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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營管理之理念與績效 

(一) 永續發展理念之培養與落實 
1. 永續經營理念、前瞻性與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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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遠景  

 

華碩電腦是間擁有世界頂尖研發團

隊，以科技技術為導向的公司，秉持一貫的

高品質科技創新而聞名。身為引領全方位 

3C 解決方案的領導者之一，華碩電腦提供

完整的產品組合，讓各領域的使用者皆能創

造最豐富的績效。華碩永不停息的追求世界

第一，優秀產品不斷推陳出新，正是華碩實

踐對人類社會做出貢獻的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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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與價值  
“藉由提供不斷創新的 IT 解決方案，激勵華碩的使用者發揮最大潛能。” 

華碩新產品研發的原則是先札穩根基後再向外延伸。我們先從電腦零組

件著手，從主機板、顯示卡到光學儲存裝置，延伸到桌上型準系統、伺服器、

筆記型電腦、手持式個人電腦、寬頻網路設備、無線通訊設備、數位資訊家

電以及行動電話等。 
 

 

 

落實使命  

 對科技無限熱愛  
技術是華碩的核心，因為我們持續不斷的投入心血於世界級的研究和發

展，才能夠提供個人和企業領導趨勢的創新產品。 

 品質至上、永不妥協  
高品質對於華碩來說是最重要的堅持，在每一個流程中時時檢討品質管

理與細節，為了就是要讓華碩客戶們能享有符合經濟效益的高品質解決

方案。  

 長期合作關係  
不論是不是我們的客戶、媒體、股東或是一般消費者，我們深信合作夥

伴在各個階段都是可以與華碩一起互相成長。和事業夥伴保持良好的關

係，是我們能夠不斷在各方面持續成功最主要的關鍵。 

 堅毅不拔  
所有華碩的員工都有著共同努力的目標，並在壓力之中學習成長，勇於

接受挑戰。藉由全公司上下努力不懈完成使命，期望每一個人都可以享

受到科技創新所帶來的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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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實革命提高品質- 全面推動 Lean-Six-Sigma 
華碩將明星產品線成立獨立的個別事業處，各自擁有專屬的研發、採

購、業務團隊。這樣的安排，有如將事業體拆成「模組」，屆時，處理品牌和

代工分家可以快速的將模組重新組合，加強彈性及應變能力，同時啟動對下

一波接班人養成訓練。 
接下來要做的，是推動「精實革命」，因而導入六個標準差品質運動，

希望能夠讓各事業部改善創造價值的流程，「精實」的方法更強調整個價值流

程，內部稱之為 LSS。『精實哲學』是兼顧品質與速度的最佳解答，因此提出

全『民 Lean 動 一招走天下』。以「一招走天下」的精神，來持續將「六個標

準差」制度落實到華碩全體員工。使華碩從根本開始改變，成為真正的學習

型組織，不斷的自我革新，發現問題，反省學習，勇於創新，持續改善。 
 

 絕不放過(現地現物，數據驅動)任何不精實(瑕疵、浪費、遲緩) 
 全心發揮人性(動腦筋) 
 決不放棄(不掉棒)，徹底打通流程(盟主的最終責任感)  
 迅速不斷地改善創新(客戶的最大價值) 

 
有助於提升 IT 產業之整體國際優良形象之經營實績 

(1) 華碩從 1998-2006 年連續九年被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列

為前 100 大科技公司，且在 2006 年贏得 2168 個獎項。 
(2) 2006 年被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評比為台灣企業品質與服

務第一。根據華爾街日報《亞洲領導企業 200 強》最新調查，華碩

電腦在「品質」項目的評比上，位居所有台灣企業、不分產業的第

一名。 
(3) 2005 年，華碩以筆記型電腦摘下 50 年來華人的第一座堪稱工業設

計界的奧斯卡獎的德國工業論壇獎(iF Award)。 
(4) 華碩產品多次贏得世界著名的設計大獎如德國工業論壇獎(iF 

Award)、美國 IDEA 獎、德國 RedDot 獎、日本 G-Mark 獎等，開創

華人品牌的全球知名度，讓華人品牌在國際市場揚眉吐氣。 
(5) 世界規模最大的硬體評鑑網站 Tom's Hardware Guide 的讀者們，更

將華碩電腦選為「最佳主機板和顯示卡製造商」。 
(6) 2006 年『台灣精品獎』中，華碩電腦再度以三十四項產品超越所有

競爭隊伍，蟬聯冠軍寶座。 
(7) 2006 年由台灣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所做的調查報告顯

示，華碩為 NB 消費者認定的『品質、功能、服務』三冠王。 
(8) 2006 年度 NOVA 通路理想品牌調查中，華碩獲得包括筆記型電腦等

七個產品類別總計十三個大獎殊榮，得獎的產品項目涵蓋了筆記型

電腦、桌上型電腦、無線網路、主機板、DVD 燒錄機。 
(9) 2005 年華碩自有品牌筆記型電腦成長為前幾大筆記型電腦品牌中

成長最快的品牌，市占率在台灣穩居第一外，在中國是第四名、亞



 

  6

太地區排名第五，歐洲則是排在第七。 
(10) 華碩在 2006 年主機板出貨量高達五千五百多萬片。2007 年筆記型

電腦出貨量將可望成長超過六成，預計上看九百萬台。 
 
如此優異的表現，證明了華碩不僅已經具備成熟的 3C 研發整合技術，更顯

示華碩董事長施崇棠一貫強調穩紮穩打的技術研發以及前瞻性的策略，成功

地讓華碩在消費者心中建立起無可取代的優質品牌形象。 
 
2. 人才培育規劃  
　  華碩之經營理念即揭櫫「珍惜、培育、關懷員工」。基於此，公司規劃

職涯發展課程及個人能力評鑑工具，能協助公司主管及員工之專業前程發

展，提供符合組織與個人發展之可行方案。「人生有夢、築夢踏實!」在建立

同仁事業前程夢想之過程中，主管會參與協助及擔任指導之角色，以讓同仁

充份發揮潛能與專業志趣。「華碩舞台、全球視野」，公司不僅在全球有眾

多業務據點，在企業內部亦有多元之專業單位，可讓身懷絕技之各類專業之

人才盡情參與職務歷練與晉升。 
 

    秉持「因材施教」的理念，根據重要職能項目為主要依據，找出個人最

需加強與對工作重要性的能力，系統化規劃出一整年度的學習發展計畫，讓

學習更有效率。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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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數位學習系統　 華碩導入先進的數位學習系統(e-learning)，使全球主要

據點之員工可不受限於時間與地點之限制，於線上進行課程之研習及測驗，

更充裕地安排工作與學習。線上課程內容，除公司核心文化課程外，亦提供

管理類與個人效能類研習課程的完整規劃。使同仁在專業訓練外，亦有多元

之學習資源，培養完整的能力發展。 
 
經費補助　 除了公司內部的訓練資源外，員工參加外部訓練機構所舉辦之

專業相關課程，公司將給予適度及合理學費補助。 
 
課程快訊　 每月提供當月課程快訊，針對各階層員工，提供多元的訓練課

程，聘請內外部專業講師，傳授專業技巧及個人效能管理課程。 
 
華碩教育訓練三大類型 

大類 舉例 訓練目標 

在職專業訓練 

1. 專業課程 
2. 幹部培訓班 
3. 專案歷練 
4. 師徒制 
5. 海外人才返台研習  

透過單位主管規劃講座與訓練實

作以邊做邊學，增進工作專業知識

及技能之深度與廣度。 

管理、通識訓練 

1. 新人訓練 
2. 新晉升主管講習 
3. 管理職能訓練 
4. 核心職能訓練 
5. 通識課程研習 
6. 管理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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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發展類 
1. 商用英日語班 
2. 藝文講座 
3. 華碩社團  

培養主動性與自主性之學習成長

能力，兼顧個人志趣發展。 

 
相關實績 

(1) 每個月邀請公司內外講員，舉辦職能相關課程與講座 
(2) 建置並啟動 e-learning 線上教育訓練平台 
(3) 舉辦員工之職場生涯規劃相關輔導活動 
(4) 商用英語與日語進修班 
(5) 推廣 LSS 華碩常山蛇精實策略之教育訓練，每個月約舉辦 15 場左

右，另外為資深主管安排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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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永續經營，綠色環保，根留台灣之實績 

 自 2003 年起華碩電腦已連續四年榮獲十大

台灣國際品牌價值於電腦資訊產業第一名 
(總體第二名)之殊榮，充分展現華碩電腦為

在品牌經營與企業永續發展之重視與成果。 
 

 
 

 自 1997 年起超過 150 件華碩產品獲得經濟部深具權威之「台灣精品獎」

(含金質獎與銀質獎)。本公司為唯一榮獲第十一屆「台灣精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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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參與經濟部技術處之科專計畫，皆得到評審委員高度肯定：自 2000
年起的 B 計畫起到目前進行中的 G 計畫，皆得到評審委員高度肯定，並

