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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台灣的企業在過去數十年當中有著驚人的進步與發展，無以數計的企業甚至

於從獨資、家族或少數成員共同出資的家庭工廠或小型公司開始，憑藉台灣人辛

勤苦幹與企求成功的創業家精神，歷經數年或數十年的戮力經營，逐漸地成長茁

壯，其中更有大部分是藉由公司上市櫃的途徑，獲得資本市場的奧援，進而迅速

提升及蛻變，終致成為了在國際上嶄露頭角，甚至於勝出於國際同業之間的跨國

性企業，但是面對經濟全球化與商業貿易全球化的浪潮席捲全世界的今日，為因

應全球資金、勞動力及市場跨越國家與洲際的界限而移動頻繁之趨勢，多而又多

的台灣企業也主動或被動地走向跨國式佈局與經營，正所謂「立足台灣，胸懷世

界，佈局全球」的發展模式，而台商企業群由台灣出發，不論是在台研發生產而

外銷他國、為國際品牌大廠代工製造的 ODM、OEM 廠，暨前往或近或遠的異國

他鄉進行投資經營的企業，無論其係屬生產製造，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的企業，

必然要接觸每一個當地國的市場、勞工、環境、社區與文化，不僅要迅速適應在

地習俗與融入不同的慣例，並解決其因彼此間差異所生之衝突，甚且必須要學習

與在地社區及市場共利共存，善盡其企業對當地國的社會責任，要能如此扮演一

個成功的跨國企業，才有可能融合於當地，並且善用在地的投資利基，創造公司

的獲利與績效。揆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1所制定頒布的跨國企業指導綱領(OECD Guidelines for 

MNEs，以下簡稱「指導綱領」)即係各國政府對跨國企業的建議事項，該一指導

綱 領 即 為 跨 國 企 業 赴 外 投 資 時 ， 在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Corporateos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簡稱 CSR)上可資參考的重要文獻；綱領中列載了所謂〝符

                                                 
1 OECD 是一個位於巴黎的國際合作組織，其目的為提供其 29 個會員國的政府一個可以分享經

驗，討論與解決國內經貿難題的論壇。OECD 以服務其會員國為主。OECD 的基本任務很簡單，

那就是：促使會員國間能夠互相諮詢與合作，以期在經濟發展保有高度成長並且改善其人民的

經濟狀況與社會福利。OECD 經常提供建議給會員國以幫助會員國決定其經貿政策；有時候也

出面擔任協調仲裁的工作並在某些經貿活動建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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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關法律規範的負責任商業行為〞所應具備的自願性原則及標準，主要的目的

就是為了「確保跨國企業的營運目標能與政府政策一致、加強企業與其所地處的

社會相互間互信基礎、協助改善外國投資氣氛及強化跨國企業對永續發展的貢

獻」2。 

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於其「國際投資暨多國企業宣言」的前言中，不僅肯

定國際投資對世界經濟無比重要，且對其各會員國的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並明

白確認跨國企業在國際投資過程具舉足輕重地位外，更宣示國際合作可改善海外

投資氣候，明確激勵跨國企業對經濟社會及環保目標作出積極的貢獻；尤有進

者，亦在上述「指導綱領」之前言-10 中明定「遵行指導綱領的各國政府的共同

目標即在鼓勵跨國企業致力於經濟、環境及社會發展之進步，以及減少不同業務

所產生的困難」。這正是倡議久遠且近來日正漸受到重視的 CSR 發展取向及內

涵。一般而論，CSR 均從企業的經濟（公司治理）、社會及環境等三個面向加以

界定及探究，CSR 在國際社會之間已由 2005 年的邊緣話題轉變成 2006 年的熱

門主流議題，從下列幾個 2006 年間所發生的倡議與案例3可以略知其梗概，例如： 

一、在社會議題方面：有 2006 年 12 月，由孟加拉的 Muhammand Yunus 以及其

所創設的 Grameen 銀行成為諾貝爾和平獎得主，得獎的原因是他們將微型

信貸的概念散播全球，使得微型信貸在 2006 年裡大張旗幟4；2006 年上半年

時，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出版一份報告細述 Yahoo!， 

Microsoft， and Google 三家企業在中國進行的箝制言論自由人權的行為，

引起全球譁然；暨經由好萊塢藝人 Angelina Joli 的奔走協助，得以從獅子山

(Sierra Leone) 總 統 口 中 獲 得 願 意 執 行 真 相 調 解 委 員 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之建議的承諾，終止 11 年來的動亂；以及「金伯

