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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華碩電腦企業永續報告書

華碩電腦自2007年起每年出版企業永續報告書，今

為第三年出版，顯示華碩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持續努力

的誠意與決心。此報告書依據並符合2006年版全球永

續發展報告書標準（Global Report Initiativ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Version 3，簡稱GRI G3）的要求揭露

本公司的相關策略、目標、措施及績效。本報告書已經

Global Report Initiative Sustainability查證，符合GRI G3 應

用等級B，通過GRI-check查證標準。

範疇

因應2008年1月1日起華碩電腦正式分家，切割成為

品牌與代工後繼續經營品牌，許多數據將以2008年度為

基準值，內容僅涵蓋品牌之華碩電腦於2008年度一整年

間於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績效表現，因此多數過去數據

不會出現於此報告書中。除非有特別說明，報告書內容以

台灣區為主。前一份中文版報告書於2008年Q1、英文版

報告書於Q2出版。

報告書撰寫原則

本報告書除GRI G3架構要求揭露的公司基本資料外，

內容與績效以利害相關者所關心的議題編排撰寫。議題

的篩選依據至2008年底各利害相關者詢問該議題頻率或

同時有不同利害相關者針對同一議題呈現詢問度高的情

況進行回覆，會以不同章節做更詳細的說明。

聯絡資訊

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您聯絡我們。

Email: GreenASUS@asus.com

此外，華碩於2009年建立企業社會責任之利害關係

人線上意見調查表，期望藉由線上問卷回覆增進利害關

係人的互動外，也能了解利害關係人對企業報告書內容

之建議與指教，進而將所關心的議題呈現於下年度的企

業社會報告書中。

中文版問卷：http://green.asus.com/survey/chinese/

英文版問卷：http://green.asus.com/survey/english/

我們歡迎您的意見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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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長的話

有鑒於美國學者謝爾頓（Oliver Sheldon）於1924年

在其《管理哲學》中率先倡導「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

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含有道德的意旨，對於企業經營之重

要性應不亞於對營利目標之追求。 2000年聯合國安南秘

書長更正式提出《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的構

想，希望將「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推廣到世界各地的

企業組織，讓企業界共同承擔永續發展和改善勞工人權

等責任，切實提昇全人類的生活福祉。

華碩一向非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時刻不忘以企業

公民一份子為期許，更揭櫫成為「數位新世代最受推崇

的世界級領導企業」的願景，深信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

永續經營實乃息息相關。茲為整合包括員工、股東、供應

商及客戶等公司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之資源，共

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永續發展之相關關鍵指標，除財務

報表的經濟面績效外，亦涵蓋空氣、污水、廢棄物、有害

物質產品設計與能源節約等環境面績效，以及勞工安全

與衛生、勞工權益、職業安全、員工發展、商業道德、智

財權與社區參與等社會面績效。

為落實綠色高科技及企業社會責任，華碩於2004年

及2006年相繼成立GreenASUS及SERASUS Committee以綜

理並推動華碩在產品面、環境面及社會面的政策、目標

與施行方案。

華碩經營理念：

1. 培育、珍惜、關懷員工，讓華碩人盡情地發揮最高

潛力。

2. 堅守誠信、勤儉、崇本、務實的正道，遵循謙、

誠、勤、敏、勇華碩五德。

3. 無止境地追求精采創新、完美品質。

4. 躋身世界級的綠色高科技領導群，成為數位新世

代最受推崇的企業，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對人類社

會環境真正做出貢獻。

華碩在綠色議題上，一向引領整體供應鏈廠商走在

世界潮流前端。 2008更積極將四支綠色安打的精神融入

我們的綠色尖端產品，取得全球第一張EuP生態化設計認

證，更榮獲歐盟頒發領先十大IT之第一張EU Flower歐盟小

花、北美EPEAT及台灣綠色環保標章等認證，為綠色環保

做出貢獻。此外，亦正式成立華碩文教基金會，以更積極

廣泛投入社會關懷與公益的活動。

今年度發行的「企業永續報告書」，我們乃延續GRI

國際標準架構做詳實透明的資訊揭露。其中除一般財務

報告之經濟營運績效、綠色產品及綠色環境所呈現之環

境績效外，另亦包括華碩的公司治理政策、目標、溫室氣

體議題，以及社會面的績效，期望忠誠呈現給各位利害

相關者，展現華碩的決心與承諾、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以

實際行動朝「成為世界數位時代最被推崇的領導企業」

的使命與願景精進。

                              

                                                                                    Jonney Shih

                                                                                         Chairman



2

4

關於華碩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碩電腦」或「華碩」）成立於1989年，在台灣於1996年掛牌上市，總部現址位於台
灣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5號，為世界級3C整合製造廠商，擁有世界級研發設計團隊，提供完整的消費性電子產品組合，為消
費者、企業用戶提供創新的科技解決方案。

華碩於2008年1月1日分家，切割成品牌與代工後繼續經營品牌，主要產品為主機板及筆記型電腦，另成立和聯永碩負責
代工。繼2007年末的小型筆記型電腦Eee PC，2008年推出Eee Box及Eee Top等的Eee Family。尚有顯示卡、液晶顯示器、液晶電
視、手機、數位多媒體等產品。

華碩的營運版圖跨足國際，全球共有28個當地分支、49個服務中心、以及超過510個服務據點，主要分布在亞太地區、歐
洲及美洲。2008年全球員工人數為11,151人。

華碩於2008年制定中長程『33計劃』，計劃3年內筆記型電腦上升至全球第3大。華碩自有品牌筆記型電腦於2008年成為
全球第5大筆記型電腦品牌，除亮眼的高成長外，在台灣市佔率位居第1，在歐洲、中國均排名前3，亞太地區則為名列前5的國
際筆記型電腦品牌，持續朝著目標前進。

2008年起之財務報表僅顯示品牌營業額，2008年度為2,669億台幣（8.1億美金）。詳細的營運概況與財務報表，可前往以
下網址觀看及下載：http://tw.asus.com/investor.aspx

2.1公司介紹

 圖2.1 華碩全球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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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華碩

 綠色概念產品─N系列與竹韻系列筆記型電腦

 金質獎授獎照片

華碩自1998年開始連續11年被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列為全球前100大科技公司，2008年名列全球第9，並

榮登由外貿協會及Interbrand評鑑之「2008年台灣國際品牌價值調查」（2008 International Brand Value Survey）硬體業之

冠。

2008 年華碩贏得 3,056 個獎項，平均一天獲得8個獎項；2004至2008年連續5年蟬連「台灣精品獎」最大贏家，得獎

產品涵蓋所有研發產品線，2008年再添51項精品榮耀，更以連續兩年獲得最多金銀質獎的卓越創新成就獲得2008年台

灣精品獎「風雲獎」之殊榮。本公司也是唯一榮獲第11屆最高榮譽的「國家產品形象獎」之公司。此獎項肯定產品研發

創新、設計與創新、品質系統、市場及品牌認知等項目之卓越表現，更足以證明華碩電腦在產品創新、產品品質與品牌

發展之用心。

華碩的N系列與竹韻系列（Bamboo Series）筆記型電腦為台灣IT同業中優先登錄美國EPEAT（Electronics Product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ol, EPEAT）環保標章金牌等級之產品，也成為首批取得歐盟環保標章EU Flower之筆記型電

腦。此外，N系列為全世界第一個取得EuP（Energy-using Products）認證的產品，其中N20A筆記型電腦獲頒微軟WinHEC 

Award 之「綠色環保」殊榮。更多得獎資料可參考http://www.asus.com/Awar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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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華碩

