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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題所談 Impact Investing 香港取其涵義，譯為「創效投資」；台灣則取其

字義，譯為「影響力投資」。請參閱本網站「知識平台」的「社企 101」中，另

一篇有關 impact investing 的入門作品：創效投資人指南－從微型金融學到的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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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多人體悟到，除了公益團體與政府機構的援助，私人事業愈發能在解決社

會與環境問題上貢獻心力。在此同時，愈來愈多的投資者更表示其欲求「在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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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行善」。這些人即所謂的影響力投資者 (impact investors)，他們尋求有益

於社會或環境的財務投資契機。然而，隨著影響力投資的快速成長，隨之而來的

問題之一，便是如何評估影響效能，以及擔憂對於同時達成社會影響與市場報酬

率，抱有潛藏不切實際之期望。 
 
這篇文章是針對一些欲知其投資是否能確實促成社會或環境（以下簡稱「社會」） 
目標的影響力投資者而寫。我們以下介紹影響的三個基本參數 (parameters)：企

業影響力 (enterprise impact)，投資影響力 (investment impact) 及非貨幣性影響力 
(nonmonetary impact)。企業影響指的是被投資企業所提供的貨品、服務或是其它

利益的社會價值。投資影響意指特定的投資者對企業所創社會價值的財務貢獻。

非貨幣性影響反映出投資者、基金管理人和其他人在貨幣以外，對企業之社會價

值包羅萬象的貢獻。 
 
在影響力投資中，評估企業影響力的方法與一般評估並無任何差異，而該影響若

被不定時地應用在公共政策與公益事業時，則相對易於瞭解 1。這篇文章主要的

貢獻在於闡明投資影響與非貨幣影響的概念。我們所考量最新及最引人好奇的問

題，即是否與何時投資者能夠在其投資中，同時獲得風險調整後的市場報酬率的

收益及產生真正的社會或環境影響：意即，投資者能否在賺錢的同時，也能有所

作為？許多影響力投資基金宣稱他們的投資者做到了 2。最近的一項研究指出，

在其估計有四億資金規模的影響力投資市場，大多數的投資獲得了市場報酬率的

收益 3。 
 
我們斷定一個特定的投資，只有在比投資前增加企業的社會成果質量，才會產生

影響。根據此定義，顯而易見地，補助  (grant) 或讓益投資  (concessionary 
investments) （即犧牲一些財務所得來達成社會效益的投資）能有所影響：假設

上，一個尋求市場報酬率收益的一般投資者，不會以同樣優惠條件提供資本。 
 
但如果一位影響力投資者不願意做財務上的犧牲，那麼他能做出甚麼市場無法提

供的貢獻呢？我們相信在公開上市的大型股市場，答案是「沒有」: 即使是相當

大手筆的個人投資，也不會影響這些基本上是完全市場 (perfect markets) 的均衡 
(equilibrium)。但一些小型的私人市場固有的摩擦或瑕疵，可能為產生市場報酬

與達到社會影響帶來一線生機；例如，一位對風險與潛藏的社會與財務報酬持有

獨特見解的人，可能就會把握他人棄置之投資機會 4。 
 
投資影響力的癥結點，對於投資人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如果投資人想要的不僅

僅是良好的公關，或常與慈善事業連結的一道「溫暖光芒 warm glow」5，而是

真的想要有所作為（達成實際影響）。雖然我們並不排斥賺取符合市場報酬率的

財務收益，而同時又能達到社會影響效果的可能性，但對於影響力投資市場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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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符合這項說法的可能性多寡，我們仍持懷疑的態度。只有同時檢視某特定投

資的企業影響與投資影響，這類問題才能得到解答。在此我們的目標是要為這些

研究創造一個框架。 
 

影響力投資的基本概念 

影響力投資的定義 影響力投資者竭力尋求對於社會或環境有益的成果，而這種

成果僅能透過其投資的社會企業來達成。在國際開發與碳交易市場 (carbon 
markets) 中，這被稱作「資金增益 additionality」6。在此核心理念下，「影響力

投資」業務的廣泛定義為：於足以產生社會或環境商品、服務或附加利益（例如

創造就業）的企業積極地置入資本，以期能獲得從高度讓益到高於市場的財務報

酬７。 
 
副詞「積極地」排除了負面的投資篩選。這並非在價值層面做評斷，而是反映了

普羅大眾對於影響力投資的了解，亦即其僅涵蓋平權投資  (affirmative 
investments)。在影響力投資的領域內，我們包含了犧牲些許財務收益，以達到

社會效益的讓益投資 (concessionary investments) 與預期至少有風險調整後的市

場報酬率收益的非讓益投資 (non-concessionary)8。 

 
目標的固有主觀性 (The Inherent Subjectivity of Goals)：相異的影響力投資者之

目標有著雲泥之別－在非洲的目標是預防瘧疾，或改善兒童的營養狀況，培養能

源效率或是促進社區發展。有時投資者的目標可能會彼此競爭：彼得可能想在亞

歷桑納州創造就業機會，而保羅想造福加州，而瑪莉則想在墨西哥奠基－就算只

是在某個地點蓋一間工廠，可能因此而剝奪其它地區的工作機會
９
。另外，一位

投資者汲汲營營欲成就的目標，也許為其他投資者棄如敝屣。例如，正當大多數

的人在歡慶某家眼科診所可以提供低價位的眼科手術時，另一些人可能竭力反對

診所提供廉價墮胎手術。 
 
簡而言之，影響力投資目標的可能範圍確實如同慈善公益的範疇浩瀚無垠。從道

德觀點來看，一個人會力捧一些目標，認定其更甚它者，並且譴責另一些他認定

不妥的目標。但是這些問題已超越本文範疇，就連哲學家也爭論不休幾個世紀了。

不管好壞與否，一個活動是否在達成具體目標時發揮影響力，其本質上仍是一個

技術性、價值中立的問題 10。 
 
影響力投資者的投資目標是相當主觀的，這並非意味著讀者必須全盤接受並肯定

目標的有效性。你也許認為一些目標會帶來負面的社會價值，而否定其中某些目

標。甚至在所有你皆認定為正向的目標中，必然會有一些在你眼中更甚於它者－

舉例來說，為金字塔底層 11 (base-of-the-pyramid, BoP) 的族群提供更多乾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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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在矽谷創造就業要來的迫在眉睫 12。的確，對目標之固有主觀意識會使你做出

這樣的判斷 13。 
 
意向性 (Intentionality)：如同慈善家一般，影響力投資者始終意圖 (intend) 達
成社會或環境目標。定義上，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動機 (socially motivated )。他們

的目標可能非常具體，如提供非洲某地區的居民抵抗瘧疾的蚊帳，或是非常普遍

性的目標，如做一些對環境有益的事 14。 
 
相反地，社會性中立的投資者 (socially neutral investors) 則不在意投資產生的社

會結果 15。許多捐贈行動以社會中立的態度進行投資，就像一位個人投資者透過

理財經理或基金進行投資，這些人唯一的任務就是使財務報酬最大化 16。對社會

中立投資者的想法感到沮喪的讀者，可以開始思索他們會要求個人的退休基金經

理，尋求達成社會或環境目標以及財務目標的程度。有些人會這麼要求，但大多

數人並不如此。 
 
也許真有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境界，所有投資者皆有社會及財務目標動機，因此

所有的投資都可被稱為「影響力投資」。但即使在這樣的世界裡，只要投資者擁

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目標，某個特定投資者受社會動機驅使的投資行為，將會在一

個其他投資者並不具有相同目標的市場中進行，因此該特定投資將會是社會中立

的。 
 
不論投資者的意圖為何，這篇文章中探討的最基本問題，乃是一項事實：一個投

資是否具有實際社會影響力 17。雖然社會影響可以不經意地被達成，這並不意味

著如此意圖是無足輕重的。首先，可以僅以一個特定目標之著眼點，來衡量結果

與評估影響力。並且在商業與公益領域中，就如同其他生活層面一樣，人們較可

能達成其欲促成之結果。 
 
然而，將影響從意圖中抽離的結果之一，即是社會中立投資者能在無意中產生影

響－無論是就他們自己的或是他人的價值觀而言。例如，在只被利潤所驅使的社

會中立投資人之推波助瀾下，在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都已促成電信公司發揮其社

會影響力。 
 
「影響」的本質：反事實的中心性 (The Nature of “Impact”: The Centrality of 
the Counterfactual)：在下文中，我們所要探討的是影響的三個參數。 (1) 企業

