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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趨勢，健康老化逐漸成為大眾關心的議題，不過面對工作

繁忙的日常，要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卻不易，故國泰人壽於 2018 年 8 月推出

Cathay Walker 計畫，將活動機制結合外溢保單鍾心 Walker 重大傷病終身保險，

期望促使大眾養成運動習慣，以延長國人健康餘命。 

而為持續檢視活動執行策略是否有效達成計畫目標，故導入 SROI 方法學，

藉由專業分析及蒐集利害關係人回饋的過程，檢視活動是否達預期之社會影響力。

本報告評估期間為2018年8月9日至2019年2月28日，為評估型（Evaluation）

SROI 報告。透過與利害關係人議合後發現，本專案的前三大成果價值在於促進

用戶的身體健康、排解生活壓力，以及提高保戶的風險管理意識，顯示計畫目前

的執行策略及內容能確實與三大目標相呼應。 

綜合本研究之調查與分析，於 Cathay Walker 計畫每投入 1 元新台幣，創造

出約等於 6.30 元新台幣之社會價值，敏感性分析結果介於 3.90~9.22 之間。我

們也將此結果及研究過程中利害關係人的回饋與國泰人壽管理階層進行討論，以

研擬專案優化方向，讓計畫可以藉此極大化影響力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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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關於本報告書 

第一節 專案緣起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國泰人壽）身為壽險業界的領航者，面臨

高齡化和健保資源匱乏的未來，開始思考保險商品除了在保戶生病後提供保障，

是否更積極達到促進健康的作用，期望將壽險從事後的理賠服務，延伸到更前端

的「事前預防」。走路是所有運動中簡單又生活化的方式，國泰人壽在 2018 年推

出「Cathay Walker 健康獎勵計畫」（簡稱 Cathay Walker），邀請 20 歲以上的臺

灣民眾一起參加每日 7,500 走路活動，並設定每週、每月的步數目標，透過達到

目標即給予獎勵的方式，讓參與者體驗運動的趣味性，訴求全民共同將運動觀念

融入生活之中。與此同時，國泰人壽首創保險結合健康管理，搭配此活動設計「鍾

心 Walker 重大傷病終身保險」（簡稱鍾心 Walker），透過外溢商品的減費誘因，

引導投保人願意自發性改變生活習慣，漸漸養成走路習慣以降低健康風險。此計

畫主要目標如下： 

第二節 專案說明 

國泰人壽藉由三大具體策略，希望 Cathay Walker 計畫能自然而然地讓走路

運動成為社會大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內容詳述如下： 

1. 開發國泰人壽 app 計步功能，推廣運動風氣 

Cathay Walker 的目標為將運動融入生活，故國泰人壽結合科技，利用國泰

人壽 app 搭載 Cathay Walker 計步功能。國泰人壽 app 經用戶授權後讀取

手機資料，蒐集參與者的每日步數並自主上傳紀錄，國泰人壽 app 不但可以

搭配穿戴式裝置來監測健康數據，還具備保單管理的功能。 

2. 給予獎勵，鼓勵持續運動 

活動設定每日 7,500 步為目標，用戶第一次透過 app 上傳步數能領取開跑

禮 20 元 7-ELEVEn 現金抵用券，第一次週達標（至少有 5 天完成 7,500 步）

⚫ 養成參與者之運動習慣並維持健康體況，延長國人健康餘命 

⚫ 瞭解國人健康習慣，開發創新保險商品及服務 

⚫ 串聯異業提供服務，引領整體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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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領取達標禮 30 元 7-ELEVEn 現金抵用券，第一次月達標（有 21 天以上

單日步數達 7500 步）再領取 50 元 7-ELEVEn 現金抵用券，而之後每週、

月達標可以獲得抽獎券，有機會享專屬好禮。 

3. 注重預防，翻轉傳統保險邏輯 

保戶投保鍾心 Walker 可選擇「週方案」或「月方案」做為兩個保單年度的

健走達標獎勵方式，不但享有 Apple Watch 獨家購機優惠，保戶若在前兩

個保單年度內累積滿 12 個月或 20 個月單月達標，在第三個保單年度起即

享壽險額外給付保額 5%或 10%之保險金，讓保戶兼顧健康又擁有增額保障，

逐步將保險功能由「事後損害填補」延伸到「事前風險預防」。 

圖 1：Cathay Walker 執行策略及內容 

第三節 報告範疇 

1. 評估範圍：依據上述專案策略，本次 Cathay Walker 計畫的評估包含國泰人

壽 app、活動獎勵機制、專屬保單商品此三大面向。 

2. 評估目的：國泰人壽期望 Cathay Walker 計畫可以持續至少五年。對內部而

言，可以瞭解活動機制是否有助於養成參與者的運動習慣、專屬保單優惠能

不能有效帶給保戶風險預防的觀念，以進一步優化系統及發想後續方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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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研究結果，對外揭露時可提高數據的可信度，有助宣傳與溝通，達成吸

引一百萬人參與的目標。 

3. 評估期間：Cathay Walker 專案小組欲了解活動推出後七個月的影響，期間

為 2018 年 8 月 9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本報告之計算採用專案期間的實際現存資料，利害關係人之改變與影響亦是

根據此期間真實情況作為分析，因此本報告書根據 SROI 指引1，分類為評估型

（Evaluation）報告。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報告採用的分析架構即是依循英國官方 2009 年所發表的『A Guide to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2012 年修訂版本，後續簡稱為『SROI』指引)，

透過完整的六大步驟方法，具體描繪及衡量公益活動投入、產出與成果之間所造

成的改變關係（Theory of change），其目的是賦予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貨幣化

價值，以統一的度量單位加以表達，創造更寬廣的價值。 

 

圖 2：SROI 六大步驟 

我們依循 SROI 準則，衡量所有對於利害關係人重要的影響，而非僅僅只考

慮到經濟報酬，將傳統上認為無法定價的事物，像是自信、獨立性、知足等無法

買賣的抽象觀感，定義出相對之金錢價值加以評估。對此，為讓分析結果能更為

完整與客觀，避免 SROI 淪為數字比賽，在過程中應恪守其指引中的七大原則： 

 

 

 

 

 
1 A Guide to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Cabinet Office, U.K., 2009, P8。 

1.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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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SROI 七大原則 

利害關係人參與 

 

1 

了解改變 

 

2 

為事物加以評價 

 

3 

僅納入重要的事項 

 

4 

不過度誇大成果 

 

5 

資訊透明 

 

6 

結果可以被驗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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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利害關係人參與 