華碩經營理念

培育、珍惜、關懷員工，讓華碩人盡情地發揮最高潛力 ▊

堅守誠信、勤儉、崇本、務實的正道  ▊

無止境地追求世界第一的品質、速度、服務、創新、成本  ▊

躋身世界級的綠色高科技領導群，對人類社會環境 ▊

真正做出貢獻

使命與價值

世界數位新世代最被推崇的領導企業

華碩人以追求卓越（Big 

Q）為主體的中心思想，結

合最準穩精速的價值溪流、

給客戶剛好及時的產品與

服務（S er v ice）、以極致科

技的設計與工藝來展現磐

石的品質（Rock Solid - Quality）與精湛的美學 （Heart 

Touching - Innovation）、配合靈活彈性的速度（Speed）

和精實（Lean）的成本（Cost），為客戶創造物超所值

的價值（Values），贏取消費大眾的真心。華碩行銷 

（Marketing） 將以﹝沉魚落雁之姿，出神入化之技，千

錘百鍊之質，怦然心動之價﹞來贏取客戶的真心。它正是

華碩品牌最值得驕傲的特質，也是華碩上下全體員工戮

力以赴的理想文化，更是華碩品牌的成功方程式（ASUS 

Winning formula）。

以企業文化塑造品牌差異化

2008年 ASUS邁向品牌經營之路，由於品牌的經營與

過去代工思維將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董事長重新定義華

碩人的DNA：華碩五德（謙、誠、勤、敏、勇）、崇本務

實、精實思維、創新惟美。有鑒於企業文化是企業無形

的資產，更是企業競爭力的根源，華碩藉由貫徹四個華碩

DNA來形塑華碩獨樹一格的品牌形象，使華碩的核心價

值觀能自然地呈現在每一個產品和服務之中，贏得客戶

的真心，引領華碩朝向「數位新世代最受推崇的世界級

領導企業」邁進。

2.2 經營理念與企業文化

 圖2.2 華碩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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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華碩

文化深耕

Jonney Lunch Meeting ▊

了解企業經營者對於企業文化塑造及管理的重要，

董事長自2006年5月以來連續33個月舉辦了52場 Lunch

Meeting。參與對象包含：基層員工、基層幹部及理級

主管，會中董事長主要針對華碩文化議題與員工進行

面對面的交流溝通。

ASUS DNA Classes for Global Managers ▊

管理幹部是文化推動與落實的關鍵推手。為了有效

且全面性地推動ASUS DNA，董事長於2008年親自對

全球管理幹部講授中、英文ASUS DNA課程計10場次，

此課程並後製成eLearning供全球員工線上學習。

ASUS DNA持續修煉 ▊

ASUS DNA絕非口號，而是必須紮紮實實地落實於日常

工作中。為了讓全球華碩員工彼此分享學習，特別規

劃ASUS DNA網站讓員工不分地域不分語言國籍共同修

煉ASUS DNA。網站功能有：DNA Story Blog／DNA

Forum／DNA eLearning／DNA Ripple Card⋯⋯等。

創新惟美講座 ▊

為發揮重組、專業分工的綜合效應，提高整體競爭力，

華碩於2008年1月1日分割旗下品牌與代工事業。新定義

之ASUS DNA中，「創新惟美」為因應品牌華碩的發展

所新增的一項。為啟發員工對美的感知，特別於台灣

企業總部規劃了系列「創新惟美」講座，2008年共舉辦

8場，部份講座並後製成eLearning 供全球員工修習。

 Lunch Meeting活動剪影

 圖2.3 ASUS DNA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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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華碩

2.3公司治理

華碩推行公司治理主要考量的重點在於確保公司能

被有效經營與管理。執行的內容涵蓋以下三點：

讓公司的資訊更加的透明。 ▊

落實內部控制制度，以達成有效降低經營風險與舞 ▊

弊的 目標。

追求公司長期願景之達成，並為股東創造最大的效益。 ▊

華碩的公司所有權由股東大會執掌，董事會主要負

責決策審核及監督，而監察人則是超然獨立行使職權。

董事與監察人皆依據相關法令定期改選並依法行使職

權。公司董事長並未兼任公司經理人等職務。

華碩董事會的董事由股東選出，共計有董事7位，監

察人3位。施崇堂先生自1984年起即擔任董事會主席一

職。董事會成員及監察人相關背景資料可參照投資人網

站上公佈的公司年報：http://tw.asus.com/investor.aspx

薪資制度與公司經營績效與員工個人表現有非常密

切的結合。這也是華碩的競爭優勢之由來。董事會依照

前一年度的公司盈餘，提交股東會決議如何進行利潤的

分配；同時也由股東依據董事會經營結果，來衡量董事

會的管理績效。因此，董事會成員的薪資與公司績效具

有密切關聯。董監酬勞的上限均遵守公司章程之規定，

不超過可分配盈餘的1%。

公司股東可透過以下方式向經營團隊／董事會提出

建議或經營方向：

1. 每季一次的中英文法人說明會

2. 每年一次的例行股東大會或是臨時股東會

3. 投資人關係網站／投資人信箱／電話

投資人關係部門會彙整股東提出的具體建議，定期

傳達給公司經營團隊／董事會做為經營方向的參考。

保持資訊的透明，是落實公司治理的磐石。

「Sunshine is the best disinfectant; electric light is the most 

efficient policeman」，我們深知保持資訊公開揭露的重要

性。因此，我們會持續將公司的營運績效報告，以適時及

時的方式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充分有效的溝通。在董事會

運作上，如果發生利益衝突而董事必須迴避時，我們會

將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迴避原因及參與表決情形，做

完整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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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經濟、環境與社會績效，華碩透過以下模式來釐定、確認和管理，以做為對於國際公認的標準、行為守則與原

則的監督流程。

華碩對於可能產生的危機之預警，在政策面、組織架構面及核心價值面有以下應對方針：

政策面 ▊

由董事長簽核並完成「風險控管暨緊急應變政策」的制定，並由公司全體員工共同遵循與落實。

組織架構面： ▊

由公司經營團隊共同組建的「風險控管暨緊急應變委員會」，落實風險的管理流程。

核心價值面： ▊

透過降低企業面臨的衝擊與損害，以確保華碩集團之永續經營，善盡對於利害關係人的社會責任。

2.4監督與控管

 圖2.4 監督流程

1. 各部門的自我評量。
2. 外部稽核單位的稽核發現或建議。
3. 標竿企業的學習。
4. 內部稽核單位的定期性評估、間歇性評估。

釐訂

1. 量化與非量化的分析技術。
2. 由外部稽核單位所認證的財務報告。
3. 內部定期執行的問卷分析。
4. 內外部顧問的診斷。

確認

1. Top Dow n的管理，以追求股東最大效益為依歸。
2. Bottom u p的團體智慧，創造公司的最大效益。
3. 公開透明的資訊揭露，讓市場發揮監督效力。
4. 明確的風險管理政策與架構。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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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華碩所參與並視其具有策略意義的協會，並簡述華碩在各協會的身份：

舉例來說，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TEEMA）及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TCA）協助並提供華碩台灣電子

業界相關的資源與展現機會；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CSD）提供華碩積極參與永續發展議題、致力企業社會責

任、分享自身經驗於產業的機會；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IIA-TAIWAN）的管理職位身份顯示華碩重視公司內部治理及

職業道德規範的符合性；國際保護組織Climate Saver Computing傳達華碩關心氣候變遷議題及願意為此努力的承諾。

2.5 協會

 表2.1 華碩參與的協會及組織

協會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TEEMA）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TCA）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CSD）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IIA-TAIWAN）

Climate Saver Computing

具管理職位 有參與專案或委員會 提供贊助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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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利害相關者議合

不同的利害相關者有相同或不同的關心議題。華碩藉由透過不同溝通管道收集所有利害相關者回饋給華碩的訊息

後，依詢問度高、有優先性的關心議題，再搭配績效指標進行篩選，決定為本年度報告書中的議題並納入報告書進行回

覆，同時也定義了主要的5個利害相關者族群：投資人、客戶、供應商／外包商、員工及非營利組織。

自2009年起華碩建立企業社會責任之利害關係人線上意見調查表，希望利用更系統化的電子平台聽取更多來自世

界各地的意見。

中文版問卷：http://green.asus.com/survey/chinese/

英文版問卷：http://green.asus.com/survey/english/

 表2.2 利害相關者議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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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環境安全衛生政策與管理系統

華碩於2004年7月由董事長陸續成立GreenASUS 

Steering Committee及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並由

總經理擔任主任委員、品質長擔任管理代表，與各部門

定期召開審查會議來共同規劃並推動華碩集團相關之環

境管理與環境改善活動。

華碩管理系統包含華碩品質管理系統（GreenASUS）

與華碩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SERASUS）

兩大部分，其中華碩品質管理系統依循ISO 9001:2000及

IECQ QC 080000、有害物質限用（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RoHS）指令及廢電子電機產品（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指令等規範，

