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踐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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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服務
．福祉科技

．友善農業
．團結經濟
．食安議題

社會永續
社區關懷

生態永續
共生共善

經濟永續
智慧創新

文化再現

文化認同

文化創生

．地方文化辨識
．文化再現

智慧科技

平台經濟

品牌行銷

．智慧製造/服務/設計
．智慧學習

．虛擬貨幣
．群眾募資
．平台策略．虛擬貨幣

．群眾募資
．平台策略

．凝聚社區意識
．文化認同

．多元文化融合
．文創推廣

博雅+Al+

在地關懷

科技創新

社區培力

．高齡友善
．青銀共創
．地方創生

．社群經營
．高階人力培育

生態與環境監測

環境管理

食農教育

．物聯網
．大數據與AI應用 

．空汙議題
．水資源管理
．環境韌性

文化永續
多元共融

博雅為本、科技為用
發展四大永續教學研究與社會實踐願景與組織

永續願景
東海大學整合型社會創新與在地實

踐計畫，配合校務發展計畫的願景及推

動方向，制定永續發展願景：「博雅為本、

科技為用，發展四大永續教學研究與社

會實踐」。透過「博雅 +」、 「AI + 」推

動各項教學研究的創新及跨領域整合，

並能在生態永續、社會永續、經濟永續

與文化永續等四大主題，推動各項教學

研究與社會實踐計畫，結合校內師生與

社區共同建構在地的創新生態系統，回

應在地真實的需求，並發揮最大的社會

影響力。

 東海大學永續發展推動願景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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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組織
東海大學自立校以來，透過獨有的

博雅學習與勞作教育，致力於社區服務、

環境教育、公民參與、社會實踐、產學合

作與各項研發創新，與永續發展的精神

高度契合。為進一步善盡大學的社會責

任並落實永續發展的目標，東海大學成

共同推動各項創新作法、累積創研能量，

並建立多元合作平台與可持續運作機

制，以期能解決人類面臨的永續發展的

各項問題，為社會帶來改變的影響力。

勞作教育為東海大學特色，我們讓

原有的「勞作教育」與課程在教育制度

中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做人與治學在

社會責任治理

成立大學社會責任策略發展委員會，透過 
USR 推動辦公室 與 IR 校務研究辦公室 建立
全校性推動組織架構

四大永續

在校務發展計畫中，更以經濟永續、生態永
續、社會永續與文化永續作為推動永續發展
的四大目標

四大核心

遵循大學實踐 SDGs 指南，逐步將 SDGs
與「教育、研究、組織環境與外部合作」
四大核心鏈結

兩大主軸

博雅為本、科技為用，與中長期校務發展
連結的永續推動策略

實
踐
社
會
責
任
架
構

使命

願景

組織

四大核心

利害關係人

實踐求真、篤信、力行的精神．研發促進社會進步的知識與科技
培育專業宏通多元開創的東海人

一所具有深厚博雅底蘊的創新卓越大學，校園友善溫馨，學習主
動多元

校務研究辦公室 社會責任計畫推動辦公室USR IR 

經濟永續 、生態永續、 社會永續、 文化永續

研究、教育、外部合作、組織環境

學生、 校友、 教職員、 社區、 政府、 企業

四大永續

經濟 生態 社會 文化

社會影響力

驅動數位轉型
新創人才培力

提升空汙意識
減緩氣候變遷

青銀樂活共學
社區共融共好

均衡城鄉發展
文資保存活化

東海大學社會責任策略發展委員會

立「大學社會責任策略發展委員會」，透

過「USR 推動辦公室」與「校務研究辦

公室」建立全校性推動組織架構，在中

長期校務發展計畫中更明確的指出以生

態永續、社會永續、經濟永續與文化永

續作為推動永續發展的四大目標。同時，

我們透過教育、研究、組織環境與外部

合作等四大核心面向，攜手利害關係人，

教育精神上雙翼並重。因此，我們開始

嘗試將勞作教育 USR、地方創生的社區

服務結合，帶領學生投入社區，發覺社

會影響的價值觀，協助學生拓展新視野

與成長。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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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影響力
教 育是 解 決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目標（UN SDGs）的 關 鍵，身為 一所 深 厚博 雅

底 蘊的創 新卓越 大學，東海大學從教學、研 究、組 織 環 境與外部合作（External 

Leadership）面向，辨識回應 SDGs 的機會，同時擬定實踐 SDGs 的作法，戮力為永

續發展問題而努力，實踐社會影響力。東海大學遵循大學實踐 SDGs 指南（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SDGs in Universities），擬定 SDGs 實踐架構，透過「檢視現況」、

「建立能力」、「鑑別優先順序」、「整合與執行」、「成效檢視」與「揭露報告」等六大

步驟，逐步將 SDGs 與教育、研究、組織環境與外部合作四大核心鏈結。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辨識流程

