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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以公平及負責的行為使它的員工、
家庭、社區或地方社會達到經濟發
展、生活素質、社會凝聚、維護環境
品質方面的提升，同時亦在生產、雇
用、投資上，致力於改進雇用與工作
品質，勞資關係如尊重基本權利、機
會平等、無歧視，以及維持高品質的
財貨與服務、人體健康、良好環境。」

序言
二十世紀末期因個人電腦、衛星
及網際網路等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
正以無以倫比的力量帶動世界經濟的
全球化。在全球化潮流的影響下，使
得國家與政府的決策力與影響力減
低，而跨國企業的影響力正逐漸增
大。雖然企業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命
脈，但為了追求成長，企業往往對自
然環境過度需求，造成地球上許多生
態失衡的危機，因此國際間要求跨國
企業承擔起環境、道德及社會責任的
聲浪遂與日俱增。

以往多以道德勸說的方式要求企
業善盡責任，而如今逐漸轉為企業若
無法善盡社會責任，便無法競存的趨
勢。為了能讓企業善盡其應盡的責
任，各類相關的國際規範及國際標準
也一一發展，如包括聯合國全球盟約
(UN Global Compact)、國際勞工組織
公 約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Convention, ILO)、OECD 跨國
企 業 綱 領 、 ISO 14000 、 AA 1000
(AccountAbility) 、 GRI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全球蘇利文原則
及 SA 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等
統稱為「全球八大準則」
。此外，金融
業也逐漸重視企業永續發展的議題，
因此有許多永續性績效指數被發展出
來，例如倫敦金融時報社會責任指數
(FTSE4Good Index)、道瓊永續性指
數(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責 任 投 資 原 則 (PRI ，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赤道原則
(The Equator Principles)等，從上述各
種情勢可探知企業社會責任日益漸增
的重要性。

二十一世紀企業所面對的全球經
營 挑 戰 公 認 為 「 永 續 發 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而達成
永續發展目標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
真誠地履行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過去企
業的責任在於幫助股東們獲得最大利
潤，並將所賺取的營利，透過納稅機
制履行其所應盡的社會責任。而如今
企業責任的定義已逐漸由利己轉為利
他，如世界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
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為「一種企
業為求得經濟永續發展，共同與員
工、家庭、社區與地方社會營造高品
質生活的承諾」。
簡而言之，企業社會責任可分為
「經濟面」
、
「環境面」以及「社會面」
的三個面向。歐盟曾對其做一具體定
義「企業對其利害關係人造成影響時
所應當負起責任的觀念，乃是持續承

綜觀企業社會責任其牽涉的層面
是廣而多樣的，可以說與企業有關的
活動都可以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
而宏碁亦了解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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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於相關議題，將採取循序漸進
的方式，訂定明確目標，並逐步確實
執行。

始，透過全球據點會計準則的統一，
以及供應鏈訂單透明化，在良好的輔
導及管理規範下，與供應廠商培養出
強烈的互信基礎，除有效協助其提昇
技術能力外，也強化了企業整體競爭
力。

以近年國際間最受矚目的環保議
題─全球暖化為例，已成為全球的永續
性議題之一，人為溫室氣體的過多排
放所造成之溫室效應，業已在全球各
地引起諸多氣候異常現象，地球與生
態環境已面臨極大的挑戰。全球氣候
暖化的問題，在 1997 年 12 月於日本
京都簽定議訂書之後，經過 7 年折衝，
該議定書終於在 2005 年 2 月 16 日正
式生效，目前已有一百六十多國簽署
京都議定書，要求全球三十九個主要
工業國家與地區，必須在 2012 年前，
以 1990 年的排放量為標準，減少包括
二氧化碳、甲烷在內的六種溫室氣體
5.2%的排放量。而各國際企業亦莫不
紛紛規劃與推動各項減量計畫。宏碁
雖無從事製造，亦非能源大戶，但我
們深刻瞭解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防止
地球暖化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將由企
業集團本身做起，以生態化設計的理
念，開發節能性高的資訊產品，鼓勵
並要求全球各地之供應商進行節能減
碳的活動，在整體產品供應鏈與生命
週期中，將溫室氣體的排放降至最低。

在非財務績效資訊的揭露方面，
2005 年宏碁啟動環境溝通管道，包括
宏 碁 環 保 專 責 電 子 信 箱
(eco@acer.com.tw)、建立環境網頁、
發行環境報告書，透過這些管道，主
動揭露企業環境管理相關資訊與績
效，包括因應國際環保規範的做法、
綠色供應鏈的管理、產品的環境化設
計、辦公室環保的做法等。此外，宏
碁更積極與國際環保團體交流，包括
綠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以及矽
谷 毒 物 聯 盟 (Silicon Valley Toxic
Coalition) 等 ， 藉 此 了 解 重 要 環 保 議
題，以及外部團體的看法及期待。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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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保生生不息的活力，並對人類做出
最大的貢獻」的企業文化中，彰顯出
宏碁是一個以倫理、責任為文化的企
業。從照顧顧客、員工及股東開始，
在企業穩定獲利的基礎下，宏碁亦抱
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
觀念，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以達企業
永續經營的目標。

在「OECD 多國企業指導綱領」
一般政策原則中提及：企業應定期公
開具可信度的資訊，第一為充分揭露
公司重要事項，如業務活動、公司結
構、財務狀況及公司治理情形等資
訊；第二為非財務績效資訊作完整適
當的揭露，如社會、環境及利害相關
人等資料，這與宏碁的理念及做法不
謀而合。宏碁從財務績效透明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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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簡介
繼2005年8月出版第一版宏碁環
境報告書後，持續出版「2007宏碁環
境報告書」，將宏碁在2005下半年至
2006年間，於企業經營、環境保護、
社會貢獻等三面向之努力進行摘要介
紹，透過這本報告書，可以瞭解宏碁
履行企業社會責任之作法與成果。

7.

8.

本報告書係參採2006年GRI頒布
永續報告書指引最新版本G3編撰，遵
從該版本著重之內容清晰度與務實性
之報告原則，揭露更符合利害關係者
所期望的資訊內容，並透過本報告書
製作過程觀察缺失與不足，持續善盡
並執行宏碁之企業社會責任。

為接續2005宏碁環境報告書，本
報告書所揭露主要資訊期間為2005年
8月1日至2006年12月31日，揭露之資
訊地區以宏碁台灣地區為主，惟部分
員工關係與社會關懷包含全球其他區
域之資料。本報告書內容包括：
1.
2.
3.

4.

5.

6.

員工關係：宏碁對於員工照
顧、教育訓練、維護職場安全
衛生、辦公室環保之做法。
社會關懷：說明 2006 年宏碁回
饋社會之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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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之瞭
解。

宏碁董事長與總經理對於企業
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之理念。
2006 年宏碁經營情形之概要。
ISO 管理系統：2006 年宏碁品
質與環境管理系統運作情形與
成果、2007 年環境保護面之目
標。
產品環境管理：2006 年之執行
績效，如節能產品之開發、產
品有害化學物質之限用管理
等。
綠色供應鏈：宏碁對於供應商
在環境保護面之系統化管理的
相關做法。
顧客關係：宏碁產品品質管理
與客戶服務。

1.本報告書可於
http://www.acer.com/about/
sustainability.htm 下載
2.關於本報告書之任何疑問，
可以email方式與我們聯繫
eco@acer.com.tw
3.本報告書參採GRI (G3)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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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宏碁的企業社會責任。因此，宏
碁之永續願景乃為追求經濟成長、環
境保護與社會福祉三贏的企業永續經
營與發展。

經營階層聲明
─ 董事長 的話
宏 碁 自 2000 年 底 進 行 企 業 轉
型，擁有國際化運作的經營團隊，專
注於資訊產品行銷服務，發展出獨特
的「新經銷營運模式」 (New Channel
Business Model )，充分掌握品牌、行
銷、技術與產品、全球運籌、服務能
力及了解消費者需求，並與合作夥伴
分享利潤，使得企業競爭力能夠不斷
提昇，2005 年 Acer 品牌已躍升為世
界第四大 PC 品牌，現進而持續以爭取
2007 年躋身世界前三大 PC 品牌為目
標。

企業社會責任所牽涉之層面極為
多廣，以近年國際間最受矚目的環保
議題─全球暖化為例，已成為全球永
續性議題之一，人為溫室氣體的大量
排放所造成之氣候異常變遷及生態災
害，已逐漸出現，世界上沒有任何國
家及人民可以不受到地球暖化帶來的
生存威脅，更沒有人可以免除減碳抗
暖化之責任。宏碁本業為品牌公司，
雖無從事生產製造，但我們深知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防止地球暖化的重要
性，因此，我們將由公司本身做起，
並藉由全球供應商的管理與要求，致
力於節能產品的開發，以減少在整個
產品生命週期間所排放之二氧化碳
量。

在事業版圖日漸擴大的同時，宏
碁也深深體認到身為國際企業所背負
的社會責任日益加重，除追求企業成
長之外，更致力於企業永續發展，期
以宏碁與供應商夥伴共同於科技研發
上的努力，尋求能滿足現今需求的發
展，且不危害後代子孫所需資源之技
術與經營方式。

宏碁將持續秉持「創新關懷」的
品牌精神，以創新與前瞻的科技服務
全世界顧客，並追求利潤及企業穩定
成長，以保障員工及股東的福祉，更
會將關懷的心擴展到環境保護、人權
維護、供應商管理、社區互動、社會
公益，以及毎個受到重視的國際環保
與永續議題，期望以更全面性、系統
化地逐步建構推動有效的工作機制，
並啟動各項活動與方案，朝企業永續
經營與發展的目標邁進。

2006 年宏碁創業滿三十週年，回
顧過去宏碁帶領及見證了台灣資訊電
子產業發展的歷程與轉型，在所有宏
碁人共同努力之下，使得宏碁不斷成
長與茁壯。而在立下晉升世界前三大
品牌目標的同時，宏碁深知為達永續
經營與發展之目標，健全的經濟成長
為不可或缺的條件，因此宏碁永續經
營的理念乃架構於一個穩定獲利、持
續成長的企業體質下，經由經濟、環
境及社會等三個層面，以積極的態度

王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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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產品國際環境規範方面
 宏碁環保小組持續因應歐盟
RoHS 與 WEEE 等指令之執
行。
 響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致力
於節能產品之研究，持續進行
歐盟 EuP 指令之因應工作。
z 產品化學物質管理方面
 訂定宏碁預防原則。
 訂定並公布 宏碁產品限用物質
管制指南。
 與工研院合作，展開 HSF 計
畫，以評估特定有害化學物
質，積極尋求替代物質與技
術，並致力於目標期 程內該有

總 經理的 話
全球視永續發展為使命的現今，
宏碁將企業永續經營視為努力的目
標，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則是宏碁
生生不息的關鍵。宏碁將企業社會責
任的觀念融入企業文化，讓同仁在工
作時，自然地從社會責任的角度思
考；並將全面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落
實，包括帶給顧客環保、創新、有競
爭力的產品與服務、提供員工健康舒
適的工作環境與維護人權、致力遵守
國際環保相關規範、並且積極回饋社
會造福人群，充分展現宏碁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朝向永續經營與發展的決
心。

害化學物質之限用/禁用。
 現階段我們承諾 2009 年所
有 宏碁新產品將禁用聚氯

目前，宏碁在社會責任政策主軸
包括穩健經營、財務透明度、關懷環
境，並追求企業與利害相關者的雙
贏。除了照顧顧客、員工及股東外，
最重要的是必須確保社會大眾的權益
及福祉。在企業穩定發展的同時，環
境保護亦為宏碁首要任務之一。

