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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永續發展藍圖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雲科大，YunTech）於 2019 年度起由校長召集本校行政、學

術單位主管及教師與學生代表組成「永續與社會責任委員會」，作為永續治理的最高決策單位，

任務是落實永續與社會責任之規劃與管理，創造校園之永續文化，將聯合國倡議之永續發展目

標( Sustaionalbe Develpoment Goals，簡稱 SDGs)融入教育、研發、營運、與社會服務中。本規

劃書目的是闡明本校永續理念、願景、目標、管理方針與年度行動方案。 

一、校務中程發展規劃 
YunTech 的永續計畫衍生自校務中程發展計畫。本校 2022~2026 年度中程發展計畫（參圖

1），是以「以創新教學與產業對接為特色的國際知名大學」為願景，以師生的發展對接經濟、

環境、社會需求、為地方與全球福祉做出卓著貢獻、塑造創新、智慧、友善、永續的校園、以

及名列亞洲百大、世界千大為目標，並以(1)特色化：創造對接場域的教學與研發特色，(2)學術

化：瞄準產、學應用的基礎研究，(3)產學化：加值產業與教學創新的產學合作，(4)國際化：吸

引優秀國際師生加入教學與研發團隊，(5)智慧化：以人工智慧為內涵與形式的教學與研發等五

化為發展策略。當中揭示了經濟、環境、社會永續在學校未來發展中的重要性。 

 
圖 1 YunTech 校務發展的願景、目標與策略 

二、永續核心理念、願景、目標與策略方針 

(一)永續核心理念 
大學的使命首要的是教育與知識的創造與利用，教育與知識是改變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力量。

因此，YunTech 的永續核心理念是：藉由教育與知識的力量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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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願景與目標 
根據本校的校務中程發展計畫與長遠發展藍圖，YunTech 規劃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如下。 

1.短期 

以「務實致用的科技大典範」為校務發展願景，創建與結合「未來學院」與「PBL 研究中

心」，建立能具體加值高等技職教育系統的人才培育方案，並全面展開校、院、系之永續發展

行動。 

2.中期 

以「以創新教學與產業對接為特色的國際知名大學」為校務發展願景，以師生的發展對接

經濟、環境、社會需求，為地方與全球福祉做出卓著貢獻，塑造創新、智慧、友善、永續的校

園，為校務與永續發展目標。 

3.長期 

隨著地方與全球總體環境的變遷，以教育與知識創新的力量，創造與維繫地方與全球的永

續發展。 

(三)永續執行策略 
以校務與永續治理為基礎，由場域的真實問題出發，整合跨領域、跨組織的力量，以教學、

研究、產學的形式，推動各項永續行動，最後將行動成果回饋促進教學、研究、產學的創新，

讓大學營運與永續實踐相輔相成。 

三、利害關係人與重大議題 

(一)利害關係人鑑別 
YunTech 經由永續與社會責任委員會議確立主要利害關係人包括：在校生、家長、教職員、

社區民眾、校友、企業、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供應商。每年，本校以多元管道，收集利害

關係人的意見；同時，於每年 8 月及 12 月出版永續報告書及校務現況問責報告書，針對利害

關係人關心之議題的執行成果公告周知，藉此建立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確保校務經營符合利

害關係人的期待。 

(二)重大議題 
YunTech 傾聽利害關係人關注之議題，考量校務發展及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再依其關聯性

與本校特性歸納 21 個主題，作為後續校務發展委員會、永續與社會責任委員會、主管共識營

等會議主題之設計方針。為準確了解利害關係人所關注之議題，藉由鑑別、排序、確證及檢視

四步驟，經由永續與社會責任委會議決議，以「營運衝擊與影響程度」及「關注程度」矩陣圖，

從 21 個主題中鑑別籂選出 15 個永續發展重大主題(參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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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YunTech 14 個永續發展重大主題 

根據 17 項 SDG、利害關係人關切的永續發展重大主題、大學使命、YunTech 的核心能力、

以及 Yuntech 永續實踐上的現況，我們以永續治理為基礎，針對經濟、環境、社會等四個層面，

擬定永續的管理方針與下年度重點行動方案，詳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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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永續發展規劃 

