫助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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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償授權長程貯運技術     2.3    2.a  
協助國產鳳梨釋迦拓展外銷市場

鳳梨釋迦為我國外銷水果產值第二名品項，每年可達 13億

元。不過，因鳳梨釋迦為低溫敏感性水果，易有寒害，故

遠距外銷時如何保持新鮮，將攸關海外市場的廣度與接受

度。為此，本校園藝系吳俊達副教授帶領跨領域團隊，在

科技部智慧農業計畫的支持下，研發出「鳳梨釋迦長程貯

運技術」，讓鳳梨釋迦鮮果運輸期從 10天延長為 4周，並

已有運送至加拿大、馬來西亞及中東等成功經驗。透過這

項技術，能使鳳梨釋迦以運費相對低廉的海運方式送抵目

標市場，並確保其櫥架壽命達 5至 7日。本校已將這項長

程貯運技術無償授權給農委會，希能大幅增加鳳梨釋迦的

行銷量能，利於拓展遠距市場。

 消除飢餓

鳳梨釋迦鮮果運輸期從 

10天延長為4周 

成功送至加拿大、馬來西亞及中東

吳俊達副教授解
說鳳梨釋迦長程
貯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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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小米「回家」 臺大協助復育原住民部落小米品系    2.3   2.5   11.4 

小米對布農族來說不僅是賴以維生的作物，更孕育

了當地特有的耕作方式與歲時祭儀文化，然因日治

時期理蕃政策與現代經濟農業等影響，導致小米栽

培已逐漸式微、失傳。臺大實驗林共榮計畫以復

育南投縣信義鄉布農族小米品系作為研究主題，

與當地族語專家、耆老及教師們一起合作，透過

訪談瞭解地方品系的使用脈絡及文化意涵，於臺

大農場與實驗林先行復育試種。在繁殖足量種子

後，臺大小米復育團隊於 2021 年 12 月 23 日將

28種源自信義鄉的小米品系贈予久美國小，久美

國小將根據小米的生長時序規劃課程內容，成為

推廣部落文化的基地。

臺大山地實驗農場推廣食農教育  

臺大山地實驗農場位於南投縣仁愛鄉，為傳達環境

倫理及友善農業概念，農場以食農教育為主題，到

仁愛鄉國小進行推廣活動，帶領學童認識常見的四

季蔬果與產季、觀察作物型態與田間生態，更安排

「食物旅程」，啟發學童的學習興趣，以及對永續環

境的關注與行動。

 透過模擬買菜的過程了解不同的事件狀況對於物價及碳排的影響

  本校團隊訪談部落人士，採集信義鄉小米品系相關原住民族知識    本校小米復育團隊贈予 28種信義鄉小米品系給久美國小    幼幼班學童透過扮演各種蔬菜，了解常吃的蔬菜種類、特色及
產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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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健康與福祉

臺大醫院設置新冠疫苗接種站 提升施打率促進全民健康福祉   3.3   3.8 

2021 年 5 月 國 內 疫 情 緊

繃，配合政府新冠疫苗施打

政策，臺大醫院在國際會議

中心及醫學院體育館建置了

全民疫苗接種場館。場館規

劃發揮了不少巧思，包括七

色彩虹動線指引、孕婦特別

門診、打卡立牌、衛教影

片、紀念貼紙等。

活潑輕鬆的氛圍頗受民眾好評，紀念貼紙的可愛設計甚至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

而清楚的門診分類與標準嚴謹的流程，更成為國內疫苗接種之標竿。

 臺大醫院設計可愛的新冠疫苗施打紀念貼紙

44 2021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附錄關於臺大 臺大永續藍圖 校園永續力 社會影響力

2021年 6月 15日至 2022年 2月 18日期間， 

臺大醫院疫苗接種團隊施打超過35萬人次，成功提高臺灣的疫苗覆蓋率
臺大醫院七色彩
虹動線協助施打
上千長者，單日
接種量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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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溝通取代強制與標籤化─      3.3   3.8   10.3  
新冠疫苗民眾決策態度之快速質性研究調查

面對新冠疫情之持續影響，本校公衛學院官晨怡助理教授帶領團隊完成國內首份

針對新冠疫苗之「疫苗猶豫」的快速質性研究（Rapid Qualitative Research）

調查報告，透過訪談焦點團體，深入了解民眾對於接種新冠疫苗之疑慮，發掘背

後的複雜考量，並對風險溝通、提高疫苗信任度提出實務建議。此調查結果有助

於政府有效回應民眾的疫苗猶豫，包括針對「不良事件」與「突破性感染」等影

響民眾決策之核心議題提供充足資訊與完整連貫的說明，並以友善易懂的語言轉

譯，讓民眾理解，進而建立長期信心。更重要的是，以溝通來取代強制與標籤化

未接種民眾，避免深化對立，亦能在社區當中經營合作關係（如病友團體、另類

療法使用社群），協力建立民眾對疫苗與疫苗政策的信任。

  本校公衛學院於 2021年 10月發布
臺灣新冠疫苗民眾決策態度之快速
質性研究調查報告

國際四校聯合改善學生心理健康      3.4  
提升疫情影響下的幸福感

自從全球新冠疫情爆發後，各校紛紛啟動遠距教學，然而隨著人際互動的減少，

易衍生出學生缺乏學習動力、學校心理諮商難以有效進行等問題。臺大公衛學院

張書森教授、心理系周泰立教授與陳淑惠教授於 2021年參與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學生與青年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主持的跨國研究計畫，攜手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及澳

洲雪梨大學，共同探討在疫情影響之下的心理健康相關議題，特別是對學生心理

健康的影響及情緒調適。透過跨國師生團隊的合作與交流，期能深入瞭解不同文

化下學生應對情緒調適及人際關係變化的差異性，幫助各國學生在疫情影響下提

升幸福感。

臺灣大學 
公衛學院

澳洲 
雪梨大學

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

英國 
倫敦國王學院



臺大領導學程學生號召大學志工      4.1   4.5   4.c   
為國際難民兒童提供線上英語教學

後疫情時代，臺灣青年運用數位專長鏈

結國際，本校政治系王譽蓁與夥伴創立

「Refugee Network Taiwan」組織，透過

在臺灣及國際教師的招募與培育，為敘利

亞難民兒童提供線上英語教學，改善這

些孩子們因國家社會動亂無法正常上學的

困境，陪伴孩子得到支持，給予他們安定

的力量與光芒。Refugee Network Taiwan除了為難民孩童提供教學外，也與敘利

亞當地的阿勒波大學合作，提供大學生線上英語課程，此課程自 2021年 6月開

始進行，已媒合約 70 位大學生，臺灣有近百位志工申請加入。Refugee Network 

Taiwan期能以實際行動讓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進而翻轉人生，成就夢想。

學習不間斷  臺大進修推廣學院提供優質終身教育平台  4.3   4.4   4.7 

近年來臺大推動符合學習者需求的「未來大學」計畫，進修推廣學院積極橋接臺

大教學資源與繼續教育（Continuous Education）的需求，希望提供在職人士及

社會大眾一個優質終身教育平台，培植跨領域菁英。進修推廣學院自成立以來持

續開辦學分班、研習班、企業委訓課程及碩士在職學位學程，2021年間共開設

222門課程、發放 1,970份推廣教育證明書，涵蓋商管、法律、護理、農業乃至於

品味生活與藝文哲學領域。

 優質教育
 Refugee Network Taiwan線上英語教學課程

Refugee Network 
Taiwan線上課程
志工培訓工作坊

進修推廣學院 2021年間共開設 222門課程、 

發放 1,970份推廣教育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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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ugee Network Taiwan線上英語教學課程

另進修推廣學院也致力於推廣永續概念與知識，於 2020-2021年共開設 154堂永

續相關課程，帶領學生探討法遵、人權、社會責任、食農等相關議題。2021年下

半年更邀請本校永續治理相關領域教授及專家學者，共同規劃 <企業永續發展與

管理研習專班 >課程，於 2021年 12月開始招生。更多臺大推廣教育資訊請詳臺

大進修推廣學院網站。

臺大資管系  助偏鄉學童學習數位時代必備的資訊力     4.1   4.3   4.6 

本校資管系自 2017年起開辦「資訊教育服務學習」課程，每學期由系上師生前往

宜蘭縣冬山鄉順安國中、彰化縣溪州鄉溪陽國中等校，透過舉辦程式設計體驗營

介紹運算思維、程式設計給偏鄉國中小學生。體驗營為期兩天，一方面提供基礎

Python程式設計課程，讓學生認識、體驗、學習程式設計，並瞭解資訊科技的應

用，另一方面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以分組小遊戲培養、深化學童們的運算思維

能力。五年來累積服務 300餘人次，也有學生升學後在高中協助創辦資訊社、加

入高中資訊教育班等。未來將持續深化與偏鄉中小學的合作關係，讓偏鄉學童也

能獲得優質師資與資訊課程，培養面對未來數位時代的關鍵能力。

  本校資管系至宜蘭縣順
安國中舉辦程式設計體
驗營

用簡報教育  為偏鄉學童打開世界的窗櫺

隨著 108課綱強調多元的核心素養，資源匱乏的偏遠地區學校也正因日

益擴大的城鄉教育鴻溝而焦慮不已。其中「溝通互動」的能力差距，更

直接使偏鄉學童在大學申請上處於劣勢。為此，臺大簡報課助教李慈萱

等人，於 2019年自主成立起駛簡報表達教育協會，致力提供臺灣偏遠

地區學校簡報與口語表達課程，並帶領學生進行實作工作坊。課程由臺

大 EMBA校友基金會資助，由團隊成員擔任講師及課程設計者，兩年來

已服務全臺 9縣市、17所學校，累積服務學生數超過 600位，年齡層

橫跨國高中小，為國內罕見提供國高中小學生口語表達教育之組織。

  起駛簡報表達教育協會講師教授國小學
生口語表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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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

臺大開設亞洲高教第一門月經通識課程  吸引近 1,500多人選課  5.1  

2021年 9月臺大開設「月經：理

論、思潮與行動」課程，為亞洲高教

第一門探討月經的通識課程。課程在

醫學系與創新設計學院共同支持之

下，由醫學系黃韻如教授與從事月經

倡議的非營利組織「小紅帽」以及校

內外跨領域師資群合作，從不同角

度解釋或探討女性月經週期現象與

社會文化的連結，課程內容涵蓋性

別平權、月經平權、公民社會、科

學教育、法律規範、經濟發展等面

向。課程開課後獲得廣大回響，除

了學生蜂擁而至、教授積極旁聽外，透過媒體相關報導與訪問，實踐場域也向外

擴展到與公眾輿論對話的範疇。本校開設月經課，不僅是課程設計的創舉、專業

領域的結合、性別議題的深究，更是臺灣消除月經歧視、推動月經平權的新進展。

  臺大開設亞洲高教第一門月經通識課程「月經：
理論、思潮與行動」

修課學生共同觀
察與實作女性衛
生用品

月經通識課程吸引 1,520人選課， 

線上課程影片已累計超過 10,000瀏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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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國際交流活動 鼓勵更多女學生加入科技領域    5.1   5.5 

近年來性別平等在當代議題中日益重要，無論科學研究、藥物研發、工程設

計、環境規劃或科技創新發明，若在科學技術與知識革新的過程中忽略了生理

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分析視角，便會錯失了許多創新的可能。有鑑於此，本校科

學教育發展中心在推動 STEA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教育時，也格外注重性別議題。2021年 11月 12日臺大科教中心

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共同舉辦了一場國際交流活動，邀請金陵女中同學至科教

館現場參觀「設計我們的世界 - 科技性別化創新」特展，並安排新加坡聖安東尼

女校的同學線上參與這場盛會。希望藉由展場中的女性故事、性別化創新思維與

設計挑戰活動以及女科學家前輩的分享，鼓舞更多女高中生往 STEAM領域邁進。

 金陵女中同學與新加坡聖安東尼女校同學線上交流

舉辦性別平等與兵役論壇─不分性別、年齡的國防想像  5.c  

隨著國際間緊繃的關係，越來越多國家投注大筆預算在軍事國防上，而兵役相關

議題，也日益被人們重視。法律學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以及

台灣法學會基礎法學委員會於 2021年 3月 16日舉辦「成為彼此的後盾：不分性

別、年齡的國防想像」專題演講，邀請壯闊台灣聯盟發起人吳怡農擔任主講者，

並邀請法律學者與談討論。演講中探討了諸多議題，如女性是否要服義務役、現

行兵役制度的改善空間、對於女性服兵役的印象等，主講者也以瑞典為例說明全

民防衛並非只是具備軍備武器而已，對內的國防教育宣導同樣重要。透過專家學

者的分享與交流，引導參與者更全面地思考性別平等與國防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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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潔淨水與衛生