乙 烯 (PVC) 、 溴 化 阻 燃 劑
(BFRs) 和 鄰 苯 二 甲 酸 酯 類
(Phthalates)之有害物質。
z 回收計畫之評估與執行：宏碁配合
各國法令制度執行各種形 式之回
收計畫，除此之外亦展開如下計
畫：
 宏碁印度已於 2006 年 1 月展開
自主回收計畫。
 台灣廢資訊物品處理廠之深入
訪談。
 美國 EPA 主導規劃之 Plug-in
to eCycling 計畫之評估。
z 綠色供應鏈之持續管理與查核。
z 環境溝通方面
 宏碁 環境網頁改版為宏碁永續
網頁，保持每季更新的頻率。
 持續與相關利害者對話，主動
進行交流與溝通。
 環境報告書之編撰。

秉持 ISO PDCA 的精神， 2006
年持續落實與推動各項環境管理事項
並啟動永續機制，承諾未來在追求利
潤成長的同時，將以更有組織性、系
統性、更宏觀的角度，履行對顧客、
員工、股東、合作夥伴，以及社會、
環境的責任與義務，並持續進行各層
面的社會貢獻，以達企業永續經營之
願景。宏碁於 2006 年積極推動之各項
環境管理事宜：
z 環境系統管理方面，持續
ISO 14001 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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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07 年，將持續推動宏碁永
續經營管理、擴展與提昇宏碁社會公
益之參與、持續於環境管理面的落實
與推動。宏碁承諾未來在追求利潤成
長的同時，將以更有組織性、系統性、
更宏觀的角度，履行對顧客、員工、
股東、合作夥伴，以及社會大眾、生
態環境的責任與義務，並持續進行各
層面的社會貢獻，以達企業永續經營
與發展之願景。在國內外各界的期許
下，我們將懷著善盡社會責任的使命
感，帶領者宏碁人繼續往下一個三十
年的歷史里程前進。

蔣凡可．蘭奇（Gianfranco Lanci）

6

2007 年宏碁環境報告書

 2002~2006 年宏碁合併營收

企 業經營

單位：US$ billion
12

宏碁於 1976 年成立，於 2000 年
轉型為品牌營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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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營運區域劃分為中國暨香港地
區、台灣地區、亞太地區、歐洲及中
東非洲地區、泛美等五大地區，營運
總部為位於台灣之宏碁股份有限公
司，2006 年全球員工約 5,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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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品牌與產品多獲肯定，Acer
品牌連續八年獲得「讀者文摘非常品
牌」調查金牌獎的肯定，並再度榮膺
為亞洲地區最佳電腦品牌。根據調查
結果，宏碁在電腦類別脫穎而出，成
為最受亞洲消費者喜愛與最具代表性
的品牌。在產品方面，2006 年亦獲得
許多獎項。

宏碁主要產品包括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掌上型電腦、伺服器、
液晶顯示器及數位家電(digital home)
等資訊產品，主要服務對象包括個人
消費者、企業、政府單位。宏碁持續
以新經銷營運模式，以穩健的步伐創
下佳績，2006 年晉身全球 PC 排名第
四名、全球市占率 5.9%，合併營收達
113 億美元。
產品

型號

國家

桌上型
電腦

Aspire E 系列

德國

德國北威設計中心

Red Dot 設計獎

德國

International
Forum
Laptop Magazine
工業設計促進會
工業設計促進會

iF 設計大獎

筆記型
電腦

TravelMate 8200
Ferrari 1000
Ferrari 5000

美國
日本
日本

AL2423W

馬來西亞

2006

單位/媒體

PC.COM

AL2032WA

馬來西亞

5 系列

德國

數位相機

CU-6530

台灣
德國

HardWare
Magazine
PC PRO
International
Forum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德國北威設計中心

伺服器與
儲存設備

Altos G530

澳洲

PC User

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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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Editors’ Choice
Good Design 設計大獎
Good Design 設計大獎
PC.COM Choice
Award
Silver Award
Recommended
iF 設計大獎
優良設計產品獎
Red Dot 設計獎
Best products of 2006

2007 年宏碁環境報告書
 2002~2006 年 PC 出貨量

經 營策略 與管理

單位：千台
資料來源：Gartner Dataquest

宏 碁 自 2000 年 轉 型 為 品 牌 服
務，宏碁經營團隊採取「三一三多策
略」及「新經銷營運模式」
，讓宏碁品
牌於國際市場迅速成長，2006 年已成
功位居世界第四大個人電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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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除在歐洲表現亮眼外，在其他
國家的表現亦十分傑出：
 整體個人電腦銷售市佔率第一名
的國家：馬來西亞、台灣、泰國、
義大利、捷克、俄羅斯。
 整體個人電腦銷售市佔率第二名
的國家：越南、印尼、奧地利、
丹麥、法國、西班牙、波蘭、東
歐。
 產品別與地區別營收比例─

「新經銷營運模式」則是有別於
以往層層庫存之物流方式，將宏碁產
品直接由供應商送至經銷商手中，如
此不但能降低庫存成本，更能彈性因
應市場需求。宏碁透過此模式成功地
開拓歐洲市場，目前正積極地將創新
的經銷營運模式拓展到歐美以外的地
區，以健全落實全球化的經營。
z

10133

10000
6000

所謂「三一三多」的經營策略，
「三
一」亦即「一個公司、一個品牌、一
個全球團隊」
，雖然宏碁有不同的產品
事業群及各海外地區分公司，皆視為
一個團隊。因此宏碁成立一個全球決
策委員會，該委員會成員包括各產品
事業群的總經理、各地區的總經理及
營運總部高階主管；而「三多」則為
「多供應商、多產品線、多通路」的
營運模式，積極整合供應商與通路夥
伴的資源，降低成本，有效提升企業
競爭力。

14046

14000

2006 年 IT 產品營收 98.8 億美元
Notebooks
58%

Desktops
15%
Others
8%

經營績效

Displays
19%

EMEA
61%

宏碁 2006 年合併營收達 113 億美
元，已晉身全球 PC 排名第四名，而宏
碁筆記型電腦於歐洲地區已躍升第
一、全球第三之排名，2006 年全球 PC
出貨量與 2004 年相比呈現倍數以上
之成長。

Taiwan
4%
China & HK
5%

8

Asia Pacific
13%

America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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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企業文化
以客為尊之經營哲學
z 追求績效和品質，贏得客戶滿意
z 善用資源，薄利多銷
z 創造速度與成本優勢
z 貢獻社會
z 科技商品化對人類的貢獻比科技
本身更大

「我們以『鮮活思維』
，全方位追
求『創新』和『貢獻』。提供『鮮活』
科技，讓人人能夠享用；用速度、彈
性、零閒置的運籌體系，迅速將最新
產品送到客戶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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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貢獻智慧之經營哲學－不留一手的師傅
z 小老闆的成就
z 挑戰尖端科技
z 永保創業精神
z 挑戰困難、突破瓶頸、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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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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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活思維

宏碁
生命力

人性本善之經營哲學－團隊精神
z 授權
z 信任員工
z 替員工付學費
z 集體創業、全員入股
z 誠信，攤著牌打牌
z 滿足員工挑戰困難的企圖心
z 自動自發、自我激勵

永續文化

人性本善
貢獻智慧

z 光明磊落地追求名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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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文化

顧客為尊
平實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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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環境管理面，宏碁透過
ISO14001 評估所有對於環境衝擊可
能性，其涵蓋範圍從設計、製造、供
應商管理、銷售市場及售後服務的產
品生命週期。宏碁建立符合企業本身
特性之系統化環境管理制度，以預防
污染與妥善管理為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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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管理系統
宏碁將 ISO 標準作為改善內部
程序的工具，宏碁之品質與環境管理
系統係遵照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之
9001 號與 14001 號標準。
宏碁藉由 ISO9001 之品質管理
系統，確保與提升產品與服務之品
質，並秉持 ISO9001 精神為針對所有
影響品質成效的活動給予整體的管理
進而達到顧客滿意之目標。
z

z

宏碁環境政策

作為一個電腦及其周邊設備全球
供應商，我們瞭解到它的產品，服務
及活動都可能影響到整個生活環境。

宏碁品質政策－ 將零缺點且具競



爭力的產品與服務準時送達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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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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減少對環境的衝擊，我們
致力於各種能源之節省，及執
行相關產品廢棄物的回收。此
外，我們也儘可能採用低污染
技術並謹慎地挑選原料和供
應商以防範污染
我們承諾遵守所有相關的環
境法令及規章。
我們承諾要執行持續改善與
預防污染。

2007 年宏碁環境報告書
z

z

宏碁環境管理團隊
宏碁於 2004 年由董事長領軍，將
分布在世界各區域營運總部的管理團
隊組成宏碁環境管理委員會，且由台
灣宏碁的資訊產品事業群與其他各地
區的營運總部組成相關行動小組，透
過各單位的合作以統籌並落實執行宏
碁的環保政策。所有宏碁員工都將遵
守環保法規、宏碁環境政策，以及配
合宏碁推動的各項環保措施。

產品設計

溝通

配合法律與市場需求
減少能源消耗
減少有害物質使用
製程條件與稽查
供應商能力條件

網頁資訊揭露
與各界溝通
股東說明
績效年報
各地法規調查

ISO 推行委員會
為能有效執行品質管理系統與環
境管理系統，並持續改善。宏碁 ISO
推行委員會於 2006 年召開六次研商
會議，主要討論議題，如表 S-1。此外
更舉辦國際環保趨勢、國際電子資訊
業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與標竿學習等
課程，如表 S-2。
表 S- 1 ISO 推行會議內容
會議

各部門管理者

環境管理系統

減少廢棄物產生
污染預防
產品回收計畫

法規資訊更新
供應鏈管理
風險管理
員工教育訓練

與會人員

a. Schedule planning 管理代表、
第一次會 b.品質目標設定
幹事
議(4/26) c.進度報告
d.告知環境考量面評分
第二次會 a.環境考量面評分與討 管理代表、
議(6/01)
論
幹事
a.作業規範更新與討論 管理代表、
第三次會 b.重大環境考量面決定 幹事
議(7/05)
討論
c.設定2006環境目標
管理代表、
第四次會 內部稽核初始會議(行程 內稽人員、
議(8/23) 說明)
幹事、驗證
受稽核人員
管理代表、
內稽人員、
第五次會
受稽核部門
內部稽核總結會議
議(9/13)
主管、各幹
事、驗證受
稽核人員
總經理、管
第六次會
理代表、處
管理審查會議
議(9/27)
級主管、幹
事

委員會

回收&再使用

會議內容

ISO之運作管理
宏碁視 ISO 管理系統為企業品質
與環境管理事務之綜理平台，並設有
ISO 推行委員會，針對相關議題進行
規劃、管理、執行及審查。ISO 推行
委員會透過系統化之品質與環境管理
作為，協助瞭解與掌握現況，鑑別出
品質考量面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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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S- 2 環境管理教育訓練
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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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對象

國際環保趨勢(8/08)

外部專家 台灣總部成員

國際電子資訊業企
業社會責任之推動
與標竿學習(8/08)