                                                 
2.為推動 OECD 會員國國際直接投資及多國企業之合作，OECD 於 1976 年制定「國際投資暨多

國企業宣言」，該宣言共包括「多國企業指導綱領」、「國民待遇」、「衝突性規定」及「國際投資

誘因與非誘因措施」等 4 項相關連之文書。該宣言於制定後，持續定期進行檢討，而最近一次

之檢討針對多國企業指導綱領作了大幅度修正，並加強永續發展議程中有關經濟、社會及環境

方面等各項核心要素。 
3取自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網站「2006 年度企業社會責任新聞精華回顧」 
4龐大的學術退休基金公私 TIAA-CREF 允諾要將 1 千萬美金投注在微型信貸。比爾與梅琳達蓋

茲基金會也將投資巨擘 Warren Buffett 所捐贈的 310 億美金的一部分贊助微型信貸機構如公益性

的孟加拉 Grameen 基金會以及創業性的 Pro Muj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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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流程」(Kimberley Process)，是由非營利組織、企業協力進行認證負責任

地製造的鑽石的程序，引起廣大的社會迴響。獅子山同時也是影片「血鑽石」

的場景，在該地鑽石被盜採以變賣捐助軍資。 

二、在環境議題方面：有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影片「不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提升了全球對暖化議題的認知，並將氣候變遷的說法改

為氣候危機，暨華納兄弟影業(Warner Bros. Pictures) 和參與者製作公司

(Participant Productions)史無前例地在電影「諜對諜」(Syriana)製作過程中採

取「碳中和」(carbon neutral)措施5，將在影片製作過程中產生共 2,040 噸的

碳，以投資再生能源計畫的方式，即購買再生能源額度(renewable energy 

credits RECs)的方式平衡掉；另外積極發展使用石油以外而符合環保的替代

能源已蔚為風尚，尤以 2006 年 10 月份，Google 躍過 GM、Johnson & Johnson

與 FedEx，成為全美最大的太陽能使用企業，成為重要指標與標竿企業。 

三、在公司治理議題方面：有美國聯邦上訴法院法官裁決美國州、郡、市勞工聯

盟退休基金( Pension fund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or AFSCME)可以尋求徵求委託書管道來提名董事人

選，使得2006年成為股東行動主義(shareowner activism)股東民主(shareowner 

democracy)之年6。同時，美國財務部部長與高盛公司前執行長 Hank Paulson

共同資助一項藍絲帶論壇，建議比照現實適度地縮減沙賓法案

(Sarbanes-Oxley Act)範圍。 

四、.有「聯合國負責任的投資準則」(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5新牛津美語字典（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公布 2006 年的年度字彙為「碳中和」(carbon 

neutral)，意思為，也就是計算二氧化碳的排放總量，然後透過植樹等方式把這些排放量吸收掉，

以達到環保目的。企業除了購買碳補償(carbon offset)外，也越來越注重在操作上直接使用綠能

源。)，以購買再生能源額度(renewable energy credits RECs)的方式將影片製作過程中產生的碳

平衡掉。 
6美國聯邦上訴法院本質上摘奪了美國證管會(SEC)規範的權力。對於允許股東得以蒐集委託書來

提名董事的議題，美國證管會於 2003 年提出了法規，但卻從不執行。美國聯邦上訴法院法官

的裁決對美國國際集團(AIG)不利，美國州、郡、市勞工聯盟退休基金( pension fund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or AFSCME)依裁決可以尋求

徵求委託書管道來提名董事人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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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PRI)推動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7；