臺大團隊研發樹脂縮時膠囊替河川快篩     6.3 

工業、畜牧及生活等廢水，如未經妥善處理、隨便排放，不僅危及環境，更會影

響人體健康。然而廢水偷排因為有著不定時、排放時間短以及無法確定地點等

因素，使得稽查人員採證不易，連續監測的成本又過於高昂，效果有限。為遏止

不肖業者，臺大水工試驗所利用樹脂於水中快速及強大的離子交換能力，研發出

「樹脂縮時膠囊」，只需將膠囊投放水中 7天，膠囊便會留下期間中的重金屬汙染

紀錄，搭配「手持式 XRF元素分析儀」，3分鐘即可完成檢測。除分析快速外，

樹脂膠囊亦具有成本低、易操作、可廣泛布署、長時間連續監測等優點，不僅節

省人力與時間，更提升了採證效率，能夠有效協助各地第一線的水環境巡守隊進

行水質稽查。

「樹脂縮時膠囊」投放水中 7天， 

搭配「手持式 XRF元素分析儀」，3分鐘即可完成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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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運用創新水科技解旱      6.4   6.5 

2021年臺灣西部面臨了大規模乾旱，衝擊民生與產

業，嚴重的程度讓此次乾旱被稱作「百年大旱」。本

校於 2021年 4月 20日舉辦記者會，由工學院水科

技與低碳永續創新研發中心的老師們，針對國內整體

水資源的運用提出建議，並發表相關的水科技關鍵

技術，協助解決水資源匱乏的問題。如：化學工程

學系童國倫教授研發的「薄膜蒸餾技術（Membrane 

Distillation）」，結合太陽能和昆蟲仿生概念，讓薄膜

可長效抗污，產水量能比現在海水淡化技術多 1倍、

耗能降低一半，並節省處理成本；環境工程學研究

所侯嘉洪教授則利用能源儲存裝置的概念，以「電

容去離子（Capacitive Deionization, CDI）」技術產

製再生水，有效解決過去工廠「以電換水」而消耗

大量能源的難題，最多可減少 1/2的用電量；該中心

主任駱尚廉教授亦發表 IoT水環境智慧監測系統，整

合水質水量數據蒐集、監控伺服器、數據分析於同

一設備，有效降低建置成本，並透過連接多系統蒐

集分析達成智慧化管理。希望能透過以上技術，提

升國內水科技產業，協助解決極端氣候導致的水資

源匱乏危機。

臺大水工所辦理  6.6  

「生態水利工程周」活動

傳統水利工程從實用、效率角度出發，然而大量的

混凝土施工卻也犧牲了流域的生態環境。隨著世人

環保意識的抬頭，兼顧安全與自然生態環境需求的

生態工程也應運而生。臺大水工試驗所投入生態水

利工程已 20餘年，研究範疇包括生態工法、人工

濕地、河川環境管理、集水區治理、濕地保育及復

育等，相關研發成果豐碩且已實際應用。然此一新

興領域仍需公私部門持續投入資源，為探討生態水

利未來發展方向，於 2021年 4月中旬舉辦「生態

水利工程周」，除邀請專家學者舉辦趨勢論壇外，

亦辦理「生態水利工程暨水環境大數據研發成果發

表研討會」分享研發成果。期透過活動辦理，推廣

相關研發成果及願景，促進國內生態水利工程的蓬

勃發展及環境永續之目標。

本校環境工程學研究
所侯嘉洪教授團隊研
發電化學水處理機台
「CapPure」，以電容去

離子技術產製再生水

 臺大於 2021年 4月 20日舉辦「臺大人的水科技與社會關懷」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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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細緻精準科學技術 評估都會區再生能源開發潛力    7.2   12.8 

面對我國訂定 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 20％之政策，若要在都會區實現該

目標，太陽能是最易取得且較不具有土地開發衝突的能源自給管道。臺大土木系

韓仁毓教授開發「整合新世代多維度空間資訊於都會區太陽能光電潛力分析」技

術，將實際建物分布、形構的建成環境做為基底，透過日射量與角度計量各屋頂

面各時段所受太陽輻射及陰影遮蔽量，精確計算出各屋頂鋪設太陽能板之發電潛

力。本技術一改以氣象觀測站數據直接進行開發潛力評估之傳統作法，透過科學

化與在地化的數據，以更具鑑別度的評估方式協助民眾判斷裝設太陽能板之可行

性與效益，降低資訊落差，共同推動再生能源在地化。

 高細緻的 3D建築物與地形模型

 精準的太陽能輻射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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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水力發電設計比賽  推廣小水力綠能發展      

臺大水工試驗所長期與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合作，結合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媽

媽監督核電廠聯盟、花蓮縣初英山

文化產業交流協會、花蓮環境保護

聯盟，共同辦理全國高中職大專小

水力 1發電設計比賽，推廣綠色能

源。每年與全臺高中職及大專生們

共同走入花蓮南華社區，在初英山

木瓜溪沁涼的溪水下，進行激烈的綠能

賽事，至 2021年已邁入第五屆，也在學校師生

中建立起口碑，同學們每年都競相報名組隊參加。2021

年開幕式上，蔡英文總統特地錄製開幕致詞影片，肯定本校水工試驗所的專業及主辦單位的熱情，讓校

園內的綠能人才，能在農村裡實踐小水力的知識與專業，並進一步帶動地方創生。

臺大新創團隊   7.2   7.3   
用 AI讓光電供電更穩定

近年來臺灣的能源需求攀升，開發綠能已成為政府

與企業重視的目標。重點發展綠能─太陽能多建置

在生活周遭，利用併網方式接入既有電網，但此種

模式易造成電網電壓急遽上升，且供電來源分散，

資訊無法掌控。本校資訊工程系徐宏民教授率領新

創團隊「慧景科技 thingnario」，將資通訊技術導入

電力管理模式，透過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架構

優化太陽能發電效率，並藉由連網與智慧化功能，

讓管理者能在終端設備遠端掌控各發電所的狀態，

讓供電品質更加穩定，成為臺灣市占率最高的能源

監控系統，成績斐然。

 臺大與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合作辦理 2021年全國高中職大專小水力發電設計比賽

註 1： 小水力係指利用圳路或其他水利設施，設置未達二萬瓩之水力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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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臺大設立重點科技研究學院  為國家培育重點科技人才  8.2   8.3   9.5 

國際半導體領域競爭激烈，加上科技與市場需求日新月異，產業供應鏈面臨轉變

與挑戰。2021年 5月，政府通過《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

鼓勵產學合作成立「研究學院」，希望藉此提升我國研發水準並培育科技人才。為

此臺大於 2021年設立「重點科技研究學院」，連結高教與高科技產業，更獲得台

積電、力積電、聯發科技及鈺創科技等企業的資金與人員資源挹注，配合校內電

資學院、工學院、理學院的堅強師資支持，期讓該院畢業生具備前瞻技術能力與

堅強的國際競爭實力。目前學院已設立「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元件材料與

異質整合」、「奈米工程與科學」等三個半導體相關領域的碩士學位學程與博士學

位學程，未來也將根據國家重點發展方向規劃學院課程，持續為國家培育人才。

本校重點科技研
究學院於 2021
年 12月 24日舉
行揭牌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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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心受限者變身藝術創作者  讓公益融入生活    

臺大管理學院開辦創業創新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iMBA），以「創業」和「創新」為核心，培育具備

變革行動力的未來管理菁英，協助團隊、組織、產業和社會發揮正面的社會影響力。EiMBA學生

葉文宏於 2016年成立社會企業「點點善」，串連消費者、企業與弱勢群體，有效的提供弱勢族

群進入市場就業機制；另也持續進行共創與陪伴活動計畫，協助心智受限者進行藝術創作，

除開發生活文創商品外，更推廣至捷運出口、飯店等商用空間及公共平台，不只讓公益融

入生活，更成功創造產品商機與經濟價值，打造出善的循環，期能讓弱勢不再存在。

 商用空間藝文作品 城市悠遊公共空間創作

臺大教授參與「最有感的司改」 　提高勞動調解成立率    8.8   10.4 

本校法律系沈冠伶特聘教授參與勞動事件法之立法工作，擔任司法

院「勞動訴訟程序特別法草案制訂委員會」委員，將個人研究成果

立法化，並負責草擬勞動調解制度。勞動事件法立法通過後，亦協

助勞動部前往各地工會（如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基隆市

職業總工會、台塑關係企業工會全國聯合會等）講授勞動事件法如

何適用。勞動事件法被勞工團體譽為「最有感的司法改革」，不僅強

化勞工在民事紛爭處理程序之地位及權益，並減輕勞工提起訴訟時

面臨的金錢與時間成本。根據 2021年司法院統計資料，實施二年之

新法有效降低提告障礙，勞動調解成立率大幅提升至六成，勞動訴

訟事件終結天數也遠低於一般民事訴訟，其中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

之暫時狀態處分制度，使得勞工在勞資糾紛爭議期間，也能繼續工

作，維持其職業技能與收入來源，保障其人格權及生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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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創新與基礎建設

臺大新創公司 Pulxion開發腦中風快篩影像技術    3.4   3.8   9.b    
實現「個人化行動醫院」理想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全球每年約有 1,770萬人因心血管疾病而喪生，其中腦

中風為主因之一，預估 2023年全球腦中風相關支出高達 367億美元。目前診斷

腦中風技術包括MRA、CT、頸動脈超音波，均為大型昂貴設備，且需要專業醫

事人員操作與判讀。本校機械系蕭浩明教授團隊成功開發全球首創「腦中風快

篩」影像技術，成立新創公司 Pulxion，讓民眾可隨時隨地進行居家檢測，及早發

現腦中風可能性，安排進一步的診斷與治療。在科技部的支持下，Pulxion迄今已

獲得許多獎項肯定，包括三屆國家新創獎、未來科技獎、X-Pitch全球簡報大賽冠

軍、臺灣十大新創公司等榮譽。本技術可望造福普羅大眾，目前已與健檢中心、

藥局、診所合作，以服務社區民眾為目標，推廣技術深入每戶家庭，實現「個人

化行動醫院」理想。

Pulxion於 2020
年榮獲第十七屆
國家新創獎，更
從 與 賽 268 支
參賽隊伍中脫穎
而出，成為 Top 
6團隊為國內外
創投界進行簡報

 應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之邀，連續三年參與「世界中風日」活動，為民眾進行快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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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打造全臺首座 ESG教室   

使用科技輔助教學已是現今教育趨勢，本校管理學院為營造多元互動教

學研究環境，於 2021年規劃建置數位未來教室。在冠德建設熱忱資助

下，促成管院一號館 204未來教室捐贈案並於 2022年初正式啟用，由

冠德建設與小智研發設計打造的全臺首座「ESG未來教室」，天花板與

牆面部分，使用了回收建築鋁料再製而成的模組化醫療級回收鋁板以及

PET回收寶特瓶再生製成的麻纖吸音熱壓板；造型牆則使用回收聚丙烯

（PP）便當盒與寶特瓶蓋製造成的 PP再製磚牆，比一般傳統教室裝修降

低 20%以上之碳排量，可多種 107棵樹。同時，因應疫情衝擊設置紫外

線消毒燈，教學觸控螢幕則有奈米銀離子抗菌塗層，鋁板牆面也加上醫

療級抗菌系統，將防疫抗疫、環境永續、數位智慧、循環經濟等概念融

合，採用無毒、無害、無 VOC（甲醛有毒物）的環保建材，導入低碳設

計並推動校園節能減碳。

華碩臺大聯合研發中心 推進臺灣科技發展     9.2   9.5   9.b 

本校電資學院與華碩電腦於 2021年攜手成立「華碩臺大聯合研發中心」，聚焦

先進電磁、下世代電腦、智慧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等領域，藉由串聯產學資源，

將臺大的研發量能與華碩電腦跨部門研發資源相互整合，共創研發新局，推進

國際科技發展。 

該中心致力深耕前瞻關鍵技術、培育高階研發人才、促進技術交流擴散，並以

「亞洲第一，世界頂尖」的產學研發中心為目標。短時間內，中心已有 13件研究計

畫獲得華碩支持，啟動產學合作計畫，其中 7件更獲得科技部「前瞻技術產學合

作計畫」的多年期計畫支持。期盼透過產、官、學三方合作交流，加強臺灣科學

研究、提升科技能力，並藉由學界前瞻技術研究，帶領臺灣科技發展。

  ESG未來教室採用再生
建材推動校園節能減碳

 本校與華碩電腦於 2021年 12月 20日舉辦「華碩臺大聯合研發中心」揭牌儀式

華碩臺大聯合研發中心 

13件研究計畫獲得華碩支持， 

7件獲得科技部「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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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不平等

推動身心障礙者之支持性決策制度   10.2   10.3  

我國批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後，有義務確保身心障礙者完

整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其中第十二條「在法律

之前獲得平等承認 」強調身心障礙者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與決定權利。本校法律學院黃詩淳教授於 2021年擔任法官

學院講座，特別針對第十二條進行講授，提升我國法官對身

心障礙者法律權益之了解。此外，也與德國科隆應用技術大

學教授合作，開設跨國、跨領域之課程「身心障礙者的法律

能力與決策跨領域專題」，聚焦於身心障礙者的法律能力及

決策問題，從法學與心理學的面向探討如何落實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強調的「支持性決策」。
修課學生組成跨
國團隊進行小組
報告

58 2021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關於臺大 臺大永續藍圖 校園永續力 社會影響力 附錄



