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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年來，雖有不少企業積極實施社會責任，但另一方面，企業社會
失責行為(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CSI)亦時有所聞
。學者定義 CSI 為企業行動導致對於他人的(潛在)不利或損害。並
提出有意的及無意的 CSI 之分類。本計畫提出一個消費者對於企業
失責行為的知覺、心理反應及行為意向的整合模型，試圖解釋(一
)消費者面對企業社會失責行為(CSI)如何歸類其為有意的及無意的
CSI?此外，從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之角度，又有哪些可
能影響分類 CSI的因素？(二)消費者面對有意相對於無意的 CSI 時
，其心理反應又有何不同? 外界專家資訊的不一致/矛盾是否會調節
消費者負面行為意願? 除此之外，消費者對於該 CSI 事件的涉入程
度，對於該品牌的原有關係是否影響其負面反應？(三)消費者因為
CSI 事件所引起的負面心理反應如何影響其行為反應？本計畫以調
查法探討研究問題，共計回收244份有效資料。資料分析結果顯示
，消費者對CSR的歸因會影響其對CSI的歸類，而消費者對CSI的歸類
會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產生的負面情緒反應進而影響後續的行為意願
。此外，消費者對CSI的涉入程度、品牌承諾以及企業的回應誠意也
有部分的調節效果。最後本計畫亦提出一些管理意涵供企業實務參
考。

中文關鍵詞： 企業社會失責、企業社責任、道德情緒反應、歸因理論

英 文 摘 要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en prevalent in
nowadays. However, business misconducts have never been
rare. Researchers in management academia have recently
considered studying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CSI)
could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CSR and research interest
has been emerged. Among other definitions, CSI is defined
by Lin-Hi and Muller (2013) as “corporate actions that
result in (potential) disadvantages and/or harm to other
actors.” The present research aims to propose an
integrated model explaining how consumers perceive CSI,
their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Specially, 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ree set of research
questions: (1). How would consumer categorize CSI into
unintentional type and intentional type? Would consumer’s
attribution for firm’s CSR motive has to do with the
categorization, and would corporate br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sociation (brand personality) effect CSI
categorization? (2) What are th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when consumers learn about a firm’s CSI? Would category of
CSI influenc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And whether
consumer’s brand commitment and CSI involvement moderat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relationships – negative
behavioral intention”?    (3) What influenc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unish firms that result in CSI?
Furthermore, what influences consumer’s choice among
behavioral response types? This project conducted a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ere were 244 valid



responses in tot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nsumers’ CSR
attribution had impacts on the CSI categorization.
Moreover, consumers’ CSI categorization had impacts on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which in turns had impacts on their
relat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Finally, consumers’ CSI
involvement, brand commitment and perceived sincerity of
response indeed had some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proposed
relationship. This project also provided som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es.

英文關鍵詞：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negative moral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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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雖有不少企業積極實施社會責任，但另一方面，企業社會失責行為(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CSI)亦時有所聞。學者定義 CSI 為企業行動導致對於他人的(潛在)不利或損害。

並提出有意的及無意的 CSI 之分類。本研究提出一個消費者對於企業失責行為的知覺、心理反應及行

為意向的整合模型，試圖解釋以下問題：(一)消費者面對企業社會失責行為(CSI)如何歸類其為有意的及

無意的 CSI?此外，從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之角度，又有哪些可能影響分類 CSI 的因素？(二) 消
費者面對有意相對於無意的 CSI 時，其心理反應又有何不同? 同時，消費者因為 CSI 事件所引起的負

面心理反應如何影響其行為反應？(三) 外界專家資訊的不一致/矛盾、消費者對於該 CSI 事件的涉入

程度、對於發 CSI 事件品牌的品牌承諾以及發生 CSI 事件廠商的回應誠意，是否會調節消費者心理反

應與負面行為意願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調查法探討研究問題，共計回收 244 份有效資料，並運用 Smart PLS 3.0 統計軟體進行

偏最小平方法分析研究架構中的因果關係與假設檢定。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消費者對 CSR 的歸因會

影響其對 CSI 的分類程度。其中，利己歸因負向顯著地影響消費者對 CSI 事件分類程度。當消費者越

認為企業執行 CSR 是基於能為企業本身帶來一些好處時，當該企業發生 CSI 事件時，消費者則越容

易知覺該 CSI 事件是有意的。此外，價值導向歸因與策略導向歸因對於消費者的 CSI 事件分類傾向並

無顯著的影響；利害關係人驅動則正向顯著地影響消費者對 CSI 事件分類程度，亦即當消費者越認為

企業執行 CSR 是基於利害關係人驅動時，當該企業發生 CSI 事件時，消費者則越容易知覺該 CSI 事
件是有意的。而當消費者對企業從事 CSR 的懷疑感增加時，消費者會傾向認為企業的 CSI 行為越偏

向有意的。 

在分析消費者面對 CSI 事件的心理反應時，結果顯示消費者對 CSI 事件分類程度負向顯著地影響

消費者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道德情緒。在分析消費者對 CSI 事件的行為意願時，結果顯示消費者對企

業的不信任感正向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消費者的道德情緒正向顯著地影響其

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對該企業的拒買意願與抵制該企業的意願。最後，消費者知覺的企業

傷害正向顯著地影響其對該企業的拒買意願。 

在探討消費者對 CSI 事件產生的心理反應與行為意願間關係的調節因子時，結果顯示消費者對

CSI 的涉入程度會強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意願、對該企業的拒買意願以及抵制

該企業意願間的關係；而消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則會強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

意願以及拒買意願間的關係，似反映出忠誠消費者感覺被背叛後的懲罰心態。此外，消費者感受企業

回應的誠意會弱化其道德情緒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意願間的關係。最後，本研究亦提出一些管理意涵

供企業實務參考。 

 

關鍵詞：企業社會失責、企業社責任、道德情緒反應、歸因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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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initiatives (CSI)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anagement issue in 
recent year. The present research aims to propose an integrated model explaining how consumers perceive 
CSI, their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Specially, 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ree set of 
research questions: (1). How would consumer categorize CSI into unintentional type and intentional type? 
Would consumer’s attribution for firm’s CSR motive has to do with the categorization? (2) What are th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when consumers learn about a firm’s CSI? Would category of CSI influenc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hen in turn to influence consumers’ behavioral responses? (3) Whether the 
consensus of professional opinion, consumer’s CSI involvement, brand commitment and perceived 
sincerity of firms’ response moderat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relationships - negative behavioral 
intent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ere were 244 valid responses 
in total. Smart PLS 3.0 was adopt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nsumers’ CSR attribution 
had impacts on the CSI categorization. Egoistic attribution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s on 
consumers’ CSI categorization. When consumers believed that the reason why firms conduct CSR 
initiatives was the benefits to itself, they would be more willing to categorize the CSI event as an 
intentional one. In addition, value-driven and strategic-driven attribution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onsumers’ CSI categorization. Stakeholder-driven attribution positively affected consumers’ CSI 
categorization. That is, when consumers believed that CSR initiatives were stakeholder-driven, they would 
be more willing to categorize the CSI event as an intentional one. Finally, consumers’ skepticism about 
CSR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s on consumers’ CSI categorization. Analyzing consumers’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of CSI events, this study found that consumers’ CSI categorization negatively 
affected their distrusting belief and moral emotions. In addition, consumers’ distrusting belief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negative word-of-mouth intentions; consumers’ moral emotions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negative word-of-mouth intentions, intentions of boycott and protest. 
Finally, consumer perceived degree of danger positively affected their intentions of boycott. 

While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this study found that consumers’ CSI involvement 
strengthen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distrusting belief and negative word-of-mouth 
intentions, intentions of boycott and protest. Moreover, consumers’ brand commitment would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distrusting belief and negative word-of-mouth intentions and 
intentions of boycott. This might have to do with the feeling of “betrayed” in the mind of higher committed 
customers. Finally, consumers perceived sincerity of response indeed weaken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moral emotions and negative word-of-mouth intentions. This research also provided 
som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es. 

 

Keywords: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negative moral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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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消費者對於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的表現愈來愈重視，然而企業社會

失責行為(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CSI)的事蹟卻時有所聞。舉例來說，

台灣於 2012~2015 年間發生不少食品安全的問題，其中包括：廠商於食物中添加

了工業用的塑化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2015)，食用油添加不當之元

素、標示不實並以高價賣出賺取高額的利潤(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2015)，食用醋代工廠回收不良品後混入原料重新製作販售(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 2015)，還有製造業違規排放廢水嚴重汙染環境(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 2015)，種種事件均造成社會大眾的不安與反感。然而，發生這些不道德營

運行為的廠商中有不少是消費者所熟悉之知名的上市公司，因此興起了本研究的

研究動機之一，亦即消費者對於企業不道德行為的看法為何?其反應對於企業能

否產生糾正惕勵的效果?消費者的福祉是否能透過其個別或集體的行動而提升?
政府在擬定獎懲企業的法令時，對於消費者的感受亦應當了解，俾能有效協助消

費者做判斷與尋求賠償。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運動雖早在1953年
由Howard Bowen所提倡，但直至1979年，美國學者Carroll (1979)才進一步提出企

業責任活動的四大分類，包括經濟、法律、倫理與慈善(philanthropic)，才為企管

學術與實務界引用為討論與研究之架構，也因此企業社會責任的推行逐漸被重

視，但Carroll的近作指出企業採用CSR的思維是：「評估過社會責任的利與弊之

後，大多數企業會採用CSR之觀念，但只著重於結合企業目標與策略，可隨時調

整的公司公民活動」 (2009, p.21)。仍然不少企業認為CSR對於企業而言是一種

壓力或風潮(Grappi, Romani, and Bagozzi，2013)，然而亦漸有一些企業認為CSR
是一種能提昇本身競爭力且貢獻於社會的創新機會(Keys, Malnight, and van der 
Graaf, 2009)。近十年來，CSR作為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關係的研究累積不少，多數

研究的結論是「為善(doing good)常能導致較佳的經營績效」。 

    企業在營運中出現不負責任的行為並非罕見，即使整體而言，能力與CSR聲
譽不錯的企業亦有可能做出不符合社會期望的事。例如，台灣的麥當勞公司對待

唐氏症顧客的態度引人詬病(中央通訊社，2013)，某些企業甚至因其經常性的不

當行為被稱為「黑心企業」。在學術研究的範疇中，對於違反社會責任的企業行

為有一專有名詞稱之，「企業社會失責」(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CSI)。
Armstrong (1977, p. 185) 將企業社會失責行為定義為「當企業已知有更好決策方

案的情況下，企業仍在考量對於各方之影響的方案時，決定採取較差的方案，通

常這種選擇是為了一方而犧牲了整體的利益」。由此定義看來，企業社會失責表

現通常並不是企業不經意的選擇，而是一種偏頗的選擇。一般而言，失責的企業，

可能還是一個未違反法律的企業，不過該企業並不想要承擔較大的社會責任

(Murphy & Schlegelmilch, 2013)。過去研究較多關注於消費者對於正面的CSR作
為之反應(e.g., Brown & Dacin, 1997; Lichtenstein, Drumwright, & Braig, 2004; 
Marin & Ruiz (2007); Sen & Bhattacharya, 2001)，對於CSI之研究雖有逐漸增加的

現象，例如：Grappi et al. (2013)即提出需要更多有關消費者於公司造成傷害時如

何回應之探討，或者偶而有一些探討比較集中於個人心理及消費反應的現象，

如：當消費者在接受虧損之後，對於產品的價格(Creyer & Ross,1996;Trudel & 
Cotte, 2009)、態度(Folkes & Kamins, 1999)、歸因 (Klein & Dawar, 2004)，或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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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 (Mohr & Webb, 2005)的轉變。然而，仍有許多與CSI有關卻未被瞭解的領

域。因此，Grappi et al. (2013)建議以較具系統化的理論來探討CSI現象，俾能產

生對於管理政策更全面性的啟發。本研究亦認同此一觀點，希望對於消費者面對

企業失責行為的知覺、心理反應及行為意願有較整體性的探討。 

    此外，由於經營環境日趨複雜，企業失責行為的類型很多元，同時，也有一

些企業宣稱其雖努力避免仍無法阻止失責行為之發生，甚至宣稱本身亦是受害

者，Lin-Hi & Mueller(2013)指出CSI可以分成有意的及無意的(intentional and 
unintentional)兩類型。前者可能包括賄賂、不合法地排放工業污染物於環境中，

