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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聯合國舉⾏行的千禧年⾼高峰會議(Millennium Summit)
上，與會的189個會員國，簽署了「千禧年宣⾔言」(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承諾在2015年前要達成8項「千禧年發展
⺫⽬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從聯合國所公布
的數據來看，「千禧年發展⺫⽬目標」已經獲得了初步的成就。 

為了接續「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成果，聯合國將以「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做為未來15年的發展議題。 

然⽽而，由於⺫⽬目前草擬的「永續發展⺫⽬目標」共有17項，⽐比先前的「千禧年發展⺫⽬目標」多⼀一倍
以上，所訂定的⺫⽬目標內容、數量是否合適，必須等到今(2015)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才分曉。 

 !1

「千禧年發展⺫⽬目標」
即將在2015年屆期，
緊接著將會以「永續
發展⺫⽬目標」接替，未
來15年是否能夠達成
⺫⽬目標，仍有待觀察。

2015  
永續發展⺫⽬目標 
專輯 

各國政治決⼼心將左右
SDGs成果

國合會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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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SDGs？ 
在2012年由192個聯合國會員國出席的永續發
展⾼高峰會(Rio+20)中，決議要以「永續發展⽬目
標」來接替「千禧年發展⽬目標」，聯合國後
2015特別顧問Amina Mohammed指出，對於聯
合國來說，永續發展將以發展、︑和平及⼈人權作
為三⼤大⼯工作主軸。︒

Rio+20會後所發表的⼀一份名為「我們所要的未
來」(The Future We Want)的⽂文件中指出，
「永續發展⽬目標」應以⾏行動導向、︑簡潔，容易
溝通、︑數量有限，全球性，普遍適⽤用於所有國
家，同時考慮到不同國家的實際情況、︑能⼒力和
發展⽔水準，並尊重國家政策和重點。︒

根據英國海外發展研究所(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 ODI)研究主任
Andrew Norton表⽰示，與「千禧年發展⽬目標」
相比，「永續發展⽬目標」將發展與氣候問題間
做連結，⽽而且這個⽬目標同時適⽤用於窮國與富國。︒

為了研擬「永續發展⽬目標」，聯合國⼤大會在
2013年1⽉月22⽇日成⽴立「開放⼯工作⼩小組」(Open 

Working Group, OWG)，並在2014年7⽉月提出了
17項的發展⽬目標及169項標的。︒

在「開放⼯工作⼩小組」提出的17項⽬目標中，除了
接續「千禧年發展⽬目標」，持續朝著降低貧窮、︑
減少飢餓等⽬目標努⼒力之外，更進⼀一步強調⽣生物
多樣性、︑多元⽂文化、︑氣候變遷等其他國際社群
所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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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

⽬目標1 終結各地⼀一切形式貧窮。︒

⽬目標2 終⽌止飢餓，確保糧食安全、︑營養及永續
農業。︒

⽬目標3 確保健康⽣生活及促進不分年齡之福祉。︒

⽬目標4 確保包容與公平之教育及終身學習。︒

⽬目標5 達到性別平權、︑婦女及女童賦能
(Empowerment)。︒

⽬目標6 確保永續管理⽔水資源及公共衛⽣生。︒

⽬目標7 確保能源之可獲取、︑穩定、︑永續及現代
化。︒

⽬目標8 提升永續及包容性的經濟成長、︑保障就
業及⼈人⼈人有適當⼯工作。︒

⽬目標9 建設具有抗災能⼒力之基礎建設、︑提倡包
容性及永續⼯工業化及⿎鼓勵創新。︒

⽬目標10 減少國內及跨國家間之不平等。︒

⽬目標11 建⽴立具包容性、︑安全、︑活⼒力及永續的城
市和⼈人群聚落。︒

⽬目標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目標13 採取緊急措施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目標14 永續使⽤用海洋資源。︒

⽬目標15 永續使⽤用⽣生態系统、︑永續管理森林、︑防
治沙漠化、︑停⽌止對⼟土地之污染及⽣生物多
樣性消失。︒

⽬目標16 促進和平及具包容性之社會、︑提供廣泛
訴諸公平正義之管道，並在各層級建⽴立
當責、︑包容性之主管機構。︒

⽬目標17 強化執⾏行⼿手段及活化全球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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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個⺫⽬目標 More or Less? 
報導指出，「千禧年發展⽬目標」訂定的最⼤大成功關鍵之⼀一，在於它非常精簡，⽽而且提供了
⼀一個宣傳重點。︒ 

相較之下，⽬目前所提出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就顯得有點冗長，⽽而且對於市民社會團體

或是利害關係⼈人來說，也較難以聚焦。︒ 

對於⽬目標的數量，包含印度、︑中國及巴西等國家在內認為，⽬目前已經提出的17個⽬目標數量

並不需要修改，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英國分會(WWF-UK)國際發展主管Dominic White表