社會設計跨域專長實踐成果─隱性特殊需求資源指南     

臺大社會系石玉華教授開設「社會設計專案實

作」課程，與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

輔以臺北市教育局的協助，和修課學生一同探索

「隱性特殊需求學生在校園生活與他們的親師互

動上常見的問題與挑戰」。學生們從查找資料、

同理現象，研發方案，進行測試等等歷程，最後

取得共識，在有限的時間下聚焦，優先回應「讓

家長了解可近用資源」的需求，並於 2021年暑

假製作完成隱性障礙 1生家長專屬的「隱性特殊

需求資源指南」。

資源指南內容包括隱性特殊需求特質初估圖，讓在

初期觀察疑似隱障生的家長能初步評估孩子的狀

況，並整合特教、學校輔導以及社福體系的正式

資源，協助家長了解和掌握相關資訊。更特別的

是，資源指南整合家長團體等非官方的資源，讓

家長可以跟有相似經歷的「過來人」交流，

不只能夠接近官方或社福團體資源，更

有心理上的支持與陪伴。期盼未來

持續透過實作課程回應社會需

求，也能引發更多人關注

相關議題。

國小學童隱性特
殊需求資源指南

註 1：  隱性障礙係指外表與一般人無異的障礙者，如輕度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輕度智能不足
或妥瑞氏症等。

亞洲移民工作坊    10.2   10.3   10.7  
聚集四國學者交流 共同探討國際遷移議題

臺大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與首爾大學亞洲研究

中心於 2021年 7月共同舉辦線上「亞洲移民工作

坊」，邀集臺灣、南韓、日本、新加坡四地的學者

交流亞洲國際遷移的學術發展。主題包含婚姻移

民、移民工作者及 COVID-19對遷移現象帶來的

影響。在婚姻移民的議題，學者分別從政策、發

展、旅遊凝視、勞動市場等角度探討婚姻移民的

經驗；在因為工作而遷移的移工方面，則比較了

臺灣與日本對於照護移工的技術體制。此次工作

坊不僅聚焦因不同原因遷移的移民主體經驗、生

命軌跡與社會網絡，也批判性地檢視移民母國與

移入國的政策體制，更因應時局討論 COVID-19

對移民的影響，豐富地呈現了亞洲遷移研究的重

要趨勢與理論議題。

  同學在疫情之下仍在線上相聚，與合作 NGO討論並緊
盯專案進度

  「社會設計專案實作」師生團隊製作「國小學童隱性特
殊需求資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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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城市與社區

水圳風華再現 臺大與北市府合作友善人行空間    11.2   11.3   11.7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一側的道路上，在日治時期道路中央原設有排水渠

道，後渠道於 1973年加蓋，逐漸轉為今日埋設於新生南路地下的水泥箱涵。臺北

市政府與臺大合作啟動新生南路三段水圳意象重現計畫，由本校提供校地並打開

校園圍牆，打造以水圳為主軸的都會親水環境。工程於 2021年 6月完工以來，

常常可見行人佇足在這段水圳景觀拍照與欣賞，也可見赤腹松鼠、黑冠麻鷺等常

見的動物穿梭其中，儼然成為公館區域的新地標。

工程從臺大校門口至辛亥路 1段新體育館側，採用綠色永續的方式，將過去校園

內的機車及腳踏車停車場改造成供行人使用的開放空間。除了人行道用透水鋪面

外，並新植大量的灌木及地被植物，以農作水路為意象基礎，打造一條具有滯洪

功能的景觀水道，形塑人、空間、生活的新關係。新生南路三段水圳意象重現工

程完工後，串連校內外開放綠帶，整體視野開闊明亮，並提供予民眾、校內師生

等深具歷史、生態教育意義的休憩場域。

臺大與北市府共
同打造安全使用
的步行空間，同
時創造以水圳為
主軸的都會親水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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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系學生於水源校區進行田野工作

發揮學術專業 保存臺灣珍貴的史前文化資產  11.4 

臺灣為南島民族的發源地之一，全臺也遍佈數千史前時代的

遺址，考古的發掘、分析研究、遺址保存管理、到史前文物

的典藏維護等工作，對於重現亞太區域史前人類的遷徙互動

與文化社會發展扮演關鍵角色。本校文學院人類學系考古學

教師 2021年參與 7件中央與地方考古遺址調查管理研究計

畫。當部分遺址面臨公共工程與開發壓力下可能帶來的破

壞，本校教師發揮學術專業，致力保存臺灣珍貴的史前文化

資產。如：江芝華教授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分析宜蘭縣國

定丸山考古遺址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器殘留物，不只可瞭解丸

山人陶器的功能，更有助於進一步探討該區域史前人群對植

物資源的運用與經濟歷時的變遷與傳承，亦能利用此機會培

育維護南島與臺灣史前文化資產所需的新一代人才。

以人文軟實力促進大型建設所需的社會溝通與參與   11.3   11.a 

過去 30年在雲林海岸進行的大型基礎設施，包括六輕工業區、麥寮工業港、臺灣 -

澎湖 161KV海底電纜線路工程，與正在施工的離岸風力發電場，這些重大建設改

變了潮間帶與海岸的地景；在社會層面因為基礎設施的興建或營運而造成的爭議事

件，影響當地漁村生計；在心理層面上歷年各種基礎設施引發的期待、失望、與被

忽視的混雜感受，讓居民對新的大型開發案戒慎恐懼。文學院人類學系呂欣怡副教

授執行科技部「基礎設施與邊緣性的交纏：雲林海岸建設的生活世界」計畫，以環

境人類學觀點探討該區域的基礎設施與社會性，政治經濟力量與在地社會文化的交

涉，提出唯有充分了解過往基礎設施造成的缺憾，才能從中反思綠能建設如何成為

真正的「革命式的基礎設施」，避免重蹈過去工業開發主義的覆轍。  「國家考古遺址出土遺物典藏計畫」對典藏文物的登錄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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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臺大．遠見 ESG企業永續領袖講堂      4.7   12.6   13.3  
帶領臺灣企業落實永續治理

臺大管理學院高階管理教育發展中心（SEED）是協助臺灣領導人接軌全球趨勢

的優質學習平台。近年來，全球 ESG浪潮方興未艾，為協助企業領導人迎接全球

淨零挑戰，提升 ESG綠色治理、創新轉型、產業永續的視野與素養，2021年 11

月，SEED偕同《遠見雜誌》首創「臺大．遠見 ESG企業永續領袖講堂」，吸引

超過 15家上市櫃公司、多達 50位中高階管理階層及企業主等報名參與。

課程聚焦 E（環境）、S（社會責任）、G（綠色治理）三大面向，由本校跨院所

教授偕同企業領袖等近 20位師資共同授課，透過四天的系統性課程設計，並以

「一日一焦點，連結產學雙領域」模式，解構 ESG短中長期轉型升級策略，協助

學員建立國際規格的 ESG願景，進而幫助臺灣企業掌握永續之道。

政治系林子倫副教授
於 ESG永續領袖
講堂上分享參與

COP26之最
新消息

採茶工班人工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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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領農學市集 推廣永續農業理念    

藍領代表勞工，白領代表非體力勞動者，而綠領則代表與農業及

生態環境相關的工作者，因此綠領的綠色不只代表著農業，也是

環保與環境永續的顏色象徵。

臺大生農學院學生會以「綠領」為名，自 2014年起舉辦農學市

集，邀請各地農友、友善加工、環境工作者、 NGO 單位與校內

環保性社團共襄盛舉。有別於常設性的小農市集多以商業目的為

導向，綠領農學市集是以教育目的為主，期許透過近距離與農友

們的互動，讓民眾能了解臺灣的農業環境與友善農業發展，共同

為永續農業努力。

2021年市集共設立 89個攤位，除了二手市集、食農教育闖關、手作 DIY等活動外，也與臺大農場合作

推出農場種植體驗活動，讓參與民眾親手在試驗田中栽種番薯、手工番薯圓教學製作，或利用廢棄寶特

瓶製作出寶特瓶盆栽。為避免市集活動受疫情影響，更於 2022年籌劃線上版的綠領市集，不僅透過社

群平台推出系列演講，更採用線上展覽的方式推廣臺灣優質小農及商品，讓民眾隨時隨地都能走進綠領

市集！

促進茶園的生態功能性與永續利用  12.2 

茶葉生產是臺灣的特色產業，具有悠久的歷史與重

要的經濟價值，然而近年來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日益

關心，國際間亦對自然資源永續利用越加重視，為

幫助我國茶產業的轉型，本校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

研究所和茶農合作，藉由基礎生態學研究，找出能

維護茶園生物多樣性，又可提升茶葉口感的耕作方

式，為茶葉生產加入環境友善及永續利用的元素，

共創茶農與自然生態雙贏成果。

  綠領農學市集與臺大根與芽社合作，
於 2021年綠領週期間推出小農餐盒

  第八屆（2022年）綠領農學 
市集採用線上展覽方式

 友善耕作的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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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行動

臺灣地震模型計畫 打造抗災韌性國家     11.5   13.1 

臺灣位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地震頻仍。如能知道哪些斷層有較高

機率發生地震，便能針對這些斷層加強監測，或是進行模擬，了解發生地震時可

能產生的災害規模，事先進行防範，就有機會降低受災人數與經濟損失。為此，

臺大與中央大學、成功大學等團隊攜手合作，整合地震科學與地震工程領域，調

查活動斷層，探討地震活動機率及評估各地區地震災害風險，建立臺灣地震模型

（Taiwan Earthquake Model, TEM），希望能像天氣預報的降雨機率一樣，量化地

震發生機率，提供給政府主管機關作參考，除作為安全評估的資訊（例如核電廠

或校舍的場址選擇）或建築耐震度的參考，亦能根據不同地區的災害風險分配資

源，強化國家抵禦災害的能力。

臺大系統舒適度 +團隊與社區共同打造健康參拜環境   13.3 

廟宇常作為地方居民信仰與交流的中心，然而參拜燒香產生的 PM2.5卻有可

能危害到民眾的健康。臺大系統舒適度 +團隊致力建構具有在地視野的氣候行

動，2021年與鶯歌的建國里辦公室合作，在社區內的土地公廟架設感測器，以  臺灣地震模型計畫成果之臺灣未來地震地表加速度機率圖

建國里土地公廟
環境監測即時儀
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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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傳統祭祀中的燒香

與金紙對於空氣品質的

實質影響，同時也嘗試

將廟宇的感測數據與周

邊的環境數據作對比，

而在分析資料後發現，

民眾在廟宇參拜的過程

中，的確有可能因為暴

露在高濃度的 PM2.5

而產生健康上的疑慮。

團隊除了持續監測廟宇

中的空氣品質，也開始與里長合作建置客製化儀表板，希望以感測數據協助里

長、廟方與民眾的健康風險進行溝通，並討論後續可能的改善策略，打造一個

健康友善的參拜環境。

以人文視野橋接全球與在地氣候治理     13.3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與人類學系於 2021年 5月 31日辦理尖端講座「從全

球暖化到新冰河期？氣候、調適與過去案例」學術演講 （From Global Warming 

into a New Ice Age? Climate, Adaptation and Examples from the Past），由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理事會主席 Luiz Oosterbeek教授擔任講

者，闡釋在全球暖化的脈絡下，人文學科領域在氣候與環境變遷議題當中能夠

扮演的角色。Oosterbeek教授認為各方因應暖化的措施多半著重全球氣候以及

鞏固既有的經濟系統與秩序，過於注重短期效益而未能顧及長期目標，並忽略

地方環境對於基本生存條件的需求。人文學科能夠發揮關鍵的橋接作用，協調

各領域的矛盾、銜接在地與全球目標、培養長程策略視野，以實現因應當下需

要的、跨越政治地理與種族隔閡的全新現代性，整合出創新、與時俱進的全球

氣候環境調適策略。

亞洲唯一氣候行動博覽會開幕 臺灣大學不缺席     

臺大於 2021年 12月 3日至 5日參加 2021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此為全

臺唯一，也是亞洲首個以氣候行動為主題的博覽會。會場上介紹本校如何

從高教視角出發，運用學研資源，規劃永續校園治理的策略與架構，並展

示本校現正推展的環境永續及社會影響力案例。展位設計為顧及碳足跡並

減少設展時產生的一次性廢棄物，以國產材柳杉、符合循環經濟概念的燈

具和具耐用性之紙質／布質，打造出可重複使用之展具，達到零浪費的目

標；現場並設有遊戲互動裝置「永續治理彈珠檯」，開放民眾體驗。民眾

需將資源球正確地放進對應的槽中，才代表資源有被正確地保留與利用，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讓民眾了解，資源的運用與環境的保護，需要有意識地

觀察、思考、分析，進而身體力行，才能留給後代富足和諧的生活。

 建國里土地公廟環境監測即時儀表板

  臺大參加 2021臺灣氣候行動博覽會

65 2021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附錄關於臺大 臺大永續藍圖 校園永續力 社會影響力



