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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DGs)於 2015 年簽署，對於企業來說，將 SDG
中環境自然面向納入企業決策中來達到企業永續營利與永續發展，乃是當今相

當重要的議題。過去已有許多系統性的方法協助企業納入環境議題並邁向永續

/可持續的經營模式，包括：ISO14000 環境管理系統系列、生命週期評估(LCA)、
生態效率(Eco-efficiency)、環境足跡等。然而因為缺乏彼此的相互整合，往往成

為各自獨立而無法作為企業完整決策工具。 

自然資本管理(Natural Capital Management, NCM)乃是強化企業管理其仰賴

的自然資源與生態系統服務，讓企業更加有效運用，可將上述所提之各項工具

鍵結整合成一決策工具，並對自然資本評價，此有助於企業於決策中納入對環

境之影響分析。此外，道瓊永續性指數(DJSI)評比問卷、碳揭露計畫(CDP)或金

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成立的 TCFD 組織，均希望了解企

業於價值鏈各階段所造成的正面與負面外部性影響，如對碳排放進行價值評估。

這些新增的問卷題目或是揭露建議，皆代表國際性的機構開始關注企業是否將

自然資本相關議題進行評價的方法納入企業於評估環境相關領域作為之中。顯

見自然資本評估的方法與工具，已是企業刻不容緩需納入公司運作的機制。 

為導入上述前瞻觀念予國內企業，本社委託臺北科技大學胡憲倫教授與其

研究團隊，建構一套具備實用價值的企業自然資本評估方法論，以協助國內企

業建構自然資本評估能力，逐步創建國內企業或公有部門的自然資本清冊，估

計企業對其所仰賴的自然資本所能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的總價值，並促使傳統企

業經營決策考量的範疇擴大，進而真正落實企業永續發展的目標。 

本報告特別感謝參與研究撰寫之專家學者，蕭代基研究員、胡憲倫教授及

其團隊黃泓維博士生、袁美華博士生、陳耀德博士，發揮團隊精神，讓一切順

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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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企業永續性的概念近年來發展迅速，從早期僅有財務報告作為唯一衡量企業績效

的公開資訊外，到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家監管機構強制要求企業需揭露非財務的永續性

報告。透過全球永續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與 IIRC(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ittee)等國際組織不斷地推廣，企業永續性報告(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report)已成為國際指標性企業對外溝通的重要工具。越來越多

投資分析不僅僅仰賴財務報告之資訊，同時也需要非財務報告提供企業其他活動之績

效做為資本分配的依據，以降低投資風險。但現今的報告書仍停留在企業對環境與社

會的活動產出(output)，缺乏這些企業活動產出對社會與環境的外部性影響進行分析。 

近年來國際標竿企業積極執行衝擊估值(或譯作影響估值，Impact valuation)來反

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其主要目的不僅僅是將企業在經濟、環境與社會面的績效予以

呈現，同時也透過評估將不同的永續作為對社會之外部性估值。現今，全球最廣泛採

用且專注於企業永續績效評估的道瓊永續性指標(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

於 2017-2018 的評比問卷中，增加了新的題組即為衝擊估值，DJSI 認為企業不應僅僅

只專注在環境足跡的量化分析，而是應該更進一步的針對這些環境衝擊對社會的影響

進行估值(need to move beyond environmental footprinting and onto valuing their societal 

impact)，並將結果轉提供與投資者進行分析。 

因應國際趨勢，本報告將目前國際上針對企業自然環境面議題之評估工具與方法

學進行分析與整理。第一章聚焦在自然資本的介紹以及企業為何需要自然資本評估、

自然資本對企業的重要性與可能的風險與機會，最後則是國際上 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現在皆以 CDP 稱之)、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以及 DJSI 評比中有關自然資本評估的趨勢分析進行介紹，讓企業能夠掌

握最新國際趨勢。 

第二章開始，注重於分析比較常見自然資本評估研究與工具，從著名的 Cotanza

於 1997 年評估全球自然資本現況，到千禧年時代聯合國主導的千禧年評估

(Millennium Assessment, MA)，再經由 MA 結合國民所得帳發展出國家層級使用之

System of Envrionmental Econmoic Accounting (SEEA)系統，以及我國依據 SEEA 發展

的綠色國民所得帳，最後對企業層級使用的自然資本評估方法進行概要說明，透過循

序漸進，讓讀者瞭解自然資本評估的脈絡。第二章後半部分則蒐集國際上企業最常使

用的自然資本帳法 (Corporate Natural Capital Account, CNCA) 、環境損益法

(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 EP&L)以及最新的自然資本議定書(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NCP)之架構進行比較分析後，選定國際企業較具共識的 NCP 架構，作為第

三章企業建立自然資本評估模式的撰寫依據。 

第三章為按照 NCP 的步驟，對自然資本評估作完整地介紹，並透過企業較為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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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 GRI 準則了解自然資本評估的準備與範疇訂定。本章除了依循 NCP 內的說明與

內容外，另增加蕭代基等人所著之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一書中利用經濟學方法評

估非市場價值的方法論。本報告的第四章透過兩家國際企業，分別是製造業(Roche)、

服務業(金融業 YES Bank)，以及一家台灣企業(日月光集團)共三家案例的說明，引領

讀者了解這些標竿企業是如何從頭開始執行自然資本評估的工作。 

希冀能透過本報告，使企業了解為何需要執行自然資本評估，並從執行評估過程

中，將自然資本的概念融入企業的決策之中，促使環境議題藉由落實自然資本評估成

為企業營運的一部份，企業也能夠開始思考對社會的貢獻並接觸社會面的評估(社會

資本評估)，將社會面與環境面的議題整合於企業核心策略中，那整個評估也就有了

意義，這也是 DJSI 於 2017 年新增衝擊估值(impact valuation)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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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前言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於 2015 年簽署並

接替「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促使人類邁向 2030 的

永續發展，已成為企業重視的議題；現階段許多企業透過內部分析以探討 UN SDGs

可能蘊含的商業機會，並透過落實該目標已達到企業永續營利與永續發展。SDGs 涵

蓋面向極廣，並試圖解決人類的永續發展問題；在自然環境面中，於目標 2、3、6、

7、11 至 15 皆有所提及，但除了部分目標是現階段企業已經開始關注的重點外，部

分目標如海域生態(目標 14)與陸域生態(目標 15)皆是過去企業有所遺漏之環境議題，

因此如何更廣泛的將 SDG 與環境自然相關目標納入於企業決策中，乃是當今相當重

要的議題。 

 企業呼應 SDGs 並非現在開始的課題，早在 MDGs 時代，許多企業就已經嘗試將

企業經營的策略與 MDGs 中的議題結合，只是當時並無如此多企業了解箇中的意義。

這次 SDGs 的提出就大不相同，除了國際間政府組織之外，幾乎所有的企業及相關組

織，均關注及留意要如何與 SDGs 的議題結合。而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5 年 11 月的一篇談「什麼企業需要知道那些關於永續發展目標的事(What 

Businesses Need to Know Ab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文章中，提到為企

業需要在乎 SDGs 的三個理由，更是點出了這個議題的重要性。這三個理由分別是

(Chakravorti, 2015)： 

 SDGs 代表著公司成長的機會－消費者在新興(emerging)及前緣市場(frontier 

markets)1的價值，於 2025 年時可能高達 30 兆美元(在 2010 年時才只有 12 兆

美元)。 

 愈早將自己定位為領導產業 SDGs 的企業，將可獲致先行者(first-mover)的競

爭優勢；反之，則會讓自己置身可能被淘汰的風險。 

 每年價值 3 兆美元與 SDGs 有關的投資，需要企業的參與方能實現。 
  

                                                       
1 “依美林新興市場策略分析師的說法，這些國際資金投資仍低的處女地，正是所言的「新興新興市

場」(emerging emerging market)，也就是比新興市場還要「新興」的市場，又可稱為「邊境市場

(frontier market)」，專指那些市場規模不大、國際資金挹注少，且較少受到投資人注目的市場，專指

新興市場中具有未開發證券市場的國家(Developing economy with undeveloped equity market)” 
(DIGITIMES 中文網 原文網址: 360°財經：邊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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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本身是國際級的永續發展目標，並非僅關注特定單一面項，自然資本評估

的主要目的也並非與所有 SDGs 的目標吻合，其最主要的關注點依舊是以自然環境為

主要訴求，透過量化評估的方式，促使企業將自然環境議題，納入組織決策之中，使

企業能夠發掘自然資本帶來的風險與機會。 

本報告第一章將引領企業從了解自然資本以及其他企業仰賴營運的資本定義開

始，並分析自然資本與全球永續發展目標間的關聯性，透過關聯的建立將可促進企業

從中找尋組織已建立的永續發展目標和自然資本評估的著力點，最後針對國際上面對

企業執行自然資本評估這樣的新興議題，是如何找尋評估的目的、以及認知到自然資

本帶來的風險與機會。 

二、資本的定義 

在管理學中，資本方法(Capital approach)是一個常用的概念，資本方法(capital 

approach)認為，資本是存量，其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是流量。生產者利用各項資本所提

供的產品與服務等流量，以生產更多的產品與服務，供應民眾直接或間接享用這些產

品與服務，而獲得福祉，部分產品與服務用於投資，以確保及增進資本存量(國家發展

委員會，2015)。從國家角度而言，國家的發展仰賴自然資本、人造資本、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與制度資本得以有效運作，但商業上的資本分類略微不同；商業上，依據國

際整合性報導委員會(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IIRC)出版的國際整合

性報導架構(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Framework)，可將組織所仰賴之資本劃

分為六大類，分別為：設備資本(manufactured capital)、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社會

與關係資本(social and relationship capital)、智慧財產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財務資

本(financial capital)以及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由於國家發展與企業發展的核心不

同，企業主要目的為營利，故財務資本相當重要；而國家並無財務資本的投入與產出，

亦無所謂的智慧資本，僅有制度資本。而企業的制度即為企業管理文化，在 IIRC 的

定義中屬於企業的智慧資本，社會資本對國家而言是屬於邊界內的存量，但就企業而

言，組織與社會互不隸屬，但互有關聯，且企業須被社會接受才能營運，因此特別注

重企業與社會間的關係，這部分在 IIRC 中則定義為社會與關係資本。國家與企業對

於資本的區別可參照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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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家與企業層級對於資本的定義比較表 

 國家 企業 

資本

定義 

資本是存量，其提供的產品與服務

是流量。生產者利用各項資本所提

供的產品與服務等流量，以生產更

多的產品與服務，供應民眾直接或

間接享用這些產品與服務，而獲得

福祉，部分產品與服務用於投資，

以確保及增進資本存量。 

所有組織的成功仰賴於各類形式的資

本(IIRC, 2.10)，資本係透過組織的活動

及產出，得以增加、減少或轉變的價值

存量(IIRC, 2.11 條文)。資本之總存量在

一段期間並不固定。隨著資本的增加、

減少或轉變，存量會於資本之間和資本

內部持續的流動。 

財務

資本 

無此定義 2資金池(the pool of funds)，包含了： 

 可供組織用於產品之生產或服務

之提供 

 透過諸如負債、權益或補助等融資

方式取得，或透過營運或投資產生 

製造

資本 

又譯作人造資本 (built capital ，

physical capital)：機械、設備、工廠

建築物、工具、基礎建設等。 

被製造出來的實體物件(有別於天然的

實體物件)，供組織用於產品之生產或服

務之提供，包括： 

 建築物 

 設備 

 基礎設施(諸如道路、碼頭、橋樑以

及廢棄物和水處理廠) 

製造資本通常是由其他組織所創造，但

也包括由自身組織所製造，用於銷售或

留作自用的資產。 

智慧

資本 

無此定義 組織的、知識類型的無形資產，包括： 

 智慧財產權，諸如專利權、著作權、

軟體、權利和執照 

 組織資本”，諸如隱性知識、系統、

程序和協議 

人力

資本 

國人生產能力的總和，包含教育程

度、訓練、職場安全健康、就業與

否、友善勞動市場制度。 

人的技能、能力和經驗以及創新的動

力，包括： 

 認同與支持組織的治理架構、風險

                                                       
2 資金池，又稱之為現金池(cash pooling)是指企業間資金管理的自動調撥工具，以實現資金的集中控

制，不同的銀行對於資金池有不同的定義，此處採取花旗銀行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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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企業 

管理方針及道德價值觀 

 理解、發展及執行組織策略的能力 

 忠誠度和改善流程、產品及服務的

動力，包括：領導、管理及合作的

能力 

社會

資本 

一個國家社會人民與企業之信任、

公德心與社會責任感(即所謂之第

六倫)之總稱。 

對企業而言，社會是屬於企業邊界之外

的資本，與國家定義之社會較為不同，

因此 IR 將其翻譯為社會與關係資本，

其定義為： 

社區、利害關係人團體以及其他網絡的

內部或相互之間的機制與關係，以及為

提升個體和集體的福祉而共享訊息的

能力。社會與關係資本包括： 

 共享的規範、共同的價值與行為 

 與關鍵利害關係人之關係，以及組

織已發展、並力圖建構及保護與外

部利害關係人溝通3的信任及意願 

 組織已發展與品牌及聲譽相關之

無形資產 

 組織營運所需之社會認同 

自然

資本 

自然資源與環境，提供生產與消費

的原料，以及多樣的生態系服務，

亦為廢棄物排放之處。 

用來提供產品或服務以支持組織過去、

現在或未來成功之所有可再生或不可

再生的環境資源及流程，包括： 

 空氣、水、土地、礦物及森林 

 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健康 

制度

資本 

包括正式(如法律)與非正式(習俗)

的制度，規範著人或組織、或人與

組織之間的關係。 

無，從 IR 的定義分析，制度資本屬於企

業的智慧資本的一部份。 

(資料來源：IIRC, 2015；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 

 

                                                       
3 利害關係人溝通(stakeholder engagement)：或譯作利害關係人議合。利害關係人溝通的過程可視為

企業瞭解利害關係人的合理期望和利益，以及他們所需資訊的工具。組織一般會採不同形式的利害

關係人溝通，作為常態活動的一部分，為報導決策取得有用的資訊。利害關係人溝通係根據系統性

或一般公認的方針、方法學而特別實施的原則(GRI standard: 101 foundation,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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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經濟」(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將自然資本定義為：「由生態系統與非再生的能資源所組成的有限自然資產

(空氣、水與土地)，人類透過運用資產進而創造出產品與服務以造福人類社會與經濟

發展」(TEEB, 2017)。目前人類發展皆不可脫離自然環境，因此了解提供我們生存與

發展的自然資本之價值，乃邁向永續發展之重要課題。下一節我們將介紹企業與自然

資本間的關聯性，透過關聯性的掌握，企業可以從不同自然資本議題中，鑑別出重大

性的項目，以利後續能夠聚焦並且進行評估。 

自然的價值 

自然資本所提供的服務是可以提升人類福祉，因此具有價值，許多自然資本提供的

服務有些與市場有關，因此可以交易(金屬、化石燃料等)，但有更多的自然資本提

供的服務因其外部性、公共財特性，導致無法交易等市場失靈現象發生，同時也因

為產權不完備以及政府失靈等因素，造就了許多環境問題(蕭代基等，2002)。因此，

在評估自然資本價值時，外部性或是外部成本的概念顯得非常重要 

三、自然資本對企業經營決策的重要性 

(一) 自然資本與全球永續發展脈絡 

如前文所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與自然資本相關的主要目標分散在目標

(Goals)2、3、6、7、11 至 15，其細項目標(targets)也具體說明在聯合國這樣的國際架

構底下，希望人類達成具體的績效已邁向永續發展(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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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自然資本評估的關聯表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與自然資本評估的關係 

目標2. 消除飢餓，達成糧

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

永續農業 

 關注糧食供應、開發中國家的糧食生產力、鄉村基

礎設施、農村收入問題以及弱勢族群營養不良問

題。 

 糧食問題與土地及農業等自然資源有高度相關，特

別是食物生產商。因此關注自然資本中生態系統服

務的供給是重要的企業營運核心。 

目標 3. 確保健康及促進

各年齡層的福祉 

 此項主目標中的第九個細項目標是專注於減少污

染物造成死亡，而污染物是目前人類健康損害最主

要的驅動因素之一 

 如何減少污染物排放避免影響人體健康是自然資

本評估主要的目的之一。 

目標 6. 確保所有人都能

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

管理 

 此目標關注確保乾淨水資源的永續利用以及淡水

生態系統的穩定 

 水資源本身是許多企業高度依賴的自然資本之一，

改善水質、減少污染物影響水質、落實永續水資源

使用，是企業落實此目標的關鍵作為。 

目標 7. 確保所有的人都

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

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

源 

 能源是企業最重要的自然資本，確保穩定與負擔的

起的能源是企業營運的關鍵 

 投資或採購再生能源是目前企業達成碳脫鉤的關

鍵作為。 

目標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

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

及永續性 

 強化城市的韌性以及減少都市對於環境的有害影

響是與自然資本最具關連的項目 

 企業可以從具高度韌性的城市獲得減少災害風險

的效益，同時透過解決都市對於環境的有害影響尋

找商機 

 自然資本評估可以協助企業評估所在區域的自然

資本與自然災害的風險 

目標12. 確保永續消費及

生產模式 

 本目標聚焦於減少消費端的資源浪費，降低消費者

造成的環境足跡 

 企業可能透過自然資本評估了解企業下游端因服

務與產品創造出的環境足跡，進而思考創新產品與

                                                       
4 此整理表不代表自然資本僅與這些 SDGs 有關，尚可能與其他 SDGs 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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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與自然資本評估的關係 

服務來減少足跡甚至創造正面效益 

目標13. 採取緊急措施以

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主要關注如何提升任何組織對於氣候變遷調適能

力，調適是企業在氣候變遷的過程中有效降低自然

災害造成損害，同時具備快速恢復能力 

 自然資本評估可讓企業認知到調適能力對於企業

的效益 

目標14. 保育及永續利用

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

永續發展 

 關注於海洋生態系統的維護 

 過去企業較少關注海洋生態系統，自然資本評估可

促使企業正視海洋資源對其營運的重要，特別是仰

賴海洋的產業部門。 

目標 15. 保護、維護及促

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

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

對抗沙漠化，終止及逆轉

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

樣性的喪失 

 本目標注重陸地生態系統的維護，包含森林、生物

多樣性以及對抗沙漠化等議題 

 土地利用改變是企業造成陸地生態系統的因素，正

視土地利用改變造成的影響，是自然資本評估中重

要的用途。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2015; 本報告整理) 

(二) 自然資本與企業的關聯性 

艾莫拉文士(Amory B. Lovins)等人在哈佛商業針對企業與環境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 on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這本報告中提及企業需要邁向自然資

本主義(natural capitalism)之路(Lovins et al., 1999)，該文提到企業要邁向自然資本主義

的道路須達成四個相關聯結的轉變： 

 大幅增加自然資源生產力：透過產品設計與技術性的根本改變，減少自然資本使

用進而創造更高的利潤，不僅對本身有利，同時也能降低最初的資本投資。 

 轉變為受到生物激勵的生產模式：除了減少浪費外，還能夠消除每一個浪費的概

念，形成封閉式(Closed-loop)迴圈，這項概念在如今的循環經濟蓬勃發展下，已

逐漸成為目前國際上企業與國家採行的發展方向。 

 朝向以解決方案為基礎的商業模式：傳統製造商的商業模式仍停留在貨品銷售上。

在新的模式，價值由一連串流動遞送的服務所取代。這項商業模式的改變，已逐

漸體現在許多產品服務化系統(product service system, PSS)的發展之中，在台灣最

成功的案例就屬於商務型印表機的租賃服務。 

 自然資本財的再投資：企業必須復甦、維持，及擴充地球的生態系統，讓它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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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最關鍵的服務及生物資源能比以前更欣欣向榮。 

這四項的轉變過去僅是所謂的概念發展，甚少有足夠的評估工具得以衡量企業進

行改變與創新時的績效評估，這乃是因為傳統企業於自然資本管理時，採用物理單位

進行呈現，如，企業管理空氣汙染物排放時，粒狀污染物濃度通常以 mg/Nm3 表示；

該單位雖具科學意義，但對於非專業背景之管理者而言，物理單位難以理解，且無法

立即明瞭其對組織營運之風險，對一般大眾而言亦無法明確瞭解其立即危害；而唯有

了解物品價值才能進行有效的管理。故計量自然資本的單位應以管理者易於了解的經

濟單位呈現。近年來，許多學者亦開始關注長期被忽視的自然資本形成的經濟隱性

(Economic invisibility)現象，過去雖已提倡環境外部性(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內部

化之概念，但仍略嫌不足。因此，為了使自然資本的價值能夠得以被計算與量化為貨

幣單位，國際上已推動自然資本價格化的跨國合作計劃，透過納入會計顧問公司、投

顧公司、長期推動企業永續的 NGO 團體，以及環保團體等多樣化組織，共同推動自

然資本評估的架構訂定，使其成為自然資本評估(Natural Capital Assessment, NCA)標

準化架構，此即為自然資本議定書(Natrual Capital Protocol, NCP)，該架構已於 2016

年正式出版。 

企業在執行自然資本評估前，需先了解自然資本與組織間的關聯性，企業首先必

須理解自然資本的概念，接著瞭解企業是如何依賴(dependence)自然資本而得以營運，

同時營運過程中又會對自然資本造成何種或多少衝擊(impact)。 

1. 了解自然資本與人類社會間的關聯 

自然資本泛指地球上再生與非再生的自然資源之存量(stock)，其中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是屬於自然資本的基石，並透過流量或流動(flow)的方式提供人類社會或

商業予以創造價值(如圖 1.1 所示)。而自然資本的流量可區分為生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s)、非生物性服務(abiotic services)。有關生態系統服務、非生物性服

務以及生物多樣性之定義與說明，詳見表 1.3。 

 
圖 1.1 自然資本與企業及社會間的關聯 

(資料來源：NC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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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生態系統服務、非生物性服務與生物多樣性之定義與說明 

項目 定義與說明 

生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 

任何人類從生態系統中獲得利益之過程即為生態系統服務，依據

2005 年聯合國千禧年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

將生態系統服務分為以下四種服務： 

 供給(provisioning)：從自然產出之物質，包含海鮮食品、水、

纖維等 

 調節(regulating)：透過生態系統調節的過程間接受益之服務

類型，包含碳封存調節氣候、濕地的水質過濾、作物受粉的

過程等 

 文化(cultural)：非物質上的服務，例如瀑布、冰河 

 支持(supporting)：生態系的基礎支持生態系統服務的項目，

例如氮磷循環、土壤肥沃度等 

非生物性服務 

(abiotic service) 

非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但是基於地質過程中獲得的服務，例如

金屬、礦物、天然氣、石油等 

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代表自然資本健康與穩定性，同時提供面臨天然災害的韌性，同

時也間接支持生態系統服務，因此生物多樣性同時是自然資本的

部分，又與生態系統服務掛勾。依據聯合國定義，生物多樣性乃

指所有來自生物體的變異性，包含陸地、海洋及其他水生生態系

統的生態綜合體，包括物種之間、生態系統之間的多樣性。 

(資料來源：MA, 2005; NCC, 2016; 本報告彙整) 

自然資本與商業以及社會間的交互關係亦可以用下圖 1.2 的複雜關係表示。圖 1.2

呈現出自然資本是人類社會與企業的基石，商業與社會活動無論間接與直接都仰賴自

然資本的支持，同時這些活動也會對自然資本造成衝擊。而這些依賴與衝擊將導致人

類社會與商業的成本與效益發生，成本與效益皆會帶來社會與商業的風險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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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自然資本對社會與商業的成本及效益 

(資料來源：NCC，2016) 

2. 利用自然資本概念於企業脈絡中 

在上一小節中提到，人類社會與商業之活動皆仰賴自然資本的支持以及人類社會

與商業和自然資本間的交互關係，人類活動也會造成自然資本的衝擊，在本小節中，

將介紹自然資本衝擊與自然資本依賴的概念。 

(1) 企業對自然資本衝擊的概念 

企業因營運過程中，會對自然資本造成衝擊，可能為正面(positive)，亦可能為負

面(negative)。例如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大氣溫室氣體濃度上升，即為負面的衝擊，反之，

企業透過工程改善河川汙染狀況即為正面影響。自然資本衝擊可能因組織與企業的直

接營運造成，也可能是透過產品與服務間接造成，因此衝擊涵蓋組織與企業營運的價

值鏈之中。由於不同類型之產業類別造成的主要自然資本項目不盡相同，因此如何鑑

別重大性的自然資本衝擊是自然資本評估相當重要的步驟。下圖 1.3 說明企業造成自

然資本衝擊的可能項目。 

 
圖 1.3 企業與自然資本衝擊關係範例圖 

(資料來源：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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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對自然資本的依賴概念 

企業仰賴的自然資本相當廣泛，這當中可能包含了直接與間接的生態系統、非生

物性服務，其關聯性如下圖 1.4，且不同產業部門其價值鏈所依賴的自然資本也不同。

此外，相同自然資本的衝擊與依賴可能會相互影響，例如水資源一方面屬於企業依賴

的自然資本，同時企業排放廢汙水將影響到水資源的品質同時也間接影響到企業依賴

的水資源。 

 
圖 1.4 企業與自然資本的依賴關係範例圖 

(資料來源：NCC，2016) 

(三) 企業進行自然資本評估之目的、風險與機會 
本報告引用歐盟的企業與生物多樣性平台討論會議中(Spurgeon, J.P.G., 2015)，針

對自然資本評估之定義：「企業鑑別、量化與(或)評價環境依賴與衝擊，提供企業決策

與報告之資訊」(identifying, quantifying and/or value environmental dependencies and 

impacts to inform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and reporting)。 

世 界 銀 行 指 出 (The World Bank, 2017) ， 自 然 資 本 評 估 (Natural Capital 

Assessment/Accounting, NCA)主要目的乃「整合自然資源議題納入決策過程中，以促

成企業的永續發展」。自然資本評估的發展已超過 30 年；早期自然資本評估僅以定性

的方式，評估不同資源的重要性與環境衝擊之大小；近年來許多企業與國家開始量化

環境衝擊，例如水資源消耗與碳排放量等。儘管針對環境衝擊與自然資源雖已具備科

學基礎的量化工具，但組織與企業的決策者往往無法應用該量化數據；再者，許多利

害關係人認為自然資本評估不應僅僅只是將企業營運對自然環境之衝擊予以量化

(quantification)，而是應將環境資源耗損與組織營運造成之環境衝擊予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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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與評價(monetary valuation)。不同區域的自然資源價值會因其地理環境與

氣候條件而不同，例如不同區域的水資源對人類福祉具顯著性差異，僅以物理單位呈

現水資源消耗，將無法凸顯出不同區域間之差異性；而環境衝擊評估將有助於解決不

同區域間對於水資源珍貴性的觀點。 

本報告中，評估(valuation/assessment)將自然資本之重要性進行鑑別即為評估，而評

估又可細分為三種方法：定性評估(qualitative valuation)、定量評估(quantitative 

valuation)以及評價(monetary valuation)。本報告中，當使用評價一詞時，泛指將自

然資本評估結果轉換成財務或經濟單位。 

評估的三種方法中，評價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用以分析比較達成目標的權衡(trade-

offs)方法，所有決策皆有權衡，無論是隱含(implicitly)或是明確的(explicitly)價值

(Costanza et al., 2014)。同時評價並不是指將特定自然資本予以私有化(Privatization)，

也並非將生態系統服務或自然資本拿去市場上進行交易。生態系統服務與自然資本的

評價的用途非常多，包含提升議事、國家收入與福祉計算、政策分析，國家發展計畫、

都市區域土地規劃、企業總體資產評估、永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企業農產品的供應鏈

管理(Costanza et al., 2014; Guerry et al., 2015)。 

 企業自然資本評估的趨勢主要還是由於環境與自然議題在近年來快速崛起，且也

因為氣候變化導致企業在營運上遇到許多風險與機會。依據於 2010 年 Trucost、UN-

backe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UNPRI) 以及 UNEP Finance Initiaitve 評

估出因企業造成的全球環境損害高達 6 兆美元，如果照現況不做任何改變(Business as 

usual, BAU)的狀況持續下去，到達 2050 年，這項外部成本估計將高達 28 兆美元

(Mattison et al., 2010)，如果選擇最高損害的前百大環境損害，也將高達 4 兆美元。儘

管這些評估報告仰賴許多假設，但都反應出一項基本問題，也就是環境造成的外部成

本損失已經到了不能忽視的地步。在此背景之下，自然資本評估除了可以促進企業優

化內部決策之外，瞭解自然資本可能的風險與機會也將會是企業執行自然資本評估的

驅動力，故自然資本可能為企業帶來的風險以及未來可發掘的機會也因不同的企業考

量類別而有顯著性的差異(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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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企業不同考量類別的自然資本風險與機會 

類別 風險 機會 

營運 

(常規的商業

活動、支出以

及流程) 

 逐漸升高的自然危害成本

(例如海岸線的消失) 

 升高的安全性成本(環保

運動的抗爭) 

 原物料與資源的成本上 

 供應鏈供應不足 

 投資綠色基礎設施的成本降低 

 回收有價之原料 

 降低原料投入成本 

 確保供應鏈提供穩定的原物料 

法規與規範  法遵成本上升 

 由於許可證的允許或拒

絕，導致資本成本增加或

製程的損失 

 罰金、罰款、賠償與法律費

用的增加 

 新規範或執照的費用 

 降低廢棄物產生或提升資源使

用效率，讓法遵的成本下降 

 較容易獲得許可證 

 不受到法律處罰的費用 

 降低環境費用 

 影響政府政策(遊說) 

財務  財務成本的增加 

 公共或私人資產的掛鉤 

 不良貸款對象導致的風險 

 獲得與維持投資人之關注與信

任 

 容易獲得財務的支持 

 降低財務成本 

 某些案例適合新的綠色基金 

商譽與行銷  消費者價值觀與喜好的轉

變可能影響市占率 

 員工離職率的上升，更高

的雇用與留任成本 

 關鍵供應商與合作夥伴忠

誠度降低 

 新興的環境市場與產品可能提

供新的機會 

 具可信賴與驗證產品的需求增

加 

 產品的差異性 

 提升吸引員工與留任的能力 

社會層面  因自然資本與相關生態系

統服務的耗損，進而影響

到當地社區的商業活動 

 人們可能因為自然資本的

耗損導致健康的風險 

 當地社區因企業有效率的管理

自然資本而獲利。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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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道瓊永續性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評比問卷中，新

增了一項詢問企業是否採用衝擊評估(Impact Valuation)的題組，該題組目的是為了瞭

解現階段企業是否有針對企業營運過程中，於價值鏈各階段造成的正面與負面外部性

影響進行評估(該題組接受定性評估、定量評估與評價三種方式，但更傾向於評價的

結果呈現)。除此之外，碳揭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有關氣候變遷的議

題中也詢問企業是否將碳定價(Carbon pricing)納入企業的氣候變遷決策之中。不僅僅

只有 CDP 提及碳定價，由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成立的 TCFD

組織，也積極籌畫將氣候變遷相關資訊揭露於財務報告中，在 TCFD 建議揭露中，也

希望將碳定價的資訊能夠於財務報表中揭露。這些新增的問卷題目或是揭露建議，皆

代表國際性的機構開始關注企業是否將自然資本相關議題進行評價的方法納入於企

業於評估環境相關領域作為之中。 
 

DJSI 是什麼？ 

1999 年，美國道瓊指數(Dow Jones Index)與瑞士永續資產管理公司(Sustainable 

Asset Management, SAM)正式推出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成為全球第一套具系統性追蹤企業永續發展績效表現的社會責任指數，也是

