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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有別與過往的一年，COVID-19 冠狀病毒導致全球疫情大流行，對全

世界人們帶來巨大的變化。宏碁持續與產業及演變中的生活型態並行發展，創新

並同時拓展業務到嶄新的領域並強化企業韌性。隨著社交距離的規範、居家工作

及線上學習形塑而成的新形態，宏碁亦致力確保消費者能藉由我們提供的產品及

服務，以便在工作、學習、聯繫朋友及家人的日常生活中維持正常運作。

2020 年，我們亦連續第四年舉辦的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專案獎，新增「COVID-19」

類別，表揚在疫情期間持續對社會提供正面力量，或運用我們的核心能力，協助

弱勢族群及中小型企業持續維持學習及企業營運的專案。此外，宏碁在企業責任

的努力獲得永續發展指標的認可。今年報告內容也依循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

組 (TCFD) 框架揭露因氣候變化所導致的財務影響。宏碁將持續秉持公開、一致

性的溝通，與我們的相關利益夥伴合作，打造具備韌性及未來的永續型企業。

董事長暨執行長

連續第七年入選
MSCI ESG 領導者指數

2021 永續年鑑評鑑結果
宏碁榮獲銀獎

入選台灣永續指數

MSCI評級獲AA級

連續第七年入選
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

連續第五年入選
富時社會責任新興市場指數

Ecovadis CSR Rating榮獲金獎

華爾街日報評選
全球百大永續管理企業

獲Forbes世界最佳雇主報告

ISS ESG Rating 獲得 Prime

WSJ 100
Forbes

董事長暨執行長的話 2020-2021年重要成果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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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宏碁資訊通過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暨 ISO 27701 
個人資料保護認證，宏碁公司

亦完成 ISO 27001 覆核

公司治理／經濟

董事及公司代表人

「宏碁反賄賂及反貪腐政策」及
「宏碁集團業務行為準則」涵納

範圍擴及董事及公司代表人

完成掛牌上市、上櫃
登錄興櫃交易

 宏碁集團子公司智聯服務、
展碁、宏碁資服完成上櫃、

上市與興櫃登錄

全球反貪腐反賄賂教育訓練
 6,201人次，完訓率 84%

84 %

全球獲准專利件數

719 件

全球接受員工業務行為準則教
育訓練 7,025人，完訓率 91%

91 %
超過 880 萬台產品使用消費後再生
塑膠 (PCR)，佔硬體營收比例 24%

超過 880 萬台

不含鄰苯二甲酸酯之產品出貨超過 
600 萬台，總金額超過 41 億美金

超過 600 萬台

ISO 27001

獲得全球資通訊科技應用傑出
貢獻獎(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 -「傑出 COVID-19 最

佳產業解決方案(COVID-19 
Best Industry Solutions)」

全球首獎

環境

資訊產品事業營運再生能源使用率

60 %
2020 年宏碁台灣太陽能發電總量

324 萬度

供應鏈管理

關鍵供應商完成以科學為基礎
的減碳目標 (SBT) 設定

45 %
冶煉廠符合或參與 OECD 

盡責調查指南的第三方機制

100 %

2020 年達成較基準年 2009 年
中期目標

達成減碳 60 %
 

全生命週期盤查及分析
 

全球首獎

涵蓋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
與螢幕等產品線之 8 個機種

全球社會公益與社區參與
投入金額共新台幣 5,845 萬元

約佔公司盈餘 1 %

5,845 萬元

社會

美國商業雜誌《Forbes》發表
《世界最佳雇主》報告，
列出 750 家最佳企業，

宏碁名列第 246 名

第246 名

共同合作社會專案的利害關係者

601家

2020企業社會責任績效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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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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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巴西於 2020 年連續三年獲得
百大梅洛雷斯客戶服務優良獎

