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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早已受到實務界與學術界廣泛地重視，但近十年才在運
動領域逐漸展露研究動能，並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方面加快累積知識的腳步。本
文透過分析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Sport Management Review，以及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三本國際運動管理期刊，在 2008 至 2018
年所發表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 45 篇文章，以瞭解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在運動管理
領域的研究現況，其中包含企業社會責任在運動管理領域之研究數量、研究的區
域與運動種類、研究方法與理論依據，以及研究範疇等，並對未來研究提出展望，
希望企業社會責任議題能夠開啟臺灣體育運動管理未來進行探索的領域，以豐富
運動管理研究議題的多元樣貌，期望研究成果更可做為日後相關體育運動組織實
務管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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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both
scholarship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sports,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programs has gained momentum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while scholarly research
activity on CSR is also gathering pace. In this review, a total of 45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and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from 2008 to 2018 were analyzed. Accordingly, periodic
reports based on systematic analyses of academic journal papers can infor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searchers with a clearer view of the recent statu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Our analysis reviewed articles on CSR identified publication year;
geographical dispersion; sports contexts; social issues investigated;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methods; and theoretically supported. Our discussion provid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before outlining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KeyWords: cause-related market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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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進入 21 世紀後，由於企業與組織不斷地投入關注與資源，在提升社會福祉
等相關活動上，不但讓學者有著絕佳的機會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研究，也使
得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持續不斷地成長 (Aguinis & Glavas, 2012) 。此一議題
之所以為實務與學術界重視，除了因為環保、消費者意識抬頭，使得企業在社會
輿論以及政府規範的壓力，讓企業重新思考本身在社會環境中的定位，更重要的
是，企業在社會責任活動上的投資，能夠為企業帶來利益的回報，並且證實了具
有強化企業在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價值 (Bhattacharya, Korschun, & Sen, 2009;
Malik, 2015) 。
Malik (2015) 整理了過往在管理、會計與財務等領域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研
究，彙整出企業社會責任具有提高營運績效 (Brammer & Millington, 2005; Porter
& Kramer, 2002; Saiia,

Carroll, & Buchholtz, 2003) 、提升產品的市場收益

(Bloom , Hoeffler, Keller, & Meza, 2006; Menon & Kahn, 2003) 、增進員工的工作
效 率 (Valentine & Fleischman, 2008) 、 提 高 資 本 市 場 的 收 益 (Dhaliwal,
Radhakrishnan, Tsang, & Yang, 2012) ，具有風險管理功能 (Dhaliwal, Li , Tsang, &
Yang, 2011) 等種種好處，由此可見企業社會責任對於經營策略上的重要性。
在臺灣，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布了 2015 年是上市櫃企業的「CSR
元年」，規定上市櫃企業中的金融保險、食品工業、化學工業等業者，以及資本
額超過一百億臺幣的大型企業，於 2015 年開始要強制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每年主動向投資人與社會大眾等所有利害關係人充分地揭露，公司在營運過
程中對經濟、環境與社會面之衝擊與承諾。並於 2016 年將強制編制的資本額門
檻降至五十億元外，至 2017 年上市櫃公司出版的報告書已達 515 本，其中以金
融、科技產業為多，除了數量的成長，也有 49%的 CSR 報告書取得第三方保證
或確信，顯示企業重視報告書的品質，有 27.7%的企業在 CSR 報告書回應聯合
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天下雜誌，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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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運動管理領域的 SSCI 期刊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也於 2009
年發行了以企業社會責任為主題的特刊，說明了企業社會責任在運動情境中的特
殊性，以及得以廣泛運用的契機。有鑑於國際學術與實務上，均對企業社會責任
議題有著極大的關注，臺灣近年實務方面亦大力提倡此一議題，因此，本文針對
過往文獻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發展與範疇，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在運動管理領
域的研究現況，並提出未來的展望，希望藉此增進國內研究對於企業社會責任議
題的理解與興趣。