在 SROI 導入與執行過程中，最關鍵也最為重要的部分即是利害關係人的參

與。為了有效的判別，我們透過盤點、辨識及議合三個步驟，逐一瞭解及確認最

終納入本次評估的利害關係人。 

第一節 利害關係人判別 

在第一步驟，我們以活動執行者與可能被活動影響的人作為第一階段的利害

關係人盤點。在這個階段的盤點，我們從活動出發，並且依據活動對於利害關係

人的影響，分成直接與間接影響的兩個族群。 

一、第一步驟：利害關係人盤點 

在專案評估初期，我們透將其分為執行單位、直接對象及間接對象三個影響

層級：  

圖 4：利害關係人影響層級分類 

二、第二步驟及第三步驟：辨識及議合確認 

在不同階段議合中，我們皆與各群體的受訪者說明本次評估所盤點出的相關

對象，請其確認是否遺漏或受影響程度與事實是否有出入，持續修正我們對活動

執行單位

直接對象

間接對象

國泰人壽 

內勤員工 

外勤員工 

服務中心 

員工 

保戶 

一般民眾 

穿戴式裝

置廠商 

達標禮 

廠商 

設計 

公司 

宣傳合作

廠商 

關係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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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害關係人的理解。而各階段議合方式及訪談人數、抽樣方法詳見本章後續第

二節說明，以期完整地判斷計畫整體對社會所帶來的影響性。最終將利害關係人

納入與排除之結果歸納如下表。 

表 1：利害關係人納入、排除及分類之結果 

利害關係人 納入

與否 
原因 

類別 子族群 

國泰人壽 納入 

為計畫產出及推動者，也是主要的資源

投入者。經訪談 Cathay Walker 小組成

員、高階主管後，判斷活動產生的效應對

公司整體影響重大，且其直接影響內部

員工主動或被動開始走路，故予以納入。  

員工 

內勤 

合併

納入 

公司部分主管響應公司政策，舉辦部門

競賽，讓大量員工成為活動參與者。但經

訪談及問卷調查後發現，對內勤及服務

中心員工產生之影響大同小異，故將服

務中心同仁納入內勤員工類別，並予以

納入評估。 
服務中心 

外勤 納入 

透過訪談瞭解，外勤員工雖無部門競賽，

但經常在外進行業務拜訪，因此本身走

路機會多，故成為主要活動參與者及專

屬保單推廣者。經問卷調查發現，對其業

績表現有意外之影響，故判斷影響重大

而納入評估，並和內勤員工區分為不同

子族群。 

保戶 

鍾 心

Walker 合併

納入 

Cathay Walker 計畫因搭配鍾心保單的

推出，使保戶成為目標受益者，且影響人

數逾 10 萬之多而予以納入分析。但經訪

談及問卷調查發現，無論是否有購買鍾

心保單，對於保戶的影響並無太大差異，

故無須區分為兩群體。 

非 鍾 心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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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納入

與否 
原因 

類別 子族群 

一般民眾 納入 

Cathay Walker 計畫以健康促進為出發

點，期望達成全國 100 萬人參與為目標，

一般民眾無疑為主要的目標群體，且在

評估期間，參與人數高達近 1.4 萬人，因

影響重大又具管理目的而納入評估。 

關係企業 

國泰金控 
納入

投入 

經訪談國泰人壽，瞭解 Cathay Walker 計

畫對於此兩者未有直接關聯性。但因其

皆贊助廣告版位媒體費，對於一般民眾

的參與度有一定的影響效果，故僅將其

所投入之資源納入評估。 

國 泰 世 華

銀行 

納入

投入 

宣傳合作

廠商 

健身工廠 排除 經國泰人壽訪談回饋，這些廠商在計畫

中，僅止於某一階段的一次性短暫合作，

主要是安裝 app 會送體驗卷，但對於健

身工廠及 CatchPlay 的客源影響非常微

小。而宜睿公司也僅是提供電子票券的

設計服務，判斷不具重大性故不納入評

估。 

CatchPlay 排除 

設計公司 宜睿公司 排除 

達標禮廠

商 

7-ELEVEn 納入 

便利商店現金抵用券為最大宗的走路回

饋獎勵，完成首次開跑、週達標及月達標

都會獲得不同面額的禮券，成為主要吸

引活動參與者的誘因，考量國泰人壽購

買禮券對於 7-ELEVEn 為一筆實際收

益，故將其納入評估。 

獎品廠商 排除 

Cathay Walker 計畫會在每月舉辦一次

吉星禮抽獎，但經訪談國泰人壽後瞭解，

因每次購買的獎項不同，對各別廠商的

營收影響相對微小，故以不具重大性予

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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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納入

與否 
原因 

類別 子族群 

穿戴式裝

置廠商 

小米集團 

納入 

經訪談，有一定數量的參與者表示會因

為此活動而特地購買穿戴式裝置使用，

問卷結果也顯示對各類利害關係人皆有

影響。雖然販售穿戴式裝置的收入僅占

廠商年度營收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但對

此專案卻是意外且長期的影響，故納入

評估。 

Apple 公司 

Garmin 公

司 

Fitbit 公司 

三星集團 

第二節 利害關係人議合 

本報告藉由不同議合階段，完整地瞭解 Cathay Walker 計畫的執行狀況及各

利害關係人投入(Input)、產出(Output)、成果(Outcome)之間發生的改變（Theory 

of change），以掌握專案最真實的回饋與成果。每個階段與利害關係人議合之人

數統計如下： 

表 2：利害關係人議合之人數統計 

利害關係人 
第一階段 

訪談 

第二階段 

問卷調查 

第三階段 

驗證結果 各階段

總計 
類別 

母體數/

單位 
訪談人數 

預期 

樣本 

有效 

問卷 
議合人數 

國泰

人壽 

專案團隊 12 4 NA NA 6 10 

員工 

內勤 3,752 9 
257 319 18 348 

服務中心 1,172 2 

外勤 23,168 2 378 749 2 753 

保戶 
鍾心 Walker 2,263 3 

1,057 1,569 2 1,577 
非鍾心 Walker 103,129 3 

一般民眾 14,028 4 374 434 2 440 

 
2 此為單位數，表示整體 Cathay Walker 專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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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評估的利害關係人議合過程分為訪談、問卷調查以及驗證結果三個主

要階段，並於下方詳述各階段議合方式、目的及抽樣方法，期與利害關係人進

行完整的溝通。 

一、第一階段：訪談 

首先，我們邀請國壽人壽 Cathay Walker 專案小組成員，透過小型工作坊的

方式，瞭解計畫範圍與執行過程，藉此發現各類可能之利害關係人群體，並掌握

公司所投入的資源與活動實際產出狀況。 

在初步辨識及界定利害關係人群體後，我們透過隨機抽樣了解利害關係人的

屬性及樣態，發現不同性別、年齡的參與者，具有很多相似的感受及改變可以做

歸納，整體成果同質性非常高，並不會推導出不同的事件鏈。  

第一階段訪談的主要問題如下： 

1. 在 Cathay Walker 計畫中負責的工作項目或扮演什麼角色？ 

2. 參與 Cathay Walker 的動機及具體方式？ 

3. 本身使用 Cathay Walker app 的頻率及相關經驗？ 

4. 參加 Cathay Walker 後，對自身或周遭人事物產生的改變及影響？  

5. 這些改變持續了多久？ 

6. 若沒有參與 Cathay Walker，還會有相同的改變嗎？ 

7. 除了 Cathay Walker 以外，是否有其他方式也有助於獲得同樣的資

源或成果？ 

8. Cathay Walker 對參與者個人或周遭人事物是否造成負面或意外的

影響？ 

二、第二階段：問卷調查 

在第一階段與利害關係人達成共識後，我們針對各利害關係人設計不同的問

卷，為使各類利害關係人的分析結果更精確，我們根據不同類型的對象決定抽樣

方法，在發放問卷時考量母體大小設定不同的信心水準及抽樣誤差，說明如下： 

1. 5 萬人以上的大群體：保戶人數逾十萬，我們確保有效問卷在 95%的信

心水準，且抽樣誤差值範圍為正負 3%之內。 

2. 介於 5 千至 5 萬人的中群體：外勤員工約 2.3 萬人、一般民眾約 1.4 萬

人，我們確保有效問卷皆在 95%的信心水準，且抽樣誤差值範圍為正負

5%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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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千人以下的小群體：內勤員工不足 5000 人，在專案中，我們先藉由

