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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continues to face cri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rapid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frequency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ws us what mistakes humen made before and what can we rethink to do
something now for the future. Education is a key poi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SD) are a global challenge and face

many obstacl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comes as no surprise as ESD has many faces, spans many sectors
and disciplines, emphasizes new forms of learning and ways of thinking and needs to be grounded in
local context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eing receptive and sensitive to what happens elsewhere. As a
result, this research wants to grasp the spirit of ESD. First, I take an analysis for

the contexts and

structures of ESD as the basic viewpoint of education. Beside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EE)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established strongly. The simultaneou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E and
ESD has given rise in some countries to ques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So the second
of my research clarifies the distin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Third, as the 1970s, ESD
followed man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to discuss, modify, deepen and advocate, the resolution
requested UNESCO in 2003, as the designated lead agency for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5-2014”, one of the UN-supported major programmes. Reviewing of the contex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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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s of DESD and rethinking the challenges of ESD are to understand the seven strategies of DESD.
Fourth, furthermore, my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relationships with 4 maj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itiatives by UN-supported :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MDG)、the Education for All(EFA)、
the United Nations Literacy Decade(UNLD) 、 the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DESD), and points out how the EFA and ESD are distinct but also overlap. Fifth, the
DESD has raised high expectations among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ho seek to promote and
develop ESD. As a result, in 2007, UNESCO established a DESD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xpert
Group(MEEG) to advise on appropriate monitoring mechanisms for assessing. Finally, my research
follows the advice of the MEEG with inducing some findings and challenges of DESD, and draws a
conclusion of ten grea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SD.
Keywords：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 Decade for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05-2014),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urtal Organization.

摘

要

世界正面臨氣候變遷、資源退化、疾病頻仍、物種滅絕等嚴苛考驗。
「永續發展」概念的出現，
就是要檢視人類過去發展道路上的錯誤，讓我們重新思考今後發展方向與目標。對永續發展而言，
教育是關鍵。永續發展教育（ESD）的發展與施行是全球的一項挑戰，在世界各地面臨許多困難
阻礙。原因是永續發展教育有很多面向，橫跨許多部門與學科，強調新的學習形式與思考方法，
需以在地文化脈絡為基礎，同時尊重包容世界各地發出的不同聲音。因此，本文為了掌握永續發
展教育多面向特質，首先分析永續發展教育脈絡與架構，作為思考全球教育問題的基礎。此外，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環境教育（EE）已經深植於該國正式的教育系統中。而今日環境教育與永續發
展教育同步發展與存在，的確使許多國家常問它們二者的區別在哪裡。因此，本文第二個重點在
釐清最多人困擾問題：永續發展教育和環境教育二者間的關係與區別。第三，從 1970 年代開始，
永續發展教育經歷多次重要國際會議討論、修正、深化與倡議後，由聯合國相關機構提出許多重
要計畫和行動方案，其中以 2003 年聯合國教科文组織起草“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
2005-2014（簡稱 DESD 2005-2014）”最受矚目。故本文檢視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的背
景與目標，重新思考 ESD 面臨的挑戰，詳細透視 DESD 執行的七大策略。第四，本文進一步比較
四項聯合國執行的重要教育計畫：千禧年發展計畫（MDG）
、大眾教育計畫（EFA）
、聯合國識字
教育十年計畫（UNLD）、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DESD），摘要其內容重點，指出 EFA
與 DESD 二者間的區別和重疊部分。第五，因為許多國家為了提升和發展永續發展教育，對聯合
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訂定的目標都寄於厚望。因此 200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 DESD 監
測與評估專家團隊（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xpert Group 簡稱 MEEG）
，提供適當的監測評估機
制。最後，本文參考 MEEG 監測與評估之執行報告，歸納其重大發現與挑戰，指出 DESD 實施後，
對永續發展教育所產生的十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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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一）研究動機
人類正站在全球氣候劇烈變遷、自然資源逐漸枯竭、生物多樣性耗損、疾病擴散頻仍、糧食
分配不均、貧窮人口不斷增加等關鍵問題的十字路口上，大自然失衡的現象讓人類開始反思：過
去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否全然正確？今後發展方向如何在自然負載能力範圍與人類需求間取得平
衡？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就是承載這時代各種重要思潮的方舟，希望扭轉地球當
今失衡的發展模式，追求人類更長久的和平與繁榮。對永續發展而言，教育是關鍵。永續發展教
育是指經由教育過程，達到環境、社會及經濟的永續發展。近年全球對「永續發展」的共識是：
能滿足當代的需求，同時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
「永續發展教育」的範疇不僅涵蓋了
「環境教育1」，還包涵經濟發展、社會文化領域。涵蓋面太廣常模糊了世人對其瞭解與觀點，甚
至妨礙政策執行。因此，本文首先有系統整理永續發展的時代背景，梳理永續發展教育脈絡與架
構，釐清永續發展教育和環境教育間的關係，以作為統整性思考全球永續發展教育問題之基礎。
然而，永續發展教育是一種動態的概念（dynamic concept）
，這新教育觀點設定：所有年齡層的人
都有責任去創造和享受的一個永續的未來。所以永續發展教育有相當寬廣的詮釋，至今還未出現
一個標準核心的定義。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3 年正式提出：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
2005-2014 （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5-2014, 簡 稱
DESD,2005-2014），在永續發展教育眾多目標中，藉機再強調教育和學習角色的重要性，以落實
永續發展教育的精神。本文檢視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之背景和策略，除了有機會再思考
全球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外，它與聯合國已推行的其他三項國際重要教育計畫間的差異與關連，也
一併做摘要和分析比較，使世人更瞭解永續發展教育計畫的重要性與前瞻性。最後，為了提升聯
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之品質與效率，200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起 DESD 監測與評估專
家團隊（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xpert Group 簡稱 MEEG）
，提供適當的監測評估機制。本研究
參考 2009 年最新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DESD Coordination Section 主席 Aline Bory-Adams 執行
報告，整理 DESD 監測與評估過程，歸納其重大發現與挑戰，指出永續發展教育未來動向。

（二）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針對下列目的而進行：
1. 整合分析永續發展教育的歷史脈絡和架構
2. 釐清永續發展教育和環境教育間的關係
1

197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蘇俄伯利西（Tbilisi）國際環境教育會議中，對環境教育所下的定義
如下：「環境教育是一種教育過程，在這過程中，個人和社會認識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
物理和社會文化成分間的交互作用，得到知識、技能和價值觀，並能個別地或集體地解決現在和將
來的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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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視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的背景和策略
4. 分析聯合國推行的重要教育計畫間之異同
5. 歸納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建立監測與評估體系之發現、挑戰、未來方向

（三）研究方法和步驟
根據上述五項主要研究目的，本文運用內容分析法來瞭解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ESD）與聯
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DESD 2005-2014）的歷史脈絡與發展策略。參考國際重要教育計畫
之文獻、報告、會議、宣言、行動綱領等作為研究基礎，釐清永續發展教育（ESD）和環境教育
（EE）的關係；再比較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DESD）與千禧年發展計畫（MDG）、大
眾教育（EFA）、聯合國識字教育十年計畫（UNLD）四項國際重要教育計畫文獻之內容摘要、差
異、重疊處。此外，本文使用簡單的網路搜尋引擎（Google）的”熱門關鍵字（hits）”調查與統計：
比較 2005 年（DESD 開始實施那一年）與 2009（DESD 實施 4 年後）
，世界各地人於 Google 網路
上對永續發展教育及相關議題教育之搜尋次數。最後，歸納 DESD 監測與評估系統的重大發現與
挑戰任務，指出十項 DESD 實施後的永續發展教育重要改變。本研究步驟如下：
1. 蒐集永續發展教育相關文獻，進行內容分析。
2. 比較四項國際重要教育計畫之差異與重疊處。
3. 進行 2005、2009 年永續發展教育網路相關調查。
4. 歸納監測評估的重大發現與挑戰任務。
5. 綜合歸納與比較，指出 DESD 實施後的永續發展教育重要改變。