  水下生命

從大洋洄游魚類探研全球海洋汞之污染和循環    3.9   14.1   14.2 

臺灣四面環海，海洋生物資源豐富，然而高經濟價值的大洋洄游魚類現今卻面臨多種挑

戰，如過度捕撈、瀕臨枯竭、海洋污染及其體內常含高量污染物如汞等，甚為人們所關

注。故此，臺大海洋研究所曾鈞懋、蕭仁傑教授與國際合作夥伴共組研究團隊（以下簡稱

汞團隊），研發一套評量海域污染的指標方法，探研全球海洋汞的污染及循環。

汞團隊以藍鰭金槍魚（Bluefin Tuna），又稱黑鮪魚，作為此研究的環境指標生物。黑鮪是

頂級捕食和長壽的遠洋迴游魚類，其長時於各大洋廣泛遷徙及覓食，故體中汞的來源，可

推斷是來自於生活迴游的海域。同時，團隊發現黑鮪魚體中積聚相當量的汞污染物—甲

基汞（MeHg），其濃度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基此，汞團隊遂建立一套全新衡量汞污

染及食物傳輸之標準方法「魚汞累積速率」，其定義為單位年齡之魚汞濃度的變化量，作

為全球污染指標，其可揭示全球海洋汞污染和生物利用性的時空變異。研究成果於 2021

年 9月刊登於知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PNA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預期將對全球海洋汞污染演變及模式驗證，有莫大的提升，並能引領海洋魚 -

汞與環境污染研究的新方向；同時，對於漁業管理和人類食安亦提供重要的資訊。

  黑鮪魚在海洋中捕食，藉著吃（亦即食物
傳輸），其體內會逐漸累積汞；積累的汞含
量，也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

  黑鮪魚的汞積累速率反映了海水中甲基汞的污染狀況，海
洋中甲基汞的來源可能為自然和人為排放或透過全球海洋
環流進入到各海洋盆地（MeHg：甲基汞；MARS：黑鮪魚
汞累積速率；AD：大氣沉降；GE：海洋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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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測海洋垃圾開始緩減海洋汙染  14.1   14.2  

根據聯合國海洋環境保護科學問題聯合專家組（GESAMP）

調查，陸地污染源占世界海洋污染的 80%，其中又以塑膠

垃圾為大宗，大量的塑膠垃圾被丟進海洋，對生物、漁業等

造成嚴重影響，最終影響食物鏈。因此，暸解、觀測、模擬

海域海漂垃圾，特別是塑膠物的來源以及造成海漂物聚集的

物理條件，是提供塑膠物治理與永續海洋重要的科學依據。

本校漁業科學研究所柯佳吟副教授研究團隊以生態系統作為

管理基礎之構想，近期希望先以臺灣 0~3海浬的周邊海域

出發進行調查，瞭解臺灣沿近岸環境，進而擴展至 12海浬

海洋友善區，透過科學研究釐清塑膠微粒於區域性的海域分

布，期能找出緩減海洋生態污染之方法。

長達 5年的水下研究   14.2  
以生物聲學評估氣候變化對海洋物種之影響

本校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陳琪芳特聘教授的研

究團隊，藉由分析海洋聲景的時空特性，擷取許多

關鍵資訊，用以探討魚類及其他物種的多樣性、分

佈趨勢和行為模式。團隊在苗栗和彰化離岸風場鄰

近海域部署水下被動聲學設備，運用長達 5年的

水下錄音資料，分析週期性的魚類鳴唱模式。調查

結果顯示週期性的魚類合唱模式，在夏季達到高

峰，在冬季約 2個月內幾乎完全保持沉默；合唱

模式亦會受到非生物參數的影響，包括溫度、潮汐

和月相，報告也指出因極端海氣象事件而導致合唱

停止的現象。本研究所探討的長期魚類合唱模式，

提供了重要的環境基線數據，可供了解魚類物種受

人為因素、氣候變化和海氣象驅動的極端／突發

事件的影響。研究成果於 2021年 2月發表於《生

態指標》（Ecological Indicators, Ecol. Indic.）期

刊，並在 4月份《自然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 Nat Clim Chang）期刊中被列為研究亮點。

 塑膠垃圾─碎片狀人造物照

 塑膠垃圾─纖維狀人造物

 於船上採集水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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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療癒的永續森林─臺大實驗林   15.2   15.4   15.8 

現代人生活步調快速、生活壓力大，加上高齡化社會到來，慢性

疾病趨於年輕化，因此更重視身心健康。臺大實驗林轄區占全臺

面積近 1%，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每年超過 200萬人至溪頭自

然教育園區，顯示民眾對於自然環境的嚮往及對健康的追求。

  陸域生命

「以森作責」森
林療癒永續發展
計畫影片榮獲
「2021第五屆資
誠永續影響力
獎」入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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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起，臺大實驗林管理處、臺大醫學院及中央研究院跨領域合作進行森林

環境對健康效益的研究計畫；2018年臺大實驗林更成為國內第一個以科學實

證「森林環境能改善人體亞健康 1」的環境教育場域。2015-2021年間，實驗林

舉辦多場森林療癒系列活動，配合專業人士之輔導及帶領，已有近 3,200人參

與，其中七成左右壓力明顯改善。

實驗林亦長期致力於關懷偏鄉、育林保林與在地共存共榮，辦理木工技藝課程、

獎勵輔導濫墾地收回、推動企業認養造林、強化森林病蟲害監測與防治等，不僅

協助在地產業發展及文化保存，也積極維護森林生態系，諸多成果並榮獲 2021年

首屆「TSAA台灣永續行動獎」銀獎肯定。

研究臺灣櫸生物量分配  設計最適育林法增加碳吸存   15.4 

臺灣櫸（Zelkova serrata (Thunb.)）為臺灣重要造林五種闊葉樹之一，根據第四

次全國森林資源調查，2008至 2012年之間，臺灣櫸造林面積達到 1,785公頃，

其造林地每公頃可儲存 452.2公噸之二氧化碳。然而，目前較少研究瞭解及模擬

臺灣櫸林木生物量的分配策略，以設計最適育林法，增加臺灣櫸之碳吸存功能。

臺大森林系副教授林增毅與實驗林助理研究員陳潔音、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助理研

究員柯淑惠合作，於實驗林內茅埔營林區臺灣櫸 9年生人工林林分進行實驗及取

樣，發現如需將生物量集中於林木主幹以及增加臺灣櫸使用率，需預先規劃修枝

作業以控制樹冠比例，模型也可用以評估整個臺灣櫸造林地之碳存量的分配。

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櫸將 46%的生物量儲存於林木主幹以及 40%於大枝條，不

過當臺灣櫸的直徑增加 1公分時，林木主幹的生物量將減少 1.9%，大枝條的生

物量反而增加 2.2%，顯示大棵的臺灣櫸較注重樹冠的發展及擴大。該研究已於

2021年 4月發表在《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

 森林療癒系列活動

 臺大實驗林內茅埔營林區臺灣櫸 9年生人工林林分

註 1：  亞健康係指介於健康與疾病之間的狀態，又稱慢性疲勞症候群或第三狀態。

實驗林舉辦森林療癒系列活動， 

近3,200人參與，其中 7成左右壓力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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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正義與有力的制度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亞洲民主發展研究的重要推手   16.7   17.18 

各國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不一，歷史背景、經濟發展、國際情勢等因素都有可

能影響該國人民對於民主的態度，透過公民的觀點，能夠衡量民眾對一個政體支

持程度的判斷標準，為重大決策不可忽視的一環。社科院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

長期執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針對東亞十餘個國家民主轉型的歷程進行長期追

蹤，調查該國公民的政治態度、選舉參與、國家認同等議題，近年更加入各國公

民評估政府因應新冠疫情的總體表現與衍生之國家治理議題。透過深度、廣度與

時間軸並重之數據收集，累積極為豐碩之經驗資料與深具理論意涵之研究成果，

在東亞地區民主化研究領域發揮影響力，所建構之資料庫亦成為研究全球民主進

程的關鍵基礎，可作為國際局勢、公共議題決策的重要參考資料。

 至緬甸當地進行調查過程

針對緬甸調查團
隊進行教育訓練
與教學，以提升
當地團隊統計與
調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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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冤案救援實務」課程   16.3 

司法應伸張正義，然而現實卻可能因為制度缺陷與

人為疏失，導致冤案的發生。如能透過冤案檢視刑

事司法程序中的錯誤，並透過重回訴訟程序的實際

模擬，是避免錯誤及增進刑事辯護策略與技術的最

好方法。本校法律學院與長期致力冤案救援的臺灣

冤獄平反協會合作開設「冤案救援實務」課程，由

協會轉介立案救援之案件，讓學生透過卷宗分析參

與研究真實案例，釐清案情重點，擬定辯護策略並

實際演練，將平冤理念伸至校園。此外，法律學院

李茂生特聘教授及謝煜偉教授亦分別於 2021年就

任臺灣冤獄平反協會第四屆理事長及理事，透過實

際參與為國內刑事司法的革新投注心力。

  公共事務研究所於 2021年 12月 9日舉辦「公投到底，民主護台灣」論壇，盼增進社會大眾對於公民投票內涵的理解

回應疫情時代的「公共治理」      16.7 

面對新冠疫情的肆虐，國家的政策與法制必須因應

社經環境快速且有效的調整，臺大公共事務研究所

聚焦「公共治理」，致力探討政府的各級決策，包括

地方治理與地方創生、疫情治理與人權法治、新聞

自由與言論管制、公民投票與參與等，積極觀察社

會脈動，並透過不同形式的產官學討論場域（研討

會、論壇等），希冀從公共政策與法制層面，形塑良

善穩健的治理模式，發揮大學教育的社會責任，促

進跨領域參與和討論，朝向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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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夥伴關係

NTU Can Help！ 與友邦吐瓦魯共抗氣候變遷    17.9 

位於南太平洋的低窪島國「吐瓦魯」，首當其衝面臨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除被海

水吞沒的危機外，淡水的缺乏與貧脊鹽化的土壤亦導致耕種不易，當地人民

賴以維生的漁業也因潟湖嚴重優養化而備受衝擊。臺大積極協助吐國所面

臨的生存難題，召集理、工與生農學院的研究團隊，攜手台達電子文

教基金會，開發太陽能驅動之低耗能分散型再生水系統，除能將

生活汙水處理為乾淨的再生水外，亦可產生營養鹽，供給水

耕蔬菜，打造水 -糧食 -能源鏈結（Water-Food-Energy 

Nexus）解決方案。本校亦於 2021年 11月赴蘇格蘭

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 COP26展示相關成果，為

首個代表臺灣參加氣候峰會的高等教育機構。

發揮華語教學優勢 深耕國際夥伴關係     17.16 

臺大國際學院與國際華語研習所、語文中心中國語文組以及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整合本校華語教學資源，透過教育部補助之「臺灣優華語計畫」，以「校對校」的

合作方式，連結國際姊妹校，推廣華語文教育。本校與國際夥伴學校合作重點包含

薦送本校華語教師或教學助教至當地協助華語教學、設置獎學金供國外學校學生至

本校研習華語、建置一對一線上互動華語教學、辦理華語文教學研討會及相關學術

活動等。在疫情影響全球移動之際，本校仍積極與夥伴學校討論各項合作細節，努

力創造語言學習與交流的機會，期透過堅實的華語教學能量，深化全球夥伴關係。

  本校於 2021年 10月 28日與哈佛大學舉
行線上簽約儀式

臺大協助吐瓦魯
實踐國際社會責
任影片

再生水系統展示
貨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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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菁英匯集 探討全球流行疾病對社會文化的衝擊    17.16 

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於 2021年 10月 1日到 3日舉辦 Interfaceing 2021: Pandemics 

& Plagues, Languages & Literatures國際研討會，以人文觀點思考肆虐全球的新

冠疫情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回顧歷史上發生過的大規模傳染病，如安東尼瘟

疫、查士丁尼瘟疫、黑死病、西班牙流感等，疾病對人類健康產生威脅，而當代

的醫療技術又無法有效因應時，迫使人們利用語言或其他方法表達人類社會所面

臨的無力感，並透過創造新詞彙表達新的概念和處境。本研討會以瘟疫疾病為主

題，討論議題包括從古至今人類社會在面對疾病時的語言策略、政治、性別、歷

史等議題，共 18國、45個學術機構的師生發表 68篇論文，展現豐碩的學術成

果，也促進國際交流。

Interfaceing 2021:  
Pandemics & Plagues, Languages & Literatures
國際研討會以瘟疫疾病為主題， 

共 18國、45個學術機構發表68篇論文

臺印醫衛合作不中斷 永續耕耘友善醫療服務    17.6   17.16   17.17 

臺大醫院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自 2018

年起每年承接衛生福利部「新南向醫衛

合作與產業發展」計畫，主責國家為印

尼。除與印尼各醫院持續醫療合作交流

及培訓更多印尼醫事人員外，亦協助國

內醫療產業拓展印尼市場，深化我國與

印尼的互惠合作。2021年雖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但臺大醫院應用科技發展出

更多元的交流，持續透過視訊方式培訓

印尼醫事人員、協助醫療與產業結合、

提供旅外工作者與在臺印尼人士友善醫療服務、開創「線上醫療視訊代訓課程」、

與印尼東爪哇名校泗水愛爾朗加大學及瑪琅布拉維加亞大學等單位舉行線上簽約

典禮、合辦研討會、捐贈防疫物資等，詳細內容可參考 2021年新南向醫衛合作與

產業發展計畫—印尼成果影片。

  印尼因疫情影響缺乏醫療物資，臺大醫院
於 2021年發起捐贈物資活動，購買 10,200
個 N95口罩捐贈給印尼醫院

  印尼瑪琅布拉維加亞大學醫學院護理系學員透過視訊上課

2021 年新南向
醫衛合作與產業
發展計畫—印尼
成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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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確信項目彙總表