本身的影響，(2) 投資者對企業影響之貢獻，以及(3) 非貨幣性活動對企業影響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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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有影響力意味著一種「若非」的因果關係 (but-for causation)，因此取決於「反

事實 counterfactual」的構想－亦即若特定的投資活動並未發生，那將會產生甚麼

結果。如果企業產生的社會成果只有在其投資行為下才能產生（要不是有該企業

的投資，就不會有如此社會成果)時，企業本身的影響力才會產生作用。而且，

一個投資或非貨幣活動要能具有影響力，就必須具備增益性 (additionality)－即

該活動必須增加企業社會成果的質或量，其增加幅度應超越若無活動介入時的情

況。以下我們會在每個部分陳述更多關於反事實之內容。 
 
企業影響力 (Enterprise impact)：投資者或其他參與者的影響力，最終取決於其

所支持之企業的影響力。企業能在數個可能方法中產生影響力。其中前兩項是源

遠根深的： 
 

 商品影響 (Product impact) 指的是企業所生產的貨品或服務之影響力

（例如，提供預防瘧疾的蚊帳、乾淨的水、金融服務或高效能源）。 
 
 經營影響 (Operational impact) 指的是企業在雇員健康及經濟保障上管

理業務之影響力，其在作業上對其所在社區，在就業上或其他社區福祉

方面的影響力，亦或是其供應鏈及本身作業上對於環境的影響 18。其中

一些被稱作環境、社會及治理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要素 19。 

 
 
當一個企業與其他企業在作業上相互合作時，商品或經營影響力有時能夠倍數成

長。因此， 
 

 集體影響 (Collective impact) 指的是非營利組織、基金會、政府機關以

及企業群策群力，解決社區相關問題的影響力。 
 

 部門影響 (Sector impact) 指的是企業影響力超越其原特定使命，而對

其經營的市場和部門產生影響。例如，一個企業在滴灌方面的試驗計畫，

或許能指導農民關於其可提供的利益，發展對於滴灌的需求，並彰顯該

業務之可行性；它也能發展適用於其他種類企業的供應鏈。此外，某一

地區的創業家高密集度可能為其他企業帶來外溢效應  (spillover 
effects)21。除非一個企業具有商品或經營上的影響力，否則該企業不太

可能具有部門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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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企業影響力的理論架構對於產出 (outputs) 與成果 (outcomes) 之間做出了

重要的區別。所謂的產出是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或服務；（最終的）成果是產出對

於人們生活改善之影響。因此影響力投資者應該會提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疑問： 
 

1. 預期的產出（無論是產品或經營上的利益）將會達到哪種程度？ 
 

2. 產出將會興利預期成果至哪種程度？－只因反事實推論認為任何事件

都會造就成果。 

 
試想一個投資者支持一個生產及銷售蚊帳的組織，該組織的目標是減少瘧疾帶來

的疾病與死亡率。第一個疑問聚焦於蚊帳是否有確實被製造並發送出去。答案主

要在於仔細查究組織產出的質與量。 
 
第二項疑問是蚊帳是否在目標人群中確實減少瘧疾發生率。比方說，即使蚊帳普

遍有效，並且在目標人群中確實產生預期成果，那麼瘧疾的減少能否能歸功於企

業的努力？或許瘧疾減少是因為疫苗接種或蚊類根除計畫不約而同地發生。亦或

許企業僅僅取代了政府機構，或因無法爭取影響力投資補助，而喪失競爭力的那

些普通企業之產出。第二個問題典型的因應之道，為利用與評估公共政策與慈善

公益成果相同的社會科學方法－例如，隨機控制研究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準實驗技術 (quasi-experimental techniques)、計量經濟分析 (econometric 
analysis) 以及其他類似研究等 22。 
 
針對一些評估企業的社會或環境績效常用的測量準繩，影響力投資領域已發展出

標準化的衡量指標 (standardized metrics)：「影響報告與投資標準 Impact Reporting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 IRIS」以及被稱為「全球影響力投資評等系統 Global 
Impact Investment Rating System, GIIRS」之評級系統。雖然 IRIS 含括了一些產出

評量，其主要涉及的還是財務與經營評量。GIIRS 則是一項包含五大類的調查：

經營面導向的領導力、雇員、環境與社區，及產出導向的商品與服務。 
 
雖然 IRIS 與 GIIRS在評估成果上跨出了開創性的一步，卻依舊望塵莫及。例如，

假設一位影響力投資者深信那些企業提供的工作，足以使蔓延金字塔底層人口的

貧窮銳減，IRIS 與 GIIRS 就能衡量該組織雇用人數的多寡，而非那些工作的社

會價值。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最明顯的是微型金融領域 23－至今少有評估社會企業成果

的措施。這類的評估要價不斐，並向來是受到私人基金會和國際發展機構（例如

世界銀行）的資助。現行評級系統的淺薄或許反映了費用、複雜度以及通常混沌

不清的評價結果。如此看來，影響力投資與慈善公益相去不遠，而慈善公益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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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創建一個評估非營利組織績效的完善系統。但缺乏數據與分析，使影響力投

資者難於評量其所投資企業的社會影響力。 
 
量化企業影響力的架構 (A Framework for Quantifying Enterprise Impact)：若

影響力投資者應用評量財務績效的相同標準去評量社會影響力，他們一定不會滿

足於僅只獲知一個投資將會有一些 (some) 社會影響力，而必定欲估計其影響之

多寡程度。他們會要求所投入的資本能最大化某一特定目標的影響力；而且，如

果預期的影響力太低時，他們可能就會轉而追求替代目標。因此企業影響的強度

分析，牽涉到對成本效益與社會效益的評估 24： 
 
社會價值 =（社會效益）／（生產成本） 
 
就應用在企業影響力而言，此成本指的是產生一單位所需社會效益之成本。例如，

對執行低成本的白內障手術的醫療科技企業，其成本就是控制在讓每位病患視力

恢復的每人平均成本上 25。社會價值是衡量企業在達成企業影響力之效率－一般

稱作如何「事半功倍 bang for the buck（獲得更多的利潤或價值）」。 
 
將企業的社會效益形容為「視力復原」，並無法具體說明投資者於該效益上創造

多少價值。雖然健康經濟學家  (health economists) 已發展出一套衡量失能 
(disabilities) 如何影響生活品質的評量方法 26，基於同樣的理由，投資者的社會

目標在本質上是主觀的，而他們所投入以達成特定目標的金錢價值 (dollar values) 
亦是如此。由於闡述這項觀點相當複雜，並對本文要旨僅有輔助作用，因此我們

將這項論點歸於附錄中。  
 
我們必須注意到，任何企業影響力的評估都應該考慮到其淨影響力 (net impact)，
同時斟酌企業的危害及效益。試想一家公司製造實用的蚊帳（好的影響），但其

員工卻在惡劣環境下工作（壞的影響）。然而，一位同時在意這兩種價值的投資

者，不論如何粗略地估計，都應該考量如何得到最終的影響力 27。 

 
就大多數的社會計畫來說，企業影響力的面貌極其難以撥雲見日。因其在他處已

被詳盡地分析 28，我們進而著重在其他兩種至今沒有被定義，更沒有被分析過的

影響形式－投資影響力及非貨幣性影響力。然而，少了企業影響力，投資及非貨

幣活動亦無法發揮影響力。因此，在探索這類議題時，我們會假定一個特定的企

業有充分的影響力，足以證明投資者與媒介者對支持該企業的付出的正當性。 
 
投資影響力（資本效益）Investment Impact (Capital Benefits)：作為一個探討投

資影響力的基礎，應先考量投資者個人動機與目標。就如先前所提到的，一個投

資者可能是社會中立的 (socially neutral) 或有社會動機的 (socially moti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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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中立投資者僅以期望的財務報酬作為投資考量。 

