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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營階層聲明

宏碁以「打破人與科技的障礙」為企業理念，期望藉由不斷創

新，提供消費者簡單、易用、可靠的產品，提升人類生活品質。

2012年我們重新定義品牌價值，聚焦在「探新」（curious）、

「進步」（progressive）及「人性」（human)，而品牌精神為「探

索無限可能」（Explore Beyond Limits）。我們要讓 Acer成為一

個有差異化、具有獨特性定位的全球知名品牌。

產業環境已經改變，我們要用選定的使用者經驗來引導產品的開

發，乃至於運籌、銷售與服務等所有事項，都要支持相同的使用

者經驗，並將成果累積到品牌價值上。綠色、低碳、智能與永續

發展，自然是我們持續創新的關鍵領域。

2012年我們開始進行「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治理組織的

運作，強化內部企業社會責任

(CSR)治理體系的效能，以環境、

社會、治理、與溝通等四大方

向，讓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能與

各事業單位與部門的日常營運緊

密結合。

我們有信心透過差異化的創新，

長期務實的投入，將 Acer塑造

成最永續且最有價值的全球品

牌。

王振堂 

董事長暨執行長  

關於本報告書

這份摘要揭露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宏碁股份

有限公司永續發展關鍵議題之績效。宏碁每年定期揭露公司治理

面、環境面與社會面等三大面向的績效資訊與未來規劃，讓各界

利害關係人了解。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 Taiwan）

對我們根據 GRI G3.1 A 應用等級所編製的完整版報告書，按照 

ISAE 3000 標準進行了獨立有限確信 (limited assurance)。

我們的完整版報告書提供更詳盡的 2012年績效資訊，您也可以

看到我們在各面向積極落實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決心與成果。

2012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http://www.acer-group.com/public/Sustainability/chinese/

downloa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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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2012年第四屆宏碁 CSR論壇主題為「綠色

ICT ● 綠色經濟」，邀請前任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UNFCCC）秘書長 Yvo de Boer先

生與 Sanyo Energy資深副總裁寺嶋文敏先生

進行專題演講，並與王振堂董事長進行座談

討論，與推廣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簡稱 ICT）的

先進分享低碳經濟的趨勢與綠色 ICT產品對

低碳經濟的貢獻。 

本次論壇並包含四場工作坊，主題包括：供

應鏈管理、溝通、綠色產品，以及能源與氣

候變遷。每場工作坊皆由兩位國際利害關係

組織代表與一家績優供應商分別分享國際趨

勢與產業作法。

 

宏碁於 2011 年成立全球企業

社會責任委員會（GCSRC），

並於 2012 年正式召開全球企

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議，針對

CSR 風險進行評估、討論如何

內化 CSR 的實踐、  激發產品與

服務的創新並訂定年度目標。

企業責任政策與策略

更多資訊，請見 2012宏碁企業責

任報告書：

●  宏碁概況

●  利害關係人辨識

●  多元利害關係人議合

●  主要倡議與參與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參與

2012年，我們於宏碁 CSR論壇舉辦期間，

邀請供應鏈管理、綠色產品與 CSR資訊揭露

與治理等相關議題之利害關係團體代表與宏

碁內部舉辦三場溝通會議，與各相關部門中

高階主管溝通討論，以釐清及檢視我們行動

及未來 計畫的方向。

此外，宏碁和非政府組織與企業一起改善

ICT產業的永續性。我們長期贊助支持碳揭

露專案（CDP）在台灣的倡議，每年包括 4

月份的 CDP說明會及 11月的 CDP發表會，

幫助台灣產業及宏碁的供應商認識最新的碳

風險及管理的趨勢。宏碁自 2011年起並擔

任第二屆台灣企業永續論壇召集人，持續推

展同業或異業之間相關行動方案的合作，以

帶動台灣企業之間更多的永續實踐。

1,000人次

宏碁推廣碳管理議題，自 2008年

起連續 5年贊助碳揭露專案在台

灣的倡議 10場，總計超過 1,000

人次參與。

歷經數年的基礎佈建工作，

宏碁 CSR目前擴大至涵蓋環境

(E)、社會 (S)、治理 (G) 與溝通 (C)

等四大方向，讓企業社會責任的

實踐能與各事業單位與部門的日

常營運緊密結合。

翁建仁 

全球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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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氣候變遷因應

