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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書主軸定位為宏碁公司企
業整體環境管理策略啟動年，以「承
先啟後、繼往開來」為願景，彙總舊
宏碁時代至今之環境管理與永續發展
相關資訊，訂定未來目標，作為推動
後續工作之依據，未來將隨各項工作
之落實與延伸，呈現更多元且充實之
環境與永續發展資訊。

宏碁環境報告書簡介

基於身為國際企業的一員，並為
履行永續發展的企業公民責任，本公
司慎重地訂定 2005 年為宏碁環境管理
元年，並選擇於今年發行第一版宏碁
環境報告書，將宏碁從過去到現在對
環境保護的努力與貢獻，進行摘要介
紹，透過這本報告書，您可以瞭解宏
碁相關的環境資訊與努力成果，本報
告書內容包括：

本報告書雖名為環境報告書，但
實質內容除宏碁對於環境保護以外，
還包含本公司基於社會責任所進行的
各樣社會關懷與公益活動，期待逐步
往企業永續報告的方向努力。
我們視本報告書為本公司與股
東、企業夥伴、宏碁同仁、政府單位、
民間團體及一般大眾的主要環境溝通
方式之一，希望透過本報告書讓您對
宏碁公司之環保與永續理念，以及所
投注之努力及所獲得之績效有更進一
步的瞭解。

1. 宏碁董事長與總經理對於環保的
理念、宏碁的歷史以及經營理念
等；
2. 環境管理：包含宏碁的環境政策、
環境管理系統之運作等；
3. 未來環境目標；
4. 產品環境管理：包含宏碁產品綠色
設計及改善實例等；
5. 辦公室環保：包含資源分類回收、
省水、省能等作法；
6. 綠色供應鏈管理：包含宏碁對供應
商的要求、因應歐盟 RoHS 指令的
作法；
7. 環境溝通：說明宏碁對內及對外的
環境相關溝通管道；
8. 顧客關係：說明宏碁產品品質管理

最後，感謝您用心、用時間閱讀
本報告書，我們誠心地邀請您提供對
本報告書的意見，我們會將您提供的
寶貴建議作為改善下一版報告書之重
要參考，並期待您持續給予宏碁指教
與鼓勵。
2005宏碁環境報告書
1.本報告可於
http://www.acer.com/下載
2.關於本報告書之任何疑問請洽
eco@acer.com.tw
3.本報告書參採GRI guidelines

與客戶服務；
9. 員工關係：說明宏碁教育訓練及員
工與公司之溝通方式；
10. 社會關懷：說明宏碁回饋社會的相
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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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起，一直積極於減少各項環境污
染；在產品設計上，亦不斷朝向降低
產品於整個生命週期對環境的衝擊。
由於過去的諸多努力，使宏碁獲得我
國第一屆企業環保獎、臭氧層保護協
會之「傑出成就獎」等殊榮；在國外
亦榮獲德國 BUND 組織資訊廠商環保
評鑑第一名。

董事長的話
－王振堂

宏碁自 1976
年創立以來，為順
應大環境的變遷
經過多次轉型，在 2000 年的轉型中，
宏碁選擇走向專業品牌經營之路，採
取「一個公司、一個品牌、一個全球
團隊」與「多產品線、多經銷商、多
供應商」的策略，以創新的經銷營運
模式，成功地躍上世界舞台，晉升為
國際知名品牌，尤其在 2004 年，宏碁
筆記型電腦在歐洲市場更交出一張漂
亮的成績單。

雖然宏碁已轉型為品牌行銷服
務，不直接從事生產製造，但我們絕
不因此忽 略宏 碁 的 環 境 責 任 ， 相 反
的，要比過去更加注重產品設計與供
應商於生產製造時，對於環境衝擊的
管控。因為凡是貼有 Acer 標誌的產
品，就是 Acer 信譽代表的所在。
自 2000 年以來，經過四年亦步亦
趨的經營，宏碁從穩定中漸漸茁壯的
此刻，我們訂定 2005 年為宏碁的環境
管理元年，將以更新、更廣，及更具
國際視野的作法，積極地朝向企業永
續發展的願景前進，並以發行第一版
宏碁環境報告書，做為全面出發的里
程碑，秉持持續改善精神，善盡企業
之社會責任。

在事業版圖擴大的同時，宏碁也
深深體認到身為國際企業所背負的社
會責任日益趨重，以往我們追求的是
企業成長，現在更致力於企業永續發
展，在資訊業多變的環境，宏碁不變
的原則是照顧所有的相關利害者，以
及精益求精，創造價值。

本環境報告書的發行，不僅是我
們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成果的展現，更
重要的是宏碁對自我的要求與期許。
期待透過本報告書，讓各位瞭解宏碁
在「創新科技」以外的努力。

對於顧客，宏碁以客為尊，建立
速度和成本的優勢，以新鮮的價格提
供新鮮科技，回饋顧客。對於員工，
宏碁尊重多元、充分授權、塑造有效
工作環境，使人盡其才、使其潛力能
有最大發揮，結合夥伴共享利益，創
造共同成長。
對於社會，早期宏碁電腦已意識
到企業的環境責任，因此自 1981 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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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理的話
－蔣凡可 蘭奇

碁亦要求供應商建置環境管理系統，
目前宏碁第一階供應商全部取得
ISO14001 之驗證。

身為世界企
業公民，宏碁矢志
致力於預防及減
少對環境負面的影響，進而提倡健康
的工作與生活環境。永續經營已成為
企業經營不可或缺的一環，宏碁將專
注於經濟繁榮、環境品質及社會公益
之整合，期許成為資訊科技業界永續
經營的領導品牌。

z 建置綠色供應鏈
宏碁以「省能源」、「省資源」及
「低污染」作為產品設計與生產的基
本要件，進而致力於綠色供應鏈的建
置。在省能源方面，宏碁所有產品以
符合能源之星標章為目標；省資源方
面，未來我們將逐步提升產品使用回
收材之比例，以及提高產品廢棄後可
回收之比例。

宏碁將「環境」列為重要管理目
標之一，我們以管理高層堅定的意
志，作為集團每一份子追求環境保護
理 念之 後 盾 。 藉 由 出 版 此 環 境 報 告
書，呈現我們所建立的永續知識與意
識、已達成並持續改善的成果，及宏
碁善盡環境保護之決心。

在低污染方面，現階段我們因應
歐盟 RoHS 指令禁止鉛、鎘、汞、六
價鉻及 PBBs、PBDE 等兩種溴化耐燃
劑之使用，並自我要求於 2006 年第 1
季起，所有宏碁產品都須符合 RoHS
指令。未來我們將參考 OSPAR 之規
範，逐步減少有害化學物質之使用。

宏碁環境管理元年的 2005 年，我
們訂下四個重點環境管理目標全力執
行，四個目標分別為：宏碁環境管理
系統改版、建置綠色供應鏈、延伸生
產者責任，以及加強環境溝通平台。

z 延伸生產者責任
宏碁對於產品責任之認定，已從
交至消費者手中擴大至產品廢棄後之
回收處理。於 2005 年 8 月宏碁所有商
業運作與產品將符合歐盟 WEEE 指令
之要求，未來隨著宏碁營運規模之擴
展，將於各地區規劃產品廢棄後之回
收處理相關配套措施。

z 完成環境管理系統改版作業
宏碁轉型為品牌行銷公司後於
2003 年 2 月取得 ISO14001：1996 驗
證，隨著 ISO14001：2004 改版，我們
預定於 2005 年 11 月完成宏碁環境管
理系統之改版及驗證作業。此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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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加強環境溝通平台
企業環境資訊的公開乃國際企業
的責任之一，因此我們於今年出版宏
碁第一版環境報告書，並啟動宏碁環
境網頁(英文版)，作為相關利益者與宏
碁之間的溝通平台。
今日之法規制度較過去更為複
雜，同時相關利益者對於企業的期許
也越來越高。全球氣候變遷、電子廢
棄物之急速增加等，均為 21 世紀迫切
的環境問題。宏碁身為世界企業公民
的一份子，在減少產品環境衝擊之科
技投資等，將會保持不斷精進的企圖
心。
藉由在許多國家從事商業活動，
宏碁期許作為企業公民之楷模，相信
我們的努力將有所貢獻，期使未來的
每個人能擁有更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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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主要從事桌上型電腦、筆記
型電腦、伺服器、液晶顯示器及數位
家 電 (digital home) 等 資 訊 產 品 之 研
發、設計、行銷與服務，並發展通路
事業與微巨電子化服務事業。

宏碁簡介

宏碁集團是一個國際化的高科技
集團，主要從事資訊業的行銷服務，
核心事業領域為資訊產品、電子化服
務 以 及通 路 事 業 。 宏 碁 集 團 成 員 包
括：宏碁、展碁、第三波、建智、樂
彩與宇瞻等公司。

資訊產
品事業

宏碁三大核心業務
電子化服
務事業
(微巨服務)

通路事業群

宏碁集團

宇瞻
科技

樂彩
公司

第三波
資訊

建智
公司

宏碁
公司

在企業持續強化「創新關懷」的
服務文化下，2004 年宏碁合併營收達
新台幣 2250.14 億元，全球員工總數為
5,600 人，產品行銷全球 100 多個國
家，為世界第五大個人電腦品牌，並
於 1999 年起連續 7 年榮獲讀者文摘評
選為亞洲最佳電腦品牌。宏碁公司組
織圖如下圖。