現今國際間最具公信力的企業永續評選工具之一，該集團旗下總資本額超過 100 億

美金。而協助道瓊創立此指數的 SAM，是一家位於瑞士蘇黎士的公司，主要業務

為藉由永續性評估及顧問服務，整合企業的永續性與財務金融。 

DJSI 包括了一個世界指數(World Universe)，以及五個地區指數：歐洲(Europe 

Universe)、北美(North America Universe)、亞太(Asia Pacific Universe)、MILA(Mercado 

Integrado Latinoamericano)、新興市場(Emerging Markets Universe)，與三個國家型指

數：澳洲(Australia Universe)、韓國(Korea Universe)、與 2015 年新增的智利指數(Chile 

Universe)(RobecoSAM, DJSI Invited Companies, 2016.)和 2017 年新增的 MILA 指數

(RobecoSAM, DJSI Invited Companies, 2017.)。以 2017 年為例，世界指數邀請 2528

家，歐洲、北美、亞太與 MILA 地區各分別有 609、613、614 與 155 家、澳洲、韓

國與智利地區各有 203、201 與 63 家，而新興市場則有 803 家(RobecoSAM, DJSI 

Invited Companies, 2017.)。除地區上的劃分外，DJSI 也將企業分成數種不同的產業

別，以便進行相同產業別的分數比較，2017 年共有 60 個產業別(Industry)，此 60 個

產業別又歸納為 24 個產業群組(Industry Group)。 

CDP 是什麼樣的組織？ 

CDP 成立之初的全名為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然因其發展之專案並非只有

碳的議題，於 2013 年啟動 CDP Rebrand(CDP, CDP S&P 500 Climate Change Report, 

2013.)。目前該組織已以 CDP 為其統一名稱，不再使用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其源於 2002 年由國際主流法人投資機構，發起成立之獨立非營利組織。欲藉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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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各主要投資機構間的合作，期望以市場力量推動環境與經濟之永續發展，總部

設於英國倫敦。截至 2018 年，於投資者類別中之氣候變遷專案(Climate Change 

Program)已集結全球 803 家法人投資機構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成為簽署人

(Signatory)，管理總資產高達 100 兆美元。 

除對經濟、環境、社會等大面向的永續經營外，企業是否能針對氣候變遷擬出

因應策略，也逐漸成為投資人關注的風險評估指標之一。因此 CDP 的主要角色在

於提供一個公開且透明的資訊管道，使投資人瞭解各企業面對氣候變遷風險的因應

措施及應變能力。而在問卷的設計上，CDP 亦與全球永續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合作，以確保其題目與 GRI 指標能相互呼應，可視為企業

對外編撰永續報告績效表現的一環。於 2018 的問卷中，CDP 正式將 TCFD 的架構

導入至題組之中。其中包含：董事會監督、高階管理責任、風險的管理流程、風險

與機會的財務規劃、營運策略與情境分析。 

TCFD 是什麼樣的組織？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TCFD)是由金融穩定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於 2015 年 12 月 4 日建立，主要是發展更有效益與效

率的氣候相關揭露之建議。現階段 TCFD 的會員主要由 FSB 選出，成員來自 G20

國家的經濟部門、金融市場的用戶和揭露準備人員。包含銀行、保險公司、資產管

理者、退休基金、大型企業、顧問單位等。 

其目的在於主要乃提供一個清晰、有效率以及自願性的揭露架構，有助於企業

用以促進氣候相關之財務揭露與使用者間的溝通。希望能提供給投資者、貸款者、

保險業者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可直接使用的資訊。因此透過企業透過 TCFD 的導

入，將可更有效率地衡量與計算自身、供應商以及競爭者所面臨的風險。投資者也

將更容易了解該如何分配其資本於投資決策；而貸款者、保險者以及承銷商也將更

容易評估短、中、長期暴露的風險。 

TCFD 的揭露架構以 Recommendations 為主軸，由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

標與目標，此四項核心要素共同組成。在 Recommendations 底下有 Recommended 

Disclosures，乃是建議組織在財務報告中，應具體揭露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項目，

以提供有用的資訊做為投資決策之參考。Recommended Disclosures 再區分為兩類，

一類是 Guidance for All Sectors，建議組織應具體揭露項目之指引，可通用於所有組

織。另一類是 Supplemental Guidance For Certain Sectors，顧名思義就是針對有些受

到高度關注之部門，其潛在性的氣候相關衝擊，建議揭露更完整或特有資訊的指引，

並細分為金融與非金融部門。 

(資料來源：陳耀德博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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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現行企業自然資本評估方法 

一、前言 

本章將介紹目前國際上不同範疇與邊界下，常使用的自然資本評估方法，儘管多

數的方法學名稱不一定稱之為自然資本評估，但只要是能夠將自然資本相關議題的依

賴與衝擊予以定性評估、定量評估或評價的方式呈現，皆可以稱之為自然資本評估。

目前有許多針對全球性、國家與區域性、企業層級的評估方法，方法細節上略有不同，

但概念上大致相同。 

本章將從國際自然資本評估發展趨勢開始，介紹最早針對全球性的自然資本評估，

導入到聯合國千禧年評估(全球性的評估)，再到結合千禧年評估而發展的綠色國民所

得帳(國家與區域性的評估)，最後則聚焦在目前已有的企業自然資本評估之中，介紹

現行主要的企業自然資本評估方法，包含英國 eftec 發展的企業自然資本帳法

(Corporate Natural Capital Account, CNCA) 、從企業界中發展出的環境損益法

(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 EP&L)，最後再到 2016 年出版的自然資本議定書

(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NCP)進行概要介紹，及歐盟論壇中對自然資本評估方法的比

較分析。 

二、國際自然資本評估發展趨勢 

國際自然資本評估可區分三種，一種是以全球性觀點評估整體地球生態系統提供

給人類社會的總體價值，第二種則是基於聯合國國民經濟會計制度(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架構建立起的國家層級生態系統評估，簡稱 SEEA(System of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Account)，第三種則是專注於企業、組織等小規模尺度的評估。在

此三種評估中，全球層級的自然資本評估以千禧年評估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MEA)為代表；第二種則是各國所出版的國民綠色所得帳為主，最後

是目前正在快速發展中，針對企業層級進行評估的方法與架構，本文將以 NCP 為代

表進行介紹。以下將就這三種不同層級的自然資本評估進行介紹。 

(一)  全球層級的自然資本評估 

全球層級的自然資本評估已進行多年，本報告整理著名的幾項研究於表 2.1之中。

最早開始將自然資本予以計價，始自於 1960 至 1970 年間，但 1997 年由 Costanza 等

學者發表於 Natrue 期刊最為著名，該研究主要目的是計算全球生態系統服務與自然

資本的價值，並將生態系統服務分類成 17 項種類進行計算。Costanza 等人於 1997 年

發表研究結果，該研究顯示出全球生態系統提供全球每年約為 33 兆美元的價值(1995

年美元幣值)，這項結果顯示出生態系統服務的總價值遠高於全球 GDP(Costanza et al., 

1997)。該研究雖著名，但方法學嚴謹性不足，因此研究結果可能低估了整體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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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爾後，由聯合國發表的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不僅促使更多政策決策開始關注此一議題，同時也提供了評估生態系統服務與自

然資本方法學的相關規範。MA 進行一項從 2001 年至 2005 年的全球性、綜合性的評

估，探討地球生態系統與人類福祉間的關聯性，並將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分成四類：供

給服務(provisioning services)、調節服務(regulating service)、文化服務(cultural services)

與支持服務(supporting services)；MA 的分類提供後來評價自然資本研究最基本之分

類與範疇邊界。爾後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UNEP)成立

的 TEEB 基金會(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 and Biodiversity Foundation)致力於推廣

此一概念。TEEB 的評估更透過大量的媒體宣傳，將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傳遞給更多

的一般民眾，也成為主流媒體與企業關注的焦點之一，這也促使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

員會(WBCSD)在 2012 年推出了以企業為主的生態系統評估手冊供企業使用。 

Costanza 等人的研究團隊於 2014 年進行生態系統價值評估的改變進行分析，該

研究同時考量價值與最新的數據更新，僅考量價值改變的狀況下，全球生態系統服務

提供的價值為每年 145 兆美元(2007 美元)；但考量到數據更新以及價值改變的狀況

下，全球生態系統服務提供的價值為每年 125 兆美元(2007 美元)，從 1997 年至 2011

年這期間因土地利用改變損失的生態系統服務價為每年高達 4.3 至 20.2 兆美元

(Costanza et al., 2014)。 

表 2.1 全球性自然資本評估的研究 

發表

時間 
作者或機構 評估時間 主要結果與貢獻 

1997 Costanza et al. 1997 全球生態系統評估總價值約 33 兆美元

(1995 幣值)；並將生態系統服務分為 17

類 

2005 UN MA 2001-2005 奠定了生態系統服務四種分類原則，也

是全球性的計畫 

2010 TEEB 2007-2010 讓大眾更了解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同

時也激起企業的認知 

2014 Costanza et al. 1997-2011 沿用 1997 年方法，針對 1997 年至 2011

年的全球自然資本變動進行分析比較。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二)  國家層級的自然資本評估 

國家層級的評估方法則是基於聯合國於 1953 年公告的國民經濟會計(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 SNA)為基礎，在 1992 年的地球高峰會之後出版了國民會計手冊：

環境與經濟整合帳(the handbook of national accounting: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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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ccounting) 簡稱 SEEA 1993，爾後經過多次修正，目前最新版本在 2012 年

被聯合國統計委員會(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commission, UNSC)接受，成為 SEEA 

2012 正式版本(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2012-Central Framework, 

SEEA-2012-CF)，此版本為目前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的編撰標準。 

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目前最新版本為 2015 年。綠色國民所得帳的編撰，於民國

87 年向立法院施政報告時，主動宣示，政府將推動試編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其法源

於民國 87 年 10 月修訂完成預算法第 29 條，明文規定行政院應試行編製綠色國民

所得帳。民國 88 年 6 月永續發展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決議，由主計處與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共同召集成立「綠色國民所得帳工作分組」，並積極

推動試編工作。 

民國 89 年依據聯合國 SEEA1993 及 2003 辦理試編，完成第 1 版試編結果，因綠

色國民所得指標為依 SEEA 規範研編之自然資源使用及環境污染排放相關帳表，估

算其折耗(Depletion)及質損(Degradation)之貨幣價值，並與 GDP 整併計算之結果，因

此我國將聯合國 SEEA 所規範之帳表綜整，並命名為綠色國民所得帳。民國 92 年

在相關部會與專家學者協助下，融合聯合國 SEEA 2003 版和其他編製系統理論，規

劃完成帳表架構及資料彙集機制，並據以調修原編算內容，持續編製結果報告。 

目前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依據 SEEA 2012 作為主要編撰依據。SEEA 2012 規範

主軸分為實物流量帳、實物資產帳，以及環境活動等三大類，其中實物流量帳係以實

物單位記錄由環境體進出經濟體，以及在經濟體內部流動之流量，可分為環境排放物

之實物流量帳及能源流量帳；實物資產帳係以記錄經濟體對自然資源之使用，造成自

然資源存量變化情形，藉以觀察資源藏量是否下降及下降速度等情形。而環境活動則

係指在環境保護目的下，經濟體與環境活動有關之交易情形，相關帳表包括環境保護

支出帳、環境產品與服務部門統計，以及其他環境活動帳。以下就主要帳表摘述如下： 

1. 環境排放物之實物流帳：環境排放物係指機構與家戶單位在製造、消費與累積之過

程後，釋放至大氣、水、或土壤之排放物，SEEA 2012 規範之實物流量帳著重於經

濟體至環境體之流量，而非特定排放物在經濟體內之完整循環，相關流量帳包括空

氣污染排放供給使用表、水污染排放供給使用表，以及固體廢棄物供給使用表。 

2. 能源實物流量帳：係採實體單位計量，記錄初期在環境中開採到進入經濟體、在經

濟體內之供給和使用，以及最後回歸環境之能源流量，其中能源流量包括「天然投

入之能源」、「能源產品」及「殘餘物」等 3 種能源類型，以呈現各種不同經濟體

及環境體對上述 3 種能源類型之生產、製造、供應，以及消耗和使用等相關流量。 

3. 自然資源資產帳：SEEA 2012 將自然資源分為七大類，分別為礦產與能源、水資

源、林木資源、土地、土壤、水生及其他生物資源。資產帳為記錄自然資源之期初

與期末存量，以及在會計期間之存量變化，可分為實物資產帳及貨幣資產帳，帳表

內相同帳目之定義一致，其中貨幣資產帳係對實物資產帳所記錄之實物流量予以



22 

貨幣化之結果。 

4. 環境保護支出帳(EPEA)：係提供經濟體生產環境保護特定服務之產出資訊，單位

基於環境保護在相關產品及服務方面之支出資訊，並可衡量經濟體對於環境保護

之財政負擔，以協助評估環境保護成本對其在國際競爭力之影響，污染者付費原則

之執行情形，以及環境控制機制之成本效益等。 

5. 環境產品與服務部門統計：從供給的角度考慮環境活動，主要記錄環境產品與服務

之生產訊息，包含為了環境保護及資源管理目的而生產、設計及製造之產品。 

6. 其他環境活動帳：政府建立相關機制影響經濟行為，以達到環境政策目標之其他環

境活動帳，包含政府環境支出、環境補貼與類似移轉，以及使用自然資源的許可證

等等。 

我國編撰綠色國民所得帳的架構按照經濟與環境互動關係，以環境提供原料、能

源作為經濟成長中的產品製造或勞務所需之投入、吸收經濟體產生之排放物及提供人

類生存與舒適需求之環境資源服務等三大功能(圖 2.1)。 

 

圖 2.1 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之環境帳與經濟體互動關係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 

由於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如珊瑚礁盜採、土石流損失、地層下陷等等)尚有諸多爭

議，且國際上無客觀標準衡量，較難以量化，因此尚未納入計算。而每一位環境使用

者須負擔保護環境之責，所支付的環境保護支出以及相關稅收、補貼、規費、和租金

等交易，皆已納入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之中。其整體架構如下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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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涵蓋項目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6) 

(三)  企業與組織層級的自然資本評估 

組織與企業層級的自然資本評估並未有一項國際標準化的方法學得以參考，多數

來自於民間非營利性組織或企業自行發展的方法。由於種類繁多，依據歐盟在 2015

年的商業與生物多樣性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B@B) 論壇中之比較分析

(Spurgeon, 2015)，大致上可分為揭露原則性的架構以及製作成評估方法之架構，前者

目前主流的架構有全球永續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 GRI 標

準(GRI standard)以及 Carbon Disclosure Standard Board (CDSB)兩類型，後者則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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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 EP&L)、企業自然資本帳(Corporate Natural Capital 

Accounts, CNCA)。前兩者主要針對企業環境與社會相關非財務資訊揭露提供企業指

引與參考，同時也提供企業須注意的環境關鍵項目，但並不屬於量化或評價方法；而

後兩者則是針對如何將主要的環境議題評價之方法，但關注的環境議題並不相同，下

一節將進行相關比較分析。 

除了發展相對較長久的方法學外，現今國際上由自然資本聯盟(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 NCC)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與企業共同研擬並達成共識之自然資本議定書

(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NCP)架構已於 2016 年 7 月發表第一版，該版本從 2015 年發

展至今，已有超過 50 家企業進行先期測試(Pilot test)，同時也成為許多國家的建議參

考架構，這份指引文件的出爐，已使得目前企業採用的自然資本評估架構具有齊一的

標準框架，對於未來企業與組織進行自然資本評估有了一致的參考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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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主要企業自然資本評估方法 

(一) 企業自然資本帳(CNCA 法) 

企 業 自 然 資 本 帳 (Corporate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CNCA) 是 由 eftec 

(economics for the environment, eftec)5、RSPB6以及英國 PwC 共同發展的企業自然資

本會計方法，其目的是為了令企業能夠蒐集自然資本資訊應用於連貫(coherent)與可比

較(comparable)的格式，促進企業與政策決策者更好的資訊溝通形式，進行自然資本

的管理。CNCA 法適用於符合以下特性組織：  

1. 擁有、負責或仰賴大量自然資本的企業 

2. 明確或具有保存自然資產完整責任的企業 

3. 具有強化與有效利用自然資本的潛在效益的企業 

4. 通過改善自然資本管理來降低營運風險的企業 

依據歐盟討論報告指出，CNCA 法的量化評估項目可有下表 2.2 得知： 

表 2.2 CNCA 法涵蓋的環境議題項目表 
環境議題 細節項目 結果產出 

自然資本的產出 
(殘留) 

溫室氣體 － 
其他空氣污染物 － 
廢棄物 － 
洩露(廢水等) － 

自然資本的產出 
(資源、資本等) 

再生能源 M 
非再生能源(化石燃料) n/a 
土地利用以及生態系統服務 M 
再生資源 農業 M 

森林 M 
漁業 M 

非再生資源(金屬、礦物) n/a 
水資源 M 
土壤 M 
市場販售的生物資源 M 
保育類物種與棲息地狀態 Partial 
其他自然資本或生態系統服務 M 

環境支出 M 
M，涵蓋貨幣單位(包含物理與量化單位)，Partial，部分涵蓋貨幣單位；n/a，並不適

用，因以有財務會計涵蓋；－，並未涵蓋這項環境指標 

(資料來源：整理自 Spurgeon, 2015) 
                                                       
5 eftec 網址為：https://www.eftec.co.uk/home  
6 RSPB 網址：https://ww2.rspb.org.uk/about-the-rspb/about-us/our-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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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NCA 法的原則 

CNCA法的架構涵蓋了自然資本(包含生物性與非生物性資源)與組織間的相互關

係，注重組織對自然資本的衝擊以及長期自然資本變動對組織營運的影響，同時也考

量非組織直接管理或間接相互作用。CNCA 的基本原則有以下幾點： 

(1) 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的架構用以明確量測與比較自然資本資產和負債 

(2) 資產價值包含對組織的私人價值以及社會的外部價值，這兩者皆涵蓋才屬於

自然資本的完整的總價值 

(3) 自然資本負債泛指維持自然資本的成本 

(4) 本架構具有相當的前瞻性，目的是為了保護自然資本現況以及未來的自然資

本狀況，同時要求揭露自然資本資產與負債的長期價值 

(5) 為了能夠監管自然資本的狀態，自然資本資產的品質與數量變化應與基準值

(baseline)比較 

(6) 架構必須反應出價值變化(例如品質、數量、受益對象以及內外部因素)，並

傳遞有意義的訊息給資訊使用者 

2. CNCA 法的架構 

CNCA 法的架構主要由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支援進展 (supporting 

schedules)以及報導聲明(reporting statements)三大部分組成，資訊系統涵蓋環境管理資

訊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以及企業會計系統與財務資訊 (business 

accounting system & financial information)兩種，支援進展則包含自然資本資產登錄

(natural capital asset register)、實物流帳(physical flow account)、貨幣帳(monetary account)

以及維護成本帳(maintance cost account)；報導聲明則是包含自然資本平衡表(natural 

capital balance sheet)和自然資產改變(change in natural capital)兩項資訊揭露(如下圖

2.3)。 



27 

 
圖 2.3 CNCA 法的架構 

(資料來源：eftec et al., 2015) 

支援進展的流程如下圖 2.4 所示，企業需先盤查本身所有的自然資產，產出自然

資本資產登錄表，並依據登錄表分析實物流帳，建立該自然資本資產所提供的服務或

產品的量化單位，接著再透過貨幣帳以評估實物帳的價值。此外，自然資本資產的維

護成本也會在登錄表完成後進行計算。 

 

圖 2.4 支援進展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eftec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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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本資產登錄為記錄所有有關自然資本相關內容的清單，紀錄過程中，要注

意自然資本的邊界、內容以及土地涵蓋的型態，登錄的種類要包含主要的自然資本資

產，包含土壤，物種，水資源或礦物等等，紀錄同時也要清楚標明自然資本的狀態(品

質、數量以及空間等等)。呈現結果如表 2.3 所示 

表 2.3 自然資本資產登錄表範例 
種類 指標 單位 基準年 報導年 

計算單位(accounting unit) 

農地 
面積 公頃 560 595 
邊線特徵 公里 30 32 

資產存量(asset stock metrics) 

物種 
紀錄農地鳥類物種 物種數量 12 - 
植物物種 物種數量 18 - 

土壤 地表 20 公分土壤的碳封存 每公頃碳封存量(噸) 65 - 
水 鄰近水體的硝酸鹽含量 Mg/L - - 

(資料來源：節錄自 eftec et al., 2015) 

實物流帳(physical flow account)是鑑別與量化自然資本帳中單位貨物與服務的流

動，或者是隨著時間推移的計算單位的總和。對於一個特定計算單位並非所有的自然

資本流量都是顯著或值得評估的。企業可透過資產效益流動矩陣(asset-benefits flow 

matrix)作為鑑別相關服務與流動的工具，以便進一步的推估。此外，儘管一些服務難

以使用貨幣單位量化，但這些服務的流動也可以記錄在實物流帳上。實物流帳的呈現

可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實物流帳範例 
服務 指標 單位 基準年 報導年 

食物 每公頃的食物 Tonne/ha 12.5 12.7 
娛樂 每年訪客 人數/年 55000 65000 
氣候調節 地表 20 公分土

壤的碳封存 
每公頃碳封存

量(噸) 
65 - 

(資料來源：節錄自 eftec et al., 2015) 

貨幣帳是為了建立實物流帳中的價值效益，評估應基於一定時間的預期概況，以

價值呈現出效益或者成本(可利用價值轉移法進行貨幣計算)。未來價值應依據組織折

現率進行折現已反應出資本之機會成本。CNCA 中的貨幣帳範例如下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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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貨幣帳範例 
服務 指標 單位 基準年 報導年 

食物 每噸的價值 英鎊/Tonne 203 250 
娛樂 每位旅客的願付價格 英鎊/每位旅客 8.5 8.5 
氣候調節 非交易的碳價格 英鎊(2011) /tonne 55 58 

(資料來源：節錄自 eftec et al., 2015) 

維護成本帳的計算是代表維持該計算單位上之自然資本效益所必要花費的成本，

這樣的計算單位應該包含以下幾種資訊：自然資本維護活動需求的描述、維護所需耗

費的時間與細節以及成本花費的資訊。成本的花費需與基準年進行相互比較。 

CNCA 法主要目的是協助企業評估與計算其所依賴的自然資本，該方法最終會產

出兩個原則性的基礎聲明： 

(1) 自然資本平衡表(Natural capital balance sheet)：平衡表中將包含自然資本資

產之價值以及維護自然資本資產的成本(the cost associated of maintaining 

natural capital assets)(如圖 2.5)。 

 

圖 2.5 自然資本平衡表範例 

(資料來源：節錄自 eftec et al., 2015) 

(2) 自然資產變更聲明(statement of changes in natural assets)：揭露企業在特定計

算與評估時間內自然資本資產價值增加與減少的改變(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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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自然資產變更聲明範例 

(資料來源：節錄自 eftec et al., 2015) 

(二) 環境損益法(EP&L 法) 

環境損益法(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 EP&L)是結合多種系統性工具用以評

估企業自然資本的方法工具之一，EP&L 的特點乃聚焦於企業產出的衝擊為主，部分

評估類別涵蓋企業自然資本的投入。EP&L 涵蓋項目可參照下表 2.6。 

表 2.6 現階段 EP&L 適用的環境議題 

環境議題 細節項目 結果產出 

自然資本的產出 

(殘留) 

溫室氣體 M 

其他空氣污染物 M 

廢棄物 M 

洩露(廢水等) M 

自然資本的產出 

(資源、資本等) 

再生能源 n/a 

非再生能源(化石燃料) n/a 

土地利用以及生態系統服務 M 

再生資源 農業 n/a 

森林 n/a 

漁業  

非再生資源(金屬、礦物) n/a 

水資源 M 

土壤 － 

市場販售的生物資源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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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議題 細節項目 結果產出 

保育類物種與棲息地狀態 － 

其他自然資本或生態系統服務 Partial 

環境支出 － 

P，僅有物理量化的單位；M，涵蓋貨幣單位(包含物理與量化單位)，Partial，部分涵蓋貨幣單位；

n/a，並不適用，因以有財務會計涵蓋；－，並未涵蓋這項環境指標 

(資料來源：節錄自 Spurgeon, 2015) 

此方法可與前一節所述之 CNCA 法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彌補，CNCA 聚焦於環境

投入的項目，但缺乏環境產出與殘留；而 EP&L 則聚焦在產出部分，部分涵蓋傳統衝

擊評估的項目，例如土地使用與水資源等等。EP&L 的結果呈現同時也與 GRI 標準中

環境面的指標吻合度高，故已具有編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或永續報告的企業，對於

上述之自然資本分類是較有經驗的。 

1. EP&L 的發展與應用 

E P&L 的定義為：「評估針對企業整體營運與其供應鏈對生態系統造成之衝擊，並

將其轉化成財務詞彙」。EP&L 的方法認為，財務詞彙有利於一般民眾與投資者了解；

傳統環境衝擊的呈現方式多以物理單位進行呈現，對於非專業背景之民眾，難以理解

該衝擊究竟是負面或正面。因此將企業營運對環境造成之正面與負面影響以財務單位

呈現，將更有利於利害關係人了解其重要性 (PUMA, 2011; Novo Nordisk, 2014; 

Vodafone, 2014; Kering Group, 2015)。EP&L 法的特性是將企業組織營運與供應鏈評估

納入範疇，其評估方法是結合相當普遍的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投入產出分析(Input Output analysis, IOA)以及物質流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sis, MFA)

相互結合。 

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LCA 是一項與永續觀點特別相關，可用以選擇與優化技術性解決方案的決策工具，

目前 ISO 組織針對 LCA 的方法制定了 ISO14040/ISO14044 等標準架構，其衍生出

之 ISO 標準包含 ISO14046 水足跡，ISO14072 組織生命週期評估等等。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UNEP)與 SETAC(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共同於

2002 年成立 LC 倡議組織(Life Cycle Initiative)，致力於 LCA 的方法學發展。LCA

可分為四個階段，分為目標與範疇 (goal and scope)、生命週期盤查 (life cycle 

inventory)、生命週期衝擊評估(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以及闡釋(interpretation)。

目前 LCA 已經大規模於歐洲、日本、北美以及發展中國家大量應用，同時企業也

用以制定策略、研究與開發以及設計產品、教育和環境標籤的使用(Jolliet et al., 

2016)。 

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pproach/analysis, I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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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產出分析法是基於 Wassily Leontief 基於一般均衡模型而簡化發展的投入產出

表，最早應用在分析國家經濟體系中各部門之間的投入與產出相互依存關係。在自

然環境領域中主要是基於各部門之間貨幣流動(monetary flow)的關聯進行環境汙染

物的分配應用(Jolliet et al., 2016)。 

物質流分析(substance/material flow analysis, SFA/MFA) 

在 1970-1980 年代，基於物質平衡與工業代謝理論後，物質流分析應用於經濟研究

奠定了基礎，而到了 90 年代，德國 Wuppertal 研究所提出物質流帳(material flow 

accounts)作為定量經濟系統運作中物質使用量的基本工具。物質流的分析主要用以

管理減少物質投入總量、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增加物質迴圈量以及減少最終廢棄物

排放量，目前基於物質流概念，ISO 組織擬定了 ISO 14051 物質流成本會計標準，

用以協助企業管理物質於組織間的分佈。 

EP&L 的發展源自於 Kering 集團的子公司 PUMA 於 2011 年出版的 PUMA’s 

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 Accounting，該企業於 2009 年瞭解到組織的發展仰賴於

自然生態系統提供之資源與服務，而組織營運過程中，將會對自然環境造成衝擊；

PUMA 認為必須了解組織營運與整體供應鏈的環境衝擊，並將衝擊轉換成貨幣詞彙

呈現。爾後，Kering 集團擴大應用範圍，將該方法應用於集團之中，丹麥的 Novo 

Nordisk 以及荷蘭電信業之一的 Vodafone 亦分別出版自身企業有關 E P&L 的報告書

藉以響應 PUMA 對環境議題的重視。EP&L 除了有利企業組織運用外，其結果亦可

與整合性報告(IR)相互結合；對於目前蓬勃發展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或稱之為企業

永續報告書)，提供了更廣泛的發展空間。 

EP&L 帶來許多企業營運過程中的效益，它可作為企業的策略工具，透過經濟量

化的觀點評估企業造成之環境衝擊，有助於組織發覺應改善之熱點，同時亦能帶來實

質的財務效益，讓企業於促進環境效益不再以成本支出看待，而是以節約成本為出發

點。除了策略工具外，EP&L 上可成為組織的風險管理工具，由於環境資源予以評估

後，企業組織可以提早發現供應商可能遭遇的風險問題，提早因應以保護企業股東之

利益。 

由於 E P&L 可以與目前的永續報告書或整合性報告書相互結合，因此亦可成為促

進企業透明化的工具。企業透明化的提升有助於提升企業許多非財務之價值(PUMA, 

2011; Novo Nordisk, 2014)。 

2. EP&L 各項衝擊的評估流程 

(1) 決定評估的種類 

企業一開始應就重大性的自然資本議題進行分析，並決定範疇；以 Novo 

Nordisk 為例，其環境損益法範疇採取生命週期評估中之搖籃至大門(Crad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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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階段，並不考量後續的使用與廢棄階段；並且訂定盤查邊界為全球 14 個生

產據點，包含母公司所在地丹麥。評估種類則以溫室氣體(GHGs)、其他空氣污染

物(other air pollutants)、水資源消耗(water consumption)以及種植葡萄醣之土地利

用轉變(Land Use Change, iLUC)四大類作為主要的環境關鍵績效指標。 

(2) 繪製價值鏈 

基於評估方便性，企業可將所需評估之邊界定義為數個階層(tier)，每個階層

可根據企業之需求自行定義。以 Novo Nordisk 的案例而言，分別為組織營運、第

一階層(tier 1)產品與服務(finished products and services)、第二階層(tier 2)半成品

製造階段(processed materials)以及第三階層(tier 3)原物料(raw materials)。組織營

運的範圍包含醫療設備與藥劑的製造、充填與包裝，儘管 Novo Nordisk 部分之

製造業務為其他供應商之工作，但仍包含進組織營運的範疇之中。第一階層的產

品與服務需評估包含生產製造之設備、醫療與研究服務、運輸服務等非 Novo 

Nordisk 直接營運所產生的環境衝擊；第二階層半成品製造階段為原物料加工過

程所造成的環境衝擊，例如從原油生產成醫療設備的製程、穀物製造為葡萄糖等

階段皆屬於第二階層應評估的對象。最後一階層乃原物料的生產與萃取，此階段

主要評估穀物的種植過程、原油的開採等。 

(3) 擬定蒐集數據方法 

Novo Nordisk 於定義階層後，即透過內部評估將所有可能之環境衝擊進行排

序，並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後確立，以利後續的環境數據的蒐集。蒐集的數據可區

分為一級數據與二級數據，一般而言，一級數據的來源可來自企業內部主要管理

系統、會計報表、直接量測數據以及供應鏈直接提供的量測數據等等。由於組織

的範疇較廣，直接蒐集的一級數據較難以滿足評估之需求，因此企業可參考二級

數據的蒐集手段，這部分包含了投入產出分析法(IO)、生命週期盤查(LCI)資料庫、

物質分析等手段。 

(4) 蒐集主要與次要數據 

以 Kering 為例，不同的供應鏈階層會採用的數據蒐集方法不一，且也跟企

業對供應商管理與議價能力有關，Kering 集團可透過供應商管理直接與一階的供

應商蒐集主要數據，但二階供應商以降，則可能必須仰賴 LCA 及其資料庫進行

數據蒐集，而從圖 2.7 可以發現，越後階層的供應商越需要透過其他手段蒐集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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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Kering Group 環境損益評估中各階層使用的數據蒐集方法 

(資料來源：Kering Group, 2014) 

(5) 評估 

評估的方法在 NCP 的定義上可分為定性、定量以及評價三種，EP&L 中皆

是以評價方式呈現。然而，不同的企業採用的評價方法完全不同，即使多數企業

採用價值轉移法，但不同衝擊類別的價值轉移所蘊含的評估模型是不同的，因此

並無統一的方法，只有適當與合理的方法。有關評估的方法種類，將於第三章第

四節進行更詳細的說明。 

(6) 計算環境損益 

將不同衝擊類別所評估的結果進行分析與整合，圖 2.8 為 Novo Nordisk 於

2014 年完整評估的結果，可以發現不同的衝擊類別熱點皆不一樣，溫室氣體是

主要的環境損益，又以供應鏈階層 1 與階層 3 最為顯著，空氣污染物則是以階層

1 最為顯著，水資源使用則是階層 3 的結果為最顯著。 

 

圖 2.8 Novo Nordisk 環境損益結果圖(Novo Nordis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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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然資本議定書(NCP)介紹 

無論是 CNCA 或是 EP&L，大致上屬於協助企業評估自然資本的工具與方法，

2016 年出版的自然資本議定書之架構較 CNCA 與 EP&L 晚，但 NCP 是目前國際上

許多智庫、企業與相關領域之學者針對企業的自然資本評估架構共同參與制定，與

CNCA 或是 EP&L 較為不同。NCP 的主要目的是協助組織將自然資本納入決策之中，

擬定更好的決策，建立標準化的評估架構。以下就發展自然資本議定書之組織以及自

然資本議定書的主要原則和階段進行介紹。 

1. 自然資本聯盟的介紹 

自然資本聯盟(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 NCC)的前身，是在 2012 年 11 月由來自

商業、政府、非政府許多領袖以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新加坡成立 TEEB for business 

coalition (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for Business Coalition 

Headquarters)，其主要職責為，透過行動與確實的成果產出，協助企業結合自然資本

相關概念，並與許多關鍵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塑造未來性的企業思維並針對自然資

本採取行動。TEEB for Business 於 2014 年改名為 NCC，使其成為不僅僅是商業導向，

而是一個整合性的系統解決方案，解決自然資本相關議題並促使其成為主流的思維。

該組織成立的宗旨為：「一個保育與強化自然資本的世界(A world that conserves and 

enhance natural capita)」。任務目標： 

(1) 協調自然資本評估的方法，可快速的找到規模性的解決方案(To harmonize 

approaches to natural capital, getting solutions to scale quickly) 

(2) 促進行為的轉變，以強化而非消耗自然資本的方式(To promote a shift in 

behavior that enhances rather than depletes natural capital) 

(3) 支持企業經營環境之演進，以幫助自然資本概念之發展與整合進入其他倡議

(To support the evolution of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that both aids natural capital 

thinking and integrates it into other initiatives.) 