我們持續掌握各類型氣候風險，並於 2012

年正式訂立集團減碳目標，將透過提升營運

據點的能源效率與使用再生能源及綠色電力

等方式達成目標。

我們於今年首度完成 2009年與 2011年溫

室氣體資料外部查證，以確認資料的正確

性。在供應鏈管理上，我們持續要求主要供

應商夥伴參與碳揭露 (CDP)，並將供應商夥

伴的溫室氣體盤查、相對減量以及再生能源

使用狀況等納入 2013年的評核機制中，期

待其能不斷提升在氣候變遷的營運效率與因

應能力。

產品創新

宏碁推出 Aspire S7 Ultrabook（Aspire S7-

391），獲得CES 2013創新設計與工程獎項，

並在產品生產開發與綠色環保方面有多項創

新設計。Aspire S7-391運用 9級硬度的強

化玻璃（Gorilla® Glass 2），取代傳統機型

一體成型的設計，可減少 94%的鋁原料使

用。能耗表現相較於 ENERGY STAR® 5.2要

求，更減少達 64%。此外，其雙渦輪風扇系

ICT產業扮演協助社會邁向低碳

經濟的核心角色，宏碁亦發揮領

導力，不僅從自身價值鏈提升生

態效益與降低環境衝擊，更引領

供應鏈夥伴與生態系統一起邁向

永續。

環境與能源管理

統（TwinAir）並能夠快速散熱確保機體溫度

舒適。

提升產品運送效率

宏碁致力於提升運送的效率，以減少運送時

產生的碳排放，也減少運送的成本。

我們經由減少包裝尺寸，並結合多筆訂單出

貨，使棧板與貨櫃的裝載效率極大化。我們

透過良好的備料與生產計畫，採用海運而非

空運運輸模式，同時，考量客戶所在地的

比重增設轉運站，或將單一改為多個進貨港

口，以減少運送路程及天數，並能更快速將

產品送至客戶手中。

60％
宏碁集團減碳目標以 2009年為基準

年，承諾於 2015 年減少 30%，於

2020減少 60%。

■ 棧板裝載率改善趨勢圖

更多資訊，請見 2012宏碁企業責

任報告書：

●   納入環境考量的產品設計

●   能源與氣候變遷因應

●   我們的營運與環境
0%

3%

6%

9%

12%

15%

英國棧板

歐規棧板

標準棧板

2012201120102009

我們相信 C S R 能幫助宏

碁更具有競爭力，激發產品與

服務創新，同時能對環境與社

會議題造成正向影響。

  

黃資婷
總經理  
電腦產品全球運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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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感謝所有的供應商夥伴，和

宏碁一同努力建立起具有社會與

環境責任的供應鏈。我們慎重地

檢視供應鏈的永續議題，以強化

整體供應鏈對社會與環境的正向

影響。

負責任的供應鏈

>100,000人
受稽核工廠的直接員工

超過 100,000人

宏碁每年售出超過數千

萬台 ICT 產品，我們希望每一

個產品都是來自安全的製造環

境，每一位製造產品的工人都

受到公平與尊嚴的對待。

陳麗娟 

總處長  

重要零件採購總處 

供應商的社會與環境管
理架構

我們採用電子產業公民聯盟（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簡稱 EICC）

行為準則作為供應商管理規範，對供應商進

行行為準則導入、風險評估、現場機核確認、

與持續改善等管理措施。

2012年現場稽核結果
宏碁持續進行供應商社會與環境責任的稽

核，2012年我們擴大供應商社會與環境責

任稽核，針對 77家供應商的製造工廠進行

現場稽核，工廠的稽核數量為 2011年的

193%，所有接受稽核的供應商皆需提出改

善報告。

■ 稽核家數與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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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礦產的管理

我們持續向供應商傳達衝突礦產的議題，

並展開產品內金屬來源的調查。我們參

加 EICC/GeSI（Global  e-Sustainabi l ity 

Initiative，簡稱 GeSI）的採礦工作小組及盡

責調查工作小組，並採用 EICC盡責調查工

具，展開供應商冶煉廠的調查。2012年，

我們將冶煉廠的名單提交 EICC/GeSI 無衝突

冶煉廠（Conflictfree Smelter，簡稱 CFS）

計畫，協助確認產業的冶煉廠名單，同時我

們也加入了鼓勵冶煉廠 CFS計畫的行動。

此外，我們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針對金及受衝突影響及高風險

地區負責任供應鏈的補充實施方案」。我們

將持續遵循 OECD盡責調查指南並參與相關

討論，以建立供應鏈的盡責調查能力並進行

經驗分享。我們持續與政府、產業界以及公

民團體合作，以支持並解決供應鏈的挑戰，

使用合法且不造成衝突的礦產。

更多資訊，請見 2012宏碁企業

責任報告書：

●   供應商的社會與環境管理架構

●   2012年現場稽核結果

●   與重慶市政府考核供應商

●   衝突礦產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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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及人盡其才，我們致力於營造優