第三代的「全球永續性報告推動計畫」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又稱 G3)，以及第二代的「赤道原則」

(Equator Principles)8等等。 

以上這些都是在 2006 年一年間國際上所發生的代表性案例或事件，我們或

許也可以預估或想像緊接著的 2007 年裏，就當紅的 CSR 議題與思潮，必將仍會

有許多嶄新的發展及變化。現今的企業面對日益緊迫的 CSR 要求暨以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Governance）為考量的國際性投資機構的檢視，就層

面而言，此乃是舉世而全面性的考驗，就情勢而言，這也是不日即將面臨的緊迫

衝擊，就對象而言，則是無一跨國性企業可以自外或是迴避的挑戰，如此的議題

與趨勢不啻為台灣企業現今與近期內必須正視且嚴肅面對與因應的課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 

電子產業在近二、三十年來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與國際貿易投資的最重要產

業，雖然我國業者所從事的是屬於產業鏈的微笑曲線當中下方最小利潤的部分，

但其每年所締造的產值卻仍佔我國國民生產總額的最大宗，台灣的電子資訊業者

甚至以絕佳的競爭優勢，構成代工業王國而獨步全球且舉出聞名。 

最近由荷蘭一個屬於 CSR 的國際研究機構 SOMO 所出具的一份報告-「手

機產業的高代價“Critical issues in the mobile phone industry＂」9，這份報告檢視

了全球前五大手機品牌大廠 Nokia、Motorola、Samsung、Sony Ericsson 和 LG 

Electronics 等五家品牌商10的 CSR 政策，也分析了每一家品牌商所宣稱的 CSR

                                                 
7聯合國負責任的投資準則(簡稱 PRI)暨社會責任投資(SRI)容後詳細介紹及敘述。 
8赤道原則最初是由花旗銀行等十家知名銀行於 2003 年所發起，要求參與簽署的國際金融機構於

企業進行融資時，須對企業的社會與環境面向之相關事項予以考量，截至 2006 年為止，已有

41 家金融機構簽署此盟約，占有全球專案融資 90%以上的市場。 
9這是一篇取自〝2006 年度企業社會責任新聞精華回顧〞的報導中，將荷蘭非營利研究機

構—SOMO 所作有關手機業者 CSR 的報告。 
10.全球有三類企業群屬於手機產業領域：品牌商－Nokia、 Motorola、Samsung、LG 、Sony 

Ericsson；代工製造商－Flextronics、鴻海；以及代工設計商－明基、廣達。直到 2010 年，這

個產業仍舊會持續成長，分析家預測手機數量將達到 6 億 3 千萬支，淨值達 7 千 7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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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並批判每一家品牌商都沒有真正地發展具有意義的「與利害相關人的對