以及逃漏稅等，後者(無意的CSI)指企業的行為非蓄意造成他人的傷害，且該行

為可能不致於不合法，但明顯地與追求私利而不顧社會利益有關。企業造成之潛

在傷害可能由於不可預知的外界事件，如天災，或因原來知識不足，後來由於科

技進步發現過去的產品可能有負面的副作用，或者因為供應鏈廠商的不當作為，

導致產品不良或者在聘僱員工上有害於社會。消費者對於這兩類的CSI可能有不

一樣的反應，然而，消費者如何判斷企業係有意或無意造成傷害？現有文獻針對

此兩類型的CSI對於消費者心理與行為反應之研究較為不足，因此本研究將探討

當消費者採用不同歸因角度評價CSI事件時，如何影響其對企業的CSI事件的蓄

意程度之判斷以及後續感受上的不同。 

過去的研究曾探討消費者對於CSI的心理反應，包括有抵制的動機(Klein, 
Smith, &John, 2004) 、 憤 怒 (Lindenmeier, Schleer, & Pricl, 2012) 、 譏 諷

(cynicism)(Chylinski & Chu, 2010)、不信任(Darke & Ritchie, 2007)、企業社會失責

認知 (Lange & Washburn,2012)、企業偽善(Wagner et al., 2009)以及負面的道德情

緒(包括輕視、憤怒以及厭惡的混合知覺)(Grappi, Romani, and Bagozzi, 2013)。經

濟學人(The Economist, 2012)則指出近年來消費者對於企業的懷疑(consumer 
skepticism)逐漸上升，儘管企業在傳遞本身的CSR上大量投資，但負面資訊一般

被認為更具有診斷力，因此在面對企業CSR與CSI資訊並存時，懷疑的心理反應

是極為可能的。綜合而言，消費者在面對CSI的情緒反應大抵上是負面的。然而，

可能因為資訊的不一致性、對於企業CSI的產生在推論究為蓄意(intentional)的或

非蓄意的(unintentional)之歸因不同，可能導致的負面心理反應亦不同。這方面的

研究在過去的文獻中較少見，因此本研究試圖填補此一知識的缺口。 

    消費者在經歷對於CSI的感受之後，很可能採取一些行動，例如：停止購買

該公司的產品與服務、要求賠償、傳遞負面口碑，甚至參與一些抵制或抗議的活

動等。這些行動涉及的人際範圍不同，所需的成本亦不同，究竟消費者如何決定

是否以及採取何種行動反應，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過去雖有針對個別行為反

應加以研究，如：Klein, Smith & John (2004)及Lindenmeier, Schleer & Pricl (2012)
等研究消費者參與抵制行動的動機，Grappi, Romani& Bagozzi (2013)發現負面的

道德情緒是消費者採取負面口碑及抗議行動的前置因素，Skarmeas & Leonidou 
(2013)發現消費者對於企業的CSR之懷疑心理降低消費者對於負面資訊的抵抗

力、助長了負面口碑的傳遞。Sweetin, Knowles, & Summey (2013)認為應從懲罰

的心理及哲學角度去研究消費者面對CSI的懲罰意願。他們雖然提出了一些中介

的心理反應的解釋，如：行為控制(behavior control)與正義(justice)動機，但未加

以實證研究。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討前述消費者歸因CSI的分類以及對CSI所產

生的心理感受，更進一步探討消費者經歷對CSI的感受後而產生的行為意願。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action/doSearch?ContribStored=Chylinski%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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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會透過多種不同的管道接觸到各項關於企業CSI作為的資訊。其中，

資訊可能來自於企業本身、社會大眾以及親友，而社會大眾當中可能有的具備專

家的身份，這些專家的立場亦可能不盡相同，一般而言，消費者對於專家的信賴

度高於對於企業及普通的民眾，但當專家的意見不一致時，消費者可能感覺到矛

盾，過去的研究指出當個體感覺矛盾時，其會有較慢的評量與較不穩定態度

(Bargh, Chaiken, Govender, & Pratto,1992)，這對於企業在溝通CSI的行動上是有些

意涵的，其可能採取減低消費者認知失調的策略，然而這個議題過去亦較少被探

討。研究此外，過去研究亦指出，消費者對事件或議題的涉入程度常被發現具有

重要的調節作用。不同的消費者對不同的議題或事件的涉入度可能不同，且會影

響該消費者對於事件的評價。如果消費者對CSI事件的了解或涉入程度並不高，

那麼該消費者對CSI事件所產生的情緒反應會不明顯。在資訊傳遞的領域中，Liu 
et al. (2010)指出品牌承諾會調節負面資訊的效果，亦即當消費者因面臨負面資訊

而產生一些負向的情緒與感受時，對品牌有高度承諾的消費者會比對品牌有低度

承諾的消費者有較低的負面情緒與感受。 

當企業發生一些社會失責行為時，對消費者來說，不道德的事件與行為已經

發生，企業也不可能再次回到事件尚未爆發的時期，因此，大多數發生CSI事件

的廠商會採取一些回應與補救措施以期望減緩消費者的負面情緒。然而，消費者

是否能感受到企業對於CSI事件回應的誠意可能會成為企業是否能成功挽回商譽

或重建消費者信心的原因之一。過去研究曾指出，當消費者在社群媒體的環境中

對企業有所批評時，企業的回應方式以及誠意會影響消費者是否仍然願意在該社

群媒體的環境中有一些正面的態度以及行為意願(例如：對品牌的偏好)(Lan, 
2013)。綜上所述，本研究除了以歸因理論探討消費者對企業失責行為的心理感

受與行為意願外，亦加入專家意見的矛盾、消費者對CSI事件的涉入程度、消費

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以及消費者知覺企業對CSI事件的回應誠意，檢視其對消費

者接觸到CSI事件後所產生的心理反應與行為意願間的關係是否有調節效果。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這部分將針對本研究之目的，將對研究問題之相關文獻加以整理探討，所涵

蓋之文獻主題包括有: 一、企業失責行為的意義及類型；二、消費者對於企業失

責行為的歸因與分類；三、消費者面對企業失責行為的心理反應之研究；四、消

費者對於CSI事件的行動反應之研究；五、消費者CSI分類、心理反應與行為意

願間關係的調節因子。 

一、企業失責行為的意義及類型 

    企業實施CSR的利益已經在近年來的企管學術領域中成為一個熱門的探討

議題。整體而言，研究的結論指出實施CSR代表企業「行好事」(doing good)，因

而該企業將被視為一個可靠、負責任的生意夥伴。企業有負責任的形象就等於擁

有了重要的無形資產 (Gardberg & Fombrun, 2006)。但近年來，有學者辯論這樣

的研究有嚴重的盲點，並指出除了正向的企業社會責任外，學術研究其實疏忽了

對於「企業失責行為」(corporate irresponsibility)之探討(Greenwood, 2007, p. 325)。 

    就實務現況而言，企業失責行為並不罕見，例如：產品標示不實、賄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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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環境等，這些都是常見的企業失責行為。而關於CSI的探討，Lin-Hi& Mueller 
(2013)以蒐集各大商學資料庫(ProQuest ABI/INFORM, EBSCO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JSTOR)的文獻回顧方式整理出1962到2012年間關於CSI的研究共計22
篇，研究主要著重在彙總各文獻對於CSI之定義及主要的研究發現，並進一步提

出一個CSI的整合定義：「企業行動導致對於他人的(潛在)不利或損害。」Hart & 
Holmström (1987)更指出，由於法令之不完備，企業可能會有一些不違法但損及

他人利益的行為，比如：銷售產品僅為追求佣金之利益，卻導致顧客的損失，或

者金融機構過度的融資使得社會暴露於高風險之下。換而言之，企業的社會失責

行為可能會違反法律，但也有可能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仍然存在不道德的成

份，亦即違反法律並非CSI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 

    在CSI的分類方面，Lin-Hi & Mueller (2013)提出將CSI依據企業的蓄意程度

分為無意的(unintentional)及有意的(intentional) CSI。其中，無意的CSI乃企業因

一些未預期的因素所導致，如某些行動的非預期副產品或天災；而有意的CSI後
者則指企業因蓄意追求本身的利益而使其他單位遭受(潛在的)損害，例如：向官

員賄賂以得到不當的利益。因此，若同時考量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失責的觀點，

負責任的企業應該不只追求「做好事」，亦應避免「行惡」(avoid CSI)。Lin-Hi & 
Mueller (2013)列舉了一些假想中的事件以比較「做好事」與避免「行惡」之差異。

其中一則例子為，紡織公司推出有機棉料的服飾可算是「做好事」，因為該舉動

有益於環境與消費者。而紡織公司避免使用便宜但有害環境的生產方法則應被歸

類為「避免做壞事」。以此類推，可知企業有很多時候會面對「行善」與「避免

為惡」之抉擇機會。但社會大眾可能會認為「避免為惡」是企業當行之事，而不

會特別嘉許這樣的行為，導致企業會將資源導向做好事而非避免為惡，雖然理論

上避免為惡是好公民應當從事的行為(Davis, 1973, p. 313)，但如果兩者成本相

當，且做與不做兩類的事都不違法，企業可能會偏向做好事而非儘量避免為惡。 

Lin-Hi & Mueller (2013)提出一個理論模型，認為消費者對於企業的CSR知覺

(Perceived CSR)不僅受到企業CSR資訊的影響，且受到CSI資訊的影響，甚至CSI
對於消費者知覺CSR的影響大於企業從事CSR的行為。此種負面偏誤(Negativity 
bias)的現象在心理學研究中常被發現，因為個體傾向於認為負面資訊較具診斷力

(diagnosticity)，因而引發較強的認知與情感反應。Sen and Bhattacharya (2001)研
究亦指出，負面的社會責任資訊之影響大於正面的資訊，而負面的社會責任資訊

對消費者的影響反應在其願付價格的變化(Moosmayer, 2012)以及消費者對於公

司的評價和購買產品的意願(Mohr and Webb, 2005)。Folkes & Kamins (1999)的研

究指出當企業不符合企業倫理之表現時，即使有優秀的產品也無法提升消費者對

於公司或品牌之態度，另一方面，企業之倫理資訊無法替代產品資訊之診斷力。

當產品的品質不佳時，做善事將無法較實質改善產品(「避免為惡」)更能提昇消

費者對公司與品牌態度。然而當產品品質優良時，做善事(proc-social)將比避免

為惡(refrain unethical behavior)更能提升消費者對公司與品牌的態度。 

二、消費者對於企業失責行為的歸因與分類的關係 

    根據心理學之研究，個體經常對其周遭的事件進行因果關係的推論。歸因理

論(attribution theory)即是解釋人們如何推敲事件之因果關係以及個體的認知如

何影響其後續態度與行為的理論(Kelley & Michela, 1980)。歸因理論指出人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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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控制和預測環境之需求，並據此認知以調整本身的行為，因而也稱「認知

理論」。根據這個理論，人們常做兩種歸因：內部及外部歸因。內部歸因即是將

事件發生歸因於當事人，而外部歸因則將事件發生之原因歸諸於外部環境

(Schmitt & Branscombe, 2002)。Kelly & Michela (1980) 認為，要找出真正的原因

主要使用三種資訊 : 一致性 (consensus) 、一貫性 (consistency) 和特異性

(distinctiveness)。一致性是指該行為是否與其他人的行為相一致，一貫性指行為

是否始終不變，特異性指在不同期間對不同人的行為是否一樣。消費者對於企業

行動亦會進行歸因的思考(Campbell & Kirmani, 2000)。過去文獻指出消費者傾向

於對企業的行為動機作兩種歸類：自利動機，以追求對於自身的潛在利益為主;
或利他動機(public-serving motive)，著重於企業以外單位的潛在利益(Barone, 
Miyazaki, & Taylor,2000; Forehand & Grier, 2003)。基本上，消費者對於第一種歸

因結果持負面的看法，認為是一種自我中心或投機主義的行為，對於第二種歸因

結果有好感，認為是能增進社會福利利他觀點(Becker-Olsen, Cudmore, & Hill, 
2006)。 

    歸因理論可用於探討消費者對於企業CSR/CSI作為的動機推敲。Gilbert & 
Malone(1995)認為消費者感興趣於推論企業從事CSR的動機，其研究指出消費者

對於企業努力成為良好公司公民的看法沒有信心。學者Ellen et al. (2006)及
Vlachos et al. (2009)則將企業實施CSR的動機分為四類，其中包括利己(egoistic)、
價值導向的、策略的以及利害關係人驅動。消費者可能對於同一CSR產生多種動

機歸因(Oberseder, Schlegelmilch, & Gruber, 2011)。當消費者認為企業基於自利動

機實施CSR作為時，他們傾向於認為企業會處心積慮地計算以求自利，並有投機

以及操縱性行為，不符合倫理以及回報社會的原則 (Forehand & Grier, 
2003;Vlachos et al., 2009)。相對地，價值導向的歸因則認為企業實施CSR係出於

