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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閱讀南投中寮柑願柳丁蜜蜂復育計畫2020年度 SROI社會影響力報告書，孔雀

魚普惠科技長期致力於翻轉企業做公益的思維模式，結合企業與一般消費者的力量推

動偏鄉部落創生，期待透過報告書的呈現，連結柑願計畫年度的成果與社會影響力，

落實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創造對社區、環境朝正向永續發展的影響力。

「柑願計畫」，緣起於南投中寮的蜂農吳俊賢，早先因柳丁農噴灑農藥而被迫將蜂箱

移往山上，以防蜜蜂吸食柳丁花而大量死亡。從小生長在養蜂人家的吳俊賢，回憶起

兒時嚐過的柳丁蜜，那是在地的溫度與厚實情感的甜蜜。

然而，市面上販售黃橙橙的柳丁，是柳丁農為了賣相好看。當每個人都自掃門前雪，

不考慮整個生態互相依存的關連性，南投中寮這片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土地，正在逐

漸被破壞、對養蜂人家造成威脅。

關於

柑願計畫

掃描前往柑願計畫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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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蜂農吳俊賢和一名果農友善契作了數年的1分地，我們與吳俊賢協議，於2020年

推出的友善契作方案，共計契作15分地，約1.45公頃，使企業端可以透過採購，以

及消費者支持，進而消除柳丁農對收成時銷售不佳的疑慮，可以更專注地逐年減少農

藥種植柳丁。

我們與南投中寮在地蜂農吳俊賢合作，把關黑皮柳丁的農藥使用量，因此，我們與契

作柳丁農共同承諾：全年不噴除草劑、採果前45天停止噴灑農藥，並逐年減少用藥，

即：柳丁花開時不噴農藥、第一年農藥減半。

報告期間

本報告書研究期間為2020年度（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內容涵蓋從計

畫利害關係人分析、消費端問卷調研，以及SROI經濟、社會、環境效益等綜合效益，

提供全體利害關係人完整的資訊。

關於

柑願計畫

掃描前往柑願計畫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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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柑願計畫里程碑

2020.05.28

第一次柑願企業契作計畫籌備會議，柑願計畫主角吳俊賢與孔雀魚．古比討論企業契作的計

畫，期待達成柳丁農未來三年有穩定的收益，逐年減少農藥量，並建立客觀的檢驗標準，把

企業的資源帶進中寮，成為翻轉的力量。

2020.09.19

完成首批四位柳丁農簽約與農夫田孟訓的田間採訪，他們的柳丁園不再使用除草劑，讓各種

花草適當的生長，可以讓生態慢慢的變多元。在田先生的樹叢中，可以感受到蚱蜢這類的昆

蟲在草叢間跳躍，農夫僅僅是停止噴灑除草劑、農藥減半，就可以看到果樹園恢復生機。

2020.10.08

柑願計畫Ｘ京站時尚廣場臉書直播，柑願計畫的發起人－小蜜蜂吳俊賢到京站時尚廣場直播

說明柑願計畫，讓柳丁農夫善待土地，讓蜜蜂重回柳丁園採蜜！

2020.12.04

柳丁農栽種的柑願柳丁於採果前夕經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實驗所農藥檢測殘留質譜篩檢，

檢測結果農藥殘留量皆合格且遠低於法定容許量。

南投中寮柑願計畫 社會影響力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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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柑願計畫里程碑

2020.12.08

柑願資援平台物資捐贈：我們將柑願會員捐贈的柳丁贈予南澳弘道仁愛之家

老人快樂餐、南投空手道、財團法人親愛音樂文化基金會，讓受贈者享用健

康美味的柑願柳丁、補充體力之餘，也傳達柑願計畫友善土地的美意。

2021.01.14

柑願計畫與台灣家樂福合作，感謝家樂福支持柑願柳丁的第一次零售上架。

我們與家樂福訂定目標，持續三年讓柳丁農農藥減量、蜜蜂回來。這批柳丁

的果皮比較漂亮，原因是這位果農是最後一位加入，橙花開花時曾經噴了農

藥，我們做過農藥檢驗，遠低於法規標準。

2021.02.01

柑願SROI年度社會影響力報告書編撰中，謝謝所有參與計畫的企業、消費者

累計柳丁契作量超過300棵柳丁樹，超過350位柑願會員響應，多達7間參與契

作企業，共同創造此計畫的影響力價值。

南投中寮柑願計畫 社會影響力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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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願計畫

