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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了達成前章所述研究目的，本章分為四小節，回顧與本研究相關的理論與

實證文獻。本章第一節將先介紹「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相關文獻；第二節介紹

「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表現」之相關文獻；第三節介紹「代理問題與薪

酬制度」相關文獻；第四節則介紹「高階經理人薪酬結構與其決策」相關文獻。 

第一節 企業社會責任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又或被理解為企業公民

﹝corporate citizenship﹞、企業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及企業社會

績效﹝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等概念，最先發展於 1960 年代的美國。由

於社會對公民權利的意識高漲、對自然資源的銳減、環境汙染等議題的體認、以

及對營利企業的不信任感，遂而開始大量關注取之社會的企業，在追求利潤極大

化的目標下，是否投注心力於社會公益或環保工作。 

1970 年代的社會經濟觀點(Keith Davis,1970)認為企業應超越經濟、法律、技

術等經營之必備條件外，去考量與承擔社會公益，以善盡道德責任、符合公眾期

望與維護良好企業形象。1980 年代，許多美國商學院都納入企業道德﹝business 

ethics﹞課程，期盼透過校園教育讓學生感受相關議題的重要性。然而，反對者

從古典經濟理論觀點加以駁斥，認為企業唯一該承擔的責任就是不斷地追求利潤

極大（Milton Friedman, 1970）。 

「企業社會責任」的正式定義雖然已經過多次論壇討論，卻仍舊莫衷一是。

目前最廣為採納的定義，是企業在經營上需對所有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s﹞負

責，而不只是對股東﹝stockholders﹞負責。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永續發

展之不可或缺的一部分。1987 年，WCED﹝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提出所謂的「永續發展」是指在不犧牲下一個世代的利益下，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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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當代的需求；因此「永續發展」是指企業營運必須同時符合經濟性

﹝economic﹞、環境性﹝environmental﹞和社會公平性﹝social equity﹞三大原

則。目前，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為一個主要的全球性資訊交流平

台，由其企業會員分享、討論有關永續發展的相關知識、經驗與最佳實務作法；

並與各國政府組織、非營利組織合作，在許多公開的國際會議上倡導企業落實永

續發展的理念。 

初始，企業執行「企業社會責任」乃基於回應性的動機，而非自發性的。

Meyer and Rowan ﹝1977﹞研究發現，企業執行「企業社會責任」乃是為了獲得

社會認可，如符合政府法規限制、與論壓力與媒體關注，這類的思維主要是由外

而內的思考，企業藉由有效的回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調整本身的營運方式。1990

年 Prahalad and Hamel 提出資源基礎說﹝resource-based﹞，開始有學者從這方面

的觀點探討企業投資「企業社會責任」的動機，認為藉由投資企業社會責任可以

尋找、創造與累積組織核心資源與能耐，創造競爭優勢。Pratima Bansal ﹝2004﹞

綜合上述兩者觀點，發展了長達十年的研究，以加拿大三個最徹底執行「企業社

會責任」的產業：油業、礦業、林業，進行大規模的問卷調查與訪談，研究其動

機。研究結果發現，企業一開始為了規避罰則、回應輿論壓力而投入「企業社會

責任」；但這些因素，隨著時間拉長，降低其影響性。取而代之的，是企業發現

藉由執行「企業社會責任」，往往意外地增加其財務上的回饋，甚至創造競爭優

勢。 

Ｍ ichael E. Porter (2006)於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發表 Strategy & 

Society─The 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一文，發展出一套架構，說明企業如何將企業社會責任從回應性角

色(responsive role)提升至策略性角色(Strategy Role)。在執行「企業社會責任」之

前，企業應該先針對其所面對的社會議題，判斷輕重緩急，選擇與自己業務最為

相關的議題加以處理，建立明確的社會議程﹝social agenda﹞，從策略的角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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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社會、環境與經濟皆受惠的機會。若企業能扭轉以往根深蒂固的觀念，將社

會責任視為機會，則長遠來看，將能強化企業競爭優勢，並提升企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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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表現 

