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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永續發展教育現況探討及行動策略之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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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5 年開始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許多國家

參與、擬定政策及提出推動成果，臺灣是否跟進國際趨勢，積極推動永續發展教育？

若要推動，其行動策略應為何？本研究以此二個提問，透過文獻分析及內容分析方法，

探討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之精神內涵，日本、韓國、荷蘭三個國家永續發展教育政策，

評析臺灣永續發展教育之現況。以永續發展教育建立在環境教育基礎上的立論，建議

成立領導單位，訂定國家級的政策，推廣理念及內涵，運用環境教育法，整合既有的

中央各部會及地方環境教育作為基礎，將永續的內涵及運作方式進入社會學習與學校

教育，及培養永續發展教育人才，來當作臺灣永續發展教育的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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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面臨永續議題，如：極端氣候、地震天災、天然資源缺乏仰賴進口。雖然生

態破壞、工業污染已有些改善，但社會結構少子女化、高齡化以及新移民的加入，貧

富差距逐步擴大、世代觀念的落差、年青人的就業困難等，正威脅著臺灣，這些都是

臺灣永續發展的議題(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2015)。為著幸福臺灣——環境永續、

社會和諧與經濟活力，各階層的人都需要建立永續的概念，並且付諸行動，建立臺灣

環境及社會的韌性，此時，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簡稱

ESD)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5 年開始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簡稱 UNDESD)，吸引各洲許

多國家參與，有些國家訂定與 ESD 相關的國家法案、有些國家建立全國 ESD 整合機

制，甚至 66%的聯合國會員國提出 ESD 策略或行動計畫(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4b)，臺灣推動的狀況又如何呢？ 

臺灣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順應世界潮流，仍應積極推動永續發展。1997 年，

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提升擴大為「永續發展委員會」(簡稱永續會)，由

政府部門、學者專家及社會團體組成，經過數次的調整並賦予法定地位。這個委員會

於 2008 年組織改造，2009 年完成「永續發展政策綱領」，展現出我國不落人後積極的

態度。綱領中「推廣永續發展教育」是作為「加強執行永續發展的執行能力」的實踐，

綱領提出整合教育資源，加強終身永續，並結合社會資源，強化全民永續發展的意識

與行動(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永續會]，2014a)。然而這些作為似乎尚未跟上

UNDESD 的腳步，制定臺灣 ESD 行動計畫，因此，環境教育界與政府共同關切臺灣

ESD 行動策略應該為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稱環保署)為環境教育法的主管機關，並且是永續會的幕僚

單位；於 2014 年，環保署提出標案，以發展我國永續發展教育行動策略及參與

UNDESD 第十年名古屋會議佈展為工作事項。筆者代表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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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三位學者，投標參與此計畫。計畫過程中，工作團隊與五位諮詢委員，首先界定

EE 及 ESD，收集資料，制定分析架構，評析臺灣永續發展教育之現況。接著，進一

步探討 UNDESD 之精神內涵、行動計劃，收集日本、韓國、荷蘭等國家 ESD 政策當

作參考，提出臺灣永續發展教育行動策略的建議，並進行兩場焦點團體會議、三場諮

詢會議，收集各界的建議做修正。 

貳、文獻回顧 

一、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的名詞、緣起、內涵精神及推動

現況 

(一)永續發展教育的名詞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簡稱 SD)的定義，根據 1987 年，聯合國《我

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一書，定義為「滿足當代需要，而同時不損及後

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要的發展」(王之佳、柯金良譯，1987)。另外，本研究採取社會

與經濟均應涵括於環境系統內，這是考量不減損「自然資本」(自然承載力)的前提下

發展，追求社會公義及經濟活力(蔡勳雄，2002) 。 

永續發展教育(ESD) 的定義為「使每一個人有能力做出決定，朝向環境整全

(environmental integrity)、經濟活力(economic viability)、和為當代及未來世代正義的社

會(just society)，同時是尊重文化的多樣性(UNESCO, 2013)。對於永續發展教育，各國

使用的名稱不一，如為永續學習(Learning for Sustainability)、永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並未強制規定各國使用同一個名稱，而是尊重各

國的決定(Wal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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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永續發展教育的起源 

聯合國 ESD 的提出已經超過二十年，始於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議的 21 世紀議程，

其中第 36 章認定教育、訓練及大眾覺知是轉化朝向永續發展的工具；更在 2002 年約

翰尼斯堡的「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確定

永續發展的社會、環境和經濟三個面向，同時認定文化(含價值、知識、語言、歷史和

世界觀)是重要元素，亦會影響永續發展。聯合國秘書處宣布 2005 年至 2014 年為聯合

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UNDESD)，來強調「教育」在推動更永續世界的重要角色，並

指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簡稱 UNESCO)為這個計畫的領導機構(UNESCO, 2014a)。 

(三)國際永續發展教育的關切議題及內涵 

UNDESD 首先提出國際執行綱要(International Implementation Scheme) (UNESCO, 

2005)，內容包括永續發展教育和學習必須關注的 15 個全球永續議題及其學習內涵，

其中特別關注文化多樣性、尊重和寬容，並塑造有尊嚴的價值觀念等文化方面的重要

問題(Tilbury & Mulà, 2009; UNESCO, 2010)，學習議題及內涵簡述如表 1。 

(四)國際永續發展教育揭櫫的精神與原則及全球行動計畫 

UNESCO 提醒，推動 ESD 過程中需要掌握四個要素：整合視角(integrative lens)、

批判視角(critical lens)、轉化視角(transformative lens)和情境視角(contextual lens) (Wals, 

2009)。於推動的第十年在名古屋的會議中，表達尊重各國的永續發展教育的名稱，但

指出國際對 ESD 的共識，如下： 

1.  ESD 是整體的和轉化的教育，強調學習內涵、教學法和學習情境，以達到轉

化社會的目的。 

2.  學習內涵連結國際公約—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減災、永續消費與生產。 

3.  教學法強調互動、學習者為中心、探索和行動導向的學習。 

4.  學習環境則包括實際的環境和線上虛擬的情境，建議是全機構式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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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UNDESD 關切的社會、環境、經濟、文化議題及其相關的學習內涵 

