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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宏碁自 2005年起發行環境報告書，自 2008年起每年定期發行企業責任報告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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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更了解宏碁積極落實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決心與成果。歷年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以及更即時之永續發展資訊，請於宏碁集團永續經營網站（http://www.acer-group.com/

public/Sustainability/chinese/index.htm）下載或查詢。

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依據財務合併報表的原則設定組織邊界，報告範疇包括集團下子公司、宏碁

基金會與捷威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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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數據調整或推估之處，將另行於報告書內文中說明。本報告書中英文版本同時於

宏碁集團永續宏碁網站上公布。更詳盡的財務資訊，請參考宏碁集團「投資人關係」

（http://www.acer-group.com/public/chinese/Investor_Relations/index.htm）網頁。

報告發行日期與週期

本報告書發行日期為 2013年 8月，揭露 2012年度（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

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於永續發展各項關鍵議題之績效。宏碁每年持續發行企業

責任報告書，上一份報告書的發行時間為 2012年 9月。

報告書撰寫原則及綱領

本報告書的內容與架構依循全球永續性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 Initiative，簡稱

GRI）於 2011年發佈的第 3.1代綱領（GRI G3.1）撰寫，並於報告書最末頁附有架構

內容與 GRI 指標對照索引。

外部確信之政策與措施

宏碁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對我們根據 GRI G3.1 A 應用等級所編

製的報告書，按照 ISAE 3000 標準進行了獨立有限確信（limited assurance）。

聯絡方式

若您對於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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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信箱：cr@acer.com

http://www.acer-group.com/public/Sustainability/chinese/index.htm
http://www.acer-group.com/public/Sustainability/chinese/index.htm
http://www.acer-group.com/public/chinese/Investor_Relations/index.htm
mailto:cr%40acer.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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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12年，歐美經濟情勢依然疲弱，全球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簡稱 ICT）

產業界又有典範轉移的巨大變化，這些均對本公司的業績造

成影響，但是為了更堅實的企業體質、累積更強的創新能量、

以及更負責的商業模式，宏碁公司在邁向永續發展上的企業

轉型，非但沒有放慢腳步，反而是義無反顧地大步挺進。

宏碁自創立以來，一直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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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各種不同需求，並提升人類生活品質。面對各種內

外部挑戰與發展瓶頸，能持續創新求變並堅守永續發展與企

業責任，才是宏碁能不斷突破與轉型的根本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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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的品牌精神就是

要「探索無限可能」（Explore Beyond Limits）。我們決心要

讓Acer成為一個有差異化、具有獨特性定位的全球知名品牌。

在公司治理面向上，宏碁為了維護股東長期利益，董事會

在 2012年通過了「高階主管薪酬管理準則」。這項措施的

主要目的，在於強化高階經理人薪酬與公司長期績效及股東

長期價值的連結，避免薪酬支付上可能引發的風險，進而有

助於公司營運的穩定成長。同時並積極響應世界經濟論壇

（WEF）對於因應資訊安全風險上的呼籲，展開必要的改善

措施，以避免對公司的營運產生重大的影響。在企業社會責

任（CSR）治理上，由所有海外總部與主要事業單位與功能部

門資深主管共同組成的「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Glob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在 2012 年正

式成立並運作，也是宏碁的一大突破。此外，我們更訂立集

團中、長期減碳目標，經由更積極的能源管理與綠色電力的

使用，分別於 2015與 2020年達成較 2009年減少 30%與

60%的溫室氣體排放。

董事長暨執行長的話

產業環境已經改變。成功的要素不再只限於效率、成本與速

度，使用者經驗與行銷是宏碁必須面對的勝負關鍵。我們要

把行銷跟研發與設計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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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都要支持相

同的使用者經驗，並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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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 2012年的轉型與佈局，宏碁堅實的組織與團隊已經就

位，經營策略與品牌價值更加定位明確，內部企業體質已經

強化，CSR與永續治理的機制也已經導入，也因為宏碁的誠

信與透明，利害關係人對於宏碁的信任，是我們繼續向前邁

進的重要資產。我們有信心透過差異化的創新，長期務實的

投入，我們將會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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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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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 1992年巴西里約地球高峰會後二十年（Rio+20），

全球不斷倡議致力發展綠色經濟，宏碁公司在此風潮中勵精

圖治，投資人、員工、客戶、消費者、供應商以及所有利害

關係人對宏碁的支持與信任，實是我們改造與創新的最大動

力。

歷經數年的基礎佈建工作，宏碁公司於 2011年正式邁入策略

性 CSR階段。2012年配合集團組織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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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R治理體

系的效能。過去本公司是以「能源與氣候變遷」、「綠色產

品」、「產品回收」、「供應鏈管理」及「資訊揭露與溝通」

的五大優先 CSR行動方案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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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我們的「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首度進行 CSR

風險評估，辨識了 CSR優先行動方案，並且以強化內部溝通

為焦點，進行跨部門產品綠色設計與永續績效改善的整合方

案。

本公司對於開發綠色產品不遺餘力，2012年宏碁持續推出不

含溴化阻燃劑（BFR）與聚氯乙烯（PVC）的產品 ; 領先推出

全球最薄的 Ultrabook ™筆電－ Aspire S5，繼之推出 Aspire 

S7 Ultrabook，其特殊的機身設計，鋁合金的用量比傳統一體

成型的設計，減少 94％的材料浪費，在製程上也更節省能源。

S235HL顯示器，以 LED為背光源，採用無汞原料，提升省電

效能達 68％，既節能又環保，並以其獨特的工業設計，獲得

2012年德國 iF工業設計獎與臺北國際電腦展的創新設計獎。

本公司亦推出採用 65%消費後再生塑膠材質（Post-consumer 

recycled plastic）的商用顯示器 V235HL。此外，我們參考

EPEAT作為宏碁綠色產品的規畫依據，2012年，包含全系列

商用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及顯示器產品皆可符合 EPEAT

產品要求。

在溫室氣體管理與盤查上，我們從以下幾個面向不斷精進：

於 2012年首度進行全球碳排放資料的第三方外部查證工作，

查證資料涵蓋全球三十多個國家，160多個據點，同時，我

們也展開多項行動以期達成我們所承諾的減碳目標。首先，

提昇產品的能耗效率，以筆記型電腦為例，有 60%的產品 (以

全球總裁的話

型號數計 )，超越 ENERGY STAR®所要求的基準能源效率，高

出 50%以上的突出表現。其次，在透過產品包裝設計提升包

裝質感的同時，也減少包裝材積與重量，以達成貨櫃的裝載

極大化；此外，並藉由良好的生產計畫，逐漸採用海、陸運

取代空運模式，來減少宏碁產品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的二氧化

碳的排放。最後，宏碁也具體要求主要供應商夥伴，以排放

強度的衡量方式，每年減量 5%為目標來邁進。

在供應商的永續管理方面，我們在 2012年首度制定了供應商

企業社會責任評分卡，藉此檢視供應商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方面的表現，及早辨識在環境、社會、治理等面向的供應鏈

風險，並協助供應商採行必要措施，以消除或減少此風險，

預計於 2013年開始實施。

宏碁的努力，在 2012年的碳揭露（CDP）、綠色和平組織的

綠色電子、以及衝突礦產之管理等評比中，都有傑出的表現。

我們將持續秉持謙卑傾聽、務實領導、積極向前以及誠信揭

露的態度，與利害關係人建立更為密切的合作關係，共同開

創綠色經濟的前景。

翁建仁

全球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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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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完成

2012年目標達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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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目標與承諾

環
境

依據 GHG Protocol Scope 3技術指引，擴大溫室氣體 scope 3盤查項目。

擴大使用回收材料於產品中。

社
會

進行供應鏈第二版衝突礦產盡責調查，並公布調查結果，以促進產業朝向無衝突礦產發展。

供應商稽核累積數量超過 200家。

持續建構全球人才管理及發展應用系統，強化全球化的基礎。

持續落實執行人才發展政策，包括人才的發展訓練、跨區域、跨功能的調動、人員的多向度回饋機制以提升其能力。

治
理

強化公司治理，包括董監事整體運作的績效評估問卷、高階主管的目標及獎酬，接班人制度等，以永續經營。

制定 CSR績效管理規範。

啟動供應商 CSR 評分機制，以推動供應商將 CSR確實納入商業營運中。

2013年目標與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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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概況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76年，企業總部位於台灣新北市汐止，是一個

國際化的自有品牌高科技公司，主要從事於個人電腦、液晶顯示器、伺服器、

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的研發、設計、行銷、銷售與服務，目前也積極發展

宏碁雲端服務（AcerCloud）。我們的客戶種類包括消費性產品使用者、中

小型企業、大型企業、學校及政府機關等。

2012年營業總額為 4295.1億元，是世界第三大筆電品牌。

現況與發展

品牌價值與介紹

市場肯定

行銷溝通

公司治理

企業責任政策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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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概況

現況與發展

品牌價值與介紹

市場肯定

行銷溝通

公司治理

企業責任政策與策略

宏碁公司擁有 Acer、Gateway與 Packard Bell 等主要品牌，全球員工約 8,000名，營

運遍及世界一百餘個國家，在泛歐、泛美、亞太、中國與台灣皆設有區域性的營運總

部，採取經銷模式，經營當地的消費性市場與商用市場。宏碁的主要筆電製造供應商

基地位於中國重慶，此外，在台灣與中國均有研發設施。

宏碁以「打破人與科技間的藩籬」為企業使命，並以「探索無限可能」展現品牌精神。

宏碁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也致力建立綠色產品供應鏈。宏碁公司股票在台灣證券交易

所上市，股票代號為 2353。

由於受到歐美經濟情勢不振， 2012年本公司合併營業收入為 4295.1億元，比 2010

年減少 9.6％，營業淨利為 10.2億元，可是，由於本公司去年認列了 35億元的無形

資產減損，因此，稅後淨損為 29.1億元，每股稅後虧損 1.1元，更詳細的公司營運

績效及財務資訊，請參考本公司2012年年報。目前本公司已強化經營團隊調整組織，

同時針對產業現況及趨勢，擬訂營運策略，相信未來將逐漸展現成果，預期 2013年

有機會逐漸邁入成長與獲利的正軌。

電子商品產業環境近幾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 PC主導一切，Wintel架構享有

絕對的優勢，跟隨的廠商缺乏自主性；現在則有蘋果的 iOS、Google的 Android與微

軟的 Windows三個生態體系，形成多元化的態勢，沒有單一的技術標準，整合性的

產品也紛紛浮現。過去的遊戲規則已經不再適用，業者也有更多的創新空間。

在以往單一體系的 PC產業環境下，廠商的競爭比的是效率、速度、成本與規模。在

目前多元化的生態體系下，成功的關鍵要素則是在於能否提供優良的使用者經驗，創

造產品的差異化，以及替消費者創造價值。要具備這些條件需要了解消費者，並且從

行銷方面的根本做起。

目前宏碁持續的強化行銷的組織與流程，並將行銷深植於研發與設計的運作，藉精準

了解客戶的需求來引導產品與服務的開發，推出有差異化的創新產品，建立端對端的

行銷運作體系，長期經營客戶關係，全面向行銷導向發展，並且逐漸將成果累積到品

牌價值上。

針對產品線的部署，由於觸控的應用日漸普及，「觸打兩用」（Touch & Type）的新

紀元已經來臨，超輕薄筆電（Ultrabook）與平板電腦正在穩定的成長並逐步超越傳

統筆電；這正是本公司當前積極努力的方向。

未來，本公司將憑藉行銷與研發實力，推出有差異化的創新產品，替消費者創造價值，

進而增加營業獲利率與提升品牌地位，並在此基礎上，追求健康與持久的市佔率。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合併營收 6,290.59億元 4,753.42億元 4,295.11億元

營業淨利 182.04億元 (63.96)億元 10.25億元

稅後盈餘 151.18億元 (66.02)億元 (29.10)億元

EPS 5.71元 (2.52)元 (1.07)元

現況與發展



2012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8

宏碁概況

　
個人電腦出貨量 

 (萬台 )
市占率 市占率排名 營收比例

全球 3,357 9.6% 4 100.0%

歐洲、非洲及中東 1,331 12.7% 2 38.1%

美洲 748 6.9% 5 24.0%

亞洲 1,215 9.1% 2 32.5%

台灣 63 19.8% 2 5.4%

宏碁品牌精神的新詮釋為「探索無限可能」（Explore Beyond Limits），意指每位

消費者皆是現代探索者，本公司的任務在於提供最佳的工具，協助 使用者發掘無限

可能，並超越以往的極限。而宏碁品牌代表的價值，則為探新（Curious），進步

（Progressive）與人性（Human）。

本公司現有的主要品牌包括 Acer、Gateway與 Packard Bell，而原有的 eMachines 品

牌，由於其階段性任務業已達成，因此決定讓其淡出市場。概括而論，Acer品牌是

以一般或較注重技術的消費者為主要對象，其設計風格為穩重。Gateway 與 Packard 

Bell 則是以較喜歡時尚者為主，因此其設計風格較為前衛。

此外，本公司也依據一般公認會計準則（GAAP），對 Gateway、Packard Bell、

eMachines 及倚天等品牌的價值進行重估，並在 2012年第四季的財報中，認列了這

些商標權的無形資產減損，總金額約 35億元；整個作業經過周詳的計算，建立在合

理的基礎上，並充分考量其可行性與適當性。

宏碁從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出發，致力開發創新且簡單易用的產品。提供良好的使用者

經驗，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此外，為了善盡世界公民的環保責任，宏碁也積極發展綠

色產品。2012年，本公司有多項產品榮獲國際的重要獎項與媒體的肯定，茲簡述如

下：

• S235HL顯示器獲得德國 iF工業設計獎及臺北國際電腦展的創新設計獎（Design & 

Innovation Award），該產品不僅具有獨特的工業設計，更以 LED為背光源，採用

無汞原料，提升省電能力達 68％，既節能又環保。

品牌價值與介紹

全球個人電腦出貨量         

3,357萬台

市場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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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Mobile個人雲端智慧型手機獲得德國 iF工業設計獎、臺北國際電腦展之創

新設計獎（Design & Innovation Award）與臺北國際電腦展的最佳設計獎（Best 

Design Award）。

• Aspire S7 超薄觸控 Ultrabook榮獲美國消費性電子展（CES）之創新設計與工藝獎

（Innovations Design and Engineering Award Honoree）。

宏碁秉持誠信、透明、主動、及時與定期的原則，在符合各地相關法令的規範下，藉

由企業網站、各子公司網站、廣告、產品展示會、記者會與贊助活動等，與消費者、

合作夥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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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2年，本公司最重要的行銷溝通活動，就是贊助 2012年倫敦奧運。作為國

際奧會的全球合作夥伴（Worldwide Partner），宏碁提供了所需的所有電腦設備

（Computing equipment），包括了 13,500臺桌上型電腦、13,000臺液晶顯示器、

2,900臺筆記型電腦、950臺伺服器及儲存設備。此外，還動員了數百名技術人員提

供技術支援。

宏碁在奧會賽事進行期間，全程維持精準與順暢的運作，圓滿達成極具挑戰性的

任務，不僅獲得國際奧會高度的評價，也具體展現了「探索無限可能」（Explore 

beyond limits）的品牌精神。

奧運是全球規模最大、最受矚目的運動盛事，能夠激起廣大的共鳴。奧運精神代表許

多正面的形象與價值，均與宏碁的理念不謀而合；特別是運動選手不斷挑戰自我、發

掘潛能的精神，也與本公司「探索無限可能」的品牌訴求吻合。透過這次贊助，宏碁

成功的將企業理念傳達給與會的運動選手、媒體人員、經銷通路、重要客戶以及內部

員工。

宏碁公司堅持營運透明，注重股東權益，並相信健全及有效率之董事會是優良公司治

理的基礎。宏碁對董事所應具備之資格及經驗，除符合法律及法規要求之外，更採取

極高專業標準。宏碁之董事均曾於國內外知名企業擔任要職，並具有商務、財務、會

計、公司業務等之豐富經驗。2011年改選董事會並選出曾繁城博士與荷恩史密斯爵

士（Julian Michael Horn-Smith）兩位獨立董事，希望藉重國際傑出業界人士的智慧

與專業，參與公司的經營與決策，進一步落實公司治理，提高經營品質。目前公司董

事會共有七位董事（包含兩位獨立董事）及兩位監察人，除一位監察人為女性外，其

餘皆為男性。王振堂董事長並兼任宏碁公司執行長 1。

公司治理

行銷溝通

1公司法並未對「執行長」有所定義。宏碁考量各種企業內部領導的結構，決定董事長與執行長由同一人

擔任，以達到下列優勢：

(i) 確認領導權責：依據相關法律，董事長為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對外需負民刑事責任，而執行長為公司
經營者。董事長與執行長為同一人可避免董事長有責無權、執行長有權無責之情形，使得權責一元化，

亦可避免董事長與執行長分屬兩人時兩者之潛在對立。

(ii) 增加企業效率：董事長與執行長為同一人，可避免資訊從經營層（執行長）移轉到決策層（董事長）
之成本，以及資訊掌握之落差，進而提升內部決策、執行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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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董事會職稱 性別