 
 社會動機投資者重視企業所生產特定產品（例如，微型金融、乾淨能源

等）或副產品（例如，為貧困的鄰里創造工作機會），因此他們對投資

能夠增加社會公益產出之質與量，同時也能顧及本身財務報酬的企業比

較有興趣。 

這些社會動機投資者分為兩大類： 
 

 非讓益投資者不願為達到社會目標而犧牲財務。 
 

 讓益投資者甘願做一些財務犧牲－不論是承受較大風險或接受較低財

務報酬－以實現其社會目標。 
 
在影響力投資用語中，這些社會動機投資者分別被稱為「財務優先 financial first」
與「影響優先 impact first」投資者 29。大部分具有「雙重效益 double bottom line」
的影響力投資者是非讓益投資者。在公益方面，非讓益性社會動機的投資稱為使

命相關投資 (mission-related investments, MRIs)，並與一般具有讓益性的專案相關

投資 (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s, PRIs) 涇渭分明 30。 
 
投資要產生影響需達到增益性 (additionality) 的標準－即一個投資的執行，相較

於不執行時，要能增加企業社會產出的質與量。假定在投資時，企業能夠有效率

地吸收更多資金 31，如果該投資能提供較多或較低成本的資金，那麼該投資便會

產生影響。 
 
身為麥克阿瑟基金會  (MacArthur Foundation) 的專案相關投資總監，Debra 
Schwartz 用押頭韻的方法，以五個 P32 概述了影響力投資者能提供的資金效益，

而我們加入洞察力作為第六個 P。 
 

 價格 (Price)－低於市場價格投資 
 承諾 (Pledge)－提供貸款擔保 
 立場 (Position)－接受以後償債權或股權 (Subordinated debt or equity ) 

進行投資 
 耐心 (Patience)－願較長期的投資退場時間 
 用途 (Purpose)－資本投資在適應企業所需上保持彈性。 
 洞察力 (Perspicacity)－對一般投資者所看不見的機會明察秋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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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金效益 (capital benefits) 使企業得以試驗、規模化或追求社會目標；如果

沒有這些資金挹注，企業將無法達成相同程度的成就。前五項特別與預期低於市

場報酬率的投資相關。影響力投資者所提供的資金效益的極端情況，是企業接收

不到任何來自社會中立投資者的資本 33。至於第六項「洞察力」，則扮演著能同

時達到市場報酬率與社會影響力的關鍵角色。 
 
讓益投資 (Concessionary Investments)：讓益投資意指犧牲一些財務報酬以實現

社會效益。所犧牲的報酬實際上是一種慈善捐助或補助金。假設企業可以有效率

地配置這些額外資本，就定義上來說，一個讓益性投資便產生實際的投資影響，

因為該投資成功地使企業取得原本可望而不可及的可用資本。試想影響力投資者

從事讓益性投資的三種普遍情況。 
 
支持萌芽企業 (Supporting nascent enterprises)。許多有志於財務永續的社會企業，

在萌芽階段還是需要依賴「企業慈善事業 enterprise philanthropy 34」，及願意比一

般市場投資者承受更高風險的高度讓益投資。這對服務金字塔底層的族群的微型

金融與其他社會企業而言是正確的，他們通常需要仰賴科技和行銷創新，並需要

在產生任何財務報酬前，就先作出重大的投資。例如： 
 

 試圖減少肥胖症的過程中，加州新鮮食品工坊 (California FreshWorks) 
對投資時機尚未成熟的創新構想進行補助，目的在招募健康食品零售商

進駐資源不足社區 (underserved communities)。此舉深獲商業銀行、影

響力投資者以及私人基金會支持 35。 
 
 敏銳基金會  (Acumen Fund) 在印度為一家服務金字塔底層客戶的

「1298 救護車專線 Dial 1298 for Ambulance」，進行了一筆 150 萬美元

風險性高於投資報酬率的股權投資。結合技術援助，這項開創性的投資

幫助 1298 救護車專線在新社區擴大經營業務，並從要求市場報酬率的

投資者取得資金 36。 
 
 根基資金 (Root Capital) 在非洲與拉丁美洲貸款給早發期 (early-stage) 

的農企業，這些企業面臨「消失的中間 missing middle」借方—它們的

規模對微型金融而言太大，但對商業銀行而言又太小 37。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發展創新創投 (USAID’s Development Innovation 

Ventures) 為社會企業提供補助，作為創業前期資金 (seed funding)、新

創事業及測試，進而擴大規模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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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慈善公益家與讓益投資者外，創業家與中間媒介機構常以讓

益人力資本 (concessionary human capital) 的形式提供補助金，即使這會使他們

犧牲投資報償，也無能收復損失的希望。 
 
補助運作中的企業。一些發展成熟的社會企業沒有能力負擔所有成本，因此需要

一些願意放棄某種程度財務報酬之投資者的持續支持，以實現社會效益。例如： 
 

 在 1994 年，美國財政部設立了社區發展金融機構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DFIs)，予以「經濟蕭條的社區取

得信貸、股本、資金與基本金融產品」39。後來，卡爾佛特基金會 (Calvert 
Foundation) 開始提供低於市場利率的卡爾佛特社區債券  (Calvert 
Community Notes)，所得資金轉而以低於市場利率，投資在服務資源匱

乏社區的非營利組織與經營社區小型企業的 CDFI 認證之社區組織 40。 
 
 RSF 社會金融 (RSF Social Finance) 提供投資貸款與投資基金的機會，

在食品、農業、教育及其他領域，支持各式各樣的社會企業。一般投資

者可以預期某些有限的回報 41。草根商業基金 (Grassroots Business 
Fund) 則以類似的報酬率在開發中國家提供與 RSF 相同的機會 42。 

 
 在印度預防眼盲的 Aravind 眼科醫院則從所得利潤支援其運作，但卻

仰賴慈善捐款來擴大經營 43。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種融資既有企業的形式，涉及同時層疊存在的讓益性與非讓

益性投資，試圖以前者力量帶動後者發展。此即一些政府補助之用意，而一些私

人影響力投資者也能提供這種補助。 
 

 社 區 發 展 金 融 機 構 基 金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und) 透過投資稅額扣抵 (tax credits)，來補貼CDFI投資，

以支援社區組織 44。 
 
 透過美國國際開發署的開發信貸局  (USAID’s Development Credit 

Authority)，政府在開發中國家提供讓益性貸款擔保，以動員調度商業

市場報酬率投資 45。 
 
 藉由提供彈性資金，紐約市收購基金 (The New York City Acquisition 

Fund) 為開發商設計了一套針對推廣平價住宅 (affordable housing) 的
發展方案。麥克阿瑟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赫隆基金會、羅賓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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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Starr 基金會與福特基金會亦加入該城市，提供後償債權與貸款

擔保。或多或少的非讓益性投資者包括美國銀行、 摩根大通銀行及匯

豐銀行 46。 
 
 在 2012 年，紐約市與彭博慈善基金會、高盛集團與人力實證研究公司 

(Manpower Demonstration Research Corporation, MDRC) 共同創立美國

第一個社會影響力債券 (social impact bond) – 紐約市青少年犯行為學

習體驗專案 NYC ABLE (Adolescent Behavioral Learning Experience) 
Project for Incarcerated Youth。MDRC 已與該市簽約，企圖降低在雷

