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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永續發展議程介紹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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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新聯合國
發展議程」包含
「永續發展目標」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於1987年發表「我們共同未
來」，並對永續發展下定義
為「能滿足當代的需要，同
時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
求能力之發展」。

2014年9月18日布倫特蘭夫
人來臺接受唐獎。

一、全球永續發展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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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永續發展重要里程碑

1972年6月，聯合國於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

1983年，聯合國設置「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於1987年發表「我們共同的
未來」，提出「永續發展」並定義為「能滿足當代的需要，同時不損及未來世
代滿足其需求能力之發展（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needs 」。

1992年6月，聯合國於里約召開「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發表「21世
紀議程」、「里約宣言」及簽署「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
1993年2月成立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UNCSD）。

2002年9月，聯合國於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WSSD；
RIO＋10）」，發表「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及「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

2012年6月，聯合國在巴西里約舉行「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Rio＋20）」，發
表「the future we want(我們想要的未來)」。

聯合國依據「我們想要的未來」，自2013年1月起進行「永續發展目標(SDGs)」
之研訂，並於2014年9月10日的第68屆大會中討論通過。

 2015年9月25日，聯合國於紐約總部召開「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通過
「2030永續發展議程」。

5

(一)1987年提出「我們共同的未來」文件

1983年，聯合國設置「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於1987年
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出「永續發展」並定義為「能
滿足當代的需要，同時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求能力之發
展（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needs 」

6



2015/11/5

4

重要產出文件： Agenda 21

(二)1992年召開地球高峰會(1/2)

7

1992年6月，聯合國於里約召開
「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
發表「21世紀議程」、「里約宣
言」及簽署「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生物多樣性公約」。

推廣教育、大眾意識

Agenda 21

保護大氣層

陸地資源的管理
與規劃

制止砍伐森林

防沙治旱

永續的山區發展

促進永續的農村
與農村發展

保育生物多樣性

無害環境的生物
技術管理

保護海洋資源

保護和管理淡水
資源

管理有毒化學品

管理有害廢棄物

管理固體廢棄物
及污水

管理放射性廢料

社會經濟面 保存與管理
環境及資源

加強各主要
組織功能

執行機制

加速開發中國家
永續發展之國際
合作

消除貧窮

改變消費型態

人口動態與永續
發展

保護和增加人類
健康

促進人類住區的
永續發展

將環境與發展問
題納入決策過程

婦女組織

兒童與青年

原住民及共同社
區之功能

加強與非政府組
織之功能

支持地方政府的
倡議

工人及工會

工商業

科技界

農民

財務資源與機制

環境友善技術轉
建移、合作與能力

科學促進永續發展

及訓練

促進開發中國家
能力與國際合作

國際體制安排

國際法律工具

決策資訊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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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2年召開地球高峰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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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2年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

（行政院永續會代表團於會場拍攝）

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計191個國家元首及代表、共2萬1千餘人出席

9

(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

2012年Rio＋20大會2討論主題：

主題一、永續發展及消除貧窮脈絡下之「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主題二、永續發展之「體制架構」（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0

(四)2012年里約+20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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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2年里約+20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2/2)

2015年9月25日 舉世矚目的“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在紐約聯合國總部
正式開幕，會議通過了一份由193個會員國共同達成的成果，即「改變我們的
世界－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其包括17項永續發展目標和169細項目標，將推
動世界在今後15年內實現3個創舉－消除極端貧窮、戰勝不平等與不公正、遏
制氣候變遷。

。潘基文呼籲世界各地的每一個人以該議程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為方向行
動起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建立高階政治承諾及嶄新的全球夥伴關係。

12

(五)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議紀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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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5日羅馬天主教第
266任教宗方濟各在聯合國永續
發展高峰會開幕前發表指出，通
過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是世界充
滿希望的重要標竿；此外，教宗
對年底巴黎氣候變遷大會達成全
球性協定一事，抱持信心。

13

(五)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議紀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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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議紀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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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宣言（1-53）

前言

我們的願景

我們的共同原則及承諾

我們當今所處的世界

新議程

執行方法

後續行動及檢視

行動起來，改變我們的
世界

永續發展目標及係細項目
標 (54-59)

17項目標及169細項目
標之全文【英文版永續發
展目標及係細項目標計有
12頁，佔英文議程4成】

執行方法及全球夥伴關係
(60-71)

後續及檢視 (72-91)

國家層級

區域層級

全球層級

重要產
出文件，
The 

2030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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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議紀實(4/4)

• 1987《我們共同的未來》：不僅定義了永續發展的意涵，更呼籲各國
必須重視公平正義與國際合作。

• 1992《21世紀議程》：聯合國首次就永續發展議題提出多項推動藍圖，
共分為「社會與經濟」、「保存及管理資源以促進發展」、「強化主
要團體功能」及「實施手段」等四部分，共囊括 40 項領域。