工作坊的形式讓大家腦力激盪，發現其對成果有高度的一致性，我們確

保有效問卷在 90%的信心水準，且抽樣誤差值範圍為正負 5%之內。  

三、第三階段：驗證成果 

問卷回收後，我們再次向利害關係人驗證訪談及問卷統計出來的結果是否符

合他們的真實經驗。在國泰人壽公司及員工的部分，我們透過工作坊，召集不同

部門的員工大家一起做討論；保戶及一般民眾則由國泰人壽邀請各利害關係人群

體具代表性之對象，讓我們用電話訪談的方式，確認前兩階段議合所彙整之資料

結果。 

在議合過程中，我們驗證了前兩個階段的資訊及結果，包含成果事件鏈及

影響力因子的合理性、持續期及財務代理變數的適當性等，對於資料及數據有

疑慮或矛盾之處皆在此階段做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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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專案成果 

第一節 專案投入 

Cathay Walker 計畫於本評估期間投入的資源類型包含資金、物資及時間，

總投入價值為新台幣 110,180,727 元，依據利害關係人區分可歸納如下： 

表 3：Cathay Walker 計畫總投入資源 

利害關係人 投入項目 投入價值(NTD) 資料來源 

國泰人壽 

達標禮券、吉星禮、回饋

金等獎勵費用 
7,101,360 

國泰人壽統計 
廣告版位、記者茶會、製

作影片等行銷宣傳費 
12,605,866 

專案小組成員時間成本 3,338,700 

各部門同仁實際投入

時數按 2018 年時薪

計算 

員工業務津貼 22,558,716 

國泰人壽統計 

App 及網頁開發、系統導

入與資料處理費 
2,656,437 

基金會於金融科技展實際

捐贈費用 
150,000 

國泰金控 宣傳版位媒體費 7,205,000 國泰人壽統計 

國泰世華 

銀行 
捷運 ATM 版位 21,300,000 國泰人壽預估 

內勤員工 穿戴式裝置及手機 1,676,863 

問卷調查、訪談及研

究報告 

外勤員工 穿戴式裝置及手機 6,303,229 

保戶 穿戴式裝置及手機 22,344,100 

一般民眾 穿戴式裝置及手機 2,940,456 

總計 110,180,727 元 

上述關於手機及穿戴式裝置的投入費用計算，詳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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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機：參考手機市場洞察報告3，以平均換機頻率 22 個月分攤手機費用。

此外，根據訪談回饋，利害關係人多數表示要達到 7,500 步的目標大約需要花半

小時的時間，故本研究假設每位參與者在評估期間每天都走路半小時，以佔每天

2%(0.5 小時/24 小時)的比例計算投入金額。 

2.穿戴式裝置：在第二階段的問卷中廣泛列舉了不同品牌及型號的穿戴式裝

置，並依據各家廠商在官方網站上的公開售價，計算出每位參與者使用穿戴式裝

置的成本。此外，根據研究報告結果4，鋰離子電池的電容量會隨著出廠後的時

間逐漸減少，約 2~3 年後無論是否使用過，電池的最大蓄電力都會大幅降低，

且綠色和平5指出在現行商業模式下，智慧型手機的平均生命週期，僅略多於兩

年，因此我們再將手錶的採購成本以 2.5 年做分攤。 

第二節 專案產出 

國壽 Cathay Walker 計畫於評估期間的可量化成果，依利害關係人分類說

明如下： 

表 4：Cathay Walker 計畫產出彙整表 

利害關係人 項目 產出數量 

國泰人壽 

開發程式 105 支 

累積 app 下載次數 116,671 次 

舉辦吉星禮抽獎次數 7 次 

發放獎勵次數 186,918 次 

鍾心 Walker 保單銷售量 2,263 件 

員工 

內勤 

活動參與人數 4,924 人 

總累積步數 4,033,477,043 步 

每人平均達標月數 0.81 月 

外勤 
活動參與人數 23,168 人 

總累積步數 14,864,549,047 步 

 
3 Counterpoint Research (2017) 國人 22 個月就要換部手機，半數人願花 400 美元以上換新。取

自 https://kknews.cc/digital/lxy3e9g.html 
4 根據何冠廷、陳弘源、陳燦耀、方冠榮、張家欽（2019）研究指出，鋰離子電池的電容量會

隨著出廠後的時間逐漸減少，2-3 年後無論是否使用過，電容量都會降低。 
5 綠色和平於 2017 年公佈的綠色電子品牌評比中提到，在現行商業模式下，電子設備的平均生

命週期僅略多於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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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項目 產出數量 

每人平均達標月數 0.38 月 

保戶 

活動參與人數 105,392 人 

總累積步數 55,490,740,862 步 

每人平均達標月數 0.42 月 

一般民眾 

活動參與人數 14,028 人 

總累積步數 6,269,207,905 步 

每人平均達標月數 0.39 月 

圖 5：活動參與者產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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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瞭解改變 

一、描述成果 

我們藉由事件鏈（Chain of Events）呈現改變過程中的前後因果關係，進一步推導出最終的預期成果，簡述如表 5 至表 10。 

1. 國泰人壽 

表 5：國泰人壽成果歸納說明 

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優化組織管理

模式 

活動內容必須跨部門合作才能完成→各部門派出代表

進入專案團隊→有助各部門溝通協調→研發出相關產

品與系統→有效聯結部門目標與組織目標 

Cathay Walker 專案小組成員：「組織文化多少也被影

響，以前跨部門合作專案沒那麼緊密，大家幾乎都不同

部門，打破大公司本位主義。」 

提升公司形象 

1. 用戶認為國壽有在關心大眾的健康→翻轉對保險公

司的既定印象→提升對國壽的好感度 

2. 員工主動關心用戶的參加成效→收到保戶正向回饋

→覺得公司的活動對社會大眾有意義→提升對國壽

的好感度 

外勤員工：「主要是健康議題貼近大眾一點，對公司覺

得很正面，不只推保險，還替保戶想到健康問題，存錢

的意義又更大。」 

保戶：「原本沒太大感受，因為這個活動對國壽的印象

數會加到 7 分。」 

增加業績 參與者下載 app 開始參加活動→在參加過程中養成運 Cathay Walker 專案小組成員：「因為這個活動成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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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動習慣或透過 app 瞭解保單資訊→覺得鍾心 Walker 符