2. 自然資本議定書 

自然資本議定書(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NCP)由 NCC 於 2015 年開始發展，透過

多領域專家以及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建立一個標準化的自然資本評估架構。 NCC 於

2016 年 7 月發表的 NCP 正式版本乃集合了許多現有的方法，包含 Corporate Ecosystem 

Services Review以及 the Guide to Corporate Ecosystem Valuation。此兩份報告是WBCSD

受到 TEEB 的全球性自然資本評估影響，進而響應研擬出針對企業使用的評估手冊。 

NCP 主要是提供企業評估自然資本的架構與指引，並提供建議的工具方法學，本

身並不發展特定方法學與工具。企業選擇方法學與工具時，必須符合企業在大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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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此外，NCP 專注於促進內部決策機制，並不是正式的報導與外部揭露之架

構，但 NCP 也鼓勵企業如果想作為外部揭露的行為。本議定希望提供一個標準化的

流程，同時也保有在選擇量測與評估方法的彈性，NCP 僅針對自然資本評估評估提供

一個可適用於任何地區、任何產業部門、以及任何組織規模的一項架構，社會資本部

分目前由 WBCSD 負責發展。 

3. 使用自然資本議定書的原則： 

(1) 相關性(relevance)：確保評估之自然資本種類與自身企業營運是最具相關性，

且同時對於利害關係人為重大之議題。 

(2) 嚴謹性(Rigor)：利用技術穩健(technically robust)的(主要泛指科學與經濟學

的觀點)資訊、資料以及方法以滿足自然資本評估之目的。 

(3) 再現性(Replicability)：確保評估所使用的假設、數據與方法都是透明、可追

溯、可重複而且記錄完整，這將符合後續的審計或是查驗證的發展需求。 

(4) 一致性(consistency)：確保數據與方法的使用與初始目的和後續應用一致且

相容的。 

4. 自然資本議定書的階段與流程架構 

NCP 的階段與流程架構與傳統的生命週期評估相當類似，一開始，企業需能夠明

確知道執行 NCA 的作用與目的；接著依據初始目的，擬定評估目標與範疇，最後透

過科學與系統性的工具達成量測與估算自然資本及其變化，再依照不同方法進行估值

(定性評估、定量評估或評價)。當完成估值時，企業需要知道如何闡釋並針對評估結

果開始行動，以落實評估的目的。目前自然資本議定書是屬於評估架構而非標準流程，

NCP 提供許多常見的工具與評估方法論，並無規定需採用何種方法。 

NCP 中，估值與貨幣化(Valuation and monetization)代表著了解某樣物品對於人類的

價值(worth)，在 NCP 中估值(valuation)代表一個估計自然資本在特定情境與脈絡下

的重要性、財富與實用性。在傳統的財務會計名詞中，估值代表了解並予以貨幣化，

但在環境經濟學與 NCP 中，估值的意涵是較貨幣化更為廣泛，這當中包含了定性

評估 (qualitative valuation)、定量評估 (quantitative valuation)與評價 (monetary 

valuation)三種方法或者是將上述三者合併，而本報告書中採用評價一詞時，乃泛指

貨幣化的估值。在本議定中，估值是不同於道德判斷(moral judgment)，估值的過程

是需要透過不同的外部方法予以判斷。 

從學者觀點也認為估值主要目的是為了用以分析比較達成目標的權衡方法，無論是

隱含(implicitly)或是明確的(explicitly)價值。同時估值也非指私有化(Privatization)，

也並非將生態系統服務或自然資本拿去市場上進行交易(Costanza et al., 2014)。 

(資料來源：修改自 NCC，2016) 



 

5. 自然資本議定書的主要階段應用原則及其內涵：  

階段 原則的應用 步驟 內容 

框架 

(Frame) 

 考量過去組織並未涵蓋於決策過程中的

可能的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同時自然

資本滿足與企業與利害關係人的相關性 

 思考何種自然資本資訊類型是組織於決

策擬定過程中相關，而何種決策對於組

織是有效益的 

 針對內外部利害關係人溝通之結果須滿

足再現性 

開始 

(get started) 

企業辨別出與其相關的自然資本的衝擊與依賴

性，同時亦可辨別出評估後可能可以落實、發掘

出機會或可降低之風險，以及評估結果可能的應

用領域。 

範疇 

(Scope) 

 考量利害關係人與企業的觀點，並透過

重大性分析確認與企業最相關之自然資

本衝擊與依賴 

 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嚴謹的溝通 

 本階段完成的範疇鑑別需在接下來的階

段中保持一致性，這將確保後續的量測

與估值可以與初始的目標是相關的。 

定義目標 

(Define the objective) 

企業辨識出自然資本評估的主要利害關係人，並

將利害關係人的觀點納入自然資本評估之目的。 

評估的範疇 

(Scope the assessment) 

企業設定關鍵的考量因素，規劃自然資本評估，

關鍵的考量因素可能影響整體自然資本評估的

結果。 

決定衝擊和 /或依賴

(Determine the impacts 

and/or dependencies) 

企業決定最具相關性的自然資本之衝擊與依賴，

並將其納入在自然資本評估中，以下行動方案將

可協助企業決定何種自然資本衝擊/依賴對於企

業的重要性。 

量 測 與

估值 

(measure 

 嚴謹是量測與估值這階段最重要的原

則，嚴謹度越高將有助於確保評估的數

據 與 方 法 在 技 術 性 上 是 正 確 的

量測造成衝擊的因素

與 / 或 依 賴 (measure 

impact drivers and/or 

企業可透過案例的研究，提供適當的指標與方法

進行分析以便量測相關的自然資本衝擊與/或依

賴，蒐集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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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原則的應用 步驟 內容 

and 

value) 

(technically correct)，同時也滿足正確性

(accuracy)以及經濟理論的一致性。 

 鑑別出具相關性且重大的自然資本，並

對該自然資本的衝擊與依賴予以量測與

估值。 

 企業的量測與估值需予以紀錄，確保其

結果滿足再現性、可監測以及在未來進

行比較 

 透過量測與估值確保組織的範疇保持一

致性。 

dependencies) 

量測自然資本狀況的

改變 (measure changes 

in the state of natural 

capital) 

企業的營運將導致自然資本的改變(無論是自然

環境或是資源的存量)，並量測或預估因企業營運

導致的自然資本改變量。 

衝擊與/或依賴的估值

(value impact and/or 

dependencies) 

因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導致自然資本量之改變，

企業應選擇最適當的方法用以估值，以完成自然

資本評估。 

應用 

(Apply) 

 應用階段的效益來自於再現性，確保資

料的紀錄完整將有助於進行方法與假設

的確認與驗證 

 嚴謹的闡釋評估結果，這將是非常重要

的步驟去檢視評估過程的假設，同時檢

核是否滿足初始的目標 

 如果將比較兩種評估結果，則須確保這

兩種評估是一致的 

闡 釋 與 測 試 結 果

(interpret and test the 

results) 

企業針對評估的結果進行闡釋與測試，並提供驗

證的指引與正式的查證 

展開行動(take action) 企業應用此一評估結果，包含如何採取改善措

施、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應用於決策過程以及如

何將自然資本評估整合進企業的已經正在運作

的政策之中。使自然資本評估成為企業的一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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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自然資本評估方法比較 

2015 年歐盟 B@B 論壇中的參與成員，針對自然資本評估(以下簡稱 NCA)的主

要應用領域：一般決策、營運、財務、風險、商譽以及策略等六項領域進行討論。以

下表 2.7 所呈現之 12 項考量原則供企業於選擇 NCA 方法時參考。 

2015 年 B@B 報告(Spurgeon, 2015)進行不同企業、政府與金融單位使用有關自然

資本評估之架構比較。由於不同方法或架構對於環境參數(environmental parameters)呈

現的方式不同，可能是定性敘述，也可能是物理單位或量化單位，亦可能是貨幣單位。

因此 B@B 的報告將環境參數區分為三大類：(1)環境產出或殘留(environmental output 

or residuals)，這類別包含傳統的環境衝擊類別，例如空氣污染物排放；(2)環境投入

(environmental input)，包含資本或資本流，例如能源、資源等；以及(3)環境支出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s)，例如一些環保設備的財務支出)。該報告比較現有方法與

架構包含以下幾種：世界經濟論壇建立的 Climate (Carbon)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CDSB)；全球永續報告倡議組織的 GRI 指引；環境損益法(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 

EP&L)；企業自然資本帳法(Corporate Natural Capital Accounts, CNCA)；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s Central Framework (SEEA-CF) ； 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s Experimental Ecosystem Framework (SEEA-EEA)以

及 NCP。此七種方法或架構所涵蓋的環境參數類別整理如表 2.8。 

CDSB 與 GRI 指引(已於 2016 年出版最新的 GRI 準則)主要是企業用以揭露的架

構，並非協助企業進行自然資本評估的方法，故本報告並無特別分析此兩種架構，而

SEEA 系統已於綠色國民所得帳進行介紹，主要是聚焦國家層級的評估，企業層級的

評估大多適用 CNCA、EP&L 以及 NCP。NCP 與上述之 CNCA 和 EP&L 不同在於，

NCP 是集合了許多產業界、學術界、政府部門、商業顧問以及跨國單位共同研擬之架

構，並非特定的工具或全新的方法，而是參考既有的工具方法整理出的架構。這與

CNCA 和 EP&L 是由產業界發展出來的工具方法不同，除了較具有國際上的共識，同

時也可與現有的工具或方法進行整合；同時 NCP 架構也改善了 CNCA 以及 EP&L 的

缺陷。故本報告分析比較後認為，NCP 無論是在接受度以及涵蓋自然資本與環境議題

上，皆可滿足現今企業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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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企業自然資本評估應考量 12 項原則 

順序 原則 

基礎 1. 了解自身與自然資本與環境的關聯。關聯性的分析主要包含企業的產

品、計畫以及價值鏈的關聯。 
2. 了解 NCA 應用的層級。企業應用 NCA 應了解須落實在何種層級，

層級的區分包含了計畫、廠區現址、產品、公司、供應鏈或是整體所

在區域等等。初期階段建議從較小的層級開始 
3. 了解自身的規範義務。任何評估應與規範需求相同(包括可能潛在的

指引文件等)，並適用適當的方法。 
4. 了解自身的限制與約束。必須了解自身限制並選擇適當的方法，並與

合適的專家補足內部技術的不足。 

目標 5. 謹慎考量需評估的議題。越特定的議題將越容易選擇適當的 NCA 方

法，故企業應從重大的議題開始著手。 
6. 建立企業案例。案例的建立將有助於未來重新定義評估目標，也有利

於延續評估的方法。 
7. 考量公司現有的方法。許多企業已經進行許多自然資本評估類似的計

畫(例如編撰 CSR 報告書)，這些計畫將有助於節省企業執行 NCA 成

本，並且避免重複作業(例如數據蒐集、揭露等)，也有助於企業與其

固有的決策流程進行連結。 
8. 考量即將面對的承諾要求。許多新的市場機制或需求以及法規制定對

企業營運將有顯著的影響，因此需盡可能選擇適當的方法滿足即實施

的法規。 
9. 考量與外部機構或倡議組織同步，與外部組織共同合作將帶來良好的

協同效應(synergies) 

小技巧 10. 從簡單的開始。應從較小範疇以及較少的評估項目開始進行 NCA，

例如利用定量或定性的方式評估計畫或產品；並逐步邁向複雜以及較

廣範圍的評估。 

11. 尋求顧問。自然資本評估相當複雜，特別是量化與評估的相關方法學，

因此與同業、顧問、NGOs、學術單位共同合作將有助於了解自然資

本議題、概念以及潛在的應用。 

選擇 12. 選擇對企業最適當的方法，需選擇能夠滿足企業需求的方法，最好是

透過一個組成平衡且多元的團隊(涵蓋各領域的人員，例如食品與飲

料產業，最好是結合農業、環境與會計的觀點)進行方法之篩選。 

(資料來源：整理自 Spurgeon，2015) 

 



 

表 2.8 歐盟區域有關自然資本評估工具比較表 

環境參數 
企業與私人金融機構 政府與官方金融機構 針對組織 

揭露與報告 評價(set of accounts) 評價(set of accounts) 評估與評價 
CDSB GRI EP&L CNCA SEEA-CF SEEA-EEA NCP 

環 境 產

出(殘留) 
溫室氣體 P P M － P － M 
其他空氣污染物 P P M － P － M 
廢棄物與洩露(廢水等) P P M － P － M 

環 境 投

入 ( 資

源、資本

等) 

再生能源 P P n/a M M － M 
非再生能源(化石燃料) P P n/a n/a M － M 
土地利用以及生態系統服務 P P M M Partial M M 
再 生 資

源 
農業 P P n/a M M － M 
森林 P P n/a M M － M 
漁業 P P  M Partial M M 

非再生資源(金屬、礦物) P P n/a n/a M － M 
水資源 P P M M Partial M M 
土壤 － － － M Partial M M 
市場販售的生物資源 － － n/a M M － M 
保育類物種與棲息地狀態 － P － Partial － Partial M 
其他自然資本或生態系統服務 P － Partial M － M M 

環境支出 － M － M M － M 
P，僅有物理與量化的單位；M，涵蓋貨幣單位(包含物理與量化單位)，Partial，部分涵蓋貨幣單位；n/a，並不適用，已有財務會計涵蓋；－，並未涵蓋這項環境指標 

(資料來源：Spurge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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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立企業自然資本評估模式 

一、前言 

自然資本議定書經由產官學等多位專家共同研擬，並經過企業的先行測試以及利

害關係人相關建議回饋編撰而成，是目前企業執行自然資本評估的主要架構；歐盟

B@B 平台也針對此一架構進行討論，目前歐盟針對生物多樣性與自然資本相關議題，

也將與 NCP 的發展組織 NCC 進行意見交換。故本章將依循自然資本議定書(NCP)，

同時摘錄 NCP 於各步驟的假想案例說明並搭配其他文獻補充說明自然資本評估的流

程，以利企業能夠清楚了解，作為評估自然資本可依循的架構。 

本章節的架構與 NCP 之關聯如圖 3.1 所示。文章開始，將從企業自然資本評估

事前規劃與目標切入，讓企業了解自然資本評估應具備的條件與相關知識；之後是自

然資本評估的範疇與評估種類擬定，此可協助企業聚焦在初始評估目的，不至於令評

估無從著手；第三節則是整理與介紹企業如何量測與分析自然資本極其狀態的變化，

協助企業深入分析每一個組織活動對自然資本的衝擊以及企業依賴的每一種自然資

本狀態的變化，有助於企業探討自身營運的自然環境脈絡；第四節是介紹自然資本評

估中具高度技術性的定性評估、定量評估以及評價之方法學，同時參考蕭代基老師等

人所著之環境保護政策成本效益分析一書作為整個評價方法學的補充；最後一節是介

紹如何應用自然資本評估結果，讓自然資本可以內化成企業營運與決策的一部份，落

實企業永續發展。 

 

圖 3.1 本報告第三章架構與內容及與 NCP 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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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自然資本評估之事前規劃與目標建立 

企業在正式開始執行自然資本評估前，應進行規劃，了解是否具備足夠專業知識

與技能以及自然資本評估的目的和應用之可能性。這時候參考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意

見，不僅可以確保企業的想法與利害關係人之一致性，同時也可以促進後續評估過程

的一致性，而不偏離原先之規劃。 

(一) 事前規劃 

企業初期需先分析自然資本與企業的關聯性，之後了解自然資本對組織的重要性、

目的、風險與機會；接著，企業進行自然資本評估的準備工作，可從「鑑別自然資本

評估結果的各種可能應用」、「尋求內部的支持」、「進行自然資本評估的規劃」開始分

析；當完成上述分析後，應予以記錄。 

1. 分析自然資本與企業的關聯性(apply concepts of natural capital to your business 

context) 

分析自然資本與企業的關聯性可參考第一章第二節之內容，了解企業營運重要的

核心項目與自然資本關係(無論是衝擊或依賴)。 

2. 鑑別自然資本評估結果的各種可能應用 

在自然資本議定書中，將企業應用(business application)定義為｢透過自然資本評

估的結果協助企業進行決策 (the intended use of the results of your natural capital 

assessment, to help inform decision-making)｣。企業自然資本評估結果之利用形式列舉

如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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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自然資本評估的潛在應用項目 

應用的形式 可能的項目 

評估風險與機

會 

企業評估對自然資本之依賴與衝擊所可能導致的企業風險與機會，

因此需要鑑別出最重大的自然資本依賴與衝擊(identify the most 

material natural capital impacts and dependencies) 

比較不同方案 透過自然資本評估的結果進行不同類型方案的比較，例如哪一家供

應商採購對於自然資本風險最低，或是不同的投資方案對於自然資

本的風險最低。 

評估對利害關

係人的衝擊 

分析自然資本的改變對於哪種利害關係人之影響最為重大 

評 估 總 價 值

(total value)或

淨 衝 擊 (net 

impact)* 

評估企業擁有的自然資本總價值及其對環境資產之管理，或是評估

企業對於自然資本造成的淨衝擊或創造出的淨效益(net positive)。 

內外部的溝通 透過評估的結果讓內外部利害關係人了解企業對於降低自然資本

衝擊與依賴的努力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補充說明：淨衝擊(net impact)與淨效益(net positive) 

淨衝擊與淨效益的意涵是類似的，衝擊可以為正面 (positive)亦可以為負面

(negetive)，淨效益的定義為｢企業對社會、環境以及全球經濟之回饋比從其中獲得

的更多(putting more back into society,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global economy than you 

take out)｣(Spurgeon, 2016) 

3. 尋求內部的支持 

過往企業推行企業社會責任(CSR)或是導向非營利的作為時，高階管理階層對於

計畫的支持非常重要，往往也是該計畫或專案成功的關鍵。加上高階管理層可對自然

資本與企業核心間的關聯，帶來具有高度價值的觀點與意見，以利最終評估結果可以

落實到企業決策。 

4. 進行「自然資本評估流程」的計畫 

自然資本評估需要企業各項的配合才能落實，因此企業可參考下表 3.2 針對不同

自然資本評估階段所需要的技能、內外部的投入以及可能執行的時間作為參考，以評

估是否不足以及是否需要外部協助予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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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自然資本評估前應考量之技能與投入資源 

NCP 階段 企業所需之技能 內外部的投入資源 耗時 

框 架

(Frame) 

對自然資本的認識 內部的開會與溝通 約數周以內 

範疇 

(Scope) 

1. 戰略與領導力 

2. 對企業的了解 

3. 計劃管理 

4. 專業知識可能需要生態

學家、環境經濟學家等 

1. 以內部人員的參與

為主 

2. 重大性分析的經驗 

3. 利害關係人與自然

資本關聯性的知識 

數週至數月 

量測與估

值

(measure 

and value) 

1. 計劃管理 

2. 量測、建立環境模擬模

型、評價及分析等專業

知識(如生態學家、環境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 

1. 內部方法學的知識，

至少必須能夠進行

計劃管理 

2. 外部專家意見 

至少數月的

時間 

應用 

(Apply) 

1. 需要環境經濟學與數據

分析專家闡釋 

2. 戰略與領導力 

3. 溝通 

4. 了解企業與當前之環境

管理 

1. 以內部人員參與為

主 

2. 外部專家的建議與

經驗 

根據企業應

用的層級，耗

時會不盡相

同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5. 記錄產出 

企業應記錄以下幾種項目。以利下一個階段各項工作進行及後續的追蹤。 

(1) 自然資本與企業的關聯性 

(2) 自然資本的衝擊與依賴對於企業現在與未來的風險與機會 

(3) 評估結果的可能應用方向 

(4) 從企業的利害關係人得到進行自然資本評估的支持與援助 

(5) 初步評估進行自然資本評估可能需要的資源 

案例說明(整理自 NCP)： 

本報告第三章之案例摘錄自NCP中的假想企業，此假想企業為Never Sleep Coffee 

International (NSCI)，該企業設定為世界性的咖啡、食品與飲料供應商，現實上並不存

在。透過假想案例說明，可讓讀者了解 NCP 各步驟的主要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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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I 公司的產出 

自然資本與 NSCI

的關聯性 

NSCI 企業的研究團隊透過回顧產業的趨勢以及內外部專家

的意見，鑑別出企業與自然資本相關的主要項目： 

1. 咖啡豆的種植 

 在特定區域的咖啡豆生產在過去十年降低了 30% 

 氣候變遷對於咖啡豆未來的收購價格將會帶來顯著

的衝擊，特別是氣溫與降雨的改變 

 農地依賴蜜蜂的授粉，但其棲息地也因為氣候變遷

與土地利用變更導致許多風險，根據相關研究顯示，

哥斯大黎加的授粉據估計可貢獻每個農場約 6 萬美

金(Rickett et al., 2004) 

 水資源利用性(availability)對於咖啡豆的生產至關重

要，而特別是乾季時期，當地農民在使用水資源上

會受到社會與政府的壓力，被要求減少使用水資源。 

2. 咖啡的生產 

 咖啡的生產工廠多數設置在海岸邊，因此淹水是主

要的風險 

 都市化將使工廠周遭的空氣汙染排放成為環境問

題，這導致當地加嚴的法規標準成為未來的風險。 

初步評估自然資

本評估結果的各

種可能應用 

NSCI 執行自然資本主要目的為風險與機會評估，建立企業對

於水資源消耗、授粉、水災風險、空氣污染物排放等的衝擊與

依賴的認識。 

NSCI 準備進行自

然資本評估 

由於這是 NSCI 第一次進行評估，因此會與高階領導層進行

關鍵議題的報告與回顧，包含氣候變遷、水資源消耗、授粉、

水災風險以及廠區周邊的空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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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標建立 

明確企業評估自然資本之目標，有助於企業在後續量測與估值(measure and value)

過程中，能夠保持一致性，同時也讓自然資本評估之結果更能夠回饋到初始目的。要

完成此評估之目標，需仰賴利害關係人協助，透過利害關係人的觀點，進行內外部的

溝通，將可鑑別出自然資本評估結果需要闡釋的目標對象。因此 NCP 中提供三個步

驟來幫助企業擬訂自然資本評估之目標。 

利害關係人之理論、重要性與定義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利曼(Friedman)認為企業的主要責任乃是增加企業獲利

的能力，且只需要對企業的股東負責(Friedman, 1970)。但當企業對於環境與社會所

帶來的衝擊日亦增加；開始有學者認為員工對於企業的成功與否也佔有相當大的比

例(Blair, 1995)，而眾多的經濟與管理的學者也從不同的理論來發展出利害關係人理

論，其認為企業的發展不單單只有股東的參與，尚包括了債權人、員工、消費者、

供應商等(Freeman, 2010; Clarkson, 1995; Donaldson and Preston, 1995)；而企業的永

續決策與目標設定必須考量所有利害關係人的觀點而非單純只有股東的利益。 

    目前主流的研究中，利害關係人明確定義始於 Freeman 學者於 1984 年定義的

「組織中會影響組織營運或是被組織營運影響到的個人或是團體」，並將利害關係

人分成三大類：(1) 企業所有權的利害關係人，包括了董事、管理人、投資者；(2) 

企業在經濟上仰賴的利害關係人，包含了取得薪資的管理人、員工、消費者、供應

商、競爭者與當地社區等；(3) 企業在社會利益上有關係的利害關係人，涵蓋了

NGO，政府以及媒體等(Freeman, 2010)；Clarkson(1995)則將利害關係人區分為主要

與次要兩大類，主要利害關係人代表著會直接影響到企業存在與否的相關團體或是

個人，而次要利害關係人則是會影響組織運作的團體與個人。 

1. 鑑別評估結果主要的闡釋對象(identify the target audience) 

對於企業而言，主要的闡釋對象可分為內部與外部，以下是常見的內外部利害關

係人(表 3.3)，企業可根據自身之條件進行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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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自然資本評估內外部可能的闡釋與溝通對象 

企業內部可能的闡釋對象 企業外部可能的闡釋對象 

 股東 

 高階執行階層與總監 

 永續部門、環安部門等主管 

 其他各部門 

 員工與約雇人員 

 股東 

 投資者 

 供應商 

 公民社會 

 社群 

 合作夥伴 

 政府 

 消費者 

 當地原住民社區 

 監管者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2. 鑑別利害關係人與適當的溝通程度(Identify stakeholders and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engagement) 

企業執行自然資本評估須滿足相關性(relevant)、可信賴(reliable)以及結果必須要

是有用的(useful)，因此不是每一種類型的利害關係人都需要溝通，企業應先行分析利

害關係人是否納入於評估之中。這項工作的執行，企業可透過 CSR 報告書中已經執

行之利害關係人溝通方式，幫助企業篩選出最具相關且關鍵的利害關係人。NCP 建議

分析利害關係人相關性與重大性，可從以下幾點準則予以判斷。 

(1) 利害關係人具備評估過程必要的資訊之能力(例如專業的判斷能力) 

(2) 利害關係人之觀點與行為可能會影響自然資本評估結果 

(3) 具備相關技能可供協助驗證、確認以及闡釋評估結果(環境經濟學、環境衝

擊評估等專業) 

3. 明確評估之目標(Articulate the objective of your assessment) 

企業應明確的說明執行自然資本評估之目標。且該鑑別出來的目標應盡可能滿足

SMART 原則：特定(Specific)、可量測(measurable)、可實現(attainable)、相關性(relevant)

以及時間限制(time-bound)。 

4. 產出 

本階段主要產出包含： 

(1) 評估結果之主要闡釋對象。 

(2) 利害關係人名單與適當的溝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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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結果的預期效益。 

案例說明(整理自 NCP)： 

NSCI 公司的產出 

闡釋對象 高階管理層 

利害關係人名單與

適當的溝通程度 

初期評估結果僅作為內部使用，未來將與當地立法者、投資

者以及供應商進行溝通 

評估結果預期效益 對於長期的獲利能力瞭解潛在相關的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 

鑑別農民與製造工廠最主要風險，同時找尋可能的減量措施 

特定的目標 水資源使用、授粉、淹水與空氣品質相關的自然資本衝擊與

依賴進行量測與估值，同時優化風險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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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企業自然資本評估之範疇與項目 

訂定自然資本之評估範疇與項目是自然資本評估第二階段的工作。本節涵蓋自然

資本議定書的步驟三與步驟四。企業需評估的自然資本項目繁多(可參考第二章整理

的環境參數)，且企業營運之價值鏈(包含上游供應商、企業直營廠以及下游產品服務

之客戶)非常繁雜，一般企業難以負擔於第一次評估就涵蓋所有自然資本以及所有價

值鏈。而依據 NCC 的先期計畫結果，多數建議對自然資本評估有興趣之企業，應先

從小範圍、至關重要的自然資本項目開始(例如企業直營廠之水資源使用)，待經驗累

積足夠時，再擴展至整體組織營運、價值鏈上下游。因此，本節希望企業進行評估有

其目的性，且可將企業營運與未來發展關係最重要的自然資本項目篩選出來，同時考

量利害關係人關注之項目，以滿足自然資本評估之目的。 

(一) 範疇訂定 

企業於前一節確立了自然資本評估目的後，便進入評估的技術性作業。為了能夠

聚焦評估的範圍，訂定評估範疇有助於企業了解評估的邊界以及需蒐集數據的項目。

評估邊界的差異取決於企業希望評估自然資本的關注點，而蒐集數據的項目則取決於

企業所關注的環境議題。企業可透過以下過程來達成訂定自然資本評估之範疇： 

1. 決定組織關注的焦點 

企業進行自然資本評估的過程當中，因評估目的不同，也會有不同組織之考量層

級(如表 3.4)，目前多數的評估主要以組織層級、計畫層級以及產品層級三種類型為

主，不同層級所需考量的因素不盡相同，可能包含了數據蒐集的困難度、數據的嚴謹

度、所需盤查之範圍等等，一般而言，所需盤查的範圍越廣，評估的難度就越高，時

間也將耗費更多。 

表 3.4 組織關注焦點說明 

組織關注的焦點 

(organizational 

focus) 