實務上，有相當多企業因為策略性的執行「企業社會責任」，而成功的將組

織經濟利益與外部的社會利益與環境利益結合。茲將幾個例子分列如下： 

1、雀巢與開發中國家小型農場的合作模式 

1962 年，雀巢進入印度市場，取得官方許可在 Moga 北部成立一座乳牛場。

這個地方人民窮困潦倒、相關基礎建設與設施不足；剛出生的小牛有 60%會夭

折；而產出的牛乳也因為缺乏冷藏與運輸設備，無法測試品質或運送至遠處。 

雀巢總部在瑞士，為了經營其全球乳製品事業，必須在世界各地收購當地的

牛奶，故其乳源來自當地眾多的小農場。要建構起這樣的價值鏈，雀巢就必須改

造當地的競爭環境，以為雀巢及乳源地創造共同的價值。 

以 Moga 的例子來說，雀巢為每個鎮設置冷藏設備，並派卡車到農家搜集牛

奶，隨車並有獸醫、營養專家、農藝專家與品質專家；此外，並為染病的牲畜提

供藥品和營養補給品，更為當地農民舉辦訓練課程。藉由提供資金與技術，當地

農民得以開挖以往無力負擔的深鑽井，在灌溉情況改善後，不但牛隻吃得飽，小

麥與稻米等農作物產量也增加，間接提升了當地農民的生活水準。 

現在，Moga 已經逐漸形成乳牛場與牛奶工廠的產業聚落。不但能穩定提供

足量且高品質的乳品給雀巢，更間接的因當地生活品質提升而擴大其乳製品的市

場規模，為雀巢帶來可觀的經濟利益。 

雀巢與各地小型農場的合作是公司的核心策略之一。在後來的幾個市場，如

巴西、泰國與中國等，雀巢也成功地複製其在 Moga 的經驗。使得雀巢與各地社

區能夠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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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與碳交易市場 

工業革命以來，人類為了追求經濟發展而大量燃燒石化燃料，排放出大量的

溫室效應氣體，對全球的氣候造成巨大的衝擊。為了因應氣候變遷問題，聯合國

在 1990 年成立「政府間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談判委員會」，並在 1992 年訂立《聯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而在第一次的締約國大會中，各國體認到規範溫室效

應氣體排放的必要性，決議對工業國家做更進一步的約束，並在 1997 年第三次

於日本京都的締約國大會中訂立《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然訂立初

的議定書在內容中對於細則描述並不十分明確，造成簽約國在簽署上的存疑或執

行上的困難。因而在第七次的公約締約國大會中，各國訂定了《馬拉克什協定》

（Marrakesh Accords），以建立議定書在執行的細則與依據。 

2005 年 2 月 16 日，京都議定書在俄羅斯向聯合國遞交批准書的 90 天後生

效。京都議定書內容中有幾個重點：「規範的氣體種類」、「排放目標時程的訂

立」與「共同減量、清潔發展與排放量交易－三種運作機制」。這個第一個由民

間主導的排放量交易機制的啟動，是執行議定書內容的重要里程碑。這個名為「溫

室氣體配額匯集中心」（GG-CAP）在 2005 年的 2 月 28 日開始運作，目的在協

助業界及政府購入排放額度，以符合議定書內容。而就當時的締約國情況，估計

有 35 億公噸的減量需求無法滿足，需透過 GG-CAP 購入大量的額度來滿足。 

這個趨勢將導致在已開發中國家營運的企業，營運成本的提高。舉凡煉油業

與製造業廠商，若不能在其製程上作改變，降低溫室氣體的排放量，則必須逐年

繳付鉅額購買碳排放的額度。隨著美國新任總統歐巴馬也支持 CO2 排放交易系

統，預計未來將會有更多工業國家加入。企業面對這樣的趨勢，誰能優先尋找替

代能源或降低製程中碳的排放量，將能有效降低營運成本，並且能將多餘的排放

額度出售，創造額外的經濟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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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尤努斯﹝Muhammad Yunas﹞與鄉村銀行﹝Grameen Bank﹞ 