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則依循ISO 14001環

境管理系統、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

電子行業行為規範（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 

EICC）。

華碩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政策：

1、遵行環保及勞安衛法令。

2、珍惜自然資源、積極進行污染防治。

3、降低環境衝擊及安全衛生風險。

4、滿足客戶需求，實現綠色企業。

5、全面推動企業社會環境責任。

6、全員參與、持續改善。

執行方針：

1、遵守並符合政府頒定之環保、勞安衛法規及其他要

求，響應全球綠色環保、勞工權益與零災害運動。 

2、教育並宣導全體員工使其認知保護地球環境與重視生

命安全，珍惜自然資源與確保員工安全與健康是大家

的責任。

3、透過資源的減量使用及回收再利用，以達到資源有效

使用之目的。

4、加強廢棄產品處理的監督與管理，權責單位應確保本

公司廢棄產品被妥善處理，並不得被轉賣再使用，以

維護本公司與客戶權益。

5、加強污染源與風險管理的監督與改善，降低對環境及

人員之衝擊。

6、建立良好自主管理，確保防止職業災害。

7、建立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以組織及

管理制度的運作提高環保、勞動權益及安全衛生管理

績效。

8、落實健康管理，促進員工身心健康。

9、公開對外承諾，本公司對保護環境、重視勞動權益與

提昇工作安全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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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1 GreenASUS Steering Committee

GreenASUS Steering Committee 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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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2 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

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 組織圖



3

15

環境與安全衛生

3.2 環境安全管理與環安衛風險管控

面對產業的快速變化與挑戰，2008年華碩進行品牌

與代工事業的分割，除完成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修訂

報備主管機關外，特新擬定環境考量面及風險評估管理

辦法，鑑別華碩運作過程中的活動、產品、服務所使用之

原物料、研發、設備、工程及作業，所可能產生的環境考

量面及安全衛生風險，作為制定環安衛管理政策及訂定

環安衛管理目標、標的及管理方案之依據。凡華碩所有

例行性與非例行性、緊急狀況的各項原物料、研發、設

備、工程及作業等活動均適用之，包括各利害相關者（綠

色設計協力廠商、供應商、承包商其產生的運輸、施工、

作業等間接活動），皆納入考量與風險評估。

華碩為保障員工健康，定期執行作業環境測定，如

辦公室空氣品質、停車場空氣品質、週界噪音檢測等，確

保工作環境品質，同時亦參考公司週界環境考量及外部

溝通需求，不定期實施環境檢測。另，為保護研發人員在

研發作業場所接觸及暴露於有害物質，定期進行物理性

及化學性因子勞工作業場所環境監測，以規劃、採樣、分

析或儀器量測為主要方式之環境測定及監督，確實掌控

勞工作業環境實態及污染防制處理設備處理效能，除降

低環境衝擊外也保護研發人員。

 緊急應變演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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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室更制定「化學品管理辦法」作為華

碩全體員工對於危險物及有害物管理、使用、教育訓練

等方面之指引與依據，期達到員工對公司內之化學物質

潛在危害、防範及應變措施具基本認知，共同預防職業

災害及環境污染發生之目標。

為確保機械操作之安全性，須做作業前檢點、定期

檢查及整體檢查等各種檢查範圍不同之自主檢查，確認

機械設備於使用時不會因機械故障而造成勞工傷亡之職

業災害。危險性機械設備如下：升降機、吊籠、高低壓電

氣設備。除日常自主檢修外，亦定期委託合法專業機構實

施整體性設備檢修及申報。

為在發生火災、天災等意外事故時，能有效且快速

將意外事故控制，華碩透過緊急應變處理程序及各區設

置緊急應變編組，能在事故發生時的第一時間動員應變

人員以達到事故控制與消除。同時本公司以定期實施相

關緊急應變教育訓練、演練以增加員工對事故處理的熟

悉度。期能藉由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與OHSAS 18001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併行運作機制，達到污染與危害事

先預防，落實PDCA（P計畫（Plan）、D執行（Do）、C查

核（Check）及A行動（Action）, PDCA）源頭管控持續改

善機制。

 緊急應變演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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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環境安全教育訓練

對於環安衛的教育訓練，以上課、會議、研討、實作

演練等方式辦理，訓練結束後並以實作、口試或報告方

式評核；專業訓練則不定期派至外訓單位，並取得專業

證照，在有效大力推動下，員工每人每年接受訓練的平

均時數呈逐年增加趨勢。環安衛相關內部訓練課程有：新

進員工環保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消防訓練、急救人員

訓練 、防火管理員訓練、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訓練、緊

急應變訓練、鉛及有機溶劑作業在職訓練。

公司內部有相關單位以線上課程、小卡、角落文宣、

海報、電梯多媒體播放等方式實施綠色教育，教導員工

華碩的綠色政策與推動省能源愛地球的節能活動與計

劃，讓員工與公司信念一同，協助公司符合國際環保趨勢

與力行愛護地球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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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環境管理

水資源管理

華碩從2008年開始以品牌經營模式營運，故無製程

廢水，大部分為員工辦工及生活所產生的污水，對環境

影響較工業污水為小。企業總部及蘆竹辦公區均設置獨

立污水處理廠並設專人管理，定期做污水檢測及系統維

護，使放流水符合國家法令標準，並且無抽取地下水之

行為。

租賃辦公區則皆統一由大樓管委會管控，除依法定

期檢測及污水設備維護保養，並定期召開大樓管理審查

會議，監督及研議管理狀況。水質檢驗數據均符合水質

環保標準。

事業廢棄物管理

華碩以品牌營運為主，故生產中僅產生少量研發廢

品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所有有害事業廢棄物皆符合環

保法令控管標準管理，廢棄物清理亦委託合法清理商辦

理。2008年度有害事業廢棄物重量約為1.01公噸。公司亦

不定期舉辦地球日環保活動，邀請員工參與廢電子零組

件（含家庭大型廢棄電器用品）回收活動。

2008年華碩推動「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專案，提供

台灣地區一般消費者（B2C）及公民營機關團體（B2B）多

元方便之廢（舊）電腦回收處理服務，除將回收電腦經測

試修整成之再生電腦作捐贈外，將剩餘不堪用的電子廢

棄物交付合法電子廢棄物處理業者妥善處理。此專案所

回收之電子廢棄物重量約達8.8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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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溫室氣體與氣候變遷

華碩深信要成為一個成功的領導企業，除善盡社會

責任外也必需傾聽與回應利害相關者所關切的議題並

採取行動，其中溫室效應已成為全球逐年受到矚目的議

題。因此，華碩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包括回應碳揭露專案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的邀請回覆CDP6問卷、

參與相關研討會及專題演講，除能更了解利害相關者所

關心的重點及產業先進在溫室氣體上的作為，同時也展

現我們在溫室氣體與氣候變遷議題上的努力及成果。

自2007年度的企業永續報告書起揭露該年度之溫室

氣體盤查數據， 而揭露2008年度溫室氣體相關資訊的

CDP7問卷完整回覆可於9月起在CDP官網上取得。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網站：http://www.cdproject.net/

風險與機會

最近幾年人們明顯感受到地球不尋常的氣候變化，

而根據IPPC（Intergover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年第四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Assessment Report 4, 

AR4），此現象有極高可能為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影

響。因了解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潛在危機，即便台灣不

在京都議定書中的附件一國家，台灣政府近幾年仍積極

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此外，歐盟也陸續制定如耗能

產品生態化設計EuP（Energy-using Products, EuP）指令，

利用市場機制來控制能源使用的產品必需滿足某些能源

效率。因此，華碩了解國際間相關之溫室氣體法規對有全

球市場的華碩帶來風險，而這些風險除了財務面外亦有

其它潛在衝擊，如消費者會選擇對環境較友善的產品、

各國政府搭配環保標章來推動綠色採購（Green Public 

Procurement）等，因而進入更為競爭的市場。

但我們認為若能以我們擁有的優秀研發人才及創新

科技及早因應風險，即可將風險轉變為機會。因此，華碩

在產品材質及能源節約上有更突破的創新，如華碩的竹

韻系列筆記型電腦以及筆記型電腦中獨家裝載的節能軟

體。

華碩有專職單位定期監控與討論溫室氣體政策及

相關單位措施與進度，例如行政部和研發部將節能計

劃於GreenASUS Steering Committee及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提交品質長，由品質長審查策略之可行性、

持續追蹤進度及提供指導，並協助作出決策以做後續展

開。

溫室氣體盤查

華碩於2006年訂定溫室氣體基本資料的盤查與建立

計劃，並於2007年實施內部溫室氣體基本資料盤查。因

華碩於2008年1月1日正式切割營運項目，故訂定2008年

為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基準年，並建置管理系統平台，

將所有溫室氣體盤查資料做資料庫建檔與管理，隨時掌

握正確資訊。未來會持續盤查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2008年溫室氣體盤查依照ISO 14064-1執行，範圍以