展碁
國際

宏碁於 1976 年由創辦人施振榮先
生成立，於 2000 年轉型為品牌營運，
目前由董事長王振堂先生、總經理蔣
凡可蘭奇先生，帶領宏碁全體夥伴，
以創新的經銷營運模式，挑戰世界前
三大個人電腦品牌。
宏碁公司

董事長/執行長

董事長室
幕僚長
財務長
稽核長
特別助理

總經理

總經理室
策略客戶綜合發展單位

總務處

品牌推廣處

法務處

資訊技術處

人力資源總處

財務總處

泛歐營運總部

泛美營運總部

中國地區營運總部

台灣暨香港地區營運總部

亞太營運總部

資訊產品事業群

通路事業群

電子化服務事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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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客為尊之經營哲學

企業文化

z
「我們以『鮮活思維』
，全方位追
求『創新』和『貢獻』。提供『新鮮』
科技，讓人人能夠享用；用速度、彈
性、零閒置的運籌體系，將新鮮電腦
迅速送到客戶手中；我們打造人性本
善的環境，培養最具創造力的團隊，
發揮最大潛力，永保宏碁生生不息的
活力，並對人類做最大的貢獻。」創
辦人施振榮先生的這段話，開宗明義
地闡述了宏碁企業文化的精神。

z
z
z
z

追求績效和品質，贏得客戶
滿意
善用資源，薄利多銷
創造速度與成本優勢
貢獻社會
科技商品化對人類的貢獻比
科技本身更大

 貢獻智慧之經營哲學－不留一手
的師傅

z
z
z
z

「鮮活思維，一如新鮮空氣與食
物之於人類，孕育企業永續的生命力」
這句話則點出鮮活思維乃賦予企業文
化生命的重要元素。而實踐企業文化
的四則信條為：人性本善、以客為尊、
貢獻智慧、平實務本。

z

小老闆的成就
挑戰尖端科技
永保創業精神
挑戰困難、突破瓶頸、創造
價值
開發腦礦、創造智慧、取之
不盡

 平實務本之經營哲學－平民文化
z
z
z
z
z

鮮活思維

宏碁
生命力

永續文化

人性本善
貢獻智慧

競爭文化

顧客為尊
平實務本

宏碁在草創時期，以「微處理機的
園丁」促進產業升級為使命；今後則
以「知識經濟」的先鋒促進社會文明
為使命。以創新的行銷、服務及積極
的投資，成為知識經濟時代受讚譽的
贏家，並以世界公民的
一份子，對地球、對人
類做最大的努力與
貢獻。

 人性本善之經營哲學－團隊精神
z
z
z
z
z
z
z
z

接力式馬拉松
自主的財務管理
不打輸不起的仗
活命比面子更重要
精簡而有效的組織

授權
信任員工
替員工付學費
集體創業、全員入股
誠信，攤著牌打牌
自動自發、自我激勵
滿足員工挑戰困難的企圖心
光明磊落地追求名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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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晶片，便可大幅提升個人電腦執
行效能，寫下台灣廠商發展智慧財產
權的新里程碑。

宏碁里程碑
一步一腳印

在此階段宏碁也開始投注心力與
資源於環境保護議題，1991 年領先推
出無螺絲組裝的電腦；1992 年榮獲我
國第一屆企業環保獎；1993 年以電路
板免洗製程取代 CFCs 清洗製程；1994
年榮獲德國 BUND 組織資訊廠商環保
評鑑第一名；1995 年致力於筆記型電
腦省能設計，並要求所有供應商禁止
使用氟氯碳化物(CFCs)。

宏碁創立至今即將邁入第三十個
年頭 ， 回 顧 過 去 可 分 為 四 個 創 業 階
段，每個階段都有自許的使命，一步
一腳印，築夢踏實。
第一階段創業(1976~1986)
使命：推廣微處理機的應用

在第一個十年的創業過程中，根
植了人性本善的企業文化，以及員工
入股的基本經營理念。藉「宏亞微處
理機研習中心」的成立，兩年內替台
灣資訊業界訓練了三千多位工程師，
同時發行「園丁的話」雜誌，免費贈
閱資訊從業人員，推廣微處理機的知
識。在此階段，宏碁推出多項電腦先
驅產品，例如小教授學習機、天龍中
文電腦，並開發、推廣倉頡中文輸入
法，讓電腦的使用普及化。

第三階段創業(1996~2000)
使命：人人享用新鮮科技

慶祝集團創立二十周年的同時，
宏碁宣佈進入第三創業階段，致力發
展技術創新、操作簡單、價廉物美的
「新鮮技術」
，滿足全球消費大眾的實
際需要。
宏碁更以前瞻性與均衡性的願
景，結合科技、人文與生活，開始規
劃建設宏碁渴望園區，期滿足人們居
住、休閒、學習與工作等多方面需求，
讓創意和想像力在此充份激盪，成為
未來「東方文藝復興」的萌芽溫床。

第二階段創業(1987~1995)
使命：塑造自我品牌與邁向國際化

在第二個十年的創業階段，宏碁
集 團不 斷 擴 大 ， 海 外 據 點 亦 紛 紛 設
立，使宏碁大步邁向國際化，成為全
球第八大個人電腦廠商。

此階段的環境管理上，1996 年開
始推動辦公室「隨手做環保」的運動，
於 1997 年取得 ISO14001 證書；1998
年制定「綠色設計指引及審查程序」，
並獲得經濟部協助推動「宏碁電腦工
安環保中衛體系」
；1999 年推動新安廠
工安自護制度。

1987 年宏碁品牌名稱由 Multitech
更名為 Acer，確立自創品牌的經營方
向，並積極朝向國際化。1991 年發表
全 球 首 創 的 矽 奧 技 術 ， 僅 更 換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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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創業(2001~)
使命：邁向世界級的行銷服務業

新宏碁的願景乃以創新的資訊產
品行銷、電子化服務、通路的經營發
展與積極的投資管理為核心業務，發
展成世界級資訊服務公司。同時，宏
碁也積極迎接知識經濟，開拓比個人
電腦更廣的領域，並希望以不斷的創
新，成為全球知識經濟的重要貢獻者。

面對知識經濟時代，宏碁從 2000
年底開始進行企業轉型，與全球高科
技產業的發展趨勢相呼應，將負責研
展製造的事業獨立成為緯創資通，而
宏碁本身則從硬體製造業者轉型為資
訊行銷服務公司，從事資訊產品的品
牌行銷與服務，並發展電子化服務。

轉型為品牌服務的宏碁的持續致
力於環境管理，於 2003 年 2 月再次取
得 ISO14001 驗證，並訂定 2005 年為
宏碁環境管理元年，積極地朝向企業
永續發展的願景前進。

宏碁環保里程碑
取得並推動執行
ISO相關方案

實施環境績效評估計畫

2000

2002

2003

重新申請ISO14001

年度辦公室環保績優單位

1999
推動宏碁電腦工
安環保中衛體系

1998

實施新安廠
工安自護制度

取得ISO14001證書

榮獲美國EPA頒發
能源之星省電標章

要求所有外包商
禁止使用CFCs
榮獲德國BUND
環保評鑑第一名

開發運用矽奧晶
片升級技術之電腦

1992
1991
推出螢幕使用
手冊取代書本
式說明書

1994

1997
1996

榮獲德國BUND
環保評鑑為GOOD

1995
推動辦公室‘隨
手作環保’運動

1993

使用鎳氫電池
取代鎳鎘電池
以電路板免洗製程
榮獲我國第一
取代CFCs清洗製程
屆企業環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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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總部
成立環安小組

2004

宏碁環境
管理元年

2005
宏碁環境網頁
正式上線

環境管理系統
Plan Do Check Action

環境管理系統之架構

宏碁的環境管理系統乃遵照國際
標準化組織 ISO 之 14001 號標準。國
際標準化組織於 1947 年 2 月於瑞士日
內瓦成立，其目的為促進世界各國的
相關活動標準化的發展。

宏碁視環境管理系統為企業環境
管理事務之綜理平台，所有環境保護
相關議題皆透過此一平台進行規劃、
管理、執行及審查。透過系統化之環
境管理作為，協助瞭解與掌握目前的
環境現況，鑑別出有顯著環境衝擊的
環境考量面，並設定目標、標的、方
案，以進行持續性之改善。

而 ISO14001 之主要精神為促使產
業界從自發性的角度，建立符合企業
本身特性之系統化環境管理制度，以
污染預防與妥善管理為手段，進行組
織對環境持續且自發性之改善，以達
企業永續經營之目的。

目標與標的等之設定除宏碁本身
依企業特性訂定外，亦配合國際相關
環保議題進行訂定與執行，以定期出
版環境報告書及更新環境網頁之方
式，呈現環境管理之績效，同時作為
對外溝通的工具之一。

宏碁電腦係於 1997 年通過 BVQI
公司 ISO 14001 驗證，宏碁轉型後於
2003 年 2 月再取得驗證。目前宏碁正
配合 ISO 14001：2004 新版標凖之改版
工作，進行環境管理系統之重新審
視，並預計於 2005 年 11 月完成改版。

管理平台

¾組織
¾產品
¾工安衛

環境議題形
成之依據

環境議題
環境溝通
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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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環境管理系統

