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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關於本報告
自 2009 年 8 月發行「2008 年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後，本報告為宏碁集團發行的第二份企業責任報告，主要呈現我們對於企業責任
與關鍵永續議題的看法、作為、成果以及未來的行動方向，未來我們預計將每年發行企業責任報告書。原則上我們依據合併報表的原
則設定組織邊界，2008 與 2009 年之間並無重大差別，報告範疇含括集團下子公司，但不包括轉投資事業，且其中部分績效資訊尚未
完全含括在內；而本報告書呈現的資訊以 2009（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資料為主。
本報告內容架構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 Initiative, GRI）的第三代綱領（GRI G3）編撰，由於許多資料的收集
系統尚陸續建置中，因此將於準備更為完善後，再進行報告書驗證之程序及動作。

部分細節與財務資訊，我們亦於公司網站「投資人關係」網頁中有更詳盡的揭露與說明。
關於更充分與即時性更新的永續資訊，請參考本公司的永續經營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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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意旨
今年企業責任報告書的主題訂為「It's Time」，主要的意涵有三；一是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
擊日愈嚴重，當下已經是展開抗暖化積極行動的關鍵時刻；其二是為了積極實踐減緩全球暖化的行動，
我們推出新一代輕薄省電的筆記型電腦 Timeline，這也是我們開始運用核心能力實踐永續的關鍵時刻；
第三是我們將致力在 2010 年成為全球筆記型電腦的最大品牌廠商，此刻正是我們拿下第一，發揮更大
影響力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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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2009 年度，不論是世界經濟的發展，或是氣候變遷與減碳議題，均是國際矚目之焦點，宏碁身為企
業公民之一，在追求持續成長之時，亦積極因應永續發展之挑戰。我們將今年的報告書主軸訂為「It's
Time」，於報告中將我們的核心能力與永續議題結合，以展現宏碁於 2009 年度的永續績效與成就。

企業責任管理
我們於 2009 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筆記型電腦品牌及第二大個人電腦品牌，並在事業版圖日漸擴大的同時，持續推動宏碁企業責任政策，
舉辦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傾聽利害相關人的聲音，並追蹤 2008 年度八項國際利害相關人對宏碁之期許的因應結果。未來，我們
除了持續舉辦宏碁社會責任論壇，也將建立內部企業責任資訊分享平台，進一步強化內外溝通，將永續議題深植企業核心。

Timeline ─ 氣候友善筆記型電腦
為回應消費者需求與利害相關人期待，我們於 2009 年度推出氣候友善的筆記型電腦產品 Aspire Timeline，運用多項硬軟體省電設計
讓電池使用時間延長至 8 小時，此外並推出不含聚氯乙烯 (PVC)、溴化阻燃劑 (BFRs) 成分的機型，推動讓以環保為訴求的產品成為
市場主流，未來我們對內將持續推展產品無害化（HSF）計畫，針對宏碁部份新產品進行試作與量產活動，對外則將積極參與國際無
鹵製程相關立法討論。

溫室氣體盤查
我們從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擴充至產品與服務相關運輸以及供應鏈等溫室氣體盤查，並與供應商成立產品碳足跡工作小組，負起帶
領供應鏈的責任，逐步要求一階與二階供應商進行碳資訊揭露。未來，我們除了研擬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之外，也預計參與國內外碳足
跡相關標準之討論與研訂，並計畫明年擴大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供應鏈管理計畫，提升參與國際碳揭露的供應商家數增加 25% 以上。

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2009 年內湖辦公區首次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此外，宏碁汐止總部也於 2009 年建立 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並通過驗證，使得宏碁的品質、環境管理及職業安全衛生系統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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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
我們抱持著與供應商共同合作與努力的態度，一方面制定管理規範，一方面也利用多方管道與供應商溝通。2009 年，我們要求供應
商簽署「供應商行為準則符合性聲明」，並擴大供應商自我評估問卷（SAQ）評估與分析的項目，與第三方驗證單位合作，啟動現場
稽核機制，確認供應商在社會及環境責任的實際執行狀況。未來預計增加供應商稽核數量，導入供應商社會環境責任績效評比，並提
供相關教育訓練，以在要求供應商的同時，同步提升他們持續改善的能力。

員工關懷
我們了解「人員才是關鍵」，故透過多重管道，如園丁會與員工線上調查，了解員工意見及回饋，並致力於營造健康優質的工作環境，
舉辦多樣化的育樂活動，提供豐富的福利措施。在 CSR 教育訓練上，2009 年，我們於台灣區開始導入 CSR 訓練，並預計在將來建
立線上學習系統及執行 CSR 線上教育。此外，我們也於 2009 年修訂新的「宏碁集團業務行為準則」，作為員工從事業務行為之依歸。

消費者溝通
為提供宏碁客戶更方便的服務，我們於 2009 年完成諸多調整，包括整合 Acer 品牌全球下載中心系統並統一全球頁面，擴大全球旅約
保固（ITW）政策，以及大幅增加中國地區的服務據點。此外，我們也負起「提昇消費者環境與社會責任意識」的責任，在推出環境
友善產品的同時，舉辦客戶社會責任參與方案，邀請消費者共同參與轉型為環境友善的消費模式。

社區參與
2009 年宏碁集團全球各營運據點總計約有 81 個社區參與活動，我們並於員工請假管理辦法中新增「志工假」假別，以支持及鼓勵參
與社會關懷的員工。2010 年，我們預計發展開創數位機會之社區專案，將我們的核心能力，進一步回饋社會。

本報告為現階段宏碁的企業責任績效展現，我們了解永續議題會因利害關係人的期待與社會環境的改變而有所變動，而身為一個領導
性的國際品牌，我們會致力於將企業責任深化到核心能力，在永續議題上與供應鏈建立更密切的夥伴關係，並秉持謙卑學習與樂於分
享的態度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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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企業責任的關鍵時刻
2009 年目標達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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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目標達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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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責任管理
• 發佈集團企業責任報告書

• 舉辦 CSR 論壇與國際利害關係人溝通
• 雖召開在地利害關係團體溝通會議，但邀請之代表選擇不出席




，未能展開進一步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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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 持續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供應鏈管理計畫
• 推出外殼與主機板不含 BFR 之產品
• 推出 Aspire Timeline 高續航力機種
• 持續印度地區廢棄產品回收計畫

供應鏈管理



• 由 Acer 內部稽核員與第三方驗證單位
共同展開供應商 SER 現場稽核行動
• 收集並分析供應商 SAQ，並對供應商進行 SAQ 績效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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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 「綠色」與「移動性」產品
– NetBook 、Timeline 系列上市
3
• 完成 Acer 品牌全球統一的先進下載專區
4 • 持續推動與消費者一同關懷環境及社會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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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CSR 訓練
6 5 • 台灣區舉辦資訊產品全球運籌中心新進同仁

• 完成員工業務行為守則之訂立

6 5

3
4

社會參與
• 完成並發佈宏碁志工政策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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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金融海嘯後依然持續動盪的一年，也是經濟谷底回升
的一年。各界對於企業的信任，再次面臨空前的考驗，企業責任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的履行，特別是社會責任，受到
更多的檢視。金融業在此次風暴中，充分讓人們體認到，沒有穩
定繁榮的經濟，不可能有永續發展的未來。我們也因此更深刻體
認到致力於尋求經濟、環境、與社會的三重盈餘（Triple bottom

line），在邁向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在全球振興經濟的方案中，無論是公部門或私部門，綠色科技與
綠色成長幾乎是毫無例外地成為聚焦的領域。如何邁向永續發
展，轉變成為一種機會的辨識與開發，長期投資的價值已隱然
浮現。對於 ICT 產業而言，全球電子業永續倡議組織（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 在 2008 年 出 版 的 SMART
2020，為電子業在因應能源與氣候變遷的路徑上，提供一個明
確的指引。2009 年，世界產業的綠色科技競賽已經開跑，領先
企業無不致力於希望能成為當下與未來挑戰的解方供應者，ICT
產業也不例外。

2009 年 底 在 丹 麥 哥 本 哈 根 舉 辦 的 聯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第 15 屆 締 約 國 大 會（COP15）， 雖 然
無法如期達成 2013 年至 2020 年的全球減碳政策架構協議，
不過全球暖化不能超過 2 ℃已是共識，2050 年工業化國家巨幅
減量的目標不會改變，開發中國家也勢必要以合宜的減碳行動
（National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加入抗暖化行列。
人類共同攜手因應氣候變遷，已到了刻不容緩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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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階層聲明

董事長的話

我們在 2009 年仍然持續與利害關係人議合，透過溝通、論壇、
揭露與倡議等各種形式，尋求群策群力的具體行動焦點，逐步改

2008 年至 2009 年，全球面臨金融海嘯的嚴苛考驗，但宏碁
卻在此時能逆勢成長，成為全球筆電第二大品牌，正反映了
宏碁企業永續之關鍵元素的重要性：產品技術、人才、價值

善各項議題。在公共倡議的領域，碳揭露仍是我們的重點，隨著
帶動更多供應商與物流碳盤查，已為宏碁之整體價值鏈的碳足跡
盤查，做好參與世界新標準制定的準備。

鏈整合、多品牌策略、速度與效率。而經歷過這場數十年來
最大的經濟風暴，則讓我們更確立集團整體的七大核心價值，

邁向永續之路一旦啟動，就沒有回頭路，我們從學習、分享到

包括以「創造價值、顧客導向、企業倫理、關懷員工」四大

進一步發揮影響力的號角已響，我們將以更堅實的能量與基

基本信條為基準，以及「創新、快速、效率」為行動準則，

礎， 開 拓 資 訊 通 訊 科 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在全球環境遽變下，確實有助於宏碁開創新局的能力。

Technologies, ICT）產業永續挑戰中的契機。

宏碁集團秉持著邁向永續與實踐企業責任的決心，透過宏碁
講求務實、簡單、速度與彈性的精神，我們已將氣候變遷的
因應，反映在核心產品中。從 Aspire Timeline 開始，我們將
對氣候友善的筆電之概念，具體轉化為主流價格、全產品線
多品牌全面供應的創舉，讓宏碁在成為因應永續挑戰之解方
提供者的目標上，邁出歷史性的一步。同時我們也用電池八
小時以上、超薄、主流價格、高能源效率等元素，為筆電產
業奠定新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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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的倡議，投入供應鏈與產
品碳足跡盤查工具之開發。

帶領宏碁走過金融海嘯，讓電腦產業第一個多品牌策略的公司在
景氣低靡之際，邁入坐二望一的紀元，確實是一大挑戰。但我們

在利害相關人議合方面，我們仍持續擴大議合的層面，透過大型

很欣慰，在市場一片不確定性高的狀況下，我們在 2009 年仍能

論壇、訪談、會議或座談的方式來進行，國內外利害相關人的意

為員工、股東、客戶及商務伙伴創造最大的福祉。

見，已是我們持續改善績效的重要依據。

2009 年是我們運用核心能力整合到履行企業永續與企業社會責

在社會面領域，我們持續在世界各地履行社區參與之承諾。在

任承諾的關鍵年。在綠色產品的領域，我們首度推出完全不含聚

員工及勞動人權部分，我們於 2009 年正式公布「宏碁集團業務

氯乙烯（PVC）及溴化阻燃劑（BFRs）的產品。在因應氣候變

行為準則」（Acer Group Standards of Business Conduct）

遷領域上，我們首度推出超薄、至少 8 小時長效運算電池、節

做為全體員工之行為規範。我們也積極參與電子產業公民聯盟

能達 40％以上的 Aspire Timeline，此意謂我們結合供應商發揮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的各項計

集體創新，在核心產品與服務上落實永續的概念，已劃下低碳時

畫，並透過 EICC 與多方利害相關人溝通，未來將更廣泛應用

代的里程碑。

EICC 行為準則至供應鏈管理中。

宏 碁 持 續 進 行 全 球 企 業 社 會 責 任（Corporate Social

隨著宏碁的成長，我們也將更積極研擬電腦強制與自願性的回收

Responsibility, CSR）內部教育及能力建置的工作。針對溫室

機制，進行整合之規劃與推動，希望在此領域有具體的進展。

氣體盤查與碳接露議題，我們在 2009 年全球營運的溫室氣體盤
查涵蓋度已達 100 ％，我們要求供應商加入碳揭露進行碳資訊

金融海嘯並未延緩永續發展的挑戰，企業應該有更高的風險意

調查回覆的名單，較 2008 年提高 41.5 ％，而全球物流產生的

識、更穩健的經營、更負責的態度以及夠紮實的伙伴關係，成為

碳排放，也已納入集團總體碳足跡盤查的範圍。宏碁內部的能力
建置，已為世界筆電碳足跡的量化，建立更好的基礎，未來我
們將會響應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一股穩定的力量。
總經理

蔣凡可 蘭奇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與世界資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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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企業責任的關鍵時刻

公司沿革與發展
宏碁公司在 1976 年於台灣成立，早期為電腦製造商，迄今成為專注於資訊品牌行銷與服務的跨國
企業。根據知名市場分析公司顧能（Gartner）統計，2009 年，宏碁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筆記型電
腦品牌及第二大個人電腦品牌，在我們所專注的筆記型電腦市場中，2008 年與 2009 年已連續兩
年成長率超過 30%，全球市佔率達 18.9%。個人電腦市場之市佔率為 12.7%，出貨量較去年成長
28.9%，更是全球前五大電腦品牌公司中成長率之冠。
在財務方面，我們以自有資金為主，並無政府財務援助，2009

