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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博士
•加州州立大學財務及行銷雙碩士

│現任│
•新河匯智有限公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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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基督學院助理教授(經濟學、管理學、財務管理、行銷學、解決問題與決策、小組溝通)
•文化大學講師：自然與環境經濟學、國際貿易經濟學
•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尤努斯獎評審
•台灣原住民南島產經文教關懷協會理事
•勞動部勞動署多元培力諮詢委員及講師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講師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講師
•全球企業永續獎評審(GCSA)、臺灣企業永續獎評審(TCSA)

│經歷│
•講師-英語授課：台大GMBA、台北基督學院、文化大學
•講師/評審/顧問：中央大學企管系/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政大社會系、政大東亞研究所、台北
大學創創中心、淡江EMBA、中山大學財管系/社會企業發展研究中心、文化財金系、農委會水
保局、勞動部、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新北市青創基地、桃園青年事務局、Impact Hub、B Corp、
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

•台灣社會影響力研究院第㇐屆常務監事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公司協理、PwC Taiwan CSR 委員會主任秘書
•國際整合性報導架構<IR>正體中文版翻譯及專案協理
•PwC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輔導農委會水保局社會影響力制度導入專案協理

│專⾧│
•社會影響力評估、企業永續策略及CSR活動議題倡議、資源串聯與跨界平台整合
•輔導及撰寫SROI 社會投資報酬率報告書經英國SVI認證：幸福果食-稻田裡的餐桌計畫(亞洲社企
第㇐本)、蒲公英希望基金會-蒲公英品格課(台灣基督教界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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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三、社會投資報酬率評估 -實務案例

一、永續發展的最新趨勢

（重要性、迫切性、ESG、SDGs、SROI）

二、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與效益



永續發展的最新趨勢
（重要性、迫切性、ESG、SDGs、SROI）

SDGs



1987年
聯合國發表
《我們共同的
未來》

全球永續發展的里程碑

Ri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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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聯合國發表
《我們共同的未來》宣言（Our Common Future，又稱為布倫特蘭報告），

此報告第一次完整定義了「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是一種發展模式，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
同時又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他們的需求。」

此報告把環境問題納入政治議程中，將環境問題和永續發展問題等量齊觀。

永續發展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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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議程》
（Agenda 21）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第一屆「地球高峰會」

（Earth Summit），通過了重要文件，包括：
作為各國擬定永續策略的綱領，
不僅明列各國環境權利及責任相
關原則，並希望透過新的夥伴關
係，共同維護全球環境與發展。

該次會議亦催生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全
球協議。

UNFCCC全名是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COP的全名是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也就是 UNFCCC 締約國會議，2015年在法國巴黎舉辦的COP21，聯合
國會員國通過《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取代COP3簽訂的《京都議定書》。

• 《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

• 《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

•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 《生物多樣性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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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發展目標》

MDGs（2000 - 2015）
1)消滅貧窮飢餓

2)普及基礎教育

3)促進兩性平等

4)降低兒童死亡率

5)提升產婦保健

6)對抗病毒（愛滋病、瘧疾）

7)確保環境永續

8)全球夥伴關係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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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世界的貧窮人口降至 12%，超乎原有的預期；
• 已達學齡卻沒能上學的孩子減少了一半以上；
• 孩童死亡率降低了將近一半；
• 愛滋病患接受治療的人數，比原本多了 15 倍；
• 蚊帳的設置，防止了 600 萬人死於瘧疾。
◆這些成功，很大程度歸因於經濟成長，尤其是中國與印度前幾年的高速經濟成長，
大大減少了貧窮人口。

千禧年發展目標中，最失敗的目標 ─ 性別平等
女性仍比男性更可能面臨貧窮；不識字的人口中，多達 2/3 為女性；
女性晉升有薪階級的比率仍舊緩慢；有許多婦女在妊娠期間因併發症死亡。

除了尚未解決的問題，我們又衍生出更多問題。戰爭與衝突迫使近 6000 萬難民無家
可歸；氣候變遷、環境污染都正在削弱過去發展的成果，而這當中受影響最深的，
還是窮人。

《MDGs千禧年發展目標》 執行結果？



由MDGs到 UN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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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MDGs（2000-2015，8項目標） SDGs（2015-2030，17項目標）

2015 年 9 月 25 日，聯合國成立 70 週年之際，世界領袖們齊聚聯合國紐約總部，
舉行「聯合國發展高峰會」，基於千禧年發展目標未能達成的部份，發佈了：
《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規畫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169 項細項目標和230個指標，
作為2030 年以前跨國合作的指導原則。



SDGs 與MDGs、ESG 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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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genews.com/2020/10/14/%E5%8F%AF%E6%8C%81%E7%BA%8C%E7%99%BC%E5%B1%95-%E7%94%B1mdgs%E5%88%B0sdgs/