話」，更沒有落實整體供應鏈系統的監督。其內容固然主要是針對國際上的手機

品牌大廠加以批判，但卻也直接或間接提及我國的手機代工業及相關零組件的製

造商及供應商，牽涉層面既廣且眾，未來對我國手機產業的衝擊與潛在危機頗

鉅，值得重視，並宜儘速綢繆因應。因為這篇報導，乍看之下，並無太大的感受，

但幾經思索後，頗感事態之嚴重暨震撼的強烈，不僅無法置之不理，並且頗值得

身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份子嚴正以對，允應妥加思考其後果及對策。試想，以我

國手機相關產業的公司而言，其在產業鏈中分佈的深廣度、所處的產業地位和處

境、為數甚多的廠家暨其每年創造之產值，若報告中所持「每一家品牌商都沒有

真正地發展具有意義的與利害相關人的對話，也沒有落實整體供應鏈系統的監

督」的批判，為各該國際手機品牌廠商所重視，進而嚴格要求及監督整體供應鏈

系統落實，則不僅報導中點名的鴻海、明基及廣達將遭受威脅，而且舉凡該產業

供應鏈上的國內廠商及其所有海內外的轉投資工廠與公司，都必須納入執行與檢

驗的行列之中，其影響層面之深及程度之大，不言可喻，因此，確實有必要針對

此一案例與現象深入研究與探討，或可拋磚引玉，作為其他產業及我國跨國性企

業預先思索與未雨綢繆之參考。 

第三節 研究目的 

2006 年的台灣，恰巧也是推行「公司治理」的進程上，極具劃時代意義的

一年，因為資本市場多年來不遺餘力所推動的公司治理，就在 2005 年完成增訂

相關機制規範於證券交易法之中，完成了法制化作業的程序後，緊接著自 2006

年開始實施新的法定公司治理機制11；就我國最具規模與績效領先的全體上市櫃

公司而言，既已即將面臨極為嚴重程度的 CSR 衝擊與挑戰，卻仍有極大部分的

                                                                                                                                            
這個產業的特色是競爭激烈，而且前五家品牌商擁有高達 75%的市場。 

11「證券交易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立法院於 2005 年 12 月 20 日完成修正，重點中包括健全

公司治理推動公司治理法制化部分；經總統於 2006 年 1 月 11 日令公布，金管理會 2006 年 3
月 28 日金管證一字第 0950001615 號令發布「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公發行公司審計委員會行使職權辦法」及「公開發行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自 2007
年 1 月 1 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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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少有警覺及之者，暨少見及早因應並建制相關面向的補強機制與措施者，以

本文所舉為例的我國手機產業，甚至於其他大部分的上市櫃公司對於僅屬於 CSR

一環的公司治理，即便是經過了多年的宣導與推動，並在相關規範之法制化完成

之後，仍有為數不少的上市上櫃公司尚且抱持輕忽或抗拒的態度以對，導致國家

整體與個別企業的公司治理成效依然不甚理想，且在亞洲地區的相關評鑑成績亦

落後於新加坡、香港，甚至於馬來西亞之後12，當然對於涵括面向更加廣泛，指

涉內容更為浩繁的 CSR 尤屬認知淺薄而毫無警覺；令人擔憂的是，未來一旦遭

受往來外國大廠或國際機構要求全面性 CSR 的檢測或認證時，恐將措手不及，

衍生拿不到訂單或遭到抽單而喪失商機之後果，或因評鑑成績低劣而降低國際競

爭的危機與窘境。面對國際間 CSR 的發展浪潮，本文意在探討 CSR 可能對台灣

跨國企業帶來的衝擊與其因應之道，並期盼業者能趁早籌劃，而我國各公私部門

機構、相關的主管機關與監理機構亦應能儘速整合資源與步調，齊心協力就 CSR

議題與趨勢，暨其整體因應計畫策略確為探討研議，以儘速導引我國企業規劃、

建置 CSR 的機制、策略及營造 CSR 的文化與環境，俾能引發國內外台商企業對

CSR 的重視，進而建立個別與整體的 CSR 專業、組織與文化，期能迎頭趕上 CSR

先進的國家，不僅要避免重蹈當年因反應過於遲緩而被動建制與實施公司治理之

覆轍，甚至於能化危機為契機，使台商企業能趁勢而為，導入以 CSR 為導向的

經營策略，在其經營投資所涉足的海內外遍處，都致力於當地經濟、環境及社會

等面向發揮正面的影響力，成為有貢獻度且受歡迎的跨國性企業族群。 

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項研究探討的主題─CSR，乃包羅至為廣泛而浩繁的議題，在主題文獻的

                                                 
12里昂證券公司（CLSA）與亞洲公司治理協會（ACGA）於 2004 年 9 月份共同發布公司治理評

估報告（CG Watch），這份報告觀察亞洲十個市場及 450 家大型企業過去一年在公司治理的表

現。公司治理環境最好的市場依次為新加坡、香港和印度，公司治理環境最差的分別為菲律賓、

中國和印尼。臺灣取得第六名，馬來西亞則由第 6 名提昇至第 4 名。在 2005 年 10 月 15 日發表

2005 年亞洲公司治理報告，該份有關公司治理的調查報告，涉及亞洲地區超過 496 家上市公司

的治理表現，台灣在涵蓋日本除外的亞洲 10 個主要市場中取得第 5 名，排名較前一年前進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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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上，就廣度而言，將對 CSR 的整體概念、意涵與發展，並其所涵括企業的