施振榮 非執行董事 2 男

王振堂 執行董事 男

林信義 非執行董事 男

宏榮投資 非執行董事 N/A

智星 
（法人代表：彭錦彬）

非執行董事 男

荷恩史密斯 
（Julian Michael Horn-Smith）

獨立非執行董事 3 男

曾繁城 獨立非執行董事 男

本公司在董事會中，成立財務報表暨內控查核委員會與薪酬委員會，其運作分別依

「董事會議事規則」、「財務報表及內控查核委員會組織章程」及「薪酬委員會組織

章程」之規定執行。

董事會下設三個委員會，為強化委員會的運作，由新任之獨立董事曾繁城與荷恩史密

斯出任主委，發揮其獨立性，並進一步提升公司治理的層次。

主席 成員

財務報表暨內控查核委員會 曾繁城 黃少華、葉紫華、彭錦彬、林信義

薪資報酬委員會 荷恩史密斯 曾繁城、林信義

資產處理執行委員會 施振榮 彭錦彬、黃少華

宏碁對利益衝突甚為重視，於 2012年依照主管機關所制定之避免利益衝突規則修訂

了董事會議事規則。依據宏碁現行之董事會議事規則：公司董事之自身利益如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迴避，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財務報表暨內控查核委員會

財務報表暨內控查核委員會由獨立董事曾繁城博士擔任主委。曾董事曾任臺積電副總

執行長，現時擔任臺積電副董事長，故借重其於公司整體營運之充分經驗主持財務報

表暨內控查核委員會。財務報表暨內控查核委員會職責包含審核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

有效實施、訂定與修正；審核公司會計制度、財務狀況及財務報告程序；審核會計師

之資格及與公司簽證會計師進行溝通及交流。於 2011年，我們更積極建置更完備的

內部隱私權保護，使員工向該查核委員會主委之獨立董事建言的管道更為暢通，員工

的建言可以受到更好的保護。2012年，本公司於執行內控檢查時自行發現台灣區業

務單位發生一件業務人員舞弊行為，對此，本公司立即重新檢討及調整銷售收款流

程，加強對客戶訂單、送貨地址及應收帳款對帳的控管。

2非執行董事：中華民國法律並未對非執行董事有所定義。此處所指之非執行董事為未擔任本公司管理層

職務之董事。

3獨立董事：依照證券交易法，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其持股及兼職應予限制（不能持股，亦不能於

利害關係人擔任要職），且於執行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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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報酬委員會

另一位獨立董事荷恩史密斯爵士則出任薪資報酬委員會主委。荷恩史密斯爵士曾擔任

國際知名電訊公司 Vodafone之副執行長，並於多間國際知名公司及金融機構擔任董

事或要職。荷恩史密斯爵士之國際背景及經驗強化了宏碁之全球面向。薪資報酬委員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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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

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薪酬委員會開會 5次。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依公司章程「董監酬金給付原則」與「高階主管薪酬管理準則」

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建議，呈董事會核定後生效。此外，公司章程亦規定本公司年度總

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再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如尚有盈餘時得提撥不高於 1%作為董監酬勞。

董監酬勞之給付，依本公司「董監酬金給付原則」之規定辦理。董監酬勞給付之對象，

不包括兼任經理人之董事。本公司高階主管之薪酬架構皆依循「高階主管薪酬管理準

則」制定。短期激勵與主管個人績效及公司整體績效表現連結，長期激勵與股東價值

連結。主管年度的個人績效指標中包含由決策主管指定之財務或非財務相關策略績效

指標與目標，以確保高階主管了解並一同達成公司的策略目標，而離職金則依各地法

規辦理。

高階主管年度薪酬確認通知函中皆再次提醒並要求主管確認遵守「員工業務行為準

則」。

資產處理執行委員會

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先生則執掌資產處理執行委員會。施創辦人自宏碁退休後仍主

持數間投資公司，積極參與各種資產管理項目，故藉其於投資及資產管理之深厚經驗

出任宏碁之資產處理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

公司治理未來發展

宏碁持續追求更高層次的公司治理，而本屆董事會亦不斷強化宏碁公司治理的功能，

冀達到與國際一流之大型跨國企業之標準。本屆董事會於 2011年由股東會遴選後，

宏碁已逐步修訂及頒布多項內規，並且於最近一次的董事會會議中通過公司章程修訂

議案，該議案已於 2013年之股東大會經股東投票同意。依章程修訂之提案，於下一

任董事會經股東投票產生後，宏碁董事會下將正式設立一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

職能。此外，董事會之人數亦將增加到 9~11人，其中將有至少三名獨立董事，而新

成立之審計委員會將由獨立董事組成。我們相信，董事會的獨立性將會增強，且宏碁

未來之公司治理效能亦將會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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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年的宏碁永續元年以來，宏碁便以更積極的態度，檢視與推動必須因應的

永續議題，並參與國際 CSR倡議活動或組織。2008年，我們正式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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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CSO），以更具組織化的治理，推動五大行動方案，包括「能源與氣候

變遷」、「綠色產品」、「產品回收」、「供應鏈管理」及「資訊揭露與溝通」，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

在歷經數年的基礎佈建工作之後，宏碁於 2011年正式邁入 CSR策略階段，於

2011 年成立「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Glob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簡稱 GCSRC），擴大公司內部 CSR治理體系涵跨範圍，並檢視原定之

五大重點方向，進行重點議題重新分類調整，擬構出下一階段的四大方向：環境（E）、

社會（S）、治理（G）、溝通（C），本公司也預計於 2013年規劃選定部門的 CSR

關鍵績效指標，讓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能與日常營運緊密結合，期於 2015-2020年

間能透過無形資產的累積，加強宏碁品牌的差異化，建構一個擁有價值創新能力的市

場領導力品牌。

企業責任政策與策略

行銷委員會

公關

股東大會

財務長兼公司發言人

董事會
董事長暨執行長

全球總裁
商用市場全球運籌中心

籌備處

技術長室

營運分析室

電腦產品
全球
運籌中心

智慧型手機
事業群

雲端技術
事業群

設計中心

泛歐
營運總部

泛美
營運總部

亞太
營運總部

全球品牌
行銷總部

全球
財務總部

全球人力
資源總部

全球
法務總部

總務處

通路
事業群

電子化
服務
事業群

大中華區
營運總部

全球資訊
技術總部

全球顧客
服務總部

監察人

總稽核

企業永續發展

宏碁公司組織圖

（資料日期：201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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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概況

• 報告書
• 網站揭露
• 利害關係人議合

• 員工
• 供應鏈
• 社區

• 綠色產品
• 能源與氣候
• 回收
• 廢棄物
• 水

CSR

社 會

治
理

環
境

• 綠色行銷
• 社會責任型投資
• 碳揭露

• 公司治理
• 企業社會責
任治理

• 綠色獎勵與
低碳創新

• 智慧型策略溝 通

2011-2014 宏碁策略性 CSR 關鍵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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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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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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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社會責任要能夠落實，需有公

司高階管理者的承諾及領導，以

及各部門的參與。宏碁於 2011年

成立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成

員包括全球總裁、各部門與各區域

的主管。此委員會定期檢視我們在

CSR的進展並設定未來的方向與目

標，透過將 CSR與整體商業策略

結合，我們在公司治理、商業營運

以及、利害關係人溝通與能力建置

等，並在數個特定議題上，有許多

進展。我們相信 CS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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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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概況

企業責任治理

宏碁於 2011年成立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GCSRC）。GCSRC的成員由主要事業

單位、功能單位、全球四大區域與永續發展辦公室之高階主管所組成，主席由電腦產

品全球運籌中心事業群總經理擔任，直接向全球總裁報告。為了與全球各海外據點有

效連繫與整合，設置區域總部 CSR執行秘書，代表各區域參與委員會，做為相關工

作的協調統合負責人員，直接向各區域總部總經理報告 GCSRC的討論與決議事項，

並展開追蹤與執行成果彙報。

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每半年開會一次，以將永續議題更深入至宏碁在全球各個據

點以及內部各部門。藉由高階主管的親身參與，進而形成共識，以期將企業社會責任

的實踐，逐漸內化於組織運作當中。GCSRC於每年第一季時檢視前一年度的策略方

向與執行結果；第三季時除檢視上半年的執行進度外，並制定次年度的策略與工作目

標，並對執行委員會報告。

我們於 2012年上半年召開第一次諮詢會議，了解宏碁各區域在 CSR管理需重視的優

先議題，並於九月正式會議時討論如何讓各部門全面內化 CSR實踐，建立共識、訂

定年度目標、產品與服務的創新、評估CSR風險，並於年底時提交至執行委員會報告。

我們也於 2012年完成內部 CSR資料分享管理平台。

宏碁企業責任各階段重點方向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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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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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階段的重點方向與成就

• 將永續議題內化至各部門日常營運，
以符合世界趨勢

• 擴增重點推動之議題

• 發展各議題策略性作法

• 成立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GCSRC)

• 確認 ESGC工作小組項目

• 各區域總部加強永續議題的內化程度

• 各區總部開始主導永續議題的運作策
略性

• CSR關鍵績效指標

• 綠色創新

此階段的重點方向

• 無形資產的累積

• 品牌的差異化

2005~2007 
準備階段

 2008~2010 
打底階段

2011~2014 
策略階段

2015~2020 
價值創造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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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概況

永續發展辦公室

宏碁基金會

全球CSR委員會

各國分公司
CSR委員會

區域總部
CSR委員會

區域總部CSR
執行秘書 ESGC工作小組

執行委員會

風險管理

除了 GCSRC的成立，我們在企業風險管理方面，也啟動了組織面的風險控管整合機

制。風險管理影響企業營運至鉅，因此我們決定審視目前公司風險管理不足之處，進

而加強各風險項目間的整合控管。

2012年 11月，成立特別工作小組，就經濟、環境、社會三方面，從鑑別風險項目開

始，針對組織進行風險因子盤查，分析價值鏈活動與公司策略之間是否可能導致風險

的發生，預估風險發生機率與嚴重程度，並制訂風險應變與緩解措施計畫，以及危機

處理機制，以便及早提出預警，減緩風險對組織營運帶來的影響。

衡酌全球環境與組織營運策略優先順序，我們在 2012年鑑別了六大項風險項目類別，

包括：公司治理風險、財務風險、氣候變遷風險、品牌風險、供應鏈風險、環安衛風

險等，並針對該六大項風險項目，進行評估，並提出對應與緩解措施。

宏碁公司永續發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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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溝
通及參與
宏碁公司在永續發展議題上的利害關係人議合，採取務實且積極的做法。

在 2008年之前，我們採用較有限的議合管道，主要聚焦在投資人、供應

商、通路、消費者、政府、員工與社區等利害關係人的溝通。2008年以後，

我們由企業永續辦公室開始應用包容性（inclusivity）、重大性（materi-

ality）與回應性（responsiveness），具體檢視宏碁永續發展在經濟、環

境與社會三個領域中的主要利害關係人，辨識結果及具體議合的管道，再

經過核心經營團隊的確認與核定。

利害關係人辨識

多元利害關係人議合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主要倡議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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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溝通及參與

利害關係人辨識

多元利害關係人議合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主要倡議與參與

2011年成立「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GCSRC）後，配合永續及企業責任之全

球性風險辨識與評估，有效地辨認出利害關係人及其關切的議題，並參考 AA1000當

責性原則標準（AA1000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s Standard，簡稱 AA1000APS）與

利害關係人參與標準（AA1000 Stakeholder Engagement Standard，簡稱 AA1000S-

ES），建立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管理程序，來協助我們鑑別與回應相關永續性的資訊，

有效提高資訊揭露的程度。自此以後，宏碁公司在利害關係人的辨識上，有一個更為

完整的程序與結構，其基本流程如下：

• 永續發展辦公室依據年度全球與在地永續議題，全面檢視宏碁利害關係人的關注

議題與影響性

• 由 GCSRC進行企業責任風險評估，辨識關鍵利害關係人

• 核心經營團隊確認並核定議合的方式與程序

利害關係者關注議題管理程序

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重大性分析

利害關係人辨識

包容性（Inclusivity）

重大性（Materiality）

回應性（Responsiveness）

• 定義利害關係人

• 辨識利害關係人

• 溝通管道的確認

• 重要利害關係人關注的議題

• 區分議題的重要程度

• 於下年度企業責任報告書中揭露資訊

• 舉辦論壇，邀請利害關係人代表與供應商議合

公共政策的參與

公益慈善

生態保育與生物多樣性

內部 CSR溝通

公司衝擊程度

員工溝通

水資源管理

客戶服務

再生原料使用

溫室氣體盤查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參與

有害物質禁限用

人權及勞工權益 營運與財務狀況

氣候變遷

產品綠色設計

非財務資訊揭露

法規遵循

客戶隱私保護

供應鏈 CSR績效

人才招募

員工培訓及發展

員工健康和福利

能源效率利
害
關
係
人
關
切
程
度

高

低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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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溝通及參與

利害關係人議合的關鍵在於實質的溝通與參與。宏碁除了延續與投資人、供應商、員

工、通路及消費者、政府等對話的傳統管道外，我們自 2008年開始，建立多元利害

關係人議合管道 --年度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邀請多元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我

們傾聽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並且建立良好溝通管道與互動關係，以幫助我們了解全球

企業責任趨勢、議題、風險與機會。我們將各方利害關係人所提供的建議與建設性的

回饋，內化到公司內部的管理機制當中，更能夠有效貫徹全球公民的責任。

在兩天的會議中，我們讓多元利害關係人與宏碁從經營者、高階主管至一般員工直接

面對面接觸，使得主管與同仁更深刻體認利害關係人關注的議題。為了更有效及聚焦

地達成充分溝通的效果，會前內部也會先進行各階層的永續及企業責任教育訓練。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參與對象

自 2008年起，宏碁邀請國際利害關係人與台灣 ICT產業代表，共同參與「宏碁企業

社會責任論壇」，架構一個台灣資訊通訊產業跟世界關注電子業永續發展之利害關

係組織的世界級溝通平台，共同面對與解決電子業未來將面臨的業務風險與市場的

挑戰。

• 舉辦宏碁 CSR 論壇最主要的用意在於：

• 以宏碁品牌的資源與力量，倡議經濟轉型的必要性

• 提供利害關係人對話與溝通的平台，促進了解與建立合作伙伴的可能性

• 分享創新過程中的經驗，發揮知識經濟催化的功能

• 檢視商業策略整合 CSR與永續發展的進程，加速技術、產品與服務轉型及提升的

速度

• 辨識台灣 ICT產業在全球綠色經濟中的新定位策略

多元利害關係人議合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

論壇

Acer
CSR Forum

宏碁經營團隊
GCSRC成員
相關業務人員

供應商
高階經理人
相關業務人員

政府高層

社會大眾
環境保護
倡議團體

勞工人權
倡議團體

永續及社會責任
投資研究及倡議

團體

宏碁經營團隊
GCSRC成員
相關業務人員

供應商
高階經理人
相關業務人員

政府高層

社會大眾
環境保護
倡議團體

勞工人權
倡議團體

永續及社會責任
投資研究及倡議

團體

Acer
CSR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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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溝通及參與

2008年至 2010年，宏碁年度企業社會責任論壇皆於每年 11月或 12月舉辦；自

2011年起，由於組織改造，為使相關訊息能配合核心團隊經營會議及全球企業社會

責任委員會的會議，特別將論壇調整至 2012年 3月舉辦，使組織運作也能與永續議

題的利害關係人議合結合，更有助關鍵議題內化到各部門的行動。

2012年「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在 3月 20日舉行，我們特別設計了專屬的識別

標誌，展現永續發展與綠色設計的決心，此標誌的意涵在於：

• 宏碁藉由品牌的影響力，透過合作夥伴關係，帶動供應鏈與台灣 ICT產業積極創

新的無限動力 

• 致力於發展綠色 ICT科技產品與服務，達成綠色經濟與可持續成長

2012年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與會貴賓合影

2008

2010

2012

• 綠色與低碳經濟已是全球發展軸心

• ICT產業為邁向綠色經濟的關鍵商機無限

• Acer可透過合作夥伴關係帶動供應鏈與台灣 ICT產業積極創新的無限動力

• 掌握未來市場優勢的 ICT氣候策略

• 因應氣候創新的 ICT技術發展

• ICT掌握氣候商機的具體商業案例

• 分析企業永續的國際總體趨勢

• 引介全球重視的『智能 2020』（SMART 2020，強調 ICT在抗暖化的角色）

綠色經濟與 
綠色成長

氣候變遷 
的焦點

永續的 
整體趨勢

利害關係人 
關注的議題

2009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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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溝通及參與

2012年宏碁 CSR論壇主題為「綠色 ICT ●綠色經濟」，邀請到副總統當選人吳敦義

先生致詞，我們於高階論壇中安排兩場專題演講，專題演講人係前任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秘書長（UNFCCC）Yvo de Boer先生與宏碁的供應商—Sanyo Energy資深副

總裁寺嶋文敏先生，提供與會供應商高階主管及廣泛產、官、學、研各界，掌握國際

永續發展的最新趨勢與發展。

在專題演講結束後，則由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先生擔任主持人，以

「綠色 ICT•綠色經濟」為主題，由王振堂董事長與二位專家座談討論，與 ICT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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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碁企業社會責任論壇架構

