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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永續發展策略是全球
動物園和水族館維持世界社會與自然共同繁榮重
要的一步。

透過積極扮演實施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Goals, SDGs）的角

色，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WAZA）的動物園和
水族館不僅是動物福利、保育、教育和研究方面的
領導組織，而且還替動物、人類和地球都健康蓬勃
發展的更永續未來鋪平了道路。

因此，我感到非常高興的是，我們現在有了一個新
增的指引，希望不僅是我們的會員可以使用它，其
他機構也可以使用。WAZA再次顯示出領導才能和
卓越，感謝所有參與製定本策略的人。 ”

Prof. Theo Pagel
WAZA President, 2019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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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我們的星球，WAZA永續發展策略》是一
份讓WAZA成員能幫助發展中保育組織達成重
要永續成果的指引。永續成果和保育成果是相輔
相成的，通過實施本策略中的建議，WAZA成員
可以表現出實際行動的領導力。《保護我們的星
球》提供的資訊可以幫助WAZA成員將永續發展
整合入其策略及整個運營過程中。

本策略透過一個框架來說明，如何讓我們的專
業透過在地或異地計畫，在每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發揮最有效的影響。同時也說明所謂
的建議不只是提出需要政府來實施的行動。以人
口增長為例，人口增長控制不在我們的控制圈之
內（圖1），也不在大多數WAZA成員的影響圈之
內，然而有些單位可能選擇與周邊社區討論這個
話題，人口增長議題就屬於他們的關注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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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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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目標

2015年9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2030年永續
發展議程》（聯合國，2015年）。這個將人類帶入永
續發展道路的全球框架，是承接2012年6月在巴西
里約熱內盧舉行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Rio+20）決
定所發展制定，並涉及聯合國會員國以及來自世界
各地的數百萬人和數千名利益相關者參與的國家
調查。

2030年議程的核心是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 
17項永續發展目標旨在確保地球上每個人現在及未
來永續、和平、繁榮和平等的生活。

動物園和水族館對SDGs的承諾可為全球實現這些目
標做出重大貢獻。SDGs提供了改善世界的期望，並應
將永續融入先進動物園和水族館的領導、思考及行動
之中。SDGs是：

1 | 消除貧窮
消除世界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2 | 終止飢餓
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和改善營養，促進永續
農業。

3 | 良好的健康與福祉
確保所有年齡的所有人都享有健康的生活並促
進福祉。

4 | 優質教育
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並為所有人提供
終身學習機會。

5 | 性別平等 
實現性別平等並增強所有婦女和女孩的權利。

6 | 淨水與衛生
確保所有人水資源與衛生條件的可用性和永續
管理。

7 |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可負擔的、可靠的、永續的
和潔淨的能源。

8 | 尊嚴勞動與經濟成長 
促進持續、包容和永續的經濟增長，所有人享有
充分和生產性的就業及體面的工作。

9 | 工業、創新與基礎建設
建立具適應力的基礎設施，促進包容性和永續
工業化並扶植創新。

10 | 減少不平等
減少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11 | 永續城市與社區 
使城市和人類居住地具有包容性、安全性、適應力
和永續性。

12 | 責任消費與生產
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13 | 氣候行動 
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14 | 海洋生態
保護和永續利用海洋，持續發展海洋及海洋資源。

15 | 陸地生態
保護、修復和促進陸地生態系統的永續利用，持續
管理森林，防治沙漠化以及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與
生物多樣性喪失。

16 | 和平、正義與健全的制度
促進和平與包容的社會永續性發展，為所有人提供
伸張正義的機會，並在所有層級建立有效、負責且
包容的制度。

17 | 目標夥伴關係
加強執行手段，並振興全球永續發展的夥伴關係。



消除貧窮 終止飢餓
良好的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性別平等 淨水與衛生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尊嚴勞動
與經濟成長

工業、創新
與基礎建設

減少
不平等

永續城市
與社區

責任消費
與生產

氣候行動 海洋生態 陸地生態

和平、正義
與健全制度

目標
夥伴關係

在本策略中，將解釋每項SDG，並給出有關動物
園和水族館如何實現每項目標的指引。這些指引
沒辦法詳盡所有事情，故於最後一章還包含其他
額外的資源，也包含與WAZA永續棕櫚油圓桌會議

（CSPO）、聯合國環境（減少塑膠）和森林管理委
員會（FSC）相關的合作備忘錄。

SDG框架允許動物園和水族館在任何時間做出決
策來處理一項或多項SDGs。儘管某些永續發展目
標似乎與我們的職業更相關，但整體上幾乎所有永
續發展目標之間都有聯繫，所有永續發展目標都是
相輔相成的，某些行動可能實際上與數個永續發展
目標有關。雖本文並未以這種方式探討永續發展目
標，但成員可以根據自己的狀況選擇。全球性地為
人們創造更平等的條件，會對我們保護的環境、野
生動植物和荒野產生巨大的溢出效益。負責任的消
費會影響供應鏈並促進道德採購。動物園和水族館
的碳中和及保育工作努力的認證為動物和人類創
造了更好的環境，並使我們為應對氣候變遷的影響
做好了準備。

使用SDGs的語言將幫助WAZA成員報告使用該框
架的進度，並提供標準化的溝通工具。WAZA將能
夠追蹤即將到來的2020-2030十年行動中的成員
行動，並向聯合國提供說明成員對實現永續發展目
標貢獻的自願報告。

通過從整體上檢查SDGs，每個動物園或水族館都
可以決定17項目標中的哪一項在現在和將來的背
景下最適用。WAZA正在努力使其成員選擇對其最
重要的SDG。這些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WAZA

成員應在制定新的組織策略和更改運營時發展其
SDG工作計畫。

每個動物園或水族館都有其獨特的背景，並根據其
當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狀況有不同的
挑戰。永續發展目標框架允許動物園和水族館根據
其具體背景採取最佳行動方案。

這些章節已作為WAZA成員使用的指引，並提供了
建議行動的案例。WAZA期望的並不是成員能在所
有17項目標中都取得成果，而是努力將永續發展
更好地整合在組織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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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

1. 減少或補貼目標學校和其他弱勢群體的入學
費用。

2. 為當地社區舉辦沒有參加限制的活動。

3. 培養技能並培訓員工，使他們能夠專業發展。

4. 支持為發展中國家和社區提供經濟發展/收入
的保育計畫。

建議

• 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大多數人位於兩個地區：
南亞和非洲撒哈拉以南。

• 有7.83億人口生活低於每天1.90美元的國際
貧窮線。

• 高貧窮率通常發生在小、脆弱和受戰爭影響的
國家。

• 五歲以下的兒童中有四分之一的身高不到對
應年齡的水準。

關鍵事實與數據

SERA Conservancy, Beads for wildlife Zoos 
South Australia
https://www.zoossa.com.au/conservation/how-you-can-
help/beads-for-wildlife/

BEADworks
https://www.beadworkskenya.com/ 

個案研究

貧窮不僅僅是缺乏確保永續生計
的收入和資源。還包括飢餓、營養
不良、受教育和獲得其他必要服
務的機會受限、社會歧視和排斥、
以及無法參與決策。

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參與為當地
社區提供收入，同時支持保育和
教育的計畫。

缺乏機會（包括受教育機會）經常
與低收入家庭有關。動物園和水
族館應成為催化劑，幫助這些有
需要的社區發揮其全部潛力。

我們的承諾是促進和支持有助於
減少貧困的保育活動。

消除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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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 Joan de la Malla  |  Barcelona Zoo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2. 