面向 議題 學習內涵 

社會面 人權、和平與人類安全、性

別平等、文化多樣性與跨文

化理解、健康、HIV/AIDS、

治理 

瞭解社會機構和他們在變革及發展的角

色，民主和參與系統要提供機會並呈現包

容，需有權利及社會公義的考量，尊重、

關懷、表達意見的治理過程，營造共識及

解決衝突與差異。 

環境面 自然資源(水、能量、農

業，生物多樣性)、氣候變

遷、農村發展、永續城市、

防災減災 

瞭解、尊重和關懷生態系統及其維生的特

質，如：美、多樣性、資源的有限性、生

態系統的脆弱性，以及它們的影響，如提

供給人們生活及福祉。在社會和經濟政策

制定中，承諾關懷環境。 

經濟面 消除貧困、企業的責任、市

場經濟 

有智慧的賺錢生活和維持永續經濟系統，

這個系統支持人們和環境的福祉，並且敏

銳於經濟成長的有限、風險與潛力，以及

對社會和環境的衝擊，考量環境及社會公

義關懷，評估在個人和社會層級的消費情

形。 

文化面 文化襲產、文化保存、在地

智慧 

瞭解價值影響形塑個人的選擇和社會實

踐，如社會信仰和哲理的角色、以及與其

他人、自然世界相處關係的方式；探討它

們如何形成、改變和維持，並且以創新的

方式來形塑這些價值和關係。 

 

5.  預期學習成果為提升核心能力，如：批判、系統思考，合作決策和為現代和

後代負責。 

6.  建立正面的社會轉化，使各年齡層的學習者，在各教育情境，轉化自己和所

在的社會環境，包括轉向綠色經濟與社會文化；民眾增能成為全球公民，積

極的投入以面對全球的挑戰。 

另外，ESD 的第十年在名古屋的會議中，UNESCO 提出 ESD 的全球行動計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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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圖(UNESCO, 2014a)指引未來 ESD 推動，當中包含兩個目標及五個優先行動。這

兩個目標一個是針對教育部分，期望調整教育和學習，使學習者有能力，貢獻於永續

發展；另一則針對教育部門以外的部門，期望他們加強教育促進永續發展。五個優先

行動，包括：精進政策(advancing policy)，將 ESD 融入教育和永續發展政策，強調跨

部會的整合；轉化學習和訓練環境(即整體機構途徑，whole-institution approaches)，如

綠色學校，行政、教師、學生一起發展願景，規劃執行 ESD 的方案；建立教育者和訓

練者的能力、成為學習 ESD 的協助者(facilitator)；培力和動員青年，讓他們是永續發

展中的改革者，為他們自己打造更好的未來；最後，透過 ESD，加速在地方層級找尋

符合永續的解決方案(sustainable solution) (UNESCO, 2014a)。 

UNESCO 已經完成 DESD 的計畫，從一開始的建立綱要，提供學習內容架構，

以及後續每五年的評估報告，報導各大洲推動的現況，越來越釐清推動的要素，甚至

在第十年明確訂定未來的全球行動計畫，由這些成果看到 DESD 計畫一一落實。聯合

國 2014 年的評估報告指出，訂定與 ESD 相關的國家法案的國家數，佔會員國的 29%；

具備全國 ESD 整合機制，佔 50%；66%的會員國已經提出 ESD 策略或行動計畫

(UNESCO, 2014b)。2014 年聯合國大會中簽屬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17 項，2015 年永續發展高峰會議簽署永續發展議程(永續會，2015)，

其中日本環境白皮書提及由教育推動，實踐永續發展的社會(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

發展基金會，2015)。以上的數據，透露出 2005-2014 的 UNDESD 展現出一些成果，

已經帶動許多國家重視 ESD；這激發研究者投標環保署計畫，探討臺灣 ESD 行動策

略應該如何，但在提出行動策略前，先就與 ESD 相近的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簡稱 EE)內涵進行探討，以釐清兩者的關係，有助於後續不論是其他國家

或是臺灣推動 ESD 和 EE 的審視。 

二、 永續發展教育(ESD)和環境教育(EE) 

自從 1977，國際推動 EE，其中包含政治與經濟面，以及他們跟環境的關係。因

此有些學者認為 ESD 的起源應追溯到 Tbilisi 國際環境教育會議，而非 1987「我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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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未來」永續發展的界定。然而各國推動環境教育的歷史及文化脈絡不同，各國(甚

至各人)對於 ESD 和 EE 關係的看法亦有差異。Wals (2009)在 UNDESD 的期中評量報

告指出，有的國家(人)將 ESD 等同於 EE，但有的國家(人)則認為 ESD 含括環境、經

濟、社會面向，EE 只有環境面向，所以 ESD 包括了 EE，第三種看法則是 EE 包括了

ESD，因為 EE 在 1977 年 Tbilisi 宣言，已經包括了環境、政治、文化、經濟，並且 EE

因著時代所關切議題的變動，其教育重點不同，永續發展是近期 EE 所關切的議題，

未來可能有新的關切議題。 

我國推動 EE 已有三十年，頗為積極，且內容豐富，但少出現「永續發展教育」

這個名詞，「環境教育」為大眾所熟知。臺灣 EE 的內涵往往因推動機構或組織的關懷

重點不同而有差異，其範疇大小不一，涉入的面向也不同。當世界各國政府如火如荼

的推展 ESD 的當下，即包含了社會、環境和經濟三個面向，同時認定文化面向的重要

性，臺灣政府是否跟進，努力推動 ESD，有明確的行動策略？或是以 EE 的面貌呈現？

2011 年臺灣開始實施環境教育法，甚至在第一條的法條申明以「永續發展」為依歸，

但實際上，其環境教育的內涵是否涵蓋了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各個面向？此乃本

研究者感到好奇的問題，因此收集環境教育法規定的年度成果白皮書以及永續會的年

度工作報告進行探討。  

參、研究方法 

為了解答本研究的問題「我國政府的 ESD 為何﹖」以及「我國 ESD 行動策略應

該如何？」，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以及內容分析法，前者為質性研究，後者為一種量

化研究方法。本研究考量 ESD 的內涵及 ESD 與 EE 的關係，在臺灣 ESD 現況部分，

收集與 ESD 相關的文獻進行文獻分析，包括永續會網站上永續會的介紹、永續發展政

策綱領及行動計劃和年度報告，了解永續會的教育內容。另外，本研究也收集環保署

出版的環境教育白皮書，了解 EE 的政策及環境相關部會執行 EE 的情形。在國際部

分，研究團隊收集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網站上的資料，探討 ESD 之精神內涵，也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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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韓國、荷蘭三個國家 ESD 報告，探討其國家推動單位、政策及項目，當作參考，

