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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演變與界定 

在討論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前，必須先對企業社會責任加以探討。

近年來，企業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企業社會責任」（ Corpop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我們通常以為CSR是西方的觀念，但早在

1965年，印度總理夏士崔（Lai Bahadur Shastri）曾在德里（Delhi）

召開全國性的「企業社會責任」研討會，會中呼籲利害關係人經常對

話、負起社會責任。會中發表報告指出： 

「（CSR）是對本身、對顧客、員工、股東和社區的責任。每一

家企業，不管規模大小或多少，如果要得到信賴和尊重，都必須設法

積極履行全方位的責任，而且不是只針對股東或員工等一兩個群體，

卻損害整體社會與消費者，企業除了必須有效率和活力，也必須維護

公義及具有人性。公司是企業公民，就像一般公民，企業除了因為他

的經濟表現受人尊敬和評斷外，也因為它在身為一員社區中的行為，

而受人尊敬和評斷」。(孫震，2004) 

國內研究者林益弘（2003）表示，企業對社會是否應負有社會責

任，在最初是抱著否定的態度，直到近幾年才逐漸接受此觀念。而Hay 

& Gray(1976)將企業經理人對社會責任所抱持態度的轉變，共分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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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1930年代以前，所強調的基本信念是自我利益追求，亦

即企業經理人的唯一目標是替企業賺取最大的利潤。而此

論點曾有一段時間受到企業經理人及法院的支持，例如：

在1919年，美國密西根法院宣稱企業機構營運的主要目的

是替股東賺取利潤。 

第二階段：從1930年代至1960年代早期為止，此階段強調企業經理人

的責任不只是賺取最大的利潤，而且必須要在顧客、員

工、供應商、債權人及社區之間爭議中維持一個平衡點。

此階段，企業經理人及學者對於企業的社會責任的觀念轉

變，首先付諸於改變的是，企業縮短員工的工作時數，及

改善工作環境。 

第三階段：1960年代以後，企業經理人多主張企業組織應該參與解決

社會問題，回饋社會。Mohr,Webb & Harris(2001)等學者

亦曾針對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議題指出，現在企業

正面臨了企業獲利能力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兩者間平衡

的龐大壓力，種種的壓力迫使企業必須去重視並且去實踐

其所該負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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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phy (1979) 則針對企業擔任社會角色的貢獻，將企業社為責

任劃分為四個時期： 

（一）慈善捐贈時期（Philanthropic Era):即 1950 年代，注重慈善

捐贈。 

（二）覺醒時期（Awareness Era)：1953 至 1967，參與社區公共事

務。 

（三）爭論時期（Issue Era):1968 至 1973，此時期重視環境污染與

歧視問題。 

（四）反應時期（Era of CSR):1974 年以後，企業開始重視企業倫

理與環境利益。 

Modic(1988）亦將企業採取社會責任行動分為八類： 

（一）在製造產品上的責任：製造安全、可信賴及高品質的的產品; 

（二）在行銷活動中的責任：如誠實的廣告等; 

（三）員工教育訓練的責任：在新技術發展完成時，以對員工的再訓

練來代替解雇員工; 

（四）環境保護的責任：研發新技術以減少環境污染; 

（五）良好的員工關係與福利，讓員工有工作滿足感等; 

（六）提供平等雇用的機會：雇用員工時沒有性別歧視或種族歧視; 

（七）員工之安全與健康：如提供員工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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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慈善活動：如贊助教育、藝術、文化活動，或弱勢族群、社區發

展計畫。 

Archhie (1996) 將企業社會責任共區分為四個層級： 

（一）捐助責任（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ies) 

（二）道德責任（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三）法律責任（Legal Responsibilities) 

（四）經濟責任（Economic responsibility) 

 

管理學者Carroll（1996）曾經把企業的社會責任比喻成一個金

字塔，由底部到頂端分別是： 

經濟責任（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 

法律責任（legal responsibilities） 

倫理責任（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慈善責任（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ies） 

這四種責任構成了企業的整體責任 

 

聯 合 國 於 1997 年 成 立 世 界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World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簡稱WBCSD),

於1998年在荷蘭邀集六十個企業界及非企業意見團體，在國際會議

中，對CSR做了如此的定義：「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透過符合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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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和促進經濟發展，對當地社區做出貢獻並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

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黃正忠,2001)。 

 

 

 

 

 

 

(二) 企業社會責任的規範 

由於國際社會對 CSR 議題的要求已經不再只是口說無憑，並訂有

相關國際 CSR 標準及規範，表 2.1-1 為目前國際 CSR 標準及規範，而

這些規範的重點也說明了企業要對環境、對社會、對經濟負責，強化

企業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企業社會責任 

（永續發展） 

企業金融 

責任 

企業環保 

責任 

企業社會 

責任 

圖 2-1 企業社會責任圖 

資料來源：黃正忠(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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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CSR國際社會的規範 