帶動台灣產業在環保生產製成之風氣。例如華碩無鉛無鹵環保型主機板

獲選為 95 年度計畫特優之精選案例；經濟部技術處 E 計畫-產業協同設

計電子化計畫（2003~2005），即獲

得特優獎；目前正進行中的 G 計畫-
自有品牌綠色設計及綠色回收處理

開發計畫（2005~2007)，推動整合

綠色設計、綠色採購、綠色製造、

綠色行銷之四支「綠色安打」，亦被

列入經濟部新視界-看見台灣企業
新藍海報導之精選12個主導性新產
品開發輔導計畫的成功故事之一。 

 

2006 公司 

1 趨勢科技(Trend Micro) 

2 華碩電腦(ASUS) 

3 宏碁(ACER) 

4 康師傅(MASTERKONG) 

5 明基電通(BENQ) 

6 正新橡膠(MAXXIS) 

7 合勤科技(ZyXEL) 

8 巨大機械(GIANT) 

9 喬山健康科技(JOHNSON)

10 友訊(D-Link) 



 

  9

 成功開發出國內首例之環保型主機板，榮獲 95 年度計畫特優之精選案

例：參與經濟部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開發

計畫，榮獲 95 年度計畫特優之精選案例。

華碩成功開發出國內首例之環保型主機板

產品，在主機板環保材料的評估和選用、

製程技術標準之建立、產品品質及可靠度

驗證等，皆有深入的研究開發、實驗、測

試及實際應用驗證。華碩主機板真正落實

珍惜自然資源與遵行環保及安全衛生法令

的環安宣言外，更是台灣第一片符合歐盟

嚴苛的電機電子產品用料規定的主機板，

充分展現實現綠色企業的決心。此計畫不但展現綠色技術應用與環保型

主機板的成果，更為推廣其他衍生產品（如筆記型電腦(Notebook) 、顯

示卡、個人電腦(PC)、數位通訊產品等多項領域）綠色設計的開發以及

自有品牌量產及行銷奠定堅實的基礎。 
 

 積極開發綠色設計、製成技術與供應練管理，推廣整合環保理念　 在
綠色設計、綠色採購、綠色製造、綠色行銷的四支綠色安打之持續努力

下，致力於綠色環境的維護及綠色產品的開發，並與國際環保趨勢接軌

並提升華碩綠色產品知名度與企業形象，並與經營策略相結合（綠色行

銷），提升品牌價值，協助產品銷售。 
 

 
 
 
 
 
 
 
 
 
 
 

 協助國際組織制定國際技術標準 例如 2006 年華碩參與 IPC 在美國舉辦

之國際討論會，並於討論會上透過演說的方式與世界各地之廠商分享在

綠色製成技術上之經驗與成果，以作為訂定技術標準之參考。 

Computers  
 
Acer   
Apple Computer   
Asus Computer, Intl  
Dell Computer    
Fujitsu Computer Systems 
Gateway  
HP    
Toshiba   
Lenovo 

 華碩代表台灣廠商參加國際環保評比  　 

（如美國的 CTBC Electronic Report Card 
Survey），結合國際環保趨勢與華碩集團巨獅

經營策略，藉由參與國際環保評比，強化綠

色設計、綠色採購、綠色製造、綠色行銷之

華碩四支綠色安打，具體落實華碩高獲利率

與高市佔率之巨獅策略，結合環保推動綠色

行銷，進一步提升華碩品牌價值及綠色產品

附加價值，讓台灣品牌齊身於國際品牌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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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華碩環保相關之技術與經驗和與國內外政府機構及同業交流 

華碩於「亞洲生產力組織(APO)綠色生產力國際研討會」上發表演

說，與國外政府機構分享華碩之綠色採購與綠色供應練之實踐與推

廣。另外，華碩參與電機電子

同業公會 TEEMA，與其他 IT

廠商做技術與資訊之交流，並

在政府科專計畫的支持下，致

力達到與國際大品牌廠商之

技術標準與永續觀念，晉升國

際舞台，為台灣電子產業帶來

示範性與帶動性。 

 

 

 

 

 

 

 

 

 

 與媒體密切合作，積極推廣永續經營與環保理念　  
華碩與媒體一直保持良好互動。例如曾受天下

雜誌專訪，以「華碩綠色團隊打造永續地球工

程」為主題，介紹華碩如何在競爭激烈的科技

產業中，仍然堅持扛起企業公民之責。除此之

外，華碩也參與各大雜誌之企業責任評比，顯

示公司對企業社會環境責任的承諾與決心，例

如 2007 年之《天下雜誌》「CSR」專題企業自

評與《遠見雜誌》「台灣企業品德大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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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運績效之改進實績 
1. 營業額及獲利率 
 

 
華碩營業額成長表 

 
 營業額： 

93 年度： 新台幣 2,569.38 億元 
94 年度： 新台幣 3,558.20 億元 
95 年度： 新台幣 5,418.68 億元 

 獲利率(稅前淨利)： 
93 年度： 6.55% 
94 年度： 6.00% 
95 年度： 尚未公告 

 營業額成長比率： 
93 年度： 28％ 
94 年度： 38％ 
95 年度： 52％ 

 出進口實績： 

年度 出口實績(US$佰萬美元) 進口實績(US$佰萬美元) 合計(US$佰萬美元)
92 1,693.80 934.31 2,628.11
93 1,899.97 1,091.23 2,991.20
94 1,815.42 1,271.95 3,087.37
95 尚未公告 

 

  Unit : US Million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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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 reached the 
mark of 16.5 billion 
USD in 2006. 

5522%%  ggrroowwtt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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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繳稅記錄 
華碩於每年 5 月，依規定按時提交營利事業所得稅申報書並繳交營利事業所

得稅。因此，每年華碩之繳稅記錄為正常。  
 
3. 實施顧客滿意系統之實績 

企業之經營就是為了顧客而存在，因此傾聽客戶的聲音暨需求，站在顧

客的立場來思考，才能貼近客戶的心，不斷檢視暨提昇客戶滿意，以期超越

客戶的期待，企業才能長保永續經營。 

  

為不斷追求最高之客戶滿意度，針對一般消費者與代理、經銷商等客

戶，建制完善之客戶服務系統暨設計不同之問卷做滿意度調查，傾聽不同客

戶之聲音、需求以及建議，調整服務，貼近客戶，達最大之客戶滿意，以期

超越客戶的期待，服務架構如下： 

 

 產品相關咨詢 

- 全球資訊網：http://www.asus.com 

- 台灣資訊網：http://tw.asus.com 

- 技術支援網：http://support.asus.com.tw 

- 產品知識網：http://support.asus.com.tw 

- 電話服務中心：Toll-Free，0800-093-456 

- 0800 產品技術支援服務時間 : 00:00 ~ 24:00 

 

 技術支援 

- 電話服務中心: Toll-Free Number 免付費專線 

- TMSS : 全球技術技援 eMail Support 

- 電傳支援 : FAX Support 

- Certification and Training：產品支援訓練與認證 

- Technical Bulletin：經銷商之技術通報 

- Account Support and Management：特定顧客支援與管理 

 維修服務：滿足快速服務之需求 

- 直營直營皇家俱樂部服務中心(RC_TW) 

- 委外服務中心(ASP_TW) 

- GSM(Global Service Member)：全球維修服務 

 配件銷售服務 

- eShop : http://eshop.asus.com.tw 

- 直營服務中心 

- 委外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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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關懷服務(Customer Care Service)：延伸暨擴大服務之含蓋範圍，

以服務偏遠之客戶 

- 產品註冊(Customer Registration) 

- 滿意度調查(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 

- 關懷服務(Care Call) 

- 客戶抱怨處理(Customer Complaint) 

 

- 筆記型電腦延伸保固(Warranty Extended Package) 

- 快遞取送服務(Pick-Up Service)  

- 全省便利代收服務(全家便利商店代收) 

- 到府服務(On-Site Service) 

- 筆記型電腦 ZBD 無亮點服務，二年全球保固(ZBD ,Global Service) 

- 不限品牌健診 

- 海峽兩岸，皇家禮遇 

- 鍵盤語言暨作業系統之更換 

- 遺失機台之協尋 

- 協助委外服務中心(ASP)取得 GSP 認證 

- (Good Service Practice ，國家優良服務認證，http://gcis.nat.gov.tw) 

  

 電子化系統(eService System)服務 

 對內： - 技術支援：eSupport Service 

    - 維修服務：eRepair Service 

    - 物料管理：eLogistic Service 

 

對外： -多國語言網頁服務 

    - 產品資訊(Product Information) 

- 顧客註冊(Member Registration)： 

- 技術支援(Support Site) 

- 維修查詢(Repair Query) 

- 線上討論區(Forum) 

- 電子郵件技術支援服務(TMSS) 

- 檔案下載(Download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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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與「營運績效」相關之實績 
(1) 2006 年『台灣精品獎』中，華碩電腦再度以三十四項產品超越所

有競爭隊伍，蟬聯冠軍寶座。 
(2) 2006 年由台灣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所做的調查報告顯