台灣區為主，辦公室等設施以財產權劃分。範疇1包含緊

急發電機所使用之柴油、公務車耗油量、本公司福利設

施如游泳池、蒸氣室、淋浴間等加熱能源耗用及冷氣、

冰箱充填冷煤之數值；範疇2包含辦公室及宿舍電力使用

量；範疇3包含外包員工餐廳所使用之天然氣、瓦斯及冰

箱冷煤充填量等數值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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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台灣區碳排放量的計算參照經濟部能源局所

提供之轉換係數與IPCC 2006 Guidelines提供之全球暖化潛

能指數。華碩總碳排放量共12,374.1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以範疇2的電力為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源。各範疇之排放

量及比例請參照下圖：

華碩目前在範疇3僅先針對餐廳進行盤查，故範疇2

為2008年華碩溫室氣體排放量主要來源。現在正計劃擴

大範疇3的盤查範圍至差旅系統及主要供應商／EMS廠，

未來將加入員工商務旅行及供應鏈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數

據。

華碩2008年台灣區全年能源使用量為：總用電量約

1,881萬度、柴油228公升、汽油9,201公升。華碩現階段

以每年最少減量3%電力使用量為目標，同時也減少3%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公司內部有相關單位推動各項節能方

案，如爬樓梯活動已落實於員工日常工作中，鼓勵員工

多走樓梯少用電梯，不但節能減碳也可促進身體健康。

公司的電梯也分為低層樓與高層樓分段。而於2008年完

成的重點節能計劃為依照照明亮度標準拆除過多的T5燈

管，預計每年可節省約33萬度的電量。2009年陸續有其

它方案實施中。

 圖3.4 2008溫室氣體排放比例

 圖3.3 2008溫室氣體排放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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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品質政策與品質管理系統

華碩品質政策以持續創新改善的精實六標準差精

神，追求世界一流的產品品質、精確快速的研發和製造、

及時達交的產品和服務、不斷精進的流程及人才培育，

來贏得客戶的滿意和信賴。華碩的品質管理系統（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依循國際標準組織（ISO）以及國際

電工技術委員會的電子零件品質評估制度IECQ QC 080000

之有害物質流程管理（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HSPM）的要求制定，同時取得ISO 9001及

IECQ QC 080000管理系統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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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綠色設計與管理

綠色設計，或稱環境化設計（Design for Environment, 

DfE）是一種在設計階段即考量產品可能對環境造成的衝

擊，藉此可以減少未來產品對環境可能的衝擊。為達到

這個目標，華碩的環境化設計著重三個方向：環境化材

料的選擇、易拆解可回收與節能設計。因此，我們除依據

全球有害物質限制使用相關法規（如RoHS與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 REACH）及其他

國際標準，制定華碩技術規範，避免有害物質之添加，也

依據WEEE、EuP、Energy Star等國際法規與自願性標準，

積極投入並開發產品面上各項綠色設計技術，例如：產

品易拆解易回收設計、省能源設計等，期能有效降低產品

對環境的衝擊。

法規監控與因應

本公司自2004年成立GreenASUS專職單位負責持續監

控和因應全球環保相關法令規範，範圍涵蓋：

電子產品有害物質限用法規： ▊

如有害物質限用RoHS指令；歐盟化學品註冊、評

估、許可和限制REACH法規

電子產品回收管理： ▊

如廢電機電子設備WEEE指令

生態化設計： ▊

如耗能產品生態化設計EuP指令

其它： ▊

如電池及包裝材使用與廢棄管理

華碩亦定期舉行Steering Committee會議，全面掌控

直、間接銷往全球各地產品遵循相關國際規範。

化學物質管理

為維護人類健康與環境安全，華碩對於化學物質之

使用抱以謹慎的態度，並遵守各相關規範對於特定化學

物質的規定，嚴格要求供應商限用或禁用列管之有害化

學物質。對於有害化學物質之定義為具持續性、生物累

積性、毒性、致癌性、導致畸變性、毒性複製性、及環境

賀爾蒙干擾性等特性之化學物質。

在有害化學物質管理方面，華碩制定「華碩

GreenASUS HSF技術標準」（S-AT2-001），要求供應商提

供之零件與產品皆須符合華碩標準。華碩所有新產品從 

2006 年1月1日起已完全符合歐盟 RoHS 指令的要求。除

RoHS指令所規範之6大項有害化學物質及其他法令所要

求之管制物質外，另額外管制臭氧危害物質、放射性物

質等50餘項的化學物質，在電池與包裝材料的使用方面

亦有相關規範。2008年導入無鹵素（Halogen-Free）政策

至示範性機種。華碩預計於2009年將歐盟REACH法令當

中的危險物質與高度關注物質納入「華碩GreenASUS HSF

技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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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拆解易回收設計

華碩在產品上的易拆解易回收的環境化設計指導方

針如下：

A. 易拆解設計

超過25公克重量之塑膠件可由一人利用一般工具拆解。• 

產品採用模組化設計，可用一般工具拆解更換。• 

在製程中避免使用膠合或焊接方式來接合不相容材料。• 

儘可能使用彈扣式或嵌合組裝方式，減少使用螺栓• 

組合、黏貼組合、以及焊接組合方式。

減少螺栓的種類。• 

大於10平方公分之電路板上之電池及其他含有害物• 

質之零件，可利用一般工具拆解。

B. 易回收設計 

超過25公克重量之塑膠件需依據ISO 11469的標準• 

來標示。

超過100公克重量之塑膠件需使用單一均質材料。• 

超過100公克重量之機構塑膠件，應減少表面塗佈或• 

電鍍處理，或使用可易於分離之表面處理。

儘可能使用再生塑膠料。• 

儘可能減少塑膠內添加劑的使用。• 

儘可能使用華碩內部已使用過的色料來設計。• 

節能

依據生命週期盤查分析（Life Cycle Inventory Analysis, 

LCI）的結果，電腦產品在使用階段會消耗大量的能源，

故對環境的衝擊最大。因此選用節能料件或是使用軟體

控制電力，將能有效減少能源消耗，大幅降低產品環境

衝擊。

Power4 Gear是華碩研發的獨家節能技術，它可以

根據系統負載，自動調節CPU速度、LCD畫面光度以及

Windows電源配置，共提供八種運行模式，包括遊戲，

DVD播放，音樂欣賞和文字處理等，消費者可藉由簡單易

上手的操作介面節省近35%電力使用及溫室氣體排放，並

有效地延長筆記型電腦的續航時間，得到業界的好評。

繼Power4 Gear之後，2008起生產之Eee PC也獨家裝載Eee 

PC的省電節能技術Super Hybrid Engine，讓使用者可以依

不同需求來選擇以效能模式或節能模式運作，可使Eee PC

擁有更長的電池續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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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秉持經營理念，擠身世界級的高科技領導群，

對人類社會環境真正做出貢獻。在企業永續發展的道

路上，對供應商和外包商建立嚴緊的篩選與稽核管理制

度。而供應鏈綠色零件管理也透過網路科技以電子化平

台，即時和供應商溝通聯繫。此外，每年舉辦供應商大

會，宣達華碩的綠色政策、規範和企業社會責任等推動

議題從未間斷。

供應商與外包商篩選與稽核

華碩為確保供應商及外包商符合華碩標準，新供

應商與外包商的遴選必須先經過QSA（Quality System 

Audit）、QPA（Quality Process Audit）、及GA（華碩HSF 

（Hazardous Substance Free）綠色供應商承認）要求項目

的自我評鑑，自評通過後才由華碩稽核評鑑的專業團隊，

前往現場進行QSA、QPA、GA的稽核活動。

三大稽核面向主要涵蓋： 

QSA： ▊

供應商與外包商的品質系統完整性與落實度評鑑。

QPA： ▊

產品製程品質系統之管控與製程各環節把關的嚴

謹度稽核確認。

GA： ▊

審查綠色產品品質系統整體能否達到華碩GA的要

求水準。

通過稽核的供應商與外包商方可納入華碩合格供應

商／外包商清單（Qualified Vendors List, QVL），帶動華碩

整體綠色供應鏈不斷精進，邁向國際水準。

除了當初篩選嚴格，每年更定期對重點及合格供應

商進行QBR評分（Quality Business Review），包括書面審

查及年度稽查等，表現優異的廠商可成為華碩長期合作

夥伴，並伺機進行QSA、QPA、及GA的管理面稽核，仍持

續秉持PDCA的循環，不間斷的持續要求與稽核，將追求

完美品質的理念落實在華碩綠色供應鏈管理上。

自2 0 0 8年起，為加強供應商及外包商對於C S 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

包括勞工、環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道德準則

等，華碩要求供應商及外包商簽署「華碩電腦集團供應

商／外包商行為規範同意書」。截至2008年12月底，92%

的主要廠商皆已簽署同意書，共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及

承諾所進行的任何活動皆符合政府的法律及規定。

4.3 供應商與外包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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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大會