• 全球目前有九分之一的人營養不良。

• 在發展中國家，有6600萬小學兒童餓著肚子上課，非洲就
有2300萬。

• 全世界有5億個小農場大部分仍靠雨水灌溉，卻提供了發
展中國家大部分地區所需食物的80％。投資小農戶是增
加最貧窮人口的糧食安全和營養以及當地市場糧食生產
的重要途徑。

• 自1900年代以來，大約75％的農作物多樣性已從農民的
土地上流失。更好地利用農業生物多樣性可有助於提供
更多營養的飲食，增強農業社區的生計，並確保更具適應
力和永續性的農業系統。

關鍵事實與數據

建議
1. 發展教導遊客園藝技巧的計畫。

2. 如果您的組織有農地，請談論健康食品和永續農業。

3. 出售幼苗、種子和園藝設備。 

4. 使用植物性食品提供餐飲服務，並確保動物產品的來源
是永續的。

個案研究
Zurich Zoo – Masoala Madagascar  
https://www.zoo.ch/en/conservation-animals/conservation-
projects/masoala

Philadelphia Zoo Cropbox 
https://thephiladelphiacitizen.org/philadelphia-zoo-cropbox/

Zoo Heidelberg – 
Exposition about meat consumption 肉類消費博覽會
https://www.zoo-heidelberg.de/zoo-erleben/
entdeckerstationen/ausstellungen/ 
(only in German - more information can be 
provided; Resources: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
article/meat-and-environment/

動物園和水族館的遊客連結計畫
可以支持個人和家庭建立自己的
美食花園。這可通過針對小型團
體或整個社區的外展或在地計畫
來完成。

這些計畫可以展示如何使用自然
方式驅除花園中的害蟲，例如：使
用自然掠食者對付食用農作物的
昆蟲。

通過種植花園，家庭可以享受自
己種植的食物，並且可以與鄰居
和其他家庭農民互動。通過贈送
種子、幼苗、想法和建議，動物園
和水族館可以促進社區內部和社
區之間的夥伴關係與合作。

Photo:  龜正在吃 Philadelphia Zoo 作物箱裡栽種的萵苣  |  Philadelphia Zoo
© Photo by Miana Jun and Anthony Lasala, 

終止飢餓
我們的承諾是促進和支持
永續農業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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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是確保所有年齡的人都享有
健康的生活並促進其福祉。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3.

良好的
健康與福祉

身體健康是生活品質的基礎。意識
到良好的健康能間接增加個人對
周遭環境的正面影響力也同樣的
重要。參觀動物園或水族館這件事
應該要能增加遊客的生活福祉。

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仍然存在不
平等現象，這意味著人們仍在承受
非必要的苦難和死於可預防的疾
病。由於WAZA成員的工作範圍非
常廣，我們能夠在解決這些不平等
問題上發揮作用，並專注於被忽視
的人群和地區。

當生態系統退化時，它喪失了減輕
污染負面影響的能力，並增加病蟲
害的發生率。此外，許多現代藥物
起源於生物製品，許多傳統藥物更
來自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健康的生
態系統支持健康的人們。

• 至少有4億人沒有基本醫療保健。

• 受過教育甚至只有小學教育的母親的孩子，比
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的孩子更有可能生存。

• 預期壽命最短和最長的國家之間存在31年的
差距。

• 不安全的飲用水、不安全的衛生條件和缺乏衛
生仍然是造成全球死亡率的主要因素，2016
年造成約870,000人死亡。

• 每年有700萬人死於暴露於污染空氣中的微
細顆粒。

關鍵事實與數據

建議
1. 在您的機構中提升員工和遊客對良好健康以

及健康、永續性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的意識。 

2. 在您的餐飲服務中提供健康、永續的選擇。

3. 採取安全措施，以減少組織的傷害和死亡。

4. 支持與減少空氣、水和土壤污染有直接聯繫的
生態系統恢復計畫。

個案研究
Thriving Together Margaret Pyke Trust 
https://thrivingtogether.global/supporters/ 

Two Oceans Aquarium Smart Living 
Outreach Program
https://www.aquarium.co.za/content/page/
outreach-smart-living

Photo: 智慧生活挑戰區  |  Two Oceans Aqu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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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園和水族館應努力為學生、遊
客和更廣泛的社區提供現場和線
上優質的學習體驗。動物園和水族
館應將支持教育的新方案納入其
保育工作中，包含增強婦女和女童
的權利、包容性的教育倡議以及協
助教育工作的政策和法律。

動物園和水族館為多樣化的群眾
提供教育/學習計畫。動物園和水
族館的教育設施應設計為所有人
都能使用。

關於永續發展的主題可以有創意
地包含在許多教育計畫或遊客體
驗訊息的課程中。動物園和水族館
應設計創新的遊客體驗和學習材
料，以促進永續發展目標的學習成
果，並且通過多方組織提供線上學
習機會，讓這些訊息和學習機會可
以廣泛傳播。

創意工作機會、實習和工作學習機
會也都是提供學生接受優質教育
的機會，並培育他們具備勞動力。

• 全球有5700萬兒童失學。

• 在2016年，最不發達國家的小學只有34％
有電可用。

• 在發展中國家，四分之一的女孩沒有上學。

• 全世界有1.03億青年缺乏基本的識字能力。

1. 為所有遊客提供包容性機會，無論其認知、
身體能力或性別、社會、文化、種族或經濟背
景如何。

2. 發展可以確實解決永續性問題的教育計畫。

3. 與學校、大學和其他機構發展夥伴關係，以
提高教育內容、方法、研究和涵蓋程度。

4. 評估您的教育工作對永續發展目標的影響。

關鍵事實與數據

建議

我們的承諾是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
教育並為所有人提供終身學習機會。

個案研究
Zoofari at New Zealand Zoos
紐西蘭動物園界的「造訪動物園Zoofari」計畫：
透過夥伴關係獲紐西蘭Warehouse集團經費支持，讓
弱勢學校成員能參訪包括奧克蘭動物園、漢米爾頓動物
園、威靈頓動物園及奧拉娜野生動物園
https://wellingtonzoo.com/schools/the-warehouse-
zoofari/ 

Buin Zoo- The Great Ecological Adventure
https://www.buinzoo.cl/colegios/visitas-educativas/

Two Oceans Aquarium Young Biologists Program
https://www.aquarium.co.za/blog/entry/amazing-
young-biologist-course-sponsored-by-de-beers-
marine-october-2018

優質教育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4.

Photo: Warehouse 造訪動物園計畫  |  Wellington Zoo

16



我們的承諾是通過商業運作、保育/社會
投資、教育、社區參與和夥伴關係來支持
賦予婦女和女孩權力。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5.

性別平等

• 在全職員工中，男性的平均收入比女性高約三分
之一。

• 男性佔全球研究人員的70％以上。

•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
《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以目前的速度縮小性別

差距將需要108年，而在經濟和政治平等領域的
差距最大。

• 最近的研究（Credit Suisse 2016 / McKinsey 
and Co）發現，讓女性擔任領導職務和公司董事
會對公司的財務業績有正面影響。

建議

個案研究
Niassa Lion Project
https://wildnet.org/wildlife-programs/lion-niassa/

Proyecto Titi 哥倫比亞棉頭絹猴保育計畫
https://www.proyectotiti.com/en-us/ 

Ocean Wise Ocean Literacy and Leadership
海洋智慧、海洋素養與領導計畫：此計畫培育女性及孩童為
海洋保育發聲
https://www.aquablog.ca/2019/07/ocean-literacy-and-
leadership-camp-teaches-young-b-c-women-ocean-
advocacy-activist-skills/  

動物園和水族館具有獨特的地位，
可以透過主動促進與塑造多樣性和
性別的平等，來影響遊客、員工和社
區。

隨著越來越多比例的婦女進入動物
園和水族館的職業，水族館和動物
園為其女員工提供同等的報酬、保
護和行動自由是很迫切的。

高層管理人員性別平衡較好的公司
在財務方面的表現更好，並且更有
可能僱用相信公司任務和策略的員
工。動物園和水族館有機會培養和
鼓勵婦女擔任領導職務。

為了使保育工作持久且有效，應照
顧並支持社區的社會經濟狀況。支
持賦予婦女和女孩權力的計畫不僅
有助於保育工作，還可以增強社區。
動物園和水族館在鼓勵保育計畫中
納入賦予婦女和女孩社會經濟方面
的權力方面，處於有利地位。

關鍵事實與數據

1. 將性別平等和多樣性納入您組織的價值觀和策略
計畫中。

2. 確保您的組織對婦女和女孩是安全的工作場所。

3. 為婦女提供機會，使其有效參與組織各個層面的
決策和成長。

4. 制定實地保育計畫，為婦女和女童提供參與的機
會，提供就業機會並平等地獲得經濟資源和信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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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是積
極促進行動和行
為，以幫助所有人
以負擔得起的方
式獲得安全的飲
用水和衛生。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6.