在 NCP 中指的是組織或其中一部分進行自然資本評估，這當中

可區分為三種層級：企業、計畫以及產品 

 組織層級：評估範圍為企業或集團整體 

 計畫層級：針對特定執行之計畫進行評估 

 產品層級：針對特定產品或服務進行評估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NCP 提供以下幾種關鍵考量因素來協助企業決定關注的焦點(如表 3.5)，這些考

量的層級必須與企業執行自然資本評估之目的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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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不同組織關注焦點可能考量的因素 

組織層級 計畫層級 產品層級 

 企業層級的評估所需

資訊量較大 

 可能包含子公司或子

公司的涵蓋層級 

 可能涵蓋較廣泛的評

估，但不深入 

 評估之重大議題可能

與預期的不同 

 可能受限於區域過於

廣泛的問題 

 適合方案比較 

 需決定評估之計畫或

地點 

 可能評估舊有或新設

的工廠 

 針對基線年資料的蒐

集須更完整詳實 

 需決定特定或替代方

案的評估 (例如情境

的比較) 

 範疇較小，而允許更

仔細的評估 

 適合替代方案的比較 

 需決定評估何種產

品、物料以及相關服

務 

 高獲利、快速成長的

產品可能並非重大議

題 

 範疇較小，而允許更

仔細的評估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2. 決定價值鏈的邊界 

企業決定組織關注焦點後，則開始針對焦點進行價值鏈邊界的擬定，三種層級的

自然資本評估價值鏈邊界大同小異，可區分為上游(upstream)、直接營運(direct 

operations)以及下游(downstream)三階段(如表 3.6)。以組織層級為例，上游端包含了供

應商與承包商，直接營運則是組織自身，而下游端則包含了可能影響的利害關係人；

對產品層級而言，上游端包含原物料投入、直接營運可能包含產品製造過程中的直接

能源投入與污染排放，下游端則涵蓋了產品使用與廢棄回收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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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企業價值鏈邊界說明 

名詞 說明 

價值鏈邊界 

(value-chain 

boundary) 

企業執行自然資本評估涵蓋之部分，一般而言區分為三個階段，分

別為上游、直接營運以及下游。傳統生命週期評估的過程亦可以此

三階段表示 

上游 以生命週期評估而言，即為搖籃到大門(cradle to gate)，代表原物料

開採經過加工階段運送至企業這段過程；通常此一階段涵蓋了供應

商的活動以及外購的能源。以 GHG 為案例相當於 GHG protocol 中

的範疇 2(scope2) 與部分的範疇 3(scope3)溫室氣體排放 

直接營運 生命週期評估而言，即為大門到大門(gate to gate)，代表物料運送至

企業開始，經過企業的商業模式運作，完成產品或服務的產出為止，

涵蓋企業直接營運控制的商業活動及直接控制的子公司。以 GHG

為案例相當於 GHG protocol 中的範疇 1(scope1)溫室氣體排放 

下游 以生命週期評估而言，即為大門到墳墓(gate to grave)，代表產品或

服務經企業商業運作完成後，到達消費者或客戶端，經過使用到廢

棄等產品壽命結束為止(服務的下游端分析與產品較不同，有興趣

讀者可參閱相關生命週期評估的專書)，涵蓋產品使用、再利用、回

收、再生與廢棄等活動。以 GHG 為案例相當於 GHG protocol 中的

範疇三(scope3)溫室氣體排放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在這三個價值鏈階段企業執行自然資本評估的考量點不盡相同，NCP 整理了一

些企業在這三階段可能面臨的考量點，如表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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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不同價值鏈階段可能的考量因素 

價值鏈階段 可能的考量因素 

上游階段  上游供應商通常是企業最主要的自然資本衝擊或依賴的主要熱

點，同時也是主要的風險所在 

 需考量上游供應商的所在地環境與社會相關之法規要求 

 上游的影響與依賴評估將可協助企業的採購策略，降低商譽風

險並創造商機 

 上游階段相較於直接營運更難以被直接影響，因此需與供應商

協商，並透過合約方式進行管理 

 上游的評估需要額外的方式進行相關數據的蒐集  

直接營運階

段 

 直接營運階段可能並非企業主要的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的熱

點，但卻是企業能夠直接改善的階段 

 相較於上下游階段，此一階段的數據蒐集較為簡單 

 直接營運對於改善方案的選擇較為多元且可透過實踐的方式進

行改善與測試 

下游階段  下游階段屬於企業對自然資本的衝擊，與依賴較無關係 

 下游階段的衝擊主要與客戶、企業公共關係及行銷較有關 

 下游更難以影響上游與直接營運的自然資本衝擊和依賴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3. 決定價值的觀點 

決定企業自然資本評估價值鏈邊界後，企業需考量自然資本評估所採用的價值觀

(value perspective)，在 NCP 的建議中，價值觀主要有兩類型(如表 3.8)：商業價值

(business value)與社會價值(societal value)，NCP 建議完整的自然資本評估需同時考量

此兩種價值，這兩種價值往往會互有關聯，因此在完整了解價值觀之前，建議可從商

業價值開始，再考量社會價值，最後則同時考量商業與社會價值。價值觀的選擇將影

響到後續自然資本估值所採用的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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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價值觀、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的說明 

名詞 說明 

價值觀 

(value perspective) 

在 NCP 中，價值觀代表著評估價值之所在(which value is 

assessed)，這將影響到評估過程中的成本與效益。 

商業價值 

(business value) 

泛指企業的成本與效益，通常是內部、私人、財務以及股東的

價值。依據目前三重盈餘的概念，泛指財務面的價值即為商業

價值。 

社會價值 

(societal value) 

泛指社會的成本與效益，通常是指外部、公眾以及利害關係人

的價值(外部性。依據三重盈餘的概念，則泛指環境面與社會面

的價值以及間接的經濟價值即為社會價值。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根據 NCP 指出，兩種價值觀的選擇可依據企業的考量進行選擇，不同價值觀的

評估結果對於企業應用面也不盡相同，大致上可區分如下表 3.9 所示： 

表 3.9 價值觀適用於的評估項目 

價值觀 適用的項目 

商業價值  自然資本的衝擊與依賴可能對企業財務績效具有正面或

負面衝擊 

 評估企業暴露在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下的財務與營運風

險 

 企業的支出(expenses)與負債(liabilities)最小化，企業的營

收(revenue/receivables)最大化 

 適用於與股東、預算編列人員、管理階層以及債權人

(creditors)的溝通 

社會價值  了解企業對於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對外部利害關係人的

影響 

 了解企業對於社會的影響結果，同時反應出被影響的利害

關係人以及對社會的淨衝擊(net impacts) 

 調查未來潛在的風險與機會，包含企業營運許可(license to 

operate)以及商譽 

 評估企業環境外部性之風險與機會 

 適用於與員工、外部利害關係人的溝通 

兩者皆考量 完整的自然資本評估可適用於上述兩種價值觀的適用項目。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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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externality)： 

任何缺乏市場機制下的行為，即為外部性。外部性有正面與負面兩種，前者包含

美化環境提供公益給過往的路人；後者則類似污染物排放導致居民健康受到影響

的公害。經濟學的分類下，以企業營運邊界為例，內部處理污染物所需負擔的成

本稱之為內部成本，企業美化環境供內部企業員工觀賞的效益稱之為內部效益。

而污染物造成外界利害關係人所需承擔的成本稱之為外部成本，企業於外在環境

植樹提供外部利害關係人的效益稱之為外部效益。內部與外部成本合一稱之為社

會成本(於幼華等人，1998；蕭代基等人，2002)。 

本報告依循的 NCP 價值分類中，不同於經濟學的分類，本報告的分類是將與財務

直接相關的稱之為商業價值，這可能是企業需要負擔的財務成本，也可能是企業

獲得財務營收；社會價值則是與非財務相關之成本與效益，包含員工技能提升，

員工滿意度，外在環境改善等等。但許多案例的分類並不一致，例如部分企業案

例顯示的社會成本評估結果，往往僅代表社會需承擔的成本而不包含企業應負擔

的財務成本。 

4. 決定要評估對自然資本之衝擊或依賴 

完整的自然資本評估涵蓋衝擊與依賴(表 3.10)，企業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的評估

有三種要素(components)： 
(1) 自然資本衝擊對企業的影響(impacts on your business)：意味著企業造成自

然資本的衝擊導致企業營運影響的結果 

(2) 自然資本衝擊對社會的衝擊(your impacts on society)：代表著企業對於自然

資本的衝擊導致的社會影響結果 

(3) 企業對自然資本的依賴(your business dependences)：代表著企業從自然資本

中獲得的效益。 

表 3.10 企業評估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 

名詞 說明 

自然資本衝擊 

(natural capital impact) 

泛指企業的商業活動對於自然資本造成的正面或負面

之影響，不同的影響又會有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對企業

的影響兩種。 

自然資本依賴 

(natural capital dependency) 

泛指企業仰賴或使用的自然資本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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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資本衝擊對企業的影響 

企業自然資本的衝擊可能影響到企業的財務盈餘(financial bottom line)，這些

衝擊可能來自企業的直接營運或價值鏈的各個階段，例如環境稅、環境罰款、廢

棄物處理費用等，將影響到現在企業的財務成本與效益。另一種狀況則是未來可

能對於企業財務成本與效益的影響，例如逐漸加嚴的環境法規與標準導致企業的

處理成本上升。進行自然資本衝擊對企業的影響分析時，所需溝通的外部利害關

係人較少，因此不需考慮外部性，企業可透過內部分析即可，也因此所耗費的成

本與時間最少。 

單純僅考慮自然資本對於企業的衝擊可能導致很多限制，例如未考量到企業

對自然資本的依賴以及忽略了外部的社會成本。故，僅單純考慮自然資本衝擊對

企業的影響是不足的。 

(2) 自然資本衝擊對社會的影響 

企業自然資本的衝擊對社會影響主要來自於組織自身的直接營運或是價值

鏈的間接影響，這些影響大多屬於外部性，例如企業對自然資本的衝擊進而導致

人類福祉發生改變。進行外部性評估過程中，企業不僅需要仰賴特定的環境與福

祉經濟學專家協助，同時藉由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也有助於企業了解當地議

題。企業自然資本衝擊對社會的影響需專業知識以及考量項目較廣，也較全面，

且所需的成本與時間相對較高，加上社會的成本與效益往往不容易直接轉換成企

業直觀可察覺的財務成本與效益，這些都是導致企業對社會的影響評估並不容易。 

(3) 企業對自然資本的依賴 

企業對於自然資本的依賴乃是指企業營運仰賴自然資本的同時，也會影響到

企業財務表現、未來的發展狀況以及供應鏈的資源仰賴狀況。企業進行自然資本

依賴評估的過程中，可能需要環境與資源相關領域的專家協助企業分析重大的自

然資本議題，而企業評估的目的也會影響到企業評估自然資本依賴時與利害關係

人之溝通。單純僅考量企業對於自然資本的依賴也容易導致評估範疇過小，因為

造成企業營運困難，往往是企業對自然資本造成的衝擊而非對自然資本的依賴。

企業對自然資本的依賴與自然資本對企業的衝擊在某些環境項目相當雷同

(Roche, 2017)，但本質上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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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本對企業的衝擊與企業對自然資本的依賴之同異性： 

自然資本評估中，自然資本對企業的衝擊以及企業對自然資本的依賴在部分的環境

投入分析項目中，相當類似。舉例來說，企業可能需要評估企業對水資源的依賴，

也可能需要評估企業使用水資源造成的企業與社會之衝擊，這代表水資源的自然資

本評估包含上述三種要素。水資源對企業的衝擊主要是評估企業使用水資源時，可

能對企業財務衝擊有哪些，可能涵蓋了未來水價上升或取水成本上升；對社會的影

響可能是因為企業使用水資源後，使得當地利害關係人因水資源被企業使用後，導

致的影響；而企業對水資源的依賴則是分析企業如何依賴水資源，以及水資源對企

業的影響程度。 

企業決定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評估的三項要素與評估的主要目的相關，企業

面對不同的應用形式，其可能考量的要素及價值觀整理如表 3.11。 

表 3.11 企業應用形式與價值觀要素建議表 

企業應用形式 應用形式可能考量的價值觀要素 

評估風險與機

會 

 評估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可能對企業帶來的風險與機會 

 未來風險的觀點應從企業對自然資本的依賴切入。 

 自然資本衝擊對社會的影響觀點，則應考量利害關係人的觀點 

企業營運  企業營運主要以自然資本對企業的衝擊為主要價值觀 

 而廣泛的考量自然資本依賴、社會衝擊價值也是可行的 

評估利害關係

人的衝擊 

 評估利害關係人的衝擊需以企業自然資本衝擊對社會的影響

之價值觀為主 

估 計 總 價 值

(total value)與

淨 衝 擊 (net 

impact) 

進行與企業活動相關的總價值評估，或是評估企業造成的淨衝擊，

包含對自然資本的淨正面效益或淨負面效益。當考量此一目的時，

三要素同時考量是非常重要的，僅考量單一要素將無法完整的評估

總價值或淨衝擊。 

內外部的溝通 與內外部利害關係人溝通時，三要素的考量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

僅針對特定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則應選擇與利害關係人關心的要

素即可。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5. 決定企業評估結果呈現的價值型態(types of value) 

NCP 的架構中，提供企業三種價值型態，分別為定性(qualitative)、定量(quantitative)

與評價(monetary)。這三種型態的評估方法細節將在後續估值(valuation)中(第三章第

五節)詳細說明，本章節主要是介紹這三種型態的用途與使用的原則，基本上，自然資

本評估在決定價值型態時，應採行能評價則評價，不能評價則應定量評估，不能定量



59 

評估則採取定性評估的基本原則。由於自然資本特殊性，進行評價前，往往企業需能

夠量化該自然資本，而要能夠量化自然資本，定性鑑別出自然資本項目是重要第一步

驟。在一些情況下，企業不一定需要完成評價，往往定量即可；事實上台灣企業針對

自然資本的衝擊多是以定量的形式呈現給利害關係人，進行到評價的企業並不多。以

下將就定性評估、定量評估與評價進行說明(NCC, 2016)： 

(1) 定性評估(qualitative valuation) 

透過排序(rank)的方式描述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之重要性，例如低中高的方

式呈現特定自然資本的價值。企業如採用敘述性的方式呈現自然資本評估結果時，

主要會有幾點考量： 

a. 缺乏足夠數據進行定量評估 

b. 該自然資本相當複雜難以分析 

c. 該自然資本的衝擊與依賴相當程度仰賴道德與主觀判斷，且利害關係人

難以接受定量評估與評價之數據 

d. 該自然資本具備特定的文化價值(歷史、地理、美觀等) 

e. 難以驗證的自然資本 

(2) 定量評估(quantitative valuation)： 

利用非貨幣單位呈現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的價值。定量評估(quantitative 

valuation)與量化量測(quantitative measurement)有所不同，定量評估代表要評估自

然資本對企業的價值，也就是呈現出該自然資本對企業的重要性與影響，而定量

量測僅單純去量測自然資本的變化。以水足跡為例，企業進行水資源使用量會以

立方公尺的水資源使用作為定量量測值，但事實上不同區域因降水量差異，會導

致相同水資源使用量的價值因區域不同而不同，在缺水地區的 1 立方公尺水資源

與豐水區域的 1 立方公尺水資源的價值就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依據目前生命週期

評估中的水足跡衝擊評估方法，會將不同水資源使用量乘以區域係數，形成水資

源當量(m3 H2Oeq)來比較不同區域相當水資源量的價值差異。這就是定量量測與

定量評估之間的差異。以生命週期方法的概念來說，定量量測即為生命週期盤查

分析(Life Cycle Inventory, LCI)，定量評估即為生命週期衝擊評估(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LCIA)，其中在生命週期衝擊評估中，可以代表重要性且具有

權衡意義的步驟，通常稱之為權重(weight)。 

定量評估的方法亦相當多元，企業可根據自身需求以及目的進行選用，詳細

的定量評估方法學亦將於估值章節進行更細部的說明，定量評估對於企業的應用

優勢如下： 

a. 對於物理的目標(physical target)是良好的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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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以量測 natural scale、constructed scaled，而量測可透過直接量測與替代

性(proxy)量測 

c. 較評價結果更讓利害關係人接受，但不一定適合溝通，需小心謹慎地說

明定量評估的方法。 

d. 不同自然資本類別的定量評估結果是難以比較的(例如水資源使用與溫

室氣體排放)，除非進行權重的轉換。 

e. 並非所有的自然資本類別適合被定量評估，例如文化價值、公眾安全性、

休閒價值等) 

(3) 評價(monetary valuation) 

利用貨幣單位呈現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評價是自然資本評估最適當的結果，

也是 DJSI 最希望企業採用的結果呈現(DJSI, 2017)方式。評價的結果可用以了解

自然資本的邊際7價值、同時也能夠利用供需原則評估價值的趨勢變動。由於評

價的過程牽涉到許多專業技能，加上耗時、財務成本較高，且需要大量數據資料，

因此企業進行評價須仰賴外部專家協助進行。企業應用評價，應考量以下幾種因

素： 

a. 評價可與傳統的財務成本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b. 可以比較不同自然資本類別的價值 

c. 在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上較易理解 

d. 價值轉移法應用於評價中，其成本較低 

e. 需注意部分利害關係人難以接受將自然資本予以評價 

6. 考量其他技術性議題(基線、情境、空間邊界以及時間邊界) 

除了前面的說明，尚有其他技術性議題需在範疇階段考量，包含了基線(baseline)，

情境(scenario)，空間邊界(spatial boundary)以及時間邊界(temporal boundary)。 

(1) 基線(baseline) 

基線是自然資本評估重要的考量項目，也是量測自然資本改變與比較的基礎，

一般而言基線通常以年份作為設定，例如以 2015 年整年度為基線。而基線通常

也代表企業至今的狀況，也是情境比較的基礎。 

 

                                                       
7 邊際(Marginal)：應用在經濟學時，常泛指每一單位新增或減少產品所帶來的效用與成本的變化。

例如消費者新增一單位商品的消費所帶給他的效用的變化，即稱為邊際效用；生產者新增一單位商

品的生產所帶給他的成本增加及銷售收益，即稱為邊際成本及邊際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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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baseline)與一切如昔(business as usual, BAU)的差異 

基線代表過去到現在狀況，也是企業進行評估的最重要基礎，而 BAU 則是企業都

不做任何改變下的狀態，代表現在到未來，是屬於情境的一種；部分的評估案例中，

會延續基線的評估結果作為 BAU 的評估結果；但許多時候，BAU 的評估結果也會

與基線結果有所不同。 

(2) 情境(scenarios) 

情境主要是指面臨可能的未來下，與基線相比較的變動狀況。舉例來說，以

企業現在的營運作為基線，並將企業可能採行的數種改善方案以及企業 BAU 列

為不同情境，透過情境與基線的相互比較，進行企業最適當的改善方案選擇或採

取完全不需改變等決策。而根據 Mckenzie et al. (2012)研究，情境一般可分為四

大類(表 3.12)。 

表 3.12 四種情境類型 

情境類型 說明 

介入型(intervention) 企業依據實際的方案進行考量，例如計畫中對可能採取的不

同方案進行評估，例如廠址的選擇、替代材料以及改善措施

等 

探索型(exploratory) 探索型的情境主要是了解未來可能的遭遇，通常在風險評估

中常常使用，例如台灣針對溫室氣體課徵碳稅對企業的風險。 

願景型(vision) 願景型則是代表企業對未來目標的渴望或不渴望，通常是企

業建立特定目標，並與 BAU 進行比較。 

與 事 實 相 反 型

(counterfactual) 

與事實相反的情境，例如企業假設本身並未在台灣營運(但事

實上是有)，而該地可能的狀況為何。這種類型的情境通常較

少應用在環境與自然相關的評估中。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Mckenzie et al., 2012) 

上述的幾種情境僅是大概的分類，並非僅有四種情境類型，企業應就自身需

求進行情境分析，在自然資本評估中，是建議企業應至少建立一種情境與基線作

比較。 

(3) 空間邊界(spatial boundary) 

空間邊界代表著企業執行自然資本評估的地理區域範圍，這項因素的變動主

要取決於企業關注焦點，不同的關注層級與價值鏈範圍，會影響到空間邊界的範

圍，進而對估值方法的選擇也會有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區域性的環境議題。例如，

溫室氣體的排放往往是全球規模的變化，因此區域性的考量僅就企業的自身數據

蒐集；但水資源議題並非全球規模，因此在評估水資源時，企業自身數據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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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量空間邊界外，估值的因子也需要考慮當地狀況，盡量避免採用全球性的數

值。 

(4) 時間邊界(temporal boundary) 

時間是另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一般企業進行評估多是以一整年為時間邊界，

但某些特定的自然資本評估須考量跨年度。此外，企業蒐集數據的時候，也務必

確保數據的時間邊界是相同，以免造成評估的錯誤。 

7. 解決關鍵的規劃問題(address key planning issues) 

企業執行自然資本評估的順利與否與範疇訂定息息相關，而範疇訂定過程中，企

業須解決以下幾項關鍵的規劃問題： 

(1) 時間(time scale)：企業決定進行自然資本評估所需花費的時間預計為何 

(2) 資源(funding)：企業決定投入多少資源與預算完成自然資本評估 

(3) 能力(capacity)：企業完成自然資本評估所需具備的能力與技能是否足夠，而

根據自然資本評估的結果，企業可能需要的專業背景人員也會不同 

(4) 數據取得性(data avail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企業的數據是否可用，且是否

易於取得 

(5) 利害關係人關係(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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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NSCI 公司的產出 

問題 NSCI 的背景脈絡 NSCI 回應 

組織關注的

焦點 

NSCI 從東非購買大量的咖啡，

NSCI 決定先聚焦在肯亞供應鏈以

及製造營運階段 

肯亞公司層級的活動 

價值鏈邊界 僅考量直接營運，並不考量包裝、

肥料等資源投入 

企業的直接營運以及肯亞的咖

啡種植戶 

價值觀 如同 3.3 節評估所示，考量自然資

本衝擊對企業以及社會的影響，同

時也考慮企業的依賴 

對企業與社會的價值 

價值的型態 NSCI 認為所有的價值型態應為貨

幣價值，但人體健康同時呈現

DALY*與貨幣價值 

貨幣價值與人體健康(DALY) 

評估衝擊或

依賴 

NSCI 主要是為了風險評估，因此衝

擊與依賴皆需要評估 

評估衝擊與依賴 

其他技術性

議題 

 基線：現況 

 情境：IPCC 的情境 

 空間邊界：3 個主要製造設施以及肯亞最大的三個農場 

 時間邊界：10 年 

關鍵的規劃

問題 

 數據的取得以及初期對自然資本的了解是重要階段 

 NSCI 具有 8 個月的時間進行策略性的規劃會議 

 NSCI 提供 5 萬 USD 以及環境相關管理者約 20%的時間協助此

一計畫的落實 

 具備相關技能的員工也參加此一評估 

DALY(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傷殘調整壽命年，代表某一污染物質的健康負

擔，通常涵蓋該物質的致死率以及傷殘率兩種對人體健康主要的量化數據，是目

前公認最適當的人體健康損害評估單位(UNEP/SETAC, 2017) 
 

(二) 企業決定重大之自然資本項目 

企業決定重大之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章節乃協助企業分析何種自然資本的衝擊

或是依賴是真正與企業息息相關，且會影響到企業營運與決策，因此本節將會探討何

謂重大性(materiality)以及重大性分析(materiality assessment)，以及企業如何鑑別自然

資本是屬於衝擊，還是屬於依賴性的自然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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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重大性與重大性分析 

重大性 

(materiality) 

 重大性代表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種類是重大且與企業本

身價值有關。 

 依據GRI(全球永續報告倡議組織)標準中針對重大性的定

義代表著議題能夠反應出企業顯著性的經濟、環境與社會

衝擊，同時實質上影響利害關係人評估與決策，即為重大

性的議題 

重大性分析 

(materiality 

assessment/analysis) 

 自然資本評估過程中，鑑別出相關性與重大性的自然資本

議題的過程，即為重大性分析。 

 全球永續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是全球非財務報告指標

的發起者，旨在提供全球企業於非財務資訊揭露指引與準則，目前最新版本為

2016 年發表的 GRI 標準(GRI Standard)，預計於 2018 年實施。 

 台灣金管會要求上市櫃公司，被規範必須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之企業應依循

GRI 相關指引作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撰的原則。 

(資料來源：GRI, 2016) 

企業的重大議題眾多，能合理反映組織的經濟、環境及社會衝擊，或會影響利害

關係人決策的議題皆屬之。在財務報告中，一般認為重大性是影響財務報告使用者，

尤其是投資人。在永續性議題中，重大性主要聚焦在兩個面向，分別為衝擊廣度和利

害關係人廣度。評估主題是否重大時，可綜合考量內外部因素，包括組織的總體任務

與競爭策略，及由利害關係人直接表達的關注程度。重大性也能藉由廣大的社會期待，

由組織對上游實體(如供應商)或下游實體(如顧客)的影響力來決定。 

評量可顯著反映出對經濟、環境、及/或社會衝擊，或對利害關係人的決策有影響

之資訊時，要考量這些內外部因素。一般而言，「顯著衝擊」是指專家群體長期關注

的、或使用現有工具(例如：衝擊評估方法或生命週期評估)所鑑別的主題。組織若認

為某些衝擊很重大，需要積極的管理或控制，即可認為是顯著衝擊(節錄自 GRI 準則，

GRI101，P10)。 

本節僅提供協助企業擬訂如何鑑別出重大性的自然資本步驟，並使得企業能夠更

易入手分析重大的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企業如果已有鑑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永續

報告之經驗，對於鑑別自然資本的重大性分析會更為熟稔。 

1. 列出可能是重大的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 

列出潛在重大性之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項目是重大性分析的首要步驟，由於自然

資本衝擊與依賴較難直覺地認定，因此會採用鑑別衝擊驅動因素(impact drivers)、衝

擊路徑(impact pathway)、以及依賴路徑(dependency pathway)三種方法(表 3.14)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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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進行自然資本評估。衝擊驅動因素的種類可分為投入與產出(表 3.15)，適用於衝

擊路徑分析；而企業依賴的自然資本類別則分成消耗性與非消耗性(表 3.16)。 

表 3.14 衝擊路徑分析與依賴路徑分析 

方法 說明 

鑑別衝擊驅動因素 

(impact drivers) 

衝擊驅動因素在自然資本評估之中代表著企業營運活動與生

產產品過程中可量測定量數據的投入(input)以及產出(output) 

衝擊路徑分析 

(impact pathway) 

衝擊路徑代表特定自然資本類別因衝擊驅動因素的改變，導

致不同利害關係人如何受到影響的路徑分析。 

依賴路徑分析 

(dependency 

pathway) 

依賴路徑與衝擊路徑相反，依賴路徑代表企業活動仰賴的特

定自然資本，進行依賴路徑分析主要是探討這些自然資本的

改變是否會影響到企業營運。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表 3.15 常見的自然資本衝擊驅動因素 

分類 衝擊驅動因素種類 常見的量測方式 

投入 水資源使用 水資源使用總體積 

土地生態系統使用 使用的土地面積 

淡水生態系統使用 淡水生態系統的使用面積 

海洋生態系統使用 海洋生態系統的使用面積 

其他資源使用 金屬礦物使用的重量、使用的種類與數量等 

產出 溫室氣體 範疇 1、2、3 的溫室氣體排放種類之數量以

及重量 

非溫室氣體之空氣污染物 包含粒狀物、NOx、SOx、VOCs 等空氣污

染物 

水污染物 會影響自然水體水質改變的污染物質，包含

營養源、重金屬等物質 

土壤污染物 污染土壤的相關物質 

固體廢棄物 固體廢棄物一般可區分為有害、一般以及輻

射物質等類型。 

干擾式的污染(光害、噪音等) 主要是一些造成附近居民生活品質降低的

污染，如噪音、光害或震動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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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企業常見的自然資本依賴種類 

分類 依賴的種類 特定的依賴種類說明 

消費性 能源 風、太陽、水力、地熱、生物能、化石燃料 

水資源 淡水(地下水、地表水)、海水 

營養 人類或動物食物、植物的肥料 

原物料 生物性原物料、金屬礦物等 

非消費性 非生物性的環境調節 防洪、水資源品質的調節 

生物性的環境調節 授粉、病蟲害防治 

廢棄物與排放的調節 廢棄物分解、塵土的調節 

體驗 自然環境為基礎的娛樂(旅遊) 

知識 來自生物界的知識(生物仿生) 

福祉與心靈/道德價值 對於人類壓力釋放等項目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2. 列出重大性分析的準則 

重大性分析過程須明確訂定評估的準則，不同的企業對於自然資本關注的重點不

盡相同，一般而言大致上可分為五大類： 

(1) 營運準則：自然資本衝擊驅動因素與依賴之項目會顯著性地影響到企業營運、

計畫實施等 

(2) 法規與規範準則：該自然資本衝擊驅動因素或依賴未來可能成為法規或相關

規範管理的項目 

(3) 金融投資準則：該自然資本衝擊驅動因素或依賴屬於金融投資評估的重要項

目 

(4) 商譽與行銷準則：該自然資本衝擊驅動因素或依賴可能影響到產品銷售、企

業形象 

(5) 社會準則：該自然資本衝擊驅動因素或依賴對於社會的影響顯著 

3. 蒐集相關資訊 

評估自然資本重大性過程需蒐集各種相關資訊，這些資訊可能包含了衝擊或依賴

的類型、規模、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對企業與社會的影響，以及影響的時間長短；而

評估以上這些項目則有賴於專家、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4. 完成重大性分析 

經由企業擬訂的準則，篩選出企業重大的自然資本，篩選的方法有許多種類型，

可經由統計方法進行評估。詳細方法可參閱企業擬訂企業永續之重大性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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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NSCI 公司的產出 

NSCI 利用衝擊路徑法與依賴路徑法評估其企業之重大性自然資本議題，空氣污染

部分主要有兩項，一項是以企業造成的社會衝擊，另一個則是對企業本身實際的成

本影響。 

主要議題 
衝擊驅動因素或

依賴 
自然資本的改變 

對企業與社會的

價值 

供應鏈的衝擊：水

資源消耗 

企業消耗的水資

源 

造成地表水與地

下水的稀缺性 

使用非乾淨水源

導致的人體健康

成本 

供應鏈企業的依

賴：授粉 

企業的咖啡作物

需授粉 

降低蜜蜂的數量 造成授粉的成本

提升 

製造的衝擊：空氣

污染(對社會) 

粒狀物與氮氧化

物的排放 

降低空氣品質 吸入性的人體健

康影響 

製造的衝擊：空氣

污染(對企業) 

