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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參與企業慈善活動之影響因素： 

以資生堂集團為例 

 

摘  要 

 

臺灣資生堂集團在近幾年的志工活動的發展中，逐漸顯現出志工數量不足的問

題。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員工在參與企業主辦之慈善志工活動時的影響因素，和員

工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以及不參與志工活動的原因，以利未來更有效率的招募志

工。在參與志工活動之影響因素的部分，主要探討以下三個面向：第一個是個人關

懷特質，是指員工是否具有關懷他人之特質的自我評價；第二點是企業認同度，指

的是員工對於企業文化中關懷特質的認知；最後一點則是參與者關懷印象，指的是

員工對於身邊參與志工活動的員工之評價。 

本研究以量化研究的方式，針對資深堂全體員工以問卷的形式進行統計。在加

入員工職等與地區作爲控制變數后，經過羅吉氏回歸得出結論，個人關懷特質與參

與者關懷印象與參與志工活動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企業認同度則與參與志工活動並

無顯著相關性。另外員工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中，追尋「意義」、「成就感」和

「樂趣」是員工參與動機中得分較高的項目，而員工不參與志工活動的原因中則是

「沒有時間」、「資料不足」和「沒有興趣」這三項得分最高。在未來的志工招募

中，可以根據志工參與慈善活動的影響因素，制定更爲有效率的招募方式，以解決

志工人力不足的問題。 

 

關鍵字：個人關懷傾向、企業認同度、參與者關懷印象、志工活動參

與動機、不參與志工活動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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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The Case of Shiseido in Taiwan 

 

Abstrac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 activities in Shiseido Company, the problem of 

the recruitment of volunteers come out gradually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loyees’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We mainly discus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Employees Prosocial Identity, 

Corporate Prosocial Identity and Participants Prosocial Identity. And in this study, we 

also discuss about the motivation of employees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reasons for not participating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We used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data from all employees of Shiseido in Taiwan. 

 After logistic regression with joining Grades and Regions as control variables, 

conclusions were drawn. Employees Prosocial Identity and Participants Prosocial Identity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aking part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But 

Corporate Prosocial Identity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aking part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In addition, Employees pursuing Meaning, Fulfilling and Fun have higher scores 

among employee participation motives. The three top reasons why employees do not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are The lack of time,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and Not 

interested. We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recruitment of volunteers, more effective recruitment 

methods could be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thes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lack of volunteers.  

Keywords: Employees prosocial identity, corporate prosocial identity, 

participants prosocial identity, motivations of employees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reasons for not participating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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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企業慈善的日益普及，企業慈善逐漸滲透到各行各業中。而隨著企業慈

善意識的不斷發展，它也從曾今企業的加分項目，發展成企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因此，企業慈善的施行方式也在逐漸發生著改變。近年來在臺灣，很多企業從

最簡單的捐錢捐物開始，一步一步建立起具有特色的志工團隊，以長期穩定的方式

來進行企業慈善活動，以達到更爲顯著的成效。在如今這些企業在進行慈善活動之

時，往往會和一些非營利組織或是宗教團體等合作，將企業的一份力獻給弱勢群

體，或借由員工的閒置時間關懷弱勢群體、保護生態環境。這也正因應了這社會的

浪潮，企業從純粹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逐漸開始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利

用企業的力量為慈善出一份力。 

企業慈善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在當今臺灣的現況中，通過企業慈善活

動來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仍是主流。近年來隨著企業慈善的不斷發展，企業慈

善的模式也變得越來越多元，企業也漸漸將本業專長融合到企業慈善活動之中來，

而配套的制度也逐漸完善。一直以來，很多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文獻中都有提到，

社會慈善不僅僅是一個社會的公益活動，如果能將這樣的活動與企業的本業相結

合，就能成為既利於社會又助益企業成長的活動。像是瑞助營造，他們利用自己的

營造專長，他們不僅會協助慈善團體進行公益修繕，還會利用自身專長幫助災區的

重建。他們的專業不僅節省了慈善的成本，也提升了活動的成效，並建立起企業的

專業形象。 

而像是電信業者臺灣大哥大的志工服務又完全不同，首先在制度方面，臺灣大

哥大通過每年兩天的給薪服務假以及交通津貼與保險，積極鼓勵員工參加志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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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另外臺灣大哥大也利用自己的本業專長提供了許多偏遠地區行動醫療車所需要

的上網設備等等，希望幫助偏遠地區獲得更好的醫療與教育水準。 

另外，像是中國信託除了成立慈善基金會對各個弱勢群體進行補助外，還成立

了志工團隊，服務內容包含課業輔導、美語教學以及理財執導這三個面向的活動，

這些志工來自於人資部門的統一招募，並且公司也有配合志工假的措施，讓志工活

動不會成為員工的負擔。其中理財志工團隊，更是服務偏遠地區的經濟弱勢家庭，

善用了金融機構的特長，把正確的理財或是理債觀念帶給有需要的弱勢家庭，幫助

他們走出財務的惡性循環。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志工活動，十分仰賴員工的熱情參與，足夠的人力支持，

才能讓活動的規模、場次保持在一定的數量。當然很多公司為了應對志工招募的問

題，往往都有相應的志工制度，像是提供志工假、或是累積員工志工時數等等，希

望由此讓志工活動與本職工作的衝突減少，以吸引更多的員工參與到志工活動中

來。 

本次研究有幸將臺灣資生堂集團作為樣本，臺灣資生堂集團在近年成立了志工

團隊，通過對於銀髮族的化妝教學（關懷美容講座），希望通過關懷美容講座給老

人們的生活帶去不一樣的色彩。目前臺灣資生堂集團每年在全台舉辦教學活動二十

餘場，覆蓋全台大大小小的贍養機構，利用自己的本業專長，提供給長輩與往常不

同的活動體驗，希望給長輩們帶去全新的學習與驚喜。到目前為止，關懷美容講座

的開辦已經五年，服務的對象以及活動的場次也在穩步的增加中，但也正因如此，

員工參與量不足的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 

事實上，即使是在員工上千的資生堂，志工的招募也並非如我們想像中來的容

易，在盈利組織中，員工沒有參加志工活動的義務，而參與志工活動定會花費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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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時間以及精力，在與自己的本職工作相較而言，參與志工活動可能就顯得力不

從心了。那麼企業如果想要以非強迫的手段招募更多的志工，那麼就必須要瞭解員

工為何選擇參與志工活動，或是員工為何不參與志工活動，投其所好、避其所惡才

能更有效率的招募員工。 

除此之外，本文中希望瞭解三個不同因素與參與志工活動之間的關係。首先，

人們常常提到，做志工的人通常很有愛心，那麼也就是員工的個人關懷特質很有可

能成為參與到志工活動的先決條件。另外，因為資生堂的志工活動是公司自行發起

主辦，所以員工是否有意願參與到公司活動中，也可能與公司內部的風氣有關，若

是公司內部的關懷特質十分的顯著，那麼也可能會增進員工參與志工活動的可能

性。最後，員工對於身邊志工朋友所留下的印象，可能也會對員工的選擇造成影

響，如果身邊的志工給員工留下了較爲正面的印象，是否可能增加他們參與志工活

動的概率。 

這次研究的對像是臺灣資生堂集團的全體員工，本次研究中共回收 750份有效

問卷。其中問卷對象，包含臺灣資生堂、華茲妝業和法倈儷三家公司，涵蓋從一線

員工例如美容顧問等，到總經理以上之主管階層。研究結果發現，的確越具有關懷

特質的員工，越會參與到志工活動中，而對於身邊志工評價越高的人，也越會參與

到志工活動中來。但公司關懷特質對於參與志工活動的影響並不顯著，研究過程以

及結果的分析，會在接下來的詳細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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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説 