2008年華碩舉辦供應商與外包商說明會，會中說明

華碩的綠色政策及規範，包含華碩的無鹵素政策、目標、

作法、與時程表，並宣導華碩之因應作法，而所有相關的

技術標準與要求皆明文記載於SRM（Supply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網站，讓所有廠商都可以直接下載使用。

此外，也透過說明會推廣企業社會責任及宣傳「再生電

腦，希望工程」專案，邀請供應商與外包商一同重視及參

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活動。

供應鏈綠色零件承認管理

華碩在因應 RoHS 指令推動環保工作時以「源頭管

理」為大原則，將上游源頭控制在「綠色」。因此，零件

供應商需提交第三公證檢測實驗室之測試報告及不使用

華碩管制物質之證明書給華碩，並透過SRM中的綠色採

購平台eGreen提供合作之供應商綠色零件承認的作業流

程，利用電子化方式進行資料交換，以提高運作效率，除

建立綠色機構原材料資料庫外，也降低機構零件之供應

商重複進行零件承認的情形。

 圖4.1 QBR審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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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自2000年開始便致力於環保，將愛地球的承諾

整合在產品的製程和設計中，以領先業界之姿導入綠色

製程，改善產品設計。由於地球只有一個，因此，華碩竭

力推行『綠色設計、綠色採購、綠色製造、綠色行銷』，

由產品設計源頭至產品終端，每個階段都盡力地為地球

盡一份心力。

目前華碩已將環保標章中針對有害物質禁用、易拆

解易回收材料選用、能源節省等要求納入華碩綠色設

計規範中，使華碩產品研發人員可於設計階段設計出符

合環保標章規格之產品。當有任何採購需求或標章申請

時，便能確保產品可全面符合環保標章之需求。

華碩於2008年積極致力於綠色產品的推動，以最

新的N系列筆記型電腦及綠色概念筆記型電腦Bamboo 

Series竹韻系列陸續獲得各項國際環保標章，包括登錄

美國EPEAT金牌等級、取得歐洲的EU Flower證書、及符

合Energy Star。N系列筆記型電腦除成為全世界首批取得

EU Flower證書的筆記型電腦之一及為全世界唯一同時取

得EU Flower及捷克環保標章產品外，更榮獲全世界第一

個歐盟EuP指令驗證認可。華碩亦有電腦主機及螢幕顯

示器獲得台灣環保標章。其中N20A筆記型電腦獲頒微軟

WinHEC Award 之「綠色環保」殊榮。

EPEAT

北美地區EPEAT環保標章具有一組藉以評量電子產

品是否具有良好環境績效的標準，該系列標準共包含八

大項，目前已由美國電子電器工程師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制定為IEEE 1680

標準。

八大項環境標準中共含有2 3項必要之環境標準

（required criteria）與28項選擇性之環境標準（optional 

criteria），生產者符合必要之環境標準則屬銅牌產品

（Bronze Product），滿足必要之環境標準外另滿足

至少50%之選擇性之環境標準，則屬銀牌產品（Silver 

Product），滿足必要之環境標準外另滿足至少75%之選

擇性之環境標準，則屬金牌產品（Gold Product）。

EPEAT 8大項標準：

減少對環境有害之原料• 

原材料之選擇• 

產品環境化設計• 

延長產品使用年限• 

降低產品能耗• 

廢棄產品管理• 

公司環境績效表現• 

產品包裝• 

華碩有許多產品領先台灣IT同業登錄為EPEAT金牌最

高等級，其中以N系列筆記型電腦為最先登錄之產品。

2008年登錄為EPEAT金牌產品的筆記型電腦有：

N系列： ▊

N10J、N10E、N20A、N50Vc、N50Vn、N80Vr、

N80Vc、N80Vn

竹韻系列： ▊

U2E、U6V

EPEAT官方網站：http://www.epeat.net/

4.4 環保標章

 表4.1 EPEAT產品等級條件表

產品符合所有必要之

環境標準

產品符合所有必要之環

境標準及滿足最少50%
之選擇性之環境標準

產品符合所有必要之環

境標準及滿足最少75%
之選擇性之環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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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Flower

過去10年來，歐盟環保標章的「小花（EU Flower）」

已成為整個歐盟環保產品的標誌，提供消費者簡單及正

確的指引。所有帶有「小花」的產品已經由獨立的檢查機

構驗證完成，確認遵守嚴格的生態和績效標準。

雖然少數人類的活動為完全「對環保友善」的活動，

但總是有機會減少產品對環境造成的衝擊。為建立一個

標準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歐盟小花計劃制定一系列環

境和績效標準來判斷產品生命週期的所有方面，從產品

的設計、生產至使用的最終處置。

歐盟小花標章的主要標準包括：

於使用和待機消耗較少的能源• 

含有較少對健康和環境有危險的物質• 

製造商提供免費回收服務• 

易拆解與易回收設計• 

提高產品耐久性通過升級• 

電池的效率及較少的污染• 

華碩N系列筆記型電腦為

全世界首批取得EU Flower證書

的筆記型電腦之一及目前唯一

同時取得EU Flower及捷克環保

標章的產品。華碩於2008年獲

頒EU Flower證書的產品為：

N系列： ▊

N10系列、N20系列 N50

系列、N80系列

竹韻系列： ▊

U2E、U6V

EU Flower官方網站：http://www.eco-label.com/

台灣環保標章

為配合綠色消費導向，讓消費者能清楚地選擇有利

環境的產品，同時也促使販賣及製造之產商能因市場之

供需，自動地發展有利於環境的產品，環保署特別設計

環保標章的制度，並在1992年3月19日評選出我國的「環

保標章」，頒發給經過嚴格審查，在各類產品項目中環保

表現最優良的前20∼30%的產品。這個標章圖樣為「一片

綠色樹葉包裹著純淨、不受污染的地球」，亦是象徵「可

回收、低污染、省資源」的環保理念。華碩於產品設計端

加入台灣環保標章之相關要求，一旦有台灣政府採購對

於環保標章的需求產生，華碩產品即能100%符合標章要

求。

華碩產品獲得台灣環保標章的得獎清單，可至官方

網站查詢：

http://greenliving.epa.gov.tw/greenlife/green-life/index.aspx

 EU Flower證書

 捷克副總理Rut Bizkova （右1）親臨頒發EU Flower證書

     華碩品質長林全貴（左2）代表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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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P

歐盟EuP指令是針對泛指需依靠能源運作的產品，

稱為能源產品耗能產品，需進行符合性評鑑，要求產品

於設計之初即考量環保各層面，包含鑑別「產品生命週

期」各階段之「重大環境考量面」，例如各階段之預期能

源與資源消耗量，及對空氣／水體／土壤之污染物排放

量；因噪音／震動／輻射等所造成之污染、廢棄物之產

生量，進行資源/能源回收與再利用之可行性等。在歐盟

EuP指令的要求下，製造者必須對以上條件提出有效的設

計方案與評估文件，是對生產者最大衝擊的指令。華碩

致力於環保，將愛地球的承諾整合在產品的製程和設計

中，而N系列筆記型電腦讓華碩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榮獲歐

盟EuP指令驗證認可的公司。

微軟WinHEC Award

由微軟主辦之WinHEC Award「Windows 硬體研發創

新大賞」包含五大類獎項：綠色環保、數位媒體與家庭

娛樂、網際網路、技術創新、工業設計。ASUS N20A筆記

型電腦於第一屆 WinHEC Award「Windows 硬體研發創新

大賞」獲得五大類中「綠色環保」的優勝作品。優勝作品

不僅於2008年12月9日至10日連續二天在全球硬體廠商視

為年度最重要的 Windows 技術盛會─WinHEC 2008 Taipei

（Windows 硬體工程大會）中榮耀展出，同時得獎廠商也

於12月9日由副總統蕭萬長及微軟公司Windows核心作業

系統部門資深副總裁Jon DeVaan親自頒發獎盃殊榮，微軟

也提供全球行銷資源，讓全球看見 IT 產業的台灣之光。

華碩在「綠色環保」的優勝更加肯定ASUS致力於綠色產

品的研發與創新。

 EuP認證單位全球產品驗證總監代表EuP親臨頒獎

 副總統蕭萬長親臨頒發WinHEC Award「綠色環保」獎項

     華碩營運長 陳志雄代表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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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積極負起延伸生產者責任，華碩於歐洲、北美地