永續發展教育的脈絡
（一）背景
永 續 發 展 教 育 的 歷 史 根 源 來 自 聯 合 國 二 個 不 同 領 域 ： 教 育 和 永 續 發 展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ESCO / DESD IIS,2005）
。1948 年人權宣言指出：每一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
此外，聯合國認為人類若無視環境限制的發展，最後將導致環境資源退化。因此從 1972 年斯德哥
爾摩的人類環境會議（Human Environment Conference）以來，歷經 1975 年貝爾格勒國際環境教
育會議題出得「貝爾格勒憲章」
（Belgrade Charter）
；1980 年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等（IUCN，UNEP，
WWF）發佈的「世界保育方案」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1987 年「西元兩千年後的環境展
望」（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to the Year 2000 & Beyond）；到 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UNCED）發表著名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
（Our Common Future）報告中，列舉了世界
上發生令人震驚的環境事件和一系列重大的全球環境問题，並指出决定人類前途和命運的是環
境，進而系统地闡述人類面臨的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以前瞻性的行動關切全球性的環境
危機，從保護環境資源、滿足當代和後代的需求出發。隨後在莫斯科召開的環境教育會議提出：
永續性是環境教育成功的一個基本工具 。該觀念不僅在世界各國引發了廣泛的影響，同時也成為
全世界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把「永續發展」定義為：
「能滿足當代
的需求，同時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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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首先是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倡導保持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它號召人們在增加生
產的同時，必須注意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改善。它明確提出要變革人類沿襲已久的生產方式和生活
方式，並調整現行的國際經濟關係。這種調整與變革要按照永續發展的要求進行和運做，這幾乎
涉及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總體來說，永續發展包含二大方面的內容：一是對傳統發
展方式的反思和否定；二是對規範永續發展模式的理性設計。就理性設計而言，永續發展的具體
表現在：工業應當是高產低耗，能源應當被清潔利用，糧食需要保障長期供給，人口與資源應當
保持相對平衡等許多方面。“永續發展”這一語詞一經提出即在世界各地獲得認同並成為大眾媒
介使用頻率最高的辭彙之一，這反映了人類對自身以往走過的發展道路之懷疑，也反映了人類對
今後選擇的發展道路與發展目標有憧憬與嚮往（儘管尚有若干模糊）
。人類逐漸認識到過去的發展
道路是不可持續的，或至少是持續不夠的，因而是不可取的。唯一可供選擇的道路是走永續發展
之路。人類這一次的反省是深刻的，反思所得的結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正是永續發展的思想
得以在全世界不同經濟水平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能夠取得共識和普遍認同的根本原因（李公
哲，1998）。
基于上述背景，1988 年，聯合國教科文组織（UNESCO）從環境教育的目標、性質、任務、
内容等方面重新進行整合的思考出發，提出了“永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簡稱 EFS）”
一詞，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组織“永續教育”思想的早期倡議 。1990 年 Education for All（簡稱 EFA）
宣言：「基礎教育（Basic education）應該提供給所有兒童、青年、成人。基礎教育的服務應該不
斷擴充與持續檢討，降低世界不平等現象發生機率（World Declaration Education for All , 1990,
Article II – Shaping the Vision）」。此外，也提到：「最迫切需要受教育的對象是女孩與婦女，許多
阻 礙 與 限 制 妨 礙 了 她 們 的 受 教 權 （ World Declaration Education for All , 1990, Article
III –Universalizing access and promoting equity）」。
，通過舉世矚目的「二十
1992 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
一世紀議程」
（Agenda 21）
，除了把永續發展的理念規劃為具體行動方案外，指出“教育促進永續
發展和提高人們解决環境和發展問題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第 36 章更提到“……促進
教育、提高公眾意識和強化培訓”（UNCED, 1992）
，闡明教育是提升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環境
教育專家斯蒂芬.斯特林（Stephen Sterling）等向該大會提交《善待地球：教育、培訓和公眾意識
為永續性未來服務》報告，對永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縮寫 EFS）做出定義。
國際地理學聯合會地理教育委員會（IGU-CGE（主席 Hartwig Haubrich 於 1992 年提出的《地
理教育國際憲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on Geographical Education），建立在：聯合國憲章、世界
人權宣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章程、兒童權利公約等文獻的基礎之上，同時對照有關國際協議和
許多國家關於地理教育的課程安排。研究地球是一項自然科學工作，研究社會是一項社會科學工
作。而地理學者最感興趣的是研究地球上人與環境的關係，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架起了一
座橋樑。憲章目的和宗旨認為：地理教育最主要的是國際教育和環境教育。地理教育應該為促進
國際理解和加強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缺乏知識或認知就會導致環境與發展問題。鑒於自然界中環
境與發展問題是多國性的而且不受國界的限定，能夠瞭解國際發展和環境變遷資訊的人，就會有
更大的機會減少環境災難、環境問題。地理學能夠解決人類當前及未來面臨的問題，地理教育在
政治、社會、道德、個人、人性、美學、環境與和平的教育中都起著實質性的影響。地理學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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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必須由受過專業地理教育的教師來講授，同時必須屬於學校課程安排中的
核心課程。為世界各地學校地理教育的課程規劃給予了清晰的指引（IGU-CGE, 1992）。
1993 年，為了普及、推進和落實永續發展理念，聯合國設置了永續發展委員會（UNCSE）。
1994 年，在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倡導和努力下，聯合國教科文组織提出了具有國際創意、基于環境、
人口與發展（EPD）的永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計畫。這一計畫的提出，使永續發
展教育的著眼點更注重人類社會的整體和諧發展 。1997 年 12 月，為紀念第比斯會議召開 20 周
年，聯合國教科文组織和希臘政府在希臘塞薩洛尼舉行的“國際社會與環境會議：永續未來教育
和公眾意識”，正式確立了永續發展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
2000 年 國際社會通過千禧年宣言，保證不遺餘力地幫助男女老少擺脫淒苦毫無尊嚴的極端
貧窮狀況。2005 年提出千禧年發展計畫（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2006- 2015,簡稱 MDG）目
標共八個：消滅貧窮飢餓、普及初等教育、促進兩性平等、降低兒童死亡、改善產婦保健、與疾
病作抗爭、確保環境永續力、全球夥伴關係。千禧年目標不僅囊括全世界對發展的期望，還包括
被普遍接受的人類價值和權利。其中，教育是重要的投入目標與指標。
值得注意地，在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還未提出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先提出：聯合國識字
教育十年計畫（United Nations Literacy Decade，簡稱 UNLD）。它的口號是“識字如同自由一樣是
每個人的權利（Literacy as Freedom）”。這項計畫目的是使世界各地的人們增加識字讀寫能力。
提升所有人的識字能力必須以和平、尊重、配合全球化的交流來達成。計畫時間為 2003-2012 年，
由聯合國大會委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來推廣這項計畫。於 2005 年活化組織和擴大參與權力來倡導
識字教育，作為達成十年計畫的架構。
2002 年 12 月聯合國大會會議提出：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計畫時間自 2005 年到 2014
年，指定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領導這個計畫。2003 年，依據聯合國大會的决定，教科文组織在起
草“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 2005-2014”草案時，根據聯合國長期關注的“教育”和“永
續發展”二個領域，進一步深化了永續發展教育内涵。在草案中明確指出：對永續發展而言，教
育是關鍵。“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簡稱 ESD）”，必須考慮永
續性的的三個領域，即環境、社會（包括文化）和經濟。“永續發展教育”的基本觀點是發展切
合當地情况且與文化相適應的教育計畫。永續發展教育要建立在體現永續性的理想和原則基礎之
上：如代際公平、性别平等、社會寬容、消除貧困、環境保護和重建、自然資源保護、公正與和
平的社會。永續發展教育基本上是價值觀念的教育，它的核心是尊重他人，包括當代人和後代人，
尊重差異與多樣性，尊重環境，尊重我們居住的星球上的資源。教育使我們能够理解自己和他人，
以及我們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的關連，這種理解是建構尊重的堅實基礎。根據公正、責任、探索和
對話，永續發展教育的目的，是要我們的行為和實踐，使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不被剝奪，享受
完全的生活。
和多數教育活動不一樣，永續發展教育最先是被教育界以外的人士創立的，而且促進永續發
展教育的一個主要推動力來自國際政治和經濟組織，如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美洲國家組
織。隨著人們對永續發展概念的研討和闡述，人們清楚地認識到教育對永續發展至關重要。但在
許多國家，永續發展教育仍在受教育界以外的人們所影響，比如：環境和衛生等部門提出永續發
展教育的理念與內容，然後再對教育工作者宣傳。國際機構和教育工作者都知道：這種沒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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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參與的思想發展過程是存在問題的。教育具有雙重的作用，它不僅要使受教育者適應當前
的社會，而且還要使他們具備：改造當前這個社會，以創造一個更加永續發展的未來能力。在社
會再生產（reproduction）與社會改造（transformation）二者之間，永續發展更強調在後者。永續
發展教育十年計畫的全球設想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學習永續發展的未
來，建立社會變革所要求的價值觀念、行為和生活方式（王民，200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一步提出 DESD 的國際執行綱要（International Implementation Scheme,
簡稱 IIS2），IIS 旨要闡明 DESD 與現存聯合國支持的教育機制，例如：達卡行動架構<the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 3 > ， 以 及 聯 合 國 推 動 的 識 字 教 育 十 年 計 畫 <the United Nations Literacy
Decade4>)間的關係。經由聯合國其他機構、國際組織、國際各政府單位、區域間 NGO 團體、全
球各大學、個人、私人部門等推薦與貢獻，集結超過 2000 份以上的國際會議、工作論壇的論文與
稿件，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 DESD 研究發表，才產生國際執行綱要（IIS）。2005 年 9 月，聯
合國一般大會正式認可並提出完整的 IIS 執行計畫（UNESCO/DESD, 2009）。
鑑於「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劃」提出，國際地理學會地理教育委員會（IGU-CGE）也
承諾肩負起推動永續發展教育的責任。全球環境變遷正挑戰 21 世紀的人類，國際地理學會地理教
育委員會 2007 年宣布「地理永續發展教育盧森宣言 5 」（Lucerne Declaration On Geographical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為回應。重點分三面： 1.地理對永續發展教育的貢獻；
2.發展永續發展教育地理課程的條件； 3.資訊與通訊科技在地理永續發展教育中的重要性（陳哲
民、王耀輝譯，2008）
。其目的希望建構一系列從初等至高等整合發展的地理教育課程，讓人們瞭
解在地球有限的資源下，各地豐富的人文特質與複雜的環境特性，彼此分享資訊從而建立共識，
如此不僅促進世界和平繁榮，更能確保真正的永續發展。就永續發展教育的歷史脈絡和重點內容，
彙整如表 1。
表1