    本章總共分為兩節。第一節，整理了其他學者對於員工參與企業慈善活動的

影響因素的見解。第二節為本研究的研究假說。 

第一節  文獻探討 

在個案的研究中本文瞭解到資生堂集團員工志工活動的參與度並不如預期，這

給 CSR 活動的後續發展帶來了一定的阻礙，那麼為了探討員工參與的動機以及阻

礙員工參與的因素，接下來的文獻探討會分為員工參與志工活動之動機，以及員工

不參與志工活動之影響因素兩個方面。 

一、 員工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 

志願服務是指免費為個人、團體或事業付出的各項活動。而人們的行為是由各

個方面條件的綜合影響下，逐漸造就了人們進行志工服務的動機，在針對志工活動

的研究中，也逐漸衍生出各種理論，從不同的方向對於這些可能性進行探討。包括

心理學動機的相關理論、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社會資源理論等。 

首先，Clary等學者在 1998 年的研究中，總結出六項參與志工活動的心理學動

機，第一點是利社會動機(Pro-social)，這一點強調，人們參與志工活動可能是想

要為他人做貢獻之動機所引起的；第二點為歸屬感動機(Belonging)，指的是人們參

與志工活動是爲了增加歸屬感，也就是通過活動的參加，希望能夠建立並加強與他

人之間的關係；第三點是自我加強動機(Self-enhancement)，是指希望借由志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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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加，加強自身能力，從而提升自尊；第四點則是自我保護動機(Self-

protective)，這群人往往是因爲對於自身優沃的條件感到內疚，所以希望借由志工

活動回饋社會，或是在自身工作或生活中遇到難以逃避的問題，因此通過換一個環

境，逃避自身所遇到的問題；再來是發展性動機(Developmental)，也就是他們希望

能夠在志工活動中學習到新的知識或新的技能，以對其未來的發展有所幫助；最後

一點則是改善職涯(Career)的動機，希望參與志工活動的經驗能對未來的職業前途

有所幫助。 

而在 2000 年 Wilson 的研究中所提到的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中，志工

活動的參與會被教育程度以及工作狀況所影響，其中工作狀況影響了人們自由支配

的時間，以及工作內容的繁重程度這兩個面向。 

其中，教育程度的提升會加強人們對於問題的理解、增強同理心和自信心，因

此也讓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完成志工活動(Brady, 1995)，但是在 2007 年 Sundeen

等人的研究中提到，教育程度與志工活動不匹配也會造成參與動機的下降，也就是

說如果志工活動的能力需求過於低下時，反而會降低教育程度很高的人的參與。 

而工作狀況決定了一個人的空閒時間，但在全職工作者中，也不是時間越多的

人參加的就更加頻繁，還要考慮到工作的重要程度，似乎具有更高聲望的工作者更

傾向於的參與志工活動(Wilson, 2000)。而工作內容對於志工的影響有截然不同的

兩個方向，一個是補償理論，他們認為人們在工作中有所缺失時，會藉由轉移到參

與志工活動來進行補償。但另一方面，理性選擇理論認為，人們會將有償工作複製

到志工活動中，因為志工活動中所用到的技能很多都是在工作場所發展來的，因此

在有償工作中的到滿足的人，也能很輕鬆的將這種行為複製到類似工作的志工活動

中來(Herzog & Morga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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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社會資源理論等。則是認爲人們參與志工活動

是由付出與所得、利害關係、報償與受益來衡量是否參與志工活動，其中受益包含

可能獲得的能力、獎勵、人際關係或工作上缺失部分的補償等等。交換理論認為，

人們不會為別人付出商品或服務除非他們能夠在交換中得到利益(Smith, 1982)。在

志工活動中，人們會衡量他們的付出是否與所得匹配，有些人是因為過去得到的幫

助，而去回饋社會，更多人的動機則來源於從志工活動中所能得到的東西，像是工

作能力、物質及精神上的回饋等等(Wilson, 2000)，但交換理論過於注重能夠量化的

變數，但在事實上，很多公民技能是難以計算在其中的，比如説，表達能力好等等

(Brady et al., 1995)。 

另外在社會資源理論(Social Resources)中，社會資源包含人們所擁有的社會網

路以及家庭家庭關係，如婚姻狀況與父母身份。社會網路帶來最大效益，就是人們

參與不同群體並在群體中活躍，一是增加了群體的團結，讓一些志工活動像是社區

的治安，得以完成。二是讓個人能夠有更多接收志工相關訊息的途徑，從而增加參

與志工活動的可能(Wilson, 2000)。再者家庭的組成也會對社會資源造成一定的影

響，比如説，婚姻狀況中是否單身與是否有小孩就產生了不同的影響(Sundeen, 

1990 ),但似乎家庭組成做造成的影響囊括了許多因素參雜其中，而造成結果有時

十分令人費解。 

二、 工作特性與志工活動參與動機之關係 

Grant 在 2012 年的研究中研究了工作特性與員工參與志工活動之關係。文中提

到，工作特性中包括任務特性(Task Characteristics)、社會特性(Social Characteristics)

以及知識特性(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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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第一點是任務特性(Task Characteristics)，任務特性包含工作任務之意義

性、獨立完成性、自主決策性、回饋性 (Margeson  &  Humphrey, 2006)，其中意義

性指的是，完成得產品或服務對他人能夠形成長期的影響，獨立完成性則是指能夠

從頭至尾得獨立完成一整件工作，自主決策性是指擁有自主決定工作方式與排程的

權力，最後得回饋性則是指能夠適時瞭解自己的表現如何。當這些任務特性得到滿

足時，工作就會令人感到有意義。 

第二點社會特性(Social Characteristics)則是指影響員工與他人之人際互動與關

聯的工作特性(Grant, 2007)，通常具有高社會特性的工作能夠讓員工有機會在組織

內外與他人共同工作並相互影響(Grand & Parker, 2009)，當工作滿足這樣的特性

時，就能滿足人們與他人產生聯係的需求，而這也是人類生活的核心需求之一

(Ryan & Deci, 2000)。 

第三點知識特性(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指的是影響人們發展與使用資訊與

技能的工作特性(Parker, Wall & Cordery, 2001)。工作中的知識特性給員工提供瞭解

決問題、處理複雜資訊並且得到並應用專業且多元的能力(Morgenson & Humphrey, 

2006)，最終滿足人們對於能力發展的需求，而這也是人類生活的核心需求之一

(Ryan & Deci, 2000)。 

當員工參與公司的志工活動時，根據補償觀點(Compensatory Motives)，枯燥的

工作特性會引發動機去填補工作中所經歷的殘缺而當他們在志工經歷中滿足了他們

的動機，那麼個體重複參加志工活動的可能就增加了(Grant, 2012)。 

但為何他們不選擇參加其他的志工活動而選擇參加公司內的活動呢，因為當人

們的動機來源於工作時，他們也會更傾向於在同一個工作領域表現出來(Valle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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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因此人們的因為枯燥的工作特性而形成的補償動機會在工作領域中更加顯