¾改版
¾功能提升

環境政策/目標
風險
管理

供應鏈
管理

其他
環境議題

環境報告書/環境網頁

教育
訓練

宏碁環境政策

ISO推行委員會

身為供應全球電腦及周邊設備主
要國際性公司之一的宏碁，深深瞭解
我們的產品、服務及活動對整個環境
之影響；也體認到若沒有一個健康、

ISO 推行委員會由各部門推派代
表擔任幹事，定期召開會議，以確保
品質與環境管理系統能不斷運作及持
續改善，主要職責包括：

安全的環境，我們無法順暢地從事商
業活動。因此，宏碁承諾身為企業公
民，將積極致力於環境保護活動。

1. 推廣環境相關活動；
2. 確定 EMS 的政策；
3. 制定和執行 EMS 目標與標的及環
境管理方案；
4. 執行 EMS 審查及內部稽核；
5. 制定 EMS 相關規則或指引；
6. 執行 EMS 相關教育訓練；

宏碁環境政策
1. Ensuring that our products
and operations meet all
applicable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2. Selecting technologies that
minimise harmful,
non-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materials;
conserve energy; and
are recyclable
3. Saving energies, preventing
pollution, minimising and
recycling discards in our
daily operations
4. Promoting awareness of
our environmental policy
among employees and
partners in our supply chain
5. Building 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EMS)
to continually monitor and
improve activities

7. 收集 EMS 相關法規與其他要求事
項。
宏碁ISO推行委員會
推動之執行方案
1.
2.
3.
4.
5.
6.
7.

電梯汰換
廢光碟片處理與減量
維修備品替代料減量與處置
包裝材廢棄物減量與處置
Acer CD之減量與處置
Acer產品環境品質管理系統
辦公室省能方案

ISO改版
1996 年 ISO14001 制定以來，首次
於 2004 年改版，並於同年 11 月正式
公告。此次改版主要修訂重點有二，
一是擴大管理範圍，將原本的「活動、
產品或服務」
，修訂為「活動、產品及
服務」
；另一則將原本「所有的員工」，
修訂為「為組織工作或代表組織的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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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 ISO14001 之改版，我們已
著手進行改版之準備，預計 2005 年 10
月進行 ISO 14001：2004 年版之驗證。
首先於 2005 年 3 月邀請大葉大學環境
工程學系申永順教授，為 ISO 推行委
員會幹事進行「ISO 14001 新舊版差異
介紹」課程；為產品設計同仁安排「綠
色產品設計概念的訓練課程」等之教
育訓練。

衝擊降到最低。
此外，更於同時進行 ISO 程序書
內容的檢討，配合 ISO 14001：2004
年版新增的要求及公司內部的環境管
理體制，我們增加了有關環境績效指
標、企業環境報告管理及綠色產品開
發等程序文件，透過上述新程序文件
的建置，以溝通、協調、宣導等方式，
提昇員工對環境管理的認知及重視。

於 2005 年 4 月底，針對目前「設
計中」、「量產中」以及「販賣中」的
所有產品進行審視，包括筆記型電
腦、桌上型電腦、PDA、顯示器、投
影機、伺服器等，目的是要更明白各
項產品對環境可能造成之衝擊。

蒐集環境政策
相關資料

先期審查
•結合ISO14001
新版內容
•加入產品綠色
設計考量面

•Acer競爭對手之
環境政策 、目標
/標的及方案

修正環境政策

我們針對上述產品，就回收材料
使用、毒性物質使用、塑膠材使用、
產品包裝材、服務料件包裝材、升級
空間、能源使用、易拆解性、材質標
示等特性進行鑑別，透過各產品線對
供應商進行的調查及討論，將每樣產
品給予不同環境衝擊之評等，以掌握
產品面之環保改善重點，藉此環境審
查工作，我們的員工得以更加瞭解環
境化設計的意涵及未來推動「綠色產
品」之努力方向。

納入重大
環境考量面

•環境政策修正
•目標/標的及方案
修正
•程序書修正

訂定目標標的方案
內部稽核訓練
模擬外部稽核
•製作稽核表單
•進行外部稽核之模擬

針對全面性產品鑑別與審查之結
果顯示，本公司部份產品的毒性物質
使用(RoHS 指令符合度)及回收材料使
用度為現階段較須改善之事項，本公
司已針對上述議題訂定解決方案、目
標及標的。另外，我們也針對商業運
作活動及提供之服務進行審視，鑑別
可能造成環境衝擊之處，希冀透過這
樣的過程，讓宏碁對環境可能造成的

外部稽核

圖 宏碁因應 ISO 14001:2004 改
版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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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例如將階段性建立產品特性說明
書等。

法規符合度
根據 ISO 14001 之法令鑑別程序
要求，我們定期確認環保相關法規，
以確保宏碁相關企業活動與環保法規
之守規性。2000 年以來，宏碁無相關
違反環保法之規事件發生。

z 擴大產品回收處理服務
宏碁認為我們對於產品的責任不
僅止於將產品交到消費者手中而已，
對於產品廢棄後的回收處理，亦視為
我們的責任之一。我們將全力配合並
符合 2005 年 8 月歐盟 WEEE 指令之相
關規定。更進一步地，未來將產品回
收處理服務範圍擴大至宏碁事業所到
之處，下階段我們將開始著手美國回
收處理服務之相關作業。

下階段環境目標
在此宏碁環境管理元年，我們訂
定下階段(2006 年)宏碁的環境目標，作
為我們努力的方向。我們的五大重點
環境目標包括：強化環境管理系統、
加強綠色產品開發、擴大產品回收處
理服務、加強綠色供應鏈管理，以及
強化環境溝通平台。

z 加強綠色供應鏈管理
現階段宏碁對於供應商的管理重
點置於符合 2006 年 7 月歐盟 RoHS 指
令，而下階段我們逐步要求宏碁一階
供應商建立綠色產品管理系統，並進
行定期稽核。

z 強化環境管理系統
繼 2005 年進行 ISO 14001:2004 的
改版作業後，我們將秉持 ISO 精神持
續運作並改善。而下階段我們將規劃
並訂定宏碁之環境績效指標系統，由
於宏碁為品牌服務事業，不直接從事
製造生產，因此我們將研訂一套適合
宏碁企業型態的環境績效指標系統，
以作為衡量宏碁環境績效之基準。

z 強化環境溝通平台
宏碁今年已開始啟動環境資訊網
頁，揭露宏碁相關環境資訊，讓相關
利益者了解宏碁在環境保護工作上所
做的努力。我們希望環境網頁的功效
不僅止於揭露資訊，更希望環境網頁
發揮最大功效，成為宏碁與相關利益
者間的互動平台。

z 加強綠色產品開發
宏碁自我要求自 2006 年第 1 季，
所有產品將符合歐盟 RoHS 指令規
定。此外，因歐盟 EuP 指令已於 2005
年 5 月三讀通過，下階段除依照宏碁
綠色產品規範進行產品設計外，我們
隨時注意 EuP 指令的發展動態，並將
其逐步導入宏碁產品開發設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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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 2006 年環境目標
項目

目標
1. 環境管理系統之持續運作

1 環境管理系統
2. 建立宏碁環境績效指標系統
1. 2006 年第 1 季所有產品符合 RoHS 指令
2 綠色產品開發
2. 將 EuP 概念導入產品開發設計

產品回收處理

1. 2005.08 前符合歐盟 WEEE 指令

服務

2. 著手美國之回收處理服務相關作業

3

1. 建立完善之供應商分級制度
4 綠色供應鏈

2. 完成一階供應商之綠色產品管理系統稽核
3. 宣導/要求供應商善盡企業公民的責任

強化環境溝通

1. 持續更新宏碁環境網頁之相關環境資訊

平台

2. 規劃企業永續報告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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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環境管理

全球首台碳纖維筆記型電腦
宏碁Ferrari 4000

重視產品每階段的環境衝擊

綠色考量
輕量化設計
－減少運輸能源耗用
增加抗張強度
－減低碰撞損毀機率
，增加使用壽命

身為國際企業的我們深知，所有
企業活動中，對環境產生最大衝擊的
部分在於我們的產品。因此在宏碁仍
有製造部門時期，便十分注重產品在
每個生命週期階段對於環境的影響。

Ferrari 4000由宏碁公司與
法拉利公司共同研發設計，是
全球第一台可量產的碳纖維
(Carbon-fiber)材質筆記型電
腦，減輕重量並增加抗張強度。

例如於 1991 年開始研究並推出不
用螺絲組裝電腦；1993 年領先以電路
板免洗製程取代氟氯碳化物(CFCs)清
洗製程，以減少 CFCs 的使用量；1994
年捨棄有害環境的鎳鎘(Ni-Cd)電池，
改為使用鎳氫(Ni-MH)電池。

z 省能設計
自 1992 年 4 月宏碁推出具備多媒
體功能與自動電源管理系統的
AcerPAC 個人電腦，並於 1993 年獲頒
美國能源之星標章，此後我們在產品
的省電設計上一直不遺餘力，至目前
宏碁所有產品皆取得能源之星省電標
章。

產品綠色設計
宏碁轉型為品牌行銷後，在產品
設計上除注重使用者需求、功能性、
產品附加價值外，更加重視對環境的
影響。我們從產品的設計階段考量可
能產生的環境衝擊，以「減少環境負
荷」的角度來設計產品。