CSR規範 內容 目的 

OECD多國企業指

導綱領 

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OECD Guidelines for 

MNEs)係各國政府對跨國企業的建議事項，列

載了符合相關法律規範的負責任商業行為之

自願性原則及標準。 

其主要目的是為確保跨國企業的營運

目標能與政府政策一致、加強企業與

其所處社會間的互信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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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全球盟約 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是聯國秘書長安南在

1999年於Davos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中所提出來的 

主要目的是希望集結全球企業，與聯合國

共同支持人權、勞動與環境領域有關的議

題，以促進全球經濟及環境的永續發展。

期望透過這樣的努力，使商活動成為全球

化挑戰的解答 

全球蘇利文原則 全 球 蘇 利 文 原 則 (The 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s)是由國際知名企業家、慈善及人權工

作者Reverend Leon H.Sullivan博士於1992年提

出，是一個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的經營綱領 

其主要目的是希望企業在其所經商的地

方能夠符合經濟、社會與政治上的公平正

義，並希望企業能夠遵循此一原則來善盡

其社會責任。 

全球永續性報告

協會 

GRI是全球具領導地位的永續性報告書申報綱領，

可以協助應用組織去申報在經濟、環境及社會面上

的相關政策及所採行的活動，也可稱之為「三重盈

餘」報告書綱領 

GRI藉由一個唯一無二的多方利害相關者

參與程序，涵蓋了來自企業界、基金會、

勞工團體、非政府組織(NGOs)，以及技術

組織的意見，發展了一套綱領及指標，並

已獨立成一個非營利的組織，同時GRI永

續性報告書綱領也已為北美及歐洲委員

會正式認可。 

國際勞工組織各

號公約 

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ILO) 正式成立並於1946年

成為聯合國第一個專門機構。ILO把政府、雇主和

工會集合在一起，為追求社會正義而採取協調一致

的行動。 

主要目標為改善工作與生活條件和促進

就業機會，同時也處理包括職業安全與衛

生、員工和管理人員培訓、勞資關係、婦

女和移民勞工、社會保障，以及其他迫切

議題在內的社會問題。 

 

SA800 

SA8000 是全球第一個社會責任管理體系標準，內

容涵蓋了企業各部門管理系統的制定及操作，同時

也是全球第一個可用於第三者驗證的社會道德規

範國際標準 

其主要目的在透過具社會道德的採購活

動，以改善全球勞工的工作條件，並確保

企業及其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可以符合

社會道德的要求。 

SA1000 

AA1000標準係由英國的「社會與倫理擔當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thical 

Accountability)所制定，亦稱之為「會計能力

1000」。它是為了取得會計、審計及報告制度之間

平衡而制定的統一標準 

主要目的在協助企業提高企業擔當及與

利害關係人的互動，以改善企業社會責任

績效。在過去3年已有愈來愈多的領先企

業率先採用，包括英國航空、福特汽車、

和丹麥的製藥公司Novo Nordisk 

ISO14000 ISO 14001主要是由組織內的高階管理所定義的， ISO14000系列環境管理標準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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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企業的環境政策能夠在組織內實施，包括了

計畫、實施與運作、檢查及校正措施和管理階層審

查。 

是透過標準的執行，規範企業和社會團體

等組織的行為，減少營運或相關活動對環

境所造成的污染，提供企業或組織有系統

的管理其環境上之衝擊，和ISO 9001相類

似 

 

來源：台灣企業社會責任網站www.csr.idic.gov.tw  本研究整理 

 

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開始於20世紀，近年來更加受到全球的重

視，並訂有許多的規範，企業的營運不能自外於所處的環境之外，要

持續對自己、對顧客、員工、股東和社區負責，並對經濟、環境及社

會做出更多正面的付出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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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Corporate Philanthropy） 

（一）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定義 

philanthropy，根據牛津辭典的解釋是「慈善」或「博愛」，劉

念寧（1990）根據哥倫比亞百科全書對philanthropy一詞的定義為「把

對他人的主動善意，表現在努力提升、促進對方福祉的行動之上」，

philanthroty 實際上具有動態的意義，同時 philanthropy 與

charity(慈善)的區別在於：前者往往指幫助較大群的人們，而後者

偏重幫助個人的意義，因此將 philanthropy稱為「贊助公益活動」。 

 