提出臺灣 ESD 行動策略的建議。 

內容分析法部分，則是建立一個類目表，供分析參照使用。為了符合國際 ESD

內涵及臺灣 SD 的願景內涵，本研究整合 UNESCO (2010)所發行的文件 (此為了協助

各國永續發展教育政策制定)中四個永續發展面向(環境、社會、文化、經濟)及其重要

議題，以及我國永續發展政策綱領的願景內涵(寧適的環境、多樣的生態、福祉的社會

和繁榮的經濟)(永續會，2014b)，成為一類目分析表(表 2)。內容分析的對象為永續會

2013 年下半年的報告(永續會，2014c)以及 102 年環境教育白皮書(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4)第二篇，環境教育白皮書乃因環境教育法通過後，每年主管機關環保署及各環境

教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提報環境教育的工作成果，所集結而成。而永續會則是要求

各組每半年將永續發展的努力提報，各組的教育部分及教育宣導組的報告都含括在本

研究內，以明確掌握政府部門 EE 或 ESD 的落實情形。內容分析由研究團隊四人，二

人為一組，針對這兩份資料作分析。分析時，以每一段落為單位，比照類目表，將各

相關 ESD 的段落，進行重點摘要，然後統計。摘要記錄包括：永續的面向、涉及的議

題、出現的頁數，以及其 EE 或 ESD 的重點敘述，然後同組人員交叉比對，筆者根據

內容分析表的紀錄予以確定，做信效度的考核，如表 3。 

表 2 本研究內容分析類目表 

面向 議題 

環境 1 資源管理(能源、水資源)、2 氣候變遷防災、3 污染、4 自然生態保育(森

林、生物多樣性、海洋) 

社會 1 安全(食品)、2 和平 (和諧)、 3 公平(貧富差距、居住正義)、 4 人權(族

群、性別)、 5 健康(衛生)、6 人口(高齡、少子)、7 社區參與、8 行政治理 

文化 1 原住民、2 宗教(信仰)、3 文化保存(語言、生活、習俗、文化遺產)、4

價值觀(環境倫理) 

經濟 1 貧窮(失業)、2 城鄉發展議題、3 綠色消費(公平貿易、農夫市集)、4 綠

色產業(綠能、綠色建築、綠色科技、清潔生產、永續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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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內容分析登錄表範例 

關懷
面向 

議題 ESD 數 SD 頁碼 ESD 案例  

如：自來水場參訪活動 

環境 1 資源
管理 

1 
農業委員會 

畜牧場 p.2 

宣導推廣沼氣利用摺頁 

1 

知本自然教育
中心 p.2 

「食，在山林」活動認識野菜、製
作菜餚 

製作「知本‧森林」繪本 

1 漁業署 p.2 辦理漁業資源保育創意教案比賽 

  
為海巡機關、漁政人員、漁民、漁
業資源管理相關人員辦理研習會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臺灣有關 ESD 的現況，包括各部門政府機

構推動的報告；另外，ESD 與 EE 的關係密切，本研究也分析各政府機構推動 EE 的

報告；並且研究者認為 ESD 應建立在既有的 EE 基礎上，因此分析國內 ESD 及 EE 現

況時，也思考未來 ESD 的推動，作為草擬 ESD 行動策略的素材。第二部分，則為三

個國家 ESD 推動的文獻分析結果，作為草擬我國 ESD 行動策略的參考。至於 ESD 的

精神、內涵及未來的行動，已經於上述文獻回顧呈現，不再重述。第三部分則為本研

究在完成第一部份及參考第二部分的結果，草擬的臺灣 ESD 行動策略，並經過兩場焦

點團體會議、三場的諮詢會議討論修改後的結果。 

一、臺灣有關永續發展的教育(ESD) 

在臺灣，永續發展的理念往往是在 EE 中出現，為 EE 的目標，臺灣各政府機構

過去少以 ESD 之名推廣。依據聯合國全球行動計畫(Global Action Project) (UNESCO, 

2014a)，ESD 推動政策可以在教育部門以及教育部門以外的機構進行，我國政府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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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教育現況，本研究以永續會各組的報告為對象做內容分析。 

(一)永續會：有關教育的部分 

永續會於 1997 年成立，經過數次的調整及賦予法定地位，於 2008 年組織改造，

設立九個工作分組，其中一個工作分組即為教育與宣導組，由教育部長擔任召集人，

其角色為收集各組有關教育部份的成果(永續會，2014a)；但因各組的報告仍含有教育

推廣，本研究也審視其他各組的報告。  

永續會於 2009 年完成「SD 政策綱領」，其中「推廣 ESD」作為「加強執行 SD

的執行能力」的實踐，提出整合教育資源，加強終身永續，並結合社會資源，強化全

民 SD 的意識與行動。「執行機制」層面的教育，提出三個努力的議題：「增進全民 SD

之知識與認知」「結合政府、民間、企業及學校資源推動 SD」「進行 ESD 相關研究及

國際合作」「擴大全民參與，提升公民環境素養」(永續會，2014b)。但仔細地審視教

育與宣導組的報告，其 22 項策略並未與上述議題完全呼應，並且多重複。審視 2012

年下半年教育宣導組所提出之報告，發現欠缺統整，此可能是彙整各組成果，而非一

個系統性的規劃之故。其他八組的成果中，也發現一些教育成果，筆者將「教育宣導

組」及其他八組有關教育部分的提報，進行 ESD 四個面向的分析(表 4)。 

根據表 4，ESD 各支柱推動的分配不平衡，其中涉及環境面向最多。各組的提報

數量來看，教育宣導組最高，有 214 筆，約佔 45%。教育宣導組的環境面向多偏自然

保育(生物多樣性、森林、海洋主題)及資源管理(能源與水資源)。從執行方式來看，環

境面向亦呈現豐富的執行狀況，包括：宣導、廣告等環境傳播，多元創意的演講、參

訪、座談，編撰教材、拍攝影片、架設網站，以及學術研究、專家輔導、在正規教育

建立制度，能源以及獎勵獎項，反映多元性及成熟度。另外，研究發現臺灣永續發展

相關的教育，環境、社會、經濟、文化四個面向往往是分開來執行。檢視所有提報內

容中，仍有些提報同時含括兩個或兩個以上 SD 的面向的相關教育，如表 5，提報這

些較能發揮 ESD 的精神。另外，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組採取社區途徑，推動「低碳社