合需求而購買→更多人成為客源 

的新保戶有 7%，過去不是我們保戶的有 1,000 多人，

裡面又有 70 幾個成為要保人新保戶。」 

對國壽產生負

面印象 

參與者下載 app 開始參加活動→輸入資料及上傳健康

資訊→產生公司蒐集個資的疑慮 

一般民眾：「介面很不直觀，抽獎不知道怎麼用，換禮

券還要另外下載 app，吸引力很小，不知道為什麼要推

這個活動，會覺得是不是蒐集個資。」 

2. 內勤員工 

表 6：內勤員工成果歸納說明 

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提升人際關係 

1.參加活動且開始督促自己運動→邀請家人一起走路→

過程中互相分享生活大小事→家庭成員更常互動交流

2.主管響應活動辦理部門競賽→同仁為獲下午茶，互相

鼓勵及關心走路進度→增加同事間的話題與互動機會 

內勤員工：「我有跟家人推薦，像我哥哥退休後有積極

在走路，多下載這個 app 可以抽獎。」 

內勤員工：「我老婆他們部門沒競賽，她本身也沒運動

習慣，但為了抽獎，開始願意跟我一起去運動，也能增

加彼此感情。」 

內勤員工：「參與率比起其他人資活動真的很高，大概

有 80、90%，辦部門比賽會互相督促其實蠻好玩，雖然

有摩擦但是跟其他部門也有交流，會凝聚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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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內勤員工：「平常中午出去用餐會刻意去比較遠的餐

館。我也會跟同事分享怎麼走比較 OK，大家會聊一下

昨天走幾步等等，群組比較活絡有話題。」 

內勤員工：「之前假日會約同事喝喝茶，參加活動以後

就變成會出來走路。同事有在運動的還會一起邀走路去

瑜珈教室。 

增加心理壓力 

部門舉辦走路競賽→同仁開始督促自己運動→走路步

數未達標→覺得自己拖累部門成績 

內勤員工：「部門需要競賽，大家會每天 po 自己步數到

line 群組，也會有一點壓力在。」 

內勤員工：「會覺得為什麼運動要被 push，比賽那一個

月會強迫自己走，不走會變眾矢之的。」 

提升身體健康 

參加活動且開始督促自己運動→與前一天的步數相比

較→期待自己每天都有進步→養成走路運動的習慣→

體力變好或體重減少 

內勤員工：「我會捨棄搭捷運或提早下車，還沒參加前

是 107 公斤，減了 14.5 公斤，這是一個配套措施，去檢

視自己的生活、去做調整。」 

內勤員工：「最大是習慣的養成，像假日帶小朋友出

去，小孩可能騎腳踏車，但他們在我視線範圍內，我就

改成走路，不然以前我可能也是會選擇租腳踏車。」 

排解生活壓力 參加活動且開始督促自己運動→與前一天的步數相比 內勤員工：「走路可以紓壓，像有時候捷運會刻意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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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較→期待自己每天都有進步→養成走路運動的習慣→

感覺心情變好，能抒發壓力 

走一站，到下一站再搭捷運，會改變上下班路徑。」 

提升生活便利

性 

參加活動且開始督促自己運動→為了達標要隨時攜帶

手機→增加購買穿戴式裝置的意願→發現穿戴式裝置

的附加功能→應用於處理日常事務上 

Cathay Walker 專案小組成員：「我還特別買穿戴式裝

置，開始注意自己的步數跟健康數據，穿戴式裝置也會

提醒我是不是該運動。」 

3. 外勤員工 

表 7：外勤員工成果歸納說明 

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提升工作成就

感 

1. 自主或公司鼓勵參加活動→走路達標→與保戶分享步

數→彼此關心運動狀況→軟性話題容易賣出保單→覺

得自己的服務對客戶更有價值 

2. 公司推出 Cathay Walker 活動→跟保戶聊天的話題更

多元→保戶接受度高→意外促成更多新契約→增加業

績→年度業績比以往傑出，甚至達到公司競賽目標 

外勤員工：「現在業績連續八個月是月月雙達，沒壓

力不知不覺下，Cathay Walker 是墊腳石，同時也

促使其他商品。」 

外勤員工：「最大影響是拜訪了幾個保戶、走了幾步

路，有時候會想說快到標準了，再多拜訪一兩個就

達標了，高峰會就擠進了 3,000 人。」 

提升人際關係 
1.自主或公司鼓勵參加活動→走路達標→與保戶分享步數

→彼此關心運動狀況→增進與保戶業務以外的關係 

外勤員工：「多了一個跟保戶聊天的話題，聊的話題

變得比較多元，聊起來比較沒壓力，跟以往比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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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2.自主或公司鼓勵參加活動→為了達標調整上班習慣→通

勤時刻意走路以增加步數→回家發現步數未達標→邀請家

人一起走路→過程中互相分享生活大小事→家庭成員更常

互動交流 

同，保戶比較開心、輕鬆。」 

外勤員工：「我有把我老公加進來，如果去家裡鄰近

的家樂福等等，以前都騎車，現在會想說用走路，

一起走路時間變多。」 

提升身體健康 

自主或公司鼓勵參加活動→會自行與前一天數據相比較→

期望自己每天都有進步→養成走路運動的習慣→體力變好

或體重減少 

外勤員工：「我覺得體力有比較好，以前會頭痛、腰

酸背痛，因為運動走出去比較有改善，新陳代謝上

也有改變，體重也少了一些，大概從開始到現在有

少五公斤，沒刻意改變飲食。」 

排解生活壓力 

自主或公司鼓勵參加活動→會自行與前一天數據相比較→

期望自己每天都有進步→養成走路運動的習慣→感覺心情

變好，能抒發壓力 

外勤員工：「業務有一些壓力，這個活動就可以紓

壓。」 

提升生活便利

性 

自主或公司鼓勵參加活動→發現零碎的步數無法被記錄→

為確實計步，購買穿戴式裝置→發現穿戴式裝置的附加功

能→應用於處理日常事務上 

外勤員工：「我買了小米，為了記錄 7,500 步，出去

運動手機拿在手上會掉下去，同事有團購就跟著一

起買，可以看時間又可以計步數。」 

提升工作效率 

自主或公司鼓勵參加活動→為了上傳步數而要打開 app→

用 app 的頻率變高→比較快注意到在平台上的保單資訊 

外勤員工：「我們平均年齡大概 40、50，對數位產

品落差大，但現在因為這個活動會多關注 app 相關

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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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戶 

