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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本報告書為宏碁第三本企業責任報告書，宏碁每年定期發

行企業責任報告書，希望達到與利害相關人溝通之目標。

前次發行時間為2009年8月。本報告書呈現的資訊以2010
年（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資料為

主，並依據合併報表的原則設定組織邊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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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據調整處，將另行於報告書內

文中說明。 

本報告書的內容架構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 Initiative, GRI）於2011年發佈的第3.1代綱領（GRI 
G3.1）撰寫，達B Level，同時發行中英文版本，在本報告

書最末則附有GRI指標索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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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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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宏碁網頁。

3

封面意旨

「打破人與科技的藩籬」是宏碁最重要的商業原則，其包

含的主要意義為：

1. 提升每個人的能力 （Empowering）

2. 讓任何人都可輕易接觸到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技術

3. 透過觸控有效打破人與科技的藩籬 （via Touch）

4. 讓科技更具有人性 （Touch People’s Heart）

今年報告書的主軸「Touch」即為此概念的延伸，以整個

價值鏈（包括供應鏈、品牌、消費者）為著眼點，透過觸

控產品的呈現，在接觸、探索及重新體驗中，提升彼此的

能力，進而實現永續及智能的未來。

聯絡方式

若您對於2010年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有任何指教，歡迎您

與我們聯絡：

宏碁永續發展辦公室

cr@acer.com.tw

3Ace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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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0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經營階層聲明

董事長暨執行長的話

走過金融海嘯，2010年是我們沉潛的一年，與很多國際品牌公司一樣，

都面臨了在全球遽變後永續成長策略的重新定位思考，挑戰包括如何優

化品牌來落實多品牌策略；如何建立完整的公司治理體系，來強化風險

與機會的前瞻管理，以確保穩健務實的企業永續發展。能資源高漲再度

驅動我們思考身為領導品牌，應如何有效轉型邁向低碳經濟，以及智能

時代的來臨，我們應如何以智能科技來具體履行宏碁「打破人與科技之

藩籬」的企業使命。

效率與速度向來是宏碁致勝與永續的關鍵元素，但是面對受碳與受資源

限制的競爭時代，我們必須突破思維的窠臼，來精進公司營運的效率，

提高對風險的敏感度與回應速度，也要能更有效激發創新。我們聚焦在

兩個核心面向，一個是跨部門合作效率，另一個是產品與服務的永續

性。

對於利害相關人的議合，我們仍一貫採取務實誠信的態度，在綠色產

品、碳足跡、透明化和供應鏈管理上，不斷傾聽、學習與創新。我們以

積極正面的態度，來看待永續發展的挑戰，若要達成願景2050年全球90
億人口要過得好的目標，我們必須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帶動消費者來支

持產品的永續性。

我們在朝低碳與永續的方向轉型，這不是一條平順的道路，但我們仍將

勇往直前。

董事長暨執行長　王振堂



全球總裁的話

走過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世界各地的企業、國家到社會整體，都面臨了

許多永續發展的嚴苛挑戰，也更突顯了企業誠信、負責及透明治理之重

要性。宏碁在高度成長的十年中，面對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個領域的諸

多考驗，我們學習到許多寶貴的經驗，也深刻體認到由內到外的企業責

任具體實踐，就是企業永續發展最佳的商業策略。

因此，從組織管理的角度，我們將積極朝下列三個方向努力：第一是加

強跨部門合作，避免錯失機會；第二是提高多品牌間的差異化；第三則

是建立公司更嚴謹的公司治理制度。

一個受碳限制與受資源限制的時代已來臨，因此，我們在永續發展的議

題上，聚焦在可發揮解方供應者的領域，一直努力不懈。繼2009年我們

推出第一台對氣候友善的筆記型電腦Aspire Timeline之後，2010年我們

更結合低碳與機體不含PVC及BFRs的Aspire Timeline 3811T系列超輕薄

筆電。同時我們也與供應商合作，在2010年首度在中華民國取得小筆電

AO532H與液晶顯示器V193W兩項產品的碳標籤。

透過資源與能源的整合，我們推出更輕薄低碳高性能的移動產品，也將

這樣的概念應用在數位生活的整合科技上，應用尖端觸控式介面，大幅

提高資訊產品簡易、便利的操作性，有效打破人與科技間的藩籬，讓智

能科技更為普及。

在氣候議題上的里程碑，是我們於2010年在數據中心首度採用再生能源

裝置，容量雖小但意義非凡。

與供應商的合作，一直是我們精進突破的關鍵，我們特別感謝供應商在

碳揭露、綠色產品、碳足跡、職場條件及落實行為準則等工作上，給予

宏碁很大的支持。

面臨時代的挑戰，我們履行承諾，務實、創新，也每年傾聽利害相關人

對宏碁的指教。我們每一分努力，都意謂著我們對珍惜來自各界信任的

堅持。

全球總裁  翁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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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目標達成狀況
2010 年目標 達成狀況 成果與說明

宏碁企業責任
建立宏碁內部企業責任資訊分享平台 ○ 規劃中  

舉辦CSR論壇持續與國際利害相關人溝通 ● 2010 宏碁CSR論壇於12/1-2舉辦，約150人參與

環境

參與國際無鹵製程相關立法討論 ● 參與歐盟RoHS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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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已於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顯示器等共

10個產品開展HSF部份新產品試作與量產

能源與氣候

變遷

研擬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 2010年為提升盤查完整度重新釐訂組織邊界，將
再研擬適當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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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供應商參與家數較2009年提升約20%

參與國內外碳足跡相關標準之討論與研訂 ●
參與由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與世
界資源研究所（WRI）所擬定之GHG Protocol產
品價值鏈碳足跡標準全球試行計畫

供應鏈

增加供應商稽核比例 ●
增加供應商稽核數量一倍，稽核比例由7%提升至

16%。

針對高風險的供應商進行現場稽核 ●
完成供應商的自我評估問卷（SAQ）、風險評
估，並針對所有高風險的供應商進行現場稽核。

參與EICC VAP稽核計畫 ● 挑選高風險的供應商參與EICC VAP稽核計畫。

導入供應商SER績效評比 ◎ 針對供應商自我評估問卷及現場稽核進行評比。

提升供應商SER能力 ● 針對全體供應商舉辦溫室氣體教育訓練，及部分
供應商進行CDP Supply Chain Program問卷回覆
訓練各1場次。進行供應商教育訓練（SCLC） ●

員工

執行CSR線上教育 ◎
針對台灣區同仁，已調訓1,806人完成課程，完成
率為81%；2011年將持續推展至全球。

執行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已調訓262位新進同仁，予以3小時訓練；2011年
將持續推展全員訓練。

建立線上學習系統及模組 ●

• 已建置線上學習系統模組及線上學習平台。

• 學習平台將於2011年第二季測試完成，並結合
已完成的線上課程，即推展至全球各區。

推廣員工業務行為守則 ●
印製員工業務行為準則手冊，由主管對同仁宣導
及舉辦相關訓練，並列入績效考評項目。

強化主管的溝通輔導能力及新進人員的訓練 ●

• 強化主管溝通與輔導技能：203位主管參與訓
練。

• 新進人員訓練：467人完成訓練。

消費者 所有四個品牌全球軟體下載中心建構完成 ● Acer品牌之全球下載中心於2009年完成，其他品
牌之全球軟體下載中心已於2010年底建構完成。

社區
提高宏碁志工參與率 ◎

由宏碁志工隊舉辦多樣之志工活動，參與志工人
數略為提升。

發展開創數位機會之社區專案 ●
於台灣花蓮推出兩輛宏碁數位行動車，供社區申
請行動電腦教室課程。

●完成           ◎部分完成          ○未完成



2010年宏碁數字一覽表 
項目 單位 2008 2009 2010 說明

宏碁企業
責任

合併營收 新台幣億元 5,462.7 5,739.8 6,290.6
營業淨利 新台幣億元 140.7 153.3 182.0 
稅後盈餘 新台幣億元 117.4 113.5 151.2

EPS 新台幣元 4.7 4.3 5.7
個人電腦出貨量 台數 3,100萬 4,000萬 4,550萬

市占率 % 10.3% 12.6% 12.7%
市占率全球排名 3 2 2
政治捐獻 新台幣元 ─ ─ 0
參與宏碁企業社會責任
論壇之供應商

家 46 71 66

參與宏碁企業社會責任
論壇之總與會人數

人 98 163 144

參與宏碁企業社會責任
供應商大會之國際利害
相關團體

個 7 7 6

董事會開會 次數 4 7 10

環境

環安衛與內部稽核教育
訓練

次數 8 19 19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汐
止及內湖辦公區

2008年因尚未導入

OHSASA 18001，所以
不含安衛訓練課程

取得ISO 14001驗證之

ODM供應商 % 100% 100% 100%

取得OHSAS 18001驗證
之ODM供應商 % ─ ─ 95.7%

事業廢棄物 公斤 ─ ─ 13,632
計算範圍為宏碁汐止
總部

宏碁產品回收 公斤 1,089,000 3,497,753 6,038,825

2008年計算範圍為宏
碁台灣

2009年計算範圍為宏碁
台灣與日本

2010年計算範圍為宏碁
台灣，日本與美國

重大汙染洩漏事件 次數 0 0 0
違反環境法令記錄 次數 0 0 0

能源與氣候
變遷

範疇一溫室氣體排放
公噸二氧化
碳當量 3,238 3,205 3,453 含eDC

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
公噸二氧化
碳當量 90,056 129,237 123,133 含eDC

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公噸二氧化
碳當量 3,457 2,901 5,453 含eDC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公噸二氧化
碳當量/新台
幣百萬營收

0.18 0.24 0.21 含eDC

溫室氣體人均排放
公噸二氧化
碳當量/員工

人數
14.03 20.43 17.02 含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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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2008 2009 2010 說明

能源與氣候
變遷

參與CDP Supply Chain 
Program之供應商 % 41% 62% 74%

參與CDP Supply Chain 
Program問卷能力建構工
作之供應商

家數 — — 23
以2009年評比結果略差
及新加入之供應商為參
加對象

參與CDP碳揭露調查台
灣說明會供應商

家數 — 28 28

參與CDP碳揭露調查台
灣說明會總與會人數

人數 — 239 164

參與CDP碳揭露調查台
灣發表會供應商

家數 11 22 25

參與CDP碳揭露調查台
灣發表會總與會人數

人數 181 151 110

供應商參與溫室氣體工
作小組開會

次數 — 4 5

供應商參與溫室氣體教
育訓練

家數 — — 50

全年耗電量 千瓦小時 145,628,904 205,608,897 203,715,820 
汽油用量 公升 353,122 400,243 635,717 
柴油用量 公升 77,120 325,004 493,990 
更換辦公室照明設備節
省用電

度 — — 86,000
計算範圍為宏碁汐止
總部

中午關燈設定節省用電 度 — — 39,000
計算範圍為宏碁汐止
總部

供應鏈

參與宏碁企業社會責任
供應商大會之供應商

家 46 71 66

參與宏碁企業社會責任
供應商大會之供應商

人數 98 163 144

填寫EICC自我評估問卷
之供應商 % 45 43 61

員工

員工人數 人數 6,897 6,624 7,757
女性員工 % — 31.1% 32%
增聘員工 人數 — — 446

失能傷害頻率（FR） 
失能傷害件
數／百萬
工時

0.07 0.09 0.09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失能傷害嚴重率（SR） 
損失工作日
數／百萬
工時

0.95 0.67 0.59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開辦課程 種 — — 177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受訓員工 人次 — 2,235 2,682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總受訓時數 小時 — 33,261 40,578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主管管理才能訓練 人次 — 364 439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企業責任線上學習課程
完成人數

人數 — — 1,806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企業責任線上學習課程
完成人數 % — — 81%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宏碁按摩小站參與員工 人次 — 2,110 2,640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宏碁代表隊參與運動
賽事

人次 284 417 245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如：『台北馬拉松路
跑』、『萬人泳渡日月
潭』、『100k單車活
動』



項目 單位 2008 2009 2010 說明

消費者

直營中心客戶滿意度                                 分 — 86.1 87.1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電話客服中心客戶滿
意度

分 — 81.19 81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企業客戶客戶滿意度                                     分 — 90.5 90.5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違反健康與安全相關規
章、標準之重大案件     

次數 0 0 0 

違反銷產品資訊標準之
重大案件

次數 0 0 0 

為反行銷法規之重大
事件

次數 1 0 0

瑕疵產品回收計畫                                   次數 1 3 0

社區參與

申請之志工假 天數 — 56 56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申請志工假人數 人數 — 38 47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員工與親友參與志工假
人數

人數 — — 93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宏碁數位行動車服務
人次

人次 — — 2,704 2010年6月至12月

宏碁員工捐血袋數 袋數 1072 1611 1,915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亦含附近其他公司

宏碁員工捐血人數 人數 799 1144 1,307
計算範圍為宏碁台灣，
亦含附近其他公司

宏碁捐贈 新台幣元 13,473,155 47,103,466 28,654,443

2008年與2009年計算範
圍為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Acer Incorporated）
與宏碁基金會，捐贈內
容包括捐款、產品捐贈
與公益活動舉辦

2010年計算範圍包括宏
碁股份有限公司、宏碁
中國與宏碁基金會，捐
贈內容包括捐款、產品
捐贈與公益活動舉辦

宏碁員工捐款 新台幣元 4,624,000 7,166,300 4,680,000

2008年與2009年計算範
圍為宏碁台灣

2010年包括宏碁台灣、
澳洲、美國、印尼與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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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目標與承諾

宏碁企業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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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人溝通

• 建立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平台

• 達成全球CR治理的組織革新，開展2011年至2014年的策略性行動

環境
• 持續參與國際無鹵製程相關立法討論

• 提升各產品線 HSF 相關有害化學物質禁用試作與量產，包括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螢幕 
與智慧型手機

能源與氣候變遷

• 持續參與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畫，提升供應商問卷回覆品質

• 參與國內外碳足跡相關標準之討論與研訂

• 持續推動辦公室節能方案

供應鏈

• 供應商自我評估問卷填寫比例提升至100%  

• 提升中高風險供應商SER現場稽核比例，由16% 提升至50%  

• 舉辦供應商SER 會議  

• 2011年ODM供應商全面導入OHSAS 18001，2012年所有供應商全面導入OHSAS 18001  

• 進行供應商教育訓練  
   - 溫室氣體  
   - CDP  
   - 衝突礦產 
   - SER國際趨勢

員工

• 持續落實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 執行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規劃執行全球訓練及發展計劃，包含線上學習課程 

• 落實績效考核制度

消費者 • 持續整合全球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社區
• 推廣企業志工服務

• 發展開創數位機會之社區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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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企業責任
Our Approach