示，華碩為 NB 消費者認定的『品質、功能、服務』三冠王。 
(3) 2006 年度 NOVA 通路理想品牌調查中，華碩獲得包括筆記型電腦

等七個產品類別總計十三個大獎殊榮，得獎的產品項目涵蓋了筆記

型電腦、桌上型電腦、無線網路、主機板、DVD 燒錄機。 
(4) 2005 年華碩自有品牌筆記型電腦成長為前幾大筆記型電腦品牌中

成長最快的品牌，市占率在台灣穩居第一外，在中國是第四名、亞

太地區排名第五，歐洲則是排在第七。 
(5) 華碩在 2006 年主機板出貨量高達五千五百多萬片。2007 年筆記型

電腦出貨量將可望成長超過六成，預計上看九百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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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地方社區/環境共生上的作為 
 
1. 回饋地方，改善環境品質與社會福利 

 台北市第一家以企業名義加入環保義工的團體組織,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吸引其他企業團體參與此項環保工作。 
 長期與慈濟環保資源回收配合,實施資源分類回收分類.減少環境污染。

(長期目標：達成０垃圾目標) 
 本公司為臺北市環保義工大隊華碩電腦企業分隊，協助北投區進行環保

社區服務工作。 
 2006 年贊助「原來臺北是個湖」特展，轉贈電腦於新竹縣秀巒國小、台

北縣八里國小、菁桐國小、坪林國小及烏來國小。 

 贊助 2005 年台北國際賞鳥博覽會之活動經費。 
 
2. 其他相關之實績 

 2006 捐贈罕見疾病基金會電腦設備 

 協助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推動 2005 年第二屆輪椅親善大使暨

愛無國界募款餐會活動。 
 2005 年協助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推動非營利事業的永續

發展。 
 贊助大愛電視台公益廣告。 
 贊助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關懷憂鬱症慈善音樂會 
 贊助中華民國聽障者運動協會為 2009 年台北聽障奧林匹克運動會募款。 

 響應並鼓勵華碩集團全體員工參與誠品及公共電視的募書活動，受贈單

位為 104 所偏遠地區小學及台灣高雄市第二監獄，讓員工本著關懷及分

享的理念去參與活動，可推廣閱讀，促進書香社會。 

 響應行政院環保署器官捐贈活動，贊助器官捐贈公益宣導短片，共同推

廣民眾建立器官捐贈的正確觀念。 
 贊助器官捐贈公益宣導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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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與資源保育 

(一)　 永續發展相關規範之達成 
1. 華碩社會環境責任及安全衛生政策 

華碩長期推動供應商環保運動，尤其是對於產品設計相關之責任與

義務，已制訂並公布綠色採購政策作為綠色採購之依據且已納入稽核輔導

項目執行。華碩於 2006 年 10 月正式推動企業社會環境責任，並已於供應

商公開網站(稱“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網站)公告華碩社會環

境責任政策（SERASUS Policy）)。華碩社會環境責任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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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環境管理系統之建置與執行成果 
本公司積極推動各項管理系統 

年度 驗證項目 內容簡介 廠區 

1999 OHSAS 18001:1999 企總 ,台灣廠區/
蘇州園/廠區 

1998 ISO 14001:1996 

2005 ISO 14001:2004 
企總 ,台灣廠區/
蘇州園/廠區 

2006 ISO 14001:2004 

經過第三者驗證環境管理系

統，表示公司已採取了有效措

施控制活動，產品和服務對環

境的影響 

捷克/上海廠 

 
華碩(含企業總部，台灣廠區及蘇州園/廠區)1998 年由第三公正單位驗證

通過 ISO 14001:1996 環境管理系統；2005 年通過 ISO 14001:2004 改版驗證。

2006 年捷克廠獲得第三公正單位驗證通過 ISO 14001:2004 環境管理系統；同

年上海園/廠區亦獲得當地認證單位認證通過。 
相關資料請參照 附件一 1 ISO 14001:2004 環境管理系統證書 
　 　 　 　 　　 附件二 1 OHSAS 18001:1999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證書 
推動環境成本會計 
　 　 華碩為更清楚及有效運用環境成本相關支出，並作為對外資訊揭露之

參考，已在 2006 年在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與台灣經濟研究院的輔導下，成立

華碩環境會計小組，並已完成環境成本會計架構。未來將依此架構結合公司

之原會計請款系統，進行環境成本相關數據統計。本計劃將於 2008 年度試行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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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及職業安全衛生報告書與 GreenASUS/SERASUS 網站 
華碩推動環保資訊整合與資訊蒐集機制，積極將產品環保政策與相關資

訊公開透明化，強化網站架構與資訊揭露。於 2006 年建立 GreenASUS 網站

與出版環境與職業安全報告書，積極與所有利害相關人在環境議題上的溝通

交流，並與大眾共享華碩之環保資訊與經驗。2007 年 4 月將增加企業社會責

任資訊之揭露，結合 GreenASUS 網站與 SERASUS (Social-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SUS)網站，主動負起企業的社會環境責任以朝向永續發展。 
網址：www.green.asus.com 
      www.ser.asus.com  
環境與職業安全報告書：http://ser.asus.com/ 點選 社會環境責任 社會環境

責任報告書下載 
 
4. 永續發展績效 

 建置華碩在歐洲之回收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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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已積極負起延伸生產者責任，在歐盟地區

配合當地回收業者，於 2005 年建置華碩在歐洲之回收系統，除了提供歐

洲消費者更好的回收服務之外，也滿足歐盟 WEEE 指令的要求。另外，

雖然目前美國地區尚無類似歐盟之廢電子電機回收指令，美國子公司

ACI (ASUS Computer International)已在美國地區建立免費回收體系，並

搭配高品質回收處理商，確保回收之廢電腦能得到最妥善最環保的處

理，以減低廢品對環境造成之衝擊。 
 

 RoHS 服務團輔導台灣綠色供應鏈廠商：華碩積極參與經濟部 RoHS 服

務團輔導台灣綠色供應鏈廠商至目前為止已參加超過 80 場以上之演講/
座談/媒體訪問，分享華碩綠色設計及綠色供應鏈管理經驗給台灣業界。 

 
 RoHS 檢驗與廠內實驗室建置：為因應歐盟限用有害物質指令(RoHS)，

與減低國內輸歐電機電子產品違反歐盟法規之風險，華碩於台灣、蘇州

及上海廠區總共投資四千五百萬台幣以上建置 RoHS 實驗室；將採購的

零件、半成品送至 RoHS 實驗室做檢測測試，以確保出貨產品品質符合

國際環保標準。為了使 RoHS 實驗室之技術能力與品質評鑑及認可，確

定其運作符合評鑑準則，受到各國之國際實驗室與國際大廠之肯定，華

碩於 2006 年開始著手準備申請 CNLA/ISO 17025 等國際實驗室認證。 
 

 產品之環境化設計：基於愛護環境、保護環境、減少垃圾量、有效處理

廢棄物，以及減輕環境污染負擔等等多重的意義與功用，華碩於產品設

計端加強省能源、省資源、易回收、慎選低污染性產品，或降低對環境

的污染，並進而申請各種環保標章，如台灣環保標章、瑞典 TCO 環保標

章、美國能源之星(Energy Star)環保標章、日本 J-MOSS 環保標章、中國

節能標章等，提倡環保意識。 
 溫室氣體排放減量計畫：有鑒於目前溫室效應問題越來越嚴重，公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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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6 年訂定溫室氣體基本資料的盤查與建立計畫，希望藉由此計畫查

驗掌握公司目前對於 GHG 的排放情況，以及建立相關的資料與改善措

施。 
 

 推動辦公室減廢、回收：公司推行廢棄物分類及回收已有一段時間，公

司人員也都已經習慣將所產生的垃圾與廢棄物做分類，辦公室耗材（如：

影印紙、碳粉匣、碳粉匣、廢電池…）均已做到 100 ％回收再利用，除

了一般事業廢棄物的基本分類與回收之外，公司所產生的有害事業廢棄

物，均為委託國內合法甲級廢棄物處理廠商進行回收拆解及分類，希望

藉由合法專業處理程序，能將事業所產生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做有效的處

理，達到廢棄物減廢、減量的成果。 
 

 推動辦公室節能、省水：本公司因公司營運成長、員工人數增加，隨之

而來的水電使用量也同時提高。為達到節約能源、避免耗用過多資源，

所以推動節能專案，目的在於減少環境污染以及降低作業成本，提升企

業整體競爭力以及營運績效，此一專案計畫，包含空調節能、動力節能

以及用水節能等三大要項，希望可以藉由加強內部宣導以及加裝節能設

備、進行機械耗材更換及保養，來達到節約之成效。依照 2004 年與 2005
年度水電使用比較，每人用水用電量均減少了 10％的支出，達到當初設

定之節能目標。 
 

 長期與慈濟環保資源回收配合，實施資源分類回收分類，減少環境污染。 
 

 舉辦華碩員工”瘋爬梯”活動　 鼓勵員工多爬樓梯少搭電梯，減少能源

消耗直接間接所造成的環境污染，並促進員工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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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GreenASUS 綠色產品與技術開發之具體成果 
華碩電腦在 2004 年 7 月由 CEO 施董事長成立 GreenASUS(綠色華碩) 

