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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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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臺灣參考聯合國願景精神，於2018年提出臺灣永續發展18項

核心目標、143項具體目標，並於2019年提出336項對應指

標；每年公布年度檢討報告，檢視推動成果，並提出精進作法。

• 為強化指標推動，已於今年「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

(GPMnet)建置永續發展目標管考追蹤系統、修訂「永續發展

目標追蹤管考作業原則」，以促使各部會共同努力推動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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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年度推動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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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註：指標5.3.1「女性法定結婚年齡」因西元2021年完成民法第973條與第980條修法以充分實行兩性平權而解除列管，爰2021年共計追蹤管考335項指標。

整體指標推動進度

執行情形 2020年 2021年 差異

進度符合預期 242項 252項 +10項

進度落後 45項 44項 -1項

未達統計週期 49項 39項 -10項

仍有44項進度落後指標

與2020年相比，雖推動進度符合預期

指標增加10項，表現較前一年度為優，

惟仍有44項落後進度指標待檢討。

整體執行良好

2021年總計追蹤管考335項對應指標註，

經扣除未達統計週期39項，推動進度符

合預期者約85%，整體執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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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4項進度落後指標原因分析(1/4)

 疫情造成人口流動、醫療人力資源吃緊、職缺減少、失業率升高、跨國經貿往來及生產營運

要素均受限制。

 如：指標1.3.5「健保給付之醫師至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提供巡迴醫療之鄉鎮(市/區)覆蓋率」、

4.7.5「提升民眾對於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參與率」、8.5.1「失業率」、7.1.2「潔淨燃料發

電」、7.2.1「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9.1.2「臺鐵運量成長比例」、9.1.3「高鐵運量成長

比例」、12.b.1「觀光整體收入成長率」。

16項COVID-19疫情影響-為影響指標進度關鍵原因

11項其他外部因素影響

 其他外部因素包括：價格波動影響採購招標、受限國際談判、氣候因素、與其他指標互為反

向指標、預算刪減等

 如：指標9.3.3「完成臺鐵車站無障礙電梯建置改善的車站比率」、17.8.1「環境商品協定附

件商品清單的稅率」、15.3.1「退化土地面積」、6.6.1「地層顯著下陷面積」、1.3.6「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照顧人口占總人口比率」、2.a.1「農業支出占政府年度總預算比率」等

 外部因素影響 (27項)

註：2021年進度落後指標落後原因與類型詳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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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1.3.4 「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請

領養老年金給付之比率」

 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未能完成立法

程序，須重新檢討提出。

 未來將配合國家年金政策，以及勞工保

險相關改革措施修正，持續推動公教人

員退撫規劃。

涉及制度規範通盤檢討研議中

 執行與制度因素影響 (5項)

指標2.4.4 「限縮高污染潛勢圳路搭排

之面積」

 維護灌溉水質並逐步限縮需加強關注區

域，除藉農田水利法外，因同時亦涉及

環保、工業、內政等部門之權管業務。

 透過「保護灌溉水質跨部會聯繫平台」

會議，共同檢討執行成效。

仍待加強跨部門協力合作

指標3.5.1

「設有精神科的醫院可
提供藥、酒癮治療服務

的涵蓋率」

 民眾對成癮觀念尚未普

及，且國內學術與臨床

專業人才不足，醫療機

構投入意願較低。

 持續加強民眾宣導，提

升醫療院所投入藥癮及

酒癮治療意願、精進藥

癮及酒癮治療服務方案

及佈建社區復健資源。

價值觀念因素影響
指標4.3.2 「強化各類助學措施並擴大各項照

顧弱勢學生就學措施之辦理成效」

 各部會機關近年積極辦理學雜費減免等助學措施，

學生擇優選擇其他機關補助，造成申請教育部助學

措施人數減少。

 本指標僅計算教育部助學措施，若加總各部會助學

措施人數，則整體受惠學生之比例應增加，後續將

修改指標計算方式。

計算方式待調整

指標4.5.4 「原住民中輟生占全國中輟生比率」

 受家庭教養問題及學習環境問題，或因母語環境

有文化跨域的衡突。

 督促學校，針對原住民中輟生採取個別輔導或復

學就讀措施，並針對比率較高之縣市政府，透過

中輟業務聯繫會議積極要求改善。

社會結構因素影響

2021年44項進度落後指標原因分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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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3.1.1

「孕產婦死亡率」

 因孕婦死亡人數較少，

加上出生人數減少，每

年新增或減少1-2名個案，

皆會對統計數字產生影

響，造成死亡率值大幅

變動，致本年未達標。

 持續提供各項安心懷孕

措施、優化「周產期高

風險孕產婦(兒)追蹤關

懷計畫」、強化高齡孕

產婦健康識能等。

 指標個別因素影響 (12項)

2021年44項進度落後指標原因分析(3/4)