Muhammad Yunus 於 1940 年出生於孟加拉，於 1983 年創辦鄉村銀行

(Grameen Bank)，提供微型貸款給具有生產力的窮人，藉此幫助他們改善生活，

並因此於 2006 年榮獲諾貝爾和平獎。 

1976 年，Yunus 造訪母校吉大港大學附近的貧困郊區 Jobra，發現當地以編

織竹製品維生的婦女，因為無法獲得一般銀行貸款，竟然必須向高利貸借錢買原

料，而所得微薄利潤幾近全數當作利息繳付回去。Yunus 認為只要一筆小小的貸

款，就能夠大大改善貧困人民的生活。因此他從口袋掏出相當於 27 美元的金額，

「貸款」給當地 42 名竹編製品女工，更在同年成立相關計畫，向公營的 Janata

銀行貸款並轉發放給窮人。至 1982 年，該計畫已經有 2.8 萬個會員，並於 1983

年正式更名為鄉村銀行。鄉村銀行提供無抵押的短期小額信貸﹝micro-credit﹞，

給具有生產力的貧民，並要求鄰近社區內的貸款客戶組成小組，互相監督並承擔

還款責任，確保貸款用於改善生活經濟狀況。 

鄉村銀行和一般的商業銀行不同。一般的商業銀行認為貧窮的人之所以貧窮

乃是因為天性懶散或是缺乏競爭力所造成，因此一般商業銀行消費性金融業務多

著重在中產階級以上的客戶。而尤努斯認為，藉由微型貸款給願意工作的窮人，

並藉著小組內成員連帶責任的壓力，除了能改善窮人的生活外，更能確保其還款

能力。截至 2000 年，鄉村銀行自成立以來，每年貸放超過二億五千萬美金給 230

萬的窮人，其中逾 9 成為女性。此外，鄉村銀行也提供住屋貸款、並資助養殖漁

業、農村灌溉、紡織業等產業活動，總計近 7,000 萬人因此受惠。而其還款率高

達 95%。 

上述三個實務上的例子，約略說明，近十年來，企業如何經由策略性的執行「企

業社會責任」，有效且大幅增進社會利益，並為企業帶來額外的收益。以下，整

理若干文獻，探討「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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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外部分 

1、Thilo Goodall﹝2005﹞ 

Thilo 綜合前期文獻，於本文建立企業執行「企業社會責任」﹝或是「永續發展」

活動﹞與企業財務績效表現之間的關聯性架構。財務上的效益主要來自於兩個方

面：一者，藉由策略性的執行「企業社會責任」，企業能因此找尋到新的投資領

域，創造先進者優勢，增加企業的自由現金流量﹝free cash flow﹞；再者，從降

低風險的角度來思考，企業藉由執行「永續發展」活動，能從長遠的角度來思考

企業整體運作流程，降低風險，並因此降低資金成本﹝WACC﹞。而由於企業的

財務目標為最大化股東價值，股東價值反應在由自由現金流量﹝FCF﹞以企業資

金成本﹝WACC﹞折現所得的值，故企業策略性地執行「企業社會責任」能藉由

提高自由現金流量和降低資金成本而達到最大化股東價值的目標。 

2、Alexander Bassen、Hanns-Michael Holz 及 Joachim Schlange﹝2006﹞ 

作者藉由採用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和 11 家知名評比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評

比項目為依據，設計出適合能源產業所用的 38 項主要評比項目。藉由問卷調查

與比對其「企業社會責任揭露報告」的內容，給與其從 MSCI 中所選定的 44 家

能源公司個別的分數。並選取 ROE、ROA 與 Beta、Credit Rating 作為財務績效

指標和風險衡量指標。以公司大小與國家別作為控制變數。根據上述變數作多元

迴歸分析。研究結果證實執行企業社會責任較佳的公司有較佳的財務表現並降低

企業的風險。 

3、M. Victoria Lopez、Arminda Garcia 及 Lazaro Rodriguez﹝2007﹞ 

作者從道瓊全球指數﹝DJGI﹞中挑選出 110 家企業，分為兩個群體。其中 55 家

被選入道瓊永續性指數﹝DJSI﹞，作為執行「企業社會責任」優良的公司；另

55 家則無被選入。作者以稅前利潤的成長率﹝Profit before tax，PBT﹞作為應變

數，以銷貨收入﹝Revenue﹞、企業社會責任﹝CSR﹞作為自變數；另，選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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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規模﹝以總資產作衡量﹞、產業類別和風險﹝以負債權益比作衡量﹞作為控制