另外，由宏碁產品研發部門開發
的 電 力 使 用 管 理 軟 體 － ePower
Management，使用者可依據不同的工
作情境進行最佳化電源管理，可使電
力與電池使用時間發揮到極致。

例如我們透過輕量化設計、模具
共用、提高良率等方式，以減少投入
資源使用。以下分別針對產品綠色設
計的努力進行說明：

ePower
Management

產品綠色
設計原則

長壽命

低毒性

最強
模式
文書處理
模式

省資/能源

易回收

娛樂
模式

易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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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模式
使用者
自定模式

宏碁產品省能源規範
睡眠
模式

熟睡
模式

關閉
模式

桌上型
電腦

30

15

N/A

筆記型
電腦

15

5

2

液晶
顯示器

4

－

2

(單位：瓦)

※

宏碁目標
2006年第1季
Acer產品
全面符合RoHS

除了 RoHS 規定的六種物質外，
我們亦要求供應商禁止使用石綿、偶
氮、短鏈氯化石臘、氟氯碳化合物、
氫氟氯碳化合物、有機錫、多氯聯苯、
多氯三聯苯、PCN 等有害化學物質。

液晶顯示器於 2006.01 後之目標，睡眠模式為 2 瓦、
關閉模式為 1 瓦。

能源之星小常識

z 易回收/易拆解設計

能源之星計畫於1992年美國環保署提出，主要目
的為促進省能產品的開發，此制度為自願制，業者
可自由提出申請。目前加入能源之星計畫的國家有
美國、歐盟、加拿大、日本、澳洲、紐西蘭與台灣

追溯至 1991 年，當時宏碁已領先
推出不需螺絲就可組裝的電腦，至今
我們亦持續研發、改善不需螺絲的組
裝方式。如此的設計的優點在於：

z 低毒性設計
1. 方便使用者自行升級或更換；
2. 方便維修；
3. 電腦報廢後，易於回收拆解。

為顧及人類健康與環境安全，宏
碁對於化學物質之使用，抱以謹慎的
態度。我們遵守各相關規範對於特定
化學物質的規定。

此外，在其他易回收/易拆解設計
上，我們注意：

因應歐盟電機電子產品的有害物
質限用指令(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RoHS)的要求，
我們自我要求於 2006 年第 1 季，所有
宏碁的產品將符合該指令的規範，即
電子電器產品不含鉛、鎘、汞、六價
鉻、聚溴二苯醚(PBDEs)、聚溴聯苯
(PBBs)。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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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量避免黏合或焊接不同的
材料；
對於塑膠零件盡量不使用表
面塗裝技術；
標示塑膠材質與回收標示：
所有大等於 25g 之塑膠及塑
膠包裝材，皆有回收標示與材
質標示，以利分類與回收處
理。

初代設計－螺絲最少化

新版使用說明書 舊版使用說明書

一台光碟機僅需2個螺絲

改良設計－
螺絲鎖好後，僅需以卡入方式組裝

包裝材改良
模組化
卡入方式

包裝最主要的功用在於運送過程
中保護產品，避免碰撞等因素造成產
品的損壞。為減少包裝材的使用量，
同時降低對環境的衝擊，宏碁於 2003
年成立專案小組，針對 4 款筆記型電
腦的包裝材進行檢討，以減少包裝材
的使用，並建立包裝材質的標示規範。

改良設計－不需螺絲

用卡榫方
式固定

目前宏碁對於包裝材遵守以下原
則：
1.
2.
3.
4.

z 說明書之改版
我們從 2004 年底，為節省紙張使
用，進行宏碁筆記型電腦使用說明書
的改版，由原來將近 240 頁，改為 32
頁。我們將屬於一般操作說明的軟體
設定、使用者環境設定等資訊移至線
上說明書，僅保留產品使用安全資
訊、簡易使用說明(Quick user guide)等
必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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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必要之最少包裝材；
使用可回收再利用的材質，如
紙材質、PE 等；
緩衝材不用發泡保麗龍；
標示使用之塑膠材質，以利分
類回收。

改良前

在標示方面，針對使用之塑膠材
質進行標示，如緩衝材使用 LDPE；於

所有零件等
皆以紙板固
定包裝

紙箱外亦有回收標示，以利後續之分
類回收。

LDPE

LDPE

第一次改良
回收標示

回收標示
及能源之
星標章

經評估以模組化紙
盒固定零件，以減
少包裝材之使用

第二次改良

產品回收
資訊科技技術日異月新，不斷推
陳出新的資訊產品，不論是在工作、
娛樂或休閒，帶給人類更為便利的生
活。但從另一方面來說，由於新的產
品快速汰換原有產品的情況下，造成
廢電子電機物品的大量產生，而廢電
子電機物品的處理問題，卻是目前國
際間重視的環保議題之一。

去掉底座紙盒，以
紙板隔出各零件所
需最大空間

該專案中亦針對零售附件的包裝
進行評估，經改良後將零售附件的包
裝統一為四種尺寸，並將大元件的包
裝縮小，如將 optical 跟硬碟的包裝深
度由 110mm，改為 55mm。

過去廢電子電機物品多未經處
理，便予以焚燒或掩埋，如此對環境
造成重大危害。針對此議題，歐盟於
2000 年 6 月提出對廢電子電機物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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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相關指令(亦即 WEEE 指令)。該
指令之基本精神為延伸生產者責任，
製造業者應負起本身製造產品，於廢
棄階段的回收處理責任。

挪威廢資訊物品之回收管道
販賣店
廢資訊
物品

而宏碁產品銷售全世界，我們亦
秉持著延伸生產者責任的精神，加入
服務據點所在地的回收處理體系，以
確保宏碁產品在消費者廢棄後能獲妥
善處理。宏碁於世界各地加入的回收
體系說明如下：

宏碁加入之回收體系：El-Retur
(該回收體系擁有超過4000個回收點)

除上述體系外，宏碁在瑞士亦加
入 SWICO 回收體系；在美國加州亦符
合廢電子物品回收法(SB20)之相關規
定；在日本亦依據相關法律，針對一
般消費者與企業客戶，採取不同方式
之廢資訊產品回收。

販賣店
清潔隊

回收
處理廠

回收公司

台灣廢資訊物品之回收管道

廢資訊
物品

市政機構

回收
處理廠

目前宏碁總公司更積極計畫宏碁
產品於美國與泛歐地區的回收處理計
畫，期使所有宏碁產品於廢棄後，產
生之環境影響降至最低，且能獲得妥
善處理。

回收商
宏碁加入之回收體系：基管會

產品環境資訊
瑞典廢資訊物品之回收管道

產品環境資訊的公開乃國際企業
的責任之一，主要目的為讓消費者瞭
解所購買產品的相關環境資訊。宏碁
為 提 供 消 費 者 易理 解 的 產 品 環 境 特
性，我們採用之產品環境資訊宣示標
準為 IT ECO 標準。

販賣店
廢資訊
物品

回收
處理廠
社區之
回收箱

宏碁加入之回收體系：El Kretsen

該標準由瑞典 Association of the
Swedish IT and Telecom Industry、挪威
IKT 以及丹麥 ITB 等三個組織共同發
展 ， 所 揭 示 的 資 訊 包 含 環 境 意識設
計、禁用物質說明、包裝、電池、能
源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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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產品的環境特性清楚地呈現
予消費者，將相關資訊公開於網頁，
使消費者隨時可透過網頁，瞭解購買
產品的環境資訊。截至 2005 年 5 月底
宏碁自我宣示的產品，筆記型電腦有
15 款、桌上型電腦 4 款，以及伺服器
2 款。

宏碁環保得獎肯定
1992 我國第一屆企業環保獎
1994 德國資訊廠商環保評鑑
第一名
1997 德國資訊廠商環保評鑑
優等
2004液晶顯示器
AL1731獲德
國Red Dot獎
2005 筆記型電腦TravelMate
3000獲德國
Red Dot獎

http://global.acer.com/about/environmen
tal10.htm
在顯示器部分，我們採用瑞典
TCO 標章，該標章為顯示器產業最常
申請的認證標章，該標準規範主要項
目有能源使用、人體工學、輻射、安
全性等。

2005液晶顯示器AL2032W獲
德國iF獎
※德國Red Dot與iF雖為產品
設計獎，但其評分基準項目
有一項為「環保」

截至 2005 年 5 月底宏碁通過
TCO’99 系列的產品，CRT 顯示器有 4
款、液晶顯示器有 23 款；通過 TCO’03
系列的產品，CRT 顯示器有 5 款、液
晶顯示器有 3 款。
http://global.acer.com/about/environmen
tal11.htm

目前宏碁產品取
得台灣環保署的第一
類環保標章計 18 項，
其中桌上型電腦 9 款、
筆記型電腦 2 款、液晶顯示器 7 款。

19

★宏碁瓶瓶罐罐的分類(示例)

辦公室環保
隨手作環保 地球會更好

宏碁一直以來非常注重辦公室環
保，我們從資源回收、省電、省水及
辦公室綠美化等生活中的小地方著
手，因為我們相信一個小小舉手之
勞，可以創造舒適整潔的工作環境，
也能使我們的地球更美好。