其所持的信念、道德價值原則以及社會理想所致(Ellen et al., 2006)，消費者歡迎

有這樣動機的CSR 企業。此外，策略導向的CSR動機則指企業認為可以在支持

社會志業(social cause)時一併追求企業目標(Ellen et al., 2006; Vlachos et al., 
2009)。換言之，以策略導向為發展CSR作為的企業企圖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亦即兼顧促進社會福祉同時也追求企業本身的生存與發展。有些研究CSR的學者

(e.g., Ellen et al., 2006; Vlachos et al., 2009) 指出消費者可能會感覺困惑

(perplex)，因為他們覺得當企業帶著營利的目標來從事社會志業時，其行事原則

將不是道德的思考，而是經濟的考量，雖然他們亦認同企業需要在經濟上自足，

但當企業從事社會志業並非出於「這是正確的事」之想法，而是認為「做這志業

正是商業行為」時，會令一些消費者感到不喜歡。利害關係人驅動的CSR歸因則

認為企業從事CSR乃因其欲滿足利害關係人的期待(Vlachos et al., 2009)。其中，

利害關係人可能包含股東、顧客、員工及社會整體，這樣的歸因會令消費者覺得

企業從事CSR並非出於本身的信念與價值，因而沒有很正面的感受(Smith & Hunt, 
1978)。此外，當消費者認為若企業從事CSR只是為獲得利害關係人的獎賞或避

免懲罰，則當利害關係人對於CSR的看法有所衝突或改變時，企業CSR/CSI作為

將呈現不穩定的現象。基於以上的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消費者對於企業CSR動
機歸因之差異，可能使其面對CSI資訊時，有不同的判斷，亦即提出以下的假設。 

H1：當企業從事CSR被歸因於利己的程度較高時，消費者會傾向認為企業的CSI
行為越偏向有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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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的推論依據乃因為若消費者知覺企業的CSR作為是追求私利的動機為主

的，則當獲知企業的CSI資訊時，會認為係因為追求私利而產生CSI，因此傾向

於判斷該CSI行為是蓄意的。反之，若歸因企業實施CSR是出於其所持的信念、

道德價值原則以及社會理想所致(Ellen et al., 2006)，則應該不會從事CSI，若獲知

此類資訊，比較傾向於認為該CSI是非蓄意的。因此推論H2。而當消費者歸因企

業實施CSR是出於策略動機時，則需視該事件的策略因素，較不能確定企業發生

CSI事件是否有意，因此提出H3。此外，若歸因企業實施CSR是出於滿足利害關

係人的動機時，在現代CSR主張普遍為社會所推崇的環境下，企業因不致於為滿

足利害關係人而去從事CSI的行為，故推論此類行為亦被知覺為無意發生的。因

此提出H4。 
H2：當企業從事CSR被歸因於價值導向的程度較高時，消費者會傾向認為企業的

CSI行為越偏向無意的。 
H3：消費者對於企業CSR的策略導向動機歸因與其認為企業的CSI行為是否為蓄

意的判斷無關。 
H4：當企業從事CSR被歸因於利害關係人驅動的程度較高時，消費者會傾向認為

企業的CSI行為越偏向無意的。 

 此外，Skarmeas & Leonidou(2013)的研究發現利己與利害關係人驅動的歸因

將使得消費者對於企業CSR的懷疑心(skepticism)增加，而價值導向的CSR歸因則

會減少對於CSR的懷疑心。可以推論當消費者對於企業CSR的動機產生懷疑時，

將較容易認為CSI是出於蓄意的，因此提出假設H5。 

H5：當消費者對企業從事CSR的懷疑感增加時，消費者會傾向認為企業的CSI行
為越偏向有意的。 

三、消費者面對企業失責行為的心理反應 

    當消費者接收到企業失責行為的資訊時，其傾向於產生負面的心理反應。過

去的研究指出這些負面反應可能包括抵制的動機(Klein, Smith, & John, 2004)、憤

怒(Lindenmeier,Schleer, & Pricl, 2012),譏諷(cynicism)(Chyllinski & Chu, 2010)、不

信任 (Darke &Ritchie, 2007)、懷疑心(Skarmeas & Leonidou, 2013)、企業社會失

責認知 (Lange & Washburn,2012)以及企業偽善(Wagner et al., 2009)，負面的道德

情緒(包括輕視、憤怒以及厭惡的混合知覺)(Grappi, Romani, and Bagozzi, 2013)。
Park, Lee and Kim (2014)指出三種信任(expertise trust, integrity trust, social 
benevolence trust)是CSR作為影響企業聲譽的主要中介要素，不信任的感覺將使

企業與消費者的關係減弱，也導致企業聲譽的下跌。Lindenmeier et al. (2012)指
出消費者憤怒感(outrage)是引發消費者採取抵制行動的主要驅動因素。消費者憤

怒是一種感性與知性的混和經驗。Batson, Chao &Givens (2009)認為消費者義怒

(moral outrage)是很典型的道德情緒。Haidt (2003, p. 853)認為道德情緒是連結於

對於整體或者他人利益、福祉的關懷。Lindenmeier et al. (2012) 指出知覺企業在

道德上的不公平(Perceived moral inequity)以及道德規範的失驗(disconfirmation of 
moral norm)對於消費者憤怒有正向的關連。綜上所述，消費者感受到與企業之間

有一種道德上的心理契約，如未能滿足，將使得消費者產生憤怒的情緒。 

    Grappi, Romani & Bagozzi(2013)認為CSI涉及兩種道德過失(transgression)：
倫理的過失(牽涉到對個人的損傷)以及社會過失(涉及使社團受損或商及道德原

則)。根據心理學者之研究，當道德規範或傷害行為發生時，會產生三種混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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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情緒(包括輕蔑、憤怒以及厭惡)合稱為「責怪他人情緒」(other condemning 
emotions) (e.g., Haidt, 2003; Rozin et al., 1999)。心理學界對於此三種情緒如何影

響個體尚無定論，有認為這三種情緒個別連結於不同的道德過失(Rozin et 
al.,1999)，亦有認為是同源，故可能同時發生(Izard, 1977)。Grappi et al. (2013)以
實證研究發現以SEM分析認為二階的構念(second-order construct)較一階構念

(primary order construct)更為精簡有效表達三種情緒的關連，並另外命名為負面道

德情緒(negative moral emotions)。Leonidou (2013)研究也指出CSI 將導致消費者

信任感的下降，並進一步減低其滿足感和忠誠度，他們並發現女性與住在都市的

消費者在「知覺不道德」與信任感之連結較男性或住在鄉村的消費者為強。而年

齡與教育程度無調節作用。他們以Hofstede (1980)的文化因素來探討可能之調節

效果，結果發現高不確定規避以及低個人主義會減弱「知覺不道德」與信任感之

連結，而雄性主義(masculinity)及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則無調節作用。綜上所

述，本研究有以下假設。 

H6：當消費者認為企業的CSI行為偏向有意時，會增加消費者對企業的不信任感。 

H7：當消費者認為企業的CSI行為偏向有意時，會增加消費者對企業的道德情緒。 

四、消費者對於CSI事件的行動反應 

    當消費者因為CSI而產生負面的心理反應時，最終將反應到行動上。但實務

上的觀察，消費者並不見得都有明顯的行為反應，而消費者反應行動的種類也不

盡相同。有研究指出(e.g., Mohr, Webb & Harri, 2001) 消費者的CSR態度與其行為

並不完全一致，行為與態度之連結在消費者對於企業CSR議題認識較多或較重視

時連結才會提高。但多數的研究指出消費者在面對CSI資訊時會降低對企業產品

之購買意願及忠誠度(e.g., Lindenmeier et al., 2012; Skarmeas & Leonidou, 2013)。
此外，當今網際網路及社群媒體發達，許多消費者的抱怨及憤怒都可以輕易找到

出口，因而對於發生CSI之企業形成壓力(Lee ,Oh & Kim, 2013)。Grappi, Romani & 
Bagozzi (2013)研究消費者面對CSI時之負面情緒反應與後續行動，特別針對超乎

個人消費以外之行動，如：傳播負面口碑與參與抗議行動加以探討。他們發現負

面情緒固然是消費者反應的驅動力，但亦受到消費者所持的道德理念之調節，此

一效果在企業有「倫理過失」(ethical transgressions)時更為明顯，亦即消費者的

負面情緒要化為強度稍高的反對行動(與個人不消費相較)，需要某一程度的個人

道德標準。Klein et al. (2004) 研究影響消費者參與抵制行動的因素，其發現有四

個因素具預測力：消費者想要創造改變的慾望，自我提昇(self-enhancement)的範

圍，反對抵制的自我對話(counter-argument)，以及限制消費所產生的成本。Klein 
et al. (2004) 並發現「自我提昇」以及「限制消費的成本」調節「知覺企業不當」

與「參與抵制意願」的關係。Sweetin et al. (2013) 研究消費者面對CSR/CSI的獎

賞與懲罰意願，其認為消費者懲罰意願與消費者是利害關係人的觀點攸關。消費

者身為利害關係人就有某一程度的權力可影響企業的行動，尤其在當今社群媒體

發達的時代，加上顧客導向的經營思維，消費者相當程度地被賦權(empowerment)
與企業共創價值。故若企業有CSI行為時，包括顧客在內的害關係人都可能有意

願和能力加以懲罰。Sweetin et al. (2013) 根據社會學、心理學以及哲學的角度說

明懲罰的用途：行為控制與正義 (justice) (Wenzel & Thielmann, 2006)。亦即懲罰

有助於使可欲行為發生、避免不當行為延續，並有伸張正義的效果。Sweetin et al. 
(2013) 以實驗法探討消費者對於四種情境的懲罰意願：企業社會失責、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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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企業對環境友善、以及無CSR資訊，結果顯示受試者對企業社會失責組有

最高程度的懲罰意願，其他三組則無懲罰意願上的差異。當企業有不良的品牌表

現時，常會透過CSR的作為來挽救聲譽，Choi & La (2013) 研究發現消費者對於

企業的合法性與倫理CSR作為的知覺，正向影響消費者的信任與忠誠度，且信任

度在服務失誤與滿意度的關係上扮演中介的角色。綜上所述，本研究推導出以下

消費者面對企業失責行為的心理反應與行動反應間關係的假設。 

H8-1：消費者對企業的不信任感會正向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 

H8-2：消費者對企業的不信任感會正向影響其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 

H8-3：消費者對企業的不信任感會正向影響其參與抵制該企業的意願。 
H9-1：消費者的道德情緒會正向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 

H9-2：消費者的道德情緒會正向影響其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 

H9-3：消費者的道德情緒會正向影響其參與抵制該企業的意願。 
H10-1：消費者知覺的企業傷害會正向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 

H10-2：消費者知覺的企業傷害會正向影響其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 
H10-3：消費者知覺的企業傷害會正向影響其參與抵制該企業的意願。 

五、消費者對CSI事件產生的心理反應與行為意願間關係的調節因子 

    當今社會知識複雜程度高，即使專家對於同一議題亦有結論大不相同的可能

性。例如：近來引起群眾困惑的牛奶安全問題，究竟哪些專家的意見比較正確，

一般消費者可能無法判斷。根據心理學之研究，當個人感到矛盾時，其將引起評

價的延後與不穩定(Bargh, Chaiken, Govender, & Pratto, 1992)。矛盾(ambivalence)
即是當個體從某一事物同時接受到強度的正、反面資訊的狀態(Thompson, Zanna, 
& Griffin, 1995)。本研究推論若消費者處於此種狀態，則「負面心理反應」與「行

為意願」之關係將減弱並有以下假設。 

H11-1：消費者感受到專家意見矛盾程度會弱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傳遞企業負

面口碑意願間的關係。 
H11-2：消費者感受到專家意見矛盾程度會弱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拒買行為意

願間的關係。 
H11-3：消費者感受到專家意見矛盾程度會弱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參與抵制該

企業意願間的關係。 
H11-4：消費者感受到專家意見矛盾程度會弱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傳遞企業負面口

碑意願間的關係。 
H11-5：消費者感受到專家意見矛盾程度會弱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拒買行為意願間

的關係。 
H11-6：消費者感受到專家意見矛盾程度會弱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參與抵制該企業

意願間的關係。 
H11-7：消費者感受到專家意見矛盾程度會弱化其道德情緒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意