區及台灣搭配當地合法回收處理商以建立回收系統，確

保回收之廢電腦能得到最妥善最環保的處理以減低對環

境造成之衝擊。回收系統的建置除了提供消費者回收服

務之外，也滿足歐盟WEEE指令及美國各州回收法令的要

求。

為符合歐盟WEEE相關法令，華碩與歐盟當地經銷商

共同推動歐洲廢棄產品回收服務，由生產者負起產品最

終回收與妥善處理之責，同時也以各類管道和平台建置

取得回收資訊，同步監控與管理當地回收處理情況。

2006年華碩於美國地區建立免費回收系統，並為台

灣第一家在美國地區提供消費者免費產品回收服務的廠

商。2008年9月起在美國的回收計劃擴大至提供整個北美

地區（含加拿大）的企業客戶以及提供所有華碩產品回

收種類服務。

華碩在美國除與有簽署巴塞爾公約（B a s e l 

Convention）及管理承諾（Pledge of True Stewardship）的

合法回收處理商合作外，也執行美國當地回收廠商三階

稽核，確保回收之廢電子產品得到最妥善的處理以減低

環境衝擊。

在台灣，於2008年更進一步以經濟部技術處創新

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結合華碩皇家俱樂部、燦坤3C之

全國門市與合作回收商等全省回收點，建立華碩逆物流

回收服務管道，並透過專屬「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網站

（http://recycling.asus.com/），傳遞環保回收理念至消費

者與企業客戶，提供客戶方便有效之回收管道。

4.5 產品回收

 圖4.2 華碩於美國的回收合作廠商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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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員工概況

隨著經營策略改變，2008年1月1日起華碩正式分家，

切割成品牌與代工。分家後員工人數驟減，從2007年的

101,350人到2008年的11,151人，其中6,497人分佈在大陸

及其他海外地區。

華碩擁有高素質的員工。從學歷資料中顯示，高中

（含）以上，高達99%。大學以上（含）達93%，其中大學

佔52%，碩士佔41%。

華碩性別分佈狀況如圖5.3所示，因華碩以科技研發

為主，故男性員工佔大數。男性員工的比例約為女性員

工的兩倍。

 圖5.2員工人力素質

 圖5.3員工性別分佈

 圖5.1 全球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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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員工福利

華碩經營理念第一條為「培育、珍惜、關懷員工」，

也因此華碩重視員工的待遇及福利。完整的薪資福利及

完善的保險制度保障員工的基本生活，讓員工在專注工

作之餘亦能兼顧家庭與健康。

華碩提供員工分紅及三節獎金（含每年三節的端午

節、中秋節及年終獎金），當年年中與隔年年初視營運狀

況發放績效獎金，也另有專利獎金及獲選模範員工的獎

金等。華碩的薪資標準依職務、能力、學歷、工作經驗及

專業知識決定，起薪不因性別、宗教、政治、婚姻狀況等

而有所不同。

根據台灣當地法令規定，新進員工報到當天起公司

即會為員工投保，包括壽險、勞保、健保、新制勞工退休

金、疾病傷殘險等，也提供免費團體醫療保險。

除婚喪喜慶補助之外，每逢佳節也有應景活動，亦

有藝文展覽、講座、文康活動及以部門為單位的「華碩家

庭日」活動。每年三節及生日發放各家商品禮券及文康

券，並優惠價格購買華碩產品。為鼓勵員工繼續進修，公

司每年皆會提供員工與其子女獎助學金，亦規劃內部與

外部教育課程。

華碩於各廠區設置醫務室與門診，並有專業醫師及

護士派駐，照顧員工安全與健康。全年推廣健康促進活

動，如年度健康檢查、疫苗預防注射、婦女防癌篩檢、減

重班、健康講座等。公司僱請專業營養師掌控員工餐廳

飲食，負責餐飲之營養均衡配置和卡路里管控。

員工休閒設施陶然館亦有SPA、游泳池、健身房、球

場等設施供員工及家屬假日使用。

 華碩企業總部福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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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人權宣言

華碩不因種族、性別、年齡、黨派、宗教、殘障狀況

予以歧視員工。僱用員工不僅遵循當地最低年齡規定、

當地法令、EICC等相關規定，並依據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揭示人權政策宣言。華碩的人權政策宣言如下：

不僱用童工 ▊

符合當地的最低年齡的法律和規定，不僱用童工。

符合基本薪資 ▊

提供員工符合甚至優於當地法令所要求之最低限

度的工資與福利。

工作時數 ▊

定期提供員工有薪假。不強迫員工工作超過當地

法令規定之最高每日勞動時間。遵守加班工資的

要求或必要的補償。

不岐視 ▊

禁止基於種族、膚色、年齡、性別、性取向、種

族、宗教、殘疾、工會員或政治傾向的岐視。人人

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

無非人道的待遇 ▊

禁止騷擾、身體虐待或任一對待。

不強迫勞動 ▊

確保沒有強迫、桎梏或非自願的監獄勞工用於生

產華碩的產品或服務。確保整體的僱用條件都是

自願的。

健康與安全 ▊

提供所有員工一個有相互信任與尊重的健康與安

全的工作環境。

員工訓練與自我發展 ▊

提供設施、培訓計劃、時間和補助，支持員工的職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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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員工諮詢與溝通

華碩的智慧資本是來自各方的頂尖研發人員彼此無

私地交流經驗和技術，經過不斷創新、發明、精進所累積

而成。員工是華碩所重視與珍惜的，本著凝聚情感營造

團隊向心力，員工與主管間開放的雙向溝通模式已行之

有年。

例如，華碩領導人與員工面對面溝通的午餐約

會、華碩論壇、ASUSDesign DRPS電子報、LSS電子報、

DigiTrend雜誌、華碩員工24小時緊急服務專線「2119」、

角落文宣、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24小時諮詢專線⋯⋯等等，提供員工、工作團

隊、高階主管等內外部交流溝通的良好橋樑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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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人才培育規劃

華碩經營理念即「珍惜、培育、關懷員工」。於

2008年起，公司全面推動「才能發展計畫」（Talent 

Development Plan, TDP），此計畫於2008年底更名為「學

習成長計畫」（Learning & Growth Plan），目的在協助公

司主管及員工發展所需能力，提供符合組織與個人發展

之可行方案，秉持「因材施教」的理念，以公司核心價值

和各階層所需職能為基礎，並評估個人工作所需，由主

管與員工共同討論規劃個人的年度學習成長計畫，讓學

習更有系統、更有效率。

2008年參與此學習成長計畫之人員約計3,551人，學

習成長計畫流程如下圖：

多元的學習資源

人才是企業致勝的關鍵。華碩在人才的培訓上始終

不遺餘力，讓每位員工在工作中可持續不斷的學習，充

份發揮潛能。公司為全體員工規劃一系列的訓練課程和

學習資源。訓練課程包括新人訓練、新晉升主管訓練、核

心價值訓練課程、管理職能訓練課程、專業職能訓練課

程等。除內部訓練課程外，亦提供外部訓練、在職訓練和

自我發展等學習資源。

 圖5.4 學習成長計畫流程示意圖

 圖5.5 人才培訓重點示意圖討論學習
成長需求

擬定個人學
習成長計畫

執行個人學
習成長計畫

定期檢討
執行狀況

績效考核
(MBO/職能)

公司目標

部門目標

個人目標

建立全體同仁應共同具

有的知識、價值、理念與目

標強化對公司的心力

人才培訓重點

因應各階層主管不同

的角色使命，有系統的培

育及強化並建立共通的管

理決策運作

增進與養成各專業領

域人員的專業知識與技

能，以提升工作績效

引入新的技術、觀念或

工具促進個人成長並協

助達成組織策略目標

鼓勵同仁發展第二

專長及其他潛力激發，並

結合員工福利與關懷成就

同仁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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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訓練課程