垃圾分類
資源回收

位於宏碁總務處的資源回收區

節約用電

宏碁的
辦公室環保

廢電池 色帶

辦公室
綠美化

節約用水

墨水匣

茶杯

碳粉匣

垃圾減量 資源回收
另外，由於光碟片的便利性，光
碟片的使用量增多，也產生廢光碟片
處理的問題。為此，我們於 2003 年開
始推動辦公室廢光碟片處理方案，藉
由每年兩次電腦報廢期間，同時將廢
光碟片集中回收，並交由合法處理廠
商處理。

我們盡量將文件電子化，以減少
紙張的使用；推行「洗手後甩手三下
運動」，以減少擦手紙的使用。另外，
配合政府措施進行垃圾分類，並交由
合格清除廠商清運，使其資源回收。

宏碁的資源垃圾分類

宏碁廢光碟回收流程
一般垃圾

電池

日光燈

墨水匣

碳粉匣

鋁箔包

玻璃瓶

鐵鋁罐

塑膠瓶

紙類

同仁自行
括壞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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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至指定地點
集中回收

合格處理廠

2004 年台北宏碁大樓資源回收成效
鋁箔包

玻璃瓶

14.0

12.4

(kg)

(kg)

(kg)

(kg)

(kg)

乾電池

保特瓶

鐵鋁罐

100.7

表 1
項目
照度

750lux

750lux

光通量

1300lm
傳統式

2900lm
電子式

日光燈

省電式

碳粉匣

傳統式

242

423

2598

349.6

額定電流

1.2A

0.49A

(個)

(個)

(個)

(kg)

消耗瓦數

264W

108W

燈管壽命

3,000hr
半年~一年

20,000hr
三年

安定器
單位

燈具規格比較

墨水匣

項目

107.4

紙類

項目

單位

4,314

z 辦公區照明燈具改善評估

保固期間

節省能源
我們致力於推動各項節約能源的
工作。如在辦公室設計上，每層分數
個區域，每區域有一總切開關，最後
離開的同仁只要關掉總切開關，該區
域的照明燈具、空調都會關閉。

表 2

經濟效益評估
單位：元

第一年
說明

第三年

現況

改善後

現況

改善後

(A)

(B)

(A)

(B)

－

1,220,000

－

1,220,000

－

263,000

－

263,000

898,498

318,147

2,695,494

954,441

109,956

0

329,868

0

238,000

0

714,000

0

1,246,454

1,801,147

3,739,362

2,437,441

新購
1

燈具

隨手關燈節約能源

燈具

燈具控制區域圖

2

總切開關

拆裝

3 電費
燈管
4

耗材

燈具區域控制開關

燈管
5

更換

小

另外，2005 年初進行照明燈具汰
換的評估作業，將原有傳統日光燈換
為省電式日光燈，經評估每年可節省
一半以上的用電量，以經濟效益來
說，每年電費可節省將近三分之二。
除此之外，我們亦進行燈具的汰換，
將鏡面式燈具換為霧面式燈具，以提
高照明效果。

計

(1+2+3+
4+5)

節省
－554,693
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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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921

節約用水
辦公區之綠美化

屬於缺水地區的台灣，水資源的
有效利用是十分重要的課題。因此，
宏碁在辦公室用水方面，亦推行節約
用水的活動。我們於 2004 年將所有水
龍頭的出水口，改為霧狀出水方式，
以減少水的使用。

辦公室綠美化
身於都市叢林的我們，與大自然
接觸的機會少之又少，我們在宏碁大
樓每一個出入口皆擺放盆栽，在辦公
區則由同仁自行認養植栽，透過植栽
的點綴營造一個舒適的辦公環境。
宏碁入口之綠美化

地球貼心小行動~辦公室篇
 內部開會請同仁自備茶杯，少用紙杯
 垃圾不過夜
 自備環保購物袋
影印傳真使用背面用紙
全面使用再生用紙
盡量重複使用公文傳遞袋
 空調溫度盡量設定於23-25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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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

綠色供應鏈管理
生命共同體概念 共同達成目標

宏碁建置之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
分為綠色產品規範、綠色產品符合性
資料、稽核管理機制、綠色採購系統
等四個部分，期透過該管理機制達到
對供應商環保層面的完善管理。

伴隨著全球對於環保意識的重
視，供應鏈管理的主軸由原本的生產
管理，增加環保相關的管理，亦即將
環保原則納入供應商管理的機制中。
而宏碁認為與供應商乃為生命共同體
的關係，抱持著一同努力達成目標的
信念，一步一步地著手建置宏碁綠色
供應鏈管理系統。

綠色採購系統

綠色產品

宏碁供應商將近 100 家，主要分
為系統供應商與主要元件供應商。宏
碁對於供應鏈管理乃採「同一家公司」
的理念，在重視創新作法的企業文化
下，由宏碁設定目標，供應商自行提
出執行方案。

稽核
管理機制

宏碁綠色供應鏈
管理系統

規範

綠色產品符合性資料

z 綠色產品規範
所有供應商應遵守宏碁訂定的綠
色產品規範，供應商應符合該規範對
於省能源、易回收、低毒性、電池使
用、包裝使用等的規定。另外，因各
供應商無鉛製程技術不同，而使用不
同主機板，因此宏碁針對不同材質主
機板亦訂出不同規範。

現階段綠色供應鏈管理系統的重
點方案，為符合歐盟 RoHS 指令，我
們的目標於 2006 年第 1 季，所有宏碁
產品皆符合 RoHS 指令要求。

RoHS服務團
宏碁響應政府號召
加入由經濟部成立的
「產業因應歐盟環保
指令技術服務團」，
提供全面、系統性的
技術服務，輔導中小型
企業滿足綠色供應鏈要求

ECO Product Requirement
省能設計

易拆解

易回收設計

有毒物質
使用規範

產品
零件

其它規範

原料

產品別

使零組件 簡化零組 為簡單
易於組裝 件介面 化設計

包裝

電池

使用物質確認
禁用 限用 列入觀察 可用
立即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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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量控管

系統稽核

z 綠色產品符合性資料

系統
供應商

宏碁供應商對於所提供的產品，
應提出綠色產品符合性資料，例如相
關測試報告、保證書等。而若為系統
供應商，更著重於實際物料與製程管
理，因此在初期先瞭解供應商對於相
關議題的因應情形，再者進行溝通宣
導，由供應商提出執行方案、導入製
程，最後共同檢討成效。

稽核管理機制
物料控管情形
主要元件
供應商
化學製程

z 綠色採購
宏碁綠色採購系統乃建構於原有
採購流程下，由供應商提出相關綠色
產品符合性資料，再由宏碁稽核人員
進行確認。

Operational and Management Guidelines of
Green Products (For Suppliers)

Complianc e
Declaration

Supplier Environment
Status Investigation

製程稽核

Others
KC

ODM

Compliance
Declaration of
Products on the
RoHS Directive

KC

Compliance
Declaration
on the RoHS
Directive

RoHS
Control
Table

於綠色採購的時程規劃上，宏碁
於 2005 年第二季開始優先採購符合
RoHS 指令之主要元件，並於 2005 年
第三季全面採購符合 RoHS 指令之主
要元件。

One
document
of below

Green
AVL

Testing
report

z 稽核管理機制
供應商環境方面的稽核管理機制
已於 2005 年 1 月份正式執行。對於主
要元件供應商，稽核重點於其物料管
控及有化學性質接觸的製程；而對於
系統供應商該稽核重點分為系統稽核
與製程稽核兩大部分。

RoHS指令之因應
為因應歐盟 RoHS 指令生效，宏
碁成立 26 人環保小組，該小組由宏碁
資訊產品事業群負責，採取兵分兩路
作法，一方面在歐洲調動 12 名員工，
針對歐美各國法規進度作一全面性了
解與協調；另一方面，於台灣總部成
立環安小組，針對各產品線與關鍵元
件供應商進行溝通宣導、製程原物料
轉換與確認。

系統稽核係指該供應商的環境管
理系統建置情形，稽核項目包括環境
政策、法規符合度、環境管理方案、
環境溝通、環境化設計、運作管理、
環境監督、稽核制度、其他。
製程稽核為至工廠實地查核方
式，主要瞭解其製程條件、參數設定
等實際產品製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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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環保組織架構
委員會
執行長及核心經營團隊

秘書處

泛歐營運總部

泛美營運總部

資訊產品事業群

第三階段針對已準備好之供應商
進行無鉛製程轉換的成效進行確認，
最後，通過專案小組確認後便進行產
品之量產。目前已有部分廠商已進行
無鉛製程之轉換，轉換成效亦為順
利，相信宏碁一定能於 2006 年第 1 季
達到所有產品符合 RoHS 指令之目標。

因應 RoHS 指令之作法分為三階
段說明。首先，為瞭解各供應商因應
RoHS 指令的準備情形，由專案小組發
出問卷，進行供應商現況調查。該問
卷內容詢問各供應商是否建置相關環
境管理系統、對於綠色產品的發展、
是否已導入無鉛製程等。
第二階段屬於溝通宣導階段，針
對系統供應商，我們告知供應商宏碁
的要求與目標期程，同時實地至工
廠，瞭解各供應商在原物料與製程面
的實際因應能力；針對主要元件供應
商則依據調查結果，依據該供應商因
應 RoHS 指令準備情形分類，進行分
級管理。