展望 2010 年，我們期望在個人電腦的出貨量提昇 30％至 35％，

年合併營業收入為 5,739.8 億元（美金 179 億元），較 2008 年

筆記型電腦成長 40% 至 45%，營收成長 20% 至 25% 等目標，

成長 5 ％，合併營業淨利為 153.3 億元（美金 4.79 億元），比

中期目標則設定成為全球第一大電腦品牌，市占率達 20 ％。

2008 年增加 9％，皆創下歷史新高。

在 ICT 產業逐漸步入 4C 匯流之際，電腦（Computer）、通訊

2009 年稅後淨利為 113.5 億元（美金 3.54 億元），每股盈餘
（Earnings per share, EPS）為 4.3 元。由於去年我們僅小額
處分轉投資收益，因此稅後盈餘幾乎均來自於本業成長。若不含
轉投資處分利益在內，宏碁去年稅後淨利比前年成長 29％。這

（Communication）、消費性電子（Consumer electronics）、
內容（Content）彼此整合，我們將透過台灣完整的資通訊產業鏈
與全球的人才，專業並專注地累積品牌價值，同時發揮身為領導
者的影響力，為 21 世紀打造新的永續資訊社會新風貌。

些具體經營績效，在在顯示宏碁在全球整體經濟環境狀況不佳的
情況下，仍逆勢大幅成長，不僅展現出公司優異的管理體質，更
說明「多品牌策略」與「新經銷模式」的成功。
個人電腦出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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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008 年

合併營收

5,739.8 億元

5,462.7 億元

營業淨利

153.3 億元

140.7 億元

稅後盈餘

113.5 億元

117.4 億元

EPS

4.3 元

4.7 元

市占率
市占率全球排名

2009 年

2008 年

約 4000 萬台

約 3100 萬台

12.7%

10.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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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與市場分佈

品牌定位

帶給消費者的
價值

方便好用、可靠
性能良好

享受科技
隨心所欲

設計前衛
展現品味

設計出眾
吸引目光

經濟實惠

物超所值

在多品牌經營的策略下，我們的產品多元，目前主要產品包括桌
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伺服器、手持裝置、數位家庭（液晶
電視與投影機等）相關產品的研發、設計、行銷與服務，並於

2009 年正式進軍智慧型手機，發表 Tempo 系列手機。未來，
我們也將持續提供兼具效能、可靠及操作簡單的產品，讓消費者
在資訊社會中，更能輕鬆地掌握生活。
除了在產品上持續創新研發外，我們也不斷擴張市場，目前營
運據點橫跨全球五大洲，涵蓋五十餘國。2007 年，宏碁併購
美國第三大電腦廠商捷威（Gateway）與歐洲電腦廠商佰德
（Packard Bell）後，使我們在美國與歐洲市場的更增實力，利
潤分佈更加均衡，風險也更為分散。至 2009 年止，歐洲、美洲、
亞太地區分別佔全球營收 50%、30%、20%。

對宏碁來說，多品牌策略與新營銷模式是我們邁向成功的關鍵因
素，我們從以下的方式，穩定建構我們的營運版圖，包括：

1. 全球品牌管理
2. 產品設計差異化

品牌定位與市場肯定
在併購 Gateway 與 Packard Bell 以後，宏碁採行多品牌策略，
建立精準的全球品牌管理架構，依據各品牌的屬性與訂位，開發

3. 銷售模式整合
4. 全球客戶關係管理
5. 精確有效的行銷與溝通方法

出不同設計的產品，以滿足不同消費族群的需求。目前，宏碁以

2009 年對我們來說，是成果豐碩的一年，除了在市場佔有率

外觀時尚的 Gateway 和 Packard Bell 兩條品牌線，主攻注重

提升之外，也在世界各地獲得許多肯定；例如 K10 投影機與

設計感的消費者，Acer 品牌以注重性能的消費者及一般大眾為

Aspire One 7 系列筆記型電腦等，獲得包括 iF Design 產品設

對象，至於 eMachines 品牌則針對喜好經濟實用的消費者。

計獎、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 Taipei）消費者最佳理想品
牌與綠色資通訊業產品等獎項肯定，並連續十一年獲得讀者文摘
評選為最受亞太地區消費者信賴的個人電腦品牌等殊榮，這也代
表宏碁不僅在業務量上持續成長，在國際專業機構的相關評比中
亦展現亮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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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

獲獎單位或產品

Computex 2009 Buyers' Choice Award

Acer K10 projector
Aspire Z5000 All-in-one

Computex Best Choice 2009 – Green ICT
Award

Acer K10 projector

Computex Taipei – Design & Innovation
Award – Organized by iF

Aspire One 7 Series

Computex Taipei – Design & Innovation Gold
Award – Organized by iF

Aspire 3935

iF Design China - Product Design Award

Aspire One 7 Series

Marketing magazine in Indonesia

Acer

Top 10 overall in Taiwan among all companies
included in the survey.

Acer

Gold Award for Taiwan and Asia Paciﬁc
- 11 consecutive years!

Acer

獎項圖

組織與企業責任治理
在公司治理方面，我們秉持務實精神，和員工分享最大的利益，

員會每年審議核定相關事項，並視情況不定期召開臨時會。我們

並將利潤分享給代理商，這些均是我們留住人才、凝聚治理團

本著誠實、誠信與透明的原則，將企業經營資訊與最高治理架構

隊、並與商務合作夥伴形成超強組合的關鍵。由於與商務夥伴間

及其運作情形充分揭露於公司出版品中，如年報與企業網站，並

互信基礎穩固，使我們足以專注並強化在因應市場快速變化的彈

揭露於公司利害相關人，如股東、上下游廠商的溝通活動中。

性上。
完善的公司治理建構於資訊揭露透明化及權責分明的機制，目前

與集團的核心價值和文化結合。因此，2008 年我們在董事會成

宏碁的董事成員一共 7 位、並設有兩位監察人，董事會組成考

立了 CSR 執行委員會，並在董事長轄下成立了「永續發展辦公

量依目前業務的需求及董事會的運作為主，雖未設有獨立董事，

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fﬁce, CSO），作為宏碁集

但有非經營團隊的外部董事，此外，公司設有薪酬委員會，由董

團 CSR 與永續事務的專責單位。

事長及非經營團隊之董事組成，職責包括執行長的績效評核與薪
酬訂定、經營團隊績效評核、員工薪酬和分紅政策的制定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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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 的風險管理及機會的開發，必須內化到公司治理中，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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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大會
監察人
董事會
董事長暨集團執行長
總稽核
財務長
暨公司發言人

企業永續發展
執行長
暨全球總裁
全球策略

資訊產品
全球運籌
中心

中國區
運

台灣區
運

財務

人力
資源

新事業發展

泛美區
運
資訊
技術

亞太區
運

法務

手持智慧
事業

泛歐區
運
顧客
服務

品牌
行銷

金融
PDA事業

電子化
服務事業

3C
通路事業

CSR 執行委員會的功能在於規劃每年年度的 CSR 策略，批
准各項行動計畫、目標設定、績效管理與資源分配。

執行委員會

(CSR Executive Committee)

CSO 的永續長（Chief Sustainability Ofﬁcer）係由執行長
兼任，由集團副總裁直接督導永續發展辦公室的工作執行。
永續發展辦公室

目前的工作小組均由永續發展辦公室負責統合推動，跨業務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ffice (CSO)

單位及全球區域辦公室之工作，則先由 CSR 執行委員會進
行高層協調，然後採由上而下的方式推動之。各區域總部已
也陸續成立 CSR 委員會，進行相關工作之推展。

區域總部

工作小組

企業責任政策與整合性策略

公司部門

我們檢視全球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與所屬產業特性，考量內外
利害相關人的期待以及對自身營運的影響等面向，從 2005
年以來經由高階主管的共識，逐步擬定永續宏碁整合性策
略。永續宏碁的願景，係透過負責任、創新、獲利、以效率

利害相關人、法規與市場趨勢
監督與執行的流程

風險與機遇訊號的回饋

為導向，及永續型的新經銷營運模式，賦予客戶及商務伙伴
邁向永續的力量，進而成為一家具全球領導力的 ICT 品牌公
司。而我們對永續宏碁的定義，是致力於在一個穩定獲利、
持續成長的企業體質下，從經濟、環境及社會等三個層面，
以積極的態度善盡宏碁的企業社會責任，追求經濟成長、環
境保護、社會進步的三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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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鍵社會責任議題上，我們持續聚焦於 2007 年底所訂定的優先推動之議題與方向，包括有供應鏈社會及環境績效的管理、綠色產
品的發展、因應氣候變遷的對策與相關管理、利害相關人的溝通與資訊揭露，以及產品回收等五大推動主軸。
我們檢視 2009 年各項行動方案與企業責任政策的相關性與符合性，在持續強化能力建置工作的同時，逐步履行企業責任政策。

宏碁企業責任政策

履行檢視

1. 我們將以符合利害相關人的期望為目標，並在日常營
運中持續改善，透過與利害相關人更好的溝通，並獲

1. 利害相關人議合工作持續並擴大

得市場的認同與支持。

2. 我們將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由最高主管領導推動，
具體實踐宏碁的 CSR，並規劃出與產品及服務相關
且兼具可行性的行動計畫。

3. 我們透過各區域辦公室與分公司有效管理永續議題所
衍生的風險，並掌握其蘊含的商機。

4. 我們將和供應商伙伴並肩合作落實企業倫理、減緩氣
候風險以及提昇資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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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上而下治理架構明確，並首由 Aspire Timeline 作為
核心產品具體反應實踐決心的先鋒

3. 持續進行區域總部 CSR 窗口的教育訓練
4. 與供應商在勞工人權、綠色設計、碳足跡及碳揭露上，
建立更密切的持續改善伙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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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相關人溝通管道及實務
我們希望宏碁能成為 IT 產業界中受利害相關人信任與尊重的公司，要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必須了解
我們利害相關人的意見，並與我們的利害相關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包括：消費者、員工、投資人、
供應商、媒體、非政府組織、政府、社區、學術單位與工商組織等。
與利害相關人溝通，可幫助我們了解全球企業責任趨勢、議題與機會，而利害相關人提供的建議與
建設性的回饋，更可讓我們向經營管理階層傳達宏碁身為全球公民的責任。
同時，宏碁也是數個全球企業責任倡議組織的會員。我們承諾透明地報告出於宏碁與內外利害相關
團體溝通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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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透過數個管道回應利害相關人，例如回應 eco@acer.com.tw 及 cr@acer.com.tw 的詢問，填寫學術單位、分析師、投資人、
客戶與 NGO 的問卷。除了持續透過宏碁永續網對內及對外與各利害相關人溝通外，我們預計在 2010 年完成宏碁全球 CSR 窗口建置，
及完成 CSR 資訊分享平台，讓宏碁全球各分公司都能了解彼此的活動。下表列出了與主要利害相關團體在 2009 年的溝通參與活動：
對象

說明

方式

消費者

我們一方面致力於讓顧客了解我們產品的特色與服
務，同時也以多重管道了解顧客的意見與需求。

• 於宏碁網站上詳列產品資訊
• 維修服務中心
• 消費者服務專線
• 電腦展與展示中心 • 客戶滿意度調查
• 產品召回計畫

員工

宏碁採開放政策，員工可隨時與主管洽談，或透過正
式管道表達意見與需求，員工對公司的回饋也促進宏
碁效率更為提升。

• 年度全球員工意見調查
• 定期舉辦福委會及園丁會溝通
• 年度績效審查
• 開放政策 （Open door policy）
• 日常開會討論

投資人

我們定期與投資人溝通公司績效。

• 年報及財務報表
• 例行會議與簡報

社區

我們在社區的參與主要透過企業核心能力出發，視當
地社區需求發展適當的社區參與方案。

• 宏碁員工

供應商

透過溫室氣體、環境與社會責任及化學品等方案的要
求，我們與供應商共同提升供應鏈的企業責任。我們
並透過供應商自我評估與稽核的方式，確認供應鏈確
實善盡責任。

• 問卷調查
• 供應商大會

工商組織

我們參與 CSR 議題相關之非營利組織及產業組織，
為 CSR 共同努力，同時也與公司外部專業組織合作，
共同研究 CSR 相關議題。

• 直接參與 CSR 相關議題組織成為會員，如：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Council（ITI ELC）
EICC
CDP Supply Chain Program
CSCI
BCSD-Taiwan

• 年度法說會

• 慈善捐款

• 公益活動

• 供應鏈稽核
• 研討會與論壇

台灣企業永續論壇

• 產業工會與商業組織會員，如：
台北市電腦產業公會，台灣電路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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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

我們與 NGO 溝通，特別是當 NGO 的倡議或焦點與
我們的商業有關時。2009 年我們與 NGO 針對特定
議題的溝通包括：
• 參與美國跨行業採礦論壇
（Multi-industry Extractives Forum）
•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 台灣環保團體溝通會議
• 支持 RoHS 修正案納入有機溴及有機氯阻燃劑限用

• 研討會與論壇
• CR 與 ECO 信箱
• 研究調查合作

政府組織

我們參與政府相關法令公聽會，提供企業與產業界的
意見，以擬定符合國際趨勢及實際可行的法令。

• 立法制定參與

學術單位

我們提供宏碁企業案例及贊助資源，與學術單位溝通
交流，並協助其進行研究。

• 研究調查合作
• 學術研究贊助

媒體

我們隨時與媒體溝通，並保持資訊公開透明。

• 採訪

• CR 與 ECO 信箱

• 例行會議與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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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我們於 2008 年 12 月 16-17 日舉辦第一次國際利害相關人溝通會議，歸結出利害相關人的八大項期許，之後，我們即針對現階段能
夠因應的項目展開行動，目前進展如下：

