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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依序說明研究假說的發展、樣本資料與變數衡量。 

第一節 研究假說 

以往學者研究企業投入「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之動機，主要分為兩個派別。

一個是「組織因素」﹝institutional factors﹞，強調企業執行「企業社會責任」的

動機主要來自其營運環境中利害關係人所賦予的壓力，使其為了營運無礙必須加

以配合。另一個是「資源基礎因素」﹝resource-based factors﹞，屬於後期的觀念，

指出企業若能有效的將「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本身的策略結合，則從資源基礎

說的觀點來看，將有機會發展為企業獨特、稀少、不可取代、難以模仿與持久性

的資源與能耐，能為組織帶來額外的經濟效益。Pratima Bansal﹝2005﹞綜合上述

兩者觀點，藉由大規模問卷調查、訪談與次集資料的蒐集，進行實證研究分析，

發現「組織因素」影響企業對永續發展的投資，在發展初期的重要性較高，之後，

隨著大家都逐漸投入這個領域，其影響性就降低了。反倒是「資源基礎觀點」越

到後期所扮演的角色越重要。因此，從這個觀點來看，近年來企業已經逐漸扭轉

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費用支出的觀點，逐漸將其角色轉變為可以為企業帶來

長期經濟效益的投資。因此形成假說 H1-1 和 H1-2： 

H1-1：企業財務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執行程度呈正相關。 

H1-2：企業成長性與企業社會責任執行程度呈正相關。 

Stanwick﹝1998﹞研究發現，企業規模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具有正相關性。

可能的因素有規模較大的企業，比較容易受到社會群體的關注，基於「壓力」或

是「聲譽效果」，會使企業有意願去執行「企業社會責任」；此外，規模較大的

企業，也被理解為具有較多額外的資源，或稱「組織寬裕」﹝organizational 

slack﹞，去獲取所需的資源與能耐從事「企業社會責任」。而隨著企業規模逐漸

擴大，其管理專業的複雜性已超乎企業擁有者的知識與能力，故而必須聘用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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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經理人進入組織協助管理，因此產生所謂的「代理問題」。過去，許多研究

探討企業董事會是否能夠藉由適當的專業經理人薪酬結構設計，降低組織代理問

題，提升組織績效。Akhigbe et al. (1995)發現薪酬結構確能降低代理問題。綜合

前章文獻，企業社會責任所產生的經濟效益並非立竿見影，在專業經理人的自利

心態下，唯有將其所獲得的報償與組織欲達成的目標結合，其才有動機作出攸關

的決策。專業經理人的薪酬結構主要包括固定薪資﹝Salary﹞、紅利﹝Bonus﹞、

股票選擇權﹝Stock options﹞和長期激勵計畫﹝Long-term incentive program﹞。

其中，固定薪資容易造成管理者忽視股東最大利益，使專業經理人缺乏誘因作出

有利於股東的決策，被視為造成管理者的傲慢﹝managerial hubris﹞的主要因素

﹝Hambrick and Finklestein, 1995﹞；而紅利，通常與短期的財務目標作連結

﹝Murphy,1999﹞，故會使專業經理人著重於短期績效表現，忽視著眼於長期利

益的「企業社會責任」。而與公司未來股價連動的股票選擇權與長期激勵計畫，

最能驅使高階經理人致力於提升企業未來價值的決策與行動﹝Murphy, 

1999﹞。綜合上述，形成本研究的假說： 

H1-3：高階經理人固定薪資佔比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呈負相關。 

H1-4：高階經理人紅利佔比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呈負相關。 

H1-5：高階經理人股票選擇權與長期激勵計畫佔比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呈正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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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數定義與測試模型 

本研究以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程度﹝CSR_rank﹞為被解釋變數，以前期資產

報酬率﹝ROA﹞、前期股東權益報酬率﹝ROE﹞、公司成長性﹝Growth﹞、高

階經理人固定薪資比﹝Salary﹞、紅利比﹝Bonus﹞和長期激勵計畫比﹝LTI﹞作

為解釋變數，產業別﹝IND Mfc/Ser/Fin﹞、年份﹝Year05-06﹞、公司規模﹝Size﹞

和公司風險性﹝Risk﹞作為控制變數，探討決定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因素。其

中，針對「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本研究先將研究樣本分為兩個群體：執行佳者

(CSR_rank=1)與執行不佳者(CSR_rank=0)；再進而針對執行佳者區分為兩個等級

(CSR_rank=2 表示最佳；CSR_rank=1 表示次佳)，來探討各自變數的影響性是

否有所不同。因此發展出實證模式 Model1-1、Model1-2、Model2-1 和 Model2-2。 

 

Model1-1 (CSR_rank= 0 or 1，以 ROA 為財務績效指標) 

CSR_rankit= α0 +α1 ROAit-1+α2 Growthit +α3 Salaryit+α4 Bonusit +α5LTIit +   

  α6Sizeit+α7 Riskit +α8 IND Mfcit+α9 IND Serit+α10 Year05it+α11Year06it+εit 

Model1-2 (CSR_rank= 0 or 1，以 ROE 為財務績效指標) 