2

3

4

5

永續發展教育脈絡彙整

年代
(西元)

組織 / 會議

宣言 / 報告

發

表

內

容

1987

聯合國 /
世界環境與
發展委員會

《我們共同的未
來》
（Our Common

1. 列舉了世界上發生令人震驚的環境事件和一系列重大的全球環境
問題，並指出：决定人類前途和命運的是環境，進而系统地闡述
人類面臨的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

(WECD)

Future）

2. 以“永續發展”為基本綱領，從保護環境資源、滿足當代和後代

關 於 IIS 更 多 資 訊 可 參 考 網 址 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en/ev.php-URL_ID=23280&URL_
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2000 年 4 月來自 164 國家超過 1000 位參與者聚集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舉辦世界教育論壇（the World
Education Forum）
，參與者包含各層面：重要部長、教師、製訂政策的學者、國際主要的非政府組織
團體等。其後提出約 2000 字的達卡行動架構，教育對全體而言：是達成我們共同的交託與承諾。可
參考網址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efa/ed_for_all/framework.shtml。
可參考網址 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en/ev.php-URL_ID=53811&URL_DO=DO_TOPIC&URL_
SECTION=201.html。
國際地理學會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劃（DESD）
，宣言由 Hartwig Haubrich, Sibylle Reinfried
與 Yvonne Schleicher 起草，公告於委員會網站首頁，並經由本會委員們加以評論與世界各國代表修
正及進行最終討論後，於 2007 年 7 月 31 日，瑞士盧森所舉辦的國際地理學會地理教育委員會區域
研討會通過並公告之。並推薦本宣言的原則做為全世界地理學者和政府落實永續發展教育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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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出發。隨後在莫斯科召開的環境教育會議提出：永續性是
環境教育成功的一個基本工具 。
3. 定義「永續發展」為：「能滿足當代的需求，同時不損及未來世
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
4. 首先詮釋「永續發展」的觀念。
1988

聯合國 /
教科文组織
（UNESCO）

——

從環境教育的目標、性質、任務、内容等方面重新進行整合的思考
出發，提出了“永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簡稱 EFS）”
一詞，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组織“永續教育”思想的早期倡議 。

1990

聯合國 /
教科文组織
（UNESCO）

Education for
All(簡稱 EFA)
宣言

1. 基礎教育(Basic education)應該提供給所有兒童、青年、成人。
2. 最迫切需要受教育的對象是女孩與婦女，許多阻礙與限制妨礙了
她們的受教權。

1992

聯合國 /
地球高峰會
議(Earth

二十一世紀
議程
(Agenda 21)

1. 把永續發展的理念規劃為具體行動方案。
2. 指出“教育促進永續發展和提高人們解决環境和發展問題的能
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3. 第 36 章提到“…促進教育、提高公眾意識和強化培訓”，闡明教
育是提升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4. 環境教育專家斯蒂芬.斯特林（Stephen Sterling）等向該大會提交

Summit)

《善待地球：教育、培訓和公眾意識為永續性未來服務》報告，
對永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縮寫 EFS)做出定義。
1992

國際地理學

地理教育國際憲章

1. 建立在：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章程、

會地理教育
委員會(The
IGU-CGE)

(International
Charter on
Geographical

兒童權利公約等文獻的基礎之上，同時對照有關國際協議和許多
國家關於地理教育的課程安排。
2. 地理學者最感興趣的是研究地球上人與環境的關係，在自然科學

Education)

1993

聯合國

——

和社會科學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
3. 憲章目的和宗旨：地理教育最主要的是國際教育和環境教育。
4. 為世界各地學校地理教育的課程規劃給予了清晰的指引
為了普及、推進和落實永續發展理念，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
(UNCSE）。

聯合國 /
永續發展委

永續教育
（Education for

1. 聯合國教科文组織（UNESCO）提出了具有國際創意、基于環境、
人口與發展（EPD）的永續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計

員會

Sustainability）計畫

畫。
2. 這一計畫的提出，使永續發展教育的著眼點更注重人類社會的整
體和諧發展 。

1997

聯合國教科
文组織和
希臘政府

國際社會與環境會
議：永續未來教育
和公眾意識

正式確立了永續發展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

2000

世界教育論
壇(the World
Education

達卡行動架構<the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6>

教育對全體而言：是達成我們共同的交託與承諾

1994

Forum)

6

2000

聯合國

千禧年宣言

2003

聯合國教科

聯合國

文组織

識字教育十年計畫

保證“不遺餘力地幫助男女老少擺脫淒苦毫無尊嚴的極端貧窮狀
況”。
1. 識字如同自由一樣是每個人的權利(Literacy as Freedom)。
2. 這項計畫目的是使世界各地的人們增加識字讀寫能力。

2000 年 4 月來自 164 國家超過 1000 位參與者聚集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舉辦世界教育論壇(the World
Education Forum)，參與者包含各層面：重要部長、教師、製訂政策的學者、國際主要的非政府組織
團體等。其後提出約 2000 字的達卡行動架構，教育對全體而言：是達成我們共同的交託與承諾。可
參考網址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efa/ed_for_all/framewor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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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

2003-2012
(United Nations

3. 提升所有人的識字能力必須以和平、尊重、配合全球化的交流來
達成。

Literacy Decade 簡
稱 UNLD,
2003-2012)
2003

聯合國教科
文组織
（UNESCO）

聯合國永續發展教
育十年計畫
2005-2014

1. 根據聯合國長期關注的“教育”和“永續發展”二個領域，進一
步深化了永續發展教育内涵。
2. 對 永 續 發 展 而 言 教 育 是 關 鍵 。 “ 永 續 發 展 教 育 (Education for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簡稱 ESD)”，必須考慮永續性的的三個
領域，即環境、社會（包括文化）和經濟。
3. “永續發展教育”的基本觀點是發展切合當地情况且與文化相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5-2014 簡稱

適應的教育計畫。
4. 永續發展教育要建立在體現永續性的理想和原則基礎之上：如代
際公平、性别平等、社會寬容、消除貧困、環境保護和重建、自

DESD,2005-2014)

然資源保護、公正與和平的社會。
5. “永續發展教育”基本上是價值觀念的教育，它的核心是尊重他
人，包括當代人和後代人，尊重差異與多樣性，尊重環境，尊重
我們居住的星球上的資源。
6. “永續發展教育”的目的：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到良好的教
育，學習永續發展的未來，建立社會變革所要求的價值觀念、行
為和生活方式。

2005

2005

2007

聯合國發展
規劃署

千禧年發展
計畫

1. 八大目標：消滅貧窮飢餓、普及初等教育、促進兩性平等、降低
兒童死亡、改善產婦保健、與疾病作抗爭、確保環境永續力、全

(UNEP)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2006-2015 簡

球夥伴關係。
2. 千禧年發展目標不僅囊括全世界對發展的期望，還包括被普遍接
受的人類價值和權利。

稱
MDG,2006-2015)