東海大學參考「倫敦標竿集團（London Benchmarking Group, LBG）」所開發的

評估架構，管理與量測各項社會責任專案的資源投入、策略擬定、效益評估與衡量社

會影響力，在每個專案的執行過程，我們清楚陳述動機、類型、執行方式、投入資源、

議題與場域，擬定外部（社會）與內部（學校）的效益目標，同時也思考鏈結外部資源

與利害關係人的可能性，匯集更多資源讓社會影響力得以最大化。長期持續的推動是

對社會產生影響的關鍵，因此每個專案須思考對社會可能產生的改變，包括：意識、

行為與福祉的改變；同時我們期盼每個專案亦能為學校帶來經營上的影響，讓社會

與學校建構為互惠成長的模式，創造共享的價值。

東海大學永續影響力框架

▲

檢視現況

檢視當前學校推
動制度與方案中
，符合SDGs的
現況做法。據此
了解內部各單位
間相互合作的機
會

從教研、校園營
運、治理與文化
等 ,瞭解學校對
SDGs的知識與
承諾,透過工作坊
建立SDG能

透過利害關係人
工作坊.凝聚師生
、工作人員、企
業與社區成員的
想法 .共同確定
SDGs行動

將SDGs納入校
園組織的治理制
度·建立執行政
策、策略或行動
方案的合作機制

為 有 效 鏈 結
SDGsㆍ並解決
永續發展問題,須
針對各項執行行
動方案設定監督
機制與檢視成

揭露SDGs成效
與分享成功案例
使學校取得更多
利害關係人參與
與支持 .擴大對
SDGs的影響力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FOUR STEP SIXSTEP FIVE

盤點與
建立能力

鑑別
優先順序 整合與執行 成效檢視 揭露報告

推動主軸呼應 攜手合作夥伴面向 

生態
永續

社會
永續

經濟
永續

文化
永續

．空汙倡議
．永績水資源
．節能減碳
．綠色校園

．高齡活躍
．弱勢助學
．友善農作
．包容校園

．數位AI人才培力
．產業創新
．循環經濟

．社區服務與實踐
．文化資產保存
．校園持色深化與

典範移褲

對社會的影響力 對東海的影響力

．空汙保護校際聯盟
．電動巴士業者 
．大學/國小 

．企業組織 
．政府機關 
．醫療單位 

．亞馬達AWS   
．臺中榮總 
．產業創新聯盟 

．產業單位   
．非營利組織 
．政府單位

．群創教育基金會
．政府
．中央研究院

．樂齡課程
．非營利組織
．中區USR計畫跨校聯盟

．臺灣人工智慧學校
．臺湖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
．手工具及板金協會

．教育協會
．在地社群:國中小學
．社區:商圈管委會

培育跨塌域、跨領域地方創生人才
臺日大學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聯盟
商圈輔導與促進當地觀光發展
協助社區發展生態旅遊與循環農業

產業創新轉型
AI轉型產能加值
創新創業人才培育
影響政府政策

強化產學研發能量
學生就業競爭力
人才吸引
提升創新的聲望

提升空汙意識與知識
城市環境監測能力
改善水質提升社區生活品質
減少碳排放與社會成本

影響政府高齡服務政策
改變長者參與活動與健康意識
老人服務模式擴散至其他社區
弱勢兒童教育轉化

成立國內第一個地方創生碩士在職事班
校內建築獲国定古演證書/文化資產保存
培養學生創作與服務學習的技能
透過生態農場與東海小棧擴散食農教育

打造生態永續校園
提高師生參與度與認同度
跨領域研發能量整合
節能校園經營效率

增加社區對東海認同度
提升校內健康產業的研象能量
獲得產業補助
成立衍生企業-路思義校企

6 淨水與衛生3 健康與福祉 7 可負擔級清
潔能源

8 就業與經濟
成長

11 永續城市 12 責任消費
與生產

1 消除貧窮 2 消除飢餓 4 教育品質 5 性別平等3 健康與福祉 12 責任消費
與生產

9 工業、創新
與基礎建設

4 教育品質 8 就業與經濟
成長

12 責任消費
與生產

9 工業、創新
與基礎建設

13 氣候行動

2 消除飢餓 10 減少不平等 11 永續城市 16 和平、正義
與強大機構

SDGS

15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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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與合作
永續倡議