貳、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與範疇
一、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 從二次大戰之前出
現至今，出現了一些競爭、互補與和重疊的概念，例如：企業公民 (corporate
citizenship) 、 企 業 倫 理 (business ethics) 、 利 害 關 係 人 管 理 (stakeholder
management) ，以及永續性 (sustainability) 等，儘管這些主題彼此相關，但企業
社會責任一詞仍為學術與實務界廣泛地接受與使用中，主要的原因在於企業社會
責任具有代表性，並能融合這些主題的基本價值意義 (Carroll & Shabana,
2010) 。
追溯企業社會責任最早提出的相關概念，在於 1946 年美國哈佛商業學院院
長 David 在對 MBA 學生提出的演說，未來的商業領導人必須將增進社會福祉，
視為一種責任扛在肩膀上 (Carroll & Shabana, 2010) 。Bowen (1953) 提到企業領
導者對於企業所從事的管理或是決策過程中，都應負有道德上的義務和責任。到
了 1960 年代的美國，20 世紀中最重要的社會運動包括了人權、女性權益、消費
者權益，以及環保等議題被社會大眾所重視 (Carroll & Shabana, 2010) ，企業也
被社會期待承擔更大的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正式的定義在 1970 年代後急速產生，都朝著企業社會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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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 為主軸發展 (Carroll, 1999) ，Frederick 明確地區分出以動機為主的企業社
會責任 (CSR1) 、行動為主的企業社會回應 (CSR2) ，以及成果導向的企業社會
績效 (CSP) (Frederick, 2008) 。
Carroll (1999) 歸納了過往研究的成果，並提出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模式，
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為四類：獲利是企業基本責任的經濟面、企業遵循法律規範的
法律面、符合社會期待的道德面，以及超越社會期待的慈善面，為企業社會責任
的定義提出了涵蓋企業最基礎以獲利為目的的需求、符合政府規範、超越法律的
社會價值觀，以及達到社會公民的角色等全面性的層次，也成為後續發展同心圓
模式與相交模式的理論基礎 (Geva, 2008) 。而後，Frederick 提出了企業應培養
道德的企業文化，使得研究主軸進入企業倫理的階段 (Frederick, 2008) ，之後企
業社會責任就開始與企業財務績效 (CFP) 的關連性進行探討，並伴隨著全球化
的趨勢，企業公民的概念也就成為潮流至今 (Carroll & Shabana, 2010) 。
從上述的發展背景得知，要為企業社會責任做出一個廣泛性的定義是非常地
不容易 (Aguinis & Glavas, 2012; Carroll & Shabana, 2010; Malik, 2015; Peloza &
Shang, 2011) ，理由在於隨著時代的進步，以及在不同的範疇與情境中，企業被
社會大眾的期待就會有所不同。儘管不容易為企業社會則做出一個廣泛的定義，
但是 Malik (2015) 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會隨著不同的利害關係人 (消費
者、供應商、政府、員工、投資者，以及社區) 而使得企業發展出各自應對的行
為，也會因為企業本身投入社會責任的動機，而有社會、環保、經濟與倫理等多
元的活動形式呈現，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可由利害關係人觀點，以及企業的動機
兩方面著眼。
近年，企業社會責任也在運動領域獲得管理者與學者的關注與重視，甚至有
學者提出由於運動的特殊性與優勢，非常有潛力能夠發展出獨樹一格的”sport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Smith & Westerbeek, 2007) 。在運動領域中，關於企業
社會責任的探討則可追溯至 1980 年，為了推動「給予、慈善」概念，而創立了
運動慈善機構，以職業運動支持社區健康化 (Bradish & Cronin, 2009) 。而 Babi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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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Wolfe (2006) 則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能夠使職業運動聯盟樹立起良好的形
象。因此，就職業運動而言，無論是職業運動的聯盟、其贊助企業主、廠商或職
業運動選手等都應當在運用社會資源時，肩負著社會義務，貢獻自我心力，即「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精神 (Bradish & Cronin, 2009) 。
Babiak 與 Wolfe (2009) 認為運動產業在企業社會責任具有熱情、經濟、利
害關係人管理與透明化等四大獨特性，職業運動可以透過社會責任活動，達到參
與社區公益活動、捐贈金錢幫助弱勢族群，以及成立慈善基金會等實際的企業社
會關懷。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範疇
Ullmann (1985) 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組織在超越直接關係公司營運利