願間的關係。 
H11-8：消費者感受到專家意見矛盾程度會弱化其道德情緒與拒買行為意願間的關

係。 
H11-9：消費者感受到專家意見矛盾程度會弱化其道德情緒與參與抵制該企業意願

間的關係。 
此外，CSI的議題十分多元，消費者不一定都有高度的關心，過去的研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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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社會距離將調節CSR事件對於消費者品牌評價之影響。亦有研究指出消費者

對於議題的支持度調節CSR作為與公司－消費者認同感的關係 (Sen & 
Bhattacharya, 2001)，故推論消費者對於CSI的涉入度將調節「負面心理反應」與

「行為意願」之關係。最後，正如Ingram et al. (2005)發現消費者對於企業之承諾

(commitment)可以減弱企業CSI(傷害)對於消費者知覺不公平的影響，本研究認為

消費者之品牌承諾，代表著消費者原先與企業品牌之關係，可能由於依附心理

(attachment)或過去消費的閉鎖效果(hold-out effect)，應能減低「負面心理反應」

與「行為意願」之關係強度。因此，本研究有以下假設： 
H12-1：消費者對CSI的涉入程度會強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

意願間的關係。 
H12-2：消費者對CSI的涉入程度會強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拒買行為意願間的

關係。 
H12-3：消費者對CSI的涉入程度會強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參與抵制該企業意

願間的關係。 
H12-4：消費者對CSI的涉入程度會強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意願

間的關係。 
H12-5：消費者對CSI的涉入程度會強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拒買行為意願間的關係。 
H12-6：消費者對CSI的涉入程度會強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參與抵制該企業意願間

的關係。 
H12-7：消費者對CSI的涉入程度會強化其道德情緒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意願間的

關係。 
H12-8：消費者對CSI的涉入程度會強化其道德情緒與拒買行為意願間的關係。 
H12-9：消費者對CSI的涉入程度會強化其道德情緒與參與抵制該企業意願間的關

係。 
H13-1：消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會弱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

意願間的關係。 
H13-2：消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會弱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拒買行為意願間的

關係。 
H13-3：消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會弱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參與抵制該企業意

願間的關係。 
H13-4：消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會弱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意願

間的關係。 
H13-5：消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會弱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拒買行為意願間的關

係。 
H13-6：消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會弱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參與抵制該企業意願間

的關係。 
H13-7：消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會弱化其道德情緒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意願間的

關係。 
H13-8：消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會弱化其道德情緒與拒買行為意願間的關係。 
H13-9：消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會弱化其道德情緒與參與抵制該企業意願間的關

係。 
    當企業發生CSI事件後，多數企業都會對該事件做出回應。然而，消費者是

否願意接受企業的回應與說法將會對消費者後續的行為產生影響。Yoon et al. 
(2006) 亦對於聲譽受損的企業加以研究，結論為補救性的CSR能改善公司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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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因素是消費者的歸因(企業是否有真誠的動機)以及消費者獲知CSR的資訊

來源。當消費者的資訊來源是企業且是廣告時，效果較差，企業發在廣告上的效

果不如多辦理CSR活動。Lan (2013)在探討消費者批評與企業回應間關係的議題

時，發現當企業傾向以較自動自發且具有誠意的回應時，消費者會對該回應產生

較好的評價，故本研究推論消費者知覺企業回應CSI的誠意調節「負面心理反應」

與「行為意願」間的關係。綜合上之推論，提出以下的假設。 

H14-1：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的誠意會弱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傳遞企業負面口

碑意願間的關係。 
H14-2：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的誠意會弱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拒買行為意願間

的關係。 
H14-3：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的誠意會弱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參與抵制該企業

意願間的關係。 
H14-4：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的誠意會弱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意

願間的關係。 
H14-5：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的誠意會弱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拒買行為意願間的關

係。 
H14-6：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的誠意會弱化其知覺企業傷害與參與抵制該企業意願

間的關係。 
H14-7：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的誠意會弱化其道德情緒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意願間

的關係。 
H14-8：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的誠意會弱化其道德情緒與拒買行為意願間的關係。 
H14-9：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的誠意會弱化其道德情緒與參與抵制該企業意願間的

關係。 

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歸因理論為基礎，並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建構出消費者對於企業失責

行為的知覺、心理反應及行為意願之整合模式及對應之假設。此外，本研究亦延

伸探討外界專家資訊的不一致/矛盾、消費者企業社會失責事件的涉入程度、企

業對於失責事件的回應誠意以及消費者對於發生企業社會失責事件的品牌承諾

對於上述心理反應以及後續行為意願的調節影響。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圖一所

示。 

    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消費者對企業社會失責事件的評價與看法，因此選用問

卷調查法做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針對台灣地區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加以調查。

為了確保每位參與問卷調查的消費者都了解研究情境中的企業失責事件，本研究

選取近一年來的食用油安全事件，提供一則由衛生福利部發表之問題食用油的相

關報導，同時亦列出數間經衛生福利部公告，曾發生過問題食用油事件的廠商，

請受訪者於填寫問卷的最初先勾選出覺得印象深刻的廠商，在後續的填答都以該

廠商做為回答的標的。以下將詳述本研究發放問卷與收集資料的過程。 

一、資料收集與樣本 

    本研究旨在調查消費者對企業失責事件的看法。其中，在行為意願的部分，

本研究詢問消費者關於是否有意願購買發生企業失責事件廠商欲重新上市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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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產品、是否會參與於對該企業負面口碑的傳播、以及參與新發起的抵制活動；

在心理反應與情緒部分，本研究詢問消費者對於發生CSI事件之廠商的不信任

感、知覺傷害以及道德情緒；在歸因與CSI分類的部分，本研究則詢問消費者四

種不同的動機歸因、對發生CSI廠商的懷疑感以及CSI事件的分類。最後本研究

亦衡量消費者感受到在CSI事件中專家意見的矛盾程度、知覺企業回應CSI 的誠

意、品牌承諾度以及消費者自身對CSI事件的涉入程度。 
 

 

圖一、消費者對於企業失責行為的知覺、心理反應及行為意願之整合模式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進行調查。透過網路發放問卷可使受訪者免於時間與空

間的限制，讓受訪者在方便的時間與地點作答，且可免於人員與電話訪問的訪問

者誤差(interviewer error)，回收的速度亦可提高。然而，網路調查之缺點為：並

非所有符合條件的受訪對象皆能從網路上接觸到，但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

中心在 2015 年的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結果顯示，台灣上網人口已達 1,883 萬
人，占所有人口的 83.7%，可謂相當高。因此，透過網路問卷進行調查可以最有

效率的方式盡可能觸及到數量較多的潛在受訪者。本研究將經過專家討論與修訂

的問卷放置在線上網路問卷平台(http://www.mysurvey.tw/)，問卷發放與回收期間

為 104 年 04 月 28 日~104 年 06 月 1 日，為期約一個多月。考量到保護受訪者個

人資料與遵守研究倫理的規範，本研究在詢問受訪者個人資訊時均以可去連結之

一般性資料為主，並於線上問卷平台設定隱藏填答者觀看填答結果以確保受訪者

個人資料之維護。 

    為了增加受訪者填答的意願，本研究亦以兩種不同的方式提供受訪者獎勵。

首先，本研究贈送價值 100 元代幣的 Line 貼圖給前 100 名的填答者。此外，本

研究亦由 100 名之後的填答者抽出 15%的填答者贈送百元 7-11 商品卡。經過一

個月的問卷發放與回收，本研究共計獲得 244 份有效樣本，表一為有效樣本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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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 

表一 有效樣本的基本資料 
項目 分類 樣本大小 百分比(%) 

居住縣市 

北部地區 134 54.9 
中部地區 42 17.2 
南部地區 62 25.4 
東部地區 5 2 
外島地區 1 0.4 

性別 男性 89 36.5 
女性 155 63.5 

年齡 

20~29 歲 171 70.1 
30~39 歲 57 23.4 
40~49 歲 10 4.1 
50~59 歲 5 2.0 
60 歲以上 1 0.4 

每月平均所得 
(新台幣) 

15,000 元以下 92 37.7 
15,001~30,000 元 56 23.0 
30,001~50,000 元 69 28.3 
50,001~100,000 元 23 9.4 
100,000 元以上 4 1.6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 0.4 
高中職 7 2.9 
大學/專科 164 67.2 
研究所 72 29.5 

 
二、問卷設計與衡量 

    本研究根據過去學者所進行的研究歸納出消費者對於企業失責行為的知

覺、心理反應及行為意願之整合模式中各構念的定義，並採用先前研究已發展成

熟的量表進行本研究的問卷設計(附錄一)，詳細的變數定義與衡量題項如下: 

1. 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歸因 

本研究採用 Vlachos et al.  (2009)所採用的定義與量表衡量消費者對企業社

會責任歸因。其中，歸因分為四個部份，分別是利己、價值觀、利害關係人、策

略導向歸因。利己歸因是指消費者認為企業從事 CSR 是基於利用該 CSR 作為能

為企業本身帶來好處，而非完全出於幫助社會的動機。衡量的題項共有 3 題(例
如：公司認為需要盡道德義務來幫助社會)，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 0.83。
價值觀歸因是指消費者認為企業從事 CSR 完全是基於善意的付出，衡量的題項

共有 3 題(例如：公司做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節稅)，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

為 0.88。利害關係人歸因是指消費者認為企業從事 CSR 是基於企業利害關係人

的期望與壓力，衡量的題項共有 4 題(例如：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因為這是

員工所期待的)，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 0.81。最後，策略導向歸因則是

mailto:pv@aueb.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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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企業從事 CSR 是為了達成商業目標(例如：增加市占率或建立良好的形象)，衡

量的題項共有 4 題(例如：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要保留現有的顧客)，均

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 0.84。 

2. 消費者對企業從事社會責任行為的懷疑感 

    本研究採用 Skarmeas & Leonidou (2013) 採用的定義與量表衡量消費者對企

業從事社會責任行為的懷疑感，其定義為消費者對企業從事所產生的疑問、不信

任與質疑，衡量題項一共有 4 題(例如：我認為 A 公司是一間具有社會責任的公

司)，均為七點語意差異法量表，信度為 0.94。 

3. 消費者對企業失責行為的分類 

本研究採用Lin-Hi & Mueller (2013)的研究，衡量消費者對企業失責行為的分

類，其定義為企業從事一些非道德或非法且會對他人產生負面結果的行為，衡量

題項共有3題(例如：我認為A公司是一間具有社會責任的公司)，均為七點語意差

異法量表，信度為0.87。 

4. 消費者對企業失責行為的心理反應與情緒 

本研究採用 Moody, Galletta, & Lowry (2014)所使用的量表衡量消費者對企

業失責行為的不信任感，其定義為個人不願意相信企業且認為會有一些具傷害性

的行為，衡量題項一共有 9 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例如：我覺得 A 公司只顧

慮到公司本身的利益)，信度為 0.94。此外，本研究採用 Assiouras, Ozgen, & 
Skourtis (2013)的研究，編製與衡量消費者知覺傷害程度，其定義為消費者對企

業失責行為所感受危害的嚴重程度。衡量題項一共有 4 題(例如：請問您覺得問

題食用油事件具有多嚴重的危險)，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 0.89。在消費

者道德情緒部分，本研究採用 Grappi, Romani, &Bagozzi (2013)所使用的量表，

其定義為當消費者感受到企業失責行為威脅到個人的生活安全而產生的情緒，衡

量題項一共有 9 題(例如：問題食用油的事件使我對 A 公司感到「瞧不起的」)，
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 0.99。 

5. 消費者面對企業失責行為所產生的行為意願 

    本研究採用 Bougie et al. (2003)所使用的行為意願量表衡量當消費者面對企

業失責行為時所產生的三種行為意願，其中包括抵制購買行為、抗議行動以及傳

遞負面口碑意願，衡量題項一共有 9 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 0.92。 

6. 消費者對 CSI 事件產生的心理反應與行為意願間關係的調節因子 

    本研究以專家意見矛盾、CSI 涉入程度、品牌承諾與回應誠意為消費者對

CSI 事件產生的心理反應與行為意願間關係的調節因子。其中，專家意見矛盾是

指消費者在 CSI 事件發生期間對於來自各方專家意見的知覺一致程度 (Lee & 
Cranage, 2014)，衡量題項一共有 3 題(例如：我認為在這次問題食用油事件中的

專家意見並不一致)，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 0.86。CSI 涉入程度是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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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對於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食用油事件的關注與了解程度，6 題衡量題項採用