建議
1. 確保受人類照管的動物能夠永久獲得清潔

的飲用水。

2. 確保遊客和工作人員有飲用水和適當的空
間以保持個人衛生。

3. 在組織所有運營中發展永續的水管理，促進
明智的消耗政策、水資源回收及減少現場的
水污染。

4. 為組織發展水足跡計畫。

個案研究
Sao Paulo Zoo, Brazil
聖保羅動物園自開放以來已接待了9000萬遊客，是拉丁美
洲第一家獲得 ISO 14001 認證的動物園，彰顯該動物園積
極地避免和管控其活動對環境的影響。該園利用植物處裡
廢水，包含來自公共廁所、行政區域和園內其他運營產生
的水，處裡容量達40萬公升，這些水可再用於清潔設施、給
蓄水層充電以及在短缺時存放在備用水箱中。該系統的整
體管理確保了湖泊的水再循環，避免淤泥的積累和藻類的
形成。從處理後的水中抽出的乾污泥被送到堆肥站，堆肥
用於園內動物的糧食和飼料生產區。這些構成了永續發展
的良性循環，為動物、濕地、遊客，合作者以及整個園內的
運營帶來了福祉。

Zoo Zurich – Masoala Madagascar 
https://www.zoo.ch/en/conservation-animals/
conservation-projects/masoala

Cheyenne Mountain Zoo Water Neutrality
https://coloradotu.org/blog/2020/2/cheyenne-
mountain-zoo-becomes-water-neutral-with-tu-
partnership

準所需的水量來計入水的消耗。作為指標，
它還允許在動物園或水族館的所有區域以
及運營中納入水資源管理。確定水足跡後，
組織應努力維持或減少對淡水的使用。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向遊客和社區演示如何
管理水資源，通過自己組織運作確保水資源
的質量、可用性和永續利用。他們可以在遊
客和社區中推廣永續消耗的新方式，從而有
助於在人們的家中和日常生活中推廣節約
用水。

動物園和水族館的重要職責是提供工具和
資源，以便遊客和社區可以在日常活動中採
取與水資源和廢物的消耗、使用和排放有關
的正面做法。

人口增長、資源過度消耗和氣候變遷正在影
響所有自然生態系統，尤其是那些集中了地
球上大部分生物多樣性、依賴淡水的自然生
態系統。

所有動物園和水族館都應定義其「水足跡」
為優先事項。該指標定義了用於生產組織的
商品和服務的淡水總量。水足跡根據產生產
品或服務時所使用的水的來源（地表、地下
或雨水）以及稀釋產生的污染物到可接受標

淨水與衛生 關鍵事實與數據
• 人類活動產生的廢水中有80％以上未經處

理就被倒入河流和海洋，從而造成水源和地
球生態系統的污染。 

• 大約有24億人無法使用基本的衛生服務，例
如廁所。

• 從地球的河流、湖泊和含水層提取的所有水
中，大約70％用於灌溉農作物。

• 水資源短缺嚴重影響了全球40％以上人口
的生活質量，這個數字預計在未來幾年還會
增加。

Photo: Two Oceans Aqu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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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是共同倡導並促進所有
人獲得可負擔得起的、可靠的、永續
的和現代的能源。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7. 

可負擔的
潔淨能源

建議

• 能源部門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主要來源。

• 全球13％的人仍然無法獲得現代電力。

• 將近30億人無法使用乾淨的烹飪設施，而是依靠
生物質或煤炭作為主要烹飪燃料。

關鍵事實與數據

1. 認識到使用永續能源或減少能源消耗對永續未來
的重要性。

2. 採用可再生能源，並儘可能使用碳中和產品。

3. 告知遊客、會員和更廣泛的社區使用永續能源的
好處。

4. 在組織的策略規畫中測量能源效能。

能源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甚至傳統
上被認為是天然的物品（例如食物和飲
用水）都與能源有關，無論是農藥、生產
還是保護與遞送物品給最終使用者的
運輸、包裝等。

現今人們消耗的大部分能量都是不可
再生的，並且來自煤、石油和天然氣等
碳基燃料。

WAZA成員應考慮其能源使用並在地
促進永續能源使用。透過專注於能源消
耗，WAZA成員將節省金錢，以身作則，
並減少其碳足跡。

個案研究
Detroit Zoo power project 
https://detroitzoo.org/press-release/detroit-zoo-to-meet-
100-renewable-energy-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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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已將最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成長率目標定為
7％，到2030年所有男女都將獲得充分且正經的
就業。動物園和水族館是其社區積極的經濟貢獻
者，對經營的區域及支持保育計畫的社區的經濟
成長有獨特地位。

經濟增長應納入整體運營和保育行動計畫中。組
織內以及作為野外保育計畫的一部分所提供的工
作應公平正經，其工作環境應安全可靠。

動物園和水族館最適合以身作則來展現經濟成長
與環境資源永續利用及保護勞動者能和諧發展。

1

Parque das Aves, Brazil
巴西鳥類公園的採購政策優先考慮使用本
地和有機產品作為動物飼料及餐廳配料。
通過社會融合計畫，他們支持促進瓜拉尼
社區、醫院、學校和兒童營養中心的福祉。
其他行動旨在減少內部不平等，包括全面
性的員工健康計畫、為員工提供因應需求
和意外事件的無息貸款、象徵性支付每月
3.6美元的員工餐費以及所有員工免費參
加英語課程。

•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
2000年的4.4％下降至2019年的3.0％，預計到
2020年將保持不變。

• 世界人口的10％以上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

• 2018年全球失業率為5.5％，超過1.92億人失業。

關鍵事實與數據

建議
1. 確保組織制定對經濟負責的公平工作政策。

2. 將青年就業納入該組織的業務策略。

3. 保護員工權益，並為所有人創造安全的工作環境。

4. 支持創造尊嚴勞動和永續經濟發展機會的保育計畫。

個案研究

我們的承諾是確保我們的商業和就業
活動支持當地經濟和永續增長。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8.