• 2012《我們想要的未來》：制定一套可有效執行的永續發展目標，所
有會員國統一執行：(1) 對永續發展重新作出政治承諾；(2) 檢討已執
行之永續發展進展及差距；(3) 處理新浮現的挑戰。

• 2015《2030永續發展議程》：消除貧窮、對抗不平等和處理氣候變遷
問題，把弱勢及位處邊緣者擺在優先順位，誓言不讓任何人落單。

• 從1987《我們共同的未來》、1992《21世紀議程》、2012《我們想要
的未來》到2015《2030永續發展議程》。

永續發展從概念到提出正式議程與藍圖

持續檢視已執行之永續發展進展及差距

處理新浮現的挑戰

從環境到人，都納入永續發展的議程中。
16

(六)聯合國永續發展之歷程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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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依據Rio+20大會產出文件「the future we want」第五章「行動與後
續發展架構」決議，自2012年9月開始永續發展目標研訂作業。

2013年1月15日，聯合國成立研訂永續發展目標「公開工作小組(OWG)」
，由30個會員國派員組成。嗣後每1至2月召開1次研商會議。

2014年7月19日，OWG召開第13次研商會後發表永續發展目標「提案
(Proposal)」，並提至聯合國第68屆大會中討論。

2014年9月10日，聯合國第68屆大會採納OWG所提SDGs提案作為決議（
Resolution）

17

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研議過程(1/2)

2014年10月、11月，聯合國決議將SDGs納入「post -2015 development 

agenda」，作為核心內容，並決議於2015年9月25日在紐約召開「聯合

國高峰會(United Nations Summit)」。

2015年8月，聯合國將「post -2015 
development agenda」更名為「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2015年9月25日，聯合國於紐約總部召開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2015」，同日193個會員國
unanimously adopted 「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8

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研議過程(2/2)



2015/11/5

10

落實永續發展目標SDGs六個要素:

1.Dignity (尊嚴: 終結貧窮及
對抗不平等)

2.People (人: 健康且有知識)

3.Prosperity (強壯、包容、
可改造性經濟)

4. Planet (保護世代生態環境)

5.Justice (安全且和平的社會及制
度)

6.Partnership (全球夥伴關係)

聯合國秘書長「The roads to dignity by 2030 」報告中，
提出之落實永續永續發展目標(SDGs )六個主要元素

三、永續發展目標規劃考量要素：From 6P To 5P(1/2)

19

本議程是為人類、地球及繁榮制訂的行動

計畫。這些目標及細項目標激勵人們於

今後15年，在人類及地球極為重要的領域

中採取行動：

人 (People)
我們決心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與饑餓，讓所有人平等且有尊嚴的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中充分發揮自己的

潛能

地球 (Planet)
我們決心阻止地球的劣化，包括以永續的方式進行消費及生產，管理地球的自然資源，在氣候變遷問

題上緊急採取行動，使地球能夠滿足當代及後代的需求

繁榮 (Prosperity)
我們決心讓所有的人都過繁榮且充實生活，在與大自然和諧共處下，促進經濟、社會及技術的進步

和平 (Peace)
我們決心推動建構無恐懼與暴力的和平、公正及包容的社會。沒有和平，就沒有永續發展；沒有永續

發展，就沒有和平

夥伴關係 (Partnership)
我們決心動用必要的方法來執行這一議程，本著加強全球團結的精神，在所有國家、所有利益關係者

及全體人民參與情況下，恢復全球永續發展夥伴關係的活力，尤其注重滿足最貧窮最脆弱群體的需求

提出5 P

 People

 Planet

 Prosperity

 Peace

 Partnership

20

三、永續發展目標規劃考量要素：From 6P To 5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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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於2012年8月在「永續發展知識平台網站」設置永續
發展目標專區，對外說明聯合國制定永續發展目標之意義
及原則；同年9月開始研訂作業。

去(2014)年9月10日，聯合國第68屆大會決議通過「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 SDGs計有17項目標(Goal)及169細
項目標(Target)。

21

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主要內容(1/9)

目標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貧窮（People ）

22

目標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
養及促進永續農業（People ）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17大項目標

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主要內容(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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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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

目標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People ）

目標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People ）

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主要內容(3/9)

24

目標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的、
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源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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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sperity ）

目標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
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
人都有一份好工作（Prosperity ）

目標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與衛生及其
永續管理（People ）

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主要內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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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
影響（Planet）

25

目標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
韌性及永續性（People、 Planet、
Prosperity 、 Peace ）

目標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Planet）

目標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Peace ）

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主要內容(5/9)

目標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
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
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
包容的制度（Peace ）

目標17.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
發展全球夥伴關係（Partnership ）