2008年度，共開辦了225堂教室課程，受訓人次6,305人，及278堂線上課程，受訓人次2,497人。公司針對不同對象
建立各階層之訓練藍圖，包括高階主管、中階主管、基層主管、專業職員工必修的訓練課程。此外，為協助新進員工快
速適應和了解華碩文化和工作環境，亦規劃豐富且具實用性的新進員工訓練─新人活力營，2008年一共有1,526位員工
參與訓練，受訓時間達10,602小時。

其他學習資源

華碩提供員工參加外部訓練、在職訓練和自我發展的機會。員工參與外部訓練機構所舉辦之專業相關課程，公司會
視課程與工作之相關性給予費用補助。華碩視個人發展需求，另輔以專案指派、工作跟隨、工作代理、職場教練等在職
訓練方式。此外亦提供各種自我發展的學習資源，如線上學習、商用英語班、講座及品書小館。

 表5.1 多元學習資源表

類別

training

On-job

training

項目

主管協助規劃員工的成長計畫，

讓員工邊做邊學，強化個人的知

識及技能。

1. 職務代理

2. 工作跟隨

3. 職場教練

4. 專案指派

在職訓練

訓練內容 訓練目標

提供系統性之課程，增進員工專

業知識與技能之深度與廣度。

1. 新人專業訓練

2. 專業職能課程

3. 海外研習

4. 海外人才返台研習

專業職能

訓練

透過主動與自主性之學習，發展

個人能力並兼顧個人志趣。

1. 數位學習(e-learning)

2. 商用英語班

3. 品書小館

4. 藝文講座

5. 華碩社團

自我發展

核心價值/

管理職能訓練

針對各階層員工，提供系統性

之成長學習與發展藍圖，有利

於儲備未來職涯發展之實力。

1. 新人訓練 

2. 核心價值課程 

3. 新晉升主管訓練 

4. 管理職能課程 

5. 管理講座 

6. 菁英主管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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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學程簡介

LSS - The ASUS Way 自2006年5月推動以來已逐步成形，為建立全體華碩員工之「共同語言及價值觀」，LSS Program 

Office與相關單位共同開發出以ASUS DNA 為基礎的「華碩文化教育學程」。此學程簡介如下：

1. LSS與你：

所有新人報到一週內與LSS的第一次接觸，也是新進員工接受華碩文化的第一次洗禮。

2. 歷史與文化：

以 eLearning 形態製作的LSS - The ASUS Way，帶領新進員工暢遊華碩時光隧道，認識華碩歷史沿革及未來展望。

3. LSS共同語言：

由LSS overview/LSS White Belt (Define, Measure, Analyze, Improve, and Control, DMAIC)/Lean Practice/Work-Out/

CCFCC (Crucial Conversation For 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 組成的LSS 五修課程，員工們於到職六個月內完成LSS共

同語言及價值觀的深度洗禮。

5.6 Lean Six Sigma課程

 圖5.5 華碩文化教育學程

ASUS文化教育學程簡介

LSS與你

LSS in Orientation

到職第一週

歷史與文化

E-learning
The ASUS Way

到職1個月之內

LSS五修
LSS overview

White Belt
Lean practice

Work out
CCFCC

到職6個月之內

LSS共同語言

ASUS DNA

加入華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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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改善專家養成計劃

2006年5月起華碩正式啟動再造之旅，LSS - The ASUS 

Way精實六標準差流程的改善手法在不斷的思索與嘗試

中終於在第三波的LSS推導中成形。LSS - The ASUS Way以

崇本務實的精神，從價值溪流中，藉由嚴謹的邏輯思維、

科學數據與驗證追求準穩精速，並且同步在流程體質與

環境的根本處做起，養成勇於面對問題、快速解決問題

的能力，不斷的創造客戶最大價值體驗。LSS - The ASUS 

Way是以華碩文化價值（ASUS DNA）為核心，並融合了

精實（Lean）與六標準差（Six Sigma）的精神與手法，將

持續改善深植於組織的營運中，不斷的追求「精采創新，

完美品質」，朝向「數位新世代最受推崇的世界級領導企

業」邁進。

在流程改善專家養成計劃中，將LSS - The ASUS Way 

的改善手法依照流程的廣度、問題的複雜度、以及工具

理論的難度，分別開發了White Belt、Yellow Belt、Green 

Belt及Black Belt培訓課程，以「簡單、實用、靈活、有效」

的原則，由淺入深的養成The ASUS Way的流程改善專家。

 圖5.6 Lean Six Sigma - Knowledge Map

 表5.2 文化教育學程相關簡介

CCFCC

CAF
(Soft Skill)

CAF
(Hard Skill)

Biz 
Leaders

Work-out

E-Learning：The ASUS Way

Lean

Champions

Master BB

Black Belt

Green Belt

Yellow Belt

Frist line Leaders

All ASUS people

White Belt

LSS Ov erview

BIZ 
management

BIZ  operation 
management

Change 
management

Commom Language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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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US Way - White Belt白帶培育課程  ▊

自2007年起，White Belt 課程為所有員工的必修課程，

目的在養成流程改善的共同語言，以加速遇到問題時的

溝通並快速反應。在三個小時的課程中，ASUS人將知

道用5W1H的模式清楚定義問題、以冰山模型看問題、

漏斗模型解問題。課程中也介紹了六標準差及解決問

題五大階段D、M、A、I、C，與各階段的重要概念。

The ASUS Way - Yellow Belt黃帶培育課程 ▊

Yellow Belt課程融合LSS 五修課程中的重要觀念，藉由

一天的團隊挑戰，實際走過問題改善的五大階段以順

利完成任務。學員可以在做中學的過程中，更深刻了解

The ASUS Way的改善邏輯與概念，並學習到最基本的

改善工具，協助他們回到工作崗位上，可立即運用所學

的LSS改善手法提升工作績效。

The ASUS Way - Green Belt綠帶培育課程 ▊

Green Belt課程目的在訓練用『嚴謹思維邏輯與科學數

據驗證的方法』，靈活運用工具，有效釐清問題、分析

真因並找到最精實的對策，讓關鍵流程產生體質上的

改善，進而提升ASUS 長期競爭力。此課程為期五天，

除落實「實用、簡單、靈活、有效」的工具安排外，設

計Easy PC公司營運挑戰，讓學員藉由角色扮演了解整

體價值流程中可能碰到的問題，也從活動中讓各部門的

人進一步了解彼此的立場與觀點，確實達到跨界溝通。

The ASUS Way - Black Belt黑帶培育課程 ▊

Black Belt 為ASUS 流程改善專家的實務養成課程(黑帶

養成計畫 )。以創造專案改善價值為訓練目標，在

DMAIC改善五大階段二十個步驟的專案運作過程中，

將最實用有效的工具，分階段以模組化的方式進行。學

員可學到如何了解客戶需求、如何用流程觀來建構問

題的輪廓、如何從流程績效落差找到改善機會點、如何

用有效的方法來呈現流程績效、如何集結眾人的智慧

挖掘問題發生的真因、如何用科學的統計方法來驗證關

鍵真因、如何再整合集體智慧找出最精實的對策方案、

如何擬定有效的方法來持續監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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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績效管理與學習成長

華碩的績效管理制度結合績效評估和學習成長作

業，以提升個人績效及能力，盡而達成組織目標。同時，

華碩強調主管和員工需持續不斷地溝通，使雙方的期望

值一致，以充份發揮績效管理之效益。

績效評估為依公司營運目標（KPI）向下展出部門和

員工個人的工作目標，用組織內統一的語言及客觀一致

的評量方式，於同一水平評量員工的績效表現。全年度

分別於年中和年底對正式員工進行一次績效評估作業。

第一次評量範圍為員工1月-6月之表現成果，第二次評量

範圍為員工1月-12月之表現成果。

考核對象分為管理職與非管理職兩大類；以期達到

術業有專攻，依據不同的向度給予應有的評分標準。管

理職評核項目為：核心價值、管理職能、專業職能、工作

成果；非管理職評核項目為：核心價值、專業職能、工作

成果。

績效評估的結果是讓員工自己和自己比較，每一次

評核結果能達到、甚至超越所被賦予的目標，並依評核

結果思考未來的生涯如何規劃？公司可以提供什麼環境

讓自己向上？自己可以再貢獻什麼績效回饋給公司？以期

能達到雙贏的結果，公司和所有員工皆能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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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一直秉持著以「縮短數位落差」、「提升創新能