3. 其中，教育是重要的投入目標與指標。

聯合國教科

聯合國永續發展教

1. 闡明 DESD 與現存聯合國支持的教育機制(例如：達卡行動架構

文组織
（UNESCO）

育十年計畫的國際
執行綱要
(International

<the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8>，以及聯合國推動的基礎識字教
育十年計畫<the United Nations Literacy Decade9>)間的關係。
2. 經由聯合國其他機構、國際組織、國際各政府單位、區域間 NGO

Implementation
Scheme,簡稱 IIS7)

團體、全球各大學、個人、私人部門等推薦與貢獻，集結超過 2000
份以上的國際會議、工作論壇的論文與稿件，以及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UNESCO)和 DESD 研究發表，才產生國際執行綱要(IIS)。

國際地理學
會地理教育
委員會(The

地理永續發展教育
盧森宣言(2007)

1. 地理對永續發展教育的貢獻；
2. 發展永續發展教育地理課程的條件；
3. 資訊與通訊科技在地理永續發展教育中的重要性

IGU-CG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

關於 IIS 更多資訊可參考網址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86/148654E.pdf。
2000 年 4 月來自 164 國家超過 1000 位參與者聚集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舉辦世界教育論壇(the World
Education Forum)，參與者包含各層面：重要部長、教師、製訂政策的學者、國際主要的非政府組織
團體等。其後提出約 2000 字的達卡行動架構，教育對全體而言：是達成我們共同的交託與承諾。可
參考網址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efa/ed_for_all/framework.shtml。
9
可參考網址 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en/ev.php-URL_ID=53811&URL_DO=DO_TOPIC&
URL_SECTION=201.html。
8

10
（二）定義與特性
從 1970 年代開始，永續發展教育經歷過多次重要國際會議討論、修正、深化與倡議後，由聯
合國主要機構結合各國政府、組織團體（如：NGOs，CSOs，networks）等，提出許多重要計畫
和行動方案，以監督和執行國際裡、區域間、國家中、地方上各層級的永續發展教育。因為每個
地方都有自己獨特的環境、社會、經濟狀況，所以永續發展教育以各種不同形式或方式來執行。
更進一步地，永續發展教育以多元的工作內容提升和改進現代公民能力：社會容忍能力、環境管
理能力、社區決策的參與能力，以增進生活品質。這些公民能力的培養不僅在正規的教育系統中，
更可結合各種非正規、非正式教育系統、民間組織團體等，使永續發展教育推行更壯大。
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種一動態的概念（dynamic concept）
，
這新教育觀點設定：所有年齡層的人都有責任去創造和享受的一個永續的未來。永續發展教育的
整體目標是：促使公民積極面對環境和社會變遷，隱含一種參與式（participatory）和行動導向的
研究（action-oriented approach）。 永續發展教育從不同學科中整合概念與分析工具，幫助人們更
瞭解他們所居住的世界。透過教育方式追求永續發展，要求教育者和學習者，對於他們自己居住
的社區做出批判思考；辨別在生活上不可實行的要素有哪些；探查各種價值觀與理想目標之間的
衝突狀態。永續發展教育帶來一種新的學習動力（motivation to learning）
，讓學生有能力發展和評
價，能看到一個可供選擇的永續未來，並為這個目標共同努力（UNU-IAS, 2009）。
我們正在永續發展的道路上前進，所以對於永續發展教育並沒有單一個正確的詮釋，也沒有
任何一個定義可以適合所有的永續發展和永續發展教育。相反地，我們這時代的關鍵挑戰就是：
如何依據各種當地優勢條件，連結全球性思考，以綜合性的發展方法來呈現。或許永續發展教育
可視為：為了使人類彼此學習、分享，能夠禁得起挫折，從處理不穩定、複雜、危險考驗中歸納
出永續性，綜合各種可發展方法，最後達到一種“學習型社會（learning society）”的教育模式。因
此，永續發展教育透過教育與學習，使社會每個人（不論是主流或邊緣人）都能喜歡永續發展的
議題，利用人類的多元性，發展各種能力來給永續發展下定義，並貢獻他們的努力（UNESCO/DESD,
2009）。

（三）目標與任務
教育是朝向永續發展最主要的方法，越來越多人把他們對社會的理想願景轉化成實際行動。
永續發展教育教導人如何做決定 – 以長遠的眼光考量未來社會的經濟、生態、公平問題。有品質
的教育是全面性的，以行動來維護一個永續性世界。它需要認真思考社會、經濟、環境的脈絡。
有品質的教育包含在地的各種相關特色，也融合了適當的文化色彩。鑑往知來，掌握現在各種機
會，為未來做好萬全準備。
ESD 有四個主要目標：
1. 提升和改善基礎教育（Promote and improve basic education）
對於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而言，基礎教育的問題同等重要。跟以前相比，現在接受教育
容易多了，但並不表示沒有問題存在。基礎識字率雖然是重要的第一步，但也不能完全回答所有
教育的問題。教育應該培養有能力參與最基層社區活動和決策的技能、價值觀、觀點。基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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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溝通能力更精進，重要的溝通能力應是：批判思考、能針對問題提出個人觀點、或者打破現
狀。
2. 對現今的教育計畫再調整以強化永續發展（Reorientate existing education programmes to
address sustainable developmen）
從學前教育到大學教育重新檢討與修訂，加入更多關於永續性的原則、知識、技能、觀點、
價值觀，這對我們當前及未來社會是很重要的。國家或區域內執行各項計畫時，須擴大社會層面
思考以再定位計畫方向。這包含對當今課程目標與內容的檢視，跨學科瞭解永續性的社會、文化、
經濟、環境面向問題。
3. 喚起大眾意識來瞭解永續性（Develop public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sustainability）
提升全球對社會、經濟、文化、環境議題的意識過程，在根植於各基層、國家、以至全球性
對永續發展與生計的瞭解。一個永續型社會需要普及的社會教育，需要有責任感的媒體來鼓勵與
促進公民積極行動。
4. 提供訓練（Provide training）
大學和高等教育機構應該提供永續發展的相關議題於課程中。目前較多訓練是在商業和工業
體系中，由其是進行職業與專業的訓練時，能確保更永續、更友善的工作環境。DESD 鼓勵所有
部門單位 – 包括商業、工業、高等教育、政府、非政府組織 – 在永續性的議題上，提供上司到
下屬這方面的訓練機會。

（四）永續發展教育與環境教育的關係
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ESD）整合三大領域：
1. 社會文化領域方面：強調人權議題、人類和平與安全、性別平等、文化多樣性、不同文化間
的瞭解、健康、HIV & AIDS 防治、新管理模式；
2. 環境領域方面：強調自然資源保育（水、能源、農業、生物多樣性）
、氣候變遷、鄉村發展、
永續的都市化、疾病防治與減輕；
3. 經濟領域方面 ：強調消滅貧窮、全體的義務與責任、重新定義市場經濟。
這些議題自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簡稱 DESD）實施以來，大部分都在 ESD 架構下
陸續展開，也產生了其他的“新興議題教育（the adjectival education）10”（例如：和平教育、全球
教育、發展教育、AIDS 教育、公民教育、文化交流教育、環境教育、健康教育等）。一般而言，
這些“個別議題”教育詮釋得越廣泛，就越接近 ESD 的架構（UNESCO/DESD, 2009）。
雖然 ESD 與許多新興議題的教育相關連，但是，幾乎所有的區域報告中，都會強調環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以下簡稱 EE）與 ESD 相互之間的關係。世界上許多國家的 EE 已經
深植於該國正式的教育系統中。而今日 EE 與 ESD 同步發展與存在，的確使許多國家常問它們二
者的區別在哪裡。在一些個案中，因為弄不清楚二者差異，僵持無法解決困惑下，甚至妨礙政策
的執行。因為，有些國家有很強的 EE 傳統，ESD 易建立在已存在的 EE 架構和政策中，特別是

10

新興議題教育（the adjectival education）一詞產生於 1970 年代，它包括環境教育、人權教育、發展
教育、和平教育、全球教育、未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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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國家的環境教育廣泛地包含社會、經濟、政治領域。
然而，對於 EE 系統較未深根的國家而言，ESD 和 DESD 提供一個新契機 –創建新架構的起
跑點和可能性 – 能讓他們迎頭趕上 EE 傳統很強的國家。當我們分析區域綜合報告和策略時，2000
（Hesselink, 2000）
，
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曾對 ESD 做的討論後編撰報告（ESDebate,200011）
彙整多位學者看法，將 EE 和 ESD 間的關係做詮釋。隨著時間發展至 2007 年第四屆國際環境教
育會議（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產生 Ahmedabad 宣言12，將
EE 和 ESD 間的關係分成三種類型，其關係敘述如下（UNESCO/DESD, 2009）：
I. 環境教育等同永續發展教育