Zaichkowsky (1994) 所使用的 PII 量表衡量(例如：我認為關注本次所發生的問題

食用油事件是重要的/不重要的)，均為七點語意差異法量表，信度為 0.85。品牌

承諾是指消費者想與特定品牌維持關係的持續性慾望 (Chang & Chen, 2008)。本

研究以 Chang & Wu (2014) 衡量品牌承諾的題項為主並修改部分問項以符合研究

情境，共計有 3 題(例如：如果競爭產品比較便宜，我還是會選擇 A 公司的產品)，
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 0.91。最後，回應誠意是指消費者是否感受到發生

CSI 企業的回應是有誠意的 (Lan, 2013)，衡量題項一共有 3 題(例如：A 公司對

於問題食用油事件的整體回應是誠摯的)，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 0.98。 

肆、資料分析結果 

    本研究將所回收之 244 份有效問卷進行二階構念之衡量模式分析與 PLS 偏

最小平方法分析，各項分析結果如下：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1. 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歸因 

    由於本研究問卷採用李克特七點尺度(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故消費

者單題作答分數越高者，表示其對企業社會責任之特定歸因亦較高。分析結果顯

示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之利己歸因的平均數為 5.22，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

差異(t(243)=18.06, p<.001)；價值觀歸因的平均數為 4.06，和量表中心點(4)沒有

顯著差異(t(243)=0.77, p>.441)；利害關係人歸因的平均數為 4.60，和量表中心點

(4)有顯著差異(t(243)=8.73, p<.001)；策略導向歸因的平均數為 5.28，和量表中心

點(4)有顯著差異(t(243)=21.31, p<.001)。因此可知，消費者認為企業從事企業社

會責任的策略導向歸因是比其他來的高。 

表二消費者對企業從事社會責任行為懷疑感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構念 衡量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懷疑感 

我認為A公司是一間具有社會責任的公司

(無庸置疑/非常可疑) 
3.94 1.72 

我認為 A 公司的作為能促進社會福祉(非
常確定/非常不確定) 

4.31 1.61 

我認為 A 公司遵守高道德標準(非常有把

握的/非常沒有把握的) 
4.29 1.69 

我認為A公司的行事風格是符合企業社會

責任的(毫無疑問的/非常令人懷疑的) 
4.48 1.66 

2. 消費者對企業從事社會責任行為的懷疑感 

    表二顯示消費者對企業從事社會責任行為的懷疑感個別題項之平均數，結果

顯示消費者認為「我認為 A 公司的行事風格是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毫無疑問的/
非常令人懷疑的)」的平均數為 4.48，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t(243)=4.50, 
p<.001)，是四個題項中最高的，而整體的平均數為 4.26 也表示消費者對企業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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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社會責任行為具有相當程度的懷疑感。 

3. 消費者對企業失責行為的分類 

    本研究問卷以 3 個題項並採語意差異法衡量消費者對企業失責行為的分

類。其中，上述 3 個題項包括：我認為 A 公司使用問題食用油是「有意地/無意

地」、「可以避免的/不可避免的」、「追求私利的/非追求私利的」，消費者在單項題

目評分越低表示越將企業失責行為歸為有意的。敘述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消費者

對企業失責行為之「有意地/無意地」的平均數為 3.10，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

差異(t(243)=-6.903, p<.001)；「可以避免的/不可避免的」的平均數為 2.20，和量

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t(243)=-18.54, p<.001)；「追求私利的/非追求私利的」的

平均數為 2.45，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t(243)=-14.42, p<.001)；而整體的平

均數為 2.59 也表示消費者傾向將企業從事失責行為歸類為有意的。 

4. 消費者對企業失責行為的心理反應與情緒 

    在消費者對企業失責行為不信任感的部分，衡量題項一共有 9 題，並分為三

個子構面：惡意、能力不足與欺騙。分析結果顯示企業失責行為不信任感之惡意

構面的平均數為 5.42，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t(243)=16.28, p<.001)；能力

不足構面的平均數為 5.71，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t(243)=26.78, p<.001)；
欺騙構面的平均數為 5.55，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t(243)=16.54, p<.001)。
因此可知，消費者傾向對企業從事失責行為產生不信任感。 

表三顯示消費者對企業失責行為的知覺傷害個別題項之平均數，結果顯示消

費者認為問題食用油事件所帶來的危險、傷害、影響和後果均具有高度的嚴重程

度，4 個題項的平均數中均介於 6.22~6.30 間，表示消費者知覺企業失責行為所

帶來的傷害可說是非常高。 
在消費者道德情緒部分，衡量題項一共有 9 題，並分為三個子構面：輕視、

生氣與厭惡。分析結果顯示消費者道德情緒中輕視的平均數為 5.43，和量表中心

點(4)有顯著差異(t(243)=14.51, p<.001)；生氣的平均數為 5.48，和量表中心點(4)
有顯著差異(t(243)=15.49, p<.001)；厭惡的平均數為 5.63，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

著差異(t(243)=17.21, p<.001)。因此可知，消費者傾向對企業從事失責行為產生

高度的道德情緒。 

表三消費者對企業失責行為的知覺傷害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構念 衡量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覺傷害 

請問您覺得問題食用油事件具有多嚴重的危險 6.22 0.94 
請問您覺得問題食用油事件具有多嚴重的傷害 6.26 0.80 
請問您覺得問題食用油事件具有多嚴重的影響 6.30 0.78 
請問您覺得問題食用油事件具有多嚴重的後果 6.28 0.78 

 
5. 消費者面對企業失責行為所產生的行為意願  

    本研究衡量消費者面對企業失責行為所產生的三種不同行為意願，包括負面

口碑、拒買意願以及抵制意願。分析結果顯示消費者面對企業失責行為所產生的

行為意願中負面口碑的平均數為 4.65，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t(24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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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抵制意願的平均數為 4.77，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t(243)=9.34, 
p<.001)；拒買意願的平均數為 5.02，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t(243)=10.95, 
p<.001)。因此可知，消費者傾向對企業從事失責行為產生中度偏高的行為意願。 

6. 消費者對 CSI 事件產生的心理反應與行為意願間關係的調節因子 

本研究以專家意見矛盾、CSI 涉入程度、品牌承諾與回應誠意為消費者對

CSI 事件產生的心理反應與行為意願間關係的調節因子。分析結果顯示消費者對

企業發生 CSI 事件後的專家意見矛盾的平均數為 4.14，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

差異(t(243)=1.80, p<0.1)；CSI 涉入程度的平均數為 5.81，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

著差異(t(243)=32.63, p<.001)；品牌承諾的平均數為 3.73，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

著差異(t(243)=-2.94, p<.01)；回應誠意的平均數為 2.56，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

差異(t(243)=-11.55, p<.001)。因此可知，消費者傾向對企業從事失責行為產生中

度偏高的專家意見矛盾、CSI 涉入程度以及中度偏低的品牌承諾與回應誠意。 

 

二、相關分析 

    為了瞭解本研究架構中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歸因、懷疑感、企業失責行為

的分類、企業失責行為的心理反應與道德情緒、面對企業失責行為所產生的行為

意願以及消費者對 CSI 事件產生的心理反應與行為意願間關係的調節因子間的

相關性，本研究以相關分析所得之相關係數反映上述變數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相

關方向。表四為相關分析數據，結果顯示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利他歸因與其

對 CSI 懷疑感的相關性並未達顯著；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價值觀歸因、策略導向歸

因以及利害關係人歸因與其對 CSI 懷疑感的相關性有顯著的負相關性；表示當消

費者認為企業是秉持的本身的原則和價值觀而從事 CSR 作為時，當企業發生 CSI
事件時，消費者較不會產生懷疑感。而企業失責行為的心理反應與道德情緒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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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失責行為所產生的行為意願間的正相關性亦達統計上的顯著。 
 
表五 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廠商不信任感與道德情緒之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三、二階構念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中，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廠商的不信任感以及道德

情緒均屬二階構念，為了瞭解上述兩構念的二階模型配適度以及考量後續整體模

型精簡化，本研究首先運用結構方程模式並以 Amos 20.0 進行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廠商的不信任感以及道德情緒二階模型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

在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廠商不信任感的部分，二階模型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整體

配適統計量如下：模式配適函數值小於 5.0 (Chi-Square/Chi-Square DF=3.319)、
GFI=0.932、AGFI=0.873、CFI=0.971 以及 RMR=0.061。根據 Jöreskog(1970)的研

究認為，當 χ2/df 小於 5 時，表示模型之適配度為可以接受的範圍。此外，CFI
指數的數值越接近 1 時越為理想(邱皓政，2006)，而在本研究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結果中，CFI=0.971 接近於 1，亦表示模型之適配度為良好。最後 Bagozzi and 
Yi(1988)認為模式中的 GFI 值只要達到 0.80 的門檻即代表模型契合度可被接受。

綜上所述，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廠商不信任感的二階模型適配度可視為良好，

各衡量問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如表五所示。因此，本研究將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廠商不信任感下三個子構面的題項進行加總平均成為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

件廠商不信任感的三個測量指標，亦即將原為二階構念的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

廠商不信任感縮減為一階構念以利後續分析。 

一階構念 二階構面 衡量問項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t 值 

不信任感 

惡意 DB_M_6 0.88 20.01 

DB_M_5 0.78 15.78 

DB_M_4 0.90 NA 
能力不足 DB_I_9 0.70 8.68 

DB_I_8 0.64 NA 

DB_I_7 0.81 9.37 
欺騙 DB_D_12 0.95 28.56 

DB_D_11 0.93 NA 

DB_D_10 0.94 27.71 

道德情緒 

輕視 ME_CON_15 0.97 NA 

ME_CON_14 0.98 50.81 

ME_CON_13 0.97 44.26 
生氣 ME_AN_18 0.96 NA 

ME_AN_17 0.97 39.79 

ME_AN_16 0.98 41.299 
厭惡 ME_DIS_21 0.98 NA 

ME_DIS_20 0.97 47.76 

ME_DIS_19 0.96 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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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而產生道德情緒的部分，二階模型驗證性因素分析

的整體配適統計量如下：模式配適函數小於 5.0 (Chi-Square/Chi-Square 
DF=4.574)、 GFI=0.910、AGFI=0.831、CFI=0.981 以及 RMR=0.036。根據

Jöreskog(1970)的研究認為，當 χ2/df 小於 5 時，表示模型之適配度為可以接受的

範圍。此外，CFI 指數的數值越接近 1 時越為理想(邱皓政，2006)，而在本計畫

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中，CFI=0.971 接近於 1，亦表示模型之適配度為良好。

最後 Bagozzi and Yi(1988)認為模式中的 GFI 值只要達到 0.80 的門檻即代表模型

契合度可被接受。綜上所述，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而產生道德情緒的二階模型

適配度可視為良好，各衡量問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如表五所示。因此，本研究將

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而產生道德情緒下三個子構面的題項進行加總平均成為

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而產生道德情緒的三個測量指標，亦即將原為二階構念的

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而產生道德情緒縮減為一階構念以利後續分析。 

四、PLS 偏最小平方法分析結果 

    在本研究研究架構中，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廠商的不信任感的測量指標為

形成性指標。過去文獻指出(Chin, 1998; Diamantopoulos and Winklhofer, 2001; 
Peng and Lai, 2012)，當研究者欲分析同時具有形成性指標與反映性指標的因果

關係時，可運用 PLS 偏最小平方法，故本研究利用 Smart PLS 3.0 (Ringle et al. 
2005)統計軟體分析研究架構中的因果關係與假設檢定。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整體因果模式的解釋能力指標(調整過後的 R2)如下:CSI
分類=0.201、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廠商的不信任感=0.601、消費者對發生 CSI
事件而產生道德情緒=0.556、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0.598、消費者對 CSI
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0.547、消費者對 CSI 企業的抵制行為意願=0.573。進一步

分析構念間的路徑係數，結果顯示在所有影響消費者對 CSI 事件分類程度的前置

因素中，利己歸因負向顯著地影響消費者對 CSI 事件分類程度(β=-0.295, t=4.120, 
p<0.000)，亦即消費者對於企業執行 CSR 的動機歸因愈傾向利己，則愈容易知覺

該 CSI 事件是有意的，可以避免的，因此假設 H1 獲得支持；利害關係人驅動正

向顯著地影響消費者對 CSI 事件分類程度(β=0.109, t=1.898, p<0.058)，消費者對

於企業執行 CSR 的動機歸因愈傾向利害關係人導向時，則欲容易知覺該 CSI 事
件是非蓄意的，H4 獲得支持；價值導向歸因對於消費者的 CSI 事件分類傾向無

顯著相關(β=0.017, t=0.275, p>0.783)，假設 H2 未獲得支持；策略導向歸因

(β=-0.111, t=1.186, p>0.236)亦未顯著影響消費者對 CSI 事件分類程度，H3 獲得

支持。消費者對 CSI 的懷疑則是負向顯著地影響消費者對 CSI 事件分類程度

(β=-0.182, t=3.029, p<0.002)， H5 獲得支持，亦即若消費者對於企業執行 CSR
的動機整體而言抱持懷疑的態度時，容易將 CSI 歸類為有益的，應可避免，是追