外部專家 台灣總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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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溝通

z

與環保團體交流
我們以積極主動的態度與國內外
環保團體保持資訊交流，如與綠色和
平組織(Greenpeace)、美國矽谷毒化
物聯盟(SVTC)討論於關於廢棄產品之
回收處理、有害化學物質之限用管
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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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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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Acer eco e-mail
宏 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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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國內外研究單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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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與專業團體之合作，
是確保執行方向與方法能與國際接軌
的最佳捷徑。2005 下半年至 2006 年
底，宏碁與各國內外研究單位合作摘
要如下：

z

宏碁永續網頁
宏碁環境網頁於 2005 年 1 月啟
動，後續為更完整地揭露非財務之相
關資訊，讓各利害相關者更瞭解宏碁
之永續理念及做法，於 2006 年 3 月將
原宏碁環境網頁改版為宏碁永續網
頁，並於每季定期更新。

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研院
─ EuP經驗建置
•2006年 台 灣印刷電路板協會
─ BFRs於印刷電路板之應用
與 替代技術等
•2006年 財 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
基 金會
─ 環境資訊溝通管理
•2006年 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 HSF計畫 (有害化學物質之
限 用評估 )
•2006年 財 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中心
─ 最新塑膠材之相關資訊
•2006年 美 國環境保護署
─ 印刷電路板耐燃劑夥伴計畫
•2005年

•宏碁永續網頁(英文版)
http://global.acer.com/about/
sustainability.htm
•宏碁永續網頁(中文版)
http://global.acer.com/t_chinese/
about/sustainability.htm

z

宏碁環境報告書
接續 2005 年出版宏碁環境報告
書，宏碁更於今年參考 GRI G3 版出版
2007 年宏碁環境報告書，揭露宏碁永
續理念，並透過報告書呈現相關績
效，讓利害相關者瞭解我們在企業發
展、環境保護、社會關懷三面向之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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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產品回收處理服務
在產品回收處理服務方面，宏碁
配合歐盟 WEEE 指令採取相關措施
外，2007 年宏碁將評估於美國、印度、
台灣地區自願回收計畫之可行性，美
國方面先規劃透過美國 EPA 主導之自
願 性 自 主 回 收 計 畫 － 「 Plug-in to
eCycling」，以瞭解計畫運作及成效。

2007環境管理目標
為致力於環境保護，落實環境管
理工作，宏碁設定五大面向：環境管
理系統、綠色產品開發、產品回收處
理服務、綠色供應鏈管理、環境溝通，
每年宏碁將依據這五大面向，進行各
子目標之設定並予以執行。2007 年宏
碁環境管理目標訂定如下：

z

綠色供應鏈管理
為使綠供應鏈管理更為完整，規
劃於 2007 年整合宏碁綠色產品與管
理系統面之要求，使其更為嚴謹與全
面。

z

落實環境管理系統之運作
宏碁視 ISO 環境管理系統為企業
環境管理事務之綜理平台，因此將秉
持 ISO PDCA 精神，持續落實該系統
之運作，包括定期召開 ISO 推行委員
會會議、ISO 推行委員會成員之教育
訓練、內部稽核與外部稽核之實施。

(1) 綠色產品：重新檢視並整合現行所
有國際環保規範，將其納入新綠色
產品要求。
(2) 管理系統：除現行要求之品質與環
境管理系統外，將逐步要求供應商
符合 OHSAS18000 與 SA8000 之
相關規範。
(3) 環境資訊：因應 EuP 指令要求及溫
室氣體減量之要求，將逐步要求供
應商提供相關資訊。

z

綠色產品之開發
2007 年宏碁綠色產品開發將著重
於 HSF 計畫(亦即產品無害化計畫)之
執行。宏碁 HSF 計畫於 2006 年展開，
我們承諾 2009 年所有宏碁新產品將
禁 用 聚 氯 乙 烯 (PVC) 、 溴 化 阻 燃 劑
(BFRs)和鄰苯二甲酸酯類(Phthalates)
之有害物質。2007 年宏碁將與供應商
共同努力，尋找替代物質與技術，朝
所設定之目標前進。

z

環境溝通
2007 年在環境溝通方面，宏碁對
內將持續辦理國際環保趨勢等相關教
育訓練課程；對外暢通環境溝通管
道，包括：
(1) 隨時蒐集並掌握國際環保規範最
新動態；
(2) 與 Greenpeace、SVTC 等環保團
體維持良好之互動關係；
(3) 定期於宏碁永續網頁揭露相關資
訊。

另外，為因應 EuP 指令，2007
年宏碁將與工研院合作，開始啟動宏
碁產品 ECO Profile 之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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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產品節能與省能之研發，如開發產
品電力使用管理軟體－Acer ePower
Management，可讓使用者依據不同的
工作情境進行最佳化電源管理，使電
池使用時間發揮到極致。2006 年 Acer
品牌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顯示
器皆取得能源之星省電標章。

產品環境管理
宏碁深知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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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產品設計的階
段，即以「減少環境負荷」的角度來
思考規劃。

z

因應能源之星改版
為符合國際間對於產品能源使用
效率要求之提升，美國能源之星針對
該規範進行檢討與更新，以更嚴格之
標準要求申請認證之產品，新版規範
將自 2007 年 7 月 20 日起生效。

在產品設計階段，我們以產品生
命週期為基礎，同時因應國際環保趨
勢進行設計。在面臨全球暖化現象，
宏碁為盡一份心力，致力於開發減少
二氧化碳排放之節能產品；為避免有
害化學物質造成環境危害，宏碁進行
有害化學物質管理並規劃特定有害物
質之限/禁用評估；為使產品廢棄後易
於回收處理，宏碁除進行易拆解設計
外，更配合各國回收相關法令進行廢
棄產品之回收處理。

以往能源之星，對於桌上型電腦
與筆記型電腦僅要求其休眠模式之耗
能，新版規範除對於該模式設定更為
嚴格之耗能要求外，更新增對於待命
模式與閒置狀態之耗能要求。
宏碁為因應新版能源之星的要
求，自 2006 年第三季開始，除積極蒐
集改版相關資訊外，更與供應商共同
致力於主機板之改良、電源供應器轉
換效率之提升，以及產品能源管理之
強化，目前約 80%的筆記型電腦以可
符合新版能源之星之要求。

以下從「省資源/能源設計」、「有
害物質限用管理」
、
「易拆解設計」
、
「產
品包裝設計」、「產品回收」、「產品環
境資訊」
、
「綠色供應商管理」等面向，
說明宏碁落實減少產品環境衝擊之做
法。

Veriton 2800
1.宏碁商用電腦第一型
的無鉛產品。
2.省空間設計：體積
較上一代機型
小約30%。
3.省資源設計：
原材料的使用與前一代相比節省40％，
重量減輕約1.6公斤。
4.省能設計：待機狀態能源效率由76.9﹪
提升至81.54% 、運轉時能源效率由
76.2%提升至80.99%。
5.低噪音設計：Veriton 2800待機時噪音
量為29.5dB (歐盟Eco-Label標準40dB)

省資源/能源設計
宏碁一直以來致力於產品的省能
設計，自 1992 年我們即已推出具備
多媒體功能與自動電源管理系統的
AcerPAC 個人電腦、於 1993 年已獲
頒美國能源之星標章。
隨著地球溫暖化現象日趨嚴重，
響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宏碁更致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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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歐盟 EuP 指令之經驗建置

歐盟於 2005 年 7 月 6 日正式
公 告 建 立 使 用 能 源 性 產 品
(Energy-using Products)生態化設計
要 求 的 新 EuP (Eco-design

宏碁為掌握此國際趨勢，於 2005
年 7 月開始與經濟部工業局及工研
院環安中心合作，進行生態化設計指
令產品案例研究，主要目的為宏碁
EuP 指令標準作業流程之經驗建置，
以及檢視現有產品環境管理系統，以
使宏碁產品之綠色設計更為完善。

Requirement for Energy Using
Product) 指令，並已於 2005 年 8
月 11 日生效。

Acer Morar之EuP經驗建置

產品回收率估算
1.產品主要材質：
塑膠類33.12%、金屬類17.62%、
混合類18.35%
2.依據歐盟WEEE指令估算之回收率
Reuse + Recycling Rate：70.2%
Recovery Rate：96.2%

環境實際效益
1.噪音防治設計：
(1)待機：< 35dB(A)
(2)存取硬碟驅動器：< 40dB(A)
2.無害化設計：
(1)顯示器水銀量小於5mg(符合
RoHS指令要求)
(2)BFR與PVC將逐年替換
3.省能設計：
(1)省能模式轉變時間小於15分鐘
(2)OFF狀態耗能小於2瓦特
(3)電源線最大耗能小於0.75瓦特
4.使用階段減少5.78%之環境負荷
5.待機階段減少55.78%之環境負荷
※第4、5點係以歐盟Eco-Label規範
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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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升迷你電腦

1.省資源設計：體積為傳
統PC的1/10大小，重量
小於3kg，面積小於A4，
厚度僅6cm。以一百萬
台計算，減少257.5公

噸之主機板材料使用量
2.省能設計：與傳統桌上型電腦相比，可節省能源之耗用
達48%，換算電力使用，每年可節省303Kwh
3.易拆解設計：考量維修與產品廢棄後回收再利用的便利
性，只要拆兩顆螺絲，便可進行基本的設備更換與維護
4.省包裝設計：與傳統桌上型電腦相比，可節省達
49.35%之包裝材。以一百萬台為計算基礎，可減少
721公噸之廢包材的產生，等同於避免 14,420棵高8公尺、
直徑16公分的原木被砍伐。
5.運輸省能：由於體積小除節省許多包裝材外，同時大幅
減少運輸時的能源消耗，提升約2.6倍的運輸效能。

有害物質限用管理
宏碁以保護環境安全為己任，對
於產品可能使用或生產過程可能使
用，且具影響環境安全的化學物質皆
小心以對，我們秉持預防原則之精
神，並遵守各相關對於特定化學物質
的規範。

因應國際環保對化學品使用日漸
嚴格之趨勢及加強管制產品中各類化
學品之使用，尤其是已列為有害化學
物質者，宏碁以系統化管理機制來確
保各供應商皆能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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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溝通宣導、製程原物料盤查、轉
換與確認。

宏碁預防原則
1.經有權鑑定機關及事證證實確會對生態
系統和人類健康造成不可逆轉的危害時
，本公司絕對禁止繼續使用該物質。
2.若該物質在現階段科學技術無法直接證
實其不可逆轉之危害時，本公司將採取
積極行動，評估未來是否須限用或禁用
該化學物質。
3.若有適當且安全之替代物質，本公司將
使用該替代物質；若尚未有適當且安全
之替代物質時，本公司將積極研究調查
以尋找替代物質。
4.若有爭議時，宏碁將以負責任之態度，
主動蒐集並提供相關證明。

為確保宏碁產品能符合歐盟
RoHS 指令之要求，宏碁透過綠色物
料清單(Green BOM)進行供應商使用
六項限制物質(鉛、鎘、汞、六價鉻、
多溴聯苯、多溴聯苯醚)之物料盤查，
以掌控使用原料之轉換程度；而為確
保供應商提供相同品質之能力，亦針
對主要元件供應商進行產品品質確認
管理(QPA)。

宏碁有害化學物質管理系統係隨
著國際現況與需求，以循序漸進方式
逐步改善並趨於完整。第一階段因應
國際環保規範要求(如 RoHS 指令)，建
立初始之有害化學物質限用管理清
單；第二階段經與相關利害者溝通，
建立除法令規範要求之限/禁用物質
外，另自行針對三項有害化學物質啟
動 HSF 計畫，尋找其替代物質與替代
技術。