宏碁沿革與發展

2010年區域別合併營收

宏碁公司成立於1976年，是一個擁有多個PC品牌的集團，專

注於資訊品牌的行銷與服務，旗下品牌包括宏碁（Acer）、

捷威（Gateway）、佰德（Packard Bell）與eMachines。
宏碁集團持續以打破人與科技的藩籬為企業理念，以多品

牌策略行銷全球，提供各地消費者簡單、易用的資訊產

品，以滿足使用者不同的需求。

宏碁集團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個人電腦品牌，同時也是全

球第二大筆記型電腦品牌，擁有國際化運作的經營團

隊。在財務方面，我們以自有資金為主，並無政府財務援

助，2010年合併營業收入為6,290.6億元（美金199億元）

，較2009年成長9.6％，合併營業淨利為182億元（美金 
5.75億元），比2009年增加18.7％，二者皆再度創下歷史

新高。2010年稅後淨利為151.2億元（美金4.78億元），每

股盈餘（Earnings per share, EPS）為5.71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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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宏碁主要營運公司、子公司與轉投資公司 
請見宏碁財務年報

我們預期2011年個人電腦市場可望持續成長，其中仍舊以

筆電為大宗，且新興市場將是主要成長動力。此外，由於

PC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家庭對電腦的需求量增

加，消費性產品將引領個人電腦的成長。不過，商用機於

2011年預期將成長特別快，特別是在中小企業市場，我們

將以準備好的全產品線，創造佳績。展望2011年的業務重

心，包括追求較佳的營業淨利，進一步把全球領先筆電供

應商的地位再往上提升，拓展金磚四國等重要新興市場，

強化伺服器等商用產品的銷售業務。此外，針對快速崛起

的策略性產品，宏碁在智慧型手機方面，將努力提升本身

的實力，並與更多電信業者合作，擴大銷售通路。在平板

電腦方面，將衝刺市占率，以便迅速進入領先群。當前，

新的ICT產業正風起雲湧，它不祇帶來挑戰，也將能創造機

會。宏碁充分了解此一情勢，並且已經做出因應，我們有

信心把握商機，繼續提升業績，創造價值，讓企業穩健成

長。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合併營收 6,290.6億元 5,739.8億元 5,462.7億元

營業淨利 182.0億元 153.3億元 140.7億元

稅後盈餘 151.2億元 113.5億元 117.4億元

EPS 5.7元 4.3元 4.7元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個人電腦
出貨量

約 4,550萬台 約 4,000萬台 約3,100萬台

市占率 12.7% 12.6% 10.3%

市占率全
球排名 2 2 3

台灣
6%

美洲
24%

歐洲
47%

亞洲
23%

台灣

美洲

歐洲

亞洲

http://www.acer-group.com/public/chinese/Investor_Relations/financial_repor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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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與市場分佈

在多品牌經營的策略下，我們的產品多元，目前主要產品

包括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伺服器、手持裝置、顯示

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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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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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七十餘國。2007年，宏

碁併購美國第三大電腦廠商捷威（Gateway，含eMachines
品牌）與歐洲電腦廠商佰德（Packard Bell），2010年，宏碁

加強與方正集團的合作，取得方正科技的PC通路及業務團

隊，並於年底與重慶市政府簽約，在當地部署全球生產基

地，成立中國第二營運總部，以擴大於高成長的中國市場

市佔率。至2010年止，歐洲、美洲、亞太地區（含台灣）

分別佔全球營收47%、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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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開發出不同設計的產品，以滿足不同消費族群的需

求。目前，宏碁以外觀時尚的Gateway和Packard Bell兩條

品牌線，主攻注重設計感的消費者，Acer品牌以注重性能

的消費者及一般大眾為對象，至於eMachines品牌則針對

喜好經濟實用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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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定位 帶給消費者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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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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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 

2010年宏碁的董事成員一共7位，皆為男性，並設有兩位

監察人，為了強化我們的治理架構，董事會已增修公司章

程明訂設置獨立董事二席，並將於2011年董事改選時依章

程辦理之。此外，公司設有薪酬委員會，由董事長及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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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每年審議核定相關事項，並視情況不定期召開臨時

會。惟2011年3月18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訂定發布「

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

置及行使職權辦法」，因此本公司將配合此一最新法令，

調整薪酬委員會。本公司與上下游廠商、銀行及投資人等

相關利害相關人均已建立適當的溝通管道，透過將相關的

業務及財務的執行情形揭露於公司網站，並用股東會及其

他法人投資人說明會時向投資人說明本公司公司治理執行

情形。

董事會成員請見宏碁財務年報

企業責任政策與策略

為了有效管理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我們自2005年宏碁

環境管理元年及2006年宏碁永續元年起，逐步凝聚高層對

於永續的共識，擬定永續宏碁整合性策略，建立基礎，開

始由上向下推展。2008年，我們在董事會內正式成立了

CSR執行委員會與企業內部CSR專責管理單位—永續發展

辦公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ffice, CSO），一方面

進行全公司相關議題的推動，並由CSO定期向CSR執行委

員會報告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的趨勢與影響、執行績效與目

標分析並呈報年度策略與行動計畫供執行委員會審閱；同

時也展開與利害相關人的溝通會議、收集利害相關人之建

議、評估外界對宏碁執行CSR之觀感。接下來，我們將以

宏碁企業責任政策為基礎，考量利害相關人的建議，設立

較長期的目標及策略，將CSR內化至整個組織當中。

2010年，我們成功的贊助溫哥華冬季奧運，提供電腦設

備、服務與技術人員，贏得優良的評價。此外，宏碁的筆

電、桌上型電腦、顯示器、投影機與手機，也獲得多項世

界重要的獎項，包括台北電腦展之最佳產品、最佳環保產

品與設計與創新獎；及日本的優良設計獎（Good Design 
Award）、2010美國消費性電子協會（CEA）電腦硬體類

（Computer Hardware category）創新設計獎（Design 
and Engineering awards）與德國的iF工業設計獎，顯示宏

碁的產品受到廣泛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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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宏碁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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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05~2007

準備階段

2011~2014

策略階段

（以CSO與各部門為推動主力）

2015~2020

價值創造階段

（以各部門為推動主力）

2008~2010

打底階段

（以CSO為推動主力）

此階段的重點成就
 
• 成立永續發展辦公室

• 擬定宏碁企業責任政策

• 擬定五大推動議題與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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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回收

• 開始舉行年度利害相關人溝通會議

• 在內部建構與永續議題相關之商業模
式：氣候友善筆記型電腦─Timeline 

• 將勞工倫理議題逐步納入供應鏈管理

此階段的重點成就
 
• 取得ISO14001：2004證書

• 開始定期發布宏碁環境報告書

• 符合歐盟WEEE指令與RoHS指令

• 展開產品無害化（HSF）行動與
綠色產品行動方案

• 開始定期召開供應商大會

• 開始參與碳揭露專案

未來的重點方向
 
• 將永續議題內化至各部門日常營運

• 符合世界趨勢，擴增重點推動之議題

• 發展各議題策略性作法

宏碁企業責任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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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獲得市場的認同與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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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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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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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發展辦公室組織圖

區域總部 工作小組

公司部門
資訊產品
全球運籌

中心

台灣區
運

中國區
運

泛美區
運

亞太區
運

泛歐區
運

手持智慧
事業

金融
PDA事業

財務
人力
資源

資訊
技術

法務
顧客
服務

品牌
行銷

電子化
服務事業

3C
通路事業

董事會
董事長暨集團執行長

股東大會

執行長
暨全球總裁

財務長
暨公司發言人

全球策略 新事業發展

企業永續發展

總稽核

監察人

永續發展辦公室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ffice (CSO)

執行委員會 
(CSR Executive Committee)

監督與執行的流程

風險與機遇訊號的回饋

利害相關人、法規與市場趨勢

2010年12月31日組織圖



利害相關人溝通

和利害相關人溝通並建立良好互信的關係是的宏碁企業責

任策略之一，利害相關人的回饋幫助我們了解全球的趨勢

與機會，以及他們的觀點與期望，進一步幫助我們更有效

的列出各項永續議題的優先順序，擬定策略與行動方案。

同時，我們也和利害相關人分享我們在永續發展議題關鍵

領域上的進展，如氣候變遷、綠色產品設計、供應鏈管理

等，藉此展現我們在永續發展上的承諾與行動。

宏碁的利害相關人包括客戶、員工、投資人、社區、供應

商、工商組織、非政府組織、政府組織、學術單位與媒

體。下面是與主要利害相關團體在2010年的溝通活動與成

果，特定溝通活動也可參見本報告書其他章節。

n 客戶

我們致力於讓消費者了解我們產品的特色與服務，並透過

各種方式了解消費者的需求（見第46頁）。我們也回應企

業客戶對於企業責任的調查與自我評估問卷，我們並進一

步分析客戶的問卷，作為未來策略的參考。

n 員工

我們的員工可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管道表達意見與需求，如

台灣區園丁會與泰國總經理午餐會（見第42頁），我們也

鼓勵員工當志工回饋當地社區（見第53頁）。2010年，我

們完成宏碁全球CSR窗口建置，對於在全球各辦公室傳達

CSR議題更有效率。

n 投資人

我們透過投資人所發送關於企業責任的問卷，了解及學習

投資人關切的議題，作為未來策略的參考。

n 社區

我們透過宏碁集團、宏碁員工與基金會，進行與當地需求

相關之社區參與方案 （見第49頁）。

n 供應商

我們將企業責任之要求納入供應商合約中；我們透過宏碁

企業責任論壇（見第16頁）與教育訓練（見第35頁），提

升供應商對於永續各項議題的意識；透過問卷調查評估供

應商之永續績效表現，並透過稽核找出可能之問題並促使

他們持續改善（見第37頁）。

n 工商組織

為了更深入研討CSR相關議題，以及和NGO與企業一起改

善ICT產業的永續性，我們參與CSR相關議題組織成為會

員，包括：

•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見第20頁）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Council （ITI ELC）

• 電子產業公民聯盟（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見第37頁）

• 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Supply Chain Program）（見第35頁）

• 電腦產業拯救氣候行動計畫（Climate Savers Computing 
Initiatives, CSCI）（見第36頁）

• 台灣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CSD-Taiwan）（見第20頁）

• 台灣企業永續論壇（Taiwa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Forum,  TCSF）（見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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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非政府組織

我們重視非政府組織的意見，持續透過參與CSR相關議題

組織，以及舉辦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見第15頁），以

了解國際NGO關切之議題並展現宏碁及其供應商的成果；

此外，2010年我們和Enough舉辦電話會議討論衝突礦產

議題（見第39頁）。

n 政府組織

我們和政府單位直接溝通，如2010年我們向台灣政府提

供關於碳標籤的產業意見，以及向歐洲議會表達我們對

2010年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Building A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

RoHS 2.0修正案的支持（見第28頁）。我們也透過產業

公會和商業組織和政府單位溝通，如台北市電腦產業公會

和台灣電路板協會，針對與我們產業相關的議題提供我們

的觀點，以在企業利益及社會與環境目標的政策中達到平

衡發展。

n 媒體

我們原則上每年舉辦兩次國際記者會，發表重要營運與產

品訊息。

 

n 2010重要議合活動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自2008年起，宏碁於每年12月舉辦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

壇，我們希望藉由論壇能讓供應商與非政府組織更深入探

討各項永續議題，以發揮論的最大效益。在規劃時，我們

將下列事項，視為檢視論壇是否成功的目標：

• 是否對外「達成與供應商以及利害相關人間之交流」

• 是否對內「增加宏碁內部高階的參與程度」

2010年的論壇以「Building A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
為主題，包括高階論壇以及工作坊。本次論壇深受台灣政

府重視，邀請到蕭萬長副總統蒞臨致詞，勉勵台灣企業共

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我們在高階論壇中安排兩場專

題演講，以提供宏碁供應商夥伴之高階主管最新國際永續

議題的趨勢及發展。首先由英國ICT產業永續發展的專家

克里斯坦彭（Chris Tuppen）在會中就「智慧型時代的

機會與威脅」發表專題演講，接著是另二位ICT產業與氣

候變遷的專家丹尼斯龐林（Dennis Pamlin）與蘇珊帕緬 
（Suzanne Pahlman）女士針對「零碳經濟─轉型的變革

與機會」主題演講。這兩場專題演講為台灣ICT產業說明如

何利用IT技術與服務來因應氣候變遷衝擊的策略。

在專題演講結束後，則以「ICT產業與氣候變遷」為主題，

由王振堂董事長與三位專家座談討論，並首度向台灣企業

界介紹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所倡議的「願

景2050」（Vision 2050），與ICT先進們分享電子業邁向

2050的策略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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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董事長於論壇中表示根據Smart 2020的研究報告，目前
全球電子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總量的2％，但是透過
高效率電子軟硬體產品的應用，ICT產業對全球減碳的貢獻
卻可高達15%，台灣已是ICT硬體裝置的生產供應大國，若
能與國際上的主流思想接軌，朝向節能減碳趨勢開發，將

能對全球永續發展能做出重要貢獻。而「願景2050」提出
了一個可能性，透過積極發展全方位的ICT解決方案，到了
2050年，有機會在地球的承載範圍內，讓全世界90億人口
可以生活得很好

經過前兩年的經驗，我們發現在大型論壇中，參與成員交

流互動較為不易，因此將2010年第三屆論壇調整為工作坊

工作坊主題 能源與氣候變遷 供應鏈與勞工人權 綠色產品 溝通

利害相關團體 • 碳揭露專案 （CDP）

• 電腦產業拯救氣候行動
計畫（CSCI）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電子產業公民聯盟 
（EICC）

• 國際化學秘書處
（ChemSec）

• 綠色電子協會（GEC）

• 碳揭露專案（CDP）

• 全球永續報告書協會 
（GRI）

供應商經驗分享 • 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 富士康科技集團

•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廣達集團

•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
有限公司

工作坊結論 供應商了解氣候變遷與

GHG排放減量的重要性，
但其價值不易確認。

• 提供供應商更多教育訓
練，協助教育二階與三
階供應商

• 說明宏碁期望的緣由，
建立具體目標讓供應商
達成

• 和其他品牌公司合作，
對期望提供更清楚的標
準和定義

• 向供應商傳達GHG盤
查的具體利益，包括提
供鼓勵

• 協助發展資料分享工具/
軟體

1. 加班問題的行動

• 系統警示功能 

• 彈性的人力計畫

• 增加工廠生產力及作業
自動化 

• 強化供應鏈管理及提升
品質

• 客戶儘可能協助供應商
的產能利用

• 提昇工資 

• 提供娛樂設施

2. 供應鏈管理的行動

• 針對所有供應商進行風
險評估

• 以稽核、評分等方式管
理供應商 

• 一階供應商須增強供應
鏈管理的能力 

3.宏碁與利害相關人如何協
助供應商提升CSR的績效

• 供應商經驗分享 

• 提供供應商訓練課程與
機會

1. 供應鏈管理問題的行動

• 提升供應商的意識與
知識

• 加強核實其供應商資料
的能力

• 化學物質組成的完全
揭露

• 一致的化學管理系統/格
式以避免重複工作

2. 提供合作的平台

1. 供應商的員工不了解
CSR及其影響

• 由宏碁向供應商高層溝
通，以利供應商內部
推動

• 利害相關人參與之經驗
分享與活動

• 宏碁供應商CSR教育
訓練

2. 為達平衡報告書之透明
度與資訊揭露的程度

• 宏碁供應鏈CSR最佳案
例分享

的形式。本次論壇包含四場工作坊，主題包括：能源與氣

候變遷、供應鏈與勞工人權、綠色產品、溝通。每場工作

坊約有供應商50至60人參與。

在論壇前，我們針對報名各工作坊的供應商成員發放相關

議題問卷，以了解目前供應商的進展，並將問卷結果統整

後於工作坊中呈現。每場工作坊由宏碁主管及一位利害相

關人擔任主持人，邀請兩個相關議題的NGO分享國際趨
勢，及兩家表現績優的供應商分享作法，然後針對該議題

進行小組討論供應商所面臨的挑戰挑戰以及宏碁及利害相

關團體能夠協助之處，最後並得出結論於論壇中向所有與

會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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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2010年的論壇再次舉辦內部高層與利害相關人間的議合會議，以釐清及檢視未來我們行動及計劃的方向。本次