克島監獄監禁的青少年之再犯率。隨者彭博慈善基金會的一筆補助得以

使其風險降低，高盛集團作了九百六十萬美元的投資，而該筆投資將由

紐約市政府根據專案成功程度而支付費用。假若降低累犯率成功達到一

定目標，高盛集團將獲得與典型的社區開發貸款同等的財務報酬 47。 
 
 
讓益性投資者需要施惠於非讓益性投資者，使其得以獲得市場報酬率一事，可能

會讓有些人覺得不堪。但若參與一個層疊的架構，能吸引原本不會來投資的市場

利率投資者之資本，那麼不管難堪與否，讓益性投資還是具有其投資影響力的。 
 
作為補助性質的讓益性投資，具有重新分配的功能或矯正市場效率的缺失－例如，

一個企業自己無法享有其所創造之公共利益的效益。但事實卻是，一個具備讓益

性質的投資並無法保證其能創造一個淨正面的社會影響。補助也能掩飾一個企業

的無能並排擠良性競爭。補助微型金融與社區發展機構，在不同情況下，兼具正

面和傷害性質。 
 
非讓益性投資 正當低於市場報酬率投資者為企業提供資本效益之情形顯而易

見時，期望市場（或更高的）報酬率的投資客如何與何時產生投資影響的情況就

不是那麼清楚。然而大多數的影響力投資空間，已被承諾提供投資者社會價值產

出與至少市場報酬率之資金所佔據。例如： 
 

 英國的橋梁創投 (Bridges Ventures) 基金，斷言其產生「財務報酬兼社

會與環境效益」48。當中較具特色的投資對象就是 The Gym。這個組織

為「一天 24 小時營業，並主要坐落在資源缺乏地區，在以用途為考量

而建造的健身房，供應成本低廉的健身設備。」 
 
 均衡資金 (Equilibrium Capital) 在永續性農業、環保房地產與綜合土

地管理領域中，提供「初次試產 (alpha producing) 和追求永續性為主

的投資產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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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var Equity「藉由給全球網絡資源貧乏的孤立社區，提供基本必要服

務」，提供「出色的投資報酬」50。 
 
 
而一些依法要求，應依市場報酬率投資客戶金錢的法人投資者，仍舊從事有社會

動機的投資，並且推斷深信其能兼備產生社會與市場報酬。例如： 
 

 退休養老基金例如，美國教師保險年金協會 -大學退休權益基金

(TIAA-CREF) 與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會  (CalPERS, the 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投資那些宣稱能夠提供社會價值

商品與服務，同時提供市場報酬率的企業。TIAA-CREF 已對目前在開

發中國家提供貸款與其他相關銀行業務予中小型企業的 ProCredit，做

了三千四百萬美元的投資 51。CalPERS 已透過本身訂定以無汙染科技為

目標的另類投資管理的環境科技企劃，投資超過 1.3 億美元。 
 
 
當前，我們並不會質疑一些基金經理人斷言其投資成果豐碩，也不認定像

TIAA-CREF 之類的退休基金僅操作非讓益性投資。當務之急便是如何使投資產

生投資影響力。根據我們對於資金增益性的標準，從事投資必須比不投資時，提

升社會或環境成果的質與量－反事實效果的主張是，一般的社會中立投資者在任

何情況下，皆會提供相同資金。依照這種資金增益準則，那麼一個影響力投資者

該要如何預期市場報酬率，同時還能提供企業資本效益？畢竟，若這是一個良好

的投資，那不難想像社會中立投資者也會共襄盛舉。 
 
大多數的經濟學家皆認為，社會動機投資者想要藉由購入其股票，來增加股票上

市公司的公益產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設想一個社會動機投資者購買一間股票上

市企業的股票，以期增加其社會公益的產出。一般來說，尤其如果股票是由現有

股東手中購得，那麼該公司即使有任何的效益，也將會被大大削減 52。 
 
總之，影響力投資通常並不會發生在大型企業市場，反而發生在受限於市場摩擦 
(market frictions，金融市場中的摩擦是指金融資產在交易中存在的難度)的領域。

雖然其中一些摩擦會使社會中立投資者卻步，使之不願投資有社會價值的企業，

但影響力投資者仍舊可能善加利用此機會，以獲取兼具社會效益與市場報酬率的

財務回報。這些摩擦包含： 
 

 資訊不完全 (Imperfect information)。 廣大的投資者可能不明瞭特定機

會－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的企業，或在美國及其他已開發國家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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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企業－更遑論取得風險與預期回報的相關資訊。若社會中立投資

者高估風險或低估機緣，他們將錯失良機。 
 
 對同時達到財務回報與社會影響持懷疑態度。 廣大的投資者可能會對

在社會與環境價值方面備受推崇的企業所產生的市場報酬率，抱持不合

理的懷疑態度 53。相反地，社會動機投資者殫心竭慮欲求社會成果之心

態，當然可能造成他們誤信投資結果優於其實質成果。 
 
 僵化的體制規範。 法人投資者有一定的經驗法則與規範－實際上，體

制的啟發法則－為典型的個案簡化決策過程，但這可能會排除有潛力的

影響力投資，舉例來說，因為它可能比基金的規範需要更大的彈性（例

如，需要更長的時間運作）。 
 
 規模太小。  與類似的私募股權  (private equity) 或創投資金投資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相較之下，典型的影響力投資規模小多了，

但不管其社會價值，善良管理人的詳實審查義務與其它交易成本的最低

門檻，足以使投資資金吸引力每況愈下。 
 
 有限的退場策略 (exit strategies)。 在許多開發中經濟體，證券市場發

展不夠充分，無力為投資者提供可靠的選擇，以及時退出投資。 
 
 治理問題。 開發中國家或許會有不合時宜的治理與法律體制問題，為

財產權、合約執行、賄賂等造成不確定性。要在這樣的體制下運作，需

要有經驗的實務專家或人脈關係，而這些是一般投資人所不具備的條

件。 
 
 
我們相信非讓益性投資者，尤其可能在資訊不完全的條件下產生投資影響力－例

如，在社會或環境利基市場，影響力投資基金經理或其他中間機構在現場具有特

殊專業知識或情資。完全競爭市場運作上是全知的，但影響力基金經理曾說：（套

用均衡資金的 David Chen 所說的一句話），「我能預見你無法想像的事。（I see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see.）」。 
 
社會動機投資者或許極有興趣辨識這些機會，甚至在非讓益性投資利率上，可能

產生某些影響。這極有可能是ㄧ些企業，像是橋梁創投、均衡資金與 Elevar Equity
等，能聲稱達成雙重效益且成功運作的原因。更有甚者，雖然可能會有人質疑表

面上看起來是非讓益性的投資，是否以風險承擔或外加一般投資者不會從事的高

成本之善良管理人詳實審查的形式，隱藏了其讓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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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發展的弧線：對一開始即仰賴讓益性資金的大多數企業來說，最理想的成果

就是最終產生市場報酬率，並吸引許多社會中立投資者。此時，影響力投資者已

將企業帶入市場，完成其任務，影響力投資的故事也進入尾聲，企業此時也受到

顧客與一般市場投資者的支援。 
 
但願，這會是在印度將稻米殼轉化成電力的 Husk Power Systems (HPS) 公司的

未來發展。從一開始，HPS 已有許多獎項獎金、補助款與讓益性投資的資助 54。

在 2008 到 2011 年間，殼牌基金會 (Shell Foundation) 對此企業提供四項補助，

分別是研發、試驗計畫、擴張與人力資源發展等資助。在 2009 年，幾個社會投

資者包含敏銳基金會 (Acumen Fund)、Bamboo Finance、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
與 LGT Venture Philanthropy，以低於市場利率，提供總共一百六十五萬美元的貸