尊嚴勞動與
經濟發展

25Photo: 瑪堤尤薩姆斯島Moko Kākāriki綠寶石守宮及Ngāhere林守宮監測  |  Wellington Zoo



投資在運輸、灌溉、能源、信息和通訊
技術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對實現永續
發展和增強社區能力是很重要的。

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透過貢獻於促
進永續運輸、改善組織的能源效能、
設計綠建築、降低碳強度和排放量以
及支持創新技術等來實現這一目標。

作為永續發展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要
通過創新來支持建設高質量、永續、
可靠和有彈性的基礎設施，以確保隨
著工業化的發展，沒有任何人會落
伍。特別是在研究和技術方面，支持
創新發展的潛力是巨大的，不僅是使
用組織地點作為測試平台，而且還可
以從中獲益以更好地管理野生動植
物保育。

• 對於許多非洲國家，尤其是低收入國家，基礎設施的限制
降低了約40％的公司生產率。

• 製造業是主要的雇主，2009年在全球創造了約4.7億個
工作崗位，約佔全球29億勞動力的16％。據估計，2013
年製造業有超過10億個工作崗位。

• 工業化的就業倍增效應對社會有正面的影響。 製造業的
每個工作都會在其他部門創造2.2個工作。

1. 在動物園或水族館內及保育研究中，透過與研究機
構合作測試新技術以支持創新。

2. 在當地社區和您的組織內支持並實施任何循環經
濟計畫。

3. 調查提供更多永續的運輸選擇和其他清潔技術。

4. 針對新建築，尋找一項能執行的永續建築認證。

關鍵事實與數據

建議

個案研究
Wildlife Reserves Singapore Rainforest Lumina
https://rainforestlumina.wrs.com.sg/#main

Taronga Conservation Society Australia
https://taronga.org.au/education/taronga-institute-of-science-
and-learning 

Ocean Wise, Vancouver Aquarium:  
這項運動始於2006年，當時建造了第一座獲得LEED金牌認證的綠
建築，並於2009年持續致力於按照國際標準 ISO 14001 對我們的
環境計畫進行認證。過程中，溫哥華水族館成為世界上第一家建造
LEED®金牌建築的水族館並在環境計畫中獲得ISO 14001認證。
https://www.vanaqua.org/about/sustainability

我們的承諾是建立基礎設施，促進
包容性和永續成長以及扶植創新。

工業、創新與
基礎建設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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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是減少國家內部和
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0.

減少不平等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採取行動去減少全球和
本地不平等現象。

全世界基於收入水平、性別、年齡、殘疾、性
取向、競賽、社會階層、種族、宗教和獲得機
會的不平等現象仍然存在。如果排除了世
界人口的任何部分，將無法實現永續發展。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成為減少不平等現象的
有力領導者。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辨認、了解
和理解與當地社區不平等現象產生有關的
重要議題。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是具有透明管理體系的
組織，表現出對人權的承諾，並遵守環境、
就業和稅法以及對社會資金的保護。 

所有保育計畫都應該是一個機會可以重建
社區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促進當地社區有
更好的做法，並幫助確保在某個地區能夠
生存的條件和環境。

每個動物園和水族館都應制定內部政策，
建立明確的目標和程序以確保平等就業機
會、公平地選擇員工、職業發展、培訓、工資
和工作條件、公平的工作時間表以及工作
與家庭生活之間的和諧。重要的是建立內
部透明的程序，以防止可能導致不平等現
象的腐敗行為，並制定政策以確保員工獲
得有尊嚴的生活工資。

• 多達30％的收入不平等是由於男女之間
家庭內部的不平等。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
以低於中位數收入一半的薪水生活。

• 1990年至2010年間，發展中國家的收入
不平等程度平均增加了11％。

• 由於缺乏工作機會，移民人口、殘疾人和其
他有狀況的社會群體的福祉和生活質量大
大惡化。

關鍵事實與數據

建議
1. 在組織中採取平等政策，為所有人提供就

業機會，無論其個人特徵如何。

2. 建立透明的內部流程，以防止直接影響平
等的腐敗行為。

3. 在動物園或水族館的入口建立包容性的價
格政策或無障礙設施。

4. 將社會因素納入保育計畫中來提升當地社
區未來福祉的能量。

個案研究
Woodland Park Zoo, Seattle USA
林地公園動物園制定了員工選拔政策，旨在確保員工組
成能反映其所屬城市的人口。這是一項公平政策，目的是
確保組織合作者所代表的種族和文化多樣性能夠反映西
雅圖的官方數據。

Photo: 美洲豹  |  Loro Pa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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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是使城市和人類居住地
具有包容性、安全性、彈性和永續性。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1.

永續城市
與社區

城市是思想、商業、文化、科學、生產力、社
會發展等等的樞紐。城市盡其所能使人們
在社會和經濟上取得進步。但是，如何在維
持城市以繼續創造就業機會和繁榮的同時
又不佔用土地和資源上則有許多挑戰。

動物園和水族館有責任在其附近及野生環
境中保護生物多樣性。擁有各種各樣的物
種讓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透過進行野生動
植物保育和研究，並提高民眾意識該工作
對城市社區的重要性，來實現這一目標。

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透過在當地社區中積
極倡導和擁護永續廢物管理，同時在組織
運作中以「說到做到」的方式來做出貢獻。

WAZA大多數的成員都在其場地內種有廣
闊的景觀和綠地，提供城市良好的空間。作
為社會整體的一部分，動物園和水族館應
在未來建設永續城市中發揮作用。

• 至今，全球一半的人口（35億人）生活在城市中。 
到2030年，全世界將近60％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
地區。

• 至今有8.28億人居住在貧民窟，而且這個數字還
在不斷增加。

• 世界城市僅佔地球土地的2％，但卻佔能源消耗的
60-80％和碳排放的75％。快速的城市化對淡水
資源供應、污水、生活環境和公共衛生造成壓力。 
但是高密度的城市可以帶來效能收益和技術創
新，同時減少資源和能源消耗。

• 2016年，估計有420萬人死於嚴重的空氣污染。

關鍵事實與數據

建議
1. 積極關注與永續發展成果相關的城市治理與管理。

2. 與當地社區合作保護您所在城市的自然遺產。

3. 鼓勵遊客用永續的交通方式前往動物園和水族館。

4. 成為展示社區永續機會的樞紐。

個案研究
Chester Palm Oil Project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
merseyside-47482727 

Ask for Choice
https://www.stuff.co.nz/business/83148479/new-zealand-
zoos-ask-for-choice-on-palm-oil-labelling 

Photo: 座落於密西根湖畔雪德水族館  |  Shedd Aqau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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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ZA與那些尋求減輕棕櫚油及林業對環境
和社會影響的組織合作，承諾與聯合國環境署

（減少運營中的一次性塑膠）、RSPO（永續棕
櫚油圓桌會議）和FSC（森林管理委員會）建立
夥伴關係，以鼓勵動物園和水族館消除一次
性塑膠並從RSPO或FSC中尋求產品認證的
供應商。藉由購買經過認證的產品，動物園和
水族館可確保其價值鏈的上游流程已納入。

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購買FSC或RSPO認證
的產品，確保使用的產品對野生動植物及其
周圍的棲息地和社區的影響較小，作到「言行
一致」，向遊客和社區展示他們認真對待棲地

我們的承諾是通過改變我們生產和
消費商品及自然資源的方式，以更
少的錢做更多、更好。

動物園和水族館應該對如何採購、如何丟棄
物品以及如何與工作人員、遊客和社區溝通
的方式負起責任。

價值鏈（ value chain ）是指產品或服務的整
個生命週期，包括採購、生產、消費和處置丟
棄過程。更了解動物園和水族館的價值鏈是
理解負責任消費和生產重要的第一步，能使
動物園和水族館及其供應商和合作夥伴共
享訊息並影響他們，能控制風險並確保以最
環保的方式處置所使用的產品。動物園和水
族館應該要確定價值鏈的改變都能改善系
統的環境和社會影響。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2.