區」，透過系列過程，包括：規劃方案、節能診斷、補助節能設備、提供社區節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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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永續會各分組的教育提報於 ESD 各面向的數量 

 

舉辦座談會、建構網路交流平台等各種方式(永續會，2013)，頗符合 UNDESD 鼓勵的

整體機構途徑，這是值得嘉許的。 

在政策推動上，筆者並沒有發現臺灣有跟隨 UNDESD 的計畫，很具體地推動 ESD。

的政策，永續會的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也沒有「永續發展教育」一項。然而筆者認為各

分組(部會)偏向一二個面向的教育推廣，仍是 ESD 推動的基礎。未來應釐清 ESD 的

理念及提供優良案例，協助推動含括較多永續面向的教育活動，促進跨部會合作辦理

ESD 活動。 

表 5 具有永續多面向的教育活動案例 

涉及議題：水土保持、生態(環境)、媒體識讀(文化)、關懷弱勢(社會) 

案例：教育廣播電台彰化分臺，結合彰化縣農會及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臺中分局的

資源，舉辦「精采一夏~水保生態營」，於東勢林場舉辦廣播媒體識讀及環境教育課

程，參與對象為臺中及彰化家扶扶助之弱勢家庭學生，計有 111 位師生參加。 

分組   ESD 面向   

    環境    社會 文化 經濟 小計 

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組 16 3 0 5 24 

能源與生產組 35 0 0 25 61 

城鄉發展組 2 1 0 8 11 

國土資源組 41 11 2 1 55 

交通與生活組 11 7 0 11 29 

健康與福祉組 1 31 2 0 34 

生物多樣性組   54 4 8 0 66 

科技與評估組   2 0 0 0 2 

教育宣導組   182 18 10 5 214 

 344 75 22 55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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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部：有關永續發展教育(ESD)部分 

教育部部長為永續會教育宣導組的召集人，強化教育部門的 ESD 也是聯合國全

球行動計畫的目標之一。教育部有關 EE 部分於 2013 年組織改組時，由臨時性編制

「環境保護小組」改為正式的單位，位於資訊與科技司內，主要扮演兩大角色：(1) EE

及永續校園推動計畫，(2)強化學校氣候變遷調適及防災應變教育計畫(中華民國數位

學習學會，2012)。其中永續校園推動計畫較屬於全校式，頗有豐富的成果，氣候變遷

調適則著重於高等教育部分，而防災教育部分則配合全國防災計畫，並已經推動了十

年。環境保護小組時期，教育部曾經規畫「教育部永續發展教育內涵與規劃案」(高翠

霞，2012)，報告中提出臺灣 ESD 的重要內涵、九大議題、十九項 ESD 行動方案，但

較少提到將 ESD 放入整個教育政策中。教育部既有的 EE 努力也多偏重環境部分，對

於經濟活力、為當代及未來世代正義的社會，和尊重文化的多樣性(UNESCO, 2013)很

少著墨，反而是落在教育部其他司署的推動中。UNESCO (2010)的文件協助各國如何

將 ESD 置入教育政策中，筆者認為教育部的 ESD 政策必須進行，才可能讓教育部內

的健康促進教育、人權、性別平等、友善校園、原住民教育、海洋教育等串連，有效

地朝向 ESD，而非各自獨立。若教育部要推動整全均衡的 ESD，需強化處室之間對

話，共同發展正規及終身教育的 ESD 行動策略；另外，教育部為永續會的教育宣導組

召集者，對外更是需要扮演帶領及協商各部會永續發展相關教育的角色，協助發展跨

部會的永續發展教育行動策略，而非僅有彙整各部會資料的角色而已。然而目前並未

如此進行，筆者探討其中可能的緣由，乃教育部對於教育領域擅長，但對於永續發展

的四個面向的專業並不孰悉，對於擔任永續會進行 ESD 協商、領導的角色有所猶豫。 

(三)各部會的環境教育(EE) 

在臺灣，EE 已經推動了二十多年，雖然很少單獨提到 ESD，但經常將 SD 作為

教學活動的目標；又 2011 年開始實施 EE 法，甚至在第一條的法條申明以「永續發展」

為依歸。本研究檢視「102 年版環境教育白皮書-第二篇」關於各部會實行環境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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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結果如表 6。 

由表 6 可見，白皮書內的 EE 內涵多含有環境面向。以 ESD 面向涵蓋齊全程度

上，環保署、內政部及農委會之實施成果最為完全，包括四個面向，數量上亦相當豐

富，居前三位。教育部雖然提報數量位居第四位，然而僅涉及環境和社會面向，不如

文化部、科技部以及客委會，後三者的提報含括三個面向。從這個表回答臺灣部會推

動 EE 實質上含有 ESD 範疇的情形，基本上，EE 仍偏向環境面向，其他三個面向偏

少。然亦有可能各部會考量報告要放置環境教育白皮書中，以至多提供環境面向的成

果，其他面向的教育成果沒有被提出，此可以再進一步探討。從表 4 及表 6 呈現的趨

勢看，仍需要強調 SD 精神、內涵，鼓勵社會、文化、經濟面向的教材，甚至一個計 

表 6  102 年環境教育白皮書中各部會實施環境教育關懷面向 

部會 案例數量 
關懷面向 

環境 社會 文化 經濟 

內政部 69 ✔ ✔ ✔ ✔ 

農委會 53 ✔ ✔ ✔ ✔ 

環保署 46 ✔ ✔ ✔ ✔ 

教育部 33 ✔ ✔   

文化部 13 ✔ ✔ ✔  

科技部 11 ✔ ✔  ✔ 

客委會 8 ✔  ✔ ✔ 

交通部 7 ✔   ✔ 

經濟部 6 ✔   ✔ 

故宮 4 ✔  ✔  

原能會 4 ✔    

衛福部 3  ✔   

經建會 2 ✔    

海巡署 1 ✔    

財政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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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或方案活動能夠整合永續發展二至四個面向的教學活動，以展現 ESD 的整合性

(integration)，如上述的表 5。從表 6 統計結果，在推展 ESD 時，環保署、內政部、農

委會以及教育部的經驗和成果，可作為未來 ESD 推動的基石，這些部會也可以是一開

始推動的核心成員；而一些涉入 ESD 面向較少部會，後續應被邀請，積極推動。 

(四)環保署：運用既有環境教育法為推動管道之一 

環境教育法自公布實施以來，EE 邁入另一個階段，此乃因推動的重點包括主管

機關擬定國家 EE 綱領以及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關機關訂定行動方案，地方主管