的會議中，我們邀請更多內部高層主管參加。會議歸結出下列重點事項：

u 願景2050

• 提出願景2050的策略與行動

• 協助台灣業者進行願景2050的轉換

u 新的企業模式

• 辨識由永續議題衍伸出來的機會，提出嶄新的企業產品與服務

• 考慮產品生命週期的延伸

u 領導力

• 更積極地參與國際永續論壇

• 透過更多面向，展現Acer 永續的領導力

u 採購與供應商管理

• 提出包含永續議題的採購策略

• 提供供應商清楚的指引；協助供應商參與永續議題，並使供應商瞭解永續的價值

u 透明度

• 更清楚地揭露供應商稽核的結果

• 更廣泛地揭露CSR 議題

更多訊息可見宏碁基金會網站。

2010年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Building A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

http://www.acerfoundation.org.tw/


2008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主題：台灣ICT產業-全球永續發展之

2009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主題：攜手並進、實踐永續

2010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主題：Building a Responsible Supply 

參與之利害相關人： 

• 亞洲可持續發展投資協會 （ASrIA）

• 碳揭露專案 （CDP）

• 電腦產業拯救氣候行動計畫 
（CSCI）

• 電子產業公民聯盟 （ EICC）

• 國際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

• 荷蘭跨國公司研究中心 （SOMO）

• 勞工援助中心 （WAC）

參與之利害相關人： 

•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

• 全球電子業永續倡議（GeSI）

• 電子產業公民聯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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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IA）

• 國際化學秘書處（ChemSec）

• 菲律賓勞工援助中心（WAC）

參與之利害相關人： 

• 碳揭露專案（CDP）

• 全球永續報告書協會 （GRI）

• 綠色電子協會（GEC）

• 國際化學秘書處（ChemSec）

• 電子產業公民聯盟 （EICC）

• 拯救氣候電腦倡議 （CSCI）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宏碁與

利害相關人

之溝通

供應商與

利害相關人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脈絡

舉辦溝通會議，歸結出利害
相關人的八大項期許

舉辦高階論壇，讓利害相關人
與供應商高階主管直接對談

舉辦開放性論壇，強化供應商技
術層級人員對CSR相關議題的
認知

增加供應商伙伴與利害相關人
之間的直接交流：

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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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利
害相關團體進行實務交流。

分別針對「綠色產品」、「
供應鏈與勞工人權」、「能
源與氣候變遷」及「企業溝
通」議題辦工作坊。

舉辦溝通會議，歸結出宏碁
未來實行的五大方向

台灣環保團體溝通會議（未
舉辦成功）

舉辦高階論壇，帶給供應商高階ICT永續議題最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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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公共政策參與

宏碁在永續發展和企業責任相關的公共政策參與上，包括

以提供自身商業經驗直接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以及透過參

與相關議題組織提供產業意見之間接參與方式，議題涵蓋

範圍則包括全球性、區域性及總部所在地台灣之參與。

宏碁積極參與台灣永續公共政策的討論，在2010年環保

署「推動台灣碳標籤制度專案工作計畫」當中，我們在

幾次與政府的研商溝通會議，提出不應僅參考BSI PAS 
2050:2008之暫行性草案來作為我國「產品與服務碳足跡

計算指引」的制定依據，更應重視國際WRI/WBCSD GHG 
Protocol產品價值鏈碳足跡標準全球試行計畫及ISO/CD 
14067的標準要求以和國際接軌，且獲得環保署採納。此

外，我們對於產品碳足跡的標示方式、係數值等也多所建

議，在碳足跡的公共政策制定上建言頗豐。

在國際禁用化學物法令方面，我們於2009年10月開始參與

一系列關於歐盟RoHS2.0新指令的相關會議，並對納入禁

用全部有機溴化物與有機氯化物，表達支持的立場（見第

28頁）。

宏碁在2010年應邀加入WBCSD，WBCSD專注於處理商

業和永續發展間的議題，在許多國際議題政府間組織的會

議或政策諮商上，積極提供企業界的建言。2010年，宏

碁透過WBCSD間接參與的領域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UNFCCC）2010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第

16屆締約國大會（COP16）、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

舉行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第十屆締約國大會（COP10）、2010年9月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水資源週（World Water 
Week），以及2010年8月UNFCCC在德國舉行的波昂會談

等。

此外，宏碁也陸續參與相關新工具的開發和應用，諸如參

與由WBCSD與WRI所共同開發之供應鏈與產品碳排放盤

查新標準之試行，並直接回饋意見（見第36頁），同時也

積極準備引進WBCSD的水工具（Global Water Tool）和

生態系統評價企業指引（Guide to Corporate Ecosystem 
Valuation，簡稱CEV），藉此協助宏碁未來在全球、區域

或個別國家相關議題的政策上，發揮更正面的影響力。

在台灣，宏碁藉由參與「台灣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及「台

灣企業永續論壇」（TCSF）兩個組織，2010年持續對台

灣「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提供建言。宏碁擔任BCSD-
Taiwan的理事，也擔任TCSF的副召集人。這兩個單位並

在2010年9月直接與環保署署長進行溫減法草案的溝通。

此外BCSD-Taiwan並參與了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永續發展基本法」研訂、「環境基本法」部分條文修訂、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規劃推動氣候變後變遷調適政

策綱領及行動計畫」，以及環保署溫室氣體先期及抵換專

案推動原則之研議等。

此外，由BCSD-Taiwan與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CSR 
Taiwan）協助證卷交易所和櫃檯買賣中心制定的「上市上

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宏碁也直接參與諮商，

該守則已於2010年2月8日在台灣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正式

公告。

另一方面，宏碁也了解到智慧手持裝置以及無線寬頻為未

來重要趨勢，同時也是未來提供低碳解方的關鍵產業之

一，宏碁董事長王振堂先生身為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

公會（Taipei Computer Association, TCA）理事長，因

此，我們也透過TCA的平台，向總統報告智慧型手持裝置

產業對台灣的重要性與發展性，以及台灣獨特的優勢，希

望能促使台灣智慧手持裝置產業鏈的發展。再者，我們也

透過TCA於2009年推動全球首創的WiMAX上捷運體驗以及

2010年WIMAX在緊急醫療的應用，逐步推動台灣無線寬頻

的低碳解方產業發展，並應用於氣候變遷的調適與防災。

20 Ace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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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Touch Environment

宏碁從營運及產品兩方面負起我們的環境責任。在營運方面，我們透過環境管理系統，從辦公室各處節省能源，並妥善

處理廢棄物，提升員工的環境意識。在產品方面，我們秉持「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和個別生產者責任
（Individual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IPR），致力於在我們的產品各個生命週期階段減少環境影響，並提供妥善的回收管
道，幫助消費者共同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環境及安全衛生管理

在宏碁，我們遵循我們的環境政策，徹底執行宏碁環境安

全管理系統，以降低我們在產品及營運方面對環境的影

響，幫助我們達成對於環境、安全與衛生的承諾與目標，

包括提供安全的產品與服務，降低我們在產品及營運方面

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確保我們的員工在工作時的健康與安

全。

2010年，宏碁總部汐止辦公區與內湖辦公區的環安衛管
理系統通過ISO14001:2004，宏碁總部汐止辦公區通過
OHSAS18001:2007的認證，範圍包括宏碁（Acer）、捷
威（Gateway）、eMachines、佰德（Packard Bell）與方
正（Founder）等多品牌在內。

兩個管理系統皆由永續發展辦公室總監擔任管理代表，負

責監督相關議題之規劃、管理、執行及審查，並設置ISO推
行委員會，負責執行各系統管理運行之工作項目，2010年
共進行19次相關環安衛與內部稽核教育訓練，確保各項環
安衛管理方案之落實。內部稽核方面，則由ISO推行委員會
受訓合格之內部稽核員，每年執行至少兩次對公用區域之

內部稽核，並委請公正的第三方合格稽核師群，每年進行

一次外部稽核。我們隨時監督並維護以符合規範的措施，

針對所有稽核結果不符合的項目皆列表管理及追蹤，找出

問題根源並執行改善計畫，以預防再次發生，進一步落實

環境健康安全管理系統的要求，維護員工舒適的工作環境

和確保健康安全的管理。

此外，宏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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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facturing, ODM）
供應商皆取得ISO 14001之驗證，另有約95.7%的ODM供應
商已導入衛生與安全方面的管理措施，未來也將適時要求所

有ODM取得OHSAS 18001之驗證，以進一步落實勞工的職
業安全衛生。我們並透過不定期供應商稽核，來監督供應商

的環安衛管理系統。

更多安全衛生方面的管理請見員工參與章節（見第4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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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銷毀過程

我們的營運與環境

我們在2010年並未有重大汙染外洩事件或違反環保法令的記錄，並致力於減少營運所帶來的環境影響，透過完備的環境、

安全與衛生管理系統，每年訂立目標及行動方案力求改善，並藉由達成階段性短期目標，幫助我們達成對環境、安全與衛

生的長期目標與承諾。

此外，管理系統也幫助我們減少成本、改善營運效率，並符合利害相關人對於我們在環保方面的期待。以下是我們的績效

表現。

n 能源管理

宏碁的營運主要為辦公大樓，對於自然資源的使用與廢棄物的排放，主

要是來自於能源使用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減少能源使用是我們對氣

候變遷的承諾，我們每年皆系統性的檢查能源運用，並尋求節約能源的

方式。更多關於宏碁溫室氣體減量的案例請見第33頁。

n 廢棄物

廢棄物管理為落實綠色辦公室重要的一環，在台灣宏碁日常工作環境

中，除已養成同仁進行垃圾分類，包括紙類、塑膠、玻璃、鐵鋁罐與廚

餘等資源回收習慣外，並針對事業廢棄物回收，定期委託合格廠商處

理，以確保妥善處理機制，統計2010年回收處理數量計有：廢日光燈管

22公斤、廢電池22公斤、廢光碟片849公斤、五金廢料12,239公斤，以

及廢資訊設備123台等。

n 紙

宏碁台灣每季實施大規模之機密文件銷毀，同時為響應環保選擇合格廠商以水銷方式進行打漿、重

置產出等再生紙循環利用之銷毀步驟，以避免焚燬、掩埋所造成之空氣、土壤污染，更能進一步地

保護森林資源，減少伐木比率，總計2010年機密文件銷毀共計5,800公斤，減少排放4,872公斤的二

氧化碳當量。

宏碁新加坡自2007年起和合格紙類回收商勝科公司合

作，在每個辦公區的每層樓擺放回收箱，定期回收辦公

區內產生的廢紙，2010年約回收了39噸廢紙，每年一

次回收機密文件並銷毀，透過回收廢棄紙類，營造一個

環境友善的工作場所。

宏碁美國德州客服中心每天收到上千磅的紙箱，為了要

100%回收所有紙箱，宏碁和合格紙類回收商合作，在

倉庫和維修中心設立紙箱回收箱，2010年宏碁回收了超

過300噸紙箱，不止幫助環境，回收紙箱的所得也抵銷

了廢棄物處理費用。

 

宏碁菲律賓則和合格回收商合作回收客戶服務部門的廢棄物，2010
年總計處理了19,831公斤的廢棄物，包含廢電腦零件、電線和電

纜、電池、瓦楞紙箱、CRT、LCD和玻璃、金屬、墨水匣、混合塑

膠、印刷電路板、垃圾和其他廢料。



n 提升員工意識

為了確保我們的員工了解並參與我們的環境目標與行動，我們透過海報及舉辦活動，從生活中以多元方式提升員工的環境

意識。例如宏碁馬來西亞Highpoint服務中心在辦公室張貼海報，鼓勵同仁身體力行改善環境的10個小方法。

2010年，我們透過各地志工隊持續進行綠色辦公室相關活動，並結合志工生態假期，讓員工能從親身參與了解節約資源與

環境保育的重要性，包括台灣、菲律賓及印度等皆有由志工參與的相關活動。

如宏碁台灣志工隊每年皆會配合地球月（自4月22日至6月5日），舉辦環保相關活動，提升同仁的環境意識，2010年配合

地球月舉辦週一吃素的活動，讓同仁在生活中以簡單行動節能減碳。此外，更舉辦兩次生態工作假期，號召同仁至八仙山

自然中心與關渡自然中心清理園區環境，學習尊重人與自然。

宏碁菲律賓在經歷2009年安朵颱風造成的

嚴重損傷之後，於2010年與菲律賓歷史悠

久的環保團體Haribon基金會合作Road to 
2020倡議，帶領80員工志工與大馬尼拉地區

Malabon市的Barangay Catmon貧民地區的

青少年，於Marikina和Caliwa兩個水域，總

共種了1000棵菲律賓原生種小樹苗，共同分

享種樹及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宏碁印度也由CSR Club發起個人電腦節能活

動，凡午休時間或離開座位超過五分鐘以上，

需將電腦設定為「待機狀態」並關掉螢幕。

n 員工交通與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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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交

通產生之碳排放量。在宏碁台灣汐止總部，為提升園區交通便捷，提高員工搭乘大眾交

通工具意願，我們積極爭取汐科火車站至園區天橋搭建工程，並獲政府單位認同與進行

規劃；為響應共乘，我們提供公司至鄰近捷運站定時接駁服務、下班時間後10條交通

路線固定時間專車搭乘服務。對於公務車輛採購，將油量消耗列入評估指標，2010年
公務車油料使用較2009年降低6.2%。

n 水

我們所用的水絕大部分是屬於衛生用途，像是廁所與茶水間，而非用於製造上。雖然我

們並非用水密集產業，但是面對全球日趨珍貴的水資源，我們也積極提升用水效率。

宏碁台灣除宣導同仁節約用水，強化漏水回報、日常巡檢機制外，於新辦公場所建置規

劃，選用備有省水標章之水龍頭、小便斗、馬桶等器材，以達有效節水。在廢水方面，

在我們大部分的辦公區，我們都直接將廢水排放至公共下水道系統，以符合法規處理。

   
我們的產品與環境

宏碁致力於減少產品的環境影響，透過降低產品在各個生命週期的影響，包含設計、製造、配銷、使用與產品生命終了等

階段。我們的消費者也藉此減少他們的環境影響，降低能源消耗，並透過我們的回收方案，確保廢棄產品不論是再利用或

再回收，都能夠得到妥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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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能源效率