Steering Committee，並指派企業總部品保中心，搭配研發部門、業務部門、

採購部門、製造部門和環安衛部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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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年來GreenASUS積極推動綠色產品技術開發(綠色設計)與綠色製程技

術開發，以下將各項具體開發成果分述說明之： 
(1) 綠色設計(Design for Environment)技術開發成果 
(2) 綠色製程技術開發成果 
(3) 設計與生產環保標章產品之具體實績 
(4)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LCA)導入成果 
(5) 環保包裝設計 
(6) 產品回收服務 
(7) 綠色供應鏈管理之具體實績 
(8) RoHS 檢驗與廠內實驗室建置 
(9) GreenASUS EIP(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資訊管理平台 
(10) GreenASUS 網站與綠色資訊分享平台建置之具體實績 

 
1. 綠色設計(Design for Environment)技術開發成果 

環境化設計(Design for Environment)是一種在設計階段即考量產品之環

境特徵並加以最佳化的工程法則，在設計初期就考慮產品之可能對環境造成

的衝擊，環境化設計可以幫助我們來減少未來產品對環境可能的衝擊。 

為達到這個目標，華碩積極投入各項綠色設計技術開發，開發成果豐

碩。目前華碩已建立(1)GreenASUS 環境化設計規範(含設計查核清單)、(2)
環境化設計流程，以及(3)開發環境化設計整合性資訊應用平台。依據 ISO 
9001 國際標準之品質管理系統，將各項設計規範流程等內容納入標準文件控

管。此外，所有開發技術皆全面導入華碩自有品牌產品，同時搭配產品開發

Sales Committee MFG Committee

Chairman: Tony Chen/陳志雄 Chairman:  Wen-da Chen/陳文達

Coordinator: Jone Chang/張智勇 Coordinator: Chien-Han/呂建翰

Working
Team

Product Lines Product LinesProduct Lines Product Lines

Chairman:Jason Cheng/程建中 Chairman:Jack Shen/申龍華

Coordinator: Gary Cheng/ 鄭光志 Coordinator:Libiu Chang/張立佑

ESH Top Manager: Tom Chen/陳勇欽

RD Committee

環保採購及供應商管理小組(P.T.): Bruce You/游三奇

環保執行及狀態監控小組  (I.A.T.):  Derek Chen/陳德全

(Implementation Status & Auditing Team)

(Procurement & Supplier Management Team)

PMD Committee

PMD Top Manager: Jack Shen/申龍華

MFG Top Manager: Wen-da Chen/陳文達

(Planning & Status Monitoring Team)

環保規範整合及技術開發小組  (T.T.): Galan Cheng/鄭沛民

C.E.O.:
Jonney Shih/施崇棠

Sales Top Manager: Tony Chen/陳志雄

RD Top Manager: Jason Cheng/程建中

環境品質保證策略規劃及狀態監控組  : PL Wu/吳沛霖

Management

Representative:

James Huang/黃雍明

(Technical regulation & standard developme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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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之應用資訊系統，除確保產品環境規格之外，更加速產品開發時程達到

事半功倍之成效。 
GreenASUS 環境化設計規範中除著重禁用物質管理(RoHS)之外，亦強

調產品之易拆解易回收設計(WEEE)與省能源設計(EuP)，確保產品符合

RoHS(禁用物質法令)、WEEE(廢電子電器法令)與 EuP(使用能源產品)等環境

相關議題，使華碩成為台灣第一家企業將全系列產品於研發設計階段全面考

量各項環境議題且實際導入具體因應作法之企業標竿。 
此外，華碩更優於其他企業之處在於重視流程改善與自動化資訊系統之

建置。華碩資訊系統開發團隊在因應環境與資源保育議題之下，結合華碩綠

色技術部門，共同開發七項 GreenASUS 環境化設計應用與資訊管理系統。透

過國際法規監控系統，自動化監控並收集法規可即時因應各項環境要求。依

據標準化之 GreenASUS 設計規範要求與設計開發流程(RoHS/WEEE)，建置

整合性 GreenASUS 環境化設計資訊應用平台，此平台可系統化且更有效率地

開發具環境友善特性的綠色產品。此外，建立 GreenASUS 官方網站，主動公

開揭露各項環境相關資訊與活動。 
 

系統名稱 環保議題 系統功能與特色 

國際法規監控系統 
環保法規 

與規範收集 

主動透過 Search engine 系統自動收集最

新的RoHS/WEEE/ EuP等國際環保法規

資訊，並建立法規公告分享機制。 
零件供應商 E 化管理資訊平台

(eGreen platform) 
實際導入綠色產品進行零件承認並提供

供應商 E 化的環保調查表填寫平台。 

綠色機構原件材資訊平台

(e-Material platform) 

RoHS 
華碩設計之機構類料件供應商(Tier1)及
原物料(Tier2)則使用 eMaterial Platform
進行機構原材料承認，並建立綠色機構

原材料資料庫 

綠色機構原件材料選料系統 

選料系統可串聯 Pro-E 及 eMaterial 系

統，指定機構類料件所使用之原物料和

完成零件承認，並依據選料結果，進行

產品 3R 比例試算 

產品 3R 報告 
與拆解報告製作系統 

WEEE 

運用 VPS 系統製作產品 3R 報告與產品

拆解報告 

GreenASUS 外部網站(英/中文)
揭露 GreenASUS 政策與環境活動，公告

環保相關法規與會拯資訊業界共享。 

產品環境報告書製作系統 

環保相關 
資訊揭露 自動化製作產品環保相關資訊，主動向

消費大眾揭露產品環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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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示範性與帶動性之影響： 

 示範性： 

1. 華碩致力於綠色產品技術開發與製程技術開發，為台灣第一家

示範產品於研發設計階段全面性考量 RoHS/WEEE/EuP 各項環

境議題且實際導入具體因應作法之標竿企業。 

2. 示範業界如何制度化建立環境化設計規範、環境化設計流程，

以及開發 E 化環境化設計整合性資訊應用平台之完整模式。 

 帶動性： 

1. 透過華碩供應商管理應用平台(SRM)，公告最新版本之華碩

GreenASUS 技術規範與相關資訊。在即時取得最新規範與相關

資訊之下，帶動供應商在共同因應國際環保趨勢與法令要求。 

2. 華碩產品在設計研發階段導入環境化設計模式，帶動供應商在

設計開發階段即考量各項環境議題與要求，使台灣業界共同提

升全球競爭力。 

 
(1) 制定華碩 GreenASUS 環境化設計規範 

華碩在環境化設計規範中禁用物質管理(RoHS)之要求，超越國際規範標

準與國際大廠要求。除了重視禁用物質管理之外，亦強調產品之易拆解易回

收設計(WEEE)與省能源設計(EuP)等環境相關議題，遠遠超越台灣業界進

度，充分展現華碩對環境議題自發性的重視與永續經營的遠見。 

華碩 GreenASUS 環境化設計規範具體執行方向，包含： 

 環境管理物質管理標準(RoHS) – 透過材料的選擇減少有害物質在

目前產品使用，並使用在收回後仍具再利用或回收價值之材料。此

管制範圍除歐盟 RoHS 所管制的 6 項禁用物質外，華碩亦管制其他

15 項環境管理物質。 

 產品易拆解易回收綠色設計規範(WEEE) – 設計容易再利用、回

收、及易拆解的產品。 

 節能源設計(EuP) – 減少產品之能源使用。 

 

在環境管理物質管理標準方面，制定華碩 GreenAsus 技術標準

(S-AT2-001)，此管制範圍除歐盟 RoHS 所管制的 6 項禁用物質外，華碩亦管

制其他 15 項環境管理物質。針對華碩自有品牌產品，含外購模組、零部件、

副資材與材料中所含的環境管理物質，此技術標準闡明禁止使用物質、計劃

廢除物質、削減物質，以及禁制除外物質及其用途，並訂定四種管理等級控

管各項環境管理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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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禁用物質管制表 

Type  Substance  Reference Regulation  
 76/769/EEC‧  
 91/338/EEC‧  
 Netherlands Decree ‧ 1999 
 2002/95/EC‧  

Cadmium (Cd) and cadmium compounds 

 OSPAR‧  
 California Proposition 65‧  
 USA 16 CFR 1303‧  
 2002/95/EC‧  Lead (Pb) and lead compounds 

 OSPAR‧  
 2002/95/EC‧  

Mercury (Hg) and mercury compounds   OSPAR ‧  
 76/769/EEC‧  
 ‧ 94/27/EC Nickel (Ni) and nickel compounds  
 2004/96/EC ‧  
 76/769/EEC‧  

Heavy 
metals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compounds  2002/95/EC ‧  
 76/769/EEC‧  
 OSPAR‧  
 85/467/EEC‧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  

 89/677/EEC‧  
‧ The Law Concerning the Examination and 
Regulation of Manufacture etc. of Chemical 
Substances (Japan) Polychlorinated naphthalenes (PCN)  