機關依其地方特性訂定行動方案，並且每年需要將執行成果回報；這將中央層級與地

方層級在縱向及橫向實施架構建立起來，筆者認為應該可以成為未來推動 ESD 的管

道；藉此跨部會的對話、地方情境，若有效的協商、合作，都應該被實踐。 

另外環境教育法提供環境教育人員、環境教育機構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辦理認

證(第十條、第十四條)的機制，以提升品質並加強管理。筆者建議藉著申請認證及認

證展延，將 ESD 的內涵放入 EE，可以協助 ESD 的推動品質。再來，第十九條要求公

務人員、師生均參加至少四小時的 EE，此可以確定公部門工作人員及師生，都是 ESD

的對象，將 ESD 的概念及優良案例介紹，是有必要的。環境教育法第一條宗旨以永續

發展為依歸，因此將永續發展的內涵成為未來環境教育法的重要內涵，是合法且頗為

適當。 

(五)期待一個領導單位來促進、統整全國永續發展教育 

上述有關臺灣 ESD 及 EE 的推動現況，不斷彰顯出各部會努力豐富但點狀的成

果，亟待有個國家層級的行動計畫來統整及串連，目前永續會教育宣導組雖以教育部

為首，然而僅於資料彙整的角色，談不上整合，與國際 ESD 的整合精神是有一段距

離。現在臺灣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推動體，推廣 SD 及 ESD 的內涵、概念、進行政策的

擬定、促進跨部會的對話、協調與整合。在聯合國 DESD 的最後一年的評估報告，有

關政策面向的評估指出，SD 政策與 ESD 相輔相成，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政策需要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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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高層級的政治領導力協調 ESD 政策，而關鍵之處是跨部會的整合(UNESCO, 

2014b)。這部分在其他國家往往設立一個推動實體，協助跨部會的合作，UNESCO 的

DESD 期末報告中也強烈建議各國需要設立一個協商單位來推動。 

我國由哪個單位或層級領導 ESD 的推動？基本上行政院永續會本身即為一個跨

部會的委員會，應是一個恰當的編組。然目前永續會依 SD 面向分為三大面向、九個

組，各個組有其推動的工作項目，並多少含有教育宣導；各組的教育宣導的工作項目

提報彙集於教育宣導組。依照永續會這樣的分組結構及分工的作法，雖然可以達到各

永續議題及相關的教育有相對應的單位負責，然缺乏各組之間的連接，多是各吹各的

調，沒有讓 SD 與 ESD 之間做調和、相輔相成。在焦點座談中，有位委員也表示「政

府已經做很多，但是沒有整體作戰，要組裝起來成為政府的亮點。各處室要整合，不

要做太多，各部會的成效做一個整合」(P2, 103.11.20)。 

SD 議題日益增加且複雜，SD 議題，如：氣候變遷、災害、糧食安全、水資源等，

是屬於邪惡的議題(wicked problem)。這樣的議題，具有不清楚、混亂、涉及多個利害

關係人又各自觀點不同且衝突，隱藏許多因素，沒有對錯的解決方法，不易量化及無

法預測。SD 議題的問題及解決方式不易理解，很難界定，因為隨時在變，需要民眾改

變行為(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er, 2012)。所以，以永續會目前的分面向分

組運作方式，要有效的因應 SD 議題是相當的困難，因為 SD 內涵同時含有環境、經

濟、社會、文化的面向，分面向處理問題是無法完整全面；若各組在被賦予特定任務，

但各自為政不相互對話討論，同樣無法面對 SD 議題，因為各議題之間是相互關聯的。

本研究認為永續會面對的困境不在於沒有相關的內涵，而在於運作方式，需要對話、

建立願景、建立目標、找出解決方式，再由各組按期專業分工及經常性的檢視成果，

而這是國際 ESD 在非正規教育下實踐的模式(Tilbury, 2011)；基本上，要落實我國 SD

政策綱領中「推廣 ESD」作為「加強執行 SD 的執行能力」的實踐是有可能。而這需

要推動主體來規劃策動對話、協商、連接、建立聯盟，而非制定好計畫要求各組或各

部會執行。這種社會學習方式也必須更多的學習、運用及推展，並且培養能夠引導協

助這種組織間對話、運作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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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聯合國最新訂定之「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 SDGs」(永續會，2015)，日本政

府以藉由教育的推動，實踐永續發展的社會，ESD 聯席會則簽署 2030SDGs (財團法人

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2015)。我國也開始運作討論我國的 SDGs，雖然強調民眾

參與，其運作方式先由永續會各組提出兩三個目標，再來彙整、協商及加上民眾參與

的座談(筆者參與 2015 年 10 月 13 日場次的永續發展目標座談會)，思考這種形塑歷程

來訂定目標是非常困難，無從知道如何在眾多的目標中做取捨或整合。因此本研究認

為 ESD 應在 SDGs 的形塑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並達成整合視角、批判視角、轉化視

角、情境視角及實際運作。 

本研究曾考量現階段我國進行部會組織調整，擬成立環境資源部，將環保署與農

委會、國家公園組織合併，這將促成投入 EE 較多且持久的機關整合，然這部分的組

織再造工程還未成功。另外，ESD 是否為環保署(環境資源部)來擔任，仍值得考量。

若由環保署統籌主管「永續發展教育」，其機構的定位是以 EE 主管機關的角色來執行，

則可能讓 ESD 偏重環境面向。若由行政院領導，結合永續會秘書處、永續會的教育與

宣導組(教育部)以及環境教育法的主管機構環保署共同推動，將是妥當的，初步的規

畫於下面的草案呈現。然這個建議在計畫的研討會論壇以及 2015 年 2 月 4 日永續會

教育與宣導組的會議中，各方、各委員意見頗為分歧。環保署的態度從招標書的文字、

焦點團體會議的言詞至 2015 年 2 月 4 日永續會開會的報告，表現的企圖心前後不一，

且趨於從旁提供 ESD 資料的角色，這也讓未來臺灣永續發展教育的推動停滯不前。因

為永續會並非一個實體機構並沒有太多經費預算，教育部若未將 ESD 放入教育政策

中，人力及經費也如現況是欠缺無力，而環保署為環境教育法的主管機關，環境教育

基金及政策法條會是一個推動 ESD 的力量，然而目前主導的熱誠似乎減退。 

 二、日本、韓國、荷蘭三個國家的 ESD 推動 

UNDESD 網站上，有其他國家推動 ESD 的資料，包括：行動方案、歷程報告及

成果報告。本研究挑選日本、韓國、荷蘭三個國家的 ESD 作為借鏡，此乃因這三個國

家的環境教育專家皆曾與台灣的環境教育者交流互動，彼此認識較深，足以理解。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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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日本及韓國屬於東亞國家，其社會文化及推動 EE 的歷史與臺灣相近，一樣都有