綠色大學聯盟
為積極實踐塔樂禮宣言，東海大學參加

臺灣綠色大學聯盟實現推動永續校園的

願景，我們也透過參加世界綠色大學評

比，針對基礎建設、能源與氣候、廢棄

物、水、運輸與教育面向上，持續推動不

同專案，為環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目

前，臺灣綠色大學聯盟正積極推動大學

校務發展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 

SDGs) 的連結，東海大學為該聯盟的會

員，亦從校務發展上，辨識優先採取行

動的 SDGs 與擬定執行專案。

找藍天聯盟
東海大學發起「找藍天聯盟」爭取空汙

發聲權，與政府單位、中部地區大學、產

業界以及非營利組織合作，致力提高校

內師生與社區對空汙議題的意識及參與

公眾事務的意願，總共有 3000 位跨校

學生與 550 位大專教師參與對於中部

地區之固定空氣汙染源的關切。此聯盟

代表分別晉見總統與副總統，針對空汙

作議題分析與主題訴求，同時在校園內

進行空汙能源等議題之座談會、紀錄片公

開放映等活動。

空汙保護校際聯盟
2018 年，東海大學成立空汙保護校際聯

盟，聯合 9 所中南部地區大專院校 ( 中國

醫藥大學、中正大學、靜宜大學、朝陽科技

大學、逢甲大學、中山醫學大學、弘光科技

大學、暨南國際大學及虎尾科技大學 )，辦

理「大專院校空汙巡迴影展」。2019 年，

第二屆空汙巡迴影展獲得群創教育基金會

無償提供「浮塵之島」影片公播及人力經費

的資助，合作對象包括 9 所大專院校、2 個

學生會、4 個 NPO 組織、3 個社區 ( 彰化

大有社區青年創客村、大雅忠義社區村籽、

雲林麥仔簝書店 ) 合作舉辦共 19 場次之

巡迴影展，共計 1,369 人次參與，一起透

過影像發聲，提升公民意識，凝聚反空汙

之影響力。

協助台中市政府與
NASA 政府監測空汙數據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夥伴合作

協助台中市政府進行 SDGs 與地方
創生政策之規劃與推動
東海大學教師 ( 企業管理學系 許書銘

副教授、政治系陳建仁教授 ) 協助臺中

市政府執行「臺中市地方創生社會責任

與聯合國 SDGs 協作治理機制規劃研

究」委託研究計劃，該計畫從 SDGs 出

發思考各項地方創生計畫推動，也透過

該計畫將 SDGs 與企業的 CSR 及大學

的 USR 連結，建立臺中市「SDGs 及地

方創生專案管理平台」。建立了臺中市

各企業推動 CSR，以及臺中市各大學推

動 USR 的協作平台，並結合兩大平台的

運作，以促進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的達

成。

跨國的合作研究 - 能見度與超細微
粒監測分析計畫
台中市政府為解決空氣能見度不佳問

題，環保局與行政院環保署合作，結合

東海大學、中央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

組成的學術團隊，引用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的先進設備與遙測技術，共同推

動「能見度與超細微粒監測分析計畫」，

在東海大學及環保署忠明測站設置監

測分析點，進一步解析細懸浮微粒的物

理化學特性，找出汙染源及貢獻度，擬

訂台中市空氣能見度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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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潭藻礁生態研究

東海大學校長王茂駿（右）與中衛發展中心總經理朱興華（中）和一般社團法人地方創生聯盟
AIA 代表理事木下齊，共同簽署臺日創生技術合作備忘錄

空汙 PM2.5 數據蒐集
東海大學景觀系黃章展老師與電算機中

心主任楊朝棟老師團隊合作在東海校

園進行微型感測器布建，針對汙染物質 

PM 2.5 濃度數據進行收集與分析，並

將數據整合至台灣空氣品質大數據監

測平台。2019 年 6 月東海大學與中研

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合作，共同更新台中

市內國小校園內之空氣盒子，由東海大

學扮演協調角色，中研院負責設備的經

費與安裝，朝向永續性合作關係發展。

USR 中區跨校聯盟
東海大學邀請中部地區七所大學中國醫

藥大學、南開大學、弘光科技大學、逢

甲大學、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及靜宜大學，於 2019 年

9 月 16 日共同成立「中部地區大學社

會責任計畫跨校聯盟」。八校均位於中

部地區、學術各有亮點與專長，且均執

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

藉由跨校聯盟成立，將可更有效整合資

源、合作及資訊共享，強化大學社會責

任執行能量及人才培育，實踐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

地方創生議題國際合作
為借鏡日本地方創生經驗，財團法人中

衛發展中心舉辦 2019 臺日地方創生

高峰會，邀集臺日產官學研各界，多達

300 位地方創生專家參加。東海大學、

中衛發展中心，及一般社團法人地方創

生聯盟 AIA 更在會議中簽訂技術合作

合約，啟動未來臺日在地方創生議題的

深度合作。東海大學長期關注社會的永

續發展，在創校時期即有工作營，而師

生經常到國內外各地進行社區服務與整

體營造，台中市中區再造計畫就是產官

學合作很好的案例。地方創生是未來校

務推動的重點領域之一，更是推動創新

模式機制與環境 (New)、發揮學校對社

會的貢獻與影響力 (Real) 的具體實踐。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大潭藻礁生態研究
為了解觀塘工業區 ( 港 ) 興建第三天然

氣接收站威脅大潭藻礁魚類多樣性，東

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環境與生態研究中

心副教授溫國彰、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

究中心助研究員林子皓、林千翔所組成

研究團隊。調查結果顯示，大潭 G2 和

永安皆為物種多樣性最高處，發現本次

採樣到的魚種不論是數量或是種類都

大幅度下降，也推論這幾年來沿岸開發

已經降低大潭藻礁魚類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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