著和可及(Grant, 2012)。 

另外 Rodell 在 2013 年的研究中也有提到工作意義與志工活動之間的加強觀點

與補償觀點這兩個面向，他發現，根據加強觀點(Enhancement Len)，工作意義對於

志工活動有正向的關係，也就是當員工在工作中得到一些意義時，他們會產生某種

欲望想要體驗更多的意義，因此投身於志工活動。補償觀點則是指當工作上的意義

不足時，人們會轉向志工活動尋求意義。在研究結果中提到，志工活動所帶來的意

義與員工參與志工活動之間的關係，確實會被工作意義影響，在工作意義較低的情

況下，志工活動的意義與員工參與志工活動之間的正向關係更加顯著，也驗證了補

償動機的作用。最後研究中也得出結論志工活動對於工作層面更加具有正向的關

係。 

三、 員工不參與志工活動之影響因素 

根據 Sundeen 等人在 2007 年的研究所述，參與志工活動的障礙有以下四點：缺

乏資源(Scarce Resources)、缺乏興趣(Not Interested)、缺乏社會連結(Lack of 

Community Connection)和能力不符(Skills Mismatch)。 

其中第一點缺乏資源指的是，人們可能因爲缺乏時間、缺乏幼兒照顧的資源或

是自身的健康問題，而不去從事志工活動。在其研究之中缺乏時間是最常被提及

的，約有 43.4%的非志工選擇，接下來是沒有興趣，占 27.1%，其次是健康原因占

14%和其他占 12.8%，但有關志工活動資訊缺乏只占了 4.3%，能力不符更加只有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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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缺乏時間在全職員工，尤其是女性有小孩的族群中，占主要的原因，

而健康原因則是老年人選擇的較多。有研究指出我們應該將志工活動作為一種生產

活動看待，那麼就需要考量到進行志工活動所要耗費的資源(Musick, Wilson & 

Bynum, 2000)。因此在考量資生堂員工參與 CSR 活動的研究中，我們也將納入缺

乏時間、幼兒照護和健康考量的因素，考量到資生堂員工的組成，一線美容師的業

績壓力，缺乏時間可能成為她們考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缺乏興趣則是指人們認爲參與志工活動沒有誘因，或是對主辦活動的組織不信

任，亦或是感覺沒有必要參加，或是寧願去幫助鄰裡(Sundeen et. al., 2007)。研究

中，沒有興趣的人群通常是比較弱勢的群體，像是老人、非市民、低收入低教育程

度、就業不穩定等，而這群人通常沒有小孩並且住在較大的城市裡。在研究員工參

與的過程中，沒有興趣也將納入考量。 

第三點缺乏社會連結可能會造成獲取志願服務的資訊鏈隔斷，在文中作者提到

在 2000 年間，有 71%曾經被詢問過是否要做志願者的人最終有做志願者，而未曾

被問過的人中卻自願成為志願者的人只有 25%。這就凸顯了志願資訊傳遞的重要

性。事實上資生堂的 CSR 部門一直以來都有定期通過電子郵件和年會提及志工活

動的訊息，但是否有效的傳達到員工這一點，還有待研究。 

最後一點也就是能力不符，這一點指的是人們認爲自己的能力與志工活動需求

不符，或過高或過低，從而不去參與志工活動，文中提到高教育程度的人，對於這

一點的要求更高，但還有另一群的就是失業的少子男性。據瞭解，資生堂員工很多

都有美容師的經歷，所以絕大部分的員工都有參加 CSR 活動的基本能力，但除了

美容師外，行政工作的員工可能就會因為和自身能力不符的原因而減少參加活動的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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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自我意願所造成的障礙外，資生堂方面也有提出疑問，有些員工會不

會因為要向主管請假，而害怕造成主管工作上的偏見，進而形成員工參加志工活動

的障礙。研究指出雖然出於自我意向而做的義工活動是能夠獲得工作同事以及上級

的正向評價的，但若是為了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而做的義工活動則是

會帶來負面評價(Rodell & Lynch, 2016)。 

那為了自我意向而去從事志工活動帶來個一個訊息，就是這個人有可能將這種

正向的行為的意向帶到工作場所中(Leikas et al., 2012)。而互助的行為能夠在工作場

合形成一個互助的迴圈，造就良好的環境(Grant & Patil, 2012)。但有時在一些正面

的行為，比如一些道德的無私的舉動也可能會招致負面評價，因為並未採取此種行

為的人可能視其為威脅(Monin et al., 2008)。 

而為印象管理所做的志工活動，指的是為了借由參與志工活動來改變人們對他

的印象，而印象管理中帶來最大負面效益的為兩個方面：空白填補(Void Filling)和

自我優越感(Self-righteousness)，意思是他們是因為無事可做所以從事志工活動，

或是為了增加自己優越感，而去從事志工活動。這兩點是造成負面影響的罪魁禍首

(Rodell & Lynch, 2016)。 

因此在研究中，加入了有關擔心同事或上級之評價所造成的障礙之問項，之後

希望在和主管和員工的問卷中，進一步瞭解他人的評價所帶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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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説 

一、 個人關懷特質 

在參與志工活動的心理學動機中，回饋社會之動機是建立在個人對於社會的

關懷之上，我們常常提到，參與志工活動的人是具有愛心的、是關懷他人的。

志工的本質是幫助他人的活動，是屬於利他的行爲，也就是前面提到在參與志

工活動的心理學動機中，第一個志工活動參與動機便是利社會(Pro-Social),利社

會代表個人具有為幫助他人或為他人做貢獻的欲望(Brief & Motowidlo, 1986)。

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往往需要犧牲掉自己的時間與精力，若是沒有主動為關心

他人，並做好為他人付出行動的準備，那麽似乎也無法為他人做出志工的行

爲，因此本文在此假設越關心他人就越願意為他人付出自己的時間與精力，也

就是越具有個人關懷特質的員工將會越傾向與參加志工活動，因此本文假設，

個人關懷特質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 

H1: 個人關懷特質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 

二、 企業認同度 

作爲企業主辦的 CSR 活動，其中的人力十分的仰賴員工的參與，而正因爲是

企業主辦的活動，CSR 活動成爲了企業的一部分，和企業的形象與價值緊密的聯

係在了一起，而員工越為認同企業的價值，那麽企業就會成爲員工重要的一部

分，在爲企業付出的過程中，也可能會更加願意付出心力在於自我職責之外的事

情上，在資生堂的例子中，員工可能會選擇參與志工活動來為企業付出行動，在

Patchen在 1970 年的書中就有提到對企業十分認同的員工，會在態度及行爲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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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企業支援，因此可以推論對於企業與活動約爲認同的員工可能就會為企業的

CSR 活動給予行動上的支持，反之，若是對於企業及活動的認同度較低，那麽就

很難為本職之外的企業活動付出，因此在此假設，對於企業越為認同的員工則越

有可能去參加企業的志工活動，也就是假設企業認同度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

關。 

H2： 企業認同度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 

三、 參與者關懷印象 

在 Rodell 與 Lynch 在 2016 年的研究中文獻中提到他人的看法會給志工的行

爲帶來影響，尤其一些人會擔心他人會因爲志工活動的參與而造成他人對其負面

的評價，因爲在參與志工活動中，一些印象管理的動機會給參與者帶來負面的評

價，印象管理是指參與者爲了在他人眼中能夠得到更好的印象而去參加志工活動

這樣的行爲，但反過來推論如若自己對於參與者的印象是正面的，那麽這群員工

也許對參與公共活動所帶來的他人的看法之期待是正面的，是否也就會選擇去參

與志工活動。也就是說我們希望瞭解員工對參與過志工活動的他人所報持的態度

是否會對志工活動的參與造成影響，因此我們假設對於志工之印象越為正面，那

麽這樣的員工的參與度會更高，也就是參與者關懷印象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

關。 

H3: 參與者關懷印象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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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研究架構圖 

 

 

 

 

 

 

H1：個人關懷特質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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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參與者關懷印象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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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分爲三節，首先第一節介紹了資生堂企業慈善活動之現況，第二節則