環境教育法，並且又積極推動 ESD，其經驗足以參考借鏡。荷蘭為臺灣接觸較多的西

方國家，其領土大小與台灣相近，過去臺灣多提及荷蘭永續治理的案例，因此藉由荷

蘭 ESD 的經驗，可以獲得歐美推動的觀點，擴大視野。以下提出這三個國家推動 ESD

體制、發展歷程、行動方案及策略。 

(一)日本 

日本政府聽取民間團體意見，於 2002 年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上，提議 2005-

2014 為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日本政府 2005 年於內閣下成立 ESD 聯席會報(橫

跨十一個省廳)，日本永續發展教育特定非營業活動法人(ESD-J)，作為日本國內非政

府／非營利組織、教育機關、地方自治體(地方政府)、企業、媒體等交流平台，且向

國內外 ESD 提供政策建言、網絡、資訊等。2006 年擬訂日本的 UNDESD 實施計畫，

日本政府建立「UNDESD 日本國家委員會」提供諮詢、規劃、聯絡與調查(Japan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2009)。 

ESD 聯席會報於 2011 年提出「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實施計畫」修訂版，日

本 ESD 行動方案，重點在(1)普及推廣 ESD，(2)教育機關之配合，(3)地區之實踐。具

體的推動措施包括：(1)願景建構與意見交換，(2)政策決定之協議與關係者參與，(3)伙

伴關係與網路之建構及營運，(4)開發能力與培育人材，(5)調查研究與開發計畫，(6)活

用資訊技術。內閣府各部會於實施計畫之權責分工，以環境省與文部科學省為主要推

動部會。 

環境省與文部科學省實施 ESD 的成果，環境省訂定環境教育促進法於 2012 年

實施，從 ESD 觀點推動 EE 之各種措施。文部省 2008 年修訂教育基本法，於幼稚園、

小學、中學及高中學習指導要領中，融入 ESD 觀點。利用學校綜合學習時間，以在地

的自然與傳統文化為題材，跨科別領域且有計畫地推動 ESD 年度計畫。以 UNESCO

學校為核心作為推動 ESD 之據點，於大學設置永續發展教育之區域性中心(Regional 

Centre of Expertise on ESD)；地方縣(省)市政府亦配合推動 ESD，並於縣(省)市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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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推廣並公開其成果(岩本渉，2013；環境省總合環境政策局環境教育推進室，2013)。 

(二)韓國(南韓) 

韓國的 SD 與 ESD 在依照 UNDESD 的發展模式，這十年間大致可區分為三個時

期。第一期 2005 至 2008 年以永續發展總統委員會為中心，2006 年發表了韓國的 

UNDESD 十年實行計畫，包括：願景、目標、策略、政策及執行架構。2008 年開始實

行環境教育促進法。第二期 2009 至 2010 年：政權交替，永續發展總統委員會的地位

改變，成為環境部的下屬機關。政府將「低碳綠色成長」倡議放入國家政策中，有系

統地進行綠色成長教育。2009 年起 UNESCO 韓國委員會成為韓國 ESD 政策的決策機

關並扮演重要角色。第三期 2011 至 2013 年：又一次政權交替，以 ESD 取代綠色成長

教育，並大力推動了 ESD 的相關計畫(민동석，2013)。 

韓國政府在 2013 年報告他們的 DESD 策略與教育主題。其策略如下，值得參考。 

1.  ESD 建構體制的基礎：包括法制的建立與國家實施體制的確立，前者如設立

ESD 教育委員會、訂定 ESD 國家綜合計畫；後者則包括 ESD 促進中心辦公

室及 ESD 地區中心的設置。 

2.  對於 SD 的認知及發展願景：特別是收集 ESD 相關意見並分享願景，例如宣

傳 SD 的計劃與 SD 的現況調查及意見收集。 

3.  強化個人和機構的 SD 學習：其策略包括擴大教育研習計畫，並建立研究開

發的體制。前者例如將 SD 擴大並融入教育體制，設立與實施教師、學校人

員的研習計畫，提供 Agenda 21 負責人及相關公務人員的研習課程，開發

ESD 可能的高等教育資源，開設 ESD 專家養成課程，建構 ESD 網路系統

等。後者包括設置 ESD 研究中心，將 ESD 放入優秀的大學，以及進行 ESD

政策和實施的研究。 

4.  意見溝通強化夥伴關係：此即溝通並建立夥伴關係，其做法包括建構 ESD 相

關教育主體聯繫的體制，建立 ESD 的網絡，參與東北亞 ESD 之先驅計畫及

國際合作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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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施 ESD 與教育的統合：此即教育和 ESD 的結合，其進行方式包括獎勵優

秀的 ESD 例子，提出 ESD 示範計畫，規劃未來 ESD 計畫的相關的法規依

據，並連接 ESD 委員會和教育革新委員會等組織。 

6.  監測與評量的制度：進行策略包括樹立及實施監測及評量計畫，並定期發佈

ESD 推動成果的報告書。 

韓國永續發展教育政策不斷地發生變化，但 UNESCO 韓國委員會在永續發展教

育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使得永續發展教育能深耕，並將相關機關、團體及專家們彼此

連結並加強彼此間的合作關係。 

(三)荷蘭 

根據 Waal (2011)，荷蘭 ESD 的發展與 EE 有密切關聯，在 1992 年至 1996 年間，

荷蘭的 EE 主要是正規教育的一部份；但到 1996 年至 2000 年時，EE 開始融入非正規

與非正式教育中。2004 年，荷蘭 ESD 推動跨出重要的一步。在多年 EE 基礎上，六個

政府部門協力，與地方政府和水資源管理委員會合作，正式提出推動 ESD 的國家型計

畫「為永續發展而學習」(Learn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簡稱 LfSD)，此計劃分

