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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特別企劃

CSR調查〉第六屆《遠見》企業社會責任獎

CSR
2010年《遠見》企業社會責任獎出爐！

受到2009年金融海嘯衝擊，今年回卷率與分數均略為下降，

不過，為了讓調查與時俱進，本屆增加了不少新做法，

包括：首次公開未回卷的百大企業名單、增設首屆CSR民意調查等。

結果發現已有超過七成的企業，會按CSR表現選擇供應商，

而今年的20家得獎企業，

不因景氣低迷而停止投入CSR，成就更顯卓越。

為了讓讀者瞭解與之最切身相關的企業CSR做法，

 《遠見》特請光寶、台灣杜邦、台灣晶技、

台灣大哥大、住華科技、英特爾等6家標竿企業現身說法，

分享他們的CSR創意。

我們也歸納了國內CSR的發展現況，

並遠赴馬來西亞參加企業社會責任亞洲峰會，

帶回第一份亞洲永續力調查報告，

以及國際間最新的CSR觀念。

調查企劃／高宜凡、呂愛麗

更多內容，請至：2010《遠見》企業社會責任獎首頁 http://www.gvm.com.tw/CSR2010/

再造企業
續航力

●　首次CSR民意調查
●　CSR調查 百大企業誰缺席？
●　第一份亞洲永續力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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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2009年金融海嘯洗禮後，《遠見》企業社會責任（CSR）大調查也調整題型，

歸納出10大焦點。由於刪除大部分企業已能做到的基本題，分數普遍下降，

且本土的上市櫃公司表現還是不如外商。

文／高宜凡

第六屆CSR大調查 10大焦點

超過七成企業，
用CSR選擇供應商

進
入第六屆的遠見CSR（企業

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大調查，今年再度進

行問卷升級改版，希望檢測出真正

善盡責任、也符合國際趨勢走向的

優質企業。

這次改版特地拿掉法律已有明

文規定、或大部分國內上市櫃企業

都已落實的基本題，並加入許多國

際最新CSR探討議題，如水資源、

產品責任、性別平等、營運風險管

理等，讓不少企業在填答時倍感壓

力。使得本屆調查的回收率與整體

平均分數方面，均呈現了微幅下滑

的情形。

本屆共調查了包括上市、上櫃、

外商等合計920家在台企業，最後

總回收率剛好達三成。上市及上櫃

企業兩組，回收率分別降低1到3個

百分點。

反倒是外商組成長了2.2個百分

點，顯示本土企業在接受CSR檢驗

時的態度，似乎不如外商公司來得

坦然。

再來看各組分數，今年回卷的

162家上市企業，平均分數從上一

屆的53.2分降至46.5分。上櫃企業

則從42.9分降到33.4分，回卷的64家

上櫃企業只有兩家達到及格門檻。

平均54.1分的外商企業，已是表現

最好的一組。

從本次調查可以得出十大重點

發現：

2010年《遠見》企業社會責任獎 得獎名單

歸納出10大焦點。由於刪除大部分企業已能做到的基本題，分數普遍下降，

上市公司組

科技業A組

科技業B組

傳 產 與
製 造 業 組

服 務 業 組

金 融 業 組 從缺

五星

光寶科技
董事長 宋恭源

楷模

台積電
董事長 張忠謀

五星

旺宏電子
董事長 吳敏求

五星

裕隆汽車
總經理 陳國榮

楷模

台灣晶技
總經理 林萬興

五星

信義房屋
董事長 周俊吉

楷模

南亞塑膠
董事長 吳欽仁

楷模

統一企業
董事長 高清愿

楷模

中華電信
董事長 呂學錦

楷模

英華達
董事長 張景嵩

楷模

台灣大哥大
董事長 蔡明興

上櫃企業組

外商企業組

製 造 業

金 融 與
服 務 業

《遠見》

CSR榮譽榜

分組說明：1.科技業A組為年營收新台幣1000億元以上之企業，科技業B組為年營收新台幣1000億元以下之企業
2.今年金融組從缺，故不列入得獎名單
3.《遠見》CSR榮譽榜為連續三年獲得《遠見》CSR首獎之企業，即可獲列榮譽榜，並可連續三年不參加評選