另外，在完成綠色物料清單清查
與產品品質確認管理後，宏碁則針對
供應商進行系統品質確認管理
(CAS)，其主要內容包括產品之檢測與
抽測，以及現場稽核管理兩部分。
經過如此完整的管理系統運作
下， 2006 年 7 月 1 日起所有宏碁產
品皆已符合歐盟 RoHS 指令。宏碁更
與外部第三單位合作執行符合 RoHS
之檢測作業，其結果亦證明該型宏碁
產品符合 RoHS 指令。

第三階段為全面性管理具環境危
害風險較高之有害化學物質，訂定產
品限用物質管制指南，建立篩選原則
與評估重點，及早針對風險較高之有
害化學物質進行替代評估。第三階段
之管理乃統整第一與第二階段，進而
形成較完善之有害化學物質管理制
度。

宏碁m300系列之PDA手機經 Nemko檢測，其檢
測結果符合歐盟RoHS指令

z

歐盟 RoHS 指令之因應
自歐盟 RoHS 指令公告以來，宏
碁成立專責全球環安團隊，一方面在
歐洲蒐集並掌握各國相關法規與相關
資訊，一方面在台灣總部成立環安小
組，針對各產品線與主要元件供應商
17

2007 年宏碁環境報告書
z

Phthalates 使用的基線資料，讓產品
更具環保效益。

HSF 計畫 (Hazardous
Substance Free Plan )

宏碁深知在整個事業營運過程
中，產品之製造與廢棄產品之處理為
造成環境衝擊的主要兩個階段，基於
「 個 別 製 造 者 責 任 ， Individual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IPR」的概
念，宏碁將其廣義解釋，從設計階段
原材料之選擇開始便考量減少有害化
學物質之使用。

對外則尋求環保專業機構之技術
輔導，結合環保專業和產品製程技術
特性，期於短時間內，達成產品無害
化的目標。自 2005 年起宏碁陸續與相
關團體合作，如加入台灣印刷電路板
協會並參與印刷電路板規範研究委員
會，共同促進台灣廠商參與印刷電路
板國際規範之制定及相關國際會議之
參與；2006 年積極參與美國環保署印
刷電路板中耐燃劑的夥伴計畫

因此，在有害化學物質之使用
上，宏碁除遵循環保法令及國際公約
規範，亦尊重關心有害化學物質使用
之環保團體的意見，以謙虛之態度採
納相關建議，而宏碁 HSF 計畫(無害化
計畫)便是在這種模式中誕生。

(Flame Retardants in Printed Circuit
Boards Partnership)，以隨時掌握印刷
電路板環境化設計的發展現況與設計
規範。
另外，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長期合作，借重其具多重產業技術
領域之應用成果，及其在環保專業技
術領域與塑膠材料開發上累積多年之
技術能量，共同推動並落實 HSF 計畫。

2006 年依據宏碁預防原則訂定
HSF 計畫，且於現階段選定聚氯乙烯
(PVC) 、溴化阻燃劑 (BFRs)和鄰苯二
甲酸酯類(Phthalates)作為無害化設計
和有害物質替代之對象物質。在新產
品的替代技術不影響其品質、安全
性、可靠信賴性及對人體安全或環境
風險加重的前提下，我們承諾 2009 年
所有宏碁新產品將禁用 PVC 、BFRs
和 Phthalates 之有害物質。

2006 年 HSF 計畫啟動之初，為
讓供應商確切了解本計畫之目的，宏
碁於 2006 年第二季召開三場次說明
會，以詳細說明盤查作業之做法，同
時清楚宣誓 PVC、BFRs 和 Phthalates
禁用時程。

為了達到 2009 年所有宏碁新產
品禁用 PVC、BFRs 和 Phthalates 等
有害物質之目標，對內透過系統供應
商與主要元件廠商共同配合與合作，
協助宏碁執行 HSF 計畫之各項作業，
期望藉由各項產品 PVC、BFRs 和
Phthalates 的使用現況的盤查，開始
建 立 各 項 產 品 PVC 、 BFRs 和

HSF 計畫最重要也是最初始之階
段為盤查作業，由於盤查範圍涉及上
游供應商提供之原物料，而盤查過程
中，多數供應商反應中、上游供應商
之資料取得困難。因此宏碁著手規劃
並於 2006 第三季開始拜訪主要原材
料之上游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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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切瞭解各原材料之化學物質
使用與最新技術情況，2006 年下半年
宏碁總計拜訪了塑膠原料上游供應商
四場次、主機板原料上游供應商五場
次。至 2006 年底 HSF 計畫成效包括：

宏碁未來限用物質之
篩選原則與評估重點
※篩選原則
1.對環境、健康或安全方面有嚴重影響者。
2.可能需要進行有害廢棄物管理者。
3.廢棄產品進行處理時，可能產生對環境嚴
重負面影響者 。
4.確實被使用於資訊產品中。

※完成HSF計畫說明會之辦理，計三場次
※陸續整理並確認各供應商盤查結果

※評估重點
1.技術之可行性。
2.限用或禁用該物質對於產品品質與安全之
影響 。
3.替代技術對環境之負面影響。

※塑膠材上游供應商拜訪三家(四次)、
主機板上游供應商拜訪五家(五次)
※瞭解與蒐集原材料使用現況、上游供應
商現階段替代物質相關技術與研發情況
z

而與供應商共同進行替代物質測
試，確定替代技術不影響產品的品
質、安全性、可靠度及對人體健康或
加重環境衝擊後，則明確訂定限用/禁
用時程之物質則為「已確立限用時程
之未來限用物質」。

產品限用物質管制指南

宏碁於 2006 年訂定「產品限用物
質管制指南」
，以統籌管理產品有害物
質之使用與評估，並嚴格要求各供應
商須符合該指南之相關規範。

宏碁有害化學物質管理清單
※禁用物質

該指南將化學物質分為禁用物
質、現行限用物質及未來限用物質三
部分，而未來限用物質又分成「已確
立限用時程」及「評估中」，「未來限
用物質」將以預防原則為基準，進行
未來限用物質項目之檢討與新增及規
劃限用時程，其執行則透過 HSF 計畫
進行。

六氯環已烷、多氯聯苯、多氯三聯
苯、石綿、短鏈氯化石蠟、多氯萘、
有機錫化物、偶氮化合物、多氯聯
苯戴奧辛、多氯聯苯呋喃、五氯酚、
壬基酚、多環芳香烴化合物、烷基
酚、蒙特婁議定書規範臭氧破壞物質

※現行限用物質
鉛、鎘、汞、六價鉻、鎳、多溴聯苯
、多溴聯苯醚

宏碁未來限用物質項目之檢討係
透過國際間對於有害化學物質管制之
動向，以及聯繫關心有害化學物質使
用之環保團體蒐集相關資訊，透過篩
選原則以選擇可能限用之物質，再依
據重點評估選出「評估中未來限用物
質」。

※未來限用物質
＊已確立時程(By 2009)：
溴化阻燃劑、聚氯乙烯、鄰苯二甲
酸酯類
＊評估中：
銻、砷、鈹、鉍、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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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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易 拆解設 計
宏碁考量產品廢棄後易於回收處
理，因此產品設計以模組化、易拆解、
易回收為原則，強調塑膠材料之使用
及相關回收標誌之標示，除宏碁本身
在產品設計階段依據相關原則外，同
時要求供應商配合與遵守。

宏碁包裝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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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衝材盡量避免使用發泡保麗龍
•包裝材有害物質之限制使用
•包裝材回收標誌

追溯自 1991 年，宏碁已領先推出
不需螺絲即可組裝的電腦，至今亦持
續研發、改善不需螺絲的組裝方式。
此設計的優點在於：方便使用者自行
升級或更換、方便維修、電腦報廢後，
易於回收拆解。

2006 年宏碁針對投影機進行包裝
緩衝材減量的評估，原本投影機所使
用的緩衝材是珍珠棉(EPE)，其材積較
發泡保麗龍小、緩衝效果佳。但隨著
包裝材料開發的進步，加上宏碁不斷
追求更環保之做法，因此進行氣體包
裝袋(Air bag)取代珍珠棉(EPE)之評
估。

宏碁易拆解/易回收設計原則
•關於塑膠料之使用盡可能使
用單一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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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體包裝袋(Air Bag)：
係由低密度聚乙烯(LLDPE)與尼
龍(NYLON)貼合，具抗拉伸及均
衡特性，透過連續壓合，形成不
透氣的充氣柱，機器將防護膜製
成氣柱保護帶。

•所有產品須印製回收標示，
且該標誌須具備易讀、不易
脫落、耐久性及清晰特性。
•所有大於或等於 25克之塑膠
零組件，應根據 ISO 11469
或 ISO 1043 之 要求，進行
塑膠材質標示，以利分類。

氣體包裝袋(Air bag)乃由 95%的
空氣與 5%的膠膜組成，未充氣前完全
平整，不占空間，可大量減少物料儲
存空間，降低倉儲與運輸費用，也因
為其應用為貼身包覆，產品整體包裝
體積更小，可減少紙箱尺寸，增加裝
載數量。以環保面而言，因使用之包
裝材少，故產出的廢棄物量亦隨之減
少，且其使用材料亦為可回收材質。
因此經過評估，宏碁預定於 2007 年新

•電池回收標誌 。

產 品包裝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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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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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精神，配合歐盟 WEEE 指令及各
國法律要求加入回收體系或進行廢棄
產品回收相關規劃。

機種投影機之包裝緩衝材，全面改用
氣體包裝袋(Air bag)。

z

台灣地區

台灣廢資訊物品的回收處理為公
辦公營方式，業者依據每年營業量及
回收清除處理費率繳納資源回收管理
基金，該基金由行政院環保署基管會
進行回收項目、處理補貼之發放、處
理數量之稽核認證、回收處理業者管
理及行政管理之運用等。台灣廢資訊
物品的回收管道多元，可透過清潔
隊、舊貨商、資源回收機構、資訊物
品門市設立之回收點等，而登記之廢
資訊物品處理業者有 11 家，從廢資訊
物品中回收處理取得的再生資源已達
90%以上。

產品拆箱後，緩衝材的氣
體包裝袋將空氣洩出，其
體積大為減少，且為可回
收材質。

產 品回收
科技進步不斷推陳出新的資訊產
品，不論在工作、娛樂或休閒，都可
為人類帶來更為便利的生活。但從另
一方面來說，在產品快速汰換的情況
下，也造成廢電子電機物品的大量產
生。因此，目前廢電子電機物品的處
理問題，已成為國際間重視的環保議
題之一，也是宏碁所關注之環保議題。

宏碁配合台灣回收處理制度，除
每年定期繳納資源回收管理基金外，
更參與回收清除處理費率之相關公聽
會，以瞭解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的運用
情形，並提供回收清除處理費率調整
之相關建議。

過去廢電子電機物品多未經處
理，便予以焚燒或掩埋，對環境造成
重大危害。對此宏碁認為我們的責任
並不僅止於設計、製造、販賣產品，
更應延伸至產品被廢棄後的回收處理
責任，針對此議題，宏碁支持「個別
製 造 者 責 任 ， Individual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的概念，相信這是一
個能將「易於回收的設計考量」真正
地回饋並反映至產品設計的重要機
制，而現階段在產品設計時，宏碁不
斷以朝向易拆解設計努力。

基於秉持延伸生產者責任，宏碁
2006 年亦拜訪台灣幾個主要的廢資訊
物品回收處理廠，瞭解回收處理流程
與後續回收物質的通路，以及目前所
面臨的問題，以作為採取相關措施之
參考。如處理業者提及資訊物品之塑
膠外殼若有噴漆或燙金加工，將導致
後續不易回收處理，宏碁隨即將此回
饋予設計部門，未來亦將持續與回收
商、處理廠保持聯繫，暢通回收處理
與產品設計之管道。