為兩階段 8 年進行，為荷蘭推動 ESD 的主導計畫。 

荷蘭在傳統 EE 與新興的 ESD 上採取「雙軌並行」的方式推動。ESD 推動由國

家型方案 LfSD 主導，基於社會學習和終生學習方法。LfSD 計畫由農業部下成立指導

委員會主導，LfSD 計畫的核心原則在於關於永續發展的學習應置於所有活動的中心。

個人、政府、市民團體和企業必須發展整合 SD 到任何行為與決策中的能力。計畫的

三大支柱為： 

1.  學習的個人：以所有類型教育領域中的機構、老師和行政人員為對象，專注

於將 ESD 融入所有課程中。其 ESD 的計畫，包括永續教師教育網絡、以結

合企業的永續中等職業教育網絡、為永續的學校計畫等。 

2.  學習的組織：以中央、省級和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為對象，使能在生態、社會

和經濟面向上做出負責任決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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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的社會：目標在於促進省級組織，包括地方政府(省議會、市議會和區域

水資源委員會)、企業、市民團體和個人能參與 SD 的政策制定與學習過程。

這個學習過程定位為「社會學習」，由與地方政府關係密切的省級指導者帶

領下，聚焦於共同關心的議題，如水資源、能源、交通、建築、生產鏈和地

方發展等議題，透過工作坊、文章、會議等，形成對話基礎。 

從上述日本、韓國、荷蘭的案例，發現日本及荷蘭由多個部會參與，並且提出永

續發展國家級的計畫，在日本為十一個省廳組成的 ESD 聯席會、在荷蘭為六個部會與

地方政府、水資源委員合作。在韓國則一開始設計永續發展總統委員會，該委員會與

環境部提出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劃。然韓國因為兩次政權交替，其推動單位有大幅度

的波動。另外，日本與韓國都訂定了環境教育法，但並未將 EE 與 ESD 二者切割，日

本採取在 EE 的基礎下推動 ESD，韓國以 ESD 的觀點推動 EE；僅荷蘭在 ESD 推動的

八年，有意地做區隔，促使對 ESD 有清楚的認識；推展至今，又將 EE 與 ESD 相提

並論。除此，日本、韓國、荷蘭的 ESD 推動計畫，皆提及普遍推廣 ESD 的概念；三

個國家在正規教育部分的努力，日本提及修訂教育基本法，韓國的 ESD 委員會與教育

革新委員會連接，荷蘭有將 ESD 融入所有課程的 ESD 計畫，這部分在臺灣較少提及。

這三個國家多提到，教師研習、納入公務人員為對象的增能工作坊、參與國際 ESD 計

畫(如 UNESCO 學校、RCE 區域中心)。在社會大眾部分採社會學習模式，日本與荷蘭

特別積極，以聚焦共同關心永續議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對話、創立願景，解決問題

來進行等。上述這些經驗甚為寶貴，為本研究參考使用，放入我國 ESD 行動策略的構

想中。 

三、臺灣永續發展教育行動策略之草案 

依據上述臺灣 EE 和 ESD 的現況，參考聯合國 ESD 的精神、內涵架構、推動要

素、全球行動計畫的五個優先行動，日本、南韓、荷蘭推動 ESD 的經驗。本研究在 EE

的基礎上，提出臺灣 ESD 行動策略之草案，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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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臺灣 ESD 之目標、項目、策略及行動方案之草案 

目標 
1.強化永續發展政策中的教育實踐  

2.強化教育政策中的永續發展意識 

項目 

1.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非正式教育 

2.地方議題利害相關人的社會學習 

3.教育者與協助者的培力 

策略 行動方案 建議政府部門 

策略一 

建立永續發

展教育推動

專責單位 

1.成立跨域協調會報、產學民的外部諮詢會及辦公

室 

永續會、環保

署、教育部 

2.認識永續發展及永續發展教育的概念 

3.擬訂與修訂國家級永續發展教育推動計畫 

4.擬訂永續發展教育內容、教學法及準則 

5.監測、評量及定期報告永續發展教育的推動狀況 

6.鼓勵參與亞洲或全球的永續發展教育計畫 科技部、外交部 

策略二 

藉由環境教

育法推動永

續發展教育 

1.將永續發展教育放入國家環境教育網領及中央與

地方的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環保署及其他

部會 

2.運用環境教育基金，獎勵或補助優良跨領域的永

續發展教育或行動方案。 

3.環境教育人員、場所及機構認證的延展或評鑑，

加入永續發展教育項目。 

4.持續以大學為中心的區域聯盟計畫，讓區域的大

學、社區、企業、民間團體，甚至國外資源，建立

網絡或策略聯盟。 

策略三 

強化永續發

展於正規教

育 

1. 以永續發展教育的視角修改國家教育政策 教育部及環保

署、衛福部、農

委會等其他部

會協助 

2. 成立跨司署的教育部永續發展教育推動小組。 

3. 持續強化永續校園、綠色學校、綠色大學計畫，

提倡全校式經營的實踐。 

4. 強化十二年國教學生的永續倫理價值、建立系統

觀，認識生產鏈及公平貿易，願意負責任地實踐簡

樸生活。 

5. 強化職業學校及大學專業領域學生的永續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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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續) 

概念，創發機會，使獲得綠色工作技能。 

6.檢視課綱的目標及能力指標，放入永續發展的重

要概念，致力於開創回復力、健康和永續社會。 

7.鼓勵運用多種教學法推動永續發展教育，如：戶

外的體驗和實踐、網站虛擬情境、合作學習等。 

8.鼓勵各縣市教育局與其他局處、企業、民間團體

及大學連結，投入地方永續議題的行動。 

策略四 

促進社會關

懷、富文化

意義、友善

環境生產鏈

的永續發展

學習 

1.強化「氣候變遷調適及防災」、「糧食」、「綠色經

濟」「永續森林」議題，做跨界的對話與行動連接。 

經濟部、農委

會、文化局、客

委會、原委會、

城鄉署、交通

部、衛福部 

2.鼓勵企業辦理在職訓練，培養員工永續概念及創

發技能，並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的行動。 

3.提供案例、實作，培訓綠色就業現場技術人員，

強化里山里海精神的永續產業。 

4. 鼓勵生態旅遊中的交流活動，支持在地農業，以

提升糧食自主及安全，維持生物多樣性。 

策略五 

縣市政府強

化利害關係

人之間的社

會學習，促

進地方永續

發展 

1.提供平台及資訊公開，讓地方的永續發展議題被

了解、關注及改善。 

各縣市政府局

處、地方民間團

體、社教機構、

學校、農會、工

會等 

2.建立學習網絡，透過審議式民主途徑，與地方永

續發展議題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對話、共創及獲得培

力。 

3.運用閒置空間、創造永續生活中心，提供討論永

續議題、學習技能及展示的場所。 

4.以永續發展為考量，檢討既有的政策或制度，並

作調整。 

策略六 

培力 

(empowering) 