在產品能源效率方面，我們符合2009年11月生效的歐

盟「建立能源相關產品生態化設計要求之架構指令」

（DIRECTIVE 2009/125/EC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the setting of ecodesign requirements for energy-related 
products，簡稱ErP指令）之要求。宏碁針對受規範的相

關產品，已配合其實施措施來確保其符合性；對於尚未訂

定實施措施的產品類別，我們將持續關注各實施措施的發

展，以便能針對各規範儘早準備。

n 物質

在化學物質管理方面，我們除了要求所有供應商遵循已建

立之「產品限用物質管制指南」文件內容，針對禁用物質

與限用物質（如歐盟RoHS指令要求）進行管控，亦要求

供應商配合歐盟新化學品政策REACH（the Regulation for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對於我們銷售之產品進行高度關切物質

（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s）之資訊揭

露，以確保符合REACH的預防精神，因此當我們發現任何

SVHCs含量超過0.1%時，相關訊息便即時更新於網頁上。

n 包裝

在全球化的社會中，產品從製造到消費者手中往往有一段

很長的運送過程，因此宏碁致力於減少產品包裝的體積與

重量，以降低運送過程的能源消耗，進一步減少運送時產

生的碳排放，也能減少運送的成本。

一般桌上型電腦貨櫃裝運量計算為：

728台=4台（一層所置放的台數）*7層*26個棧板；

宏碁Veriton L系列貨櫃裝運量計算為：

1848台=8台*11層*21個棧板。

傳統桌上型電腦包裝體積為565*450*295（公分），

宏碁Veriton L系列電腦包裝尺寸為495*293*190（公分），

紙箱重量由1.6公斤減少至1公斤。

比起一般的桌上型電腦，宏碁Veriton L系列體積大幅縮小，

加以透過有效率的包裝設計，讓紙箱尺寸減少了60%，紙

箱重量減少了40%，也就是說每運送1000台宏碁Veriton L
系列電腦，可以少砍伐12棵樹（以每棵樹可製造50公斤紙

為基準）。

在運送時，每一個40呎貨櫃可裝載的台數由728台增加至

1848台，增加了1.5倍，同樣數量的運輸使用更少的船和飛

機，也進一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在包裝材料方面，比起2008年的包裝設計，我們將緩衝材

料改為紙製品，已經不再使用聚乙烯發泡，而且所有的包

裝材料都可以100%回收，減少包材掩埋及焚化所帶來的環

境影響。

 

n 回收

科技讓生活更加便利，然而隨著科技產品的使用增加，如

何妥善處理電子廢棄物成為國際間重視的環境議題之一，

也是宏碁所關注之環保議題。除了設計環境友善的產品之

外，我們致力於設計易於回收的產品，並且支持個別生產

者責任（Individual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IPR），提供

產品回收管道，回收消費者廢棄的產品。

我們的產品回收方案主要遵循當地法規與當地合格回收商

合作，提供消費者便利的回收管道，希望消費者一同參與

回收行動，以避免電子產品不當丟棄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危

害。

60%

40%

紙箱尺寸
減少

紙箱重量
減少



此外，宏碁台灣也在2010
年進行舊手機回收推廣活

動，在全台灣25個服務據

點設置舊手機回收箱，方

便消費者回收舊手機，並

提升消費者環境意識。

宏碁印尼於 2 0 1 0年 4月

起推出自願性回收專案

「Acer Goes Green」，

消費者凡回收列於「Go 
G r e e n」清單中，可能

n 亞太地區

宏碁亞太區為回收較不易實行的區域，然而我們仍致力於

擴大提供回收服務的範圍。在印度，我們持續以Acer India 
e-WasteProgramme，主動提供免費管道回收宏碁廢棄產

品。

宏碁日本加入當地電腦回收促進協會PC3R Promotion 
Association，提供消費者以郵寄的方式，回收廢棄產品。

在2009年會計年度，Acer、eMachines與Gateway三個品

牌回收結果如下表:

產品分類
回收裝置
（台）

回收總重
（公斤）

可利用資
源回收量
（公斤）

資源再利
用率 
（％）

桌上電腦 2,760 31,969 24,471 76.50%

筆記型電腦 462 1,663 1,011 60.80%

CRT顯示器 2,070 34,134 29,173 80.50%

液晶顯示器 446 2,015 1,565 77.70%

台灣地區與台灣行政院環保署回收處理制度相配合，進行

產品回收，下表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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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出之宏碁產品在

台灣的回收量。

年份
電腦回收數量 

（台）
回收率  
（%）

回收總重量 
（公噸）

2006 73,261 31.20% 869

2007 77,763 29.80% 876

2008 96,652 29.47% 1,089

2009 104,012 26.28% 1,158

2010 159,243 35.75% 1,801

41%

29%

21%

4% 3%2%

鍵盤  1022個

螢幕   738個

主機板   529個

光碟機   90個

其他  81個

硬碟  56個

含有PVC與BFRs且超過保固期限的機器零件，如主機

板、鍵盤、光碟機（ODD）、LCD螢幕及硬碟（HDD）

等，即可獲得印尼盾100,000元折價卷。

印尼所有的宏碁服務中心皆提供消費者回收服務，我們希

望透過這個專案，教育消費者與一般大眾妥善處置電子廢

棄物的重要性，截至2011年1月止回收成果如下表所示，

未來我們也將持續推動此計畫。

252010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環境



26 2010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環境

n 北美地區

宏碁美國與多家回收業者配合，提供消費者各種回收

方式，包括全國郵寄回收服務、全國或地區定點回收

服務、企業客戶回收服務等。在2010年，我們除了在

全國或地區定點回收服務合作夥伴上，增加E-Wor ld 
Recyclers、AERCCR之外，我們的回收量也比2009年提

升。

2,339,753 

公斤

2009 2010

4,232,087 

公斤

n 歐洲地區

宏碁在歐洲地區針對產品、電池以及包裝等，分別配合歐

盟各項指令進行回收以及減量設計。回收管道資訊請詳見

宏碁歐洲各國網站。

宏碁加拿大則分別在電腦廢棄產品以及電池回收的

部份，持續與Phoenix Recycler、可充電電池回收公司

（Rechargeable Battery Recycling Corporation, RBRC）

合作。

我們將於2011年4月13日啟動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億萬回

收挑戰（Consumer Electronics Industry’s Billion Pound 
eCycling Challenge）專案，以擴增我們的自願性回收方

案範圍。此專案由美國消費性電子產品協會（Consumer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CEA）發起，目標是至2016年
止每年回收十億磅電子產品。透過這個專案，我們將設下

美國各州回收目標，此外，宏碁將承諾使用第三方認證的

回收商，也將報告達成目標的進展。

宏碁美國要求所有的回收方案必須確保產品使用後（End-
of-life）之電子設備、零件與物質與能有妥善處置與管理。

我們鼓勵宏碁產品的回收商取得環境管理系統證書與回

收標準證書，如責任回收（Responsible Recycling, R2
）或是巴塞爾行動網eStewards標準。目前所有宏碁美國

的一階供應商已有或正在申請R2與/或eStewards標準。此

外，我們也希望每一個產品使用後廢棄管理的供應商及次

一階供應商能夠符合宏碁廢棄物處置標準。

詳細資訊，請見宏碁美國回收網站。

宏碁美國回收量

https://usspringpromo.acer.com/Recycl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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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舉辦回收活動

宏碁除了推展產品回收以及辦公室資源回收之外，也透過舉辦回收活動，提升社會大眾對於減少廢棄物與資源使用的認

知，增加回收的意識。社會大眾也可藉此得知宏碁在回收方面的承諾與努力。

宏碁美國：電子廢棄物回收活動

宏碁美國德州客服公司繼2009年之後，2010年持續

與Temple當地Kennedy-Powel小學及回收商Cinco 
Electronic Recyclers合作，舉辦一場電子廢棄物免費

宏碁非洲：南非地球小姐

回收活動，一天回收將約2,495公斤（5,500磅），讓

電子廢棄物能獲得妥善處理及回收。

宏碁南非分公司為了增進社會大眾的環境、野生動植

物與自然資源保育的意識，特地贊助「南非地球小

姐」活動，於社區間進行環境倡議活動，包括：

• 清理當地溼地，撿拾溼地垃圾分類以利回收

• 至南非開普敦Table View的復育中心SANCCOB餵食

非洲企鵝與鸕鶿

• 在國際和平日於Wattville種植1000棵樹

• 電子廢棄物回收宣導

其中在電子廢棄物宣導方面，地球小姐除至學校對

學生講解電子廢棄物的議題之外，宏碁在豪登省

（Gauteng）四所學校共設置8個電子廢棄物回收箱

（ACER E-Waste Bin），提供便利的回收管道，也推

動學生及社會大眾能夠負起責任進行回收。

27Ace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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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友善產品設計

宏碁長期致力於研發環境友善的產品，因為我們相信更好

的產品應該也是更為環境友善的產品，除了遵循法規外，

我們在產品的生命週期中，從化學物質與能源效率面向上

尋找每個讓產品更綠的設計，以符合其他更具挑戰性的標

準，包括PVC/BFR Free、EPEAT與能源之星（ENERGY 
STAR）等產品。

n 化學物質禁限用

為了積極展現宏碁對於RoHS 2.0修正案納入禁用全部

有機溴化物與有機氯化物的支持，我們於2009年10月27
日出席Intel與iNEMI於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辦的Symposium 
on Global ICT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會議，於2009年
11月再出席於布魯塞爾RoHS 2.0修正草案相關會議與

Greening Consumer Electronics-from Hazardous Material 
to Sustainable Solution會議。

2010年，我們於4月出席歐洲議會環境公共衛生和食品安

全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Environment, Public Health 
and Food Safety）於布魯塞爾有關RoHS 2.0修正草案相

關會議，關注其發展並表達支持。我們拜會了歐盟的重要

人士，並表達宏碁對於RoHS 2.0修正案納入禁用全部有機

溴化物與有機氯化物的支持。為了有效降低因電子廢棄物

未適當處理而產生的環境負荷，宏碁與國際性環境組織於

2010年5月，共同攜手發表聲明稿予歐盟議會議員和安理

會成員，敦請其支持立法並明訂於2015年起限制各式電子

用品持續投入使用相關之有害物質。2010年底雖然修正案

納入禁用全部有機溴化物與有機氯化物立法未獲通過，宏

碁基於預防原則，仍然會在自己的供應鏈中繼續推行無鹵

化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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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於2010年推出的HSF（PVC/BFR free）產品包括：

筆記型電腦

TravelMate 8172T

 TravelMate 8372T

 TravelMate 8472T

 TravelMate 8572T

 NS10 （Gateway）

 NS30 （Gateway）

 NS41 （Gateway）

 NS51 （Gateway）

螢幕

C233HL

桌上型電腦

aHornet

美國於2006年推出之電子產品環境評估工具（Electronic 
Produ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ol, EPEAT），為

美國政府部門及私人企業採購電子產品時，針對其環境相

關準則達成度所開發之評估工具，目前也因此評估工具被

廣泛接受，已在全球共41個國家可進行登錄。

宏碁配合市場及客戶需求亦在其中數個國家推出EPEAT登
錄之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及螢幕等產品。未來，我們

也將朝著以在更多市場中提供EPEAT產品為目標邁進。

n 能源效率管理

為落實永續宏碁、節能減碳的承諾，宏碁一直以來致力於

產品的省能設計，除積極導入英特爾（Intel）顯示器省能

技術（Display Power Savings Technology, DPST）、

最佳化之電源管理系統、Acer PowerSmart按鈕、Acer 
PowerSmart電源供應器等省能技術之外，也將業界最嚴

格的能源之星認證的規範列為省能設計的目標，並於桌上

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以及顯示器等產品線進行能源之星認

證申請。

2010年4月，能源之星公布新的認證程序之實施計劃，預

計於2011年1月將原有認證程序更改為第三方認證。為因

應能源之星的計劃，宏碁自2010年中即著手第三方認證的

準備工作，各產品線在新制度生效後，也能順利完成第三

方認證程序，獲得能源之星認證。



改寫行動運算的新里程Aspire Timeline系列筆記型電腦

2009年，我們推出筆記型電腦Aspire Timeline系列，該

系列運用多項硬軟體省電設計，可比傳統設計節省至少

40%的能源消耗，更讓電池使用時間延長至8小時，此

一省電水準遠超過能源之星5.0的要求，滿足消費者對

於能源使用效率的需求。

2010年，我們進一步推出Aspire Timeline 3811T系列

超輕薄筆記型電腦，除了節省能耗之外，更不含PVC與

BFRs（電源線除外），充分實踐綠色產品環保理想，

該系列並獲得2010年台北國際電腦展「Best Choice of 
Green ICT Award」。

292010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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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氣候變遷
Touch Energy & Climate Change

宏碁積極朝向成為一家對氣候友善的企業目標邁進，著重在低碳產品的開發與供應、降低營運的排放，從2008年所制定的

「宏碁整合性能源與氣候變遷策略」出發，我們在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節能減碳、效率提昇與低碳商業模式等四大領域切

實執行。我們也積極投入資源帶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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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供應鏈及產品整體的碳足跡。此外，我們積極與國內及國際利害相關團體溝通，參與其能源與氣候變遷相關倡議，以

期對此議題貢獻心力。

宏碁溫室氣體管理架構圖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針對產品使用所造成的排放

第四階段
供應鏈盤查

第五階段
產品與服務相關的運輸盤查

範疇1

範疇2

範疇3

主要為用電

供應商

運及產品能源節約與效率提升

產品碳足跡資訊揭露 供應鏈溫室氣體管理

主要括燃料使用
與冷媒逸散

組織溫室
氣體盤查

員工通勤
調查與管理

產品與服務相關運輸
之溫室氣體盤查

對
內

對
外

溫室氣體盤查

溫室氣體減量



溫室氣體盤查

n 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2010年組織型溫室
氣體排放總量

宏碁在2008年4月正式展開集團溫室氣體盤查行動，並

採用WBCSD與WRI共同制定的GHG Protocol作為集團

溫室氣體盤查的指導綱領。整個盤查行動分成五個階段

展開，包括台灣地區營運據點、台灣地區以外的營運據

點、產品使用所造成的排放、供應鏈的盤查，最後是產

品與服務相關的運輸。

為了提高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可信賴度與完整性，我們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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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於2010年協助各地同仁建構完整與可靠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收集及查驗流程，也作為因應外部查證工作的準備。2007至
2010年全球營運據點的溫室體排放數據，也因改善了涵蓋範圍的完整性，以及數據收集的精準度，而有更具品質的結果。

下圖為我們2007至2010年全球營運據點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2010年全球營運據點溫室氣體排放概況 （含eDC） 
單位：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2007至2010年全球營運據點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概況（含eDC） 2007至2010年全球營運據點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概況 
（不含eDC）

2010年全球營運據點溫室氣體排放概況 （不含eDC） 
單位：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我們盤查計算出2010年的組織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為