2008 年國際利害相關人現階段對宏碁的期許

2009 年的進展

宏碁必須訂定更具策略性的架構，由上而下真正內化
CSR，而且實踐極為重要。

宏碁已定有策略性的 CSR 行動方案，並具體反映在 Aspire
Timeline 的產品設計中。

必須有高層的參與，以確保整個公司到供應商都能有
效實踐。

董事會 CSR 執行委員會及區域總部總經理，均已成為全球
CSR 行動的主要驅動者。

鼓勵宏碁在 CSR 領域成為世界領先的企業，並影響
總部所在國的政策。

宏 碁 從 氣 候 政 策 開 始， 支 持 台 灣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協 會
（BCSD-Taiwan）及台灣企業永續論壇在氣候政策上與政
府的議合。

建議將永續發展與 CSR 績效，納入經理人及員工的
考績評估。

尚未進行。

一旦承諾要實踐 CSR，就不要走回頭路。

包括在環境面上導入產品無害化（Hazardous Substances
Free, HSF）之產品，在氣候面上推出 Aspire Timeline，
供應商的持續稽核，使供應商在碳揭露議題上的參與度較

2008 年提升 41.5%，我們期望能將 CSR 實際融入日常實
務中。

透明化不但對利害相關人重要，對所有客戶也很重
要。

規劃對客戶進行更多的環境與氣候面的揭露。

允許員工結社，使其得以向管理階層表達集體的關切
事項。

目前在台灣地區以園丁會替代。

要確保實踐措施的推行，由上而下的教育非常重要。

區域總部之 CSR 教育從 2008 年的 60% 增加到 80%，並
已規劃完成內部 CSR 線上教育訓練模組。

在 2009 年，我們持續舉辦企業社會責任論壇，並將主題設定為「攜手並進、實踐永續」。我們於會中邀請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執行長 Björn Stigson 與全球電子業永續倡議（GeSI）主席 Luís Neves、國際電子業企業公民聯盟（EICC）、電腦
產業拯救氣候行動計劃（CSCI）、亞洲可持續發展投資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 in

Asia, ASrIA）、國際化學秘書處（ChemSec）與菲律賓勞工援助中心（Workers' Assistance Center, WAC），以及 8 家宏碁的重
要供應商伙伴，以「綠色生產」、「綠色產品設計」、「產品碳足跡」與「勞工人權」等主題，進行實務交流，並邀請台灣積體電路
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分享 CSR 的整合績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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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由 Björn Stigson 與 Luís Neves 針對宏碁供應伙伴之高階

2. 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法

主管發表專題演講，並在各供應商報告後，由利害相關團體代表
及台灣學者專家進行評論與提出改善建議，協助供應商伙伴能更
確實提昇其 CSR 之績效，總共有供應商代表 147 人出席與會。
我們期待能發揮品牌公司的影響力，在提昇宏碁自身的永續績效
之外，更能帶動整體 ICT 產業的 CSR 綜效，以造成更全面的改
變。

2009 年我們規劃與台灣環保團體溝通會議，原訂於 7/28 及
8/25 二天邀請國內 17 個環保相關團體，傾聽他們對宏碁與供應
商的建議，作為年度 CSR 規劃的參考，以及後續改善行動的依
據，然而受邀的環保團體於會前發出聲明稿，表示選擇不參加此
會議。雖然會議未能順利舉辦，未來我們仍希望在適當時機能再

減碳立法能同時促進整體社會同步減碳，故我們透過台灣企業
永續發展協會與聚焦在 CSR 實務分享為主之台灣企業永續論壇
（Taiwa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Forum, TCSF），積極與
立法與行政部門，在公平與分攤的責任下，就如何讓溫室氣體減
量法草案版更臻完善進行溝通，議合期間為 2009 年 1 月至 5 月。

3. 碳足跡及碳標示
由於電子產品的零組件複雜，筆電的碳足跡與碳標示的發展，仍
受到許多主觀的因素所限制，因此我們在 2009 年度透過直接與
間接的管道，提供自身管理經驗給政府部門作為參考。宏碁也考
慮未來直接參與國際相關標準的擬訂或試行。

度與環保團體溝通。

公共政策制定參與
在公共政策制定參與方面，宏碁公司提供自身商業經驗，參與總
部所在地中華民國的公共政策制定，希望透過政府的法規與政
策，營造更有助於推動永續發展與 CSR 實踐的商業環境。

2009 年我們在與永續相關的公共政策制度上的參與，共有下列
三項：

1. 台灣證券交易所之「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透過台灣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CSD-Taiwan）的平台及擔任其
理事的角色，對於股票監理單位台灣證交所與櫃檯買賣中心聯合
制訂的「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給予實質的訂
定意見，議合期間為 2009 年的 3 月至 4 月。

2010 年目標與承諾
• 建立宏碁內部企業責任資訊分享平台
• 舉辦 CSR 論壇持續與國際利害關係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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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時刻的 Aspire Timeline
「氣候友善筆記型電腦的劃時代里程碑」

2

23 低碳創新的需要
23 Aspire Timeline 的誕生
24 Aspire Timeline 的節能與低碳
25 Aspire Timeline 的氣候友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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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時刻的 Aspire Timeline
[ 氣候友善筆記型電腦的劃時代里程碑 ]

低碳創新的需要
筆記型電腦是宏碁現階段的主力產品，其成長速度也最快；我們在公司的主力產品上，
努力降低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高產品能源效率，並發展對環境友善的綠
色產品，作為我們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最主要的發展重點之一。

瞭解並滿足消費者與利害相關人的需求，進而打破人與科技
的藩籬，是宏碁最重要的商業原則。我們不但在綠色產品議
題上，秉持企業公民之精神，廣納利害相關團體的建議，如
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電腦產業拯救氣候行動計劃
（Climate Savers Computer Initiative, CSCI）、國際化學秘
書 處（International Chemical Secretariat, ChemSec） 等 單
位，以期符合新一代產品之綠色設計與能源效率標準。此外，我
們更針對全球終端消費者進行需求研究，發現筆記型電腦超過 6
小時以上的電池續航力，為消費者最期待的需求技術。
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需求，就產品特性與價格定位而言，通常具有
高度關聯性。以筆記型電腦為例，若強調輕薄與便利可攜性，往
往屬於較高單價的產品；而若要展現產品之高效能，其能源消耗
就會較一般產品來得更高，電池的續航力也會因此下降。訴求單
一特色的產品，對宏碁而言並不是太大的挑戰，但如何在不同消
費者所重視的個別條件下，創造同時符合品牌定位、提昇公司股
東與投資人的價值，並且對環境友善的低碳主流產品，是我們不
斷思考與努力的方向。

Aspire Timeline 的誕生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壓力與日俱增，在 2008 年 12 月的宏碁
企業社會責任論壇（Acer CSR Forum）中，我們曾強調綠色

ICT 產品的環保創新，是台灣相關產業能夠對抗氣候變遷做出具
體貢獻的重要領域。基於前述的時代背景與市場需求，我們瞭解
並掌握低碳創新的需要，確立筆記型電腦產品的發展方向，需以
綠色節能、輕薄可攜與主流價格等作為主要考量，於是在 2009
年 4 月推出引起各界矚目的 Aspire Timeline 系列筆記型電腦。

Aspire Timeline 系列筆記型電腦，運用多項硬軟體省電設計，
比傳統設計可節省至少 40％的能源消耗，不僅節省能源，而且
讓電池的使用時間延長至 8 小時，一次飽足的電池容量就可以
擁有全日運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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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自 2009 年 7 月起，邀請主要國際利害相關團體，進行 Aspire Timeline 系列筆記型電腦的試用，作為我們持續在低碳創新、
有害物質去除、材質改善，甚至擴大全球產品線應用 Aspire Timeline 先進技術的基礎和準備。Aspire Timeline 系列筆記型電腦的問
世，是宏碁氣候友善筆記型電腦的劃時代里程碑。

Aspire Timeline 的節能與低碳技術

Aspire Timeline 系列筆記型電腦
回應消費者需求及對氣候友善的關鍵

Aspire Timeline 系 列 產 品 在 散 熱 設 計 上， 運 用 了「Acer

前提下，降低顯示器背光的能耗，並運用超低電壓（Consumer

Comfy Touch 冷 卻 技 術 」， 結 合「Intel Laminar Wall Jet

Ultra Low Voltage, CULV）中央處理器，在滿足多數消費者使

Technology」，將外部冷空氣導引至筆記型電腦中特別需要散

用需求的同時，也節省了中央處理器的能源消耗。此外，配合

熱的區域，以達到降溫的效果，讓使用者感覺更加舒適，也能減

Acer「PowerSmart 節能省電技術」，與一般傳統筆記型電腦

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費。

相較，最高可達到 40% 以上的整體省電效率。

在 系 統 設 計 上， 我 們 採 取 Intel 的 顯 示 器 省 能 技 術「Display

Power Savings Technology, DPST」，在不影響視覺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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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ntel顯示器省能技術
節省33%

電源供應器在無負載模式下
節省66%
0.3W

3W
2W

傳統
筆記型電腦

Energy Star
EPS 2.0

Aspire Timeline
筆記型電腦

藉由降低能源消耗,提升電池續航力

0.1W

傳統電源
供應器

Acer PowerSmart
電源供應器

Acer PowerSmart

可達

Aspire Timeline
筆記型電腦

7W Platform

傳統筆記型電腦

12W Platform

40%
以上

Aspire Timeline 系列產品在電源供應器的節能績效，超越美國能源之星（Energy
Star）外部電源供應器 2.0 的標準；在無負載模式下僅消耗 0.1W 的電力，足足提
高 66% 的能耗效率。

Aspire Timeline 的氣候友善成果
若以台灣地區的使用者為例，消費者使用一台 Timeline 系列筆記型電腦（以

4810T 為例），相較於前一代機種，一年可節省 10.81 度電，減少近 7 公斤的二
氧化碳排放，其貢獻相當於 0.56 棵樹的吸收量。
上 述 節 電 基 準 依 美 國 能 源 之 星 5.0 版 本 典 型 能 耗（Typical Energy Consumption,
TEC）公式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依台灣 2009 年電力排放係數 0.623 kgCO2e/kWh
計算，且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造林植樹，造福地球：10 億株樹運動」，1 株樹每年
平均可吸收 12 公斤的二氧化碳。

Timeline 系列產品不僅能執行傳統筆記型電腦的繁複功能，還具有更持久的電池
續航力，並且突破輕薄產品的高價門檻。宏碁 Aspire Timeline 系列筆記型電腦的
低碳創新與誕生，係基於充分瞭解消費者市場反應，以及與利害相關人議合得到的
建議所驅動；我們透過 Aspire Timeline 產品，充分展現了宏碁與消費者及利害相
關人密切合作的非凡價值。
我們相信永續創新是一個不斷改善的過程，未來我們預計導入更高效能的運作平
台、研發與提供消費者更多綠色創新產品、加強對消費者的溝通，相信利害相關人
對於積極從事創新的品牌，其信任度也將會持續增加，而這也是宏碁的主要價值與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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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責任的關鍵時刻

在環境議題日益受到重視以及各方利害關係人的期許之下，ICT 產業正致力於綠色產品與氣候變遷
的解方，而環境面向的因應方案也一直是宏碁的重點項目。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持續進行組織型
的溫室氣體盤查與管理，加入環境相關的倡議活動及組織，也依照禁限用物質清單的既定時程，將
之陸續導入我們的產品之中。

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宏碁的品質與環境管理，係以品質政策與環境安全衛生政策為
基礎，以 ISO 9001、ISO 14001 與 OHSAS18001 等管理系
統，作為企業品質與環境安全衛生管理事務之綜理平台，並設有

ISO 推行委員會，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規劃、管理、執行及審查。

ISO 及 OHSAS 管理系統
宏碁將 ISO 標準作為改善內部程序的工具，藉由 ISO 9001 之
品質管理系統，確保與提升產品與服務之品質，並透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評估所有對於環境衝擊之可能性。
2009 年， 宏 碁 的 ISO 9001 品 質 管 理 系 統 依 2008 年 版 本 運
行，並於年底取得 ISO 9001:2008 驗證；至於 ISO 14001 環
境管理系統，汐止辦公區通過三年一次的擴大稽核驗證 , 而內湖
辦公區則通過首次認證。此外，宏碁汐止總部也於 2009 年建立

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通過驗證，將職業安
全衛生的相關要求納入日常作業，進一步教育同仁職業安全相關
知識並加強預防災害之產生，使得宏碁的品質、環境管理及職業
安全衛生系統更加完善。
為檢核品質與環境安全衛生政策之落實，以及確保品質與環境安
全衛生之運作皆依照 ISO 及 OHSAS 標準進行，我們設置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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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委員會，協助瞭解與掌握各系統管理運行現況，鑑別環境考量面及風險評估，進而設定目標、標的與方案，以進行持續性改善；
此外，我們也透過內部稽核與外部稽核的方式，將所有經過稽核作業發現缺失之處列為矯正事項改進。
宏碁不僅要求自身建立環境管理系統，亦要求供應商建立環境管理系統，目前宏碁所有的設計製造代工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ODM）與委託製造代工廠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 皆取得 ISO 14001 之驗證。未來也將適時要
求供應商取得 OHSAS 18001 之驗證，以進一步落實勞工的職業安全衛生。