CSR_rankit= α0 +α1 ROEit-1+α2 Growthit +α3 Salaryit+α4 Bonusit +α5LTIit +   

  α6Sizeit+α7 Riskit +α8 IND Mfcit+α9 IND Serit+α10 Year05it+α11Year06it+εit 

 

Model2-1 (CSR_rank= 0 or 1 or 2，以 ROA 為財務績效指標) 

CSR_rankit= α0 +α1 ROAit-1+α2 Growthit +α3 Salaryit+α4 Bonusit +α5LTIit +   

  α6Sizeit+α7 Riskit +α8 IND Mfcit+α9 IND Serit+α10 Year05it+α11Year06it+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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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2-2 (CSR_rank= 0 or 1 or 2，以 ROE 為財務績效指標) 

CSR_rankit= α0 +α1 ROEit-1+α2 Growthit +α3 Salaryit+α4 Bonusit +α5LTIit +   

  α6Sizeit+α7 Riskit +α8 IND Mfcit+α9 IND Serit+α10 Year05it+α11Year06it+εit 

 

以下針對 Model 1-1、Model 1-2 和 Model 2-1、Model2-2 所採應變數與自變數說

明各項變數之定義與衡量方法： 

﹝一﹞被解釋變數 

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程度﹝CSR_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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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至今，陸續有許多評比機構或

是顧問公司提供「企業社會責任排行榜」﹝CSR ratings﹞或是建置資料庫，如

KLD、CSID，供機構投資人與投資大眾參考。然而，未能提供長期且一致性的

評估資訊、過於主觀的權重分配與評分面向的認定不一，是這些排行榜最被攻擊

的地方﹝Porter, 2006﹞。因此，考量上述問題，本研究選定以 DJSI North America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指數中的成分股作為判別企業執行「企業社

會責任」的績效判斷標準。 

﹝二﹞解釋變數 

1. 財務績效指標 

衡量營運績效的指標相當多，除了傳統的財務報表績效指標外，尚有新 

式的經濟附加價值(Economic Value Added，簡稱 EVA)、平衡計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及 Jenson’sα等。經濟附加價值的觀念由 Stern Stewart & Co.公司提出，

但由於計算經濟價值牽涉的會計科目過於繁雜，本研究捨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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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 Kaplan 提出的平衡計分卡績效衡量指標，結合財務、顧客、內部流程、

學習與成長四大構面；但牽涉許多非量化的指標，也不適合本研究使用。再者，

Jenson’ a 由 CAPM 計算而來，計算公司優於大盤的績效；然而，該指標偏向單

一時點的計算，不易顯示長期營運績效。故本研究最後仍回歸傳統的財務績效衡

量指標，選出的兩大指標如下，並以前期數據(即上一個年度)代入迴歸式。 

i. 資產報酬率(ROA)=稅後淨利/平均資產總額 

ii. 股東權益報酬率(ROE)=稅後淨利/總權益 

2. 成長性 

以財政年度的最末一個月股票發行總量乘以月收盤價，加上財政年度總負債

金額後，以財政年度總資產金額加以平減，作為企業成長性的衡量指標。 

3. 固定薪資比﹝Salary﹞ 

指每年發放給高階經理人的固定薪資總額除以年薪酬總額。 

4. 紅利﹝Bonus﹞ 

指每年依營運績效表現以現金形式額外發放給高階經理人的獎勵總額除以

年薪酬總額。 

5. 長期績效獎勵﹝LTI﹞ 

包含長期激勵計畫與股票選擇權，都屬於遞延性的薪酬。長期激勵計畫是指

依照公司未來兩三年的績效表現來決定高階經理人績效獎金的發放金額。而股票

選擇權，則是依照公司認列發放日的公平市價加以計算，有些公司採用

Black-Scholes model，有些則採用 binomial model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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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變數 

1. 公司規模﹝Size﹞ 

以財政年度之總資產金額取自然對數來衡量。 

2. 公司風險﹝Risk﹞ 

以權益負債比﹝debt-to-equity ratio﹞來衡量。以總負債除以總權益代表。 

3. 產業別﹝Indus﹞ 

依照 NAICS 產業別分類。將農林漁牧業、採礦業和煉油業、建築業、製造

業、批發商買賣、零售商買賣、運輸倉儲業歸類為製造業﹝IND Mfc﹞；金融保

險業、房地產與租賃業、控股公司歸類為金融服務業﹝IND Fin﹞；專業、科學、

技術相關產業、行政後勤支援業、教育產業、健康照護與社福組織、藝術娛樂休

閒事業、旅館餐飲業、其他、公家機關歸類為服務業﹝IND Ser﹞。將其設虛擬

變數處理。 

4. 年份﹝year﹞ 

為 2005、2006、2007，將其設虛擬變數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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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來源與樣本篩選 