102,132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汽油用量約635,717
公升，柴油用量為 4 9 3 , 9 9 0公升，而全年耗電量為

203,715,820千瓦小時。若以事業別來區分，60%以上的

排放量來自提供資料儲存服務的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eDC）。若不計安碁，則2010年全年度溫室氣體排放總

量為44,073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汽、柴油用量約略相

當，而用電量則降為60,234,220千瓦小時。2010年不同範

疇的排放量與所佔的比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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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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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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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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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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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產品碳足跡資訊揭露

2010年，我們與供應商伙伴共同合作，以小筆電AO532H
及液晶顯示器V193W為標的產品，首次依據國際標準草案

ISO/CD 14067及BSI PAS 2050:2008規範來執行產品碳足

跡盤查，並且通過第三方查證，取得台灣環保署碳標籤。

我們依環保署規定宣告，1台10.1吋小筆電（AO532H）碳

足跡約為157公斤二氧化碳當量，標示為160公斤二氧化碳

當量；1台19吋液晶顯示器（V193W）碳足跡約為226公
斤二氧化碳當量，標示為220公斤二氧化碳當量。其生命

週期各階段碳排放量如下，更多資訊亦可參閱環保署台灣

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溫室氣體減量

宏碁支持由歐盟所提出的兩項溫室氣體絕對減量目標；一

是在2050年前至少減量50%，其次為2020年前工業化國家

至少減量30%（基準年為1990年）。此外，我們支持國際

間對於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行動，呼籲全球各界共同努

力，讓全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自2015年起即不再增加，以

期能夠達成將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控制在450ppm以下的目

標，我們也籲請各界共同督促一個對於氣候更友善的政策

架構誕生，在群策群力下發揮抗暖化的力量。

1.28%Disposal

37.2%Use

0.24%Transportation

60.6%Raw Material 0.73%Manufacturing

0.63%Disposal

46.35%Use

0.15% Transportation

22.4%Raw Material 30.45%Manufacturing

n 溫室氣體減量規劃

在溫室氣體減量方面，我們致力於自有營運據點能源效率

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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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們也推出低

能耗產品、帶領供應商一起進行節能減碳。我們了解溫室

氣體減量的機會不侷限在自身的場所中，目前，全球有許

多附帶著嚴格監督機制的減量專案，能為減量的實質成效

提供良好的保證，未來我們將考量投資再生能源類型的減

量專案，或是購買再生能源類型減量專案的減量額度來抵

減我們的排放等可能性。

http://cfp.epa.gov.tw/
http://cfp.epa.gov.tw/


n 溫室氣體減量案例

• 節能減碳措施

2010年，宏碁汐止總部為延續節能減碳之行動及成效，持

續進行辦公室照明設備更換省能燈具方案，統計一年節省

用電約86,000度、減少CO2
排放量約54公噸。同時為擴及

影響層面，更進一步延伸推廣至大樓公共區域（如梯廳，

走道，停車場），並獲大樓管委會及各住戶認同支持與規

劃執行。

此外，自2008年下半年起實施之自動關燈系統仍持續發揮

省能功效，更間接潛移默化同仁下班隨手關燈習慣，統計

2010年中午休息時間自動關燈設定，約節省用電39,000
度、減少CO2

排放量約25.9公噸。

宏碁印度在加羅爾總部大樓由CSR Club發起大樓節能方

案，在上班日中午前位於東方的員工放下百葉窗，使用電

燈照明辦公室，位於西方的員工避免用電燈，使用自然光

線照明辦公室，中午過後，則互相調換作法，透過這樣的

方式來對抗炎熱，節約能源，進一步減少碳排放。

宏碁馬來西亞Highpo in t服務中心（Highpoint Service 
Network），為節省能源使用，特別安排有加班需求的同

仁，每週兩個加班時段，藉此集中能源使用以減少排放。

在新辦公場所裝修規劃上，無論空間面積大小，均皆承襲

與遵循我們一貫的省能精神與目標。舉凡汐止辦公區A/B棟
於2010年Q3進行大型裝修工程採用省能燈具、建置自動關

燈系統；股務室於2010年Q4進行小型辦公據點裝修採用省

能燈具等。我們期盼對此省能規劃的投入能於2011年元月

搬遷後，益加發揮節能減碳成效。

在辦公設備評估選擇上，我們亦將省能列入評核指

標。2010年底，更換台灣各辦公區多功能事務機147台，

所選用設備除具備環保標章外，並兼顧使用無毒材質、限

制臭氧及噪音污染、低能源消耗設計、使用環保碳粉等多

重環保措施。

• 2010溫哥華冬季奧運碳伙伴計畫

宏碁為2010溫哥華冬季奧運的贊助商之一，支持溫哥華

2010冬運籌組委員會（Vancouver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2010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簡

稱VANOC）所提出的碳中和目標，並在VANOC的邀請

下，參與碳伙伴計畫（Carbon Partner Program）。透

過購買碳伙伴計畫中所指定的碳權，抵減我們因支援或

參與冬季奧運活動，所衍生之飛行與住宿所造成的二氧

化碳碳排放量，總共868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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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植樹計畫

宏碁澳洲為減少由電腦設備所產生的碳排放，自

2007年起，參與由澳洲「Trees for Life」及「Carbon 
Neutral」等組織所發起的植樹計畫（Plant 1 Million 
Trees）。自2007年10月開始，只要賣出一台指定機

型的產品，就捐出澳幣3元替消費者購買樹苗種樹，

執行植被恢復計畫，至2010年底，已經在南澳種植

了78，799棵樹，若以生長期100年來計算，約可吸

收13，00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台灣電子化資訊管理中心綠色能源

在台灣，宏碁電子化資訊管理中心（e-Enabling Data Center, eDC）為第一個裝置綠色能源的據點，並且參與由經濟部能

源局所推動的第二波企業自願性減碳計畫，與其他業者共同承諾三年內節約5%的用電量。

2010年，我們在此裝設了太陽光暨風力發電系統，並連結成為風光互補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以風力發電系統為例，第一期

裝設容量為24kWp併聯型（3KW*8台），第二期裝設容量為30kWp併聯型（5KW*6台），共14台風力發電機，每年約可

減少38, 856公斤的二氧化碳當量。

     



供應鏈溫室氣體管理

n 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畫

宏碁自2008年起加入CDP所發起的供應鏈計畫，鼓勵我們

的供應商回覆CDP關於溫室氣體排放與面臨氣候變遷因應

政策的問卷，並將資訊公開或對參與供應鏈計畫的會員揭

露。 

從要求供應商的參與數目來看，我們在所有參加碳揭露專

案供應鏈計畫的會員中位居平均之上，2010年的供應商參

與家數較2009年提升約20%，佔宏碁全體供應商約70%
，2008年至2010年連續三年都達到95%以上的高回覆率，

在所有會員公司中名列前茅。

然而，我們也留意到供應商問卷的回覆內容與品質仍有很

大的進步空間；由於供應商問卷回覆的品質，是我們能否

具體掌握供應鏈氣候風險與機會的基本要件，因此，自

2010年起，我們特別針對部分供應商舉辦多場教育訓練，

協助供應商提升填覆問卷的能力，未來也將協助供應商逐

步提升整體問卷品質，並訂立實際改善方向。

n 電子產業公民聯盟碳揭露系統 
（EICC Carbon Reporting System）

我們除了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畫之外，自2010年起，亦開

始參與EICC的碳揭露系統。我們先邀請數家供應商在2010
年展開小規模的碳資訊回覆工作；由於此系統與CDP的問

卷內容相近且資料庫可互相流通運用，故對於宏碁在掌握

供應鏈溫室氣體的管理工作上更為便利。2011年，我們將

持續參與，且以優先納入所有ODM供應商伙伴為目標。

n 供應鏈溫室氣體工作小組

宏碁於2009年第三季起成立供應鏈溫室氣體專責工作小

組，並與主要產品線的ODM供應商伙伴展開工作會議。在

多次溝通會議之後，我們已初步確認宏碁產品的碳資訊揭

露時程、產品碳排放計算及分配方法，並以2008年為盤查

基準年，逐步要求系統廠供應商伙伴揭露產品研發階段與

製造階段之碳足跡；此外，我們亦實地進行供應商溫室氣

體排放相關數據之查驗及確認工作。

2010年，宏碁已陸續要求一階與二階供應商進行碳資訊揭

露，並訂定每單位產品3%的具體減量目標。我們預定於

2011年將所有產品線的系統廠供應商伙伴納入工作小組，

擴大參與對象並深入工作內容。

n 供應商溫室氣體教育訓練

為了促進宏碁全體供應商更加了解我們對能源與氣候變遷

的要求，以及溫室氣體的管理與實務工作，我們特地於

2010年10月針對所有宏碁供應商舉辦供應商溫室氣體教育

訓練。

此教育訓練內容涵括了溫室氣體趨勢與標準的介紹、盤查

與查證的程序與方法、碳足跡分配計算實務、CDP供應鏈

計畫問卷說明等，並邀請國內第三方查證暨外部輔導單位

擔任課程講師，深入介紹相關內容，引發供應商熱烈的回

應及迴響，也讓我們未來在相關事務的推展與溝通上更為

順利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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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每年皆於會中安排氣候變遷相關議

題，供國際利害相關團體與台灣ICT產業界共同研討，在

2010年的論壇中，我們規劃以「能源與氣候變遷」為主題

的工作坊，邀請供應商伙伴及國際利害相關團體分享國際

趨勢，並共同探討面臨的挑戰與可能的解決方案，獲得良

好的參與度及迴響（見第16頁）。

n 台灣企業永續論壇

宏碁自2008年8月起，與台灣代表性企業共同參與、創建

「台灣企業永續論壇」平台，藉由永續議題之異業分享學

習，與同業間特有行動方案之整合實踐，攜手合作以成為

永續發展之企業。

由於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法」將成為未來國內碳排放管理

的重要依據，為持續掌握及反應產業立場，宏碁於2010年
持續參與台灣企業永續論壇的氣候變遷工作小組，透過與

其他企業的共同努力，提供台灣政府在氣候政策架構與相

關規範上的實務建言，讓能源與氣候變遷議題的政策更為

完備。

外部參與

n 碳揭露專案的宣導與推廣

為了帶動台灣產業瞭解及重視碳排放管理議題，並呼應國

際利害相關人之要求，自2008年起連續三年，宏碁與宏碁

基金會合作贊助CDP在台灣的宣導推廣活動。

配合CDP發送問卷的時間，宏碁自2008年起於每年4月中

旬贊助台灣CDP碳揭露報告說明會，於10月中旬贊助CDP
發表會，並邀請宏碁所有供應商參與。每次會議除將問

卷說明與結果報告分享給台灣各界之外，並邀請績優廠商

針對溫室氣體與產品碳足跡等相關議題，進行實務研討與

經驗分享，三年下來使宏碁供應商與各界對此議題更為熟

悉，也讓我們在碳足跡工作的推動更有正面助益。

n WRI/WBCSD產品與價值鏈碳足跡標準全
球試行計畫

目前國際間尚未有完備的產品碳足跡標準，為掌握國際

標準脈動與方向，我們於2010年起積極參與由WBCSD
與WRI所擬定之GHG Protocol產品價值鏈碳足跡標準

全球試行計畫（WRI/WBCSD The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Scope 3 & Product Life Cycl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s Road Testing）。

2010年，我們以筆記型電腦為標的產品，帶領供應商共

同參與此項試行計畫，回饋有關供應鏈溫室氣體盤查以及

ICT產品碳足跡的知識與經驗，作為該標準訂定及改善的參

考依據之一。為更完整地蒐羅產業意見並謹慎制定相關標

準，此計畫預定延伸推展至2011年，宏碁亦將持續參與此

試行計畫，回饋我們的經驗與建議。

n 電腦產業拯救氣候行動計畫 

有鑑於地球上能資源有限，宏碁亦體認氣候變遷議題之

重要性，因此自2008年加入電腦產業拯救氣候行動計畫

（CSCI），響應CSCI之目標生產及購買較低耗能的產

品，包括促進電源使用效率及降低電腦耗電量，設定積極

性的新目標，製造具電源使用效率的電腦和元件，並且促

進全球採用具電源使用效率的電腦及電源管理工具，以期

節約能源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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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
Touch Supply Chain

宏碁了解品牌公司對於供應商在社會與環境管理上能造成影響，除了要求供應商符合當地法規與宏碁的規範外，我們也提

供供應商最新的社會與環境責任的趨勢，以提升宏碁供應鏈因應永續發展挑戰的能量。關於執行層面，我們採取與供應商

溝通合作（Engagement）的策略，在勞工人權、綠色設計、碳足跡及碳揭露上，與供應商建立密切的伙伴關係；我們也

透過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提供供應商與利害相關人溝通的平台。宏碁的目標是帶領整體供應鏈成為世界一流的社會與

環境責任供應商。

供應商社會與環境管理系統

我們參考EICC的供應商導入流程（Supplier Engagement 
Process），將供應商的社會與環境管理流程，區分為導

入、初評、確認、分析、永續等五大階段：在過去2年的

努力後，所有的主要供應商均完成了導入與評估階段的作

業。我們使用風險評估工具，將供應商進行初步的風險評

估，評估方法包括供應商的工廠所在地、是否使用化學

品、提供的服務項目、以及供應商與宏碁的業務關係等。

自2009年起，我們要求所有主要供應商均須簽署「宏碁供

應商行為準則符合性聲明」，供應商除了須配合宏碁的要

求提供社會與環境等相關資訊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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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讓供應

商清楚了解宏碁對於供應商行為準則的要求。

 

宏碁在社會與環境責任的現場稽核中，所認定的主要缺失如下：

1. 童工

2. 強迫勞動 
3. 立即危害工人健康安全的缺失

4. 立即危害環境或當地社區的缺失

現場稽核

我們認為現場稽核為確認供應商社會與環境責任最直接且

最深入的方式，我們根據供應商自評績效的結果、工廠的

所在地的風險程度、供應商與宏碁的業務關係以及先前

稽核的結果，並考量利害相關人的關切重點，提出現場稽

核的名單。宏碁於持續進行供應商社會與環境責任的稽

核，2010年針對16%的主要供應商執行現場稽核，稽核方

式以第三方稽核為主。此外，我們也參與了EICC的有效性

稽核程序 ¹（Validated Audit Process, VAP），EICC的有

效性稽核程序是由獨立的稽核經理管理稽核流程、工具並

確認稽核結果。我們透過參與不同的稽核模式，藉此發掘

各類稽核的優缺點，並確實找出供應商在社會與環境責任

執行上的缺失，持續對宏碁供應鏈進行社會與環境責任的

改善。

n 稽核程序

我們主要委託第三方驗證公司進行稽核，並由宏碁稽核管

理人員主導，採行完整的EICC稽核工具以期達到宏碁主導

¹ VAP是由EICC管理的稽核流程，並由獨立性的稽核經理確認稽核
的品質及一致性。

階段一 導入

• 初步風險評估
• 行為準則要求

階段二 評估

• 自我評估問卷與改善

階段三 確認

• 績效改善

階段四 報告

• 風險資料及趨勢分析

階段五 持續

• 創新與領導

 • 風險評估1
 • 供應商符合性聲明

 • 自我評估問卷(SAQ)
 • 風險評估2

 • 現場稽核
 • 改善行動確認

 • 報告
 • 趨勢分析

 • 供應商企業社會
責任管理

 • 根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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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第三方客觀稽核的雙重目的。所有的稽核都包括以