100 MELHORES CLIENTE

宏碁德國自2014年起，即獲得此
項由德國當地媒體和服務品質組

織所頒發的獎

德國電腦製造商最佳支援和顧問獎

宏碁奧地利贏得產業優良：客戶滿意度調查
與售後服務獎

客戶滿意度調查與售後服務獎

宏碁西班牙連續三年贏得客戶滿意度調查獎

客戶滿意度調查獎

宏碁瑞士獲得最有價值服務獎

最有價值服務獎

德國測試詢問他們的客戶會向人推薦哪個品牌。獲得高推
薦獎，表示該品牌推薦度高於行業平均水準

德國測試高推薦獎

客戶肯定



超過 90%的員工投入全球專案計畫(Project Humanity)   

2025永續目標

策略方向 2025 目標 SDGs面向

核心產品使用 20-30%消費後再生塑膠料：
筆電/桌機/螢幕

循環經濟

氣候變遷

超過

社會影響力

永續設計

回收材質

減塑包裝 

再生能源

能源效率

減碳承諾

友善環境

資訊教育

員工認同  

20-30 %

個人電腦平均能源消耗降 45% (2016-2025) 45 %

宏碁集團達成使用 60%再生能源
2035年達成 RE 10060 %

80%的關鍵供應商承諾 RE 100
或訂定科學減碳目標 (SBT)   80 %

80%的全球員工高度認同公司   80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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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治理

我們透過企業永續委員會(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Committee, CSC) 整合

企業社會責任策略思考，並提升永續

績效。委員會下設立工作小組。2020

年召開兩次永續委員會，審視各工作

小組的永續行動和落實狀況、回應利

害關係者的要求和期待、設立 2021 

年永續目標、與審視中長期目標。

在 2020 年第四季的委員會上，主席

肯定公司在 ESG 表現上卓越的進步，

也進一步裁示：永續發展辦公室需支

援各子公司建立結構和策略性的企業

社會責任管理。

2021 年 3 月起永續發展辦公室，已更名為 ESG 辦公室，目標是將環境、社會與

治理 (ESG) 嵌入公司政策，策略，計劃和行動中，為宏碁提升價值，成為公司與

利害相關人溝通與合作的平台，與永續宏碁的創新催化劑。

宏碁永續治理組織

公司治理

風險管理

環境政策與管理

創新與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責任供應鏈管理

綠色電力

CSC 工作小組

企業永續委員會 (CSC)

董事會

區域總部企業永續小組

ESG 辦公室

分公司企業永續代表

監督與管理 支援與協助

永續倡議與參與

全面性永續發展議題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

人權

責任商業聯盟 (RBA)

負責任礦產貿易公私聯盟 (PPA)

負責任礦產倡議 (RMI)

綠色趨勢 / 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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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畫 (CDP)



2020 年，共計稽核 93 家次。有 87 家次採現場稽核， 6 家次採用遠端影音搭配

文件審查的方式執行。2020 年受稽核的供應商直接員工超過 19 萬人，接受面談

之直接員工 3,617 人，超過 8 成的稽核，採 RBA 有效性稽核程序 (VAP)。 

負責任的供應鏈

現場稽核結果

相比於 2019 年，2020 年二階供應商的 CDP 問卷回覆率從 33%提升到 60%，將氣

候變遷納入商業策略的比率提升到 82%，而設定減排目標的比率也提升到 61%。

環境面

2020 年，達 100%冶煉廠符合或參與 OECD 盡責調查指南的第三方機制。

社會面

2020 年，供應商在企業社會責任評分卡上的平均表現持續提升，近 61% 的供應

商達到優異水準，近 37% 供應商屬於中等表現。我們也透過季度業務審核會議

或其他溝通方式，要求表現較為落後的供應商展開相對應的行動，以提升企業社

會責任績效。

企業社會責任評分卡

2016-2020年稽核類別與次數

稽核次數

第一階供應商稽核數 第二階供應商稽核數

2016

70
103

2017

71
348

2018

105
709

2019

101
825

2020

93
827

2016-2020年受稽核製造供應商直接員工與累進直接員工數

直接員工數(萬) 累積直接員工數(萬)