款給 HPS55。連同政府對供應電力予無供電 (off-the-grid) 村里之公司的補助，這

些基金幫助 HPS 從一個小型新興公司，成長茁壯為一個供電遍及整個印度總共

有二十萬社區人口的企業 56。在 2010 年，HPS 從 IFC 募集了一百二十五萬美元
57，並在 2012 年持續從敏銳基金會與 Bamboo Finance 所領軍的 A 級（首次公開

募股優先股）創投融資回合 (Series A financing round) 計畫獲得五百萬美元，而

LGT Venture Philanthropy 也參與其中 58。該公司的管理部門與資助者有信心，其

股票最終將能在印度的股票交易市場上市。 
 
微型金融的近代史在整個業界有同樣的故事，但不同的地區和機構有著不同的命

運。故事始於提供鄉村銀行 (Grameen Bank)、孟加拉復建協助委員會 (BRAC)、
太陽銀行 (BancoSol) 與其他微型金融機構的補助，以發展執行並證明此概念可

行，後續支援方式還包括讓益性貸款與股權投資 59。 
 
雖然至今許多微型金融機構仍仰賴補貼性投資，但與日俱增的市場投資客紛至沓

來 60。例如，在 2007 年，高知名度的分享銀行首次公開募股時，造成供不應求

的狀況 61；至今，一些主流的金融機構，例如花旗集團 (Citigroup)，已開辦微型

信貸業務 62。但這些普遍具正向性的故事，卻也隱藏了黑暗面。當微型金融機構

之財務吸引力與日俱增時，他們卻可能採取會危及他們社會使命的措施－引來批

評的砲火對準分享銀行等機構 63。在下面非貨幣性影響章節，我們敘述幾個針對

這種使命移轉 (mission drift) 問題的可行解決辦法。 
 
一個決定投資影響力的起始點 其實很難斷定非讓益性投資者一定能在不完全

市場 (imperfect markets) 中產生影響力。比起那些社會中立的同行來說，社會動

機投資者在容易判斷拙劣與熱衷追隨潮流上，毫不遜色。不論潔淨科技領域的價

值為何，要判定在潔淨科技基金殺出一條血路，並擠下相對能充分資本化基金的

環保動機投資者之影響力，具有一定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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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且不提一時熱衷，與投資在資金缺乏的新興企業或成長中的企業相較之下，在

充斥社會中立投資的企業投資的影響力相對不足。前述的分析並不是一個不變的

公式，而是尋求提供特定投資的案例研究，一個能揭開投資影響力的起始點。 
 
非貨幣性影響 在提供資金之外，基金經理人連同投資者與其他參與者，可藉由

提供一系列的非貨幣性效益來改善企業的社會產出。我們以它們在影響力投資階

段出現的次序，描述如下。 
 

1. 為社會企業與投資者改善有利環境 
2. 找出並推廣影響力投資機會 
3. 匯聚資本並提供其它相關投資服務 
4. 提供企業技術與治理協助，並協助其建立策略性關係 
5. 吸引社會中立投資者 
6. 護衛企業社會使命 

 
在詳細地討論這些活動之前，我們應該知道一些非貨幣性效益與影響力投資者之

財務投資緊密相關。例如，一個投資可能向其他潛在投資者，傳達示意該企業是

值得他們考慮的投資標的，或者社會動機投資者可能獲得對於該企業之充分掌控，

以確保社會使命必達。 
 
回歸到人力資本的角色方面，我們也應知道非貨幣性服務有時也會以讓益性報酬

率的方式提供。影響力投資基金的雇員或是其它在這領域的相關組織，可能藉由

接受比純粹商業機構中較低的薪資，來實際資助投資過程。 
 
1) 為社會企業與投資者改善有利環境。 我們一開始即討論能在各領域間出現

的整體宏觀層面效益，而非僅針對單一特定企業。政府及一些基金會提供資金，

來改善社會企業與其投資者從中運作的社會、政治及監管環境。在 Priming the 
Pump 一文中，Omidyar Network 的 Matt Bannick 與 Paula Goldman 講述「提升競

爭、確保消費者保護，與促進創業家精神能加速…工業領域的發展」64，例如： 
 
 圓石微型金融研究院 (Boulder Institute) 為微型金融機構發展計分與

評級模型，奠基基準評價，引進一個資源開放管理資訊系統。此機構也

培訓數以千計的微型金融機構從業人員 65。 
 
 世界銀行在治理與公部門管理方面一部份的業務，即在開發中國家尋求

改善法治，並減少貪腐現象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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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供此類公共利益外，一套在某領域規劃完整的投資，其可能催化市場的程

度，大於對個別企業的隨機投資總合。對微型金融機構的投資，在許多地區已有

如此影響效果。 
 
2) 找出並推廣影響力投資機會。 影響力投資的媒介機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

他們能發現投資機會，並使之呈現在投資者眼前，如此有助於克服先前所提到的

資訊錯誤。例如： 
 

 Agora Partnerships67 在中美洲地區的社區尋覓早發期影響力投資機會，

專注在那些因規模太大而得不到微型信貸支援，或規模太小得不到傳統

銀行或創投基金融資的小型及成長型企業。其客戶，像是 Draper 
Richards Kaplan Foundation 等，即與 Agora Partnerships 合作，以追求此

地區的影響力投資的機會。 
 
 Villgro68（the Rural Innovations Network 的前身）連結創業前期資金提

供者 (seed funders)，像是 Ankur Capital、the Unitus Seed Fund 與阿啟恩

創投實驗室等，與在印度鄉村致力於從事改善生活的社會企業，否則它

們難有其他管道獲得創業早發期資金 
 
 網路創造了嶄新的組織，例如 Kiva69 為特定企劃促成個人對個人的借

貸；Microplace70 在運作中的社會企業促進投資；以及 Indiegogo71 幫助

提供資金給新創企業 72。 
 
這些活動的價值與對選擇投資企業時之詳實審查的品質有關，這最終並關係著企

業的社會影響。 
 
3) 匯聚資本並提供其他相關投資服務。 基金經理人及其它中介機構，藉由創

造規模經濟來降低交易成本。他們同時也提供影響力投資者技術上的支援（而非

供應給企業本身，此點以下第四點繼續討論）。一些例子包含： 
 

 先前所提及的橋梁創投、均衡資金與 Elevar Equity。 
 
 一家位於舊金山的顧問公司，Imprint Capital Advisors73 協助一些基金

會或家族公司發掘國內與國際間有關影響力投資的機會。例如，Imprint
引導一些基金會投資一間名為 Southern Bancorp 的美國開發銀行，該銀

行提供銀行業務外，也提供瞄準減少困頓鄉村社區的貧窮與失業之非營

利服務 74。該組織亦為提供營養餐點給貧窮公立學校學生的 Revolution 
Foods 尋求支援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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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企業技術與治理協助，並協助其建立策略性關係。 基金經理人與其他

第三方所提供的非貨幣性效益範圍甚廣，從對尚未發展成熟的萌芽企業提供技術

支援，到協助發展成熟的企業拓展與顧客、供應商及其他夥伴的關係 76。例如： 
 

 Endeavor Global 動用經驗老到的商業專家及 MBA 學生團隊，協助有

潛力的創業家達成各類商業挑戰，如從募集資金、到人力資源發展及創

建並議定投資意向書 (term sheets)77。 
 
 Root Capital 所設計的財務諮詢服務，主要用以加強非洲及拉丁美洲具

有高度發展潛力之社會企業商業進程。培訓模組主要集中於商業及行政

管理、財務規劃、風險管理、會計及貸款申請等。同樣地，除了投資基

金之外，Grassroots Business Fund 也有一個提供技術指導予投資對象

的公益部門 78。 
 
 協貧資詢中心 (the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CGAP) 為一個

獨立的政策與研究中心，致力於為世界上的貧戶增加財務收入。該組織

提供市場情報與提升標準，並為政府、金融服務供應機構、捐助者及投

資者提供諮詢服務 79。 
 
5) 吸引社會中立投資者。 不完全的影響力投資市場很可惜的特徵之一，即是

無法吸引為數眾多欲求市場回報的社會中立投資者。即使有可能提供這樣的報酬

率，一間有名望的機構可示意其他投資者，有些人或許懷疑這樣的投資，但某特

定投資，甚或整個部門，事實上是富有投資價值的。一旦這項投資標的與市場已

在大眾中立足，在吸引第二輪融資時，這麼作會更顯重要。 
 

 大衛與露西兒派克德基金會  (The 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 起初做了一百萬美元的股權投資，接著又以低利貸款一千

