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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台灣在社會影響力評估領域受到國際社會及英國社會價值國際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SVI) 的肯定，2019 年 SVI 授權台灣社會影響力研究院 (Social Value Taiwan)，在亞洲舉辦 2019
社會價值國際研討會，共吸引國際人士 115 位、國內 400 位，共約 500 多位與會者等各界單位
共同交流，創下歷年 SVI 國際年會最高參與人次，亦為國內針對社會影響力與社會價值相關研討
會中匯集最多產官學專家學者的一次學術與實務盛會。該次年會結束後，社會影響力評估與管理
更發展為國內實務界與學術界的重要議題 ! 無論是影響力投資、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企業社會責任、大學社會責任都與社會價值的創造息息相關，在 2019 年會後台
灣各界人士，奠定台灣在國際社會影響力和社會價值領域中重要地位。

延續舉辦 2019 社會價值國際研討會的豐碩成果，至今台灣通過 SROI 認證報告與執業師持續增
加，更多社會企業與大型非營利機構導入社會影響力評估方式檢視其服務成果，也帶動台灣產業
界對影響力投資、永續、ESG、SDGs 的重視，台灣各大型國內外研討會與論壇皆納入影響力評
估與管理議題。此外，金管會於 2020 年更新公司治理藍圖「公司治理 3.0- 永續發展藍圖」，規
定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名於 2021 年將正式修改為「永續報告書」，鼓勵企業發布英文
版，以強化上市櫃公司 ESG 議題資訊揭露、深化公司永續治理文化。需撰寫報告書的對象也將再
一步擴大！除了現行資本額逾 50 億元上市櫃公司、金融業、化學工業、食品業之外，預計 2023
年將下修至資本額門檻至 20 億元，同時擴大第三方驗證範圍，確保資訊揭露品質。因此國內產
業界迫切需要一套方法可協助企業朝向 SDGs 邁進。

有鑑於企業或組織在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時，急需實際且可檢核影響力的行動，故
舉辦「2022 台灣社會價值研討會」，將主題訂為「社會價值運動邁向 SDGs」，邀請國際重量級
講介紹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認證架構領導人 Jeremy Nicholls 擔任專題演講者，介紹永續發展目標
影響力標準 (UNDP SDG Impact Standards)；亦邀請英國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影響力總
監 Adam Richards 分享影響力管理 (Impact Management)。期望彙集國內產業實務工作者、研
究人員、和學術專業人士等，協助國內企業導入影響力管理與操作實務。

本次研討會也邀請國內金融機構、專業投資法人、運動產業、企業永續、公部門等影響力講者，
一起分享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的經驗與方法，為台灣達成 SDGs 踏出重要的里程碑！

吳嘉源 謹誌於 2022 年 4 月
台灣社會價值影響力研究院

 理事長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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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 Program at a g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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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 Program at a g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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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Adam 從博士就讀期間，即投入研究社會投資回報率 (SROI) 的研究，探討社會企業如何
衡量和管理其社會影響力，畢業之後持續投入相關此領域的研究、教學、實務、與人才培
訓。目前在領導社會價值國際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的國際社會價值和影響力管理
培訓，並持續支持全球的社會企業、慈善機構、非政府組織、政部門、和影響力投資者，
讓他們能更了解、衡量和改善他們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Adam 亦與 SVI、Efiko Academy 合作一項新計畫，讓更多人都能更易接受社
會影響力相關培訓。Adam 相信可以透過影響力評估與管理讓每個人與機構都能對自身的
決定和行動的結果更加負責。

講題：管理影響力Ｘ邁向永續未來！
講者：Adam Richards
英國社會價值國際影響力總監 (Director of Impact at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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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吳道揆

與談人：吳嘉沅

現職
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共同創辦人 /CEO
『影響力投資』作者（商周出版社）
獨立評論 @ 天下專欄作家
輔仁大學兼任副教授
AAMA 導師 /B Corp 導師

學歷
美國 Fulbright 學者（1984-86 & 2015-16）
Wharton School, MBA & MA international studies
政治大學商學碩士，東吳大學商學士

