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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這個日益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世代，我們試圖透過對消費者的問卷調查分

析，且嘗試以企業自身角度思考進而整合，提出對燦坤目前最有利益的企業社會

責任提案。 

    我們利用訪問消費者感受及經驗、與競爭對手實例得比較、國內外出色的企

業社會責任案例優劣分析，並利用線上問卷、PEST、SWOT 等工具探討，提出提

案。 

    因為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多數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這個名詞顯然不熟悉，所

以我們決定做一個讓消費者可以「感受」的企業社會責任提案，而非單單只是企

業高喊而消費者無感的名詞。基於以上探討方向，我們選擇在走進燦坤門市中消

費者最直接、最輕易接觸到的展示品為資助物品，透過將這些物品獎勵偏鄉學

童，激勵他們投入地方發展和自身生涯學習。 

    我們希望經由這個提案讓燦坤在盡到企業社會的同時，也提升消費者對燦坤

的品牌印象，從而達到不只盡責且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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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made a most beneficial proposa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Tsannkuen, which tried to integrate the company’s perspective and analysis of 

consumer’s questionnaires in this era of increasing emphasi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We used online questionnaire to explore consumer’s feeling and experience. 

Moreover, we also took PEST analysis and SWOT analysis to make comparison of 

competitor instances and also excellent case analysis at domestic and foreign. 

    However, the conclusion for consumer questionnaires showed that most 

consumer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ter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we decided to make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ject which consumer can feel 

and le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no longer be a slogan in the eyes of consumers. 

Based on the above points, we chose the displays that are the easiest and most 

directly accessible to consumers after they entering Tsannkuen as a major subsidy to 

students in remote areas. We hope that students can be encouraged to invest in loc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through this proposal.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is project will enable Tsannkuen to d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enhance their brand image and the effect of maximizing profit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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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燦坤介紹 

(一) 公司簡介 
   創立：1978 年 9 月 2 日 

   股票上櫃：1997 年 5 月 7 日 

   股票上市：2000 年 9 月 11 日 

   資本額：新台幣$ 1,674,630,730 

   創辦人：吳燦坤先生 

 創辦人簡介 

    創辦人吳燦坤先生，高雄縣人，1951 年 10 月 14 日生。由南台工專畢業，

在 2004 年時從台大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 EMBA 完成進修。於 1977 年開始幫客

戶代工電熱盤業務，當時在台南還是一間小型的代工企業，於 1978 年 11 月 2 

日，在台南保安工業區成立成立了「燦坤實業」。燦坤集團的發展方向和創辦人

的經營理念兩者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創辦人隨和的個性、尊重員工的創意發

揮，使得燦坤可以發展自創品牌銷售範圍遍及國內和國外，「重視人力資源」是

燦坤集團的企業文化，「品質第一、不斷改善；克勤克儉、永續經營」為經營方

針。 

    燦坤集團藉由各地不同文化，利用不同的方式來行銷自己的產品，更利用

創新來補足市場所需要的產品，而目前燦坤集團的目標是成為世界前五大的家電

廠商。 

 (二) 經營理念 
   團隊、誠信正直、創新專業、感恩 

 集團願景 

以設計整合為核心的世界級生活產業集團 

 燦坤 3C 未來 5 年營運策略 

客 戶 滿 意 ： 成為以顧客滿意為核心的服務產業 

四 項 堅 持 ： 會員服務，優質技術服務，高品質第一便宜 

無障礙溝通平台 ： 建立知識管理、速度回應、優質服務的競爭利基 

(三) 公司文化 
   一、經營哲學 

   縱使明天地球會毀滅，燦坤今天依然會種下兩棵葡萄： 

    1.研究發展(R&D) 

    2.教育訓練(Job Training) 

   二、核心能力 

   燦坤的核心能力在於創新能力、並能以超越競爭對手的速度落實策略與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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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司組織架構 
 放組織架構可以讓我們更快理解目前燦坤的分工方式，對於我們這一組的提

案分析極有幫助，了解我們的 CSR 提案會需要哪一些部門一起合作。 

 
 