益，用來滿足外部關係人 (顧客、社區、利害關係人、慈善團體等) 的需求、期
望的活動。也就是說，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回應直接 (顧客、股東、債權關係者、
供應商、員工、經理人、政府、工會等) 或間接 (社區、慈善團體、社會大眾等)
與企業運作有關之利害關係人需求的活動，以達到企業形象塑造、組織發展與永
續經營等的企業目標。
Barnett (2007) 為企業投入社會責任活動提出了一種觀點，企業社會責任是
由企業特定的投資所組成，稱之為活動 (activities) ，無論在實務或是學術上，
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可以涵蓋一切相關的企業行動。Peloza 與 Shang (2011) 將企
業社會責任活動的範疇，歸納出三個種類，分別是慈善公益活動
(philanthropy) 、 業 務 相 關 活 動 (business practices) ， 以 及 產 品 相 關 活 動
(product-related) 。
企業社會活動中佔最大部分是屬於慈善公益活動，其中又以善因行銷活動
(cause-related marketing) 最為普遍，其次是現金捐款 (donations of cash) 、以任
何形式支持慈善組織活動、社區參與活動、員工投入志工活動，以及推廣社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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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捐助產品、活動贊助、消費者捐款等等。與企業業務相關的活動，包含環境
保護、童工與血汗工廠、減少產品訊息、多元性服務、虛假或是易誤導的訊息、
倫理行為、社會責任企業、公平交易、供應鏈責任、顧客關係、員工關係、產品
包裝等等。而產品相關的活動，包括有機產品、綠色產品，以及無殘留產品等等
(Peloza & Shang, 2011) 。
在運動領域的企業社會責任範疇方面，Sheth 與 Babiak (2010) 提出了職業
運動賽會的慈善、社區、策略、夥伴、領導者、道德、法律、股東 (利害關係人)
等六項議題。其中慈善議題是關注於球員、聯盟員工和管理者積極參與公益活動
的行為；社區議題則是與當地社區進行交流活動，將運動項目的正面意義傳達給
社區民眾；策略議題是指聯盟和球團需規劃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作為聯盟運作
的方針；夥伴議題指和贊助企業一同規劃或執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活動；領導者議
題則為聯盟和球團的最高領導者必須具有道德慈悲的行為表徵或人格特質；道德
議題為球員禁藥違規問題和聯盟、球團壟斷市場經濟的事件；法律議題是聯盟、
球團和球員必須遵守各級的法律條文；股東議題是關心於聯盟和球團的直接利害
關係人－球迷 (消費者) 各自的意見陳述。
Walker 與 Parent (2010) 進一步將研究對象由職業運動聯盟擴及至非營利
運動組織，以及運動製造業與運動服務業，歸納出 11 項運動組織投入的企業社
會責任活動，包括了慈善公益活動、社區投入、社區發展、環保、文化多樣性、
青少年教育的保障、青少年健康意識的推廣，以及組織運作相關的公平商業準
則、行為準則、工作環境的安全與員工志工服務等，Babiak 與 Wolfe (2013) 則
進一步歸納為運動領域的六大支柱勞工關係、環境管理、永續性、社區關係、慈
善公益、多元性，以及公司治理。運動領域的六大支柱 11 項大致與 Peloza 與
Shang (2011) 所歸納出三大種類 24 項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範疇符合，但是運動
領域基於熱情與利害關係人管理等方面的優勢，仍有在推廣運動與健康意識、青
少年教育以及社區關係經營等方面的獨特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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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企業社會責任在運動管理領域的研究現況
由於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在過去數十年間廣為實務與學術界的重視，在商管領
域針對此一議題曾提出許多文獻回顧的文章 (Aguinis & Glavas, 2012; Carroll &
Shabana, 2010; Malik, 2015) 。在運動管理領域中，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於 2009 年發行以企業社會責任為主題的特刊後，也於 2018 年針對企業社會責任
在職業運動組織有了整合性的文獻回顧 (Walzel, Robertson, & Anagnostopoulos,
2018) ，本文基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在運動管理領域研究的完整性，針對
2008-2018 年國際運動管理領域影響指數前三高的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Sport Management Review，以及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不設限於
職業運動組織，以彙整歸納企業社會責任在國際運動管理領域研究的現況。此
外，亦探討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在國內國科會體育學門之一級期刊 (大專體育學
刊、體育學報、臺灣運動心理學報) ，以及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的研究現況，
其歸納結果分述如下：