下5部分：

1. 保密性的工人面談

2. 管理階級的面談

3. 包括餐廳、宿舍與生產線的現場稽核

4. 勞工、健康安全、道德與環境管理系統的文件審查

5. 勞工、健康安全、道德與環境管理系統的系統架構確認

n 改善行動

供應商於稽核完畢後，必須依據稽核發現事項，提出書面

的改善及預防報告（Corrective Action Report, CAR），由

稽核員進行審核，並作為下一次稽核優先確認的事項。

n 主要不符合事項

根據2010年供應商稽核的缺失統計結果，不符合比例最高

的前五項分別是：工時、未成年職工、環境、健康安全與

工資與福利 。



富士康事件之處理

我們對於2010年上半年，深圳富士康員工連續自殺的事件

感到意外與震驚，我們立即並持續地與鴻海的全球社會

及環境責任委員會（Global SER Committee）溝通，以

瞭解鴻海的行動。我們也於5月指派2名宏碁資深稽核人員

於現場進行調查與瞭解，並確認鴻海的改善行動包括：設

立員工關愛中心（Foxconn Care Center）、提供諮詢熱

線（Hot Line）、調整宿舍安排、架設天羅地網等措施，

未來我們也將後續追蹤該善情形。

我們於12月的宏碁CSR論壇，邀請鴻海的代表，針對員工

關懷，與宏碁的供應鏈及邀請的國際NGO進行管理措施與

改善行動的報告與分享。我們將會持續關注中國勞工的待

遇與生活條件，並與鴻海及宏碁的供應鏈共同合作以預防

不幸的事件再度發生。

2010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2010年宏碁的CSR論壇分別針對「綠色產品」、「供應鏈

與勞工人權」、「能源與氣候變遷」及「企業溝通」等四

大議題舉辦工作坊，邀請國際利害相關人、供應商與宏碁

主管進行深入的交流與對話，其中，在勞工人權方面，我

們邀請了行政院勞委會潘世偉副主委與EICC的主席John 
Gabriel以利害相關人的身份，對於勞工人權的議題，提出

對於宏碁供應鏈的觀察與建議。我們也邀請鴻海與佳士達

等兩家供應商代表，分別針對員工關懷措施與SA8000的導

入經驗對全體供應鏈進行意見分享與交流。最後，在熱烈

討論中，我們凝聚了初步的行動結論，詳細內容請見第17
頁。

未來，我們仍會持續扮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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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積極的態度，更宏觀

的視野，慎重地檢視所須因應的永續議題，強化供應商的

力量，對各項社會與環境議題持續改善。

衝突礦產

近年來，製造產品的原料與過程中引發的社會與環境問題

逐漸引起世人重視，其中最嚴重的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Congo，以下簡稱剛果）。剛果境

內因有豐富的特定礦產，自1996年以來引起了嚴重的武裝

衝突，這些礦產即簡稱為衝突礦產。雖然宏碁及大部分的

供應商並未直接採購金屬原料，然而身為一間品牌公司我

們認為應對這個議題發揮正面影響力，因此我們從供應商

管理與利害相關人溝通兩項做法進行。

n 供應商管理

為了負起教育供應商的責任，並讓供應商了解國際NGO關

切的趨勢，我們於2009年及2010年宏碁供應商企業社會責

任大會中均向宏碁所有的供應商傳達衝突礦產議題的重要

性，以提升供應商對於產品原料來源的重視。

2009年中，我們針對ODM、Battery、HDD等供應商，調

查其產品中鈷（Co）、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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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採礦情形，同時並提供供應商可能引起衝突的礦

產在電子產品中的用途，可能的來源地區，以及電子產業

的用量等參考資料作為參考。調查時間長達半年，供應商

的回覆率約為90%。

n 利害相關人溝通

衝突礦產是一個牽涉多方利害相關人的議題，我們於

2009年參加於舊金山舉辦的多產業採礦論壇（Mult i -
Industry Extractives Forum），以更深入了解衝突礦

產的議題，並與其他產業及利害相關人研討對自身供

應鏈可採取的對策。

2010年時，宏碁參加由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BSR）

與As You Sow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所舉辦的衝突礦產論壇

（Conflict Materials Forum），以向衝突地區的多方利害

相關人請益、了解產業成員個別與集體的進展，並分享與

評估目前的成果與困難，以進一步擬定我們的行動。

2010年11月，我們也和長期關注衝突礦產議題的Enough
計畫溝通，傳達宏碁面對衝突礦產的立場與行動，並藉此

了解Enough對企業的期待。

經過2009年的供應鏈調查以及與多方利害相關人溝通

之後，我們相信要傳達此議題以集體方式會比以個別

方式來的有效率，因此，我們參加EICC採礦工作小組

（Extractive WG），藉此與各相關團體對話，以了解並

改善採礦議題。此外，宏碁支持EICC目前正在發展的精

煉廠認證計畫，以確認採購無衝突礦產的精煉廠；我們也

支持EICC正在擬定對供應鏈所進行的礦源調查，以確保

我們的產品能向精煉廠採購到無衝突礦產。

在立法方面，宏碁支持美國金融改革法案（Financial 
Reform Bill（H.R.4173））法律所列條款，並將透過參

與資訊科技產業協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 ITI）與EICC和產業中其他成員共同於立法過程中

合作。

我們向供應商發布宏碁礦源聲明，宣布不接受非法採礦

的金屬，以及低劣工作環境中採礦得來的金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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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010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供應鏈



40 2010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員工

員  工
Touch Our People

宏碁致力營造優質的工作環境，持續推出多樣化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方案，關懷員工身心靈的健康。在工作上，我們致力於

塑造具挑戰性與合理獎酬的工作環境，透過完整的教育訓練體系及員工發展計劃，協助員工提昇其專業能力及職涯成長。

此外，我們並針對資訊產品全球運籌中心的高階主管及台灣區全體員工展開CSR教育訓練。

員工 - 性別

員工 - 職類別

員工 - 年齡別

員工 - 工作地點別

男性
68%

女性
32%

專業人員
89.5%

行政人員
8.3%

經管理人員
2.2%

台灣
30.8%

大陸地區
14.5%

泛亞
18.7%

泛歐
25.7%

泛美
10.3%

員工結構

n 人員雇用狀況

截至2010年12月底，宏碁全球員工為7,757人，其中包含

168位經營管理人員，6,945位專業人員及644位行政人

員。

             

n 人才招募

在雇用員工時，我們恪遵全球各據點當地的勞動法令聘僱

員工，以聘用當地人員為主，秉持機會平等的原則，透過

公開遴選的程序招募員工，不分種族、性別、年齡、宗

教、國籍或政黨，禁止僱用童工，適才適所唯才是用，於

全球各地招募多元化的優秀人才。2010年共新增聘446位
員工。



n 退休制度

宏碁的退休制度均依全球各據點當地的法令規定辦理。以

台灣地區為例，除了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

例」提列或提撥應有的員工退休金外，本公司亦建立「提

早退休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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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與福利

n 薪酬

我們提供員工合理且具競爭力的薪酬及獎金，以激勵員工

達成良好的績效。在薪資政策的制訂上，我們遵守全球各

據點當地勞動法令之要求，並且諮詢企管顧問公司在全球

各地區之薪酬調查資訊，確保公司整體薪酬在各地區人才

市場中具備競爭力，以吸引及留住優秀人才。另外，我們

也依據獲利狀況、單位及個人績效發放獎金，以獎勵員工

優良的績效表現，分享營運成果，留住優秀人才，以宏碁

台灣為例，設有績效獎金、員工分紅等。

宏碁之薪資政策係依據下列原則制訂：

• 必須兼顧股東及員工的權益

• 必須能吸引及留住優秀人才

• 提供適度獎勵，以獎勵對公司具有貢獻之人員

n 員工福利

我們除了依照法令規定的基本福利外，另提供團體醫療

險，並參考各地風俗民情，提供員工優質的福利，如台灣

的職工福利委員會—宏碁福委會」提供三大類員工福利，

包括同仁與家人的聯誼性活動：如家庭日、員工旅遊，全

年度十餘場電影與表演藝術的欣賞活動；同仁休閒育樂福

利：提供各類聯誼費、年終聯誼活動，並營造輕鬆活潑的

員工休息區；以及現金性福利。透過多采多姿的活動激勵

員工發揮創造力並提高生產力。

 

台灣地區年終聯誼活動

家庭日

員工休閒區

宏碁泰國派對與員工旅行

為犒賞員工一年的辛勞，宏碁泰國在2010年初舉辦尾

牙，並由總經理親自頒獎表揚長期服務5年與10年的

員工，目前30%的員工皆已服務超過五年；此外，並

舉辦員工旅行，帶員工到美麗的Petchburi省旅行。

    

宏碁泰國家庭日

為讓員工放鬆身心，促進同仁間與親友間的感情，我

們特舉辦家庭日，共有75%（539位）員工及親友至

北欖省古城七十六府（Ancient Siam, Samutprakarn 
Province）同歡，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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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係

n 員工溝通

宏碁重視員工的意見，於內部提供暢通的溝通管道，員工可

利用後勤單一服務專線、福委會、園丁會以及員工線上意

見調查等，對公司營運管理及工作權益等提出建議。2010
年，台灣區員工透過園丁會反映的重大決議如下，我們皆擬

定改善計畫。

宏碁泰國總經理午餐餐會

宏碁泰國了解和員工直接溝通，最能了解員工的想

法，因此從2月到11月間，由總經理每月主持一場

午餐餐會，邀請不同部門職等在副理及以下的員工

共進午餐，員工共提出38個問題，由總經理直接回

覆。如此讓公司蒐集許多好的意見改善公司運作，

也讓員工了解高階主管關心他們，提升員工滿意

度。

n 員工線上意見調查

宏碁自2007年開始進行全球「員工線上意見調查」，邀請

全球各地區同仁對工作環境與公司整體運作等各層面提出

回饋及建議，讓公司的整體運作更為精進。

2009年的調查結果發現人才培育、主管帶人、與職涯發展

方面則值得進一步改善。因此，2010年我們已積極採取下

列改善行動：

• 在人才培育方面:

1.以資訊產品全球運籌中心的新人訓為例：透過一週密集

的基礎與專業訓練，輔以適時的主管跟催輔導，協助新

進同仁迅速融入組織，發揮績效。

2.專業訓練：根據組織能力發展需求，辦理許多專業課程，

如Android College, N / PLM System Training, CMMI 
（SW）Agile, Project Risk Management，業務溝通的

成功關鍵等。 

3.舉辦創新與創意發展訓練，如以創意打造渴望：創新、

感動、品牌，心智圖法，創意思維訓練等。

4.舉辦跨文化課程，以瞭解全球各地區之文化差異與禮儀

習慣，擴展全球視野。如義大利、德國、法國、中東諸

國、巴西、東歐等跨文化課程。

5. 透過e-Learning，增進同仁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瞭解。

• 在主管帶人方面:

開辦輔導部屬課程，以提升主管指導部屬的能力，例如：

如何有效激勵部屬，員工溝通、輔導、與諮商等；除課堂

訓練外，並輔以人才管理能力調查，將員工的回饋提供予

主管參考，以進一步調整管理方式，增進團隊效能。

• 在職涯發展方面:

1.透過內部職缺流通資訊系統，讓同仁即時掌握內部職

缺，必要時可提出轉換跑道申請。

2.單位主管視業務需求，進行工作輪調，使同仁有更多的

發揮空間。

2010年園丁會重大決議（台灣地區）

• 統一Global Acer Intranet網站內容 
• 提供同仁健康檢查及健康促進方案等 
• 內部信件或公告英文化 
• 員工優惠購買Acer系列產品 
• 向縣政府爭取架設天橋 
• 教育訓練費用補助



n 人權與結社自由

宏碁相信每位員工皆應得到公平的對待與尊重，除了致力

並尊重國際公認人權（如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動

組織基本公約），並且制訂人權政策以與供應商、顧客、

投資者、員工和社區溝通企業倫理，並且從未阻止或妨礙

員工結社之自由。

為維護兩性工作平等及人格尊嚴，提供員工免於遭受性騷

擾及性別歧視的工作環境，特制定「性騷擾防制措施及懲

戒辦法」，明訂申訴管道、作業流程及懲戒規定，並提

供性騷擾防制訓練課程，讓員工認識並預防性騷擾的發

生。2010年公司內並無任何申訴性別、種族歧視案件之發

生。

澳州宏碁管理學院

宏碁澳洲提供員工包含公司內外部高品質的學習發
展課程，公司內部課程稱之為宏碁管理學院（Acer 
Management Academy），提供兩套課程，包含基礎（
基本領導能力）與進階（高階領導能力與管理技巧），
每套課程各包含7個模組，參與員工需完成基礎課程才
能上進階課程。員工另可至公司外部上政府認證課程，
每月上3小時課程，為期12個月。2010年共有60位員工
完成基礎與進階課程，共有16位員工完成政府一年的課
程，46位完成2年課程。

菲律賓教育訓練與工作坊

宏碁提供員工內部及外部相關教育訓練，協助員工在
工作表現上更有效率，2010年內部舉辦7場內部教育
訓練，12場外部教育訓練及9個公開研討會。主題包括

2010年產品、簡報技巧、客戶服務、消防演習、藍海策
略、英文課程、團隊建立等。

企業責任線上學習課程

我們特地設計一套企業責任線上學習課程，以讓員工對
企業責任有基本概念，了解利害相關人的期待並知道履
行企業責任對公司的益處，最後能認識自己在企業責任
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責任，此課程包含四個模組：

模組 1：企業責任是什麼？ 
模組 2：企業責任為什麼重要？ 
模組 3：宏碁如何進行企業責任？ 
模組 4：企業責任與你

所有宏碁台灣的員工皆需參與此課程，完成後並需參與
線上測驗，需答對80%以上題目才算通過，2010年針對
台灣區同仁，共已調訓2,231人，有1,806人完成課程並
通過測驗，完成率為81%；2011年我們將持續將CSR教
育推展至全球。