表 8：保戶成果歸納說明 

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提升人際關係 

1. 下載 app 開始參加活動→為了達標，邀請家人一起

走路→家庭成員聊天、互動的時間增加 

2. 下載 app 開始參加活動→介紹給朋友並邀請一起走

路→與朋友碰面、聊天的次數增加 

3. 下載 app 開始參加活動→增加走路步數→傳達標紀

錄給業務員看→彼此互相關心近況 

保戶：「有邀女兒跟先生，先生中午上班有時吃飽會出

去走走，放假日會陪我一起走。」 

保戶：「我會傳達標的紀錄給業務看，互動有比較密

切，會定期關心近況，他還跟我說他中獎。 

保戶：「有推薦朋友，大家會互相問說有沒有達到目

標。」 

提升身體健康 

下載 app 開始參加活動→設法增加步數→期望自己每天

都有進步→養成走路運動的習慣→體力變好或體重減少 

保戶：「沒走的時候可能 1,000 步都不到，為了達成目

標，會故意走去公園或買菜，參加後大概增加

4,000、5,000 步。」 

保戶：「有活動會更積極去達標，以前步數差不多

5,000-6,000，現在沒走到就再去達成，因為這個變得

更愛運動。」 

排解生活壓力 
下載 app 開始參加活動→設法增加步數→期望自己每天

都有進步→養成走路運動的習慣→感覺心情變好，能抒

保戶：「參加後會強迫自己去運動，心情和健康上有

變化，會找時間去走路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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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發壓力 

提升數位應用

能力 

1. 被教學下載 app 開始參加活動→提升 app 的使用率

→更常使用手機而注意到其他功能→提升對手機 app

操作的熟悉度 

2. 原本就有國壽 app→因參加活動而提升 app 使用率

→學到部分商品從線上就能投保 

Cathay Walker 專案小組成員：「之前 app 使用機率沒

那麼高，走路後連帶保戶比較有意願下載有一些保單

也可以線上投保。」 

外勤員工：「有協助教學幫保戶操作，成功以後他就每

天都有走到一萬。」 

保戶：「原本就有但開啟頻率不高，參加了活動以後

我幾乎天天開，後來會看裡面內容，有一些保單也可

以線上投保。」 

提升風險管理

意識 

下載 app 開始參加活動→查看步數而提升 app 使用率→

更加注意 app 中的資訊→檢視保單內容及缺口→主動透

過相關管道投保 

Cathay Walker 專案小組成員：「app 是國壽的，保戶

本身可以看到保單缺口，比如保單可以借款多少。」 

保戶：「參加後會上去 app 看保險資訊，也有積極詢

問不足的部分，以前是都沒有下載也不會用。」 

保戶：「我參加後有買鍾心，因為感覺有督促自己的

效果，主動聯繫服務人員要投保。」 

提升生活便利

性 

下載 app 開始參加活動→發現零碎的步數無法被記錄→

為確實計步，購買穿戴式裝置→發現穿戴式裝置的附加

保戶：「我因為走路特別買手環，不然手機永遠要跟

著我，不帶就白走了，當然一定要買。也有用其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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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功能→應用於處理日常事務上 能，像是心跳到 130、踩飛輪到 140。」 

保戶：「手機不方便，要帶小孩，所以買了小米手

環，還會測心律，注意健康相關資訊。」 

5. 一般民眾 

表 9：一般民眾成果歸納說明 

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提升身體健康 

有興趣參加活動而下載 app→為了達標，調整生活習慣→

走路步數慢慢增加→養成走路運動的習慣→體力變好或體

重減少 

一般民眾：「以前步數大概 8,000-9,000，用了會下

班前固定去看有沒有到 12,000，看看自己還需要走

多少，非常容易達標，精神變好。」 

排解生活壓力 

有興趣參加活動而下載 app→為了達標，調整生活習慣→

走路步數慢慢增加→養成走路運動的習慣→心情變好，能

抒發壓力 

一般民眾：「會一直注意今天幾步，覺得有目標心情

也會比較好，你們可以趕快再辦一下，不然活動結

束覺得好落寞。」 

提升人際關係 

1.有興趣參加活動而下載 app→想辦法達成步數→邀請家人

一起走路→家庭成員聊天、互動的時間增加 

2.有興趣參加活動而下載 app→想辦法達成步數→介紹給

朋友並邀請一起走路→與朋友碰面、聊天的次數增加 

一般民眾：「覺得爸媽需要就有推薦他們，回家幫他

們把穿戴式裝置連到手機上，還會一起去走路。」 

一般民眾：「有推薦一個比較不會運動，但想減肥的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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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一般民眾：「大概有跟 2-3 位朋友介紹，保單跟活動

資訊會一起分享。」 

提升數位應用

能力 

有興趣參加活動而下載 app→為了達標，調整生活習慣→

走路步數達標→獲得達標禮券→要下載其他 app 兌換禮券

→更熟悉手機 app 的操作 

一般民眾：「換禮券還要另外下載 app，吸引力變

小，但因此注意到其他相似的 app，優惠更好就固

定用那個紀錄數據。」 

提升生活便利

性 

有興趣參加活動而下載 app→開始走路→覺得帶著手機運

動不方便→購買穿戴式裝置→運用附加功能處理日常事物 

一般民眾：「參加後有購買，為了更精準紀錄步數，

還會再注意到其他健康資訊。」 

6. 廠商 

表 10：廠商成果事件鏈 

預期成果描述 成果事件鏈 利害關係人回饋摘錄 

增加廠商收入 

1. 使用者參加 Cathay Walker 活動→想辦法每日走 7,500

步→達成活動目標→國壽公司發放禮券或送出吉星禮→

合作對象售出更多商品 

2. 使用者參加 Cathay Walker 活動→需要紀錄走路步數→

覺得拿著手機不方便運動或發現零碎步數無法確實被記

錄→購買穿戴式裝置→廠商銷售量增加 

保戶：「因為走路特別買穿戴式裝置，不然手機永遠

要跟著，也有用其他功能，像是心跳。」 

內勤員工：「因為這個活動有考慮買穿戴式裝置，不

然零碎步數無法統計，加起來也蠻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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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明成果  

根據 SROI 準則，我們需為每一個成果訂定一個或多個指標，證明成果是否

發生以及計算發生數量的多寡。為避免指標的設計具誘導性導致結果偏頗，我們

在選擇指標時，除了參考各族群利害關係人本身的主觀感受，也考量具體事實及

其他關係人客觀的觀察或文獻資料，透過多方佐證，確保後續納入評估的成果皆

確實發生，且符合不過度誇大的原則。 

1. 證明成果發生 

調查問卷首先以 app 的下載期間做篩選，確定填答者的改變皆在本專案評

估期間。利害關係人至少選擇有一項具體事實，且未發生改變的占比並非最多數，

即視為驗證該成果確實發生。 

2. 計算成果數量（改變的數量） 

若填答者符合任一項指標，接續詢問利害關係人是否同意上述指標足以發生

該項成果，若同意則再回答對其而言的改變程度為何。我們以四分位距區分程度，

依重大性原則，於第三階段議合與國泰人壽討論後，採改變程度 50%以上才算顯

著發生，更客觀的計算發生該成果的人數。 

第四節 成果評價 

一、財務代理變數（FINANCIAL PROXY）  

在第二階段問卷調查中，我們採用前述訪談時獲得的資訊，選定「方法 A」

6、「方法 B7」及「方法 C8」為成果評價。針對每個成果列舉 3~7 種頻率或程度

上各異的項目，並保留開放式選項，讓利害關係人依自身的情況回答最能代表各

項成果的價值。最後於第三階段議合，我們考量成果重要程度大小，將調查結果

以加權平均的方式統計，再將計算結果、定價方法、選擇的價格與利害關係人做

確認。各成果最終定價列示如利害關係人成果價值計算彙總表。 

二、成果持續期 

由於本專案活動單純，不同利害關係人在走路運動後會產生幾項共通的成果，

 
6 Method A：可以導致相同成果的其他類似活動 (問卷中提供不同的活動選項) 
7 Method B：願意付多少錢達成相同的成果 (問卷選項設計不同的價值區間) 
8 Method C：成果直接產生或節省的金錢價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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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受參與者本身的個人特徵或工作性質等因素影響，其主觀預測的成果時間長

