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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幾年來，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一詞在企業界

吹起一股風潮，透過多種雜誌、媒體之宣導，使得社會大眾普遍認知企

業若有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則獲有較良好的形象，相對也可能帶來更高

的獲利。本研究目標為相較國際性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尋找一套較適

合國內資訊電子企業共識的企業社會責任衡量指標，並辨認較佳的切入

觀點或分類範疇，用以檢視不同企業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時，其表現水

準對財務績效之影響。 研究運用文獻蒐集、電話調查得到初步的企業資

料後，分別於產、官、學界中邀請多位專家進行問卷填寫，主要在進行



構面間相互重要性評分，採用層級分析法計算企業社會責任衡量指標，

並予以不同權重值，建構資訊電子業企業社會衡量體系。 接著以半導體

產業為實證產業，計算出各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與企業財務績

效進行相關性分析。研究結果發現，97 年度(2008 年)半導體產業各公司

在企業社會責任上表現的績效與該公司的資產權益報酬是有相關性的，

與股東權益報酬及獲利能力來看並無顯著相關。本研究認為在 2008 年

金融風暴的衝擊下，即使大部分的企業對於環境劇烈變動所造成的影響

即使也無法抵抗，但有實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企業仍有獲利的表現，

並減少外在環境因素帶來的損失。 因此本研究提供給管理者兩大項的策

略意見，第一：企業社會責任就是把公司營運的基本面經營周到，企業

社會責任不是工具也不是建立形象的行銷手段；第二：當資源有限時，

管理者在思考取捨策略時可以參考在該產業中大多數認為較重要的層面

去維持企業的基本營運。 

摘要

(英) 

Recently,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sue is getting important 

rol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actice and academic. There is much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corporate can build a better business image or get higher profits if 

they contribute more efforts on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develop an evaluation index of IT/IS industry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standard. Literature review, telephone survey, professional 

interviewed and AHP are used to build the evaluation mode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being selected as the target of investigation was firstly gauged of the 

CSR performance measures followed by their relations with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CSR scor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turn on assets while les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return on equity and 

profitability. The result implies that firms instituting CSR were less vulnerable 

and impacted by the 2008 economic downturn even though the negative impact 

was pervasive. There are two major finding of our research. First, basic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e is maintaining the business making profit. And the 

CSR is not the marketing tool in build business image. Secondly, the corporate 

can reallocated their resources based on our research index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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