編號 確信標的資訊 適用基準 頁碼

1
校級 1合作姊妹校 361所、合約數 639 筆。
註 1： 校級合作姊妹校及合約數係指以臺灣大學為單位與境外教育研究機構簽訂書面約定，統計以 2021 年

間有效學術合作之書面約定數量。

依據國際交流資訊系統統計，於 2021年間有效校級學術合作書面約定之合約數量。
註： 部分合約涉及展延、變更及附約情形時，如合約未有載明廢止前合約時，則在有效期間皆視為
有效，依據簽署合約數進行統計。

4

2

校務基金投資標的 1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21年度

金額 百分比

各類型投資標的 
及其金額

電子業 1,011,474 39.5%

電信業 458,192 17.9%

食品通路業 135,318 5.3%

原物料製造業 66,299 2.6%

金融業 544,262 21.2%

汽車製造業 15,147 0.6%

營建業 64,244 2.5%

基金 267,954 10.5%

校務基金投資規模 2 2,562,891 100.0%

註 1： 各類型投資標的金額及百分比為四捨五入後的結果。

註 2： 此項金額之計算，僅包含股票與基金之投資。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臺灣大學之投資項目分別為臺股、陸股以及基金。臺
股價值以臺灣大學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之存摺上登載股數為據，乘以每股價格

（依證券交易所於 2021年 12月 31日收盤價）計算；陸股價值以券商之對帳單上
登載人民幣股票餘額為據，乘以即期匯率（依臺灣銀行 2021年 12月 31日之即期
匯率）；基金價值依投信公司之對帳單為據。投資標的之產業百分比則依上述期末

價值進行計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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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確信標的資訊 適用基準 頁碼

3

2021年期刊論文發表篇數

期刊論文發表總數 類別 類別發表數

6,471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6,159

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859

A&H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36

註 1： 統計至 2022年 4月 25日，依Web of Science文獻資料庫中，登載國立臺灣大學之論文 (Article及
Review)數量。

註 2： 依期刊領域，於Web of Science系統中可能同時被歸類為 SCI、SSCI及 A&HCI，統計總論文數時，
已扣除重複計算之結果，共計 6,471篇。

截至 2022 年 4 月 25 日，搜尋 Web of Science 文獻資料庫中，登載國立臺
灣大學於 2021 年度發表 (published) 之 SCI、SSCI 及 A&HCI 論文 (Article 及
Review)數。
註： Web of Science文獻資料庫可能因不同時間點修改資料庫與搜尋演算法，進而導致不同搜尋
結果。

18

4

2021年臺大綠建築數量 1

校區 類別 證書分級 取得證書年度

校總區

生物電子資訊教學研究大樓 銀級 2020年

卓越三期研究大樓（鄭江樓）新建工程 銀級 2019年

教學大樓二期新建工程 銀級 2019年

梁次震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中心 銅級 2021年

教學大樓停車設置新建工程 銅級 2021年

生醫工程館新建工程 銅級 2019年

新進教師及學人宿舍新建工程 合格 2018年

全校性實驗動物研究中心新建工程 合格 2017年

雲林分部 農業育成推廣中心新建工程 合格 2019年

註 1：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累計取得有效合格級 (含 )以上綠建築標章等級與數量。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累計取得內政部有效綠建築標章證書合格級 (含 )以上之
建物數。

24

5
進修推廣學院自成立以來持續開辦學分班、研習班、企業委訓課程及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2021 年間共開設 222 門課程、發放 1,970 份推廣教育證明書，涵蓋商管、法律、護
理、農業乃至於品味生活與藝文哲學領域。

依據臺灣大學推廣教育網統計，於 2021年間，進修推廣學院開設 1之課程數量及

2021年間 2推廣教育證明書數量。

學分班及研習班係以學年期、班級編號、課程名稱及課次，四項資訊為基礎作為

資料庫單一識別碼；學位學程係以課號為基礎作為資料庫單一識別碼。單一識別

碼為課程數計算單位。

註 1：實際開始上課日。

註 2：證書字號產生日。

46

75 2021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報告書 社會影響力關於臺大 臺大永續藍圖 校園永續力 附錄



會計師有限

確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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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S指標對照表
USR報告書章節與標題 永續發展評級系統 (STARS)對應指標

第三章  
校園 
永續力

3.1  教研影響
力與永續

行動

三、 由學生主導的社會關
懷與永續推廣活動

EN 3 Student Life
EN 5 Outreach Campaign
EN 13 Community Service

3.2  校園永續
環境治理

一、 推動節能減碳

OP 1 Emissions Inventory and Disclosure
OP 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P 3 Build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P 4 Building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OP 5 Building Energy E�iciency
OP 6 Clean and Renewable Energy

二、 便捷的智慧交通
OP 15 Campus Fleet
OP 17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三、 水資源管理與再利用
OP 21 Water Use 
OP 22 Rainwater Management

四、永續餐飲
OP 7 Food and Beverage Purchasing
OP 8 Sustainable Dining

五、綠色採購
OP 11 Sustainable Procurement
OP 12 Electronics Purchasing

六、 廢棄物減量與回收

OP 18 Waste Minimization and Diversion
OP 19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Diversion
OP 20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七、 生物多樣性
OP 9 Landscape Management
OP 10 Biodiversity

3.3  多元支
持與健

康的校

園文化

一、 多元化與友善的校園

PA 5 Diversity and Equity Coordination
PA 6 Assessing Diversity and Equity
PA 7  Support for Underrepresented Groups
PA 8 A�ordability and Access

二、 營造健康福祉的校園
PA 12 Employee Compensation
PA 14 Wellness Programs
PA 15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USR報告書章節與標題 永續發展評級系統 (STARS)對應指標

校長的話 PRE 1 Executive Letter

第一章  
關於臺大

PRE 2 Points of Distinction
PRE 3 Institutional Boundary
PRE 4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PRE 5 Academics and Demographics

第二章  
臺大永續

藍圖

2.1  大學治理
架構與多

元性

一、大學治理 PA 3 Inclusive an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二、 臺大永續發展組織架
構 PA 1 Sustainability Coordination

PA 2 Sustainability Planning三、 臺大永續校園推動策
略

四、 利害關係人溝通 PA 3 Inclusive an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2.2  校務基
金與永

續經營 

一、 校務基金投資管理 PA 9 Committee on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PA 10 Sustainable Investment
PA 11 Investment Disclosure二、永續投資

第三章  
校園 
永續力

3.1  教研影響
力與永續

行動

一、 以創新、跨領域的教
學能量培育未來人才

AC 1 Academic Courses
AC 2 Learning Outcomes
AC 3 Undergraduate Program
AC 4 Graduate Program
AC 5 Immersive Experience
EN 2 Student Orientation 
EN 4 Outreach Materials and Publications 
EN 5 Outreach Campaign 
EN 8 Employee Orientation 
EN 9  t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EN 11 Inter-Campus Collaboration

二、 以卓越且堅實的研究
支持社會發展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AC 10 Support for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AC 11 Open Access to Research
EN 10 Community Partnerships
EN 14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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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報告書章節與標題 永續發展評級系統 (STARS)對應指標

第四章  
社會 
影響力

SDG 1 No Poverty

AC 5 Immersive Experience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EN 3 Student Life
EN 5 Outreach Campaign

SDG 2 Zero Hunger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EN 10 Community Partnerships

SDG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SDG 4 Quality Education

AC 1 Academic Courses
EN 3 Student Life
EN 5 Outreach Campaign
EN 12 Continuing Education
EN 13 Community Service

SDG 5 Gender Equality
AC 1 Academic Courses
EN 3 Student Life

SDG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EN 3 Student Life

SDG 7
A�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EN 10 Community Partnerships

SDG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AC 1 Academic Courses
EN 3 Student Life
EN 10 Community Partnerships

SDG 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AC 10  Support for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EN 10 Community Partnerships

USR報告書章節與標題 永續發展評級系統 (STARS)對應指標

第四章  
社會 
影響力

SDG 10 Reduced Inequalities

AC 1 Academic Courses
AC 8 Campus as a Living Laboratory
EN 3 Student Life
EN 10 Community Partnerships

SDG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EN 3 Student Life
EN 10 Community Partnerships

SDG 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C 1 Academic Courses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EN 3 Student Life
EN 10 Community Partnerships

SDG 13 Climate Action

AC 8 Campus as a Living Laboratory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EN 3 Student Life
EN 10 Community Partnerships

SDG 14 Life Below Water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SDG 15 Life on Land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EN 5 Outreach Campaign
EN 10 Community Partnerships
OP 9 Landscape Management

SDG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AC 1 Academic Courses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EN 3 Student Life

SDG 17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AC 9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EN 3 Student Life
EN 5 Outreach Campaign
EN 10 Community Partnerships
EN 11 Inter-Campus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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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169項子目標
Global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argets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DG Goals and targets (from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文

Goal 1. 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 目標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1.1
By 2030,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for all people everywhere, currently measured as people living on less 
than $1.25 a day

2030年前，消除世界各地所有人的極端貧窮（目前定義為每人每日生活費不足 1.25美元）

1.2
 By 2030, reduce at least by half the proportion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of all ages living in poverty in all 
its dimensions according to national definitions

2030年前，依據各國界定標準，各年齡層的男人、婦女和兒童貧窮人數至少減半

1.3
 Implement nationally appropriate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s and measures for all, including floors, and by 2030 
achieve substantial coverage of the poor and the vulnerable

依各國國情實施合適的全民社會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社會底層人民，到 2030年能涵蓋
大範圍的貧窮、弱勢族群

1.4
By 2030, ensure that all men and women, in particular the poor and the vulnerable, have equal rights to economic 
resources, as well as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ownership and control over land and other forms of property, 
inheritance, natural resources, appropriate new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cluding microfinance

 到 2030年，確保所有人，尤其是貧窮與弱勢族群，能享有平等獲得經濟資源的權利，涵
蓋層面包含基本服務、土地和其他形式財產的所有權、控制權、繼承權、自然資源、新科

技和金融服務（包括小額信貸）

1.5
 By 2030, build the resilience of the poor and those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and reduce their exposure and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related extreme events and other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hocks and disasters

到 2030年，提升貧窮與弱勢族群的韌性和災後復原能力，減少他們遭受極端氣候、經
濟、社會和環境災害的衝擊

1.a
 Ensure significant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including through enhance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dequate and predictable mea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to implement programmes and policies to end poverty in all its dimensions

 確保各個地方的資源能夠大幅動員，包括加強發展合作，為開發中國家，尤其是最低度開
發國家（LDCs），提供妥善且可預測的方法，以實施計畫與政策，全面消除國內貧窮

1.b
Create sound policy frameworks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based on pro-poor and 
gender-sensi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support accelerated investment in poverty eradication actions

依據貧窮與性別的發展策略，建立國家、區域、國際層級的健全政策框架，加速消除貧窮

行動的投資

Goal 2.  End hunger, achieve food security and improved nutritio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目標 2. 消除飢餓，確保糧食安全，改善營養狀況及促進永續農業

2.1
 By 2030, end hunger and ensure access by all people, in particular the poor and people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including infants, to safe, nutritious and su�icient food all year round

2030年前，消除飢餓，確保所有的人全年都有安全、營養且足夠的糧食，尤其是窮人和
弱勢族群（包括嬰兒）

2.2
By 2030, end all forms of malnutrition, including achieving, by 2025, the internationally agreed targets on stunting 
and wasting in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 and address the nutritional needs of adolescent girls, pregnant and 
lactating women and older persons

2030年前，消除所有形式的營養不良。包括在 2025年之前達成為五歲以下兒童發育遲
緩、消瘦問題訂定的國際目標，並解決青少女、孕婦、哺乳婦女以及老年人的營養需求

2.3

By 2030, doubl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incomes of small-scale food producers, in particular women, 
indigenous peoples, family farmers, pastoralists and fishers, including through secure and equal access to 
land, other productive resources and inputs, knowledge, financial services, marke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value addition and non-farm employment

2030年前，使農村的生產力與小規模糧食生產者的收入皆翻倍成長，尤其是婦女、原住
民、家庭農民、牧民與漁民，做法包括讓他們安全及公平地獲取土地、生產資源、知識、

金融服務、市場、增值與非農業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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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G Goals and targets (from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文

2.4
 By 2030, ensure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systems and implement resilient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at increase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that help maintain ecosystems, that strengthen capacity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extreme weather, drought, flooding and other disasters and that progressively improve land and soil quality

2030年前，確保建立可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統，實施可增強生產力、具韌性的農作方
式，協助維護生態系統，強化適應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乾旱、洪水與其他災害的能力，

並逐步改善土地和土壤品質

2.5

 By 2020, maintain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seeds, cultivated plants and farmed and domesticated animals and their 
related wild species, including through soundly managed and diversified seed and plant banks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nd promote access to and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 
utilization of genetic resources and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as internationally agreed