而「corporate philanthropy」則是表示由企業提供資源贊助公

益活動，從劉念寧（1990）將 corporate philanthropy稱為「企業

贊助公益活動」後，陸續關於企業公益行為的研究，鄭惠文（1992）、

陳焉如（1993）、楊炳韋（1995）、等也都沿用「企業贊助公益活動」

的翻譯，直到近來游舒惠（2001）認為今日企業在參加公益活動時，

並不全然是扮演贊助的角色，除了金錢、實物或勞務之提供外，亦有

企業聯合非營利組織共同推廣社會理念或議題，因此將corporate 

philanthropy翻譯為企業參與公益活動。並定義為企業為求自利或善

盡社會責任，以提供有形或無形價值活動之方式，參加對社會整體公

益有貢獻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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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念寧（1990）表示公益活動是「指該活動的目的，旨在增進人

類福祉及提供公共利益，藉由提供有形的財物或無形的勞務，對他人

表達善意，對社會做有意義的貢獻。因此，舉凡教育的、藝文的、體

育的、保健的、環保的、及關懷社會的活動皆屬之」。 

 

鄭惠文（1992）認為公益活動是「企業為塑造、提升或改建企業

形象及增進社會福祉，藉由提供金錢、實物或勞務等方式，主辦或協

辦環保的、教育的、體育的、社會福利、醫療保健、社區服務或藝術

文化等活動，以對他人表達善意，對社會有意義的貢獻」。 

 

楊炳韋（1995）加入企業贊助公益的動機及行為，進一步修改為

「企業基於社會責任或其他行銷目的，以提供有形的財貨或無形的勞

務等方式，參加對社會整體公益有貢獻的活動」。 

 

 

游舒惠（2001）認為企業參與公益活動是基於企業自利或社會責

任，以提供有形或無形價值活動之方式，參加對社會整體公益有貢獻

之活動。 

本研究認為企業公益行為的發展，已經漸漸由單純贊助者的角

色，轉化為積極參與投入，因此認同游舒惠的看法，將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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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anthropy 翻譯為「企業參與公益活動」，並定義為「企業基於自

利或社會責任，以提供金錢、實物或勞務之方式，參加教育的、環保

的、體育的、社會福利、醫療保健、社區服務或藝術文化等，對社會

整體公益有貢獻之活動」。 

 

（二）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動機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主要動機有企業自利與社會責任，企業自利

主要是希望能帶給企業好公司的形象，好的形象能為公司帶來正面效

應。而企業社會責任則是回應企業所處環境所要負起的相關義務。 

Grahn， Hannaford， and Laverty （1988）則藉由行銷目的的關聯性

來說明企業公益行為的目的，如圖2-2： 

圖2-2企業公益行為的目的 

資料來源Grahn. Joyce L. William J. Hannaford, and Kevin J. Laverty （1988） 

 
 
 
 
 

A 部分的非行銷目的包括： 

A 行銷目的 B非行銷目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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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稅、長期自利（促進社區居民福祉）、經營者或擁有者的個人動機、

落實社會責任等。 

B 部分的行銷目的包括：提昇企業形象、彌補廣告不足、促銷等。 

C 部分則可視為兼具前述兩項，同時基於行銷與非行銷的目的所從

事的公益行為。 

 

Siegfriend & McElroy(1980)曾對229家美國企業作過調查，在

受訪企業的心目中，認為企業參與公益活動最重要的前十項原因如

下： 

表2-2-1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最重要的前十項原因 

名次 原因 認為本項原因重要的企業比例 

1 企業責任 83.8％ 

2 建立健康、福利好環境 56.2％ 

3 改善文化環境 47.6％ 

4 經由教育改善員工素質 45.4％ 

5 維持非營利機構的活力 35.8％ 

6 改善企業形象 27.5％ 

7 鼓勵其他人或機構的贊助 26.2％ 

8 改善公益活動的效率 21.4％ 

9 提升員工的士氣 16.0％ 

10 支持獨立的研究 9.2％ 

資料來源：Siegfried & McElroy（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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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1998）以美國266 家企業為對象，探討其從事公益行為時

認為重要的理由之結果則如下表所示： 

表2-2-2 企業策略性公益計劃目標之重要性排序 

企業的目標 回答數（n） 百分比（％） 

提高社區的生活品質 187 96.4 

提昇企業形象 186 95.9 

改善社區服務方案 182 93.8 

族群和諧 162 83.5 

正面的媒體報導 155 79.9 

增進員工的忠誠度 154 79.4 

增進員工的福利與健康 142 73.2 

招募接受過訓練的員工 127 65.5 

擴大現有市場 98 50.5 

發展新的市場 93 47.9 

增加銷售量 75 38.7 

縮小政府的管制 67 34.5 

節稅 52 26.8 

資料來源：Marx（1998） 

 