一、企業社會責任在運動管理領域之研究數量
如下圖1所示，2008-2018年間，共有45篇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在國際運
動管理領域影響指數前三高期刊中發表，其中以Sport Management Review的21
篇最多

(46.67%) ，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的 15 篇 次 之

(33.33%) ，而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則有9篇 (20%) 。其中2008-2013年間
共有20篇，而2014-2018近5年間則有25篇發表，又以2016年的8篇與2018年的11
篇最多。
而企業社會責任在國內體育學門一級期刊與運動管理領域期刊的研究中，僅
有王志全與陳信憲 (2016) ，以及謝旻凱、葉公鼎與劉孟竹 (2017) 共計2篇在臺
灣體育運動管理學報的研究，相較於國際期刊的發表狀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則
尚未出現在國內體育學門一級期刊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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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08-2018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數量現況

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區域、運動種類
進一步針對三本運動管理國際期刊的45篇研究，探討其研究的區域與運動種
類 。 從 表 1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的 9 篇 文 章 中 ， 除 了 Kolyperas,
Anagnostopoulos, Chadwick, 與 Sparks (2016) 與 Walzel等 (2018) 2篇論述性的
文章之外，有6篇文章 (86%) 是以北美為研究區域，僅有1篇 (14%) 是以歐洲為
研究範圍。從表2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的15篇文章中，除了Yuksel,
McDonald, 與 Joo (2016) 屬論述性文章外，有7篇文章(50%)是以歐洲為研究區
域，4篇 (28.6%) 則是以北美為研究範圍，而南美、亞洲與跨區域研究各1篇
(7.1%)。從表3 Sport Management Review的21篇文章中，除了Lamont, Hing, 與
Gainsbury (2011) 等5篇論述性文章外，有10篇 (62.5%) 是以北美為研究區域，4
篇 (25%) 則是以歐洲為研究範圍，跨區域與大洋洲則各1篇 (6.25%) 。
從 上 述 的 結 果 來 看 ， 三 本 期 刊 以 北 美 為 研 究 區 域 為 最 多 共 計 有 20 篇
(54%) ， 歐 洲 其 次則有 12 篇 (32.4%) ， 而亞 洲 、大 洋 洲與 南美洲 則 各 1 篇
(2.7%) ，跨洲研究則有2篇 (5.4%) 。
在運動種類方面，從表1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的7篇文章中，探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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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運動者有2篇 (28.6%) ，美式足球亦有2篇 (28.6%) ，棒球、賽車、英式足球
各1篇 (14.3%) ，且7篇皆屬探討職業運動。從表2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的14篇文章中，探討足球有7篇 (50%) ，奧運等大型賽會3篇 (21.4%) ，
籃球2篇 (14.3%) ，未針對運動種類者1篇 (7.1%) 。從表3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的 16 篇 文 章 中 ， 探 討 多 種 運 動 者 有 6 篇 (37.5%) ， 美 式 足 球 有 2 篇
(12.5%) ，路跑、籃球、英式足球、橄欖球與奧運會各1篇 (6.25%) ，而未針對
運動種類者3篇 (18.8%) 。
而三本國際期刊中，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的7篇 (100%) 皆屬探討職
業運動，而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則有8篇 (57%) 是探討職業運
動，而Sport Management Review則有9篇 (56.25%) 是探討職業運動，合計共有
24篇 (64.9%) 的文章是探討職業運動。