是針對前述之研究架構進行之問卷設計，最後一節將闡述具體的問卷結果的分析

方法。 

第一節  個案背景 

臺灣資生堂集團包含臺灣資生堂、法徠儷股份有限公司和華資粧業股份有限

公司，員工總計兩千餘位。從 2007 年開始，台灣資生堂也成立了一日志工團隊。

那時團隊的隊長便由現在的社會責任課（原統括監察課）課長擔任。而兩年後，

也就是 2009 年，資生堂公司美容部成立了資生堂社會關懷美容中心（簡稱

SLQ），它是針對解決問題肌膚困擾的機構，運用化妝品去幫助人們解決血管

瘤、白斑病等造成的皮膚問題。 

此機構的發展也是傳承於日本總公司的傳統，於是在臺灣準備成立美容中心

時，一些老師便前往日本受訓，在受訓過程中得知，日本除了問題肌膚的關懷

外，也有針對高齡長者的關懷，雖然並不是此機構的重心，但受訓的老師也將這

樣的活動帶回了臺灣，並開始去安養機構幫長輩們化妝，這也就成為了後來關懷

美容講座的雛形。 

關懷美容講座的具體內容是針對高齡長者以及身心障礙人士舉辦的美容教學

講座，在講座中，講師以及志願團隊，會根據服務對象的狀況，進行基礎保養以

及彩妝的教學。除了五位志工團隊的固定班底外，其餘的志工皆來自於在報名系

統申請參加的員工，而平均每場活動所需的志工在十名左右，因此有一半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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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需要從員工中招募，而員工的招募是通過資生堂綫上的報名網站進行報名，

而後經過主管之請假許可即可參加。 

資生堂集團為了鼓勵志工活動的參與，凡在平日參與志工活動的員工皆可以

以出差計算工時。但即使如此也發生了參加人數不如預期的狀況，這就給未來活

動的發展帶來了阻礙，因此本文希望借由問卷的形式去瞭解，資生堂員工參與志

工活動的影響因素、參與動機，以及不參加的理由，因此問卷將發放給資生堂集

團具有參與志工活動權利的全體員工，其中將包含全臺主管與普通員工兩個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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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設計 

研究將採用問卷的方式瞭解以下幾個面向，首先作爲自變量之個人關懷傾

向、企業認知度、參與者認知，此三個面向採用五點量表。另外，參與美容志工

活動之動機同樣採用五點量表，未參與志工活動之原因將以多選題的方式呈現，

下面具體闡述衡量構面與各個構面之問項。 

一、 個人關懷特質之認知 

在個人關懷傾向中，本文定義，個人關懷傾向指的是對他人有關懷的態度的

並願付出行動爲之的衡量面向，因此此部分之衡量包含兩個方面，首先是自我的

關懷態度的評價，其次是關懷行動的評價，而這裏的關懷行動特指志工活動，因

此在問卷之中，前兩項以「關懷他人」與「慷慨大方」來作爲關懷之態度的衡

量，而「重要」與「有意義」作爲志工活動也就是關懷行動的衡量。 

二、 企業認同度評價 

企業認同度會影響員工對企業的個人投入，在企業慈善方面，在此定義企業

之認同為對企業之關懷傾向之認同，其中將分爲對於對於公司的認同與對於關懷

美容講座的認同，而企業關懷傾向的認同這裏將採取「關懷社會」、「慷慨大

方」、「關心員工」這三個問項進行衡量，此外對於關懷美容講座之認同則採用

「是一個慈善的活動」來進行衡量。希望借此瞭解企業員工是否認知資生堂是一

個具有關懷傾向的公司，以瞭解慈善活動對於企業文化的影響，這一題同樣採用

五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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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者關懷印象之認知 

在參與者印象之認知上，本文將「對同仁友善」、「熱心幫助同事」、「有

效率」、「喜歡現在的工作」作爲正面評價的衡量，其中的前兩個問項主要是有

關活動參與人員的關懷傾向，後兩個問題則是他人對參與者之現有工作狀況的評

價，以瞭解員工對於參與志工活動之同事的認知爲何。自變數之題項具體如下

表。 

表 3-2.1 自變數題項之問卷設計 

自變數 題項 

個人關懷特質 

我覺得我自己是關懷他人的 

我覺得我自己是慷慨大方的 

參與志工活動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志工活動對我而言很有意義 

企業認同度 

我覺得公司是關懷社會的 

我覺得公司是慷慨大方的 

我覺得公司是關心員工的 

我覺得公司的關懷美容講座是一個慈善的活動 

參與者關懷印象 

大部分對 同仁都蠻友善的 

大部分都蠻熱心幫助其他同事的 

大部分都蠻有效率的 

大部分都蠻喜歡現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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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與不參與志工活動的原因。 

爲了瞭解員工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爲何，在問卷設計之中，在上述自變量之

問題填答完畢之後，會有是否參加過美容關懷講座之題項，而填選「是」的員

工，將會填寫參與志工活動之動機，填選「否」的員工，將會填寫從未參加 CSR

活動的原因。 

在參與志工活動之動機的部分，主要希望瞭解員工在是否參與志工活動的決策

中，內因與外因的綜合影響為何。首先第 1題，單純的興趣所引發的參與動機；而

第 2題與第 3題則是工作對於志工活動參與之影響；而根據加強理論，參與志工活

動可能會給員工加強工作上所得到的成就感，如第 4題所示；而第 5題則是敘述了

為了印象管理所出現的典型動機。除了自身動機外，在外部比如主管或是同事的影

響下，也可能是員工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之一，分述在第 6與第 7題；最後第 8

題，則是根據補償理論，在工作失去意義時，員工也許會因此選擇參與志工活動來

打發時間。具體之問卷問專案詳述在下表。 

表 3-2.2 參與志工活動之動機之問卷設計 

類別 題項 

參與志工活動之動機 

1. 感覺蠻新鮮有趣的 

2. 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工作的樂趣 

3. 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工作的意義 

4. 我可以在活動中獲得成就感 

5. 我可以在同事的眼中留下好印象 

6. 部門主管指示或暗示 

7. 同事有參加或邀約 

8. 打發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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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將沒有參加志工活動之原因列爲以下 12 點，其中分爲缺乏資源、沒有

興趣、缺乏參加資訊、能力不符、擔心他人不良印象等面向，其中缺乏資源面向

包含第 1 題與第 2 題代表時間的缺乏，第 7題代表健康因素的缺乏；沒有興趣面

向包含第 5 題不認同活動和第 12 題單純沒有興趣，第 8 題與第 9 題代表誘因的缺

乏；第 4 題指缺乏有關志工活動的資訊；第 6 題為能力不符面向；第 3 題則代表

擔心他人的不良印象。除此之外，還有他人看法可能帶來的影響，這主要分爲來

自同仁與主管兩個方面的影響，分述在第 10 題與第 11 題，問卷中具體之問項如

下表所示。 

表 3-2.3 從未參與志工活動的原因之問卷設計 

類別 題項 

從未參與志工活動的原因 

1. 工作內容繁多，無法撥出時間參加 

2. 有意願想參加，但時間無法配合 

3. 不想讓同事認爲我工作時間很充裕 

4. 資料不夠詳細，不知道活動具體內容 

5. 不認同該志工活動 

6. 與自己專業不符，無法勝任 

7. 體力無法負荷志工活動 

8. 對本職工作技能沒有幫助 

9. 沒有額外的工作獎勵或補助 

10. 主管不鼓勵參加 

11. 同仁不推薦參加 

12. 對志工活動沒有興趣 

13. 其他，請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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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分析方法 

在問卷回收後，接下來將對問卷結果進行分析，首先將是問卷中「個人關懷

傾向」、「企業認同度」、「參與者認知」的信度與效度分析，效度分析將通過

因素縮減法，萃取相關變量，並刪除非顯著之問項之後，再用回歸法輸出變量，

作爲三個衡量面向的分數，之後與「是否參加 CSR 活動」之結果進行回歸分析。 

在信效度分析結束後，將探究「個人關懷傾向」、「企業認同度」、「參與

者認知」與「是否參加 CSR 活動」之間的關係，鑒於前三個衡量面向採用的是五

點量表，而「是否參加 CSR 活動」為二類的類別變項，非「是」即「否」，因此

這裡將採用羅吉氏回歸進行回歸分析。而「參與 CSR 活動之動機」與「未參加

CSR 活動之原因」在最後也將一敘述統計的方式呈現，以探究員工參與 CSR 活動

的主要原因與不參加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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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結果 