 OSPAR ‧  
 76/769/EEC‧  
 85/467/EEC‧  

Chlor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Polychlorinated terphenyls (PCT)  
 89/677/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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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69/EEC‧  
 2002/45/EC‧  Chlorinated paraffins (CP)  
 OSPAR ‧  

Other chlor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2002/95/EC ‧  
Poly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 (PBDE), 
including Deca-BDE 

 2002/95/EC ‧  

Tetrabromobisphenol-A (TBBP-A) —  

Brom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Other brom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  
 The Law Concerning the Examination and ‧

Regulation of Manufacture etc. of Chemical 
Substances (Japan) 

Organic tin compounds (tributyl tin compounds, 
triphenyl tin compounds) 

 OSPAR ‧  
 76/769/EEC‧  

Asbestos 
 1999/77/EC ‧  
 76/769/EEC‧  

Specific azo compounds 
 2002/61/EC ‧  

‧ Germany formaldehyde requirement 
Formaldehyde 

‧ Denmark formaldehyde requirement  

Polyvinyl chloride (PVC) and PVC blends —  

Ozone-depleting substances ‧ Montreal Protocol 

Radioactive substances 
‧ Law for the Regulation of Nuclear Source 
Material, Fuel Material Reactors, 1986 

 

在產品易拆解易回收綠色設計規範中，制定華碩 GreenASUS 產品易拆

解易回收省能綠色設計規範(S-AT2-002)和綠色設計查撿表(S-AT2-002-01)，
規範產品易回收設計與產品易拆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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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易回收設計方面，規範產品設計時應思考使用可回收再生材料、

減少材料種類、減少零件數量、組件模組化、使用相容材料、考慮接合位置、

考慮拆解時的方向性、可使用一般工具進行拆解、以及標示材料種類]等原

則。此外，產品需同時考量產品回收比率必須符合歐盟 WEEE 指令標準，並

制定華碩回收比率試算表進行評估。 

 GA 產品依重量比必須至少有 65%的部分是可再使用(Reuse)及再生

利用(Recycle)的。 

 GA 產品依重量比必須至少有 75%的部分是可回收再利用(Recovery)
的。而額外的 10%即採用焚化方式，以熱能回收之定義將產品進行

回收再利用。 

 

在產品易拆解設計方面，規範產品結構上之設計應考慮到將來產品廢棄

時該如何經濟而有效地拆解組件，以節省廢棄拆解之時效，以利於回收與再

利用。此外，必須再考慮到下列各部件能使用一般工具拆解，例如螺絲起子

或鉗子，或者必須能輕易地以手動方式分開。 
1. 電池 
2. 含多氯聯苯(PCB)或聚氯三聯苯(PCT)的電容器 
3. 直徑或高度大於 25 毫米的電解電容器 
4. 面積大於 10 平方公分的印刷電路板 
5. 面積大於 100 平方公分的液晶顯示器 
6. 含汞的組成部分 
7. 含溴化耐燃劑的塑膠製品 
8. 含反光性陶瓷纖維零件 
9. 放射性物質 
10. 氟氯碳化物(CFCs)、氟氯烴(HCFCs)、氟化烴(HFCs)及碳氫化合物

(HCs) 

 

在產品省能源設計方面，華碩自有品牌產品必須完全符合能源之星

(Energy Star)的要求，其要求的重點如下： 

1. 需具有睡眠模式之功能 

2. 符合待機時間之能源耗用限制需具有螢幕省電裝置 

3. 產品需具有低功率操作之性能 

4. 需符合最大功率輸出之限制 

另外，華碩產品須製作產品拆解報告書，並適時透過相關管道提供給回

收處理者，說明有關產品含有可回收零部件與有害物質的種類名稱，以及其

相對應的位置與拆解流程，便於回收處理者依照步驟進行拆解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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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示範性與帶動性之影響： 

 示範性： 

1. 依據國際標準 ISO 9001 品質管理系統之文件化要求，制定華碩

GreenAsus 環境化設計技術標準文件，示範建立技術標準文件與國際

規範接軌之標準模式。 

2. 華碩為台灣第一家企業將產品於研發設計階段全面性考量

RoHS/WEEE/EuP 各項環境議題且實際導入具體因應作法，作為示範

性企業學習標竿。 

3. 開創 GreenASUS 技術規範並同步開發自動化資訊應用系統，示範將

技術規範與實務經驗導入自動化資訊應用系統，示範產業界如何整

合企業資源，提升產業競爭力。 

4. 透過華碩供應商管理應用平台 (SRM)，公告最新版本之華碩

GreenASUS 技術規範與禁用物質調查表等標準文件，可供業界與供

應商即時取得最新規範與相關資訊，示範華碩環境化設計之要求制

定與執行作法，更可進一步作為業界與供應商制定內部綠色技術規

範之依據。 

 帶動性 

1. 透過華碩供應商管理應用平台 (SRM)，公告最新版本之華碩

GreenASUS 技術規範與相關資訊。在即時取得最新規範與相關資訊

之下，帶動供應商在共同因應國際環保趨勢與法令要求。 

2. 華碩產品在設計研發階段導入環境化設計模式，帶動供應商在設計開

發階段即考量各項環境議題與要求，使台灣業界共同提升全球競爭

力。 

(2) 制定華碩 GreenASUS 環境化設計流程 

依據各項華碩 GreenASUS 環境化設計規範，制定華碩 GreenASUS 環境

化設計流程，包含零部件及材料承認管理流程(P-GA2-003)和機構類零件設計

開發及管制流程(P-GA2-023)等，明確指定各項作業之責任單位與執行步驟可

確保各項要求落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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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立華碩 GreenASUS 管理資訊應用平台 

 
自 2000 年起華碩藉由參與經濟部示範性資訊應用計畫，開發一系列之

華碩 GreenASUS 電子化作業系統與 GreenASUS 管理資訊應用平台，結合環

境化設計規範與設計流程，建立發大幅提升執行效率。 
 

E 計劃 (2003-2005)：建立台灣業界第一套 GPMS (Green Product 
Management 
System)綠色供應鏈管理應用平台，此為實際導入綠色產品禁用物質並提供供

應商 E 化的環保調查表填寫平台。此外，內部同仁亦可利用此系統進行文件

管理、審核、產出管理報表；系統亦會對於供應商及內部同仁，自動寄發待

辦事項之通知信。本系統更榮獲經濟部示範性計畫「資訊應用楷模獎」。 
 

自 2005 年 7 月起華碩導入 GPMS 綠色供應鏈管理應用平台成果豐碩，

透過此零件供應商 E 化管理資訊平台，大幅提升管理層級審核與控管效率： 
績效項目 績效成果 備註 

環保零件的承認數 已完成 95,564 顆環保零

件 截至 2007/01/31 為止 

綠色產品 BOM 數 已完成 3,180 個綠色產

品(BOM) 禁用物質承認
截至 2007/02/13 為止 

零件供應商使用平台家

數 
已有 1001 家使用 e-Green

平台進行零件承認 截至 2007/02/12 為止 

 
 

G 計劃(2005-2007)：導入自有品牌綠色設計及回收處理開發計畫，此計

劃之主要目標是在建立易拆解、易回收再利用設計、回收處理原則及機制，

並同步建立各項自動化管理系統。 
 

 建置國際法規監控系統，主動透過 Search engine 自動收集最新的

RoHS/WEEE/ EuP 等國際環保法規資訊。同步建立法規彙整分析機制，

定期更新與維護最新的分享資訊。 
 建立臺灣第一套禁用物質原材料承認(e-Material)系統與承認作業流程。華

碩設計之機構類料件供應商 (Tier1)及原物料 (Tier2)透過 eMaterial 
Platform 進行機構原材料承認，並建立綠色機構原材料資料庫，可降低

禁用物質零件承認時間，大幅縮短產品開發時程。 
 開發出臺灣第一套 WEEE 易拆解、易回收再利用綠色產品設計(Green 

Design)系統，透過此系統可提供研發設計同仁於設計階段，即可評估所

設計產品之 3R 回收比率，亦可模擬出產品之拆解步驟及時間，並可同

步產出該產品之 3R及拆解報告，以確保產品符合歐盟 3R回收比例要求。 
 建立綠色回收處理資訊管理平台，即時監控與管理回收處理資訊。 
 建立產品環境報告書，主動向消費大眾揭露產品環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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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年六月起參與經濟部 G 計畫所建置之各項資訊平台至今已大致

完成，計畫導入中部份系統已有顯著效益： 
系統名稱 功能與特色 績效成果 

國際法規監控系統 

透過國際法規監控系統可

依據指定網站與關鍵字，自

動收集最新的

RoHS/WEEE/ EuP等國際環

保法規資訊。 

1. 即 時 公 告 最 新

RoHS/WEEE/ EuP 相關法

令於華碩綠色資訊分享平

台。 
2.提供業界電子報訂閱服務

綠色機構原件材料 
資訊平台 

(e-Material platform) 