4 SAM已於 2013年更名為 RobecoSAM。 

宏碁與
利害關
係人之
溝通

舉辦溝通會議，歸結出利
害關係人的八大項期許

台灣環保團體溝通會議
（未舉辦成功）

舉辦溝通會議，歸結出宏
碁未來實行的五大方向

在宏碁總部舉辦宏碁主管
與同仁與利害關係人之三
場議題溝通會議

供應商
與利害
關係人
之溝通

舉辦高階論壇，讓利害關
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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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利害關係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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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舉辦工
作坊

舉辦供應鏈管理、溝通、
綠色產品，以及能源與氣
候變遷與等四個議題工作
坊

2008 

台灣 ICT產業 -全球永
續發展之挑戰與趨勢

2009 
攜手並進、實踐永續

2010 

Building a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

2012 

綠色 ICT •綠色經濟 

參與之
利害關
係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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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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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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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腦產業拯救氣候行
動計劃（CSCI）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電腦產業拯救氣候行
動計劃（CSCI）

• 碳揭露專案（CDP）

• 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

• 蘇黎世永續資產管理
公司（SAM）4

• 美國綠色電子委員會
（GEC）

• 電子產業公民聯盟
（E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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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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溝通及參與

另外，201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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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工作坊皆由宏碁高階主管擔任主持人，並由國際利害關係

組織代表與績優供應商分別分享國際趨勢與產業作法。我們於論壇前，詢問報名各工

作坊的供應商成員對於各項主題的提問，增加工作坊中討論的效率與深度。

2012年論壇各利害關係人提供以下建議：

• 企業可較積極參與法規制定，以即早做好風險管理的控制

• 伺服器未來需求度將日益增高，能源管理的議題，將日趨重要

• 鼓勵制定並公布公司節能減碳目標，讓投資人能明確看到公司的決心，驅使企業

徹底執行，並有效吸引潛在客戶及投資人對公司的支持

• 清淨能源可列為未來發展的重點

• 有毒化學物質的禁用應該持續保持嚴格的控管

• 企業有教育客戶與供應商的責任，可以從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來檢視供應商的

優勢與劣勢，並引領必要的改進

內部利害關係人議合會議

2012年，我們於宏碁 CSR論壇舉辦期間，邀請利害關係團體代表至宏碁內部舉辦三

場溝通會議，由內部高階主管主持，與各相關部門同仁面對面溝通討論，以釐清及檢

視未來我們行動及計劃的方向。

　 供應鏈管理 綠色產品 CSR資訊揭露與治理

主持人 重要零件採購總處總處長 研發中心技術長 財務長

利害關
係團體

• 碳揭露專案（CDP）

• 電 子 產 業 公 民 聯 盟
（EICC）

• 電腦產業拯救氣候
行動計畫（CSCI）

• 美國綠色電子委員
會（GEC）

• 碳揭露專案（CDP）

• 蘇黎世永續資產管
理公司（SAM）

宏碁參
與對象

宏碁採購與供應鏈管理中
高階主管

宏碁研發主管及同仁
宏碁人資、財務、法務、
總務、投資人關係室等
處長級以上主管

溝通討
論內容

全球 CSR的趨勢與 CDP供
應鏈計劃

能源管理未來重點與綠
色產品的研發及推展

公司 CSR資訊揭露如何
促進公司治理與提升投
資人的關注

CSR資訊揭露與治理工作坊

此外，有鑑於透過 CSR資訊揭露來帶動公司治理之影響漸趨重要，我們於宏碁 CSR

論壇期間，特地舉辦「CSR資訊揭露與治理工作坊」，邀請蘇黎世永續資產管理公司

（SAM），與多家台灣企業及學者討論溝通，深入探討企業在經濟、環境與社會面之

各項資訊揭露議題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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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溝通及參與

為了更深入研討 CSR相關議題，以及和非政府組織與企業一起改善 ICT產業的永續

性，我們參與下列 CSR相關議題組織成為會員，此外，本公司王董事長並擔任台

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Taipei Computer Association，簡稱 TCA）理事長，除了帶

領台灣資訊產業的應用與發展之外，期能運用 TCA的領導力，影響更多企業實踐

CSR。

•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Council （ITI ELC）

• 電子產業公民聯盟

• 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畫

• 台灣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 台灣企業永續論壇

推廣碳揭露專案

宏碁與宏碁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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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年起至今已超過 1,000人次的企業界

人士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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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協助

企業回應及重視投資人對碳資訊揭露之要求。

2012年邀請國際講者分享自然資本計價，及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未來趨勢，也透過

視訊會議與 CDP現場連線，由 CDP專家直接說明 2012年的問卷特色與評分機制。

2012年 CDP說明會出席企業共計 197家次。

台灣企業永續論壇的推動

台灣企業永續論壇成立於 2008 年，旨在提供台灣代表性企業一個討論與分享永續議

題的平台，宏碁自 2011 年起擔任第二屆召集人，持續推展同業或異業之間相關行動

方案的實踐合作，以帶動台灣企業之間更多的永續實踐。

除自 2011年關注國際報告書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 GRI）將

改版的第四代綱領（G4）外，宏碁也與台灣企業永續論壇成員協力，共同響應世

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願景 2050」，經過多次的工作坊，「台灣願景

2050」計畫已辨識出能源與氣候變遷、生態環境、水、農業、教育與個人價值觀、

經濟、政治、健康與人口等，實現 2050年台灣美好願景的八大關鍵議題，同時也初

步勾勒出議題在不同時間進程下的階段性任務，我們將持續倡議各界運用「台灣願景

2050」的方法及框架。

主要倡議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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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溝通及參與

「1運動」參與單位合影

宏碁也發揮召集人的角色，呼應 WBCSD「改變的步伐」（Changing Pace），於

2012年台灣企業永續論壇提出以能源與氣候變遷作為重點關注議題，並成立政策工

作小組，希望集結論壇公司的力量與經驗，在相關法令政策的制定上提出建言，協助

政府打造更有利於永續發展的商業環境。

「1運動」系列活動—贊助「1起把社區亮起來」專案

自 2010年起，宏碁響應由台灣企業永續發展協會所倡議之「1運動」，2012年，我

們贊助「1起把社區亮起來」專案，推廣社區大樓節能、社區公益講座、社區志工服

務隊、社區藝術文化及青年志工服務等，與台灣其他企業的愛心集結，一起展現對社

區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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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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與能源 
管理
氣候變遷及自然資源耗竭對我們的生活及工作造成重大的影響。我們相信

ICT科技將扮演核心的角色，幫助企業與消費者適應低碳經濟。因此，宏碁

持續改善我們的產品與服務的環境績效，從產品設計及公司營運兩方面肩負

起企業永續發展的環境責任，並且更積極掌握氣候變遷的風險與機會，朝向

成為一家氣候友善的企業目標邁進。

宏碁推出新的 IT解決方案，幫助企業與個人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同時希望

藉由我們的影響力，來協助供應商和客戶透過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減少環境影

響，共同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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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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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環境考量的

產品設計 

宏碁深知企業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將可能對環境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在產品設計方

面除注重使用者需求、功能性、及附加價值外，同時正在研擬產品原物料使用的量化

原則，以協助利害關係人更了解宏碁產品使用的環境資源。自產品設計的階段，即以

「減少環境負荷」的角度來思考規劃，並同時訂定綠色產品政策為：

• 用產品生命週期的思維，提供低毒性、低汙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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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碁致力於減少產品的環境影響，除了遵循法規外，亦從化學物質管理、採用永續包

裝及設計、能源效率提升與產品回收等方面著手，以符合其他更具挑戰性的標準，如

PVC/BFR Free、EPEAT 與能源之星（ENERGY STAR）等，透過降低產品在各個生命週

期的影響，幫助客戶節省能資源的使用，更永續地生活與工作。

管理化學物質

產品中包含許多化學物質，因此我們必須了解產品中化學物質的使用，並儘可能減少

對環境及健康的潛在風險。宏碁所有的產品皆符合歐盟 RoHS指令要求，此外，宏碁

更積極主動採取預防原則，我們與供應商之間採取互動式化學品管理，除了要求供應

商符合歐盟 REACH法令化學物質的規定之外，也與供應商共同注意產品中的化學物

質是否存有潛在環境衝擊。針對有害化學品我們會預告後將其列入限用 /禁用的名單

之中，以進一步減少化學品危害。

2012年，宏碁將 7種對人體可能造成影響的鄰苯二甲酸酯等化學物質，納入禁、限

用要求，要求供應商不得添加以上物質。此外，我們於 2012年底，調查產品中是否

含有鈹、銻、砷、硒、鉍等 5項化學物質，並將於 2013年對上述化學物質進行更積

極的要求與管理。

宏碁持續推出不含 BFR與 PVC的產品。2012年，各產品線的成果如下所述。

筆記型電腦

2012 年 共 計 推 出 TravelMateP633-M、TravelMateP633-V、TravelMateP643-M、

TravelMateP643-V、TravelMateP653-M、TravelMateP653-V、Ultrabook S5-391等不

含 BFR與 PVC（外部電源線除外）的機種。

液晶顯示器

繼 2010年 8月起推出不含 BFR與 PVC的機種，2012年持續推出 C223HQL等不含

BFR與 PVC的機種。

桌上型電腦

推出商用 Veriton L4620G和 Veriton L6620G等不含 BFR與 PVC的機種。

智慧型手機 

於 2011年推出不含 BFR與 PVC的智慧行動手機 ICONIA SMART後，並於 2012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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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能源管理

筆電 筆電 筆電

2012201120102009

• Asprie 3811TZ
• Asprie 3811TZG

• TravelMate 8172T
• TravelMate 8372T
• TravelMate 8472T
• TravelMate 8572T
• NS10 (Gateway)
• NS30 (Gateway)
• NS40 (Gateway)
• NS51 (Gateway)

• TravelMate 6595T
• TravelMate 6595TG
• TravelMate 8573T
• TravelMate 8573TG
• TravelMate 6495T
• TravelMate 6495TG
• TravelMate 8473T
• TravelMate 8473TG

• TravelMate P633-M
• TravelMate P633-V
• TravelMate P643-M
• TravelMate P643-V
• TravelMate P653-M
• TravelMate P653-V
• Ultrabook S5-391

 筆電

顯示器顯示器顯示器

• C233HL • C193WL • C223HQL

智慧手機

桌上型電腦 智慧手機 桌上型電腦

• aHornet • ICONIA SMART

• S500

• Veriton L4620G
• Veriton L6620G

出新型智慧型手機 CloudMobile S500等不含 BFR與 PVC機種以及 Acer Liquid Glow 

E330及 Acer Liquid Gallant E350等不含 PVC等機種。

2009年至 2012年各產品線的 PVC/BFR-free產品型號圖

在眾多自願性環保要求中，EPEAT因為成功地在全球發展而日趨重要。EPEAT考量產

品生命週期中相關面向指標為其特色，如訂定比 RoHS更嚴格的有害物質管理標準、

要求提供回收管道、延長產品壽命、節約能源、企業環保管理績效與環保包材等，都

對產品環保有重要的指標意義。此外，EPEAT亦鼓勵使用消費後再生塑膠料，提高產

品回收後的物質流通路。宏碁也主動與供應商一起努力突破技術困難，開發出採用消

費後再生塑膠材料的產品。2012年，我們投入更多的資源在 EPEAT的產品規劃，包

含全系列商用型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及顯示器產品皆可符合 EPEAT產品規格。

在42個可登錄EPEAT產品的國家中，我們共計在八個國家，包括澳洲、加拿大、法國、

德國、西班牙、瑞士、台灣與美國，登錄 100個金牌及 67個銀牌機種 5。

2009年～ 2012年 宏碁 EPEAT登錄產品

　

　

2009 2010 2011 2012
總數

銀牌 銀牌 金牌 銀牌 金牌 銀牌

桌上型電腦 - 45 17 44 50 8 164

顯示器 - 38 5 22 12 51 128

整合型桌上電腦 - - 3 22 7 - 32

筆記型電腦 162 109 11 24 30 8 344

精簡型電腦 - - - - 1 - 1

總計 162 192 36 112 100 67 669

資料來源：EPEAT網站，2013年 1月

5 EPEAT機種登錄之算法為同一機種登錄於二個國家，其計數即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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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也申請世界各地自願性環保標章，包括中國節能認證、中國綠色十環環保

認證、台灣環保標章，以及 TCO標章等，更顯示宏碁對產品環保責任的重視。

消費後再生塑膠料

為促進資源的再利用，宏碁積極地使用消費後再生塑膠（Post-Consumer Recycled 

Plastics，簡稱 PCR）於產品中，同時針對回收材料在再生過程中最容易產生的污染

與勞工安全衛生問題，我們鼓勵塑膠製造商與其上游回收業者符合國際相關的品質、

環境、勞工安全與健康、負責任回收 R2（Responsible Recycling）標準，取得國際跨

境輸出許可及當地政府核可的回收處理商資格。宏碁於 2012年推出一款商用顯示器 

V235HL Kbd，其所有外殼皆採用含 65%PCR的塑膠料，未來我們也將持續擴大使用

塑膠回收材料於顯示器機種及一體成型機種（All-in-One）上。

宏碁歷年所導入的再生塑膠機台產品型號表

回收再生過程示意圖

顯示器 顯示器 顯示器

2013 計畫20122011

• B173 xK
• V173 xK
• B193 xK
• V193 xK

• B193W xK
• V193W xK
• B223W
• V223W xK

• V235HL Kbd 6

• V226HQL
• B235HL
• B225HQL

• B226HQL
• B246HL
• B276HL
• B226WL
• B196L
• V246HL
• V206HQL

• V196WL
• V196HQL
• V226WL
• V276HL
• V196L
• V176L

 

ALL in  On e電腦

• VZ2640G

採用永續紙張及包裝   

自 2003年起，宏碁成立產品包裝專案小組，採取相關行動方案，致力減少包裝材料

的使用量、使用回收材質與限制有害物質使用，以期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我們於 2012年第 2季正式發布「宏碁集團永續紙張與包裝政策」，鼓勵並要求所有

相關供應商，所有原料必須合法取得，且不得違反其營運所在國家或區域的森林保護

法相關法令，甚或涉入非法盜伐林木行為，並於 2012年 11月之年度供應商企業社

會責任溝通大會（Supplier CSR Communication Meeting）中，再次重申此一立場，

以確保供應商夥伴皆能符合此項要求。

除此之外，我們於各項營運活動中，儘可能使用對環境友善的紙製品，包括使用回收

成分的材質，以及可回收，可再生等特質的材料，且從生命週期角度降低各項環境衝

擊。儘可能減少產品中原生紙漿的使用。

6  V235HL Kdb 使用含有 65％ PCR的塑膠料 ，其他機種使用含有 28％ PCR的塑膠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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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包裝上，採用以下 4大原則作為設計時的指引：

• 符合目的且有效的設計

• 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的設計

• 可回收的設計

• 兼顧對使用者及環境友善考量的設計

以筆記型電腦為例，宏碁預計將於 2013年從包裝外箱、包裝材料使用、內包裝、外

箱把手和標籤等五大面向導入創新做法，應用於多數新機種的包裝上。透過種種創新

設計，宏碁持續改善產品包裝，減少自然資源的使用，更能降低包裝成本。

提升產品運送效率

每天有數以萬計的宏碁產品送到消費者手中，因此，宏碁致力於減少產品包裝的體積

與重量，以提升運送的效率，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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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透過以下三個原則減少 CO2的排放。

增進裝載效率

我們研究如何減少包裝尺寸使棧板與貨櫃的裝載極大化。以 2012和 2009相比，棧

板平均裝載數量增加 13%。我們儘可能地整合貨運趟次，例如我們在歐洲空運貨物

的同一個棧板上結合多筆訂單，以減少包裝數量與包裝材料使用。同時，在同一個貨

櫃中結合多筆訂單出貨，或是將兩個 20呎貨櫃整合為一個 40呎貨櫃出貨，以減少

貨櫃數量與載運趟次。

改變貨運模式與精進供應鏈管理

藉由良好的材料與生產計畫，我們得以提早安排貨運行程，採用海運而非空運運輸模

式，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並仍能滿足客戶對於出貨時程的要求。我們在全球減少

空運並增加海運比重，並且在主要貨量到達之處成立轉運中心，如我們在美國東部成

立第二個轉運中心，以更接近客戶所在地，也減少西貨東運的距離。在歐洲，我們將

單一進貨港口改為多個進貨港口，以減少歐陸運送路程及天數，並能更快速將產品送

至客戶手中，也藉此減少 CO2排放。

減少包裝材料的使用

為了減少運送體積，我們將運往歐洲、中東與非洲區（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e，簡稱 EMEA）與泛美地區的外包裝箱移除，如此減少了包裝材料的使用，也