⽰示，這些國家之所以不想要修改⽬目標數量，主要是因為，這17個⽬目標已經是「開放⼯工作⼩小

組」經過折衝討論出來，若是要再修改，恐怕費時費⼒力，⽽而且永續發展本身就是⼀一個複雜
的議題，保持多項⽬目標也等於是承認永續發展的多元性。︒ 

Corelab研究員May Miller-Dawkins也認為，不能因為太過考慮⽬目標的達標性及可⾏行性，⽽而

模糊了「永續發展⽬目標」的⼤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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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6⽉月 7⽉月 9⽉月

2⽉月聯合國⼤大會
主席舉辦後2015
發展議程⾼高級別
活動。

政府間談判⾸首次
會議(1⽉月19~21⽇日)

3⽉月召開2015發展
議程中關於性別
平等及婦⼥女賦能
議題。

聯合國永續發展⾼高級政
治論壇將於6⽉月26⽇日-7
⽉月8⽇日召開第三場會
議，討論並回顧後2015
發展議程。

7⽉月13~16⽇日於⾐衣索匹亞召
開聯合國發展基⾦金會議，
為新議程籌資和建構全球
夥伴關係提出措施。

9⽉月舉⾏行第70屆聯合
國⼤大會，預計將通過
後2015年發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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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有許多國家認為，「永續發展⽬目標」的17項⽬目

標過多，例如英國⾸首相David Cameron就表⽰示，17項⽬目標

太多，並建議最好是把⽬目標設在12項以下。︒ 

Dominic White則歸納出，認為17項⽬目標太多的國家主要

有幾項考量，包括17項⽬目標會讓國家有選擇性地去執

⾏行、︑不容易對外溝通，⽽而且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之下，容
易稀釋掉執⾏行各項⽬目標的資源。︒ 

究竟要採取幾項⽬目標，最後的結果將在9⽉月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中決定，但或許是因為在過去

的15年來，「千禧年發展⽬目標」的成績顯著，因此許多國家對於下⼀一階段的「永續發展⽬目

標」抱持著相當⼤大的期待。︒ 

各國政治決⼼心將左右SDGs成果 

然⽽而，撇開「永續發展⽬目標」的⽬目標數量
不談，由於「永續發展⽬目標」所涵蓋的範
圍更廣，已經不像「千禧年發展⽬目標」聚
焦在開發中國家，⽽而進⼀一步的牽扯到更多
所謂富國的議題，因此也將使各國在「永
續發展⽬目標」上的角⼒力更加激烈。︒ 

在「千禧年發展⽬目標」中，多半強調的是⼈人類安全，例如消除飢餓、︑貧窮，降低嬰幼兒及
孕產婦死亡率等，對於這樣的⽬目標，富國多半具有共識，也因此在過去15年的努⼒力之下，

「千禧年發展⽬目標」能夠交出⼀一個漂亮的成績單。︒ 

要達到「永續發展⽬目標」，資源、︑技術等都不是問題，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主任Yvo de Boer認為，要達到「永續發展⽬目標」最⼤大挑戰在於各國政府的

政治決⼼心，特別是在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需要政府政策⼤大⼒力配合，才有辦法吸引資⾦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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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堅信，「永續發展
⽬目標」必須要簡單、︑⿎鼓
舞⼈人⼼心且具相關性。︒ 
                                      英國⾸首相 
                                      David Came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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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永續發展的17項⽬目標當中，對抗氣候變遷問題更是⽬目前各國仍舊無法取得共識的

議題，例如，儘管在1997年就已經制定了「京都議定書」，以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但到
⽬目前為⽌止，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之⼀一的美國都尚未簽署，⽽而⽇日本、︑加拿⼤大與俄羅斯也都
在2011年之後退出。︒

雖然在去(2014 )年12⽉月於祕魯⾸首都利⾺馬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0次締約國⼤大
會暨京都議定書第10次締約國會議」(UNFCCC COP 20/CMP 10)後達成了「利⾺馬協定」，
規定無論窮國或富國，都承諾要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但由於該協定並沒有任何懲罰措施，
因此往後能否落實，仍舊是未知數。︒ 

也因此，儘管「永續發展⽬目標」懷抱著雄⼼心壯志，但也因為涉及的範圍廣泛，能否在全球
各國間取得共識，將是未來15年「永續發展⽬目標」能否達標的關鍵。︒ 

展望2015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仍舊充滿信⼼心，認為2015年因為接續了
「千禧年發展⽬目標」所累積的成果，並將進入下⼀一階段的國際發展框架，所以2015年可說
是充滿機會的⼀一年。︒ 

但就如世界資源研究所的Manish Bapna及Kitty Van Der Heijden所說，若要實現永續發展
⽬目標，必需要擺脫⼆二⼗〸十世紀由富裕國家出錢接濟貧窮國家的發展模式，才能夠因應⽬目前這
個快速全球化的社會。︒ 

 !5

©flikr/UNclimatechange



TaiwanICDF  Development Focus VOL.52                                                                                             2015/1/23

 !6

作為台灣專業援外機構，國合會⾃自成⽴立18年以
來，不斷透過「投資融資」、︑「技術合作」、︑
「教育訓練」以及「⼈人道援助」等四類業務執
⾏行⽅方式，並積極與國際組織合作，推動雙邊性、︑
區域性與全球性的合作計畫，計畫領域則包括
環境保護、︑公共衛⽣生、︑農業、︑教育及資通訊等
具台灣優勢的項⽬目。︒