簡歷
中美國際教育發展協會（上海）執行董事、HotelOne（蘇州）共同創辦人
漢欣國際 / 創投（台北）總經理、PaineWebber 投資銀行（紐約）投資顧問
McKinsey（舊金山）策略顧問、IBM（台北）Executive Instructor

經歷
現任富璁建設開發董事長
依斯楚互動娛樂總經理
悠遊卡投資控股董事
永豐銀行獨董
正道工業獨董
台北市南陽扶輪社第 14 屆社長
台灣產經策進協會創會理事長 
曾榮獲國家建築規劃設計金質獎全國首獎，中華民國十大傑出建築企業金鼎獎，中華建
築施工品質類金石獎等多項獎項。

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 共同創辦人暨執行

台灣社會影響力研究院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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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Jeremy Nicholls 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永續發展目標影響力標準認證的負責人。他是 
Capitals Coalition（將永續發展融入商業決策的全球合作組織）的大使，可持續會計專家
小組的成員，並擔任 ISO 37005 項目團隊的主席，為管理機構選擇、創建和使用相應的
指標。他最初獲得特許會計師資格，包括擔任坦桑尼亞鐵路公司的財務總監。

講題：UNDP SDG Impact Standards - Decision 
Making for Sustainability
講者：Jeremy Nicholls
合國開發計劃署認證架構負責人 (UNDP Assurance Framework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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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李宜樺

與談人：沈建文

李宜樺董事長為資誠 PwC Taiwan 企業永續與氣候變遷服務負責人，擁有台美中三地的
專業會計師資格，2013 年從資本市場與財務報導諮詢領域跨足永續發展，帶領資誠團
隊深耕永續議題，提供企業永續藍圖策略及淨零碳排 (Net Zero)規劃，ESG及氣候治理，
碳揭露(CDP)、道瓊永續指數(DJSI)、社會投資報酬(SROI)、氣候風險財務揭露(TCFD)、
科學基礎減碳目標 (SBT)，及永續報告書編製等全方位專業諮詢服務，並提供報告書確
信服務。作為台灣永續策略服務領航者，李宜樺董事長亦時常受邀至各台灣永續議題論
壇與研討會，及多所大專院校擔任專題演講者、與談嘉賓，分析台灣及全球永續趨勢並
提出建議。李宜樺董事長擁有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會計碩士及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士學
位。

現職為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他亦兼任亞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主任、
尤努斯社會中心主任、公益傳播中心主任、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辦公室策略組組長。沈
教授為美國西北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學博士，其研究領域包含商業大數據分析、企業
電子化、決策科學、與影響力管理。他已發表超過 100 多篇的學術論文，並參與超過
50 件包含科技部、交通部、教育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工研院等單位之計畫案。目
前他亦擔任台灣社會影響力研究院常務理事、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理事、桃園市政府
社會企業中心委員，並為台灣學界唯一擁有社會投資報酬（SROI）高階認證執業師的教
授。此外，沈教授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博士的授權下，於 2016 年在台灣創辦「尤
努斯獎」社會創新與創業競賽，推廣與輔導社會企業創業。並於 2018 年創辦「公益傳
播獎」，鼓勵青年應用媒體創造公益力。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 董事長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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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論壇 1：運動產業如何因應 ESG 浪潮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教授
曾擔任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處長
原民會產業價值創新、通路佈建與扶植產業聚落計劃輔導顧問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等運動場館評選與營運績效評估委員
教育部體育署改善偏遠學校運動場地審查委員
2017 世大運游泳與水球競賽場館總經理

講者：王俊人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教授

在全球各國產業面對如排山倒海般的「ESG 浪潮」衝擊下，我國體育教育與運動產業該如
何因應與善用這樣的趨勢。

講題：運動產業如何呼應 ESG 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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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
教育部體育署署長
國立體育大學校長
美國 Indiana University 休閒行為博士

與談人：高俊雄
國立體育大學 特聘教授

實務論壇 1：運動產業如何因應 ESG 浪潮

介紹過去幾年教育部體育署在體育人才培育與運動產業發展中的投入狀況與挑戰。

講題：政府體育政策對運動教育與產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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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論壇 1：運動產業如何因應 ESG 浪潮