責任消費
與生產

Photo: 垃圾場清攤活動  |  Two Oceans Aqu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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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到2050年世界人口達到96億，我們將
需要三個星球的資源來維持我們目前的生
活方式。   

• 世界各地使用節能燈泡，全世界每年將節省
1200億美元。

• 每年估計所有糧食中有三分之一是浪費的，
相當於13億噸，價值約1萬億美元。

• 食品部門約佔全球能源總消耗量的30％，約
佔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22％，主要來自森林
向農田的轉化。

• 每年約一半的塑膠產量用於一次性產品。

• 全球人類每分鐘購買約一百萬瓶水。

關鍵事實與數據

建議
1. 制定永續的採購政策，其中應考慮產品的生

命週期和處置。該政策應納入採購的環境和
社會影響。

2. 到2023年，至少有50％的WAZA成員應承諾
在零售、購買和消費中使用CSPO認證的永續
棕櫚油。

3. 到2023年，至少有50％的WAZA會員應通過
FSC（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生產商採購其
70％的木材和紙製品。

4. 到2023年，所有WAZA成員中至少有50％將
從其運作中淘汰（或至少正在淘汰）一次性塑
膠（聯合國環境署備忘錄目標）。

        https://www.waza.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

WAZA-short-guide-final-online.pdf

個案研究
Cheyenne Mountain Zoo Palm Oil Index
http://www.cmzoo.org/index.php/conservation-matters/
palm-oil-crisis/ 

Wellington Zoo FSC Project
https://fsc.org/en/news/sustainable-magic-wellington-
zoo 

They’re Calling on You Project (Zoos Victoria, Orana 
Wildlife Park and Taronga Conservation Society 
Australia) 
https://www.zoo.org.au/theyre-calling-on-you-phones/ 

Ocean Wise, Vancouver Aquarium: 
永續採購。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減少了一次性塑膠的使用，
並採購了更多新的環保產品。
https://www.vanaqua.org/about/sustainability

退化，並正在採取行動以選擇負責任的採購
產品來防止這種退化。

全球動物園和水族館的購買力非常重要，我
們可以共同努力積極影響商品和服務的供
應商，讓他們改採取永續的做法。動物園和
水族館與RSPO和FSC一起購買，可以考慮
使用海洋管理委員會認證的海鮮，舉辦更多
素食活動或減少現場的肉類消費，並將負責
任的消費標準納入餐飲合約中。

Photo: Wellington Zoo FSC Project  |  Wellington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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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是吸引遊客和遊說政府採取
緊急行動以對抗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3.

氣候行動

氣候變遷正日益成為影響生物多樣
性和永續發展的關鍵基礎因素。氣候
變遷的主要原因是人為引起的，因此
與人、社區和政府有多重聯繫的動物
園和水族館非常適合推動改變。

全球二氧化碳的增長率從1960年代
早期至今幾乎增加了四倍，且沒有下
降的跡象。現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
量比工業化前的高40％。

2018年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關於氣候變遷的報告預測，

僅2°C的全球暖化將觸發13％的陸
地面積經歷生態系統轉變，並喪失
18％昆蟲、16％植物及8％脊椎動物
的生物多樣性。

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在影響遊客及
社區中領導組織改變行為方面發揮
重要作用。動物園和水族館也應減少
營運的碳排放，並致力轉用可再生能
源和其他永續方法。

• 世界氣象組織的分析顯示，2013年至2017年之
間是有記錄以來的最高五年平均全球氣溫。

• 世界計量組織指出，2016年全球海冰面積下降至
414萬平方公里，是有記錄以來的第二低。

• 世界繼續面臨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北大西洋
颶風季節是災損最高紀錄）以及溫室氣體濃度不
斷上升。

關鍵事實與數據

建議
1. 與地方當局一起制定氣候行動目標。

2. 將氣候變遷措施納入您的組織政策，包括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的目標。

3. 讓遊客、社區和工作人員認識可以緩解氣候變遷、適應
和減少影響的措施。

4. 讓遊客、社區和工作人員認識動物園或水族館正在幫
助緩解氣候變遷的計畫及工作。

個案研究
Zoos Victoria the world’s first carbon neutral zoo.
https://www.zoo.org.au/fighting-extinction/sustainability

Wellington Zoo the world’s first carboNZero certified zoo.
https://wellingtonzoo.com/news/wellington-zoo-leads-the-way-for-
the-planet-with-carbonzero-certification-2/

Antwerp & Planckendael Zoos – Championing for the climate
https://www.zooscience.be/en/stories/
championing-for-the-climate/ 

Korkeasaari Zoo, Helsinki - Towards Carbon Neutral
https://youtu.be/BVIpDfmbS7g

Photo: 紅毛猩猩  |  Chester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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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是保育和永續利用海洋和
海洋資源以促進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4.

海洋生態

動物園和水族館在海洋管理可以扮演一個重
要的角色，因為它們的做法可以直接或間接地
對海洋生物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動物園和
水族館應考慮合理利用資源和廢物管理，以減
少對海洋和河流系統的影響。當遊客和合作夥
伴採取水資源友善的做法時，有效的宣傳運動
可以對海洋和水域產生積極影響。

動物園和水族館會產生大量的固體和液體廢
物。廢物管理的關鍵在於確保其不會進入最終
排入海洋的水體。應減少使用塑膠，若無法減
少應回收或再利用。應在遊客和員工區域提供
回收利用的機會。此外，應提供遊客和工作人
員有關所用化學藥品、清潔產品和肥料的訊
息，讓他們能在家中做出對海洋友善的選擇。

大多數動物園和水族館都採購一些源自海洋
的產品，例如：供人類或動物食用的海鮮，或源

Photo: Two Oceans Aqu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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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確保使用對環境影響最小的技術，永續地採集

所有來自海洋的產品。

2. 用海洋管理委員會之類的生態認證作為海鮮消
費的依據。

3. 向遊客和社區傳達保護海洋和淡水生態系統的
重要性以及對購買永續海洋產品的承諾。

4. 支持以海洋為基礎的組織夥伴關係，並公開支
持建立海洋保護區。

個案研究
Monterey Bay Aquarium Seafood Watch
https://www.seafoodwatch.org/

SAAMBR Penguin Promises
https://www.saambr.org.za/#conservation-penguin   

Edinburgh Zoo Scottish Beavers project 
https://www.rzss.org.uk/conservation/our-projects/project-
search/field-work/scottish-beavers-project/

Ocean Wise, Vancouver Aquarium Research projects
https://research.ocean.org 

• 海洋覆蓋了地球表面的70％。地球上所有
水的97％是在海洋中發現的。 

• 海洋中的微小植物產生了我們呼吸的氧
氣的一半以上。 

• 海洋大約吸收了人類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30％，有助於緩解氣候變遷。

• 海洋驅動氣候和天氣模式並調節溫度。

• 來自海洋的食物提供超過10億人主要的
蛋白質來源。

• 超過30億人依靠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
為生。

• 海洋和沿海資源及產業的市場價值估計
為每年3兆美元。

• 海洋是各種生物的家園，目前已發現近
200,000種。

• 世界上超過70％的漁業已被完全利用或
過度利用。

• 海洋中90％的大型掠食性魚類已被捕捉。

• 在世界海洋中，每年有7千萬到1億隻鯊魚
被殺死。

• 每年約有900萬噸的塑膠污染進入海洋。

• 世界約20％的珊瑚礁正在死亡。

• 自1900年以來，海平面每年以大約3毫米
的速度上升。

• 海洋酸化常常以我們尚不了解的方式直
接或間接地對海洋物種造成負面影響。

關鍵事實與數據自魚類的動物飼料（例如粒料）。應調查這些產
品的來源，包括物種的保育狀況、產品的收穫
方式以及產品的來源，盡可能用生態認證作為
產品的選擇。如果可以，應採購當地永續捕撈
的海鮮。

因為淡水和海洋生態系統之間的聯繫，陸地上
的活動顯然可以對海洋產生負面影響，例如，
海洋酸化與二氧化碳的排放直接相關。因此，
動物園和水族館可限制使用化石燃料來幫助
減少酸化。

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透過支持致力於海洋保
育的組織和政府關於海洋保護區（MPA）的建
議來提供幫助，應告知遊客和社區海洋保護區
在海洋保育中的重要性。此外，還有許多機會
為遊客和社區提供清晰的訊息，說明有關海洋
面臨的挑戰以及如何透過負責任的選擇解決
這些挑戰。海洋也是奇蹟的來源，雖然神秘但
受到許多人的喜愛，這種特殊性可以成為強調
海洋奇蹟的溝通催化劑，激發人們的關心，同
時為他們提供採取積極行動的工具。

除非立即採取行動，人類將因破壞生命起源的
海洋系統而冒著嚴重危害地球生命的風險。關
於永續發展目標14，動物園或水族館最重要的
一個動作是使人們認識到每個人都與海洋相
連，他們的選擇可以幫助或傷害海洋生命。

Photo: Two Oceans Aqu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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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是保護、恢復和促進陸地
生態系統的永續利用，永續管理森林，
打擊森林砍伐，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
以及制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5.