(五) 旗下品牌 
    一、燦星旅遊 

    二、燦星餐飲 

        1.金鑛咖啡  

        2.90 mile desert  
        3.五花馬 

(六) ＳＷＯＴ分析 
 做 SWOT 的分析，可以讓我們知道目前燦坤相對於他的對手的競爭優勢，

目前分析出來燦坤的員工教育制度非常完善，在維修的技術上有大幅領先，

容易找到適合的人才到偏鄉服務。 

Ｓ (Strength 優勢) Ｗ (Weakness 弱點) 

1. 自創品牌 

2. 管理團隊經營效率 

1. 不易吸引高年齡層消費者 

2.委外作業品質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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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實體店面和網路商店  

4. 商品多樣化 

5. 會員制 

6. 優良的教育訓練 

Ｏ ( 0pportunities 外在機會) Ｔ (Threat 外在威脅) 

1. 消費族群年輕化 

2. 家電產品需求大 

3. 資訊化的來臨，增加３C 市場商機 

4. 廣告媒體多樣化，利用廣告媒體吸           

引消費者購買 

5. 開發中國或東南亞等新興市場 

1. 進入門檻不高 

2.  3 C 產品生命週期短 

3. 同業的低價策略 

4. 同業快速展店，具有規模優勢 

5. 產品相似度高，不易有重大突破  

(七) 燦坤 CSR 履行現況 

 
 此是由燦坤 105 年財報公開書中列舉而出的評估項、相關評估和小組統整

出來的結論 

1. 落實公司治理(燦坤在制定公司政策以及員工績效考核制度尚未與企業社會

責任政策結合)。 

2. 發展永續環境(設立燦坤電氣醫院，提供消費者技術服務平台，以及商品維

修再利用；同時提供「綠色通道」作為消費者的回收管道；響應政府廢四機

回收制度的施行，推出免費回收舊家電的服務；總部及全台近 290 家門市

施行節能政策)。 

3. 維護社會公益(訂定於商品採購政策中，其中包含勞動條件、環保、社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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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等相關議題)。 

4. 加強資訊揭露(架設網站提供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並設有專人更新) 

第二章：針對燦坤消費者之線上問卷 

(一) 為何做問卷調查 
我們設定的問卷第一部分主要想先了解我們所要針對的客群的消費習慣；第二部

分以消費者對燦坤的印象為主，從中取得燦坤可能需要改善的地方，對我們後續

的提案是否能夠結合；最後我們想知道消費者對燦坤原有的 CSR 認知，以利我

們後續應該從哪個方向提出更好的或是新的 CSR 提案。 

(二) 目標客群數據與分析 
 我們以網路問卷中的 Google 問卷做調查分析，主要客群我們設想針對年輕

族群做調查，透過 Google 問卷的平台可直接將選填問卷的表單透過連結直

接發出去，因我們已設定好客群，所以大部分選填問卷的人皆以年輕族群

(19~30)為主，以下調查數據調查人數為 84 人，我們從這 84 人選填的問卷

中去做以下分析。 

 從下面數據來看在我們 108 人的問卷調查中，有 75%的人是曾經到過燦坤

消費過的，而我們想僅針對到燦坤消費過的消費者做分析調查。 

 
 
 
 
 
 
 
 
 

 我們針對的目標客群就下列圖表來看和我們原先設定的一樣，以年輕族群

(19~30 歲)為主，尚未出社會者(如學生)以無收入者或是工讀生居多，其次

以出社會者以月收入 20K~30K 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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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費者消費習慣數據與分析 
 

1. 消費頻率： 

據調查，消費者到店消費頻率主要以一年以上一次居多。

 
2. 購買商品類型： 

調查數據顯示，消費者主要以購買電腦與周邊商品為主，通訊器材與

周邊商品為輔，其次是生活家電與影音設備。

 

(四) 結論 
1. 燦坤改善空間：我們想了解消費者對燦坤的印象，進而找出燦坤需要改善的

部分，所以在問卷中我們先設想好幾項優點讓消費者選填，我們將其中較多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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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選項列在下列表格中的左側，而少部分的人選擇其他選項，自行填寫對燦坤