度也有所不同。在問卷中，僅有確實發生該項成果的受訪者，可以進一步評價成

果持續期，且為尊重每一位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我們將第二階段問卷回覆的結果，

用加權平均的方式統計。最後，在影響力地圖的計算中，我們照比例計算各項成

果的持續期，不滿一年的成果，僅計算到小數點後一位，也就是每個月的價值，

避免結果因為四捨五入而誇大。 

三、成果重大性判斷 

圖 6：成果重大性判斷過程  

在第三階段，我們將問卷達到門檻之結果與利害關係人再次討論，以成果發

生比例、國壽既有之活動統計資料及管理目的、第三方研究為依據，最後經由專

業判斷將具重大性之成果納入最終計算。說明如下：  

表 11：成果重大性彙整表 

利害關

係人 
成果 說明 

納入

與否 

國泰 

人壽 

提升公司

形象 

Cathay Walker 是唯一能同時對這個多內、外部利害

關係人產生影響的公益活動，與核心業務非常相關，

是做為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專案之一，期成為同

業典範。不但加深員工對公司的好感度，也廣泛的提

升大眾對國泰人壽的好印象。加上相關文獻的佐證，

判斷此成果具重大性，故納入。 

納入 

增加業績 
Cathay Walker 與鍾心 Walker 保單結合，共同為參

與者及公司創造價值。從國泰人壽的角度而言，提升
納入 

瞭解利害關係人之潛在改變與成果 判斷利害關係人改變與成果之重大性

與利害關係人
訪談，歸納成

果事件鏈

經由多方佐證

設計成果指標 與利害關係
人議合，判
斷各項成果

之重大性
問卷調查證明
成果發生並確

認改變的程度

參考國內外相

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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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說明 

納入

與否 

鍾心 Walker 保單的銷售是本專案的其中一個目的，

而業績增加無疑是重要價值之一。在此，我們僅計算

因銷售該商品而增加的利潤，為具體事實。 

對國壽產

生負面印

象 

依據第一階段的訪談，一般民眾明確回饋對活動有蒐

集個資的疑慮或有不滿意之處，雖然屬於少數，但考

量 SROI 不誇大原則，故將負面成果納入。 

納入 

內勤 

員工 

提升人際

關係 

1.根據訪談回饋，大部分參與者表示會將活動介紹給

家人，尤其是本身沒有運動習慣者更常邀請家人陪

同，判斷此成果為具體事實，故納入。 

2.只有 Cathay Walker 計畫有舉辦部門競賽，多數員

工提及確實有增加同事交流互動的機會，屬於具體事

實，加上相關文獻的佐證，判斷此成果具重大性，故

納入。 

納入 

增加心理

壓力 

依據第一階段的訪談，員工明確表達比賽成績的公

告，會讓其感到不安、壓力大等情況。而問卷結果顯

示此成果不會被走路當下的正向情緒抵消，考量

SROI 不誇大原則，故將負面成果納入。 

納入 

提升身體

健康 

相關文獻佐證走路確實有益身體健康，且此成果為多

數利害關係人參加活動後感受到的最大影響，故納

入。 

納入 

排解生活

壓力 

相關文獻佐證走路確實能放鬆身心，且此成果於訪談

中多次被利害關係人提及，具重要性而納入。 
納入 

提升生活

便利性 

相關文獻顯示個人創新性與穿戴式裝置的採用意願

呈高度正相關，可見使用者會願意學習新事物、瞭解

新科技。但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此成果不具顯著性，

經與利害關係人討論，可能因大部分用戶購買的穿戴

式裝置類型以計步功能為主，不具更進階的功能，故

此成果的發生率非常低，予以排除。 

排除 

外勤 提升工作 因工作屬性的關係，Cathay Walker 活動成為外勤員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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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說明 

納入

與否 

員工 成就感 工達成業績的助力，考量其具有獨特性，故納入。 

提升人際

關係 

1. 多數外勤同仁表示Cathay Walker活動是與保戶拉

近距離的好媒介，考量其具有獨特性，故納入。 

2.根據訪談回饋，大部分參與者表示會將活動介紹給

家人，尤其是本身沒有運動習慣者更常邀請家人陪

同，判斷此成果為具體事實，故納入。 

納入 

提升身體

健康 

相關文獻佐證走路確實有益身體健康，且此成果為多

數利害關係人參加活動後感受到的最大影響，故納

入。 

納入 

排解生活

壓力 

相關文獻佐證走路確實能放鬆身心，且此成果於訪談

中多次被利害關係人提及，故納入。 
納入 

提升生活

便利性 

相關文獻顯示個人創新性與穿戴式裝置的採用意願

呈高度正相關，可見使用者會願意學習新事物、瞭解

新科技。但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此成果不具顯著性，

經與利害關係人討論，可能因大部分用戶購買的穿戴

式裝置類型以計步功能為主，不具更進階的功能，故

此成果的發生率非常低，予以排除。 

排除 

保戶 

提升人際

關係 

1.根據訪談回饋，大部分參與者表示會將活動介紹給

家人，尤其是本身沒有運動習慣者更常邀請家人陪

同，判斷此成果為具體事實，故納入。 

2.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會邀請朋友一起走路的保戶有

46%，有助於擴散目標族群，達成全國 100 萬人參與

的目標，依據國泰人壽管理目的，判斷此成果具重要

性故納入。 

納入 

提升身體

健康 

相關文獻佐證走路確實有益身體健康，且此成果為多

數利害關係人參加活動後感受到的最大影響，故納

入。 

納入 

排解生活

壓力 

相關文獻佐證走路確實能放鬆身心，且此成果於訪談

中多次被利害關係人提及，具重要性而納入。 
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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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說明 