學歷 : 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
現任
崇越集團董事長 ‧ 安永鮮物健康超市創辦人 ‧ 安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財團法人光華管理策進基金會董事長 ‧ 全球品牌管理協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常務董事 ‧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理事
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兼任教授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獲獎
2020年獲頒《哈佛商業評論》台灣CEO 100強、2019年獲頒 東華大學第一屆榮譽校友、
2018 年獲頒 李國鼎會士獎、2017 年獲頒《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及經營典範企業家

與談人：郭智輝
崇越集團 董事長

介紹崇越集團過去在運動健康大事業的發展，以及企業運用資源投入於促進員工運動健康
的實務策略。

講題：企業促進員工健康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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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偉 Johnny Chang，自金融產業白手起家，具精準投資眼光，加上果敢決斷力，10
年前投入再生能源產業，獨特視角切入太陽能電廠，2016 年成立雲豹能源，全台開發持
有之太陽能電廠超過 300MW，並締造多項紀錄，進而將企業觸角延伸至離岸風電、生質
能、儲能、售電平台、水處理等項目，打造全方位再生能源整合服務集團。另一方面，為
實踐永續承諾，大力推進公益行動，在國內偏鄉部落撒下綠能種子，並以運動為公益推廣
項目，推動幼兒足球運動、冠名成立聽障棒球隊、甚至成立職業籃球隊，秉持取之於社會、
回饋社會，盼綠能結合運動，發揮更大社會影響力。

與談人：張建偉
雲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發言人

實務論壇 1：運動產業如何因應 ESG 浪潮

分享過去幾年來，雲豹能源科技投入公司資源於支持偏鄉運動發展，以及原鄉部落的公益
活動經驗。

講題：雲豹能源科技投入支持偏鄉運動發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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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論壇 2：SDGs 揭露提升公部門社會價值

曾任交通部觀光局局長、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及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局長，長年深
耕於鐵路、捷運、公路及交通建設，並於鐵路改建工程局任內完成花東鐵路電氣化及
2025 鐵道規劃；台灣鐵路管理局任內創辦鐵路便當節與促進鐵道國際交流；觀光局任內
推動 Tourism 2020 臺灣觀光永續發展方案、和平島公園及白沙灣 2 處榮獲國際 Svayam 
Accessibility Awards2018 最佳無障礙觀光景點奬項，營造台灣成為友善、智慧、體驗觀
光國度。目前擔任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董事長，於任內成立 SHM、AIoT 研究室以及
偏鄉智行中心，致力於人才培育，培植產學合作與公益協作，逐步將過往研究成果落實至
偏鄉。

在旅行時，我們應設法降低對環境和社會的衝擊，並促進旅遊地的經濟成長。從綠色到低
碳，交通部觀光局推動一系列永續旅遊作為，倡議低碳、環保、體驗及責任等目標，邁向
台灣觀光永續發展。

講題：SDGs 提升公部門社會價值：以觀光部門為例

講者：周永暉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董事長



2020

實務論壇 2：SDGs 揭露提升公部門社會價值

2017 年榮獲經濟部模範公務人員，於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督導中小企業法制政策、數位發
展、創新創業、社會創新及國際事務，規劃成立與營運管理林口新創園、亞灣新創園、社
會創新實驗中心等。因應 COVID-19 疫情協助成立 1988 紓困振興專線、協調振興券業務
各項系統平台工作，同時促進中小企業數位轉型。

介紹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在 SDGs 實踐與社會創新發展中之定位和角色，以及分享現階段主
要推動業務與相關成果。

講題：推動社會創新，落實永續發展精神

講者：胡貝蒂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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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論壇 2：SDGs 揭露提升公部門社會價值

經歷
第五屆華人十大傑出專案經理獎得獎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農村建設組 農村培力科 科長
國立中興大學、屏東科技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Smart-Living 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 協同計畫主持人
台灣農村發展規劃學會 理事

實際執行專案曾獲得
2014 國際專案管理「標竿組織獎」及「最佳實務競賽優選」雙項獎
2015 全球教育創新獎（ Reimagine Education Award ） 亞洲區銅獎
2015 第 3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優等
2016 專案管理標竿企業獎 (EPBA) 暨專案經理人 (TOPM) 優選獎
2016 年度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 特等獎