指標3.2.2 「新生兒死亡率」

 主因為先天性畸形、變形及染色體異常及源於周產期的呼

吸性疾患等死因增加。

 持續強化周產期及早產兒醫療照護，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

畫、推動提升兒科緊急醫療救護品質及資源整合計畫。

指標3.6.1 (同指標9.4.1)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酒駕死亡人數2021年反轉上升、機車使用量大、人口高齡

化致交通事故持續增加。

 因應對策包括：調整酒駕防制策略、高風險路口路廊改善

及推動人本交通設計、公私協力推動全民終身道安教育、

危險行為優先取締、科技執法。

指標3.6.2 (同指標9.5.1)

「騎乘機車年輕族群(18歲至24歲)死亡人數」

 道路各車種混流，年輕族群對風險感知與應變能力較不足，

加以外送員事故增加。

 機車考訓改革，建置危險感知教育平台，另加強外送員安

全管理。

指標4.2.1

「未滿2歲兒童使用公共及

準公共托育情形」

 本 指 標 填 報 之 實 績 值 為

2021年12月數值(92.92%)，

較年度預期目標(93.09%)些

微落後，惟屬浮動數值，

2021年11月即符合目標值

(93.09%)。

 持續提供更多公共化及準公

共托育服務名額，運用政府

補助機制以利家長送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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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4.5.6

「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率」

 因現行安置率為安置人數/報名人數，

惟身心障礙學生升學管道不只有適

性輔導安置，且有學生因個人因素

自願放棄適性輔導安置，未完成適

性安置作業流程，導致安置率未能

維持100%。

 已核定修正現行適性安置率指標，

以反映實際執行情形。

 指標個別因素影響 (12項)

2021年44項進度落後指標原因分析(4/4)

指標8.12.1「全國停電時間」

 2021年發生513、517等2次全台性重大停電

事件，致平均停電時間實績值大幅增加。

 已提出事故檢討報告，包括強化電力系統韌

性、加強專業人員訓練、重新修訂作業標準

強化作業程序防呆機制、成立風控中心等，

確保供電穩定。

指標6.d.2 (同指標11.6.2)

「一般廢棄物妥善處理率」

 因高熱值事業廢棄物進焚化廠，造成處理熱

值大幅增加，排擠焚化廠一般廢棄物處理量。

 精進一般廢棄物源頭減量工作，並推動「多
元化垃圾處理計畫」，補助縣市16億元辦理
焚化廠整改相關計畫，妥善處理一般廢棄物。
針對無焚化廠及轄內焚化處理設施量不足縣
市建置自主處理設施，如桃園市生質能中心
(今年底運轉)、新竹縣高效能熱處理設施(預
計2024年運轉)等。

指標12.4.6

「人均有害事業廢棄物數量」

 景氣活絡、投資增加，帶動生產擴增，

致廢棄物數量增加。

 為推動廢棄物再利用，已經聯合相關事

業共同導入廢棄物循環利用、規劃科學

園區建立區域能資源化循環模式、提升

回收再製純化技術，以延長化學品使用

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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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9項未達統計週期指標辦理情形

進度符合預期
31項

進度落後
12項

尚待追蹤
6項

 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對勞動市場、旅遊觀光

等影響，部分指標如8.8.1「觀光整體收入成長率」、指標

10.4.2「受僱人員勞動報酬占GDP份額」之執行進度不如預期。

 執行落後係因社會、環境面因素，如性平觀念影響5.1.1「國內

的出生性別比」；消費習慣、氣候蟲害等影響12.3.1「糧食供

給耗損比例」。

受COVID-19影響等因素 ，致部分指標進度落後

執行落後指標多已提出因應對策，

部分並依實際執行狀況進行指標修正

註：2020年未達統計週期指標辦理情形詳附件2



參、各核心目標推動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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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核心目標執行績效

註：核心目標指標達成率 = 𝟐𝟎𝟐𝟏年進度符合預期指標個數 / (核心目標指標總數 ─ 未達統計週期指標總個數) × 𝟏𝟎𝟎%

尚待加強

執行良好

達成率100%

達成率超過90%



核心目標推動進展(1/5)

14

永續管理並保護海洋
與海岸環境

公私協力清除海廢包括海漂
及海底垃圾逾2,061公噸；推
行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

劃設海洋保護區海域增至46
處 ， 占 我 國 12 浬 領 海 面 積
49.2%，提升受保護海域

執行海域水質監測，合格率
連續兩年達99.9%

促進永續漁業
發展

輔導漁船裝設船位回報設
備，裝設率提升至87.5%，
防堵IUU漁業行為

 IUU漁業違規案件計77案，
較2017年減少76.6%

納管經濟魚種計12種，較
2017年增加2種，並訂定
禁漁區、禁漁期、等管理
措施

落實《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

推動制定《海洋保育法》
草案，奠定海洋永續發展
基礎

完成《海洋污染防治法》
修正草案，重點有徵收海
洋污染防治費等，均已提
報至行政院審議

SDG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海洋環境劣化

14項對應指標均達成預期目標，達成率100%

持續建置海洋資料
庫，俾資源永續

已介接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及經
濟部水利署等即時觀測站
海氣象及水文等相關涉海
資料