求的結果。 

在分析消費者對 CSI 事件的心理反應與道德情緒結果發現，消費者對 CSI
事件分類程度負向顯著地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的不信任感(β=-0.776, t=27.465, 
p<0.000)與道德情緒(β=-0.747, t=23.400, p<0.000)，因此 H6 與 H7 獲得支持。此

外，在分析消費者對 CSI 事件的行為意願結果發現，消費者對企業的不信任感正

向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β=0.206, t=2.202, p<0.028)與抵制

該企業的意願(β=0.222, t=2.202, p<0.025)，但無法顯著地影響其對該企業的拒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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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意願(β=0.163, t=1.467, p>0.142)，因此 H8-1 與 H8-3 獲得支持，而 H8-2 則未獲

支持，亦即消費者對企業的不信任感並不會顯著地影響其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

願。另一部分，消費者的道德情緒正向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

願(β=0.576, t=7.048, p<0.000)、其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β=0.557, t=5.857, 
p<0.000)與抵制該企業的意願(β=0.547, t=6.307, p<0.000)，因此 H9-1、H9-2 與 H9-3

均獲得支持。此結論與 Klein et al. (2004) 指出「限制消費的成本」調節「知覺企

業不當」與「參與抵制意願」相似，有時拒買導致的消費成本可能弱化道德情緒

的負面作用。最後，消費者知覺的企業傷害正向顯著地影響其對該企業的拒買行

為意願(β=0.120, t=2.754, p<0.006)而無法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

(β=0.049, t=1.159, p<0.246)以及抵制該企業的意願(β=0.041, t=0.926, p<0.355)，因

此 H10-2 獲得支持，而 H10-1 與 H10-3 則未獲支持。 

最後，本研究分析消費者感受到在 CSI 事件中專家意見的矛盾程度、知覺企

業回應 CSI 的誠意、品牌承諾度以及消費者自身對 CSI 事件的涉入程度對消費

者對於企業失責行為的心理反應及行為意願間關係的調節效果。在專家意見矛盾

程度的調節效果部分，結果如表六所示，消費者感受到在 CSI 事件中專家意見矛

盾程度與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間的交乘項均無法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

面口碑的意願、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以及抵制該企業的意願，因此 H11-1、

H11-2 與 H11-3 均未獲支持。此外，消費者感受到在 CSI 事件中專家意見矛盾程度

與其知覺 CSI 所帶來傷害間的交乘項亦無法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

碑的意願、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以及抵制該企業的意願，因此 H11-4、H11-5

與 H11-6 均未獲支持。最後，消費者感受到在 CSI 事件中專家意見矛盾程度與其

對企業所產生的道德情緒間的交乘項亦無法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

碑的意願、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以及抵制該企業的意願，因此 H11-7、H11-8

與 H11-9 均未獲支持。 

表六專家意見矛盾程度的調節效果 

假設 調節效果 應變項 標準化 
路徑係數 

t 值 p 值 

H11-1 專家意見矛盾×不信任感 負面口碑意願 0.03 0.697 0.486 
H11-2 專家意見矛盾×不信任感 拒買行為意願 0.04 0.753 0.452 
H11-3 專家意見矛盾×不信任感 參與抵制意願 0.008 0.195 0.846 
H11-4 專家意見矛盾×知覺傷害 負面口碑意願 0.053 0.586 0.558 
H11-5 專家意見矛盾×知覺傷害 拒買行為意願 0.079 1.023 0.307 
H11-6 專家意見矛盾×知覺傷害 參與抵制意願 0.028 0.392 0.695 
H11-7 專家意見矛盾×道德情緒 負面口碑意願 0.009 0.232 0.817 
H11-8 專家意見矛盾×道德情緒 拒買行為意願 -0.0024 0.569 0.569 
H11-9 專家意見矛盾×道德情緒 參與抵制意願 -0.012 0.324 0.746 

在 CSI 涉入程度的調節效果部分，結果如表七所示，消費者 CSI 涉入程度

與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間的交乘項均正向且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

碑的意願、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以及抵制該企業的意願，亦即當消費者因

CSI 事件對企業產生不信任感，此時若消費者越了解與關心該 CSI 事件，會使得

該消費者有更強烈的負面行為意願，因此 H12-1、H12-2 與 H12-3 均獲得支持。此外，



20 
 

消費者 CSI 涉入程度與其知覺 CSI 所帶來傷害間的交乘項無法顯著地影響其傳

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以及抵制該企業的意願，

因此 H12-4、H12-5 與 H12-6 均未獲支持。最後，消費者 CSI 涉入程度與其對企業所

產生的道德情緒間的交乘項正向且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

願，亦即當消費者因 CSI 事件對企業產生負面道德情緒，此時若消費者越了解與

關心該 CSI 事件，會使得該消費者有更強烈的負面行為意願，因此 H12-7 獲得支

持；然而，消費者 CSI 涉入程度與其知覺 CSI 所帶來傷害間的交乘項無法顯著

地影響其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以及抵制該企業的意願，因此 H12-8、H12-9 與

H12-6 均未獲支持。 

表七消費者 CSI 涉入程度的調節效果 

假設 調節效果 應變項 標準化 
路徑係數 t 值 p 值 

H12-1 CSI 的涉入程度×不信任感 負面口碑意願 0.106 2.065 0.039 
H12-2 CSI 的涉入程度×不信任感 拒買行為意願 0.135 1.875 0.061 
H12-3 CSI 的涉入程度×不信任感 參與抵制意願 0.110 1.758 0.079 
H12-4 CSI 的涉入程度×知覺傷害 負面口碑意願 0.012 0.358 0.721 
H12-5 CSI 的涉入程度×知覺傷害 拒買行為意願 0.044 0.882 0.378 
H12-6 CSI 的涉入程度×知覺傷害 參與抵制意願 0.038 0.770 0.442 
H12-7 CSI 的涉入程度×道德情緒 負面口碑意願 0.091 1.802 0.072 
H12-8 CSI 的涉入程度×道德情緒 拒買行為意願 0.064 0.994 0.321 
H12-9 CSI 的涉入程度×道德情緒 參與抵制意願 0.083 1.297 0.195 

 

在消費者品牌承諾的調節效果部分，結果如表八所示，消費者品牌承諾與其

對企業的不信任感間的交乘項正向且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

願與拒買行為意願，亦即當消費者因 CSI 事件對企業產生不信任感，此時若消費

者對發生事件的品牌有高度承諾感時，會使得該消費者會有更強烈的意願傳遞關

於該企業的負面口碑與拒買行為；另一方面，消費者品牌承諾與其對企業的不信

任感間的交乘項無法顯著地影響其抵制該企業的意願。然而，本研究的假設為消

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是具有弱化的調節效果，H13-1、H13-2 雖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但方向與假設相反，因此 H13-1、H13-2 與 H13-3 均未獲得支持。此外，消費者

品牌承諾與其知覺 CSI 所帶來傷害間的交乘項亦無法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

業負面口碑的意願、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以及抵制該企業的意願，因此

H13-4、H13-5 與 H13-6 均未獲支持。最後，消費者品牌承諾與其對企業所產生的道

德情緒間的交乘項正向且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與拒買行

為意願，亦即當消費者因 CSI 事件對企業產生負面道德情緒，此時若消費者對發

生事件的品牌有高度承諾感時，會使得該消費者會有更強烈的意願傳遞關於該企

業的負面口碑與拒買行為；另一方面，消費者品牌承諾與其對企業所產生的道德

情緒間的交乘項無法顯著地影響其抵制該企業的意願。然而，本研究的假設為消

費者對企業的品牌承諾是具有弱化的調節效果，H13-7、H13-8 雖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但方向與假設相反，因此 H13-7、H13-8 與 H13-9 均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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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消費者品牌承諾的調節效果 

假設 調節效果 應變項 標準化 
路徑係數 t 值 p 值 

H13-1 品牌承諾×不信任感 負面口碑意願 0.114 2.49 0.013 
H13-2 品牌承諾×不信任感 拒買行為意願 0.150 2.654 0.008 
H13-3 品牌承諾×不信任感 參與抵制意願 0.050 0.788 0.431 
H13-4 品牌承諾×知覺傷害 負面口碑意願 0.011 0.214 0.831 
H13-5 品牌承諾×知覺傷害 拒買行為意願 0.032 0.419 0.676 
H13-6 品牌承諾×知覺傷害 參與抵制意願 -0.007 0.081 0.935 
H13-7 品牌承諾×道德情緒 負面口碑意願 0.066 1.812 0.071 
H13-8 品牌承諾×道德情緒 拒買行為意願 0.106 2.433 0.015 
H13-9 品牌承諾×道德情緒 參與抵制意願 0.020 0.364 0.716 

 

在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誠意的調節效果部分，結果如表九所示，消費者感受

到在 CSI 事件中企業回應誠意與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間的交乘項均無法顯著地

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以及抵制該企業

的意願，因此 H14-1、H14-2 與 H14-3 均未獲支持。此外，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誠意

與其知覺 CSI 所帶來傷害間的交乘項亦無法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

碑的意願、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以及抵制該企業的意願，因此 H14-4、H14-5

與 H14-6 均未獲支持。最後，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誠意與其對企業所產生的道德

情緒間的交乘項負向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亦即當消費者

因 CSI 事件對企業產生負面道德情緒，此時若消費者感受企業有較高的回應誠意

時，會減緩消費者傳遞負面口碑的意願，因此 H14-7 獲得支持。然而，消費者感

受企業回應誠意與其對企業所產生的道德情緒間的交乘項無法顯著地影響其對

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以及抵制該企業的意願，因此 H14-8 與 H14-9 均未獲支持。 

表九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誠意的調節效果 

假設 調節效果 應變項 標準化 
路徑係數 t 值 p 值 

H14-1 企業回應誠意×不信任感 負面口碑意願 -0.054 1.404 0.161 
H14-2 企業回應誠意×不信任感 拒買行為意願 0.013 0.244 0.807 
H14-3 企業回應誠意×不信任感 參與抵制意願 -0.034 0.661 0.509 
H14-4 企業回應誠意×知覺傷害 負面口碑意願 -0.021 0.409 0.683 
H14-5 企業回應誠意×知覺傷害 拒買行為意願 0.023 0.326 0.744 
H14-6 企業回應誠意×知覺傷害 參與抵制意願 -0.028 0.506 0.613 
H14-7 企業回應誠意×道德情緒 負面口碑意願 -0.077 1.932 0.054 
H14-8 企業回應誠意×道德情緒 拒買行為意願 -0.009 0.180 0.857 
H14-9 企業回應誠意×道德情緒 參與抵制意願 -0.056 0.861 0.390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論指出消費者對 CSR 歸因中的利己歸因程度較高時，消費者傾向

認為企業的 CSI 行為越偏向有意的。這說明了，若消費者認為企業從事 CSR 是

基於對企業本身可以帶來一些益處(例如：節稅與幫助營運等)，那麼企業就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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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了達成這些益處而做出一些明知道會對社會產生危害的 CSI 行為。反之，消

費者對 CSR 歸因中的利害關係人驅動歸因程度較高時，消費者會傾向認為企業

的 CSI 行為越偏向無意的。這說明了，若消費者認為企業從事 CSR 是基於從事

CSR 是內部員工、顧客甚或是整個社會所期待的，那麼當企業發生 CSI 事件時，

消費者會認為企業可能在營運過程中無意對社會造成危害，並不是有心使之發

生。過去研究鮮少探討消費者歸因與 CSI 分類間的關係，但回顧 Vlachos et al. 
(2009)的研究，不難發現，消費者對 CSR 的四類歸因中，相較於其他面向的歸因，

價值觀歸因被視為是企業較積極主動與發自內心願意從事 CSR 行為的歸因類

型。因此，當消費者認為企業並不是發自內心願意從事 CSR 行為時，當企業又

發生 CSI 事件，消費者就傾向將該 CSI 事件歸類於企業有意從事的。 

    此外，當消費者對企業從事 CSR 的懷疑感增加時，消費者會傾向認為企業

的 CSI 行為越偏向有意的。這說明了，若消費者覺得企業從事 CSR 並不是真正

發自內心地想要為社會盡些責任或是企業表面看起來很在乎消費者的權益，實際

上並不是真心地想要貢獻一己之力去幫助社會，那麼當企業發生 CSI 事件時，消

費者就容易認為該CSI事件是企業有意進行的。此研究結果與Vlachos et al. (2009)
探討消費者因對 CSR 產生懷疑感進而有一些負向的心理反應(零售商權益)與外