陸地生態
所有物種的生存都依賴於健康的生態系統，但
地球正迅速到達一個自然環境及其生物多樣
性將會不可挽回地衰退的臨界點。

棲地的喪失是對依賴森林、濕地、熱帶草原和
淡水系統的陸地物種的威脅。根據諸如國際保
護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和世界野生
動物基金會（WWF）的地球生命力指數（LPI）
等被看重的指數來對脊椎動物的野生族群進
行評估和監測，顯示在過去的40年中脊椎動
物物種下降了58％。這些指數可以被視為對
世界生態系統現狀的公正反映，並支持族群下
降的最普遍威脅是由於不永續的農業和伐木
造成的棲息地喪失和退化等其他研究發現。

Photo:  © Jason Brown, 長頸鹿  |  Marwell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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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園和水族館為世界各地的域內和域外
保育計畫做出了重要貢獻，且可能更需要
全球聯合的「整合保育」來確保物種保育。
這種方法應考慮物種選擇、現有棲地保育
到集體遊說和倡導發展新的棲地以適應氣
候變遷的影響等幾個面向。動物園和水族
館在人類照養下維持野生動物以及支持其
福利的飼養專業知識上是共通的。動物園
和水族館大多從區域角度協同工作，以協
調物種規劃和物種族群管理，以維持可存
續的血統。

物種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速度驚人，且將
繼續直到人類從不永續的行為和做法轉變
為考慮和重視自然環境的方式來重新定義
其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必須優先進行保育
工作，以最大程度地影響棲地和物種，並考
慮到沒機會適應環境的受困物種的轉移和
復育。

• 在過去的5,000年中，全球50％的森林已經
消失。

• 森林僅占我們陸地面積的30％。

• 所有陸生動植物物種中有80％依賴於剩餘
的森林。

• 約有16億人依靠剩餘的森林謀生。

• 世界上將近75％的貧困人口直接受到土地
退化的影響。

• 大規模的商業農業是造成森林砍伐最普遍
的驅動力。

• 22％的已知陸生動物物種有滅絕的危險。

• 儘管採取了協調一致的保育工作，但野生生
物的盜獵和販運仍繼續造成物種減少。

• 生物多樣性是全球生態系統服務的基礎，為
人類帶來多種利益和福祉。

• 據估計，昆蟲和其他花粉攜帶動物對全球食
品經濟的價值每年超過2000億美元。

關鍵事實與數據 個案研究
Zoos South Australia  – Red tailed Black cockatoo
https://www.zoossa.com.au/conservation-programs/
red-tailed-black-cockatoo/  

ZSL – Look After Garden Wildlife
https://www.zsl.org/conservation/get-involved/look-after-
garden-wildlife 

WRS – Javan Gibbons
https://www.wrs.com.sg/en/conservation/our-work/
conserving-javan-gibbons-habitats.html

Nordens Ark – Amur Tiger
https://en.nordensark.se/conservation/amur-tiger/ 

ZSL – Kenola Sending 
https://www.zsl.org/conservation/regions/asia/kelola-
sendang-%E2%80%93-protecting-sumatran-tiger-habitat 

Orana Wildlife Park - Whio Recovery Programme
https://www.doc.govt.nz/news/media-releases/2019/
endangered-whio-gain-more-ground-at-big-wainihinihi/ 

WAPCA as a joint initiative of zoos worldwide
https://www.wapca.org/

Ocean Wise, Vancouver Aquarium– Amphibian 
conservation project
與當地政府的兩棲動物復育小組合作，每年將大約1400隻
俄勒岡發現的青蛙和北方豹青蛙釋放回特定的釋放地點。 
https://www.aquablog.ca/2019/04/28355/

建議
1. 透過讓保育活動與產生多重利益的項目相結

合，支持陸地和淡水生態系統，還有社會、環
境和生態。

2. 提供包含授粉者和害蟲防治物種在內的原生
無脊椎動物城市綠洲棲息地，譬如種植合適
的食物及庇護所物種，或者提供授粉者（如在
地蜜蜂）築巢基礎設施。

3. 進行聯合活動和共享知識資源，促進關係並
與其他保育組織合作。

4. 進行應用的域外研究，提供發起野外保育所
需的資訊。

Photo: 彩面山魈  |  Zoo Ostr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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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是各階層建立有效、
負責和包容的機構。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6.

和平、正義
與健全的制度

為了實現永續發展，必須有穩定、人權平等、和
平與有效的治理。動物園和水族館所在的某些
地區享有政府的和平與穩定。但是，並非所有
WAZA成員在其運營的地區是這種情況，這可
能導致不安全的運營環境、腐敗和賄賂。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16和WAZA成員相
關的是對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的控制。動物園
和水族館有責任注意並盡一切所能確保進入
或離開組織的動物是透明且符合道德。

作為全球組織的一部分，WAZA成員有能力阻
止、制止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動物園和水族
館應確保典藏動物的血統，並宣導遊客和社區
不參與非法的野生動植物貿易活動。動物園和
水族館應為打擊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的政府
政策提供訊息和動機，並支持相關國際政策。

WAZA成員必須確保我們遵守《瀕危野生動植
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的貿易法規，以
及野生動植物貿易及任何與貿易相關的國家
或國際法律。動物園和水族館還應透過捐款和
遊客宣導來支持反非法野生生物貿易組織，例
如TRAFFIC和Monitor，以及其他正在努力制
止全球非法動物貿易的組織。

WAZA成員需要確保WAZA是透明且管理良
好的組織。所有成員都應積極參與WAZA的民
主進程，包括投票選舉代表，參加會員大會或
派遣代表以確保自己的聲音被聽到。對代表進
行提名和投票也可以確保WAZA理事會具有
包容性，包括增加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
代表人數。

動物園和水族館「在不傷害所照顧的動物、自
然環境以及個人和社區」的精神下運作是很
重要的。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有所作為，例如
確保具包容性、考慮其社區並歡迎所有人來參
與。動物園和水族館應確保它們遵守貿易法
規，僅從信譽良好的組織引進動物以中斷非法
的野生動植物貿易，且應參加我們的民主過程
並要求WAZA負責確保透明和管理良好的會
員團體。

Photo: 蜜蜂與蜂蜜採集  |  Akron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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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的估計年價值
為70-230億美元。

• 2018年，WAZA會員動物園和水族館中只有
17％由女性經營。

• 全世界將近五分之一的公司報告他們在進行
監管或公用事業交易時，至少收到一份賄賂
請求。

關鍵事實與數據

建議
1. 擴大和加強開發中國家機構對WAZA成員資

格和治理的參與。

2. 透過確保所有新引進的動物都有可追溯的血
統，積極參與減少全世界非法動物交易。

3. 在需要加強在地或國際法律（例如動物福利
和動物販運法律）時提出倡議。

4. 促進決策的誠實和透明，並積極參與WAZA的
民主過程。

個案研究
Wildlife Witness App
http://www.wildlifewitness.net/ 

NZ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for reporting 
offences against native wildlife
https://blog.dc.govt.nz/2018/12/16/the-dos-and-donts-
of-interacting-with-nzs-native-wildlife/ 

Buin Zoo- First zoo in the world to be B Corp Certified 
https://bcorporation.net

Photo: Auckland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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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7.