變數，觀察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表現得關係為何；另外，資料期間設定為兩

個時期，1998-2001 及 2001-2004，以觀察不同期間，企業社會責任執行佳與不

佳的兩個群體，表現是否有顯著差異。 

研究結果顯示，在初期，1998-2001 年，兩個群體的表現無顯著的差異，且 CSR

與企業績效表現﹝PBT﹞呈現負相關，雖然結果不顯著。然後，後期，2002-2004

年，兩個群體的表現就有顯著的差異。且 CSR 與企業績效表現﹝PBT﹞呈現負

相關。顯示，短期間，企業移轉可用資源至企業社會責任的投資，將減少稅前利

潤的成長。因此作者建議，看待企業社會責任的投資應考量從長遠的觀點思考。 

4、Edward Nelling 及 Elizabeth Webb﹝2008﹞ 

作者從 KLD Socrates Database 中蒐集 1993-2000 年攸關「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分

資料。該資料庫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為五個面向加以評鑑：社區參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多元性﹝diversity﹞、員工利益﹝Employee interests﹞、環境議

題回應﹝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和股東利益﹝shareholder interests﹞。作者

並根據由 Waddock and Graves﹝1997﹞所發展的權重予以加權計算，得到各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的總分數，作為迴歸式的應變數。另選擇 ROA、Stock Returns

作為衡量財務績效表現的自變數；Sales、Assets 和 debt to equity ratio 作為公司

規模與風險的控制變數。分別以 OLS 和 fixed effect 模型跑迴歸分析，發現在 OLS

模型下的結果和其他研究相同，「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佳的公司，其財務績效表

現較好。但在 fixed effect 模型下，則發現兩者間的正相關性不顯著，顯示許多不

易觀察，且因各公司不同而具有差異，但長期對該公司而言表現一致的因素，如

企業文化、管理者的管理哲學與態度等，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投資決策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此外，作者更研究企業財務績效表現與「企業社會責任」五個面向之

間的關係，發現，財務績效佳的企業，特別與員工利益﹝employee interest﹞這個

面向的投資有正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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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部分 

1、康峰菁﹝2002﹞ 

作者選取英國富時指數﹝FTSE﹞下之 FTSE4Good 系列指數作為執行「企業社會

責任」佳的公司，剩餘未進入 FTSE4Good 系列指數的公司為執行不佳的公司，

排除金融業與產壽險業，取得 1991-2002 的相關財務資料，利用 ML-Binary Logit

迴歸模型，研究各國執行「企業社會責任」較佳的公司，其財務績效與盈餘管理

變動關係，探討是否執行「企業社會責任」較佳的公司，其盈餘管理動機較小且

財務績效表現、股價報酬績效較高？研究結果顯示，執行「企業社會責任」較佳

的公司財務績效表現、股價報酬績效有較佳的反應，但仍就會透過「避免發生虧

損」與「避免盈餘下降」兩個行為來進行盈餘管理。 

2、柯如欣﹝2006﹞ 

作者有鑑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投入對於財務績效的影響，由以往實證結果來看，並

不明確。為使兩者關係較為完善，作者將利害關係人之行為因素納入考量。企業

社會責任是否對財務績效造成確實影響，決定於利害關係人「實際」的行為，而

此行為的形成，主要受利害關係人善盡社會責任之「意願」所影響。該研究探討

當利害關係人對於不道德企業有懲罰的意願，或對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企業有鼓

勵的意願時，是否會確實地反應在行為上？而此意願又是否受文化面向所影響

呢？ 

作者以 2003 年作為研究期間，選取三種高涉入產業─汽車業、金融業與科技業─

作為研究標的；利害關係人主要選擇三個群體作為代表：消費者、員工、股東。

首先，作者藉由企業社會責任對於財務績效之影響來判定利害關係人之道德價值

為「自我超然」(利他) 或「自我加強」(利己)，以了解利害關係人善盡社會責任

之意願高低；再探討利害關係人是否有「言行不一」的問題。接著，進一步討論

何種利害關係人善盡社會責任之意願跡象較強、較能主導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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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影響。最後，則進行利害關係人善盡社會責任之意願的決定因素分析─即

