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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永續發展
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北市大)為
全國唯一市屬大學，定位為一所
「關注城市發展之綜合型大學」。
延續優良傳統與市屬大學職責，以
「師資培育典範大學」、「奪金選
手重鎮大學」、「都會特色創新大
學」為辦學特色，也因此北市大尤
其關注優質教育、健康與福祉、永
續城市與社區等議題，期許善盡社
會責任、落實師生社會服務、促進
終身教育、推動永續發展理念。

永續發展目標(SDGs)著實反映大
學對於社會責任的任務及社會影響
力的使命感，北市大秉持相同核心
價值持續推動，本報告將展現北市
大永續發展特色及呈現相關活動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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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貧窮

消除各地一切的貧窮

透過強化弱勢族群於社會的經濟與安全
照護達到消除貧窮。

在經濟方面，北市大為弱勢學生提供各
項獎助學金。

在學業方面，北市大提供弱勢學生學業
輔導及學業成績優異補助。



看見國際X人道議
題X偏鄉發展
國際問題難民何處去，生長在台灣是一
件幸福的事，或許我們知道許多人正在
因戰爭飽受痛苦，但我們並沒有親眼看
見，這次講座邀請到胡鈞媛講師，她曾
在科索沃聯合國擔任實習生，也在戰亂
國家生活過，親身體會到難民失去家人
的感受，回來台灣後一直在台灣各地宣
傳難民法。



消除飢餓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
及促進永續農業

透過促進永續農業確保糧食安全並達到
消除飢餓。

學生學習了解永續農業解決全球的飢餓
和營養不良。

學生學習從改變自身消費習慣，促進解
決飢餓，增進永續農業發展。



袋袋相傳
食食相惜
宣導活動是本校學生志工與彎腰農夫市集一同
合作舉辦，該市集是由一群關心土地與生活的
人共同聚合，主要推廣「小農耕作」、「綠色
消費」、「糧食自主」、「在地農業」四大理
念，市集本身重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能夠相互
連結影響、展現綠色消費的力量，透過市集場
域，讓青年能夠參與其中，讓理念藉由市集傳
遞給群眾。 當日的宣導活動為環境教育的一種，
主題分成兩個部分，分別是珍惜食物與回收袋
子再利用，完成闖關活動後，即可獲得一份小
禮物的獎勵方式，藉此吸引民眾的參與，同時
也鼓勵學生志工能夠到各個攤位去瞭解其所販
售的產品背景或所要傳達之理念，讓民眾與學
生能對健康、減少食物浪費與二手袋的再使用
之議題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在生活中逐步落實
理念。



健康與福祉

確保各年齡層人群擁有健康生活與促
進其福祉

確保健康的生活，各年齡階段人口的健
康。

學生瞭解健康、衛生及福祉的概念，有
能力感知他人的幫助需求，並且為自己
他人尋求幫助。

北市大為當地社區規劃與健康福祉相關
主題課程；並與當地社區共享體育設施。



體育設施共享
一、開設活躍老化運動學院，定期開設銀髮
族活動課程，授課對象以當地居民，上課地
點為詩欣館三樓，提供各項銀髮族體適能課
程。

二、開放天母校區詩欣館B1游泳池。

三、定期開設羽球、桌球課程，開放天母校
區詩欣館三樓作為羽球、桌球課程使用。

四、定期開設網球課程，開放天母校區詩欣
館五樓做為網球課程使用。

五、天母校區田徑場、足球場、法式滾球場
開放給當地民眾做慢跑與健走活動。

六、運動傷害防護組協助天母國中做運動體
適能檢測與運動傷害防護各項工作。

七、天母校區體育館、詩欣館開放一般民眾
與團體申請租借服務。



優質教育

確保完整與平等優質教育與促進終身
學習機會

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並提倡
終身學習。

透過參與式方法鼓勵學生並增強其能
力，以要求獲得並利用學習機會。

學生能學習終生都能利用一切機會來
完善自己的教育。



109年史懷哲精神
教育服務計畫
一、共有102位學童參與。

二、提供弱勢學童教育機會均等，增進
學童自我認同適應力。

三、提供學童團體互動的機會，培養學
童良善人際互動關係。

四、提供多元且貼近生活的學習課程，
達成「教育即生活」的人本教育理念。



行天宮關懷輔導偏
鄉弱勢學生計畫
一、共有36位學童參與。

二、利用寒假期間進行多元課程輔導。

三、透過遊戲式課程教學，落實快樂學
習之理念。

四、增加自我探索課程，引導學生認識
自我、表達情感，相信自己的能力。

五、結合蘇澳當地之特色景點，透過尋
寶闖關形式，在遊戲中加深對本土文化
的認識，提升在地認同感。



性別平等

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
權能

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學生能理解性別差異、性別平等及性別
歧視的概念，瞭解一切形式的性別歧視、
暴力和一切不平等。

