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做出贡献：图书馆清单。

此清单是她的研究项目 “图书馆科学推动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社会责任” 的成果之一。 
请参考以下网址：  www.libraryscience.de

请回答您的图书馆是否有与以下目标相关的任何项目或行动：

动作目标

                                                                                                                                                 2021 年 4 月
Nathalice Bezerra Cardoso 

1）无贫穷-在世界各地消除一
切形式的贫穷。

2） 零 饥 饿 - 消 除 饥 饿， 
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
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基本权利（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信息素养（工作坊，讲座等）。

其他。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获得农业研究信息。

提供关于可以捐赠食物的地方信息。

烹饪或健康饮食（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以避免营养不良（营养不足或营养过剩）。

可持续农业课程，以确保获得更多产量和可持续收成。

交换秧苗和种子的活动。

种植蔬菜和草本植物的花园 
（也可以作为阅读和放松的空间）。

营养（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食物浪费（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提供食物共享冰箱（人们可以免费从冰箱里拿食物）。

其他。

http://www.libraryscienc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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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良 好 的 健 康 和 福 祉 - 
确 保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4）优质教育-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图书馆是读书，放松的好地方。

面向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图书递送服务。

营养和饮食（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体育或舞蹈（工作坊，课程等）。

冥想（工作坊，课程等）。

性病（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读书疗法
（旨在帮助患有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的患者康复的程序）。

关于您所在的国家/地区最常见疾病的讲座 新冠
状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艾滋病 ，缺血性
心脏病，阿尔茨海默氏病，中风，肺癌，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结直肠癌等）。

其他。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信息素养（也可识别虚假信息并防止其传播）。

有关如何开始学习的信息 
（托儿所，学校，大学，培训等）。

会话小组项目（以提高您的语言水平）。

写作，阅读和讲故事（工作坊，讲座，课程等）。

学校支持（数学支持计划等）。

培训（工作坊，讲座，课程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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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性别平等-实现性别平等，
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
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信息素养（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妇女赋权（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妇女的权利（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妇女培训班。

在图书馆庆祝妇女节。

关于家庭暴力的意识。

关于儿童性虐待的意识。

育儿假和孩子（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企业家精神或领导力（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其他。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提供免费和可靠的水和卫生设施

与水有关的健康方面（肝炎，腹泻，变形虫，霍乱，
蛔虫病），以传达拥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的重要性
（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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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
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来自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 
的电力比例

耗能更少的且经过认证的智能电子设备 （打印机：
电力使用，墨水消耗；硬件证书：能源之星，优
化能耗的软件解决方案（待机）；瘦客户端而非个
人计算机（节能，更长的使用寿命） ; 远程管理。

能源意识（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自 然 通 风， 日 光（ 将 自 然 光
引 入 建 筑 物 ）， 玻 璃 窗 质 量 
（隔热）以减少能源消耗

图书馆入口和室内气候：旋转门，前庭等。

节能供热和热水生产，节能电器，公平贸易产品等。

使能源使用可见以减少使用量：电能表（功耗，生产，
回收）。

高效的照明控制（控制面板，带运动传感器的照
明系统，阅读位置的单独照明控制）。

灯泡用途：荧光灯和节能灯，以及发光二极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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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 
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
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
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建造
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
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
推动创新。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公众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

如何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等（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如何制定简历（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求职面试技巧（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一般训练课程。

与职业介绍所的伙伴关系。

其他。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开放科学（开放实验室笔记本，开放教育资源， 
开放源代码，开放同行评审，开放展览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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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减少不平等-减少国家内部
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免费图书馆服务（针对有经济困难的人群）。

数位包容（教用户在计算机和因特网上工作）。

针对移民的语言会议（打破语言障碍）。

欢迎空间（包含有关城市，文化活动， 
课程等的文件夹和信息）。

社会融合 
（图书馆是结识新朋友并讨论生活话题的空间）。

残障人士（无障碍设施，大幅印刷书籍，盲文书籍，
有声读物，自适应键盘，可调书桌， 
可从轮椅上到达的架子，清晰的标志等）。

性少数人群（庆祝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
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日，跨性别者故事分享， 
关于该主题的特别收藏，演讲）。

信息素养（工作坊，讲座等）。

成人识字（工作坊，讲座，课程等）。

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宗教多样性（工作坊，讲座，演讲，活动等）， 
以对抗宗教不容忍。

公民权利（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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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
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图书馆作为学习和讨论可持续性（工作坊，讲座，
演讲等）的聚会场所。

图书馆确保对文化遗产的记录和保存，以供下一
代使用。

图书馆内部的环境管理基于欧盟的ISO 14000认证
（商业，国际，无法律性质）或 EMAS（生态管理
和审核计划）的理念。

对员工和图书馆用户的意识培训。

复制服务（扫描而不是打印），数字双面打印的优先性。

可持续建筑-如果可能获得认证- 能源与环境设
计先锋（美国），英国建筑研究院环境评估方法 
（英国），绿色之星评级系统， 
德国可持续建筑认证标志，符合EnEV的能源证书，
欧洲能源奖®，德国太阳能联盟等）。

其他。



8

12） 负 责 任 消 费 和 生 产 -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本地供应商（装订机，书籍供应商和送货方式）。

获得认证的供应商（办公用品和设备的绿色采购-
起源，能源消耗，回收，使用可再生和可重复使
用的材料，公平贸易产品）。

使用绿色运输的供应商（二氧化碳平衡， 
包装材料和运输）。

可持续消费（工作坊，讲座，讲座等）。

废物分类（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减少废物（自助工作坊或维修设备（自行车， 
电子设备等）的课程）。

回收废物（工作坊，讲座，演讲等）-打印机墨盒；
容器和包装；电池，电气设备和组件；灯泡。

避免在图书馆中使用塑料（用塑料盖住书籍， 
塑料袋，塑料杯等）。

产品生命周期（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书籍，衣服，玩具，设备的捐赠活动。

借出“其他”非书本材料： 
日常生活不需要的东西（如笔记本电脑，自行车，
园林工具等）。

提供用于特殊废物（电池，旧手机，智能手机等）
的收集箱。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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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气候变化- 采取紧急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14）保护水下生物–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
持续发展。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气候变化（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成为未来图书馆的一部分  
(https://libraries4future.org/).

提供自行车停车（避免使用汽车）。

有关如何通过公共交通工具（站点，文件夹等） 
到达图书馆的信息。

其他。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世界水日庆祝活动。

海洋保护意识 （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图书馆收集雨水 
（在厕所和灌溉设施中使用污水和雨水）。

节约功能（卫生间，洗手盆设备）。

其他。

https://libraries4futu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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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保 护陆地 生物 - 保 护、 
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
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 
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
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 
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
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
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
容的机构。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

图书馆家具由可持续材料制成 。

所有木质材料均经过认证，并且均来自森林经营管理
（产地，栽培方式和证书）。

种植花园（工作坊，讲座，课程等）。

农业毒素（讲座，演讲等）。

在家堆肥（工作坊，讲座，课程等）。

避免使用化学产品清洁建筑物（使用无毒， 
水基而非油基产品；无香料，可生物降解）。

其他 。

与该主题相关的特定收藏。

有关该主题的展览。

人权（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种族和文化多样性（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与不宽容作斗争。

道德，权利和义务（工作坊，讲座，演讲等）。

信息素养（也可识别虚假信息并防止其传播）。

其他。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振兴全球伙伴关系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您的图书馆是否与其他机
构有伙伴关系或开展了项目/方
案（支持/资助机构，图书馆之友，
等）？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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