本研究係以 2005 至 2007 年間美國上市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財

務績效」表現與「高階經理人薪酬」為研究對象進行實證研究，並先行篩選樣本。

資料來源及篩選方式詳如下述： 

一、資料來源 

1、DJSI 是由美國道瓊公司﹝Dow Jones Indexes, STOXX limited﹞和瑞士

SAM集團﹝sustainable asset management﹞於1999年所共同推出的永續性企業指

數。該指數發展出結合環境績效、社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成分股篩選架構，其評

分面項、標準與所給予的權重如下： 

表 3-1 DJSI 成分股篩選標準 
面項 標準 權重 
經濟 道德標準、法規遵循 6.0 

 公司治理 6.0 
 風險與危機管理 6.0 
 產業特殊性 因產業而異 

環境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3.0 
 產業特殊性 因產業而異 

社會 企業公民、慈善行為 3.0 
 雇傭關係指標 5.0 
 人力資源發展 5.5 
 社會績效評估報告 3.0 

 人才吸引與留任 5.5 
 產業特殊性 因產業而異 

隨著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趨勢，SAM Group 有鑒於產業特性對企業執行企業社

會責任的動機、規模與發展路徑有相當的影響，故 SAM Group 賦予產業特性攸

關標準的權重亦由初始 30%，提高至 57%。 

DJSI North America 是將北美於「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最佳的前 20%企業﹝即

綜合上述標準所得之總分為依據﹞納入該指數，於每年九月份公開發佈納入的企

業名單。本研究為維持研究的一致性﹝ consistency ﹞，選取連續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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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7﹞獲選進入該指數的企業作為「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佳的企業，剩

餘上市而未被選入的企業為表現不佳者。另，本研究再將表現佳的企業依據 DJSI 

North America sector leader list 區分為最佳與次佳者，進行後續分析。 

2、財務資料，如資產報酬率、股東權益報酬率、股價、負債權益比、總資

產資料來自 S&P Compustat 資料庫。 

3、高階經理人薪資資料，如固定薪資、紅利、股票選擇權與長期激勵計畫、

年薪資總額等資料來自 S&P Execucomp 資料庫。 

二、樣本篩選 

1. 選取北美連續三年﹝2005-2007﹞獲選進入該DJSI North America的企業作

為「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佳的企業，剩餘上市而未被選入的企業為表現不

佳者。再將表現佳的企業依據DJSI North America sector leader list區分為表

現最佳與次佳者。 

2. 扣除財務資料與高階經理人薪酬資料缺乏者。 

3. 由於本研究主題亦重視產業特性對企業投入「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影

響，故未加以排除任何產業。 

4. 最後篩選出樣本，共1,704家公司。其中「企業社會責任」表現不佳者有1,626

家，佳者78家。表現佳者當中，最佳者有23家，次佳者有5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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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證方法 

一、敘述性統計量分析 

對變數進行描述性統計分析，並列出一系列相關之統計指標，包括個 

數、最小值、最大值、平均數、標準差。 

二、迴歸模型 

本研究主要以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及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進行資

料分析。 

 (一) 二元Logistic(Binary Logistic)迴歸模型 

當被解釋變數是屬質變數，例如二元類別變數(Y=1 或0)時，就得捨棄一 

般的線性迴歸，改採Logistic 模型。該模型利用解釋變數預測類別變數出現 

的機率。給定解釋變數Xi 時，類別變數出現的機率 Pi 如下： 

Pi =F(Zi)= F(α+ βXi) = ──── = ────── 

 

兩邊同時乘上1+ e-Z 再移項後得到ezi = ────，即為被解釋變數Y=1  

對Y=0 的勝算比(odds ratio)。將二邊同時取自然對數後得到通用的logistic model

如下： 

Zi = Log ──── =α+ βXi 

本研究採用此模型探討具有何種性質的公司會有較佳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Y=0 表示企業社會表現不佳；Y=1 表示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佳﹞。將前述相關

的公司特性當成解釋變數放入模型中： 

1 

1+e-Zi 

1

1+e-(α+ βXi)

Pi

1-Pi

Pi 

1-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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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 = α0 +α1 ROA/ROEit-1+α2 Growthit +α3 Salaryit+α4Bonusit 

    +α5LTIit +α6Sizeit+α7 Riskit +α8 IND Mfcit+α9 IND Serit+α10  

     Year05it+α11Year06it+εit 

 

(二)  Ordered Logistic Model 

當被解釋變數屬於多分類反應變數，即分類數大於等於3的，且是次序變數

﹝ordinal variables﹞時，則採用次序logistic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其模

型同上，不再贅述。 

本研究採用此模型探討具有何種性質的公司會有最佳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Y=0 表示企業社會表現不佳；Y=1 表示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次佳；Y=2表示企

業社會責任表現最佳﹞。將前述相關的公司特性當成解釋變數放入模型中： 

 

Log ──── = α0 +α1 ROA/ROEit-1+α2 Growthit +α3 Salaryit+α4Bonusit+α5LTIit  

  +α6Sizeit+α7 Riskit +α8 IND Mfcit+α9 INDSerit+α10Year05it+α11Year06it 

   +εit 

 

 

 

 

 

 

Pi 

1-Pi 

1-Pi 

P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