學生能反思自己的性別身分和角色，同
情和聲援那些不符個人或社會性別期望
和角色的人。



性別平等-校園性
平事件處理與應用
提升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在實務
現場上對於性別平等的認識，同時也增
性別議題輔導的精進，藉由辦理此次的
研習，提升各大專校院資院教師性別相
關議題之了解。



性別友善廁所

因應性別平等及多元性別，目前博愛校
區設有二處多間式性別友善廁所，分別
於105年度公誠樓6樓廁所及107年度藝
術館廁所(4樓)整修時建置完成；天母校
區設置11處性別友善廁所，9間單間式
無障礙暨性別友善廁所、2間多間式性
別友善廁所。未來進行廁所整修時將持
續納入規劃建置。



潔淨水和衛生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
管理

為所有人提供水和環境衛生，並對其永
續維護管理。

學生理解水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條件，
瞭解水質和水量的重要性。

學生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節約用水；北市
大定期檢測飲用水質，以確保全校師生
生用水安全。



師生用水安全

本校汙水排放均已納入台北市汙水下水
道系統。

飲水機均有依規定定期進行更換濾心、
巡檢維護，並將相關檢驗資訊公布於飲
水機機體，以利使用者查詢。

為保障師生用水安全，定期清洗儲水塔
並採檢樣送驗，水質皆合格。



人人可負擔的永續
能源
確保所有人都能負擔的起安全、永續與
潔淨的能源

熟悉不同的能源及其各自的優點，瞭解
能源在世界不同地區的主要用途。

喚起學生重視能源，培育對能源實質內
涵的知能，養成節約能源的習慣與態度。

北市大訂有節約能源措施實施方案，以
落實能源節約。



節約能源措施實施
方案
本校每年均訂有｢臺北市立大學節約能源措施實
施方案」並公告實施。

本校近年來大幅汰換老舊高耗能電氣設備，例如
冷氣機、冰水主機、電燈照明等設施。

新建圖書館具有銀級綠建築及智慧建築標章。

設有校園水資源監視系統，各棟如發生用水異常
可立即巡視是否有漏水等問題，並予以緊急處理。

天母校區詩欣館儲冰空調系統:儲冰式空調系統
是一種利用顯熱與潛熱同時儲存的儲能系統。
先於離峰電力時間運轉主機，將空調系統所使用
的冰水由溫度12℃降溫到0℃，再由0℃的水結
成0℃的冰，並於尖峰時間用電讓冰融化釋出冷
能，如此即可充分利用離峰區間用電，亦可使契
約用電量減少、基本電費減少。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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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
生產力，確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

理解持續、包容和永續的經濟成長概念；
瞭解就業和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

學生能夠與他人協作，要求政治家和雇
主提供合理工資、實行同工同酬，實現
勞動權利。



勞工權益講座

配合109年度就業服務計畫辦理勞工權
益講座，主題包括：

1.勞動基準法概述

2.勞工契約、工資等勞工權益簡介

3.女性勞工特殊保護規範



受壓迫者劇場-受
迫者的職場現象
講師從各種肢體壓迫的體驗活動，讓學
生感受到遇強則強，當我們感受壓迫的
力道越大，我們身體會自然去對抗他，
若感受到對方弱不禁風，也會怕力道太
大，自己會倒下去；另一方面，從眾壓
力的體驗，讓參與者更體會到要拒絕一
堆人是不容易的，及群眾的盲從現象。
最後，霸凌三部曲更生動演譯出各種霸
凌現象，包括網路、肢體、關係霸凌等
等，正向看待負面訊息、尋找社會支持、
打破惡性循環的霸 凌圈都是可能的解決
之道。



產業、創新與基礎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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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民眾可負擔、安全、對環境友善、
具韌性及可永續發展的基礎設施，並促
進具有包容性的永續工業化，推動創新。