在個別製造者責任制度成熟前，
宏碁對於產品回收秉持延伸生產者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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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地區

系統，民眾可依所在地進行回收處理
管道之搜尋，以取得相關聯繫資訊。

為減少廢電子電機物品的廢棄
量，提升資源回收再利用比例，以降
低廢棄產品對環境造成的衝擊，歐盟
WEEE 指令於 2005 年 8 月正式生效。

另外，有許多非政府組織則大力
倡導廢電子產品妥善回收處理的重要
性，並積極推動廢電子產品延伸生產
者責任的落實執行。如美國矽谷毒物
聯盟(SVTC)更呼籲選擇有回收計畫企
業或通過 EPEAT 註冊的產品、利用
SVTC 提供的回收處理業清單進行廢
電子產品之回收、支持廢電子產品延
伸生產者責任之相關立法等。

宏碁產品銷售歐洲各國，因此宏
碁於歐洲各地之據點皆已加入當地回
收體系，以符合歐盟 WEEE 指令之相
關規範。另外，視各據點之考量，同
時亦與 Hellmann 公司合作進行泛歐
地區之產品回收。因此消費者若有欲
廢棄之資訊產品，請交由當地合格回
收處理商，以確保廢資訊物品之妥善
處理。

巴塞爾公約行動網(BAN)亦於美
國 發 起 「 Electronics Recycler’s
Pledge of True Stewardship」的活
動，列出遵守不以焚化、掩埋、輸出
至發展中國家等方式處理電子廢棄
物、願提供電子廢棄物回收後之流向
資訊等承諾，並簽署電子廢棄物回收
者宣言(The e-Stewardship Initiative)
之回收處理業者清單。因此，宏碁呼
籲消費者在美國地區若有廢棄的電子
產品，請利用 SVTC 及 BAN 提供之業
者清單作為回收處理廢電子產品之優
先選擇。
SVTC－The List of Responsible
Recyclers：

歐洲各地回收管道聯絡資訊：
http://global.acer.com/t_chinese/about/sus
tainability34.htm

z

美國地區

美國廢電子產品回收處理相關法
律屬各州政府職權，各州推動方式或
進度不同，但由於廢電子物品若未妥
善處理，不但是資源浪費，亦將造成
環境衝擊，危害人體健康。因此由美
國 EPA 主 導 規 劃 之 「 Plug-in to
eCycling計畫」，該計畫為自願性合作
計畫，主要在於促進舊資訊產品之捐
贈及廢資訊產品之妥善回收處理。而
宏碁得知該相關計畫後，開始積極瞭
解與評估該計畫之執行與效益。

http://www.computertakeback.com/the_sol
utions/recyclers_map.cfm

BAN：美國Responsible E-cyclers：
http://www.ban.org/pledge/Locations.html

美國其他地區，如加州於 2003 年
公布廢電子物品回收法，建立廢電子
產品的回收處理制度，因此宏碁在加
州地區係配合並遵守該法之相關規
定。加州政府為便利民眾回收廢電子
產品，建立再使用及回收處理之搜尋

z

印度地區

依據綠色和平組織、巴塞爾行動
網、矽谷毒物聯盟等環保團體之調
查，全球電子廢棄物已逐漸由運送至
中國而逐漸轉運到印度、南美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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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而逐漸轉運到印度、南美等發展
中國家處理，電子廢棄物的高度回收
價值促使資源回收業者的回收意願，
但其各類重金屬間的價差，讓許多較
無價值的電子廢棄物恣意暴露於環境
中，進而嚴重污染土壤與水源；不適
當的處理除了污染環境外，在無妥善
的處理工具及專業技術下，更造成在
其環境中工作的勞動者健康上的危
害。在許多先進國家紛紛建立廢資訊
物品回收處理相關制度法規的趨勢
中，宏碁認為回收制度在開發中國家
更是需要。

日本宏碁回收資訊網：
http://www.acer.co.jp/service/recycle.html

產 品環境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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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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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盡量減少廢資訊物品被不當處
理，因此宏碁在新興市場的印度策劃
Acer e-Waste Programme，以回收廢
棄之宏碁產品。印度回收計畫於 2006
年 1 月啟動，透過網路或電子郵件方
式登記，再將廢棄產品郵寄回印度宏
碁以進行後續之回收處理，回收項目
包含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螢幕、
投影機、伺服器，由消費者負擔相關
費用(運費及 1000 盧比(約 22.6 美元)
之回收處理費)。目前雖然是由消費者
負擔相關費用，但此計畫為宏碁跨入
產品回收計畫的第一步，未來將規劃
更好的回收服務，以逐步落實 EPR，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印度宏碁回收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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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6 年底宏碁自
我宣告的產品，筆記型電腦有 30 款、
桌上型電腦 40 款，以及伺服器 3 款、
LCD 顯示器 2 款、投影機 4 款。
在顯示器部分，宏碁增加採用瑞
典 TCO 標章，該標章為顯示器產業
最常申請的認證標章，主要規範項目
有能源使用、人體工學、輻射、安全
性 等 。 截 至 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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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款；通過 TCO’03
系列的產品，CRT 顯示器有 5 款、液
晶顯示器有 44 款。
宏碁產品環境資訊網頁：

http://www.acer.co.in/ewaste/default.asp

z

日本地區

依據日本資源回收再利用促進
法，製造業者應負起該產品之回收處
理責任，因此，宏碁在日本亦配合並
遵守相關法令進行產品之回收與處
理。

http://global.acer.com/t_chinese/about/sus
tainability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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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供應鏈管理
宏碁轉型為品牌經營以來，採取
「三一三多」的經營策略，亦即「一
個公司、一個品牌、一個全球團隊」，
以及「多供應商、多產品線、多通路」
的營運模式，將研發、製造、物流運
輸等皆委由供應商專業處理，積極整
合供應商與通路夥伴的資源，有效提
升企業競爭力。同時本身掌握品牌、
行銷、技術與產品、全球運籌、服務
能力，以及了解消費者需求。此外，
更積極將創新的經銷營運模式拓展到
歐美以外的地區，以健全落實全球化
的經營。
資訊業乃是日新月異的產業，時
時刻刻都有新的科技被發展出來，宏
碁亦相當重視新科技應用之管理，誠
如奈米技術亦為高科技發展中不可或
缺的一環，然而奈米技術潛在的安全
性問題，如該技術對環境及人體健康
的影響等仍待深究，因此，我們將持
續蒐集相關資訊，掌握最新動態，同
時未來若供應商規劃引進奈米技術，
我們將審慎評估，善盡把關的責任。

在全球市場不斷成長下，生態與
社會衝擊也同時受到正視，供應商之
環境績效在供應面的重要性與日俱
增，促使供應鏈管理的主軸由原本的
生產與作業管理，進一步增加環保相
關議題，亦即於現有供應商管理的機
制中考量環境原則，串連建置綠色供
應鏈管理系統(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
z

環境管理系統
宏碁乃一品牌管理商，對於供應
商品質管理系統以及環境管理系統尤
其重視，故要求供應商建置品質與環
境管理系統，目前宏碁的一階供應商
皆已通過 ISO9001 與 ISO14001 驗
證。為更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使整體
供應鏈管理邁向永續，除現階段的品
質與環境面之要求外，將逐步要求一
階 供 應 商 須 符 合 OHSAS18000 與
SA8000 之相關規範，確保其生產宏碁
產品時不致違反職業安全衛生及人權
之相關規定，以符合宏碁永續理念。
z

綠色產品要求
科技進步不斷推陳出新的資訊產
品，為人類帶來更為便利的生活，但
相對的從產品的原料開採、生產製
造、運輸、使用、廢棄等卻也造成環
境的衝擊。因此，如何從產品生命週
期中降低環境負荷，開發更具環保效
益之綠色產品為宏碁所關注之議題。

宏碁認為與供應商的關係是種生
命共同體，抱持著一同努力達成目標
的信念，以因應各項國際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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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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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證所有產品能夠符合環境化
設計，宏碁訂定一套符合省能源、易
回收與低毒性等基本產品要求，即「綠
色 產 品 要 求
(Eco Product
Requirement)」
，要求所有供應商供料
必須符合其中之規範，除在產品環境
化設計，採購零組件、包裝材、電池
等更分別要求所有供應商提供物料必
須符合法規限制以及公司要求。此外
更針對不同的主機板類型，要求供應
商分別採取適當的無鉛製程，制定各
種主機板板材製造規格書。尤其針對
有害化學物質管制，更訂定宏碁預防
原則，並以系統化方式進行管理。

1. 環保規範要求：宏碁環保規範要求
包括「綠色產品要求」(Eco-product
requirement)、「產品限用物質管
制指南」及「綠色物料清單(Green
BOM)」，此三份文件皆提供予供
應商並要求其遵守相關規範：
 「 綠 色 產 品 要 求 」
(Eco-product requirement)：
所有供應商提供之物料皆需符
合此規範之要求，並應定期提
供適當之產品環境資料，以利
宏碁定期彙整和發佈。
 產品限用物質管制指南：為更
嚴謹地管理產品使用之化學物
質，宏碁已於 2006 年擬定「產
品限用物質管制指南」，嚴格
要求各供應商須符合該指南之
相關規範。該指南將化學物質
分為禁用物質、現行限用物質
及未來限用物質三部分，而未
來限用物質又分成「已確立限
用時程」及「評估中」等狀態，
其執行則透過 HSF 計畫進行。

z

有害化學物質使用之系統化管理
宏碁對於供應商在有害化學物質
使用的管理方面，主要可分為環保規
範要求、產品品質確認管理及系統品
質確認管理三部分，透過此三段式管
理系統，以確保產品品質並落實有害
化學物質之限用與禁用。
宏 碁 供 應商 有 害化 學 物 質 使 用 管 理

綠色產品要求

環保規範
要求

產品限用物質管理指南
綠色物料清單

宏碁產品限用物質管理指南
禁用物質

產品品質
確認管理

現行限用物質
未來限用物質

產品檢測與抽測

系統品質
確認管理

已確立時程
現場稽核管理

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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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F 計畫係宏碁預防原則
訂定，現階段選定聚氯乙烯
(PVC) 、溴化阻燃劑 (BFRs)
和鄰苯二甲酸酯類(Phthalates)
作為無害化設計和有害物質替
代之對象物質。在新產品的替
代技術不影響其品質、安全
性、可靠信賴性及對人體安全
或環境風險加重的前提下，我
們承諾 2009 年所有宏碁新產品
將 禁 用 PVC 、 BFRs 和
Phthalates 之有害物質。

2. 產 品 品 質 確 認 管 理 (Qualified
Product Assurance，QPA)：確
認在宏碁環保相關規範下，關鍵零
組件供應商是否具備提供符合邀
環保要求且不影響產品品質之能
力。現階段宏碁系統組裝供應商及
關鍵零組件供應商皆已具備供應
符合環保規範之產品的能力。
3. 系統品質確認管理 (Compliance
Assurance System，CAS)：在經
過產品品質確認階段後，宏碁則著
重於供應商管理系統品質之確
認，因為我們相信管理系統品質高
的供應商其風險則較低。主要採取

為了達到 2009 年所有宏碁
新 產 品 禁 用 PVC 、 BFRs 和
Phthalates 等 有 害 物 質 之 目
標，對內透過系統供應商與主
要元件廠商共同配合與合作，
協助宏碁執行 HSF 計畫之各項
作業，期望藉由各項產品
PVC、BFRs 和 Phthalates 的
使用現況的盤查，開始建立各
項 產 品 PVC 、 BFRs 和
Phthalates 使用的基線資料，讓
產品更具環保效益。