專業領域／專長
社區營造、社會創新、專案管理、社會影響力評估

個人介紹

導入社會影響力評估方式於公務部門管理重要方案，並擔任社會影響力講師，協助大專院
校及新創團隊運用 SROI 管理創新計畫。

公部門應用社會影響力評估於社會創新及地方創生計畫之實務。

講題：運用社會影養力評估於公務之展望

講者：柯勇全
海洋保育署 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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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論壇 3：影響力管理 &SDGs

本論壇將討論以下議題 :
1.   企業怎麼看待 SDG 與影響力管理 ?
2.   企業目前在回應 SDG 或做影響力管理現行做法 ?
3.   企業目前在回應 SDG 或做影響力管理時是否有碰到什麼困難 ?
4.   企業認為 SDG 與影響力管理在未來扮演什麼角色 ?
5.   企業是否會考慮導入 SDG Impact Standards 與影響力管理成為
核心策略之一 ?
6.   企業如何導入 SDG Impact Standards 與影響力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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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淑芬小姐為國泰金控投資長，參與投資、經營策略、責任投資政策規劃及執行。程淑芬
小姐亦擔任亞洲投資人氣候變遷聯盟 (AIGCC) 主席，積極推動企業永續及責任投資之作為
受國際肯定，獲選為 2019 Asia’s Top Sustainability Superwomen 及 2021 Global Top 
50 Women in Investment Management。

程淑芬小姐具備近三十年資本市場經驗，致力推動金融市場改革，受國際投資人及政府重
視，目前也擔任行政院政務顧問及國家發展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職務，並任教於國立臺灣大
學。

講者：程淑芬
國泰金控 投資長

實務論壇 3：影響力管理 &SDGs

在資本市場證交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主管服務達二十餘年，率先倡導企業社會責任
（CSR）議題，成就金管會進行「公司治理全面評鑑」的幕後推手。積極從資本市場投資
與政策導引等面向，帶動企業落實 CSR，曾被媒體譽為「CSR 創始園丁」。

帶領優樂地永續公司，以「創造永續經營的無限可能」、「永續發展不該是有門檻的事」
為經營理念，持續以新科技創新應用與跨界合作方案，提供企業永續培力、永續專案的優
化升級、永續陪伴服務、客製化專案等四大服務，協助企業建構組織的永續競爭力。

講者：朱竹元
優樂地永續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 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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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論壇 3：影響力管理 &SDGs

陳一強 Ray 自 2007 年起投身台灣的社會創新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與影響
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運動近 15 年。2007 年初，他協助輔仁大學創立了台灣第一
個「社會公益創業研究計劃」並加入了「若水國際」，後於 2014 年初以俱樂部式募資的
模式參與並共同發起了「活水影響力投資」（B Current Impact Investment）迄今已有 4
號基金及 16 家投資戶，是台灣第一家 100% 投資社會創新企業（Profit-with-purpose 
Businesses）的創投基金管理公司，藉由投資與陪跑 ， 支持台灣的社會創業家 ，共同追
求永續的成長 ， 成為轉化世界的種子。

講者：陳一強
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公司 創辦人

專長

企業永續策略專家，並具有豐富的公司治理、氣候風險評估、環境績效、社區投資、永續
報導與永續指數的服務經驗。擔任安永在外部永續相關協會的代表。

曾于哲為安永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服務負責人，擁有豐富的企業永續及審計經驗，為安永
在永續相關領域協會組織的代表。主要負責業務包括氣候相關財務報導、永續報告書諮詢
及確信、國際永續指數、社區投資、影響力評估、綠色金融、碳定價及策略等永續服務。
曾于哲為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博士及東吳大學會計碩士。

講者：曾于哲
安永台灣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服務 / 審計服務部 負責人 / 執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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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論壇 4：與 SROI 認證執業師有約

杜育任是勤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執業會計師，擁有法律與會計碩士學位。在 2019 年
10 月任職於勤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前，杜育任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永續發展
部門服務。主要負責社會影響力評估與 CSR 報告確信業務，服務客戶包含華碩電腦、遠
傳電信、台積電、日月光投控集團、國泰金控、中信金控、統一超商、卜蜂企業、致伸科技、
寒舍集團、晶華酒店、中華食品、聯合勸募、行政院水土保持局等遍及科技業、食品業、
服務業、公益組織、政府組織之客戶。