表1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彙總表
作者(年代)

地區

運動種類

研究方法

理論

範疇

Walker & Kent (2009)

北美

NFL

質與量

社會認同

工具性策
略

Babiak & Wolfe (2009)

北美

MLB NFL

質性

內部資源

略

NBA NHL
Sartore-Baldwin & Walker

北美

量化

NASCAR

社會認同

工具性策
略

(2011)
Inoue, Kent, & Lee (2011)

工具性策

北美

MLB NFL

量化

利害關係人

經濟效益

NBA NHL
Heinze, Soderstrom, &

北美

NFL

質性

無

社區發展

北美

MLB

質性

評估方案

社區發展

歐洲

職業足球

質性

消費者文化

工具性策

Zdroik (2014)
Kihl, Babiak, & Tainsky
(2014)
Kolyperas等(2016)

略
Bjärsholm(2017)

無

Walzel等(2018)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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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方法與理論依據
針對三本運動管理國際期刊的45篇研究，探討其研究的方法與理論依據。從
表1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的7篇文章中，有4篇文章 (57.1%) 是以質性研
究方法為主，2篇則是採取量化研究 (28.6%) ，另有1篇是採取質性與量化混合
方法 (14.3%) 。從表2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的14篇文章中，有7
篇文章 (50%) 是以量性研究方法為主，6篇 (42.9%) 則是採取質性研究，另有1
篇是採取質性與量化混合方法 (7.1%) 。從表3 Sport Management Review的16篇
文章中，有11篇 (68.7%) 是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5篇 (31.3%) 則是採取量化研
究方法。
從 上 述 的 結 果 來 看 ， 三 本 期 刊 以 質 性 研 究 方 法 為 最 多 共 計 有 21 篇
(56.8%) ， 量 化 研 究 則 有 14 篇 (37.8%) ， 而 質 性 與 量 化 混 合 研 究 則 有 2 篇
(5.4%) 。
在理論依據方面，三本國際期刊有關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的研究中，未有明確
的理論依據者最多，共計有14篇 (31%) ，而以利害關係人理論作為理論依據者
共計有9篇 (20%) ，以社會認同理論作為理論依據者共計有7篇 (15.6%) ，以歸
因理論則有4篇 (8.9%) ，制度理論則有3篇 (6.7%) ，計畫行為理論則有2篇
(4.4%) ，策略建構理論亦有2篇 (4.4%) ，而內部資源理論、評估方案理論、消
費者文化理論、決策理論、聯結學習理論與認知情感理論則各有1篇 (2.2%) 。

表2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彙總表
作者(年代)
Breitbarth &

地區

運動種類

研究方法

理論

範疇

歐亞美

職業足球

質性

利害關係人

工具性策略

北美

NBA

質性

無

社區發展

歐洲

FIFA 世足賽

量化

無

善因行銷

Harris(2008)
Giannoulakis &
Drayer(2009)
Chanavat等 (2010)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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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彙總表(續)
作者(年代)
Jin, Zhang, Ma, &