一、永續治理 
大學的使命首要的是教育與知識的生產與利用，藉此提升經濟、環境、與社會的發展與永

續性。因此，大學永續治理的主要議題是「如何建立機制，確保大學達成其使命，使大學的營

運能同時兼顧這一代與下一代各類利害關係人的福祉」。 

依據 17 項 SDG，考量台灣與 YunTech 的特性，我們在永續治理上，主要在於下列議題的

政策制訂：(1)利害關係人政策參與、道德/倫理/學術自由政策、財務揭露、協助政府政策制定、

討論議題的中立平台(SDG 16)，(2)與政府/NGO/國外組織跨部門對話/合作研究/發展最佳永續

行動、發布永續報告、校內/校外永續教育(SDG 17)，(3)確保教學、研究、產學的持續創新，且

符合社會需求，以及有利於經濟、環境、與社會永續發展。 

(一)管理方針 
1.目標 

• 短期目標：持續完善各項治理機制，包括：利害關係人政策參與、道德/倫理/學術自由

政策、財務揭露、協助政府政策制定、發布永續報告書與問責報告書。 

• 中期目標：強化與政府、NGO、國外組織之跨部門對話、合作研究、發展最佳永續行動，

落實校內與校外永續教育，確保教學、研究、產學的持續創新，且符合社會需求與有利

於經濟、環境、與社會永續發展。 

• 長期目標：以教育與知識創新的力量，創造與維繫地方與全球的永續發展。 

2.承諾 

• 公平對待這一代與下一代的各類利害關係人，並提升其福祉。 

• 師生的發展對接經濟、環境、社會需求。 

• 與地方及全球夥伴共同在教學、研究、產學上持續創新，為地方與全球永續福祉做出卓

著貢獻。 

3.政策 

制定與持續檢討校務與永續治理政策，落實對永續行動的 PDCA 循環，逐步達成經濟、環

境、與社會永續的目標與承諾。 

 

(二)下年度永續行動方案 
除了持續執行項目，規劃下年度永續治理應加強：SDG 16 (和平、正義的制度與機構)、

SDG 17 (夥伴關係)、以及教學、研究、產學的持續創新符合產業與社會需求，以及有利於經濟、

環境、與社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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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行動方案 對應 SDG 協助部門 備註 

1 與 NGO 組織合作進行環境教育 SDG 13 永續中心  

2 學術自由政策制定 SDG 16 人事室  

3 制定與利害關係人互動之機制與政策 SDG 16 秘書室  

4 提供議題討論的中立平台 SDG 16 秘書室  

5 校內永續教育 SDG 17 教務處、永續中心  

6 外展的永續教育(包括校友、社區…) SDG 17 永續中心、國際處、

學務處、研發處 
 

7 與政府、非政府、國外組織進行 SDG 跨

部門對話(參與相關研討會) 
SDG 17 永續中心  

8 與政府/NGO/國外組織合作研究 SDG 議

題與政策制定 
SDG 17 永續中心  

9 與政府/NGO/國外組織合作發展最佳永

續行動 
SDG 17 永續中心  

二、經濟永續 
依據 17 項 SDG，考量台灣與 YunTech 的特性，我們在經濟永續的議題上，可以著力貢獻

的包括：(1)永續農業(SDG 1)，(2)科技創新與衍生新事業、以產學合作提升企業效率(SDG 9)，
以及(3)健全學校財務以支持優質與平等的教育(SDG 4)以及良好的就業環境(SDG 8)，(4)提供

各類經濟組織所需的優質人才(SDG 9)。 

(一)管理方針 
1.目標 

• 短期目標：健全學校營運，發佈財務規畫報告書、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 中期目標：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以吸引國內外優質人才，提升研發與產學量能

以協助產業提升效率並創造新事業。 

• 長期目標：完善教學與研發基礎建設，提供學生優質與平等的教育，提供各類經濟組織

即戰力人才與永續發展科技，提供教職員工良好的就業環境。 

2.承諾 

• 健全校務基金收支，依校務發展願景與目標審慎分配資源，以最經濟的方式達成最有效

的教學與研發目標。 

• 為產業提供符合其發展需求的人才，促進其永續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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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產業提供符合其發展需求的工程、管理、設計、與人文科技，促進其永續性的發展。 