杜育任是亞洲第一位國際社會價值認證執業師，是台灣社會影響力評估領域中經驗最豐富
的認證執業師，領導團隊完成台灣大部分的社會影響力評估專案。近期，杜育任將重心放
在影響力思維創業與社會影響力制度建置的工作，致力於透過社會影響力制度與影響力思
維，幫助新創事業跳脫傳統社會企業與營利之間的衝突情況，並且協助大型企業與組織能
更有效利用資源。

專業領域 / 專長

社會影響力評估、永續發展策略與規劃、CSR 報告書、確信高資產客戶稅務規劃、稅務行
政救濟、菲律賓經商與稅務、國際移轉定價。

經驗

台積電、華碩、日月光、遠傳、國泰金、中信金、致伸科技、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社會影響
力評估專案

講者：杜育任
青山永續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社會價值賺取價值貨幣、好事被確認立刻有報酬 !

講題：價值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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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論壇 4：與 SROI 認證執業師有約

畢業於英國 Imperial College Green Chemistry 研究所，曾擔任政府環境保護與資源循環
管理規劃顧問，目前任職於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服務部門經
理，提供企業於永續發展之策略建議，協助各產業瞭解其社會影響力、如何衡量並進一步
管理、精進，近年服務如服務業、金融業、建設業、汽車業、電子業等相關社會投資報酬
專案，辨識專案實質效益與影響力，落實效益追蹤，並增進企業於未來決策與專案優化管
理的過程。

講者：胡佑寧
安永台灣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服務 經理

從什麼是影響力管理、組織為什麼須衡量及管理影響力，帶出國際主流方法，以及如何與
SROI 原則之間串連，並分享企業應用案例。

講題：影響力衡量與管理及企業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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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論壇 4：與 SROI 認證執業師有約

專業領域 / 專長
社會影響力評估與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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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英授課講師，ESG 指數基金與影響力投資的研究

現任
新河匯智有限公司創辦人
台北基督學院講師
文化大學自然與環境經濟學講師
台灣原住民南島產經文教關懷協會第一屆理事
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第五屆尤努斯獎書審評審
勞動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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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影響力研究院第一屆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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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體中文版翻譯及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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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林祐翠
新河匯智有限公司 創辦人

社會影響力分析師 / 執業師的價值在於
1、發現利害關係人自己不知道的價值
2、幫助利害關係人擴大正面影響力、減少負面影響力，提出專業的管理策略建議

講題：社會影響力分析師 / 執業師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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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壇 1：社會影響力評估如何回應 SDGs-Part1

社會企業的社會投資報酬率之研究 : 以新竹客庄個案為例
發表人：陳彥蓉

評論人：胡哲生

近年來 , 全台各地的社會企業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然而這些社企的社會投資報酬率
為何 ? 是否有真正幫助到社會上有需要的族群 ? 又其是否有真正體現社會企業的三重底
線及社會影響力 ? 此外 , 在客家庄當中的新竹個案是否有別於其他地區的個案 ? 若是 , 其
又有何獨特之處呢 ?
以上在在皆是吾等亟欲探討的焦點。有鑑於此 , 本研究擬運用社會投資報酬率理論 , 並兼
採文獻分析法和深度訪談法的方式來析探此新竹社會企案之社會投資報酬率。期望研究
結果可供政府、社企和社會大眾參考。

研究領域：企業行銷、價位網路管理、質性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方法論、產業價值網路
分析與管理模式、大陸投資與兩岸商務管理、市場分析與企業診斷研究、社會企業、社
會創業、非營利組織轉型等。 
胡哲生博士擁有超 30 年教研經驗，日前更獲頒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名譽教授的榮
耀。過去研究重點著重台商對外投資的策略、國際分工與資源分配，及隱身於台商全球
投資佈局之後，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企業網路的結構、協同作業與經營流程設計，由於研
究主題大多探討企業複雜的策略思維、國際投資策略變動、產業網路演變與形成等長時
間經營歷程探討，必須採用詮釋性的個案研究，資料形式包括訪談、觀察與田野調查，
甚至實務經驗等資料，因此採用質性研究的機會相當多，累積相當豐富的質性研究方法
與發表經驗。現在則將過去研究方法與經驗延伸至探究社會企業、社會創業與非營利組
織轉型上，期能為經濟、產業提供新的動能，並讓更多機會與供給填補社會底層需求。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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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壇 1：社會影響力評估如何回應 SDGs-Part1