萬美元給一間名為 EcoTrust 的永續森林管理公司。基金會的首席顧問

提到：「我們投資 EcoTrust Forest 的主要原因，在於以此方法彰顯永續

經營森林之業務能產生收益，以吸引主流投資者的注意。」80 
 
 Trillium Asset Management 三葉草資產管理公司 （三葉草取其投資時

重視環境、社會及治理 (ESG) 三因素）是一間致力於對基金會、捐贈

者與高資產淨值人士及家族，從事永續投資的投資顧問公司。Trillium
公司相信，將幾項CDFI投資項目加入其社區投資機會推薦名單的決策，

使得個人、共同基金投資者及家族投資者的投資明顯增加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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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護衛企業社會使命。 生產具有社會價值產品的企業通常始於其社會使命。

社會價值來自於經營上的影響（例如，實施優良環境保護措施或重視社區利益)
之企業，可能從開始創業就將該使命融合在其經營上，也可能係因為迫於投資者

壓力而形成。 
 
不論是哪一個情況，隨時間推移，一家企業的管理階層或董事們可能會發現犧牲

社會影響力，就能增加財務回報的機會。例如，為金字塔底層客戶設計商品或服

務的製造者，或許會發現行銷富裕客戶的市場比較有利可圖，或者微型金融機構

會剔除最有借款需求的人，或逐漸轉移至從事壓榨性的業務等。隨者企業逐步擴

大規模並吸收新的社會中立投資者，這個危險將越陷越深 82。 
 
防止這種使命轉移的可行保護措施，包含將使命深植於企業、合約安排、申請公

益公司 (B Corps83) 認證以及其他要求或激勵產生社會效益卻可能附帶損害市

場報酬率的公司型態，還有社會動機投資者的持續影響 84。後者的實例包含： 
 

 敏銳基金 (Acumen Fund)：先前我們曾提過敏銳基金會對於印度 1298
救護專線的投資。作為一個股東，敏銳基金會在該組織的董事會中取得

一席之地，然後堅決要求在公司的商業模式上做改變，才能成功地提高

其在最貧困居民中的使用率 85。 
 
 擁抱 (Embrace) 與思高基金會 (Skoll Foundation)：擁抱公司為擁抱嬰

兒保溫袋 (Embrace Infant Warmer) 的製造商，接到了來自思高基金會

的低於市場利率股權與貸款投資，並且受到該基金會的激發而切割成兩

個不同的實體： 一個符合 501(c)(3) 的非營利組織，主要在於分送

Embrace 的健康保健產品至世界上最貧困的社區；另一個則為營利性的

社會企業，製造產品並銷售給有需求的顧客。隨後該公司從 Khosla 
Ventures、Capricorn Investment Group 及其他營利性質的投資者，籌集

了五百萬美元的資金。 
 
 Vox Capital 與 Sautil：Vox Capital 是一間在巴西投資服務金字塔底層

族群企業之風險投資公司。其投資對象 Sautil，銷售有關免費的公共健

康福利的資訊給企業，以轉提供這些資訊給旗下員工。由於與擁有相對

較高薪資雇員的公司交易較有利可圖，意識到潛在的使命轉移的問題，

身為Sautil董事會成員的Vox Capital，將其自身應得的附帶權益 (carried 
interest) 與達成建立在為金字塔底層員工服務的社會影響指標及財務

指標相連結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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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非貨幣性影響之架構：一如往常，對影響的深入探討首先要問：與不執行此

投資行為相比，這個投資行為能增加企業的社會價值產出的質或量嗎？ 
 
如果能，那下一個問題便是多少？一個好的量化非貨幣性影響的起始點便是考量

其 (1) 投資者對於一些服務的支付意願 (willingness to pay , WTP)，例如，找出

機會、盡善良管理人的詳實審查義務與減少交易成本；以及 (2) 企業對於技術

支援等等的支付意願。然而，由於一些改善影響力投資市場所產生的效益，並不

直接歸於特定投資者與投資對象組織，反而作用是產生在整個宏觀面，所以整體

評估還必須考量到企業的支付意願所不能充分把握的外部效益  (external 
benefits)。 
 
凡是媒介組織為產生社會價值的企業帶來新的投資者，其非貨幣性影響力是以其

提供原本不會參與投資的投資金額來衡量。值得一提的是，非貨幣性影響力並不

在於所協助的投資者是社會動機或是社會中立投資者。事實上，受上述使命轉移

問題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力投資者與其盟友為產生市場報酬率的社會企

業吸引社會中立投資者，他們可倍增其影響力。 
 
利用影響力架構：一個影響力投資者該如何使用本文中詳述的發展架構，以確保

是否對某企業的投資計畫可能產生社會或環境影響力？ 
 
首先，投資者應該確認其所欲達成之目標為何。假設該投資者欲在某非洲國家進

行減貧行動。有許多能達成此目標的可行策略，包括積極從事健康、教育、微型

信貸或農業等努力，並在幾乎任何領域都可創建商業與就業機會。針對這些策略

的相對影響力之現有研究並無顯示特別傑出的方法，但支援各地區小農的方案是

最被看好的。這些研究可能至少提供一個端點，讓投資者評估在此領域企業產出

的社會價值為何。 
 
接著投資者必須確認哪個農業企業擁有卓越的長期紀錄，能改善小農的經濟福祉。

雖然 IRIS 與 GIIRS 包含一些農業衡量指標，但它們無助於評量企業的影響力 87。

然而，投資者可能從擁有實務經驗的組織獲得箴言。的確，該投資者可能藉由尋

求透過一個擁有該領域專門知識的基金經理人，來克服資訊上之不足，而非直接

在企業中從事投資。無論如何，投資者必要的努力程度，取決於媒介機構是否能

提供一些在上一節所描述的非貨幣性效益。 
 
假定投資者已辨識一家其欲投資的組織，並盡善良管理人的詳實審查義務，此人

必須考慮採取哪個投資類別－股權、債務、限期條件、金額－會改善其社會產出，

接著預測從該投資中期望的財務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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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投資中評估預估的財務報酬是項艱難但熟悉的行動。因為要在社會或環境成果

中置入價值，與預測組織可能達成的成果的複雜度，評估社會報酬在本質上尤其

困難。只要組織聘請顧問，評估能直接有益於企業的非貨幣性貢獻之價值，是相

當司空見慣的工作。然而評估非貨幣性價值對於整個部門的影響，則相對是推測

性的工作。 
 
與企業影響及非貨幣性影響相反地，評估一個特定投資的附加價值以決定其投資

影響力，就我們所知，則是個新穎且無前例可循的作法。在本文，我們提出此分

析方式帶來的幾項問題。一個期待市場報酬率的投資者，必須質問其非讓益性投

資是否有可能產生投資影響力；如果有，那影響力能有多少。而一個準備要犧牲

市場報酬率的投資者，則必須質問組織所產生的社會價值，值得做多少讓步 88。 
 
本文所敘述的估計、評估與評鑑都牽涉到成本－或多或少都取決於其精密程度。

雖然本文為從事如此分析而提供一個架構，我們對某特定深度的剖析並無先驗承

諾（a priori commitment）。我們的觀點是，研究和評鑑成本必須就其改善投資決

策可能產生之利益來判斷。在一些案例中，評鑑－特別是針對一個企業帶來的影

響力－對企業整體業界與其投資者來說可能價值頗高。在這些情況下，如果影響

力投資者合理分攤評估成本，該業界才可能受惠－這是大多數公益慈善家從沒作

過的事。 
 

結論：影響力分析的下一步 

我們在此概述了影響力的三項基本變數： 
 

 企業影響力是企業本身對社會的貢獻，不論是來自企業的產品，或來自

企業的經營過程。 
 
 投資影響力是投資者對於企業的影響力所產生的貢獻，它的方式是藉由

提供企業在他方所無法獲得的資金，或以較低成本提供企業所需資金。 
 
 非貨幣性影響力是投資活動的貢獻，但財務投資本身對於企業的社會影

響力，或更確切的說，對於整體業界的社會影響力除外。 
 
 
無論一個投資者可能需要何種資訊來做個人決策，這一項項的實證分析將會使整

體業界受益無窮。我們相信對以下幾項領域進行探索與改善的時機已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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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影響力中最直接迫切的需求，即是需要健全的評量方式與第三方對於企業

