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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 

  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 



前言：發展與開發 
 

•永續發展是指在保護環境的條件下，「既
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
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 

•請注意，“永續”的原文是Sustainable，
翻譯可能造成誤導的觀念。 

•發展什麼?  

       物質面/精神面？  

       環境、社會、經濟等面向/文化面？ 

 



東西差異 
 •農本文化(和諧)/狩獵文化     商業 

  文明(重商、競爭) 

•知足、知止/永續發展 

•我們的自主性在哪裡？如何跳脫西方 

  科技文明和經濟制度(商業)的掌控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啟示 

•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大衛 哈維，2014。
聯經)的啟示 



未來 

全球化趨勢下，中華文化的優勢何在？ 

中華文化的劣勢呢？ 

 

試作SWOT分析，然後思考 

我們該何去何從！ 



•50、 60年代，科學革命的影響已經顯
著。社會形態由工業社會進入了後工
業社會。全球性的技術擴張，已經造
成全球性的經濟侵略和文化滲透。人
類由以工業生產為主的現代社會向以
服務為主的後工業、後現代社會過渡
，訊息在經濟發展和生產競爭中占據
舉足輕重的地位。工具理性當道，產
生生態危機。 

 



•西方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工業化和商業
化， 

包括機械製造業和生產線制度， 

造成環境危機。 

   

都市化更加劇了環境危機 

 



 
• 我們感染了後現代的特色 

 
獨斷性的自由 

  膨脹的個人自主意識 
 



 價值觀影響個人的態度 

 

  態度直接影響行爲 

 

  我們忙著追逐西方生活型態 



• 海德格爾說：「由於這個“技術”的
意志，一切東西都不可阻擋地變成貫
澈生產的物質。地球及其環境變成原
料，人變成物質化的人力，被用在預
定的目的」。「自然」成為現代技術
和工業的唯一巨大的加油站和能源。
生產之後，最終導致了人類生存根基
的危機。 
 



• 法蘭克福學派從文化的角度重新審視
科學理性的本質，認為它門都不過是
心智得以把握存在和解釋存在的諸多
形式之一。其他還有語言、神話、宗
教、藝術…等。邏輯和科學認識的本
質無非在於它是人類把特殊事務提高
到普遍法則的一種手段。 
 



•「啟蒙的神話」一書中，認為啟蒙理
性早已兌變為工具理性。啟蒙主義的
特性是對科學與技術的盲目信仰與崇
拜。阿多諾認為現代性的不公平和虛
無主義的總根源，正是啟蒙理性將概
念從其所描述的對象中獨立出來的抽
象特徵。啟蒙理性的二元論，導致控
制自然的心態以及破壞自然的行為。  

 



•科學試圖用意義獨立的概念來描述事
物，將主體惕除，所獲得的只是事物
再造性假像，而不是事物本身。 



•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哈馬貝斯的社
會批判明確提出在當代社會中(晚期資
本主義) “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生產
力”。他認為當前的主要社會問題是
意識形態對人或人的本性的奴役和壓
制。科學與技術的壓倒性影響力不容
置疑，但是它確實已經被人性的貪婪
拐騙而迷失方向了。 

 
 



我們如何掙脫老牢籠 



因應當前的環境問題，需要 
 

一、降低對能源的依賴 

二、緩和氣候變遷 

三、戒除浪費 
 

•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2011譯。
氣候變遷政治學。商周出版／城邦文化。 

 



聯合國推出競賽 
以提昇學生對食物浪費的認知 



永續發展的倫理視角 
 

(一) 永續發展具有多維視角 

(二) 社會變革包括生活方式、生產方 

     式、消費方式、文化價值觀等方面 

(三) 倫理變革包括倫理學研究領域拓 

     展、提升倫理價值尺度、擴大倫理 

     責任範圍 



我們到底要什麼？ 

•「國民平均所得」代表一個國家生產力的
高低，但是由於它未能考慮經濟成長分配
的問題，因此不是一個很好的國家發展指
標。如果以我國國民擁有的現代化家用品，
如冷氣機、汽車、音響、電視機，個人電
腦、智慧型手機...等的平均數量而言，我
們的國民生活水準早已超英趕美，絲毫不
落其後。 



•如果再從國人消費的型態來看，例如
出國觀光及採購日用品的情形、餐飲
業一枝獨秀的情形等，就可相信社會
上大多數的人已經滿足了生活的基本
需求。那麼我們今後所追求的目標該
是什麼？ 