納入

與否 

提升數位

應用能力 

依據問卷調查，保戶比以往更會利用國壽 app 查看保

單資訊的比例有 44%，但利害關係人對此成果評價

低，且對國泰人壽不具管理目的，故不納入計算。 

排除 

提升風險

管理意識 

依據問卷調查，保戶參加活動後，會更自發瞭解保單

資訊，加以補足保單缺口者平均有 37%，依據國泰人

壽管理目的，判斷此成果具重要性故納入。 

納入 

提升生活

便利性 

相關文獻顯示個人創新性與穿戴式裝置的採用意願

呈高度正相關，可見使用者會願意學習新事物、瞭解

新科技。但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此成果不具顯著性，

經與利害關係人討論，可能因大部分用戶購買的穿戴

式裝置類型以計步功能為主，不具更進階的功能，故

此成果的發生率非常低，予以排除。 

排除 

一般 

民眾 

提升身體

健康 

相關文獻佐證走路確實有益身體健康，且此成果為多

數利害關係人參加活動後感受到的最大影響，故納

入。 

納入 

排解生活

壓力 

相關文獻佐證走路確實能放鬆身心，且此成果於訪談

中多次被利害關係人提及，具重要性而納入。 
納入 

提升人際

關係 

1.根據訪談回饋，大部分參與者表示會將活動介紹給

家人，尤其是本身沒有運動習慣者更常邀請家人陪

同，判斷此成果為具體事實，故納入。 

2.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會邀請朋友一起走路的民眾有

46%，有助於擴散目標族群，達成全國 100 萬人參與

的目標，依據國泰人壽管理目的，判斷此成果具重要

性故納入。 

納入 

提升數位

應用能力 

依據問卷調查，一般民眾下載國壽 app 參加活動後，

其中有 23%的人發現其他不曾使用過的手機功能，而

會進一步使用於觀看保單資訊及線上投保的比例為

8%，但利害關係人對此成果評價低，且對國泰人壽不

具管理目的，故不納入計算。 

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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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

係人 
成果 說明 

納入

與否 

提升生活

便利性 

相關文獻顯示個人創新性與穿戴式裝置的採用意願

呈高度正相關，可見使用者會願意學習新事物、瞭解

新科技。但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此成果不具顯著性，

經與利害關係人討論，可能因大部分用戶購買的穿戴

式裝置類型以計步功能為主，不具更進階的功能，故

此成果的發生率非常低，予以排除。 

排除 

達標禮

廠商 

-7-

ELEVEn 

增加廠商

收入 

Cathay Walker 計畫的執行策略之一即是透過達標好

禮鼓勵參與者持續運動，7-ELEVEn 販售禮券予國泰

人壽為具體事實。然而，在本次的評估中，我們無法

觸及 7-ELEVEn 的管理階層，較難確認活動對提升其

銷售量的影響程度。因此，基於利害關係人參與及不

誇大原則，我們決定將此成果排除，不納入後續計算。 

排除 

穿戴式

裝置廠

商 

增加廠商

收入 

問卷結果顯示約 5 成的用戶會因為走路計步的需要而

購買穿戴式裝置，且以 1-5 分來說，計步功能對各利

害關係人的重要性平均高達 4 分。然而，考量販售穿

戴式裝置的收入僅占廠商年度營收非常微小的一部

分，且在本次的評估中，我們無法直接接觸到五家廠

商的管理階層，僅能單就消費端進行議合，因資訊來

源及成果發生的證據較為間接，不足以證明成果具有

重大性，可能產生誇大的疑慮。因此，基於利害關係

人參與及不誇大原則，我們決定將此成果排除，不納

入後續計算。 

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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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力因子  

依據 SROI 準則，我們經不同階段的議合過程考量四個影響力因子，主要透

過四個等距比例於問卷中調查，以加權平均作為計算，再進一步與利害關係人確

認具有顯著差異的結果。 

1. 無謂因子：係指不論是否有此專案，某項成果亦會發生之比例。本次評估，

大部分成果的無謂因子落在 60-70%，經由問卷及訪談確認，我們發現大部

分的利害關係人參加 Cathay Walker 是基於本身喜歡走路或屬於步行頻率

高者，故即使沒有 Cathay Walker 計畫，利害關係人原本從事的相關運動行

為也可以達到類似成果。 

2. 歸因因子：係指利害關係人在本專案產生的改變，可能同時歸功於其他因素，

也就是指要考量其他因素對此成果的貢獻度。本次評估，大部分成果的歸因

因子落在 50-60%，經由問卷及訪談確認，保戶及一般民眾回饋是因為有購

買鍾心 Walker 或本身較關注健康議題，加上受到獎勵吸引才會參加活動，

而員工則是因為公司內部的推廣及部門競賽的舉辦才進而參加活動，故若

Cathay Walker 計畫沒有搭配獎勵制度，或公司沒有相關政策的推波助瀾，

利害關係人在參與過程中可能無法獲得相同的改變程度。 

3. 移轉因子：係代表本專案的效果會影響其他專案內或專案外利害關係人的因

子，也就是指專案雖然對目標群體達到既有成果，卻可能將問題轉嫁到其他

地方。Cathay Walker 計畫以鼓勵大眾運動為出發點，不論是相關文獻或利

害關係人的回饋，在社會面、環境面及經濟面上皆不具有明顯的移轉現象。 

4. 衰退因子：係指成果隨時間遞減之效果。本次評估，大部分成果的衰退因子

落在 10-20%，其中可以明顯看出，一般民眾的成果衰減因子較其他利害關

係人高一點點，經訪談發現，因一般民眾是唯一不具特定身分別的利害關係

人，參加過程並不受公司政策、保單優惠等因素影響，多數人回饋僅在有獎

勵回饋的期間努力達標，一旦失去誘因就沒有走路的動力，故成果衰退的幅

度也較快。 

綜上所述，隨著現今運動風氣的興盛，造成成果發生的最主要原因可能並非

來自於 Cathay Walker 計畫，且主打走路集點、換獎品的相似 app 愈來愈多，本

活動的可取代性也較高。各成果的影響力因子比例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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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影響力因子彙整表 

利害關係人 成果 無謂因子 歸因因子 移轉因子 衰退因子 

國泰人壽 

提升公司形象 54% 48% 0% 18% 

增加業績 75% 10% 25% 0% 

對國壽產生負面印象 51% 56% 0% 22% 

內勤員工 

提升人際關係 66% 56% 0% 16% 

增加心理壓力 66% 56% 0% 31% 

提升身體健康 66% 54% 0% 17% 

排解生活壓力 67% 55% 0% 16% 

外勤員工 

提升工作成就感 59% 54% 0% 15% 

提升人際關係 63% 56% 0% 14% 

提升身體健康 61% 52% 0% 17% 

排解生活壓力 63% 54% 0% 17% 

保戶 

提升人際關係 61% 50% 0% 17% 

提升身體健康 61% 48% 0% 19% 

排解生活壓力 61% 50% 0% 19% 

提升風險管理意識 54% 47% 0% 19% 

一般民眾 

提升身體健康 64% 49% 0% 23% 

排解生活壓力 64% 50% 0% 22% 

提升人際關係 62% 51% 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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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SROI 模型建立 

第一節 成果價值計算 

在前文中，我們確認了利害關係人的改變過程及成果，並尋找作為衡量成果

的指標（Indictor）、財務代理變數（Financial Proxy）及影響力因子後，接下來

我們將計算各利害關係人之成果價值。 

本報告以 2019 年 3 月郵政儲金三年期郵政定期固定利率 1.04%，作為本報

告之折現率。計算方式為成果總現值除以總投入價值後，得出本專案的社會投資

報酬率（SROI）為：693,730,965/110,180,727=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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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利害關係人成果價值計算彙總表 