粒狀物與氮氧化

物的排放 

降低空氣品質 趨嚴的法規對於

企業法遵的成本

提升 

製造對企業的依

賴：洪水風險 

穩定的環境需求 提升沿海地區洪

災的風險 

增加企業面臨洪

災的風險 

為了進行重大性分析，NSCI 採用以下幾種方式進行利害關係人溝通 

 與工廠的員工以及種植者進行面談 

 透過企業內部的環境管理與財務系統進行審視 

 利用外部公開的資料進行評估，例如 IPCC 對氣候變遷的預測 

NSCI 的重大性自然資本議題評估矩陣分析 

重大性準則 乾淨水資源 洪災控制 授粉 空氣品質 

營運 中等 高 高 中等 

法律與規範 高 無相關 無相關 高 

財務 無相關 

商譽與行銷 中等 無相關 無相關 高 

社會 中等 中等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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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自然資本量測與分析自然資本狀態的變化 

本節涵蓋 NCP 步驟五與步驟六。企業進行自然資本評估時，需先有實際數據才

能進行評估，而蒐集數據前，需先鑑別主要的衝擊驅動因素與依賴，並選擇適當的參

數作為量測的依據；接著分析每一項衝擊驅動因素與依賴可能造成的自然資本改變。

最後透過自然資本改變造成對社會與企業的影響進行重要性與估值，本節主要針對企

業如何量測自然資本以及如何分析因企業商業活動所造成的自然資本狀態的變化。 

(一) 企業自然資本的量測 

企業進行自然資本量測前，需先確定自然資本議題的指標，才能根據指標進行量

測，而量測需使用特定與適當的方法進行，部分自然資本可透過直接的儀器進行量測

數據，但部分時候卻僅能透過利用估計或資料庫來獲得數據。 

1. 繪製與企業活動相關之衝擊驅動因素與依賴 

企業需思考企業活動相關之衝擊與依賴，部分自然資本對企業而言是衝擊，例如

廢棄物、水污染、空氣污染或是溫室氣體的排放，也有部分自然資本是屬於依賴，例

如礦物、生物資源等等；而也有部分之自然資本可能既是衝擊也可能是依賴，例如水

資源、土地利用等項目。而企業所繪製的衝擊與依賴相關之圖像應盡可能與企業初期

擬定的範疇邊界相同。 

2. 訂定衝擊驅動因素與依賴的指標 

要有效量測自然資本衝擊驅動因素與依賴有賴於容易量測的指標選擇，指標大致

上可區分為兩種(表 3.17)：定性指標(qualitative indicators)與定量指標(quantitative 

indicator)，部分自然資本衝擊驅動因素與依賴可能是相同的量測指標，如水資源。定

性指標對於評估結果的不確定性非常高，因此如可能應優先以定量指標呈現。表 3.18

與表 3.19 分別列舉可供參考之不同驅動因素以及自然資本依賴的指標，企業應就自

身的管理系統選擇最適當的定性或定量指標。 

表 3.17 定性指標與定量指標 

定義 說明 

定性指標 可能需要專業的判斷或者是利害關係人的觀點，一般的定性指標可

區分為高中低，或者是依其他準則方式呈現 

定量指標 定量指標的呈現多為物理與實質的單位，可能是重量、體積或是其

他物理性單位。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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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自然資本衝擊不同衝擊驅動因素與定性定量指標參考 

衝擊驅動因素類別 參考的定性指標 可能的定量指標(僅供參考) 

水資源使用 高到低 

多到少 

嚴重到輕微 

大到小 

… 

地表水的提取水量(立方公尺) 

陸域生態系統使用 土地面積變動、可能受影響的 IUCN

稀有物種數量等 

淡水生態系統使用 因水庫淹沒的峽谷面積 

海洋生態系統使用 紅樹林的保護區域 

其他資源 特定漁獲的捕獲量 

水污染 水污染物質排放量 

溫室氣體排放 二氧化碳當量排放量 

非溫室氣體的空氣汙染

物排放 

PM2.5 排放量 

土壤污染 排放至土壤之污染物質重量 

固體廢棄物 製造多少噸的廢棄物 

干擾 噪音分貝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表 3.19 自然資本依賴種類與定性定量指標參考 

依賴類別 參考的定性指標 可能的定量指標(僅供參考) 

能源 高到低 

多到少 

嚴重到輕微 

大到小 

… 

電力使用度數 

水資源 水資源使用量 

營養 能源消費之焦耳 

原物料 木材使用重量 

實質性環境的調節 

(physical environment) 

所占有的土地面積中實質性(？) 

生物性環境的調節 洪水發生頻率 

廢棄物與排放的調節 每公里河川吸收的污染物量 

體驗 生態系統恢復的時間需求 

知識 特定物種的數量 

福祉與道德價值 可能影響生產力改變的指標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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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據品質 

數據品質是評估過程相當重要的準則，一般企業量測的數據可分為一級數據

(primary data)與二級數據(secondary data)。一級數據與二級數據之區分可參考溫室氣

體盤查相關規範(如表 3.20)。進行自然資本評估時，應優先採用一級數據，不足部分

再由二級數據補足。 

表 3.20 一級與二級數據品質 

定義 說明 

一級數據 為了評估之目的，進行特定的數據蒐集或直接量測之數據，例如電

力使用度數 

 企業內部實際資料 

 從供應商或消費者獲得的直接資料 

二級數據 非直接量測或者是文獻獲得之數據，例如資料庫數據、投入產出分

析數據 

 文獻與相關資料庫獲得 

 過去評估的歷史資料 

 透過模型進行估計之數據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ISO, 2014) 

4. 數據的蒐集方法 

一般企業會透過既有的管理系統與財務會計彙整出相對應的一級數據，但由於自

然資本評估所需資料相當龐大，且在取得一級數據上有一定的操作難度，故下表為目

前常用的二級數據取得方法。 

表 三.21 二級數據蒐集的方法 

數據蒐集方法 說明 

生命週期盤查 

(life cycle inventories, 

LCI) 

 生命週期評估法乃基於 ISO 14040 標準之系統化評

估工具，仰賴大量的資料庫與衝擊評估資料庫進行

環境衝擊相關之分析。 

 生命週期盤查乃透過直接量測之數據，並利用資料

庫了解直接量測數據的基礎流(elementary flow) 

生產力模型 

(productivity modeling) 

 透過不同區域的生產效率或不同技術進行數據推估 

 基於政府或產業部門的報告進行推估是可行的 

質量平衡 

(mass balance) 

 透過投入的總質量，平衡產出之總質量與副產品的

質量，進而推估各製程間的原物料使用量。 

環境擴充投入產出分析  透過投入產出表結合環境數據，估計每一項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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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蒐集方法 說明 

(environmental extended 

economic input output 

tables, EEIO) 

在供應鏈環節的環境數據。 

 由於 EEIO 方法的限制，對於特定原物料的數據是不

準確的。 

文獻資料 直接透過文獻研究資料估計企業的環境數據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企業在蒐集數據時，常使用的方法以生命週期盤查、EEIO 以及生產力模型為主

要手段，此三種方法在不同適用因素上各有優劣，下表為 Kering 案例研究中針對此

三種方法的適用性分析。 

表 3.22 不同數據蒐集方法的適用性分析 

適用性因素 生命週期盤查 EEIO 生產力模型 

原物料的範疇

與邊界 

針對評估的範疇與

邊界將影響到生命

週期盤查的截斷原

則 

如果 EEIO 的資料

範圍涵蓋企業所有

原物料，其數據完

整性較高，但特定

地區的數據較為缺

乏 

會根據評估的範疇與邊

界影響到生產力模型的

數據應用性，特別是當

供應商的數據不容易仰

賴生產力模型估計 

數據取得性與

廣泛性 

取決於企業之前的

相關研究 

EEIO 通常涵蓋整

個經濟體 

如有已出版的政府或產

業報告，其數據的廣泛

性較佳。 

對於企業的數

據特定性 

針對特定的產品或

製程的特定性較

佳，但由於資料庫

限制，對於組織整

體的資料使用可能

較不具特定性 

EEIO 的數據通常

反應出整體產業的

平均值，較不具備

特定性 

針對特定技術之研究會

較符合企業的活動特性 

特定區域的數

據可用性 

不同的數據其適用

的區域不一定相同 

具有區域投入產出

或國家投入產出表

可能較適用 

針對特定技術之研究會

較符合企業的活動特性 

數據是否可以

反應企業的技

術、製程與環

境規範 

取決於數據的選擇

是否符合企業的技

術製程與規範 

多數的投入產出表

的產出時間間隔較

長 

針對特定技術之研究會

較符合企業的活動特性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Kering, 2014) 



72 

5. 企業蒐集與量測數據應注意之關鍵 

(1) 盡可能以一級數據為主，但一級數據的蒐集與量測所耗費的時間較長，因此

須審慎評估。 

(2) 記錄每一個蒐集與量測之數據的數據品質，詳細數據品質的分析方法將於評

估中進行說明。 

(3) 開放數據的選擇需考量其公信力。 

(4) 數據蒐集與量測的假設應建立相關資料並清楚陳述。 

案例說明 

NSCI 公司的產出 

NSCI 數據蒐集與量測的指標鑑別。 

主要議題 
衝擊驅動因

素或依賴 
定量指標 數據來源 不確定因素 

供 應 鏈 的 衝

擊：水資源消

耗 

企業消耗的

水資源 

每一噸咖啡原

豆的用水量 

內部管理系

統 

過去十年技術的

進步會影響到水

需求量的差異 

供應鏈企業的

依賴：授粉 

企業的咖啡

作物需授粉 

現階段蜜蜂的

族群密度 

在肯亞區域並沒有適用的數據

可供使用 

製造的衝擊：

空氣污染 (對

社會) 

粒狀物與氮

氧化物的排

放 

每噸烘培豆所

產生的氮氧化

物與粒狀物量 

內部管理系

統的燃料使

用量 

無 

製造對企業的

依賴：洪水風

險 

穩定的環境

需求 

每年可接受洪

災發生的層級 

內部評估可

接受洪災的

層級 

洪災預防的有效

性會造成不確定

性 

NSCI 的定量數據蒐集結果 

主要議題 定量指標 中間指標 數據 

供應鏈的衝擊：

水資源消耗 

每一噸咖啡原豆的

用水量 

無 11000 立方公尺/噸咖

啡原豆 

供應鏈企業的

依賴：授粉 

現階段蜜蜂的族群

密度 

無 無資料 

製造的衝擊：空

氣污染(對社會) 

每噸烘培豆所產生

的氮氧化物與粒狀

物量 

每一噸烘培豆需

使用 200 度電力

的天然氣 

PM2.5，PM10及 NO2排

放量為 0.002、0.005

及 0.025 kg/t 烘焙豆 

製造對企業的

依賴：洪水風險 

每年可接受洪災發

生的層級 

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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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測自然資本狀態的變化 

進行自然資本的定性與定量評估前，企業應了解其自身的衝擊驅動因素與依賴可

能造成的自然資本狀態的變化。企業需分析自然資本狀態的改變最主要目的乃是理解

企業自身營運與其供應商營運的商業活動，對於自然資本的影響；這項分析是讓企業

能清楚理解營運過程中的商業活動對自然資本狀態的影響，也能理解自然資本狀態改

變可能造成企業依賴的影響；有效的鑑別各種變化後，企業才能針對這些變化造成的

社會與企業影響進行評估。自然資本狀態的改變可依據以下幾個步驟進行分析： 

1. 因企業活動與衝擊驅動因素造成的自然資本狀態變化(change in natural capital) 

本步驟主要是透過文獻蒐集與研究分析因企業活動與衝擊驅動因素造成的自然

資本改變，但由於企業可能採取的方法學或工具已經進行此步驟的分析，當企業採用

以下方法時，可以略過此一過程，但企業仍需理解所採取的方法學或工具已經包含哪

幾項的自然資本改變。這些已經完成分析自然資本改變的方法包含以下幾種以供參考，

而企業的衝擊驅動因素可能造成的自然資本狀態的變化如下表 3.23(僅供參考)： 

(1)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法8 

(2) 價值轉移法(value transfer) 

(3) 企業活動與衝擊驅動因素的造成的衝擊並未影響到自然資本改變的狀況 

表 3.23 衝擊驅動因素與自然資本改變參考表 

衝擊驅動因素 定量指標 可能改變的自然資本 

水資源使用 立方公尺水資源使用 導致實體水資源量的改變 

海洋生態系統

使用 

紅樹林生態系統的面

積 

漁獲存量與生態系統服務的改變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P，2016) 

2. 造成自然資本變化的外部因素 

企業需鑑別因自然資本變化造成的外部因素是否會影響到企業的自然資本依賴

特別重要，這些外部因素大體上可區分為兩類型(表 3.24)，分別為自然的改變

(natural changes)以及人為導致的改變(human-induced change)。表 3.25 也提供一些企

業依賴的自然資本可能造成狀態改變的因素。 

                                                       
8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LCIA)，乃是生命週期評估中的一項步驟，一般量測

或蒐集的數據往往非常繁雜，例如溫室氣體即有七大類別，但皆會造成氣候變遷的衝擊，為了能夠

將七大類別的溫室氣體評估出單一氣候變遷衝擊結果(kg CO2eq)，會採用 IPCC 的 GWP 係數作為衝

擊評估方法。而現今的 LCIA 已針對不同衝擊種類發展出數種模型(IPCC 的 GWP 僅包含氣候變遷)，
使用上應了解不同模型的適用範圍。 



74 

表 3.24 自然資本改變的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 說明 

自然的改變 所有的環境、棲息地以及物種是動態的，因此自然的改變對於企業

的自然資本依賴會有顯著的影響 

人為導致的

改變 

自然資本會因為人類活動的壓力與衝擊造成自然資本的改變，因此

企業也需要考量可能導致自然資本改變的人為因素 

(資料來源：整理自整理自 NCC，2016) 

表 3.25 自然資本依賴可能的改變說明 

自然資本依賴 說明 

能源 水力發電設施的自然淤積(自然的改變) 

營養 酸雨導致的農業生產力降低(可能人為導致可能自然的變化) 

原物料 森林大火導致原木材的不足(可能人為導致可能自然的變化) 

實質環境的調

節 

因企業活動導致紅樹林遭到破壞進而影響到極端天氣事件的調節

能力。(人為導致的改變) 

(資料來源：節錄自 NCP) 

3. 評估自然資本狀態影響的趨勢 

了解可能導致自然資本改變的外部因素後，企業應分析這樣的改變趨勢是否為長

期或短期，如果為長期，則可能需要分析此種趨勢變化。 

4. 選擇適當的方法量測自然資本的改變 

量測自然資本狀態的改變方法大致上有兩種，第一種是直接進行量測狀態改變

的方法；第二種則是量測「可能」的狀態改變，前者主要是依據不同的自然資本衝

擊而有不同的量測方法，後者則對於自然資本依賴具有較好的適用性。 

(1) 直接量測狀態的變化 

量測方法的適用性取決於企業所需數據的精準度，以及考量評估的區域範

疇，此外，部分改變是無法量測或無法觀察到的，這時候則需利用預估或推估

的方式進行量測。下表 3.26 提供不同自然資本衝擊可採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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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自然資本改變的量測方法參考說明 

自然資本

的改變 
直接量測方法 模式方法 模式方法細節 

氣候變遷 無。現階段的量測皆是

探討未來的氣候變遷。

因此是透過模型量測 

氣候模型是個複雜的科學模型，因此可參

考 IPCC 建立的情境作為量測的方法。 

土地覆蓋 透過物種與植物的分布

了解土地覆蓋改變 

土地覆蓋改變可

透過土壤、降雨

資料、人體基礎

設施等進行模擬 

土地覆蓋的改變參數

非常多，包含碳儲

存、初始生產力以及

水循環等 

空氣、水

以及土壤

的污染物

濃度 

直接量測水質、空氣品

質以及土壤品質 

LCIA(生命週期衝

擊評估)提供的特

徵化因子可作為

量測的方式 

不同環境宿命模型

(fate model)可能導致

量測的差異 

自然水體

稀缺性的

改變 

直接量測可再生淡水的

循環量 

水壓力或水稀缺

性指數可作為量

測的方式 

不同的水壓力或水稀

缺性模型會導致指數

的闡釋不同 

洪水災害

的改變 

透過直接量測洪災發生

頻率 

基於歷史事件資

料的風險評估 

可透過水利模型評估

風險因子 

漁獲量的

改變 

透過捕獲量或生態調查

方法直接量測 

基礎的動態數量

模型可用於評估 

基礎動態數量模型的

原始數據乃是基於多

種參數，包含現有存

量、既有壓力以及物

種數量回復的統計資

料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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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本衝擊的量測案例說明(水資源消耗的直接量測為例)： 

地表淡水使用 

衝擊驅動因素 鑑別相關的改變 鑑別現況與趨勢 
選擇方法進行量

測或估計改變 

 淡水使用量

(立方公尺) 

 河川的抽取

水源 

 抽取量 

 河川流量與

水位的直接

改變 

 導致自然水

體稀缺性的

上升 

 間接導致生

態基礎水資

源不足 

 競爭對手的

需求提升 

 氣候改變導

致降雨變少 

 氣候變遷導

致流域生態

系統更為脆

弱 

 現況稀缺性

改變的量測 

 利用氣候以

及生態系統

模型估計未

來的改變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2) 評估「可能」造成自然資本變化的方法 

不少的自然資本改變僅是未來的一種可能性，這時候直接量測的方法並不適

用此一類型的自然資本改變，因此 NCC 的手冊中，對於這類型考量到可能性的

量測方法，提供一些不同方法供企業使用。 

a. 機率風險分析(probability-based-analysis)：透過關聯性的顯著性統計可

進行發生率的量化預估，例如迴歸分析可用以鑑別關鍵的改變，或者是

蒙地卡羅分析也可以用來分析多樣化的數據、假設等這類型的自然資本

改變 

b. 多準則分析法(multi-criteria analysis)：當多種因素可能導致自然資本改

變時，可以透過賦予不同因素不同的權重進行分析自然資本可能的改變。

這方法多用於專家觀點，而非統計資料。 

c. 專家觀點或多重利害關係人評估(expert opinion or/and multi-stakeholder 

assessment)：當量化方法不適用的時候，定性的方法可用於這些特殊案

例，例如部分資源產權因政策變動時的改變，這時候專家或利害關係人

的觀點就足以協助企業進行概率的評估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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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本衝擊案例說明(水資源消耗的概率權重量測說明) 

地表淡水使用 

衝擊驅動因

素 

鑑別相關的

外部因素 

估計改變可能

性(概率) 

估計改變的內涵

(權重) 

計算概率權重

改變 

 淡水使

用量(立

方公尺) 

 河川的

抽取水

源 

 抽取量 

 河道自

然改變 

 人口改

變：水

資源需

求量提

升 

 可取得

性：減

少抽取

的水權 

 統計分析

自然改變

的概率 

 人口改

變：基於

現況抽取

量的數據 

 可取得

性：多重

準則分析

可能影響

政策的因

素 

 自然改變：

透過生態系

統供給服務

的模型 

 人口改變：

基於現況抽

取量 

 可取得性：

基於現有的

政策規劃 

概率*權重=概

率權重的改變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案例說明 

NSCI 量測自然資本改變的方法選擇 

自然資本

議題 

自然資本的改

變 
選擇的方法 

供應鏈的

衝擊：水資

源消耗 

乾淨地表水與

地下水的可取

得性降低 

兩種類別： 

 NSCI 現況水資源使用的改變：透過現況再生

供應與 NSCI 的現況水資源使用 

 預測未來因氣候變遷導致降低水資源的可取

得性：利用 IPCC 的估計作為量測的方法 

生產製造

的衝擊：空

氣汙染物 

降低空氣品質 利用公開可取得的擴散資料估計附近區域的空氣

污染排放物可能導致的空氣品質改變 

生產製造

的依賴：洪

災的風險 

未來海岸淹水

的風險提升 

利用 IPCC預測的海平面上升數據估計未來可能的

淹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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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I 鑑別指標與數據來源 

自然資本

議題 

自然資本的改

變 
量化指標 數據來源 數據的不確定性 

供應鏈的

衝擊：水資

源消耗 

乾淨地表水與

地下水的可取

得性降低 

地表水資源稀

缺性提升的百

分比 

內部管理系統 科技進步可能對未

來水資源需求預測

造成不確定性 

生產製造

的衝擊：空

氣汙染物 

降低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的改

變(μm/m3) 

公開的空氣擴

散模型 

擴散模式本身具有

的不確定性 

生產製造

的依賴：洪

災的風險 

未來海岸淹水

的風險提升 

淹水風險改變

機率的百分比 

IPCC 預測的

未來氣候變遷

的影響 

未來淹水因時間尺

度的簡化造成不確

定性 

 

NSCI 的量化數據的摘要 

自然資

本議題 

自然資本

的改變 

量化指標-因現況營運的

改變 

量化指標-預測未來 10 年的

改變 

供 應 鏈

的衝擊：

水 資 源

消耗 

乾淨地表

水與地下

水的可取

得性降低 

 地表水稀缺性改變

1% 

 地下水補充率大於

使用量，所以不會造

成稀缺性 

 地表水稀缺性上升 8% 

 地下水稀缺性上升 2% 

生 產 製

造 的 衝

擊：空氣

汙染物 

降低空氣

品質 

可能增加的有： 

 PM2.5：12μm/m3 

 PM10：17μm/m3 

 NO2：68μm/m3 

可能增加的有： 

 PM2.5：12μm/m3 

 PM10：17μm/m3 

 NO2：68μm/m3 

生 產 製

造 的 依

賴：洪災

的風險 

未來海岸

淹水的風

險提升 

無 未來十年淹水機率提升 7% 

 

(資料來源：節錄自 NCP，2016) 

 

  



79 

五、衝擊與依賴的估值(value impact and/or dependenece) 

估值(valuation)在自然資本評估的定義中，不單單是評價的意思，而是泛指能夠

「反應出企業的自然資本重要性與價值」的過程。估值如同第一章所述，主要的目的

是為了用以分析比較，並在決策過程中的權衡，且估值也非指私有化，並非將生態系

統服務或自然資本拿去市場上進行交易。在不同的學術領域中，對於估值具有相同意

義的，還有生命週期衝擊評估中的權重(weighting)。 

自然資本的評估可區分為三種，其一為定性評估(qualitative valuation)，透過高

中低或是重要與不重要等敘述方式評估自然資本的重要性與價值；第二種則是定量評

估(quantitative valuation)，用具科學事實與基礎的物理單位進行自然資本重要性與價

值的呈現；最後一種則是將自然資本重要性與價值以貨幣單位呈現的評價(monetary 

valuation)。每一種評估可參考使用的方法學與工具非常廣泛與多元，企業應就自身

熟悉的方法以及鑑別出之重大性自然資本的類型選用最適當的方法。一般而言，能夠

以評價的方式呈現，應優先於定量與定性評估，這是因為評價的結果呈現對於多數人

是較易理解的，也較容易判斷此價值；但如果無法評價之項目仍應以定量評估優於定

性評估。 

下列主要章節將介紹各型各樣的方法學。企業執行自然資本估值的同時，也應該

注意以下幾點，以免造成評估結果的誤用與風險： 

1. 自然資本的估值結果並非最後的產出，尚需搭配進行結果的闡釋，闡釋評估的結果

需考量到整體社會經濟、法規以及商業發展的脈絡，才能使估值結果更具實用性。 

2. 任何估值過程都會有不確定性，因此企業執行自然資本估值時，應記錄所有估值過

程的假設條件，並分析評估的限制，以確保結果不被誤用或濫用。 

3. 估值過程應參考專家意見，以免採用錯誤的方法，導致結果不具可用性。 

(一) 分析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 

分析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的結果(consequence)9是進行估值前的工作，許多企業的

商業活動即使會導致自然資本的改變，但這樣的改變不一定會造成任何的社會經濟影

響，例如在雨量豐沛的時間點使用水資源，本身並不會造成當地水資源短缺的衝擊；

或者是企業僅考量自然資本對企業的衝擊並未考慮對社會的衝擊之價值觀，對於社會

的影響則可忽略。因此企業應就自身所處的地區、發展狀況以及社會經濟條件進行分

析。 

1. 企業自然資本衝擊對企業的影響 

許多自然資本的改變會對企業的財務或盈餘產生衝擊，例如為了達成碳中和企業

                                                       
9 部分的報告會把結果用 outcome 呈現，基本上與 consequence 在 NCP 中是相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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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透過購買額度或採取一些措施來抵換自身的碳排放。部分的衝擊會變成企業內部

財務成本或利潤的來源，因此企業如果採用商業價值觀的話，則須清楚分析自然資本

對於企業的衝擊結果(特別是指財務面的衝擊)。 

2. 企業自然資本衝擊對社會的影響 

企業自然資本衝擊對社會的影響泛指企業對社會造成的外部性，此社會影響起因

於企業活動的投入或產出的衝擊驅動因素導致的自然資本變化。舉例來說，企業活動

所排放的 NOX(此為企業衝擊驅動因素)，導致了空氣品質改變，大氣 NOX增加，促使

降雨酸化、光化學煙霧產生(自然資本的改變)，最後因為空氣品質的改變導致農產品

生產力降低(因酸雨)、能見度降低(光化學煙霧)等社會衝擊結果。 

3. 自然資本依賴對企業的影響 

自然資本的改變可能對企業依賴產生兩部分的影響，其一為資源投入，第二種則

是生態系統服務的影響。特別是資源投入的影響可能會導致企業原物料成本增加，進

而影響獲利；而生態系統服務的影響則可能會導致企業獲利降低，例如土地失去對水

的調節能力造成洪災導致企業營運影響。 

4. 衝擊與依賴的顯著性分析 

企業評估出自然資本改變造成的主要的影響後(對企業的衝擊、對社會的衝擊以

及企業的依賴)，可先鑑別出對企業成本與利潤影響最顯著的項目，再選擇適當的方

式評估。 

(二) 自然資本定性與定量評估 

1. 定性評估 

定性評估通常是利用敘述的方式呈現自然資本的價值，例如空氣品質變好，變糟；

或是提升社會的效益這樣的方式。定性的評估可以從最簡單的”重要”，”不重要”等二

分法結果呈現，或者是以相對重要的量表呈現(非常重要、重要、普通、不重要以及非

常不重要等等)。常見的定性評估方法有：意見調查(opinion survey)、審議方法

(deliberative approaches)以及相對價值法(relative valuation)，其相關優缺點整理如下表

3.27。 

定性方法多是以問卷調查、專家會議等方式進行，並透過統計的方式搭配 SPSS

等軟體操作，來整理出不同自然資本間的價值。更細節的方法可參考坊間許多企業研

究方法叢書。 



 

表 3.27 定性評估方法比較 

技術名稱 說明 數據需求 耗時 預算 技術需求 優點 缺點 

Opinion survey 

(意見調查) 

透過問卷調查的方

式進行 

利害關係人的

回饋 

長 中等 問卷設

計、訪談 

可以獲得較廣泛的資

訊 

1. 難以量化 

2. 因回覆者的主觀影

響調查結果 

Deliberative 

approaches 

(審議方法) 

以焦點團體的方法

進行腦力激盪 

利害關係人的

回饋 

長 中等 問卷設

計、訪談 

可以獲得較廣泛的資

訊 

1. 難以量化 

2. 可能難以獲得代表

性的回饋 

3. 回覆者與邀請者的

主觀影響結果 

Relative 

valuation 

相對價值法 

利用低中高等方法

決定特定項目的價

值 

所有指標都需

要相關的資訊

才有辦法評斷 

短 低 分析 可以涵蓋相當廣泛的

資訊，且較易包含預

期評估的參數 

1. 較為主觀 

2. 回覆者與邀請者的

主觀影響結果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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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用定性評估的方法有幾點建議： 

 需清楚且一致的定義不同定性價值 

 利用量化的數據來協助定性分析是可行的 

 相對價值法是較好的方法，但需最好應有環境經濟學、生態學、社會學、水

利、環境等領域專家共組團隊進行分析 

 盡可能涵蓋更多元的利害關係人，促使評估更嚴謹與可信。 

2. 定量評估 

定量評估的方法相當多元，包含了結構調查法 (structured survey)、指標法

(indicators)以及多準則分析(multi-criteria analysis)，定量評估往往也是進行評價的前置

步驟。 

結構調查法主要是透過結構性的問卷進行價值的量化(常見的有 AHP、ANP、或

是 DEMETAL 等研究方法，本報告並不細談方法)，這方法通常可以評估人類的偏好、

行為以及其他因子，透過實際或假設的情境蒐集廣泛的利害關係人回饋，由於採用的

是調查方式，因此與定性評估相當類似，主要差異在於問卷的設計以及統計結果的產

出。 

指標法包含許多種類型，通常是針對特定自然資本的變化或對社會衝擊以及企業

的衝擊與依賴選定一個最適當的指標予以量化，這當中包含了許多種類的生命週期衝

擊評估。以溫室氣體的衝擊來說，多是以二氧化碳當量(CO2eq)作為量化的單位；如是

以人體健康為例，建議採用傷殘調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 Life Year, DALY)作為量

化單位。指標法的特性是基於嚴謹的科學方法與模式進行評估，在闡釋上須透過專家

才能避免遭到誤用，常見的指標已建立於生命週期衝擊評估方法學之中，表 3.28 為

常見的衝擊評估方法與當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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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指標法中生命週期衝擊評估中的當量單位與評估種類參考 

評估種類 當量單位 說明 

溫室氣體/氣候

變遷/碳足跡 

二氧化碳當量 (kg 

CO2eq) 

利用不同溫室氣體的強迫輻射力的性質，將

以二氧化碳做為比較基準 

生態足跡 土地面積(m3) 將環境衝擊全部轉換成土地面積做為比較的

基準，目前企業已經較少使用此一評估種類 

淡水優養化 磷當量(kg P eq) 利用優養化的限制因子磷元素作為評估比較

水質優養化的比較單位 

人體健康 傷殘調整生命年

(DALY) 

因死亡或殘疾而無法正常工作的年數，作為

評估環境污染物質對人類影響 

水稀缺性足跡* 水使用量(m3 H2O) 評估水資源使用量的比較單位 

*水足跡這邊的概念是採用 ISO14046 的分類，僅考量水量的分析即為水稀缺性足

跡，目前生命週期學界建議採用之方法以 AWARE 模型為主。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多層準則分析是將許多不同的議題經過鑑別與評估決定其分數與權重，顯示各種

不同的議題的重要性。此種方法與結構調查法的缺陷相同，相當容易被評價者的主觀

意識主導。企業應用定量評估的方法時，應考量採用的量化結果是否被利害關係人廣

為接受，三種方法的綜合比較分析如下表 3.29 所示。 



 

 

表 3.29 定量評估中的不同方法比較分析 

技術名稱 說明 數據需求 耗時 預算 技術需求 優點 缺點 

結構調查 

(structured 

survey) 

結構調查與問卷可以

設計成量化指標 

利害關係人的

回饋 

長 中等 問卷設

計、 

訪談、 

統計 

允許更好的定量評

估結果 

1. 發放問卷過程缺少

機會導致不容易獲

取廣泛的資訊 

2. 回饋者的主觀會影

響調查之結果 

指標法 

(indicators) 

多種類的指標可以量

化環境數據 

所有指標都需

要相關的資訊

才有辦法評斷 

中等 中等 分析、 

統計 

可以涵蓋相當廣泛

的資訊 

1. 不一定所有指標都

可以有相對應的量

化價值 

2. 部分方法的結果闡

釋需外部專家進行

分析 

多重標準分析

進行權重給分 

(Multi-criteria 

analysis(MCA) 

using scoring 

and weighting) 

透過工作坊、專家、

以及可利用的數據進

行指標種類的權重與

給分 

所有指標都需

要相關的資訊

才有辦法評斷 

長 中 分析、 

統計 

1. 可以涵蓋相當

廣泛的資訊 

2. 可保持單純不

複雜 

1. 對於排序選擇相當

敏感 

2. 有可能變得過於複

雜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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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價(價值評估) 

評價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溝通與決策所需的權衡(Pizzol et al., 2015)。企業進行評

價前，可能會先定性與定量評估自然資本的價值，再透過經濟學方法進行價值評估的

工作，經濟學稱之為願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 WTP)。願付價格的訂定係透過不同

類型的方法進行特定項目的評估。願付價格在概念上與市場價格(market prices)有些許

不同，市場價格通常是指可以實際在市場之中購買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市場價格通

常是由市場機制決定(供需原則)或者是政府的強制規範，但多數的自然資本並無法在

市場上購買，因此市場價格法不一定適用所有的自然資本。 

 評價的方法可粗略分成以下幾大類：市場與財務價格法(market and financial 

prices)、生產函數法(production function)、重置成本法(replacement costs, RC)、特徵價

格法(hedonic pricing)、旅遊成本法(travel costs methods, TC/TCM)、損害避免法(damage 

costs avoided, AC)、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s, CVM/CV)、選

擇實驗法(choice experiments, CE)等。針對不同評價方法中，每一種生態系統服務適用

的方法學不盡相同，De Groot et al. (2002)及 Farber et al. (2006)等學者根據不同方法學

的可行性與效益轉移方法適用性的評估如下表 3.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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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 生態系統服務使用的價值評估方法整理表 

生態系統服務 價值評估方法 
價值評估 

可行性 

效益轉移方法 

適用性 

提供服務 

食物 M, P +++ +++ 

水 AC，RC，M，TC +++ ++ 

纖維、燃料及原料 M, P +++ +++ 

遺傳資源 M, AC + + 

藥用資源 AC，RC，P +++ +++ 

觀賞資源 AC, RC, H +++ ++ 

調節服務 

空氣品質 CV，AC，RC ++ +++ 

氣候調節 CV + +++ 

自然災害減緩 AC +++ ++ 

水調節 M，AC，RC，H，

P，CV 

+++ ++ 

廢棄物處理 RC，AC，CV +++ ++/+++ 

土壤形成 AC，RC，H ++ ++ 

生物調節 AC, P ++ +++ 

支持服務 

養分循環 AC，CV ++ ++ 

文化服務 

美學 TC, CV, ranking +++ + 

娛樂 H, CV, TC, ranking +++ + 

文化遺產 ranking + +++ 

精神宗教 CV, ranking + + 

AC (avoid cost) 避免損害成本法；CV (contingent valuation) 假設市場價值評估

法； 

H(hedonic pricing) 特徵價格法；M (market pricing)市場價格法； 

P (production approach)生產函數法；RC(replacement cost)重置成本法； 

TC (travel cost) 旅行成本法；高：+++；中：++；低：+ 

(資料來源：袁美華(2017)；整理自 De Groot et al. (2002)及 Farber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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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評估評估的沿革： 

生物多樣性是生態系統的根本，透過各式生態系統服務與人類社經系統連結，

以提供人類效益及福祉。生態系統服務與生物多樣性之間可能存在的機制關係，一

直是學者試圖弄清楚的議題。跨政府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平台(IPBES)的

成立，就是試圖縮小兩者間的差距，綜合的提供決策者永續發展的建議及提升決策

能力。 

Grime (1997)認為生物的物種數量及多樣性是生態系統服務的支撐基礎，生物

多樣性高的地區提供生態系統服務增加的潛勢，強調良好的保育工作重點區域的選

擇的重要性。儘管早期文獻指出缺乏直接數據來證明物種豐富度對於生態系統服務

的關係，Schwartz et al. (2000)的實證研究證實物種種類及數量豐富的地區提供較佳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假設，指出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的正相關性。Braat et al. 