從「中華民國法鼓學校校友會大事關懷」活動
探討其社會影響力
發表人：黃亮鈞

評論人：楊坤修

在台灣因為環境條件的成熟 , 許多宗教、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機構團體等 , 皆大力的
推廣正面的教育、活動或救濟 , 來改進社會風氣、解決社會問題 , 以利社會大眾生活品質
的提昇。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以關懷完成教育的功能 , 又以教育達成關懷的任務」
的目標 , 從心靈環保出發 , 以四種環保為方法 , 讓社會大眾獲得身心的安頓 , 以及溫馨的
慰懷 , 為社會注入安定的力量。中華民國法鼓學校校友會於 104 年 , 由校友賴玉梅等人
起草組織為一社團法人 , 在釋地印法師及釋悟常法師兩位前後任會長的帶領下 , 校友會依
循著法鼓山創辦人的精神及法鼓文理學院 2 的校風 , 對校友及其親屬臨終前後的大事 , 做
安心的大事關懷。
本文即聚焦於「校友會大事關懷」的相關活動 , 從活動的層面 , 並擷取使命契合觀點作社
會影響力評估探討。

台灣社會創新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法鼓文理學院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主任

法鼓文理學院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台灣社會影響力研究院理事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社會創新管理師班主任

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 推廣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 主任

法鼓文理學院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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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壇 1：社會影響力評估如何回應 SDGs-Part1

社會影響力指標之研究 -
B4SI 企業社會影響力評估架構應用於 SROI 案例

發表人：施銘旭

評論人：張志堯

近年來非營利組織 (NPOs) 及社會企業被外界要求合理使用資源及評估社會影響力，並揭露其對社會投
資影響力，以回應資源投注者及各方期待之呼聲不斷，惟須投入相當人力和時間資源且所費不貲，使
得台灣目前僅有少數的 NPOs ( 如聯合勸募、慈濟基金會等 )，以及少數社會企業由台灣公益團體自律
聯盟的輔導支持下，完成通過英國社會影響力評估的認證報告 ( 如第一社企、鮮乳坊等 )，以及幸福果
食 ( 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輔導 ) 的專案，始能負擔得起採用如社會投資報酬分析 (SROI) 等社會影
響力評估方法及取得驗證效力，其他資源不足的機構及社會企業則只能望背徒嘆，其中甘樂文創 ( 活水
及樹冠影響力投資協助 )、綠藤生機 ( 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協助 ) 及里仁自行評估但未送 SROI 認證 ( 芙
彤園、綠藤生機最後選擇申請 B-Corp. 認證 )。如何在平衡社會專案專業公正性及資源投入間取得平
衡，以利企業於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CSR) 工作時，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規劃與評估社會專案之影響力，
以及使更多社會企業或 NPOs/NGOs 有能力及意願加入推動實為當務之急，亦為亟待探討之議題。 

倫敦標竿集團模式 (LBG)/ 企業社會影響力 (B4SI) 架構 (https://b4si.net/)，是目前國際知名的道瓊永
續指數 (DJSI) 投資調查表中，評估企業社區與慈善問題的推薦規範，並獲得聯合國全球盟約 (UN Global 
Compact) 及全球報告協會 (GRI) 標準的認可，其評估結果可作為各界利害關係者評量企業與機構社會
影響力和影響力投資之佐證。本研究旨在介紹 B4SI 社會影響力評估評估架構及其指標系統，並透過資
料蒐集研究及文獻分析法，探討及比較 SROI 與 B4SI 於一般企業及社會企業社會影響力評估時，目前之
應用情形及可能之競合關係，並提出初步的研究建議，以做為企業及影響力投資機構評估 NPOs 或中小
型社會企業專案之社會影響力投資參考。