能源與氣候變遷
面對全球能源與氣候變遷問題愈顯惡化，國際間更加重視因應氣候變遷所需要之減碳與調適行動。
由 GeSI 所出版之「Smart 2020」報告中指出，ICT 產業己身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約僅佔全球碳排放
量的 2%，然而，透過 ICT 產業所能創造的減量，卻可佔全球減量的 15%。此意味著低碳經濟、科
技將走入生活中的每一個環節，雖然將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但更代表著新的需求、新的科技與新的
機會。我們身為全球社會的一份子，積極面對與掌控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的具體風險與機會，進而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宏碁認為我們在能源與氣候變遷領域上能有積極作為，目前著重在低碳產品的開發與供應、降低營
運的排放，並經由 2008 年所制定的「宏碁整合性能源與氣候變遷策略」，從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節
能減碳、效率提昇、低碳商業模式等四大領域切實執行，積極朝向成為一家對氣候友善的企業目標
邁進。更由於宏碁的品牌角色，我們積極投入資源協助供應商伙伴進行溫室氣體相關的盤查與減量
工作，協助供應商找到適切的減量機會，以降低產品整體的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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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盤查
宏碁在 2008 年正式展開集團溫室氣體盤查行動，並區分為五個階段逐步展開。我們採用 WBCSD 與 WRI 共同制定的溫室氣體盤查
議定書（Greenhouse Gas Protocol, GHG Protocol）作為集團溫室氣體盤查的指導綱領；目前，主要的盤查行動約可區分為四大部分：

1. 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
宏 碁 透 過 全 球 各 營 運 據 點 同 仁 的 共 同 努 力， 盤 查 計 算 出

其中，範疇 1 的排放主要包括了燃料的使用與冷媒的逸散，範

2009 年 的 組 織 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總 量 約 為 35,750 公 噸 二

疇 2 則為用電所造成的間接排放，範疇 3 目前則以商務旅行中，

氧化碳當量，其中汽油用量約 643,111 公升，柴油用量為

搭乘飛機所造成的排放為主。未來我們將逐步把產品與服務運

416,972 公升，而全年耗電量為 61,687,173 千瓦小時，整

輸、員工通勤、供應商等相關排放數據納入。

體盤查資料的完整性約提升至 85% 以上。2009 年不同範疇
而為了提高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可信賴度與完整性，我們自

的排放量與所佔的比例如下圖所示：

2009 年全球營運據點溫室氣體排放

作；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查驗過程，協助各地同仁建構完整與可

（單位：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靠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收集及查驗流程，以因應未來對排放數

範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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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起執行全球營運據點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內部查驗工

3,083.73

9%

2,887.99

8%

29,778.57

83%

範疇2

範疇3

據更嚴格的可靠度要求、以及外部查證工作進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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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與服務相關運輸之溫室氣體盤查
我們在 2008 年下半年，針對有關產品與服務相關運輸之溫

3. 供應鏈溫室氣體盤查及參與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畫 (CDP
Supply Chain Program)

室氣體排放，進行初步的調查，主要在於瞭解與劃分適當的

宏碁並未擁有生產製造廠，因此從產品的生命週期來看，己

盤查分界。自 2009 年 9 月起，我們展開全球產品與服務相

身溫室氣體排放所佔比例並不顯著，但我們希望發揮品牌公

關運輸的數據調查與收集，由於第一手的運輸物流相關溫室

司對供應鏈的影響力，要求我們的供應商伙伴共同降低溫室

氣體排放量資料並不容易取得，截至目前為止，資料所涵蓋

氣體排放量。因此，2009 年我們持續推動供應商的溫室氣

的範圍僅約 40% 左右、約為 60,00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我

體盤查與減量工作，併同宏碁的產品與服務相關運輸所造成

們希望在 2010 年能對宏碁的產品與服務相關運輸的溫室氣

的溫室氣體排放，列入我們必要的盤查範圍中。

體排放量有進一步的推展，並將盤查涵蓋的範圍逐年提升到

80% 以上。

在參與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畫方面，近兩年由宏碁所指定回
覆的供應商伙伴，超過 95% 都在截止日前回覆問卷，然而，
我們也留意到其在相關問題的回覆內容與品質仍有很大的進
步空間。初步結果顯示各主要供應商的溫室氣體排放高於宏
碁自身的排放，因此未來將邀請供應商共同減少溫室氣體之
排放，並透過供應商邀請其一階供應商參與，循序漸進，形
成宏碁的綠色供應鏈。

4. 產品碳資訊揭露
有鑑於產品碳足跡議題愈受重視，我們於 2009 年第三季起，成立產品碳足跡工作小組，與主要產品線的供應商伙伴展開產品碳足
跡工作會議，共同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在多次的溝通會議中，已初步確認宏碁產品的碳資訊揭露時程、產品碳排放計算方式及分
配方法，並設定 2008 年為基準年、逐步要求供應商伙伴揭露產品研發階段與製造階段之碳足跡。此外，我們亦前往供應商處實地
進行溫室氣體排放相關數據之查驗及確認工作。未來，宏碁將陸續要求一階與二階供應商進行碳資訊揭露，並訂定具體的減量目
標。
由於，目前國際間仍缺乏一個廣被認可的產品碳足跡標準，進行宏碁產品碳足跡的工作務需掌握國際標準的脈動及方向，因此，我們
預定於 2010 年參與由 WBCSD 與 WRI 所擬定之 GHG Protocol 產品碳足跡盤查標準的全球試行計畫，期望藉由此為期約 6 個月的
試行計畫，提供有關供應鏈溫室氣體盤查以及 ICT 產品碳足跡盤查的知識與經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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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日本碳抵減計畫
宏 碁 日 本 將 主 軸 定 為「Green IT movement= Environment
protection」，由 2007 年開始針對日本辦公室所耗電力進行抵
減，並於 2008 年擴大抵減範圍，進行試行。目前宏碁日本已成
為宏碁全球第一個碳中和的據點，抵減項目包括暖器所耗瓦斯、
辦公室所耗電力以及交通用油等。由於樓板面積增加，使溫室氣
體抵減量也由 2008 年的 66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增加到 2009
年的 121 噸二氧化碳當量。

溫室氣體減量
在瞭解溫室氣體的排放狀況之後，宏碁的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初步
預定由以下五個方向來著手：

1. 供應商溫室氣體減量：2009 年起我們執行供應商溫室氣體盤
查，並要求供應商設定未來的減量目標；我們將持續追蹤並
與供應商伙伴共同合作，以降低產品生產過程所排放的溫室
氣體。

2. 自有營運據點能源效率提升：針對全球營運據點進行能源使
用效率的標竿比較，讓各營運據點能即時監控本身的能源使
用效率，訂定可行的減量方案與目標，並朝標竿值進行目標
改善。

3. 推出低耗能產品：除了開始導入 LED 背光螢幕的監視器產
品 之 外， 我 們 在 2009 年 也 以 低 能 耗 為 訴 求， 推 出 Aspire

Timeline 系列筆記型電腦產品，以主流化的價格來帶動筆記
型電腦朝低能耗的發展方向。

4. 碳中和計畫：2008 年 9 月，宏碁日本分公司購買位於印度風
力發電的清潔發展機制計畫（CDM）所衍生之碳權，以抵減

2007 年度總用電之碳排放量，達成碳中和。2009 年，日本
分公司除了持續執行碳中和計畫之外，更進一步擴大其應用
範圍。

5. 政 策 影 響： 持 續 參 與「 台 灣 企 業 永 續 論 壇 」（Taiwa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Forum, TCSF）氣候變遷工作小
組，透過與其他台灣公司的共同努力，提供台灣政府在氣候
政策架構與相關規範上的實務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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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產品管理

材料選用管理

目前國際相關環保規範大致可分為三類，分別針對化學物質、能

1. 化學物質禁限用

源效率與回收，因此，宏碁將綠色產品環保分類為材料、能源及
回收三大主軸，用產品生命週期的思維，提供低毒性、低汙染、

自 歐 盟 2005 年 公 告 廢 電 子 電 機 設 備 中 危 害 物 質 禁 用 指 令

省能源、省資源及易回收之優良產品；並透過綠色採購與溝通，

（Directive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與供應商共同追求卓越的國際環保規範，建立綠色供應鏈。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oHS） 以
來，宏碁即成立專責全球環安團隊以做因應，並自 2006 年，
基於「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和個別生產者責
任（Individual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IPR），展開第一階段

材 料

針對聚氯乙烯（PVC）、溴化阻燃劑（BFRs）和鄰苯二甲酸酯
類（Phthalates）之 HSF 行動，透過與供應商合作進行產品全

生命週期
思維

面性盤查，找尋合適的替代技術。此外，配合歐盟新化學品政
策（Regulation for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 於 2007 年 6 月 1 日 正 式
生效，我們亦深入了解產品含有高度關切物質（Substances of

能 源

環境友善

回 收

Very High Concern, SVHCs）之情形，以確保符合 REACH 的
預防精神。
此外，宏碁嚴格要求供應商依據宏碁所制訂之「產品限用物
質管制指南」，依階段限用或禁用列管之有害化學物質，以
有效減少廢棄之電子產品於不當處置時持續造成環境污染，
而直接影響人體健康。為了努力達成 2009 年所有宏碁新產品

綠色產品政策

• 用生命週期的思維，提供低毒性、低污染、省能源、省資
源及易回收之優良產品。

• 透過綠色採購與溝通，與供應商共同追求卓越的國際環保
規範，建立綠色供應鏈。

將禁用 PVC、BFRs 和 Phthalates 之有害物質之目標，已
在市場上陸續推出了許多印刷電路板基板與外殼不含 BFRs
的產品。但是於 2009 年中，由於大部分關鍵零組件供應商
因市場因素與其他主要品牌廠暫緩導入計畫，以致於整個產
業供應鏈的供需不平衡，因而造成我們無法確實達成上述承
諾。
對於從產品開發到生產全程與供應鏈關係緊密的宏碁而言，
產品導入 HSF 需要整體供應鏈的配合，宏碁期望能藉由無鹵
產品的立法來帶動 PVC 和 BFRs 的限制使用，未來也可有
效降低因電子廢棄物未適當處理而產生的環境負荷。因此宏
碁支持 RoHS 2.0 修正案納入禁用全部有機溴化物與有機氯
化物，以期透過立法促使整體產業供應鏈共同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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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管理
2009 年 HSF 產品
Aspire 3811TZ 和 Aspire 3811TZG

依據多項產品生命週期的分析得知，電腦在使用階段的碳排放
量，約佔整體生命週期的一半，因此長久以來，我們針對產品的

宏碁克服技術與製程上的困難，推出 Aspire 3811TZ
和 Aspire 3811TZG，不僅符合 RoHS 等各國法令與
國際標準，更不含 PVC、BFRs 的成分。儘管各國法

節能設計不斷進行研發改良，朝符合或超越能源之星 5.0 版規格
要求的目標邁進。2009 年推出的 Aspire Timeline 更是結合多
項技術，達到最佳能效表現的案例。

規尚未限用這些化學物質，宏碁基於對於有害化學物

此外，為因應 2009 年 11 月生效的歐盟「建立能源相關產品

質的預防原則，提早在產品中排除，持續朝產品無鹵

生 態 化 設 計 要 求 之 架 構 指 令 」（DIRECTIVE 2009/125/EC

化邁進。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the Setting of Ecodesign

以 PVC 與 BFRs 為例，這

Requirements for Energy-Related Products, ErP 指 令 ），

些化學物質在產品的生命

宏碁也針對會受影響的相關產品，確實配合各實施措施要求納入

終期 若經 不當 燃 燒 處理，

產品設計規範，並與供應商做好必要之因應，備妥符合性宣告與

則可能會產生如戴奧辛或

技術文件，以確保產品符合 ErP 指令和適用的實施措施。

呋喃 等劇毒 物 質。 因此 在
產品中減少 PVC 及 BFRs
的 使用， 可 盡保 護 地球 的
一份心力。

產品回收管理

備註：
1. 除電源線外，產品不含聚氯乙烯及溴化阻燃劑
2. 上述產品不含 BFRs 與 PVC 意指兩者含量皆小於 1000ppm

宏碁基於預防原則，除現行禁用與限用物質外，將持續針對
尚未瞭解其對環境影響的化學物質，掌握國際間對於有害化
學物質管制之動向。

2. 減少資源使用
推出輕薄為主的產品，除了符合消費者的需求外，也從源頭
開始節省材料使用。藉由產品的輕薄化，可減少地球上自然
資源如金屬與石油的使用。此外，我們也於部份顯示器外殼
使用含有 28% 消費後塑膠再生料 (Post consumer recycled

plastic)，並將其登錄為電子產品環境評估工具（EPEAT）
的金牌產品。
電子廢棄物為電子業界的重大議題，宏碁由整體生命週期思維出
發，透過減少用料，從源頭開始控管可能的廢棄物產出，並透過
化學物質管理，減低當廢棄產品不當處理時，可能對環境造成的
衝擊與危害。在廢棄產品回收方面，我們也透過易拆解易回收的
設計原則，降低產品廢棄後回收處理的困難程度，並提供產品回
收管道，回收消費者廢棄的產品。依照各區狀況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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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洲地區