在國內，葉淑娟（1988）認為，企業參與公益活動，有助於企業

形象的提昇，可以增加對消費者的吸引力，也有助於增加員工對公司

的向心力，並且吸引優秀的人才加入。 

劉念寧（1990）以台灣天下雜誌「1989年1000 大企業排行榜」

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得到企業從事公益活動的動機依序是「社會責

任」、「企業形象」、「純粹為善」、「提昇員工整體生活品質」、

「與促銷結合」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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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嫣如（1993）則從「利他」或「自利」角度將企業公益活動之

動機分類如下表： 

表2-2-3 企業公益動機分類表 

動機分類 項目 

利他 企業應盡之社會責任 

取之於社會、用於社會 

改善社區的環境 

支持公益團體理念和作法 

發自內心（利他、道德感） 

短期性商業策略 

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好感 

促銷 

順應社會公義贊助趨勢 

同業競爭壓力 

節稅 

長期性商業策略 促進消費者對產品的好感 

取得社區和同業的認同 

增進員工對公司的認同 

徵才 

利 

己 

長期自利 促進整體商業環境發展 

資料來源：陳焉如（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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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炳韋（1995）將企業參與公益活動之動機依照與產品銷售之相

關性分為與產品銷售直接相關、與產品銷售間接相關及產品銷售無關

三類，詳如下表： 

表2-2-4 銷售直接相關、與產品銷售間接相關及產品銷售無關三類 

與產品銷售直接相關之

動機 

促銷 

與產品銷售間接相關之

動機 

打知名度 

企業形象 

同業壓力或自覺 

企 

業 

贊 

助 

動 

機 

與產品銷售無關之動機 純公益 

激勵員工 

理念提倡 

節稅 

社區關係 

人才培育 

總體環境發展 

資料來源：楊炳韋（1995） 

 

從上述的研究，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動機多元，但不外乎企業社

會責任與自利，而企業自利考量與產品銷售的策略、長短期商業策

略，而其目的都是希望透過參與公益活動，建立好公司的形象，提供

公司形象，增加產品的銷售，增加員工對於公司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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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類型 

依照美國基金籌募諮詢協會（AAFRC）對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分

類，共分為五大類型： 

1. 健康與人群服務 

2. 教育 

3. 藝術文化 

4. 公共與社區服務 

 

而參考劉念寧（1990）、康永華 （1991）、鄭惠文 （1992）等，

對於參與公益活動之分類，本研究主要從員工對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

層面探討，將活動類型分為七大類： 

1. 教育 

2. 環保 

3. 體育 

4. 社區服務 

5. 社會福利 

6. 醫療保健 

7. 藝術/文化 

 

 



 20

（四）企業參與公益活動之執行模式 

林欣宜（2001）針對台灣五家電子產業公益行為之研究顯示，企

業公益行為的執行方式還是以金錢的贊助為最常使用的方式，除了傳

統金錢贊助的方式外，以提供物品服務等非金錢贊助的方式也普遍被

採用。 

而在金錢捐贈方面，現在最普遍的作法，則是主雇同額捐贈

（employee matching grand），企業依據個別員工捐贈給慈善組織

多少款項，其雇主就相對提出同額的款項，以鼓勵員工。 

 

另一方面，在非金錢贊助方面，Plinio（1986）就曾做過相關研

究，他指出以1984 年為例，在美國非營利組織收到企業非金錢的贊

助就佔所有贊助的21.2﹪，高達三億美元，而這些非金錢的贊助主要

包括： 

（1）產品或資產的捐贈 

（2）人力支援 

（3）提供企業設備和服務 

（4）提供低利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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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義隆（1990）對國內大型企業公益贊助行為的研究中，也同樣

指出國內企業贊助的形式可以分為 

（1）實物－公司產品 

（2）實物－非公司產品 

（3）服務－人力支援 

（4）金錢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本研究將企業公益行為的執行模式做以下分

類： 

一、金錢贊助：由企業直接提供經費參與某項活動，例如贊助運動比

賽、藝文表演、教育訓練、社會救助、研究發展等。企業直接給予金

錢的贊助對企業而言，可以省卻不少公益行為的作業內容，而且將有

助於增進與顧客間的關係。 

二、實物提供：企業提供相關產品或非企業內產品，也是另一種省時、

省力又經濟的公益方式，除了可以增進產品的流通外，還可正面的建

立形象。 

三、服務技術：在知識經濟受到重視之際，企業內部可資利用的人力

服務、管理技術諮詢、資訊網絡也都成為企業公益行為可供利用的資

源，一般性的金錢、物品的提供，任何企業類型都適用，而服務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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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則特別適用於具有專門技術之企業，也較易與其他企業在公益

行為活動有顯著的差異。 

四、人員參與：企業主動地將員工組織起來，為企業的所在地提供服

務，而形成企業、員工、社會三贏的局面。且企業若能適時地提供非

營利組織如企業志工般穩定的人力資源，將可有利於解決非營利組織

常面臨的人力不足與流動率高的問題。 

 