利害關係人 

成果 
樣本成

果比例9 

成果 

數量10 

持續 

期間11 

成果定價 

(NT$)12 

成果現值 

名

稱 

母體數/

單位 

折現率% 1.04% 

1~2 年成果總額 

國

泰 

人

壽 

1 

提升公司形象 100% 1 1.7 1,689,848 630,976 

增加業績 100% 1 0.6 14,333,316 2,418,727 

對國壽產生負

面印象 
100% 1 1.2 (16,690) (4,134) 

內

勤 

員

工 

4,924 

提升人際關係 

10% 510 

0.6 

3,912 

2,298,689 8% 411 3,981 

30% 1,480 7,893 

增加心理壓力 36% 1,792 0.6 (3,912) (1,058,478) 

提升身體健康 48% 2,362 1.5 18,304 9,488,501 

排解生活壓力 39% 1,914 1.1 7,088 2,269,443 

外

勤 

員

工 

23,168 

提升工作成就

感 
46% 10,672 2.0 16,901 61,442,337 

增進人際關係 

11% 2,444 

0.6 

1,328 

6,724,402 12% 2,753 2,590 

34% 7,826 3,918 

提升身體健康 52% 12,156 2.0 16,191 69,445,447 

 
9 詳細資訊請參考「證明成果」章節 
10 成果數量=樣本成果比例*母體數/單位 
11 持續期間僅於七個月的評估期間內發生之成果，以 7 個月/12 個月=0.5833333，約等於 0.6

年做計算 
12 詳細資訊請參考「財務代理變數」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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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成果 
樣本成

果比例9 

成果 

數量10 

持續 

期間11 

成果定價 

(NT$)12 

成果現值 

名

稱 

母體數/

單位 

折現率% 1.04% 

1~2 年成果總額 

排解生活壓力 44% 10,146 1.8 6,539 18,684,433 

保

戶 
105,392 

提升人際關係 

12% 12,763 

0.6 

2,055 

31,194,030 5% 5,105 2,233 

27% 28,481 4,287 

提升身體健康 48% 50,446 1.9 16,131 290,755,255 

排解生活壓力 47% 49,304 1.8 5,075 78,612,569 

提升風險管理

意識 
36% 38,153 1.7 6,641 97,661,746 

一

般

民

眾 

14,082 

提升身體健康 42% 5,850 1.5 15,462 23,308,029 

排解生活壓力 39% 5,527 1.5 4,925 6,587,611 

提升人際關係 

10% 1,455 

0.6 

1,873 2,524,466 

5% 743 2,119  

24% 3,426 3,992 3,324,884 

總現值 693,730,965 

總投入 110,180,727 

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 6.30 

第二節 敏感性分析  

為求結果之客觀與可驗證，SROI 指引要求必須在每次的分析報告中加入敏

感性分析及揭露相關資訊。而本次評估的 Cathay Walker 計畫活動單純，且目標

群體及其改變明確，整體而言，不可控制因素及研究限制較少，但為求嚴謹、客

觀，我們依據不誇大原則，調整 SROI 區間、成果持續期及影響力因子，得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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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的 SROI 敏感性分析範圍界於 3.90~9.22 之間。各項調整分別說明如下：  

表 14：敏感性分析彙總表 

調整項目 調整內容說明 SROI 值 

由問卷調查

而來的財務

代理變數 

大部分成果的財務代理變數是透過問卷調查，以方法

A 及方法 B 詢問利害關係人的意見，這樣的方式可能

導致成果價值被高估。因此，我們將財務代理變數統

計結果分別以 10%和 30%做打折。 

5.67 

4.42 

SROI 

經由三個議合階段的反覆確認，我們降低抽樣誤差至

可接受的範圍，認為樣本數足以代表母體。而為求結果

更嚴謹、客觀，最後將原計算出的 SROI結果加減 10%，

作為合理的區間估計。 

6.93 

5.67 

「提升身體

健康」成果

持續期間 

根據部分利害關係人於訪談的回饋，少部分認為運動

的好處能維持很久，故將「提升身體健康」此成果持續

期皆設為 5 年。 

9.22 

全部成果持

續期間 

根據部分利害關係人訪談回饋，本次評估期間僅有七

個月，若不參加活動後，各項成果頂多維持一年，故將

全部成果的持續期設為 1 年。 

3.90 

歸因因子 
等於或小於 10%的調整為 30% 6.29 

等於或小於 10%的調整為問卷平均結果 52% 6.29 

衰減因子 
等於或小於 10%的調整為 30% 6.30 

等於或小於 10%的調整為問卷平均結果 19% 6.30 

移轉因子 
0%調整為 10% 5.67 

0%調整為 30% 4.42 

「提升人際

關係」成果

持續期 

根據相關文獻及部分利害關係人於訪談的回饋，「提升

人際關係」的效果可以達到 2 年， 故將各利害線人「提

升身體健康」此成果的持續期設為 2 年。 

6.62 

上述敏感性分析結果，請注意「歸因因子」及「衰減因子」的兩個調整後數

值相同，原因為其對整體總價值僅占非常微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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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專案結果分析  

Cathay Walker 計畫在本次評估共歸納出 9 項成果，其中價值最顯著的前兩

項成果為各類利害關係人共同擁有的，分別為「提升身體健康」及「排解生活壓

力」，尤其前者的占比高達 56%。可見對於各用戶而言，參加 Cathay Walker 帶

來最有感的影響即為健康狀況的改變，對已經有運動習慣的用戶，因健康數據得

以被即時紀錄與定期追蹤，容易使其產生挑戰自己的正面心態，進而達成一次又

一次更高的目標，使身體漸漸適應更多的步行時間與強度；而對本身沒有運動習

慣的用戶，受獎勵機制或被動因素的影響，在過程中提升了自我健康意識，進而

激發生活習慣的改變以循序漸進地養成運動習慣。因此對於不同運動頻率的利害

關係人而言，Cathay Walker 的執行策略確實能對其產生改變，並有助於達成本

計畫的核心主軸。 

接著排序第三為「提升風險管理意識」，係專屬於保戶的成果，占整體影響

力 14%，最主要原因為保戶為最大宗的活動參與者，其大部分原先就較注重保險

規劃，而在參加本活動後更常使用國泰人壽 app，加強了其檢視及評估自身保單

的積極度，對國泰人壽而言具有重要管理意義。其餘成果請參考下圖。 

圖 7：專案整體成果價值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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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分析論述，Cathay Walker 計畫目前的執行策略及內容確實與三大目標

相呼應，雖然評估顯示部分成果的可取代性較高，但其影響人數廣泛，且負面效

益十分微小，在整體成果價值占比中皆未達 1%。更重要的是，Cathay Walker 為

持續進行中的計畫，在本評估期間後仍陸續推出新活動，有助於各項成果效益繼

續發酵，針對各面向加以優化及調整後，勢必能再進一步擴大及深化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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