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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社會創新-視野眺望臺

零售業在現今消費社會中已是不可或缺的⾓⾊，⼝渴肚⼦餓時我們會想到便利商店來瓶涼
飲或零嘴；廚房開火的材料會去量販店選購；換季的時候會去百貨公司、成衣店⾎拼⼀
番。但是，這些我們最習以為常的消費型態當中，我們似乎很少思考過，這些產品怎麼
來？所創造的價值如何分配？⽽賣不完的產品⼜到哪裡去？

去年我帶台灣學⼦赴歐參訪企業社會創新案例時，當時歐洲的酪農因不敵食品業與零售業
商業模式的價格壓迫，⼤量退出供應鏈市場，引發乳製品斷鏈的警訊。⽽法國的家樂福據
此在經過消費者意願調查後，⽀持⼀款由⺠間單位發起名為「C'est qui le Patron?!」（品
牌意思是：誰是老闆）的公平貿易⽜奶上架，由酪農⾃⼰定價後，家樂福再加上通路費，
最後售價完全透明。價格雖然⾼⼀些，但熱賣結果證明了消費者的信任，也讓家樂福⼠氣
⼤振，將此模式擴及其他食品。

另⼀個零售業的⼤議題––「剩食」也讓業者傷透了腦筋，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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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夠⼤碗已經不夠，談零售業者的社會創新契機

（文/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黃正忠總經理）



全世界每年⽣產的食物有近1/3（約13億噸）遭到浪費，其中，全球有45％的蔬果在⽣產
後從未進到餐桌，⽽這也導致了⽣產者及零售商的成本增加。台灣的家樂福就與社企鄰鄉
良食進⾏合作，開發出全台第⼀個反食物浪費品牌「O’Gaspi」推出「醜果雪酪」，將⽔
果配送篩檢過程中因不美觀及不合市場規格的食材，送到符合國家標準的裁切廠，將果⾁
製作成冰棒，第⼀波限量12,000萬⽀，可以減少720公⽄的食物浪費。

⾯對資訊越來越透明的資訊社會，我們看到零售業者做為消費者的代⾔⼈，能做到的就不
應該只有俗夠⼤碗。消費者會更願意聆聽⽣產者背後的故事，也更關⼼產品的溯源性。所
以，從家樂福的兩個社會創新經驗當中，我們可以明⽩，如何創造透明的參與機制與降低
浪費的責任⽣產，將會是零售業者取信於消費者的下⼀波創新契機！

相關國際趨勢
1. 社會創新系統改變 － ⼤願景或⼩⽬標？
企業的「⼤願景」（big visions）期望對有意義的事物做出貢獻，於表達價值觀的同時，
也為集體⾏動的策略和共同點進⾏引導。但許多⼤願景本⾝太籠統，無法形成可操作的策
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將其分解成幾個稱之為「⽬標系統」（targeted systems）的
⼩⽬標，此⽬標反⽽可說明影響策略的重點，並結合社會創新模式說明這種變化如何促進
⼤願景。相關案例如下： 

1. 使⽤回收織物和稻草投入粘膠供應鏈，非使⽤樹⽊
世界上古老⽽瀕臨滅絕的森林正以驚⼈的速度消失，1999年於加拿⼤成立的非營利組織
Canopy，創辦⼈Nicole Rycroft與700全球多家知名的森林⾏業合作，從書籍出版商和印
刷商，到引領潮流的服裝品牌和時裝設計師，幫助他們實踐環保採購，並為世界上受威脅
的森林創造永續經營⽅案。

2. 美國各地的卡⾞司機合作，突圍⼈⼝販運網絡
全世界有超過四千萬的奴隸，在美國50個州都有⼈⼝販賣活動，受害者⼈數估計有數⼗
萬。美國成立於2009年的非營利組織「卡⾞司機反⼈⼝販賣」Truckers Against 
Trafficking，與貨運⾏業、國家機構合作，在課程中納入反⼈⼝販運培訓，並動員這些參
與者與聯邦、州和地⽅執法機構合作。