提升裝載效率。以 15吋筆記型電腦而言，平均裝載效率提升達 11%。我們與供應商

研究整合貨物所附的產品訊息，包括產品條碼清單與重量標籤等，以節省紙張。我們

審視目的地出貨要求，取消中國與歐美地區紙箱上的運送資訊標籤，節省資源與人力

成本。我們將會持續檢視其他減少包裝材料的可行性。

自 2012年起，我們也與貨物運輸的供應商合作收集產品運輸排放資料，目前已有

EMEA及中國區部分運輸供應商的資料，其中仍以空運排放占比為最高，我們也將調

整運輸方式，將輸往歐洲地區逐步導入鐵路運輸的方式，預計在 2013年將會收集完

成更完整的全球產品運輸排放資料。

0%

3%

6%

9%

12%

15%

英國棧板歐規棧板標準棧板

2012201120102009

棧板裝載率改善趨勢圖

（數據統計日期：201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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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二氧化碳當量噸

區域 運輸方式 溫室氣體排放 2012年合計

歐洲、非洲與中
東區

空運 39,262

54,400海運 15,057

公路及鐵路 81

中國區
空運 7,645

10,703
公路 3,058

提升能源效率

宏碁致力於提升產品的能源效率，以幫助消費者節省使用時所耗費的能源。符合歐盟

ErP指令是宏碁產品的基本能源效率要求，包含符合待機、關機，以及外部電源供應

器之能耗。2012年，我們所有的筆記型電腦皆取得能源之星（ENERGY STAR®）標章

7 ，其中更有 60%(以型號數計 )左右的產品，超過 ENERGY STAR®所要求 50%以上。

在 2013年，我們將更先進的能源效率規範，整合至設計規範中，不斷提升產品的能

源效率表現，以期降低消費端的能源消耗，進而減少碳排放。

產品創新

2012年，宏碁推出筆記型電腦 Aspire S7 Ultrabook（Aspire S7-391），獲得 CES 

2013創新設計與工程獎項（Innovations Design and Engineering Award），同時在產

品生產開發與綠色環保方面有多項創新設計，讓購買 Aspire S7成為聰明與綠色的選

擇。S7具有以下環保特點：

• 材料優化 

 宏碁的 Aspire S7-391具有宏碁專利的結構設計，在機殼上蓋採用 9級硬度的強化

玻璃（Gorilla® Glass 2），極薄型、極強固的機殼不但抗刮也易清潔。這種獨特的

設計僅需極少量的鋁，較之傳統機型一體成型的設計，可減少 94%的鋁原料使用。

• 低能耗

 Aspire S7系列的能耗標準高於行業要求，相較於 ENERGY STAR® 5.2標準的要求，

Aspire S7能源耗用減少達 64％。此機型運用智慧能源技術，使電池可重複充放電

1,000 次，次數為傳統電池的 3.3倍。此外，雙渦輪風扇系統（TwinAir）並能夠快

速散熱確保機體溫度舒適。

• 環境負責

 Aspire S7-391上蓋採用玻璃，機殼採用可回收的金屬，並配備無汞 LED 顯示器，

符合 RoHS、ENERGY STAR® 5.2與 EPEAT金牌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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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13”

64%

Aspire S7比 ENERGY STAR® 5.2能源耗
用減少達 64％

7 因 2013年即將導入 ENERGY STAR®6.0版以及客戶需求考量，顯示器產品未達成全系列機種申請
ENERGY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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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美、極智的 Aspire S7系列不僅是綠色筆記型電腦設計開發的實踐，同時也是宏碁

運用核心能力創造產品與地球環境共存的永續方略實踐。

產品回收

所有的電子產品都有壽命終了的一天，廢棄的電子產品若未能受到妥善處置，將會對

環境造成威脅，宏碁除了在產品設計時納入環境考量，致力於設計環境友善及易於回

收的產品之外，更透過自願性及法規要求的回收方案，提供消費者便利的回收管道。

我們支持個別生產者責任（Individual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簡稱 IPR），承諾與政

府、消費者、零售商等利害相關人共同負起電子廢棄物回收管理的責任。

美國

我們不斷擴大在北美的自願性回收管道，促進消費者在回收產品時的便利性。2012

年，我們繼續與 E-World合作，同時擴大了與美洲逆向物流集團（Reverse Logistics 

Group Americas）合作。透過加強與回收商夥伴的合作關係以及擴大參與美國消費性

電子產品協會（Consumer Electronics Association，簡稱 CEA）之電子產品回收領導

力倡議（eCycling Leadership Initiative），從而提升美國的自願性回收量。

在 2012年，宏碁美國繼續參與 CEA發起之「十億磅電子產品回收挑戰」（Billion 

Pound Challenge），擴大自願性回收計畫的範圍。這個自願性回收計劃的範圍包括

美國四州 ( 科羅拉多州 , 麻塞諸塞州 , 德克薩斯州 , 猶他州 )，我們透過第三方認證的

回收公司，2012年回收的重量達到 1,146,860公斤，遠超過2011年的 473,732 公斤。

2013年，我們將繼續參與本計畫，並預計將回收範圍擴展到其他州。此外，宏碁也

持續支持百思買（Best Buy）的來店回收專案，每年的回收重量也持續增加。

宏碁美國繼續要求所有回收方案需確保生命終了的電子設備、零件和材料得到妥善的

處置和管理。在 2012年，除了一家回收業者外，我們完成轉換與取得環境管理系統

證書的回收業者合作，如 Responsible Recycling（R2）或 eStewards認證，而該業者

也在 2013年完成轉換。宏碁將繼續要求所有的供應商和二階供應商在管理廢棄電子

產品時，需符合宏碁廢棄物處置標準。

在 2011年，宏碁實施回收商稽核專案，旨在觀察回收商的現場處理情形，查核他們

是否符合宏碁電子產品回收標準，以及他們在環境，衛生，和安全等方面的表現。宏

碁回收專案管理者統籌整個稽核專案，針對第一階電子處理商與其下游處理商，進行

包含內部稽核與委託第三方稽核，在 2011年和 2012年，宏碁已完成 76％的一階回

收商稽核審查，並計劃在 2013年稽核其餘的回收商。

就整體而言 2012年，宏碁北美共回收 8,371,704公斤的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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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歐盟廢電

器及電子設備指令（European Uni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簡稱

WEEE）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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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9年起，宏碁與百思買（Best 

Buy）合作，提供全美自願性回收

宏碁品牌產品的服務。這個計畫相

當成功，而且每年持續成長，同時

宏碁也開始檢視其他方式，以在各

州法規要求之外，增加自願性回收

的服務。

2011 年，宏碁加入消費性電子

產品協會的「電子產品回收領導

力 倡 議 」（eCycling Leadership 

Initiative），這個計畫的目標是發

展產業收集方案，來提高美國地區

的自願性回收。2011年，宏碁自

願性回收量增加達 20%，2012年

增加更達 40%。在前兩年，這個計

畫獲得極大成功。宏碁將持續參與

2013年的計畫。

除了「電子產品回收領導力倡議」

之外，宏碁在接下來兩年內將展開

另一個電子產品回收的新方案，預

計將進一步增加我們在美國的自願

性回收量。

Mark Groveunder
副總經理 

宏碁泛美客戶服務



2012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31

環境與能源管理

亞太地區

我們在亞太地區數個國家推出自願性產品回收服務，包括印度、台灣、日本、泰國等，

提供消費者包括郵寄與親送等回收方式。

印度

我們已在印度實行 Acer India e-Waste Programme多年，邀請消費者透過宏碁妥善回

收宏碁廢棄產品，並於產品回處理收程序完成後，寄送消費者回收證書。在 2012年，

宏碁印度經由 Attero和 E-Parisaraa電子廢棄物管理商之回收計劃，總計回收 34,348

公斤的電子產品。

台灣

宏碁台灣多年來參與台灣行政院環保署回收處理制度，進行產品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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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推算出宏碁產品在

台灣的回收量。此外，宏碁台灣自 2010 年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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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於2011 年中起增加回收筆記型電腦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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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207,871 37.72% 2,361

2012 112,863 18.70% 1,269

泰國

在泰國，我們舉辦「Acer ARSA愛與分享」專案，以鼓勵民眾回收舊電腦同時發揮愛

心。我們提供回收電腦的民眾能以極優惠價格購買宏碁桌上型電腦。我們將募集到的

280部二手電腦與周邊設備捐贈給 Associate of Person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供

他們將所獲得的零件再利用或販售作為收入。透過這個專案，我們不僅能增加營收且

能幫助弱勢族群，更對環境有益。

日本

宏碁日本與當地電腦回收促進協會 PC3R Promotion Association 合作，消費者可透過

宏碁日本回收網站、電子郵件或傳真的方式登記，再以郵寄的方式回收廢棄產品。在

2012年會計年度，Acer、eMachines與 Gateway三個品牌共回收 6,857 台廢棄產品，

總回收重量達 65,087公斤。

宏碁泰國捐贈募集到的二手電腦給公益團體



2012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32

環境與能源管理

產品類型 類別 回收重量
回收 
台數

再資源化處理
量（公斤）

資源再利用
量（公斤）

資源再利
用率（%）

桌上型電腦 8

商用 1,052.80 90

35,899.10 30,673.90 85.40%消費性 34,846.30 2,979

合計 35,899.10 3,069

筆記型電腦 

商用 87.20 34

4,184.00 1,614.70 38.60%消費性 4,096.90 1598

合計 4,184.00 1632

CRT顯示器

商用 998.10 55

19,817.60 15,954.20 80.50%消費性 18,819.50 1037

合計 19,817.60 1,092

液晶顯示器

商用 156.00 32

5,186.50 1,722.30 33.20%消費性 5,030.50 1,032 

合計 5,186.50 1,064 

氣候風險

氣候變遷對 ICT產業而言是風險更是機會。ICT產業在致力於自身排放減量之外，更

需掌握氣候變遷在營運上的風險，以及透過 ICT科技為其他部門創造減碳機會。近年

來數起天然災害，為 PC製造業以及各產業供應鏈帶來不小的衝擊，顯示出氣候變遷

已成為產業的風險管理議題之一，宏碁亦以實際對策，降低氣候變遷對我們所造成的

影響。

我們所面臨的風險，包括有天然災害對於供應鏈供給、產品運輸以及銷售等造成的影

響，例如關鍵零組件的短缺、或是產品量產後因重要運輸要道受到天候影響等。此外，

亦包括各國法規對於營運及產品的要求，比如碳關稅、或是低碳商品的環保標章，乃

至於消費者對於高能源效率與氣候友善品牌及產品的偏好。針對以上風險，我們已依

發生頻率、影響程度等因子，進行分析及研擬相關對策，以期降低氣候風險帶來的衝

擊。

溫室氣體盤查

2012年，宏碁委託經 CDP認可及授權，且符合台灣環保署資格認定的第三方查證單

位，針對範疇一及範疇二的排放量首度進行全球外部查證工作。此次查證主要發現在

於調整各地資料時間點，以及部分地區的天然氣使用、各據點租賃關係的釐清以及綠

色電力使用狀況。

能源與氣候變遷因應

8  包括整合式桌上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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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集團範疇一及範疇二排放量表

42,027 42,874
39,372

2012920112009

34,946 34,735
32,555

7,081 8,139 6,817

範疇一 範疇二

單位：二氧化碳當量噸

經過基準年（2009）以及年度資料的外部查證，我們將更明確地掌握需達成絕對量

的減量目標所應進行的行動方案，並能評估需投入的資源。

在第三方查證後，宏碁集團的 2009年與 2011年範疇一及範疇二的加總排放量分別

為 42,027噸與 42,874噸，其中範疇一排放量的來源主要為北美及歐洲的天然氣使

用與各地燃料燃燒，範疇二用電部分則約占 8成左右。2011年的排放總量又較基準

年成長 2%左右。

在彙整及分析所有資料後，我們發現宏碁集團內部主要節能減碳的課題，將在於提升

辦公場所的電力使用效率。

2012年，宏碁按照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營運控制原則（Operational 

Control Approach），新增大中華區因併購方正品牌而擴展數十個營運據點與北美的

雲端事業，亦合併了歐洲少數幾地的辦公場所與及年中處分倚天於內湖等地的建築。

我們已完成初步統計集團排放資訊，總量為 39,372二氧化碳當量噸。至於範疇三：

員工搭乘飛機造成的排放，亦達 4,723噸。於 2012年，範疇一及範疇二的排放量較

2011年減少約 8%，惟此一排放數字正委託第三方單位進行外部查證中，最後經外

部查證的結果，會同步公布於宏碁永續網站中。

溫室氣體減量

我們訂立自身的減量目標，將排放基準年訂於 2009年，計畫在 2015年，宏碁全球

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09年減少 30%，於 2020年排放量將較 2009年減少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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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許多具有嚴格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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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綠色能源使用上，宏碁德國與義大利自 2011年起連續兩年使用綠色電力。我們亦

持續評估海外主要據點採購綠色電力的可能性，並積極與台灣各部門溝通綠色電力議

題，要求政府提出綠色電價之規劃，以讓更多企業有機會購買綠色電力，擴大綠色電

力市場需求。

供應鏈溫室氣體管理

自 2009年起，宏碁持續要求供應商提交碳資訊，更要求所有設計製造代工廠（Orig-

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簡稱 ODM）需在 2012年底訂定中長期的減碳目標，定

期彙整減量成效，同時須將使用再生能源或綠色電力列為減碳方案之一，以累積整體

供應鏈的減碳成果。宏碁並將氣候變遷因應與碳減量列為供應鏈企業社會責任評分卡

的重要項目之一。透過供應商定期評核機制，促使供應商夥伴能不斷提升在溫室氣體

方面的營運效率。

2009年和 2011年宏碁集團全球據點溫室氣體排放
查證聲明書

9   2012年的資料正進行外部查驗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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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年，宏碁供應商的 CDP回覆率高達 95%，平均揭露分數達 56分，不僅較

2011進步，亦較參與 CDP供應鏈專案的廠商平均 48分為高。揭露品質則為 C級，

表現亦較全球平均的 D級為高。我們將持續進行供應商教育訓練，如贊助 CDP說明

會與相關資源等，期待供應商能持續提升在 CDP上的表現。

產品碳足跡

2012年，我們與數家重要的供應商以及台灣工研院外部顧問團隊，進行產品碳足跡

的輔導，橫跨筆電與投影機的產品線，共 53家廠商參與，包括連接器、主機板與包

裝等供應商，輔導內容包含問卷調查及現場教育訓練等方式，說明產品碳足跡的定

義、盤查計算方法與產品減碳等方向。預計於 2013年，我們可得到更多產品碳足跡

的直接完整資訊，藉由這些資訊，供應商可針對主要耗能階段，推動廠內能源效率提

升的措施。

揭露、溝通與倡議

在 2012年 CDP問卷結果中，宏碁於揭露品質與績效表現上，獲得 81分及 B級，較

2011年皆有所進步。在 2013年我們亦將在資訊品質及實際減碳上投入更多資源，

以符合投資人及利害關係團體的期待。

在與利害關係團體的溝通上，我們持續於年度 CSR論壇及內部溝通會議邀請 CDP供

應鏈專案負責人與會，安排直接與公司高階主管、財務長、供應鏈主管交流，並持續

參與 CDP供應鏈專案與配合 EICC碳報告，透過外部專案，持續強化供應商的因應能

力。

此外，宏碁基金會持續於台灣贊助 CDP調查起始會議及年度報告會議，讓更多台灣

企業可持續掌握最新國際投資法人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動態要求。

我們嚴格執行環境、安全與衛生管理系統，每年訂立目標及行動方案持續改善環安衛

績效，並致力於減少營運對全球環境及社區所帶來的影響，如水、能源、廢棄物與紙

類等。2012年，宏碁並無重大洩漏或溢流事件或重大違反環保法令的情事。

健全的環境及衛生管理

宏碁以品牌經營及全球模式運作，主要以辦公室和部份儲存倉庫為主。全球總部座落

於汐止東方科學園區，附近緊臨汐止山區，是屬於一般科學園區的商業辦公大樓，並

非隸屬於保護區，宏碁的產品與服務對全球環境及生物多樣性並無重大影響。

我們的營運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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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遵循宏碁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徹底執行宏碁環安衛管理系統，以幫助我們達成對

於環境、安全與衛生的承諾與目標，包括管理對人與環境的潛在風險，降低公司營運

及產品對環境的影響，定期監督我們符合法規與宏碁標準的情形，以及確保宏碁的員

工在工作時有舒適的環境與重視健康與安全維護的各項措施。

2012年，我們共進行九次環境管理方面課程、十次安全衛生管理及七次內部稽核相

關教育訓練課程，同時經由第三方合格稽核師群，每年進行一次稽核，確保各項環境

與安全衛生管理方案之落實與有效性。2012年，宏碁汐止總部辦公區將環境與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 ISO 14001:2004及 OHSAS 18001:2007認證及推行範圍擴大至宏碁汐

止總部所有事業單位，落實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要求，維護全體員工舒適的工

作環境和確保所有進出人員的安全衛生管理。

此外，宏碁亦要求供應商應建立自主的環境安全衛生系統。目前 ODM供應商皆取得

ISO 14001的合格認證，且絕大多數供應商也已推行 OHSAS 18001制度或正在取得

合格驗證。宏碁每年不定期對供應商實施環境安全衛生稽核，來監督供應商的環境與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落實程度與有效性。