相較於MDGs，SDGs有三大突破：

一、廣泛適用（Universality）
MDGs較重視開發中國家的情況，而SDGs 設定的目標，同時適
用於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

二、整合多元（Integration）
與MDGs相比，SDGs更能涵蓋永續發展的ESG三面向：「經濟」、
「社會」和「環境」。17個SDGs關係密不可分，更強調國際協
調的重要。

三、整體轉型（Transformation）
要朝17個目標出發，整個社會的思考模式和經濟模式要有很大的
轉變，要落實永續發展，必須把環境面 (E)跟社會面 (S) 放入經
濟政策的考量之中。除了企業和政府外，全球公民都需要透過
自身力量扭轉社會的形態。ESG跟SDGs的對照則由組織自行決
定（右圖兩個案例）

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Source:



臺灣發表「國家自願檢視報告」（VNR）
SDGs - Taiwan's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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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在紐約舉行之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中，我國主動發表首次之VNR報告，
標題為「臺灣國家自願檢視報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推動」，與我友邦、理
念相近國家、智庫專家學者、及相關非政府組織代表分享臺灣經驗。

• 此報告依循聯合國第一版「自願性國家檢視準備手冊」（Handbook for 
preparation of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編輯，內容為以英文撰寫，
包括國家概況簡介、自願檢視報告之籌備與推動方法、臺灣於2015-2017年推動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進展、下一階段推動做法、結論等6大部分。

https://ncsd.ndc.gov.tw/Fore/Vhom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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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標皆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所訂，其中標註▲為台灣特有本土目標

臺灣永續發展核心目標（Taiwan SDGs）

▲

2018



金管會公司治理3.0 –強化上市櫃公司ESG資訊揭露
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強調應重視企業於環境（E，environment）、社會（S，social）、
公司治理（G，governance）等「非財務層面」的績效表現。

資本額達20億以上市櫃公司
自2023年起應編製及申報永續報告書

化工業及金融保險業

Sustainability Report or ESG Report

TCFD (SBTi)

SASB

2020年8月25日公告



金管會提醒上市櫃公司及時因應ESG資訊揭露措施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111110001&dtable=News

2021-11-11



企業社會責任從企業自身的核心競爭力開始做起
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哈佛商學院競爭力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曾說：
「我們要重新思考資本主義，企業要當一個更好的資本家，
在為某個社會問題創造價值的同時，也可以從中獲得利益，
創造共享價值，讓社會與企業達到雙贏。」

「創造共享價值」是2011年刊登於《哈佛商業評論》的獲獎文章標題，由麥可• 波特教授（Prof. Michael Porter）和馬克• 克瑞默（Mark Kramer）撰寫。

結合「願景、核心

競爭力、策略」，

創造企業與社會的

共享價值。

CSV以商業模式
來解決社會問題



道瓊永續指數（DJSI）2021年台灣30家企業入榜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 六大轉型行動領域



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與效益

USR



UN SDGs 共有：
- 17 目標（Goals）
- 169 細項目標（Targets）
- 230 指標（Indicators）

UN SDG 4 
https://sdgs.un.org/goals/goal2

到 2030 年，確保所有學習者獲得促進永續發展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包括透過教育
促進永續發展和永續生活方式、人權、性別平等、促進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全球
公民意識和對文化多樣性的欣賞，以及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i) 全球公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i)讓永續發展教育在以下成為主流：

(a) 國家教育政策
(b) 課程
(c) 教師教育
(d) 學生評估

細項目標 4.7

指標 4.7.1

（大學社會責任 USR）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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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nder of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and Social Value UK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正在研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影響力準則確信準則』，
由倡議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 ）評估方法的創辦人 Jeremy Nicholls 擔任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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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P的《永續發展目標影響力準則》可以
指導我們實現積極影響，提供一個通用框架

和管理方法，將我們的重點從“完成工作” 轉
移到 “如何完成全部的工作”。

• 《永續發展目標影響準則》將對永續發展目
標的影響納入商業和投資決策，以促進我們

社區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繁榮。

• 為了SDG影響而進行利潤管理，將使我們走
上一條通往適合未來的永續和有彈性的經濟

體系之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7VG5N0kbI4&t=2s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影響力準則
UN SDGs Impact Standards

管理決策架構



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與評估效益

•提高大學知名度與聲譽
•研究所排名
•學校永續USR獲得教育部、科技部等的補助
•教師升等
•招生：國內、國外（吸引東南亞優秀學生）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世界綠色大學評比
•產學合作 –與DJSI 科技大廠實習合作（台積電、日月光、鴻海…）
•學生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 -進入實踐 ESG / SDGs的好公司