質的工作環境，維持順暢的溝通

管道，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激

勵員工提升生產力，並協助員工

維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Tek Yoong Kon 

財務長及人資最高主管  
亞太地區財務、人資與總務    

員工關懷與發展

宏碁致力營造優質的工作環境，

推展工作與生活平衡方案，關懷

員工身心靈的健康；透過系統化

的教育訓練與員工發展計劃，提

昇員工的專業能力及其職涯發

展。

20,000人次

工作與生 活 平 衡 方 案 參 加 人 達

20,000 人次

推展工作與生活平衡方案

我們舉辦一系列讓同仁與家人共同參與的活

動，包括員工 2-3日旅遊、宏碁家庭日、電

影及藝文欣賞活動；另成立宏碁代表隊，鼓

勵同仁與家人共同參加各項運動賽事（如馬

拉松路跑、泳渡日月潭等），參加人次達 2

萬人次。

另舉辦 18場次的講座，包括健康養生（體

重管理、體適能檢測、心血管疾病之預防、

子宮頸癌之預防、整腸胃抗骨鬆、運動傷害

之預防、如何吃得健康等）、休閒樂活、投

資理財、親子關係等講座。

人才培育與職涯發展

宏碁透過系統化的內部培訓，結合在職訓

練、工作輔導、工作調動、專案指派等方式，

及派員參加外部的專業訓練及研討會，以不

斷提昇員工的專業知識、能力及技巧，協助

員工的職涯發展。

 為強化同仁職場安全與健康衛生觀念，在台

灣區特別舉辦「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涵蓋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預防、實驗室安

全、電腦作業安全、出差旅遊的疾病與安全

預防等，共調訓七梯次，841 位同仁參加。

另舉辦急救人員訓練、心肺復甦術 (CPR) 、

自動體外電擊器 (AED)操作訓練等，以提升

人員的緊急救護能力。

更多資訊，請見 2012宏碁企業責

任報告書：

●   員工結構

●   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   員工關係

●   持續學習與成長

●   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   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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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遵循「將零缺點且具競爭力

的產品與服務準時送達顧客」的

品質策略，並秉持「以服務為榮，

以宏碁為傲」的信念，提供專業

的產品與服務。

多重服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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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碁的客戶可透過下列的管道隨時與我們連

繫，反應任何意見及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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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旅約保證服務中心

• Acer Web Master（客訴處理流程及機制）

• Facebook 與 Acer community

客戶滿意度調查

宏碁針對客戶對產品的疑問，採服務後滿意

度評估與調查，以確保客戶的需求得到瞭解

與妥善的處理，並作為我們持續改善作業流

程的重要依據。為了進一步了解全球滿意度

的全貌，我們針對到維修中心接受服務及撥

打客服專線尋求技術協助的客戶進行調查，

將實際回覆調查問卷的結果，經過彙整計算

得出全球滿意度分數從 2011年的 93分提升

到 2012年的 94分。

客戶服務

透過提供當地維修服務來

增加客戶滿意度與延長產品生

命，宏碁協助客戶將產品的使用

最大化，以減少不必要的產品替

換，並展現出對於環境保護的承

諾。

Thomas Riege 

AVP 

歐洲、中東與非洲客戶服務  

■ 全球客戶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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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請見 2012宏碁企業責

任報告書：

●   宏碁集團服務模式

●   客戶滿意度調查

●   客戶隱私權保護

7,000人

2012 年，共有超過  7,000 位員工與

合作夥伴使用宏碁 E-Academy

員工及合作夥伴線上教
育訓練

我們使用線上學習系統（Acer E-Academy），

針對客戶服務的第一線員工與營運單位員

工進行新產品的專業知識訓練，常見產品疑

問解答，以及客戶應對技能與標準流程等，

並包含線上課後評量。目前在全球已有超過

7,000位員工與合作夥伴透過此系統獲得最

新的產品知識，以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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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宏碁基金會及捷威基金會