3.政策 

分配資源、規劃育才與研發行動方案，落實目標-行動-投資-績效考核循環，達成永續經濟

的目標與承諾。 

(二)下年度永續行動方案 
除了持續執行項目，規劃下年度經濟永續行動方案，應加強 SDG 8 (優質工作與經濟成長)

與 SDG 9 (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等層面(如下表)。 

編號 行動方案 對應 SDG 協助部門 備註 

1 以提升永續為目標的產學合作 SDG 9 產學處  

2 員工安心就業 SDG 8 人事室  

3 產業對接的人才培育與就業輔導 SDG 9 教務處、研發處  

4 永續科技創新 SDG 9 研發處  

三、環境永續 
依據 17 項 SDG，考量台灣與 YunTech 的特性，我們在環境永續的議題上，可以著力貢獻

的主要在於：(1)水資源保護/管理與廢水處理(SDG 6)，(2)研發高能源使用效率/再生能源技術、

減少能耗與碳排放(SDG 7)，(3)低碳能源使用比例、氣候變遷教育/宣導、與政府合作共享氣候

行動/因應計畫、碳中和/淨零排放(SDG 13)，(4)淡水生態系統(灌溉、水管理/保護）教育/維護、

減少塑料廢棄物、廢水處理(SDG 14)，(5)永續土地利用教育/宣導、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維護

與教育、毒物廢棄物處理(SDG 15)。 

(一)管理方針 
1.目標 

• 短期目標：完善校內外水資源保護、管理與廢水處理，提升廢棄物減量與處理，減少能

耗與提升低碳能源使用比例，增加生態與氣候變遷教育及宣導。 

• 進行溫室氣體盤查、淨零排放宣告，並研發高能源使用效率、再生能源、與負碳技術，

逐步達成淨零排放。 

• 長期目標：達成永續校園、促進地方與全球環境永續。 

2.承諾 

• 落實污染預防與廢棄物減量。 

• 溫室氣體減排。 

• 完善環境教育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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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能源與減碳科技。 

• 與社區、政府、NGO、全球夥伴共同因應環境變遷。 

3.政策 

分配資源、規劃環境永續行動方案，落實目標-行動-投資-績效考核循環，逐步達成環境永

續目標與承諾。 

(二)下年度永續行動方案 
除了持續執行項目，規劃下年度環境永續行動方案，應加強 SDG 6 (潔淨水與衛生)、SDG 

12 (負責任的消費生產)、和 SDG 13 (氣候行動)等層面(如下表)。 

編號 行動方案 
對應

SDG 
協助部門 備註 

1 校園用水政策及節水措施：包括節水政策

擬定、建築物節水相關設施、節水植物種植 
SDG 6 總務處  

2 外展的水資源管理及節水宣導教育 SDG 6 永續中心、水土中心  

3 擴大遠距辦公實施範圍 SDG 11 人事室  

4 廢水及廢棄物處理「政策制定」 (含外包商） SDG 12 環科中心  

5 食品和用品的道德與環保採購政策制定(含
外包商) 

SDG 12 總務處  

6 塑料最小化政策制定及宣導 SDG 12 總務處  

7 一次性用品最小化政策制定及宣導(含外包

商) 
SDG 12 總務處  

8 減少廢棄物產生量與提升資源回收比例 SDG 12 環科中心  

9 制定綠色採購相關政策 SDG 12 總務處  

10 碳盤查 SDG 13 總務處  

11 碳中和承諾：發表、實現日規劃 SDG 13 總務處  

12 減碳政策與行動 SDG 13 總務處  

13 與當地政府或地方團體進行氣候行動計畫 SDG 13 水土中心  

14 與當地政府或地方團體因應氣候變遷災害

的合作計畫 
SDG 13 水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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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永續 
依據 17 項 SDG，考量台灣與 YunTech 的特性，我們在社會永續的議題上，可以著力貢獻