(2008)建立及描繪模擬生物多樣性變化對生態系統服務的關係，將生物多樣性定義

連結土地利用的強度，生物多樣性於自然環境最佳，依序減低至都市環境。研究結

果顯示僅有供應服務在初始階段因為提高收穫物增加，隨著土地使用強度的增加，

供應服務終至下降趨勢。其他如調節服務、支持服務與文化服務都隨著生物多樣性

減少而降低。在建築及混凝土覆蓋的都市區域，亦是生物多樣性最差的區域，生態

系統服務貢獻趨近於零。 

在經濟開發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的需面臨經濟與生態的衝突，生態系統服務納

入決策須依賴空間分布及趨勢的明確訊息(Myers et al., 2000)。生態系統服務的分布

及數量是動態的，並與生物多樣性之間有地理上的分布的一致性(Myers et al., 

2000)，依靠地景(landscape)變化的測繪資訊，在生態系統服務測繪發展上，佔有重

要的角色(Milner et al., 2007)，其可視化的生態系統服務分布及資訊，可以做為利益

相關者與其他方進行討論及使用，協助理解場址的生態系統服務的分布及相關位

置，識別生態保育之空間優先順序。 

生態系統服務和生物多樣性受土地利用及覆蓋變化(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LULCC)影響顯著，LULCC 儼然成為生態系統服務變化的重要替代指標之

一，同時引領量化及估值研究的發展(Schröter et al., 2005; Daily et al., 2009)。歐盟生

物多樣性戰略強調生態系統服務的測繪之重要性，並鼓勵會員國依測繪結果於 2020

年前完成生態系統服務評估。生態系統服務與土地利用變化具有相互依存及反饋關

係(Foley et al., 2005)，土地使用及覆蓋變化導致生態系統服務的改變，其結構及功

能的改變又回饋進而驅動土地利用變化(Lambin et al., 2003; Foley et al., 2005)，緣此

常以土地利用變化描繪生態系統的變化(Foley et al., 2005; Schröter et al., 2005)。 

(資料來源：袁美華整理，2017) 

1. 市場與財務價格評估法(market and financial prices) 



 

88 

市場與財務價格法(以下簡稱市場價格法)須該自然資本具有數據可以使用時才

使用，通常應用在企業評估自然資本對企業的影響以及對企業自然資本依賴的影響這

兩類別，對社會的影響通常不會使用此一方法；因為市場價格通常是一項產品或服務

在市場銷售的價格，並非該產品或服務對於整體社會的價值。此外即使有部分資源具

備市場價格，但該市場因政策因素無法反應出該資源或自然資本的真實經濟價值(例

如台灣水、電、油費常受政府管制)，或是該經濟價值並非真實反映出自然資本的價值

(例如去湖泊釣魚僅須收取管理費與場地清潔費用，但並未對湖泊的魚類資源進行收

費)，因此在使用的市場價格法的同時，企業必須考量此種方式是否與評估自然資本

的價值觀相同。 

欲使用市場價格評估消費性使用的自然資本，可參考 Canadian Council of Minister 

of the Environment (2010)以及聯合國統計署(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所整理

的資料，以下是幾種方法的說明： 

(1) 衍生需求函數(derived demand function)：主要是透過迴歸分析建立商品的自

然資本衍生需求函數(其概念同商品的勞動衍生需求函數，消費者對某商品

的需求所衍生的勞動需求)，欲以此這方法進行分析需仰賴大量的價格與產

量資料。 

(2) 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自然資本因為具備稀缺性(Scarcity)，其被企業使

用而減少，導致其不能為其他人所用的所有選項中最高價值者，為機會成本。 

(3) 減量成本/趨避行為(mitigation cost/aversive behavior)：為減少企業活動所排

放的汙染物對環境造成的衝擊所投入之成本。 

(4) 疾病成本(cost of illness)：企業活動所排放的汙染物可能導致員工發生疾病

進而影響勞動生產力，或者是企業必須支付的醫療成本。 

以上這些方法都是市場價格法的一部份，這些部分多數已經屬於企業的內部成本，

也就是自然資本中考量的商業價值觀，並非評估自然資本的外部性。 

2. 生產函數法(production function) 

又稱為影響生產法，蕭代基等人所著之《環境保護成本效益分析》將此方法分類

為替代市場法的方法之一。生產函數法用於衡量生產函數所仰賴的自然資本數量之改

變所導致產量的變化對企業的影響，例如特定自然資本提供的服務或產品的降低所降

低之農業或商業的產出導致企業的利潤的衰退。但此一方法很難嚴謹的訂定出自然資

本與商業間的因果關係，而且自然資本與商業間的關聯常常是相當複雜，難以用單一

方程式表示之，因此在應用上需要非常小心。利用生產函數法可透過以下幾點步驟來

提升數據的正確性： 

(1) 鑑別出服務與產品的價值，了解福祉與企業及社會的關聯 

(2) 了解與生態系統服務以及非生物性服務與生產流程的關係 

(3) 建立生產函數，並蒐集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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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歷史與未來的情境 

(5) 評估生態系統投入改變前的淨利潤 

(6) 評估生態系統投入改變後的淨利潤 

(7) 計算利潤的改變 

3. 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s) 

重置成本法是所謂成本基礎法(cost-based approach)最常使用的方法學，通常是評

估特定的生態系統服務以相類似的服務功能替代或恢復到自然資本到原始水準所需

的投資成本。例如部分生態系統提供水資源的服務，當企業活動導致水資源短缺的時

候，建立額外的基礎設施來彌補原始水資源供給的成本，即為該生態系統提供水資源

的重置成本，重置成本的步驟可包含以下幾種： 

(1) 鑑別生態系統服務或非生物性服務 

(2) 評估生態系統服務或非生物性服務的規模及範圍 

(3) 決定替代的人造產品或服務來取代舊有的生態系統服務或非生物性服務。 

(4) 估計、觀察、建立人造替代物的成本模型 

(5) 鑑別與計算其他被影響的生態系統服務或非生物性服務 

使用重置成本法的時候應該考量生態系統提供的更廣泛的服務項目，同時替代的

服務內容必須與原始的生態系統服務相同等級，人造設施的重置成本必須考量到維護

的成本，如果該自然資本可以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為永久的，則使用重置成本則需考

量到時間性與社會折現率的敏感度問題。 

4. 損害避免法(damage costs avoided) 

較適合應用於特定調節服務與氣候變遷衝擊，一般來說非常適用於汙染物的排放

的評估，部分衝擊因為不具有消費性的價值(例如污染物排放)，因此可以透過一些間

接的衝擊路徑評估方法進行計算，例如空氣污染物的排放導致的疾病成本。這方法較

為複雜，尤其是特定的汙染物導致的損害類型之鑑別與分析。此外，部分的數據可能

需要採取年度平均值作為評估的基礎。而在選擇的衝擊損害模式也需要了解不同模式

評估的項目，選擇最適當的模式進行應用，目前 IPCC 也開始針對碳的損害類別進行

相關的工作，近年來保險公司也積極的評估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害成本，並將其與自然

資本評估相互整合。應用損害避免法的幾項步驟如下： 

(1) 鑑別需評估的生態系統服務(通常是指調節性的服務)以及非生物性服務 

(2) 評估缺乏該項服務的損害成本或是衝擊到該服務的成本 

(3) 利用相同的評估技術評估該服務提供的成本(或是衝擊到該服務的成本) 

(4) 決定不同情境下的價值差異 

5. 特徵價格法(hedonic pricing) 

特徵價格法是屬於顯示性偏好方法(revealed preference approaches)中的一項，特

徵價格法適用在特定市場條件下進行評估。特徵價格法用於評估工資，又稱為特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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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法，特徵價格法亦是評估房地產相關的土地價值時常採用的經濟學方法之一。特徵

價格法使用上，需考量到可能影響到價格之不同因素，並建立影響關聯的模型。以下

幾個步驟可以協助企業建立自然資本的特徵價格法： 

(1) 蒐集足夠的數據 

(2) 對價格範圍進行迴歸分析 

(3) 推導出價格函數 

(4) 估計感興趣的特徵需求曲獻 

(5) 估計總價值因邊際環境產品或服務改變的變化 

6. 旅行成本法(travel costs methods) 

旅遊成本法(TCM)是另一種顯示性偏好方法，主要是評估具有娛樂價值的自然環

境或其他非消耗性的使用，該方法的特色是利用遊客願意造訪旅遊景點所願意付出的

價格或時間成本，通常是用經過適當設計的問卷調查方法來蒐集遊客的意見，並且從

需求曲線推斷出個人、平均以及整體娛樂的價值。這種方法通常適用於具備旅遊價值

的自然資本類型，特別是旅遊相關產業進行開發時使用。NCP 建議之步驟如以下： 

(1) 設計問卷(建議可參考相關文獻) 

(2) 針對到訪特定地區的人進行問卷調查 

(3) 分析問卷數據，建立一個代表所有受訪者的需求函數 

(4) 估算評拚的娛樂價值 

(5) 利用評估訪問總人數建立該區域的整體娛樂價值 

7. 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s, CVM) 

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是屬於聲明偏好方法(state preference approaches)的一種，其

應用是假設在一個原本不存在的自然資本市場上，透過問卷調查直接了解消費者對於

該自然資本的特定產品或服務的偏好價值，呈現出消費者對企業造成的邊際自然資本

品質改善的願付價格，或者是消費者對企業造成的邊際自然資本損失的願受價格

(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通常是直接訪問消費者來做為不同

層級的替代選項。 

8. 選擇實驗法(choice experiments, CE) 

選擇實驗法是透過詢問回答者，讓回答者在一個眾多方案的題組中，選擇一個偏

好的答案。某一個方案具有五到六種參數條件，其中一項為他們必需負擔的價格，透

過此種方法再搭配經濟學模型，可以在不同的參數條件下決定該方案的價值。選擇實

驗法乃是從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中衍生而得，例如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會詢問回覆者

願意負擔多少來支付乾淨空氣的使用，而選擇實驗法則會提供不同價值對應到不同空

氣品質來供回覆者選擇。 

不同的評價方法在不同的書籍中分類上有所差異，本報告整理蕭代基等人(2002)

所著的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一書以及自然資本議定書中的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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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代基等人所著之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的分類 

市場價值評估法 替代市場價值評估法 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 

(1) 產值變化 

(2) 所得變化 

(3) 替換成本 

(4) 預防性支出 

(5) 重置成本 

(1) 旅行成本法 

(2) 特徵價格法 

(3) 特徵工資法 

(4) 生產函數法 

(1) 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 

(2) 選擇實驗法 

自然資本議定書中評價的分類 

市場價值法 成本基礎法 顯示性偏好法 

(revealed preference) 

敘述性偏好法 

(state preference) 

(1) 市場與財務

價格評估法 

(2) 生產函數法 

(1) 替換成本

法 

(2) 損害避免

法 

(1) 特徵價格法 

(2) 旅行成本法 

(1) 假設市場條件評

估法 

(2) 選擇實驗法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表 3.31 評價的比較分析 

技術名稱 說明 數據需求 
耗

時 

預

算 
技術需求 優點 缺點 

市場與財務價

格 

(Market and 

financial 

prices) 

此方法涵蓋多種類

型： 

 可於市場上交易

由自然資本提供

的商品與服務支

付之成本 

 其他內部或財務

資訊 

 市場數據的闡釋 

生態產品或

服務的市場

價格、涵蓋

產品處理流

程到市場的

成本 

短 低 經濟學、計量

經濟學

(econometrics) 

透明且可供挑戰

的方法、反映真

實的願付價格 

1. 僅有部分自然資本

所提供的產品與服

務具有市場價格 

2. 在非完美的市場競

爭下，有價格扭曲

的問題 

生產函數法 

(Production 

function 

(change in 

production)) 

透過經驗模型評估產

出改變市場財貨或服

務的價格，來估計自

然資本投入的價值。 

 

投入與產出

監因果關係

數據 

 

短 低 經濟學、計量

經濟學、以及

其他各領域之

專家 

1. 如果數據相

對完整、則

這項技術相

當容易使用 

2. 可連結到自

然資本依賴

與財務會計 

1. 需要了解自然資本

改變、生態系統服

務改變以及非生物

性資源投入與產品

服務產出間的關聯

性 

2. 難以獲得相關自然

資本、生態系統服

務改變的數據以及

不容易了解自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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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名稱 說明 數據需求 
耗

時 

預

算 
技術需求 優點 缺點 

本投入與產品服務

間的關聯性 

成本基礎法(Cost-Based approaches) 

重置成本 

 (replacement 

costs)  

用人造替代物取代自

然資本的成本，可透

過估計、觀察或建模

來推估 

自然資本的

人造替換物

之成本數據 

短 低 基礎經濟學 

工程 

1. 對於調節服

務提供替代

的量測方法 

2. 基於市場數

據提供透明

的方法 

1. 缺乏相對應的服務

時，並未考量社會

的偏好 

2. 整體自然資本大約

僅有一半比例具有

替換服務 

損害避免成本 

(damage cost 

avoided) 

由於自然資本劣化造

成的損失，導致財

產、基礎設施或生產

的潛在成本損失，通

常也可以視為保護自

然資本避免或獲得的

效益。 

有關財產、

基礎設施的

數據。損害

情況則可能

來自於不同

的情境 

中 中 工程 

生物物理過程 

對於調節服務提

供替代的量測方

法 

1. 此方法對於服務相

關之資產與商業活

動無法適用 

2. 可能過於高估價值 

顯示性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indirect)) 

特徵價格法 

(hedonic 

pricing) 

基於環境因素的觀察

是市場中某些產品(例

如房價)的價格決定因

不同的房價

或工資會依

據不同自然

中 高 經濟學 1. 此方法基於

市場數據與

願付價格因

1. 與資產或薪資的成

本效益有很大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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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名稱 說明 數據需求 
耗

時 

預

算 
技術需求 優點 缺點 

素之一，特徵價格法

是透過控制其他變數

來模擬因環境因素的

變化導致的價格變

化，進而決定該環境

因素的價值 

資本不同而

不同(例如綠

地、河川狀

況、到達森

林的距離) 

此較為透明

與嚴謹 

2. 資產與薪資

之數據相當

敏感 

2. 資產與薪資市場容

易被環境以外之因

素干擾，因此需要

嚴謹的認定

(Identify)與控制 

旅遊成本法

(Travel costs) 

某些產品或服務受到

環境因素影響甚大(例

如旅遊)，此方法主要

測量遊覽自然景觀所

產生的旅行與其他費

用，從每次調查間的

價值進而推估出自然

資本的價值 

人們願意訪

問特定地點

所花費的金

錢和時間 

長 高 問卷設計 

面談 

經濟學 

1. 基於消費者

的實際行為

而非聲明的

願付價格 

2. 結果較易闡

釋與解釋 

1. 此方法較適用於評

估自然景觀的娛樂

效益 

2. 對於多重地區的旅

遊難以分攤單一自

然資本的價值 

敘述性偏好法(State preferences) 

假設市場價值

評估法 

(CVM) 

透過詢問個人願意負

擔的最大金錢來推估

生態系統的價值，以

及從生態系統中相對

應的非市場產品與服

回覆者的社

會經濟與人

口統計資料 

長 高 問卷設計 

面談 

經濟學 

1. 可獲得自然

資本的使用

與非使用的

價值 

2. 可估計所有

此結果受到許多假設條

件，且容易受到回覆者

個人的主觀偏見影響 

94 



 

 

技術名稱 說明 數據需求 
耗

時 

預

算 
技術需求 優點 缺點 

務 項目的經濟

價值 

選擇實驗法 

(choice 

experiments 

(CE)) 

向個別的回覆者展現

不同價值的替代產品

與選項，從回覆者回

饋中獲得其偏好的選

項，進而推估出有關

非市場產品與服務的

價值 

與假設市場

價值評估法

類似 

需設定適當

的參數等級 

長 高 問卷設計 

面談 

經濟學 

1. 獲得使用與

非使用的價

值 

2. 有利於估計

邊際自然資

本變化(例如

空氣品質變

好的價值) 

1. 此結果受到許多假

設條件，且容易受

到回覆者個人的主

觀偏見影響 

2. 受訪者必須在受訪

期間理解並做出相

對應的權衡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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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價值轉移法 

前一小節介紹的各種評價方法是採用最標準的經濟學模型來評價自然資本之價

值，其所耗費的時間與成本，會根據自然資本規模、影響範圍以及資料的取得性而有

所不同，企業往往難以採用曠日廢時的方法，故多數企業最常使用的評價方法為價值

轉移(value transfer)或稱之為效益轉移(benefit transfer)。價值轉移主要是採用過去已經

已有的評估或研究結果，而非利用原始資料重新進行分析。一般的價值轉移法乃是依

據特定的衝擊驅動因素可能導致的結果進行估值，該方法依據不同研究者可能採用許

多種定性、定量與貨幣化的方法學進行結果的分析。價值轉移的應用種類大致上有三

種： 

1. 單位的價值轉移(unit value transfer)：透過其他在相似區域或相似衝擊驅動因素的

研究，直接應用在自己案例的評估之中。 

2. 調整的價值轉移(Adjusted value transfer)：透過調整其他文獻的估值結果，應用於自

己的案例之中。例如將高所得區域的評估結果，考量所得差異後進行調整，應用至

自己所屬的較低所得區域。 

3. 價值函數的轉移(value function transfer)：利用其他研究的模型，將其所應用的參數

置換成與自身案例相近的條件下，進行估值的工作。 

價值轉移的特色即是不需重新進行完整的分析，因此所耗費的時間與成本較少，

但使用上仍舊有幾點關鍵需要非常小心謹慎的考量： 

1. 需考量到評估標的區域的經濟發展程度是否與價值轉移的原始文獻評估的標的區

域經濟發展程度相近，特別是評價方法中往往會採用願付價格，願付價格會因為區

域的經濟發展程度而有所差異。 

2. 需考量到評估標的與價值轉移的原始評估標的是否相似。 

3. 採用的價值轉移之參考文獻的嚴謹度是否足夠，且應注意價值轉移的參考文獻中

的研究限制與誤差。 

4. 價值轉移的參考文獻所評估的自然資本改變是否與自身評估的自然資本改變項目

是否相似 

5. NCP 建議以下可採用的價值轉移資料庫： 

(1) Benefits Table (BeTa)，是由 European Commission DG Environment 評估空氣

污染物的外部成本。 

網址為：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nveco/air/pdf/betaec02a.pdf  

(2) ENVALUE 是澳洲評價的主要資料庫，涵蓋超過 400 項研究，三分之一為澳

洲的研究，並涵蓋九種不同的環境產品，但從 2001 年後並未更新。 

網址為：http://www.environment.nsw.gov.au/envalueapp/  

(3) EVRI，是現階段最完整的資料庫，並且涵蓋英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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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為：http://www.evri.ca/  

(4) NRCS，美國農業部的資料，這當中包含許多不同娛樂活動的價值估計。 

網址為：

https://www.nrcs.usda.gov/wps/portal/nrcs/main/national/technical/econ/tools/  

(5) RED，包含許多以生命週期觀點的能源與其他部門的環境成本。 

網址為：http://www.isis-it.net/red/  

(6) TEEB 評價資料庫，包含超過 1310 種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估計。 

網址為：https://www.es-partnership.org/services/data-knowledge-

sharing/ecosystem-service-valuation-database/  

(7) ValueBaseSWE，這包含瑞典的相關研究。 

網址為：http://www.beijer.kva.se/valuebase.htm  

(8) 其他尚有許多資料庫，例如丹麥環境保護署(Dan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以及 eftec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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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NSCI 選擇自然資本改變的方法選擇 

自然資本議

題 

影響的結果 

(對社會與企業) 
評估的工具選擇 

供應鏈的衝

擊：水資源

消耗 

因人類使用不乾

淨水源導致的人

體健康影響 

 人體健康採用 WHO 的 DALY 研究，

DALY 評估則採用 OECD 的研究 

 未來的成本採用現在需求量推估未來水

資源可取得性降低的結果 

生產製造的

衝擊：空氣

汙染物 

因吸入導致的人

體健康影響 

 WHO 的劑量反應函數模型，並利用與水

資源消耗的相同評價方法進行估算 

生產製造的

依賴：洪災

的風險 

導致企業營運的

淹水成本風險 

 防止淹水的工程成本以及降低淹水風險

的成本 

NSCI 的評估結果 

自然資本

議題 

對企業的成本(USD/yr) 對社會的成本(USD/yr) 

現況成本 未來 10 年的

概率權重淨資

產(NPV) 

現況成本 未來 10 年的概率

權重淨資產(NPV) 

供應鏈的

衝擊：水資

源消耗 

不在範疇中 11 DALY， 

13 萬 

132DALY(為折現) 

1.5 百萬 

生產製造

的衝擊：空

氣汙染物 

無 1.4 百萬 10 萬 90 萬 

生產製造

的依賴：洪

災的風險 

0 2.1 百萬 不在範疇中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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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然資本評估的應用 

自然資本評估的應用在 NCP 中屬於最後一個階段，此階段包含兩個步驟，第一

是闡釋與測試結果，第二步驟則是展開行動。本階段主要是探討自然資本評估完成後，

企業如何內化並應用在策略擬定上，以邁向企業永續。 

(一) 闡釋與測試結果 

闡釋與測試階段主要是協助企業解決自然資本評估的幾個關鍵大哉問： 

 評估結果對企業的意義(What do my results mean？)？ 

 評估過程與結果的可靠性 (How reliable are the assessment process and 

results？)。 

 是否具備文件記錄促使更完整與準確的闡釋評估過程與結果 (Does the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ssessment process and results？)。 

 評估是否值得(Was the assessment worthwhile？)。 

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也是許多企業認為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 NCP 提供以下

幾個建議以解決上述的問題，促使企業更了解自然資本評估的意義。 

1. 測試關鍵性的假設(Test key assumptions) 

評估過程中，伴隨著許多假設性的參數，評估完成後的結果，應就這些假設性的

參數進行測試，例如碳價的區間為 1 至 150 美元，為何採用 75 美元作為評估的參考

值；此時敏感度分析(sensitive analysis)即可利用在測試關鍵性假設。有時候即使假設

數值僅有小小的變化，但對於評估結果卻有非常大的影響。企業採用假設時，與財務

計算指引的保守要求不同，自然資本評估應採取最合理的假設。 

一般的敏感度分析可採用一次單一變數因子的方法進行分析，也就是每次僅變動

單一變數，而此單一變數因子的變動量也應以一定程度的範圍進行變化，而非單一數

值的方式進行分析，以瞭解結果改變的幅度。 

2. 鑑別主要的影響對象(Identify who is affected) 

分布分析可協助企業了解不同自然資本對利害關係人的影響，這可有效了解自

然資本評估應溝通的主要對象，作為展開行動的基礎。 

3. 整合結果(Collate results) 

整合結果主要取決於企業進行自然資本評估目的，像是成本效益分析、環境損益

評估，淨衝擊、淨正面效益、總價值等目的，就需要將評估結果進行整合，以利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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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使用。但必須要清楚了解哪一些工具或方法適合與自然資本評估進行整合，哪一些

不適合，例如不同價值練階層的數據是否適合整合？又或者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是否

適合整合？這些都是企業在整合結果的同時需要考量的因素。 

4. 確認與驗證評估的過程與結果(Validate and verify the assessment process and results) 

確認(validation)與驗證(verificaion)會因為不同的查核等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企

業應就自身的需求了解確認與驗證的等級。在中文裡，validation 以及 verification 可

能會翻譯成相同詞彙，因此本報告中的確認與驗證採用 NCP 的說明進行分類(表 3.32)。

一般完成確認與驗證可透過內部與外部審查，內部審查代表企業自我內部審查，主要

是用以內部溝通與決策使用，內部審查所需耗費的時間與成本以及流程都較有彈性。

而外部審查則是透過第三方的的協助來審視評估結果，會用到外部審查主要是因為需

要公開揭露，並提升利害關係人對於資訊的信心。外部審查的同時，企業也需要謹慎

選擇審查的第三方，同時需要準備審查的時間、成本支出、數據提供者的出席審查會，

並需要準備大量的文件以供審查需求。 
表 3.32 於 NCP 中確認與驗證的差異 

項目 說明 

確認(validation) 透過內外部的流程檢視評估的品質，品質標準中包含了技術性

的可信度、適當的關鍵性假設、以及評估結果的優勢。這過程

通常仰賴自我評估。 

驗證(verfication) 驗證主要是獨立的流程，透過專家審查評估文件的完整性與正

確性，以及流程與結果的真實代表性。在 NCP 中，驗證的同義

詞包含了審計(audit)、保證/確信(assurance)。驗證有助於提供

多樣化的利害關係人更高的信心與接受度，通常是針對方法學

與數據進行驗證，同時也可以用以外部溝通以及內部決策。 

(資料來源：NCC, 2016) 

5. 審視評估的優勢與缺陷(Revie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assessment) 

透過自我評估的方式，瞭解本次的自然資本評估主要的優勢與缺陷，可透過以

下問題來分析： 

(1) 本次的評估結果是否有助於決策分析，且與初始目的相符合 

(2) 評估的過程花費的時間、資金以及資源是否有助於完善評估 

(3) 利害關係人對於主要的鴻溝、限制與假設的建議 

(4) 評估對於外部利害關係人的影響 

(5) 是否在評估過程中獲得初始意想不到的效益 

(6) 本次評估是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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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NSCI 於闡釋與測試結果的產出 

測試關鍵性假設與可能

被影響的利害關係人 

 利用敏感度分析測試假設對結果的影響 

 例如洪災對於企業的營運是具有高度重大性的一

項自然資本議題 

整合結果 現況的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對於 NSCI 沒有顯著性的

影響，但考量到十年評估預測，空氣污染物與水資源消

耗對於社會的衝擊是增加的，而未來十年內會因為自

然環境改變導致的企業成本也會有影響 

確認與驗證評估結果 透過其他研究來確認評估結果 

審視評估的優勢與缺陷 將評估結果提供給高階管理人員進行審視 
 

(資料來源：節錄自 NCP，2016) 

(二) 展開行動 

展開行動是自然資本評估的最後一個步驟，其目的是寄望企業能有效地使用自

然資本評估的結果並將其整合至企業的管理之中，使其成為管理與決策之工具。本

步驟主要透過幾項問題來協助企業思考自然資本評估的應用： 

 企業如何使用評估的結果 

 有什麼值得後持續進行的自然資本評估 

 評估的結果應如何溝通 

 自然資本評估如何整合至企業營運之中 

1. 應用自然資本評估的結果 

企業如何應用自然資本評估結果或是延續自然資本評估的結果展開下一階段行

動？大致上有兩個方向可供參考：(1)未來更深入的探索自然資本評估，及(2)外部性

的內部化。未來更深入的探索自然資本評估中，表 3.33 提供以下幾點供企業參考。 

表 3.33 未來更深入的探索自然資本評估項目參考 

已經完成的項目 未來可能思考的項目 

自然資本風險(例如

水資源供應) 