專長
社區發展、社會網絡分析、量化分析、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經歷
法鼓文理學院社區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美國猶他州立大學社會系講師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副教授

法鼓文理學院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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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壇 1：社會影響力評估如何回應 SDGs-Part1

農村社會創新的商業模式與影響力 : 以慢島生活社群為例
發表人：黃月光

評論人：楊文全

過往以工業化的手段來解決農村經濟發展問題 , 導致農村人口逐漸減少與老化 , 以及生態
破壞。農村的永續發展需要通過社會創新來開發有效的商業模式以解決經濟、社會與環
境問題。隨著網路社群的發展與應用 , 為農村發展帶來了新的市場機遇 , 並且藉由創新應
用的商業模式 , 不僅改變農村社會各個群體間的互動關係 , 從而找出到解決問題的新途
徑。
本研究運用 BMC 和 SROI 作為研究方法,以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的慢島生活社群為案例,
探討以半農半 X 社群為基礎的農村社會創新的商業模式 , 以及此社會創新對於農村永續
發展的社會影響力。持續解決農村發展的問題。
希冀 , 此研究結果可以作為農村社會創新實踐者、農村規劃者、以及學術研究者未來研
究之參考。

曾擔任宜蘭縣農業處處長，原來長期就在替宜蘭農村做規劃，但做到後來，楊文全覺得
整個宜蘭都應該友善耕作。但是對老農來說，每塊田都像自己孩子，哪能說租就租、說
賣就賣。於是楊文全有了「倆佰甲」的新想法，他先和地主租下土地，再慢慢轉租給有
意願的新農。「倆佰甲」主要是透過「集體的力量」，給予懷抱農村夢的人，除了硬體
上的支援、還有心靈上的支持。截至目前為止，已經協助 35 戶以上新手農夫，並且持
續擴大，並嘗試新農村型態。在倆佰甲中，看不到市儈，更多的是在這片農地裡，人與
人互相扶助的情懷。從公僕到親自捲起褲管下田去，楊文全讓更多人知道，農村不只是
農村，還有更多的文化、教育及社會意義。雖然換了一個場域，但是那股愛鄉愛土的熱
情，是永遠不會變的。

宜蘭「倆佰甲」友善耕作小農社群 / 宜蘭縣農業處 創辦人 / 前處長

法鼓文理學院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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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力社會企業之社會投資報酬率 - 以樂齡促進活動為例
發表人：吳豫亞、薛榮棠

評論人：鄭義

高齡化社會的浪潮衝擊之下，高齡者相關議題備受關注。老化是人生必經的階段，也是
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則。當人們踏入老年後，生活中所面臨最直接的改變，除了本身生理
功能的衰退外，外在如人際關係、社會地位及生活方式的改變，也是無可避免。因此，
對於高齡者而言，生命的延長不再為關注的唯一焦點，如何走出家庭，再次與社會接軌，
以樂觀態度面對老化，提高自身生理、心理機能已成為目前人人共享的社會目標。本研
究採用社會投資報率 SROI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做為評估方式，擬分析遊戲力
社會企業於 2022 年 2 月、2022 年 3 月舉辦八場樂齡健康促進活動為研究範圍，瞭解
遊戲力社會企業為促使高齡者成功適應老化所投入成本、產出以及利害關係人的改變，
並以貨幣化數字衡量利害關係人參與活動後所帶來之社會影響力價值。

開授課程
投資組合管理、選擇權市場理論與策略、投資理論與策略、衍生性商品模型實作、固定
收益證券專題
主要經歷
曾任保德信投信投資研究部副總經理，2008/1~2008/10
曾任復華投信新金融商品部資深諮詢顧問，2002/3~2006/4
台灣期貨交易所商品研發小組委員，2002/1~2005/12
曾任寶來證券新金融商品部專案諮詢顧問，1998/1~1999/12
研究領域
銀行、保險公司金融商品開發；權益衍生性商品理論與實務
專業證照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CFA, charter holder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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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對人才培育之社會影響力評估
發表人：曾碧卿 1、顏慧 2、陳柏昇 3