圖1

環境教育等同永續發展教育

當環境教育包含社會-經濟與政治面向時，EE 等同於 ESD。自高瞻遠矚的 Tbilisi 宣言13以來，
環境教育正式建立，長期以來它影響到貧窮、不平等、價值觀、倫理問題。ESD 的出現就不需要
取代或更新 EE，也不必做區別，因為 EE 已經做得很好了。最糟的狀況，ESD 在 EE 底下沒有發
揮支持力量：沒有影響相關政策決定、沒有反應時勢所趨的計畫和方向，例如，DESD 的執行和
國際社群力量興起等。有些國家 EE 仍然是主流地位，人們明確瞭解 EE 勝過於 ESD（如：美國）。
有些政府則加入國際團體，得到國際 ESD 策略的支援，再落實於國內的各項計畫中。他們不需要
改變原本的 EE，我們稱它是:朝向永續發展的環境教育（如臺灣）
；或朝向永續型社會的環境教育
（如巴西）。
II. 環境教育是永續發展教育的一部分

11

12

13

ESDebate 即 International On-line Debate o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報告可參考網址
如下 :
htttp://www.hect.nl/publications/ESDebate2.pdf.
第四屆國際環境教育會議於 2007 年 11 月在印度第七大城 Ahmedabad（亞美達巴德）舉辦，從 97 國
家來的 1500 參與者所共同發表的行動宣言，其要旨為“環境教育過程支持永續發展教育並相互精進
提升”和“世界各國政府必須支持環境教育和發展永續發展教育架構，並承諾確實執行”。此宣言可參
考網址 http://www.tbilisiplus30.org/Ahmedabad%20Declaration.pdf。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 1977 年在 Tbilisi（喬治亞最大城：提比里西）所發表的環
境教育宣言。此宣言可參考網址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03/000327/032763e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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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環境教育是永續發展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地區 EE 狹隘地聚焦於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管理、自然保育；而 ESD 則不斷地帶入社會、
經濟、政治的、文化的面向思考。以此狀況而言，EE 就顯得不符時代需求，進一步地須被 ESD
所取代和更新，因為 ESD 不僅聚焦我們的星球，更關心人類永續發展和未來環境。世界一些國家
因為 ESD 的出現，刺激了 EE 的改革；一些沒有 EE 傳統的國家，DESD 的計劃行動則提供一個
輔助的開始（如越南、阿拉伯國家等）。
III. 環境教育和永續發展教育的內容部分重疊

圖3

環境教育和永續發展教育的內容部分重疊

EE 和 ESD 存在既有其正當性又有其必須性，二者雖有重疊部分但是有區別的。因舊有的 EE
基礎建設和計畫之故，不必犧牲現存的 EE，但是現在到未來世代，我們需要政府支持和管理 ESD。
同時，ESD 的發展也需要 EE 的支援，但 EE 需加強新議題和重要領域內涵（如：社會、經濟和
文化領域）
。因此，EE 和 ESD 二者可視為平行發展的政策與機制，二者也可以產生合作機制，以
確保 EE 有 ESD 多元思考面向，呈現雙主軸共生的未來架構（如：荷蘭、加拿大、希臘）。

（五）小結
以上對 ESD 脈絡的梳理與比較發現：ESD 有相當寬廣的詮釋；然而，至今還未出現一致的
核心要素。傳統上，大部分國家較偏愛有具體 ESD 教學目標的管理，它的執行必須包含社會的學
習、參與，和環境負載能力考量，強調更有助於改變人類行為與學習。
EE 的發展歷史不僅較淵遠強壯，而且它本身的詮釋方向更深深影響 ESD 的定義。在 EE 發
展較缺乏的地方，或對 EE 的解釋較狹隘聚焦在自然保護和環境管理的國家，ESD 通常較易發展
且以永續發展的觀點來下定義。在此同時，世界各國也大量興起許多“新興議題”的教育（如：和
平教育、人權教育、性別教育、HIV & AIDS 教育等），通常政府容易從個別議題先實行。
最後，近年來 ESD 的各種公文和研究論文顯示，對於永續發展已經從教育立場轉換成學習角
度出發，一方喚起正式教育、非正式教育、民間團體對永續性的重視，另一方面，需要思考環境
負載能力問題，希望民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才能有效地掌握永續發展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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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之回顧
（一）背景
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簡稱 DESD)的提出，在永續發展教育眾多目標中，藉機再強
調教育和學習角色的重要性。DESD 是 2002 年 12 月在約翰尼斯堡舉辦的聯合國一般大會，根據
57/254 決議文所提出的，稍後於同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辦的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這計畫由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主導與負責，進一步提出 DESD 的國際執行綱要（International Implementation Scheme,
簡稱 IIS14），IIS 旨要闡明 DESD 與現存聯合國支持的教育機制（例如：達卡行動架構<the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 15 >，以及聯合國推動的識字教育十年計畫<the United Nations Literacy
Decade16>）間的關係。經由聯合國其他機構、國際組織、國際各政府單位、區域間 NGO 團體、
全球各大學、個人、私人部門等推薦與貢獻，集結超過 2000 份以上的國際會議、工作論壇的論文
與稿件，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和 DESD 研究發表，才產生國際執行綱要（IIS）。
2005 年 9 月，聯合國一般大會正式認可並提出完整的 IIS 執行計畫（UNESCO/DESD, 2009）。

（二）目標
DESD 的基本願景：希望每 一個人都有機會接受教育的恩澤，學習可永續發展的價值觀、行
為、生活模式，並積極從事社會改造活動。DESD 不僅是一種有意義的發展，更落實 ESD 的精神，
它廣泛地在地方裡、國家中、區域間、全球性尋找可創新的合作夥伴和利益關係人。
DESD 目的在改變傳統的教育方法，整合永續發展的原則、價值觀、實行步驟，配合國際間
各項發展計畫，促使政府考量 DESD 在該國各教育系統執行帶來的成效。因此，DESD 有四個主
要目標：
1. 促進 ESD 利益關係人的相互交流、網絡連結；
2. 培養品質更好的 ESD 教學法和學習環境；
3. 透過 ESD 努力，促使各國達成千禧年發展目標；
4. 提供各國新契機：整合 ESD 經驗於教育改革中。

（三）執行策略
經由廣泛諮詢結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 DESD 草擬了國際執行綱要（IIS）。DESD 最重要
的工作就是讓各國能順利推展該國的 DESD 目標。DESD 執行有七個策略（UNESCO, 2005）：
1. 倡導永續發展教育願景（Vision-building and advocacy）
為了擬定 ESD 發展綱領，人們必須瞭解人類生計不能超越環境的限制，以和平、平等的方式
14