台系

B級廠商
準備情形不明
但願配合Acer
C級廠商
準備情形不明
亦不願配合

主要元件
供應商

A級廠商
屬寡占性廠商

非台系

B級廠商
準備情形良好
C級廠商
準備情形不明

圖 主要元件供應商分級管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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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不同等級的廠商有不同之要求

A級廠商
準備情形良好

本公司近一年舉辦之環境教育訓練課程

環境溝通
增加並順暢環境溝通管道

在宏碁的環境管理元年，我們訂
定的目標之一為「增加並順暢宏碁的
環境溝通管道」，不論是對內或對外，
我們都以積極的態度辦理。對內，強
化環境議題的教育訓練；對外，設立
專屬環境議題之聯絡窗口、出版環境
報告書、主動與國際環保團體溝通聯
繫。

日期

教育訓練主題

參訓
對象

2004/12/15

企業永續發展與企業
環境管理概論：
1. 國際環保趨勢
2. 企業永續發展
3. Acer 的遠景

管理
階層

2005/01/17

acer 企業環境報告書
內部訓練：
1. 企業環境報告書
發展背景與現況
2. 國際電腦業 CER
之標竿學習
3. 宏碁 CER 之編撰
及討論

CER
撰寫
之成
員及
產品
管理
部 門

2005/03/28

ISO14001 總 論 與
Acer 環境管理系統
先期審查：
1. ISO14001 新版介
紹
2. ISO14001 新舊版
差異分析
3. 先期審查表單之
填寫說明

ISO
推動
小組
幹事

2005/04/08

綠色產品設計概念訓
練課程：
1. 綠色產品之設計
與發展趨勢
2. 電腦資訊業綠色
產品設計之標竿
對照

產品
設計
相關
人員

2005/05/02

無鉛產品認知訓練：
1. 何謂無鉛產品
2. 無鉛製程與產品
常見問題
3. 目前各大跨國公
司無鉛產品進度
與相關推動說明

資訊產
品事業
群(包
含外派
同仁)

2005/05/06

綠色供應鏈認知提
昇：
1. 綠色供應鏈相關
法 規 現 況
（WEEE、RoHS）
2. 各大跨國企業綠
色 供 應 鏈 case
study

環境教育訓練
在環境教育訓練方面，過去以參
加國內外辦理的研討會為主，而今年
我們則邀請相關學者至宏碁，針對宏
碁員工進行訓練。現階段訓練主題以
環境管理系統與符合法規的相關國際
環 保 議 題 與 法 規 為 主 ( 如 WEEE 與
RoHS)，受訓對象主要為相關執行人
員。未來將規劃增加提升環保意識的
訓練主題，參訓對象將擴大至全體員
工，並期藉由教育訓練向員工傳達宏
碁的環保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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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產
品事業
群(包
含外派
同仁)

環境溝通管道之建立

z 出版環境報告書
環境資訊之公開乃企業的社會責
任之一，因此我們設置專屬環境管理
聯絡窗口、建置環境網頁、公開產品
的環境資訊、出版宏碁環境報告書，
並積極與國際環保團體交流。

宏碁除透過環境網頁對外公開相
關資訊外，於 2005 年發行第一版宏碁
環境報告書。下階段則開始規劃下一
版環境報告書，以期透過報告書呈現
宏碁的環境績效，讓利害相關者瞭解
我們的努力。

對外溝通管道

z 與環保團體的交流

1.建立環保專屬電子窗口
eco@acer.com.tw
2.建置環境網頁
3.公開產品環境資訊
4.出版宏碁環境報告書
5.積極與國際環保團體交流
6.與國內研究單位合作

我們以積極主動的態度與國內外
環保團體保持資訊交流，如與美國矽
谷毒化物聯盟(SVTC)討論於美國之回
收處理計畫、與綠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討論有害化學物質之使用
等。我們傾聽並尊重環保團體的看法
與建議，透過他們的意見及可能的環
保績效評量活動，檢視與逐步修正我
們的環保政策的方向與做法，以符合
各界對宏碁的環保期待。

z Acer eco e-mail
我們於 2005 年初設置宏碁專屬的
環 保 電 子 窗 口 － Acer eco
e-mail(eco@acer.com.tw)，民眾、員工、
股東、供應商、環保團體等所有利害
相關者都可透過該電子窗口，提出對
於宏碁環境管理相關的疑問、意見或
建議。

z 與政府及國內研究單位合作
宏碁相信環境管理專業的不斷提
升，是確保公司整體環境績效成長的
不二法門。目前我們與財團法人環境
資源研究發展基金會、大學相關領域
之教授專家合作，針對 ISO 14001 環境
管理系統之換版更新作業、環境報告
書之撰寫、綠色供應鏈管理及環境風
險管理等進行合作；亦與財團法人環
境與發展基金會進行 RoHS 符合性驗
證研究之合作。

z 宏碁環境網頁
宏碁的環境網頁於 2005.01 正式
上線，我們將宏碁的環保政策、環境
管理系統、環境管理組織、產品環境
資訊等資訊公開於該網頁。希望藉由
網路無遠弗屆的特性，讓大眾知道宏
碁在環保層面的努力與作法。
宏碁環境網頁網址：
www.global.acer.com/about/environment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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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參與經濟部工業局的兩個
合作計畫，一個為由工研院環安中心
輔導之產品生態化設計與推廣計畫，
另一個計畫為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
基金會輔導之環境管理技術工具輔導
計畫。
我們期待透過與國內研究單位所
建立之策略聯盟模式，能更全面性、
更深入地瞭解與掌握環保議題，進而
以更具前瞻的方式，研擬整體及妥善
的因應策略。

宏碁公司的綠色採購與供應鍊管理說明－
於94.06.13經濟部主辦之歐盟環保指令對
全球採購佈局之影響論壇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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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品質管理

顧客關係
以創新和用心 滿足客戶需求

宏碁品質政策
將零缺點且具有競爭力的
產品及服務準時送達顧客

宏碁一直以來秉持著「以服務為
榮，以宏碁為傲」的信念，為顧客提
供我們的專業服務，並以創新和用
心，滿足顧客的需求，期顧客能以擁
有宏碁產品為傲。

宏碁為提供安全與高品質的產
品，所有宏碁產品在設計階段、量產
前，皆須通過三種產品測試：可靠度
測試、相容性測試與法規符合性測
試。為進一步確保產品穩定性，在產
品量產階段，會針對產品進行 ORT 測
試(On-going Reliability Test)。

為滿足顧客需求，我們以鮮活思
維，全方位追求創新與貢獻，提供顧
客新鮮科技；為得到顧客信賴，我們
對產品品質嚴格把關，提供安全產
品；為使顧客安心，我們提供並建立
完善的顧客服務。

在新產品上市後，會啟動先期警
告系統(Early Warning Program)，隨時
注意產品的狀況，若發現問題，立即
將問題回饋至總部，進行生產中產品
之改善。另外，每週會整理產品維修
報告，該報告中記載產品問題、發生
原因、產生之衝擊，以及解決方式。

宏碁追求顧客的三心

設計階段

需求心

製造階段
銷售階段

安心

信賴心

可靠度測試
相容性測試
ORT測試
法規符合性測試
(功能性及

先期警告系統 穩定度之測試)
技術維修報告

產品測試小常識
可靠度測試：模擬產品在不同環境條件下之使用情形，如高溫潮濕等
相容性測試：軟體相容與硬體相容
法規符合性測試：亦即法規符合度，如 通訊法規、各國安全規格、電磁相容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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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
z

台灣地區之服務活動
在台灣宏碁設有 12 個宏碁直營服
務中心，提供顧客一家購買全省服務
的便利性。另外更設有客服專線電話
與 e-Service，提供產品技術問題諮詢、
送修品維修進度查詢、產品促銷活動
查 詢 等 全 方 位 、 全 年無 休 的 服 務 。

以客為尊的企業文化下，宏碁在
整個產品的售後服務上，以客戶為導
向、以專業為後盾，建立最完善的服
務系統。宏碁之營運據點依地區分為
大中華地區、亞太地區、歐洲中東非
洲地區、泛美地區，於各地區設有服
務據點，希望提供予全球各地的顧客
最完善的服務。

(http://www.acer.com.tw/service/index.htm)

Acer Global Service Infrastructure

n

Canada
Depot

EMEA
HUB
(UK
ICR)

PA
(US Tempo)
n

♠ 中國地區之服務活動
在中國地區自 2004 年 8 月起設立
100 家服務站，以取代過去由代理商或
特約維修據點維修之方式，並成立中
國地區之統一叫修服務專線，皆希望
能提供客戶更為便利之服務。此外，
於中國地區選定 50 個重點城市，提供
桌上型電腦 48 小時快速完修等服務。

UK Depot
Germany Depot
n
n

n

Mexico
Call Center
Depot

Chiba/ACKK
EMEA (Italy Milan)
GC (Beijing)
Italy Depot
GC Depot
n

Dubai
Depot

n

India
Depot

n

HQ/TWN (Taipei)
AAP HUB
(Singapore)

n

AAP (Malaysia)

