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2 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 1～9週 (總論)課後問卷 

 

 

 



 

 

 



 

 

 

目標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目標 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
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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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目標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
管理 
目標 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
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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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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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目標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
性及永續性 
目標 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目標 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目標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
保永續發展 
目標 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陸域生態系統的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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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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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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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8. 非核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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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對您來說 SDGs是什麼？（用 10字以內形容）43 則回應 

改變並努力使未來更好 

永續經營，生生不息 

永續發展的基石 

環保、無貧病、永續發展 

先預知了未來的潛在危機，「預防勝於治療」 

生活品質、友善環境 

具可能性的理想目標 

永續發展 

實踐永續發展的政策 

永續發展目標 

知足地取用資源 

全民參與的永續目標 

了解世界需要什麼 那我可以做什麼 

解決人類困境的願景 

人與世界和平共處 

對環境人文有提升的事 

願意開始關心這個世界的方式 

值得大家盡力實踐 

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找政治人物或公職人員表達您的看法 



人類試圖讓世界更美好 

可以翻轉世界的希望 

能夠讓台灣、讓世界更加美好的項目 

需要自己一起影響大家 

烏托邦世界 

永續發展，持續經營 

保護地球的全面性政策 

不損害後代權利，滿足當代人的需求，達到更好未來 

達到人與環境之平衡 

積極實踐平等與人權 

公平對待今明日的地球 

和環境共存的方式 

能讓世界更好的理想目標 

是世界未來的趨勢 

更好的未來 

永續發展為目的 

讓生活更美好的工具 

不損害後代權利下，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追求更好的未來 

追求一個更美好、更永續的環境 

消除歧視，環境保育，永續發展 

更永續、更平等、更有韌性的未來 

讓世界更美好，得以永續 

使世界變更好的目標 

永續發展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108-2 永續發展微學分課群 10～18週 (總論)課後問卷 

 

目標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目標 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
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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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目標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
管理 
目標 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
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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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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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目標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
性及永續性 
目標 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目標 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目標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
保永續發展 
目標 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陸域生態系統的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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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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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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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8. 非核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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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目標 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
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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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目標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
管理 
目標 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
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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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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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目標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
性及永續性 
目標 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目標 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目標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
保永續發展 
目標 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陸域生態系統的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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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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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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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8. 非核家園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9、 對您來說 SDGs是什麼？（用 10字以內形容）8 則回應 

團結合作，永續經營。 

理想目標 

達成世界各地發展的平衡 

消除貧窮、永續發展 

不影響後代權益的行為 

能讓未來的社會更加美好 

能夠提醒人們面對問題 

小至個人大至世界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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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目標 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
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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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目標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
管理 
目標 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
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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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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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目標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
性及永續性 
目標 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目標 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目標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
保永續發展 
目標 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陸域生態系統的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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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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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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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8. 非核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