五星

花旗銀行（台灣）
董事長 利明獻

楷模

福特六和
總經理 李國寶

玉山金控
董事長 黃永仁

中華汽車
董事長 嚴凱泰

台達電子
董事長 鄭崇華

楷模

英特爾
亞太區執行總監 黃逸松

楷模

住華科技
董事長 神尾邦政

楷模

台灣IBM
總經理 于弘鼎

楷模

台灣杜邦
董事長 陳錫安

楷模

中強光電
總經理 黃經洲

五星

普萊德科技
董事長 陳清港

 《遠見》企業社會責任獎評審委員名單：
評審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孫震、評審團

為中原大學董事長白培英、中央大學講

座教授兼副校長李誠、台灣觀光學院董

事長柴松林、元智大學講座教授暨校聘

教授許士軍、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任經濟建設委員會主

任委員蔡勳雄、司法院院長賴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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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1：CSR專責人員未普及
為探詢企業對CSR的重視態度

與決策層級，今年針對CSR推動部

門的問法改為：企業內部有無「常

設的CSR專責人員」，並強調兼職

者不得列入計算。

結果顯示，國內企業裡，26.4％

的上市企業回答有，其他11.7％表

示正在籌設中，比例和去年相當。

（表1）

反觀上櫃公司與外商的數據都

呈現下降，上櫃公司只有1.6％表示

設有專責CSR人員，高達85.9％表

示沒有。

制度較健全的外商公司，則有

46％的企業已有CSR專責人員，但

同樣有另外46％表示沒有。

焦點2：外商會用CSR打考績
想徹底落實CSR，擺脫只是公

關活動、或大演公益秀的窠臼，將

CSR加以制度化與內化到日常運作

中，是很重要的一步。

本次調查更發現，高達六成的

外商企業會將CSR屢行績效，列為

高階經理人與台灣區負責人的考

核項目。其中，更有七成的外商公

司，表示會按照本地的國情與需

求，執行最適宜的CSR執行方案，

完全按照總部CSR策略走的，只有

22％。（表2）

《遠見》CSR調查納入外商組，

今年已是第三次，外商組的成績能

一直領先本土企業，其實與CSR成

效跟主管個人績效綁在一起的制

度有關，非常值得參考。

焦點3：資訊受檢狀況不佳
將CSR相關資訊彙整成報告書，

或融入公司年報，已是先進國家企

業對外揭露CSR成效的普遍管道。

但當問及台灣企業有無發布任

何屢行CSR的資訊時（包括社會

責任報告、環境報告、永續發展報

告、企業公民報告等）時，結果只

有32.7％的上市公司表示有發布相

關報告，上櫃公司更只有10.9％曾

發表過。

至於外商則有六成表示曾發表

過上述相關報告，比例比台灣企業

高很多。但在發表CSR相關報告的

上市企業中，僅有30.2％獲得第三

方認證，數據連續三年下降。外商

企業也只有兩成拿到國際認證。不

少企業甚至對國際認證抱疑慮與

費用考量，不歡迎外部機構來查驗

自己的內容可信度，或擔心得因此

揭露更多。（表3）

在自家網站裡公布部分CSR資

訊，則是最普遍、也是接觸面最廣

的揭露管道。今年有七成左右的上

市企業及外商，還有近六成的上櫃

企業，都表示會將CSR資訊公布在

網站上。

焦點4：對內溝通CSR不足
鑑於許多企業執行CSR活動時，

只有特定部門參與，或只勤於對外

宣傳，對內溝通與自家員工的宣導

反而不佳。

對此，今年特地詢問企業：如何

鼓勵員工響應CSR？結果發現本土

企業與外商企業的做法大不相同。

本土企業以「鼓勵研發公益業

務或綠能產品」為主要手段，另有

8％的上市企業還提供「志工假」。

22.2％的上市企業與40.6％的上櫃

企業則坦承，未做到鼓勵員工參與

CSR活動。

但高達八成的外商企業，先以

「積極宣導CSR政策與理念」為方

法，之後才是鼓勵研發公益業務或

綠能產品，而且已有20％的公司提

供志工假。當CSR成為產業風潮、

甚至變成宣傳企業形象的主力時，

企業也別忘了向自家人宣傳，並鼓

勵基層員工響應。

焦點5：殘勞聘雇意願走低
法律規定企業須至少雇用1％

人力的「具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

者」，但《遠見》CSR問卷發現，

企業遵行的意願逐步降低。

表1 僅26.4％上市、1.6％上櫃企業
設CSR專職人員
問：企業有常設的CSR專責人員的比例？（％）

■ 2009年  ■ 2010年

上市