2020年前，透過在國家、區域和國際層級建立管理得當、多樣化的種子和植物銀行，維
持種子、栽種植物、家畜以及與他們有關的野生品種之基因多樣性，並促進運用基因資源

與相關傳統知識，而產生的好處依照國際協議公平地分享

2.a
 Increase investment, including through enhanc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rural infrastructure,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ervice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lant and livestock gene banks in order to 
enh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capac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透過加強國際合作，提高在鄉村基礎建設、農業研究、推廣服務、科技發展、動植物基因

銀行上的投資，以改善開發中國家的農業產能，尤其是最低度開發國家

2.b
Correct and prevent trade restrictions and distortions in world agricultural markets, including through the 
parallel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agricultural export subsidies and all export measures with equivalent e�e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ndate of the Doha Development Round

根據杜哈回合貿易談判（Doha Development Round）的共識，糾正並防止全球農業市場
的貿易限制和扭曲，包括消除各種形式的農業出口補貼和具同等效力的出口措施

2.c
Adopt measures to ensure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food commodity markets and their derivatives and 
facilitate timely access to market information, including on food reserves, in order to help limit extreme food 
price volatility

 採取措施，確保糧食商品市場及其衍生品正常運作，並促進及時獲得市場資訊（包括糧食
儲備量），來抑制極端的糧食價格波動

Goal 3. 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t all ages 目標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3.1 By 2030, reduce the global maternal mortality ratio to less than 70 per 100,000 live births 2030年前，減少全球的死產率，讓每十萬個活產的死胎數少於 70個

3.2
By 2030, end preventable deaths of newborns and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 with all countries aiming to 
reduce neonatal mortality to at least as low as 12 per 1,000 live births and under-5 mortality to at least as low 
as 25 per 1,000 live births

 2030年前，消除新生兒和五歲以下兒童的可預防死亡率，所有國家將新生兒死亡率降低
至每千人死亡 12人，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降低至每千人死亡 25人

3.3
By 2030, end the epidemics of AIDS, tuberculosis, malaria and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and combat 
hepatitis, water-borne diseases and other communicable diseases

2030年前，終結愛滋病、肺結核、瘧疾以及受忽視的熱帶性疾病，並對抗肝炎、水傳染
性疾病以及其他傳染疾病

3.4
By 2030, reduce by one third premature mortality from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through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nd promote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2030年前，透過預防、治療，以及促進心理健康與福祉，將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過早死
亡率降低三分之一

3.5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ubstance abuse, including narcotic drug abuse and harmful use 
of alcohol

強化物質濫用的預防與治療，包括麻醉藥品濫用以及酗酒

3.6 By 2020, halve the number of global deaths and injuries from road tra�ic accidents 2020年前，全球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傷人數減半

3.7
By 2030, ensure universal access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care services, including for family planning,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productive health into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programmes

2030年前，確保性和生殖醫療保健服務的普遍性與可取得性，包括家庭計畫、資訊與教
育，並將生育保健納入國家策略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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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chiev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cluding financial risk protection, access to quality essential health-care 
services and access to safe, e�ective, quality and a�ordable essential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all

實現全民醫療保險，包括財務風險保障，提供所有人高品質的基本保健服務，以及安全、

有效、優質、可負擔的基本藥品和疫苗

3.9
By 2030,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number of deaths and illnesses from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air, water and 
soil pollution and contamination

2030年前，大幅減少危險化學物質、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其他污染造成的
死亡與疾病人數

3.a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in all countries, as appropriate

加強所有國家執行與落實《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3.b

Suppor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vaccines and medicines for the communicable and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that primarily a�ect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vide access to a�ordable essential 
medicines and vaccin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oha 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 
which affirms the righ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use to the full the provisions in the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garding flexibilities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and, in particular, 
provide access to medicines for all

針對主要影響開發中國家的傳染病和非傳染性疾病，支援疫苗以及醫藥研發，並依據杜哈

宣言提供負擔得起的基本藥物與疫苗；杜哈宣言中，開發中國家可充分利用《與貿易有關

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以保護民眾健康，尤其是讓所有人都能獲得藥品

3.c
 Substantially increase health financing and the recruitment, development, training and retention of the health 
workfor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大幅增加開發中國家醫療保健的融資與借款，以及醫療保健從業人員的招募、培訓與留

任，尤其是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與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

3.d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all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early warning, risk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risks

加強所有國家早期預警、減少風險，以及國家和全球健康風險的管理能力，尤其是開發中

國家

Goal 4.  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目標 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4.1
By 2030, ensure that all girls and boys complete free, equitable and quality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leading to relevant and e�ective learning outcomes

2030年前，確保所有男女孩童都完成免費、公平和優質的中小學教育，並獲得相關且有
效的學習成效

4.2
 By 2030, ensure that all girls and boys have access to quality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care and pre-primary 
education so that they are ready for primary education

2030年前，確保所有孩童都能獲得高品質的幼兒發展、照護及學前教育，為接受小學教
育做好準備

4.3
By 2030, ensure equal access for all women and men to affordable and quality technical, vocational and 
tertiary education, including university

 2030年前，確保所有男女皆能平等獲得可負擔的優質技職與高等教育機會，包括大學教育

4.4
By 2030, substantial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youth and adults who have relevant skills, including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skills, for employment, decent jobs and entrepreneurship

2030年前，大幅增加掌握技術和職業技能的青年與成年人人數，以備就業、正式工作和
創業所需

4.5
By 2030, eliminate gender disparities in education and ensure equal access to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the vulnerable, includi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children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2030年前，消除教育上的性別差距，並確保弱勢族群可以平等地接受各層級教育與職業
訓練，包括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以及弱勢孩童

4.6
By 2030, ensure that all youth and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adults, both men and women, achieve literacy 
and numeracy

2030年前，確保所有的青年及大部分成年人，不論男性女性，都具備識字以及算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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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By 2030, ensure that all learners acquir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needed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among others, through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lifestyles, human rights, gender equality, promotion of a culture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global citizenship 
and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of culture’s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30年前，確保所有學子都能獲得永續發展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包括透過永續發展教
育、永續生活模式、人權、性別平等、促進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全球公民意識、尊重文化

多樣性，以及肯定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4.a
Build and upgrade education facilities that are child, disability and gender sensitive and provide safe, non-
violent, inclusive and e�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all

建立及提升適合孩童、身心障礙者以及性別敏感的教育設施，並為所有人提供安全、非暴

力、有教無類以及有效的學習環境

4.b

By 2020, substantially expand globally the number of scholarships availabl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African countries, for enrol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cluding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echnical, 
engineering and scientific programm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2020年前，大幅增加全球開發中國家的獎學金數目，尤其是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小
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與非洲國家，以提升當地高等教育受教率，包括已開發國家與其
他發展中國家的職業訓練、資訊與通訊科技（ICT）的研發、技術、工程和科學項目

4.c
By 2030, substantially increase the supply of qualified teachers, includ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eacher trai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2030年前，大幅增加合格師資人數，包括在開發中國家進行國際師資培訓合作，尤其是
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與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

Goal 5.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all women and girls 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5.1 End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ll women and girls everywhere 終結對婦女和女童各種形式的歧視

5.2
Eliminate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all women and girl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including 
tra�icking and sexual and other types of exploitation

消除在公共和私人領域對女性各種形式的暴力，包括人口走私、性剝削及其他形式的剝削

5.3 Eliminate all harmful practices, such as child, early and forced marriage and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消除各種有害的習俗，例如童婚、未成年結婚、強迫結婚，以及女性割禮

5.4
Recognize and value unpaid care and domestic work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e household and the family 
as nationally appropriate

 透過提供公共服務、基礎建設與社會保護政策，認可並重視無償的照護和家務工作，並依
各國國情，推動家人應共同分擔家事責任

5.5
Ensure women's full and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leadership at all levels of decision-
making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public life

確保婦女能充分、有效地參與政治、經濟、公共決策，並在各層級都享有參與決策領導的

平等機會

5.6
Ensure universal access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as agre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and the outcome documents of their review conferences

 根據《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ICPD）行動綱領》、《北京行動綱領》，及其檢討成果書，確
保人民普遍享有性、生育健康與生育權利

5.a
 Undertake reforms to give women equal rights to economic resources, as well as access to ownership 
and control over land and other forms of property, financial services, inherita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laws

根據國家法律進行改革，賦予婦女平等的經濟資源權利，以及土地與其他形式的財產、金

融服務、繼承與自然資源的所有權與掌控權

5.b
 Enhance the use of enabling technology, in particula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加強科技使用能力，尤其是資訊與通訊技術（ICT），以提升婦女權力

5.c
Adopt and strengthen sound policies and enforceable legisl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all women and girls at all levels

採用及強化完善的政策與可執行的立法，以促進性別平等，並提升各個階層女性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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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6.  Ensure availability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all 目標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6.1  By 2030, achieve universal and equitable access to safe and a�ordable drinking water for all 2030年前，實現所有人均能普遍和公平地獲得安全且可負擔的飲用水

6.2
By 2030, achieve access to adequate and equitable sanitation and hygiene for all and end open defecation,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women and girls and those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2030年前，讓每一個人都享有合適且平等的衛生設備，並杜絕露天大小便行為，特別注
意婦女、女童及弱勢族群的需求

6.3
 By 2030, improve water quality by reducing pollution, eliminating dumping and minimizing releas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materials, halving the proportion of untreated wastewater and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recycling and safe reuse globally

2030年前，透過減少污染、消除傾倒廢物、減少危險化學物質與材料排放等方式改善水
質，將未處理廢水的比例減半，並大幅提高全球水資源回收率與安全再利用率

6.4
By 2030, substantially increase water-use e�iciency across all sectors and ensure sustainable withdrawals and 
supply of freshwater to address water scarcity and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number of people su�ering from 
water scarcity

2030年前，大幅提升各個產業的用水效率，確保永續的淡水供應與回收，以解決水資源
短缺，並大幅減少面臨缺水問題的人數

6.5
 By 2030, implement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t all levels, including through transboundary 
cooperation as appropriate

2030年前，全面實施一體化的水資源管理，包括適時地跨界合作

6.6
 By 2020, protect and restore water-related ecosystems, including mountains, forests, wetlands, rivers, aquifers 
and lakes

 2020年前，保護及恢復與水有關的生態系統，包括山脈、森林、濕地、河流、含水層和
湖泊

6.a
By 2030, exp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apacity-building suppor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ater- and sanitation-related activities and programmes, including water harvesting, desalination, water 
e�iciency, wastewater treatment, recycling and reuse technologies

 2030年前，擴大對開發中國家的國際合作與能力培養支援，協助其水資源、衛生相關的
活動和計畫，包括雨水蓄集、海水淡化、提高用水效率、廢水處理、水資源回收再利用技

術

6.b Support and strengthen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improv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management 支援及強化地方社區參與，以改善水與衛生的管理

Goal 7.  Ensure access to a�ordable,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modern energy for all 目標 7. 確保所有的人都能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以及現代的能源

7.1 By 2030, ensure universal access to a�ordable, reliable and modern energy services 7.1 2030年前，確保所有人都能取得可負擔、可靠和現代化的能源服務

7.2 By 2030, increase substantially the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y in the global energy mix 7.2 2030年前，大幅增加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結構中的比例

7.3 By 2030, double the global rate of improvement in energy e�iciency 7.3 2030年前，使全球能源效率改善率成長一倍

7.a
By 2030,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clean energy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 advanced and cleaner fossil-fuel technology, and 
promote investment in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7.a  2030年前，加強國際合作，以提升清潔能源的研究與技術，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源效
率、更先進與清潔的石化燃料科技，並促進對能源基礎建設與清潔能源技術的投資

7.b
 By 2030, expand infrastructure and upgrade technology for supplying modern and sustainable energy services 
for al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programmes of support

7.b  2030年前，擴大基礎建設並升級技術，以便向開發中國家提供現代化及永續的能源服
務，尤其是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和內陸開發中國家
（LL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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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8.  Promote sustained,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目標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生產性的就業，並讓每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8.1
Sustain per capita economic growth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in particular, at least 
7 per cen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per annum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依據國情維持人均經濟成長，尤其是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的國內生產毛額（GDP）
成長率，每年至少需達 7%

8.2
Achieve higher levels of economic productivity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including through a focus on high-value added and labour-intensive sectors

透過多元化、技術升級與創新，實現更高水平的經濟生產力，包括將焦點集中在高附加價

值與勞動密集產業

8.3
Promote development-oriented policies that support productive activities, decent job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nd encourage the formalization and growth of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through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推動開發導向的政策，支持生產活動、創造合宜就業機會、創業精神、創意與創新，並透

過提供財務服務等方式，鼓勵微型與中小企業實現正規化與成長

8.4
Improve progressively, through 2030, global resource e�iciency i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nd endeavour 
to decouple economic growth from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10-Year Framework of 
Programmes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aking the lead

2030年前，逐步改善全球的資源使用與生產效率，依據《永續消費和生產的十年計畫架
構（10-year framework of programmes）》，努力使經濟增長與環境退化脫鉤，且已開發國
家應成為表率

8.5
By 2030, achieve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women and men, including for young 
people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2030年前，實現全面生產性就業，且每個成年人都能獲得合宜工作，包括青年與身心障
礙者，並具同工同酬的待遇