產出的評估。GiveWell、the Center for High Impact Philanthropy、Philanthropedia
與 Charity 正如他們在慈善領域的類似評量一般，IRIS 與 GIIRS 面臨多重、複雜

的評量方式、進行評量的成本與投資者對於了解影響的興趣有限等挑戰 89。

Navigator 3.0 正展開提供捐贈者更多關於企業產出的資訊，並偶爾提供成果報告，

因為他們相信捐贈者會對以清晰格式提供可靠的資訊有正面回應。相信影響力投

資者至少會對易於解讀的資訊有所回應的想法，看似合理。在短期之內，我們希

望掌管 GIIRS 的公益公司實驗室 (B Lab) 將會持續琢磨 (1) 產品與服務相對於

經營指標與 (2) 產出相對於結果之間的區別。那麼在影響力投資社群、推展企

業社會責任的組織與旨在評估企業影響力的團體之間更好的合作下，成果豐碩指

日可待。 
 
對成果的評估不能與評估產出一樣常規化，而是需要如同 MIT 貧窮行動試驗室 
(MIT Poverty Action Lab) 與創新扶貧行動 (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所做

的持續且大規模的研究類型－而實際研究將會僅由基金會與國際發展組織提供

資金 90。 
 
投資影響力與非貨幣性影響力較少為人熟知，並需要一些嚴謹的案例研究來審查

活動在各種情境下的影響。有待解決的問題包含： 
 

 非讓益性投資影響力：在何種情境下，非讓益性投資者藉由提供市場相

對無法提供的資金而產生影響力？我們深信非讓益性投資影響力，在於

善於利用不完全市場特有的摩擦，但其在實際情況中如何發揮作用是值

得觀察的。 
 
 降低摩擦：該如何降低市場摩擦，以利於那些具有社會價值之企業吸引

社會中立投資者？而誰有降低市場摩擦動機？ 
 
 資金架構：何種時機補助款會優於股權投資（反之亦然）？何種時機股

權投資會優於貸款（反之亦然）？以及何種時機各種各樣的支援與融資

形式會互補？ 
 
 非貨幣性的貢獻：要如何將企業及投資者享受到的各種非貨幣性貢獻的

價值貨幣化？那這種分析要如何應用在對決定非貨幣性支援的機會的

優先順序？ 
 
 政府與公益團體角色：在創建公共建設、改善影響力投資的投資環境及

提供補貼方面，政府與公益團體該扮演何種適當角色？又在甚麼樣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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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補貼會對市場投資者產生排擠效應，或產生其他造成反作用的效

應？ 
 
 
有了足夠的案例研究與幾分的運氣，針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將可產生實用的通則，

引領企業及領域內媒介機構的運作，以及投資的決策。 我們期盼這篇文章能為

這種企劃的進行提供一個可行的架構。 
 
 
附錄：投資者的效用函數 (Utility Function)。在此我們詳細討論有關投資者認為

達到某特定社會目標的金錢價值 (dollar value)（此問題於企業影響力章節討論

過）。剛開始我們以一般慈善家的角度來看待此問題，並接著以影響力投資者的

目光來關注此。 
 
慈善家。 想像一位慈善家正考慮著要支助一個草創的醫療組織，而該組織在偏

遠非洲社區供應疫苗接種。此組織以一個營利性企業的型態成立，但在創業初期，

對於補助款與讓益性投資需求甚大。該慈善家正考慮要捐贈五百美金，協助在一

個新村落建立一間診所。施種一劑疫苗的滿載成本 (fully loaded cost，包含公司

或產品生產時的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 （包含分配的資本費用）為二十五美元。

那麼她該做此捐款嗎？ 
 
該慈善家做了些許研究，同時仔細斟酌對接種疫苗的個人與其形成的間接防護網

之利益後，估計一次疫苗接種的社會效益為一百美元 91。因此，疫苗成本的每一

美元產生四倍的社會回報。此人的五百美金捐獻將會產生兩千美金的社會效益。

該慈善家便認為這是個不錯的交易，就寫下支票捐款。 
 
為瞭解該慈善家的效用函數，接著來探索此方案的變動，可能如何影響其捐獻。 
假設一次疫苗接種的社會價值只有三十美元，相較之下雖還是高於成本，但遠遠

不及四倍的報酬率？ 
 
試想該慈善家擁有全然固定的慈善預算，並且只要有任何值得的善因，她都將撥

出五百美金 92。如果她有可相互比較的目標－比方說供應乾淨的水或預防瘧疾的

蚊帳給相同社區－那麼她將尋覓一個可產生更好社會報酬的策略。但若該慈善家

唯一的熱忱是希望偏遠非洲社區能接種疫苗，那麼她應該捐款此五百美元。 
 
或在另一方面，假設該慈善家已暫時指定五百美元作為公益用途，但捐款多寡取

決於其認定該機會的吸引力。換句話說，該慈善家願意在慈善捐款與個人消費間

做折衷。假設疫苗接種是她唯一熱忱，那疫苗接種社會價值的減少可能造成她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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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錢花在自己身上，而不在疫苗接種。原則上，我們可以取得一個反映其以捐

款換取不同社會報酬的效用函數。 
 
這個問題在於機會成本－在於捐款會如何影響她個人與其它公益支出預算－而

社會報酬並非唯一的問題。 
 
讓益性影響力投資者。 現在，讓我們將角色由慈善家換成讓益性影響力投資者，

談談其以相同目的作貸款會有何結論。若該診所以市場利率借貸，那必須付出百

分之八的利率，但其主管卻向其投資者要求以百分之三的利率，借款一年期美金

一萬元，因此可從中省下五百美元。該投資者依市場利率能獲得百分之八；因此

在百分之三的利率下，他做了百分之五的讓益，等於五百美元。 
 
假設該投資者擁有充足的現金，因此其貸款沒有呈現流動資產的問題。實質上，

他被要求作與慈善家相同的捐款，而就如同該慈善家般，他也會仔細斟酌其中相

同的要素，才決定捐款額度。也就是說，他會深思做這樣的捐款會提供多少社會

價值，以及使用這些錢的替代方案是否能產生更多價值。 
 
此範例也顯示讓益性影響力投資者，有時容易被誤解為在財務與社會報酬之間作

「折衷」。在影響力投資者決策中，財務報酬所扮演的唯一角色，即明確訂出該

投資者讓益給企業之額度－亦即捐贈的規模。或許有些投資者會在捐贈額度與社

會價值之間作折衷。但即使投資者能在條理分明的效用函數中獲得妥協，該折衷

方案並非侷限在財務報酬與社會報酬間。 
 
然而，有一種折衷方案投資者必須考量：讓益產生的社會效益與在市場投資相同

金額的財務報酬。我們設定的情境規定該投資者能夠獲得百分之八的報酬。但假

設市場報酬率更為可觀，甚至超越了讓益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如此，他可能立刻

作金錢投資，並且當報酬開始產生，他應該考量對診所疫苗接種做些較大額度的

補助。 
 
我們強調的是，上述的分析並不是要求正在考量替代投資方案的慈善家或影響力

投資者，不應思考其預設相對的社會報酬。欲知如此程序的精密分析，請參見

Michael Weinstein 與 Ralph Bradburd 所撰述的 The Robin Hood Roles for Smart 
Givi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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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See, e.g., Paul Brest, Hal Harvey, & Kelvin Low, “Calculated Impact,” SSIR, Winter 2009. 

http://www.ssireview.org/articles/entry/calculated_impact; 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Doing Good Today and Better Tomorrow,” June 1, 2009, 

http://www.hewlett.org/uploads/files/Doing_Good_Today_and_Better_Tomorrow.pdf . 