的印象，我們將較多人反映的問題列在下表格中的右側。我們將調查結果結合做

成以下表格： 

 

大部分人對燦坤印象 少部分人提出需改進的地方 

 

商品種類齊全 

 

服務人員的親和力不足 

 

易達性佳 

 

價格相對較高 

 

商品品質優良 

 

店面擺設整齊度 

易進行退換貨 優惠希望多一點 

 
2. CSR 提案走向：先從我們針對的客群的消費習慣來看，大部分的人皆以購買

電腦設備為主，而有少部分的人反應出優惠希望多一點，所以我們在後續 CSR

的提案中，會加入一些以優惠方式去結合 CSR 的活動，進而在後續的活動細項

中加入服務人員親自到訪基金會、弱勢團體等進行協助，雖然僅有少部分人提出

親和力的問題，但我們仍希望藉此去改善此問題。 

 
 
 

第三章：競爭對手分析—全國電子 

 (一) 公司簡介 
全國電子成立於 1975 年，經營的理念是『本土經營、服務第一』，只要是顧客

的需求，全國電子便會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特價值，主要業務範圍是消費性電子

產品。 

 (二) ＳＷＯＴ分析 
Ｓ (Strength 優勢) Ｗ (Weakness 弱點) 

 
1. 銷售據點多 

2. 品牌形象-溫馨 

3. 店面小展店速度快 

1. 店員專業知識不足 

2. 台灣市場規模小，市場容易飽和 

3. 資訊、通訊產品比較少 

4. 營運成本比同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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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販售中小型家電或電子零件為主 

5. 異業結盟，與品牌大廠合作 

 

5. 販賣相同商品的店較多，價格競爭

激烈 

Ｏ ( 0pportunities 外在機會) Ｔ (Threat 外在威脅) 

1. 消費族群年輕化 

2. 家電產品需求大 

3. 廣告媒體多樣化，利用廣告媒體吸           

引消費者購買 

4. 開發中國或東南亞等新興市場 

5. 和品牌大廠合作 

1. 進入門檻不高 

2.  3 C 產品生命週期短 

3. 同業的低價策略 

4. 產品相似度高，不易有重大突破 

5. 網路商店的快速發展 

 
 
 
 
 
 
 

(三) 燦坤 VS 全國電子 

 燦坤 全國電子 

成立時間 1978 年 1975 年 

資本額 16 億 9000 萬元 9 億 9000 萬元 

主要經營業務 

零售 3C 百貨商品.電熨斗,

咖啡壺,煎烤器及馬達類產

品研發設計.零組件及模具

銷售,技術報酬金等 

家用電器.通訊器材.燈具.

電腦.產品維修及保養服務

業務及電器安裝業務 

員  工 3000 人  1700 人 

品牌形象    專業、便利的服務 揪感心 

營業據點數 288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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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最佳 CSR 實務案例—全國電子 