 



光輝燦爛 



圓圓滿滿 





紗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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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的量測與評估技術 

•王駿發、歐陽諺  

•運用幸福感的量測與評估技術，由客觀的
評測數據探究群體幸福感，並整合主客觀
量測資料，建立幸福感的刻度與量化幸福
感，以解開人類幸福的奧祕。  
 



•我們追求的是均富世界。不過我們的國
家發展似乎已經完全受到西方經濟理論的
支配，愈來愈遠離大同世界的理想。意識
型態上我們已經遭受資本主義的深切影響，
社會結構也步上資本家優勢的領導，社會
價值觀也以拜金主義最為盛行，因此現行
的國家發展政策也以西方經濟理論為前導
的「經濟成長」、「國家競爭力」為高懸
的目標。  



• 在這種發展策略上，我們與西方國家競
爭，期望以劣勢戰勝優勢，我們也追求
西方的生活型式，要求同樣的生活水準。
這是一個長程接力賽跑，不知道那一天
我們會跑在比我們跑得更快的人的前面。 



•在長程賽跑的過程中，我們的國民平均所
得升高了，我們曾經欣喜、歡悅，自信成
長速率可以持續不斷。但是卻忘了天下沒
有白吃的午餐──這個經濟發展的大原則
之一。我們加倍支付了勞力，我們的工作
時間，一天不只八小時。今後如何再成長
呢？我們支付了最原始的成本：環境、 
人力和傳統美德。  



• 我們的經濟成長呈現了衰退，不是我們
不再努力，而是我們成長的資本愈來愈
少了。生態環境的敗壞不僅代表再生性
資源（農、林、漁、牧）的生產力急速
降低；更代表不可再生性資源（如礦產
資源與土地資源）的日趨衰竭。環境和
經濟的危機已經日見迫切。 



  國家發展策略應當涵括下列六個大方 

  向：經濟成長；社會發展；政治參 

  與；發揚固有文化；維護生態環境； 

  自力更生。 

  這些策略應當反映在社會上的生產結 

  構、消費結構、科技結構上，同時也 

  可以從環境品質的改變看出來。 



世代公平 
• 永續發展的目的之一是提供國民選擇的
機會，留下一些還可選擇的餘地。如果
我們的土地資源全部開發了，森林砍光
了，河川全部污染了，野生物全部絕滅
了，那麼我們也就沒有選擇了。 

• 到那時，不僅沒有公權力可言，社會上
將會充斥著無力感與無望感。  



王陽明：「大學問」中的保育觀念  
• 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大人
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
心之仁本若是…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
有怵惕惻隱之心焉…。見鳥獸之哀鳴觳觫
，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
一體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
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見瓦石
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
石而為一體也。 
 



我們需要自己的“道” 



二、"發展"概念的演變 

• 在過去的七十多個年頭裏，開發的概念也
有著不斷的成長、演變。這些演變都是開
發國家痛苦經驗的教訓。是今日國家開發
時必須時刻牢記、切勿重蹈的災難。這些
演變，明顯的指出，以技術、工程或是公
共設施建造的手段來消除開發過程中遭遇
到的瓶頸因難，只是一項膚淺的作法，把
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 自從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國家性的開發已經兼
顧到經濟可行性的評估，不再是單純的考慮工
程技術的能力。造成五十年代以前只考慮工程
技術可行性而不深入檢討經濟意義的原因是早
期的殖民式、經援式外來資金的流入。在外援
的支持下，工程開發的過程中，幾乎可以不顧
慮成本的問題。五十年代中期以後，無論公共
投資計畫或是私人的大型計畫都已經開始系統
化的評估它們的經濟意義。 



•六十年代初期，開發的概念中，加入了社
會價值的評估。它的重要性與技術性、經
濟性等並駕齊驅。而且社會價值在評估開
發過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七十年代是環境危機廣受重視的年代。在
開發的概念裏，深深的印上了〝環境規
劃〞的項目。任何開發計畫裏，環境的考
慮都是一項主要的元素。因此並行考慮的
除了技術性、經濟性、社會性、政治性、
行政性之外，又加上了環境的項目。 