Hofstede 五個文化面─權力距離、個人主義、剛柔性、不確定性規避以及長期導

向─對於三利害關係人意願的影響。 

其研究結果發現，(一) 汽車業利害關係人之道德價值為「自我加強」，金融業

及科技業則無法判定。(二) 汽車業與科技業中，「消費者言行一致」、「股東

言行不一」，但員工的情形不顯著。金融業則無法判定。(三) 汽車業中，消費

者之意願影響跡象是較強的，金融業則是股東意願影響跡象較強，但在科技業中

無法判斷。(四) 文化面向方面，在長期導向程度愈高的國家中，利害關係人善

盡社會責任之意願則愈高。 

3、蔡智全﹝2007﹞ 

作者有鑑於落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與其財務績效之間的關係在文獻上仍不明

朗，故欲藉由新的研究設計去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的聲譽效果與價值對公司財務績

效的影響。作者選定道瓊永續性世界指數﹝DJSI World﹞中的企業作為研究標

的，研究當企業被納入或剔除於此指數時，對其短期財務表現的影響。實證結果

顯示，市場對於被指數納入或剔除所對公司帶來的正面或負面的訊息有不對稱的

反應。被指數納入或剔除的公司其前後一年的會計表現、並無顯著的變化。而被

指數納入的公司，在被納入前五年到被納入後一年有顯著正向的異常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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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代理問題與薪酬結構 

代理問題是基於經營權與所有權分離的原則下而發展出來的。當公司在資本

大眾化後，股東人數眾多且其參與公司決策的意願與專業能力不足，必須由所有

股東共同選舉出專業代理人，來代理股東執行實際的行政與管理政策。 

最早，Vroom（1964）提出期望理論，認為人之所以採取某項特定行動，是

基於行為後果所產生之期望報酬─即所謂的「動機作用力」﹝motive force﹞取決

於「對成功知覺到的機率」與「預期成功後可能獲得的報酬」之乘積。在期望理

論中，個體的行為是經由下列三種認知所轉換：第一，報酬的吸引力

（Attractiveness），即個體對工作成果或報酬的重視程度。第二，努力與績效間

的關聯性（Effort Performance Linkage），即個體對其所付出的努力是否可以使

績效達到某特定水準之相信程度；最後，則為績效與報酬間的關聯性

（Performance Reward Linkage），即個體績效達到特定水準時，能否得到期望之

報酬水準。Vroom 認為，將報酬與績效加以連結，能夠激勵高階管理階層為整體

股東利益而努力。 

Jensen and Meckling（1976）則利用經濟分析的方式，探討在股權分散及委

託人和代理人皆追求自身最大利益之情況下，所產生的代理問題。Jensen and 

Meckling 指出，由於非百分百持有股權之經理人，不須全部承受其決策所造成

的財富效果，很難期望他們在股東最大利益和自身最大利益衝突中，選擇以股東

權益為優先的考量。公司為減少代理問題所帶來的成本與傷害，通常會採用薪酬

的方式，促使高階管理階層和股東的利益趨於一致（Fama 1980）。 

 Lewellen, Loderer, and Martin（1987）指出，高階主管的薪酬包含基本薪資、

紅利、股票選擇權、認股權、虛擬股和遞延薪酬等不同形式，而不同的薪酬型態

可以解決不同的利益衝突問題。有些薪酬形式有助於減少管理者規避風險的問

題，有些薪酬形式則有助於減少管理階層短視近利的行為，但也有些薪資設計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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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得以解決某種利益衝突，卻可能加深其他方面的利益衝突。例如，遞延性薪酬