(一) 全國電子的轉折 
全國電子在以前是相當大的連鎖店，但在順發和燦坤崛起之後，一度幾乎被消費

者的考慮清單上剔除。價格高、據點少一直以來都是全國電子給人的印象。關注

點主要聚焦於：如何去關懷人群，維護地球？而轉捩點主要在於以下： 

1. 秉持「本土經營、服務第一」的創業精神，以提供最優質的商品、最專業的

諮詢、最完善的售後服務，贏得消費者最「足感心」的評價與肯定。 

2. Geo ganm sinm 廣告 

3. 全國電子在這一系列的維新運動之下，推出了一項特價方案是，針對低收入

戶、家境清寒或是成績優秀的學生，都會有不等的折扣。低收入戶最低可以

打到六折。 

4. 員工福利措施：本公司同仁除一般勞保、健保、團體保險外，並享有三節禮

金（端午節、中秋節、年終）、生日禮金、婚喪喜慶補助、員工旅遊代金及員

工購物優惠等福利措施。 

5. 天災捐款，免費協助受災戶維修電器等等。 

(二) 全國電子廣告行銷與推廣的優勢 
1. 感性行銷：將行銷與感人的故事結合，訴說消費者的實際需求與生活點滴，

藉此提升消費者對廠商的好感度。例如：推出「全家歡樂時刻」攝影和感恩

心情告白比賽等。 

2. 價格行銷：以經濟實惠的價格回應消費者的期待，例如：全台 3C 通路 DM 最

新行情電子告示板、保證最便宜、買貴「主動」退差價等。 

3. 公益行銷：成立「華山講堂」提供免費講座、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如協尋

失蹤孩童，同時也鎖定中低收入戶與清寒家庭的學子，推出「你寫心願，我

幫忙」的活動。 

4. 廣告行銷：「全國電子足感心ㄟ」這句話會如此地深植人心，全得歸功於蔡振

豪總經理與吳念真導演，攜手合作推出打動人心的系列廣告，廣告內容的創

意其實都來自於兩人的生活點滴，因此特別能貼近普羅大眾、引起共鳴。 

5. 事件與節慶行銷：針對時事順勢推出優惠活動、強打廣告，以提高消費者的

購買動機，同時也會結合貼心的做法，以落實核心概念。如：新年期間推出

「圓夢金新年新希望，你寫心願我幫忙」活動、開學期間推出「清寒勤學學

生購買翻譯機優惠專案」等。 

(三) 全國電子和燦坤 CSR 實例比較與分析 
 實例比較 

全國電子 燦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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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購買家電可以分期零利率、贈送頭

期款的活動行動關懷單親及低收家

庭。 

2. 2013 年 3 月購買逾 50 噸滯銷高麗

菜於門市送給前 50 名到店消費者，

挽救果農虧損。 

3. 2013 年 9 月參與經濟部能源局自願

性節約能源計畫，年省約 220 萬度

電，獲頒「節能企業獎」。 

4. 舉辦家庭文化復興運動，邀請學童參

觀數位家電體驗館，傳遞家電、3C

產品正確的使用方法與環保知識並

舉辦親子園遊會等。 

5. 2015 年拍攝 40 週年微電影、錄製單

曲 EP 並舉辦慈善演唱會，且將 EP

義賣收入全數捐贈高雄、桃園兩地公

益團體。 

1. 實行節能政策，每年分階段進行重點

改善項目，並設定 10％的年節電目

標(包含更換 LED 照明、改良變頻空

調、調整電力、建立節能管理等)。 

2. 2016 台南強震聯合旗下企業賑災，

捐出 300 萬予台南市社會救助金專

戶，並發動集團內部員工自由樂捐。 

3. 2018 花蓮強震，捐出 300 萬予花蓮

社會局 0206 震災專戶，安排維修工

程師進駐當地門市，提供災區小家電

免費維修、大家電即時報修服務。 

 PEST 分析結果 

Political(全國 CSR 實例第三點) 

可能因為政府目前推廣節能政策，而

推出具環保家電之促銷活動，並藉此

讓消費者得知。 

Economic 
可能因為近期市場經濟情形而將部

分商品給予優惠特賣，或是給因循環

性失業所造成的經濟困難特定補助。 

Social(全國 CSR 實例第一點) 

可能因收入分配不均而產生的消費

結構不平衡給予適當關懷。 

Technological(燦坤實例第一點) 

針對近期有綠能產品新開發或更節

能的環保商品進行特惠。 

(四) 結論 
整體而言兩者相比，全國電子在廣告與形象推廣方面是相當在行的，並且為了不

讓官方口號「足感心」成為空喊，做了相當大量的慈善事蹟來與其對應，也因此

對消費者而言，訴求意願是高的。 

觀點來到燦坤，雖然每次遭遇天災，燦坤的捐款和援助都能來的即時，但欠缺適

量的推廣，導致大眾實質上感受到的溫暖比全國電子要來的少，並且，我們不希

望燦坤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機會只來自於天災救助，可以參考全國電子多舉辦慈

善園遊會、演唱會等等吸引民眾參與，多去貼近民眾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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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最佳 CSR 實務案例—IKEA 