3. 孟加拉創造低價健康保險產品市場
2016年於孟加拉成立的APON與消費品製造公司合作，在⼯廠內外部經營商店，這些商品
比⼯廠外零售商的⼯資成本低10％。從店鋪購買的每⼀筆產品，每花費100孟加拉塔卡
（約1.25美元），⼯⼈可以獲得1個APON帳⼾積分，得到200分，⼯⼈可獲得零現⾦健康
保險（zero-cash health coverage），並獲得免費的醫療診斷和處⽅以及有效期為⼀年的
⼈壽保險。

4. 墨⻄哥的農村⽔資源管理系統，讓設計者及當地社區之間形成反饋循環
在墨⻄哥農村和城郊社區，有2000萬⼈無法獲得安全⽤⽔，成為⼈⺠健康風險和社會邊緣
化的主要因素之⼀。成立於2006年的Cántaro Azul，透過不同的安全衛⽣⽔解決⽅案，建
立了跨產業聯盟，並倡導須召集計畫設計者和社區⼒量，共同改善⼈們的健康及⽣活品
質，⽬前⽔解決⽅案影響了家庭、社區及學校約10,000⼈。

資料來源：SSIR

2. 企業永續發展2.0：促進市場轉型
半個世紀以來，企業永續發展的概念有相當⼤的進展。從1970年代環境法規建立，⾄今全
球則有超過九成的CEO認可永續發展對公司的重要性，近五成的前100頂尖美國MBA計畫涵
蓋企業永續課程。然⽽即便如此，世界上的重⼤環境及社會問題仍持續惡化，⽬前企業永
續發展模式能促成的改變，似乎已經達到瓶頸。

密⻄根⼤學永續企業系的教授Andy Hoffman指出，第⼀階段的企業永續發展著重在「企業



整合（enterprise integration）」模式，意即企業回應市場改變，整合永續作為在既有的商業
發展上，透過「減少不永續」以增加競爭⼒。⽽下⼀階段的企業永續則是「市場轉型
（market transformation）」，是⽤商業的⼒量改變整個市場，從組織改變擴⼤到市場轉
變，透過「創造永續」讓市場轉型。

企業促進市場永續轉型，有幾個值得著墨的新概念：
1. 新營運流程：優化企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節，從線性轉向循環經濟。
2. 新夥伴關係：企業與多⽅利害關係⼈建立夥伴關係，如非營利組織、政府、競爭者，甚
⾄看似毫不相關的公司。
3. 新政府連結：作為政府的引路明燈，有建設性地遊說、參與政策制定，能更全⾯促成永
續改變。
4. 新透明責信：從價值鏈的各種數據中辨識風險與機會，公開分享企業的缺失及改變，激
發同業的意識與⾏動。

資料來源：SSIR

3. 以社會⽬的結合⾃⾝企業策略，抓住千禧世代消費⼒
當今社會將出⽣於1980年⾄2000年之間的⼈稱做「千禧世代」（Millennials），這群⼈在
全球化以及經濟混亂的世界中成⻑，他們更加在乎事情背後的意義，並喜歡關注重要議
題，因此千禧世代在消費時，傾向挑選關注社會議題的公司產品，除此之外，根據史丹佛
⼤學商學院的⼀項研究顯⽰，來⾃歐洲及商學院的商學院MBA學⽣有90％都傾向於為致⼒
於社會責任的組織⼯作。

⽽除了開始關注社會議題，並將其納為社會責任計畫⼀部分之外，更重要地應該是將社會
⽬的納入企業策略，並成為企業⻑遠發展⽬標的⼀部分，舉例來說，澳⼤利亞的⼀家企業
Bottle 4 Bottle，每當他們賣出⼀瓶化妝⽔或噴霧溶液時，都會同時也捐贈⼀瓶優質配⽅奶
粉給有需要的孤兒或被遺棄的孩⼦。此外還有Thirty One Bits，⼀家使⽤100％可回收材料
製作烏⼲達女性項鍊和配飾的公司。Thirty One Bits制定了⼀項五年計劃，提供醫療保健，
財務諮詢和社會⽀持，幫助婦女創業。且Thirty One Bits並非直接分享利潤，⽽是確保烏⼲
達婦女能夠獲得可持續的收入，並有能⼒撫養⼦女。在全球各地有成千上萬的企業透過⽀
持社會⽬的及憑藉穩固的⾏銷策略和強⼤的社群媒體⼒量，讓⾃⼰更被這世界看⾒及讚
賞，進⼀步銷售出更多商品。