完成相關部會海洋資訊之
整合及資安控管規範所需
項目，持續進行海域生態
及資源調查



核心目標推動進展(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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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16
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

加強洗錢防制
落實反貪腐工作

貪瀆定罪率100%

公告《洗錢防制法修正
草案》，以洗錢定義、
構成要件、犯罪類型為
重點，符合國際規範與
符合本土實務

 出生登記率100%

 兒少保護案件結案後再
通報率10.59%

積極兒虐防治對策，降
低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件犯嫌虐兒風險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累計
下載1,685萬次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附議人數逾4,5萬人次，
較2016年增30.6%

落實政府資訊公開
與應用；建立廣納

民意之機制

10項對應指標均達成預期目標，達成率100%

暴力犯罪件數較上年減少
104件，年減14.71%

查扣幫派犯罪組織不法所
得金額逾新臺幣1億元，
為2016年83.71倍

革新防制作法
掃蕩幫派組織犯罪



核心目標推動進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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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7 
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現代的能源

5項對應指標中，3項達成預期目標，2項未達預期目標。

指標7.2.1 再生能源累計裝置容量指標7.1.2 潔淨燃料發電比例

半導體加速生產及設廠，帶動用電

大幅成長，且全國再生能源發展不

如預期，不足部分僅能以火力填補

台電自有之再生能源建置積極如期

完工，提供再生能源友善併網環境，

擴大再生能源併網容量；加強節能

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

• 太陽能供應鏈受疫情影響，致原物料價格上漲

及缺工，整體建置成本上漲幅度超乎預期，影

響案場進度

• 離岸風場所需專用船舶、機具設備及人員來臺

進度不順，工程進度受影響

• 優先輔導大型案場完成行政程序；調整2021

年躉購費率寬限期並研擬費率短期措施，協助

業者加速完工

• 擬定離岸風電海事工程3.0計畫，協助業者因

應疫情人員管制

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



核心目標推動進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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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9
建構民眾可負擔、安全、對環境友善，且具韌性及可永續發展的運輸

10項對應指標中，4項指標達成預期目標，6項指標未達預期目標。

指標9.1.1 公路公共運輸運量
成長比例

疫情三級警戒管制，

影響民眾外出頻次及

搭乘公共運輸意願

推動公路公共運輸計

畫，協助各地改善公

共運輸環境，辦理相

關行銷措施，強化公

路公共運輸品質及競

爭力

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

指標9.1.2 臺鐵運量成長比例 指標9.1.3 高鐵運量成長比例

疫情影響旅客搭乘大

眾交通運具意願

• 加強車廂及場站清

潔與消毒

• 優化票務系統，新

增行動支付服務，

提升購票便利性

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

疫情影響導致運量下滑

• 隨疫情變化調整班次

• 於閘門設置紅外線體

溫量測，並進行車站

全面消毒

• 力行防疫新生活運動，

請旅客配合防疫指引

• 推出優惠旅遊包裝

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



核心目標推動進展(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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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9
建構民眾可負擔、安全、對環境友善，且具韌性及可永續發展的運輸

10項對應指標中，4項指標達成預期目標，6項指標未達預期目標。

指標9.3.3 完成臺鐵車站無障
礙電梯建置改善的車站比例

受到市場單價及疫情

影響市場機制，致工

程多次流、廢標。

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

指標9.4.1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人數

指標9.5.1 騎乘機車年輕族群
(18歲至24歲)死亡人數

• 機車使用數量龐大，

混合車流特性複雜

• 高齡化社會

• 酒駕死亡人數上升

• 路口環境安全改善

• 修法嚴懲；執法提

升

• 發展交通安全教育

課程；增訓道路交

通安全講師

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

• 交通狀況複雜

• 年輕人道路防禦駕駛

應變能力不足

• 外送員事故增加

• 改善相關交通設施

• 機車考訓改革

• 加強外送員安全管理

• 持續辦理公車入校園

專案

落後原因

因應對策
進行市場相關工項單

價訪價；調整分標區

域；重新審閱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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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原因、加強督導 適時修正、積極解決

為落實推動與提升指標達成率，各
工作分組應檢視實際執行與政策目
標之關聯度，適時滾動修正指標，
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永續會秘書處與各工作分組將依
循「永續發展目標追蹤管考作業
原則」持續監測及追蹤進展，以
2030年為達成年度，確保臺灣永
續發展目標及指標階段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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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進度落後指標落後原因與類型一覽表

2. 2020年未達統計週期指標辦理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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