本研究綜合上述文獻研究，認為企業從事公益活動的動機基本上

並非單一的，除了企業社會責任，尚有相當程度的考量此種行為對企

業直接或間接、短期或長期可見的利潤，而研究企業「自利」的動機

方面，上述文獻都希望參與公益活動能增加員工的忠誠度、增進員工

對公司的認同、提昇員工整體生活品質。因此本研究發現企業參與公

益活動直接或間接，都希望能夠影響員工，都期待能增加員工對於公

司的認同，提高員工的士氣，對於企業徵才有正面意義。因此本研究

接下來將探討有關於企業參與公益活對於員工影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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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承諾（Organization Commitment） 

（一）組織承諾的起源與定義 

從上一節對於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動機的探討中，本研究發現，有

眾多研究及實務工作者都一致認為，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可增加員工對

於公司的認同，並增強員工的向心力、留職意願。而員工對於公司的

認同及向心力，若從管理學加以探討，可將組織承諾（Organization 

Commitment）的概念帶入，因為組織承諾是指個人對一特定組織的認

同與投入的相對強度。 

 

張嘉娟（2004），表示組織承諾（Organization Commitment）

約始於60年代國外相關研究。最初是由研究者在從事於工作滿足（Job 

Satisfaction）的研究中，所衍生出來的另一種概念－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其後再從此衍生出組織承諾的研究。 

而首先提及概念的學者是Whyte在1956發表之「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書中描述，「組織人不僅為組織工作，同時也是

隸屬於組織的人」，開組織承諾概念之先河（Whyte,1956）。 

 

最初，組織承諾研究者所關注的是行動承諾（commit to 

behavior），是指行動者為了解決定行動與態度的不一致，而產生的

合理化反應（Becker，1960）。雖然此定義或可了解員工產生組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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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的部分原因，但卻忽略了個人的內在歷程為何。因此Porter，Steers，

Mowday和Boulian（1974）等人則以三個層面來說明：在態度層面上，

相信並接受組織的目標、價值觀、及經營理念;在行為意圖上，願意

為了達成組織目標而付出額外的努力;在動機上，想保有組織成員身

份的強烈慾望，而組織承諾強的成員會有下列三種傾向： 

(一)強烈地堅信及接受組織的目標與價值； 

(二)願意為組織付出更多的努力； 

(三)渴望繼續成為組織的一份子。 

在同一時期，Buchanan(1974)也做出相近的界定：認同組織的目

標與價值、對工作充分的投入、以及對於自己的組織成員身份肯定且

忠貞。這些研究者的觀點，均指出認同、投入及持續成為組織一份子，

是組織承諾的重要概念。 

在往後的研究，Mowday，Porter和Steers（1982）進一步認為組

織承諾係代表個人對其所屬組織的忠誠與貢獻，影響一個人對組織投

入的強度，同時也代表個人與組織連結的態度或傾向，這種連結不僅

對個人具有重要性，對組織，甚至對於整個社會都有其價值。 

本研究綜合相關對於組織承諾之定義，認為從價值承諾、努力承

諾及留職承諾等三變項的涵蓋員工對於企業的認同、努力及留職與

否，能適切的做為本研究研究變項的構面。認同企業、願意為公司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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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強烈渴望成為組織的一份子，來檢視員工的組織承諾狀況。 

 

（二）組織承諾的重要性 

在台灣姜定宇、鄭伯燻（2003）關於台灣組織承諾的研究分析表

示，組織承諾近年來在許多領域受到企業及學界的重視，總計到2002

年為止，共記有256篇以組織承諾為主題的學位論文，且有逐年增加

的趨勢，大多數是屬於碩士論文，期刊文章則有73篇。 

在這些文章中約有95％的文章，將組織承諾視為一種員工效能指

標，用以描述其他研究變項的效果與重要性，包括有領導行為41篇

（16.08％）、個人特徵31篇（12.16％）、文化價值觀27篇（10.59

％）、人力資源措施19篇（7.45％），工作壓力與角色壓力19篇（7.45

％）、員工公平知覺18篇（7.06％）、組織變革18篇（7.06％）、工

作滿足14篇（5.49％）、工作特性13篇（5.10％）、事業生涯發展11

篇（4.31％）等等。而其將組織承諾當作預測變項的研究，則將組織

承諾視為重要的員工態度，探討與組織效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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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衍樑（1988）歸納了管理學者的研究發現組織承諾具有下列的

重要性： 

1.組織承諾比任務滿足更能成為離職率的指標 

2.組織承諾亦為組織績效的指標，高組織承諾的員工會比那些低組織

承諾者有較高的任務績效 

3.組織承諾可顯示組織的有效性 

4.組織承諾之理論價值是可以提供態度與行為連結之實證研究。 

 