South
Africa
Depot

n

Australia
Depot

Service Regional HQ
Acer Service Hub
n

Call Center
Acer Repair Depot

而在維修服務方面，各地亦設有
維修中心可進行簡易維修，若遇到技
術面較為困難之問題，則由宏碁服務
總部處理。

z

中國地區之服務活動
宏碁自 2004 年 8 月起於中國地區
設立 100 家服務站，取代由代理商或
特約維修站的方式，只要顧客撥打統
一 叫 修 服 務 專 線 或 利用 網 上 叫 修 服
務，便可直接與宏碁人員取得聯繫。
另外，並承諾於 50 個重點城市實施 48
小時完修的服務。

宏碁全球服務架構
1st tier

RO/NS
Coverage
2nd tier

第一線服務站
( Customer facing/ Help center, On site )
• Service Logistics
Activities

• Service Engineering
Activities
• Service Information
Activities

RO Service Logistics HUB
S/P, RMA

3nd tier

ITBG
Coverage

宏碁服務總部

宏碁服務總部

(Product information, Technical /Quality Support , )

(S/P , Vendor T&C Support)

Vendor Support
• S/P initial buffer , forecast
• S/P LTB
• RMA TAT
• Vendor T&C Management

Vendor Support
• Service Information
• Service Engineering
• Service Logistics

Vendor Service
4nd tier

(Service Development, Technical Support)

( Repair, S/P , RMA ,D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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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歐洲地區之服務活動
歐洲宏碁以買保險之觀念提出延
長保固之服務，消費者可購買長達五
年之 保 固 服 務 ； 在 消 費 者 機 器 送 修
時，歐洲宏碁亦提供暫借機台之擴充
服務；另外亦提供快速維修服務。

員工教育訓練

員工關係

宏碁最大的資產就是每一位員工
的知識與智慧，我們深信員工知識與
智 慧 的 成 長 ， 便等 於 宏 碁 資 產 的 增
加，因此，宏碁十分重視員工的教育
訓練。宏碁教育訓練規劃理念如圖：

尊重多元 培養人才 塑造雙贏的工作環境

宏碁集團全球員工總數達 5000 多
人，在宏碁的經營哲學中，與員工的
關係不是上對下，而是共同創業的夥
伴。對於員工的管理態度，宏碁充分
授權、完全信任、尊重多元、培養人
才、使人盡其才、發揮潛力，結合夥
伴共享利益，創造共同成長。

宏碁核心價值

宏碁營運策略

核心能力

專業訓練體系

在充分信任的前提下，宏碁對於
員工訂定員工行為規範：

通識課程

管理訓練體系

執行訓練
訓練成效追蹤

宏碁員工行為規範
提升營運績效/工作效能

一、重視客戶權益及公司利益，
公私 分明，作決策時以務
實經濟為考量

宏碁教育訓練可分為五種：
(一) 主管管理才能發展訓練：對象
為基層、中、高階主管，協助
主管提升策略思考、落實策
略、問題分析與解決之能力。
(二) 職 類 別 專 業 訓
主管管理
練：發展功能類
才能訓練
別的專業技
職類別
通識課程
能，如供應鏈與 專業訓練
資源管理。
各部門
新進人員
自行安排
(三) 通識課程：共通
訓練
之訓練
的課程為主，如
顧客抱怨之處理技巧、英文課
程、一般性環境教育訓練。
(四) 各部門單位是業務需求自行安
排之訓練，如 ISO14001 環境管
理系統概論，該訓練可為課堂
訓練、在職訓練、派外訓練。
(五) 新進人員訓練。

二、不與客戶爭吵，積極處理
客戶抱怨
三、不洩漏客戶及公司機密
四、盡力保護公司有形及無形
資產
五、積極維護公司信譽，避免
任何負面行為
六、充分了解授權範圍，不擅
自越權
七、應迴避任何可能造成個人
與公司利益之間的衝突，
如有發生應適當揭漏
八、不利用職權，私人收受賄
賂及回扣
九、不利用公司網路系統從事
不當事宜
十、不涉入不法或不當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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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員工活動
每年宏碁各公司的人力資源相關
部門皆規劃各式各樣的活動，在台灣
總部曾辦過的活動有：員工一日/二日
遊、登高、露營、體育競賽、新年麻
將大賽、藝文活動、電影欣賞、媽媽
教室、養生氣功等，美國宏碁每年亦
會舉辦聖誕節派對、郊遊等。希望透
過活動的參與，增加彼此間的互動，
平衡工作與生活。

宏碁核心能力發展重點 - 2005年
高
階
主
管

創新、關懷主張
核心價值:
獲利、 服務、專
業、效率、活力

• 領導變革 •品牌策略

• 人才管理與發展
• 執行與落實策略
• 數字管理與財務分析
• 溝通協調與衝突管理
• 建立高績效團隊

中
階
主
管

2005年策略重點:

•推展全球營運
成功經驗，深耕
全球經銷渠道。

• 基本規劃、協調、執行
及考核能力
• 成本分析與控制

基
層
主
管

•強化供應鏈效
率，提升品牌價
值。
•精準執行數字
管理，追求最高
成本效益。

一
般
同
仁

•專注核心競爭
能力，擴展全球
市場。

新
進

• 組織能力 •全球化策略管理

核心能力

• 品牌管理
• 供應鏈與資源整合
• 英語談判
• 通路管理

• 問題分析與解決

• 工作教導

• 人才甄選與面談技巧
• 顧客互動
• 跨文化溝通
• 商業英文寫作與簡報
• 智財權法令之認識與應用

• 時間管理
• 壓力管理
• 創新思維
• 溝通協調

• Acer 願景 / 核心價值 • 瞭解資訊產品/電子化服務 / 通路事業
• 熟悉組織部門功能

• 具備法務/專利常識

2005年教育訓練架構
核心課程

中
階
主
管

 非財務主管之財務知能(必)

通路管理研討會

 品牌與行銷管理
 新任基層主管養成教育(必)

 問題分析與解決

 非財務主管之財務知能

 工作教導

 人才甄選及面談技巧
 時間管理

 顧客互動模式與抱怨處理

 EQ與壓力管理

 跨文化溝通

創造力激發

 商業英文溝通(含商用email, 會議英文, 英文簡報)
 團隊建立(體驗學習營)  智財權法令策略
• Acer 願景 / 策略 / 核心價值
• 組織

宏碁中東地區於2004年舉辦之員工旅遊

英
語進修班
功
能別專業職能訓練

新
進
同
仁

 PME績效突破的人才管理 (必) 供應鏈管理
 建立執行策略的組織能力(必)  談判技巧演練

基
層
主
管
一
般
同
仁

領導變革
建立執行策略的組織能力
組織創新與科技管理
品牌策略與經銷管理
全球化策略思考

高
潛力 關/ 鍵人才教育訓練
內
部講師訓

高
階
主
管

• 資訊 產品 / 電子化服務 / 通路事業產品及服務
• 法務常識
• Notes及MIS規範

員工福利與活動
馬來西亞總公司於
每年聖誕節舉辦交換禮物活動

宏碁於人力資源總處下設置員工
關係部，扮演為公司傳遞對同仁的關
懷，作為同仁對公司建議的溝通橋
樑，並致力於平衡同仁工作與生活、
促進向心力、增進歸屬感，使每位同
仁以身為宏碁家族的一份子為榮。

員工關係部
(員工關心部)

z

福利委員會
(幸福促進委員會)

舉辦員工活動，
平衡工作與生活

園丁會

其他

同仁與公司
的溝通橋樑

急難救助
諮商轉介
志工隊

員工福利
台灣地區將福利金作為同仁的婚
喪喜慶提撥補助金，另外，除公司主
辦之員工旅遊外，亦設有自助休閒補
助，該項目可為旅遊、健康檢查、捐
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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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宏碁因應美國國內健康醫療
費用急速增加，秉著照顧員工的原
則，規劃保險計畫並製作說明手冊，
提供員工可自行選擇對其最有利的保
險規劃；另外，亦設有學費補助方案，
鼓勵員工至學校進修。
z

園丁會-宏碁總部

為了讓同仁參與公司決策運作，
收集同仁對公司的改善建議，視員工
為夥伴的宏碁成立「園丁會」
，。園丁
會為同仁與公司溝通、互動之平台，
主要目的在於增加勞資互動、討論員
工關係、促進工作條件與員工福利、
提高生產力、提升公司經營效益。
園丁會會長由總經理擔任，園丁
由所有同仁選舉產生，目前園丁共 30
人。園丁會會議每季定期舉辦，針對
公司政策、管理制度等，透過提案方
式進行意見交流與溝通。

園丁會
名稱的由來
宏碁成立之初，
施振榮先生自許為園丁，
灌溉台灣資訊業這片田地，
期使成長茁壯。
(第一屆園丁會會長
－施振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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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科技島；對外則以世界公民之
心態自許，培育國際化人才及加強國
際合作交流，以促進全球經濟繁榮。

社會關懷
貢獻社會 成為廣受各地讚譽的企業

宏碁基金會之發展方向
科技與管理
之研究發展

出版

推廣活動

對外獎助

龍騰論文獎系列活動

其他

國內外交流合作

標竿學院之建置

其他

與外界交流

國內外學術界合作

宏碁每年年終都會舉辦慈善募款
或於發生重大災害時亦會舉辦捐款活
動，以協助災區民眾度過難關。例如
2005 年的南亞海嘯事件, 分布於全球
各地的宏碁同仁均熱烈響應所屬公司
舉辦的募款與捐款活動，台灣宏碁總
公司亦透過行政院新聞局，認養南亞
失親孩童 100 名計 3 年。