的支付雖然可以減輕管理者短視近利的問題，但可能同時加深管理者規避風險的

現象，導致管理者在從事投資或融資決策時，可能會刻意選擇過度保守之方案而

損及股東權益。總而言之，高階管理者的薪資制度必須設計得宜，方能激勵管理

者，使管理者決策行為朝股東財富最大化努力。 

 公司高階主管薪酬制度設計應對於適當的表現給予適當的獎勵，並藉由適當

的獎勵，減少經理人與股東間的代理問題。代理理論即建議公司在制訂高階主管

薪酬的時候，應該適當地與績效連結，將經理人利益與股東利益一致化，以減少

代理成本。由於公司價值的無法觀察性及績效的可分割性，會計盈餘因此被選為

薪酬契約的衡量標準（Watts and Zimmerman1986）。Watts（1977）指出，早在

十九世紀末，英國公司章程即已出現經理人報酬以帳列盈餘為計算基礎的規定。

時至今日，以會計盈餘為基礎的薪酬制度仍然十分普遍。 

  Sloan（1996）認為，採用會計盈餘來衡量高階管理者之績效，雖可以

避免績效衡量受到市場上其他不可控制因素的影響，卻可能也因為以盈餘為基礎

計算薪酬，導致高階管理者會有動機去操縱會計盈餘。部分學者持不同的看法，

其他學者，如Coughlan and Schmidt（1985）認為基於好的經營管理終將反映在

股價之期望上，主張高階主管薪酬應以股票市場績效來決定。作者認為股價可以

反映公司長期的績效，且股票報酬容易計算與驗證，是衡量高階主管對股東財富

貢獻程度的適當指標。 

 財務績效指標如會計盈餘或市場報酬率是過去最常被使用做為高階主管薪

酬的衡量標準，但過渡強調財務績效指標的重要性，會讓經理人只注重短期績

效、甚至造成損害公司利益的投機行為或次佳決策，傷害公司長期的競爭力

（Fitzgerald et al. 1991；Kaplan and Norton 1992; Bushman et al.1996）。有鑑於此，

Fitzgerald et al. （1991）指出，非財務指標可以使高階主管注意到其決策對於公

司帶來的長期效果，亦幫助投資人容易衡量高階主管對於公司所帶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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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 and Watts（1992）指出，當公司投資機會增加，公司價值有較大比例

決定於其無形的成長機會，管理者決策行為的可觀察性較小，造成股東與管理者

間的資訊不對稱程度亦較大。對於外部股東而言，並沒有足夠的內部資訊及專業

知識去瞭解公司的每一個投資機會，因此較會依賴激勵性的薪酬契約而非固定的

薪資，來激勵管理者以增加股東利益為行動的依據。其實證結果發現，成長機會

高的公司較會採用股票選擇權作為管理者薪酬，且管理者因薪酬風險較大，亦會

要求較高的薪酬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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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高階經理人薪酬結構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L.S. Mahoney and Linda Thorne﹝2006﹞以90間加拿大境內公開上市的企業

作為研究標的，研究1995-1996年該90家企業高階經理人的薪酬結構與其企業社

會責認表現的關聯性。作者藉由蒐集proxy statement中的薪資數據與利用CSID資

料庫，針對不同性質的薪資資料與不同面向的企業社會責任進行迴歸分析。其中

應變數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分數，作者根據Mcguire et al (2003)所提出的四大面

向：社區﹝community﹞、員工關係﹝employee relations﹞、環境保護表現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產品與企業實務﹝product and business 

practices﹞，外加三個面向：工作環境的多元性﹝diversity in workplace﹞、國際

化經驗﹝international﹞及其他﹝others﹞計算個別分數，再予計算總分。自變數

為薪資﹝Salary﹞、紅利﹝Bonus﹞和股票選擇權﹝Stock Option﹞分別佔總薪酬

的百分比；控制變數為公司規模、負債權益比與產業別。研究結果證實，高階經

理人固定薪資比例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呈負相關；而股票選擇權的比例則與企業

社會責任表現呈正相關；然而，不同於預期，與高階經理人短期績效表現攸關的

紅利比例與企業社會責任亦呈正相關。 

有關高階經理人薪酬結構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文獻，目前並不多見。而目

前攸關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其評分方式多半依賴研究者主觀判定，未取得公正

第三人的客觀檢核；再者，評分的面向目前亦無共識，故隨研究者使用的資料庫

系統不同而異；此外，過去研究的年限，部分年限較早，處於企業社會責任發展

的早期，效果較不顯著，又或研究年限僅限於前後一年比較，較不具代表性。綜

合上述文獻探討，並考量目前研究的缺失，本研究運用不同的模型，加入上述考

量，來加以探討「高階經理人薪酬結構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之關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