根據統計數據，在美國，到了2025年，千禧⼀代將占美國勞動⼒的75％，且消費能⼒估計
為2.45萬億美元，具有相當⾼的消費⼒，因此，若要抓住這項未來發展，社會責任應該成
為⾸要任務。但同時也必須仔細挑選關注議題，以能夠結合公司事業，成為⻑遠策略的其
中⼀部份。

資料來源：HuffPost

4. 社會企業與傳統企業合作，創造三贏局⾯
⼀般來說，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雖然能解決⼀些被政府及傳統企業忽視的社會議題，卻相
對缺乏資源。社會企業除了政府補助及⺠間善款之外，透過與傳統企業的合作，只要兩者
相互配合得宜，不只能解決社會議題，亦能獲得盈利。

舉例來說，香港寬頻是⼀提供網路服務的傳統企業，⽽iEnterprise則是協助傷健⼈⼠就業
的社會企業。⽽香港寬頻將部份電話熱線服務外包給iEnterprise，並且負責提供職業訓
練。透過此合作模式，iEnterprise於六個⽉內即達到收⽀平衡，傷健⼈⼠除了獲得穩定收
入，亦能重建信⼼，⽽香港寬頻也因此更有效地運⽤資源。

另 ⼀ 案 例 則 是 丹 麥 的 領 先 網 路 供 應 商 GlobalConnect 與 社 會 企 業 Specialist  People
Foundation （SPF）的合作。SPF是⼀致⼒於解決⾃閉症患者失業問題的社會企業，透過
⾃閉症患者⾼於常⼈的專注⼒，結合完整培訓，訓練他們成為顧問，為傳統企業提供服
務。GlobalConnect曾使⽤SPF的服務，聘請他們為網路電纜⼯程提供指導。透過此合作，
GlobalConnect不單只是提⾼企業形象，他們也認為SPF的指⽰準確，服務穩定性相對較



近期活動訊息
1. 「Buying Power社會創新企業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說明會
今年度輔導以「Buying Power」為主軸，說明會中將說明如何協助社創企業穩健業務能⼒
及開拓B2B市場，同時增進媒合上市櫃公司及⼤型通路，以多元形式與社創合作，如採購、

⾼，從實際層⾯改善了業務。

社會企業與傳統企業的合作，得益於傳統企業的豐富資源，再與社會企業的創新觀點及服
務結合，既有效地解決社會議題，亦能為企業與社企帶來收益，此三贏合作模式可能成為
未來社會創新發展的⼤⽅向。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

5. ⽇本創業慈善基⾦ － 從捐款到社會創新
⽇ 本 基 ⾦ 會（Nippon  Foundation）2013 年 與 7、8 個 合 夥 ⼈、企 業 等 社 會 投 資 夥 伴
（SIP），如Bain ＆ Company⽇本公司（從事顧問諮詢），Clifford Chance律師事務所和
VOX Global  Japan KK（提供媒體、傳播及通信諮詢），合作設立⽇本創業慈善基⾦
（Japan  Venture  Philanthropy  Foundation,  JVPF），初 始 資 本 為 1 億 ⽇ 元（105 萬 美
元），提供社會企業財務⽀持、管理能⼒建構等。

以Houkago NPO Afterschool組織為例（利⽤校園安全設施，搭配當地居⺠以「公⺠教
師」的⾝份，成為兒童放學後，提供不同的體驗場所），該基⾦與社會投資夥伴會在三到
六個⽉的盡職調查期間，使⽤變化理論和邏輯模型以及Excel等廣泛可⽤的⼯具，和該組織
⼀起制定關鍵影響⼒評估指標。以確保該組織使命並達到⻑期⽬標。最後，透過季報和年
報向現有和潛在捐助者報告其社會影響⼒。