2020

139.3
19.3

2019

120.0
21.1

2018

98.9
25.4

2017

73.5
15.0

2016

58.5
4.0

供應商達成比例 20162015 2017 2018 2019 2020

71% 97%83% 83% 96% 96%合格冶煉廠比例

83% 99%89% 87% 98% 100%合格與參與中冶煉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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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宏碁於全球獲准 719 件專利，其

中，泛亞、泛美等區域專利獲准件數皆較 

2019年成長。台灣區域申請專利件數為台

灣第2名，核准專利（公告發證）排名為台

灣第 3 名。

宏碁持續研發出多項軟硬體應用技術，涵蓋

產品各層面，而我們所推出的多項產品與服

務，也持續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創新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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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院感染管制和抗藥性
監測系統(THAS)

電動自行車能源模組

創新產品

AI 輔助診斷軟體 VeriSee DR

以系統監測院內感染和抗生素抗藥性 結合綠能環保與車聯網技術的電池管理系統

透過科技確保人類健康

Predator PowerGem 
散熱解決方案

更散熱、性能更高

超氧抑菌機

透過科技進行用水殺菌



環境

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TCFD）

宏碁於2020年正式導入聯合國金融穩定理事會提出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Recommendations)，進行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露的現況分析、氣候風險鑑別

與財務量化，並公開揭露氣候變遷對宏碁潛在的財務衝擊與未來的因應策略。

主要鑑別出之氣候風險矩陣的兩項高度風險因子為「暴雨」和「平均溫度上升」；

並針對此兩項高度風險進行深入的氣候情境分析，評估其帶來之潛在財務影響，亦

將投入適切資源減緩負面衝擊。

使用綠色電力

總計宏碁集團綠色電力超過 1,700 萬度，若僅採計再生能
源憑證使用度數，則佔資訊產品事業相關營運達 61%，佔
全集團範疇二用電的 44%

2021年，宏碁承諾將在2035年全面採用再生能源，並宣
布加入RE100倡議

降低產品運輸碳
排放

重慶的筆記型電腦的運輸上，我們優化陸運的操作模式，
全年有 50% 的 20 呎和 40 呎貨櫃以併車的方式運輸到深
圳，節省約 285 萬美金運輸成本，以及 312 公噸碳排放

謹慎管理原物料
化學物質

不含鄰苯二甲酸酯之產品出貨量，各產品線共計超過 6 百
萬台裝置，總計金額超過 41 億美金

使用消費後
再生塑膠料

2020年再度擴大使用將PCR運用在筆記型電腦產品材料
中，共計超過 880 萬台產品中使用 PCR，佔硬體營收比例
達 24%，以強化落實循環經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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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達成較基準年 2009 年減碳 60%的中期目標

62%

較基準年減碳達

年度排放量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202020192018

2009年基準年排放量

暴雨 平均溫度上升



社會

本計畫在 2020 年持續發展，除了鎖

定「教育」、「環境」等主題之外，

並關注全球重大事件：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在全球疫情產生巨變與

衝擊下，宏碁同仁持續關懷社區、運

用核心能力，捐贈電腦與幫助線上學

習的支援，支持學生在家也能繼續參

與遠距教學，同時也幫助弱勢團體和

中小企業能夠連線在家工作，維持經

濟與營運能力。持續為社會帶來正面

影響力。

企業社會責任專案獎

宏碁全球CSR專案總體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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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人時 8,768

貢獻總值註(USD) 2,212,352.59

觸及與受幫助者 92,871

合作的利害關係者 601

註：貢獻總值是由現金、產品、人力投入等項目換算
為貨幣價值

宏碁荷蘭 宏碁台灣 宏碁台灣 宏碁美國

宏碁伊比利亞 宏碁日本 宏碁法國 宏碁瑞士

台灣

日本

泰國

菲律賓

馬來
西亞

印度

德國

瑞士

伊比
利亞

美國

法國

荷蘭

教育 疫情應變 健康

環境 慈善公益



https://www.facebook.com/Acer
https://community.acer.com/
https://twitter.com/Acer
https://www.youtube.com/user/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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