8.6 By 2020,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youth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2020年前，大幅降低失業、未受教育或培訓的青年比例

8.7
 Take immediate and e�ective measures to eradicate forced labour, end modern slavery and human tra�icking 
and secure the prohibition and elimination of the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including recruitment and use of 
child soldiers, and by 2025 end child labour in all its forms 

立即採取有效措施來消除強迫勞動、結束現代奴隸制度、人口販賣，確保禁止與消除最惡

劣形式的童工，包括童兵的招募使用，並在 2025年終結一切形式的童工

8.8
Protect labour rights and promote safe and secure working environments for all workers, including migrant 
workers, in particular women migrants, and those in precarious employment

保護勞工的權益，為所有工人創造安全和有保障的工作環境，包括外籍移工，尤其是婦女

移工，以及沒有穩定工作的勞工

8.9
 By 2030, devise and implement polici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tourism that creates jobs and promotes local 
culture and products

2030年前，制定及實施政策推動永續觀光旅遊產業，以創造就業機會，並推廣地方文化
與產品

8.10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domestic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encourage and expand access to banking,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for all

強化國內金融機構的能力，鼓勵且拓展所有人取得銀行、保險和金融服務的機會

8.a
 Increase Aid for Trade suppor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through the Enhanced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Trade-relate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增加給開發中國家的貿易援助資源，尤其是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包括向 LDCs提供
貿易相關技術援助之強化整合架構

8.b
8.b  By 2020, develop and operationalize a global strategy for youth employment and implement the Global 

Jobs 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0年前，制定及實施青年人口就業的全球策略，並落實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就業協
定（Global Jobs 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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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9.  Buil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promot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ster innovation

目標 9.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9.1
 Develop quality,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regional and transborder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well-being, with a focus on affordable and 
equitable access for all

發展高品質、可靠、永續、具韌性的基礎設施，包括區域以及跨境基礎設施，以支援經濟

發展和提升人類福祉，並聚焦於為所有人提供可負擔且公平的管道

9.2
Promot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by 2030, significantly raise industry’s share of 
employment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line with 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double its share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發展包容性與永續的工業化，並在 2030年前，依據國情，大幅提高各國工業的就業率和
國內生產毛額（GDP）佔比，尤其是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應翻倍成長

9.3
Increase the access of small-scale industrial and other enterprises, in particula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financial services, including a�ordable credit,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to value chains and markets

 增加小型工業及企業取得金融服務的管道，包括可負擔的貸款，並將其併入價值鏈與市場
之中，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的企業

9.4
 By 2030, upgrade infrastructure and retrofit industries to make them sustainable, with increased resource-use 
e�iciency and greater adoption of clean and envir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ial processes, 
with all countries taking a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capabilities

2030年前，所有的國家都應依各自能力採取行動，藉由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幅採用乾
淨環保的科技與工業製程，來升級基礎建設、改造工業達成永續

9.5

 Enhance scientific research, upgrade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of industrial sectors in all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by 2030, encouraging innovation and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orkers per 1 million people and public and priva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ending

 加強所有國家的科學研究、提高工業部門技術能力，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包括在 2030年
前，鼓勵創新並大幅提高研發人員數（以每百萬人為單位），並提高公私部門的研發支出

9.a
Facilitat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enhanced 
financial, technologic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to African countrie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透過加強提供非洲國家、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內陸開發中國家（LLDCs）與小島嶼發
展中國家（SIDS）財務、科技、技術支援，促進開發中國家發展永續及具韌性的基礎建設

9.b
Support domestic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by 
ensuring a conducive policy environment for, inter alia,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and value addition to commodities

支援開發中國家的國內科技開發、研究與創新，包括創造有利的政策環境，幫助工業多元

化發展以及提升商品附加價值

9.c
Significantly increas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trive to provide universal and 
a�ordabl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by 2020

大幅增加取得資訊與通訊科技（ICT）的管道，2020年前，致力於在最低度開發國家
（LDCs）提供普遍且可負擔的網際網路

Goal 10. Reduc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mong countries 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

10.1
By 2030, progressively achieve and sustain income growth of the bottom 40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at a 
rate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2030年前，以高於全國平均水準之速率，逐步實現並維持最底層 40%人口的所得成長

10.2
By 2030, empower and promot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clusion of all, irrespective of age, sex, disability, 
race, ethnicity, origin, religion or economic or other status

2030年前，增強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包容性，不因年齡、性別、身心障礙、種族、族
群、族裔、宗教、經濟或其他任何區別，而有差異

10.3
Ensure equal opportunity and reduce inequalities of outcome, including by eliminating discriminatory law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nd promoting appropriate legislation, policies and action in this regard

 確保機會平等、減少不平等現象，包括消除歧視性法律、政策及做法，並推動適當的立
法、政策與行動

10.4 Adopt policies, especially fiscal, wage and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progressively achieve greater equality 採用適當政策，尤其是財政、薪資與社會保護政策，逐步實現進一步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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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Improve the regulation and monitoring of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regulations

改善對全球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監管和監測，並加強相關條例的執行

10.6
Ensure enhanced representation and voi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decision-making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deliver more e�ective, credible, accountable and 
legitimate institutions

確保開發中國家在全球經濟與金融機構的決策過程中，更具代表性和發言權，以建立更有

效、可信、負責任和合法的機構

10.7
 Facilitate orderly, safe, regular and responsible migration and mobility of people, including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ned and well-managed migration policies

促進有秩序、安全、規律及負責的移民，包括執行妥善規劃及管理良好的移民政策

10.a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special and di�erential treat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ccordance with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s

依據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施行開發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原則，尤其是對最低度開發

國家（LDCs）

10.b
Encourage o�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financial flows, includ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States 
where the need is greatest,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frican countrie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national plans and programmes

鼓勵對需求最大的國家，尤其是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非洲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
（SIDS）及內陸開發中國家（LLDCs），依據各國計畫與方案，提供政府開發援助和資金流
動（包括外國直接投資）

10.c
 By 2030, reduce to less than 3 per cent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migrant remittances and eliminate remittance 
corridors with costs higher than 5 per cent

2030年前，將移民匯款的交易費用減少至 3%以下，並消除費用高於 5%的匯款管道

Goal 11.  Make cities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目標 11. 建設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人類住區

11.1  By 2030, ensure access for all to adequate, safe and a�ordable housing and basic services and upgrade slums 2030年前，確保所有人都可獲得適當、安全、可負擔的住宅與基本服務，並改善貧民窟

11.2
 By 2030, provide access to safe, a�ordable, accessible and sustainable transport systems for all, improving 
road safety, notably by expanding public transport,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those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women, childre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older persons

 2030年前，為所有人提供安全、可負擔、易於使用及永續的交通運輸系統，改善道路安
全，尤其是擴大公共運輸，特別注意弱勢族群、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及老年人的需求

11.3
 By 2030, enhanc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and capacity for participatory,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human settleme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all countries

2030年前，提升具包容性、永續的都市化與參與度，在所有國家落實整合性與永續的人
類安住規劃與管理

11.4 Strengthen e�orts to protect and safeguard the world’s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進一步努力保護和捍衛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

11.5
By 2030,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number of death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affected and substantially 
decrease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es relative to glob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caused by disasters, including 
water-related disasters, with a focus on protecting the poor and people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2030年前，大幅減少各種災害的死亡及受影響人數，且減少災害造成的全球國內生產毛
額（GDP）直接經濟損失，包含與水相關的災害，並著眼於保護窮人與弱勢族群

11.6
 By 2030, reduce the adverse per capita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cities, including b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air quality and municipal and other waste management

2030年前，減少城市的人均負面環境影響，包括特別注意空氣品質、都市與廢棄物管理

11.7
By 2030, provide universal access to safe, inclusive and accessible, green and public spaces, in particular for 
women and children, older persons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30年前，為所有人提供安全、包容、無障礙及綠色的公共空間，尤其是婦女、孩童、
老年人以及身心障礙者

11.a
Support positiv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links between urban, peri-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strengthen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透過加強國家和區域發展規劃，促進城市、郊區與農村地區之間，建立起經濟、社會和環

境的正向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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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

By 2020, substantial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cities and human settlements adopting and implementing 
integrated policies and plans towards inclusion, resource efficiency,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 to disasters, and develop and implement, in line with 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holistic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t all levels

 2020年前，大幅增加在包容性、資源使用效率、適應氣候變遷與韌性等層面採取整合型
政策之城市與住所數，並根據《仙台減災綱領 2015-2030（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在各層級實施全面的災害風險管理

11.c
 Support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through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building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buildings utilizing local materials

 透過財務和技術援助，協助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善用當地建材，興建永續且具災後
復原能力的建築物

Goal 12. Ensur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目標 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12.1
 Implement the 10-Year Framework of Programmes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all 
countries taking acti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aking the lea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由已開發國家帶頭，動員所有國家執行《永續消費與生產十年計畫架構（10YEP）》，並考
量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和能力

12.2 12.2 By 2030,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and e�icient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2030年前，實現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以及高效使用

12.3
By 2030, halve per capita global food waste at the retail and consumer levels and reduce food losses along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s, including post-harvest losses

2030年前，將零售和消費者方面的全球人均糧食浪費減半，並減少生產與供應鏈上的糧
食損失，包括收割後損失

12.4
By 2020, achieve the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and all wastes throughout their life 
cycle, in accordance with agreed international framework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release to air, water 
and soil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ir adverse impacts on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2020年前，根據國際協議的框架，在化學品與廢棄物的生命週期中，以對環境無害的方
式妥善管理，並大幅減少其排入大氣、滲漏至水和土壤中的機率，降低對人類健康和環境

的負面影響

12.5  By 2030, substantially reduce waste generation through prevention, reduction, recycling and reuse 2030年前，透過預防、減量、回收和再利用，大幅減少廢棄物產生

12.6
Encourage companies, especially large and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to adopt sustainable practices and to 
integrate sustainability information into their reporting cycle

鼓勵企業採用永續做法，尤其是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並將永續發展資訊融入公司營運計

畫中

12.7 Promote public procurement practices that are sustainable,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依據國家政策和優先事項，推動永續性的公共採購流程

12.8
By 2030, ensure that people everywhere hav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awarenes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ifestyles in harmony with nature

2030年前，確保各地人民都具有永續發展的相關資訊和意識，以及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
活模式

12.a
 Suppor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thei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o move towards more 
sustainable patterns of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支援開發中國家強化科學與科技能力，協助他們邁向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12.b
  Develop and implement tools to monit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act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that 
creates jobs and promotes local culture and products

 制定及實施政策，監測永續發展如何影響能創造就業機會、能推廣地方文化與產品的永續
觀光

12.c

 Rationalize ine�icient fossil-fuel subsidies that encourage wasteful consumption by removing market distor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by restructuring taxation and phasing out those harmful 
subsidies, where they exist, to reflect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s, taking fully into account the specific needs 
and condi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minimizing the possible adverse impacts on their development in a 
manner that protects the poor and the a�ected communities

為改革易造成浪費的低效化石燃料補助，應依據各國情況消除市場扭曲，包括透過改變課

稅結構，逐步廢除有害的補助，以反映其對環境的影響；在改革過程中考慮開發中國家的

需求，盡量減少對其發展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以保護窮人和受衝擊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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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13. Take urgent action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3 目標 13. 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13.1  Strengthen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to climate-related hazards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all countries 強化各國對氣候變遷浩劫、自然災害的抵禦和適應能力

13.2 Integrate climate change measures into national policies,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將氣候變遷因應措施納入國家政策、策略和規劃當中

13.3
Improve education, awareness-raising and human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daptation, impact reduction and early warning

在氣候變遷的減緩、調適、減輕衝擊和及早預警等方面，加強教育和意識提升，並提升相

關機構與人員的能力

13.a

 Implement the commitment undertaken by developed-country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to a goal of mobilizing jointly $100 billion annually by 2020 from all sources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meaningful mitigation actions and transparency on 
implementation and fully operationalize the Green Climate Fund through its capitaliz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履行已開發國家方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當中的承諾，目標是 2020年前，每年從各來源募得
一千億美元，針對開發中國家需求，進行有意義且透明的減災行動，並盡快讓綠色氣候基

金資本化以全盤運作

13.b
  Promote mechanisms for raising capacity for e�ective climate change-relat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including focusing on women, youth and local 
and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在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提出有效機制，以提高其能力進
行有效的氣候變遷規劃與管理，包括聚焦於婦女、青年、在地與邊緣化社區

Goal 14.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the oceans, seas and marine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目標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永續發展

14.1
By 2025, prevent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marine pollution of all kinds, in particular from land-based activities, 
including marine debris and nutrient pollution

2025年前，預防及大幅減少各類型的海洋污染，尤其是來自陸上活動者，包括海洋廢棄
物和營養鹽污染

14.2
By 2020, sustainably manage and protect marine and coastal ecosystems to avoid significant adverse impacts, 
including by strengthening their resilience, and take action for their restor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healthy and 
productive oceans

 2020年前，永續管理及保護海洋和海岸生態系統，避免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包括加強海
洋恢復力，並採取復原行動，使海洋保持健康、物產豐饒