員工發展

n 訓練與職涯發展

我們希望員工能與宏碁一同前進成長，因此提供同仁豐富

的學習課程。2010年度，以台灣區為例，共開辦177種訓

練課程，受訓員工達2,682人次，總受訓時數達40,578小
時。

• 訓練架構與成效

1. 新進人員訓練：

我們舉辦新人訓練，以使新進同仁能在短時間內瞭解公

司經營與企業文化，2010年，台灣區有四百餘位新進同

仁參訓。針對資訊產品全球運籌中心的新進同仁，另舉

辦為期三階段（包括基礎訓練、功能別專業訓練、與主

管跟催輔導）之新人訓練，協助他們迅速融入團隊與環

境，發揮績效。

2. 通識課程：

涵蓋一般同仁所需的共通知識及技能，如業務溝通、團

隊建立、簡報技巧、跨文化溝通、創意發展訓練、辦公

室常用軟體訓練、與職場工作態度等。2010年，台灣地

區總計有804位同仁參與本項訓練。

3. 職類別專業訓練體系：

提供各部門所需要的專業技術及訓練。如Andro id 
Co l lege、CMMI（SW）Agi le訓練、專案管理等

課程。

4. 主管管理才能訓練體系：

為培養組織內各層級的領導人，以因應未來營運發展的

挑戰，我們針對基層、中階、及高階主管，執行各項

管理才能訓練。由公司內部資深主管及外部專業講師授

課及分享經驗，並遴選部份主管參加海外管理訓練。另

為強化各級主管之帶領部屬之能力，也舉辦輔導部屬課

程，如員工溝通、輔導、激勵等，並輔以人才管理能力

調查，將員工的回饋提供予主管參考，以調整管理方

式，促進團隊效能。2010年台灣地區，共有439人次參

與主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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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責任高階主管課程

為使高階主管了解企業責任的趨勢，以落實相關的營運
與策略，我們針對資訊產品全球運籌中心舉辦了高階主
管的企業責任課程，此課程包含三大主題，共計4.5小
時。參與課程的高階主管除對課程內容踴躍提問外，也
針對本身業務與企業責任相關的部分提出具體的分享與
建議。課程包括：

1. 溫室氣體盤查與碳足跡

2. 綠色產品與趨勢

3. 勞工人權與供應鏈管理

宏碁菲律賓360度回饋法

宏碁菲律賓於2010年採用360度回饋法，進行員工

對主管及員工彼此之間的回饋，共有206位員工完成

360度回饋表格，其中88%（182位）是同事彼此之

間互相回饋。收到回饋的每位員工都個別和人資部門

討論他們的長處及弱點，協助個人成長與未來發展。

宏碁菲律賓提供HMO健康卡

宏碁菲律賓發現若員工的直系親屬生病時，員工不僅

心情受影響，財務上也會有困難，因此提供HMO（

健康卡）給每個全職員工，提供員工直系親屬最多三

個名額醫療保障。

新加坡家庭促進計畫

宏碁新加坡鼓勵員工在工作與家庭中取得平

衡，2010年舉辦3場家庭生活教育講座，主題包括婚

姻、如何當父母，以及個人工作與生活，共有72位員

工參與，許多員工回饋他們能將所學到的實用知識與

技巧應用到生活中。

進同仁已執行3小時的訓練，內容包括常見辦公室意外、災

害類型及預防作法，公司安全衛生相關規定，科技e族之預

防保健及健康促進等。

n 健康檢查、健康教育及促進

宏碁與專業的醫療機構合作，進行每二年一次的全員健康

檢查，並依據健檢結果有重大異常的同仁，透過醫療機構

的協助進行追蹤管理。宏碁台灣舉辦一系列身心健康講座

共超過1,000人次參與，並於公司內部設置員工休閒區及籃

球場，提供球桌、投籃機、電玩遊戲機、電動按摩椅等娛

樂設施紓解壓力。並自2008年起推出Acer按摩小站，引進

視障按摩師為同仁按摩，迄今已有超過4,750人次參與。

為豐富員工的休閒生活，宏碁鼓勵員工成立各式社團，也

特別成立『宏碁代表隊』鼓勵同仁參加各項運動賽事，

如：『台北馬拉松路跑』、『萬人泳渡日月潭』、『100k
單車活動』等體育競賽，共計245位同仁參與。

 
n 多元化的學習發展

每位員工皆可透過多元發展途徑提升其專業能力，在公司

內部，包括在職訓練、工作輔導、工作調動、講座、線上

學習、讀書會等；於公司外部，可參加專業研習、國外知

名大學及訓練機構之短期訓練課程等。另外，我們也鼓勵

同仁獲取專業認證，除提供認證考試補助外，並給予獎金

激勵。

n 績效管理及發展

宏碁績效管理與發展系統的目的在提升個人、部門及組織

整體的績效，包含目標的設定、對員工的賦能授權、持續

地溝通與輔導、績效與獎酬系統的結合及個人的職涯發展

計劃。

健康及安全

n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在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方面，在2011年，針對262位新

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宏碁暨全體同仁除恪遵全球各地區國家相關之法規外，並

要求同仁堅守誠信，以超越社會大眾對宏碁公司之期待。

為此，我們於2009年訂定「員工業務行為準則」，如有任

何違反該規範之情形，將視情節輕重予以處置，情節嚴重

者將受到必要之紀律處分甚至解僱。

本規範為宏碁所有員工進行業務活動之最高行為準則，於

每位新進人員加入時，均施以教育訓練提醒員工務必遵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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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 Customer

宏碁集團的願景是成為「透過創新及客戶關懷，以造福人群的領導品牌公司」，因此我們在既有的客服基礎下，加強服務

系統與產品程式更新方式，積極提升服務品質。我們傾聽客戶的心聲，致力於開發及改善能滿足客戶需求的產品與服務，

持續推動科技的創新與改善，推出clear.fi家用數位雲端系統，以及新一代雙螢幕觸控筆記型電腦ICONIA。

宏碁以良好的專業服務從事銷售、服務與行銷活動，提供客戶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可靠資訊，並完全遵守全球各地相關法

規。2010年並無發生任何可能會造成消費者安全顧慮的事件，未來我們也將持續推出優異的產品與服務，為客戶創造更大

的價值。

提升服務品質

為了服務我們遍佈全球的客戶，我們根據不同屬性客戶群

與通路型態等，規劃不同特色的服務方案，並且提供客戶

多重管道與我們聯繫，以期提供全球各地的消費者方便完

善的服務網絡。既有的管道包括：網路下載與支援服務、

電話服務支援中心/技術支援、直營服務中心、授權服務

中心及專業維修公司，以及國際履約保證服務中心等，此

外，我們亦善用數位資源無遠弗屆的優勢推出其他服務方

案，包括全球客戶關係管理系統、全球下載中心與產品軟

體與驅動程式主動更新等，除方便客戶之外，更間接為節

能減碳貢獻心力。

n 全球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為進一步提昇客戶服務品質，2010年，宏碁著手整合全球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Customer Service System, CSS）
，以整合目前各地區各自設置的維修案件系統，如此客戶

及維修中心的客服人員可以清楚的掌握各個報修案件的進

度。同時，維修中心客服人員還可以查詢其他地區之前是

否發生相同的報修案件及其解決方法，進而加快維修進

度。此外，客服人員也可以透過該系統了解各區的備品狀

況，萬一剛好缺料的時候，就可以盡快向其他區的維修中

心提出備品需求，減少客戶等待備品的時間。該系統預計

在2012年上線，屆時將能提供更快速且更具競爭力的服務

給予全球客戶。

n 全球下載中心

因應宏碁多品牌策略，2009年我們開始整合所有品牌的資

源，規劃全球下載中心（Global Download）。全球下載中

心設計了可供客戶憑直覺操作的介面，並且搭配高速的網

路速度，讓使用者不需要舟車勞頓，在自己家裡連上網路

就可以在網站上下載驅動程式。我們已於2010年完成宏碁

所有品牌之所有產品服務，方便使用者得以快速地進行系

統更新作業。



46 2010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消費者

宏碁新加坡教育訓練

為提供客戶更優質的服務，以及協助員工培養技能與個人發展，宏碁新加坡
的客服同仁需參與下列訓練課程：

（1） 專業認證服務（Certified Service Professional） 
（2） 訓練服務團隊與個人（Coach Service Team & Individuals） 
（3） 領導服務團隊（Lead a Service Team） 
（4） 管理服務運作（Manage Service Operations）

在受訓完成後，我們的客服員工在處理客戶事務上的服務更為專業，他們也
獲得服務專業認證，作為鼓勵。

n 軟體與驅動程式主動更新

自2010年起，宏碁於所有搭載Windows 7出貨的產品裡

配置了軟體與驅動程式主動更新軟體（Live Updater）
，當有已知會影響客戶使用機器的問題發生時，宏碁會

透過此主動更新軟體主動通知受影響的客戶群並提供解

決方案。協助客戶節省送修機器的時間，相對地亦節省

了相關的服務費用。

 

客戶滿意度與需求調查

客戶是我們存在的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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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台灣地區客戶滿意度，直營中心達87.1分，電話客

服中心達81分，企業客戶更達90.5分。

為加強中國地區的客戶服務，2010年，我們於中國地區

擴充至600個服務據點以上，增加與消費者直接互動的機

會。2010年中國地區宏碁品牌客戶滿意度達到92.16%，

捷威品牌滿意度更高達93.47%。

客戶隱私權

我們在宏碁業務行為準則中規範員工必須謹慎保護客戶信

託給我們的的機密與專屬資訊，而且使用個人資料僅限於

針對適當之目的，並根據所有相關法規及公司章程保護個

人資料。我們針對下列三個層面分別採取因應作法。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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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設立專責信箱（privacy_officer@
acer.com），負責處理全球有關隱私權的申訴事件。（關

於隱私權政策詳細內容，請見隱私權 聲明）

n 於產品中導入資料安全相關技術

我們不斷更新產品資料安全相關技術，以硬體及軟體雙管

齊下的方式，協助消費者管控資料。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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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rivacy_officer%40acer.com?subject=
mailto:privacy_officer%40acer.com?subject=
http://www.acer-group.com/public/chinese/index/privacy.htm


易於使用且觸動人心的產品

宏碁每年針對不同市場區隔，以「多品牌，多產品」進行許多創新的發想與技術，然後評估消費者需求，以決定新產品的

方向。我們於2010年推出clear.fi家用數位雲端系統，協助消費者輕鬆連結家中的3C產品，與家人共享數位影音。2010年
底，宏碁更推出全球第一款雙觸控螢幕筆記型電腦，提供消費者感受全新的使用經驗以及優異的電腦效能。

我們希望我們的產品能夠讓消費者通往成功之路更為便捷，也希望能帶給消費者更多樂趣與更易於分享，並且藉由使用高

效能產品，讓使用科技產品也能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

n clear.fi家用數位雲端系統

隨著科技產品及無線網路的普及，透過雲端

系統分享數位內容變成消費者的重點需求，

為了讓消費者能夠透過家庭網路，輕鬆分享

與使用各種不同3C產品中的數位內容，宏碁

開發出clear.fi家用數位雲端系統。

clear.fi會自動搜尋並辨識同一網路內已連結的電腦裝置，包括

智慧型手機在內，無論在家中何處，皆可進行檔案儲存或分享

等功能，而不需要外接硬碟，這種模式讓使用者可透過無線觸

控板的操作，在客廳裡觀看親友分享出來的影音內容，甚至還

可登錄至線上社群網站，讓分享更即時，也讓使用者與數位內

容的互動更為便利，享受雲端科技凝聚家庭力量。

n ICONIA雙螢幕觸控筆記型電腦

觸控時代已來臨，為了讓消費者能夠透過觸控，加強數位內

容的分享及享受經驗，我們推出Acer ICONIA―全球第一款支

援10指多點觸控的雙觸控螢幕筆記型電腦，讓使用者可選擇跨

螢幕瀏覽網頁，或是使用單一螢幕瀏覽，另一個螢幕進行別的

工作，例如啟動虛擬鍵盤來打字；此外，手指滑動除了可進行

縮放、翻轉與上下捲動等基本功能外，使用者更可自訂不同手

勢啟動特定應用程式或網站，至於電源管理、無線網路設定、

顯示設定或周邊設備及外接連接埠等，皆被整合至設備控制

台（Device Control），一目瞭然，操作方便。在管理數位內容

方面，為了讓消費者方便管理各式各樣的數位內容，ICONIA內
建眾多使用直覺及可輕鬆管理內容的程式以強化瀏覽網站的功

能，並整合社群網路，讓消費者以觸控方式播放或瀏覽各式多

媒體檔案。

消費者的需求是宏碁進步的動力，未來我們也將持續傾聽消費

者的心聲與回饋，推出一流的產品與服務，引領消費者在觸控

時代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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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溝通

本公司秉持誠信、透明、主動、及時與定期的原則，在符合當地相關法令規範下，藉由下列管道，與消費者、合作夥伴與

媒體進行行銷方面的溝通，以有效傳達企業理念與產品及服務的資訊。

燈籠森林

宏碁基金會為鼓勵兒童發揮畫作創
意，並配合宏碁公司贊助2010年冬季
奧運藝術節活動，特別主辦「燈籠森
林」兒童彩繪創作競賽，於台加兩地
挑選出2010件優勝的作品，逐一製成
燈籠，在2010年1月至3月冬季奧運
期間，於溫哥華等地以公共藝術作品
方式巡迴展出，形成一片絢麗的燈籠
森林，受到許多國際人士的注目。

n 企業網站 
提供公司基本資訊與重大訊息。

n 各子公司網站 
提供全球消費者及使用者充足的相關資訊。

n 廣告 
包括企業形象廣告與產品廣告，傳遞最新的行銷與

銷售資訊。

n 產品展示會 
每年參加台北國際電腦展、資訊月、漢諾威國際電腦

展（Cebit Show），與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等活動。

n 記者會 
原則上每年舉辦兩次國際記者會，發表重要營運與產品訊息。

n 巡迴展（Road Show） 
針對重點市場與策略性產品，舉辦巡迴展，邀請業界夥伴參加。

n 贊助活動 
透過贊助國際奧會與法拉利（Ferrari）車隊等活動，展現公司技術實力與市場地位，提升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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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Touch Community 

宏碁了解創新科技是生活與社會前進的驅動力，因此自成立以來，在致力於創新產品之虞，也從核心能力出發回饋社會，

期盼透過貢獻我們的產品與服務、員工能力及捐款，激發所在社區新的活力與機會。

2010年，宏碁在社區參與上以教育、宏碁志工參與、災難救助，以及員工捐贈與募款活動為主軸，並特別著重教育領域，

各地分公司以及宏碁基金會與捷威基金會，皆有發展適合當地文化與需求的社區方案。

教育

教育是機會的種子，因此教育一直是宏碁社區參與的重點

項目。我們希望藉由以各種創新方式運用科技產品在教與

學中，以及以實際資源幫助優秀清寒學生，能讓未來世代

的領導者發展他們成功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2010年，宏

碁各地區分公司在教育的各個領域中，從小學、中學、大

學，以至於社會，持續推展各種創造數位機會的方案，期

望透過科技的力量，觸發機會的火花，進一步改善個人生

活與世界。

 

My world is 
         on my 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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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小筆電教育創新計畫