產品之檢測與抽測、現場稽核管理
兩類管理措施：
 產品之檢測與抽測：各供應商
須提供可信賴之產品測試報
告，以證明該產品符合「產品
限用物質管制指南」的要求。
此外，宏碁對於任何有疑慮的
產品，則進行抽樣測試，以確
保宏碁產品符合環保之承諾。
 現場稽核管理：稽核面向分為
系統稽核與製程稽核，系統稽
核則為供應商管理系統之建置
情形與管理績效，製程稽核則
為持續確認生產符合宏碁環保
規範之能力與品質。宏碁亦於
各供應商之定期稽核計畫中，
加強產品化學品使用之合宜性
評估，尤其是屬於「產品限用
物質管制指南」所規範之化學
品或未來具環保疑慮之物質
等。宏碁期能透過稽核作業，
以減少未來有害化學物質之使
用量。

2006 年宏碁召開三場次供
應商 HSF 說明會，並拜訪塑膠
原料上游供應商四場次、主機
板原料上游供應商五場次。
 綠色物料清單(Green BOM)：
宏碁要求供應商以模組為單位
提交綠色物料清單，該清單應
呈現各零件所含有害化學物質
之含量。透過綠色物料清單之
提交，做為初步確認供應商是
否符合產品限用物質管制指南
之執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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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宏碁於 2006 年第四季與外
部第三者 NEMKO 合作，執行產品
RoHS 之檢測作業，其結果亦證明宏
碁產品符合 RoHS 指令。未來我們亦
持續以系統化方式進行供應商之管理
作業。

宏碁透過完整之綠色供應鏈管理
系統，全面督導與管理供應商，以確
保宏碁產品符合各項環保規範，誠如
因應歐盟 RoHS 指令般，宏碁系統化
管理方式，使得宏碁產品於 2006 年 7
月 1 日前皆已符合 RoHS 指令。

宏碁m300系列之PDA手機經Nemko檢測，其檢測結果符合
歐盟RoHS指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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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品質管理

顧客關係
宏碁品質管理系統乃建立於國際
標準 ISO9001，將所有影響品質成效
的活動給予整體的管理，進而達到顧
客滿意之目標。

宏碁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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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零缺點且具競爭力的產品與
服務準時送達顧客」為宏碁的品質政
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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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通過相關產品測試，如可靠度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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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供並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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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碁追求顧客的三心
需求心

安心

信賴心

另外，宏碁維修部門定期整理產
品維修報告，該報告中記載產品問
題、發生原因、產生的衝擊及解決方
式，以作為後續產品設計或維修時之
參考。

設計階段
製造階段
先期銷售階段
先期警告系統
技術維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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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度測試
相容性測試
ORT測試
法規符合性測試
(功能性及
穩定度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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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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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顧客需求為宏碁重要的任務
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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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碁的客戶群包括大型企業、中小型企
業、公家機關、個人消費者等，除了
依據各客戶群需求提供不同的資訊產
品外，更建構電子化資訊管理中心，
提供企業用戶易用、有效率、彈性、
可靠、端到端的電子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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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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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r Global Service Infrastructur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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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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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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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Depot

n

n

n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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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ba/AC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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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台灣地區服務活動

宏碁數位宅修除讓客戶有更
方便的維修管道外，更間接地提
升了環境績效，在宏碁客服中心
有系統地安排維修人員行程，可
減少以往客戶多次往返維修據點
的能源浪費；在維修人員專業的
技術服務中，無
形間或許減
少不少產
品或零件
的廢棄，避
免資源的
宏碁數位宅修榮獲
浪費。
天下雜誌第四屆

台灣宏碁推出「宏碁服務全島
通」，提供跨區域、跨品牌資訊產品
維修服務，全台設有 1 個維修總部、9
個直營服務中心、8 個數位宅修中心，
以服務全島。
同時為加強對顧客的服務，針對
不同產品類型、不同族群用戶，推出
多種特別服務專案，以主動服務的精
神、有效率的服務態度，滿足顧客不
同的需求。


卓越服務獎

258 服務承諾


企業即時修
宏碁於 2006 年推出企業即
時修，此乃針對企業客戶設計之
服務，目前於試行階段，該服務
有五大特色：
(1) 移動式服務：每位工程師皆配
備先進的 e 化裝備，全天待
命，不論顧客處在任何地方，
宏碁都能親臨現場，提供貼身
的服務。
(2) 即時的服務：只要撥打 0800
企業即時修專線，系統立刻判
別「優先進線、馬上派工」，
讓顧客在接線 5 分鐘內完成叫
修動作，並在 20 分鐘內由工
程師親自與客戶電話確認需
求，並立即安排到修時間。
(3) 專業的配備：宏碁企業即時修
的每位工程師，皆配有專業而
周全的維修測試工具，能在第
一時間為數位產品進行精確
的問題診斷與維修。

此乃宏碁為筆記型電腦設計
之服務，宏碁全系列筆記型電腦
大至螢幕、主機板，小至電源線
整機 2 年保固(除電池與隨機附贈
之贈品以外)。
另外，宏碁首創全球 58 分鐘
快速完修服務，滿足顧客在關鍵
時刻之緊急需求，當需要更深入
檢測、維修而無法於 58 分鐘內完
修，直營服務中心主動提供代用
機供顧客應急使用。


數位宅修
宏碁數位宅修服務，以不限
品牌、到府維修、免車馬費為三
大訴求，強調收費透明、專業維
修、標準化作業、暢通叫修管道
等服務承諾，解決一般家庭用戶
維修產品時面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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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維修透明化：將企業的維護資
訊公告在網站上，提供企業線
上即時查詢。
(5) 現場一次完修：專業工程師到
場後，能立即為客戶之數位產
品進行維修，並同時完成功能
檢測與故障排除。如遇重大問
題而無法現場一次完修時，將
主動提供免費代用機使用。



Empowering Technology
宏碁對於顧客除提供產品維
修等服務外，基於宏碁企業使命
在於打破人與機器的藩籬，因此
不斷努力開發易用、可靠的資訊
產品與技術，讓使用者能夠輕鬆
的駕馭機器，享受科技。
2005 年宏碁發佈了一系列
Empowering Technology 的創新
產品與技術，包括筆記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液晶電視、投影機
等產品，皆可透過特殊的快易鍵
(Empowering Key) ，「 一 指 搞
定，三步到位」
，非常方便操作一
些常用的產品設定，從而全面展
現 Acer 在過去幾年，以使用者
為優先，不斷探索與研究的創新
成果。而這些易用、可靠的產品
與服務，也具體表現了宏碁創新
關懷的品牌精神。



一次收費，全台不限次數維修
該服務於 2006 年針對企業
客戶設計，目前屬試行階段。宏
碁以多年的資訊維護經驗，提供
企業「一次收費，全台不限次數
維修」的組合式服務，給予最有
效與降低企業成本的資訊維護內
容。

Acer Empower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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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係
2006 年全球宏碁員工約 5,300
人，遍佈 100 多個國家。宏碁尊重多
元 ， 塑造適合的工作環境，使人盡其
才，發揮潛力，達成高績效水準。宏
碁員工遍佈全球各地，在員工雇用方
面，均符合各國/區域之勞動相關法律。

宏碁十分重視公司與員工間的溝
通，透過溝通可以傳達公司的理念目
標與做法，也可以瞭解員工的需求與
想法，建立共識，以增進向心力。因
此，宏碁對於「溝通」抱持開放的態
度，設有園丁會、跨級晤談等溝通管
道。

員工管理與溝通

z

園丁會

為了讓同仁參與公司決策運作，
收集同仁對公司的改善建議，宏碁於
總部成立「園丁會」
，做為同仁與公司
溝通、互動之平台，主要目的在於增
加勞資互動、討論員工關係、提昇工
作環境、增進生產力、提升公司經營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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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夥伴共享利益，
創造共同成長。在充分信任的前提
下，宏碁對於員工訂定員工行為規範。

目前園丁會代表與同仁之比例為
1：97，亦即約 100 位同仁中選出一位
園丁代表。台灣地區 2006 年園丁代表
共有 22 位。

宏碁員工行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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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不與客戶爭吵，積極處理

2006 年舉辦 4 次園丁會，討論通
過之提案共有 11 個。這些提案都是由
同仁向各園丁代表提出，提案內容經
會議討論、主席裁示後交由相關單位
處理，並將處理結果寫成書面資料
後，放在宏碁內部網站上供所有同仁
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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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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宏碁各級帶人的主管在人才管理
能力之水準，係以問卷方式回由下屬
員工評比直屬上司之人才管理能力，
扣除無參與問卷評比資格者，每年台
灣地區約 90%的員工皆參加此評比。

Peopl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 PME )評比

為有效提升宏碁主管的人才管理
能力，根據公司營運發展需求，設計
主管的人才管理能力五項指標：「績
效目標設定」、「賦能授權」、「溝
通輔導」、「賞罰分明」及「變革領
導」。

在問卷統計完畢後，則配合舉辦
「績效突破的人才管理」 及其他相關
管理課程，由統計結果顯示，在過去
數年的努力中，宏碁整體的人才管理
能力已逐步而顯著地提升。

於 2002 至 2006 年間，進行五次
的主管人才管理能力認同度回饋，以

宏碁PME評比
4.1
4.05
4
3.95
3.9
3.85
3.8
3.75
3.7
3.65
3.6
定
標設
目
績效

授權
能
賦

輔導
通
溝

分明
罰
賞

※ 每評比項目滿分為 5 分。
※ 參與問卷評比資格：
(1) 該組組員三人以上；且
(2) 所有組員皆任職滿三個月以上或無即將離職者。
※ 2002 年~2005 年平均問卷回應率約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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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安全與衛生
為使員工能在健康、安全的環境
工作，宏碁十分重視職場的安全與衛
生，如︰職場環境安全管理、辦理消
防演習、辦公區二氧化碳濃度檢測
等。在完備的管理下，2005 年下半年
至 2006 年台灣宏碁無任何職災事件
發生。

在消防安全之緊急應變分工部
分，宏碁設有自衛消防編組，其下又
分為避難引導班、滅火班、通報班、
救護班、搬運班、安全防護班，其主
要任務為當遇到火警時進行初期滅
火、疏散員工等，以降低災害。

宏碁零職災定義：
員工辦公場所之建築物、設備、
原料、材料、化學物品、氣體、
蒸汽、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
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員工疾病、傷
害、殘廢或死亡。

z

緊急應變訓練課程
除上述職場安全防護措施外，緊
急狀況時之隨機應變更為重要，因
此，宏碁每年皆安排各項相關訓練課
程，包括急救訓練、緊急應變演練、
災害預防等課程。

z

職場環境安全管理
為維護員工安全，宏碁台灣區辦
公採門禁管理，所有訪客皆需換證，
平時辦公時間進入一般辦公區，訪客
及員工均需檢驗身分，進入實驗室、
資訊管理系統室則另設權限刷卡；例
假日或平時晚上進入辦公區除刷卡
外，更以密碼管理。另外，為加強女
性員工安全，女廁亦採門禁刷卡方
式，廁所內亦設有緊急按鈕與緊急連
絡電話，以提供雙重之防護措施。
z