26

目標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
以確保永續發展（Planet ）

目標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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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t）

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主要內容(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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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目標一：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1.1在西元 2030年前，消除所有地方的極端貧窮，目前的定義為每日的生活費不
到 1.25美元。 

1.2在西元 2030年前，依據國家的人口統計數字，將各個年齡層的貧窮男女與兒
童人數減少一半。 

1.3 對所有的人，包括底層的人，實施適合國家的社會保護制度措施，到了西元
2030年，範圍涵蓋貧窮與弱勢族群。 

1.4在西元 2030年前，確保所有的男男女女，尤其是貧窮與弱勢族群，在經濟資
源、基本服務、以及土地與其他形式的財產、繼承、天然資源、新科技與財
務服務（包括微型貸款）都有公平的權利與取得權。 

1.5在西元 2030年前，讓貧窮與弱勢族群具有災後復原能力，減少他們暴露於氣
候極端事件與其他社經與環境災害的頻率與受傷害的嚴重度。 

a. 確保各個地方的資源能夠大幅動員，包括改善發展合作，為開發中國家提供
妥善且可預測的方法，尤其是最低度開發國家（以下簡稱 LDCs），以實施
計畫與政策，全面消除它們國內的貧窮。 

b. 依據考量到貧窮與兩性的發展策略，建立國家的、區域的與國際層級的妥善
政策架構，加速消除貧窮行動。 27

五、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主要內容(7/9)

【例】目標九：建立具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
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9.1發展高品質的、可靠的、永續的，以及具有災後復原能

力的基礎設施，包括區域以及跨界基礎設施，以支援經

濟發展和人類福祉，並將焦點放在為所有的人提供負擔

的起又公平的管道。

9.2促進包容以及永續的工業化，在西元2030年以前，依照

各國的情況大幅提高工業的就業率與GDP，尤其是LDCs

應增加一倍。

9.3提高小規模工商業取得金融服務的管道，尤其是開發中

國家，包括負擔的起的貸款，並將他們併入價值鏈與市

場之中。
28

五、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主要內容(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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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目標九：建立具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
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9.4在西元2030年以前，升級基礎設施，改造工商業，使他們可永續發

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幅採用乾淨又環保的科技與工業製程，

所有的國家都應依據他們各自的能力行動。

9.5改善科學研究，提高五所有國家的工商業的科技能力，尤其是開發
中國家，包括在西元2030年以前，鼓勵創新，並提高研發人員數，
每百萬人增加x%，並提高公民營的研發支出。

a.透過改善給非洲國家、LDCs、內陸開發中國家（以下簡稱LLDCs）
與SIDS的財務、科技與技術支援，加速開發中國家發展具有災後復
原能力且永續的基礎設施。

b.支援開發中國家的本國科技研發與創新，包括打造有助工商多元發
展以及商品附加價值提升的政策環境。

c.大幅提高ICT的管道，在西元2020年以前，在開發度最低的發展中
國家致力提供人人都可取得且負擔的起的網際網路管道。 29

五、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主要內容(9/9)

30

臺灣SDG推動情形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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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架構

委員會議

主任委員（院長）

執行長（政務委員）

秘書處(環保署)
工作會議

教
育
與
宣
導
組(

教
育
部)

健
康
與
福
祉
組(

衛
生
署)

城
鄉
發
展
組(

內
政
部)

科
技
與
評
估
組(

國
科
會)

交
通
與
生
活
組(

交
通
部)

能
源
與
生
產
組(

經
濟
部)

生
物
多
樣
性
組(

農
委
會)

國
土
資
源
組(

內
政
部)

節
能
減
碳
與
氣
候
變
遷

組(

環
保
署)

環境面協調副執行長
(環保署副署長)

經濟面協調副執行長
(經濟部次長)

社會面協調副執行
長(內政部次長)

31

二、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任務

(一) 研訂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審議國家永續發展相關議

案。

(二) 協調推動水土資源永續利用、國土保安、永續城鄉建設及

綠色生活，促進國人活動與自然環境之融合共生。

(三) 協調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健康風險管理與福祉，以確保

國人健康與生態系平衡。

(四) 協調推動節能減碳、永續科技、永續能源及永續產業，促

成高環境品質及經濟發展之共享。

(五) 推廣永續發展教育宣導，提昇政府與民間夥伴關係，落實

永續發展工作。

(六) 推動永續發展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永續發展事務，善

盡地球村成員之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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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2 Rio+20歸國後，永續會即密切注意聯合國研訂SDGs作業

2014年6月，永續會掌握聯合國永續發展知識平台公布之SDGs零草案

2014年9月下旬，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知識平台得知第68屆大會通過
SDGs訊息；於10月上旬將聯合國SDGs翻譯成中文，並置永續會資訊網。