(一) 為何舉例 IKEA 
此舉例主要關注於 IKEA 在企業社會責任這一塊系統性的管理方法、後續評級策

略，還有針對邀請消費者共同參與的 CSR 活動舉例，以及如何呈現給消費者，

並達到可以長期性發展的目標。 

 
 

(二) 消費者共同參與的 CSR—填充玩具募款

活動 
1. 簡介：IKEA 基金會自 2003 年開始籌辦填充玩具募款活動，每年都會舉

辦此項活動，號召消費者共同參與。幫助非洲、亞洲、中歐以及東歐的

孩童，改善其教育環境。而在每年年底，IKEA 每賣出一個填充玩具或每

一本 童書，便會捐贈 1 歐元給救助兒童會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讓他

們推動兒童教育計畫，提供並幫助世界各地貧困的孩童也能有接受教育

的權益。並且為了呼應此計畫，IKEA 在 2014 年規劃一場全球性的繪畫

比賽，邀請孩童設計出他們的夢想玩偶，經由比賽遴選出 10 位優勝者，

將他們所設計的填充玩具在當年製作成限量商品，在全球 IKEA 的通路

上販售。 

 
 
 
 
 
 
 
 
 
 

2.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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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廣方式：IKEA 在其網站闡述舉辦此活動之目的以及理念，供消費者點

閱查看；在社群媒體方面則是放上相關圖文影片、連結 hashtag 讓線上

使用者透過聯結查看互動；而在 YouTube 頻道 IKEA 放上拍攝的廣告影

片，讓消費者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迅速得知此活動的相關訊息。另外，

IKEA 也舉辦了繪畫填充玩具的比賽活動，讓比賽吸引更多消費者得知此

項訊息，進而共同參與活動。而相關媒體、雜誌等平台的報導也都增加

了 IKEA 舉辦此項活動的曝光率。上述幾項推廣方法，讓消費者不論是

在搜尋引擎或是社群平台都能觸及到此資訊，並得知此項活動。 

4. 小結：希望能夠參照 IKEA 此項活動的推廣以及策略，加強消費者對燦

坤致力在 CSR 這一塊的了解，知道燦坤有在做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計畫(因

為在前期問卷調查我們發現許多消費者並不知道燦坤有在執行企業社會

責任也並不理解企業社會責任是什麼)，因此 IKEA 在此激發出我們的想

法，我們希望透過宣傳或舉辦活動，讓消費者「實際」的參與和燦坤一

起實行，進而增加消費者對於燦坤 CSR 的認同，增進彼此之間的互動也

增強校費者對燦坤的品牌印象。 

單位：萬 
單位：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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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相關利害人關係 

 
 
 
 
 
 
 
 
 
 
 
 

(四) 社會影響力 
自 2012 年起 IKEA 會統計三種績效指標，以評估他的社會影響力。在 2013 年

的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對消費者公開，指標共有以下三種： 

員工 

供應商 

關係 

顧客 

社區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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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 IKEA 是一個具有社

會和環保責任感的企業的

員工、顧客、供應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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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CSR 提案的分析與結論 

(一) 消費者對於 CSR 線上問卷分析與結論 
 消費者是否得知燦坤的 CSR 以及相關想法： 

    據調查，大部分的消費者都不大了解燦坤的 CSR 是在做什麼，但其實

他們只是對這個生硬名詞不熟悉，我們將燦坤現有的 CSR 活動列出後，大

部分人皆傾向於支持的。在了解燦坤 CSR 活動後，有近 80%的消費者購買

意願因此提高，相較於前面的調查，其實消費者到店的頻率並不高，且有些

人反應價格偏高，在他們了解到原來燦坤有在做這些社會回饋，不僅是一間

銷售 3C 產品的企業後，他們消費意願是比原本來的高的。

 
 多數消費者支持 CSR 的理念，對此他們提供了一些更好的建議，如：捐助

營業額、捐助更完善的家電，此外他們更多人希望的是，讓社會回饋這個想

法傳遞給更多的人。消費者意見如下圖： 

 