消防安全
辦公大樓首要之安全工作為消防
安全，因此，宏碁十分重視消防訓練
演習，每年除配合大樓管理委員會定
期辦理二次外，總務處亦視情況不定
期辦理，更另外配合消防局不定期辦
理調訓。

z

其他
宏碁每年亦委託檢驗機構辦理飲
用水質檢測、退伍軍人症檢測、辦公
區二氧化碳濃度檢測等，確保辦公環
境之健康與安全，提供讓員工安心工
作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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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資源回收成效

2006 年各項檢測說明
項目

次數

日期

結果

4

3月
6月
9月
12 月

符合
標準

11.06

陰性
反應

飲用
水
退伍
軍人
症

1

項目
單位
2004

1

04.19

辦 公室環 保

4,314 107.4 100.7

(kg)

(kg)

14

12.4

71.5

68

13.3

9.3

2006

1,180

80.9

74.1

15.3

2.4

墨水匣 碳粉匣 日光燈 乾電池
(個)

(個)

(kg)

(kg)

2004

242

423

208

30

2005

17

157

240

50

2006

14

196

18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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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約用電

宏碁的
辦公室環保
節約用水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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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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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

975

項目

小於法
定標準
(5000ppm)

(kg)

鐵鋁罐 保特瓶 鋁箔包 玻璃瓶

2005

單位

CO2
濃度

紙類

辦公室
綠美化

另外，2005 年開始進行傳統
照明燈具汰換作業，將原有傳統
20W*4 日光燈具汰換為，無炫光
電子式安定器 PL36W*3 T-BAR
燈，除提升辦公區平均照度為
850(Lux)外，同時降低維修次數暨
提升照明燈具之效能。自裝換新式
燈管後，燈管維修次數與採購燈管
數量於 2006 年有明顯減少。



垃圾分類 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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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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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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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管 維修 次 數紀 錄
33

2005-4Q
2006-1Q

30
28

2006-2Q
2006-3Q

0

2006-4Q

0

0

10

20

30

40

2004~2006年宏碁汐止總部水費(元)
385,977
400,000

302,912

290,630

300,000

燈管採購情況說明

200,000
100,000

2005-4Q
300

100

2006-1Q

-

75

2006-2Q
2006-3Q

0

2006-4Q

0

0

100

200

2004

300

辦公室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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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2006年宏碁汐止總部電費(元)

14,149,897
11,116,255

12,599,820

宏碁入口之綠美化
2004

2005

2006

※宏碁大樓僅一個水表，宏碁公司實際用水
費之計算以依進駐坪數分攤。
※每月水費=基本度數+流動度數+代徵清除
費



16,000,000
14,000,000
12,000,000
10,000,000
8,000,000
6,000,000
4,000,000
2,000,000
0

2005

2006

※ 宏碁大樓僅一個電表，宏碁公司實際用電
費用之計算以依進駐坪數分攤。
※ 每月電費=切約容量 1681KW(費用)+流動
電費+超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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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照顧與福利



宏碁於人力資源總處下設置員工
關係部，又名員工關心部，扮演為公
司傳遞對同仁的關懷，做為同仁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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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員工照顧方面，宏碁
設立福利委員會，提供員工健康、安
心、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職場環境。
z



員工福利
 保險：提供員工最佳的關懷與
保障，員工享有勞保、健保、
團保及家庭意外險。










諮商輔導：提供員工在工作、
生活、心理方面之諮商輔導。
勞工/職工退休金管理委員
會：配合各國/區域法令/公司
規定提撥足額之退休準備
金，確保員工退休相關權益。
員工健康檢查：提供主管至特
約醫院定期健康檢查之外，針
對一般員工則安排健檢單位
於辦公地點進行健康檢查，健
檢完畢後，由健檢單位舉辦健
康報告說明，提供個人諮詢。
2006健康宏碁人活動
系列一：員工健康檢查
時間：2006年9月
地點：台灣地區15個辦公地點
參加人數：1,384人

假勤：假別包括病假、事假、
婚假、產假、生理假、陪產假、
喪假及特休假。
特惠商品活動：員工除可用員
工價購買宏碁產品外，福委
會、禮品部等都不定期與外部
公司合作辦理特惠活動，以優
惠的價格提供員工選擇。
2006 年禮品部計舉辦 30 次
之特惠活動。
社團活動：在工作之餘，鼓勵
員工召集同好組織社團，以平
衡工作與休閒生活。目前已成
立的社團數共有 10 個，社團
性質包含運動、團契、讀書
會、插花、志工等類別。
每年福利委員會都會規劃年
度的活動，如安排旅遊、電影
欣賞、運動競賽、登高等，以
充實員工的生活。
為鼓勵運動風氣，與特約健身
中心提供員工較優惠之折扣。

系列二：健康講座
•從傳統醫學觀點談科技人
養生保健秘方
•吃出健康、吃出幸福
•由預防醫學觀點談健康保養



各項福利：福利金來源為公司
銷貨提撥與員工薪資提撥，項
目包括三節與生日之固定福
利；結婚、生育、住院、喪葬
等各項補助；自助式福利金；
聯誼性福利；服務性福利等。
2006各項福利使用人數比例
(使用人數/台灣員工數)

•結婚補助：3.14%
•生育補助：5.43%
•住院補助：1.73%
•喪葬補助：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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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關心員工小舉動
•囍事看板：公佈新進員工名單，
久任員工，並公佈親親寶貝與新
婚家人分享員工喜悅
•遇有員工家中喜喪，各部門秘書
主動發送E-mail予其他同仁，並
通知聊表心意之管道
•雜誌圖書免費借閱
•夜間加班提供免費交通車
•員工每人配予一部電腦

z

人氣獎代表



奔放 30 宏碁運動祭
宏碁福委會為了讓同仁
活動筋骨，特地舉辦籃球、棒
球及高爾夫球的趣味運動競
賽，除了達到活絡筋骨的目的
外，透過團體比賽亦增進不少
同仁間的關係。三項運動競賽
中，參與人數共計有 558 人
次。

員工活動
 台灣地區
2006 年宏碁邁入第 30 個年
頭，為歡慶 30 歲生日，台灣宏碁
福委會每月精心策劃不同主題的
活動，讓宏碁同仁一同歡慶「宏
碁 30 築夢踏實」的慶生活動。


尋找 30 宏碁攝影甄選
這是一個尋找宏碁過
去、現在以及未來的活動，透
過同仁們的創意，把關於宏碁
的點點滴滴用照片呈現。
這次的甄選經由同仁及
專家從 33 件作品中，分別選
出 10 件人氣獎及 3 件專業獎
作品，並將得獎作品展示在汐
止藝文空間供大家欣賞。



夢想 30 宏碁知性講座
宏碁福委會安排一連串
的知性講座，邀請各專業領域
名人，希望讓同仁在工作之餘
能吸收生活中各領域的 Know
how，充實個人工作專業以外
的新知。

專業獎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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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古典園林之美，展開心靈與
自然的對話，以平衡平時緊
張、忙碌的工作生活。包含同
仁及眷屬，約有 1600 位參與這
趟愉快的抒壓活動。

宏碁30 多面向講座
•阮慕驊─預購幸福，教你家庭理財聰明GO
•彭懷真─擁抱親情，從心開始
•張佩瑜─自助旅行達人密笈
•薇薇安─星座開運，打造您的人際版圖
•Kevin ─帥靚時尚我最大
•黃友輔─開運風水DIY，迎向好運人生
•蔡詩萍─兩性翹翹板，男生女生配



溫馨 30 high 海 Party
－宏碁親子日
對宏碁來說，同仁的家人
如同同仁本身一樣重要，因此
福委會在暑假期間舉辦「溫馨
30 high 海 Party－宏碁親
子日」，邀請所有同仁帶著家
人一齊同樂。當天參加的人數
超過 4000 人，超越過去 Acer
Family Day 的人數紀錄。當
日安排許多親子趣味競賽活
動、晚會等，讓宏碁 30 週年
紀錄下歡笑、汗水及溫馨的一
頁。



狂歡 30 宏趴派對
在現今忙碌的社會中，許
多人追求工作上的成就時，可
能忽略了尋找另一伴追求幸福
的機會，為此福委會為單身同
仁策劃狂歡 30 的聖誕派對，製
造浪漫機會。




Relax30 & 圓滿 30
繼夏日熱情的海灘派對之
後，入秋之際，宏碁福委會陸
續舉辦踏青之旅－漆彈/泡湯消
遙暢快遊、華陶窯景經典之
旅、歐風古堡浪漫紀行，讓同
仁遠離城市喧囂，享受寧靜台
39

超越 30 宏碁登高賽
宏碁登高賽今年邁入第七
屆，這是一項宏碁的傳統，以
宏碁辦公大樓為場地，進行一
項體力與耐力的競賽。報名的
人數也是年年上升，2006 年已
有 530 位報名參加。遇上宏碁
三十歲生日的登高賽有更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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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期許未來宏碁超越三
十歲時的成就，並接續下一個
三十。



Acer Singapore
2006 聖誕節前夕舉辦之優秀
及久任員工表揚晚會。

2006年11月舉辦之久任員工表揚晚會



Acer India
宏碁印度總公司舉辦三天增
進員工領導能力的訓練營。


Acer Thailand
為協助同仁釋放工作壓力，於
2006 年 11 月舉辦 Family Day，
當天共有 190 位員工在 Dream
World 釋放工作中的壓力，與 152
位眷屬在 Dream World 渡過愉快
的一天。
其他地區如孟買、Nagpur、
Pondicherry、Bangalore 也都有舉
辦員工旅遊或節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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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練
宏碁的教育訓練體系係依據企業
營運策略與業務發展而規劃，希望透
過教育訓練，提升員工的核心工作技
能，並改變員工的態度及行為，進而
提升個人及團隊的工作績效，確保宏
碁長期的競爭力。


Acer Philippines
每年定期舉辦之夏季 旅遊活
動及聖誕晚會。

所有的人才培育活動，均以多元
方式展現，除上課學習、工作坊、讀
書會外，也強調任務導向之學習(如工
作教導、工作輪調、外派訓練等)，並
配合同仁職涯發展提供高潛力/關鍵人
才之教育訓練機會(如關鍵人才培育追
蹤, Fast-Track Program, 參與重要的
國際性訓練等)，及透過證照考試補助
與獎金激勵，鼓勵同仁獲取專業認證。
為 確保訓練成效能應用於工作
中，宏碁學習發展部除持續改善訓練
流程與強化授課品質外，並於課後導
引學員思考將所學應用於工作之中，
同時亦敦促主管從旁加以指導，鼓勵
同仁分享智慧與經驗，讓良好的組織
學習氣氛成為精進組織效能的動力。



Acer South Africa
宏碁同仁如同家人般彼此關
心，宏碁南非分公司同仁為患有先
天性疾病之同仁小孩，主動發起醫
療經費的募款活動。

教育訓練方向乃依據前年度之執
行經驗及員工需求，於年底前規劃新
年度之教育訓練計畫，年度期間定期
公布下兩個月開課之課程。
目前教育訓練可分為三大體系:
包括主管管理才能訓練體系、職類別
專業訓練體系、與通識課程(含新人訓
練)，輔以 e-learning 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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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管理才能訓練體系
強調精準、效率、簡單、與專注
的管理思維，協助主管提升策略思
考、落實策略、問題分析與解決能力。

行為。重點課程如顧客互動模式、顧
客抱怨處理技巧、團隊建立體驗學習
營；語言能力則於強化英文溝通能
力 ， 如 Most Common Errors 、

管理等級

高階

中階

基層

培養能力重點

全球策略觀

策略之能力
迅速有效執行

自我管理
協調整合與

Essential
&
Advanced
email
Writing 、 Meeting Language 、
Presentation
Skills 、 Proposal
Writing。
2004~2006 台灣地區員工教育訓練
年度