理解目前基礎設施和空間規劃的情況、
應變能力、模組化等等關鍵概念，並運
用於居住地與全國。

學生能從居住地出發，提出支持永續、
具有抵禦災害能力和包容的基礎設施。



北市府產發局合作
產業人才接軌課程
為協助大學準畢業生參與產業實務開設
之證照課程,亦同步提供企業優質科技人
才,加速產業升級，解決產學需求落差，
臺北市立大學與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合作-產業人才接軌課程，參加學生參
與此數位專業課程,課程結束同步舉辦證
照，若通過考核取得證照,可參與後續企
業媒合活動,加速產業人才能力提升。課
程內容朝【技術實作】+【保證考證】
二個面向來規劃,鼓勵畢業生於職前進修,
並提升產業人才需求人力與產業接軌。
本課程「國際證照Adobe班(二) 」已於
109年11月17至18日兩天於本校博愛校
區辦理完成，參與學生30人。



減少不平等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瞭解在地、國內和全球促進或阻礙平等
的進程。

提高學生對不平等的認識，保護並接納
弱勢族群，學習心胸開闊，善於傾聽和
學習，瞭解與平等有關的道德原則。

北市大設有人權教育中心，提倡人權教
育；另設有資源教室協助身障特教學生。



身障家庭參與體驗
教育及休閒活動
召集人為特殊教育學系教師，並長期於
本校天母校區身心障礙者轉銜及休閒教
育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轉休所）任
課。因關注身心障礙兒童青少年適應，
亦為民間身障家長組織（臺灣赤子心過
動症協會總會）之長期義務諮詢顧問，
對於身障生在學校及社區之需求有較深
入的瞭解。



永續城市與社區

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力和永
續的城市和人類社區

瞭解社區發展的歷史緣由，同時尊重文
化遺產。

以在地或利用網路聯繫和幫助社區團體，
為所在的社區構想永續的未來願景。

學生能夠學習規劃、實施和評估立足於
社區的永續方案。



城市治理環保講座

邀請新北市政府劉和然副祕書長蒞臨，
演講有關城市治理的施政經驗與同學分
享，主題針對環保議題提供同學於城市
規劃時，在設計方面進行反思及反饋。



永續環境發展的新
方向智慧生態城市
邀請光世代建設董事長陳光雄先生蒞臨
主講，講題以智慧生態城市進行未來產
業趨勢之分析，其中提及科技與城市發
展之結合，極具未來觀點，深獲同學們
的喜愛。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
產
確保採用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認識永續生產和消費的策略和作法，並
理解為實現永續生產和消費而必須展開
的制度改革，以及採取的折衷與妥協。

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能對自己的個人
行為產生環境和社會影響負責任。

學生能思考永續的生活方式和多樣化的
永續生產與消費作法。



塑膠分類學

透過塑膠分類標誌的闖關遊戲，了解塑
膠產品的來源、分類以及後續如何永續
利用，除了讓參與者更了解塑膠產品的
生產與流向之外，也增強教職員生之媒
體識讀能力，不受廣告誇大而誤導。



讓時尚與環保共存

本活動上半場由致力於衣物環保工作的
衣服圖書館創辦人洪于捷進行演講。講
者讓大家了解衣物浪費所造成的環境傷
害，提升大家對於這個議題的意識，並
也提出如何以實際的行動去減少衣物的
浪費，學習如何改變自身的購衣習慣，
達到衣物減量的目標 下半場中由陳麗卿
形象管理學院的王宣婷老師進行演講，
帶頂大家找到適合自己的穿衣風格，過
程中大家學習到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顏
色、款式、搭配等，希望能夠以精準購
買代替盲目消費的目的。



氣候行動

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理解氣候變遷對在地、國內和全球造成
的重大生態、社會、文化和經濟後果，
並瞭解這些後果。

能夠從在地到全球視角，認識到自己對
世界氣候的影響，從而重新評估自己的
日常行為。

鼓勵學生多使用可再生資源，推動保護
全球氣候的政策和行動。



氣候議題研究：氣
候變異實驗室
本校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設有氣候
變遷實驗室、永續環境研究室，以氣候
變遷、環境教育為主題進行相關研究。

氣候變遷實驗室：包括診斷過去的歷史
資料並探討未來氣候發展的趨勢、觀測
儀器使用與數據探討、氣候模式模擬與
分析以及氣象教材設計。



氣候議題研究：永
續環境研究室
本校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設有氣候
變遷實驗室、永續環境研究室，以氣候
變遷、環境教育為主題進行相關研究。