華碩設計之機構類料件供

應商(Tier1)及原物料(Tier2)
則使用 eMaterial Platform進

行機構原材料承認，並建立

綠色機構原材料資料庫。 

1. 一般 NB 機構共用料件

種類比率高達 75%，透過綠

色機構原件材可節省 75%
機構零件之供應商重複進

行零件承認。 
2. 已完成金屬原物料、塑料

原材料共和塑料噴漆類共

140 件。 

綠色機構原件材料 
選料系統 

選料系統可串聯 Pro-E 及

eMaterial 系統，選料時同時

顯示指定機構類料件之 3R
值供 RD 參考，協助研發同

仁在設計階段可完成整機

產品之 3R 比例試算。 

機構研發同仁選料中可同

步進行零件承認流程，系統

一貫性作業大幅提高執行

效率。 

產品 3R 報告 
與產拆解報告製作系統 

爲因應 WEEE 指令，透過此

系統可提供 RD 同仁於設計

階段可評估所設計產品之

3R 回收比率，亦可模擬出

產品之拆解步驟及時間，並

可同步產出該產品之 3R 及

拆解報告。 

1. ASUS NB 各產品順利導

入產品 3R 報告和產品拆解

報告。 
2. 華碩 NB 產品在經過綠

色設計之後，其產品易拆解

易回收比率 (3R 比率) 較
歐盟的制訂的 3R 回收比率

(recycle ： 65%; recovery: 
75%)高出 10%以上。 
3. 產拆解報告製作系統之

建置，可節省華碩客服中心

製作產品拆解報告之時間

與成本。 

產品環保資訊手冊 

建置自動化系統製作華碩

產品環保資訊手冊，主動向

消費大眾揭露產品環保相

關資訊。 

彙整完整之產品環境資訊

提供消費者於 GreenASUS
網站下載取得。 
 
 

GreenASUS 外部網站 揭露 GreenASUS 政策與環 GreenASUS 中英文網站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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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文) 境活動，公告環保相關法規

與會拯資訊業界共享。 
覽人次達 145,533 人次 

 

具示範性與帶動性之影響： 

 示範性： 

1. 建立台灣業界第一套GPMS (Green Product Management System) 
綠色供應鏈管理應用平台，示範如何應用 IT 資訊平台導入綠色

產品禁用物質，且提供供應商 E 化的環保調查表填寫平台，大

幅提升管理層級審核與控管效率。 

2. 本公司於 2006.03.06 在 TEEMA 舉辦『華碩電腦綠色設計及綠

色資訊分享平台』研討會，向台灣電子業各公司示範綠色設計

並提供綠色資訊分享平台網站資訊。此分享平台除定期更新與

維護最新的環保法令資訊之外，更主動提供電子報訂閱服務，

第一時間與業界共享最新且即時資訊。 

3. 協助 TEEMA 資訊平台委員會推動建立台灣綠色原材料資料

庫，將本公司綠色原材料資料庫建立流程及 IT 資訊系統介紹給

台灣業界，示範因應歐盟 WEEE 挑戰，台灣業界如何建立綠色

原材料資料庫，並延伸至源頭之綠色設計。 

 帶動性： 

1. 建立華碩綠色資訊分享平台，免費提供業界環保相關法令與環

保彙整資訊，除可節省蒐集各國環保法令之外，提供實用性之

統計與彙整資訊，可更積極地帶動台灣業界共同因應國際環保

趨勢與法令要求。 
2. 華碩協助 TEEMA 資訊平台委員會推動建立台灣綠色原材料資

料庫。TEEMA 資訊平台委員會將結合各原材料工會與系統廠

整體力量，帶動台灣業界共同建立台灣綠色原材料資料庫。 

 
2. 綠色製程技術開發成果 

為因應歐盟RoHS 及全球環保趨勢之需求，華碩於 2005 年度，發表由經濟

部工業局所發起之業界第一片無鉛無鹵主機板之研發成果，透過此計劃之研發與

測試，華碩訂定出下列無鉛相關技術標準： 

 無鉛零件鍍層材質及耐溫條件規範 

 無鉛 PCB 鍍層材質及耐溫條件規範 

 無鉛耗材(無鉛錫膏/錫棒/錫絲/助焊劑)承認規範 

 無鉛零件 pad layout 設計規範 

 無鉛製程鋼板設計規範 

 無鉛製程迴焊參數最適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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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鉛製程波焊參數最適化規範 

 無鉛製程維修參數最適化規範 

 無鉛產品可靠度測試規範 

 無鉛產品外觀允收標準規範 

 
3. 設計與生產環保標章產品之具體實績 

從全球綠色趨勢可以看出，先進國家為因應環保與能源議題，針對電子

產品頻頻加強法令管制，儼然新的「非關稅壁壘」。國際間的環保協定已超過

180 個，其中具有重大影響力的法令規範，如有害物質防制指令（RoHS）、
廢電器電子設備回收指令(WEEE)及能源使用產品生態化設計指令（EuP），
對我國電子產業的影響性十分重大。  
    華碩在管理及技術面，均預先執行因應措施，包括調整內部分工組織及

相關權責；制定、發行及執行相關 ISO 綠色管理標準，制定華碩集團禁用物

質技術標準、建立電子化綠色資訊平台，公告相關禁用物質要求及標準在綠

色採購平台(SRM)上，讓供應商有所遵循；此外，也不定期地舉辦對內及對

外的教育訓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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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地要求供應商限用或禁用列管之有害化學物質。華

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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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以因應歐盟 RoHS 指令之要求為首要目

標，並從 2006 年 1 月 1 日起，所有新產品已完全符合歐盟 RoHS 指令的要

求。此外，除了 RoHS 指令所規範的鉛(Pb)、鎘(Cd)、汞(Hg)、六價鉻(Cr6+)、
多溴聯苯(PBBs)、多溴聯苯醚(PBDEs)等有害化學物質外，還額外管制鎳、

聚氯乙烯(PVC)、四溴丙二酚(TBBP-A)、臭氧危害物質、放射性物質等多種

化學物質；此外，華碩在電池與包裝材料的使用方面亦有相關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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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綠色設計：目前華碩已將環保標章中針對有害物質禁用、能源節省和易

拆解、易回收材料選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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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 e 化電子表單：雖然環保標章尚未受到大家之重視，華碩仍會秉持

維護人類健康與環境安全，全力向消費者宣導環保之重要性及推廣申請

各種環保標章。因此，為了讓華碩同仁在申請環保標章的資料彙整速度

更加迅速，華碩開發了一套 e 化電子表單，此電子化流程節省了許多人

力與時間。 
 資訊公告：將相關環保產品之資訊放置 GreenASUS 外網，以供消費者查

詢。 



 

  30

 
能源之星 

能源之星是美國環保局及美國能源局所辦的聯合計畫，屬於志願性的能

源標章制度，目的在透過高效能的產品及實施來幫消費者省錢及保護我們的

環境。 
    華碩鑒於節省能源之重要性，華碩電腦的產品設計目標為所有產品經需

符合‘能源之星’的要求，而目前我們的綠色設計標準已經引導了 ‘能源之星’ 
的準則。對於所有產品需符合的要求有： 
 

1. 必須具備休眠模式的功能 
2. 必須符合最大消耗功率的限制 
3. 必須具備監視器能源節約的功能 
4. 必須具備低功率操作的特性 
5. 必須符合 ‘能量之星’ 所要求之最大輸出功率之限制 

 
開創華碩自有品牌產品之初，就開始導入並符合能源之星標準，並於正

式 2006 年加入能源之星夥伴，並於 2006 年年底全面展開各系列產品能源之

星標章之申請，以期達到節省能源和讓消費者能源之星之標章增加更深刻的

印象，顯示器產品已 100％全面申請到能源之星標章。 
 
台灣環保標章 

「台灣環保標章 Taiwan Green Mark」它是以一片綠色樹葉包裹著純淨、

不受污染的地球。綠色樹葉代表綠色消費觀念，綠色圓形圖樣代表乾淨、不

受污染的地球。以綠色樹葉包裹地球的整個圖案象徵綠色消費是全世界的，

如普及全球，自然可達到「可回收、低污染、省資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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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標章需求。目前桌上型

電腦已 100％全面申請到台灣環保標章，因應政府採購/中信局等大宗採購之

筆記型電腦已全面申請到台灣環保標章，雖然顯示器的發展起步較晚，但因

在產品設計端加入相關要求，目前也有 11 款顯示器申請到台灣環保標章。 
  

TCO 
TCO Development (瑞典勞工聯盟 ) 系列之標章，為目前顯示器產業中

最常申請之認證標章，主要規範項目包括人體工程學、輻射、能源使用及使

用安全等 4 個主要項目。，目前超過 70％的機種已申請到 TCO 標章。 
  

J-MOSS 
JIS C 0950 為日本對於特定類型之電子產品管理要求之指令。華碩於

2006 年 8 月已申請 J-MOSS 標章之使用權。華碩各種電子產品已 100％全面

符合日本 JIS C 0950 之化學物質之相關要求。 
  

 
中國節能標章 

華碩電腦的產品設計目標為所有產品經需符合 ‘能源之星’ 的要求，而

目前我們的綠色設計標準已經導入了 ‘能源之星’ 的準則。因此，除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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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之星』標章以外，銷往大陸之筆記型電腦已於 2006 年 10 月開始 100
％全面申請中國節能標章。 
 