回收方式

配合業者

全國郵寄回收服務

Cinco Electronics Recycling

宏碁在產品回收方面，秉持延伸生產者責任的精神，對於販
賣產品之後可能產生的廢棄物，包括產品本身、電池及蓄電
池以及產品的外包裝材，分別配合歐盟各項指令進行規劃。

Dealtree

在產品回收的部分，我們以加入當地回收體系的方式，提供
消費者具有保障的回收管道。在電池回收的部分，我們則以

全國或地區

Cinco Electronics Recycling

三個面向進行，一為在產品設計階段禁用汞、鎘或鉛等有害

定點回收服務

Best Buy

企業客戶回收服務

GEEP

物質，二為以易拆解設計為原則，考量廢電池應容易辨識與
拆除，最後則是於產品拆解指引中標示廢電池位置與電池種
類，以利廢電池能安全地被移除與回收。至於包裝材的部份，
我們則是藉由產品的輕薄化，節省包材的資源用量，同時限
制重金屬的使用，並標示回收圖案及材質。此外，宏碁歐洲
許多分據點，也都加入相關組織，如宏碁挪威加入管理電子
廢棄物管理組織「El-Retur」，並成為「Grønt Punkt」的成
員，以提供包材適當的回收途徑。

消費者可選擇對於自己最為方便的方式，郵寄或就近回收廢
棄的宏碁產品，在完善的回收規劃下，宏碁美國 2009 年共
回收了約 2,180,000 公斤（4,800,000 磅）的廢棄產品。未
來宏碁美國也將持續提供相關服務，並提高回收專案的效益。
宏碁加拿大與回收業者 Phoenix Recycler 合作，進行電腦
廢棄產品回收計畫，透過一完善的回收系統追蹤所有回收產
品的情形，此系統並配有完整的資料銷毀服務，從而保障消
費者隱私，並減少不必要的浪費與掩埋。
在電池回收方面，宏碁美國與非營利的可充電電池回收公司
（Rechargeable Battery Recycling Corporation, RBRC）

2. 北美地區
北美地區為目前全球電子廢棄物每年產生最多的地區，宏碁

合作，針對宏碁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用戶，提供免費的筆記型
電腦電池回收計劃「Call2Recycle ®」，邀請消費者與我們
一起保護環境不受污染。

美國為提供消費者便利的回收管道，推出宏碁所有品牌的回
收服務，除了遵守美國與加拿大各州的回收相關法規之外，
更與多家回收業者配合各種回收方式以方便消費者回收，回
收方式與配合業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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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aste Event in Texas USA
美國德州電子廢棄物回收活動

4. 臺灣地區
宏碁配合台灣行政院環保署回收處理制度，進行產品回收，
並基於秉持延伸生產者責任，拜訪台灣幾個主要的廢資訊物
品回收處理廠，瞭解回收處理流程與後續回收物質的通路，
以及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以作為採取相關措施之參考。我們
也將回收商對產品設計與回收處理的技術問題回饋予設計部

宏碁美國德州客服公司（Acer Service Corporation）

門，未來亦將持續與回收商、處理廠保持聯繫，暢通回收處

與 當 地 Kennedy-Powell 小 學 及 回 收 商 Cinco

理與產品設計之管道。

Electronic Recyclers 合作，於 5 月份舉辦一場免費電
子產品回收活動，回收項目包括螢幕、筆電、手機、印
表機、影印機、電話、傳真機、LCD 電視機等，獲得
民眾熱情響應，一天內即回收將近 3,250 公斤（7,162
磅），預計 2010 年將再次舉辦類似活動。

根據行政院環保署資源回收基金會的台灣地區廢資訊物品各
年度的回收量，推算出宏碁產品在台灣的回收量，2006 年電
腦回收量約 73,261 台，回收率約 31.2%，回收量約 869 公
噸；2007 年電腦回收量約 77,763 台，回收率約 29.8%，回
收量約 876 公噸；2008 年電腦回收量約 96,652 台，回收
率約 29.47%，回收量約 1089 公噸。2009 年電腦回收率約

26.28%，回收量約為 1,158 公噸。
3. 印度地區
電 子 廢 棄 物 在 印 度、 南 美 等 發 展 中 國 家 一 直 是 個 重 大 的

宏碁日本加入當地電腦回收組織 PC3R Promotion Center，

環 境 議 題， 宏 碁 為 了 減 少 廢 資 訊 物 品 被 不 當 處 理 的 情 形

提供消費者以郵寄的方式，回收廢棄產品。

發 生， 因 此 在 新 興 市 場 的 印 度 策 劃 Acer India e-Waste

Programme，主動提供消費者免費方式回收廢棄之宏碁產
品。
目前該計畫由消費者透過網路或電子郵件方式登記，再將廢
棄產品郵寄回宏碁印度以進行後續之回收處理，回收項目包
含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螢幕、投影機與伺服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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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辦公室
辦公空間為具體實踐綠色承諾重要的一環，自 1990 年代起，宏
碁就已開始推動辦公室環保運動，直至目前為止，全球各區都所
進行的綠色辦公室行動，大致可分述如下：

節電措施
在節能減碳方面，我們在 2009 年進行許多嘗試與改善措施，包
括照明設備的改善、鼓勵員工隨手關燈等。在台灣地區，我們自

2008 年下半年開始實施午休時間關燈後，更於年底啟用自動關
燈系統，於午休及下班時間由系統自動關燈，再經由員工手動開
啟需要照明區域之開關，以期更進一步有效節電；接著在 2009
年進行整體建物的節能效益評估，針對如中央空調等耗能設備進
行調整，以達到更好的節能效果。在宏碁德國，我們更換辦公室
的窗戶以達隔溫效果，節省室內空調的用電量；而在瑞士地區，
我們整修服務中心，導入自然採光設計，節省室內照明的耗電
量。

員工通勤及飛行管理
對於員工因公使用的各項交通工具，我們鼓勵員工搭乘大眾交通
工具與共乘，以降低員工通勤時的排碳量；增加電話會議的數量，
以減少飛行所造成的碳排放。另外，宏碁波蘭、英國、土耳其等
分公司，將公務車配置節省燃油的柴油引擎，以節省油耗；而宏
碁法國，更是針對員工汽車的碳減量訂定目標，藉由選擇污染較
少的車款，希望於 2009 至 2010 年間漸漸減少排放量至每公里

131 公克二氧化碳當量。

節水措施
水資源為氣候變遷對人類衝擊最直接的影響媒介，面對越來越
珍貴的淡水資源，我們除了使用省水水龍頭、省水馬桶外，在

2009 年，宏碁波蘭的辦公室中設置了淨水器，讓當地員工可以
直接飲用淨化後的自來水，而不需購買礦泉水；此外，我們在德
國的辦公室，也利用雨水來沖洗馬桶，降低沖洗時的耗水量。未
來，我們在積極提升用水效率之餘，也將思考如何將生活用水循

2010 年目標與承諾
• 研擬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 擴大推動溫室氣體排放供應鏈管理計畫，使供應
商參與家數較 2009 年提升 25% 以上
• 參與國內外碳足跡相關標準之討論與研訂
• 參與國際無鹵製程相關立法討論
• 持續推展 HSF 相關有害化學物質禁用政策 , 並於
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顯示器及手持智慧型
裝置開展部份新產品試作與量產活動

環再利用以減少總耗水量，以節省水資源使用與減少其排放，並
降低營運成本。

廢棄物管理
我們在全球各地的辦公室皆依照當地法規要求進行廢棄物處理，
而廢棄物主要來自員工辦公及生活所產出，包括紙類、鐵、鋁罐、
廚餘等。

36

Ace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09
供應鏈管理的關鍵時刻

4

供應鏈管理的關鍵時刻
38

供應商現況及具體作法

40

社會面議題之因應

41

環境面議題之因應

37

Ace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09
供應鏈管理的關鍵時刻

供應鏈管理的關鍵時刻

宏碁將供應商夥伴視為生命共同體，為了提升供應商的社會環境責任績效，包括綠色產品與勞工人
權等議題，我們除了制定方針，對供應商持續進行稽核之外，也舉辦相關會議與供應商進行溝通，
提升供應商在因應相關議題的能力。未來，宏碁將更加積極地與供應商一同在社會、環境等重要議
題上共同努力，以建立一個永續發展的供應鏈。

供應商現況及具體作法
目前宏碁的直接供應商，可依其產品與服務提供狀況分為：

ODM 與 OEM、 主 要 零 組 件（Key Component）、 物 流
（Logistic）與服務（Service）等四大類，供應商家數及組成
隨著每年的狀況而有所不同。2009 年，位於亞洲的供應商比例
最高，隨著手持智慧事業群的增加，亦有數家相對應的供應商加
入宏碁供應商的行列中。
在供應鏈的溝通機制方面，宏碁於每年第三季舉辦針對企業社
會責任之供應商大會（Supplier Conference for CSR），依據
國際趨勢及供應商的現況，於會中宣布每年之目標與計畫，要
求供應商遵循。2009 年的供應商大會中，我們要求所有一階供
應商均須簽署「宏碁供應商行為準則符合性聲明」（Supplier

Declaration），供應商除了須配合我們的要求提供必要資訊，
並須確認本身及其供應商之營運符合「宏碁供應商行為準則」，
其目的除了讓供應商清楚了解宏碁對於供應商行為準則的要求
外，亦要求供應商簽下符合性承諾，以確認本身及其供應商之營
運符合「宏碁供應商行為準則」。未來，我們仍會持續與供應商
共同溝通及合作，成為供應商與利害相關人之間的溝通平台，結
合宏碁供應鏈的力量，對各項社會與環境議題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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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各項議題，我們初步的管理機制如下圖所示。其中一大管理機制為「宏碁供應商行為準則」，主要藉由 2008 年導入的 EICC 管
理系統為基礎，涵蓋供應商勞工人權、健康安全、商業道德與環境等議題；另一部分則為宏碁長久以來的「宏碁綠色供應鏈管理」，
主要涵蓋材料、能源、回收等議題。除了這兩大系統之外，我們也成立供應商社會責任工作小組，定期查核各專案進度並進行檢討，
以確保執行狀況。

宏碁供應商行為準則

宏碁綠色供應鏈管理

自 2008 年起 , 我們採用電子產業行為準則 (EICC code of

宏碁主要透過產品限用物質管制指南及符合性確認管理

conduct) 為宏碁供應商的行為準則。我們參酌 EICC 建立的

(Compliance Assurance System, CAS) 等機制，確保產

供應商社會與環境責任管理流程，進行宏碁供應商的社會與

品在材料選擇、能源與氣候變遷與回收等議題的成效。同時

環境責任的工作規劃。執行的重點包括導入、評估、確認、

透過參與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畫及與主要 ODM 合作進行產

報告及持續等五大部分，並採行 EICC 與 GeSI 合作撰寫的

ICT 供應商自我評估問卷，作為供應商風險評估的主要項目。

品碳足跡的制訂，掌握供應鏈溫室氣體與產品碳足跡的現
況。

• 透過提交綠色物料清單 (Green BOM)，初步確認供應商

在供應商社會與環境責任現場確認方面：

1. 收集有效性的 EICC 稽核報告，以了解供應商各廠的執行
狀況，同時避免供應商重複接受相同稽核。

是否符合產品限用物質管制指南之要求。

• 透過現場稽核及產品抽測，確認產品是否符合材料選擇、
能源與氣候變遷與回收等議題之要求。

2. 現場稽核
(1) 宏 碁 自 行 稽 核： 由 宏 碁 指 派 稽 核 員， 採 用 簡 化 的

• 透過碳揭露及產品碳足跡制定，進行 GHG 盤查及資料收
集。

EICC 稽核工具，執行現場稽核。
(2) 第三方稽核：宏碁委託第三方驗證公司，並指派宏碁
稽核管理人員參加，採行 EICC 稽核完整的工具以期達到
宏碁主導管理及第三方客觀稽核的雙重目的。

商業道德

健康與
安全

材料與
化學物質

供應商

能源與
氣候變遷

回收

勞工人權

社會議題

環境議題

外部利害相關人

39

Ace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09
供應鏈管理的關鍵時刻

社會面議題之因應
2008 年起，我們要求供應商遵循 EICC 行為準則並展開供應商

製造代工廠自評問券評分統計 ( 工廠 )

自我評估問卷（Self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SAQ）調查；

2009 年，我們擴大 SAQ 評估與分析的項目，並參考 EICC 供
應 鏈 管 理 工 具 E-TASC（Electronic – Tool for Accountable

Supply Chains） 的評分項目，依據勞工、健康安全、道德與

score≥80

60%

score<80

40%

環境等四大象限加以評分，使整個評估架構更為詳細與客觀。

2009 年我們設定供應商的自我評估標準為 80 分（80%），以
下為分析資料：
公司自評績效：公司自評績效評估問卷回覆率為 75%，其中

主要零組件供應商自評問券評分統計 ( 工廠 )

製造代工廠 100% 均回覆了自我評估問卷；主要零組件供應商
的回覆率為 62%。製造代工廠的評分結果，達 2009 年標準
比率為 75%；主要零組件的評分結果，達 2009 年標準比率為

60%。製造代工廠以智慧型手機；主要零組件以記憶體為社會

score<80
score≥80

73%

27%

與環境責任最亟待加強的供應商。
製造代工廠自評問券評分統計 ( 公司 )