關於 IIS 更多資訊可參考網址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86/148654E.pdf。
2000 年 4 月來自 164 國家超過 1000 位參與者聚集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舉辦世界教育論壇(the World
Education Forum)，參與者包含各層面：重要部長、教師、製訂政策的學者、國際主要的非政府組織
團體等。其後提出約 2000 字的達卡行動架構，教育對全體而言：是達成我們共同的交託與承諾。可
參考網址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efa/ed_for_all/framework.shtml。
16
可參考網址 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en/ev.php-URL_ID=53811&URL_DO=DO_TOPIC&
URL_SECTION=201.html。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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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流，朝向永續發展方向努力。自 21 世紀議程（Agenda 21）頒布以來，許多地方和國家陸
續推出在地的 ESD 願景和概念。最重要地，永續發展教育倡導將喚醒大眾和組織團體，不僅影響
國內外的環境層面，還使社會、經濟層面也發生改變。展望永續的未來，DESD 的成功可提升 ESD
的執行。政府和公民社會應舉辦常態性的會議、論壇、座談會等，廣泛而深刻地使民眾瞭解 ESD。
媒體宣傳 ESD 上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媒體散播 ESD 的訊息和知識，可使民眾快速瞭
解和容易覺醒。進一步地，改變民眾態度，發起民眾動員參與，最後改變政策。媒體對 ESD 倡導
影響力最大。
2. 加強協商及所有權精神（Consultation and ownership）
這個十年計畫提供一個機會：衡量世界各地 ESD 的發展；不過，這個衡量必須建立在每一層
面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上。利害關係人的所有權精神(ownership)則須不斷協商，和廣泛參
與願景、政策構想、規劃討論後執行。政府有責任開始建立公眾參與機制，接納各種層面不同的
聲音。公眾參與不僅可改進政府決策的品質，而且可有效解決各種利益衝突的困擾。政府讓民眾
更信任，民眾也接收到政府施政報告與受教育的權利。
3. 建立合作夥伴和網絡關係
DESD 的效益將視所有利益關係人發展出的合作夥伴、網絡關係、結盟狀態的結果和強度而
定。注意各國政府和人口總數間的關聯，因為這二者須協調一致才能有效分配資源。公民社會需
深入了解在地各階層特色，如此才能把 ESD 訊息傳入當地正式體制中。假如合作夥伴建立溝通良
好的網絡關係，DESD 將更容易成功。合作夥伴多樣的觀點，意味 DESD 有多元的參與方式；有
些人從環境觀點切入，有些人關心經濟的永續成長，有些人則帶有社會-文化的觀點思考。DESD
強調的價值觀就是：提供一個平台來瞭解這些不同的觀點，讓它們彼此相互連結，使 ESD 的努力
具體呈現。對 ESD 而言，合作夥伴和網絡關係是一個重要策略，因為它是常態性、系統性經驗和
資訊交流來源。瞭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在做什麼，是學習與創新的重要根基。
4. 永續發展教育能力的培養與訓練（Capacity-building and training）
DESD 培育各種不同的能力。合作夥伴與網絡關係雖然複雜費力，但卻是讓 DESD 能成功的
必要管道與手段。合作夥伴來自不同層面，最後貢獻給 ESD（如：環境教育、人口教育、消費教
育等）
，ESD 提出的策略、計畫、網絡、發展、評價能力皆是專家認定的重要技能。DESD 提供讓
彼此相互學習的發展機制。在所有需能力培養與訓練的重要團體中，以職前教師（pre-service
teachers）和在職教師（in-service teachers）的能力培養與訓練最為重要。每天世界各地的老師打
造著數百萬學童的知識基礎。假如職前教師和在職教師能夠試著安排 ESD 於課程中，與 ESD 設
計的高品質教學法合作，我們的下一代一定能發展出更永續的世界。
5. 加強永續發展教育的研究與創新（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教育研究發展快速，傳統上大約每 10 年左右，國家就會推出新的課程綱要與教育計畫。DESD
提供最新的資訊和研究給教育社群，希望整合到各個教育計畫中。藉由研究與發展結果，隨時更
新 DESD 的努力方向。根據許多研究與發展的議程知道：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訓練、公眾意識
覺醒、媒體工具是當今最需被強調的重點。DESD 最終目標是：解決 ESD 在各地方發生的狀況與
問題。這意味著整合 ESD 各種複雜情況，以符合大部分人的學習需求。ESD 沒有標準固定的方
案，每個地方應找到適應當地文化、社群的多元發展過程或機制，這就是創新的必要所在。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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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捕獲獨一無二的狀況，然後活化 ESD 各項計劃。
6. 採用資訊和通訊技術工具（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簡稱 ITCs，它是聯合國任何大型國際倡議計畫
的根基。DESD 善加利用資訊和通訊技術：連結遠方的合作夥伴、資料分類、迅速分享各項資訊。
此外，資訊和通訊技術使聯合國對於業務龐雜的各屬機構，運籌帷幄起來變得容易許多，也提供
ESD 新的學習模式和空間。然而，基於成本、基礎設施、能源供應、網路連結（不論有線或無線）
等考量，ITCs 至今還不是全球普及的，這種數位斷層目前還未全面銜接上。不過，在地的永續發
展知識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教育下一代：不一定單單被動地接受網路上別人的知識，應該積極
主動地與人分享和使用知識，資訊技術系統可以在地化，也可以發揮創意利用，還有許多不需利
用科技才辦得到的溝通分享方式， 這是 ESD 動態發展的一部分。
7. 實施監測與評估（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監測和評估將是弄清楚十年計畫的關鍵策略。因為十年計畫是如此複雜又漫長，它的執行完
美與否端看監測與評估過程是否恰當。沒有監測評估過程就不知道十年計畫是否出錯，或與其他
計畫有何不同。監測評估指標須包括各層面：地方、國家、區域間、全球性。計量和質性的研究
指標都需要，才能敏感地測出 DESD 縱向與橫向的動態。然而監測和評估系統是非常昂貴的，ESD
必須執行目標，也需考慮最小化的成本開銷，所以一些地方層次的 ESD 常無監測評估系統。隨著
聯 合 國 幾 項 十 年 計 畫 的 進 行 ， 如 ： EFA Monitoring Report 、 United Nations Literacy Decade
monitoring、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會緊密地結合這些計
畫的監測與評估系統運作，希望監測與評估結果隨時修正計畫，以確保實行的相關效益。

（四）國際重要教育計畫間比較
當 DESD 於 2005 年執行時，國際一些教育計畫已經在進行，其中與 DESD 相關的教育計畫
有：千禧年發展計畫（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簡稱 MDG）
，Education for All（EFA）行動，
和聯合國識字教育十年計畫（United Nations Literacy Decade 簡稱 UNLD）。這三項計畫強調基礎
教育的普及和品質之重要性。DESD 提出後，聚焦於永續發展能力，超越前三者的精神且被認為
是：“串連所有社會計畫與發展要旨，包涵和平、人權、經濟等各種概念”17的一種工具。因此 DESD
不僅透過教育方式來傳達重要的價值觀和原則，更連結了各種教育計畫的目的與內容。同時，
DESD 更提供學習的新形式，幫助公民、年輕人、老人以更廣泛的背景脈絡瞭解永續發展的真義。
MDG、EFA、UNLD、DESD 四種教育計畫倡議，除 MDG 為聯合國開發規劃署（UNDP）提
出外，其它三項計畫皆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主導，四者重點可參考本研究對永續發展教育脈絡
之整理（詳見表二），再摘要如下：
◆MDG：提供一系列明確可測量的發展目標（消滅貧窮飢餓、普及初等教育、促進兩性平等、
降低兒童死亡、改善孕婦保健、與疾病做抗爭、確保環境永續力、全球夥伴關係）
，其中，
教育是重要的投入目標與指標。

17

可參考網址 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en/ev.php-URL_ID=23298&URL_DO=DO_TOPIC&
URL_SECTION=-473.html。

17
◆E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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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於提供有品質的教育機會給每一個人。

◆UNLD：專注提升識字教育，它是建構所有學習形式之最基本工具。
◆DESD：歸納所有課程的學習重點，串連最基本的價值觀、相關歷程形塑、行為產出的過
程。
，釐清 EFA 與 ESD 二者間的
進一步透過 EFA-ESD 背景研究（Wade, R and Parker, J，200819）
區別與重疊部分，整理成（表 3）如下：
表2
EFA
◆使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基礎教

EFA 與 ESD 間的區別與重疊部分
EFA / ESD 重疊部分
◆致力於教育品質提升

育，學習基本讀寫能力，尤其是那
些被排除於良好基礎教育外的民
眾。

ESD
◆超越目前所有議題教育，整合環
境、社會文化、經濟三大領域

◆教育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各種正規、非正規、非正式教育的
學習活動，都對 ESD 很重要

◆提升人權，特別是性別平等與社會
弱勢族群的權利

◆影響社會中消費主義至上的特權
階級

◆關心生活品質的提升，減少貧窮人
口，促進健康

◆強調基本的價值觀、學習歷程、行
為動機皆是學習的一部分

◆初等教育的重要性
◆強調政府、公民社會組織(CSOs)、
私人單位、社群、個人共同參與發
展教育議題
◆包括非正式的學習系統
資料來源：Wade, R and Parker, J (2008)；本研究翻譯整理