與自然資本相關的企業商機(新的產品新的市場等等 

一個產品/服務 是否評估其他產品或服務，或擴大至整個公司營運 

直接營運 上下游的價值鏈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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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自然資本評估的外部性內部化到公司營運之中是企業可以思考的課題，

近年來碳價應用在碳管理的實務上已經是許多國際標竿企業的做法10，未來，勢必

有更多的自然資本價值內部化的應用。 

2. 內外部的溝通 

自然資本評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其成為決策的工具，因此自然資本評估的結

果首要應是提供充足的資訊予決策者進行決策；之後是與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進行

有效的溝通。溝通必須謹慎，特別是對外溝通，尚需考量資訊的公開程度、以及對

外公開相關的評估結果可能帶來的正面與負面影響。歐盟對於自然資本評估的應用

探討中也特別關注溝通可能帶來的影響，特別是透過評價的評估結果，可能為企業

帶來不確定性的風險(Spurgeon, 2015)。 

3. 將自然資本評估整合為企業營運的一部份 

企業如何將自然資本評估整合為企業營運的一部份，甚至成為企業文化與

DNA，這仰賴創新的思維以及新的管理概念。表 3.34 提供許多將自然資本與現行企

業存在的管理工具進行整合，以供企業參考。 
  

                                                       
10 有關碳價的標竿做法，可參閱微軟的碳價相關說明文件，網址為：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cuments/en-us/csr/environment/microsoft_carbon_fee_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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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整合自然資本評估與現有的管理工具 

現有的管理工具 說明 如何與自然資本評估整合 

成本效益分析 評估計畫或政策的投入

成本與產出的效益進行

分析 

 鑑別出與自然資本相關的成本節

省與提升營收的機會 

 利用可靠的社會價值觀建立影子

價格進行決策分析 

自然資源損害管

理 

透過不同技術性方法評

估環境損害的成本 

評估企業對社會影響的價值，同時了

解所需投入的成本以及對企業和社會

的效益 

策略性的目標設

定與監管機制 

自然資本評估可協助企

業進行目標擬定，同時

進行監管 

 建立應優先管理的自然資本議題 

 建立具企圖心且可達成的目標 

 透過可靠的數據量測企業達成目

標的成就，並量化正面與負面的

影響 

環境管理系統 系統化的管理工具用以

管控企業的環境績效 

建立一致且適當的自然資本資訊與分

析的架構 

環境與社會衝擊

評估(ESIA) 

系統化的方法評估企業

造成的環境與社會衝

擊，ESIA 往往會涵蓋

經濟面的衝擊評估 

 透過評估的步驟強化 ESIA 的評

估以利決策 

 降低因無法評估的社會衝擊的風

險 

 鑑別出成本效益觀點以最小化負

面衝擊 

 確保 Social license 

風險評估 評估因生態系統導致的

企業產品與營運風險 

 透過評估的步驟強化風險評估以

利決策 

 涵蓋更多風險的項目進行評估可

完整風險評估 

內部稽核 提供獨立的確信檢視企

業管理，內部稽核的範

疇往往比財務風險管理

還要大 

 確保企業建立的自 

生命週期評估 透過生命週期的觀點評

估與量化企業的資源消

耗與污染物排放 

 可利用評估(權重)來進行生命週

期衝擊評估結果的權衡 

 可透過評價來整合所有不同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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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管理工具 說明 如何與自然資本評估整合 

類別的結果 

企業報導與揭露 對外部利害關係人揭露

企業財務與非財務資

訊，降低資訊不對稱 

 提供企業優化環境衝擊的指標 

 透過提供可靠與嚴謹的資訊強化

企業商譽以及降低市場風險 

財務會計 針對企業財務盈餘進行

內外部的分析 

 強化自然資本相關的成本與效益

分析 

 基於社會價值發展影子價格用以

評估環境成本與效益 

永續產品組合 基於法規標準評估產品

與服務是否滿足準則 

 自然資本評估可提供企業產品與

服務更整全(holistic)的結果，並

提供企業評估產品與服務的永續

績效。 

(資料來源：節錄自 NCP，2016) 

案例說明 

NSCI 如何就自然資本評估展開行動 

自然資本議題 NSCI 展開的行動 

供應鏈的衝擊：水

資源消耗 

 降低水資源衝擊：透過高階管理層級調查可利用的技術

性改善措施，降低用水需求 

 針對未來可能的法規要求以及可能喪失的 Social license

進行因應措施以降低對企業的影響 

生產製造的衝擊：

空氣汙染物 

除了投資污染控制設備外，NSCI 也強化空氣污染物的研究

來影響法規制定者，來降低對社會的影響 

生產製造的依賴：

洪災的風險 

強化洪災的因應機制：透過鑑別關鍵利害關係人以及降低其

遭遇的風險 
 

(資料來源：整理自 NCC，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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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然資本應用與國內外企業案例 

一、前言 

儘管目前已有自然資本議定書作為企業評估自然資本的架構，但對於企業而

言，唯有實際落實相關評估後，才能夠了解評估自然資本的困難與挑戰，同時也只

有透過實踐自然資本評估，在過程中才能發掘出自然資本評估的應用領域，本報告

將就製造業與金融業案例依循本報告第三章整理之自然資本議定書流程與步驟，進

行評估的案例進行分析與說明。 

於本報告中共節錄三家國內外企業案例，製造業選擇以羅氏藥廠為代表，生物製

藥產業於評估衝擊評估中，是 2017 年 DJSI 表現較為優異的產業；而服務業部分以金

融業為代表，乃因近年來金融業對於環境風險的分析也日趨盛行(Cambridge Centre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2016)，且台灣金融業近年來在 DJSI 與 CDP 等國際評比上進步幅

度甚大，故選擇金融業中的 YES Bank 為標竿案例。第三個案例選擇日月光集團(ASE)

作為國內案例分享，透過日月光對於自然資本評估初探的案例分享，可以令台灣企業

了解邁出自然資本評估第一步可能面臨的一些挑戰，並從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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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造業案例－羅氏藥廠(Roche) 

羅氏藥廠(以下簡稱羅氏)於 2016 年利用 NCP 作為其自然資本評估的參考架構，

並依循議定架構進行自然資本依賴與衝擊的評估。目前除了羅氏外，尚有其他藥廠進

行自然資本評估。例如丹麥藥廠 Novo Nordisk 於 2014 年評估之環境損益報告。 

(一) 自然資本評估事前規劃與目標建立 

第一步驟：開始 

羅氏認為自然資本評估的潛在應用包含以下六點(表 4.1)： 

表 4.1 羅氏分析自然資本評估的潛在應用項目 
潛在應用項目 說明 

鑑別出自然資本依賴

與衝擊、風險以及機

會 

羅氏依循 NCP 架構進行自然資本評估的主要目標 

揭露與報告 產出羅氏年報中需要揭露的相關資訊，而羅氏 2016 年的評

估將可望在廠址層級(site level)提供自然資本依賴與衝擊的

相關資訊，並將其提供予利害關係人與股東。 
淨衝擊 自然資本評估可以協助羅氏了解其廠區營運、產品線或整

個企業對於整體環境面造成的淨正面效益(positive)或負面

(negative)衝擊，這項評估結果可以與社會和經濟衝擊評估

進行連結，並達到整合的淨衝擊評估。如果正面效益大於

負面衝擊，對於企業而言也是另一種行銷觀點用以拓展商

機。 
選項評估(option 
appraisal) 

供企業進行選項評估，企業進行任何活動時會研擬許多方

案，這些方案可透過自然資本評估進行篩選 

優先順序與篩選 羅氏了解其營運、產品線、供應商不同自然資本的價值，

從而訂定企業營運活動的優先順序。 

總體評估(total 
valuation) 

重新對羅氏擁有的土地進行估值，了解這些土地對於社會

的貢獻。這些貢獻除了市場價值外，還可能包含碳封存、

洪水控制、景觀娛樂等生態系統服務。 

(資料來源：羅氏，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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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氏針對全球營運價值鏈的風險與機會鑑別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羅氏鑑別之價值鏈風險與機會 
類別 風險 機會 

營運  資源供應安全性 
 資源成本的上升 
 能源可得性與能源價格上升 

 發展新產品 
 投資綠色基礎設施節省成本 
 在企業廠址層級提升生物多樣性

與福祉的效益 
 轉換到再生能源使用 

法規與規

範 
 原物料因法規限制無法取得 
 補償制度的成長(例如空污費的

增加) 
 環境承諾成本的提升，特別是歐

盟有關 REACH 指引要求以及藥

品管制指令 
 未來碳與水資源價格上升 
 柴油的空氣污染物排放影響人體

健康受到更多的關注 

無 

行銷與產

品 
 越來越多的規範與管制導致產品

行銷與使用受到限制 
 新市場提供新的營收 
 新藥克服熱帶性疾病 

商譽  來自 NGO 的負面公關 
 可能的污染意外 
 動物試驗及來自公眾觀感的改變 

 企業自然資本管理的成就，有助

於吸引與留任人才 

財務  與藥品有關環境責任導致的投資

風險 
 落實自然資本議題強化財務表現 
 透過落實永續性的成就強化分享

的價值 

(資料來源：羅氏，2017) 

 羅氏透過以下四種方法了解不同自然資本對於企業的重要性： 

1. 兩個廠址的訪視：實廠訪視，並從工廠管理者訪談中獲得相關的資訊 

2. 與羅氏其他的管理者進行訪談：包含了風險顧問及其他高階管理人員 

3. 回顧羅氏的相關資料與數據：包含了年報、Eco-balance 數據等等 

4. 顧問專業的判斷與經驗 

羅氏將自然資本在整個企業價值鏈中各環境進行定位，最後選定以企業直接營

運的項目作為主要評估範疇(如表 4.3)。 



 

 

表 4.3 羅氏企業價值鏈自然資本分析 

自然資本依賴 

企業價值鍊 

自然資本衝擊 

消耗性 非消耗性 資源 投入或產出 產出或殘留 

供給 法規規範 文化性的服務 水

資

源

投

入 

資

源

投

入 

生態系統 侵

入

性

外

來

物

種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其

他

空

氣

污

染

誤 

廢

汙

水

排

放 

土

壤

的

污

染 

固

體

廢

棄

物 

干

擾

性

的

影

響 

能

源 

水

資

源 

營

養 

原

物

料 

實

體

環

境 

生

活

環

境 

廢

棄

物

與

排

放 

經

驗 

知

識 

福

祉 

道

德

與

靈

性 

淡

水

生

態

系

統 

海

洋

生

態

系

統 

陸

域

生

態

系

統 

˙ ˙  ˙ ˙ ˙ ˙ ˙ ˙ ˙  上

游 

原物料獲取 ˙ ˙ ˙ ˙ ˙  ˙ ˙ ˙ ˙ ˙ ˙ 

˙ ˙  ˙ ˙ ˙ ˙ ˙  ˙  設備製造與生產 ˙ ˙ ˙ ˙ ˙  ˙ ˙ ˙ ˙ ˙ ˙ 

˙ ˙ ˙ ˙ ˙ ˙ ˙ ˙  ˙  

企

業

自

身

營

運 

廠址建造 ˙ ˙   ˙  ˙ ˙   ˙ ˙ 

˙  ˙ ˙ ˙ ˙ ˙ ˙ ˙ ˙  研發       ˙  ˙  ˙  

˙  ˙ ˙ ˙ ˙ ˙ ˙  ˙  行政       ˙    ˙  

˙ ˙ ˙ ˙ ˙ ˙ ˙ ˙  ˙  製造藥物與化學品 ˙ ˙ ˙ ˙ ˙  ˙ ˙ ˙  ˙ ˙ 

˙ ˙ ˙ ˙ ˙ ˙ ˙ ˙  ˙  診斷設備的製造 ˙ ˙ ˙ ˙ ˙  ˙ ˙ ˙  ˙ ˙ 

˙  ˙ ˙ ˙ ˙ ˙ ˙  ˙  包裝  ˙     ˙    ˙  

˙  ˙  ˙ ˙ ˙ ˙  ˙  行銷與銷售       ˙ ˙   ˙  

˙         ˙  配送       ˙ ˙   ˙ ˙ 

˙   ˙      ˙  下 回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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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游 企業廢棄物處置  ˙     ˙      

˙ ˙        ˙  使用       ˙  ˙    

˙         ˙  產品處置       ˙ ˙ ˙  ˙ ˙ 

(資料來源：羅氏，2017) 

僅有白色部分為涵蓋在羅氏評估之中，深灰色部分排除於評估之外，而淡灰色為僅考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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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驟：定義目標 

羅氏透過前述六種潛在的應用領域鑑別出兩種主要的應用目標： 

1. 鑑別出自然資本依賴與衝擊、風險以及機會 

2. 揭露與報告 

對外揭露的部分，羅氏也分別評估主要揭露對象以及次要對象，主要對象包含

股東以及對於財務與永續狀態有興趣的廣泛利害關係人，而次要對象則是公司內部

與永續發展、風險、環境、財務、行銷以及採購相關的員工，透過自然資本評估可

以讓內部員工從中發掘潛在的風險與機會，而這些風險與機會是員工過去並未關注

的自然資本議題。這些過程都包含在羅氏的利害關係人溝通中(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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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羅氏執行自然資本評估之利害關係人溝通結果 

羅氏利害關係人 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對於自然資本評估的關注點 
1. 患者、護理人員

以及病患組織 
2. 醫療專業機構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HCPs) 

3. 政府、公眾與私

人支付者，衛生

技術公協會

(Health 
Technology 
Associations, 
HTAs) 

4. 監管機構與其他

政府部門 
5. 非營利組織 
6. 供應商與企業合

作夥伴 
7. 產業合作 
8. 學術界、科學社

群以及生物科技

公司 
9. 媒體 
10. 投資者以及金融

界 
11. 社區或社群 
12. 員工 

外部利

害關係

人 

1. 股東：僅有少數人有興趣，但隨著時間推

移，會越來越多人關注此一議題。 
2. 投資者：部分投資分析對於羅氏正在這條

道路上持續前進是有興趣的。 
3. 供應商：部分供應商對於此評估有興趣，

且可能開始思考這項評估對於他們自己的

意涵。 
4. 當地社群：對於被直接影響到的人們會對

於羅氏此一評估相當有興趣。 
5. 顧客：部分客戶會有想興趣，特別是針對

羅氏的醫療廢棄物。 
6. 政府與監管單位：政府與監管單位對於羅

氏的評估將可能有高度興趣，特別是評估

結果與其影響。 
7. 合作夥伴：特別關注永續性的合作夥伴可

能對羅氏的評估有興趣。 
內部利

害關係

人 

1. 高階管理階層與執行者：對於企業永續性

最高治理決策是相當重要的，可能會改變

羅氏的永續道路方向；除此之外，高階管

理層對於與 Eco-balance 的比較相當有興

趣。 
2. 永續性、環境、衛生與安全的領導者：與

上述相同 
3. 營運與廠址的管理者：本次專案主要關注

瑞士地區的廠址營運，因此瑞士廠區的管

理者對於本次評估結果相當有興趣。 
4. 企業內部其他部門(如財務、策略管理、採

購、行銷、公關、人資)：可能會被評估結

果有所影響 
5. 員工與合約者：員工對於評估結果會有高

度興趣，同時也可以反應出員工對於企業

的貢獻。 

(資料來源：羅氏，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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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氏預期從此次自然資本評估的效益： 

1. 羅氏發展更好的方針來促進永續性的決策 

2. 另羅氏能夠了解廣泛的環境議題，同時了解其所蘊含的風險與機會 

3. 評估與比較與 Eco-balance 的差異性 

4. 選擇更適當的方式量測與揭露環境衝擊 

5. 透過協助 NCP 的發展獲得商譽上的效益 

6. 鑑別出羅氏如何提升企業與社會成本和效益 

7. 學習自然資本評估如何應用於協助更好的決策 

8. 強化內部不同單位的溝通 

(二) 自然資本評估範疇與項目 

第三步驟：定義評估範疇 

羅氏本次的自然資本評估主要關注瑞士的六個營運廠址，並未考量價值鏈非營

運以外的範疇，價值觀則考量社會與商業價值(自然資本依賴的商業價值、自然資本

衝擊的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透過此一過程可以令羅氏了解更多的價值創造的潛

力；而價值的評估則採取定性、量化與貨幣化三種方式呈現出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

的價值。 

1. 技術性細節 

(1) 基線：2014 年的環境數據為基線 

(2) 情境：BAU 為基礎情境 

(3) 空間性的邊界：不同的衝擊因素考量的是潛在可能影響的領域。 

(4) 時間性的邊界：主要評估 2015 年整年度的營運活動，但部分項目會考量過

去的影響，例如土地利用改變；而部分風險與機會則會考慮到未來的可能

性。 

2. 關鍵規劃細節 

(1) 時間：主要蒐集 2015 年整年度數據，並將評估結果放入 2016 年年報之中 

(2) 預算：總體預算僅有外部顧問服務費用，約為 3 萬英鎊；其餘援助來自於

羅氏藥廠的內部協助。 

(3) 能力與技能：所有必要技能協助來自於顧問單位以及羅氏內部的技術性人

力。 

(4) 資料獲取：所有資料來自於羅氏內部環境管理工具 Eco-balance 數據，其餘

下游數據則來自於第三方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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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驟：鑑別自然資本衝擊與(或)依賴 

透過第一步驟的價值鏈中涵蓋的自然資本議題，羅氏透過重大性分析鑑別出各

自然資本議題的重要性，羅氏的重大性分析準則主要參考下列三種方法： 

1. 羅氏 Eco-balance 評估之中已經涵蓋的自然資本議題 

2. 羅氏風險評估方針之中已經涵蓋的自然資本議題 

3. NCP 建議的風險指標 

前兩者的準則主要參考羅氏企業的重大性分析(2014 年年報)、羅氏集團風險報

告(2014 年)，每年羅氏皆會鑑別出最重要的五類型商業永續性風險，最後則是參考

羅氏定位報告。NCP 建議的風險準則包含以下五類： 

1. 財務：自然資本的依賴與衝擊會造成企業財務成本的影響，包含成本增加，降低

成本，提高獲利等。 

2. 社會：自然資本的依賴與衝擊所造成社會顯著的影響 

3. 營運：自然資本的依賴與衝擊所造成企業營運、計畫執行以及產品價值的影響 

4. 法規：自然資本的依賴與衝擊會造成企業法遵的影響(污染費用的增加或是滿足環

境規範需求變嚴格) 

5. 時間：自然資本的依賴與衝擊會隨著時間有顯著性變化 

(三) 自然資本量測與分析自然資本狀態的改變 

第五步驟：量測自然資本的依賴與衝擊 

羅氏鑑別出主要的自然資本依賴與衝擊相關議題如下表 4.5 與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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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羅氏自然資本依賴種類 

依賴

類別 
種類 與羅氏的關聯(細項說明) 

是否

重大 

評估的

範疇 

消耗

性 

能源 化石能源與再生能源 是 部分 

水資源 河水與湖水 是 貨幣化 

營養 員工的食物 是 部分 

動物試驗的食物 否 無 

原物料 建築物的材料 可能 部分 

稀土元素 是 部分 

抗體、血液與化學物質 可能 部分 

螢光 可能 部分 

試驗動物 是 無 

植物 可能 部分 

非消

耗性 

物理性環境的調節 自然食物與水資源品質控制 否 部分 

生物性環境的調節 無 否 無 

廢棄物與排放的調節 水的自淨作用等等 是 部分 

經驗 經驗或體驗(利用綠色空間) 否 部分 

知識 來自自然界的資訊(例如：生物

仿生) 

否 部分 

福祉 對員工的福祉(綠色植物，綠色

空間等等) 

是 部分 

道德與心靈 無 否 無 

灰色部分為羅氏並未蒐集的數據 

(資料來源：羅氏，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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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羅氏自然資本衝擊種類與分析 

衝擊 

類別 
細項衝擊類別 與羅氏的關聯(細項說明) 是否重大 

評估的

範疇 

投入 水資源使用 生產製造使用 是 M 

陸域生態系統 歷史的土地轉變 可能是 P 

動植物棲息的供給 是 P 

娛樂價值 可能是 P 

地表逕流水 可能是 P 

淡水生態系統 提供水資源 可能是 P 

海洋生態系統 無 不是 無 

其他資源使用 建築物的材料 是 P 

稀土元素 可能是 P 

抗體、血液與化學物質 可能不是 P 

螢光 可能不是 P 

試驗動物 是 無 

員工的食物 是 P 

植物 可能是 P 

產出(殘

留) 

溫室氣體 營運、暖氣以及旅遊排放 是 M 

其他空氣污染物 NOx、SOx、VOC、PM 等 是 M 

水污染排放 營養物、重金屬、鹽等 是 M 

排放到土壤 無 可能不是 無 

固體廢棄物 處置：汙泥、建築廢棄物 是 M 

回收：紙、玻璃、塑膠等 是 P 

干擾 運輸的噪音 是 M 

其他旅遊造成的衝擊 是 M 

營運導致的干擾 是 P 

M：貨幣價值；P：定量價值；灰色的部分是羅氏決定不評估的項目 

(資料來源：羅氏，2017) 

透過預定量測的主要環境議題後，羅氏便透過在瑞士主要營運的五個據點，並

依據不同議題的指標進行數據蒐集，數據蒐集主要是以直接營運為主，多數的數據

來自羅氏自身的管理工具 Eco-balance 以及羅氏的 SHE 永續性 SEISMO 數據，其餘

數據來自內部訪談以及其他羅氏的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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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驟：估計自然資本狀態與潛在的變化趨勢 

羅氏並未針對各種自然資本的狀態與潛在變化趨勢進行額外的評估，由於採用

的評估係數已經包含了數種潛在變化的趨勢，因此羅氏僅採用定性的說明方法(表

4.7)來呈現出不同環境議題的狀態與潛在變化趨勢。 

表 4.7 羅氏分析自然資本依賴 

依賴

類別 
種類 

自然資本改變對羅

氏依賴的影響 

造成自然資本改

變的因素或趨勢 

改變的影響(質性與

可能性評估) 

消耗

性 

能源 溫室氣體排放造成

的氣候變遷可能導

致供應鏈的不確定

性增高 

經濟成長帶來的

能源成長，能源

價格因素導致再

生能源與非再生

能源的使用。 

對於再生能源與天

然氣的需求變大 

水資源 氣候變遷與其他產

業用水將導致羅氏

的水資源依賴受到

影響 

潛在的儲水量並

不足，但並非發

生在羅氏營運區

域 

自然資本改變的影

響並不大 

原物料 無評估 無適用的資料 無評估 

非消

耗性 

廢棄物與

排放的調

節 

洪水與水質控管，

以及其他污染物的

增加 

氣候變遷的影

響、其他產業的

排放等等 

無評估 

(資料來源：整理自羅氏，2017) 

除了依賴的部分外，羅氏針對自然資本衝擊部分採用大量的價值轉移法，而價

值轉移的方法及涵蓋了有關自然資本變動與對人類的影響相關評估，因此並不需要

重新鑑別各自的外部因子與變動結果，僅需了解選用的每一個價值轉移背後的意義

即可。 

(四) 衝擊與依賴的估值 

第七步驟： 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估值 

1. 羅氏藥廠自然資本依賴與衝擊的定性評估 

針對企業自然資本依賴的評估評估，羅氏採用定性評估方法，透過專業的判斷

來呈現不同自然資本依賴的議題的重要性，其結果節錄如下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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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羅氏分析自然資本依賴可能的企業成本與效益 

依賴

類別 
種類 

企業的成本 企業的效益 

關聯性分析 
影響顯

著性 
關聯性分析 

影響顯

著性 

消耗

性 

能源 主要是購買的價格，

且可能受到未來環境

稅的影響 

中等 企業營運不能缺乏

能源的使用 

高 

水資源 未來水費可能會增

加，但變動不大 

低 企業不能缺乏水資

源的使用 

高 

原物料 部分化學品受到歐盟

管制，但影響到的藥

物需求量不高 

中等 目前有許多替代方

案可以提供多樣化

原物料 

高 

非消

耗性 

廢棄物

與排放

的調節 

未來針對廢棄物的費

用可能提升 

低 企業立即將廢棄物

運往處理場處理 

中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羅氏，2017) 

羅氏的自然資本評估針對衝擊類別不僅僅涵蓋企業的成本與效益，同時也加以評

估該衝擊對社會的效益與成本，羅氏將鑑別出的衝擊議題進行分析與影響顯著性的定

性分析，結果節錄如下表 4.9，其結果可以發現，衝擊類別的自然資本議題中，產出

(殘留)類別對於社會是沒有效益的，僅有社會成本，而產出(殘留)類別對企業成本的

影響評估皆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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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羅氏分析自然資本衝擊 

衝擊 

類別 

細項衝

擊類別 
與羅氏的相關性 

影響顯著性 

企業

成本 

企業

效益 

社會

成本 

社會

效益 

投入 水資源

使用 

水資源消耗 低/中 高 低 - 

水資源使用但回到地表水 低/中 - 

陸域生

態系統 

過去的土地利用改變 中 高 低 - 

動植物棲息的供給 中 中 低 高 

淡水生

態系統 

廠址的淡水生態系統功能 低 中 低 中 

其他資

源使用 

員工的食物 高 高 中 高 

辦公室與工廠的植物 中 中 低 高 

產出(殘

留) 

溫室氣

體 

七種溫室氣體 低 - 高 - 

其他空

氣污染

物 

包含 NOx、VOC、粒狀

物、通勤工具的污染物排放 

低 - 中 - 

水資源

使用 

水資源的使用 低 - 低 - 

水污染

排放 

化學需氧量、磷、氮、鋅鹽

分 

低 - 低 - 

環境賀爾蒙 中 - 低 - 

固體廢

棄物 

有害廢棄物-焚化 低 - 低 - 

非有害廢棄物－焚化 低 低 低 - 

非有害廢棄物－掩埋 低 - 低 - 

干擾 噪音 - - 低 - 

其他通勤的影響 - - 中 - 

(資料來源：整理自羅氏，2017) 

2. 選擇適當的評價技術 

羅氏的評估選擇四種價值觀：企業成本、企業效益、社會成本以及社會效益，

不同的價值觀的評估技術不盡相同。羅氏評估結果顯示，自然資本依賴與衝擊對企

業成本優先度較低，且佔企業實際的支出成本比重較小，受市場價格影響極大，因

此僅有部分類別具評價之結果。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的評估因受限於方法學，僅有

定性結果；而社會成本的結果衝擊類別中，產出部分採用價值轉移法進行評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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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部份則採用定性評估。本報告整理羅氏之評價採用的價值轉移係數的結果(瑞士法

郎 CHF)如下表 4.10 

表 4.10 羅氏不同自然資本衝擊評估係數與方法(僅部分) 

種類 係數 單位 方法說明 參考資料 信賴度(自評) 
GHG 60 CHF/t

CO2 
價值轉移，採用 US 

EPA 的模擬代表社會

平均負擔因氣候變遷

導致損害的經濟成本 

US EPA 

(2013)報告 
中等，目前碳的

社會成本尚未被

完全接受 

VOC 4939 CHF/t 

VOC 
價值轉移，基於空氣

汙染物對於歐盟地區

人體健康危害的經濟

成本，而本報告使用

特定調整為瑞士區域

的經濟成本 

EEA (2014) 中等，但主要是

採取全瑞士的平

均值，特定區域

則需要使用更細

節的參數 

磷 77096 CHF/t 

P 
價值轉移，基於 LCA

的 Ecovalue 方法轉換

成願付價格，其研究

區域為北歐國家的海

岸水資源 

Hnnveden et 

al. 2013 
低，該數據主要

是海岸區域，因

此數據品質不高 

汽車

噪音 
20 CHF/1

000km 
價值轉移，基於在歐

洲地區，每 1000km

每位旅客平均負擔的

成本 

Maibach et 

al. (2008) 
中等，雖然不是

瑞士地區的研

究，但屬於歐洲

地區 
(資料來源：節錄自羅氏，2017) 

(五) 自然資本評估的應用 

第八步驟：闡釋結果 

1. 敏感度分析 

敏感度分析通常是評估每一個評價係數的最高與最低值與最適當值(最適當值通

常是企業採用的評價結果係數)的影響幅度，通常以%顯示(表 4.11 所示)，由於利用

價值轉移法的係數皆非定值，且會具有不確定性，因此透過敏感度分析可以大致掌

握此次評估結果的嚴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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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羅氏針對評價結果之係數進行敏感度分析 

自然資本

議題 

與羅氏

相關性 

評價結果(瑞士法郎 CHF) 敏感度分析(%) 
說明 

最高 最適當 最低 最大值 最小值 

GHG 中 122 60 12 203% 20% 依據價值轉

移的原始文

獻 
VOC 中 7,184 4,939 2,695 145% 55% 

磷 低 385,480 77,096 15,419 500% 20% 基於假設可

能最高與最

低的範圍 
汽車噪音 中 4 2 1 200% 50% 

(資料來源：節錄自羅氏，2017) 

2. 評估被影響的利害關係人 

羅氏就不同的自然資本衝擊類別進行關鍵利害關係人鑑別(如表 4.11)，不同的利

害關係人會因為不同的自然資本而有所不同，透過此一步驟可以分析出自然資本評估

結果應溝通的對象。 

表 4.12 羅氏分析自然資本影響的利害關係人 

種類 衝擊源 細項 負面影響 正面影響 

衝擊-資源

投入 

水資源使用 水資源消耗 下游人口區的水資

源使用受到剝奪 

無 

冷卻水使用 

陸域生態系

統 

歷史的土地裡用

改變 

無 

動植物棲息地的

供給服務 

 羅氏的員工與造

訪者可以享受生

態系統服務 

衝擊-殘留/

排放 

GHG 全球人類皆會受

到影響 

無 

空氣汙染物 當地居民可能受

到影響 

無 

(資料來源：節錄自羅氏，2017) 

3. 結果闡釋 

(1) 自然資本依賴 

多數自然資本依賴部分，羅氏分析認為尚難以貨幣化，因此僅定性分析如

表 4.13，從表 4.13 中，能源、水資源以及原物料對於羅氏的商業效益的影響為

高度，而對於商業的成本之則為中度與低度。由於自然資本依賴的概念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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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點並不一致，因此羅氏並未對自然資本依賴的社會價值進行分析。 

表 4.13 羅氏自然資本依賴分析結果 

自然資本

依賴類別 

商業成本 商業效益 

定性 CHF/yr 定性 CHF/yr 

能源 中 不完整 高 - 

水 低 不完整 高 - 

原物料 中 - 高 - 

(資料來源：節錄自羅氏，2017) 

(2) 自然資本衝擊－資源投入的企業與社會之成本效益 

羅氏認為自然資本衝擊類別中的資源投入對於企業的成本與效益概念與自

然資本依賴類似，因此未來進行評估應整合。但從衝擊與依賴的意義角度分

析，自然資本依賴偏向從外部環境分析企業對不同自然資本依賴的程度，因未

來變化而導致企業成本與效益發生改變；而自然資本衝擊的分析，是指從特定

資源因企業使用後進而導致企業成本與效益發生變化(表 4.14)。 

表 4.14 自然資本衝擊－資源投入的商業成本與效益 

自然資本衝擊類別(投入) 
商業成本 商業效益 

定性 CHF/yr 定性 CHF/yr 

水資源消耗 
低 不完整 高 - 

水資源使用但回到自然水體 

野生動植物棲息地的供給 中 - 高 - 

員工的食物 高 - 高 - 

(資料來源：羅氏，2017) 