利害關係人鑑別

柑願計畫

利害關係人

果農

蜂農柳丁

整體環境

受贈社福團體
的服務對象

受贈社福團體

企業通路
（協力銷售廠商）

消費者
（個人／*契作企業）

孔雀魚普惠科技

當地居民

南投中寮柑願計畫 社會影響力報告書

本報告書在篩選對本專案利害關係人時，以滾動

式、全面性盤點出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包含在專

案期間可能觸及與可能影響的人。透過翻閱專案

介紹文件以及孔雀魚古比團隊參與鑑別，先發散

再分類釐清，依循SROI方法學的七大原則篩選，

最後聚焦為右圖所呈現的十類利害關係人，依循

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s原

則給予利害關係人評分，並進行議和，納入後續

步驟深入探討。

*企業以消費支持友善農法所產生的效益（策略性

慈善）即為本報告書SROI羅列之總效益，故本報

告書在後續成果檢視時，僅會為個人消費者做成

果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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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OI計算

柑願計畫成本投入

孔雀魚普惠

科技

$1,967,424 

果農 $69,821 

蜂農

$1,195,007 

企業通路

$291,924 
個人消費者 $74,580 

投入資源貨幣化計算

總投入成本

$3,598,756

產業鏈中的投入
與人事、廣告費用等

進貨成本
購買成本

產業鏈中的投入與添
購冷藏設備成本

照顧果園多花費的時
間貨幣化價值

南投中寮柑願計畫 社會影響力報告書

右圖呈現本計畫投入資源的貨幣化計算，列

出五大利害關係人的投入：孔雀魚普惠科技、

果農、蜂農、通路企業與個人消費者，以及

投入的資源類型（金錢與時間），並僅計入

各利害關係人與「柑願計畫」有關的資源投

入。

時間成本投入計算部分，以果農為例，因農

藥減量而導致病蟲害發生機率增加，需花費

更多時間照顧柳丁樹；在收成時，也因為不

噴農藥使柳丁在收成前就搖搖欲墜，落果變

多，要多花時間處理落果。

我們根據果農給予的回饋，統計果農照顧果

園多花費時間，並考量該果農在本計畫契作

果園面積占比／果農本身擁有的果園面積，

將時間成本貨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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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OI計算

目標與成果檢視

柑願計畫長期目標為：讓蜜蜂徜徉在柳丁

園中自由的採蜜，並逐漸恢復人與自然環

境多贏的共好生活，第一年計畫成果如右

圖所示。

SROI 從 產 出 （ output ） 到 成 果

（outcome），討論利害關係人真實的

改變，成果係指介入活動對於利害關係人

所產生的成果，如：身體健康的改善、生

活品質的提升或是成就感的增加等，有關

本計畫的詳細成果檢視與未來方針會於後

續章節敘述。

果農 $1,338,311 

蜂農 $716,986 

當地居民

$114,736 

孔雀魚普惠科技

$1,455,132 

個人消費者

$151,454 

企業通路

$937,057 

受贈社福團體

$19,809 

受贈社福團體的服

務對象 $72,180 

整體環境

$759,741 
柳丁 $138,407 

柑願計畫效益分布圖

效益總現值

$5,703,813

南投中寮柑願計畫 社會影響力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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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OI計算

計算結果

2020年「柑願計畫」計算結果：以3年期郵政儲

金未達500萬元定存匯率0.79%作為折現率的參

考值，得總現值 $ 5,703,813，總現值減去總投入

為淨現值 $ 2,105,057，最後將總現值除以總投入

得到的SROI值為1.58。

*本專案的SROI敏感性分析區間介於1.51~1.60之間

總投入

$3,598,756

總現值

$5,703,813

SROI

1.58

淨現值

$2,105,057

南投中寮柑願計畫 社會影響力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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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願計畫