節能措施

宏碁以品牌經營模式營運，雖能源消耗主要來自辦公室用電，但仍持續研擬各項節能

計畫。2012年，宏碁台灣主要進行下列節能措施，與 2011年相較，宏碁台灣總耗

電量減少約 60萬度。

節能措施 推行辦公區

增設太陽能發電系統 宏碁台灣渴望園區

辦公區裝修工程使用省能燈具 宏碁台灣倚天內湖辦公區、倚天五股廠

汰換辦公區傳統燈具，改用省能燈具 宏碁台灣汐止總部、松信服務中心

洗手間電燈開關改用時間控制 宏碁台灣汐止總部

更換老舊冷氣，使用節能設備 宏碁台灣渴望園區、宏碁台灣桃園發貨中心

更換大樓冷卻水塔，使用省能設備，減少用
水及降低風扇運轉時間

宏碁台灣汐止總部

水塔冷卻水泵加裝變頻設備 宏碁台灣汐止總部

空調冰水區域水泵加裝變頻設備 宏碁台灣渴望園區

盤查辦公室電冰箱使用，建議汰換年限及新
購機標準。

宏碁台灣汐止總部

裝置遮光窗簾，降低夏季冷氣耗損 宏碁台灣汐止總部

電器設備採購具備省能標章機種 宏碁台灣汐止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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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宏碁在全球的營運以產品銷售與客戶服務為主，主要的設施為一般辦公大樓，沒有製

造工廠。我們的用水主要為日常辦公使用，2012年總用水量約為 187,157噸 10，未

大量使用水資源。用水來源取自市政用水，對水源無顯著影響。在廢水方面，我們全

球各地辦公室的廢水產生來自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放量採用水量 80%方式估算，

2012年總排放量約為 149,726噸 11，皆依照地方法規排放至公共下水道，由地方廢

水處理廠處理，對生態環境無顯著衝擊。

為珍惜水資源使用，我們持續宣導同仁節約用水、發現漏水主動回報、加強日常巡檢，

並且不斷改善用水設備，我們也持續探索節水的可能性，以求更達節水成效。在宏碁

台灣的渴望園區，我們使用中水回收系統進行草皮及植栽澆灌，統計 2012年回收水

量約98,770立方米，此外，園區內的渴望會館也進行客房省水馬桶更新；在宏碁德國，

我們設置雨水回收槽，以充分再利用水資源。

我們自 2011年起啟動「宏碁水方案」（Acer Water Plan），從自身營運、供應商、

廣宣等三大面向著手進行，開始倡議水資源相關的議題，以宏觀的角度，帶動台灣企

業及我們的供應鏈掌握這攸關環境保護及企業永續發展的新趨勢。

2012年，我們使用 WBCSD與 Ceres合作開發的 Aqua Gauge工具來檢視自己與同業

之水議題管理的程度差距，從中檢核並加強未來的改善方向。我們亦利用 EICC的資

料收集系統，初次檢視數十家供應商在水資源的管理現況。在此次的調查中，我們發

現有 58%的供應商已制訂水議題相關的策略與計畫，並且有約 30%的供應商設定減

少用水的目標。另外，用水總量中 60%以上的水用於製程的供應商佔 18%，有 13%

的供應商曾遭遇旱災或洪災的影響。藉由今年的初次基礎調查，我們建立對於水資源

管理議題的基本能力，未來我們將逐步強化了解供應商目前水資源管理的現況，以進

一步掌握宏碁公司在永續發展議題上的風險辨識與機會。

廢棄物管理

為落實廢棄物管理，自 2012年起，我們著手調查全球各辦公據點可回收廢棄物（包

含紙、鐵鋁罐、塑膠、玻璃、廢資訊物品等）處理方式及數量。在宏碁台灣，為使同

仁能落實垃圾分類暨資源回收，我們將廢棄物分為一般垃圾、資源回收、廢資訊物品

回收三類，其中一般垃圾配合大樓管委會規定處理或自行交各地清潔隊清運；資源回

收物品分類集中後送交回收廠商或配合各地資源回收車載運；廢資訊物品配合年度作

業統一送交合格簽約廠商處理。

10  用水統計包含宏碁全球 81.4%的員工。

11生活污水排放量採以用水量 80%方式估算（20%預估為空調使用逸散水量比例），統計包含宏碁全球 
81.4%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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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減量與回收

為維護生物完整性和森林機能，宏碁台灣自 2012年起，選用具 FSC（ Forest Stew-

ardship Council）標章的影印紙，以減緩對環境衝擊。為降低用紙量，我們持續宣導

紙張雙面列印與減量，經統計 2012年影印機印量較 2011年減少 6%。為避免因焚

燒、掩埋對空氣、土壤所造成的污染，我們採用水銷方式進行每季機密文件銷毀，統

計 2012年共銷毀約 9,190公斤。此外，宏碁德國也採用 FSC紙張做為辦公室用紙。

員工交通與通勤

為降低人員運輸對環境的衝擊，宏碁台灣汐止總部於 2012年已完成內部共乘系統建

構，鼓勵員工上下班響應共乘，同時提醒員工多以電話會議代替海外出差。經統計，

2012年海外出差總里程數較 2011年降低約 11％。

環境資訊

2012年宏碁總投入（直接能源、間接資源）及總產出（溫室氣體、廢水、廢棄物）

等環境資訊彙整如下表。

總投入 總產出

直接能資源使用 間接能源使用
溫室氣體排放 

（單位：二氧化碳當量
噸 )

廢水 廢棄物

天然氣 
919,322 度

外購電力
56,249,493度 
(kWh)

範疇一 13 
6,817噸

生活污水排放 16 

149,726公噸
一般垃圾 17 
11.6公噸

汽油 
1,022,583公升

範疇二 14 
32,555噸

資源回收類 18 
2,400公噸

柴油 
843,087 公升

範疇三 15 
全球員工商務飛行
4,723噸

廢資訊物品回收 19 
311.1公噸

水 12 
187,157公噸

產品運輸 
65,013噸

12用水統計包含宏碁全球 81.4%的員工。
13直接能源、間接能源及溫室氣體排放等量化資訊，已委託外部第三方進行查驗中。

14直接能源、間接能源及溫室氣體排放等量化資訊，已委託外部第三方進行查驗中。

15範疇三產品運輸包含：歐非中東區與中國區。

16生活污水排放量採以用水量 80%方式估算（20%預估為空調使用逸散水量比例），統計包含宏碁全球 81.4%的員工。
17一般垃圾統計為宏碁台灣汐止總部。

18資源回收類統計包含宏碁全球 68.1%的員工。
19廢資訊物品統計包含宏碁全球 64.2%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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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的社會與環境管
理架構

2012年現場稽核結果

衝突礦產的管理

負責任的 
供應鏈
我們公平一致地對待來自全球各地的傑出供應商，一起進行有效率的全球營

運及合作，以提供客戶高品質的產品。我們同時努力確保供應鏈提供安全的

工作環境，工人獲得尊重和尊嚴，並在經營中承擔環保責任並遵守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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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以更積極的態度，更宏觀的視野，慎重地檢視所須因應的永

續議題，以強化整體供應鏈對社會與環境的正向影響。我們的目標是帶領整

體供應鏈成為世界一流的社會與環境責任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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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的供應鏈

供應商的社會與環境管
理架構

2012年現場稽核結果

衝突礦產的管理

宏碁自 2008年起參加電子產業公民聯盟（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簡稱 EICC），並積極參與 EICC的各項行動，藉此瞭解國際企業執行社會責任的動向，

以及分享會員實踐的經驗。宏碁所有製造供應商均須符合 EICC 行為準則，並符合當

地法規，不因地區而有差異，我們也鼓勵他們負起企業責任並對他們的供應商倡導此

準則，以提升全球電子供應鏈的工作情況。

此外，我們持續與供應商進行溝通並提升供應商因應永續議題的能力，鼓勵供應商將

永續發展置入公司管理議程。2012年我們舉辦第四屆宏碁社會責任論壇，在供應商

論壇中，我們分別針對「供應鏈管理」、「溝通」、「能源與氣候變遷」及「綠色產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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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供應鏈在各項議題中的問題與積極的行動，持續強化供應鏈提升環境

與社會責任的能力。

2012年，我們也制定了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評分卡（Vendor CSR Scorecard），藉著

檢視供應商在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希望能夠及早獲悉在環境、社會、治理

等面向的績效，並協助供應商採行必要措施，預計於 2013年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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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其提升能力。在標準方面，我們採用 EICC行為準則，在

管理架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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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確認、持續改善等四大階段。

供應商社會與環境責任管理流程圖 

階段一 導入

進行風險評估一

我們依照供應商工廠的地點、製程、與宏碁業務往來的狀況，以及工廠的基本資料，

初步評估供應商的風險。我們將所有中高風險的供應商納入下一階段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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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自 2008年起，宏碁積極採用

EICC 行為準則作為宏碁供應商的行

為準則，將之推廣至我們的供應鏈，

並且每年執行現場查核以確認供應

商符合該行為準則，共同合作以提

升供應商的社會與環境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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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風險評估一

• 供應商行為準
則符合性聲明

持續改善確認評估導入

• 供應商自我評
估問卷

• 風險評估二

• 現場稽核

• 改善行動確認
• 溝通

•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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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的供應鏈

提出供應商行為準則符合性聲明

宏碁要求製造供應商簽署「供應商行為準則符合性聲明」，除了要求供應商符合

EICC行為準則，並配合我們的要求提供社會與環境的相關資訊外，供應商也必須確

認本身及其供應商之營運符合 EICC行為準則。此外，2012年我們也將相關條文加入

合約中，要求新進供應商簽署。

階段二 評估

填寫供應商自我評估問卷

所有在「風險評估一」呈現中高風險的供應商均須填寫「EICC-GeSI供應商自我評估

問卷（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簡稱 SAQ）」，針對勞工、健康安全、道德

與環境等四大面向進行自我評估，作為我們管理供應商社會及環境責任風險的基礎。

進行風險評估二 

我們參考供應商自評，並根據先前稽核的結果、工廠的所在地的風險程度、供應商與

宏碁的業務關係，同時將利害相關人的關切重點納入考量，進行第二階段的風險評

估。

階段三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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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持續進

行供應商社會與環境責任的稽核。我們主要委託第三方驗證公司進行供應商社會與環

境責任的稽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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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碁主導管理及第三方客觀稽核的雙重目的。此外，我們鼓勵供應商參與 EICC所主導

的有效性稽核程序（Validated Audit Process，簡稱 VAP），以減少供應商面對不同客

戶現場稽核的負擔。自 2013年起，我們也將會針對低風險的供應商採行報告審查的

方式。

改善行動的確認

我們要求供應商在收到稽核報告的 30天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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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CAR），由宏碁的稽核管理人員進行

書面審核，並於次年的現場稽核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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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 持續改善

溝通

我們與供應商為緊密的夥伴關係，在社會與環境上的責任亦然。我們藉由各項議題的

工作小組、年度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溝通大會（Supplier CSR Communication Meet-

ing），以及企業社會責任論壇與供應商針對各項 CSR相關議題與供應商進行雙向溝

通。

教育訓練

除了要求供應商符合當地法規與宏碁的規範外，我們也向供應商提供最新的社會與環

境責任的趨勢與教育訓練，以提升宏碁供應鏈因應永續發展挑戰的能量。

透過這四個管理流程，宏碁將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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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碁持續進行供應商社會與環境責任的稽核。稽核方式包括：Acer供應商管理人員

稽核、第三方稽核與 EICC的有效性稽核程序（VAP）。我們透過參與不同的稽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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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的管理。

2010年至 2012年稽核家數與類別

宏碁堅持所有的供應商都必須以尊重的方式對待勞工，採用對環境負責的製造程序，

並提供安全的工作條件。我們採用 EICC行為準則，內容包括勞工、道德規範、健康

與安全、環境、道德規範管理體系及健康安全管理體系六大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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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稽核的製造供應商直接員工超過 10萬人，接受面談

之直接員工超過九百人。

我們要求供應商須在收到稽核報告的 30天內，必須依據稽核發現事項，提出書面的

改善及預防報告（CAR），宏碁的稽核管理人員進行書面審核，並於次年的現場稽核

進行確認。針對稽核結果風險性較高之供應商，宏碁在採購策略上將採行適當調整與

管理。

  

2012年現場稽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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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初始稽核結

 

勞工與道德管理體系

健康與安全

環境

道德規範

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

勞工

符合法規       主要不符合     次要不符合

70% 15% 15%

81% 7% 12%

7% 11%

8% 7%

6% 8%

5% 6%

82%

85%

86%

89%

工人需依規定確實配戴防護設備或安全操作機器

現場稽核不符合比例最高的項目

分類 EICC 法規 主要問題 改善行動

勞工 工作時間
工人加班超過規定加班時間及工人平均每
7 天工作沒有休息一天。

我們建議供應商於員工加班管理系統內加入超時加班自動警示
功能，提醒簽核主管該員工加班已超時應採取管制，提出休假
管理與改善計畫。 
我們要求供應商將加班管制與七休一設定為重點改善 項目，持
續追蹤改善。 
我們建議供應商，考量產能需求規劃，有效改善輪班工作的安
排和僱用更多工人，以改善加班超時的問題。

環境 有害物質
存儲區域的周圍沒有適當防止二次洩漏容
器，以防止不良的化學反應。

我們要求供應商提出改善計畫，避免有害物質造成之傷害。

勞工 未成年職工
未成年工人加班超過規定加班時間，工人
的日加班時間超過 3 小時，月加班超過了
36 小時。

我們建議供應商於員工加班管理系統內加入超時加班自動警示
功能，並提出工時管理及改善計畫。 
我們另要求供應商，改善輪班工作的安排和僱用更多工人，以
改善加班超時的問題。

健康與安全 職業安全

個人防護設備欠缺 ,未按規範使用或執行
不落實，如烙鐵站無排風設備，未按規定
配戴口罩，設備銳角未做適當安全防護
等。 
未製訂作業標準或規範不足或執行不落
實，如高壓測試時雙手握住高壓測試棒，
人員站立在叉車上作業，工作椅綁在生產
線測試桌上等。

我們要求供應商，要求員工必須按規定穿著所需的個人防護裝
備，同時執行工作風險教育，確保員工的個人防護裝備的正確
使用，同時落實管理者監督管理之責。

勞工與道德
管理體系

溝通
供應商沒有對其供應商建立有關勞動和道
德政策，表現，實踐和期望的溝通管道。

我們要求供應商應制定具體相關程序文件，落實執行並記錄。



2012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43

負責任的供應鏈

與重慶市政府合作考核供應商

重慶市為宏碁筆記型電腦的重要生產基地，我們支持政府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與

要求，2012年 4月，重慶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官員、第三方稽核單位及宏碁供應

商管理人員針對宏碁重慶重要的筆電供應商進行現場考核，以推動企業勞動用工良性

循環。考核依據為 EICC行為準則與「重慶市電子信息產業重點企業社會責任考核評

估辦法（試行）20」，包含勞工人權、安全衛生、環境及商業道德面等規範。

本次考核重慶市官員全程參與，針對供應商的問題亦直接溝通與說明，建立良好的雙

向溝通管道。本次考核發現之主要缺失為員工超時加班及七休一等問題，次要缺失則

為紀錄不完善與執行未落實等管理問題，所有缺失項目都列入追蹤改善。

製造產品的原料與過程中可能引發的社會與環境問題，其中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及鄰

近國家的礦產交易，引起嚴重的武裝衝突，亦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我們的產品中

包含了金（Au）、鉭（Ta）、錫（Sn）、鎢（W）等金屬礦物，這些金屬礦物有許多

來源，包括回收金屬與原礦等，並來自不同產地來源。我們了解身為品牌企業，有機

會能對這個議題造成正向影響，故我們支持相關法案的規定。

我們的承諾

宏碁承諾確保供應鏈的工作環境安全，工人受到尊重並富有尊嚴，商業營運對環境負

責並兼具道德，因此不接受任何在剛果及鄰近國家開採會造成衝突的的金（Au）、

鉭（Ta）、錫（Sn）、鎢（W）之供應鏈活動。宏碁支持美國多德—弗蘭克華爾街

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H.R. 4173)），也支持其他區域的相似訴求。我們除了自身支持外，也透過參加

EICC/GeSI採礦工作小組（Extractive Working Group）支持 EICC/GeSI盡責調查計畫、

OECD盡責調查指南及試行計畫、冶煉廠稽核與查驗計畫、區域採購計畫，並與利害

相關人進行集體及有效的溝通。宏碁支持 EICC/GeSI的稽核與查驗計畫，同時也了解

認證計畫可能會是未來必要的解決方案，若利害相關人皆同意此一作法，我們將支持

此認證程序。

宏碁與重慶市政府合作考核供應商

衝突礦產的管理

20重慶市政府為促進 ICT產業的發展，建立良好有序的招工和用工環境，推動企業勞動用工良性循環，
特於 2012年 1月頒布「重慶市電子信息產業重點企業社會責任考核評估辦法（試行）」，對企業進
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考核。考核項目包括：招工規範、工作強度、工資福利、人性化管理、用工環境、

穩定員工、以及其他工作等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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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行動