第一節  基本資料統計 

問卷的發放對象為臺灣資生堂集團的員工，但在發放問卷中，我們發現除了

在大臺北地區的全職員工在公司系統中存留 E-mail 之外，佔資生堂集團相當多數

的美容顧問則沒有統一收集 E-mail，但經過瞭解，美容顧問每月有固定的例會需

要參加，因此我們與資生堂討論后，決定由社會責任課直接將直奔問卷分發給各

區域主管后，由主管在在例會上分發給與會人員紙本問卷填寫。 

表 4-1.1 問卷發放概況表 

問卷發放方式 有效問卷份數 問卷對象 

網路問卷 162 臺灣地區有 E-mail 的全職員工 

紙本問卷 588 臺灣地區無 E-mail 的員工 

一、 公司 

在公司中華茲粧業所占比例極高，主要是因爲資生堂集團中，美容師佔所有

員工的極大部分，而大部分美容師都在華茲粧業的名下所致。 

二、 職等 

67.3%的員工都屬於 BC/TP/AE 也就是指美容師、美容助理等一綫的員工，這

群員工也是資生堂集團最爲龐大的一個族群，GM 以上職等是指總經理以上的職

等，共有 21 位填寫。 

三、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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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生堂集團在全臺皆有展店，但還是集中在北中南部，尤其是北部最爲密

集，但東部極少，這也和營業的重點有關。 

四、 部門 

PRO 事業部是指行銷等專業部門，PRE 事業群是指 Presitege 事業群，包含

CPB、Nars 等專櫃品牌和資生堂國際櫃的員工，COS 事業群是指 Cosmetics 事業

群，也就是資生堂東京櫃的員工，C&PC 事業群是指 Cosmetics & Personal Care

事業群，包含開架商品的所有員工。 

五、 年資 

    除了 30 年以上年資的員工非常的少之外，其他的選項基本平均,具體各個變

數之統計數據與比例如下表。 

六、 企業慈善活動參與情況 

根據問卷回收概況，700份的有效問卷中共有 288位員工參與到資生堂的企

業慈善活動中來，約佔員工的 38.4% 

 

表 4-1.2  回收問卷基本資料統計表 

  
次數 百分比 

公司 

臺灣資生堂 107 14.3 

華茲粧業 582 77.6 

法倈儷 32 4.3 

職級 

GM 階以上主管 21 2.8 

基層主管 68 9.1 

一般職員 110 14.7 

BC/TP/AE 505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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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北部 381 50.8 

中部 142 18.9 

南部 195 26.0 

東部 8 1.1 

部門 

生產統括 18 2.4 

行銷統括、Pro 事業

部 
60 8.0 

營業統括 31 4.1 

管理統括 35 4.7 

PRE 事業群 84 11.2 

COS 事業群 337 44.7 

C&PC 事業群 18 2.4 

年資 

1~3 年 169 22.5 

4~10 年 130 17.3 

11~20 年 162 21.6 

21~30 年 186 24.8 

30 年以上 63 8.4 

參與情況 
參與過 288 38.4 

從未參與過 462 61.6 

注：刪除未填答的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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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信效度分析 

一、 效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探索性分析來研究各個衡量面向的效度，以主軸法萃取因素，並

以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繼而得到以下表格，可以看到經過萃取轉軸後，得

到了 3 個面向，題項與研究架構之設計基本符合，因此可以認定該問卷具有效

度。 

表 4-2.1 問卷效度探索性分析表 

衡量 

面向 
題項 1 2 3 

個人關

懷傾向 

我覺得我自己是關懷他人的 0.76   

我覺得我自己是慷慨大方的 0.79   

參與志工活動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0.75   

志工活動對我而言很有意義 0.71   

公司認

同度 

我覺得公司是關懷社會的  0.79  

我覺得公司是慷慨大方的  0.83  

我覺得公司是關心員工的  0.77  

我覺得公司的關懷美容講座是一個慈善的活動  0.63  

參與者

認知 

大部分對 同仁都蠻友善的   0.84 

大部分都蠻熱心幫助其他同事的   0.88 

大部分都蠻有效率的   0.81 

大部分都蠻喜歡現在的工作   0.74 

 KMO 指數 0.86 

 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累積解釋的變異量 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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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度分析 

接下來針對每個面向，進行問卷之信度檢測，得到 Cronbach‘s α 值，當值大

於 0.7 則認定為具有信度，因此得到表格如下。  

可以看到「個人關懷傾向」、「企業認同度」、「參與者認知」這三個面向

之 Cronbach‘s α 值皆大於 0.7，則本文認定此三個面向具有信度。所以本文中之

「個人關懷傾向」、「企業認同度」、「參與者認知」皆具有信度以及效度。 

表 4-2.2 問卷信度分析表 

衡量面向 Cronbach‘s α 值 

個人關懷傾向 0.82 

企業認同度 0.83 

同事關懷傾向認知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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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回歸分析 

一、 變數編碼 

在探究「個人關懷傾向」、「企業認同度」、「參與者認知」與「是否參加

CSR 活動」之間的關係時，本文在基本資料之敘述統計之中發現，因資生堂集團

的員工組成之中，基層美容師所占之比例極大，而前面我們提到，在參與志工活

動時，需要向主管請假，那麽就可能造成主管階級與基層員工之間在參與志工活

動上的差異，因此在回歸分析中，將加入職等作爲控制變量，而在問卷中，職等

的變量本有「GM 階以上主管」、「基層主管」、「一般職員」以及

「BC/TP/AE」四個分類，在之後的分析中，本文將前兩個選項重新定義為「主

管層」，編碼為 1，而後兩個變量則重新定義為「員工層」，編碼為 0，以排除

主管與員工之間之差異所帶來的影響。 

此外，因目前大部分的活動開展地點還是較爲偏向於大臺北地區，那麽相較

與北部的員工中南部以及東部的員工在交通上較爲不便，也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在

來回的路程之上，因此員工的工作地區也很有可能對志工活動的參與帶來影響，

而鑒於地區之變項處於類別變項，那麽在接下來的回歸中，本文將採用虛擬變量

的方式呈現。 

地點變量中，本文之問卷之中有四個選項，分別是北部、中部、南部以及東

部，因此這四個選項將會產生三個虛擬變量，其中將北部定義為參考值，並根據

剩餘三項之虛擬變量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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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數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中自變數共有「個人關懷傾向」、「企業認同度」、「參與

者認知」等三項。依變數為「是否參與志工活動」，此外還有控制變數變數「職

等」與「地區」，全部加總共計六個變數。為瞭解本研究各變數的相關程度，在此

進行各變數的相關分析，其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4-3.1 變數相關性分析表 

可以看到「個人關懷傾向」與「參與者認知」這兩項自變量與依變量「是否

參與志工活動」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公司認同度」這個自變量則與依變量並無

顯著相關性。而控制變數「職等」和「南部」與「是否參與志工活動」呈現正相

關，而「地區變數」中的「中部」則和「是否參與志工活動」呈現顯著的負相

關，此外「企業認同度」與「南部」呈現顯著正相關，此外「南部」與「中部」

也呈現顯著正相關。 

 
是否參

與活動 

個人 

關懷 

公司 

認同度 

參與者

認知 
職等 中部 南部 

是否參與 1       

個人關懷 0.12** 1      

公司認同度 -0.01 0 1     

參與者認知 0.10** 0 0 1    

職等 0.28** 0.10* 0.01 -0.03 1   

中部 -0.15** 0.06 -0.01 0.06 -0.03 1  

南部 0.10** 0.00 0.12** 0.05 0.06 -0.30** 1 

東部 -0.06 -0.09* 0.05 -0.03 -0.04 -0.05 -0.06 

注：** p < 0.01,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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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元羅吉氏回歸分析 