2009 年的現場稽核中，我們並未發現雇用童工、立即違反勞工
score<80

score≥80

75%

25%

健康安全等重大缺失，但仍有以下主要議題待改善：
工時：
在我們評估的準則中，工作時數不應超過當地法律規定的最大限
度、一週的工作時間包括加班在內不應超過 60 小時，且每週七
天應允許工人至少休息一天，然而，大部分的供應商於旺季作業
時，均難以符合一周含加班不超過 60 小時的要求，部分員工每

主要零組件供應商自評問券評分統計 ( 公司 )

周七天工作亦未休息一天，目前我們均已要求供應商提供改善計
score<80
score≥80

60%

40%

畫。
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
為使各供應商能實施適當的程序與實質控制各種議題帶來的風
險，我們針對供應商內部的管理系統加以檢視。目前大部分的供
應商均已建立環境、健康與安全等管理系統，而且所有的 ODM

工廠自評績效：製造代工廠的評分結果， 達 2009 年標準比率
為 60%；主要零組件供應商的評分結果，達 2009 年標準比率
為 73%。分析結果與公司自評績效雷同：製造代工廠以智慧型

與 OEM 皆已通過 ISO 14001 驗證，但部分在勞工與道德管理
系統上的建立並不完整。我們已要求供應商限期改善。
溝通：

手機，主要零組件以記憶體為社會與環境責任最亟待加強的供應
商。

針對溝通機制，我們希望供應商建立一套程序，將績效、實踐和
預期目標清晰準確地傳達給員工、供應商和客戶。然在 2009 的
稽核中我們發現，許多供應商對員工與供應商的溝通部分執行不
完整，尤其以環境與安全衛生的部分亟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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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源調查

會的管理及掌握、供應鏈溫室氣體與產品碳足跡的掌握，一直到
面對消費市場進行相關溝通所需要的資訊，供應商都是我們最重

根據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數篇研究報告顯示，金屬的開採在部分產
地會造成嚴重的社會與環境問題，其中最嚴重的來自剛果民主共
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 Congo）。剛
果民主共和國境內因有豐富的特定礦產，自 1996 年以來引起了

要且有力的支援者。因此在 2009 年，我們持續參與碳揭露專案
供應鏈計畫，並擴大邀請供應商參與，參與此計畫之供應商家
數，2009 年較 2008 年約提升 41.5%，而未來，我們也將結合
更多供應商一同參與，為拯救地球而努力。

嚴重的武裝衝突，這些造成衝突的礦產包括鈷（Co）、金（Au）、
鈀（Pd）、鉭（Ta）、錫（Sn）和鎢（W）等，很有可能會被

從供應商的參與家數來看，我們在所有參加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

ICT 產業應用於像是手機、攜帶式音樂撥放器和電腦等電子產品

畫的會員公司中位居平均值之上，而藉由持續追蹤供應商的回覆

中。

狀況，也讓我們供應商問卷回覆率的表現在全體會員公司中名列
前茅，2008 及 2009 年的回覆率都達到 95% 以上。

宏碁並未直接採購金屬，我們也了解大部分的一階供應商與採礦
公司沒有直接採購關係。此外，零件所用的金屬礦物常有許多

當然，供應商問卷回覆的品質，是我們能否充分掌握供應鏈氣候

來源，包括回收金屬與原礦，甚至不同產地來源等。儘管如此，

風險與機會的基本要件。從 2010 年起，我們將藉由碳揭露專案

我們仍認為調查產品內零件金屬的來源極具意義，於是我們於

供應鏈計畫對會員公司的個別分析報告，掌握供應商的回覆狀

2009 年中針對 ODM、電池、硬碟等供應商展開鈷（Co）、金

況，進一步擬定相關作法來協助供應商提升其填覆問卷的量能。

（Au）、鈀（Pd）、鉭（Ta）、錫（Sn）和鎢（W）等金屬在
產品中的使用、來源、供應鏈、和採礦等調查，供應商的回覆率
為 90%。調查結果發現，大部分供應商所使用的金屬多來自中
國、馬來西亞、印尼與澳洲等地區。

此外，我們在 2010 年與主要 ODM 合作進行產品碳足跡的制訂
工作，並在持續搭配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畫推動下，參與 GHG

Protocol 產品與供應鏈盤查標準的試行計畫，相信我們將能逐
步掌握供應鏈在能源與氣候變遷議題上的相關風險與商機。

此外，我們也配合 EICC 採礦工作小組（Extractive WG）展開
電子業的礦源調查以及與各相關團體的對話，並對供應商發布宏
碁的礦源聲明。除了要求供應商應回溯產品中所含的六項金屬的
礦區外，我們宣告不接受非法採礦的金屬，以及低劣工作環境採
礦而來的金屬；亦要求宏碁的供應商必須負起社會與環境責任，
並確保產品所用的材料不會引起衝突。

環境面議題之因應
我們與供應商在環境議題上合作密切，包括化學物質管理與氣候
變遷議題等方面，藉由彼此合作，期能提升環境績效，形成正向
循環。
在化學物質管理方面，我們以「產品限用物質管制指南」、「產
品無害化（HSF）行動」等，做為因應國際指令、回應利害相

2010 年目標與承諾
• 增加供應商稽核數量
- 針對高風險的供應商進行現場稽核
- 參與 EICC VAP 稽核計畫
• 導入供應商 SER 績效評比
• 提升供應商 SER 能力
- 進行供應商教育訓練 (SCLC)

關人、管理供應鏈之基礎。2009 年，我們最大的成就為推出

Aspire 3811TZ 和 Aspire 3811TZG 兩 款 不 含 PVC 與 BFRs
的筆記型電腦（AC 電源線除外），未來，我們也會持續朝這個
方向努力。
在因應氣候變遷議題方面，我們除了與供應商一同努力開發出低
能耗產品 Aspire Timeline 之外，也體認到不論是氣候風險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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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的關鍵時刻

宏碁視人才與品牌為我們最大的資產，並將關懷員工列為宏碁七大核心價值之一，由此出發，我們致
力於營造優質的工作環境，並且舉辦多樣化的育樂活動，使同仁能在宏碁找到工作與生活的最佳平衡
點。為了讓員工了解宏碁對於 CSR 的承諾與作法，以及與利害相關人之適當應對，我們於 2009 年
修訂新的「宏碁集團業務行為準則」，並逐步展開 CSR 教育訓練及宣導。

人員雇用狀況與組成
2009 年雖經歷金融海嘯襲擊，但我們的業務仍持續成長，並
未受到太大影響，2008 年至 2009 的員工人數些微變動，主要

6,624 人

2009

是因為合併後部份單位之業務性質重疊以致組織重整所造成。
至 2009 年 12 月底，全球宏碁員工約為 6624 人，其中包含約

2008

6,897 人

170 位經營管理人員、5730 位專業人員及 724 位行政人員。在
雇用員工時，我們遵守全球各地區勞動法令聘僱員工，以聘用當

2007

5,264 人

地人員為主，並禁用童工、禁止有任何歧視不公的狀況產生。
台灣地區

泛美

泛歐

泛亞

大陸地區

以台灣地區為例，員工之性別、年齡、學歷、年資分析圖如下

員工性別 （TW）

員工學歷 （TW）

員工年齡 （TW）

20~25歲
碩士
33.9%

女
36.4%
男
63.6%

專科
22.0%

博士
0.7%
其他
3.7%

43

大學
39.7%

1.1%
16.7%

25~30歲

30.7%

30~35歲

28.3%

35~40歲

13.5%

40~45歲
45~50歲
50歲以上

6.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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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Acer 在社會、經濟、環境等面向的努力與承諾、以及推

員工年資 （TW）

動 CSR 的關鍵行動等。

34.0%

1~3年

11.5%

3~5年

31.0%

5~10年

14.8%

10~15年
15~20年
20~25年
20年以上

4.8%
3.0%
1.0%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訓練

教育訓練與職涯發展
以企業營運策略、宏碁核心價值、與企業社會責任（CSR）為
規劃訓練之依據，訓練體系可分為主管管理才能訓練體系、職類
別專業訓練體系以及通識課程（含新人訓練），台灣地區尚輔以

e-learning 提升學習成效。2009 年度，台灣區共開辦 160 梯次

3. 通識課程 :
此系統內之課程內容，涵蓋一般的新進人員訓練，業務溝通、
團隊建立、語言能力訓練、辦公室常用軟體訓練等。台灣地
區總計有 654 位同仁參與本項訓練。

的訓練課程，受訓員工達 2235 人次，總受訓達 33261 人時。

訓練架構與成效
1. 主管管理才能訓練體系：
2009 年為宏碁成長快速的一年，為了因應業務所需，並提升
各級主管在跨國、跨地區的領導及溝通能力，我們特別在主
管管理課程中導入 PC 市場分析與策略發展、跨文化團隊領
導及溝通等相關訓練，以期主管們能具備更多彈性與應變能
力。台灣地區，總計有 364 位主管參與主管訓練。

2. 職類別專業訓練體系：
為提升同仁的專業能力，我們於 2009 年於台灣地區率先擴
大職類別專業訓練體系，在職同仁的專業訓練架構包括品牌、
行銷、通路與服務、品管與品質等訓練課程。針對資訊產品

團隊建立學習活動

我們將持續提供同仁更多元的學習環境與課程內容，除了公司所
舉辦之教育訓練外，我們也鼓勵同仁獲取專業認證，除了提供認

全球運籌中心的新進同仁，舉辦為期三至六個月的新進人員

證學費補助外，並給予獎金激勵，於 2009 年，台灣地區總計有

訓練，使新進同仁了解宏碁的價值、文化與作業流程，使能

18 位同仁獲得補助。

快速進入工作狀況，發揮績效。
其中，我們針對資訊產品全球運籌中心新進同仁，首度進行

CSR 訓練。重點包括 CSR 觀念、CSR 對公司競爭力的重要
性、CSR 政策（包括 Acer 社會責任政策、能源與氣候政策、
環境健康安全政策）、推動 CSR 的組織（CSO）、共用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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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各分公司 CSR 相關教育訓練

職業健康與安全
宏碁能有今天的成就，所有的同仁居功厥偉，因此保障員工在
職場的健康與安全，是公司的重要責任。2009 年宏碁台灣區辦

宏 碁 伊 柏 利 亞 環 境 友 善 實 務 指 引 手 冊（Guide of

理所有同仁免費健康檢查，並成立健康減重班，鼓勵參與各項

Good Envirmental Practices ）

有益身心的戶外活動，提升同仁的健康管理意識。我們也透過

為了減少辦公室及每位員工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宏碁

OHSAS 18001 系統的導入，致力於提供同仁一個更為健康與
安全的工作環境。

伊柏利亞（含西班牙及葡萄牙）積極進行辦公室環境
管理，以 3R（Reduce, Reuse, Recycle）為基礎，

此外，我們舉辦多場健康講座，如台灣區在 2009 年即舉辦了

提倡綠色辦公室，於 2009 年分別針對辦公室及維修

二十餘場的健康講座與運動課程，而宏碁中東亦有許多場關於健

中心，製作兩份指引手冊以及宣導海報，並針對員工

康、心靈方面的課程，另外，宏碁加拿大舉辦人體工學、安全駕

進行環境友善駕駛的教育訓練，鼓勵員工由日常生活

駛習慣等相關課程。

可及的小細節開始做起。

重大疾病防疫計畫
2009 年 H1N1 於全球大流行，我們在 H1N1 流行期間加強防
疫宣導、密切注意員工健康狀況，並制訂員工居家上班及自主健
康管理處理準則；同時依疾病管制局之公開資訊，提供員工國外
出差之建議及注意事項。

員工溝通
宏碁俄羅斯生態教育訓練
宏碁非常重視員工的意見，於內部提供暢通的溝通管道，員工可
宏碁俄羅斯針對公司內部員工進行生態教育訓練，以

利用包括後勤單一服務專線、晤談、諮商、福委會、園丁會以及

提升員工對俄羅斯以及世界生態現狀的理解與認知。

員工線上意見調查等，對公司營運管理及工作權益等提出建議。
在我們的努力之下，宏碁於過去一年以來，並無因勞資糾紛而產
生公司損失。2009 年，員工反映的意見如下：

2009 年園丁會重大決議（台灣地區）
獎勵同仁學習線上英文、提供同仁兩天志工假、鼓勵同仁參與志
工活動（如台北聽障奧運、社區關懷等）、同仁健康檢查及健康
促進、辦公室設備更新，以及衛生安全改善等。

園丁會
為了讓同仁參與公司決策運作，收集同仁對公司的改善建
議，宏碁於總部成立「園丁會」，做為同仁與公司溝通、
互動之平台，每季開會一次，由董事長主持，與員工代表
面對面溝通。主要目的在於增加勞資互動、討論員工關係、
提昇工作環境、增進生產力、提升公司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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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員工線上意見調查

（ Acer Family）」、宏碁德州的「員工活動委員會（Employee

我們自 2007 年開始每年進行全球「員工線上意見調查」，邀請

外，另提供了團體醫療險、員工暨子女獎學金補助、宏碁家庭日、

宏碁全球同仁同步參與，收集並分析全球各地區同仁對工作環境
與公司整體運作等各層面的意見回饋，提出改進建議，讓公司的
整體運作更為精進。
調查面向分為工作環境、組織效率、管理與溝通、品質與服務等
共 15 個面向，經分析發現組織運作績效、工作環境、成本控制

Activity Committee，EAC）」等，除提供法令規定的基本福利
社團活動、國內外旅遊活動及年節禮劵等多元化的福利方案，期
使宏碁各區成員都能深刻感受到公司對每位同仁的重視與關懷。