ESD 不僅與聯合國主要支持的計畫密切相關，而且也和觸及永續發展要素的“新興議題教育
（adjective educations）”環環相扣。與永續發展有相關的各式教育，依其涉及規模、內容範圍、
發展時間不同，包括有環境教育、和平教育、人權教育、消費教育、發展教育、健康教育、HIV &AIDS
教育、生物多樣性教育、性別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全球教育、公民教育。
隨著網際網路（internet）的普及與影響，被認為現代溝通和宣導最好的工具之一，以下提供
一個有趣的調查。在網際網路搜尋引擎，如 Google，被搜查最多次的辭彙，我們稱為“熱門關鍵
字（hits）”，它可視為一種指標：當今社會上許多人討論或關心的現象。如果再隨著時間運轉，
這個指標仍在社會現象搜尋中不斷增加，表示大眾對此議題是高度關心與感興趣的，以下是本研
究參考 UNESCO/DESD（2009）報告，再自行於 Google 學術關鍵字搜尋，繪製《2005 年與 2009
年永續發展教育網路相關調查》統計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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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網址 www.unesco.org/education/efa/。
Wade, R and Parker, J (2008)，《Background Paper EFA-ESD Dialogue》，UNESCO, Paris. 可參考網址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7/001780/17804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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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2005 年與 2009 年 Google 學術搜尋關鍵字:永續發展教育、環境教育、
和平教育、AIDS 教育之次數與成長率統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05 年 3 月 29 日是 DESD 開始的那一年，網路搜尋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結果有 89,000 件。2009 年 12 月 29 日，DESD 實施 4 年後，同樣的搜尋結果是 1,060,000 件，成
長率 1091﹪。這樣驚人成長一方面歸功於數位化通訊的進步，另一方面也表示這個領域或議題是
廣受注意的。我們拿與 ESD 相關的教育領域來做對照比較（如圖四），其成長率也相當驚人：環
境教育（EE）成長 22﹪，和平教育（Peace Education）成長 726﹪，AIDS 教育成長 265﹪。環境
教育因發展較早且一般民眾對其印象較深，2005、2009 年民眾搜尋次數皆最多，但成長率較其他
三者低。其中 ESD（永續發展教育）成長最驚人，4 年來成長 1091%（10.91 倍），可見世界各地
不論國家政府，或民間團體，還是一般民眾對永續發展教育議題是非常關切的。此外，和平教育
成長率 726%、AIDS 教育成長率 265%也是倍數飆升（分別成長 7.26，2.65 倍）
。這些成長數據除
了代表世人對和平的追求與疾病對抗的重視外，廣義而言，這些議題都包涵在永續發展教育的願
景與追求的目標中，只是，永續發展教育的推廣和施展還未被各國政府與人們全面落實而已。不
過這驚人的成長數據是令人為之振奮的。雖然這只是 Google 搜尋到的數字參考，不能當成 ESD
成長的指標，但若就已實施 ESD 地區的教育品質而言，可看到 ESD 各種相關教育課程強調的重
點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迫切需要的觀念和技能，因此，世界各國都注瞭解這個重要性，所以不斷
提升 ESD 相關教育計畫。

（五）建立監測和評估體系
許多國家為了提升和發展 ESD，對 DESD 訂定的目標都寄於厚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它所
屬機構被要求提供即時、具體、明確的研究結果或相關資訊。今年 2009 年來到 DESD 實施的期
中關鍵點。DESD 期中檢視，IIS 有明確地觀察報告（UNESCO Education Sector，2007）：包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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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實施的過程記錄、達成任務、策略決議、以及 DESD（2009-2014）後半階段的發展方向。IIS
認為監測與評估是執行策略的一部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為此項計畫的領導單位，有責任建立
監測與評估機制，於 2010 年聯合國一般大會報告其過程，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各執行委員會每二
年需做例行性檢討報告。
200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DESD 監測與評估專家團隊（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xpert
Group 簡稱 MEEG）
，提供適當的監測評估機制，評估重點有二：(1) DESD 全球實行的過程得失；
(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 DESD 執行所做出的貢獻。MEEG 評估後建議：DESD 執行於全世界，
應該精心發展一套合理的評價體系、明確的測量方法、提供資料蒐集和分析的共同架構，建立一
個全球的監測與評估架構（Global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Framework,簡稱 GMEF20）。
DESD 期中檢視的目的：不在評等或仲裁世界各國或各區域之 ESD 執行良窳，而是去重視
和強調已實行 ESD 的國家或地區，所產生 ESD 的施行規則與結構。回顧發展歷程，我們瞭解各
國如何克服重重困難阻礙，創立實施規則和架構體制。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在國際間（the universal）
和脈絡上（the contextual）取得平衡點，因為我們取得的指導原則是世界各地創造的精華與通則，
非單獨特例；脈絡背景共識取得是遵守公平正義原則，尊重各地區實際存在事務、歷史發展、政
治結構等，雖多元豐富但不誇張或雜亂。我們體認到：世界各國擁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挑戰、觀點、
歷史，這些統統會影響 ESD 未來的發展與執行方向。
雖然執行世界各地 DESD 的結構和規則之監測與評估是非常複雜的工程，但整套的監測與評
估設計不完全依賴實證數據。自 2005 年 DESD 實施開始，檢視永續發展教育的過程，我們可以
發現許多資料是以混合問卷、訪談、敘述體裁來呈現，這些資料與聯合國對於 ESD 等相關領域之
關鍵報告相較，其資料的重要性都是同等的。
2009 年 5 月 13-15 日於加拿大蒙特婁舉辦的第四屆 RCE 會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DESD
Coordination Section 主席 Aline Bory-Adams 報告21指出，DESD 監測與評估過程分三階段如下：

20

21

The GMEF 可參考網址
http://portal.unesco.org/education/en/filies56743/12254714175GMEFoperationalfinal.pdf/GMEFoperation
alfinal.pdf。
第四屆 RCE 會議（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RCE Conference 2009）由 UNU-IAS 主辦，Aline Bory-Adams
報告《Arjen Wals on DESD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可參考網址
http://www.ias.unu.edu/resource_centre/8.50%20WALS%20Presentation.p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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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DESD 監測與評估三階段過程

時間

監測與評價重點

工作報告記錄

第一階段 ：2007-2009 年

ESD 的脈絡與結構
(contexts and structures of work on ESD)

◆ 2009 DESD GLOBAL REPORT ON
CONTEXTS & STRUCTURES OF

第二階段 ：2009-2011 年

ESD 的發展過程與學習形式
(process and learning initiatives related to

◆ 2011 DESD GLOBAL REPORT ON
PROCESSES
&
LEARNING

第三階段 ：2011-2014 年

DESD 的影響與結果
(impacts and outcomes of the DESD)

WORK ON ESD

ESD)

INITITIAVES RELATED TO ESD
◆ 2014 DESD GLOBAL REPORT ON
IMPACTS & OUTCOMES OF THE
DESD

資料來源 : Aline Bory-Adams(2009)，本研究翻譯整理

2009 年是 DESD 實施以來的第五年（前半階段與後半階段的轉折點），這五年來國際上 ESD
的發展與 DESD 的執行，檢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相關單位所做的貢獻與發現，瞭解挑戰所在，
依據 DESD 主席 Aline Bory-Adams 報告重點，本研究整理如下:
表4

DESD 監測與評估第一階段重要發現與挑戰

時間
第一階段 ：2007-2009 年

重要發現

挑戰

◆ESD 的意義釐清
◆聯合國對 DESD 的貢獻
◆國際 ESD 合作團體出現

◆ESD 不易被理解
◆評價 ESD 是困難的
◆沒有充裕的資金支持

◆國家 ESD 政策公文產生
◆ESD 政府跨部門合作產生

◆缺乏區域間共同合作機制
◆確保專家與利益關係人都能在監測與評估系統中

資料來源 : Aline Bory-Adams(2009)，本研究翻譯整理

回顧第一階段的發現和挑戰，展望未來五年，DESD 的後半階段強調：持續不斷監測與評估
ESD 發展過程與學習形式。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DESD Coordination Section 研究與規劃，其
努力目標與實施重點，本研究整理如下：
表5