(二) 問卷的分析結論以及本組提案方向 
    由於我們在先前的線上問卷中得知大多數的消費者並不理解企業社會責任

(CSR)是什麼，但消費者理解「福利」、「公益」、「環保」……因此，我們這一組

主張要將企業社會責任化為溫度的傳遞—也就是消費者最直觀的感受，因為消費

者並非機器人，沒有恆定的公式制式化的定義企業社會責任，而是以進入燦坤消

費後的體驗和平日燦坤在線上線下的宣傳認為的品牌印象為主要的認知。 

    因此，我們的最終提案目標設定在讓消費者可以共同參與，並且可以「看」

得到的 CSR，所以接下來我們將針對後續的提案以更加口語化的傳遞方式，讓更

多的人了解到我們要做的是回饋社會大眾，以及設定一套後續評估的計畫，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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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執行之成效評估製成公開的報告書讓消費者看到燦坤在 CSR 上的努力，透過

盡量的系統化執行 CSR，達成長期持續的目標。 

(三) 改善的提案以及新提案 
 從燦坤現有的 CSR 著手改善 

助力偏鄉教育 與基金會或當地機構攜手合作 

→原先做法：將維修過後的二手商品

捐助給偏鄉學童使用。 

→改善方法：部分盈利捐給偏鄉學校

購買教學設備(如投影幕或電腦)。  

→改善原因：現今教學逐漸數位化，

而偏鄉學校缺乏資金以及資源，許多

的設備無法與時俱進，因此讓學校有

資金購買設備可以讓其正視真正的

需求，針對學童的痛點去改善教育品

質，並且在跟上技術時也能延長設備

的使用年限。 

→如何推廣：開學季時可以在官網、

粉專或DM 上放上標語或是學生上課

時使用的照片讓消費者得知。 

→原先作法：將維修過後的再生資

訊、家電產品捐贈給家扶基金會，並

且會贊助義賣家電的愛心園遊會。 

→改善方法：不僅著手在家扶基金

會，也可以聯合就近的關懷老人機

構，透過派遣服務人員到府幫忙維修

家電或是捐助需要的電器關懷獨居

老人等等。 

→改善原因：讓燦坤更在地的關懷社

區，也更符合燦坤「門市開到哪，公

益做到哪」的宗旨。 

→如何推廣：可以透過機構或附近居

民的口耳相傳、與獨居老人們拍攝故

事影片達到讓消費者感受到品牌的

溫度。 

 提案：展示品換新身分鼓勵偏鄉學童 

→提出此提案之原因： 

    電影「老師，你會不會回來？」中的王政忠老師是位在中寮鄉爽文國

中的教師，身處偏鄉深刻體會其教育資源之匱乏、教學環境之城鄉差距、學

習風氣之低迷，為了提振學生的學習動機，王老師從生活教育著手，因此，

他利用學習護照讓表現好的學生集點，並以募集而來的物資作為獎勵，讓學

生用點數換取自己想要的東西，促進學生積極學習並改善成績。 

    受此啟發，我們認為僅僅是用捐助設備的方式只是於硬體方面提升偏

鄉學童的受教權和教學環境品質上的提升，而如何真正鼓勵學童的學習動機

才是重點。正如師鐸獎教師楊傳峰所說：「偏鄉不存在差距，存在的是差異。」

我們認為不應該只是把都市這一套教育模式複製到偏鄉，城鄉生活不同、環

境不同、社區型態更是大相逕庭，都市的升學主義真的適合偏鄉學童嗎？ 

    燦坤於全台門市眾多，而門市裡擺放的展示品是否除了在展示過後便

宜販售外，還有其他更具社會影響力的用途嗎？因此，我們提議將燦坤的展

示品在展示過後贈予這些偏鄉學童當獎勵品，並非是平白贈予或無故捐助，

燦坤獎勵真正積極向學或是投入當地社區活動(例如配合里鄰從事農務或社

區優化等)的學童，不僅僅只是鼓勵成績上的進步，燦坤激勵的將是學童更

在地化、更適性發展、更連結地方生活的熱忱。 

→目標： 

    激勵學童積極向學或投入地方發展，進而對學童個人或地方有所幫

助，累積真正合乎偏鄉學童的學習成果以及適性發展，為偏鄉學童奠基選擇

未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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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廣讓消費者得知： 

