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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對於組織承諾的影響，參閱

過去來自國內外的相關文獻資料，雖可證明兩者的正相關性，但在國

內缺乏對於國內企業員工的相關研究。故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要資

料來源，輔以次級資料收集，來驗證企業參與公益活動與組織承諾的

關係。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架構 

由於本研究為了探討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對組織承諾的影響，因此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研究發展如下的觀念架構。 

 

 

 

 

圖 3-1 本研究架構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以員工對於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認同程度為自變項，組織承諾

為依變項。 

而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及文獻分析，形成以下假設。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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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試圖驗證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 1：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對組織承諾有影響 

假設 2：員工參與企業公益活動對組織承諾有影響 
假設 2-1：員工是否加入公益社團對組織承諾有影響 

假設 2-2：員工是否捐款對組織承諾有影響 

 
假設 3：員工是否加入公益社團對企業捐款、捐物資的態度有影響 
假設 3-1：員工是否加入公益社團對企業捐款參與公益活動態度有影響 

假設 3-2：員工是否加入公益社團對企業捐物資參與公益活動有影響 

 
架設 4：員工是否捐款對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態度有影響 
假設 3-1：員工是否捐款對企業捐款參與公益活動態度有影響 

假設 3-2：員工是否捐款對企業捐物資參與公益活動有影響 

 
假設 4：員工個別變項對企業參與公益活動態度有影響 
   假設 4-1：性別對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態度有影響 
   假設 4-2：年齡對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態度有影響 

   假設 4-3：學歷對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態度有影響 

   假設 4-4：年資對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態度有影響 

 

第二節 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與測量工具 

一 、組織承諾 

（一）組織承諾之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認為組織承諾包括價值承諾:對組織目標、價值的強烈信

念與接受;努力承諾：為組織盡力的意願;留職承諾：維持繼續成為組

織一份子的強烈渴望。 

 

（二）測量工具 

組織承諾的程度乃由整體量表總分估計。而在組織承諾量表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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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參考尹衍樑（1988）所發展之組織承諾量表，組織承諾量表

共有 15 題，分別代表員工的對於公司的價值承諾狀況、努力承諾狀

況、留職承諾狀況，並以李克七點尺度量表評分，各項均為單選題目，

以語意差異量表之給予評等，由員工針對問題敘述之同意程度來填

答，分別為非常同意 7分，很同意 6分，同意 5分，普通 4分，不同

意 3分，很不同意 2分，非常不同意 1分，分數愈高表示受測者對於

此問題同意程度越強，反之則同意程度低。 

 

二、企業參與公益活動 

（一）企業參與公益活動之定義 

本研究關於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衡量，主要經由相關研究，而企業的

參與公益活動主要提供了金錢、物資、人員等企業資源，而考量研究

對象目前參與公益活動的形式，並加入了企業同額捐贈、重大災難議

題的參與及提供員工公假模式參與公益活動，直接詢問員工對於企業

參與公益活動的同意狀況。 

（二）測量工具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乃整理量表總分評估。企業參與公益活動主要

有錢、物資、人的投入。企業參與公益活動量表共有 7題，分別代表

整體對於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看法及針對相關提供錢、物資、人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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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單選題目方式詢問受測者，並以語意差異量表之給予評等，由員工

針對問題敘述之同意程度來填答，分別為非常同意 7分，很同意 6分，

同意 5分，普通 4分，不同意 3分，很不同意 2分，非常不同意 1分，

分數愈高表示受測者對於此問題同意程度越強，反之則同意程度低。 

 

三、員工對於企業參與公益活動類型的優先順序及參與狀況 

（一）企業參與公益活動類型的優先順序 

關於企業參與公益活動之類型主要參考美國基金籌募諮詢協會

（AAFRC）對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分類及劉念寧君之量表，依序將企

業參與公益活動分為教育、環保、體育、社區服務、社會福利、醫療

保健、藝術文化等。 

至於在量表部分，由於公益活動的類型種類繁多，考量研究對

象對於優先順序排列的難易不同，因此僅瞭解在各項公益活動中，受

訪對象對於重要性優先順序的前三者。並採取加權方式計算各類之百

分比，即「第一重要」給 3分，「第二重要」給 2分，「第三重要」給

1分，而後乘上回答人數，三項分數加總得總評分。而後再計算各總

評分占所給總分之比例，即得各類之百分比。 

 

 



 42

（二）員工參與狀況 

本研究者除了希望瞭解員工對於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的看法，也希望瞭

解員工自己本身對於公益活動的投入狀況，由於研究對象公司設有慈

輝社公益社團，做為員工本身投入公益活動行動方式，因此也衡量員

工參與與否，並對於其他變數可能的影響。題目主要詢問於是否加入

企業內之公益社團、是否捐款參與企業公益活動，是否參與社會社之

公益社團、主要參與社團的名稱等。 

 

四、員工基本資料 

由於員工屬性的不同，是否會對於企業參與公益活動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本研究根據一般人口統計變數，希望衡量不同屬性的員工其對於

公益活動的看法及其參與狀況。包括： 

（一）性別：分成男女兩組。 

（二）年齡：從 25 歲以下到 61 歲以上共分成九組。 

（三）婚姻狀況：分成已婚、單身、離婚、喪偶等四組。 

（四）最高學歷：分成博碩士、大學、專科、高中、初中、小學

共六組。 

（五）在最後畢業主修科系：分成理科、工科、農科、醫科、法

科、文科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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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進入公司的年資：分為不滿一年、一-三年、四-五年、六