(一) 個人關懷傾向對參與志工活動的影響。 

本研究對員工之自我關懷傾向與是否參與志工活動進行了二元羅吉氏回歸，

結果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到在以自我關懷傾向為自變數，是否參與志工活動為依

變數時，回歸分析結果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β = 0.26, p < 0.05)，支持 H1:個人關

懷特質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 

也就是説越具有關懷傾向的員工，就越有可能參與到企業的志工活動中來，

資生堂方面，如果能夠激發員工的關懷傾向，培養助人爲樂的精神，將能增加員

工志工活動的參與。 

表 4-3.2 個人關懷傾向回歸分析表 

 β 標準誤 顯著性 

個人關懷傾向 0.26 0.08 0.00 

常量 -0.40 0.08 0.00 

(二) 企業認同度對參與志工活動的影響。 

本研究對企業認同度與是否參與志工活動進行了二元羅吉氏回歸，結果如下

表所示，可以看到企業認同度與是否參與志工活動的二元羅吉氏回歸分析結果是

不顯著的(p  <  0.05)，所以拒絕 H2:企業認同度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 

企業認同度作爲自變量對於依變量是否參與志工活動並無顯著的關係，那麽

也就是越為認同企業的關懷傾向和活動的慈善傾向，並不會對參與志工活動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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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影響，那麽也就是說員工是否認同企業的關懷傾向並沒有對參與志工活動

造成影響，關於這點，本研究認爲，可能是因爲在參與志工活動的決策中，員工

僅僅對於志工活動本身具有期待，而並不會聯想到活動與企業之間的關聯，因此

無論是否認爲企業本身具有關懷的傾向，都較爲不會影響其參與志工活動的決

策。 

表 4-3.3 企業認同度回歸分析表 

 β 標準誤 顯著性 

企業認同度 -0.01 0.08 0.88 

常量 -0.40 0.08 0.00 

(三) 參與者關懷印象對是否參與志工活動的影響。 

在此構面中，在二元羅吉氏回歸上，將同事關懷評價作爲自變量，而是否參

與志工活動作爲依變量時，可以看到參與者認知與是否參與志工活動呈現顯著的

正相關(β = 0.20, p < 0.05)，所以支持了假設H3: 參與者關懷印象與參與志工活動

呈正相關，也就是認可參與過志工活動的同事具有關懷的傾向之員工，越會參與

志工活動。 

那麽在志工活動的招募中，可以將同事關懷評價這部分量表的結果呈現出

來，因爲在敘述統計中可以看到，員工對於參與志工活動的同事持有相當正面的

評價。 

此外也有一些員工身邊並無參與志工活動的同事，那麽在招募志工的過程

中，可以加入一些像是區域經理等等員工認知度較高的志工給予參考，培養員工

對於志工較爲正向的印象，以利志工的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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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參與者關懷印象回歸分析表 

 β 標準誤 顯著性 

參與者關懷印象 0.20 0.08 0.01 

常量 -0.40 0.08 0.00 

(四) 職等對是否參與志工活動的影響。 

本研究將職等作爲控制變量加入回歸，主要是因爲職等影響到請假流程，可

能會對是否參與志工活動造成影響。經過二元羅吉氏回歸後，結果如下表所示，

可以看到職等與是否參與志工活動呈現顯著的正相關(β = 1.70, p < 0.05)，所以説

明主管階層相較於員工階層，有更高的志工活動參與度。 

表 4-3.5 職等變數回歸分析表 

 β 標準誤 顯著性 

職等 1.70 0.25 0.00 

常量 -0.70 0.09 0.00 

(五) 地區對是否參與志工活動的影響。 

將地區變量產生的三個虛擬變數與是否參與志工活動加入羅吉氏回歸進行檢

定，可以看到三個地區變數中僅有一個中部與是否參與志工活動有顯著的相關性

(β = -0.77, p < 0.05)，也就是說中部相較於其他地區，志工活動參與度偏低，而其

餘地區之參與度並無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中部員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員工在志工活動的參與度較其餘地區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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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地區變數回歸分析表 

 β 標準誤 顯著性 

中部 -0.77 0.22 0.00 

南部 0.25 0.18 0.15 

東部 -1.56 1.07 0.15 

常量 -0.39 0.10 0.00 

(六) 各變數對是否參與志工活動的綜合影響。 

接下來本文將「是否參加CSR活動」之變項加入依變量，再將「個人關懷傾

向」、「企業認同度」、「參與者認知」加入自變量之中，另外將「職等」與

「地區」作爲控制變量加入回歸模型，當顯著性小於0.05時，判定為係數閒具有

顯著的關聯性，β係數符號之正負則代表了變數間相關的方向｡ 

回歸模型結果如下表,可以看到在回歸的結果之中,「個人關懷傾向」、「參

與者認知」、「職等」及「地區A」這四項與「是否參加CSR活動」呈現顯著的相

關， β係數皆大於零，其中「個人關懷傾向」、「參與者認知」與「職等」是

與其呈現正相關，支持了H1:個人關懷傾向與是否參與CSR活動呈正相關與H3:參

與者認知與是否參與CSR活動呈正相關,這個兩個假設的成立。 

另外可以看到「職等」與「是否參加CSR活動」也同樣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驗證了職等所帶來的影響；而「地區A」之虛擬變量則與「是否參加CSR活動」

呈現負相關，也就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台中員工的志工活動參與度較

低。另外「企業認同度」與「是否參加CSR活動」不顯著，因此拒絕H2:企業認同

度與參與CSR活動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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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各變數總回歸分析表 

 β 標準誤 顯著性 結果 

個人關懷認知 0.26 0.09 0.00 顯著 

企業認同度 0.01 0.09 0.94 不顯著 

參與者關懷認知 0.24 0.09 0.01 顯著 

職等 1.64 0.27 0.00 顯著 

中部 -0.99 0.26 0.00 顯著 

南部 0.22 0.20 0.27 不顯著 

東部 -1.01 1.09 0.35 不顯著 

常量 -0.52 0.12 0.00  

四、 參與動機與不參與原因之敘述統計 

(一) 參與志工活動之動機 

在回歸分析結束後，對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進行敍述統計，其中包括平均

值、標準差與得分之排序，得到如下表的結果。可以看到其中 「我可以從中獲

得一些工作的意義」 均值最高，在參與志工活動的外在動機之中，「打發工作

時間」 均值最低，並且低於 3，意味著此項無法成爲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 

前四項中「意義」、「成就感」和「樂趣」顯示出參與活動者往往是因爲志

工活動所帶來的價值而參與活動的動機，而「主管」與「同事」選項則是源自於

外部人員所帶來的影響，他們的得分較低。 

表 4-3.8 參與志工活動之動機敘述統計表 

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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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覺蠻新鮮有趣的 4.06 1.02 4 

2. 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工作的樂趣 4.22 0.88 3 

3. 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工作的意義 4.37 0.81 1 

4. 我可以在活動中獲得成就感 4.23 0.86 2 

5. 我可以在同事的眼中留下好印象 3.60 1.09 5 

6. 部門主管指示或暗示 3.25 1.24 7 

7. 同事有參加或邀約 3.56 1.13 6 

8. 打發工作時間 2.42 1.21 8 

(二) 從未參與志工活動的原因 

各個選項之填答情況如下圖所示，經過平均值的計算，進行排序如下。 

表 4-3.9 從未參與志工活動的原因敘述統計表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1. 工作內容繁多，無法撥出時間參加 0.48 0.50 1 