力」、「培育科技人才」、「促進產學合作」及「推廣環

保節能」為其長期重視及努力的方向及目標。華碩不僅

邀請員工一同參與許多內部發起的環保活動，也積極與

同業或異業發起愛心捐贈活動。華碩更於2008年成立華

碩文教基金會，希望能以更具體的行動力回饋社會，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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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縮短數位落差

鳳凰計劃

華碩於2008年3月與微軟共同啟動「數位鳳凰計

畫」，希望能夠協助不會使用電腦的婦女們建立使用

電腦的能力與信心，縮減數位落差。華碩捐贈500台 

Windows Eee PC，超過5,000名婦女受惠，希望可以協助

更多完全不會用電腦的媽媽學會使用電腦，讓她們也能

夠享受科技帶來的樂趣與便利。

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

此為經濟部技術處創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逆

物流回收再利用綠色行銷永續經營開發計畫」，計劃時間

自2008年7月始動至2009年12月底止。

本計畫目標在提供台灣地區一般消費者（B2C）及公

民營機關團體（B2B）多元方便之廢（舊）電腦回收處理

服務，並將回收電腦經測試修整成之再生電腦，捐贈給

偏遠地區中小學童及社會弱勢團體，協助提升偏遠地區

資訊化能力，縮減數位落差。華碩電腦推動「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專案是結合環境保護和關懷社會公益，落實

企業社會發展之責任。

計畫範圍：

1. 回收地區：台灣

2. 回收服務對象：

B2C：一般消費者• 

B2B：公民營機關團體• 

  （含民營企業、公家機關、法人團體）

3. 回收標的：不限品牌之

廢主機（至少包含機殼、電源供應器、主機板)• 

廢螢幕• 

廢筆記型電腦• 

 鳳凰計畫啟動儀式

「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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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本計畫結合華碩全省12家皇家俱樂部、燦坤

3C之全國250餘門市與合作回收商等全省回收點，建立華

碩逆物流回收服務管道，並透過專屬「再生電腦 希望工

程」網站傳遞環保回收理念至消費者與企業客戶，提供

客戶方便有效之回收管道。

為鼓勵消費者參與回收活動，凡回收舊電腦或電腦

螢幕即可兌換產品舊換新折價券，可在全省燦坤門市與

華碩皇家俱樂部使用。企業客戶參與本活動可以優惠價

格購買新品。凡參與本活動之企業客戶與受捐贈對象等

資訊皆透明公開於「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網站。

 「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網站 「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宣傳

 產品舊換新折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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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1 「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情境示意圖

回收活動推行至2008年底，公民營機關團體參與家數達51家，一般消費者參與人數達234人。受贈對象包含偏遠地

區國中小學和弱勢／公益團體，共捐贈1,665台再生電腦。

詳盡活動內容請至「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網站：http://recycling.as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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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贊助及促進文藝學術交流

贊助數位藝術活動

華碩與華碩基金會持續贊助藝文活動關懷本土、放

眼國際、善盡社會責任。期以企業公民身份加強挹注資

源於文化藝術事業，提升全民心靈生活品質。贊助之藝

術文化公益活動如下：

2009年台北奔牛節 ▊

第三屆台北數位藝術節「超介面–Tr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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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與產學合作

為促進產業界與學術界之交流合作，研發相關技術

探討未來趨勢，進而發展前瞻性與全方位之知識、技術、

管理、e化、及人才培訓等項目，華碩基金會與建教及產

學合作，以期建立與學術界的緊密互動，提高人才素質。

列舉活動如下：

贊助國內外學校獎助學金和學術研究經費。• 

捐贈設備及研發合作經費，以培育科技人才提升在• 

學青年對創意之潛力。

民俗文化

華碩基金會贊助彰化縣政府致贈媽祖遶境嘉年華活

動。此為一具國際性規模之定期文化節慶及聯合祈福活

動，有效帶動地方文化觀光產業，振興地方戲曲使傳統

藝術風華再現。再者，呼籲民眾及企業以贊助傳統戲曲

演出或其他展演活動，取代許願燃放大量炮竹，一方面

減少污染、浪費，一方面降低對公共安全傷害風險，共同

成就「文化彰化」的美麗願景，在熱鬧的同時也為地球環

保盡心力。

 民俗文化─媽祖遶境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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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關懷社會

創造弱勢團體就業機會

華碩除捐贈電腦、幫助弱勢團體消除數位差距，亦

透過別種方式照顧他們。企業總部2樓的員工美食街免費

進駐喜憨兒麵包坊，提供少許弱勢團體就業機會，關懷

與回饋給社會。

愛心助學濟貧捐贈活動

華碩不定期舉辦回收活動，除響應環保外，另將回

收之廢電子產品所得一部份費用轉為獎學金及購買白米

分贈貧戶，造福鄰里、建立友善關係。

 喜憨兒開幕公告

 活動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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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款與賑災

當有需要時，華碩會協助員工以薪資扣款的方式將

薪水的一部份捐贈給急需幫助的團體，如：

協助重建雲門舞集： ▊

華碩平時響應雲門舞集活動演出，並捐款贊助相

關活動。2008年初因一場大火將雲門八里排演場

付之ㄧ炬，華碩特舉辦「為台灣藝術人文盡一份心 

許雲門一個美麗的未來」招集員工一同捐款，為雲

門重建出一份力。

四川賑災： ▊

遭受天然災害無情的打擊，華碩捐款四川強震賑

災，不僅企業帶頭響應，兩岸員工自發性捐款協助

四川重建行動。

 環保活動愛心捐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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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環境保護活動

爬樓梯活動

華碩鼓勵員工多爬樓梯、少搭電梯，除了健康也節

能減碳，還有機會贏得腳踏車。

世界地球日與環境日

2008年配合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及公司環保政策舉辦

數場次環保廢棄物回收活動，並號召員工與學子一同參

與關渡淨灘活動，藉由一系列環保作為響應地球日與公

司環保政策，柔性傳達員工愛地球觀念，亦藉由此活動

之回收金轉贈慈善機構及關懷偏遠地區學童圖書資源。

環保袋宣導活動

自2008年6月1日，華

碩員工餐廳不再主動提

供塑膠袋給外帶餐點的員

工，鼓勵員工自行攜帶環

保袋、重覆使用塑膠袋、

或以購買的方式取得塑膠

袋，並計劃於2009年1月起

全面停止提供免洗餐具，

宣導員工使用環保筷。

爬樓梯活動之腳踏車得獎公佈

 6月5日世界環境日廢資訊產品回收暨綠化辦公室運動

 環保袋宣導海報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廢資訊產品回收暨響應環保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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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地球淨灘活動暨鐵馬減碳運動

華碩與鐵馬社團邀請所有員工及學子們至企業總部

一帶鄰近淺灘淨灘，一同愛護家園，淨化環境。

角落文宣與廁所綠化

華碩推行角落文化，在每間廁所內張貼環保、健康

及工安資訊，利用零碎時間，柔性推廣生活即時新聞，並

於每個廁所間不定期更換小植物，除了淨化空氣品質，也

美化環境。

 淨灘活動剪影

 角落文宣與廁所綠化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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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99 讓地球美麗久久─創意短片大賽

2008年11月華碩文教基金會與公共電視合作「環保99 地球美麗久久」活動，活動時間為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

施崇棠董事長表示：「舉辦這次活動的目的是希望以不同世代族群在不同成長背景下，能夠呈現不同的環保創意，讓每

個人對於台灣環保工作都能有所行動、有所體認。」

華碩希望能以此活動激發社會大眾對於環保議題的重視與關注，提供一個創意展現的平台，讓每個人都能透過鏡

頭力行環保，製作最有意義的環保短片，將這份對環境的本土關懷傳達給地球村的每一份子，讓對台灣環境的愛護及關

懷，透過鏡頭傳達給更多人。

 宣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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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指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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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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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補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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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書之自我宣告應用等級為B，已經過Global Report Initiative Sustainability查證，符合GRI 

G3 應用等級B，通過GRI-check查證標準。

華碩2008年度企業永續報告書內容部分已完成外部認證，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IECQ QC 080000 IECQ HSPM有害物質管理系統皆獲得證書，

代表相關數據經外部及內部稽核檢視。本公司將於評估第三方認證效益及成本後尋求報告書第三

方認證之機會。

報告書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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