2009 年的福利事項，可區分為以下三大項：

聯誼性活動福利

的滿意度較高；職涯發展、人才培訓、與人員管理則相對較需繼

在 2009 年我們舉辦了許多大型活動，讓同仁在工作之餘能放鬆

續強化。根據調查結果擬出的改善行動如下：

身心，包括台灣區的 2009 宏碁家庭日、每五年一次的台灣區全
公司尾牙、十餘場的電影欣賞、宏碁烏克蘭的 NY Party、宏碁

職涯發展方面：透過內部溝通平台，使同仁可上網檢視公司職缺
資訊、鼓勵單位主管可視單位業務需求，予以工作輪調或工作擴
大化，使員工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人才培訓方面：改善方向包括─敦促各單位主管為部屬釐定培訓
計劃，掌握學習成長的方向，配合完整的訓練架構 , 以提升績效。

德州的聖誕午餐等。我們也舉辦旅遊活動讓員工與親友同樂，如
台灣區一年二次的國內多日遊及一日遊、宏碁瑞士舉辦年度員工
旅遊等。

休閒育樂福利
我們提供自助休閒補助金、部門聯誼費、社團補助經費等，以凝

人員管理方面：強化主管的激勵技巧與溝通輔導能力。

聚同仁間之向心力。每年並舉辦了許多藝文欣賞活動，如宏碁法
國邀請員工參加知名的「Bercy shows」，2009 年約有含音樂、
運動、歌劇等 70 場活動。此外，我們在公司內部營造舒適的環

員工福利

境，並提供各式最新圖書、期刊、光碟之提供以及紓壓解勞的「宏
碁按摩小站」服務。

我們給予員工合理且具競爭力的薪酬制度及年節獎金，也制定許
多員工激勵措施，以激勵員工發揮創造力並提高生產力，留住優
秀人才。如宏碁台灣即設有專利獎金、業務獎金、績效獎金、員
工分紅等；而宏碁捷克與斯洛伐克則是將維修人員分為四組，互
相良性競爭，並表揚最佳表現者。
我們在全球各據點，均依當地政府法令規定及風俗民情的實務
作法，提供優質的員工福利，以激勵員工發揮創造力並提高
生產力。以台灣區為例，的「職工福利委員會—宏碁福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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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性福利
台灣區提供三大節慶與生日提貨券，以及獎學金、婚喪喜慶之各項現金性福利補助。在退休制度上，本公司退休制度均依全球各地
政府法令規定辦理。宏碁台灣區亦建立「提早退修制度」，只要員工工作滿 15 年，年滿 50 歲，即可提出退休申請，以便儘早規劃
未來生涯。

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為提升公司整體的競爭力，善盡社會、經濟、與環境之企業責任，
使宏碁成為領導品牌的公司，我們於 2009 年修訂頒佈「員工業
務行為準則」，作為全球同仁從事業務行為的指導原則。我們依
此行為準則，強化組織文化，保障宏碁在全球的合法商業利益，
進而提升對客戶、合作伙伴、社區之服務品質。
有關宏碁「員工業務行為準則」重點，茲概述如下：

1. 致力營造充滿關懷的工作環境
2. 持續推動科技創新，提供客戶優質的產品與服務
3. 遵守自由公平競爭法規
4. 努力研發有益於環境的先進產品
5. 遵守所有智慧財產權法規
6. 禁止不當獲利的交易活動
7. 公平且客觀地評估與遴選業務夥伴
8. 根據客觀事實並以誠信進行企業溝通
9. 確保廣告的真實性、正確性並遵守所有相關法規
10. 遵守所有會計相關法規
11. 遵循放款人及出口信用法規
12. 嚴禁員工收受個人不當利益
13. 禁止不當或違法的支付
14. 禁止員工接受不當的餽贈與招待
15. 妥善處理公司資產
（包括實質資產、智慧財產權及資訊資產）

16. 不以尚未公開的資訊謀取任何不當利益
17. 嚴禁員工銷售、持有或服用非法毒品
18. 積極參與社會及社區活動，以及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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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目標與承諾
• 執行 CSR 線上教育
• 執行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建立線上學習系統及模組
• 推廣員工業務行為守則
• 強化主管的溝通輔導能力，及新進人員的訓練，
以利快速的融入組織， 發揮潛力 , 產生績效及
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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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溝通的關鍵時刻

宏碁自成立以來，即致力於了解與滿足多元客戶的需求，我們於 2008 下半年開始進行多品牌服務機
制的整合，包括宏碁、捷威、佰德與 eMachines 等四個品牌，以方便消費者了解我們各個品牌的產
品與服務，並於 2009 年 2 月完成 Acer 品牌全球下載專區系統整合，6 月完成全球頁面統一。此外，
為回應消費者全球旅行的需求，我們也修改了全球旅約保固（ITW）政策，並於中國擴充服務據點，
以提供消費者更加便利的服務。
同時，在提昇消費者對於環境與社會議題的意識方面，宏碁不僅推出環境友善的產品，也延續去年客
戶社會責任參與方案，邀請消費者共同參與轉型為環境友善的消費模式。

客戶服務系統與機制
宏碁的營運據點遍佈全球，我們在主要營運所在地
設置服務中心，依據不同屬性客戶群與通路型態
等，規劃不同特色的服務方案，建構完整的全球服
務體系。消費者與企業客戶能透過多重管道與我們

直服務中心

聯繫，包括：

電話服務支援中心/技術支援

網路下載與支援服務

授權服務中心及專業維修公司

國際旅約保證服務中心

49

Ace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09
消費者溝通的關鍵時刻

網路下載與支援服務
全球下載中心
因應宏碁多品牌策略，2009 年我們特地整合所有品牌的
資源，規劃具備友善介面及高速下載能力的全球下載中心
（Global Download），提供使用者於網站上下載驅動程

授權服務中心及專業維修公司
我們對部份區域或產品提供授權經銷商維修及專業維修公司方便
服務顧客。

國際旅約保證服務中心

式，預計將於 2010 年完成宏碁所有品牌之所有產品服務，

我們於 2009 年修改國際旅約保證（ITW）政策，取消原先限制

讓使用者得以方便快速地進行系統更新作業，減少不必要之

3 個月旅行者證明，並將 Aspire One 小筆電（NetBook）納入

舟車勞頓。

國際旅約保證服務體系之內，方便越來越多的全球旅行筆電使用
者。

我們提供產品網頁與網路電子報案系統，2009 年完成全新的

Acer 品牌全球下載中心，未來將陸續完成其他品牌全球下載中
心，方便客戶下載與更新軟體版本。並整合各品牌下的客戶登入
系統，方便我們多達 3 千 5 百萬個客戶登入。2009 年，該系統
寄出之溝通信件，達到 2 千萬封，其中包含 30 種不同的語言。
全球下載專區介面

客戶滿意度與需求調查
宏碁對於個人客戶、合約企業客戶與代理商，規劃相對應的滿意
度評量機制，並針對服務事件進行滿意度調查，以定期檢討自
身服務品質。如歐洲地區為提昇客戶服務滿意度，設置客戶申訴
案件管理系統、客戶服務關懷系統、經銷商關懷系統等，加強客

電話服務支援中心 / 技術支援

戶服務的品質。2009 年台灣地區客戶滿意度，直營中心達 86.1
分，電話客服中心達 81.19 分，企業客戶更達 90.5 分。

透過電話報案系統，由接聽電話專人回答解決客戶問題。
宏碁每年針對不同市場區隔，以「多品牌，多產品」進行許多創

直營服務中心
消費者若產品故障，可依照各地區服務方式，攜帶或由物流業者
送至直營服務中心，於承諾時間修護及測試完成後交還。2009
年，宏碁中國一改之前以代理商進行維修服務的方式，於中國地
區建置維修據點，預計在 2010 年擴充至 500 個服務據點以上，
增加與消費者直接互動的機會。

新的發想與技術，然後評估消費者需求，以決定新產品的方向。
我們於 2008 年下半年推出小型筆記型電腦（NetBook）滿足節
約能源、低價格與方便攜帶性等需求，2009 年推出超薄省電長
效型筆記型（CULV NB）電腦 Timeline 系列（使用時間八小
時），滿足電池持久力與能源效率訴求之後，更在在 2009 年下
半年，在強調最低功耗設計的前提下，首先推出３Ｄ立體筆記型
電腦，為消費者提供更高標準的「Beyond HD」視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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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密問題

臺灣地區客戶服務與支援入口 :

隨著電腦與網路使用者的增加，資料安全的問題已是消費者極為
在乎的議題，為此，我們針對下列三個層面分別採取因應作法：

1. 對客戶資料的隱私權：
我們嚴加管理所有登入宏碁網頁或購買產品的消費者所提供
之個人資料，不會將之提供給其他不相干機構從事行銷或兜
售行為。

2. 於產品中導入資料安全相關技術：

而 針 對 歐 洲 地 區 的 召 回 活 動， 則 為 Parkard Bell 出 貨 的

EasyNote MX36、MX37、MX51 與 MX52 型號的筆記型電腦，
所搭配的電池組因為電池製程不良而導致影響客戶安全之風險。

我們不斷更新產品資料安全相關技術，包括推出中小企業適

基於保護客戶安全與權益的考量，我們進行產品電池自願召回計

用的機密文件控管「宏碁機密檔案控管系統」產品，以及導

畫，提供這些機型的電池組進行免費更換。

入 Bio-Protection 全能指紋辨識技術等。
英國地區客戶服務與支援入口 :

3. 電腦送修時資料的保密性：
我們所有服務據點工程師均簽署保密協定，更會在維修前提
供服務表單讓客戶確認維修內容，以確保消費者之隱私權。

瑕疵產品召回計畫
在 2009 年，宏碁主動啟動了三項安全召回計畫。其中兩項是全
球性，而另一項召回活動只針對有出貨的歐洲地區進行。
在 全 球 性 的 召 回 計 畫 中， 宏 碁 Aspire 5738（AS5738G） 與

Aspire 5738Z（AS5838ZG）機型舊有的 BIOS 版本問題，導
致在某些使用情況下可能會讓充電器過熱及因此衍生之風險，基
於保護客戶安全與權益的考量，我們主動提供辨識及更新 BIOS
方法以解決此一問題。
另一項全球性的召回則是筆記型電腦的左手掌托處，在重複性
地受到極大壓力時，可能會造成麥克風線過熱，從而可能引起
機器外殼變形，以及麥克風功能失效。受到影響的 Acer Aspire
機器型號為 AS341、AS3810T、AS3810TG、AS3810TZ 及

AS3810TZG，相關機器為 2009 年 9 月 15 日前生產。為解除
麥克風線過熱帶來的任何隱患，我們主動啟動了此次安全召回計
畫，對受到影響的機器更換麥克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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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社會責任參與方案

宏碁所有行銷推廣的活動，均遵守當地相關法令規範，而結

我們希望與消費者共同合作，在購買行為中逐漸融入對社會及

合公司「快速」、「團隊精神」與「效率」等品牌形象，宏

環境友善的思維。為此，我們除了致力於推出環境友善之產品，

碁長期贊助許多世界頂尖的運動團隊。2009 年，我們成為

也在各地分公司推出多個提升環境與社會責任意識的專案。

國際奧會（IOC）「電腦設備」的全球合作夥伴（Worldwide

Partner），並與溫哥華奧委會（VANOC）以及倫敦奧委會
（LOCOG）合作，提供及管理活動所需的電腦設備，以確
保奧運順利進行。
在這次的合作中，雙方對追求卓越、尊重奧運傳統與平等的
精神，是合作成功的關鍵要素。而我們也藉由支持奧運會與
奧委會，進一步加強客戶關係並提升宏碁品牌的全球形象。
在合作期間，宏碁將於下列產品領域提供技術方面的支援：

1. 個人電腦，包含小筆電、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
電腦等產品

2. 智慧手持裝置

植樹計畫
宏 碁 澳 洲 與 Trees For Life 組
織合作執行植樹計畫，承諾每賣
出一個特定的宏碁產品，就為消
費 者 種 植 1 至 5 棵 樹。 自 2008
年 以 來， 已 種 植 超 過 40,141 棵
樹，預計在它們的成長過程中，
共 可 吸 收 6,690 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植 林 地 點 為 澳 洲 南 方 格
拉 斯 頓（Gladstone） 與 曼 納
（Mannum）北方。此專案預計
持續至 2010 年內，也邀請消費
者在享受我們提供的先進產品之
餘，共同響應節能減碳的計畫。

3. 電腦相關存取裝置，例如：電腦硬碟、隨身碟
4. 伺服器 ( 部分地區 )

Acer-Intel 校園綠色推廣活動

5. 地區網路設備 ( 部分地區 )

桌上型電腦
39.7%

為了教育消費者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宏碁泰國與 Intel 泰國連續六
年共同舉辦 Go Green 活動。2009 年為推廣氣候暖化議題的重
要性，我們於 8 月到 10 月間，以「Go Green, Less is More」
為主軸舉辦活動於泰國八個地點（含 7 所大學）巡迴展出，同時
以優惠的價格，促銷低能耗的系列產品如 Timeline，希望提升大
學生與青少年消費者對環境的意識。
巡迴活動包括：
1.Energy ReFun（d）─讓同學們以電子廢棄物兌換免費仙人掌
2.Green Mar-get ─舉辦綠色市集
3.Sa Green T Shirt ─特價販賣印有全球暖化運動意象的 T 恤
4.Music Dedicate ─舉辦免費音樂會