當科技進展可以製造出像小筆電這樣低於美金300元的產

品時，我們發現教育可以透過低成本科技以更創新的方式

進行，我們期望可以利用這個每個人都負擔的起的低成本

科技，在教育領域上創造新的機會。

因此宏碁與歐洲教育網（European Schoolnet, EUN）合作以

科技進行創新教學的計畫，2010年1-6月在六個國家（義

大利、法國、西班牙、英國、德國與土耳其）進行先期計

畫（Pre-Pilot Project），每個國家挑選10個中學班級，共

有60個班級參與。在每個教室中，每位學生會有一台特地

為本計畫設計的Acer E100小筆電，每位老師則有一台筆

電，並且提供互動式白板和投影機，透過科技分享所有教

室活動。自2010年9月起至2011年6月，以一學年的期間進

行試行計畫（Pilot Project），在此階段，每個國家有40個
班級參與，每個班級提供30部小筆電、5部筆電、1台電腦/
伺服器和1台LCD螢幕。總計有10,000位學生及老師參與

此計畫。更多詳情可見小筆電教育創新計畫網站。

   

歐洲教育網

歐洲教育網（European Schoolnet，EUN）創立

於10年前，是歐洲31個教育部所組成的網絡，目

標是透過在教室中運用科技，激發創新的教與學

的方法。 

我們相信運用科技能夠補足並改善教學方法，IT設備將變成教學情境中創造互動新機會的驅動力。我們也將此計畫視為

使用者回饋計畫，是與教育領域的消費者長期參與合作的展現，我們為這個計畫準備了10,000部電腦，待此計畫結束

後，透過這10,000部電腦所得的回饋與健全的統計資料，將使宏碁更了解教育領域的使用者對產品的需求，幫助宏碁在

教育領域成為領導者。

 

小筆電教育創新計畫研究

80%
3/4
89%

的老師認為小筆電對學生的學習有
正面影響，且能增進科技技能。

的老師認為小筆電的使用可以
增加學生的ICT技能

的老師認為小筆電有助於學生
個人學習。

小筆電運用場景

http://www.netbooks.eun.org


n 宏碁數位行動車計畫

運用資訊科技創造數位機會是宏碁基金會的主要目標之一，因此基金會

自2008年起加入「民間ADOC 2.0計畫」，透過此一企業與非營利組織

之平台，推動以創新方式縮短數位落差。2010年，為了增加偏遠地區的

民眾接觸與學習電腦的機會，宏碁基金會特地規劃「宏碁數位行動車」

計畫，並藉由民間ADOC 2.0計畫的協調，於台灣花蓮推出兩部宏碁數

位行動車，每部行動車上配備有21部筆記型電腦、無線上網設備及教學

廣播系統。花蓮地區民眾凡滿10人即可報名開班，本計畫委由漢光教育

基金會執行，為期三年，預期將可服務20,000人次。

   

  

     

宏碁基金會也於菲律賓捐贈42台電腦給愛護基金會的數位行動車─40 呎的「電腦學習貨櫃」（Van Aralan），巡迴於菲國

各貧窮鄉鎮，提供弱勢民眾免費學習電腦的機會，Van Aralan每到一處就停留三到九個星期，提供免費電腦教學課程，包

括文字處理、版面設計、資料運算等，課程結束通過考試後並可獲得菲國政府認可的證書。

   

我們希望借由行動車的行動力，打破傳統固定電腦教室的思維，以透過將數位學習機會送到民眾家門口的方式，提升民眾

的數位能力，不論在生活上或提升就業機會都將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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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台灣弱勢兒童數位機會計畫

宏碁台灣自2003年起，連續8年參與「數位饗宴‧美夢成真」公

益活動，以極優惠價格提供經濟弱勢家庭青年學子電腦硬體設

備400套，希望能藉此提高他們的數位競爭力。

n 越南支持教育計畫

宏碁越南於2010年推出多項社區教育方案，特別鼓勵越南貧困

但優秀的學子積極向學。自2010年起推出大學新生購機優惠，

只要學生提出他們的考試結果，就可以獲得每台筆電美金155元
的優惠，2010年共提供3,000台優惠筆電。

此外，並分別在越南北部、中部與南部推行教育方案，獎勵表

現優秀但貧困的學生，共頒發175份美金50元的獎學金，5部筆

電，10份書籍，並捐贈美金3,080元，興建一間大學教室。

 

n 南非科技介紹學校巡迴計畫

宏碁南非與KFC合作，舉辦校園巡迴講座，由宏碁吉祥物

OOBE向學童介紹科技，共巡迴38所學校，提供80,000名
學生與電腦接觸的經驗，講座中並提供每間學校一部小筆

電作為競賽獎品。此外，宏碁南非並捐贈一所學校10部電

腦，更新其電腦中心。

   

n 波蘭學校捐贈計畫

2010年波蘭博加蒂尼亞（Bogatynia）發生嚴重洪患，造成多

間學校受損，宏碁波蘭捐贈學校共20部小筆電（Aspire One 
D255），並與微軟合作舉辦學生競賽，以「我的環境」（My 
environment）為題目準備簡報與論文，比賽為期六週，優秀作

品的學生可獲得宏碁產品作為獎勵。

 n 義大利媽媽電腦教室

宏碁與微軟合作「未來的女性」（futuro@lfemminile）計畫，教導女性應用簡單的電腦技能於工作和家庭中。宏碁提供24
部Aspire 8940供媽媽電腦教室（Mamme@web）使用，以及3台Aspire 8940和3台電視(AT2356)讓媽媽學員的小孩們在媽

媽上課時使用，共有約150名媽媽學習電腦入門課程，運用電腦讓生活更加便利。



宏碁志工

我們各地的員工於工作之餘，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於各地貢獻心力，每年參與志工活動的人數越來越多，不論是捐款、捐

血、關懷自然環境，還是陪伴弱勢兒童，透過公司內外部社區相關活動，讓我們與社區的關係更緊密。

n 宏碁台灣志工隊

宏碁志工隊成立於2004年，由許多熱心同仁組成，目前志工隊號召舉辦的活動可以分為公司內部及外部兩大類別。在公司

內部，以鼓勵公司同仁貢獻心力參與公益活動為主，目前例行活動包括：

2010年捐血袋數達

1,915袋

• 汐止弱勢兒童課後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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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同仁認養小朋友的聖誕節禮物。

• 捐血活動

 自2007年起，志工隊號召宏碁同仁及附近之其他公司， 
 每年在汐止總部舉辦數次捐血，多年來已讓許多人養成 
 捐血的習慣，2010年捐血袋數更達1,915袋。

• 捐款活動

   每年定期辦理兩次捐款，號召同仁捐助弱勢團體及災變地區，摘要如下：

年度 2009年上半年 2009年下半年莫拉克水災 2010年上半年 2010年下半年

捐款（NTD） $1, 522, 300 $5, 644, 000 $1, 952, 000 $1, 950, 000

2007

2008

2009

2010

250cc（袋）

527

405人

799人

1,144人

1,307人

1,072

1,611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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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能減碳活動

 志工隊於每年4月22日至6月21日期間，為響應地球日環保理念，皆會舉辦相關活動。2010年，志工隊舉辦「週一無肉 
 日．健康愛地球」活動，邀請同仁每週一吃無肉的餐食，透過培養簡單的生活習慣，累積達成淨化身體與減碳的效果。

在公司外部活動方面，為了讓同仁能有更多機會體會回饋社會的快樂，自2009年起每位宏碁員工每年可申請兩天有薪志  
工假參與社區活動。2010年，宏碁同仁利用志工假從事以下服務：

1.汐止弱勢學童課輔：為小朋友說故事、舉辦團康或生活經驗分享，共舉辦三次 
2.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步道整理、移除外來物種，共51位同仁及眷屬參加。 
3.關渡自然公園：穿上沼澤衣，協助恢復月池生態平衡以及原本美麗的樣貌，共21位同仁及眷屬參加。 
4. 花蓮早療協會志工活動：參與發展遲緩兒童的家庭活動，共有6位同仁參加。

總計2010年請志工假人數為47人，共請志工假合計為56天，員工與眷屬參與志工假活動人數達93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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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認養汐止學童聖誕節禮物

7月八仙山自然中心步道整理、移除外來種物種

10月與汐止弱勢家庭學童出遊8月清除關渡自然公園水中植物

5月宏碁志工隊參與花蓮早療協會發展遲緩兒童的家庭活動

n 菲律賓國際飢餓對策機構志工服務

宏碁菲律賓自2009年至國際飢餓對策機構（Food for the 
Hungry, FH）志工服務後，收到許多FH青少年及宏碁員工的

正面迴響，因此2010年，宏碁菲律賓的志工再次規劃兩次工

作坊，第一次談論菲律賓的藝術與文化，第二次則是運動家精

神和個人發展。總計有20位志工參與這項活動，每次工作坊約

有40至50位青少年參與。透過志工服務，除了向工作坊中的

青少年傳達正向訊息之外，也希望能讓青少年了解有許多人願

意幫助他們正向發展。

  

  



n 宏碁印度企業社會責任社團 

宏碁印度為了鼓勵員工參與CSR活動，特地於2009年成立

了CSR Club，作為員工發想CSR新點子，以及參與設計並

執行CSR活動的平台。成立至今已執行許多節能減碳與社

區服務相關的活動，計有：

• 員工個人電腦使用節能方案 
• 班加羅爾總部大樓輪流使用自然光線 
• 員工清理廢棄雜物，以節省空調需求 
• 鼓勵員工認養及種植植物 
• 捐贈二手衣物給孤兒院（Gerizim）

災難救助

宏碁了解營運對所在之社區之影響，因此將社區視為宏碁

重要的夥伴之一，當社區遭遇自然災害時，宏碁透過公司

與員工即時捐助當地緊急就難組織，以協助當地社區該地

區受災群眾渡過難關，重建家園。2010年，宏碁及宏碁員

工所捐助之全球自然災害包括中國青海省地震、甘肅省土

石流、泰國洪水及印尼梅拉比（Merapi）火山爆發、明答

威（Mentawai）海嘯，以及巴布亞省瓦西爾區（Wasior）
洪水等。

n 中國青海省大地震

2010年4月中國青海省玉樹縣發生芮氏規模7.1級地震，宏

碁中國通過中國紅十字總會捐贈50萬元人民幣，此外，並

向玉樹災區學校捐贈價值50萬元人民幣的電腦設備。2010
年8月甘肅省舟曲縣發生嚴重土石流，宏碁透過甘肅省紅十

字會捐款10萬元人民幣。

宏碁捐贈159所學校共1,121台筆記型電腦，幫助受災學校重建
並致力於建構資訊創新教學模式，藉以提升資訊教育專業職能。

2010年10月泰國洪水

2010年10月宏碁印尼助災捐款

台灣八八水災災區資訊教育計畫

2009年8月8日台灣受莫拉克颱風侵襲，引發中南部及東南部嚴

重水災，亦造成許多學校校園及設備嚴重損失。為協助莫拉克

颱風受災學校的重建，宏碁、華碩、英特爾與台灣微軟合作，

透過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結合教育部推動之「精進教

學」計畫，提供2,250台電腦與軟體協助受災七縣市之學校申

請，並舉行種子教師資訊教育能力提昇培訓課程，協助災區教

育與社區生計重建。本計畫總計協助了多達近300所學校，訓

練超過三千位學校e化種子教師，透過e化種子教師將影響共計

受協助學校約11,764位教職員與約450,000名學生，有效幫助

受災與偏遠縣市縮短數位落差，協助災區加速未來發展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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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碁 南 非 贊 助 由

Pennyville crèche舉
辦之南非運動家挑戰

募款活動（14 Check 
Challenge），並有

50位宏碁志工參與這

項活動。

宏碁義大利舉辦慈善募款晚宴，由宏碁全球行銷副總

裁Gianpiero Morbello主持，共有260人與會，餐會

及慈善義賣合計共募得23,780歐元，全數捐給與宏

碁義大利Acer&Sociale長期合作的七個NGO，包括

Agorà 97、Agres、 Ariel、Fondazione PUPI、Oltre 
Noi La Vita、Opere Sociali Santo Hermano 
Pedro、Verdeacqua。

宏碁美國德州分公司參與

美國德州中部聯合勸募協

會（United Way of Central 
Texas）募款活動，共募得

1,690元。

澳洲多發性硬化症協會（MS Australia）所

舉辦之澳洲單車募款活動（Sydney to the 
Gong MS Bike Ride），每位車手需負責

募集澳幣250元才能參賽，宏碁澳洲16位
員工組成車隊參賽，共募得了澳幣17,250
元。

員工捐贈與募款活動

宏碁了解自身力量有限，除了公司與員工捐贈策略性之公益活動之

外，更希望能串連社會上更多力量，激發出更多資源，因此於全球

各地舉辦或參加多場公開慈善募款活動，希望替公益組織募得更多

資源。

2010年宏碁各地分公司舉辦或參與的慈善募款活動包括義大利、美

國、澳洲與南非等國家。

宏碁南非贊助南非癌症協會（Cancer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 CANSA）所舉辦長達28天，橫跨2,800公里海岸線之

水上摩托車癌症宣導活動（Coast2Coast4CANSA），並在活

動最後以募得款項購買了南非第一台皮膚癌治療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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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GRI指標索引
關於本報告 3.1, 3.2, 3.3, 3.4, 3.6, 3.7, 3.8, 3.13

經營階層聲明
董事長暨執行長的話 1.1, 4.2

全球總裁的話 1.1, 1.2, EC MA, EC2

報告書摘要

2010年目標達成狀況

2010年宏碁數字一覽表

2011年目標與承諾

宏碁企業責任

宏碁沿革與發展 2.1, 2.3, 2.4, 2.6, EC MA, EC1, EC4

主要產品、市場分佈與市場肯定 2.2, 2.5, 2.7, 2.8, 2.9, 2.10

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4.1, 4.3, 4.5, 4.6, 4.7, 4.9, 4.10

利害相關人溝通
1.2, 3.5, 4.4,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SO 
MA, SO5

環境
EN MA

環境及安全衛生管理 EN MA, 4.12

我們的營運與環境 EN5, EN22, EN23, EN28

我們的產品與環境 3.9, 4.11, PR MA, EN18, EN26, EN27

環境友善產品設計 4.11, EN18, EN26, PR MA, PR1, PR3

能源與氣候變遷
EN MA

溫室氣體盤查 3.9, 3.10, 3.11, EN3, EN4, EN16, EN17

溫室氣體減量 EN5, EN6, EN7, EN18, PR3

供應鏈溫室氣體管理 4.12, 4.17, EN18, EN26

外部參與 4.12, 4.17

供應鏈

供應商的社會與環境管理系統 4.12, HR MA

現場稽核 HR2, HR4, HR5, HR6, HR7

富士康事件之處理 4.17, HR6

2010宏碁企業社會責任 4.17, HR6

衝突礦產 4.17

員工
LA MA, HR MA

員工結構 EC7, HR4, HR6, LA1, LA2, LA13

薪酬與福利 EC3, LA3

員工關係 4.4, HR5

員工發展 LA10, LA11, LA12

健康及安全 LA7, LA8

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4.8, SO MA

消費者
PR MA, PR2, PR9

提升服務品質

客戶滿意度與需求調查 PR5

資料保密問題 PR8

易於使用且觸動人心的產品

行銷溝通 PR6, PR7

社區
SO MA, EC8

教育 EC9

宏碁志工

災難救助 EC9

員工捐贈與募款活動

附錄 GRI 指標索引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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