環境、社會暨財務（或公司治理）等面向有所介紹，就深度而言，則將對於各該

面向的內容、規範標準及特殊案例，作適度探索與分析；並據 CSR 最近發展的

案例與趨勢以選取特定產業為探討檢視的對象，可使研究符合具體化且具實務性

價值，因此將僅以公司治理的建制與執行相對較有基礎的上市櫃公司為其目標與

範圍，且為求具體計，爰將更以上開 SOMO 的研究報告中所舉，並係屬台灣近

年來產值頗鉅且與年俱增的行動通訊產業中的手機代工業者為例，亦即以行動電

話手機之設計、製造及後勤配送服務為主要營運項目的公司，其經營模式為委託

設計 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及委託代工製造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為 CSR 方面的研議探討，至於其上游的手機零組件廠商

及下游的品牌廠商，為免擴張範圍過大而無法聚焦，故僅於產業的分析中予以涵

蓋，暨作為探討手機代工業 CSR 相關作為或問題的對應方，合先敘明。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歷程13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依據本章第二節與第三節所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結合第二章所探討

CSR 之意義、主要面向、具體內涵、國際上重要倡議、標準，並以「公司應善盡

CSR 之觀點，應已成為舉世公認的核心價值與主流議題」及「CSR 應該是公司對

內對外營運的核心策略之一」，作為最主要的研究分析理論架構。同時，經由近

年來 CSR 的發展情形、重要案例暨國際機構具體作為等次級資料的蒐集與彙整，

針對所選定研究個案，研擬調查問卷之設計；嗣後再依據問卷內容，對台灣手機

代工產業之個別公司相關經理人，進行逐一調查；並根據問卷調查所得之初級資

料，進行彙整歸類與統計分析之作業，進而對研究個案企業，就其「CSR」之財

務(治理)、社會及環境各個面向之執行現況，作具體之分析比較，以獲知各該個

案企業所存在之共同與各自缺失，並其自身或其與上游廠商、下游顧客間應行強

                                                 
13參考：藍清廉（2006），「台灣半導體通路商技術支援服務之 4C 交換成本分析」，政治大學 EMBA

全球經營與貿易組碩士論文，P.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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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改善之關鍵事項；最後，則提出對台灣及其企業建立與落實 CSR 的建議與結

論。謹將本研究之整體研究架構，列示如圖一： 

 

 

圖一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確立研究價值

與研究問題 

文獻蒐集探討基礎，擬定研究架構與歷程： 

【CSR 發展衝擊、現況缺失、補強因應】 

參採國外自評問卷→ 衡量業界現況→ 

酌定務實精簡問卷→ 訪談問卷定稿 

歸納研究個案廠商缺失與具體改善建議 

選擇研究個案廠商業務相關經理人調訪 

提出研究結論與台灣企業 CSR 執行建議 

回覆問卷資料彙整分析 

1 

2 

3 

4 

5 

6 

8 

7 

對訪談資料若

有疑慮時，以電

話或 e-mail 再

聯絡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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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歷程 

 
                        圖二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註 13 

 
  一、研究主題之確定 

本研究導因於作者近年來參與國內資本市場有關「公司治理」的推

動過程中，對於 CSR 議題開始有所接觸與涉獵，並於初步瞭解 CSR 與

公司治理的關聯性之後，鑑於國際間對於 CSR 議題的探討日益熱烈的

背景，又感於我國政府與民間對於企業基本面及體質性的質性化議題，

往往都心存觀望，以致常常因為啟動建制過遲而遭受批評，甚至備受壓

力。為使 CSR 的理念與機制能儘早生根於資本市場及其相關參與者（如

上市上櫃公司、投資機構、金融機構等等）之目的，引發了如何在公司

治理的基礎建設建置告一段落之後，除了繼續推動落實公司治理之外，

更擴大及至整體 CSR 及其環境面向與社會面向的宣導推動工作的動

機；因此，確立了以 CSR 為研究的主軸。 

資料蒐集 → 參閱文獻 → 撰寫研究論文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決
定
研
究
題
目 