2015年2月永續會副執行長召開「永續發展目標研商會議」

2015年4月，提「研訂本會永續發展目標」至永續會第39次工作會議討
論

2015年6月，提「研訂本會永續發展目標案」至毛院長主持之永續會第
27次委員會議中報告。

2014年10月中旬，環保署署長兼永續會委員邀請永續會民間委員，召
開「永續發展政策議題座談會」，聯合國SDGs為主要討論題之一。

三、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大事紀

33

 完成我國廿一世紀議程、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及永續發
展指標系統等重要文件。

四、永續會完成之重要文件

21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 2000

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2002

台灣永續發展宣言, 2003

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第一版), 2003

永續發展政策綱領 , 2009

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第二版), 2009

34

http://nsdn.epa.gov.tw/CH/PAPERS/20000518.pdf
http://nsdn.epa.gov.tw/CH/PAPERS/FUTURE.pdf
http://nsdn.epa.gov.tw/CH/PAPERS/DEVELOPM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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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02 年參考聯合國第 1 版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與架
構，進行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之研擬，並於2003 年發表
永續會第 1 版指標系統，後續每年公布前一年度之指
標評量結果。

 為與世界趨勢接軌，永續會於 2008 年底決議參照聯
合國第 3 版永續發展指標系統架構，以永續會第 1 版
指標為基礎，研訂第 2 版指標系統，並於 2009 年 12 
月討論通過。永續會第 2 版指標架構與聯合國第 3 版
指標架構同為「面向」、「議題」、「指標」之三層
次。

五、永續發展指標系統(1/2)

35

 依 2012 年 Rio+20 結論的增刪修正及檢討後，永續
發展指標年度評量結果發表順序係以環境、節能減碳、
國土資源、生物多樣性、生產、生活、科技、城鄉文
化、健康、福祉、治理、參與等 12 個面向列述；每個
指標之年度評量結果以面向、議題、指標名稱、定義、
與永續發展相關性、年度數據表、年度趨勢圖等敘述
之。

 年度指標評量過程，於每年 7 月中下旬先由各指標主
政機關提報前一年度之數據，透過永續會建置之「永
續發展指標計算資訊管理系統」計算結果，後續經永
續會邀集相關單位及永續會委員召開「年度指標數據
確認及檢討會議」後，於 12 月底前公布前一年度之永
續發展指標評量結果。

五、永續發展指標系統(2/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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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發展政策綱領」的擬定係基於我國的永續發展
現況，參考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理念與原則，以順應廿
一世紀的國際潮流，因應全球的趨勢與衝擊，提升政
府部門的決策，帶動全民的永續發展行動，落實國家
的永續發展。

 綱領分為永續的環境、永續的社會、永續的經濟、執
行的機制等四項「政策層面」，每個政策層面包含五
至六個面向，合計二十二面向。

 （一）「永續的環境」層面包含：大氣、水、土地、海洋、生物多樣性
及環境管理等六個面向。

 （二）「永續的社會」層面包含：人口與健康、居住環境、社會福利、
文化多樣性及災害防救等五個面向。

 （三）「永續的經濟」層面包含：經濟發展、產業發展、交通發展、永
續能源及資源再利用等五個面向。

 （四）「執行的機制」層面包含：教育、科技發展、資訊化社會、公眾
參與、政府再造及國際合作等六個面向。

六、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之政策內涵

37

第39次工作會議（2015年4月，執行長主持）主要決議：

各工作分組請參考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與169項細項目標，

及本會永續發展政策綱領、永續發展行動計畫等文件，研擬中

期（2020年）、長期（2030年）永續發展量化目標，後續提

各分組會議討論。

分組永續發展目標研擬完成後送秘書處彙整；秘書處辦理2場

座談會後提工作會議討論，全程作業於明(2016)年2月前完成

工作分組研訂永續發展目標時須符合永續發展原則與精神，此

外實施過程須納入公眾參與機制。

七、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修訂規劃重要依據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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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次委員會議（104年6月，院長主持）主要決議：

 本案永續發展目標研訂及其完成時間，後續依原規劃辦理。

 永續發展目標研訂過程應納入公眾參與機制，納入社會元素

以形成共識。

七、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修訂規劃重要依據

The 27th TCSD Council Meeting (Jun. 9, 2015) 

39

落實公眾參與機制

八、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修訂規之意見蒐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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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修訂之資訊更新

41

永續會委員會議

各分組研擬永續發展目標(草案初稿)

於各分組會議討論完成分組目標草案
包括2020年中期細項目標與2030年長期細項目標

公眾參與機制
1.公告於永續會網站 2.召開座談會

永續會工作會議 預定於
2016年
2月完成

永續會各分組參
照：
1.永續發展政策
綱領

2.永續發展行動
計畫

3.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 (SDGs)

十、臺灣永續發展目標修訂規劃時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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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