-十年、十一-十五年、十五年以上六組。 

（七）在公司的職位：分為人事、財務、行銷、生產、研究發展、

一般管理六組。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施測過程 

一、研究對象 

根據本研究者實際執行企業參與公益活動，瞭解企業參與公益活

動之動機中，希望能夠影響員工，而所屬的企業成立慈輝社公益社

團，並採取同額捐贈的方式，鼓勵員工參與公益。並舉辦公益活動，

鼓勵員工捐款捐物資，在社會發生重大災難時，如 921 大地震、南亞

海嘯所屬企業也舉辦募款活動，並獲得相當多員工的迴響。而在捐錢

捐物資，企業同額捐贈之餘，並鼓勵員工運用自己的專業、專長投入

自願服務的行列，而公司為鼓勵員工投入，也提供員工公假鼓勵，讓

員工在參與自願服務時，無後顧之憂。 

  而研究者在這段服務時間，除了積極創造企業員工參與公益活

動模式，也採取許多對內行銷的策略，希望讓企業員工都能體會企業

參與公益的實際行動，並獲得員工的認同，由於這段時間，所屬企業

在桃園的兩家公司（華新科技公司及瀚宇博德公司）是研究者主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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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投入程度較多的公司，因此選擇了華科科技及瀚宇博德兩家公司

做為研究的對象。 

表 3-3-1 受訪企業背景資料分析 

 華新科技 瀚宇博德 

規模（在台員工人數） 2020 人 1070 人 

成立（在台年數） 民國 59 年 民國 78 年 

主要業務性質 電子產品製造 電子產品製造 

參與公益年數 4 年 4 年 

成立公益社團 慈輝社 慈輝社 

公益社團人數 158 人 146 人 

參與公益活動模式 1.員工加入慈輝社捐款，企業同

額捐贈。 

2.每年從盈餘提撥經費，參與公

益活動。 

3.對社會重大災難(921 地震、南

亞海嘯)，發動企業內部捐款。 

4.提供員工志願服務時間，擔任

志工 

1.員工加入慈輝社捐款，企業同

額捐贈。 

2.每年從盈餘提撥經費，參與公

益活動。 

3.對社會重大災難(921 地震、南

亞海嘯)，發動企業內部捐款。 

4.提供員工志願服務時間，擔任

志工。 

本研究整理 

 

一、 施測過程 

由於問卷發放期間，正值公司舉辦向台灣獨居老人公益活動，並

在員工餐廳入口處，設立公益站鼓勵員工捐款，員工們大都知道公司

的這項公益活動，因此研究者採取便利抽樣的方式，利用員工中午用

餐時間發放問卷，許多員工在參與捐款後，也進一步的填寫問卷，由

於員工吃飯時通常都會與好同事在同一個餐桌上一起用餐，因此問卷

發放時，許多同仁也幫同桌的同仁拿問卷一起填寫，互相討論。共計

兩家公司發放 350 份問券，共計回收問卷共有 26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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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樣本特性描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對於員工組織承諾影響之

研究;研究樣本以華新科技及瀚宇博德兩家隸屬於同一集團之企業員

工進行本研究一共發出 350 份問券，共計回收問卷共有 269 份，回收

率為 76.8％。 

一、性別分類 

樣本中兩家公司員工性別男性及女性人數如下表 3-4-1 所示，其

中男性所佔比率為 51.7%，女性為 48.3%，顯示在本研究中，樣本性

別的數量差異很小，所佔比率各半。雖然電子產業相對而言男性員工

較多，此情況本研究推論在施測的過程中，女性員工大多有集體用餐

的習慣，因此在便利抽樣的過程中，會有讓較多女性回答問卷的情況。 

 

表 3-4-1 回收樣本依員工性別劃分之人數百分比 

員工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139 51.7％ 

女 130 4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員工年齡 

回收樣本之企業員工年齡 30 歲以下的員工佔了 44％，30 歲以上

50 歲以下的佔了 54.4，樣本多為青壯人口。這與目前相關電子產業

員工大多集中在青壯人口為主，本研究之回卷狀況大致符合產業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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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二、 學歷 

企業樣本員工之學歷主要依次為大專學歷佔 31％，初中學歷佔

30％，高中學歷佔 28％，博碩士佔 0.6％。 

三、 年資 

企業員工回卷樣本中工作年資中，主要集中在 1-5 年共計有 45

％，6-10 年者佔有 26％，不滿一年的佔 20％，十年以上者佔了 1.1

％，由此可發現本研究回收的樣本中，有較大的比率員工服務年資，

都超過 1年以上，員工較為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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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回收樣本依個人變項劃分之次數與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員工年齡 

25 歲以下 28 11％ 

26-30 歲 86 33％ 

31-35 歲 51 20％ 

36-40 歲 44 20％ 

41-45 歲 36 14％ 

46-50 歲 10 0.4％ 

51-55 歲 5 0.2％ 

學歷 

 次數 百分比（％） 

博碩士 15 0.6％ 

大專 80 31％ 

高中 74 28％ 

初中 77 30％ 

小學以下 14 0.5％ 

年資 

 次數 百分比％ 

不滿一年 49 20％ 

1-3 年 60 25％ 

4-5 年 43 20％ 

6-10 年 62 26％ 

11-15 年 19 0.8％ 

15 年以上 7 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分析資料，並採去下列統計

資料分析方法，期望達成各分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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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敘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根據資料的性質，運用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

最大及最小值等統計量，藉以了解受測者在人口統計變數、員工參與

企業公益活動間之分佈狀況，並對受測者在各變項中的反映情況加以

討論及了解。 

二、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皮爾森積差相關 

    用以分析研究自變項和依變項之間之相關強度與正負關係，探討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對於員工組織承諾及相關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