社會投資報酬率評估 - 實務案例



正修科大
是日月光
智慧工廠
永續影響
力實習生
計畫重要
合作夥伴

2020 日月光永續報
告書 P.64 創新服務



日月光實施供應商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
指導專案之社會投資報酬率報告書 (SROI)

https://socialvalueuk.org/report/supplier-guidance-project-for-the-implementation-of-iso-14064-1-greenhouse-gas-inventory-social-return-on-investment-sroi-report/

日月光（ASE）希望通過協助供應商實施 ISO 14064-1 溫室氣體（GHG）管理體系，
逐步向供應商推廣碳管理措施。這將使供應商能夠監控能源使用和碳排放，並進一
步降低運營成本，並提高商業聲譽。

2018年，日月光與成功大學產業永續發展中心一起合作，對10家供應商實施 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的指導專案，希望進一步發展綠色供應鏈。

本研究採用 SROI 方法，從利害關係人的角度審查 2018 年 5 月 3 日至 2019 年 4 月
12 日的專案數據。在與利害關係人接觸後，我們發現該專案的主要影響是：
• 提高了接受溫室氣體盤查指導的供應商的商業信譽
• 加強了組織和員工的節能減碳理念

這改變了公司在日常生活中的採購決策和個人採購選擇，進一步提高了環境效益。

全球封測大廠日月光更加重視供應鏈的綠色管理



日月光實施供應商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
指導專案之社會投資報酬率報告書 (SROI)

• 日月光實施 ISO 14064-1 溫室氣體
盤查的供應商指導專案

• 每投入 NT$1 元，創造了相當於
NT$1.79 元的社會價值

• 經由敏感性分析，SROI在
NT$0.97 元至 NT$1.96 元之間

1 : 1.79

0.97 1.96



關於此 SROI 專案：

國立成功大學產業永續發展中心受委託為日月光集團實施供應商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指導專案提供指導。中心針對瞬息萬變的營商環境和國際趨勢，
提供多種ISO指導服務，幫助企業應對宏觀環境的變化。該中心也是經濟部工業
發展局（IDB）的服務能力認可的技術服務提供商，並以其經驗和能力成功實
施了該項目。

此專案的社會影響力通過社會投資報酬率進行評估，為日月光後續策劃和管理
活動系列和其他慈善項目提供依據，例如掌握供應商的CSR數據（如碳排放）
以降低供應鏈風險管理。

日月光集團希望對全球電子產業供應鏈產生積極影響，與供應商建立可持續的
供應鏈。



日月光 2019年永續報告書 (P.103-104)

永續供應鏈發展計劃
日月光投控持續透過提供教育訓練、說明會、研討會和專案輔導等來強化供應商能力
與以面對日益變動的永續趨勢，幫助供應商建立永續性的意識與能力以提升其永續性。

供應鏈溫室氣體盤查輔導計畫
日月光投控致力於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所帶來之衝擊與風險，因此投入相關資源協助供應商及早建立符合法規管理
需求之溫室氣體管理系統。我們在台灣與外部輔導單位合作展開為期兩年 (2018-2019) 之供應鏈溫室氣體輔導計
畫，透過現場輔導，至 2019 年止已協助至少 20 家供應商導入符合 ISO 14064-1 管理規則之溫室氣體管理系統，
掌握自身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進一步取得 ISO 14064-1 外部查證，以建立供應鏈碳揭露之能力與提升其競爭力。

我們在 2018 年導入社會投資報酬分析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1，嘗試著將供應鏈溫室氣體
輔導計畫的社會影響力貨幣化，由利害關係人的觀點進行了解，檢視供應商及專案參與者於計畫實施
前後產生的改變，在 2019 年，我們更將此專案進行交由國際社會價值協會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認證，並發表供應鏈溫室氣體輔導計畫報告。

*SROI，係用於衡量企業在社會責任活動中為社會、環境及經濟所創造的價值，它的概念是掌握投入資源與創造
價值之間的成本與效益關係，即評估每投入 1 元所創造的社會價值。此資訊對外將可以使利害關係人更清楚的瞭
解企業所做的努力對整體社會的貢獻程度，對內可瞭解專案是否達到預期效益，並作為後續其他相關輔導計畫的
修正與投資影響力之最大化。



https://socialvalueuk.org/assurance-and-accreditation/



根據 Social Value UK Report Database 臺灣目前尚無大學或USR報告通過英國 SVI 國際認證

結論與建議



榮耀
與肯定



東南亞唯一



東南亞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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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pfes.com/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台北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新能源及電力發展研究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台北市立大學

私立東吳大學
私立淡江大學
私立文化大學
私立大葉大學
私立東海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
私立南華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
中山醫學院
中國醫藥大學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63BIFw10VQ&t=2s





Q & A

謝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