26.4
26.4

上櫃
7.5

1.6

外商
52.8

46.0

表2 70％外商會按本地需求設計CSR方案
問：有將CSR列入主管考核指標，並按本地需求執行的比例？（％）

CSR
策略
取向

結合
績效
制度

■ 2009年  ■ 2010年

36.1
22.0

47.2
70.0

完全執行總部

CSR政策

按本地需求及
國情自訂CSR方案

41.7
60.0

52.8
38.0

將CSR績效
納入主管個人考核

未將CSR績效
納入主管個人考核

表4 逾三成上櫃企業未用足額身心障礙者

問：未聘雇「具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的企業比例為何？（％）

■ 2009年  ■ 2010年

上市
12.6

14.8

上櫃
21.0

31.3

外商
11.8

30.0

表3 有發布CSR資訊的本土企業，
僅三成獲第三方認證

問：有發布CSR資訊者，有經過具公信力機構的查證的比例？（％）

■ 2008年  ■ 2009年  ■ 2010年

上市 31.0
30.2

上櫃
60.0

33.3

外商
41.7

20.0

38.5

 《遠見》企業社會責任調查焦點

2010 《遠見》CSR 65強企業
上市企業 40家

科技業A組 台積電　光寶科技　英業達　華碩電腦　廣達電腦　緯創資通　聯發科技

科技業B組 台灣晶技　禾伸堂　旺宏電子　南亞電路板　研揚科技　英華達　圓剛科技　環隆電氣

傳產與

製造業組

中國鋼鐵　中聯資源　台化纖維　台塑工業　台灣水泥　正隆工業　永光化學

李長榮化工　南亞塑膠　統一企業　裕隆汽車　遠東新世紀　豐泰企業　寶成工業

服務業組 中華電信　中鼎工程　台灣大哥大　和泰汽車　信義房屋　統一超商　裕隆日產汽車

金融業組 中國人壽　中國信託　國泰金控　富邦金控

上櫃企業 5家　中強光電　生泰合成　全家便利商店　胡連精密　普萊德科技

外商企業 20家

製造業組 台灣杜邦　台灣拜耳　台灣康寧　住華科技　國瑞汽車　福特六和汽車　摩托羅拉

金融與

服務業組

台灣IBM　台灣索尼　台灣微軟　花旗銀行　帝亞吉歐　英特爾　飛利浦　家福公司
麥當勞　惠普科技　渣打銀行　滙豐銀行　瑞士銀行

註：按公司名稱筆畫排列



84　遠見雜誌 2010.3

Special Report企業社會責任

www.gvm.com.tw　85

Special Report企業社會責任

以上市企業為例，今年有14.8％

表示未雇用這些殘障勞工，比以往

6％～12％的比例高。上櫃企業則

有31.3％沒雇用殘勞，也比去年的

21％更高。連外商也有三成表示未

雇用，比去年的11.8％高出甚多。

（見頁83表4）

當然，企業也有苦水要吐，如某

些職缺無法啟用身體不便的員工，

或苦無訂單之時怎敢擴編人力等。

但在景氣低迷時，創造就業機會才

是企業盡責的最佳方式。如何活用

本身資源來照顧弱勢族群，值得企

業深思。

焦點6：售後服務不夠完整
近年有關產品責任歸屬及售後

服務爭端的案件層出不窮，對企

業名譽及品牌形象影響深遠。有

鑑於此，今年《遠見》特地詢問，

「如何維護顧客權益並善盡產品責

任？」

這題三個組別的回答倒是相當

一致，按比例高低依序為：設立顧

客投訴及賠償程序、公開產品資訊

及定型化契約、舉辦滿意度調查並

列入考核指標等。

但同樣普遍不足的，則是「提供

完整售後退換、維修及回收等服

務」。目前只有68％的外商、54.9％

的上市企業、及39.1％的上櫃企

業，有把握提供較完整的售後服務

系統。

當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愈來愈

強烈，企業也該積極承擔更多產品

責任，才能有效面對愈來愈多的信

任危機及輿論圍剿。近來鬧得滿城

風雨的豐田汽車（TOYOTA）全球

大規模召回事件，就是值得參考的

案例。

焦點7：CSR表現已成採購及

融資指標

除了講究獨善其身，CSR概念也

愈來愈深化到供應鏈體系。

本屆調查發現，多達84％外商、

74.1％上市企業、及64.1％上櫃企

業，會在選擇上下游供應商伙伴

時，將對方是否屢行CSR列入考

量指標，比例均較去年大幅攀升。

（表5）

此外，幾乎每家金融業都會按對

象機構的CSR表現優劣，決定是否

提供企業貸款或投資金額。

焦點8：與NPO互動待加強
想提升投入公益領域的績效，多

與NPO（非營利組織）合作才能收

事半功倍之效。

但目前台灣企業與NPO的合作

風氣，顯然還處在彼此熟悉、培養

默契的階段。今年首次問及企業：

有無成立公益基金會、或有長期支

持的非營利組織？結果，仍有超過

四成的外商與上市企業，及65.6％

的上櫃企業，表示未曾與NPO合作