自 2009年，我們就開始向供應商傳達衝突礦產的議題，並展開產品內鈷（Co）、金

（Au）、鈀（Pd）、鉭（Ta）、錫（Sn）和鎢（W）等金屬來源的調查。

2010年時，宏碁參加 EICC/GeSI的採礦工作小組及盡責調查工作小組，協助發展衝

突礦產報告的盡責調查工具，藉此工具促進供應鏈中冶煉廠的揭露與了解。2011年，

我們與供應商一起參與了試行計畫，藉由供應商試填並回饋改善的訊息，使此工具更

加實際可用。同年，我們開始採用此工具，針對供應商展開冶煉廠的調查。

2012年，在初步確認供應鏈中的冶煉廠後，我們將冶煉廠的名單提交 EICC/GeSI CFS 

計畫，協助確認產業的主要冶煉廠名單，以找出參與 CFS 計畫的主要對象，並將初步

結果公布於網站上。同時我們也加入了鼓勵冶煉廠參加 CFS 計畫的行動，包括寄送說

明及鼓勵信函、直接透過電話聯繫，以及實地拜訪中國的冶煉廠。我們以實際的行動，

支持 EICC/GeSI 無衝突冶煉廠（Conflict-free Smelter，簡稱 CFS）計畫。在 CFS計畫

達到足夠的數量之前，我們將持續進行冶煉廠的鼓勵參與行動。此外，我們持續於供

應商溝通大會，針對本議題的進度、宏碁的承諾以及對供應商的要求進行說明，使供

應商對衝突礦產的議題有更完整的了解與認知。

我們同時也在尋找進一步盡責調查的機會，確認最佳實踐的方法，以有效改善剛果民

主共和國及鄰近國家的衝突礦產狀況。宏碁於 2012 年 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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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與進行經驗分享。我們也簽署並送出參與負責任礦產貿易公私聯盟（Public-Private 

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Minerals Trade，簡稱 PPA）的相關文件，並將持續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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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TG（鉭、錫、鎢、金）負責任採購盡職調查
ICGLR-OECD-UN聯合會議 21

 21 ICGLR：大湖地區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UN：聯合國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第一次衝突礦產調查  
（2009.06）

加入 EICC/GeSI 採礦工作小組 
（2010.02）

美國簽署 Dodd-Frank 法案 
（2010.07）

美國證管會公布衝突礦產管理規定
（2012.08）

參與 EICC 盡責調查工具試行計畫 
（2011.02）

第二次衝突礦產調查 
（2011.01）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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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啟動第三次衝突礦產調查  

預計加入 PPA

宏碁針對衝突礦產展開的歷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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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CGLR：大湖地區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UN：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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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關懷 
與發展
宏碁致力營造優質的工作環境，推廣工作與生活平衡方案，關懷員工身心靈

的健康；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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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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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與發展

員工結構 人員雇用狀況

截至 2012年 12月底，宏碁全球員工為 7,967人，其中包含 1,103位管理人員、3,180

位專業人員、551位行政人員及3,133位技術人員。平均年齡為36歲，平均年資為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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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共新增聘 73位員工。

2012年平均離職率為 11.9% ，與產業界相當，其中中國區受當地勞動市場供需影響，

員工離職率較高 (32.1%)，其他地區的員工則相當穩定，離職率在適當的範圍。

如營運上有重大改變，宏碁均依當地的相關法令通知受影響的同仁。以宏碁總部台灣

區為例，持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持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

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 持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離職及新進人數依地區別統計

地區
離職 22 新進 23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台灣 372 13.9% 452 16.9%

中國 329 32.1% 324 31.6%

泛美 61 7.6% 45 5.6%

泛歐 49 3.1% 89 5.6%

泛亞 140 7.4% 114 6.0%

總計 951 11.9% 1,024 12.8%

員工學歷百分比
博士 
0.4%

碩士 
24.1%

大學 
43.8%

專科 
28.0%

高中以下 
3.7%

主管人員 
1,103人 
13.8%技術人員 

3,133人 
39.4%

台灣 
2,717人 
34.1%

≦30 
1,471人 
18.5%

女性 
2,645人 
33.2%

男性 
5,322人 
66.8%

31-40 
4,425人 
55.5%

41-50 
1,746人 
21.9%

≧51 
325人 
4.1%

中國 
1,013人 
12.7%

泛美 
776人 
9.7%

泛歐 
1,864人 
23.5%

泛亞 
1,597人 
20.0%

專業人員 
3,180人 
39.9%

行政人員 
551人 
6.9%

Age

22離職率之計算為月離職人數 /月在職人數，年度離職率為十二月份之加總。

23新進率之計算為月新進人數 /月在職人數，年度新進率為十二月份之加總。

 

公司為了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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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年資 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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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與發展

22離職率之計算為月離職人數 /月在職人數，年度離職率為十二月份之加總。

23新進率之計算為月新進人數 /月在職人數，年度新進率為十二月份之加總。

 
24未來將整合全球人事資料系統，揭露更詳細完整的資料。

 

薪酬         

科技產品全球市場競爭激烈，人才的競爭亦是如此，為吸引及留住優秀人才，我們提

供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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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因為性別、宗教、種族、黨派之差異有所不同，並且諮詢企管顧問公司在

全球各地區之薪酬調查資訊，以確保公司提供的整體薪酬在各地區人才市場中具備競

爭力。另外，我們也依據公司獲利狀況、單位及個人績效發放獎金，以獎勵優秀績效

的員工，以宏碁台灣區為例，設有績效獎金、員工分紅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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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適當獎勵，以獎勵對公司具有貢獻之人員

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員工申請育嬰假及復職人數

育嬰復職人數

申請育嬰假留職停薪人數 31 86 117

9129 62

博士 
0.4%

碩士 
24.1%

大學 
43.8%

專科 
28.0%

高中以下 
3.7%

主管人員 
1,103人 
13.8%技術人員 

3,133人 
39.4%

台灣 
2,717人 
34.1%

≦30 
1,471人 
18.5%

女性 
2,645人 
33.2%

男性 
5,322人 
66.8%

31-40 
4,425人 
55.5%

41-50 
1,746人 
21.9%

≧51 
325人 
4.1%

中國 
1,013人 
12.7%

泛美 
776人 
9.7%

泛歐 
1,864人 
23.5%

泛亞 
1,597人 
20.0%

專業人員 
3,180人 
39.9%

行政人員 
551人 
6.9%

Age

博士 
0.4%

碩士 
24.1%

大學 
43.8%

專科 
28.0%

高中以下 
3.7%

主管人員 
1,103人 
13.8%技術人員 

3,133人 
39.4%

台灣 
2,717人 
34.1%

≦30 
1,471人 
18.5%

女性 
2,645人 
33.2%

男性 
5,322人 
66.8%

31-40 
4,425人 
55.5%

41-50 
1,746人 
21.9%

≧51 
325人 
4.1%

中國 
1,013人 
12.7%

泛美 
776人 
9.7%

泛歐 
1,864人 
23.5%

泛亞 
1,597人 
20.0%

專業人員 
3,180人 
39.9%

行政人員 
551人 
6.9%

Age

博士 
0.4%

碩士 
24.1%

大學 
43.8%

專科 
28.0%

高中以下 
3.7%

主管人員 
1,103人 
13.8%技術人員 

3,133人 
39.4%

台灣 
2,717人 
34.1%

≦30 
1,471人 
18.5%

女性 
2,645人 
33.2%

男性 
5,322人 
66.8%

31-40 
4,425人 
55.5%

41-50 
1,746人 
21.9%

≧51 
325人 
4.1%

中國 
1,013人 
12.7%

泛美 
776人 
9.7%

泛歐 
1,864人 
23.5%

泛亞 
1,597人 
20.0%

專業人員 
3,180人 
39.9%

行政人員 
551人 
6.9%

Age

博士 
0.4%

碩士 
24.1%

大學 
43.8%

專科 
28.0%

高中以下 
3.7%

主管人員 
1,103人 
13.8%技術人員 

3,133人 
39.4%

台灣 
2,717人 
34.1%

≦30 
1,471人 
18.5%

女性 
2,645人 
33.2%

男性 
5,322人 
66.8%

31-40 
4,425人 
55.5%

41-50 
1,746人 
21.9%

≧51 
325人 
4.1%

中國 
1,013人 
12.7%

泛美 
776人 
9.7%

泛歐 
1,864人 
23.5%

泛亞 
1,597人 
20.0%

專業人員 
3,180人 
39.9%

行政人員 
551人 
6.9%

Age

員工結構分布表 24

• 工作別 • 工作地點

• 年齡別 •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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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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區的職工福利委員會—宏碁福委會—為例，於 2012年提

供下列三大類員工福利：

1. 休閒育樂福利

 舉辦多項同仁與家人共同參與的活動，其中 2~3日遊、家庭日及藝文欣賞等活動

參與人數已超過 2萬人次，讓同仁在工作之餘能夠調劑身心並和家人同歡。另提

供自助休閒補助金，讓同仁能自主選擇休閒娛樂的方式，促進身心靈的平衡發展。

2. 聯誼性活動

 提供各類部門聯誼費用，促進同仁間的情感交流；按摩椅、電動遊樂設施、運動

設施、交誼廳、咖啡廳是深受同仁喜愛的放鬆場所。

3. 現金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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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萬聖節晚會

宏碁越南於 2012年 11月舉辦萬聖節

晚會，員工及其眷屬透過化妝比賽，

盡情表現其創意，獲得極大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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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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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後勤服務專線、跨級主管的

溝通、每兩年進行一次的全球員工線上意見調查其中包含 CSR落實程度的相關意見

調查，如 CSR 計劃的認知、綠色產品、企業倫理、CSR揭露、個人在 CSR的角色，

另外，於台灣每季召開一次的園丁會議，由董事長暨執行長主持，與員工選出的園丁

代表面對面溝通，對公司營運管理、工作環境、員工權益等方面充分的溝通，作出決

員工旅遊

員工關係

宏碁家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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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並落實執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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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計畫逐項進行。

2012年園丁會重大決議（台灣地區）

• 提升公司內部協調 /整合系統

• 改善辦公室環境

• 增加會議室設備及改善同仁用電習慣

• 推廣綠色供應鏈

• 改善垃圾及資源回收作業

• 增設員工提案獎勵制度

泰國員工之溝通

宏碁泰國每月舉行一次員工溝通會

議，由泰國最高主管主持，分批與同

仁面對面溝通未來營運方向目標，也

同時聽取員工之意見，並直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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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遵守國際公認人權公約（如聯合

國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動組織基本公約）外，並於「員工業務行為準則」上明確規

範有關人權相關政策，包含尊重差異、公平雇用、公平對待、嚴禁歧視及騷擾等，以

與所有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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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區特別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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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公司接

獲二件申訴，已立即調查處理並依據法律及相關規定予以懲戒，除此之外並無任何種

族歧視案件之發生。

人才培育與職涯發展

配合公司的策略轉型，2012年訓練重點包括宣導品牌價值、透過創新為顧客創造價

值、強化流程管理以提高執行效率、提升產品及服務的品質，以及強化各級主管、同

仁的核心能力，以確保策略有效地執行。

持續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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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訓練重點，皆透過新進人員訓練、通識課程、職類別專業訓練、主管管理才

能發展及線上學習等方式執行。為確保訓練之執行品質，所有訓練皆依照「內外部

訓練管理程序」辦理。以台灣區為例，2012年共開辦 176班訓練課程，受訓員工達

3,611人次，總受訓時數達 14,821人時；訓練重點以強化各層級主管的領導管理能

力，輔以其直屬主管的工作教導，以提升其人員管理能力，帶領團隊達成目標。

台灣區受訓人數及時數統計表

員工類別 參加人次 課程人時
平均每人 
受訓時數

高階主管 31 598 19.3

中階 /基層主管 263 2,596 9.9

一般同仁  3,317 11,627 3.5

總計  3,611 14,82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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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學習等；於公司外部，可參加專業研討會、國外知

名大學及訓練機構之短期訓練課程等。此外，為鼓勵同仁取得專業認證，以提昇其

專業能力，總部之電子化服務事業群也另行訂定「原廠專業認證獎勵辦法」，提供

專業認證測驗費補助及獎金。

Living the Acer Brand Values

宏碁中東為了宣導宏碁的品牌價值

（探新、進步、人性化），於 11月舉

行一日活動，運用體驗學習、團隊建

立等方式，讓同仁瞭解品牌價值的涵

義及精神。

泰國體驗學習訓練

宏碁泰國 57位主管於 2012年 8月舉

行 2天的團隊冒險訓練，透過體驗學

習到團隊合作、發揮創意以解決問題、

善用資源以提升效益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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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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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目標設

定、賦能授權、溝通輔導、績效與獎酬的連結、職涯發展等。2012 年，宏碁台灣員

工績效考核比例達 100%。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為持續強化同仁職場安全與健康衛生觀念，並遵循「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及 OHSAS 18001標準要求，2012年，宏碁台灣汐止總部舉辦「一般勞工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該訓練使同仁瞭解宏碁勞工安全與衛生政策與注意事項 , 包括 : 勞工安全衛生之雇主

責任與員工義務（法規面）、瞭解常見辦公室意外、災害類型及預防作法（環境面）、

公司安全衛生相關規定及同仁應配合事項（安全面）、以及科技 e族之預防保健與健

康促進（關懷面）。

1

2

3

4

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主要依 2012 年訓練重點規
劃，典型的代表課程，如系統性創新
的方法與應用（AIM模式）、問題分
析與改善（DMAIC模式）、心智圖法
運用、提升工作效能、談判技巧實戰、
靜電接地講座等。

主管管理才能訓練體系

在宏碁轉型的過程中，有關各層級主管管理訓練的重點，著重於強化主管的領導變革能力、提升
團隊士氣、跨單位協調溝通、與選用育留人才的能力及技巧。典型的主管訓練課程，在高階主管
訓練方面，代表性課程如動態競爭策略、領導變革；中階主管訓練以強化輔導溝通能力、建立高
績效團隊為主；基層主管訓練則著眼於基礎核心管理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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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辦理專業演講讓同仁瞭解產品
發展趨勢。如全球三網（電信網、
廣播電視網和網際網路）融合之商
機 與 趨 勢、 從 CES  (Int'l Consumer 
Electronics Trade Show- 2012) 解析消
費性電子產品發展趨勢、數位家庭雲
端運算發展與創新應用商機探索、新
一代行動無線寬頻技術 TD-LTE發展趨
勢與潛在商機、App行動行銷 --智慧
型手機的創意行銷策略、探索 ICT消
費者需求的有效方法等等課程。

新進人員訓練

新進人員在入職第一天，公司即安排新人導覽，使其在入職之初，能迅速瞭解基本作業流程。入職後由
訓練單位辦理新進人員訓練，使其瞭解公司制度、規章、核心價值、品牌價值、企業文化及及員工業務
行為準則（包含勞工人權、自由表達、防止性騷擾、反貪腐等）等，以期能完全融入團隊運作。

訓練架構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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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內容尤其重視案例探討，案例包括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預防、實驗室安全、電腦

作業安全、上下樓梯安全、插座電器安全、電器使用安全、辦公室衛生、國內外出差、

旅遊健康、疾病與安全預防等。該訓練共調訓七梯次，共有 841位台灣區同仁參加。

2012年宏碁台灣汐止總部結合當地汐止國泰綜合醫院，持續辦理職工衛生保健醫療

服務，舉辦急救人員訓練，心肺復甦術（CPR）及自動體外電擊器（AED）操作練習、

辦公室緊急送醫處置模擬演練、健康管理講座、宏碁戒菸專班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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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共有2,9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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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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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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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渡日月潭」、「Acer登高賽」

等體育競賽，2012年共計有 1,661位同仁及眷屬位同仁參與。

宏碁 2012年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率

失能傷害頻率（IR）

失能傷害人件數 *200,000/總經歷工時

失能傷害嚴重率（LDR）

總損失日數 *200,000/總經歷工時

宏碁全球 宏碁台灣 宏碁全球 宏碁台灣

男 0.08 0.15 0.48 0.76

女 0.02 0.07 0.53 3.5325

合計 0.10 0.22 1.01 4.29

宏碁中東健康促進方案

宏碁中東於 11～ 12月舉辦健康促進

方案，鼓勵員工自我挑戰於 2個月內

設定降低重量、腰圍、血壓、膽固醇、

糖份攝取等目標，達成目標者，公司

即予以獎勵。

25 2012年宏碁台灣汐止總部一名女性同仁因車禍住院後返家長期休養，該個案當年度損失日數 9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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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2年宏碁台灣汐止總部一名女性同仁因車禍住院後返家長期休養，該個案當年度損失日數 92天。

 

改善工作環境的軟硬體設施

為完善溝通管道，宏碁台灣設置園丁會組織，園丁代表由各區員工選舉產生，每季進

行包括安全衛生議題蒐集討論及追蹤改善。為營造良好工作環境，確保同仁安全健

康，宏碁台灣汐止總部推行環安衛管理系統，環安衛管理小組成員共 23名，除管理

代表及推行小組外，其餘 20位幹事，皆由各單位推舉合適員工擔任 (勞工代表比例

87%)，除定期舉辦會議進行環安衛議題討論外，每年實施工作場所危害鑑別、環境

衝擊考量，並針對顯著風險及高衝擊項目提案改善。2012年宏碁台灣汐止總部進行

多項改善工程，例如：改善頂樓會議區過冷情形、降低屋頂冷卻水塔噪音影響、加強

辦公區通風換氣、預防辦公室天花板防火披覆掉落等；同時，每年持續依計畫進行飲

用水水質、室內二氧化碳、電磁波、冷卻水塔退伍軍人症、甲醛等多項環境檢測，以

監督及維持辦公環境品質。

宏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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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解僱等。