1. 將獲得獎勵品學童的感言、照片收錄起來，製成小冊子放在櫃檯或展示

櫃可以供消費者翻閱。 

2. 可以舉辦影片比賽，讓學童自己記錄在當地的社區、里鄰幫忙的過程，

之後選出的學童可以拿到獎勵，而影片可以讓燦坤在電視或電腦展示區

播放，在消費者經過時就會佇足觀看。 

3. 在門市，可以透過詢問消費者認為現場展示的甚麼商品適合贈與偏鄉學

童做為獎勵的用處 (例如在門市靠近出入口的地方擺上板子，讓消費者

在板子上貼貼紙票選出他們覺得最有幫助的展示品) 。如此一來，消費

者有共同參與此活動，便會更有印象燦坤有在做相關公益。 

4. 在展示區旁註記此商品之後會贈予偏鄉學童，請在試用的消費者小心使

用。如此一來，減低展示品的損害也能吸引消費者注意到此項活動。 

→推廣從何做起： 

    我們提議「地區就近化」，先集中於主要被幫助者所在地附近的門市，

在逐漸擴散範圍。例如：離島方面，由於澎湖跟金門都有燦坤據點，因此若

是那邊有優異學童，我們會以附近據點門市裡的展示品為優先獎勵品，同理

比照全台。如此一來既減少運輸的碳排放量也符合燦坤「門市開到哪，公益

做到哪」的宗旨。 

→執行詳細步驟： 

1. 在門市詢問消費者選取贈送之展示品。 

(邀請消費者共同參與) 

2. 選出表現優異的偏鄉學童，公告於官網或其居住地附近之門市。 

(需要領獎者同意尊重隱私、對消費者透明公開且具在地貢獻意義) 

3. 包裝展示品並準備贈送。 

(非冷冰冰或機械化的贈送而是有過包裝，如：包裝紙、貼姓名等) 

4. 派遣人員實地入鄉鎮頒獎。 

(讓燦坤實際了解以及藉由活動照等等和消費者產生情感聯繫) 

5. 運用前述推廣方法開始投入宣傳。 

(透過就近地區化逐漸擴散至全台廣為消費者所知) 

6. 進入此段期間(年或季度)這個 CSR 方案的成效評估。 

(發放參與方案的燦坤、員工、消費者、學童、校方等意見問卷分析) 

7. 透過評估修改這期不足的地方後，發放公開報告書給消費者看。 

(聽取所有關係人意見並檢討過後製作報告對外展現) 

8. 針對報告書進行針對修正並制訂下期更完善的 CSR 方案做法。 

(制訂一段期間並不斷修正可符合關係人期待也看得見燦坤的用心) 

 
 

→提案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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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流程的原因以及結論 

    首先，我們之所以選擇此流程的方式最主要是因為我們要改善之前調

查消費者問卷時衍生的主要問題—消費者並不知道企業社會責任是什麼、也

不知道燦坤有在致力發展這個方面，因此我們希望整個執行提案的過程中能

夠讓消費者知道燦坤確切在做的，並且感受到燦坤的不僅僅是有專業的業務

知識，也是擁有溫度以及溫情的。 

    因此，我們認為在執行之後消費者的反饋是相當重要的，而過程中，

消費者的參與更是不可或缺的，唯有消費者在參與體驗後才能對這項活動產

生深刻印象，之後詢問消費者的問卷則是能協助評估：此期間 CSR 的執行

效力是否符合我們所預期？且可以朝哪裡再精進再改善，觸及到更多消費者

的心理，而只有消費者對燦坤產生了好的品牌印象才能讓燦坤樹立更好的業

內口碑，也就是說，將消費者對於燦坤的品牌印象提高了，才能讓燦坤得到

更有力的行銷方式並且從中獲得更大的盈利，進而可以將 CSR 提升的更好，

而這些，本身就是環環相扣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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