2. 有意願想參加，但時間無法配合 0.35 0.48 2 

3. 不想讓同事認爲我工作時間很充裕 0.02 0.15 10 

4. 資料不夠詳細，不知道活動具體內容 0.26 0.44 3 

5. 不認同該志工活動 0.01 0.12 13 

6. 與自己專業不符，無法勝任 0.13 0.34 6 

7. 體力無法負荷志工活動 0.14 0.35 5 

8. 對本職工作技能沒有幫助 0.04 0.18 9 

9. 沒有額外的工作獎勵或補助 0.11 0.32 7 

10. 主管不鼓勵參加 0.01 0.10 13 

11. 同仁不推薦參加 0.01 0.11 13 

12. 對志工活動沒有興趣 0.15 0.36 4 

13. 其他，請説明 0.06 0.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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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節將討論研究假設與研究之結果，並提出研究結論及其貢獻與限制，並

對未來的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討論 

一、 研究結論 

在企業慈善日益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企業采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利用企業

的力量回饋社會。但在企業慈善活動中，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參與到活動中來，尤

其是企業所屬的慈善活動，在這樣的活動中，人力資源往往是來自企業内部，譬如

員工或員工的家屬。那麽如何吸引員工參與到企業慈善活動中來，就成爲了慈善活

動的施行中重要的一部分。 

像是本次之研究對象臺灣資生堂集團的慈善活動，就是從企業之中招攬員工擔

任志工，並分發到各個老服機構，對長輩進行彩妝保養的公益教學。教學的對象遍

及整個臺灣，場次也在逐年的穩定增加，因此所需之志工數量也在逐漸的成長。但

也正因對於志工數量的需求，志工的招募成爲了現今活動的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

即使在員工在參與志工活動時可享受志工假的情況下，參與之員工仍十分有限，本

文也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希望通過分析員工參與志工活動的狀況，來瞭解這一

現象發生的原因，以及瞭解資生堂員工在做出選擇時的動機爲何，以利未來在志工

招募上能夠更有針對性的改善並解決問題，讓資生堂的慈善志工活動能夠長此以往

的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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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的過程中，本文以臺灣資生堂集團的全體員工作爲研究對象，包含從基

層美容師到高層主管等不同階層的資生堂集團員工，並且采用紙本問卷與網路問卷

兩種方式來確保樣本的涵蓋範圍廣泛。在本次研究中共回收 162 份有效之網路問

卷，以及 588 份有效紙本問卷。在問卷的調查對象之中，因爲資生堂本身企業的特

性，基層美容師占有十分重要的比重，在有效問卷中有 67.3%的調查對象皆是美容

師。 

在探討參與志工活動之影響因素時，本研究主要考慮了三個因素：個人關懷特

質、企業關懷特質以及對參與者關懷特質之評價。在進行問卷的分析之後，本文發

現個人關懷特質以及參與者關懷印象這兩點皆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而企業的

關懷特質與參與志工活動並無顯著相關性。 

因此本文得出結論，個人越具有關懷特質，就越會參與到志工活動中來，而企

業的關懷特質與參與志工活動並無顯著關係。關於這點，本研究認為，可能是因為

在參與志工活動的決策中，員工僅僅對於志工活動本身具有期待，而並不會聯想到

活動與企業之間的關聯，因此無論是否認為企業本身具有關懷的傾向，都較為不會

影響其參與志工活動的決策。 

另外越是對身邊參與志工活動者的態度越為正面的員工就越會參與到志工活

動中來，本文曾提到，在以往的研究中證明員工決定是否參與到志工活動中時，

會擔心他人的負面看法對自己造成影響，而選擇不參與到志工中來。但反過來推

論如若自己對於參與者的印象是正面的，那麽這群員工也許對參與公共活動所帶

來的他人的看法之期待是正面的，是否也就會選擇去參與志工活動，在數據分析

后本文瞭解到員工對參與過志工活動的他人所報持的態度的確會對志工活動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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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造成影響，員工對參與過志工活動的他人所報持的態度與參與志工活動呈現顯

著的正相關。 

研究假設匯總表如下： 

表 5-1.1 研究假設結果匯總表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H1: 個人關懷特質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 成立 

H2: 企業認同度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 不成立 

H3: 參與者關懷印象與參與志工活動呈正相關 成立 

二、 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對未來發展志工招募之建議。 

在填答的情況中可以看到，「意義」、「成就感」和「樂趣」是員工參與動

機得分較高的的選項，而「好印象」、「主管」與「同事」所帶來的影響得分較

低，可以説自主性的動機對於志工活動的參與來的更爲重要，那麽在員工招募

中，如何激發參與的内因，强調志工活動所能帶來的價值，可能是未來招募志工

的努力方向。 

三、 不參與志工活動之原因，對未來發展志工招募的建議。 

缺乏時間對於志工活動參與的影響，在第一二題中得到了證實，可以看到排

名前兩位的皆是時間的因素，這一點是設定在平日的志工活動可能更易遇到的問

題，除了平日工作太忙的原因外，也可未來傳達資訊的過程中，著重説明參與志

工活動能夠以出差計算工時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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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意外的是，第三名的原因竟是「資料不夠詳細，不知道活動的具體內

容」，這説明在參與志工活動的資訊傳達上依舊可以改善，另外在「其他」選項

中也有三位員工表示不知如何參加活動，此外還有一些因爲是新進員工所以並未

瞭解到這個活動，皆可通過增強資訊的傳遞來增加員工參與的可能性。 

而第四名則是對「對志工活動沒有興趣」，第五名為「體力無法負荷志工活

動」，而第六名為「與自己專業不符無法勝任」，在資生堂的志工活動中，除了

講師之外，其他所需之專業皆與美容師工作相關，主要是需要瞭解一些基礎的彩

妝知識，相信除了美容師專業外，女性員工也往往具有相關的能力，但對男性內

勤員工來説可能較爲困難，這也許是這一選項為第六名的原因。但在志工活動中

男性長輩同樣也會參加，那麽男性志工與男性的長輩溝通更爲順暢，通過一些基

礎的保養培訓，相信男性也能勝任志工的工作，亦或是安排男性志工進行場地佈

置和拍照的工作也未嘗不可。 

接下來第七名為「沒有額外的工作獎勵與補助」，雖然以出差計算工時，但

對有些員工來説需要更大的誘因，但因爲這是一個非盈利式的活動，公司很難再

設置更多的獎勵，但也許可以用非經濟性的獎勵，比如説感謝狀等等的形式。其

次第九名為「對本職工作技能沒有幫助」，對本職工作技能的幫助在並不需要許

多技巧的志工活動中可能很難滿足，但同時服務多位長輩的工作也不無困難，除

了保養、彩妝技能之外，志工活動所需要的，還有極高的耐心與愛心，這在宣傳

的過程中可以強調參加志工活動的心靈上的所得，而非實務經驗。 

第十位的「不想讓同事認爲我工作時間很充裕」，害怕他人的負面評價成爲

了他們不參與的原因，在「其他」中也有一人留言怕被人覺得“很假”，雖在文

獻中有提到衹有爲了印象管理的原因參加的人會較爲可能被如此認爲，但仍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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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會有此顧慮，在員工招募中，可以將對參與志工活動的同事之看法這一面向

的結果，作爲數據的支持，加入招募的資料中，據統計對參加志工活動之同事的

正面看法，在五點量表中，平均數皆在四以上，可以看出員工對於參與志工活動

的同事無論是在關懷面向，還是工作效率的方面，皆持有相當正面的看法，希望

可以借此打消此類員工之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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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管理實務之意涵 