其中在反貪瀆方面，員工業務行為準則明確規定包括利益衝突、禁止收受不正當利

益、餽贈與招待等，並針對可能具有潛在貪瀆風險之處，制定防範機制。此外，公司

定期針對日常營運之作業流程進行內部稽核，以透過有效之內部控制機制及內控自檢

減少貪瀆行為發生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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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育訓練要求員工務必遵守。此外，員工業務行為準則並與績效考核結合，以提醒

同仁務必遵守，其直屬主管必須負責督導所屬同仁，確實遵守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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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集團服務模式

客戶滿意度調查

客戶隱私權保護

客戶服務
宏碁一直以來遵循「將零缺點且具競爭力的產品與服務準時送達顧客」的品

質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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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滿足顧客需求，宏碁以鮮活思維，全方位追求創新與貢獻，帶給顧客新鮮

科技；為得到顧客信賴，嚴格對產品品質把關，提供安全的產品；為使顧客

安心，亦建立了完善的顧客服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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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集團服務模式

客戶滿意度調查

客戶隱私權保護

宏碁服務網絡是由宏碁直營服務中心及授權維修中心組成。我們在全球各地設置許多

自有的維修中心，並在需要之處和授權服務中心合作。此服務模式的四個特點為：

• 混合模式：自有的場所和加盟的電話客服與維修中心

• 自有的 IT 系統「一個公司，一個系統」：提供所有服務單位無縫且即時的連結。

• 備品運籌：由單一系統管理中央與地方存貨，我們在全球五大洲設立備品中心，

以因應客戶維修服務的需求。

• 多品牌：全球一致地達成符合品牌特定的客戶要求。

在 2012年期間，宏碁並無發生任何重大的產品與服務違反法規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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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碁美國傾聽客戶聲音專案

在美國，宏碁於 2012年在與顧客溝通上開啟更多元的管道。我們經由電子管道包括

電子郵件、聊天室與電話客服中心獲得客戶回饋。我們經營社群網站，如 Twitter與

Facebook來傾聽客戶的聲音。我們分析各種管道得來的使用者回饋，如此能幫助我

們更精確的了解客戶的使用經驗，並在我們採取改善行動後持續追蹤進展。透過這些

行動，讓我們在美國的客戶滿意度逐漸上升。

全球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良好的系統是客戶服務活動的基礎。為了進一步提升客戶服務品質，我們研發出宏碁

全球客戶關係管理系統（Acer's Customer Service System，簡稱 CSS），統一管理全

球的直營服務中心、授權服務中心、專業維修公司、電話服務支援中心、備品規畫及

倉儲管理，同時管理透過網路的客戶互動，並可幫助改善維修進度與品質。

此系統目前已在歐洲、中東、非洲、亞太及美洲地區開始應用，預計 2014年推展至

全球，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品質。

宏碁集團服務模式

2012年，宏碁在客戶滿意度、社會

與環境方面，進一步改善全 EMEA

地區的服務設施。我們採取兼顧直

營與加盟的電話客服與維修中心，

讓我們能夠很快地適應市場需求，

避免不必要的時間浪費，也避免將

產品運送至遙遠國家的維修地點如

此不環境友善的方式。宏碁策略性

地將直營的維修中心設在主要市場，

如此不僅提供當地客戶服務，同時

也在接近我們客戶的歐洲中心留下

工作機會。

宏碁在歐洲主要市場展開一項「延

長保固」的專案，提供宏碁客戶另

一項選擇。這項專案保證提供宏碁

產品在超過保固期間後，仍能擁有

快速、具成本效益與高品質的維修

服務。透過增加客戶滿意度、提供

當地維修服務來延長產品保固時間

以減少不必要的產品替換，宏碁協

助客戶對我們的創新產品的使用最

大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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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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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及合作夥伴線上教育訓練

為了讓我們全球的客戶服務人員能夠提供客戶諮詢與協助，自 2009年起，我們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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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重要訊息與召回

在宏碁，當發生產品重要訊息與召回事件時，我們會在宏碁各國網站提供客戶所需的

細節，例如台灣係在「服務支援」(Support)處說明，客戶可以在此頁面查詢他們的

產品是否受到影響，接著可以依照指示步驟進行。此外，我們的電話服務支援中心也

主動告知來電的客戶，幫助他們解決問題。2012年，並無發生任何可能會造成消費

者安全顧慮的事件。

為了貼近客戶的需求，宏碁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來獲得客戶的回饋並改善需要改善

之處。客戶滿意度調查包含兩大類，一類是針對單一產品，以全球為尺度進行調查。

例如，美國針對筆記型電腦 S7做了相關的客戶滿意度調查，歐洲也在 2012年針對

平板電腦產品進行使用者經驗調查。

此外，宏碁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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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得到了解與妥善的處理。而客戶的回應亦是宏碁持續改善做作業流程的重要依

據。

宏碁公司依據客戶回應的問題點加以分析之後，將結果適當地告知公司內部產品相關

的組織單位，所有相關單位共同擬定改進計劃執行並追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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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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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滿意度調查

91.7%

92.9%

93.7%

91.0%

91.5%

92.0%

92.5%

93.0%

93.5%

94.0%

201220112010

全球客戶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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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美國美國客戶服務週

為了讓我們的客服人員重新獲得對服

務的能量與熱情，我們在美國 Temple

的 Acer Service Corporation 繼 2011

年之後，再度於 10 月 1 日至 5 日

舉辦客戶服務週，主題為「Be The 

One」，除表彰客戶服務的重要性，

並表揚我們優秀及專業的客服人員，

同時激勵我們的客服人員繼續以熱情

及專業服務我們的客戶。

我們致力於保護客戶的機密資訊，嚴格遵守宏碁隱私權政策，要求所有宏碁員工都必

須謹慎保護客戶交付給我們的機密與專屬資訊，並在我們的產品中導入資料安全相關

技術來保護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我們的隱私權作法：

• 符合法令規範

• 完善的資訊安全保護措施

• 落實內部人員控管與教育訓練

• 嚴密的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

• 便捷的隱私權問題處理機制

因應台灣區個資法規，我們於 2012年訂定了宏碁「個人資料管理原則」，依法令規

定蒐集、處理與利用個人資料。2012年，本公司並無侵犯客戶隱私權及遺失客戶資

料之投訴案件。

客戶隱私權保護

宏碁美國客服人員合影

http://www.acer-group.com/public/chinese/index/privac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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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

教育

宏碁志工

環境保育

公益慈善

社區參與
宏碁相信我們的產品能夠改善人們的生活。我們為大多數人製造產品，而非

僅是少數人。我們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所有人都能夠使用最新科技的世界，能

夠透過我們所製造的產品滿足好奇心與探索無限可能性。

因此，宏碁承諾提升社會的 ICT能力，讓個人、社區、組織皆能夠發揮 ICT

的影響力，在探索中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與競爭力。在社區參與上，宏碁、

宏碁基金會及捷威基金會從核心能力出發，由各地區考量當地社區需求，透

過我們的技術與產品、員工能力及捐款持續回饋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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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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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

教育

宏碁志工

環境保育

公益慈善

宏碁基金會自 1996年成立以來，秉

持「心懷科技，放眼天下」之理想，

為青年學子創造機會，如舉辦龍騰

微笑競賽、宏碁數位創作獎、綠色

創新國際競賽等，每年皆有數千位

學生參加。此外，我們也從核心能

力出發，致力於提升數位包容，歷

年來透過宏碁數位行動車、偏鄉數

位機會教室，台灣八八水災災區資

訊教育計畫等，讓弱勢族群能夠運

用資訊科技，為生活創造機會。未

來宏碁基金會將持續結合整體的商

業策略，與社區共榮。

賴啓民
執行長

宏碁基金會

教育隨著科技進步，人們學習、創造與探索的渴望也跟著進步。因此，我們在全球各地和

深根當地的非營利組織合作，持續推廣與探索結合科技與教育所創造出來的價值，為

弱勢族群與青年學子創造更多機會，進一步幫助他們做好準備在資訊經濟中成長。

運用科技激發教育創新

身為全球電腦領導廠商，宏碁提供全球教育社群創新與可負擔得起的科技，當科技產

品成為我們學習探索的利器，我們了解到科技的運用能促進教育的創新，我們並體認

到要提升社會的數位能力，必須先從教師開始，因此為了激發科技於教學運用上的新

模式，我們於歐洲及印尼，皆有鼓勵教師運用科技產品於教學上的方案。

歐洲平板電腦教育創新計畫

宏碁相信運用科技能夠補足並改善教學方法。我們曾於 2010年至 2011年與歐洲教

育網合作，成功執行歐洲小筆電教育創新試行計畫。平板電腦是行動運算的新類型，

有著易於使用的多點觸控螢幕，例如瀏覽網頁與閱讀文章、用手指繪畫或寫字，很適

合作為行動學習裝置。2011年 11月至 2012年 6月間，宏碁與歐洲教育網繼續研究

平板電腦的使用如何強化教學。宏碁捐贈 8個國家（愛沙尼亞、法國、德國、義大利、

2012 年，宏碁全球社區參與總金額超過新台幣 64,000,000元，以教育、宏碁志工、

環境保育及公益慈善為主軸，其中各地區皆有教育與公益慈善之社區參與方案。

宏碁各區域社區參與類別

　           教育           志工 環境保育 公益慈善

亞洲

美洲 　 　

歐洲、非洲及中東 　 　

台灣

 

產品捐贈  
67%

社區善因
行銷  
88%

一次性慈善捐贈  
8%

社區長期投資 
4%

現金捐款 
33%

捐贈種類 社區參與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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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

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英國）63所學校共 263位老師，每位老師一台 Iconia 

W500平板電腦，供老師於教學時使用。此外，在此試行計畫中，宏碁並提供 116位

學生每人一台平板電腦，包含英國 1個班級與西班牙 3個班級，以進一步了解 1：

126教學法的使用。

我們與歐洲教育網合作設立 1：1教學法網站，提供教師教學資源、教案與經驗的分

享平台。我們針對參與計畫的老師進行計畫前與計畫後兩份問卷調查，了解教師使用

平板電腦的回饋，並將所有研究及計畫結果提供給歐洲教育網及教育先進參考。我們

相信透過此試行計畫，將更能了解在學校中整合平板電腦教學的成功關鍵因素，也讓

我們在設計產品時更能貼近客戶的需求。

印尼教師資訊能力提升計畫

自 2010年起，宏碁印尼推動宏碁教師資訊能力提升計畫（Acer Guru Era Baru），包

括舉辦研討會、工作坊、贊助、提供優惠產品等方式。在 2010-2012年間，我們舉

辦了 10場巡迴展（GURARU Roadshow），參與老師多達 5,000位，並設立社群網

站 Guraru，以鼓勵老師與其他人分享與討論。此外，我們也自 2011年起連續兩年

贊助印尼教學基金會（Indonesia Mengajar Foundation）的「教學印尼」（Teaching 

Indonesia）計畫，招募、培訓與派送 250位最優秀的印尼大學畢業生至印尼 14個偏

鄉教書一年。我們提供給每位老師一台筆記型電腦（AS4830TG），總價值超過美金

170,000元，並協助訓練及宣傳，以鼓勵老師透過電腦發揮更大的教學影響力，在偏

鄉地區播下機會的種子。

 

提升偏遠地區數位機會

我們對我們的產品感到驕傲，但是我們對於人們能透過我們的產品而成就之事感到更

為驕傲。我們致力於提升偏遠地區的數位機會，因為我們相信運用科技能夠幫助孩童

縮短學業落差進而達到數位包容，而他們也能夠透過科技運用，為自己的未來創造更

多機會。2012年宏碁全球偏遠地區數位機會提升計畫包括台灣、菲律賓與印尼等。

數位行動車

在台灣，我們與漢光教育基金會合作，於 2010年 6月在花蓮展開宏碁數位行動車，

免費到各個社區中教授電腦課程，受到民眾很大的回響，2012年 4月，我們更將計

畫擴大至宜蘭縣，目前共計有四輛數位行動車載運著 105台筆電投影機、無線上網

設備、講師與助教，於花蓮、宜蘭各村里部落服務。

「教學印尼」計畫之偏鄉學生觀看電腦上

之教學資訊

26  1：1電腦教學法指的是在教學上運用低成本電腦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小筆電。 
      1：1指的是每位使用者與設備的比例，例如每位使用者一台小筆電。

 

宏碁數位行動車教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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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1電腦教學法指的是在教學上運用低成本電腦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小筆電。 
      1：1指的是每位使用者與設備的比例，例如每位使用者一台小筆電。

 

在菲律賓，我們於 2012年再度捐贈 21台桌上型電腦予關愛基金會及 Adamson 

Alumni Foundation的數位行動車 -- 40呎的「電腦學習貨櫃」（Van Aralan），於菲

律賓 29個偏遠地區巡迴教學電腦課程，幫助未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人們能習得一技

之長。

數位機會教室

宏碁印尼為了改善教育品質與縮短數位落差，贊助 Putra Sampoerna Foundation 之

Sampoerna Academy 學校一間數位教室，並提供Acer Classroom Manager教學系統，

協助管理電腦教學活動，增加師生教學效率。

 

為青年學子創造機會

今日的青年學子將是明日的領袖、創新者與創業家，我們希望能點燃他們的好奇心並

激發探索潛能。透過宏碁及宏碁基金會舉辦的活動，如宏碁綠色創新國際競賽、數位

創作獎、龍騰微笑競賽與宏碁高校菁英計畫等，我們為數以萬計不怕冒險與挑戰的青

年學子創造了教育、就業，甚至是創業的機會。

綠色創新國際競賽

宏碁基金會特別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合作，共同主辦「Incredible Green Con-

test」綠色創新國際競賽，以鼓勵新世代青年學子運用 ICT科技，結合任何能發揮節

能減碳與生態保護等的產品、工具或想法，提出創新、永續性的綠色生活方案構想，

將具有環保創意的構想具象化。

2012年於報名階段已獲超過全球 100個國家、2,000支隊伍或個人報名參與，最後

入選的 12支優勝隊伍作品將於全球三大電腦展之 Computex Taipei展出，不僅有機

會可獲全球 ICT廠商的青睞成為商業化產品之外，更能將其永續及綠色理念廣為宣揚

進而發揮其環保效果。

菲律賓電腦學習貨櫃開課中，學生認真聽講

宏碁印尼捐贈 Sampoerna Academy學校數位教室

Incredible Green Contest起跑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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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r Elite 宏碁高校菁英

在中國，我們規劃宏碁高校菁英（Acer Elite）計畫，以「成長源於實踐」為主題，協

助大學生通過社會實踐活動培養其職場能力。此計畫自 2011年 6月起為期三年，目

前已經覆蓋 16個城市，80所高校。

專案團隊中的高校菁英來自不同年級不同校系。經過職場技巧培訓、社會生存能力培

訓等豐富多彩的校園主題活動，分組完成宏碁品牌、奧運主題、社會公益專案活動的

策劃、執行、推廣等任務，在實踐中學習競爭與合作。

透過 Acer Elite計畫，我們希望讓大學生體會超越自我，探索無限可能的理念，實現

自我價值，成為傑出人才。

我們鼓勵所有宏碁同仁積極參與志工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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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每位宏碁台灣的員工每年享有兩天有薪志工假。

宏碁台灣志工隊自 2003年起發展至今，目前服務範圍可涵蓋「數位志工」、「社區

志工」、「海外志工」及「環境保育志工」等四大領域。

數位志工

宏碁數位行動車為縮減偏鄉數位落差，宏碁自 2010年起，陸續於花蓮及宜蘭贊助四

輛宏碁數位行動車，並鼓勵同仁前往擔任數位志工，教導弱勢族群使用電腦與網際網

路，創造更多學習及就業機會。

社區志工

汐止弱勢學童課輔志工

藉由陪讀過程，協助學童完成課業，建立自信與責任感；透過團體活動，實施品格教

育，培養正面的處事態度。

小年夜宅配年菜活動

小年夜當天親送年菜至汐止、深坑及石碇等地區的獨居長者家中，關懷獨居長者。

宏碁高校菁英合影

宏碁志工

宏碁志工輔導部落小孩使用網際網路

宏碁志工和眷屬與獨居長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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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志工

柬埔寨牙醫義診團

宏碁志工與牙醫公會至柬埔寨為村落村民及學童展開義診服務並發送物資

柬埔寨農業推廣團

宏碁志工帶著台灣的農業技術深入村莊，藉由提供實質幫助，改善貧瘠農地，讓居民

真正永續生存。

環境保育志工 

透過工作假期，宏碁志工投入環境教育與維護山林的行列，與家人一同參與環境設施

修繕與清理山林的活動。

其他社會公益活動

捐血活動：2012年舉辦四次共有 1,768人次響應，捐血達 2,861袋（250cc/袋），

捐血成績優異，獲內政部表揚。

愛心捐款：共 388位同仁響應，捐款金額達新台幣 1,894,000元。

募集物資捐贈

我們透過志工活動於公司內部推廣環境保育的觀念，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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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展開環境行動。