永續環境研究室：研究主題為減少環境
衝擊的相關技術與活動研究，包括環就
友善的環保技術研發以及環就教育活動
兩大方向。



水下生命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
保永續發展

反思人與海洋及海洋生物之間的關係，
包括捕魚方法、海洋所提供的食物，瞭
解如何永續利用海洋生物資源。

瞭解海洋文化，海洋與人類生活息息相
關。

學生能夠認識海洋生態，氣候變遷與海
洋之間的關係與影響，研究本國對海洋
的依賴性。



國際海洋教育趨勢
與未來展望
我國近五十年來之發展兼含大陸型文化
和海洋型文化，但近來也面臨人才培育
與業界需求「供需失衡」、學校研發動
能未能落實於業界、課程有「重理工、
輕人文」現象等問題。另一方面，在培
育人民海洋意識、知識和文化的普通海
洋教育卻有諸多問題。參酌國際海洋教
育趨勢，筆者認為我國海洋教育政策仍
有諸多缺失，值得改進： 1.海教政策過
於單一，忽略「非正規」海洋教育 2.海
洋體驗課程不足，且未利用妥善 3.海洋
教育面向不足，宣傳管道不足。



陸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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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基礎基礎生態學，認識在地和全球
生態系統，識別在地動植物並瞭解生物
多樣性措施與面臨的危機。

能夠思考質疑人類/自然二元論，並認
知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並設想與自然
和諧相處的生活願景。

學生學習支持生態保護及環境守護政策。



花東地質教育校外
參訪
藉由融合環境教育形式的永續旅遊來發展，並實
踐課堂地質學科與實際的陸海域生態永續發展的
連結，並藉由專業的講師及機構的移地教學，更
近一步促使學生們對於陸海域自然資源永續發展
的關懷以及啟發，以期能在此計畫結束後，能藉
由本身的經驗以及教師能力來推廣給更多的莘莘
學子知曉。 經由野外課程參訪形式的移地教學，
來學習台灣東半部的斷層錯動以及過去的時空背
景關係，並藉由更進一步觀察陸域及海域地質演
化地形現況等，希望學生們能在這計畫過程中結
合課堂所學，實際運用到觀察層面上，並希望在
體驗計畫結束後，能夠發展出不同以往的環境教
育體驗課程，來讓更多的民眾來學習自然科學的
知識。



和平正義與有力的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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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個人及族群在本國和全球維護公正、
包容、和平與國際人權的重要性。

理解在地和全球的和平、公正、包容以
及強大機構問題，聲援在本國或其他國
家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

學生能夠批判與評估自身所在區域、國
家和全球的和平、公正、包容以及相關
機構問題



從警政到市政─侯
Sir出任務
全人教育是本校通識的核心主軸，故通識教育中
心於每學期辦理系列講座活動，希望能以活動、
議題橫向連結正式課程架構的分野。108-1學期，
我們很榮幸邀請新北市侯友宜市長蒞校，分享他
的市政經營的經驗和理念。侯市長從政前是刑事
警察，曾參與過國內多起嚴重的刑事要犯追捕和
辦案。過去的刑警經驗，讓他對參與公共事務有
很深厚的影響。他的從政理念就是希望市民擁有
平安且幸福的生活。侯市長在演說中表示，從政
這幾年，他積極的聆聽地方的聲音、了解市政長
年未解的問題，並且具體的回應市民的需求和解
決問題。演說結束後，我們深受感動，並希望侯
市長一直保有這樣的活力，帶領新北市往永續城
市、宜居城市邁進。



促進目標實現的夥
伴關係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
全球夥伴關係

瞭解全球多方利益的夥伴關係，共同承
擔永續發展責任的重要性，以及不同國
家和人民相互聯繫和依存。

認識全球永續發展對夥伴關係的重要性，
與他人合作下，促進全球永續發展夥伴
關係的實踐。

北市大目前與全世界多所知名大學建立
學術合作協議，進行學術交流。



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
ReCon國際學術研討
會
郭家驊院長參與加拿手阿爾伯塔大學的
大學主辦的研討會，與該校師生及早稻
田大學副院長亞尼博士進行學術交流。
並受邀擔任講者，主題為運動對抗老化
(對抗衰老的運動：人體健康細胞和不健
康細胞之間的達爾文自然選擇



SDGs微型工作坊

本校國際處於 12月 25日中午辦理
「SDGs微型工作坊」，很榮幸邀請到
臺灣大學校務研究暨社會責任辦公室童
慶斌主任、彰化師範大學研究發展處鍾
權煌專員分享該校在推展SDGs的經驗
作法，臺灣大學名列2020 THE影響力
排名第101-200名、彰化師範大學名列
2020 THE影響力排名第66名，由兩校
卓越成績表現及其寶貴經驗傳授，將可
作為本校日後SDGs經營的學習典範。



• 臺北市立大學國際事務處編製/ 
Edited by the Offi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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