在企業CSR活動日益興盛的今天，員工參與企業慈善活動的機會也在逐漸增

多，而企業慈善活動成爲了除了員工本職工作之外，與企業之間連接最爲深刻的

一個媒介。通過企業慈善活動，企業能夠集中員工的力量，為社會做出貢獻，也

給了員工一個回饋社會的機會。但也正因如此，許多企業慈善活動的開展也十分

的仰賴員工的積極參與，那麽，如何有效的招募志工，就成爲了企業慈善活動中

十分重要的一環。 

在對資生堂之全體員工的調查中發現，當員工越具有關懷傾向時，則越會參

與到企業的慈善活動之中，另外越對參與活動之同事印象持有正面之印象，則越

會參與到慈善活動中來，那麽在志工活動的招募中，首先應該將目標定位為具有

關懷傾向之員工，另外要在員工的心目中建立起對於參與志工活動之同事的好形

象（工作中關懷他人，工作效率高）。 

另外在志工的招募前期，要根本上來改善資訊的傳遞，以資生堂爲例，應該

尋找能夠有效可以傳達給基層員工的方法，比如説在例會上分發活動資訊的介紹

文件，或是在給新進員工的員工培訓中加入志工活動的參與，並且在資訊之中強

調參與過程是可以以出差計算工時的，減少員工對於志工活動所佔用時間的擔

憂。 

另外參與志工活動的動機中，志工活動的「意義」、「成就感」和「樂趣」

這些心理動機是主要吸引他們參加的原因，而不參與者拒絕參加志工活動的則更

傾向於實質性障礙，像是沒有時間、沒有獎勵、工作技能無法提升等，在宣傳活

動中，應該強調志工活動所能帶來工作上的「意義」、「成就感」和「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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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技能上的需放寬招募的條件，並強調參與志工活動所能帶來的心靈上的意

義，比如通過參與者的經驗分享等等傳遞心靈上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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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資生堂爲例，研究了員工的個人關懷傾向、企業認同度與參與者關

懷印象，這三個因素對員工是否參與企業慈善中的影響。因爲各個公司的企業慈

善活動在運行機制上有很大的不同，從活動的類型到時間安排所帶來的各種影響

因素，在本研究中是無法一概而論的，因此實證結果可能無法應用在其他企業的

慈善活動之中。 

另外，本研究在探討企業認同度與是否參與企業慈善活動的過程中，因資生

堂之案例的特殊之處在於該慈善活動從員工績效到企業行銷的各個層面上，皆無

明顯之關聯，那麽該志工活動和企業認知之間之聯係也可能因此較爲不顯著，進

而造成企業認同度與是否參與企業慈善活動的關係不顯著，因此本研究認爲在其

他的個案之中，企業認同度依舊可以作爲影響因素進行員工參與志工活動的探

討。 

除此之外，企業認同度更多的涉及到了企業層面(Organization)的影響，而參

與者關懷認知可能進一步的關係到了社群層面(Community)的影響，在未來的研究

中，可以將個人關懷特質作爲個人層面(Personal)，將三個自變量從個人層面、企

業層面與社會層面三個層次進行討論，瞭解其中的關聯與影響。另外，未來的研

究中也可以進一步討論其他因素對於員工參與企業慈善活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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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台灣資生堂集團 CSR 志工活動調查 

問卷開始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普

通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1. 我覺得我自己是關懷他人的 □ □ □ □ □ 

2. 我覺得我自己是慷慨大方的 □ □ □ □ □ 

3. 參與志工活動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 □ □ □ □ 

4. 志工活動對我而言很有意義 □ □ □ □ □ 

5. 我覺得公司是關懷社會的 □ □ □ □ □ 

6. 我覺得公司是慷慨大方的 □ □ □ □ □ 

7. 我覺得公司是關心員工的 □ □ □ □ □ 

8. 我覺得關懷美容講座是一個慈善的活動 □ □ □ □ □ 

 

 

各位同仁您好： 

為瞭解您對公司現行CSR志工活動關懷美容講座的相關認知，公司委託國立政治大學 

 商學院進行本次CSR志工活動調查。本次調查目的在瞭解您個人對目前CSR志工

活動的意願，希望透過調查瞭解您的想法與意見，做為日後活動推動與改善的依

據。 

 

本次調查的結果只做團體分析，絕不會做為個人分析之用。因此，您不用留下姓名。 

 問卷回收後，直接由學校研究單位進行分析，個人資料絕對保密，公司的任何人都不 

 會看到個人的回覆結果，請您儘管放心填答，表達您真實的想法與意見。 

 

 

作答時間約為 5 分鐘。感謝您的參與，以及對公司政策的支持

與配合， 謹此致上誠摯的謝意。 

 

經營企劃部 社會責任 G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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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認知與觀察，有參與過CSR志工活動的同事...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普

通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1. 大部分對同仁都蠻友善的 □ □ □ □ □ 

2. 大部分都蠻熱心幫助其他同事的 □ □ □ □ □ 

3. 大部分工作都還蠻有效率的 □ □ □ □ □ 

4. 大部分都蠻喜歡現在的工作 □ □ □ □ □ 

 

請問您過去是否親自參與過公司的 CSR 志工活動？ 

      □ 沒有 （請往下填寫 A1 題組，然後翻面至第 4 頁填寫基本問題） 

 □ 有 （請翻面填寫 A2 題組，然後填完第 3 頁與第 4 頁之問卷） 

A1  我沒有參加 CSR 志工活動，是因為… [複選題] 

1.工作內容繁多，無法撥出時間參加 ................................. □ 

2.有意願想參加，但時間一直無法配合 .............................. □ 

3.不想讓同事認為我工作時間很充裕 ................................ □ 

4.資料不夠詳細，不知道活動具體內容 .............................. □ 

5.不認同該志工活動 ............................................. □ 

6.與自己的專業不符，可能無法勝任 ................................ □ 

7.體力可能無法負荷志工活動 ...................................... □ 

8.對本職工作技能沒有幫助 ........................................ □ 

9.沒有額外工作獎勵或補助 ........................................ □ 

10.主管不鼓勵參加 .............................................. □ 

11.同仁不推薦參加 ............................................... □ 

12.對志工活動沒有興趣 ........................................... □ 

13.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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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我參加CSR志工活動，是因為… 不

同

意 

稍

微

不

同

意 

普

通 

稍

微

同

意 

同

意 

1. 感覺蠻新鮮有趣的 □ □ □ □ □ 

2. 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工作的樂趣 □ □ □ □ □ 

3. 我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工作的意義 □ □ □ □ □ 

4. 我可以在活動中獲得成就感 □ □ □ □ □ 

5. 我可以在同事的眼中留下好印象 □ □ □ □ □ 

6. 部門主管指示或暗示 □ □ □ □ □ 

7. 同事有參加或邀約 □ □ □ □ □ 

8. 打發工作時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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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問題 

公司：□台灣資生堂 □華資粧業 □法倈儷 

職級：□GM 階(含)以上主管 

□基層主管(美容擔當至美容、營業課長/工廠組長到工廠主任) 

□一般職員 

□BC/TP/AE 

地區：□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部門：□生產統括 

□行銷統括(含<行統>、<美容>)、PRO 事業部 

□營業統括(含<營統>、<營企>、SCBC) 

□管理統括 

□PRE 事業群(含 CPB、GLS、IPSA、NARS&BPI) 

□COS 事業群(含 TMC、DCL、SPA) 

□C&PC 事業群(含 ETS、OC、營業開發、營業推進) 

年資：□1~3 年 □4~10 年 □11~20 年 □21~30 年 □30 年以上 

 

問卷結束，謝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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