顯行為(口碑)一致。 

    在消費者對企業發生 CSI 事件後所產生心理反應部分，本研究發現一旦消費

者覺得企業的 CSI 行為是越偏向有意時，消費者對企業產生的不信任感與道德情

緒會加劇，進而讓消費者產生較強的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以及參與抵制

該企業的意願。上述研究結果與 Lin-Hi & Mueller (2013)所提出的論點一致，企

業不只要盡到社會責任，更要避免在營運的過程中產生對社會有危害的地方

(CSI)。因此，當企業未來要從事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時，建議以與企業攸關的利

害關係人為考量，同時也需以衷心地為社會好，促進社會整體發展為出發點，這

樣一來，如果在營運的過程中不幸發生 CSI 事件時，消費者較不會認為企業是有

意這麼做的，也不會因此產生負面的道德情緒與行為意願。 

    研究結果亦發現，消費者對 CSI 的涉入程度和消費者感受企業回應的誠意具

有部分的調節效果。其中，消費者對 CSI 的涉入程度會強化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

與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對該企業的拒買行為意願以及抵制該企業的意

願間的關係。由於現在媒體的發達以及資訊傳播日趨快速，消費者會由許多不同

的管道獲得企業發生 CSI 事件的資訊。當消費者越是了解企業發生 CSI 事件的

相關資訊時，消費者因對企業的 CSI 不信任感而產生的負面行為意願是越強的，

意即消費者會有更強烈的行為意願展現出一些負面行為。此外，消費者感受企業

回應的誠意會弱化其道德情緒與傳遞企業負面口碑意願間的關係。這表示，當消

費者發現，企業是有誠意想要解決 CSI 事件所產生的危機時，原本因為很負面的

道德情緒而傾向傳遞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會因此而降低。 

    本研究在消費者 CSI 涉入程度的調節效果與 Li, Wu, & Din (2013)有部分一

致的結果，亦即消費者對 CSI 事件有著程度不一的了解與關注，因而影響消費者

因接收 CSI 資訊而產生心理反應間的關係。因此，企業要格外注意，當 CSI 事
件剛發生時，就要立即進行危機處理，避免當媒體過度報導事件始末以及企業的

因應措施後，消費者對該 CSI 事件的涉入程度變高，會對企業有更為負面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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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在消費者品牌承諾的調節效果部分，本研究發現消費者品牌承諾並沒有如

預期般弱化消費者對企業的不信任感與負面行為意願間的關係。相反的，研究結

果顯示消費者品牌承諾與其對企業的不信任感間的交乘項正向且顯著地影響其

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意願與拒買行為意願。同時，消費者品牌承諾與其對企

業所產生的道德情緒間的交乘項正向且顯著地影響其傳遞關於企業負面口碑的

意願與拒買行為意願。本研究推測，消費者品牌承諾調節效果的方向與假設相反

的原因可能為，消費者的品牌承諾中可能包含了情感承諾的成分。Germann et al. 
(2014) 探討消費者對產品回應的研究中談及，相對於對品牌有較低品牌承諾的

消費者，對品牌有較高品牌承諾的消費者會喚起較嚴重的產品回應。此外， 
Mattila (2004) 亦提及，當消費者面對服務失誤情境時，對服務失誤提供者有較

高情感承諾的消費者會因為覺得自己在情感方面被該提供者背叛，而在經歷服務

補救後反而有較低的態度。因此，本研究認為當消費者面臨同為負面議題的企業

CSI 事件時，才會出現消費者的品牌承諾具有強化而不具弱化調節效果的分析結

果。另一方面，當企業要對發生 CSI 事件給予社會回應時，企業勢必要拿出最大

的誠意，不能讓消費者覺得企業只是虛應故事，想要草草解決因 CSI 事件而產生

的危機。如此一來，當消費者感受到企業的回應誠意時，才會減緩因負面道德情

緒而產生的傳遞企業負面口碑意願。 

    本研究的結論需考量以下的研究限制。首先，本研究以調查法在特定期間針

對特定的 CSI 事件詢問消費者的看法，不同的 CSI 議題可能會讓結果有所不同。

因此，未來研究可以考慮以其他類型的 CSI 事件進行複製研究，或是加入其他與

CSI 議題有關之變數(例如：CSR 議題支持度)持續探討本研究架構中的因果關係

是否穩定存在。其次，本研究之調查平台為網路，雖已經涵蓋大多數台灣地區母

體之人口，但仍有可能無法觸及所有潛在的首訪者。因此，未來研究亦可進行全

台灣之配額抽樣以顧及樣本之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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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您是否聽過問題食用油事件？ 

□ 有  □ 沒有 (沒有聽過，請不用繼續填答） 

 請問您是否會注意與問題食用油事件有關的報導？ 

□ 非常不注意  □ 不注意  □ 有點不注意  □ 普通  □ 有點注意  □ 注意  □ 非常注意 

 請問您受到問題食用油的影響(例如：買過或食用過產品)的程度為何？（即使您認為您沒有受到

影響，也請您繼續作答） 

□ 不知道  □ 沒有受到影響  □ 受到很小的影響  □ 受到一些影響 □ 受到很大的影響 

 請問您認為您對問題食用油事件的了解程度為何？ 

□ 非常不了解  □ 不了解  □ 普通  □ 了解  □ 非常了解 

 

※以下請您閱讀一段節錄自我國衛生福利部與問題食用油議題有關的訊息 

 

 根據以上問題食用油報導，請問在問題食用油事件發生期間，哪一個廠商對於該事件的回應令您

印象深刻呢?請從以下名單中勾選，若不在其中，則請您寫出該廠商名稱: 

    □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盛香珍   □ 味全食品工業(股)公司  □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王品集團 □ 李鵠餅店 □ 犁記餅店  □ 維力  □ 太陽堂 

    □ 其他(請寫出廠商名稱)________________ 

 

 請問您覺得問題食用油事件具有多嚴重的危險? 

    □ 非常不嚴重 □ 不嚴重 □ 有點不嚴重 □ 普通 □ 有點嚴重 □ 嚴重 □ 非常嚴重 

 請問您覺得問題食用油事件具有多嚴重的傷害? 

    □ 非常不嚴重 □ 不嚴重 □ 有點不嚴重 □ 普通 □ 有點嚴重 □ 嚴重 □ 非常嚴重 

 請問您覺得問題食用油事件具有多嚴重的影響? 

    □ 非常不嚴重 □ 不嚴重 □ 有點不嚴重 □ 普通 □ 有點嚴重 □ 嚴重 □ 非常嚴重 

 請問您覺得問題食用油事件具有多嚴重的後果? 

    □ 非常不嚴重 □ 不嚴重 □ 有點不嚴重 □ 普通 □ 有點嚴重 □ 嚴重 □ 非常嚴重 

 

 

親愛的先生、女士，您好：這是一份學術研究問卷，目的是希望透過本問卷了解消費者對「企業

失責行為」的看法。以下問題的答案均無對錯之分，請表達您的看法即可。您填答的資料僅供學

術使用，請安心填答。您的協助將是本研究成功的關鍵，最後再次謝謝您的幫助！ 

敬祝 順心如意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張愛華 博士 

                                                             研究助理 曾祥景 董珮如 

 問題食用油報導 

    2014年10月份，台灣爆發了問題食用油事件。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稽查發現，台灣的

上游油品業者疑似使用餿水油製成劣質油並販賣有問題之香豬油產品供超過200家的下游廠商及民

眾購買。食品藥物管理署呼籲，如食品業者有使用到前述油品，請退回原購買廠商。 
    為此，許多曾使用有問題之香豬油產品的廠商為顧及民眾之權益，願意提出補償機制供民眾申

請，衛生福利部並將最新稽察結果與廠商之補償措施公告於官方網站供民眾查閱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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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我們將稱呼這個令你印象深刻的公司為A公司，我們將請教您對A公司以及其涉及問題食用

油事件的一些看法。如果您的感覺比較接近左邊的形容詞，請勾選左邊的形容詞；如果您的感覺比較

接近右邊的形容詞，請勾選右邊的形容詞，以下為填答範例:  
填答範例：您覺得這間廠商是… 

 
 我認為 A 公司使用問題食用油是… 

         
1. 有意地 □ □ □ □ □ □ □ 無意地 
2. 可以避免的 □ □ □ □ □ □ □ 無法避免的 
3. 追求私利的 □ □ □ □ □ □ □ 非追求私利的 

 

二、以下題項是要您表達您對「A 公司使用問題食用油」的感覺，請就下列題項勾選您的同意程度。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4. 我覺得 A 公司只顧慮到公司本身的利益                             □ □ □ □ □ □ □ 

5. 我覺得 A 公司假裝很在意消費者的權益                             □ □ □ □ □ □ □ 

6. 我覺得 A 公司內心並不想貢獻自己的力量去幫助其他消費者           □ □ □ □ □ □ □ 

7. A 公司在食用油事件所表現出來的專業知識似乎不如我預期，令我感到  □ □ □ □ □ □ □ 

不安 

8. A 公司在食用油事件對消費者所造成的傷害讓我覺得我必須更謹慎購物 □ □ □ □ □ □ □ 

9. 購買 A 公司的產品會讓我產生疑慮，因為 A 公司並不是真的在食用油領 □ □ □ □ □ □ □ 

域中有專業能力 

10. 我覺得 A 公司是會為了能獲得更高利潤而說謊的                     □ □ □ □ □ □ □ 

11. A 公司不會像其所宣稱的那樣誠實，這令我感到困擾                  □ □ □ □ □ □ □ 

12. 我覺得 A 公司在食用油事件上是會為了推託責任而說謊               □ □ □ □ □ □ □ 

13. 問題食用油的事件使我對 A 公司感到「瞧不起的」                   □ □ □ □ □ □ □ 

14. 問題食用油的事件使我對 A 公司感到「鄙視的」                     □ □ □ □ □ □ □ 

15. 問題食用油的事件使我對 A 公司感到「輕蔑的」                     □ □ □ □ □ □ □ 

16. 問題食用油的事件使我對 A 公司感到「發怒的」                     □ □ □ □ □ □ □ 

17. 問題食用油的事件使我對 A 公司感到「生氣的」                     □ □ □ □ □ □ □ 

18. 問題食用油的事件使我對 A 公司感到「非常惱怒的」                 □ □ □ □ □ □ □ 

19. 問題食用油的事件使我對 A 公司感到「厭惡的」                     □ □ □ □ □ □ □ 

20. 問題食用油的事件使我對 A 公司感到「不喜歡的」                   □ □ □ □ □ □ □ 

21. 問題食用油的事件使我對 A 公司感到「反感的」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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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下題項是要您表達您對「廠商回應問題食用油事件」的了解程度，請就下列題項勾選您的感受。 

22. 請問您是否知道A公司如何回應問題食用油事件？ 

□ 知道  □ 不知道(若不知道，請跳至第 27題進行填答) 

23. 請問您對A公司如何回應問題食用油事件的了解程度為何？ 

    □ 非常不了解  □ 不了解  □ 普通  □ 了解  □ 非常了解 

四、以下題項是要您表達對「A公司回應問題食用油事件」的感覺，請就下列題項勾選您的同意程度。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24. A 公司對於問題食用油事件的整體回應是誠摯的                     □ □ □ □ □ □ □ 

25. A 公司對於問題食用油事件的整體回應是誠實的                     □ □ □ □ □ □ □ 

26. A 公司對於問題食用油事件的整體回應是認真的                     □ □ □ □ □ □ □ 

27. 我會跟其他人說一些關於 A 公司不好的事情                         □ □ □ □ □ □ □ 

28. 我會跟一些尋求我意見的人推薦 A 公司                             □ □ □ □ □ □ □ 

29. 我會勸阻我的親友購買 A 公司的商品                               □ □ □ □ □ □ □ 

30. 我會參與抵制A公司的行列                                        □ □ □ □ □ □ □ 
31. 我會支持反對A公司的法律行動                                    □ □ □ □ □ □ □ 
32. 我會向 A 公司抱怨他的所作所為                                   □ □ □ □ □ □ □ 