本會擬定五⼤大計畫優先領域時，已將「千禧年
發展⽬目標」及我國優勢強項⼀一併納入考量，除
年度⼯工作計畫外，本會103年度規劃104-106年

的中期⼯工作計畫時，逐步與「永續發展⽬目標」各⽅方向接軌，例如在農業計畫上，本會希望
能帶動夥伴國農產業朝向永續發展，進⼀一步落實「千禧年發展⽬目標」第⼀一項⽬目標：「減少
極度貧窮與飢餓」，也與「永續發展⽬目標」的前兩項⽬目標：「終結各地⼀一切形式貧窮」及
「終⽌止飢餓，確保糧食安全、︑營養及永續農業」直接相關︔；在公共衛⽣生上，則希望能夠藉
由改善夥伴國家整體衛⽣生體系，以落實第四項⽬目標：「降低兒童死亡率」及第五項⽬目標：
「改善孕、︑產婦保健」。︒

     環境保護可說是「永續發展⽬目標」的重點，本會在「願景2022策略書」，已將協助合作國
家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及促進環境永續發展訂為具體⽬目標，⽬目前在執⾏行的多項計畫中，也在
可再⽣生能源、︑⽣生物多樣性及對抗氣候變遷等⽅方向努⼒力，例如「綠⾊色能源特別基⾦金計畫」、︑
「索羅⾨門群島資源植物調查暨植物誌編纂計畫」及「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加強尼加拉瓜
環境永續合作計畫」等。︒

在「千禧年發展⽬目標」即將由「永續發展⽬目標」接
替之際，本會持續呼應「永續發展⽬目標」的倡議內
容與精神，在「⼈人類發展」的議題層⾯面，持續推動
有關減貧及終⽌止飢餓、︑教育、︑健康及環境永續等類
型之計畫及業務︔；在「全球公共利益」的議題層⾯面，
積極提出經濟與保障就業、︑政府治理及全球夥伴關
係等類型之各項計畫及業務。︒

     國合會展望未來

願景2022策略書 

國合會在2012年第62次董事
會上通過了「願景2022策略
書」，確⽴立「在2022年成為
永續發展的最佳夥伴」之願景，
明定未來10年的⻑⾧長程⼯工作⺫⽬目標
和前進⽅方向。

http://www.icdf.org.tw/lp.asp?ctNode=29672&CtUnit=94&BaseDSD=7&mp=1
http://www.icdf.org.tw/lp.asp?ctNode=29673&CtUnit=95&BaseDSD=7&mp=1
http://www.icdf.org.tw/lp.asp?ctNode=29674&CtUnit=96&BaseDSD=7&mp=1
http://www.icdf.org.tw/lp.asp?ctNode=29675&CtUnit=97&BaseDSD=7&mp=1
http://www.icdf.org.tw/lp.asp?ctNode=30126&CtUnit=299&BaseDSD=7&mp=1
http://www.icdf.org.tw/lp.asp?ctNode=29672&CtUnit=94&BaseDSD=7&mp=1
http://www.icdf.org.tw/lp.asp?ctNode=29673&CtUnit=95&BaseDSD=7&mp=1
http://www.icdf.org.tw/lp.asp?ctNode=29674&CtUnit=96&BaseDSD=7&mp=1
http://www.icdf.org.tw/lp.asp?ctNode=29675&CtUnit=97&BaseDSD=7&mp=1
http://www.icdf.org.tw/lp.asp?ctNode=30126&CtUnit=299&BaseDSD=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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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開發援助現場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62巷9號12-15樓 
國合會臉書粉絲團 ：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icdf

2015/01/19
聯合國啟動2015年後發展
議程政府間談判

2015/01/05
 2015拉美及加勒比海經濟
將⼩小幅成長

2015/01/16
非洲國家杯⾜足球賽⽀支持終
結饑餓

2015/01/19
2015年非洲將聚焦在永續
經濟成長及選舉和平

2015/01/07
世銀：多數開發中國家將
從油價下跌中獲益

2015/01/14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2014年
投資總額達89億歐元

  新聞拍立得

http://www.fao.org/news/story/zh/item/274801/icode/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5/01/07/most-developing-countries-benefit-oil-price-slump-world-bank-group
http://www.iadb.org/en/news/news-releases/2015-01-05/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s-economic-growth,11051.html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49842#.VL3QNYHoRfQ
http://www.fao.org/news/story/zh/item/274801/icode/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icdf
http://www.iadb.org/en/news/news-releases/2015-01-05/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s-economic-growth,11051.html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49842#.VL3QNYHoRfQ
http://www.afdb.org/en/news-and-events/article/sustainable-economic-growth-and-peaceful-elections-should-be-africas-focus-in-2015-13904/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icdf
http://www.ebrd.com/news/2015/ebrd-boosts-investments-in-2014-as-global-economic-woes-mou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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