訂
出
研
究
價
值
與
研
究
問
題 

ν 研究設計與實施 

⎫ 擬定研究架構 
⎫ 確定研究範圍 
⎫ 選擇研究方法 
⎫ 擬定研究程序 
⎫ 選擇研究個案 
⎫ 實施個案訪談 

資料分析與討論 
【描述性之研究分析】

結
論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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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的問題與設定的價值 

       本研究鑑於 CSR 的涵蓋層面極其廣闊，內容事項也甚為繁複，偏

偏國內公私部門與企業對此議題仍普遍存在著漠不關心，欠缺認知與相

對陌生的現象，而有關 CSR 的各種國際標準、規範暨倡議仍不斷推出，

則無論是過程之中，以至於未來 CSR 進一步成為國際貿易、投資與企

業營運的基本門檻與普遍機制之時，台灣企業將遭受到衝擊的層面、程

度與後果，允當有所探討，並期盼能針對台灣整體與各行各業所面臨

CSR 的危機與挑戰，提出如何因應與強化的具體建議。 

三、研究的設計與實施 

 1.在研究的流程上，擬先就 CSR 的意義內涵、發展沿革、現況作為、

近期案例與台灣的現狀與問題逐加探討，次就選定的手機代工業的產

業狀況暨其於 CSR 的執行情況與問題予以調查與檢討；再者則對台灣

整體與企業的 CSR 因應強化之道提出建議。 

2.在研究的範圍上，為免涉面過大而不易聚焦，所以予以限定在全世界

產業鏈中，與國際大廠及其日漸講究的 CSR 最相關聯的代工業者

（ODM、OEM）為主。 

3.在研究個案上，僅以近來遭國際機構（SOMO）評估與批判的國際手

機品牌業者乙案為例，就最可能被各該大廠直接要求 CSR 的台灣手機

代工業的衝擊問題進行研究。 

四、文獻資料之蒐集 

       本研究的資料蒐集方式有兩種14，一為初級資料的蒐集：是指為特定目的

而直接收集的資料；另一種則是次級資料之蒐集：為外界目前已具有的資

料；兩者間之差異，則係以資料是否「既存」作為區分的標準。針對前述兩

項資料之蒐集，本研究的進行方式如下： 

1. 初級資料（primary data） 

依據所設計之訪談問卷內容，選取 5家個案對象（1家婉拒），並進行專家

訪談；其後，透過問卷調查結果，再進行所蒐集得之資料內容的釐正與彙整；

最後，則將其作為各選取個案企業間，態勢分析比較之研究變數。 

                                                 
14

藍清廉（2006），「台灣半導體通路商技術支援服務之 4C 交換成本分析」，政治大學 EMBA 全

球經營與貿易組碩士論文，P.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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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級資料（secondary data） 

次級資料的蒐集，主要是協助研究者瞭解各個案企業及部門之營運狀況，以

及該產業之背景。次級資料的蒐集，可作為輔助初級資料推演過程的參考資

料，並作為建立研究架構之依據。本研究的次級資料來源有：個案企業之公

司網站、公司年報資料，以及其他相關之研究文獻與媒體報導等。 

五、研究之方法 

本研究之進行，是參考國內外文獻對 CSR 之研究與探討，從各國際組織、

權機構發布與 CSR 有關之報告、特別是 SOMO 與部分非營利組織第一線實際了

解國際手機品牌大廠及其供應商實行 CSR 現況之報告，主係採敘述性之方式

進行，並藉由 Gesc 及 EICC 共同設計之自評問卷，了解數家國內主要手機代

工業者實行 CSR 之現況，希望經由國內手機代工業者問卷結果，和相關文獻

之研究加以比較分析，然後對研究之主題彙總整理，以期提出相關之研究建

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