DESD 監測與評估第二階段目標與實施重點

時間

目標 Objectives

實施重點

第二階段 ：2009-2011 年

◆發現什麼是構成 ESD 發展過程與學
習形式的主要要素
◆檢驗 ESD 實施後改變的歷程，和永

◆注意 ESD 的實施空間的多元性與全球性，
以及與相關教育計畫、新學習形式間的關係
◆注意所有學習的形式與方法

續發展相關原則
◆確認學習過程中可以幫助理解 ESD
的相關理論(如行為主義、構成主

◆對於多元的利益關係人，須培養永續發展的
能力
◆從監測與評估系統(M&E)的說明與宣傳，轉

義、認知主義)
◆辨認誰與 ESD 的學習與發展關係最
密切

移為監測與評估系統的落實與檢討

◆鑑定不同利益關係人在 ESD 學習與
發展中影響程度
◆指出 ESD 實施地區的學習經驗與成
果

資料來源 : Aline Bory-Adams(2009)，本研究翻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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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永續發展教育（ESD）的發展與施行是全球的一項挑戰，在世界各地面臨許多困難阻礙。原
因是 ESD 有很多面向，橫跨許多部門與學科，強調新的學習型式與思考方法，需以在地文化脈絡
為基礎，同時尊重包容世界各地發出的不同聲音。因此，ESD 並沒有一種標準固定的實行方式。
每一個國家在永續發展的路途上所遭遇的挑戰是獨一無二的，當面臨一些共同的議題和阻礙時，
以自己的理解和方法尋求解決，領悟後貢獻於教育與學習領域中。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DESD）的期中檢視發現: 永續發展教育（ESD）的研究與
發展種子已經播下，但是仍有許多研究需被加強，尤其是高等教育中 ESD 研究。當 ESD 實施層
面越廣，對 ESD 的評估系統的需求越大。目前許多 ESD 評估系統的發展指標被國際團體所支持，
但各國政府正視的還很少。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為 DESD 建立的專家會議開始，就
為 ESD 研究議程寫下新的一頁，如: Paris 2006，Ahmedabad 2007，Tokyo Forum 2008，讓大眾更
了解 ESD 研究的發現與潛能，藉由 ESD 研究所建立的指導方針與準則，讓研究者、政策決策者、
實踐者相互交流，使 ESD 研究受到更廣泛支持。ESD 與其他相關領域研究間的區別，例如教育、
教學、學習、通訊在和平教育、發展教育、健康教育等的背景脈絡，需要進一步去探查瞭解，藉
由研究發現來創造各領域共同合作的機會。
經由 ESD 的歷史脈絡整理，特性與目標透視，與環境教育(EE)的釐清，我們看到 ESD 的架
構體系越來越具體。再從 DESD 的提出的背景、目標、策略，看到聯合國與世界主要國家對 ESD
的重視與貫徹的決心。對 DESD 監測與評估系統的建立，更確保我們在永續發展的路途上，能夠
廣納不同觀點和方法，瞭解過程中的問題和面臨挑戰，時時關心各種利益關係人所能發揮的影響
與作用，政府與民間組織團體共同合作開創和分享永續發展教育新時代。針對本研究檢視 DESD
發展，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 DESD,2009 報告，最後指出 DESD 實施後，對永續發展教育
所產生的十大重要影響，歸納如下 :
1. 聯合國對 DESD 的貢獻
聯合國對 DESD 所做的貢獻主要在其所屬單位執行 ESD 的行動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所屬部門是執行 ESD 的主要單位，包括全面完整的專家顧問團隊、世界各區域的連
絡機構、以及 UNESCO 國際會議等，以確保 DESD 的執行效率。2005 年 DESD 開始於世界各地
區執行 ESD 相關會議和工作坊（workshops），聯合國支持的 ESD 文件與資訊，皆公開印行與數
位化格式輸出於全世界。雖然現在是 DESD 執行的中間點，說聯合國對 ESD 的貢獻仍太早，但以
UNESCO 為領導總部，加強延伸各部門的合作機會，提供人才與資金，提升各區域 DESD 的執行
效率與品質，是聯合國的承諾與義務。
2. 永續發展教育意義的釐清
各地區、國家、地方對永續發展教育（ESD）的詮釋各有不同。雖然很多國家所面臨的挑戰
是不同，但各種詮釋常根植於該國特殊的管理傳統。因此，ESD 的詮釋才會有很大的解釋空間。
管理傳統對該國是否採行更多元的教學方式或方向影響很大，由其是 ESD 強調的社會學習、參

22
與、能力培養、或更積極的行為改變。極端貧窮、被 HIV&AIDS 困擾、生態多樣性迅速消失的國
家可能較接受 ESD 的建議；有別於高能源依賴與過度消費的國家對 ESD 之看法。
3. 國際永續發展教育合作團體出現
根據 2008 年聯合國對 97 個國家調查，有 79 國家已經有 ESD 合作團體產生。這對發展較模
糊的前五年來說，是一項令人振奮的成就。不過，各區域的 ESD 合作團體性質變化很大。雖然合
作團體大量出現，但更重要的事，要瞭解各合作團體實際扮演角色與功能，關心其倡導 ESD 的過
程與發展。
4. 國家永續發展教育政策公文產生
大多數國家目前都有 ESD 政策公文。大部分都強調擴大 ESD 的參與，並整合 ESD 概念於國
家課程中。ESD 主要是整合國際教育政策與課程，特別是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落實，其次是
整合於國家的永續發展和環境策略中。但是直至目前為止，大多數的國家都還沒有專門的 ESD 國
家政策和策略。專門的 ESD 政策是指：於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中，學習瞭解永續發展的脈絡，
強調社區參的重要性，加強多元利益關係人的社會學習。並非要發展特殊機制，而是重視與提升
本地知識與生活方式，這也是 ESD 的扎根行動之一。
5. 對永續發展教育政府跨部門合作產生
世界大部分地區，政府跨部門合作推行 ESD 的架構還是很少的，政策決策者與政府跨部會架
構都缺乏跨界思考的經驗。雖然如此，許多有責任的政府仍不斷努力，建立內閣成員與各層利益
關係人間的 ESD 連結。
6. 永續發展教育於正式教育體系的落實
許多國家政府努力地把 ESD 放入國家基本課程中，主要放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此外，也
帶動課程、教法、學習的再設計，這通常交由專業的教育機構負責。一般最常見到的是，對現存
教育體制做微幅調整，使永續性議題有較多的發揮空間，有時可能使用以前環境教育的設備或場
域，施展永續發展教育新觀念。有時候 ESD 採取新研究方法，以跨學科、跨領域的教學法與學習
法進行教學。少數國家把 ESD 課程很早即放入學前兒童教育來施行。目前須積極展開師資教育、
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的研究與訓練。
7. 永續發展教育於非正式教育體系與非正規教育單位出現
ESD 已經出現於各國非正式教育體系、國際間利益關係人網絡、社會組織團體的發展議程
中。但是，這些單位對於 ESD 相關學習的支持數量和品質，我們很難衡量測定。於這些單位團體
中，我們也不易獲得他們對 ESD 發展的資金分配訊息。同樣道理，許多免費的資源，不論是印製
或數位化格式輸出資料，我們很難辨別是哪個團體或組織所提供的。所以，提升 ESD 於非正式教
育體系、單位的實施品質，最好的辦法之一，如同國際非政府組織（NGOs）、宗教善心團體、公
民社會組織成立基金或信託分配，以半結構式的架構（semi-structured）發展 ESD 的學習環境。
8. 永續發展教育在國際間的網絡系統
從世界各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隸屬區域中，產生許多區域間合作案例，也建立起越來越可
觀的國際 ESD 聯絡網絡。不過，仍有一些區域綜合報告案例未必使用到 ESD 的網路資源。從連
結的 ESD 網路系統可進一步地提升 ESD 的發展。與 ESD 相關的網路團體或組織，包括有: 大學
學術單位、國家政府(內閣成員)、地方自治政府、地方上的管理單位、私人部門、NGOs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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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永續發展教育的研究、發展、傳播
全球的 ESD 的研究沒有獲得為政者的重視。主要原因是國家沒有提供 ESD 獎學金，對於 ESD
的創新與能力培養也沒有資金支持。ESD 的相關研究大部分集中於正式的教育系統，或是執行
ESD 的政策和管理工具上。隨著 ESD 實施方案的增加，對 ESD 良好評估系統之需求亦逐漸增高。
當前大多數 ESD 良好評估系統的方案（如 ESD 發展指標）
，主要受國際團體支援較多，受國家政
府支持的很少。
10.永續發展教育獲得公共預算或經濟上的獎勵措施
對大多數國家而言，ESD 的公共預算或經濟上的獎勵措施，不是沒有要不就數量極稀少的。
對 ESD 活動與計畫支援資金越高，DESD 執行成功的機率也越高。使 ESD 的資金內化為國家財
政預算的一部分，這一點很重要。許多國家開始認真考慮 ESD 的資金和預算供應，應該透過內閣
各部門密切合作，以國家的力量整合各項資金和程序，使 ESD 的經費來源達到最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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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聯合國各單位或計畫縮寫之原文和中文翻譯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聯合國各單位
或計畫

原

文

中文翻譯

縮寫

◆ DESD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
十年計畫

◆ E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環境教育

◆ ESD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永續發展教育

◆ EFA

Education for All

大眾教育

◆ IIS

International Implementation Seheme

國際執行綱要

◆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 MDG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千禧年發展目標

◆ M&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監測與評估

◆ MEE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Expert Group

監測與評估專家團隊

◆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

◆ RCE

Regional Centre of Expertise

專業區域中心

◆ S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永續發展

◆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 UNLD

United Nations Literacy Decade

聯合國識字教育十年計畫

◆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urtal Organization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 UNU-IA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Institute Advanced Studies

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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