評論人：吳宗昇

大專院校本身具有非營利組織之性質，除了教授學生專業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
正確的道德意識與價值觀。為提昇大學師生對國家社會的使命感，教育部於 2017 年試辦大
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計畫，鼓勵教師帶領學生進入場域發
覺實際問題，實踐大學生之社會責任，至今已邁入第 5 年。由於該計畫涉及眾多利害關係
人，且成果難以透過量化指標呈現，縱使計畫推動單位試圖藉由計畫成果報告與場域訪視等
評估機制衡量計畫成效，仍難以具體地描繪計畫真實的影響力。若能針對計畫執行成果進
行效益評估，將可協助計畫端重新省思管理機制與推動方向，使計畫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本研究聚焦 USR 計畫對大學「人才培育」之影響成效，立基於國內外廣泛運用於非營利組織、
社會企業等之影響力衡量方法「社會投資報酬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以南
臺科技大學於臺南市後壁頂長社區執行之 USR 種子計畫為例，探討其人才培育成效。首先根據
改變理論設計開放式問卷，且輔以深度訪談釐清學生執行 USR 計畫前後的改變，並將改變發
生的過程以成果事件鏈呈現，再按照成果之屬性建立影響力地圖，共可歸納為 4 大構面與 14
項指標。本研究再首創應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衡量各成果之「改
變程度」，並依據權重進行排序。最終再運用定價遊戲 (Value Game) 探討成果的「重要程度」
與「相對價值」。根據改變程度結果，學生參與 USR 計畫，確實能培養其關懷社區的使命感
與對場域實踐的社會價值，並且在投入社會實踐活動後，有效啟發學生充實自我與釐清本身職
涯規劃的動機。此外，藉由分析改變程度與重要程度的落差，可讓執行者重新審思計畫的執行
方式，以透過滾動式修正提昇計畫之影響力。

研究領域：經濟社會學、金融社會學、社會經濟、社會投資效益評估

輔仁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 輔仁大學非營利組織碩專班主任 / 輔仁大學
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南臺科技大學 1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2 全球經營管理碩士班 3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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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影響 - 以光寶科技與技嘉科技為例
發表人：蔡淵輝 1、王寶喻 2、楊凱捷 2、王翊錦 2、

李婉洳 2、賴倩雯 2、陳玟怡 2

評論人：鄭義

本文主要研究 CSR 對於財務績效是否有正向的影響。本文利用個案分析法及實地訪談法進
行研究，首先運用個案分析法探討光寶科技與技嘉科技實施企業社會責任前後與財務績效
關係，並由此觀察 Philip L. Little and Beverly L. Little 兩位學者在 Corporate Reputation 
Review 期 刊 所 提 出 的“Do percept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tribute to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corporate price-earnings ratios? A research note. ” 一 文 中 是
否呼應「企業實施社會責任具有較高的本益比」的理論，若此理論成立將能使企業擁有
較高的本益比並能進一步推升股價。其次再利用實地訪談法與元大 00850 基金經理人團
隊進行專訪，據此了解台灣永續指數的選取標準及 CSR 的產業鏈能否比一般傳統產業的
股 價 較 能 夠 抗 跌 助 漲， 並 也 證 實 了 由 John Peloza 再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出
版 的“Us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Insurance f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實施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具有保險效果」。本研究共得出三點結論，一、光寶科技與
技嘉科技實施企業社會責任與本益比有正相關 二、光寶科技與技嘉科技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與股價波動有正相關影響 三、永續產業相較於一般傳統產業較有助漲抗跌之勢。 

開授課程
投資組合管理、選擇權市場理論與策略、投資理論與策略、衍生性商品模型實作、固定
收益證券專題
主要經歷
曾任保德信投信投資研究部副總經理，2008/1~2008/10
曾任復華投信新金融商品部資深諮詢顧問，2002/3~2006/4
台灣期貨交易所商品研發小組委員，2002/1~2005/12
曾任寶來證券新金融商品部專案諮詢顧問，1998/1~1999/12
研究領域
銀行、保險公司金融商品開發；權益衍生性商品理論與實務
專業證照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CFA, charter holder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

致理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副教授 1、學生 2



3636



3737



3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