地區

運動種類

研究方法

理論

範疇

亞洲

奧運

量化

計畫行為

環保

歐洲

職業足球

質性

利害關係人

社區發展

歐洲

奧運

質性

利害關係人

工具性策略

北美

NBA

量化

社會認同

工具性策略

歐洲

職業足球

質性

決策

工具性策略

歐洲

大型運動賽會

質性

策略建構

社區發展

社會認同

善因行銷

Connaughton (2011)
Hamil & Morrow
(2011)
Dowling, Robinson,
& Washington (2013)
Kim & Walker
(2013)
Anagnostopoulos,
Byers, & Shilbury
(2014)
Djaballah, Hautbois,
& Desbordes (2015)
Yuksel等 (2016)
Kulczycki &

歐洲

職業足球

量化

歸因

工具性策略

北美

MLB

量化(實驗)

歸因

善因行銷

Koenigstorfer
(2016a)
Joo 等 (2016)

社會認同
Kulczycki &

南美

FIFA 世足賽

量化(縱貫)

歸因

工具性策略

北美

無

量化(實驗)

歸因

工具性策略

歐洲

職業足球

質與量

制度

工具性策略

Koenigstorfer
(2016b)
Kim, Smith, & Kwak
(2018)
François, Bayle, &
Gond (2018)

四、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研究範疇
本文將研究範疇歸納為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工具性策略、經濟效益以及善因
行銷的工具性範疇，以及社區發展、環保、人權等利害關係人範疇。三本運動管
理國際期刊的研究中，以工具性策略為最多，共計有18篇 (41.9%) ，而以社區
發展為範疇者共計有10篇 (23.3%) ，以環保為範疇者共計有8篇 (18.6%) ，以善
因行銷則有5篇 (11.6%) ，而經濟效益與人權各1篇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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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彙總表
作者(年代)

地區

運動種類

研究方法

理論

範疇

利害關係人

工具性策略

量化

認知情感

工具性策略

質性

無

環保

無

環保

Lamont等 (2011)
Walker & Heere (2011)

北美

NHL
NASCAR

Gibson, Kaplanidou, &

北美

多項運動

Kang (2012)
Kellison & Mondello
(2012)
Inoue & Kent (2012)

北美

NFL MLB

量化

無

環保

Mallen & Chard (2012)

北美

運動設施

質性

利害關係人

環保

Paramio-Salcines, &

歐洲

職業足球

質性

制度

人權

北美

MLB NFL NBA

質性

制度

環保

Kitchin (2013)
Trendafilova, Babiak, &
Heinze (2013)

NHL

Lee & Ferreira (2013)

北美

NFL

量化(實驗)

社會認同

善因行銷

Sparvero, Warner, &

北美

路跑

質性

無

工具性策略

Rundio & Heere (2016)

北美

奧運

質性

利害關係人

社區發展

Flöter, Benkenstein, &

歐洲

量化(實驗)

無

工具性策略

Tingle (2016)

Uhrich (2016)
歐洲

多項運動

質性

策略建構

工具性策略

歐洲

職業籃球

質性

利害關係人

善因行銷

Rowe, Karg, & Sherry

歐洲

職業足球

質性

無

社區發展

(2018)

北美

NFL

Batty, & Gee (2018)

大洋

職業橄欖球

質性

利害關係人

社區發展

無

環保

量化(實驗)

聯結學習

工具性策略

質性

計畫行為

社區發展

Djaballah, Hautbois, &
Desbordes (2015)
Schyvinck & Willem
(2018)

洲
Sartore-Baldwin &
McCullough(2018)
Lee & Babiak (2018)

北美

Sparvero & Warner (2018)

北美

NFL

社會認同
Lamont & Kennelly

無

社區發展

無

環保

(2018)
Orr & Inou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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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展望
基於上述有關企業社會責任在運動管理領域之研究現況，本文進而提出企業
社會責任在臺灣體育運動管理未來可供應用，以及開啟研究探索之可能性。本文
分別由研究議題、研究方法，以及理論運用等三方面進行論述，以供未來研究應
用之參考。