目標夥伴關係
我們的承諾是透過共同努力
產生正面變化來加強永續發
展目標的實施。

• 2017年官方發展援助為1466億美元，比2016
年實際減少0.6％。

關鍵事實與數據

1. 加強在科學、技術和創新方面的國際合作和參
與，並以共同商定的條件加強知識共享，增進
WAZA成員之間的協調。 

2. 加強國際支持，在WAZA成員中實施有效和有
針對性的能力建構，以支持所有永續發展目標
的實施。

3. 加強全球永續發展夥伴關係，輔以共享知識、
專業、技術和財政資源的多方權益相關者夥伴
關係，支持所有國家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4. 鼓勵和促進與志趣相投的組織建立有效的夥
伴關係。

個案研究
Smithsonian – Myanmar Biodiversity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blogs/conservation-
commons/2018/11/29/smithsonian-scientists-help-put-
endangered-myanmar-species-map/ 

Madagascar Fauna and Flora Group
https://www.madagascarfaunaflora.org/ 

良好夥伴關係的基本核心是用各種方式共
同收集各種資源的能力，這些資源可以共同
實現更多目標：更大的影響力、更大的永續
性和增加所有人的價值。我們可以共同實現
更多目標。

動物園和水族館可以在確保WAZA及其社
區的永續發展中發揮作用。永續發展目標
SDG17認為多方權益關係人的夥伴關係是
涉及動員及知識、專業、技術和財政資源分
享等支持各國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載
具。在WAZA成員中，已經可以建立許多全
球和本地合作夥伴關係，以擴大未來的永續
繁榮。

只有在可以證明夥伴關係方法能夠產生可
觀的附加值，產生更大的影響並為所有夥伴
帶來淨利益的情況下，才應形成夥伴關係。 
收益不應僅限於財務成果，環境或社會利益
也應包括在內。

沒有夥伴關係來幫助實現目標，將SDG框架
整合到組織中幾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夥伴關
係可以是與外部供應商、保育合作夥伴、大
學或主要政府權益相關者建立的合作。 

Photo: 圭拉鵑 Guira Cuckoo  |   Zoo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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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清單
此清單是與每項SDG相關建議的提示。可幫助您提出與建議相關想法。
但此清單並不代表全部。

您是否與每位員工討論可能的職業發展和未來計畫？
您是否有給弱勢族群的無障礙設施？
您的保育計畫是否包括經濟發展計畫？

您是否在動物園或水族館開設了針對不同級別或不同技術的園藝課程？
您可以建立一個菜園向參觀者展示如何「自行種植」嗎？
您是否通過展示如何正確照顧提供食物的家畜來展示動物園或水族館中的最佳動物做法和福利？

您是否在餐飲服務中鼓勵永續的食物選擇和低碳足跡飲食？
您是否擁有健全的健康和安全政策及程序？
您是否有允許彈性工作機會的政策？
您的組織對家庭友好嗎？

您的使命聲明和商業計畫中有概述教育和訪客學習嗎？
您的教育計畫和傳達給訪客的訊息是否有解決永續發展問題？
您的教育課程是否提供給各種受眾？
您的組織是否提供在現場和場外終身學習的機會？
您是否在野外保育計畫中納入了教育計畫？

您是否為您的組織制定了多元化政策，以確保婦女享有平等的合法權利和地位？
您的教育和遊客學習計畫是否支持賦予女孩權力，並鼓勵她們參與STEAM科目？ 

（STEAM領域為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和數學或應用數學）
您的組織政策和程序是否明確定義了工作和職涯發展？
您的保育計畫是否考慮了所在國家的性別平等？

您的動物是否永久有飲用水？
用於動物園或水族館的水是否被回收或再循環？
在接下來的五年中，您是否已經在動物園或水族館確立了減少用水的目標？
永續用水的主題是否已整合到遊客體驗，社區參與和教育計畫中？
您是否有動物園或水族館供水和管理系統的預防性維護計畫？
遊客是否可以在動物園或水族館的不同地方免費獲得飲用水？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

消除貧窮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2.

終止飢餓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3.

良好的健康與福祉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4.

優質教育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5.

性別平等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6.

淨水與衛生



策略和業務計畫中是否考慮了可再生能源？
您有能源管理計畫嗎？
您是否測量了能源足跡的輸入和輸出？
您是否已採取行動告知遊客日常生活中可再生能源的選擇？

您的組織是否為所有員工提供了安全可靠的工作環境，以及為遊客和動物提供了安全
可靠的環境？
您的組織政策和程序是否明確定義了工作和職涯發展，以便所有人都能獲得尊嚴勞動
並得到公平的分配？
您的保護計畫是否考慮了所在國家的社會經濟問題，並將經濟增長和給所有人尊嚴勞
動納入保護計畫？

您是否在設計案中納入了永續性的規格？
您是否使用生命週期成本和評估來做出購買決定？
在組織裡您是否有低碳運輸方式的選擇？
是否與任何本地夥伴或機構合作研究新技術？

您在組織中是否具有所有人都能使用的通用設計入口？
您是否與當地社區和市政當局合作創建永續發展的社區？
您是否有可供當地社區免費使用的公共區域？
您是否有關於永續生活的遊客計畫？
您的保育倡導計畫是否包括有關消費者行為的訊息？
運營供應的百分之幾來自本地生產商或供應商？

您是否有針對最低薪員工的工作發展計畫（培訓、補助金、家庭支持）？
您是否有組織性的就業融合政策或計畫？
在分配給保育行動的預算中，用於改善當地社區生活品質和福祉的投資比例是多少？
組織價值觀和政策是否包含減少不平等的承諾？
高於政府規定最低工資待遇的員工百分比是多少？ （在適用此規定的國家/地區）
您是否建立控制措施以確保行政管理避免腐敗和逃避財政義務？
您是否在動物園或水族館的入口具有包容性的價格政策或無障礙設施？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7.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8.

尊嚴勞動與經濟成長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9.

工業、創新與基礎建設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0.

減少不平等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1.

永續城市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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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檢查了所有來自海洋產品的供應鏈？
您是否適當管理廢棄物？
您是否進行了一次性塑膠審核並實施了減量的計畫？
您是否在教育和遊客計畫中納入了水資源保護的訊息？

您是否積極倡導及參與物種及其棲息地的行動？
您的教育和遊客體驗計畫是否擁護環境和棲息地？
您是否為那些考慮了物種、棲息地和社會福利等其他方面共同利益的保育計畫做出了貢獻？
您是否參與野外保育計畫以支持陸地上的生命？
您是否有專職人員進行保育計畫？

在將動物移入或移出時，您是否遵守CITES規定？
您能否有效地追踪當前動物園或水族館中所有動物以及您計劃引入動物園或水族館的
動物的血源系譜？
您如何確保組織經營不受賄賂和免於腐敗？
您是否積極參加WAZA以確保您的聲音被聽到？
您是否確保您的組織有「不造成傷害（do no harm）」的立場？

您的組織有夥伴計畫嗎？
您在本地和全球範圍內都有野外保育合作夥伴嗎？
您是否與當地社區和市政當局合作以取得永續的成果？
是否已將SDGs整合到您的專案規劃和組織的策略中？

您是否制定了永續採購政策來實現WAZA的FSC、CSPO和減少塑膠目標？
您是否為您提供或購買的一項或多項服務繪製出價值鏈？
如果您有外部餐飲供應商，您是否明確地設定了可接受的一次性塑膠使用和食物浪費程度？
您是否在努力影響供應商讓使其更具永續性？
您是否在購買物品之前考慮過將來如何處置它們？
您是否評估營運（包括餐飲和動物飼料）產生的食物浪費？

您知道您的機構如何為您的地方或國家政府的相關氣候變遷政策/計畫做出貢獻？
您是否使用遊客計畫來談論氣候對動物園或水族館物種的影響？
您是否正支持那些在抵禦極端天氣和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具有雙重緩衝作用的棲息地維護/復育計畫？
您是否確認過如何降低運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3.

氣候行動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4.