從核心能力出發，透過我們的技

術與產品、員工能力及捐款回饋

社會，希望能與社區共同創造共

享價值，在提升公司經濟利益的

同時，達成社會包容。

社區參與

63所

8個國家共 63所學校參與宏碁歐洲

平板電腦教育創新計畫

我們從核心能力出發，致

力於提升數位包容，希望讓青年

學子及弱勢族群能夠運用資訊科

技，為生活創造機會。

賴啓民 

執行長  
宏碁基金會     

8歐洲平板電腦教育創新計畫 

8印尼教師資訊能力提升計畫

• 提升偏遠地區數位機會 

8台灣及菲律賓數位行動車 

8印尼數位機會教室

• 為青年學子創造機會 

8綠色創新國際競賽 

8Acer Elite 宏碁高校菁英 環境保育

我們與非營利組織一同努力，提升社區大眾

及宏碁員工的環境意識。例如在菲律賓，我

們和Green Earth Heritage Foundation合作，

興建「宏碁竹子溫室」，並將所培育出的

1,000棵種苗種植在馬德雷山區；此外，我

們與 Haribon Foundation合作打造一輛生態

教育行動車（Hari Eco Van），巡迴教導孩童

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要性。

公益慈善

在美國、英國、印度、泰國、越南及印尼，

許多宏碁志工熱情參與公益慈善活動，包括

舉辦募款餐會、造訪育幼院、養老院及偏遠

地區學校，捐贈電腦及物資等，不僅幫助社

區，也加強我們與社區及社會的連結，讓我

們的關係更為緊密。

更多資訊，請見 2012宏碁企業責

任報告書：

●   教育

●   宏碁志工

●   環境保育

●   公益慈善

■ 台灣宏碁數位行動車服務人次累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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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稽核程序 (VAP)

追蹤稽核

初始稽核

（家數）

教育

我們於全球各地和深耕當地的非營利組織合

作，推廣與探索結合科技與教育所創造出來

的價值，2012年，我們推展的計畫包含以

下三大類：

• 運用科技激發教育創新 

宏碁志工

宏碁台灣志工隊服務範圍涵蓋「數位志工」、

「社區志工」、「海外志工」及「環境保育

志工」等四大領域，所有宏碁台灣的員工每

年皆享有兩天有薪志工假從事志工活動，以

從中獲得新的經驗與想法，並獲得新的能量

以面對工作與客戶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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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目標與承諾 達成狀況 成果與說明

環
境

完成組織型溫室氣體第三方查證 ● 2009和 2011年全球資料已獲 SGS第三方查證聲明。

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
我們已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預計於 2015年，宏碁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09年減少 30%；2020年排放量將
較 2009年減少 60%。

提升各產品線綠色產品比例 ●
• 於筆電、桌上型電腦、顯示器、智慧型手機等產品線，增加不含鹵素機種。

• 於部分顯示器產品中，導入高比例回收塑膠料。

新產品禁止使用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鄰苯二甲酸二（2-
乙基己基）酯（DEHP）、鄰苯二甲酸丁酯苯甲酯（BBP）、鄰苯
二甲酸二異丁酯（DIBP）等化學物質

● 我們於宏碁最新產品化學物質管理指南已納入 7種鄰苯二甲酸酯的禁限用要求。

社
會

推廣 ICT綠色創新，激發 ICT所佔 3%排碳量之 15%減碳影響力 ● 舉辦宏碁綠色創新競賽，鼓勵全球學生，運用資通訊技術達到環境及社會永續的目標。

舉辦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
2012年宏碁 CSR論壇主題為「綠色 ICT • 綠色經濟」，邀請前任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秘書長 Yvo 
de Boer進行專題演講，強調低碳經濟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同時討論台灣 ICT產業如何利用商業策略及技術創新對全
球低碳經濟做出更大的貢獻。

提升供應商環境與社會稽核數量至少為 2011年的 150% ●
2012年我們擴大供應商社會與環境責任稽核，針對 77家供應商進行現場稽核，供應商的稽核數量為 2011年的
193%，稽核的直接員工超過 10萬人。

整合全球人力資源資料庫、管理應用系統與人才管理及發展系統 ●

• 已建立全球人力資源資料庫及其 e化人員管理應用系統。

• 已建立全球人員管理核決權限政策、差旅政策、人才跨區域調動政策等。

• 已執行部份的高階主管發展訓練。

治
理

籌劃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專案計畫 ◎ 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專案計畫已籌劃完成，由於內部預算控制因素，將延後實施。

更新高階主管的獎酬制度，以結合公司長期利益 ● 董事會 /薪酬委員會已通過公司一級主管的獎酬制度，包含短期及長期的目標及其獎酬，以結合公司長期的利益。

● 完成   ◎ 部分完成  



感謝您閱讀我們的報告書摘要，也歡迎您下載閱讀我們的完整版報告書

2012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http://www.acer-group.com/public/Sustainability/chinese/download.htm

若您有任何指教，歡迎來信 cr@acer.com

與我們一同討論：

https://www.facebook.com/Acer

https://twitter.com/Acer

http://www.youtube.com/user/Acer

http://community.acer.com/�

http://www.acer-group.com/public/Sustainability/chinese/download.htm
mailto:cr%40acer.com?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Acer
https://twitter.com/Acer
http://www.youtube.com/user/Acer
http://community.ac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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