14.3
 Minimize and address the impacts of ocean acidification, including through enhance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t 
all levels

減緩並改善海洋酸化的影響，包括透過在各層級加強科學合作

14.4

By 2020, effectively regulate harvesting and end overfishing,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nd destructive fishing practices and implement science-based management plans, in order to restore 
fish stocks in the shortest time feasible, at least to levels that can produce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as 
determined by thei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2020年前，有效規範捕撈活動，終結過度漁撈以及非法、未通報、未受管制（IUU）和
破壞性捕撈，並實施科學管理計畫，在最短時間內恢復魚群數量，至少到達依物種特性，

可產生最大永續產量的水準

14.5
By 2020, conserve at least 10 per cent of coastal and marine areas, consistent wi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based on the best availabl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2020年前，依各國和國際法規，並基於現有的最佳科學資訊，保護至少 10％的沿海與海
洋區域

14.6

By 2020, prohibit certain forms of fisheries subsidies which contribute to overcapacity and overfishing, 
eliminate subsidies that contribute to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nd refrain from introducing 
new such subsidies, recognizing that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for 
developing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hould b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isheries 
subsidies negotiation4

020前，禁止導致產能過剩和過度捕撈的漁業補助，取消助長 IUU漁撈的補貼，並避免再
制定新的相關補助。同時承認世界貿易組織漁業補助談判協定中，須包含對於開發中國家

和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合理、有效的特殊及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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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By 2030, increase the economic benefits to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the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including through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isheries, aquaculture and tourism

 2030年前，提高海洋資源永續使用對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與最低度開發國家
（LDCs）的經濟效益，包括透過永續管理漁撈業、水產養殖業與觀光業

14.a

  Increase scientific knowledge, develop research capacity and transfer marine technolog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Criteria and Guidelines on the Transfer of Marine 
Technology, in order to improve ocean health and to enhance the contribution of marine biodivers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加強科學知識、發展研究能力、轉移海洋科技，並考量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制定的《海洋科技轉讓之標準與原
則》，以改善海洋健康，促進海洋生物多樣性對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貢獻，尤其是對於小島

嶼發展中國家（SIDS）和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

14.b Provide access for small-scale artisanal fishers to marine resources and markets 提供小規模人工漁撈業者取得海洋資源與進入市場的管道

14.c
Enhance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oceans and their resources by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law 
as reflect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which provides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oceans and their resources, as recalled in paragraph 158 of “The future we want”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CLOS）》針對海洋及海洋資源保育和永續利用提出的合
法框架，制定國際法規，以落實保育和永續利用海洋資源，如同《我們希望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第 158段所述

Goal 15.  Protect, restore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use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sustainably 
manage forests, combat desertification, and halt and reverse land degradation and 
halt biodiversity loss

目標 15.  保護、恢復及促進陸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對抗沙漠化，終
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15.1
 By 2020, ensure the conservation, restor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terrestrial and inl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and their services, in particular forests, wetlands, mountains and drylands, in line with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2020年前，根據國際協議規定的義務，確保陸地、內陸淡水生態系統及其功能運作，獲
得保護、復原與永續利用，尤其是森林、濕地、山脈和旱地

15.2
By 2020,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all types of forests, halt deforestation, 
restore degraded forests and substantially increase a�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globally

2020年前，推動對各類森林的永續管理，終止毀林，並恢復退化森林、大幅增加全球造
林和再造林

15.3
 By 2030, combat desertification, restore degraded land and soil, including land affected by desertification, 
drought and floods, and strive to achieve a land degradation-neutral world

  2030年前，對抗沙漠化、恢復退化的土地與土壤，包括受到沙漠化、乾旱及洪水影響的
土地，致力實現沒有土地破壞的世界

15.4
By 2030, ensure the conservation of mountain ecosystems, including their biodiversit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capacity to provide benefits that are essentia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30年前，確保山區生態系統的保育，包括其生物多樣性，以加強山區生態系統的能
力，使其能對永續發展提供至關重要的益處

15.5
Take urgent and significant action to reduce the degradation of natural habitats, halt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and, 
by 2020, protect and prevent the extinction of threatened species

採取緊急且大規模的行動，減少自然棲息地的破壞，遏止生物多樣性喪失，並在 2020年
前，保護及預防瀕危物種滅絕

15.6
 Promote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the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 utilization of genetic resources and promote 
appropriate access to such resources, as internationally agreed

根據國際共識，確保公平公正地分享使用基因資源所產生的利益，並促進獲取基因資源的適

當管道

15.7
Take urgent action to end poaching and tra�icking of protected species of flora and fauna and address both 
demand and supply of illegal wildlife products

 採取緊急行動，終結盜採、盜獵與非法走私受保護物種，並處理非法野生動植物產品的供
需問題

15.8
By 2020, introduc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introduction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mpact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on land and water ecosystems and control or eradicate the priority species

 2020年前，採取措施防止外來物種入侵，大幅減少其對土地、水域生態系統的影響，並
控制或根除須優先處理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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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By 2020, integrate ecosystem and biodiversity values into national and local planning, development processes,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and accounts

2020年前，將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價值，納入國家與地方的規劃、發展進程、脫貧策
略和帳目規劃中

15.a
 Mobilize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financial resources from all sources to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從各種管道動員並大幅擴張財源，以保護及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

15.b
 Mobilize significant resources from all sources and at all levels to finance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and 
provide adequate incentiv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dvance such management, including for conservation 
and reforestation

動員來自各地方、各層級的大量資源，資助永續的森林管理，並給予開發中國家誘因推動

森林管理，包括保護與造林

15.c
Enhance global support for efforts to combat poaching and trafficking of protected species, including by 
increasing the capacity of local communities to pursu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pportunities

加強全球支持，努力打擊盜採、盜獵和販運受保護物種，包括增加地方社區實現永續性生

計的機會

Goal 16.  Promote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e access 
to justice for all and build e�ective, accountable and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目標 16.  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各層級建立
有效、負責且廣納民意的體制

16.1 Significantly reduce all forms of violence and related death rates everywhere 大幅減少各地各種形式的暴力，以及與暴力事件相關的死亡率

16.2 End abuse, exploitation, tra�icking and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and torture of children 終結對兒童進行虐待、剝削、販賣以及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酷刑

16.3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nd ensure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for all 促進國家和國際層級的法治，確保人人都有平等獲得司法的途徑

16.4
By 2030, significantly reduce illicit financial and arms flows, strengthen the recovery and return of stolen 
assets and combat all forms of organized crime

2030年前，大幅減少非法的資金與武器流動，加強被盜資產的歸還和回復，並打擊一切
形式的組織犯罪

16.5 Substantially reduce corruption and bribery in all their forms 大幅減少各種形式的貪污賄賂

16.6 Develop e�ective, accountable and transparent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在各層級建立有效率、負責且透明的體制

16.7  Ensure responsive, inclusive, participatory and representative decision-making at all levels 確保各級的決策皆能回應民意、兼容各方，且具備參與性和代表性

16.8 Broaden and strengthen the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institut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擴大及強化開發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機制

16.9 By 2030, provide legal identity for all, including birth registration 2030年前，為所有人提供合法身分，包括出生登記

16.10
 Ensure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protect fundamental freedoms,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依據國家立法與國際協議，確保民眾可取得各項資訊，保障基本自由

16.a
Strengthen relevant 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building capacity at 
all levels, in particula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revent violence and combat terrorism and crime

 強化國家機制，包括透過國際合作方式，建立各階層預防暴力、打擊恐怖主義與犯罪的能
力，尤其是在開發中國家

16.b  Promote and enforce non-discriminatory laws and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促進及落實沒有歧視的法律與政策，以實現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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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17.  Strengthen the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nd revitaliz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目標 17. 強化永續發展的執行方法，並活化永續發展的全球夥伴關係

Finance 財務

17.1
 Strengthen domestic resource mobilization, includ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suppor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mprove domestic capacity for tax and other revenue collection

 強化國內資源動員，包括透過向開發中國家提供國際支援，改善其國內稅收、和其他收益
取得能力

17.2

 Developed countries to implement fully their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ments, including the 
commitment by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0.7 per cent of gross national income for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GNI)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0.15 to 0.20 per cent of ODA/GNI 
to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ODA providers are encouraged to consider setting a target to provide at least 
0.20 per cent of ODA/GNI to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已開發國家充分履行其政府開發援助承諾，包括向開發中國家提供國民所得毛額（GNI）
中的 0.7％、向最低度開發國家（以下簡稱 LDCs）提供國民所得毛額中的 0.15至 0.2％做
為政府開發援助（ODA）。鼓勵開發援助提供方設定目標，提供佔國民所得毛額至少 0.2%
的開發援助給 LDCs

17.3 Mobilize additional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multiple sources 為開發中國家多方籌集額外的財務資源

17.4
 Assis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ttaining long-term debt sustainability through coordinated policies aimed at 
fostering debt financing, debt relief and debt restructuring, as appropriate, and address the external debt of high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to reduce debt distress

 透過政策協調，酌情推動債務融資、債務減免和債務重整，協助開發中國家實現長期債務
永續性，並處理高負債貧窮國家的外債問題，以減輕其負債壓力

17.5 17.5 Adopt and implement investment promotion regimes fo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為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採用及實施投資促進方案

Technology 科技

17.6

Enhance North-South,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and access 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enhance knowledge-sharing on mutually agreed terms, including 
through improved coordination among existing mechanisms, in particular at the United Nations level, and 
through a global technology facilitation mechanism

 在科學、科技與創新上，提高南─北、南─南，以及三方之間區域性、國際性的合作，並
採用共同議定的條款，來強化知識交流。做法包括改善現有機制之間的協調（尤其是在聯

合國層級），以及採用全球性的科技促進機制

17.7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transfer, dissemination and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favourable terms, including on concessional and preferential terms, as mutually agreed

 按照共同議定的原則，使用有利的條款和條件，包括特許權和優惠條款，針對開發中國家
促進環保科技的發展、轉移、流通及擴散

17.8
Fully operationalize the technology bank an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apacity-building 
mechanism fo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by 2017 and enhance the use of enabling technology, in particula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2017年前，全面落實發展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的技術庫，建立科學、科技與創新的
能力培養機制，並擴大其科技使用，尤其是資訊及通訊科技（ICT）

Capacity-building 能力建置

17.9
 Enhanc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implementing effective and targeted capacity-buil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support national plans to implement all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cluding through 
North-South,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cooperation

 強化國際支持，為開發中國家實施有效且已設定目標之能力培養，以支持各國落實各項以
永續發展為目標的國家計畫，包括開展南─北、南─南和三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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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貿易

17.10
 Promote a universal, rules-based, open, non-discriminatory and equitabl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und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cluding through the conclusion of negotiations under its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下，建立一個全球性、遵循規則、開放、無歧視以及公平地多邊
貿易系統，包括透過杜哈回合貿易談判完成協商

17.11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expor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with a view to doubling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hare of global exports by 2020

大幅增加開發中國家的出口量，尤其是在 2020年前，讓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的全球
出口占比增加一倍

17.12

 Realize timely implementation of duty-free and quota-free market access on a lasting basis for all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consistent with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ecisions, including by ensuring that 
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 applicable to imports from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transparent and simple, 
and contribute to facilitating market access

按照世界貿易組織之決策，如期對所有 LDCs實施持續性免關稅、免配額的市場進入管
道，包括適用於 LDCs進口的原產地優惠規則，必須簡單且透明，有助於其進入市場

Systemic issues 制度性議題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coherence 政策和制度的一致性

17.13 Enhance global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including through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policy coherence 透過政策協調與一致性來加強全球總體經濟的穩定性

17.14 Enhance policy coher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加強永續發展政策的一致性

17.15
 Respect each country’s policy space and leadership to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policies for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尊重每個國家的政策空間和領導權，以建立及執行消除貧窮與永續發展的政策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s 多邊合作

17.16
 Enhanc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lemented by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s that mobilize and share knowledge, expertise,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ll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developing countries

透過多邊合作促進永續發展的全球夥伴關係，動員和分享知識、專業、科技與財務資源，

以支持所有國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17.17
Encourage and promote effective public, public-private and civil society partnerships, building on the 
experience and resourcing strategies of partnerships

以夥伴關係的經驗和籌資策略為基礎，鼓勵和促進有效的公共、公私營和民間社會的夥伴

關係

Data, monitoring and accountability 資料、監督和問責

17.18

By 2020, enhance capacity-building suppor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fo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t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the availability of high-quality, timely and reliable 
data disaggregated by income, gender, age, race, ethnicity, migratory status, disability,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relevant in national contexts

2020年前，加強協助開發中國家、包括最低度開發國家（LDCs）與小島嶼發展中國家
（SIDS）建立能力，使其得以獲取大量高品質、及時且可靠的數據，這些數據會按收入、
性別、年齡、種族、族裔、移民、身心障礙、地理位置以及各國國情特色來分類

17.19
By 2030, build on existing initiatives to develop measurements of progres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complemen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support statistical capacity-buil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30年前，依據現有措施，制定衡量永續發展進程的方式，使國內生產總值（GDP）計
算更為完善，並協助開發中國家培養統計能力

Reference: https://unstats.un.org/sdgs/indicators/indicator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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