   2 See the section on Non-Concessionary Investments below. 

   3 http://www.pacificcommunityventures.org/reports-and-publications/ 

market-for-social-impact-investing-by-private-equity-funds-stands-at-4-billion-in-the-united-states/ 

   4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an investment that seems non-concessionary on its face actually reflects a 

hidden concession in the form of extra and costly due diligence that ordinary investors would not make 

the effort to undertake. See the section on Nonmonetary Impact below. 

   5 See James Andreoni, “Impure Altruism and Donations to Public Goods: A Theory of Warm Glow 

Giv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100, no. 401 (June 1990), pages 464-477. 

   6 See, e.g., “IFC’s Additionality: A Primer.” 

   7 Cf. Bridges Ventures and Parthenon Group, “Investing for Impact,” page 3. 

   8 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integrates risk and return, and our references to market returns 

generally mean risk-adjusted market returns. However, some concessionary impact investors 

disaggregate these factors and are willing to make a concession with respect to risk but not return. 

   9 For example, DBL Investors, an impact investing firm, vied with other states to locate Tesla 

Motors’ manufacturing facility in a distressed California community. (Presentation by Nancy Pfund in 

Paul Brest’s course on impact investing at the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October 22, 2012. 

See generally http://www.dblinvestors.com/) Cf. 

http://www.nytimes.com/2012/12/02/us/how-local-taxpayers-bankroll-corporations.html?emc=na&_r=

0 

   10 We treat an investor’s financial goal of earning a return on his investment as a baseline against 

which to trade off achieving social goals. (The Appendix sketches the utility function that might govern 

such a tradeoff.) Why do we separate financial and social goals in this manner, rather than treating all 

of the goals (including financial returns) as matters for tradeoff ab initio? At least in our present culture, 

this seems to reflect the mental framework of most investors, who begin with financial goals and then 

consider whether to make financial concessions for social purposes. Moreover, this assumption reflects 

the pervasive distinction between self-interest and altruism. Unless they hold an extreme utilitarian 

view of the sort espoused by Peter Singer (in The Life You Can Save: How to Do your Part to End 

World Poverty [2010]) or a prior deontological duty such as a requirement of tithing, it is reasonable 

for investors to begin by assuming that not only what they own, but what they can earn from 

investments, belongs to them and that charitable decisions are discretionary and concessionary from 

that baseline. 

   11 The term, coined by C. K. Prahalad and Stuart Hart, refers to the b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on less 

than $2 a day.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ttom_of_the_pyra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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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f. Eric Friedman, Reinventing Philanthropy (2013). 

   13 However, the inherent subjectivity of goals poses some potential problems for assessing impact. 

Although the criteria that we develop for impact are applicable to any and all goals, the core criterion 

of enterprise impact can be applied only to a specified goal; obviously, you can’t assess the work of an 

enterprise aimed at reducing poverty in Detroit by measuring its effectiveness in preventing malaria. 

   14 The more general motivation is similar to that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ors,” who screen 

out investments that they believe have harmful social effects. See Paul Brest and Hal Harvey, Money 

Well Spent: A Strategic Plan for Smart Philanthropy, ch. 8 (Bloomberg: 2008). 

   15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investors as “socially neutral” describes only their motivations or 

intentions, and does not mean that investment decisions made without regard to social or environmental 

impact may not in fact have good or bad consequences. 

   16 See, e.g., Joe Nocera, “Investing in Guns,” 

http://www.nytimes.com/2013/01/19/opinion/nocera-investing-in-guns.html?hp&_r=0 

When .endowment managers asked, in the wake of the Newtown school shootings, why their 

endowments invested in gun manufacturers, one typical response was that “the core duty of a pension 

fund or university endowment is to maximize returns. … ‘We invest strictly on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and we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17 The matter is somewhat more complicated because the investor must predict the expected 

impact of an investment ex ante rather than knowing the actual impact ex post. But even a prediction of 

expected impact in conditions of uncertainty is more a matter of fact than of intention. 

   18 Sara Olsen and Brett Galimidi. “Catalog of Approaches to Impact Measurement,” Social Venture 

Technology Group, May 2008:12, 

http://svtgroup.net/wp-content/uploads/2011/09/SROI_approaches.pdf   (July 10, 2012). 

   19 “The Financial Times Lexicon.” http://lexicon.ft.com/Term?term=ESG (July 6, 2012). 

   20 See, e.g., John Kania and Mark Kramer, “Collective Impact,” 

http://www.ssireview.org/articles/entry/collective_impact 

   21 For example, the Monterrey, Mexico-based IGNIA “believe[s] that by providing financial and 

strategic support to high impact social enterprises we can better enable them to achieve commercial 

success. Their commercial success will attract eager entrants and will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http://www.ignia.com.mx/bop/how-we-help.php 

   22 See, e.g., 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Public Affairs, 2011), and Dean Karlan and Jacob Appel, More Than Good 

Intentions: Improving the Ways the World’s Poor Borrow, Save, Farm, Learn, and Stay Healthy 

(Penguin, 2011). For an excellent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evaluation in a foundation, see Hewlett 

Foundation, Evalu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http://www.hewlett.org/library/hewlett-foundation-publication/evaluation-principles-and-practices 

   23 For an example of an exception, see CGAP’s 2011 study, Latest Findings from Randomized 

Evaluations of Micr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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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his is the equation for expected value. It is often applied to social programs funded by 

governments or philanthropy. One might argue that, when applied to a for-profit enterprise, the 

denominator should reflect capitalization rather than production cost. In any event, although it is often 

convenient to speak as if impact were a known fact, the decision whether to make an impact investment 

requires a prediction of impact ex ante. Because the success of most investments is not assured, the 

equation must be modified to account for the risk of failure. The governing concept is expected return 

(ER) or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captured by this equation: 

 

SROI =(Social Benefit ×Likelihood of Success)/(Production Cost) 

 

The calculation would actually be more complicated if one applied a discount factor for benefits that 

occur only in the future. 

   25 A complete analysis would take quality into account. To make it simple, this example essentially 

elides outputs and outcomes. 

   26 For a brief overview, see Paul Brest and Linda Krieger, Problem Solving, Decision Making and 

Professional Judgment, pp. 376-38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7 An investor might also be concerned that even when it creates a net benefit, an enterprise’s 

provision of certain services, such as electricity or clean water, might give governments an excuse for 

not providing them more widely. 

   28 See note 22 above. 

   29 Monitor Institute, “Investing for Social & Environmental Impact” (2009), 

http://www.monitorinstitute.com/downloads/what-we-think/impact-investing/Impact_Investing.pdf 

   30 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s are a construct of 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encompassing 

investments whose primary purpose is to accomplish one or more of the foundation’s exempt purposes 

and where production of income or appreciation is not a significant purpose. IRS, “Program Related 

Investments,” 

http://www.irs.gov/Charities-&-Non-Profits/Private-Foundations/Program-Related-Investments (April 

30, 2013). PRIs count toward a foundation’s required minimum annual distribution, or payout. 

   31 The alternative is that the enterprise is already well capitalized, and that additional resources 

have limited marginal impact (or merely enrich existing equity investors). We assume that the 

enterprise makes productive use of the capital for the same reason we assume that it has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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