問題分析與解決

專案計畫管理
工作計畫與

工作教導與溝通

組織執行效能
如何強化

領導變革

養成教育
基礎主管

閱讀與分析
財務報表

與衝突管理
跨部門整合

之組織能力
建構策略性

代表性訓練課程

員工人數
內部訓練
總時數
派外訓練
總時數
每人平均
時數
每人平均
費用(NT)

產品生命
週期與管理

通路管理

2004

1,732

2,181

2,606

9,957

13,818

21,848

4,988

5,245

10,064

8.6

8.7

12.2

2,456

2,640

2,864

足跡遍布全球的宏碁如同一個小
地球村，擁有多樣性的員工，我們尊
重不同的國別、文化、宗教、種族、
性別、習慣，致力營造多樣相容且公
平的環境。因為宏碁相信在多元的工
作環境中，能有更多不同創意的激
發，讓宏碁事業更為創新與成長。

職類別專業訓練體系
以發展各功能類別的專業技能為
主，特別強調品牌、行銷、通路與服
務流程管理效能。

核心重
點課程

2005

多樣性與公平



供應鏈與
資源管理

2006

品牌與
行銷管理

在內部制度上，宏碁獎酬晉升一
律結合績效考核及貢獻度，致力打造
公平的工作環境。同時也導入全球職
等體系，使全球同一職位採用相同評
量標準，不因性別種族地域有所區別。

專業銷售



通識課程
以宏碁核心價值(獲利、服務、專
業、效率、活力)為主軸，培養員工自
我管理、創新、關懷與服務的觀念與

宏碁每年度亦實施主管管理才能
評量，使下屬有機會反應主管領導管
理效能，提供給更上層主管做多元參
考，塑造暢通的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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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人才培訓」：乃透過創建人

才培訓中心－標竿學院及 IC
設計學院，將宏碁集團多年來
累積之經營管理與資訊科技
經驗加以整合並引進歐美一
流的管理課程與師資，一方面
長期培育亞洲地區企 業國際
化所需人才，一方面提供歐美
地區企業派赴亞太地區工作
之人才培訓機會。
z 「獎勵推廣服務」：推廣公益
活動，以獎勵學術界或企業界
對資訊科技與經營管理之研
究成果，及對符合本基金會目
標而必須長期努力紮根之能
力培養予以獎助、推廣，以擴
大社會影響面。

社會關懷
在 Acer 品牌放眼世界的同時，
宏碁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的心，積極從事社會公益，並以說的
少、做的多的態度，將對大眾承諾的
事，具體完善的落實。無論以企業或
員工名義，宏碁將把企業創新關懷的
精神化為實際行動，為社會帶來最大
的價值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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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碁基金會之發展方向
科技與管理
之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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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產學合作及國際交流，以
促進產業升級，提昇台灣企業
之國際競爭力，進而推廣台灣
經驗於國際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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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Ace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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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訓練
Acer group

其他

社會公益


z 「科技與管理的研究發展」：

與外界交流

國內 外學術界合作

宏碁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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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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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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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全球經濟繁榮。

獎勵推
廣服務

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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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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下半年~2006年宏碁志工隊活動
94/05/02 捐贈10部電腦至屏東瑪家鄉
94/07/10 舉辦屏東縣94年原住民兒童電腦夏令營
94/08/19 舉辦汐止樟樹國小電腦夏令營
94/10/14 配合基督教天母感恩堂之跳蚤市場義賣
活動，共募得52箱衣物用品
94/11/15 舉辦電影欣賞，邀請世界展望會寄養兒
童參加
95/02/23 配合國際扶輪社舉辦捐血活動
95/01/20 舉辦「讓愛循環」歲末慈善募款活動，
款項捐贈給早療協會、消基會、聯合勸
募協會
95/04/17 捐贈心路基金會6部電腦
95/04/17 捐贈中原大學「泰緬邊境
資訊志工團」9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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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迄今，宏
碁志工隊舉辦過許多活動，包括至屏
東偏遠地區捐贈電腦設備並為原住民
小朋友成立電腦教室、參加社區園遊
會辦理電腦義診、推動學童助養計
畫、捐贈物資給相關慈善機構、辦理
年終慈善捐款。

宏碁志工隊活動
z

z

z

宏碁汐止的辦公大樓。

94/05/02 捐贈 10 部電腦至屏東
瑪家鄉
瑪家鄉是一個偏遠的山地部
落，宏碁的志工實地走訪後發現當
地資源缺乏，因此志工隊捐贈了 10
部電腦並舉辦電腦教學活動，期望
能縮短城鄉資訊差距。

z

94/10/14 配合基督教天母感恩
堂之跳蚤市場義賣活動，共募得
52 箱衣物用品
位在天母的基督教感恩堂，希
望能透過跳蚤市場的義賣活動為
遠在恆春且醫療經費嚴重虧損的
基督教醫院募款。宏碁志工隊邀請
所有宏碁同人共襄盛舉！

94/07/10 舉辦屏東縣 94 年原住
民兒童電腦夏令營
共有 20 位原住民的國小高年
級學童，與宏碁的志工隊度過了充
實又愉快的兩天營隊時光。

z

94/08/19 舉辦汐止樟樹國小電
腦夏令營
在這兩天的營隊中，志工們不
僅教導這些國小學童如何利用電
腦工具上網、製作卡片及自己的
Homepage，還邀請這些學童參觀
44

94/11/15 舉辦電影欣賞，邀請世
界展望會寄養兒童一起參加
宏碁志工隊帶領著世展會寄
養兒童及受刑人的孩童共約一百
多人，除了觀賞哈利波特之外，還
讓這些小朋友們乘坐號稱台北市
地標的摩天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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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

95/02/23 配合國際扶輪社舉辦
捐血活動
這次的捐血活動，總共募集到
了 175 袋；對血荒嚴重的過年期
間，確實是個很不錯的成果。
95/01/20 舉辦「讓愛循環」歲末
慈善募款活動，款項捐贈給早療
協會、消基會、聯合勸募協會
特別將募款活動擺在農曆年
前，就是希望同仁在歡欣準備過年
時，也能將這份喜悅藉著捐款活動
送給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z

95/04/17 捐贈心路基金會 6 部
電腦
此批志工隊捐贈的電腦，用來
替換基金會使用五年以上的機器。

z

95/04/17 捐贈中原大學「泰緬邊
境資訊志工團」9 部電腦
2006 年初宏碁志工隊更以捐
贈筆記型電腦、投影機等設備，支
援中原大學資管系學生成立的泰
緬邊境資訊志工團，深入泰緬邊境
成立數位機會中心，為當地居民打
開通往世界的新視窗，更有助於培
育更多的在地青年，鼓舞資訊能力
上的提升。

屏東夏令營活動

屏東訪查活動

泰緬邊境資訊志工團

捐贈活動

社區電腦義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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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r China
2006 年為幫助無力負擔高額學
費的貧困學子，宏碁在中國地區的高
等院校展開「Acer Care」計畫。此為
長達五年的關懷計畫，預計資助院校
80 所，總人數 1200 人，總捐助費用
為 360 萬人民幣。

Acer Sri Lanka
宏碁斯里蘭卡分公司發起認養孩
童之公益活動。

在此計畫中，宏碁提供受助學生
兩方面之援助：一為在經濟上給予資
金支援，未來將提供受助學生工讀之
機會；二為關注受助學生之精神生
活，同時計畫發展對受助學生之心理
輔導、生存技能訓練、關注地球及生
存環境、關愛他人及其他關懷活動。



Acer Middle East
2006 年宏碁中東分公司舉辦慈善
活動、捐血、資源回收等公益活動。

「Acer Care」展現出宏碁企業文
化「以人為本」及「人本關懷」之特
質，藉此拋磚引玉，集合更多有共同
心願的企業一起響應，期能長久且有



Acer U.K
2006 年宏碁英國分公司舉辦許多
社會關懷及捐款活動，包括於主題日
邀請同仁穿著特定服裝並募款給罕見
疾病孩童及舉辦防癌運動；贊助中學
生足球運動；贊助普利茅斯聾啞協會

效地運作。


的聖誕節義賣活動，並且在公司內部
實施資源回收，除可以募集回收金
外，還能對地球環保盡一份心力。

Acer Philippines
2006 年宏碁菲律賓總公司舉辦包
括探訪孤兒、探視病人以及協助當地
教會分贈食物等公益活動。



Acer Indonesia
2006 年宏碁印尼總公司與印尼微
軟共同捐贈 20 部電腦給予泗水及萬隆
的學校，象徵著期望每位印尼學童都
能在資訊教育上享有相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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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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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開始啟動與供應商間環境管理相關機制之整合，從各項全球環境議題出發，如有
害化學物質之使用、產品回收、防止地球暖化等，逐一訂定相關目標與執行措施，
透過系統化環境管理之落實，以紮實、穩固的腳步向前邁進。
宏碁未來將致力於自我承諾之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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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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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
※按字母順序排列
專有名詞

說明

AA1000

Account Ability 1000，由英國的「社會與倫理擔當研究
所」(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thical Accountability)
制定，其目的乃為取得會計、審計及報告制度之間平衡
而制定的統一標準。

BFRs

溴化阻燃劑，具耐燃之特性，常被廣泛應用於電子產品
之塑膠材料及印刷電路板。

Acer ePower
Management

宏碁自行研發之電力使用管理軟體。

EM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環境管理系統。

EuP
Flame Retardants
in Printed Circuit
Boards
Partnership
Global Compact

Directive of Eco-design Requirements of Energy-using
Products，能源使用產品之環境化設計指令。

美國環保署印刷電路板中阻燃劑夥伴計畫

全球盟約，由聯合國秘書長安南於 1999 年提出，號召各企業
遵守在人權、勞工標準 以及環境方面的九項基本原則。

Greenpeace

綠色和平組織。

GRI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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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F Plan

Hazardous Substance Free Plan，產品無害化計畫。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Convention，國際勞工
組織公約，聯合國處理勞工問題的專責機構。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國際
標準化組織。

Kyoto Protocol

京都議定書，工業化國家或地區到 2008 年至 2012 年之間使
它們的全部溫室氣體排放量與 1990 年相比至少削減 5%。

OECD Guidelines
on Multinational

OECD 多國企業指導綱領，各國政府對多國企業營運行為的建
議事項，為一符合相關法律規範的自發性商業行為及標準。

Enterprises
OHSAS18000

職業健康安全管理系統。

Phthalates

鄰苯二甲酸酯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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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

說明

Plug-in to
eCycling Plan

由美國環保署主導為促進舊資訊產品捐贈及廢資訊產品妥善

PME

Peopl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宏碁人才管理績效評

回收處理之自願性合作計畫。
比制度。

PVC

聚氯乙烯，其具防火耐燃、柔軟性、延展性和其他工程特性，
故廣泛被應用於電子產品之各式線材。

RoHS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歐盟危害物質
禁限用指令。

SA8000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由國際社會責任管理體系
組織(SAI；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為全
球第一個有關社會責任管理體系、道德規範的國際標準。

SVTC
TCO 標章

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矽谷毒物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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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s

全球蘇利文原則，主要呼籲企業應遵從法律及負責任，並將原
則長期性的整合到企業內部的經營策略上，包括了公司政策、
程序、訓練及內部報告制度，並承諾達到這些原則，以便促進
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及諒解，以及提升文化與維護世界和平。

WEEE

Waste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歐盟廢
電器電子設備回收指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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