的主要在於：(1)社經與文化弱勢學生就學(國內外)、創業協助(SDG 1)、改善教職員工生、當地

和全球健康與福祉(SDG 3)、公平的教育機會、師資培育、提供終身學習資源(SDG 4)、性別平

等(SDG 5)、公平雇用與薪酬、學生就業協助(SDG 8)、提升低收入國家外籍生比例、身心障礙

生/員工比例、無歧視性招生、反歧視/騷擾、弱勢族群的支持(SDG 10)、支持藝術活動與文化

遺產保存、永續交通與住房(SDG 11)、道德採購、廢棄物處理/回收、塑料/一次性用品使用最

小化(SDG 12)。 

(一)管理方針 
1.目標 

• 短期目標：持續強化現有 USR 行動，包括：在地關懷教育、環境生態行動、產業鏈結

與社區協力、社會健康促進、文化永續推廣、提供終身學習資源，並完善公平教育機會、

性別平等與反歧視/騷擾、弱勢族群支持等政策。 
• 中期目標：擴大 USR 行動層面、增加永續合作夥伴、延展影響區域。 
• 長期目標：社會共融、共好、更好，從在地影響延伸到全球城市與社區。 

2.承諾 

• 更多師生團隊走入更廣的社會區域，創造更大的社會永續福祉。 

• 公平對待所有群體，包括教育、工作機會；照顧與協助任何有需要的弱勢群體。 

3.政策 

分配資源、規劃社會永續行動方案，利用師生之知識與技能提升社區、區域、與全球福祉，

落實目標-行動-投資-績效考核循環，逐步達成社會永續目標與承諾。。 

(二)下年度永續行動方案 
除了持續執行項目，規劃下年度社會永續行動方案，應加強 SDG 3 (良好健康和福祉)、

SDG 10 (減少不平等)等層面(如下表)。 

編號 行動方案 對應 SDG 協助部門 備註 

1 與當地政府、國家、全球衛健機構合作，改

善健康和福祉成果 
SDG 3 永續中心  

2 無菸政策推動與訂定 SDG 3 學務處  

3 反歧視、反騷擾、不強迫勞動、薪酬公平之

雇用政策 
SDG 10 人事室  

4 身心障礙人士合理便利政策制定 SDG 10 學務處  

6 非歧視招生政策制定 SDG 10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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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語  
YunTech 於 2019 年度起設立「永續與社會責任委員會」，作為永續治理的最高決策單位，

以落實永續與社會責任之規劃與管理；並於 2020 年設立「永續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作為落

實永續的執行整合單位。我們希望在這樣的組織設計基礎上，創造校園之永續文化，並將永續

融入教育、研發、營運、與社會服務中，而能實踐 YunTech 的大學社會責任。 

YunTech 的永續核心理念是藉由教育與知識的力量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永續性，我們

以師生的發展對接經濟、環境、社會需求，為地方與全球福祉做出卓著貢獻，塑造創新、智慧、

友善、永續的校園為中程目標；在長期，我們希望隨著地方與全球整體環境變遷，達成「以教

育與知識創新的力量，創造與維繫地方與全球的永續發展」。 

在永續的實踐上，YunTech 以校務與永續治理為基礎，由場域的真實問題出發，整合跨領

域、跨組織的力量，以教學、研究、產學的形式，推動各項永續行動，最後將行動成果回饋教

學、研究、產學的創新，讓大學營運與永續實踐相輔相成。根據大學使命、17 項 SDG、利害

關係人關切的永續發展重大主題、YunTech 的核心能力、以及本校永續實踐上的現況，我們針

對治理、經濟、環境、社會等四個層面，規劃永續的管理方針與下年度重點行動方案。 

我們相信，在全體教職員生共同努力下，YunTech 能實踐「以教育與知識的力量，促進地

方與全球永續發展」的理念，完善教學與研發基礎建設，提供學生優質與平等的教育，提供各

類經濟組織即戰力人才、永續發展科技，建設永續校園，促進地方與全球環境永續，創造共融、

共好、更好的永續社會，並將我們的影響力，從在地延伸到全球社區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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