33. 我不會再購買 A 公司的問題食品                           □ □ □ □ □ □ □ 

34. 我不會再購買 A 公司的任何產品                                   □ □ □ □ □ □ □ 

35. 即使A公司改正其行為，我也還是不會購買A公司的任何產品          □ □ □ □ □ □ □ 

五、以下的題項是要您表達您對「關注企業未盡社會責任議題」的感覺，如果您的感覺比較接近左邊

的形容詞，請勾選左邊的形容詞；如果您的感覺比較接近右邊的形容詞，請勾選右邊的形容詞，以下

為填答範例)說明似可省略 

填答範例：   您覺得這間廠商是… 

 
 我認為關注本次所發生的問題食用油事件是… 

         
36. 重要的 □ □ □ □ □ □ □ 不重要的 
37. 無關緊要的 □ □ □ □ □ □ □ 切身相關的 
38. 對我有意義的 □ □ □ □ □ □ □ 對我是無意義的 
39. 有價值的 □ □ □ □ □ □ □ 無價值的 
40. 令我投入很多的 □ □ □ □ □ □ □ 令我投入很少的 
41. 不需要的 □ □ □ □ □ □ □ 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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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下的題項是想請您表達在問題食用油事件發生期間，你對您所了解的專家意見看法，請針對下

列描述勾選您的同意程度。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42. 我認為在這次問題食用油事件中的專家意見並不一致                  □ □ □ □ □ □ □ 

43. 我認為在這次問題食用油事件中的專家意見彼此有衝突感              □ □ □ □ □ □ □ 

44. 在這次問題食用油事件中，專家的意見讓我無法做出對事件的判斷      □ □ □ □ □ □ □ 

 

七、以下的題項是要您表達您對您「A公司在食用油事件發生以前」的感覺，如果您的感覺比較接近

左邊的形容詞，請勾選左邊的形容詞；如果您的感覺比較接近右邊的形容詞，請勾選右邊的形容詞，

以下為填答範例: 
填答範例： 

您覺得這間廠商是… 

 
 

45. 我認為 A 公司是一間具有社會責任的公司 
無庸置疑 □ □ □ □ □ □ □ 非常可疑 
46. 我認為 A 公司的作為能促進社會福祉 
非常確定 □ □ □ □ □ □ □ 非常不確定 
47. 我認為 A 公司遵守高道德標準 
非常有把握的 □ □ □ □ □ □ □ 非常沒有把握的 
48. 我認為 A 公司的行事風格是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 
毫無疑問的 □ □ □ □ □ □ □ 非常令人懷疑的 

 
八、在發生食用油事件前，您與 A 公司間有怎樣的關係? 請就下列題項勾選您的同意程度。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49. 如果競爭產品比較便宜，我還是會選擇 A 公司的產品                  □ □ □ □ □ □ □ 
50. 即使要費較多力氣去購買，我還是願意選擇 A 公司的產品              □ □ □ □ □ □ □ 
51. 即使競爭產品在進行促銷，我還是會選擇 A 公司的產品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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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據了解，多數發生問題食用油事件公司，原本都有履行一些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接下來請您表達

您對A公司在食用油事件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看法，請針對下列敘述勾選您的同意程度。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52. A 公司做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節稅                                 □ □ □ □ □ □ □ 

53. A 公司想要藉由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以幫助自己的事業                 □ □ □ □ □ □ □ 

54. A 公司想要獲得大眾的宣揚                                       □ □ □ □ □ □ □ 

55. A 公司認為需要盡道德義務來幫助社會                             □ □ □ □ □ □ □ 

56. A 公司長期關注社會利益                                         □ □ □ □ □ □ □ 

57. A 公司想回饋社會                                               □ □ □ □ □ □ □ 

58. A 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要保留現有的顧客                   □ □ □ □ □ □ □ 

59. A 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獲得較多的顧客                     □ □ □ □ □ □ □ 

60. A 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增加獲利力                         □ □ □ □ □ □ □ 

61. A 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增加自身的競爭力                   □ □ □ □ □ □ □ 

62. A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因為這是員工所期待的                   □ □ □ □ □ □ □ 

63. A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因為這是顧客所期待的                   □ □ □ □ □ □ □ 

64. A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因為這是股東所期待的                   □ □ □ □ □ □ □ 

65. A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因為這是整個社會所期待的               □ □ □ □ □ □ □ 

66. 我認為我對A公司在發生食用油事件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活動是     □ □ □ □ □ □ □ 

了解的 

十、個人基本資料部份： 

1. 請問您居住的縣市為： 

□新北市   □台北市   □宜蘭縣   □桃園市   □新竹縣   □新竹市   □基隆市 

□台中市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嘉義縣   □嘉義市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外島地區 

2. 請問您的性別： 

□男性     □女性 

3. 請問您的年齡：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4. 請問您個人每月平均所得： 

□ 15,000元以下       □ 15,001元~30,000元    □ 30,001元~50,000元 

□ 50,001~100,000 元   □ 100,001 元以上 

5.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 國小及以下  □ 國中  □ 高中(職)  □ 大學(專科)  □ 研究所以上 

6. 請問您的職業： 

   □ 軍公教  □ 農漁工  □ 商  □ 學生  □ 自由業  □ 無  □ 其他        

7. 請問您在購買 A 公司產品的頻率為: 
   □ 從來沒有購買過    □ 每月約 1~2次       □每月約 3~4次    □每月約 5次以上 

8. 請問您每次對A公司產品的消費金額範圍是: 

   □ 500 元以下  □ 500~1,499 元  □ 1,500~2,499 元  □ 2,500~3,499 元  □ 3,500 元以上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3  年 8  月 19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是由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所舉辦的行銷教育者夏季會議。大會的主題是:運用

新科技以創造價值給顧客與企業(Leveraging New Technologies to Create Value for Customers and 
Firms)。此次會議的地點在美國舊金山的Marriott Marquis旅館。大會共有十五個主題，分72個場次

舉行論文提報與討論，每場次約有三至四位發表者。此外尚有60篇壁報（poster）文章發表。出席會

議的學者超過三百位，大多來自於歐美國家，亞洲的學者約占五分之一，來自台灣的學者亦有十多

位。我與本系四位博士生，我們共發表了兩篇口頭報告文章及一篇壁報文章。其中一篇是由科技部

贊助的研究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onsumers’ Value Co-creation)，發表在Session 
S27: New Product Announcements and Evaluations（8月2日早上10:30~12:00）。另一篇是由我指導的

博士生謝慧璋的博士論文改寫的 (Drivers of Brand Relationship in Co-creation: The Role of Brand 
Engagement)，於Session S37: Understanding Brand Engagements（8月2日下午1:45~3:15）。 

二、與會心得 

   在研討會中，每位發表論文的學者以20分鐘簡潔介紹自己的研究內容，後續5分鐘由現在聆聽的

學者提出問題討論。論文發表結束後該場次主持人及與會學者皆有提供一些建議與我們討論，並在

會後與我們交換研究心得，互相留下聯絡資訊。在參與此國際大型研討會的過程中，有機會與國外

學者互相交流研究心得，瞭解最新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整個過程獲益良多。 
本次的會議是以學術研究的新領域新方法為特色，故其會議資料也用APP的下載輔佐紙本會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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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中還穿插一些特別興趣小組(SIG)，如：Entrepreneurship Marketing SIG, Research SIG, 
Communication SIG, Relationship Marketing SIG,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 SIG,…。目的是讓有同

樣興趣的學者建立人脈關係，交換研究或教育心得。也安排一些有用的議題:如何規劃國際的學者訪

問，如何產生偉大的研究主意，跨領域的研究合作等，外也有有關於如何獲得頂級與優良期刊出版

文章的會議，由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Marketing Science,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Journal of Retailing,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 Policy的主編們蒞會座談。大會亦同步進行工作職缺的面談，以及新教

材的展示。今年的展示主題是Marketing Simulation &Marketing Management Game. 因此是一個行銷

領域的前瞻性櫥窗。 
 
大會主題十分多元，如： Analyzing and Capitalizing on Big Data, Ethics in Service, Storytelling and 
Customer Engagement, User-Generated Content, Place Branding, Moral Decision Making, Advances in 
Data Analysis, Emotional Responses to Brand, IO Relationship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The Contribution of Marketing Academics to FTC, 
Collaborating with Companies, Consumer Behavior and Firm Strategy in Emerging Markets., Games and 
Gamification in the Classroom.等。可謂延續過去的研究，並開發出新的議題與興趣。 

三、考察參觀活動 

  大會舉辦一場 Saturday Night Social Events休閒活動，本人未參加。    

四、建議 

  AMA一年舉辦兩次學術研討會議，近年來中國大陸、韓國以及東協國家的學者有增加之趨勢，

國際學術研討會議亦為外交之一環，因此，我國不應當在此類活動中缺席，希望透過科技部以及

其他機構之補助，學者能得以出國參與國際研討會，不但得以精進知識，人脈亦有機會拓展，尤

其是帶領博士生出國研討，對於其視野開拓、國際交流與發表能力之提昇，有相當之功效。希望

國家能重視對於博士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補助。此行收穫良多，感謝科技部的補助。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會議議程 
2. 會議論文摘要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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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是由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Business School 以及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所共同舉辦的消費者研究領域的學術研討會。消費者研究學會每年舉辦一次此國際學術

會議，是行銷領域中最具聲望以及重要的消費者學術研討會。它每年會在美國地區舉行學術會議，

也會在國際不同的區域另行辦學術研討會議，此次亞太地區會議即是由香港主辦，會議進行的地點

在香港中文大學。今年的大會主題是  “Vibrant Integration”，強調在科技快速變化環境中對消費行為

所帶來的影響。大會議程共有三天，包括7個session,分41場次進行研究論文的發表與討論。此外尚

有100篇working paper（poster）文章，分別於10個主題發表。出席會議的學者超過兩百多位，與會

學者來自於歐美以及亞洲，來自台灣的學者有來自政大、中山、中興、輔仁、元智大學等。 

二、與會心得 

   第一天的 keynote speaker 是由 Professor Darren Dahl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與
Professor Angela Le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擔任，兩位皆是消費者行為領域的知名學者。他們分別

分享了走出實驗室進入田野進行消費者行為的研究心得，與整合跨文化、多元背景思考對消費者行

為研究的重要性。在今天網路時代中，快速變動的科技環境對消費者更具影響力，因此學術的研究

更當貼近真實的消費者，因此跨領域整合與整合不同研究方法、觀點、主題是未來的趨勢。接著

在不同的場次的論文發表中，每位學者皆是以20分鐘左右的時間介紹研究的背景與研究成果，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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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場的學者提出問題討論。此次我與本系博士生發表的論文是發表在Working paper session: 
Fluency, Embodied Cognition and Anthropomorphism。在場次期間非常多的學者都來到研究海報發表

的現場，分別在不同的研究發表海報展示前仔細看不同的研究，並且與發表學者進行討論。我們的

研究也有許多學者有興趣做了許多討論。在其他學者討論的過程中，不但是交流對研究的觀點，同

時也交換研究心得與最新研究方法，收穫非常的豐富。大會各場次的主題很廣且內容十分豐富，如：

Consumer responses to multisensory inputs, Crisis management, Choice sets and consumption contexts, 
Social media, Brand and service failure, Framing and perspectives, Antecedents of consumer preference 
for indulgent/hedonic consumption, Ethnographical and sociological analyses of culture, Context matters: 
Time, space, and semantics, Responses to new media, What facilitates (or hinders) self-regulation success?, 
Gamific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Scent, taste, and touch: Sensory information and product perception
等. 除了論文發表的場次之外，其中還有roundtable session，由知名學者組成的圓桌會議，藉由較輕

鬆與實際的經驗分享座談來進行交流與討論。今年討論的主題主要在探討  Conducting Field 
Experiments in Consumer Research。 
 

三、考察參觀活動 

  大會主要安排的參觀活動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參觀，以及 Gala Dinner 安排在可觀賞香港美

麗夜景的餐廳。    

四、建議 

  消費者研究學會的國際學術會議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Research Conference，是行銷領域中

極重要的消費者學術研討，各國學者莫不積極的投入參加。這幾年看到大陸以及韓國參加的學者

不斷增加，展現跨入國際學術平台的企圖心。今年 APACR 台灣學者參加者較往年增加，也許是因

為舉辦地點在香港，因此有鄰近地利之便，但是與大陸學者積極參與度相較仍顯不足。國際學術

會議也是一個可以展現台灣踏入國際的舞台，因此希望科技部可以透過更多的補助，具體的鼓勵

學者能出國參與國際研討會。尤其是對博士生的補助，可以使其在國際研討會中，擴大視野增進

其研究的思考力，強化發表能力。這次本人得以出席此一國際學術會議，感謝科技部的補助，也

謝謝政治大學在經費不足之處予以補助。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會議議程 
2. 會議論文摘要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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