丁虹(1987)的研究中指出： 

1.在個人方面：組織是提供個人經濟需求的來源、未來經濟的保障及

心理上報償等等，所以，個人必須與組織連結，個人的組織承諾愈

高，愈有可能得到組織的報償，因此，組織承諾對個人是重要的。 

2.在組織方面：高離職率與高缺勤率會使組織的營運成本增加，而離

職率與缺勤率都與組織承諾有密切關係。 

3.在社會方面：社會是由許多組織所組成，組織的生產力和營運績效

自然對社會造成影響，因此，組織承諾也間接影響到社會，組織承

諾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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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Randall（1987）年所提及組織承諾的程度與可能的影響彙

整表，針對同水準的低度、中度及高度，配合對個人及組織正面或

負面的影響行可能因素的討論，列出許多不同的結果。 

表2-3-1 組織承諾的程度與可能的影響 

項目  對個人可能的影響 對組織可能的影響 

 正面 負面 正面 負面 

低 

1. 個人之創造力、創

新及創作力。 

2. 更有效的人力資源

運用 

1. 低生涯發展及低晉升 

2. 個人高成本 

3. 可能被開除、辭職 

4. 奮力使組織的目標失

敗 

1. 分裂的及低績效

員工的離職使損

失有限，反而可提

高士氣 

2. 人員的補充為組

織帶來有利的結

果 

1. 較高的離職、遲到、缺

席 

2. 留職意願缺乏、對組織

不忠誠、工作品質低、

以非法的活動對付組

織 

3. 限制額外角色的行

為、角色模型畫的損失

帶來傷害的後果 

4. 限制組織對員工的控

制 

中 

1. 增加歸屬感、安全

績效、忠誠度及責

任的感覺 

2. 創造個人主義 

3. 明顯的從組織獲得

身分的維持 

1. 生涯發展和晉升可能

受影響 

2. 各部門認同之間不易

取得妥協 

1. 員工保有期間的

增加 

2. 降低離職的意願 

3. 有效高的工作滿

足 

1. 員工可能限制額外的

行為及公民權力義務

的行為 

2. 員工可能平衡組織與

非工作組織的需求 

3. 可能降低組織的績效 

認 

同 

水 

準 

高 

1. 個人的生涯發展和

報酬提高 

2. 行為被組織贊賞 

3. 個人被提供一個熱

情的職業 

1. 個人的成長、創造力、

創新、流動的機會會被

抑制 

2. 官僚抵抗改變 

3. 在社會及家庭造成壓

力與緊張之關係 

4. 缺乏與同事之團結 

1. 安全及穩定的勞

動力 

2. 員工接受組織對

較高生產力的需

求 

3. 高水準的競爭立

即績效 

4. 能達成組織的目

標 

1. 人力資源的無效運用 

2. 約罰組織彈性、創新及

適應性 

3. 堅守過去的政策 

4. 過渡熱心的工作會激

怒其他員工 

5. 非法和不道德法案在

組織的利益下被認同 

資料來源：Randall,D.M(1987) 、張嘉娟（2004） 

上述整理變項可發現，眾多學者研究組織承諾能成為一個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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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的指標，可做為組織績效的指標，還可以指出組織是否具有「有

效性」。而許多企業員工更透過組織承諾與組織之連結作為重要的心

理報償。因此組織承諾具有理論上的價值，提供眾多變項其連結之實

證研究機會，不僅在研究組織行為領域中有其重要性，更在管理學相

關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三）組織承諾的分類 

一、整合觀點的組織承諾 

Allen 及 Meyer（1990）提出整合觀點的組織承諾，其認為組

織承諾不單只是態度或行為的層面，而是應該同時包含這兩層面，以

多重構面的方式來衡量組織承諾。意即組織承諾的構念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construct)係由三種對組織不同依賴

方式所組成。區分為情感歸屬、持續承諾以及規範承諾。 

1.情感性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 

指組織成員對組織的情感性依附、認同並投入組織之中。員工擁

有強烈的情感性承諾乃基於他們想要留在組織中。 

2.持績性承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 

指組織成員基於功利性考量而願意繼續留在組織中。即承諾之存

在，乃是認知到離開組織時的成本考量。員工擁有強烈的持續性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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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基於他們需要留在組織中。 

3.規範性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 

組織成員認為有義務必須留在組織中，其仍是一種必要而須遵守

的價值觀。員工擁有強烈的規範性承諾乃基於他們應該留在組織中。 

 