一、研究議題
根據企業社會責任在國際運動管理期刊的研究現況得知，將投入企業社會責
任活動視為企業的工具性策略之研究為最多，這樣的現況顯示了目前學術界仍在
不斷地驗證企業投入社會責任活動，是否能夠對企業帶來有形與無形的利益回報
(Walzel, Robertson, & Anagnostopoulos, 2018) 。然而，過往研究指出，投入社會
責任活動不但能夠讓企業獲得良好聲譽，持續保有正面的企業形象，更可能為企
業帶來消費者對於品牌知名度、品牌偏好與品牌忠誠度，甚至招募到積極優秀的
員工等多方面的好處 (Lee, Kim, Lee, & Li, 2012) 。
此外，企業投入社會責任活動是為了社區發展之研究為次多，深入探討發現
主要為職業運動組織在進行企業社會責任時所考量之重點，國外職業運動之經營
發展往往採行屬地主義，因此，職業球隊經常針對所屬城市與社區進行公益活
動，以達「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精神 (Bradish & Cronin, 2009) 。
而環保議題亦為運動管理領域近年重視之另一議題，其中包含運動設施與運
動賽會對於環境影響的深思，這樣的研究趨勢也與企業肩負社會與環境永續發展
之責任，做為企業公民的概念有關 (Carroll & Shabana, 2010) 。
綜上所述，基於利害關係人理論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針對外部利害關係人
(消費者、社區、慈善團體等) ，以及內部利害關係人 (股東、經營者、員工等) 進
行社會責任活動對於企業之社會績效衡量。此外，企業投入社會責任活動是一項
長時間的投資，對於上述內、外部利害關係人關係之建立、維持與發展亦是值得
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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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根據企業社會責任在國際運動管理期刊的研究現況得知，以質性研究方法為
最多，量化研究次之，而質性與量化混合研究僅有2篇。其中量化研究絕大多數
是以橫斷性方式蒐集資料，縱貫性研究僅有一篇，此外，能夠探究變項與變項間
因果關係的實驗研究法亦僅有兩篇。然而，研究方法質性與量化之選擇，與研究
欲解決之研究問題，以及研究者對於問題看法、角度之研究派典有關。期望未來
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在運動管理領域能夠有更多元的探討與發展，並且對於該議題
有更深入的研究發現，建議未來研究者在藉由質性研究探究經營者投入社會責任
活動背後的動機，利用縱貫性研究追蹤企業投入社會責任活動的趨勢，以及採取
實驗研究探究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外部消費者、內部員工等利害關係人影響之因果
關係 (Walzel, Robertson, & Anagnostopoulos, 2018) 。

三、理論運用
根據企業社會責任在國際運動管理期刊的研究現況得知，在理論依據方面，
未有明確的理論依據者最多，這與企業社會責任議題近十年來才在運動管理領域
受到關注有關。此外，基於目前尚屬驗證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利害關係人之社會績
效，因此，利害關係人理論是目前運動管理領域作為理論依據最多者，建議未來
研究者可以繼續驗證拓展理論邊界，亦可以結合心理學或是其他領域之理論，探
究企業社會責任為何能夠強化各種利害關係人利益之原因。
此外，伴隨著近年運動管理領域有關發展理論架構的論述性文章逐漸發表
(Kellison & Mondello, 2012; Lamont & Kennelly, 2018; Orr & Inoue, 2018;
Sartore-Baldwin & McCullough, 2018) ，建議未來研究者亦可以針對這些理論發
展之架構，進行理論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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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儘管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在國內外商業企管領域已受到廣泛地關注，而在運
動管理領域方面，自2008年起的十多年間，才在國際運動管理期刊逐漸受到重
視，而在國內運動管理領域亦是剛剛起步的階段。透過本文對於企業社會責任過
去的發展與範疇，以及目前在運動管理領域研究現況的簡述介紹，並提供未來研
究方向之建議，希望能夠開啟臺灣體育運動管理未來進行探索的領域，以豐富運
動管理研究議題的多元樣貌，期望研究成果更可做為日後相關體育運動組織實務
管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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