羅氏的資源投入導致自然資本衝擊對社會成本與社會效益分析結果如表

4.15 所示，自然資本衝擊對社會的影響是以因企業使用了這些資源，進而導致社

會無法享受此資源。結果呈現具有排他性的資源(如水資源與土地轉變)會因為企

業使用後，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亦即為社會成本)，且資源的使用對社會並無效

益(因為被使用後的資源，社會無法使用)；而不具排他性的資源如生態系統服務

的供給(如野生動植物棲息的供給)，由於羅氏對這棲息地並未造成過大的破壞或

改變，因此社會成本的評估為中，且這些供給性的服務如果保存得當，對於社會

效益是高的。但這些棲息地的供給的價值並未評價於羅氏的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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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自然資本衝擊－資源投入的社會成本與效益 

自然資本衝擊類別(投入) 
社會成本 社會效益 

定性 CHF/yr 定性 CHF/yr 

水資源消耗 低 1,064 無 0 

水資源使用但回到自然水體 低 - 無 0 

野生動植物棲息地的供給 中 - 高 - 

員工的食物 高 - 高 - 

(資料來源：節錄自羅氏，2017) 

(3) 自然資本衝擊－產出(殘留)對企業與社會的成本與效益 

企業自然資本的產出(殘留)即為污染物的排放造成的自然資本衝擊，該衝擊

多數對企業並無商業效益，僅有廢棄物可能具備回收的商業效益；且企業需要支

付額外的成本進行管理，需支付商業成本(如空污與管理與廢水處理)。二氧化碳

的商業成本主要來自於排放交易或是碳稅等法規，目前瑞士尚無全國課徵普遍性

的碳稅(僅有部分的區域有，因此較低)。結果摘錄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 自然資本衝擊－污染物排放的企業成本與效益 

自然資本衝擊類別 

(產出(殘留)) 

商業成本 商業效益 

定性 CHF/yr 定性 CHF/yr 

溫室氣體 低 1,750 無 0 

其他空氣污染物(管理成本) 高 無評估 無 0 

廢污水處理設施 高 1,500,000 無 0 

排放至水體的廢污水 低 - 無 0 

廢棄物處理 無 0 低 - 

交通噪音 無 0 無 0 

(資料來源：羅氏，2017) 

企業的污染物排放並無社會效益，僅有社會成本(外部成本)，羅氏利用

價值轉移的方法將不同種類的污染物進行評價，整體結果如表 4.17。結果中，

溫室氣體的社會成本最高，差異主要是溫室氣體的社會成本的方法和其他污

染物並不相同導致，因此假若排除溫室氣體的社會成本，則是以一般空氣污

染物排放的社會成本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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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自然資本衝擊－污染物排放的企業成本與效益 

自然資本衝擊類別 

(產出(殘留)) 

社會成本 社會效益 

定性 CHF/yr 定性 CHF/yr 

溫室氣體 高 4,640,120 無 0 

其他空氣污染物 中 541,350 無 0 

排放至水體的廢污水 低 65,595 無 0 

廢棄物處理 低 38,067 無 0 

交通噪音 低 80,512 無 0 

其他差旅衝擊 中 441,388 無 0 

(資料來源：羅氏，2017) 

羅氏藥廠經過自然資本評估後，總結了此次評估的意義有以下幾點： 

1. 評估的自然資本造成的商業成本與社會成和效益與羅氏在 2015 年的整體營收相

比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2. 殘留議題鑑別之重要社會成本在未來幾年內，羅氏將進行監測與管理 

3. 這些評估出的社會成本與整體經濟及社會效益相對較低 

4. 評價之結果與 Eco-balance 的方法產出之結果是相類似的(如表 4.18) 

表 4.18 羅氏自然資本評估與 Eco balance 法之間的熱點差異分析 

自然資本議題 
評價結果 Eco-balance 結果 

CHF(2015) % 點數 % 

溫室氣體排放 4,640,120 79.9 35,556 91.6 

其他空氣污染物 541,350 9.3 2,568 6.6 

其他差旅衝擊 441,388 7.6 - - 

交通噪音 80,512 1.4 93 0.2 

排放至水體的廢污水 65,595 1.1 619 1.6 

焚化-化學廢棄物 25,244 0.4 - - 

焚化-非有害廢棄物 12,717 0.2 - - 

水資源消耗 1,064 0.02 1 0.002 

掩埋-非有害廢棄物 106 0.002 - - 

Total 5,808,095 100 38,836 100% 

(資料來源：羅氏，2017) 

5. 自然資本評估的結果可以彌補 Eco-balance 方法的不足。也可鑑別較廣泛的環境

衝擊。例如原本 Eco-balance 並未鑑別出的部分(表 4.18 灰底部分)，透過自然資本

評估可以彌補原本方法的不足。 

6. 不僅了解環境衝擊，同時也讓羅氏了解這當中潛在的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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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部分已經被鑑別的環境議題值得更深入的研究與調查，以最大化潛在的正面的社

會及商業價值 

8. 與羅氏的 Eco-balance 結果相比，自然資本評估結果對於利害關係人具有更多的

意義 

第九步驟：展開行動 

1. 應用 

表 4.19 為羅氏分析 2017 年的自然資本評估的優勢與缺陷 

表 4.19 自然資本評估優勢與缺陷 

優勢 缺陷 

自然資本評估涵蓋更廣的環境議題 所需資料量過於龐大 

羅氏透過自然資本評估學習，同時加入

NCC 參與架構的研擬 

許多自然資本與羅氏的價值關聯性不

大，需更多的分析 

相較於 Eco-balance，可以提供更廣闊的

觀點探討環境議題 

評估過程中並未涵蓋外部利害關係人的

諮詢 

令企業能夠了解正面與負面效益的創造 龐大的評估項目使得數據細節與正確性

較難以改善 

另羅氏可以發現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的

亮點 

雖然能夠呈現環境議題的亮點與顯著

性，但仍應該將社會與經濟價值納入考

量 相較於點數方法，貨幣化結果更容易利

害關係人溝通 

(資料來源：羅氏，2017) 

2.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本次評估落實與不同利害關係人溝通，從圖可以發現，羅氏將自然資本主要應用

在內部溝通為主，且效益較佳；但羅氏也認為自然資本評估的也可以落實與政府以及

法規制定者進行溝通，以利推展環境相關措施。除此之外，羅氏若以此自然資本評估

結果與 NGO 以及當地社群進行溝通時，可能會導致負面影響。 

3. 未來應用與內化自然資本評估 

羅氏認為將自然資本評估可望提升企業現階段的風險與機會評估工具，主要可

分為針對普遍性環境議題的一般性風險與機會評估以及針對特定環境議題的自然資

本評估： 

(1) 一般性的自然資本風險與機會 

a. 可望應用羅氏全球各廠區進行自然資本評估 

b. 聚焦在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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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議題的風險與機會評估 

a. 水資源價值：聚焦在水資源缺乏的地方 

b. 其他空氣污染物 

c. 廢棄物的處理 

d. 廠區的綠色空間與生物多樣性 

除了風險與機會的評估外，羅氏預計未來也將利用自然資本評估於新建築計畫

的比較方案，或者是工廠內部的設備替換、產品製程改善、供應商選擇以及原物料

選擇等作為。更重要的是，羅氏也將利用自然資本評估於內部利害關係人先期報

告、高階管理人員的教育訓練、整合羅氏現有的環境管理工具以及納入社會資本等

項目進行更完整的永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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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業案例－YES Bank 

銀行業的直接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相較於製造業是非常不顯著的一題，但是做為

以貸款為主要商業模式的產業，銀行必須承擔放貸對象的自然資本風險；過去銀行僅

針對財務相關風險進行分析，往往忽略了自然資本對放貸對象的風險，因此，近年來

銀行產業開始關注自然資本資本評估如何與傳統的風險評估進行整合。目前 NCC 所

發展的自然資本議定書對於銀行業的適用性並不高，也因此 NCC 也集結了國際許多

組織，諸如 Natural Capital Finance Alliance、UNEP GCP 以及 VBDO 共同研擬自然資

本補充文件－金融產業部門的補充文件來彌補原始自然資本議定書的不適用於銀行、

投顧公司/資產管理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的問題，預計於 2018 年一月正式發表；目前已

經完成諮詢與先期測試。 

儘管目前 NCP 並不如此適用於金融產業，但 YES Bank 依然透過自然資本議定

書的架構，選定印度飲料公司 Trufizz 做為示範案例，並以水資源作為主要的評估環

境議題。Trufizz 是印度典型的飲料公司，負責開發、銷售與配送飲料，主要產品以果

汁、能量飲料以及蘇打為主。由於印度水資源無論是水量與水質都是逐漸重視的問題，

故 Trufizz 也希望透過自然資本評估的方法來落實其水資源使用以及解決水污染的問

題。 

(一) 自然資本事前規劃與目標建立 

第一步驟：開始 

本報告鑑別 Trufizz 自然資本評估的潛在應用項目(表 4.20)以及自然資本風險與

機會(表 4.21)。 

表 4.20  Trufizz 的自然資本評估潛在應用項目 

鑑別風險以及機會 協助鑑別 Trufizz 的風險與機會 

揭露與報告 可於 Trufizz 的永續報告書揭露 

淨衝擊 1. 協助了解 Trufizz 對整體環境面造成的淨正面效益

(positive)或負面(negative)衝擊 

2. 與其他評估評估整合 

評估利害關係人受到

的衝擊 

協助評估 Trufizz 整體的自然資本價值，提供社會與環境不

同的資訊 

(資料來源：YES Bank,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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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Trufizz 的自然資本風險與機會鑑別 

類別 風險 機會 

營運  水稀缺性與水資源成本上升 

 能源可利用性以及電網電力成

本的上升 

 印度農業的低生產力 

 因汙染導致生物多樣性消失 

 發展適當的管理方法 

 提升綠色覆蓋率(造林等) 

 能源節約及替換能源組成 

 提升農業生產力與基礎設施 

法規與

規範 

 原物料獲取的限制 

 稅收的負擔增加 

 提升與法規制定者溝通機會 

 直接、長期與農場生產者的協

議 

行銷與

產品、

與商譽 

 因媒體導致的不良商譽 

 社群媒體傳遞錯誤的訊息 

 負面的消息導致消費者不願購

買產品而降低市佔率 

 有效地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提升與顧客溝通的機會 

 提升有關健康效益與品質的資

訊揭露與透明性 

社會  當地社群運動導致營運影響 

 因水汙染導致的間接健康影響

而使社群居民暴露在風險中 

 主動的社群溝通 

 促進商譽提升整體的市占率 

財務  因缺乏透明性導致融資成本增

加與融資選項縮減 

 資源可取得性的縮減(例如可用

資源價格、品質與數量的波動) 

 提升與利害關係人及投資者的

資訊揭露 

 考量永續採購以及合約的選擇 

(資料來源：YES Bank, 2017) 

第二步驟：定義目標 

YES Bank 協助 Trufizz 鑑別出自然資本評估的主要應用目標為：鑑別自然資本

依賴與衝擊、風險及機會；揭露與報告以及策略擬定三大主軸，並分析出主要的溝

通對象以對永續資訊有興趣的利害關係人及股東，次要溝通對象則為 Trufizz 公司內

部的高階管理層及環境、風險、行銷、採購及財務部門的主管。 

(二) 自然資本評估範疇與項目 

第三步驟：定義評估範疇 

 YES Bank 評估的範疇與其他技術性細節整理如下表 4.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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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YES Bank 評估 Trufizz 的範疇 

範疇訂定項目 說明 

評估範疇 Trufizz 於印度 Chennai 地區的工廠以及可由 Trufizz 直接營運

管理的上下游 

價值觀 水資源衝擊與依賴相關的企業及社會成本效益 

價值型態 貨幣化 

基線 2015 年的環境數據 

情境 無 

空間邊界 包含水資源與水污染造成的河川上下游的衝擊 

時間邊界 以 2015 年營運為主，同時考量 25 年後的風險與機會 

(資料來源：YES Bank, 2017) 

第四步驟：鑑別自然資本衝擊與依賴 

YES Bank 採用 GRI G4 指引與特定產業部門議題作為重大性分析的準則，同時

基於利害關係人高中低的影響觀點，評估不同利害關係人對企業的影響程度，並整

合企業自身的觀點，並諮詢 Trufizz 公司內部的環境、健康與安全部門之建議，最終

由不同部門確認，並交由永續承諾評估委員會確認重大性議題。 

(三) 自然資本量測與自然資本狀態的變化 

第五步驟：量測衝擊與依賴 

基於重大性的自然資本依賴(如表 4.23)與衝擊(表 4.24)，進行量測，由於本次評

估目的僅注重水資源議題，故僅有水資源進行評價。 

表 4.23 Trufizz 的自然資本依賴分析結果 

依賴 種類 與 Trufizz 相關性 評估型態 

消耗性 能源 包含化石燃料與再生能源 無 

水資源 湖泊、河流、地下水等 評價 

原物料 基礎設施的建築材料 無 

非消耗性 環境的調節 洪水的保護與水資源品質的控制 無 

廢棄物與排放

的調節 

河川污染物的同化(assimilation) 無 

福祉 員工的福祉 無 

(資料來源：節錄自 YES Bank, 2017) 
  



 

129 

表 4.24 Trufizz 的自然資本衝擊分析結果 

衝擊 種類 與 Trufizz 相關性 評估型態 

投入 水資源使用 生產時使用 評價 

陸域生態系統的使用 棲息地的供給、歷史土地的改變等 無 

其他資源使用 建築材料等等 無 

產出 

(殘留) 

溫室氣體排放 營運的排放 無 

水污染物質 磷、氮、硫等物質 無 

固體廢棄物 處置、回收 無 

(資料來源：節錄自 YES Bank, 2017) 

第六步驟：分析自然資本狀態的變化 

僅針對水資源議題進行 Trufizz 造成自然資本狀態變化的分析，結果如表 4.25 

表 4.25 Trufizz 水資源自然資本狀態的變化分析 

議題 分析類別 指標 分析方法 

水資

源可

利用

性 

因企業活動造成

的狀態變化 

立方公尺 1. 利用 Water risk monetizer tool11進行評

估，並輔以文獻分析 

2. 了解法規對水資源風險的監管 

3. 缺乏主要數據時，採用假設進行分析 

因外部因素造成

的狀態變化 

降雨長期變

化改變水資

源可利用性 

利用當地數據、經濟方法、科學方法搭配

Water risk monetizer tool 於本次分析中。 

(資料來源：YES Bank, 2017) 

(四) 衝擊與依賴的估值 

第七步驟：衝擊與依賴的估值 

本報告的水資源評價採用 Trucost 方法學(Water risk monetizer tool)，該方法學透

過回顧學術文獻，並建立一個一致性的架構以估計美國不同區域之水資源使用價值

(標準化為 2012 年美金)。使用價值的類別包含：水資源對野生棲息地的影響，水資源

自淨能力以及地下水補充率等，接著利用水資源稀缺性(water scarcity)與不同類別的

水資源使用價值建立二次函數。因此，僅需要蒐集各地水資源稀缺性的數據12，便能

從二次函數推估出當地水資源的使用價值。 

                                                       
11水資源風險分析的名詞與定義及方法可參考：Water Risk Monetizer Methodolgy 
https://waterriskmonetizer.com/wp-content/uploads/2015/08/Water-Risk-Monetizer-Methodology-August-
2015.pdf  
12 各地水資源稀缺性指標可參考：http://www.wri.org/our-work/project/aque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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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出水資源使用價值後，本報告利用國家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轉換，計算結果為每立方公尺的水資源完整價格為 316.16 盧比。評估完單位水

資源之價值後，將評估結果與 Water Risk Montizer 的風險分析結合，進行進水風險

(incoming risk)、排放風險(outgoing risk)、營收風險(revenue at risk)、水資源風險額

外費用(water risk premium)、總體風險額外費用(total risk premium)等項目的分析，其

結果整理如下表 4.26。 
表 4.26 水資源風險分析結果 

風險類別 結果說明 

總結果  進水量：16900000 m3/yr 

 排放量：12225000 m3/yr 

 水資源風險額外費用(water risk premium)代表水價上漲的風險，

可能對營運有所影響。該上漲風險是基於當地水資源稀缺性計算

而得，並利用地區總用水/工廠需水量進行估算，其結果呈現出水

資源未來可能提升的價格約為現在的 18 倍 

進水風險

(incoming 

risk) 

 

 水資源進水風險：指水資源使用造成人體健康、生態系統以及未

來的進水水資源處理設施的成本的價值 

 進水風險包含水資源品質風險(quality risk)、水量風險(quantity 

risk)以及未來水費上升的風險(water bill) 

 企業水資源使用後，對當地環境、人體健康、當地水資源耗損的

供應及未來廢水之成本進行風險分析，其此風險是逐年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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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別 結果說明 

排放風險 

(outgoing 

risk) 

 
 水排放風險(outgoing risk)：企業排放水污染導致人體健康、生態

系統以及未來水污染處理成本之貨幣價值 

 排放風險包含品質風險與水費上升風險 

 企業水污染排放導致人體健康以及未來水污染處理成本上升的風

險逐年升高，主要增加的風險來自於水污染處理成本。 

總體風險

額外費用

(total risk 

premium) 

 

 總風險額外費用代表當地工廠的整體水資源價值，即為水資源進

水風險與水污染排放風險的總和，Trufizz 的案例顯示，主要風險

額外費用來自於進水風險 

 比較風險因子後，水量的風險因子為主要的風險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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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類別 結果說明 

營收風險

(revenue 

at risk) 

 

 營收風險代表企業用以創造營收的水資源使用與企業該水源區可

獲得的水資源可利用性之比值 

 企業於該區的需水量大於該區的水資源分配量，則表示該企業的

營收具有風險 

 整體分析結果顯示 Trufizz 的 98%營收皆處於水資源風險中 

(資料來源：整理自 YES Bank, 2017) 

(五) 自然資本評估的應用 

第八步驟：闡釋與應用結果 

本報告進行並未執行敏感度分析，僅分析水資源使用後對於利害關係人的正面與

負面影響。下表 4.27 為分析受到水資源使用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分析 

表 4.27 影響之利害關係人分析 

衝擊驅動因素 衝擊類別 
受到負面影響的利害關

係人 

受到正面影響的利害

關係人 

水資源使用與

提取 

水資源消耗 下游人口將因為企業使

用水資源而受到影響，使

其無法使用水資源 

無 

水資源使用但

回到自然水體 

(資料來源：整理自 YES Bank, 2017) 

本報告分析此次自然資本評估的優勢與劣勢(表 4.28)，從結果發現的高達 98%營

收會被水資源風險影響，這樣的風險可能包含未來法規政策的改變、水資源壓力等等。

因次建議 Trufizz 公司應該更積極的管理水資源，以及監管水資源使用與水污染可能

導致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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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YES Bank 進行自然資本評估的優勢與缺陷分析 

優勢 缺陷 

可與財務相關決策共同分析水資源風險 部分指標資料不足，需進行相關假設 

協助 Trufizz 可以透過創新技術提升水

資源使用效率以及降低排放量 

僅考量一個製造工廠，涵蓋更多的製造

工廠可以評估更廣泛的風險 

提供環境衝擊評估，包含正面的附加價

值，以及負面的價值損失 

僅考量一個依賴因素(水資源)乃是因為

資料不足 

評估結果呈現潛在的營收損失(1.7%) 

與其他不同種類的風險比較，作為資本

更有效的分配以及降低高風險的發生 

(資料來源：YES Bank, 2017) 

第九步驟：展開行動 

1.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透過本次評估也落實與不同利害關係人溝通，從圖可以發現，YES Bank 與

Trufizz 公司將自然資本主要應用在內部溝通為主，且效益較佳；但如果將自然資本

評估的結果與外部利害關係人溝通時，則效益較差，且可能導致不良的影響。 

2. 未來應用與內化自然資本評估 

初期針對單一水資源議題進行評估取得初步的成效，未來 YES Bank 將考量更多

的環境議題，或許從中可以探討不同的環境熱點，同時此次的評估也讓 Trufizz 公司

思考發展新產品、新的製程以及新的行銷來促進環境績效；除此之外，企業也積極將

自然資本評估應用於內部環境教育訓練，並納入更多對自然資本有興趣的員工，評估

更多面向的議題，其中也包含了除了自然資本以外的資本，已達成整合性評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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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內案例－日月光集團(ASE) 

日月光集團(以下簡稱 ASE)為全球最大半導體封裝與測試服務公司，提供半導體

客戶包括晶片前段測試及晶圓針測至後段之封裝、材料及成品測試的一元化服務，以

及提供完善的電子製造服務整體解決方案。ASE 集團近年來在國際永續評比上，都名

列前茅，於 DJSI 中，連續兩年(2016 以及 2017)於半導體產業榮獲產業領導者(Industry 
Group Leader)，同時也是 DJSI 的世界指數和新興市場指數的成分股。除了 DJSI 外，

CDP 評比也於 2016 年榮獲最高的 A 級評比。除了國際評比外，近年來 ASE 於國內

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獎項也頗受肯定。 
ASE 的永續發展長期策略中，因應氣候變遷、資源匱乏、人口成長以及供應鏈全

球化的挑戰，擬定了低碳使命(Low Carbon) 、循環再生(Circular)、社會共融(Inclusive)
以及價值共創(Collaborative)等四項策略；藉由持續性與跨面向的創新作為精進人力資

本發展與管理，同時也嘗試量化與評估展現企業的無形資本，作為邁向永續策略願景

的管理工具。 

(一) 自然資本評估事前規劃與目標 

ASE 確立了必須評估企業無形資本的策略後，開始思考應從何種資本作為價值

資本評估機制，最後選擇目前具有較多案例且方法學完整的自然資本。短期目標是透

過財務指標衡量營運活動對於環境的影響，協助洞察營運造成的自然環境外部性成本；

長期目標是希望將自然資源的外部性成本整合至永續營運的決策架構上。 

(二) 自然資本評估範疇與項目訂定 

ASE 事前評估後選擇先以自身直接營運為主，不考量上下游的價值鏈，聚焦在自

身營運可有效減少蒐集數據的負擔，主要評估項目以自然資本衝擊為主，包含廢棄物

產生、水污染排放、空氣汙染物以及溫室氣體排放等四類。地理範疇包含整個集團於

全球各地的製造廠區，涵蓋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

以及墨西哥等地。 

(三) 自然資本量測與自然資本狀態的變化 

ASE 搭配編撰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所需蒐集之數據(ISAE 3000 查證)以及溫室氣

體排放盤查數據(ISO14064.1 溫室氣體報告查證)，細節詳見下表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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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ASE 蒐集的數據項目 

主要項目 說明 

廢棄物 包含有害事業廢棄誤以及一般廢棄物 

水資源 企業用水量 

空氣汙染物 涵蓋揮發性有機物(VOCs)、硫氧化物(SOx)以及氮氧化物

(NOx) 

溫室氣體 範疇一項目包含了固定與移動式燃燒源(天然氣、汽油、柴

油)和製成排放之溫室氣體(如：產線排放之全氟碳化物/ 氫氟

碳化物排放) 

範疇二以外部電力使用為主 

(資料來源：ASE 提供) 

ASE 集團評估之項目以生命週期衝擊評估的方法學為主，建立企業之衝擊路徑

圖(圖 4.1) 

 
圖 4.1 ASE 自然資本評估之衝擊路徑圖 

(資料來源：ASE 提供) 

(四) 衝擊與依賴的估值 

各類型衝擊源的評估採用之文獻依據如下表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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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ASE 各項自然資本評估的說明與參考資料 

衝擊

因素 

量化計算 貨幣計算 

說明 參考資料 說明 參考資料 

溫室

氣體 

利用 ISO14064 盤查企

業所有溫室氣體當量 

ISO 14064 利用碳社會成本，

選擇 3%社會折現率

之平均值 

US EPA, 

2016 

水資

源 

考量營養不良之人體健

康損失 

Pfister et al., 

2009 

採用 PwC 之 EP&L

方法學進行 DALY

的評價 

PwC, 2015 

考量水媒病之人體健康

的損失 

Motoshita et 

al., 2010 

廢棄

物(僅

考量

焚化

處理 

單位廢棄物焚化排放之

溫室氣體採用 IPCC 

AR5 數據 

IPCC, 2013 利用碳社會成本，

選擇 3%社會折現率

之平均值 

US EPA, 

2016 

無 考量每單位廢棄物

焚化造成之重金屬

的社會成本 

EXIOPAL, 

2009 以及

PwC, 2015 

空氣

汙染

物 

VOCs 造成的人體健康

(DALY)，採用 LCIA 的

係數 

ReCiPe 2008 採用 PwC 之 EP&L

方法學進行 DALY

的評價 

PwC, 2015 

SOx 造成的人體健康

(DALY)，採用 LCIA 的

係數 
NOx 造成的人體健康

(DALY)，採用 LCIA 的

係數 

(資料來源：ASE 提供) 

(五) 自然資本評估的應用 

ASE 評估之結果如圖 4.2，溫室氣體占了所有的外部性成本為最主要，其理由主

要是溫室氣體的成本乃是依據 US EPA 的分析結果，該分析參考 DICE、FUND 以及

PAGE 等三種主要模擬氣候變遷導致的社會成本經濟學模型，該模型考量數種經濟衝

擊，包括農業損失、天災以及產業等等，因此其貨幣化係數的範疇與 ASE 評估的其

他衝擊因素考量項目有所差異。由於是第一年度的評估，ASE 僅考量多數考量人體健

康的影響，並未考慮到生態系統以及其他社會經濟的損失。這樣的結果與羅氏評估是

相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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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ASE 自然資本評估結果 

(資料來源：ASE 提供) 

由於溫室氣體占比過大，ASE 將溫室氣體排除後進行比較，其結果如圖 4.3 所

示，該結果呈現出主要外部性成本為廢棄物焚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再來則是水

資源使用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圖 4.3 排除 GHG 排放的自然資本評估結果圖 

(資料來源：ASE 提供) 

本次 ASE 僅就自然資本評估進行初探，因此考量範疇與邊界以及損害類別侷限

於特定項目，並未如同國際指標大企業已進行多年的研究。在未來邁向企業永續的路

途上，ASE 將擴大考量項目，進行更完整的外部性分析。目前 ASE 初步擴展的外部

性分析項目如下圖 4.4，將不僅僅包含實框的人體健康部分，將盡可能包含生態系統

以及其他的社會經濟損害類別。ASE 將持續改善此一評估項目，使其盡可能完善，以

利於未來與其他資本的比較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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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日月光未來可能改善的自然資本衝擊路徑圖 

(資料來源：ASE 提供) 

整體而言，ASE 的自然資本初步評估雖然並不如同國際標竿企業完整，但國際標

竿企業到達今日的應用項目，也是因為已投入自然資本評估多年，以 Kering 為例，

從子公司 PUMA 於 2010 年至今也已執行超過 6 年時間，Roche 的評估則與過往的

Eco balance 系統結合(Eco balance 系統採用量化評估，非評價)，因此可以快速與 NCP

架構整合。這些企業較為完整的自然資本評估都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以 ASE 於

本年度開始進行評估並快速學習自然資本相關議題，能有如此成果實屬不易。未來如

繼續完善整個評估架構與範疇，ASE 的自然資本評估也將可與國際標竿企業並駕齊

驅。 

透過自然資本評估的落實，ASE 邁出了資本評估的第一步，未來 ASE 也不僅僅

只針對自然環境面進行評估，同時也將加入經濟面與社會面的外部性成本與效益評估，

以建立完整的商業價值資本評估衡量機制，展現企業無形資本，持續創造永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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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本報告針對近年來興起的企業自然資本評估進行介紹與方法整理，選定以自然資

本議定書(NCP)作為主要的內容介紹，最主要原因是自然資本議定書的架構乃是整合

過去許多組織提供的企業有關生態系統服務以及自然資源評估的方法，並透過與企業、

顧問、學術界以及聯合國等多種類型利害關係人共同研擬而完成的架構，在普遍的共

識上，更具一致性。此外 NCP 的評估階段與步驟，與目前系統化的生命週期評估方

法相當類似，企業在使用上也較無鴻溝；此外，有關資料蒐集與數具品質相關規範，

也與目前企業溫室氣體盤查實務一致，因此 NCP 對企業而言也較不陌生，可以直接

使用，也節省重新學習的負擔。 

自然資本評估現在也是 DJSI 等國際評比重要的一個項目，但企業不應為了評估

而評估，而是必須更深入思考評估的目的為何，這樣的評估是否有助於企業營運？對

企業是否有價值？是否能夠準確反映到企業對永續發展的貢獻等等。這些問題都是企

業在執行前應深入思考，以免花了時間與人力成本後，發現只是一種做功德的行為，

這是必須盡量避免的。 

自然資本評估對企業較為陌生的步驟應屬於自然資本依賴的分析與評估步驟。自

然資本依賴與過去傳統生命週期評估的資源使用造成的衝擊不盡相同，在自然資本評

估中，企業應考量每一種自然資源投入的依賴路徑，了解可能的自然與人為改變會如

何影響企業所仰賴的自然資本，舉例來說，依賴特殊自然景觀營運的觀光產業，可能

須了解氣候變遷導致的自然景觀改變的可能性，或者是法規與人為活動的破壞可能導

致自然景觀不復存在的風險，這是自然資本評估中所探討的自然資本依賴。 

評估在自然資本評估中是另一個可能令企業陌生的課題，從自然資本議定書以及

生態系統服務相關學術研究中對評估的定義，其實並非指一定要貨幣化，而是只要能

夠協助企業進行權衡以及促進決策，顯示出自然資本重要性，即可稱之為評估，這概

念與生命週期衝擊評估中的權重是一樣的概念。因此企業必須很明確了解執行自然資

本評估的目的，並小心選擇評估的種類與方法。對企業而言，價值轉移法是目前較簡

易與成本較低的方法，但企業應認知到每一種價值轉移法背後的邏輯與方法，避免誤

用導致錯誤的訊息；此外如特定的自然資本並無價值轉移相關文獻參考，則可利用本

報告第三章第四節提到的各種環境經濟學的方法估計，但應納入相關專業人士的建議，

且須注意的是，利用各種環境經濟學的方法評估自然資本價值所耗費的時間與成本，

將遠比價值轉移高出許多。 

現階段台灣本土資料庫並無完整的統一與歸納，但依舊有許多可以參考用的資料

庫，例如綠色國民所得帳中有關環境污染的費用以及環境資源的折耗值等等，但應明

確知道該價值是屬於商業價值觀抑或是社會價值觀，自然資本議定書中的社會價值是

不與財務成本直接相關的。此外，有關環境相關的背景數據依舊不足，特別是生命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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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相關資料庫，儘管環保署已經建立初步的碳足跡資料庫，但僅包含碳之議題，其他

環境議題的數據幾乎得仰賴國際資料庫，但使用非本土資料庫的不確定性較高，數據

品質較低等問題，企業仍須謹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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