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E Confidential / Security-C ASE Confidential / Security-C 

 日月光自然資本評估初探 
范恭智 

日月光集團企業永續中心 

Nov. 2, 2017 

 



©  ASE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ASE Confidential / Security-C 

日月光簡介 
www.aseglobal.com 

1 



©  ASE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ASE Confidential / Security-C 

日月光永續發展的榮譽與肯定 

榮獲「2016 AREA
亞洲企業社會責任
獎」，以「日月光 

30 環保基金專案」

榮獲「社會公益發展

獎」項目。  

榮獲 2016 & 2017 道瓊
永續指數(DJSI) 產業領
導者 (Industry Group 
Leader)  

入選道瓊永續指數之「世

界指數」與「新興市場指

數」成份股。 
榮獲「2016 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企業永續報告類－ 

台灣 Top 50 企業永續報告獎 金獎 
企業永續單項績效類  
氣候領袖獎 及 供應鏈管理獎 

榮獲 第二屆中國 
(上海)上市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 
「傑出企業獎」評鑑「第一名」 

日月光集團子公司環旭電子在責任管理及環境責任構面

上獲得滿分，成為本屆(上海)上市企業社會責任發展 ─  

五星級 (卓越者) 企業之冠。 

榮獲2016年CDP

氣候變遷評鑑A

級評價，為台灣

唯一獲選A級評價

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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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集團全球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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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一元化服務 

理念與願景 
 
日月光集團提供半導體封裝/ 
測試、半導體基板及系統組裝
的最佳製造服務。我們的服務
猶如客戶團隊的延伸，以最精
簡的資源，達成最大的商業成
效。 
 
日月光集團以廣泛的製造產業
鏈服務，提供客戶最完整的半
導體一元化解決方案。 

前段測試 

晶圓凸塊 
/針測 

半導體基板 封裝 

成品測試 

 

模組、系統封裝
及測試 
 

晶圓製造 

IC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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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氣候變遷、資源匱乏、人口成長以及供應鏈全球化的永續發展挑戰， 

擘劃四大策略主軸。 

 
 
 
 
 
 
 
 
 
 
 
 
 
 
藉由日月光持續性、跨面向的創新能量作為推動核心，精進人力資本的發展及
管理，量化及展現我們的企業無形資本，邁向我們的永續策略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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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永續發展長期策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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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自然資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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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自然資本評估探討日月光企業價值資本評估機制  

• 透過財務指標衡量營運活動對於環境的影響，協助洞察公司的外部性成本 

• 將自然資源的外部性成本，整合至永續營運的決策架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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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標 

Source: 國際 <IR> 架構: 價值創造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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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鏈範疇：僅考量企業自身營運 (direct operation)，不考量上游與下游 

• 影響範疇：廢棄物、水、空污以及溫室氣體排放 

• 地理範疇：全球製造廠區 (台、中、日、韓、新、馬、美、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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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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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整年度數據 

 日月光CSR Report 數據蒐集(ISAE 3000查證) 

 廢棄物 (有害廢棄物以及一般廢棄物) 

 水 (用水量) 

 空污 (揮發性有機物 (VOC) 、硫氧化物 (SOx ) 、氮氧化物 (NOx )) 

 溫室氣體排放盤查數據(ISO14064-1 溫室氣體報告查證) 

 範疇1 

• 包含固定和移動式燃燒源( 如天然氣、汽油、柴油) 和製程排放
( 如：產線排放之全氟碳化物/ 氫氟碳化物排放) 

 範疇2 

• 外部電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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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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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  考量整體碳的社會成本 

• 廢棄物 僅考量焚化處理產生的排碳及重金屬的社會成本 

• 用水以及空污  主要係透過生物物理模型評估人體健康損害評估，再
透過人體損害進行貨幣價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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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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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評估結果顯示溫室氣體排放佔了主要的外部性成本 

 這是由於貨幣化係數的範疇不同，溫室氣體主要來自完整的社會成
本評估，其他皆只有局部考量 

• 排除溫室氣體的結果顯示，主要的外部性成本為廢棄物焚化所造成的溫
室氣體排放，第二則為用水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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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呈現與闡釋 

全球NCA 排除G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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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外部性考量的項目將考量更完整的環境損害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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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畫(1/2) 

Monetary valuation  Measure Impact Drivers Quantitate valuation  

Water use (direct use) 

Air Pollutants 
(direct emission) 

Waste 

SOx 

NOx 

VOCs 

Incineration 
treatment 

Other treatments 

External Cost of water 
(only for human health 

Damage on 
human health 

Damage on 
ecosystem 

Malnutrition (DALY) 

Water Borne Disease (DALY) 

Others 

Human Health Impact of SOx, NOx, VOCs (DALY) 

Ecosystem Impact of SOx, NOx, VOCs 

Other Impact of SOx, NOx, VOCs 

External cost of air pollutants 

Social Cost of waste incineration for heavy metal  

Social Cost of waste incineration for GHGs 

Other impact of waste incineration 

Social cost of waste 

Subsidy cost of 
water  

Alternative cost of 
water 

Water use by electricity 
(indirect use) 

Air Pollutants by 
electricity (in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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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自然資本評估以外，加入經濟面與社會面的外部性成本
與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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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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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www.ase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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