筆記型電腦
17.6%

令人覺得振奮的是，在舉辦「Go Green」巡迴展示的過程中，
數間學校也響應此一有意義之活動，於校內舉辦相關活動，更加
推廣綠色概念。

6. 主機板
7. 印表機 ( 部分地區 )
8. 鍵盤、螢幕以及滑鼠
伺服器
0.3%
顯示器
42%

2010 年目標與承諾
所有四個品牌全球軟體下載中心建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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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的關鍵時刻
55 社區參與
61

7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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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的關鍵時刻

宏碁自成立以來，即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自勉，在追求世界第一的同時，亦透過全球各
個營運據點，以及宏碁基金會與捷威基金會，回饋社會。近年來為了鼓勵更多宏碁同仁參與，成立
宏碁志工隊，並於 2009 年設立志工假，讓宏碁員工在公司的支持下，能夠將關懷力量散佈到更大
的角落。而 2010 年，我們也預計發展數位機會專案，透過教育協助更多弱勢族群善用數位科技，
並在公司內部建立分享平台，讓各國宏碁分公司的案例得以分享給更多宏碁同仁，同時，也期許可
激發出更多社會參與的創想。

基金 會

公益活動

企業志工

社 會

教育

環境保育

數位機會

創新

宏碁集團社區參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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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
2009 年間，宏碁各地的分公司持續進行各式各樣的社區參與活動，全球約有 81 個，這些活動可分為教育與人才培育、社會參與與社
會關懷以及環境關懷等三大類。

宏碁全球社區參與地圖

教育與人才培育
+
+
+
+

宏碁中國 Acer Care 關懷計畫
宏碁菲律賓孩童職涯介紹計畫
宏碁中東培訓實習專案
宏碁瑞士孩童學徒計畫
宏碁菲律賓身心障礙者數位機會計畫
宏碁台灣弱勢學童數位機會計畫

社會參與與社會關懷

宏碁義大利弱勢關懷計畫
宏碁印度二手物資捐贈計畫
宏碁新加坡兒童節公益活動
宏碁越南社區造橋支援活動
+ 宏碁中國冬奧中國代表團支助計畫
+ 宏碁馬來西亞公益尋寶活動

環境關懷

宏碁台灣 PaPa 走愛地球
宏碁印度「認養樹木」計畫
+
宏碁美國德州客服公司電子廢棄物回收活動 ( 請見第 35 頁 )
+
宏碁澳洲植樹計畫 ( 請見第 52 頁 )
+
宏碁泰國 - Intel 校園綠色推廣活 動 ( 請見第 52 頁 )

註：

+

整合核心技術或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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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台灣
志工隊
宏碁志工隊長期認養宏碁總部汐止地區弱勢兒童課後輔導計畫，除經費補助外，也時常邀請小朋友與宏
碁同仁同樂。此外，每年定期舉辦的捐款、捐血、義賣、認養聖誕節禮物已逐漸成為宏碁同仁的固定事項，
許多同仁已養成習慣參與志工隊的活動。志工隊也於 2009 年與人資部門合作建立出志工假制度，鼓勵
更多同仁一起參與。

宏碁志工假

總部推出為期兩個月的「PaPa 走愛地球」
活動，鼓勵同仁多爬樓梯，少搭電梯，透過

為了鼓勵同仁參與社區活動，2009 年，我們於
員工請假管理辦法中新增「志工假」假別，凡
是宏碁正式員工，欲於上班日參與志工活動者，
由公司提供每人每年兩天有薪志工假。2009 年

培養簡單的生活習慣，累積達成健身與節能
減碳的效果，獲得許多同仁響應，共計同仁
們總共爬了 25,849 層樓。

由公司號召志工參與兩個活動，一是台北聽障
奧運活動，另一項則協助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
會整理 88 水災災後捐款資料，兩項志工活動總
計於 2009 年請志工假人數為 38 人，共請志工
假合計為 56 天。未來我們也將發展更多樣的服
務專案，讓更多宏碁志工能貢獻一己之力。

弱勢學童數位機會計畫
為提高經濟弱勢家庭青年學子的數位競爭
力， 宏 碁 台 灣 從 2003 年 度 起， 連 續 7 年
參與「數位饗宴 ‧ 美夢成真」公益活動，

2009 年並擴大贊助名額，以極優惠價格提
供電腦硬體設備 400 套，讓弱勢學童也能夠

PaPa 走愛地球
志工隊為喚起宏碁同仁的環境意識，每年都會
發起相關活動，2009 年由地球日開始，於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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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越南
社區造橋支援活動
越南的湄公河沿岸，因受到颶風及洪水的影響，每年約有 300 人
喪生於湍急的河水當中，其中更有高達一半的遇難者，是那些搭乘
船隻或行經竹橋上學的學生們。為了保障當地孩童的安全，宏碁越
南延續去年水泥橋建造的支援專案，於 2009 年捐助檳知省（Ben

Tre）建造 5 座水泥橋，總捐助金額相當於 $150,000,000 越南盾。
此外，2009 年 10 月及 11 月越南中部發生嚴重水災，員工們也自
發捐款 $4,550,000 越南盾給水災受災戶，協助他們度過災後重建。

宏碁中國
冬奧中國代表團支助計畫
作為國際奧會第七期 TOP 計畫的頂級贊助商，宏碁公司不僅為

2010 年溫哥華冬奧會提供了全面且完善的服務，同時也成為中
國奧會最為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為冬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提供
手提電腦裝備及完善的電腦技術支援與服務。

Acer Care 關懷計畫
宏碁中國自 2006 年 9 月起，以教育為主軸，展開「Acer Care」計畫，支助以資訊科技
為主修之弱勢家庭學生。2009 年起至 2010 年計畫進入第三階段，目前針對中國 14 所
大學，每個學校 10 位學生，除支助每位學生 3000 元人民幣之外，並提供打工機會及邀
請學生參與社區公益方案，希望學生不僅感受到社會關懷，也能將這份關懷傳達給其他
需要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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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義大利
弱勢關懷計畫
宏碁義大利以兒童、婦女、貧窮及生病者為重點關注對象，以打破弱勢族群與社會之間
的壁壘。在 2009 年，我們透過經濟支援及相關的宣導活動，幫助公益組織推廣其關切項
目，並讓大眾更加了解目前的社會議題，進一步也能出錢出力。活動詳細內容可見：宏
碁義大利弱勢關懷計畫

宏碁中東
培訓實習專案
面臨不斷擴大的新興市場以及人才需求，宏碁中東自 2003 年起，與全
球性學生組織 AIESEC 合作「國際交換計畫」，甄選 AIESEC 數名來自
新興市場的學生，於宏碁中東針對銷售及行銷進行至少 24 個月的實習。
該專案除了可為宏碁中東創造新興國家中的人才庫外，並提供學生一個
國際平台，展現與培養他們的才能，以成為一個專業人士。目前已有來
自包括土耳其、肯亞、烏干達、埃及等不同國家的 15 位實習生參與。

宏碁瑞士
孩童學徒計畫
瑞士中等職業教育採學徒制，許多孩童在小學畢業之後會到各行各業擔
任學徒，包括工藝（如木工、麵包師傅、美髮師等）及公司職員（如、
會計、秘書、工程師等），擔任學徒的時間依不同的行業可達 2 年到 4 年，
期間每周尚需回學校上課。目前宏碁瑞士有五位學徒，擔任廣告、後勤
以及電腦工程師等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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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菲律賓
孩童職涯介紹計畫
國際飢餓對策機構（Food for the Hungry, FH）為一國際救援機構，於世界各地長期認養窮困地區之孩童，其中
一處認養地區為位於馬拉邦（Malabon）最窮困的地區之一─ Catmon。宏碁菲律賓分公司與 FH 合作，分別於 5
月、8 月、11 月前往 Catmon，由宏碁菲律賓約 8 ～ 10 位志工，分組向孩童介紹不同的職業，閱讀關於職涯的書
籍給孩童聽，並帶領遊戲，每次約有 40 位孩童參與。這些地區的孩童由於生活受限，僅知的職業只有老師、醫生、
護士與警察等，透過這個活動能增加孩童對未來職業的想像。

身心障礙者數位機會計畫
宏碁菲律賓分公司之社會公益計畫一直以來以教育及創造數位機會為主軸，2009 年持續與國家職能復健中心
（National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Center, NVRC）合作，捐贈 10 台桌上型電腦協助建置一新的訓練教室。
沒有樓梯的房子（Tahanang Walang Hagdan, TWH） 是另一個協助身心障礙者的非政府組織，在 2009 年安朵
（Ondoy）颱風中，受創甚深，宏碁菲律賓分公司也捐贈 5 台桌機、1 台筆電及一台投影機，協助 TWH 重建，希
望藉此能幫助更多的身心障礙者開創數位機會。
此外，宏碁與中華電信、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及資策會於 2009 年 10 月份在菲律賓設立一座視障數位機會中心，
期望藉由 ICT 資訊整合技術，讓視障者有能力透過電腦創造工作機會，使其能找回自信進而自立更生並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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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印度
企業社會責任社團成立
宏碁印度於 2009 年年初成立企業社會責任社團，希望能提
升當地員工對社會、環境的意識，並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驅
動力與貢獻者。目前共有來自印度各地辦公室 35 位成員參加
這個社團，並發起多項倡議行動，包括工作場所節能與節電、
二手物資捐贈、「分享空間」計畫及「認養樹木」計畫等等。
其中「分享空間」計畫是鼓勵住在同一個地區或相同路線的
員工，以共乘的方式達到節省油耗的目標，而「認養樹木」
計畫則是配合世界環境日（2009 年 6 月 5 日），分送約 50
株樹苗供員工認養計畫。
拜訪 2009 年二手物資捐贈單位
Gerizim- Home & School for the Handicapped

宏碁新加坡
兒童節公益活動
宏碁新加坡於 2009 年身心障礙兒童學校「Rainbow Centre」
合作，為該校這群與眾不同的孩子舉辦兒童節慶祝活動。宏碁
員工先於公司內部發起募款，並與該中心老師討論了解每位孩
童需要的物品，在購買後並利用下班時間，志願進行分裝工作。
在兒童節當天宏碁志工至該校與孩童同樂，而同仁們的付出，
也在活動當天每個孩子的笑容上，得到最好的回報。

宏碁馬來西亞
公益尋寶活動
2009 年宏碁馬來西亞舉辦「Acer-Racer Motor Treasure Hunt 09」慈善活動，邀請了不少經銷商及媒體一同參與，以一個有趣
的尋寶過程，為一所孤兒院募款。在活動中，每個小組會收到一系列的問題與任務，包含購買幾個「寶物」，這些「寶物」之後
都會被捐給慈善機構，而尋寶遊戲的贏家，可得到證明書以及宏碁產品。
活動最後，宏碁一共捐贈了超過 10,000 馬幣給慈善機構，每個參與者也都慷慨解囊，為回饋社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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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
宏碁集團旗下一共有兩個基金會，一是位於台灣的宏碁基金會，
另一個則是為位於美國的捷威基金會。兩個基金會皆有清楚的宗
旨，分別在台灣與美國致力於提升人們運用科技的潛能。

捷威（Gateway）基金會
許多弱勢學童因缺乏使用科技設備的機會，而影響到他們
在課堂上甚至未來在就業選擇時的表現，捷威相當清楚藉
由提供我們的核心能力─科技與服務，可以對這情況造成
改變。因此捷威基金會自 1994 年成立以來，即以服務弱
勢青少年之組織及資源不足的學校為主要對象，希望透過
捐贈先進科技及技術支援，幫助他們面對未來的挑戰並
建立信心，進而創造更多數位機會。2009 年間，捷威基
宏碁基金會
宏碁基金會自 1996 年成立之後，致力於在社會中激發創
新能量，透過舉辦獎項、競賽與贊助活動等，鼓勵自小學、
中學至大專院校之學生運用科技，落實創意。2009 年持續
舉辦第四屆「龍騰微笑」競賽，以「3C 環保創意設計」為

金會的捐贈對象達 20 個，以捷威美國總部南達科他州北
蘇城（North Sioux City, South Dakota）及加州爾灣市
（Irvine, California）50 英里內為範圍，針對捐贈能直接
為青少年所使用的組織為主，一共捐出約 200 台的筆記型
或桌上型電腦。

特定組主題定，共有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 185 隊師生組隊
參賽；另一個針對中學生所舉辦的「數位創作獎」，2009
年邁向第五屆也首度加入活動主題「節能減碳 ‧ 地球永
續」，作品收件數目達到 829 件。兩個獎項的收件數雙雙
創新高，也顯示出宏碁基金會在知識經濟創新與數位創作
的領域長期耕耘下，已逐漸累積成果。

2010 年目標與承諾

自 2008 年起轉型後，宏碁基金會開始著重企業社會責任

• 提高宏碁志工參與率
• 發展開創數位機會之社區專案

之推廣，以提供台灣 ICT 產業企業社會責任之實務交流與
分享平台自許，舉辦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見第 18 頁）
與贊助碳揭露專案在台活動。2009 年間，宏碁基金會分別
贊助了碳揭露台灣說明會以及發表會，並首度於會中加入
溫室氣體盤查及碳足跡等主題，邀請各公司分享實務經驗，
持續提高 ICT 產業界對於碳風險與機會的重視之外，並加
入金融業界的觀點，期望有更多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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