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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諾貝爾物理獎由日裔美籍學者真鍋淑郎、德籍科學家哈斯曼
（Klaus Hasselmann）、義籍學者帕里西（Giorgio Parisi）3人共
同獲獎。他們研究的共通之處，是都運用了「複雜系統」的概念，幫
助人類更深度理解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以及人類活動如何影響氣候。



從氣候危機發展氣候韌性的三大元素
包含：氣候、生態系以及人類社會



1. 全球碳排放最遲必須在
2025 年之前達到峰值，
到 2030 年減少 43%

2. 我們不能允許任何新的
化石燃料基礎設施

3. 我們需要在所有系統中
快速轉型以避免最嚴重
的氣候影響，包括：擴
大規模綠色能源; 投資於
減碳；鼓勵綠色建築；
重新設計城市；轉向低
碳交通；保護生態系統
和改善糧食系統

4. 富裕的人們需要改變他
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
例如步行而不是開車，
更有效地使用能源並轉
向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

5. 無論是透過恢復碳匯或
是未來的技術，需要去
減碳以將升溫限制在
1.5C

6. 到 2030 年，氣候融資
必須提高 3 到 6 倍，以
將警告限制在至少 2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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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拓展布局

誘導鼓勵參與期

1999 921 大地震
2001 綠校園改造計畫
2003 推廣個別案與示範案
2004 團結力量大整合案推廣
2005 大專生參與地方改造

2.0項目檢驗

調整與擴大推廣期

2006 補助項目的檢討與彙整
2007 擬議補助項目原則說明
2008 積極要求數據填核與監控防災工作坊
2009 永續校園成果巡迴展影片等
2009 莫拉克風災

3.0節能減碳與

防災轉型期

2010 節能防災的重視與改變大專生協助地方改造
2011 導入 E 化智慧輔導與效益評估機制
2012 校園整體檢視，拓展永續理念
2013 建立在地輔導團機制，並開設種子教師活動(多元化防災教育、美
感教育、特色教育、空間活化等)

4.0E化、認證敘獎與轉型

活化期
2014 構思雲端分享平台機制
2015 推廣各校參與分享平台
2016 永續校園標章認證機制與深化及廣化
2017 學校教育推動永續校園改造
2018轉化數位應用與雲端分享

5.0因地制宜循環推動期

2018 國際發聲制度轉變
2019 轉化機制回歸地方整合推動地方人才庫、數
位審核、技術規範分享案例、老幼互助、國際分享
2020 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2021校園發展環境氣候優化與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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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校園啟動與機制建構
2024-數據資料蒐集以及教育推廣
2025-氣候友善永續循環概念深耕
2026-全面檢視下一階段邁向2030途徑

6.0 回應國際永續發展行動期









教育是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關鍵因素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UNFCCC) 開展有關氣候變化的教
育和公眾意識運動，並確保公眾參與有關該問題的計畫。

教育可以鼓勵人們改變態度和行為；
有助於做出明智的決定。



基礎性校園自主永續探索計畫
（基礎計畫）

示範性永續循環校園改造計畫
（示範計畫）

1. 補助項目以經常門執行校園永續探索與試辦或
實驗為主，內容以符合基礎計畫目標為原則。

2. 學校透過不同對象對校內環境資源評估與課程
發展等軟硬體進行認知、探索、整合、對策及
執行。學校應建構回應永續發展目標之校園整
體規劃構想及對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學校
本位課程修正規劃。

3. 基礎計畫應盤點學校軟硬體資源，以利充分發
揮在地與校園特色（地域、文化、歷史及生
態……等），同時需要進行校園基礎碳盤查，
透過基礎監測設備進行相關數據蒐集，建立後
續（減）低碳行動相關依據，並發展相呼應之
校本課程，設計教學模組與發展校園藍圖為重
點。

4. 基礎計畫應詳述校園永續發展切入點、校園既
有基礎現狀以及未來盤查規劃、校園永續與環
境教育建構工作執行內容與實行項目、預期成
果及成效。並呼應聯合國SDGs指標之永續校
園評量，提出整合性永續發展自願檢視報告。

1. 補助項目以校園硬體改造與軟體整合為主，計
畫申請依據本部每年公告永續校園示範議題為
目標。

2. 硬體改造項目主要回應智慧化氣候友善、低碳
等方向，包括資源與碳循環、水與綠系統、環
境與健康、能源與微氣候或其他符合永續發展
之項目，執行以「建構創新主題技術對應示範
性循環校園」，以最客觀方式進行數據蒐集，
並更加精準進行碳盤查計算。

3. 示範計畫應以因地制宜之環境相關議題為主題，
充分發揮地區與校園特色，並已具有或發展系
統化對應之校本課程，訂定改造執行技術示範
重點。

4. 示範計畫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
地方政府）共同推動及自籌部分款項，地方政
府主管學校申請應事先取得各該主管機關同意，
地方政府應配合本部相關事項參與相關活動。



2022 / 12 / 09
永續循環校園成果交流
暨
徵件計畫說明 ＠臺大集思會議中心

新一期徵件計畫書內容與格式會隨公文公告，2022/12/09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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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氣候友善
校園之

素養與行動

18





認識全球與國家淨零排放路徑，養成建構氣候友善校園所需的
聯合國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教育(CCESD)素養，以
系統性思維與能力，採取氣候行動，落實減碳。

Education per the 
UNFCCC, Paris 
Agreement, 2015, 
Artic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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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代的責任 與課題
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在《我們共
同的未來》定調永續發展

一個滿足當代需求，
而不危害未來世代
滿足其需求之能力
的發展。



到 2030 年，確保所有
學習者，都掌握
永續發展所需的知識、
態度與技能。

具體做法包括實踐永續生活方式、人權
和性別平等方面的教育、倡議和平和非
暴力文化、提升全球公民意識，以及肯
定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建立應對氣候變遷的
知識和能力

提高關於氣候變遷減緩、適應、
減少影響和預警的教育、提高認
知，以及培養下一代和相關機構
能力。



02

03

01

04

結合
教師社群

開設
培力研習

SDGs
自願檢視

報告

第一手
國際資料



真實世界
與環境

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
真實世界關鍵與
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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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SDGs）
自願檢視





本網站是聯合國改變項目發起的“170系列”的
一部分。針對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
的每一個目標為您提供了 10項建議，說明您每
天可以行動幫助減緩氣候變遷的影響。



COP27的3個關鍵詞：

補償過去
適應當下
應對將來

應對氣候危機 / 
Mitigation

提升氣候適應
力及韌性 / 
Adaptation & 
Resilience

補償氣候損失
和損害 /  
Loss & 
Damage

教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