4.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LCA)導入成果 

為了解產品在能資源使用和對環境衝擊程度，華碩著手進行產品生命週

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並提供產品 Eco-profile，此為一技術性文

件可作為執行歐盟 EuP 指令之依據。此外，在國際規範中亦有 ISO 
14040:2006(生命週期評估原理及架構)與 ISO 14044:2006(生命週期評估要求

及指引)，故華碩依此作為執行生命周期盤查之執行範圍與盤查執行流程的重

要依據。 
 
因考量華碩產品在設計階段可”客製化”產品之機構料件，並且研發單位

在設計客製化機構料件的過程中與策略夥伴聯繫十分密切，較易掌握與進行

各項盤查。因此，現階段生命週期盤查範圍將針對華碩自有品牌產品之機構

件，盤查其所常用的機構件處理工法之生產投入與產出，建立起機構件各工

法之 Eco-profile 資料庫。 
 
透過機構件各個工法的 Eco-profile 資料庫，可以了解並比較出不同工法

間對環境的衝擊值之外，往後機構設計人員可依據此來選擇對環境衝擊較小

的工法來設計產品。同時華碩與 TEEMA 合作將建立的機構件生命週期基本

盤查表與台灣區機構件各工法之 Eco-profile 資料庫並分享給業界參考使用，

帶動業界共同建立台灣區機構件生命週期資料庫。 
 

台灣能源使用產品機構件生命週期評估調查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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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能源使用產品機構件生命週期評估調查表(英文) 

 

具示範性與帶動性之影響： 

 示範性： 

1. 台灣系統廠第商一家因應 EuP 指令，建立機構件生命週期盤查表格

及機構件各工法之 Eco-profile 資料庫，示範因應 EuP 指令中對

Eco-profile 技術文件的要求。 
2. 依據 ISO 14044:2006 之盤查分析流程來進行本次生命週期盤查，藉

由與 ISO 國際規範要求接軌，示範建立本公司及台灣業界生命週期

盤查之標準模式。 

 

 帶動性 

1. 建立機構件生命週期盤查標準表格，與 TEEMA 合作一同分享機構

件生命週期盤查標準表格給台灣業界使用，帶動業界共同因應 EuP
指令。 

2. 帶動台灣系統廠商結合 TEEMA EuP SIG 與資訊委員會力量，討論使

用共通之生命週期盤查表格與資訊平台之可能性，共同建立台灣區

機構件生命週期資料庫。 
 
5. 環保包裝設計 

實現資源節約及再利用，不僅是時代趨勢，已成為產業及包裝業界、包

裝設計者所不可不知的生存法則。「綠色包裝設計」更具體地說，是從「資

源節約」的初期考量至商業行為實現的階段，到使用產品的再循環過程裡，

便將「環境保護」為出發點的綠色包裝設計策略，作全盤整合的考慮，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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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之材料、製造生產方式及包裝之設計與運作，至包裝的剩餘物資之處理對

環境所造成之負面影響減至最低限度。 
華碩內部制定包裝設計規範，除著重其產品功能性與產品規格之外，針

對環境與再生資源等考量進行(1)減量設計、(2)環境考量設計、(3)包材禁用

物質規範與(4)回收標示。華碩在包裝材質的規範包括對於包裝材質甚至印刷

油墨的要求、使用再生原料、包裝材料的使用與回收標誌等，在材質要求部

分，並且宣導採購使用，目前華碩在包裝原物料的採購再生原料比率已達 90%
以上；在回收標誌部分，華碩包裝材料已全面導入國際回收標誌的符號，以

喚起消費者對於環保之共識。其中具體執行方向包含： 
 

 減量設計： 
(1) 使用軟紙板取代硬紙板與底隔板。 
(2) 盡量縮小內部緩衝材料結構，相對外相 carton 用量亦減少。 
(3) 修改包材堆疊方式，增加數量出貨量設計 

 環境考量設計： 
(1) 使用再生原料 
(2) 使用底隔板取代 PU 泡棉 
(3) 禁止使用 EPS 發泡材料 
(4) 盡量使用單色印刷標示使用之包裝材質，以利分類回收。 

 包材禁用物質規範： 
全面禁止包裝材料使用鉛(Pb)、鎘(Cd)、汞(Hg)、六價鉻(Cr6+)以及聚氯

乙烯(PVC)； 
 包材回收標示： 

目前華碩在包裝原物料的採購再生原料比率已達90%以上；在回收標誌

部分，華碩包裝材料已全面導入國際回收標誌的符號，以喚起消費者對

於環保之共識並利於分類回收。 
 
6. 產品回收服務 

未經妥善處理之電子廢棄物近年來已嚴重危害全球各地環境生態，許多

先進國家制訂廢棄電子電機產品法令進行監督管理並提出生產者延伸責任，

即生產者將使用後廢棄之產品負起回收與妥善處理之責任。 
華碩除妥善處理製程中產生之各類廢品外，亦積極在各地建立產品回收

系統，提供完整回收服務並確保符合各地環保法令與規範。 
在台灣，華碩配合環保署「四機一腦」公告回收政策與要求外，提供完

整產品售後服務與不定期舉辦產品健檢活動，進行產品檢查、測試維修或升

級服務，可使產品再使用以延續產品使用壽命。 
在歐洲地區，華碩與德國當地回收處理廠商建立回收處理系統，並與華

碩各地經銷商合作共同負起歐盟各國回收責任，以符合歐盟 WEEE 法令需

求。此外，華碩與回收處理廠共同建立華碩回收處理資訊管理平台，可即時

監控回收進度與控管回收處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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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地區，華碩建立全美 50 洲之回收處理體系，消費者(含企業用戶)

經由網路申請可免費回收廢棄電腦。同時華碩制訂回收商管理政策，重視回

收處理品質並與當地顧問合作協助處理回收處理廠之運行管理與稽核作業。

在美國尚無任相關法令要求之下，華碩為台灣第一家在美國提供筆記型電腦

免費回收服務之廠商，相關運作與管理標準制定可作為產業示範性指標。 

 
為求提升回收效率和降低廢棄電子產品對環境污染危害，華碩依據歐盟

廢棄電子電機產品指定(WEEE)要求，建置華碩產品拆解報告。拆解報告內容

包含產品中應先移除並分開處里之零部件、產品拆解移除程序與與拆解使用

工具等資訊，可提供回收處理廠商作為產品拆解處理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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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華碩亦制定廢棄物管制管理辦法(F2-010)，與華碩合作之回收處

理商將定期回饋自拆解過程中易拆解與易回收等相關資訊並提報事業廢棄物

處理提案單(F2-010-04)。經由回收處理端之處理實務經驗，將建議回饋至華

碩研發設計部門，作為往後產品設計之參考依據，此作法完全符合產品生命

週期之整體考量。 
 

 
事業廢棄物處理提案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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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綠色供應鏈管理之具體實績 
綠色供應鏈管理 

華碩重視綠色供應鏈管理自 2004 起建立完整 GA 供應商産品環境品質

保證系統與管理辦法，以符合各國際環保禁用管理物質法令要求。建立 GA
供應商産品環境品質保證系統，確認 GA 供應商與外包商産品禁止使用的有

害化學物質符合華碩 GA 技術規範，並確立相關持續管理的規定事項。依據

供應商產品環境品質保證系綱要，制定 GA 供應商產品環境品質保證系統認

證辦法、審核作業流與認證檢查評分表，並每年定期對供應商稽核。其三大

重點稽核管理項目包含： 
 

(1) 產品環境品質管理系統：包含產品環境管理、法律法規限制

和顧客要求事項、環境教育訓練、內部稽核和資訊流通(有關

環境管理物質的資訊應傳達到有關部門 )； 
(2) 文件規範系統：包含設計管理和選定零部件、材料選定與變

更管理、採購與供應商管理、有關環境管理物質的異常處理； 
(3) 製程管制系統: 包含進料檢驗(採購零部件、材料的環境質量

判定)、製程中環境管理物質的控制(防止混入、泄漏、污染)、
倉庫(原材料/產品)管理和出貨檢驗 (應實施有關環境管理物

質的確認,並了解製程內有關環境管理物質的履歷)。 
 
量化各項稽核項目與審核標準，每年定期對供應商稽核並將通過認證之

供應商(達80%以上)頒發GA供應商合格證書。2005年供應商稽核完成率達

88.09%，2006年供應商稽核完成率為95.43%。2005年外包商稽核完成率達

100%，2006年外包商稽核完成率亦達到96%。若連續兩年年度稽核不合格或

是有GA超規品發生時，經相關部門人員查明原因與會簽同意後，可取消該廠

商之供應商資格。 

 
供應商輔導活動 

華碩積極參與經濟部RoHS服務團輔導台灣綠色供應鏈廠商至目前為止

已參加超過80場以上之演講/座談/媒體訪問，分享華碩綠色設計及綠色供應

鏈管理經驗給台灣業界。 

華碩不定期舉辦供應商輔導活動，2006年與DNV合辦兩場IECQ有害物

質管理QC080000說明會，且自辦兩場華碩GA技術標準與管理系統要求，四

場公開活動參與廠商人次約一千人，廠商數約500家。 

 
綠色採購策略 

 主動且清楚公告華碩綠色採購要求項目、標準、稽核輔導內容及相關表

格等訊息，並透過供應商說明會等各種方式，讓供應商清楚瞭解需配合

之華碩綠色採購要求。 
 透過華碩零件承認系統，確認供應商具綠色產品提供之能力。 



 