獎勵推
廣服務

人才培訓
教育訓練
Acer group

宏碁抱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
於社會」的精神，在「創新關懷」的
服務文化中，藉由企業的資源與號召
力，採取行動，回饋社會，善盡企業
的社會責任，為社會盡一份心力。

宏碁渴望園區
宏碁在 1990 年提出「安家計畫」
，
相信以我們的智慧與能力，一定能夠
開創一個充滿生命力的生活、工作、
休閒、學習與成長的天地。
「渴望園區」
的生活藍圖，就是構建於高品質生活
水準的住家環境、完善的高效能工作
空間，以及滿足終身學習之中。

宏碁基金會
「財團法人宏碁基金會」創立於
1996 年 7 月，乃由宏碁集團各事業單
位 公 司 捐 助 成 立。 基金會 之 任 務 有
三：科技暨管理的研究發展、人才培
訓、獎勵與推廣服務。
我們秉持「心懷科技，放眼天下」
之理想，希望透過知識的研發與人才
之培訓，長期耕耘，並盼觸發各界更
大的力量，為走出國際化的智慧結盟
共同努力。
透過公益事業及人才培訓之推
展，期望對內希望促進國家社會的繁
榮，學術研究水準之提昇，加速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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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園區位於桃園縣龍潭鄉高原
村及三和村海拔 198~303 公尺的銅鑼
圈平坦台地上，面積總計為 172 公頃。
全區規劃為研發
宏碁的理想天地
與教育設施約
渴望園區
6%、工業用
薈萃智慧
創造高附加
地約 21%、
共創未來的 價值產品的
渴望研究園 渴望工業區
住宅用地約
23% 、公園
滿足個人終
珍貴的
提供親子活動
身學習的
與道路約
自然保育區
的中央公園
渴望學習中心
18%、自然保
育區約 33%。

社會服務
志工隊的點點滴滴

z

台灣地區

93/10/26 宏碁志工隊留言版開版
93/11/10 回饋鄉里，捐贈五部電
腦至汐止禮門里
93/11/16 捐贈19箱衣物用品至屏
東山地鄉
93/11/16 捐贈家扶中心10箱物品
93/11/21 回饋鄉里，於汐止社區
關懷協會舉辦之園遊會
中義賣及電腦義診
94/01/19 志工口號票選出爐，
『宏碁愛心 蜂擁而至』
94/01/25 由第三波捐贈之書籍，
分別捐給全省七個單位
94/01/27 義賣蘭花助桃山國小
94/01/27 捐贈60箱衣物用品至屏
東山地鄉
94/02/11 屏東山地鄉實地訪查
94/05/13 屏東縣山地鄉營養午餐
助養計畫
94/06/28 早療協會物資捐贈

宏碁志工隊於 2004 年 10 月成
立，設立宗旨為能讓同仁於公餘時間
與精力，奉獻所長，投入公益服務，
除提供不同部門同仁間及同仁與家屬
的互動機會，增進感情外，更能透志
工活動，增長生活經驗與自我成長，
以回饋社會，善盡企業公民之責任。
目前志工隊成員約有 130 位，以
「智慧志工」為定位，主要活動以 acer
核心事業為主軸向外延展，如網路架
設、電腦維修、軟體設計，並提供弱
勢團體相關協助。此外，也配合福委
會的活動，由志工隊同仁帶領弱勢團
體一起參與。

宏碁志工隊－一份送給施先生的退休禮物

z

中國大陸地區

2000 年宏碁與中國青少年發展基
金會共同舉辦「保護母親河 種樹公益
活動」
，在 2000 年 3 月至 9 月期間，
只要消費者購買一部宏碁電腦，就由
宏碁公司捐出一部分利潤(每台電腦約

♠屏東訪查之旅 (94.02.11)

可種植兩顆樹之捐贈)，代消費者捐給
「保護母親河之綠色希望工程」
。
面積達 2000 畝的宏碁電腦紀念林
位於長江中上游重點生態環境保護
區，以及全國天然資源保護工程的樂
山，由宏碁捐款可種植之樹木超過 10
萬顆樹苗。此外，宏碁另捐贈 100 餘
萬人民幣，以作為長江上游土石流失
嚴重區域之整建。

♠屏東訪查之旅 (94.02.11)-電腦教學

宏碁為第一家參與保護母親河活
動的 IT 企業，我們相信這是回饋消費
者與社會的基本行為，希望藉由宏碁
如此的舉動，能帶領更多業者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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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初創立青少年桌球隊開始，
後續贊助國際殘障選手來台、積極推
廣棒球運動、與一級方程式賽知名車
隊合作等，宏碁持續不斷地支持並贊
助各種運動活動。
本公司歷年贊助之各類體育活動

z 馬來西亞地區
宏碁馬來西亞區總部於每年中國
農曆新年 ，號召馬 來西 亞 的 宏 碁 同
仁，帶著食物、日常生活用品等探視
孤兒院，讓孤兒院的小孩們也能感受
過年的氣氛。

時
間

位於馬來西亞Selangor省的孤兒院

2004

運動/賽事名稱

歐洲

世界盃女子足球賽

泰國

宏碁業餘高爾夫計畫

2003

宏碁中東分公司對於社會關懷亦
不遺餘力，於 2005 年南亞海嘯時捐
款，以救助受難民眾；捐贈杜拜童子
軍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電腦顯
示器等設備；贊助學生組織 AIESEC。

辦地點

一級方程式賽車法拉利車隊
Scuderia Ferrari

中華職棒大聯盟興農牛隊

z 中東地區

主要舉

台灣

一級方程式賽車法拉利車隊
Scuderia Ferrari

歐洲

Indy 3000 賽車

澳洲

宏碁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公開
賽
青少年高爾夫球推廣計劃

台灣

中華職棒大聯盟興農牛隊
台灣大聯盟宏碁金剛隊

台灣

殘障棒球體驗營

台灣

宏碁暑假小金剛棒球營

台灣

一 級 方 程 式 賽車 英 美 車 隊
BAR

歐洲

一級方程式賽車 Prost 隊伍

歐洲

北京申請 2008 奧運主辦權

中國
大陸

1998

曼谷亞運

泰國
曼谷

1997

中國大陸女子桌球公開賽

中國
大陸

1996

墨西哥聖母峰登山隊

1993

桌球夏令營

台灣

1992

新竹地區桌球比賽

台灣

國際殘障奧運選手來台

台灣

青少年桌球隊

台灣

2002

南亞海嘯捐款

2001

體育活動之贊助
宏碁自創立以來支持了多項體育
活動，運動富有活力的特質也與宏碁
的品牌形象相符，運動更是國家與企
業得以在國際舞台嶄露頭角的良好媒
介，其對於人體身心的助益與樂趣，
更值得大力推廣。

墨西哥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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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展望
企業永續經營

永續發展已成為企業經營策略不
可或缺的一環，此亦為宏碁公司願景
之一，我們深信與社會大眾、利害相
關者間的良性互動，乃為永續經營的
基礎。過去，我們因產品及服務與顧
客產生互動；未來，我們將透過更多
企業社會責任的履行，與顧客、地區、
社會發展更密切的關係。

邁向企業永續經營的第一步，我
們選擇從「環境經營」開始做起，宏
碁的短程目標為建立紮實、穩固的環
境經營系統，因此，我們提出未來努
力的方向並承諾達成(具體目標請參閱
「環境管理系統－下階段環境目標」
乙節)，期待各界繼續對宏碁公司不斷
地指導與鞭策，讓我們為更永續的地
球與人類的未來ㄧ起奮進！

強化環境
管理系統
擴大產品
回收處理服務

加強綠色
產品開發

強化環境
溝通平台

加強綠色
供應鏈管理

宏碁未來之環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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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解釋
※按字母順序排列
專有名詞

說明

AIESE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Etudiantsen Sciences
Economiques Commerciales，國際學生組織

BVQI

Bureau Veritas Quality International，國際驗證機構名稱

EMEA
Headquarters

宏碁歐洲、中東、非洲地區總部

EM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環境管理系統

Energy Star

能源之星標章

ePower
Management

宏碁自行研發之電力使用管理軟體

EuP

Directive of Eco-design Requirements of Energy-using Products，

能源使用產品之環境化設計指令

Greenpeace

綠色和平組織

GRI Guidelin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全球永續報告書指導綱領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國際標準化
組織

LDPE

低密度聚乙烯

OSPAR

Oslo and Paris Commissi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預防海洋環境污染的指令

RoHS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歐盟危害物質禁限用指
令

SVTC
TCO 標章

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矽谷毒物聯盟

WEEE

瑞典勞工聯盟系列之標章，顯示器產業最常申請之驗證標章
Waste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歐盟廢電器電
子設備回收指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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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國際企業的宏碁，並為履行永續發展的
企業公民責任，我們於今年發行第一版環境報告
書，作為與外界溝通的新管道，積極地向所有相
關利益者公開宏碁環境資訊。
在此，感謝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金
會與大葉大學環境工程系申永順教授在報告編撰
過程中給予本公司指導與協助，由於這是我們的
第一步，報告書內容難免有不完善之處，盼各界
提供寶貴意見，以作為下一版報告書改善之重要
參考，並期待您持續給予宏碁指教與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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