成果檢視與未來方針

本年度柑願計畫大部分之資訊皆被完善紀錄，可藉由

此SROI報告書提供指導架構。未來在管理上，與利

害關係人有明確的指標做為對話的基礎，對於潛在合

作夥伴也能有效傳達回饋。在執行期間，有「成果數

量」此項予以量化追蹤，以下進行相關說明，並提供

下一年度改善方案，以期透過本研究達到優化專案、

極大化影響力之目的。

柑願第一年計畫的經濟、社會、環境效益分布如上圖所示。產業鏈中的參與者（果農、蜂農、計畫主持

人：孔雀魚普惠科技等）雖從中受益，扣除其投入成本後，發現孔雀魚普惠科技因為投入大量人事與行

銷資源，於第一年柑願計畫的毛利為負；蜂農也因消化柳丁收購量而添購冷藏保存設備、運送過程之耗

損等，造成第一年毛利為負。

從計算中我們發現，歸屬於果農的成果價值佔了總價值的24%，是執行第一年的最大受益群體，對果農

而言是門好生意，可以吸引果農長期持續配合，並帶動更多當地的果農加入柑願計畫。

經濟

$3,555,282 

62%

社會

$1,250,384 

22%

環境

$898,147 

16%

柑願計畫 經濟、社會、環境

效益分布圖

南投中寮柑願計畫 社會影響力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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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願計畫

成果檢視與未來方針

南投中寮柑願計畫 社會影響力報告書

產業鏈亦包含中寮鄉當地居民，增加當地短期工作機會、農會販售的包材銷售

量增加，每一瓶柑願清潔劑銷售收入就會捐20元給鄉內學校，作為教育專款使

用，回饋給在中寮鄉就學的小朋友。

另外，位處偏鄉的社福團體受惠於柑願的捐贈計畫，獲得健康好吃的黑皮柳丁，

而對接的窗口表示：黑皮柳丁不單單是物資獲得，更作為介質來說故事、傳遞

友愛土地的理念；另一社福團體則表示柳丁帶給服務對象快樂，甚至回想起過

去務農時光。

而環境的效益著重在蜜蜂復育與生態改善，探討果農的農作行為改變，是如何

影響蜜蜂、土壤、水域、植物、食物鏈及碳排。為求嚴謹，環境面的評估主要

藉由國內外文獻與客觀證據佐證並行，來盤點效益及定價。最終算出柑願計畫

第一年的SROI為1.58，表示投入1元，產生的經濟、社會與環境效益達1.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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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願計畫

成果檢視與未來方針

南投中寮柑願計畫 社會影響力報告書

透過訪談，我們發現身為供給方的果農，過去部分的成就感，來自於在市集中

銷售漂亮的柳丁，而非生產出無毒、健康的柳丁。由於柑橘類的經濟價值不高，

因此鮮少有契作機會，為了結出漂亮的果實，多年實施慣行農法，付出沉痛的

生態代價，也連帶影響周邊蜂農需經常性將蜂箱搬運至深山，以避免蜜蜂中毒

死亡。

目前契作果農積極參與轉型，但因為土地零碎化，縱使契作果農不噴農藥，鄰

田汙染的問題仍難以避免。蜂農稱孔雀魚普惠科技為「大幫手」，從過去靠自

己的力量和果農友善契作1分地，到如今孔雀魚古比的加入，擴大至契作15分地。

我們相信柑願計畫是骨牌的第一塊，會推動一連串正向效應。未來需要更多願

意參與契作的企業以及願意用消費支持的需求方，並非僅是共同翻轉南投中寮

的柳丁產業，更是以長遠之計、宏觀角度看待健康生態及蜜蜂復育對人類生存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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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柑願柳丁參與契作企業／團體列表

非常感謝支持柑願計畫的消費者，因為有您，我們才能走得更長更遠。

2020／2021柑願柳丁契作企業列表（依筆畫排序）

◼ Be.Bee蜂蜜飲品專門

◼ BMW桃園大桐

◼ BeautyFocus美麗焦點時尚網

◼ 中國砂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未來敘事工場

◼ 台新金融控股

◼ 台灣家樂福

◼ 全鋒事業

◼ 悠遊卡投資控股

◼ 膳安國際（玉膳坊頂級月子餐）

2020／2021柑願柳丁契作團體列表（依筆畫排序）

◼ 台大EMBA 95C

◼ 台北金融扶輪社

南投中寮柑願計畫 社會影響力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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