和動員青年 

1.運用電子媒體，探討永續發展概念及鼓勵社會實

踐。 

青發署、文化

部、外交部、勞

動部、縣市政

府、城鄉署 
2.肯定青年人在轉化社會的角色，鼓勵青年人參與

社會事務 

3.透過國際合作，推動年青人到海外進行交流、志

工服務學習。 

4.提供青年人與民間團體、政府機構、企業的連接，

相互服務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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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續) 

5.鼓勵有意返鄉年青人或關懷土地者，輔導永續創

業，復甦偏遠地區。 

策略七 

建立教育者

和協助者的

能力 

1.培養學校行政人員具備鼓勵師生投入永續發展教

育的能力，教師具有主題式教學能力以及跨領域合

作的能力。 

國家教育研究

院、各縣市教師

研習會、教育部

師培處。 

國家文官學院、

公務人員訓練

中心。 

各縣市社區人

才培訓。 

2.將永續發展教育放入教師資格考試、成為職前訓

練必修課程 

3.培養公務人員永續發展的概念，做負責任的決策 

4.加強文化工作者、媒體工作者或訓練者的永續發

展教育能力，強化其永續發展概念的傳播 

5.舉辦跨領域、跨單位計畫協調者(coordinator)及協

助者的研習訓練課程，建立人才庫，作為地方發展

優先聘用的人選。 

伍、結論與建議 

環境教育、永續發展教育皆是因應環境議題與永續議題而產生，而永續議題所涵

蓋的面向比環境議題更廣、更多面向。永續發展教育藉著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計畫十

年，由教科文組織領導，在世界各國政府設立機構、訂定策略、積極的推動，不僅在

教育部門，也在各部會推動永續發展，成為有力的工具，強調合作、信任及連結。 

研究者收集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的資料及三個國家永續發展教育文獻，理解永

續發展教育的內涵精神，以及推動的策略後，考量永續發展教育建立在既有的環境教

育基礎上，審視我國永續會各分組所提出的教育，以及環境教育白皮書所刊載的各中

央部會所執行的環境教育，結果發現多偏向環境面向的努力，社會、經濟、文化面向

較少著墨。環保署、農委會、內政部提出的教育涵括較多面向，將是推動永續發展教

育的基石。教育部的推動，雖然涉及環境、社會、文化的面向，然而與永續相關的司

署少有跨司署的連結，在永續會教育宣導部分的主導及協商不足。本研究在參考國際

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的經驗及目前的全球行動策略，我國既有的基礎，環境教育法以及

各部會的推動現況，提出我國永續發展教育行動策略的草案，共兩個目標、三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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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七個策略及三十六個行動方案。 

因計畫執行的期限短暫，此草案是階段性的成果，需要召開更多次會議討論，讓

更多人參與投入修改，目前永續發展教育專責單位尚未定論，以及國家級永續發展教

育計畫欠缺，本研究的建議宜早日確定，統整既有的努力才能往前邁進。 

草案當中，不乏現階段已經進行的政策，有此藍圖，建議相關部會也可以自行進

行永續發展教育，關切更廣的永續發展的面向，與相關的部會合作共同面對永續發展

議題。教育部更應提高層次關切永續發展，促進連結相關的司署，如：連結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兩性教育、原住民文化等，並且協助各部會如何以教育的方式處理永續的

議題；對地方政府，建議強化地方議題以社會學習的方式，促進利害關係人的協商，

並考量永續發展。另外，公務人員、中小學師資和青年人才的培育，是聯合國推動永

續發展教育十年後的重點，建議在既有的能力建構計畫上，以永續相關的議題為主題，

透過實際案例，培養公民參與的能力(citizen engagement skill)，學習建立永續願景、對

話、協商、共同規劃、做決定，以動手操作或透過網路社群，進行探討及解決問題，

培養其永續發展的素養。 

陸、致謝 

本文資料來源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計畫編號：EPA-103-EA01-03-A110」，惟

本文內容不代表環保署之意見。感謝行政院環境保護經費的提供及行政的支持；張子

超、康世芳、林素華三位教授擔任計畫共同(協同)主持人，日人萩原豪教授、荷蘭學

者 Arjen Wals 教授擔任顧問，王鑫、王俊秀、李玲玲、高翠霞、梁明煌、歐陽嶠暉、

蕭代基教授擔任諮詢委員；他們的專業及智慧給予此計畫豐富的建議與指引。亦感謝

焦點團體會議中，政府部會、民間團體以及環境教育界的學者專家所提供建言。 

計畫龐大的工作團隊，吳雅容小姐協助行政聯繫，林喬茵、卓如吟、楊舒帆、張

鈞睿、孟琬瑜同學協助臺灣環境教育或永續相關教育政策的分析，楊惠淳、任孟淵、

潘淑蘭、曾鈺琪、羅允佳協助國外案例資料的收集與彙整。由於每一位的投入，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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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得以在短短八個月，完成此臺灣永續發展教育草案及赴日參與聯合國永續發展教

育十週年的佈展與國際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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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ESCO initiated the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SD) in 2005. Many countries joined this project, generating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esenting their outcomes. The question is that if Taiwan has been following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If this is the case, 

what should be the strategy for now and for the future? This research aims to discuss these 

question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 Besides investigating into the 

meaning and contents of ESD, the promotion experiences of ESD in Japan, Korea and the 

Netherlands are also studied. Considering to construct the ESD action plan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ction plan for the ESD in 

Taiwan needs to be developed in multiple ways by leading units. These leading units should 

be developing. ESD policy at the national level, establishing national or interdepartmental 

bodies for coordinating ESD polici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Moreover, they should clarify 

the concep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SD, integrate EE-related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al agencies, implant ESD into social learning and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and 

work on empowering educators and facilit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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