二、態度觀點與行為觀點 

學者如Becker (1960)、Etzioni (1961)、Kanter (1968)、

Salanick(1977)、以及Mayer和Schoorman (1998)等大致將組織承諾

區分為「態度性承諾」與「行為性承諾」兩類。 

1.態度性承諾：員工會主動對組織承諾，是個人與組織連結的一

種態度。 

2.行為性承諾：個人對組織承諾來自於個人所知覺的轉換成本，

例如年資、退休金等福利。 

 

三、Reyes（1990）提出不同的觀點來說明組織承諾： 

1.交換性觀點（exchange perspective）：組織承諾的高低取決於組

織成員估算其與組織間的利害關係。 

2.社會性觀點（social perspective）：組織承諾是個人系統與組織

系統間關聯的主要過程，包括道德、共識、疏離、酬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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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理的觀點（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組織承諾是組織成

員對組織的認同與信念。 

 

（四）組織承諾的多重對象 

Meyer，Allen(1997)提出一個組織承諾的矩陣式架構。其中在組

織承諾內容上，可以區分為情感、持續以及規範;而在組織承諾對象

上;則包括組織本身、部門、部門經理、工作團隊及團隊督導等類別。 

    組織承諾具有多重對象的想法，也獲得實證研究的支持

（ Becker ， 1992;Cregersen,1993; Becker & Billings,1993; 

Becker,et al.,1996）。在 Becker 與 Billings（1993）的研究中，

透過群聚分析（cluster analysis），以承諾剖面（profile）來界

定承諾對象，而得出兩類重要的對象，即整體對象（global foci），

包括對組織本身與最高管理人的承諾;與區域對象（local foci），

包括員工團體與直屬長官主管的承諾。因此若依照組織承諾與員工距

離的遠近，區分成心理距離近的對象（區域對象），與心理距離遠的

對象（整體對象），而此兩類承諾中，又以主管承諾與組織承諾最具

代表性。 

    組織承諾的對象是多重的，主要包括對組織本身、部門、直屬長

官、及員工等，而最具代表性的組織承諾以主管承諾與組織承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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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承諾的理論模式 

Steers(1977）以嚴謹的實證研究，提出「組織承諾前因後果模

式理論」。其前因變項採用以預測組織承諾高低的自變項，包括個人

特質、工作特性、工作經驗等。而結果變項採受組織承諾內在因素影

響的依變項，包括出席率、留職意願、工作績效等。而以382名醫護

人員及119名科學家及工程師為對象進行此一模式的研究。結果發現

個人特質、工作特性、工作經驗與組織承諾有顯著相關，其中以工作

經驗最具解釋力；而組織承諾與留職慾望、留職意向之間亦有顯著相

關。 

   

 

 

 

 

 

工作經驗 

（群體態度、組織可靠性、個人之重要性）

工作特性 

（工作完整性、互動性、回饋性） 

個人特質 

（成就動機、年齡、教育程度） 

組織承諾 
留職意願 

留職需求 

出席率 

圖2-3 Steers 的組織承諾前因後果模式理論 

資料來源：Steer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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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wday，Porter及Steers（1982）應用上述Steers（1977）的

模式更具體的發展出組織承諾的前因後果模式。其前因變項包括﹕個

人特徵、有關角色的特徵、結構性特徵及工作經驗。而後果變項則包

含﹕工作績效、年資、勤情形、怠工、離職。 

 

 

本研究根據以上關於組織承諾前因後果理論模式的研究中，由於

組織承諾所牽涉之前因與後果變項甚廣，許多的研究變項仍在持續探

索中，仍無一個模式可以將所有影響組織承諾的因素包括在內。 

而歸納上述關於組織承諾的研究，從組織承諾的重要性來看，若

管理者取得員工的高度承諾，員工便會高度認同組織、付出而外的努

 
組織承諾 

個人特徵（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性別、 

種族、及其他各種人格特質） 

有關角色特徵（工作範疇及挑戰性、角色 

衝突、及角色混淆） 

結構性特徵（組織規模、工會介入、控制 

幅度、組織正式化、分權程度、及決策參 

與程度） 

工作經驗（組織可依賴度、個人重要性、 

期望程度、群體規範） 

 

留職意願 

留職需求 

出席率 

圖2-4 Mowday，Porter 及Steers 的前因後果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Mowday R. T., Porter L. W., and Steers R. M.（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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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且願意持續留在組之內。。故選擇組織承諾作為本研究之結果變

項。若是能夠提高組織承諾，將對會個人、組織及社會產生結構性的

良性循環、避免各種組織營運成本、節省與社會資源之浪費，使得企

業得以良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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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與組織承諾的關係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動機來自於企業社會責任與自利，而從自利