海洋生態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5.

陸地生態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6.

和平、正義與健全的制度

永續發展目標 Goal 17.

目標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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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本章節提供了建議的資源，請注意，這並不是詳盡的清單，而是本文作者
發現有用的建議：

永續發展目標概述
1.

2.

3.

4.

5.

6.

7.

8.

9.

10.

生物多樣性
11.

12.

The Atla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18 
Maps, charts, stories related to the 17 SDGs, trends, comparisons, and measurement issues using accessible 
and shareable data visualizations.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sdgatlas/index.html

Resource Libr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
Outcomes and frameworks, conferences, partnerships, events calendar and others.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resourcelibrary

The Global Goal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rand assets and guidelines, icons for the goals, films and pictures.
https://www.globalgoals.org/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ommunications Materials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logos, color wheel and 17 SDGs icon.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news/communications-material/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8
Available in 6 languages.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18

SDGs tracker: 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t all ages
Free, open-access publication that tracks global progress towards the SDGs and allo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hold their governments accountable to achieving the agreed goals.
https://sdg-tracker.org/ 

SDGs Fund Online Library
Online platform for publications with accessible content related to the SDGs.
http://www.sdgfund.org/libra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Goals Student Resources
Materials for youth.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tudent-resources/ 

How Your Company Can Advance Each of the SDGs
Ideas for companies engagements for each SDG.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sdgs/17-global-goals

How can the development goals be achieved?
Article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9/how-achievable-ar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Media release: Biodiversity and Nature’s contributions continue dangerous decline, scientists warn.
https://www.ipbes.net/news/media-release-biodiversity-nature%E2%80%99s-contributions-continue-
%C2%A0dangerous-decline-scientists-warn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Media release - UPDATED: Biodiversity and Nature’s contributions continue dangerous decline, scientists warn.
https://www.ipbes.net/news/media-release-updated-biodiversity-nature%E2%80%99s-contributions-continue-
dangerous-decline-scientists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Media release: Worsening worldwide land degradation now ‘critical’, undermining well-being of 3.2 billion 
people.
https://www.ipbes.net/news/media-release-worsening-worldwide-land-degradation-now-
%E2%80%98critical%E2%80%99-undermining-well-being-32 

Biodiversity an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feature prominently across man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associated targets. This document highlights the relevant targets. 
https://www.cbd.int/development/doc/biodiversity-2030-agenda-technical-note-en.pdf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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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關係
15.

16.

17.

氣候變遷
18.

19.

20.

21.

22.

23.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State of the Climate in 2017
Special Supplement to th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https://www.ametsoc.net/sotc2017/StateoftheClimate2017_lowres.pdf

2020 Climate turning Point,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Research
Joint analysis done by a number of organisations on action needed.
https://mission2020.global/wp-content/uploads/2020-The-Climate-Turning-Point.pdf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CSIRO), Climate Change in Australia
Information about Australia’s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climate helps industries,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ies 
plan for and adapt to a variable and changing climate.
https://www.csiro.au/en/Research/OandA/Areas/Oceans-and-climate/Climate-change-informatio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Special Report 2018
Report on the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 of 1.5°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and related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athways, in the context of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fforts to eradicate poverty.
https://report.ipcc.ch/sr15/pdf/sr15_spm_final.pdf

24.

The Partnership Culture Navigator: Organisational cultures and cross-sector partnerships
Practical guide to help users navigate the challenges of dealing with different organisational cultures when 
working in cross-sector partnerships.
https://www.thepartnering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2016/03/PC-Navigator-v1.0.3.pdf

Designing Comprehensive Partnering Agreemen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artnering Agreement Scorecard
Guide on partnering good practice that addresses a key factor in the creation of successful partnership: 
the purpose and content of partnership agreements.
https://thepartnering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Designing-Comprehensive-Partnering-
Agreements_booklet-2014_FINAL.pdf

Tools and resources for the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Curated collection of tools and resources to understand the SDGs from a whole-systems perspective, and to 
assist in making them part organisations.
http://17goals.org/tools-and-resources/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 Climate Action Now, Summary for Policy 2015.
Highlights key messages for policymakers including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global state of play of 
climate change, good practice policies,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cooperative initiatives, among other 
topics.
https://unfccc.int/resource/climateaction2020/media/1173/21789-spm-unfccc-lowres.pdf

National Oceanographic and Atmosphere Administration (NOAA), Trends in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Current data of monthly mean carbon dioxide measured at Mauna Loa Observatory, Hawaii.
https://www.esrl.noaa.gov/gmd/ccgg/trends/

How Do We Get to Zero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fographic by informationisbeautiful.net
https://www.informationisbeautifulawards.com/showcase/4451-how-do-we-get-to-zero-greenhouse-gas-
emissions

Climate Action Now: 2018 Summery for policymaker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SPM) with information from the technical expert meetings focusing on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policies, technologies, initiatives and actions, and highlights other related new developments.
http://unfccc.int/resource/climateaction2020/spm/introduction/index.html

Migratory Species and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f a Changing Environment on Wild Animals
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 is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that 
aims to conserve migratory species within their migratory ranges. The report 
https://www.cms.int/en/document/migratory-species-and-climate-change-impacts-changing-environment-
wild-animals-english-only

Scientific American (American popular science magazine)
Article - Climate Change Is Becoming a Top Threat to Biodiversity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limate-change-is-becoming-a-top-threat-to-biodiversity/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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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28.

29.

30.

World Energy Council
A global and inclusive forum for thought-leadership and tangible engagement, its mission i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supply and use of energy for the greatest benefit of all people’.
https://www.worldenergy.org/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Delivering Sustainable Energy in a Changing Climate 
2017-2021 Strategy to articulate the UNDP’s role, approach and focus related to sustainable energy for the 
period 2017-2021.
http://www.un-expo.org/wp-content/uploads/2017/05/UNDP-Energy-Strategy-2017-2021.pdf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8
The World Energy Outlook (WEO) is the gold standard of long-term energy analysis. The 2018 edition 
provides updated analysis to show what the latest data, technology trends and policy announcements might 
mean for the energy sector to 2040.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18

UNDP: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UNDP’s website with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SDG goal 3
https://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goal-3-good-health-and-well-
being.html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Why it matters 
Two pages brochure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wp-content/uploads/2018/09/Goal-3.pdf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s a specialized agenc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is concerned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https://www.who.int/en/

Our World in Data: Research and data to make progress against the world’s largest problems
Burden of Disease report
https://ourworldindata.org/burden-of-disease

健康與福祉
31.

32.

33.

34.

Age of Awareness: Stories providing creative, 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changes to the education system 
Article - A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SDGs & the need to reframe SDG8
https://medium.com/@designforsustainability/a-systems-approach-to-the-sdgs-the-need-to-reframe-sdg8-
6c4853118f82

Our World in Data: Research and data to make progress against the world’s largest problems
Child and Infant Mortality report
https://ourworldindata.org/child-mortality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Dynamic website with extensive data of world population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life-expectancy/

其他
35.

36.

37.

The Writing Team 

Elaine Bensted, Zoos South Australia 
Maria Clara Dominguez, Cali Zoo
Karen Fifield MNZM, Wellington Zoo Trust
Suzanne Gendron, Sage Advice
Myfanwy Griffith, EAZA
Amy Hughes, Wellington Zoo Trust 
Hui Mien Lee, Wildlife Reserves Singapore
Dr Judy Mann-Lang, SAAMBR 
John Werth, PAAZA 
Dr Martín Zordan, WAZA

The Reviewers

Mike Barclay, Wildlife Reserves Singapore
Paula Cerdan, WAZA
Dr Sarah Thomas, Auckland Zoo
WAZA Council Members
WAZA Members who gave feedback and 
provided case studies

The Designers

Emily Elvin, Wellington Zoo Trust
Gavrielle Kirk-Cohen, W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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