在菲律賓，我們和綠色地球遺產基金會（Green Earth Heritage Foundation）合作，

於 2011年興建「宏碁竹子溫室」，培育植樹種苗，2012年，50位宏碁志工與親友

將此溫室所培育出的 1,000棵種苗種植在馬德雷山區。我們並響應 Haribon基金會

「Road to 2020」倡議 --在 2020年前復育菲律賓 100萬公頃雨林，合作打造一輛

生態教育行動車（Hari Eco Van），車上載有書籍及電子設備，巡迴教導孩童生物多

樣性保育的重要性。在中國，宏碁贊助北京師範大學在渤海灣的研究，邀請宏碁高校

菁英擔任志工協助生態調查，推廣保護環境的概念。在印度，我們響應「地球一小時」

（Earth Hour）關燈活動，於世界環境日當天分送員工種苗，以行動響應環境保育。

  

宏碁志工團員於柬埔寨義診學校前合影

八仙山自然中心整修步道並清理溝渠

雪山雪東線淨山工作假期

環境保育

宏碁菲律賓志工種下由宏碁竹子溫室所培育出來的

種苗



2012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64

社區參與

我們在全球各地營運之處與數個當地公益組織合作多年，這些合作不僅在於幫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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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碁印度長期贊助公益組織 SCALE，提供超過 4,500位弱勢族群在醫療與健康教育、

以及工作教育訓練等服務。在泰國、越南及印尼，許多宏碁志工皆熱情參與公益慈善

活動，包括造訪育幼院、養老院及偏遠地區學校，捐贈食物、物資或文具等。在英國，

我們為公益組織 Macmillan Cancer Support舉辦募款咖啡早餐會，由同仁義賣自家烘

培蛋糕及平板電腦抽獎卷，邀請同仁及當地企業參與，協助癌症患者與他們的家人。

在美國，我們捐贈 5部宏碁 All-in-One電腦及 43台平板電腦予 Providence Hearing 

and Speech Center，利用觸控螢幕易於使用的特性，協助該中心進行治療課程，

幫助低收入族群改善或克服在說話、語言及聽力的挑戰。此外，我們並贊助美國

沙灘排球倫敦奧運國手 Kerri Walsh的 Make-a-Wish Foundation美金 20,000元，

協助改善孩童的生活品質，並邀請民眾在奧運開始前和 Walsh共渡美好的一天。

公益慈善

宏碁泰國造訪偏遠地區進行慈善捐贈

宏碁越南志工熱情參與公益慈善之旅宏碁越南捐贈 200份課本及文具給貧困地區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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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索引
GRI 指標 報告章節 頁碼 備註

1. 策略與分析

1.1 組織最高決策者針對永續性與策略之聲明 經營階層聲明 2 　

1.2 主要影響、風險及機會之說明

經營階層聲明 
現況與發展 
風險管理 
氣候風險掌握

2 
7 

15 
32

　

2. 組織簡介

2.1 組織名稱 宏碁概況 6 　

2.2 主要品牌、產品與 /或服務
現況與發展 
品牌價值與介紹

7 
8

　

2.3 營運架構 公司治理 9 　

2.4 企業總部位置 現況與發展 7 　

2.5 營運之國家數目 現況與發展 7 　

2.6 所有權的性質與法律形式 現況與發展 7 　

2.7 產品或服務供應之市場 現況與發展 7 　

2.8 組織規模 現況與發展 7 　

2.9 組織規模、架構或所有權之重大改變 現況與發展 7 　

2.10 報告期間所獲獎項 市場肯定 8 　

3. 報告參數

報告書概況

3.1 報告期間 關於本報告書 1 　

3.2 上一份報告的日期 關於本報告書 1 　

3.3 報告週期 關於本報告書 1 　

3.4 詢問報告或報告內容之聯絡資訊 關於本報告書 1 　

報告範疇與界限

3.5 界定報告內容的過程 企業責任政策與策略 12 　

3.6 報告範疇 關於本報告書 1 　

3.7 報告範疇或邊界的特別限制 關於本報告書 1 　

3.8 可能顯著影響可比較性的報告邊界設定依據 關於本報告書 1 　

3.9 資料量測技術與計算基礎 關於本報告書 1 　

3.10 資訊重新陳述的影響及原因 關於本報告書 1 　

3.11 與以往報告的顯著差異，包含範疇、邊界或計算方法
關於本報告書 
溫室氣體盤查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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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章節 頁碼 備註

GRI 內容索引　

3.12 GRI指標索引 GRI指標索引 67 　

保證

3.13 報告之外部認證政策與現行措施 關於本報告書 1 　

4. 治理、承諾及參與　

治理

4.1 組織之治理架構
公司治理 
企業責任治理

9 
14

　

4.2 最高治理單位的主席是否兼任執行長 經營階層聲明 2 　

4.3 獨立董事與 /或非執行董事的男女成員數目 公司治理 9 　

4.4 股東及員工向董事會提出建議的機制 
公司治理 
員工溝通

9 
48

　

4.5
最高治理成員與高階經理人的薪酬與組織績效（包含社會
與環境）的關係

公司治理 9 　

4.6 避免董事會中出現利益衝突的程序 公司治理 9 　

4.7 遴選董事會與旗下委員會成員之組成、資格與專業的流程 公司治理 9 　

4.8
經濟、環境及社會績效之使命或價值聲明、行為準則及原
則，以及執行現況

企業責任政策與策略 
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12 
53

　

4.9 董事會管理經濟、環境與社會績效的程序
公司治理 
企業責任治理

9 
14

　

4.10
董事會評估本身績效的程序，尤其在經濟、環境與社會績
效

公司治理 
企業責任治理

9 
14

　

對外部承諾　

4.11 說明有無及是否提出預警處理措施或原則 風險管理 15 　

4.12 外部經濟、環境與社會約章、原則或倡議的參與或支持
主要倡議與參與 
負責任的供應鏈 
衝突礦產的管理

22 
38 
43

　

4.13 參加的協會或倡議組織
主要倡議與參與 
負責任的供應鏈 
衝突礦產的管理

22 
38 
43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參與

4.14 組織參與及溝通之利害關係團體清單 利害關係人辨識 17 　

4.15 利害關係人參與及溝通之鑑別與選擇依據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參與 16 　

4.16 利害關係人參與及溝通之方式  多元利害關係人議合 18 　

4.17
利害關係人溝通過程中所提出的關鍵主題與考量，及組織
之回應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參與 
衝突礦產的管理

16 
43

　

經濟

EC DMA 經濟管理方法 現況與發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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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章節 頁碼 備註

經濟績效　

EC1
直接經濟價值之產生及分配，包括營收、營運成本、員工
薪酬、捐獻及其他社區投資、保留盈餘、投資者與政府之
給付

現況與發展
 
7

　

EC2 氣候變遷造成的財務影響及其他風險與機會 氣候風險掌握 32 　

EC3 組織界定之福利計畫義務的範圍 退休制度 48 　

EC4 來自於政府的重大財務援助 　 無任何政府財務援助

市場佔有率　

EC6 主要營運據點採用當地供應商之政策、措施與支出比例 負責任的供應鏈 38 　

EC7 主要營運據點當地人員聘僱程序與高階主管比例 員工結構 46 　

間接經濟衝擊　

EC8
透過商業、實物或免費專業服務，為大眾福利提供之基礎
建設投資與服務所產生之發展與衝擊

社區參與 58 　

環境

EN DMA 環境管理方法
健全的環境及衛生管理 
負責任的供應鏈

34 
38

　

原料　

EN1 所用原料之重量或用量
納入環境考量的產品設計
產品創新 
紙張減量與回收

25 
29 
37

　

EN2 採用再生材料之比例 消費後再生塑膠料 27 　

能源

EN3 按主要來源劃分的直接能源耗用 環境資訊 37 　

EN4 按主要來源劃分的間接能源耗用 環境資訊 37 　

EN5 (Add) 因節約或效率改善而節省的能源 節能措施 35 　

EN6 (Add)
提供具能源效益或以再生能源為基礎的產品與服務計畫，
以及計畫的成效

提升能源效率 
產品創新

29 
29

　

EN7 (Add) 減少間接能源耗用的計畫與成效
員工通勤 
提升能源效率

37 
29

　

水

EN8 依來源劃分的總用水量
水資源管理 
環境資訊

36 
37

　

EN9 (Add) 因用水而受顯著影響之水源 水資源管理 36 　

EN10 
(Add)

水回收及再利用的比例與總量 水資源管理 36 　

生物多樣性

EN11
位於或鄰近保護區與保護區外高生物多樣性地區之土地位
置與面積

健全的環境及衛生管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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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指標 報告章節 頁碼 備註

EN12
說明活動、產品與服務對保護區與保護區外高生物多樣性
地區的顯著影響

健全的環境及衛生管理 34 　

EN13 
(Add)

受保護或經復育之棲地 健全的環境及衛生管理 34 　

排放物、污水及廢棄物　

EN16 直接與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溫室氣體盤查 32 　

EN17 其他相關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溫室氣體盤查 32 　

EN18 
(Add)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畫與成效
溫室氣體減量 
節能措施

33 
35

　

EN19 破壞臭氧層物質的排放量 　
宏碁為品牌行銷公司，
主要設施為辦公大樓，
無產生破壞臭氧層物質

EN20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與其他重要氣體之排放量 　

宏碁為品牌行銷公司，
主要設施為辦公大樓，
無排放重大空氣污染物
質

EN21 按水質與目的地劃分的總排放水量
水資源管理 
環境資訊

36 
37

　

EN22 按種類與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總量
廢棄物管理 
環境資訊

36 
37

　

EN23 重大洩漏的次數與數量 我們的營運與環境 34 　

EN24 
(Add)

依巴塞爾公約定義之有害廢棄物輸出入量與比例 　
我們無進行有害廢棄物
輸出與輸入

EN25 
(Add)

受組織排水及徑流嚴重影響的水源及相關棲息地的位置、
面積、受保護狀況及生物多樣性價值

健全的環境及衛生管理 
水資源管理

34 
36

　

產品及服務　

EN26 減低產品與服務的環境影響之計畫與成效 納入環境考量的產品設計 25 　

EN27 售出產品與其包裝按種類回收之比例 產品回收 30 　

環保法令遵守　

EN28
違反環境法令被處罰巨額罰款的總額，以及非金錢制裁的
次數

我們的營運與環境 34 　

交通運輸　

EN29 
(Add)

運輸產品、營運用之其他貨物及原物料，以及員工通勤所
產生的重大環境影響

提升產品運送效率  
員工交通與通勤

28 
37

　

勞工措施與尊嚴工作

LA DMA 勞工措施與尊嚴工作管理方法
員工結構 
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負責任的供應鏈

46 
5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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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關係

LA1 按雇用類型、雇用合約及區域劃分之男女員工數 員工結構 46 　

LA2
依年齡、性別與區域分別計算之新進員工與員工流動總人
數與比例

員工結構 46 　

LA3 (Add) 主要營運據點全職員工的福利 具競爭力的整體薪酬 47 　

LA15 男女產假後復職率與留任率 員工結構 46 　

勞資關係　

LA4 受集體協商權保障之員工比例 人權與結社自由 49 　

LA5 重大營運改變的最短通知期，包括有否在集體協議中明訂 人權與結社自由 49 　

職業健康與安全　

LA6 (Add) 參與正式健康安全委員會之勞工代表比例 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51 　

LA7
按地區與性別畫分的工傷率、職業疾病率、損失天數率，
及缺勤率，與和工作有關的死亡人數

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51 　

LA8
協助員工、家屬或社區成員關於嚴重疾病之教育、訓練、
諮詢、預防及風險控制計劃

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51

LA9 (Add) 與工會達成的正式協議中，有關健康與安全的主題 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51 　

教育訓練　

LA10 按員工類別與性別計算單一員工每年平均受訓時數 持續學習與成長 49 　

LA11 
(Add)

加強員工持續受聘能力及協助員工轉職的技能管理與終生
學習計畫

持續學習與成長 49 　

LA12 按性別劃分，員工接受定期績效與職業發展檢核之百分比 持續學習與成長 49 　

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LA13
按性別、年齡、少數族裔成員與其他多樣性指標，細分公
司高階管理人員和員工的類別組成

員工結構 46 　

男女同工同酬　

LA14
依主要營運據點和員工類別劃分，男性與女性的基本薪資
與報酬比率

員工結構 46 　

人權

HR DMA 人權管理方法
人權與結社自由 
負責任的供應鏈

49 
38

　

投資及採購措施

HR1
重大投資協議與合約中包含人權條款或已進行人權審查之
總數量與比例

　
2012年本公司無重大投
資案件

HR2
已接受人權審查且已採取行動之重要供應商、承包商，及
其他商業夥伴的比例

2012年現場稽核結果 41 　

HR3
就營運相關的人權政策與程序，員工接受培訓的總時數，
包括受訓員工的百分比

持續學習與成長 49 　



2012 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 72

GRI指標索引

GRI 指標 報告章節 頁碼 備註

無歧視　

HR4 歧視事件總數及所採取的矯正行動
人權與結社自由 
2012年現場稽核結果

49 
41

　

結社與集體協約　

HR5
營運與重要供應商可能違反或危害結社自由權利與集體協
商權之鑑別，與支持這些權利所採取之行動

人權與結社自由 
2012年現場稽核結果

49 
41

　

童工

HR6
鑑別可能具有嚴重童工事件風險的營運活動和重要供應
商，以及有助於有效杜絕童工的措施

人才招募 
2012年現場稽核結果

46 
41

　

強迫勞動　

HR7
鑑別出有強迫或強制性勞動風險的營運活動與重要供應
商，以及有助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的措施

人權與結社自由 
2012年現場稽核結果

49 
41

　

人權評鑑　

HR10 接受人權審查與 (或 )影響評估的營運據點之總數和比例 人權與結社自由 49 　

人權補救　

HR11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與人權有關的申訴件數、處理和解決的
數量

人權與結社自由 49 　

社會管理　

SO DMA 社會管理方法
公司治理 
員工關懷與發展 
社區參與

9 
45 
58

　

地方社區

SO1
實施當地社區參與、影響評估和發展方案的營運活動之比
例

社區參與 58 　

SO9 對當地社區具有重大潛在或實際負面影響之營運活動 我們的營運與環境 34 　

SO10
對當地社區具有重大潛在或實際負面影響之預防與減緩措
施

我們的營運與環境 34 　

貪腐

SO2 已進行貪腐風險分析之事業單位之總數目與百分比 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53 　

SO3 員工已接受組織反貪腐政策與程序訓練之比例 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53 　

SO4 因應貪腐事件所採取之行動
公司治理 
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9 
53

　

公共政策

SO5 對公共政策的立場，以及公共政策發展與遊說之參與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參與 
衝突礦產的管理

16 
43

　

SO6 (Add)
按國家劃分，對政黨、政治人物及相關機構進行財務及實
物捐獻的總值

　 無任何政治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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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競爭行為　

SO7 (Add)
涉及反競爭行為、反托拉斯和壟斷措施的法律訴訟的總數
及其結果

　
無涉及反競爭行為、反
托拉斯和壟斷措施的法
律訴訟

遵守法規

SO8
因違反法律與規章所處重大罰款的金額，及非金錢性的制
裁次數

　

於 2012年，本集團未因
違反法律與法規而遭受
重大罰款或非罰鍰性之
懲處。

產品責任

PR DMA 產品責任管理方法
納入環境考量的產品設計 
宏碁集團服務模式 
產品重要訊息與召回

25 
55 
56

　

客戶健康與安全

PR1
為改善產品與服務而評估在其生命週期各階段對健康與安
全的衝擊，以及需接受此評估的重要產品與服務類別的百
分比

納入環境考量的產品設計 
產品重要訊息與召回

25 
56

　

PR2 (Add)
按結果類別劃分，違反產品和服務生命週期間健康與安全
衝擊之相關法規與自願性規約的次數

產品重要訊息與召回 56 　

產品與服務標示

PR3
程序規定需標示的產品與服務訊息，以及需符合這種資訊
規定的重要產品及服務的百分比

納入環境考量的產品設計
產品重要訊息與召回

25 
56

　

PR5 有關於客戶滿意度的實務，包括客戶滿意度的調查結果 客戶滿意度調查 56 　

行銷溝通　

PR6
為符合行銷溝通（包括廣告、促銷與贊助）相關法律、標
準及自願性規約而進行的計畫

行銷溝通 9 　

客戶隱私權

PR8 (Add) 關於侵犯客戶隱私權及遺失客戶資料之實際投訴總次數 客戶隱私權保護 57 　

遵守法規

PR9
關於產品與服務的提供及使用，違反相關法律與規定所處
重大罰款的總金額

宏碁集團服務模式 55 　

備註：(Add)指附加指標



感謝您閱讀 2012年宏碁企業責任報告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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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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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