的觀點企業都希望透過參與公益活動增加員工對於公司的認同、而許

多地研究也證明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對於員工留職、向心力、提高士氣

有幫助。例如根據市場研究機構 Roper Starch World wide 的研究

顯示，在公司支持社會議題的情況下，61％的員工會引以為榮，並有

強烈的忠誠感。這種忠誠可以轉化為較高的工作滿意度、在職率，提

升工作的整體表現，這正是許多公司希望達成的目標。 

組織承諾就是代表個別員工對於公司的認同狀況、投入程度及留

職意願，而根據企業參與公益活動之文獻探討，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

動機及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夠增加員工對於認同及留職意願，因此

有必要對於兩者的關係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 Roper Starch World wide 的研究顯示，在

公司支持社會議題的情況下，61％的員工會引以為榮，並有強烈的忠

誠感。這種忠誠可以轉化為較高的工作滿意度、在職率，提升工作的

整體表現，這正是許多公司希望達成的目標。 

而在企業界的實際案例，可麗柔（clairol）於1999推出的「造

型工作」（Style work）計畫證明，在員工的參與下，企業公益活動

能快速成功。在這項公益活動中，可麗柔長期輔導數百位婦女脫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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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救助、重返職場。服務內容從免費提供化妝、造型諮詢到商業禮儀、

組織技巧、理財、財務管理、養育子女，以及指導個案撐過找工作的

過渡期等等，在為期一年的輔導期間，擔任志工的可麗柔員工，每星

期都會與受助的個案會面一次。這項社會服務計畫大大提振了員工士

氣，認為參與這類公益活動相當有意義。 

另外美體小舖提供許多誘因，在企業內部建立了志工文化。2001

總公司93％的員工參加過志工活動，公司每個月都會給員工半日支薪

假從事志工，因此員工經常組隊參與社區服務，也凝聚員工對公司和

社區的向心力。（Marc Gobe，2001） 

Noreena HertZ（2003）在其所著「當企業併購國家」書中指出，

許多跨國的大型石油公司經理人在面試新人的時候發現，許多一流學

府的碩士工程師現在會詢問公司對環保及人權的態度，以及其他一些

過去面侍者很少會發問的問題。近年來有許多研究顯示，「雇員喜歡

為優良的企業公民服務」，而一個公司如果被指為不負責任，對該公

司的士氣將有嚴重的影響。 

而在台灣根據邱恬琳（2001）訪談研華電子鼓勵員工參與員工參

與志願服務的經驗，員工透過志願服務的過程，得以成長，獲得快樂，

並且認同企業文化，且喚起員工的志願服務意識，有助於加強員工對

企業的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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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通訊產品連鎖系統的「天地通」由總經理帶領全體員工每個

月撥出四小時到各基金會當志工，根據高階主管觀察實行此志工制度

後員工的滿意度增加、工作士氣提高（經濟日報，1999/9/4） 

 表2-4-1顯示，許多關於台灣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研究，也顯示不

論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動機或對員工的影響，都證明了讓員工更有向

心力、增加員工對於公司的認同有助於徵才及吸引優秀人才的加入。 

表2-4-1 國內關於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相關研究與本研究的關連性 

作者 與本研究的關連性 

游舒惠（2001） 受訪企業統一超商、安泰人壽、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華汽車等企

業參與公益活動的動機之一都希望增加員工對於公司的認同 

楊炳韋（1995）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與產品銷售無關之動機之一，就是要激勵員

工、培養人才 

陳嫣如（1993） 從「利他」與「自利」的角度中認為，企業希望從參與公益活動的

自利動機中，增加員工對於公司的認同及徵才 

葉淑娟（1988）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有助於增加員工對公司的向心力，並且吸引優

秀的人才加入。 

 

本研究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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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則為國外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研究，同樣顯示企業參與公益

活動能提升員工的士氣、對於公司的忠誠、並對於員工流動率及團隊

精神有顯著影響。 

表2-4-2 國外關於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相關研究與本研究的關連性 

作者 與本研究的關連性 

Siegfriend 

&McElroy(1980) 

曾對229家美國企業作過調達，在受訪企業的心目中，認為企業

參與公益活動最重要的前十項原因之一是提升員工的士氣 

Nichols(1990) 指出公益行銷有鼓舞員工的效果 

Smith (1996) 53%的員工在實際參與企業公益活動之決策時，對公司的忠誠度

有所提升 

Marx(1998) 調查美國226家企業贊助公益活動時認為重要的目標，員工參與

公益活動所帶來的直接利益包括增加員工動機、生產力及對企業

之忠誠度 

Meyer (1999) 企業善盡社會責任之行動對於員工流動率、忠誠度及團隊精神皆

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整理 

 

根據以上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動機、期待或是實際觀察，都顯示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目的之一，都期待能夠對員工有所影響，增加員

工的認同及留職意願等，這正好呼應之前關於組織承諾的概念，可將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做為組織承諾的前因變項，並將兩者的因果關係進

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