•八十年代的新興概念是整體規劃、整體開
發，講究的是均衡的成長。重要的觀念性
進步，是確認開發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
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是負的成長，抵消
了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此在任何開發規劃
的階段都必須防止開發對環境可能造成的
不良影響。另外一項觀念性的改變，是確
認〝年成長率（G.N.P.）〞並不足以代表
開發的層次。單純的技術水準提升或是經
濟發展瓶頸的突破，絕對不足以代表開發。 

  



 

•九十年代以後，才有了新的概念，那 

  就是“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永續發展之後呢？ 
 

Future Earh ？ 
… 

大同世界？ 
 
 
 





•2012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舉辦地球高峰
會議Rio+20，會後國際科學聯合會成立的
國際科學研究計畫稱為「未來地球(Future 
Earth)」，用以取代先前的國際地圈與生
物圈計畫(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 (參考網
站:國際科學聯合會: 
http://www.icsu.org/；未來地球: 
http://www.icsu.org/future-earth；聯
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 
http://www.uncsd2012.org/rio20/index.
php?menu=17)。 

http://www.icsu.org/
http://www.icsu.org/future-earth
http://www.uncsd2012.org/rio20/index.php?menu=17
http://www.uncsd2012.org/rio20/index.php?menu=17


•同時成立「未來地球聯盟(Alliance for 
Future Earth)」(New Future Earth 
website  
http://www.futureearth.info/. )  

•地球高峰會議Rio+20 提出Future Earth 
之前，國際科學聯合會統籌的大型全球環
境變遷計畫包括Diversitas, IGBP, IHDP, 
WCRP and ESSP等,在它們的成功基礎上，
Future Earth企圖發展更強和更廣的研究
社群。 
 

http://www.futureearth.info/
http://www.diversitas-international.org/
http://www.igbp.net/
http://www.ihdp.unu.edu/
http://www.wcrp-climate.org/
http://www.essp.org/


•「未來地球(Future Earth)」是一個以十
年為期的國際研究倡議，企圖發展有效因
應全球環境變遷風險和機會的知識；以及
在未來十年能支持邁向全球永續性 
(global sustainability) 轉型的知識；
「未來地球(Future Earth)」將會動員數
千位科學家並且強化與制訂政策者與其它
權益關係單位之間的夥伴關係，在 Rio+20
之後，一同提供"持續性"的交替方案與解
決方案(options and solutions)  

 



• Future Earth will be a global platform to 
deliver: 
 

• Solution-orientated research for 
sustainability, linking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o 
satisfy human needs for food, water, 
energy, health; 



• Effectiv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cross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o find the best scientific 
solutions to multi-faceted problems; 

• Timely information for policy-makers 
by  generating the knowledge that will 
support existing and new global and 
regional integrated assessments; 



• Participation of policy-makers, funders, 
academics, business and industry, and 
other sectors of civil society in co-
designing and co-producing research 
agendas and knowledge; 

• Increased capacity building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ngagemen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scientists. 
 
 
 



•「未來地球(Future Earth)」計畫主要策 

 略集中在8項「永續問題」：提供全人類飲 

 用水、能源與糧食；社經體系去碳化；保護 

 陸地、淡水及海洋資產；打造健全、堅韌和 

 具生產力的城市；推廣永續的鄉村未來；改 

 善人類健康；鼓勵永續消費和生產模式；提 

 升社會對未來危機的應變能力。 

 



『保護陸地、淡水及海洋資產』正是自然資 

 源保育機關，如農委會林務局、內政部等的 

 責任。 

 

2014年，第六屆國際自然保育聯盟世界公園(
自然保護區)大會(2014 IUCN World Parks 
Congress)提出 "以自然之道(Nature-based 
Solutions)因應全球變遷"的未來十年保護區
發展方向。 



Future Earth  
 • Future Earth is a new 10-yea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itiative that will develop the 
knowledge for responding effectively to th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for supporting transformation 
towards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coming 
decades. Future Earth will mobilize thousands of 
scientists while strengthening partnerships with 
policy-mak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provide 
sustainability options and solutions in the wake 
of Rio+20.  
 



