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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技場景：氣候變

遷、高教競爭全球化…

• 社會科技體制：路徑依

賴（教學、研究、服務）

• 利基創新：大學機會

壹、永續轉型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多層次視角 (Multi-level perspective, MLP）



資料來源：Deleye, M.; Van Poeck, K.; Block, T. 
Lock-i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Flemish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019, 20, 1109-1124.



NUK 挑戰「路徑依賴」
• 轉型如何發生：

現行體制和（或）既得利益導致「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y)，轉型發生於—當路徑
依賴被挑戰時。

• 體制衝擊「路徑依賴」：
– 高教深耕（競爭取代齊頭式平等）à特色
– 少子女化（國際生源 vs 學測指考）à國際化
– 全球化競爭（128學分 vs Gap year)à學生走出去



NUK 的機會

• 全國最早嘗試綠色大學之學校
• 2015 UN SDGs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盤點高大的機會：
–綠色大學基礎，推動SDGs，創造特色
–找出具有高大特色的國際化行動



2000年成立

創校理念：永續校園 · 綠色大學
台灣第一所簽署塔樂禮宣言的大學(2004)

第12屆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類 金獎(2019)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類入選獎(2019)

校務願景：具國際聲望之特色型大學

綜合教學研究型大學: 人法管理工

註冊率94%
休學率 3.4%、退學率2.5%

學生 教師

5663 237 18.88
生師比

貳、學校特色及現況



綠色大學1.0：塔樂禮宣言

校史大事紀

89 2月1日舉行國立高雄大學設校典禮

93 6月5日國立高雄大學簽署「塔樂禮宣言」

96 啟用風力再生能源，改善校內水質及生態

98 榮獲教育部頒「綠色大學示範學校」

99 環保署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學校大專組第一名

100 校園生態池獲內政部公告為「國家重要濕地」

100 獲經濟部頒「愛水節水績優獎」

101 法學院大樓獲高雄市光電智慧建築銅級認證

101 獲環保署頒「推動執行機關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第一組特優

102 人文社會科學院大樓九項綠建築指標的黃金級綠建築證書

103 獲經濟部頒「愛水節水績優獎」

參、綠色大學1.0



肆、綠色大學2.0: SDG-Inside

(一) 組織環境
-SDGs融入學校組織與營運，影響學校文化及周圍區域

(二) 研究

-協助社會覺察在地化的SDGs議題及發展解決方式
-推動教師從事SDGs議題研究
-舉辦永續發展相關研討會
(三) 教育
-培力永續公民
-與非營利組織等單位合作工作坊。
-鼓勵教師導入SDG於既有課程內容。
-鼓勵學生與姐妹校合作進行SDGs議題討論。

(四) 外部實踐
-連結國內外大學與組織展開跨領域合作行動



菲律賓工作者學習中心 PLC@NUK
(Philippines Learning Commons at NU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7PTKT2bDE

國立高雄大學登錄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夥伴關係
協作平台之「菲律賓在台公民學習中心」方案

4-1 國際合作SD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3Fv=jO7PTKT2bDE




2020年
高雄大學全台唯一主辦

01

• 亞洲開發銀行、聯合國計畫署UNDP
• 8月APYE  Online Competition
• 11月mini APYE Kaohsiung
• 2021 APYE Kaohsiung（每年暑假）

擴大連結國際組織

亞太青年永續發展訓練營APYE



02 培育全球永續大使450名

03

• 每年亞太青年150位
• 高大連2年選送學生赴韓、泰
跨國組隊獲首獎

深耕經營高雄在地社區
• 蚵仔寮、旗山、桃源原民部落…
• 創新學院課程支援

亞太青年永續發展訓練營APYE



社會企業
雨豆咖啡

串連印尼棉蘭雨林小農

與印尼菩提心曼荼羅基金會合作

印尼在台協會合作咖啡創業課程
世界咖啡永續地圖平台

印尼棉蘭合作國際共學營

自主規劃國際體驗

教育部青年署肯定1優勝、2佳作
全台獲獎最多的大學

SDG驅動國際連結，佈建海外SDG學習場域



發展衍生社會企業，促進在地組織連結

• 收購印尼棉蘭小農作物，協
助當地農民發展穩定收入

• 協助當地雨林生態保育工作
• 在台販售小農生產之咖啡豆
與棕梠糖，所得作為台印交
流學習基金

• 與印尼棉蘭菩提心曼
荼羅地基金會合作，
串聯印尼當地小農生
產網絡

• 連結印尼在台友好協
會，探詢在台印尼籍
配偶與移工文化適應
需求

印尼組織網絡 衍生型社會型企業
雨豆咖啡

• 辦理國際共學營，結合教
育部體驗學習計畫，選派
師生至印尼交流

• 媒合校內師資與鄰近資源
，開設產品包裝設計、經
營行銷、咖啡烘焙、社企
創業等課程

• 提供印尼弱勢學生來台獎
學金與名額



4-2永續課程與教育：SDG公民培力

全校性課程融入 永續課程
水煮地球
講座



SDG融入教學─課程盤點



SDG融入教學

─課程盤點

（第一層）



SDG融入教學─課程盤點
課程教學大綱系統新增填寫課程與SDGs相關教學目標



SDG融入教學─課程盤點
國立高雄大學全校、通識教育中心、各學院課程與SDGs相關性光譜圖

備註：
1. 光譜顏色深淺代表相關性高低
2. 數據來源：高大教師於課程大綱系統填列各課程相關性

資料來源：Y. C. Chang& H. L. Lien (2020). Mapping Course Sustainability by Embedding the SDGs Inventory into the University Curriculum: A Case Study
fro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in Taiwan. Sustainability 2020, 12(10), 4274.



• 大學作為國家高階人才
養成的基地，推動永續
發展只是必然的結果。

• 大學應審視其各自的路
徑依賴，找出屬於自己
的「創新利基」的機會。

• 及早因應，避免路徑依
賴造成溫水煮青蛙。

伍、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