推動CSR。（表6）

至於到底要設立自家基金會，或

是對外尋求NPO支援？外商與上櫃

企業均呈現接近1比2的比例。至於

上市企業，設立基金會或與NPO合

作的比例一樣高。

從此不難發現，台灣企業投入

CSR或策劃公益活動時，仍有相當

比例喜歡自己來、或透過自家基金

會操刀，跟國外企業習慣找NPO

合作，淡化本身CSR活動的商業色

彩，有著明顯不同。

其實若企業有心扶助弱勢，長期

耕耘公益領域的NPO會是很好的

諮詢對象與執行伙伴，如此一來不

但能真正幫助需要資源的公益團

體，也才能消除外界認為企業只想

透過基金會避稅、或做財務操作的

疑慮。

焦點9：水資源觀念薄弱
繼節能減碳後，水資源極可能是

下一個企業必須面對的挑戰。

但今年新問到的水資源因應措

施，卻有超過三成的上市企業、超

過四成的外商、及過半數的上櫃企

業，都繳了白卷，表示尚未有任何

因應動作。

當問及企業有哪些保護水資源

的措施時？建立廢水回收及處理系

統、統計營運所需的用水量、推動

水資源節約計畫，是最普遍的三項

做法。但更進一步的「維護水源地

流域及生態系統」「計算水足跡」

（單位產品或服務之耗水量），則

只有一成左右的外商及上市企業，

表示有開始投入行動。明確算出用

水量、節水量、水足跡等數據的，

更是屈指可數。

當前國際最知名的碳揭露倡議

組織CDP（碳揭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不久前宣布將

於今年啟動「水資訊揭露計畫」，

針對企業進行水資源管理的調查。

面對國際上即將湧來的水資源

議題，台灣企業也不能再繼續後知

後覺。

焦點10：減碳動作不夠積極
調查進入第三年的溫室氣體議

題，今年改為只詢問「製造業」

（傳產、電子業），結果發現肯接

受碳盤查、喊出減量目標的比例，

竟不增反減。

以上市企業為例，上屆有14.3％

表示曾接受過碳排放相關認證，今

年卻降到9.2％。

上屆有30.5％明確喊出來年的減

量目標，今年這數據降到19.2％。

（表7）

而47家上櫃製造業中，則有多達

89.4％未公布溫室氣體排放資訊，

雖比上屆的97.5％好些，但進步非

常緩慢。

狀況最好的還是外商組，去年

有超過四成訂出具體減量目標，今

年改問製造業後，比率還提高到

52.6％。

數字會說話，儘管國際減碳風持

續狂吹，綠色行銷也大行其道，但

許多企業對減碳的動作，依舊不太

積極。

表5 逾七成外商及上市企業，
會按CSR表現選擇供應商

■ 2009年  ■ 2010年

上市
68.4

74.1

上櫃
48.1

64.1

外商
69.4

84.0

表7 接受碳排放認證的上市企業比例較上半年減少，僅19.2％上市企業有訂減碳目標
問：公布的溫室氣體排放資訊已經查證的企業

比例為何？（％）

■ 2009年  ■ 2010年（只問製造業）

上市
14.3

9.2

上櫃
1.2

0

外商
11.1

0

問：已訂出未來一年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的企業

比例為何？（％）

■ 2009年  ■ 2010年（只問製造業）

上市
30.5

19.2

上櫃
6.2

10.6

外商
42.9

52.6

表6 近2／3上櫃企業未和NPO接觸
問：企業跟NPO合作推廣CSR的比例？（％，可複選）

■ 成立公益基金會  ■ 有長期支持的NPO  ■ 兩者皆無

上市 35.8
42.6

上櫃

12.5
23.4

35.8

65.6

外商

22.0
46.0

44.0
調查方式說明

  ●     第六屆「遠見雜誌企業社會責任大調查」調查對象為連續三年（2007年1月至2009年9月）經營狀況均無稅後虧損之國內上市公司、上櫃公司，及在台資
本額前200大，或列入「2009全球百大品牌」之知名外商公司。連續三年獲得CSR首獎之企業，得列入「遠見CSR榮譽榜」，並暫停三年參賽資格。調查
時間為2009年10月5日～12月10日，回收有效問卷：上市企業162份，回收率37.1％；上櫃企業64份，回收率24.2％；外商企業50份，回收率22.9％。

  ●        本調查採用13項CSR指標，主要參照「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及其他國際通則，就企業是否重視股東權益、勞動人權、供應商管理、消費者權益、
環境保護、社區參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資訊披露等項目，進行問卷填答。

繪表：林薇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