⾸先，⽇本基⾦會有2-3⼈參與該組織，投資經理每週花⼀天時間，負責處理公關和出版
物、⼀般捐款及會計，⽽SIP的⾸席執⾏官每週花3天時間，提供管理諮詢，並與組織⼀起
制定5年發展⽅案，含評估需求及檔案管理。

JVPF以透過財務和能⼒⽀持為資助組織的⽅式，堪稱典範，因為它有勇氣脫離傳統的資助
⽅式，並通過其發現問題與組織緊密合作，以實現量⾝定制的成果。

資料來源：AVPN

6. 迪⼠尼投入近七億基⾦，解決供應鏈奴役勞⼯問題

根據國際勞⼯組織（ILO）和⼈權組織Walk Free Foundation估計，在2016年全球約有

2500萬⼈為強迫勞動。現代奴隸⽇漸受到全球關注，越來越多的監督和消費者對企業施加

壓⼒，以確保其供應鏈不存在強迫勞動、童⼯和其他形式的奴役勞⼯問題，例如化妝品、

衣服、智慧型⼿機，供應鏈往往遍布各個國家，從採購原材料到開發出最終產品，都難以

確定供應鏈上剝削勞⼯的情況。

總部位於美國的基⾦會Humanity United與⼤型公司、英國政府合作設立近七億台幣的營

運資⾦Working Capital，為⾸度投資於創新的基⾦，以確保公司的供應鏈不再有「現代奴

役」，此基⾦隸屬於時裝零售商C&A，以及華德迪⼠尼公司（Walt Disney）。

Working Capita總經理指出：「市場對於透明、負責任的企業供應鏈需求不斷的提升，我

們看⾒創新的解決⽅法，不只滿⾜⼤型跨國公司的需求，更讓數百萬弱勢勞⼯受益。」，

此資⾦將投資在繪製供應鏈圖、幫助⼯⼈提出申訴、尋找到合法雇主並了解他們的權利的

新興科技上，其中包含使⽤區塊鍊（blockchain）追蹤產品從⽣產者到消費者，以及幫助

企業衡量其供應鏈的實踐風險。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公關活動、CSR專案等，全⼒和社創夥伴共同開拓商機。

想了解更多政府資源嗎？快⼀起來報名說明會吧！

報名連結如下：

中部場（⽇期：4/2，地點：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https://goo.gl/QHr2AE

南部場（⽇期：4/3，地點：美麗島會廊五福廳）：https://goo.gl/C65rLw

1.【跨產業交流講座】⾦融業 - 企業CSR推動與案例分享
4⽉27號跨產業交流講座於社會創新實驗中⼼舉⾏，邀請⾦融業CSR代表性企業，分享CSR
理念、與社創企業合作案例及合作需求；針對報名參與活動的社會創新企業，現場會抽籤
3-5個單位分享其社創理念、經營模式及產品服務介紹，期以促進多向交流並嫁接主流企業
與社創企業資源，共同找到企業蛻變與發掘台灣新優勢的可能！

報名連結：https://goo.gl/ocRiEq

聯絡我們
如您想了解更多 KPMG社會企業電⼦報 之內容，或您的客⼾有相關需求，歡迎聯絡我
們。

黃正忠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公司 董事總經理
T: +886 (2) 8101 6666 Ext.14200

侯家楷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公司 專案負責⼈
T: +886 (2) 8101 6666 Ext.15177

新訂⼾
若您的同事、⻑官或好友也期望收到KPMG社會企業電⼦報之內容，請本⼈以 電⼦郵
件 的⽅式，並告知單位與部⾨名稱、姓名、職稱及聯絡電話，我們將透過電⼦郵件為
其寄上本電⼦報。

退訂⼾
若您想暫停收取社會企業電⼦報之內容訊息，煩請以 電⼦郵件 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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