• 「未來地球」與環境教育增能： 

•知識、學習與社會改變 

•EE Capacity Building in the context 
of ‘Future Earth’ 

 –Knowledge, Learning and Societal 
Changes 

•時間：民國103年11月26日（三） 

•9:00-16:3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圖書館B1 



•國際永續發展科學計畫 

  Future Earth趨勢論壇 

 

•論壇時間:104年5月21日下午
:14:00~17:00 

•論壇地點: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
究中心1樓R122演講廳  



•論壇說明 

•Future  Earth為全球永續發展科技聯盟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iance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 所啟動新階段的
國際科學計畫。此聯盟包括國際科學理事
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聯合國環境署等重量
級機構為促進全球永續發展所組成。 



•為整合ICSU原有之全球環境變遷四大計畫
，加強與政府等利益相關人士之合作與互
動，並與2012年6月舉行的聯合國永續發展
會議  (Rio+20  UN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所提出之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相契合，且為人類社會永續
發展尋求轉型途徑，全球永續發展聯盟擬
定新階段全球永續發展科學計畫Future  
Earth， 



•此計畫未來將以10年為期，擬定相對應之
科學計畫，以提供各國政府更為廣泛的整
合性科學知識與建議，作為各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建立與運用的基礎。 

•我國推動永續發展及相關科研計畫不餘遺
力，且歷年來成果豐碩，為讓我國學研界
對Future Earth發展趨勢有深入瞭解與探
討，且能進一步參與Future Earth項下新
的國際科學計畫，並凝聚我國因應  
Future Earth的科研能量。 



•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及科技部自
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司共同舉辦本
次論壇。本次論壇首先由中央研究院
介紹Future  Earth科學計畫內涵，以
及目前國際間對此計畫的推動情形。
另由科技部報告我國目前因應Future  
Earth，以Co-Design、Co-product、
Co-delivery所研擬之科研議題，並以
學術研究角度提出說明， 



•最後期盼藉由本論壇就Future Earth
中所強調之Co-design、Co-product及
Co-delivery等核心精神及上述議題進
行討論，以期整合國內相關科研相關
人才，為我國永續發展新階段注入更
多科研能量。本論壇歡迎學研界踴躍
參與。 

 
 
 
 



三、結語 
 

“永續發展〞是中譯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一個有誤導性的名詞，讓許
多人以為我們要追求永續的發展，要追求
國家競爭力永續的提升。但是，憑什麼？
當今全力追求發展下，呈現的現象是一直
加沒加班費的班。老闆說，你做完了就可
以走；只是永遠有做不完的事。為了提升
國家競爭力，我們只有人力資源和環境可
以做為永續發展的資本了。我們的“永續
發展〞就是“永續消耗環境資源和人力資
源〞。 



–中華祖先一直告戒我們要"節儉持家"、
"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儉以養德！
可惜的很，這些傳統美德在西方科技文
明、物質文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
下，早被淹沒了。 

 



大同世界 

•對個人而言，講求發展的時候，要想到老
莊，想到“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
足，咎莫大於欲得”。生活上，莫忘 “朱
子治家格言”。國家社會的問題方面，包
涵環境正義和社會正義，儒家說的多了，
“禮運同大篇”的理想，依然是一盞明燈。
也是我們的下一步，可以用來檢視我們的
發展成績。 



許一個美好的未來 



親近自然 
喜愛自然 
向自然學習 

學習愛護自然 
 

環境倫理就能紮根 
 





• 遊山玩水 
學習自然的奧秘  



學前教育全面推廣 
 "體驗自然”活動 

《傾聽自然》、與孩子分享自然》、《
共享自然的喜悅》、《探索大地之心》
、《學做自然的孩子──國家公園之父
繆爾如何觀察自然》、《來自天地的感
動》 



孩子的起跑點 

•帶領孩子進入自然、感受天人合一的
體驗。「體驗自然活動」是親近大自
然的教育活動，含有心靈感動的體驗
歷程。不分老少，都能經由和自然的
接觸獲得靈性的啟發。這種體驗歷程
是「身心靈」或「德智體群美」完整
人格成長的必備紮根學習元素。 

 



•2014年，教育部發佈“戶外教育宣言 

  ”並啟動五年計畫，期能正常化戶外 

  教育和校外教學－邁向真實環境的教 

  育。 



國民教育法(民國100年11月30日) 
 

 第1條（立法依據）  國民教育依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 

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 
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  

第7條（目的之達成與課程之安排）   
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應以民族精神教育 
及國民生活教育為中心，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為目標，並注重其連貫性。  



國民教育法是課綱的審查標準 



附錄一：朱子治家格言 
 

•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
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
恆念物力維艱… 



附錄二：禮運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
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
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附錄三： 

知所止、知所適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靜以養身、儉以養德 







• 謝謝 ! 
•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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