  37

 透過華碩綠色供應鏈稽核輔導系統，確認供應商綠色管理系統及持續提

供合格綠色產品之能力。 
 建立並落實綠色採購誘因機制。通過華碩綠色零件承認，且通過華碩綠

色供應鏈稽核輔導之供應商，將優先予以大量採購。 
 鼓勵供應商通過國際 IECQ QC080000 認證，並予以優先採購。 
 建立並落實綠色採購淘汰機制，供應商經輔導後，若仍無法通過華碩綠

色零件承認或綠色供應鏈稽核輔導，將優先予以淘汰。 
 
供應商管理平台 

華碩透過供應商管理資訊平台 SRM(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整合所有與供應商相關的資訊及需求，如：公告最新版本之華碩 GreenASUS
技術規範與相關資訊、RoHS 相關之零件承認資料填寫、確認訂單、檢視待

辦事項、完成供應商自評等，同時此平台也有資訊傳遞的功能，可公告華碩

要向供應商所傳達的訊息及要求。 
 

8. RoHS 檢驗與廠內實驗室建置 
為因應歐盟限用有害物質指令(RoHS)，與減低國內輸歐電機電子產品違

反歐盟法規之風險，華碩於台灣、蘇州及上海廠區總共投資四千五百萬台幣

以上，建置 RoHS 實驗室；將採購的零件、半成品送至 RoHS 實驗室做檢測

測試，以確保出貨產品品質符合國際環保標準。為了使 RoHS 實驗室之技術

能力與品質評鑑及認可，確定其運作符合評鑑準則，受到各國之國際實驗室

與國際大廠之肯定，華碩於 2006 年開始著手準備申請 CNLA/ISO 17025 等國

際實驗室認證。 

 
9. GreenASUS EIP(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資訊管理平台 

華碩透過 EIP 系統進行華碩內部 Green 相關的訊息傳遞以及教育訓練，

其內容包含： 
1. GA 政策、目標、組織及權責 
2. 最新消息與公告 
3. GA 程序文件 
4. GA 訓練教材 
5. 相關網站連結 
6. E-learning 系統 
7. 線上測驗 
8. GA 外來文件 

9. GA 常見問題及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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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reenASUS 網站與綠色資訊分享平台建置之具體實績 

建立 GreenASUS 網站(http://green.asus.com)，此網站公告華碩的環保承

諾與政策、綠色設計與管理、產品回收資訊與服務、環保法規分享平台、綠

色產品環保資訊等訊息。其中提供產品回收資訊與回收服務，提供消費者方

便且即時回收管道，回收處理廢棄電子產品。在環保法規分享平台部份，將

各國環保法令與彙整分析資訊公開在 GreenASUS 網站上供業界同步分享，並

定期更新與維護分享資訊，使此平台具備即時性、準確性與實用性之高度評

價。 
外界亦可透過官方網站首頁 (http://tw.asus.com) 進入，第一層即可連結

至 GreenASUS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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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示範性與帶動性之影響： 

 示範性： 

1. 建置環保議題之 GreenASUS 專屬網站，示範華碩如何展示企業對

環境議題之重視，制定環境相關政策與目標並公開具體執行做法

與具體成果。將各項環境資訊揭露在網站上，並進一步主動提供

給消費者產品環境資訊，達到產品資訊之透明化與公開性。 

2. 建立綠色資訊分享平台，分享國際環保法規與環保彙整資訊給台

灣業界，示範國內廠商及時掌握最新歐盟環保指令之能力。 

 帶動性： 

提供電子報訂閱服務，將最新法規與彙整資訊主動寄發郵件通知業界，帶動

業界共同因應國際環保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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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衛生上之應變與努力 
1. 從事工安衛事故預防、緊急應變及消防安全相關工作實績 
 
定期執行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與健康檢查 

華碩除了設置勞工安全專責單位之外，針對所有新進人員，均進行勞工

安全教育訓練。其他特殊作業區域作業(鉛、噪音、輻射操作等作業)均設置

相關特殊作業主管，進行相關活動之監測。公司也針對特殊作業人員，每年

實施一次特殊作業人員教育訓練以及特殊健康檢查，以保障員工安全。 
 
北投廠區 94 年度特殊作業健康檢查結果統計：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勞工

人數 
需實施治療或採取其他措

施人數 

噪音作業 7 人 0 人 

鉛作業 204 人 0 人 

游離輻射作業 3 人 0 人 

 
在消防方面，本公司緊急應變組織架構，是由廠區最高主管擔任應變指

揮官，另設置指揮班、通報聯絡班、安全防護班、避難引導班、救護班、滅

火班等，依照消防防護計劃，進行消防任務編組及使用消防器材的實際演練。

此外，本公司每年也會依照法令規定實施自衛消防編組人員訓練、通報、疏

散演練、急救訓練、消防安全講習及滅火訓練等，以落實防災工作。 
 
各廠區在硬體設備上，均設置完

善的消防設施，並由相關部門負責消

防設施的日常點檢維護與異常通報。

同時公司也委託合法專業機構，依照

法令規定進行全面性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申報及全面性建築物公共安檢。 
 
擬訂消防防護計劃，進行消防任務編組及使用消防器材的實際演練，

也是我們努力的重點。不僅如此，本公司每年也會實施自衛消防編組人員訓

練、通報、疏散演練、急救訓練、消防安全講習及滅火訓練等，以落實防災

工作。 
在災害風險評估及防制上，華碩

向來以非常嚴謹的態度，對於日常巡檢

以及進行危險性鑑定與風險評估，列出

可能災害種類，如洩漏、火災、爆炸等。

而針對火災、洩漏等災害的應變，我們

也會依照國內法令定期施行相關訓練

及演練，以強化員工處理災害事故之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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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落實作業環境改善，有效提昇廠內作業環境安全及衛生 
定期實施作業環境測定，訂定安衛改善目標，確保員工安全健康 

華碩依照國內相關法令規範，定期實施作業環境檢測（鉛、有機溶劑、

噪音、CO2、照度…），以及每年實施特殊作業人員教育訓練、特殊健康檢查。

另外，各廠區每年度也會訂定目標標的。在公司管理系統的運作下，有重大

危害之風險只要被鑑別出來，我們就會設定目標、標的並且設計管理方案。

這些方案計劃，涵括對策的實施、責任和完成的期程，以建立環安相關改善

目標議題。 
法令標準 2004 年 2005 年 2006 
鉛 0.1mg/m

3 0.0160 0.0016 0.0020 
異丙醇 400 ppm 2.11 1.37 0.55 

 

公司每半年定期招開 SER（社會環境責任）管理審查會議審閱環保議題、

目標標的執行進度、重大環境考量面之改善方案、內部稽核結果評估、異常

矯正及預防措施、檢討系統架構及內容之適切性、各項環境績效指標…等，

藉由會議召開討論，確保公司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之執行，維

持運作的適切性與有效性。 

目前公司會定期環境風險考量面鑑別活動，鑑別出可能因為公司生產、

活動及服務而產生之環境衝擊，並建立改善方案，藉此將對於環境的衝擊降

到最低。2004～2006 年各廠區所推動的目標標的，達成率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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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企總目標標的 

政     策 編號 目    標 標     的 方      案 

全員參與 95-001
員工『健康促進』減

重班 

參加本班並完成健康減重

流程者，每人平均減重 2~3

公斤 

員工『健康促進』減重班

計劃 

滿足客戶需求 

追求綠色企業 
95-002 環境成本會計專案 95 年 11 月前完成 環境成本會計專案計劃 

滿足客戶需求 

追求綠色企業 
95-003 溫室氣體盤查專案 95 年 11 月前完成 溫室氣體盤查專案計劃 

遵行環保及勞 

工安全衛生法令 
95-004 污水處理設備改善 95 年 7 月底前符合放流水

標準 污水處理設備改善計劃 

持續改善及污染

預防 95-005 企業總部節約用電 改善率 5 %以上 企業總部節約用電計劃 

持續改善及污染

預防 95-006 企業總部節約用水  改善率 5 %以上 企業總部節約用水計劃 

95 年桃園廠目標標的 

政     策 編號 目    標 標     的 方      案 

持續改善及污染

預防 95-001 環境安全改善 安全工作環

境 環境安全改善計劃 

持續改善及污染

預防 95-002 照明迴路改善 節省電費 A 棟 4F 照明迴路改善計劃 

持續改善及污染

預防 95-003 
報廢錫膏回收與

廠商交換新錫膏 
廠商回收率

100% 
報廢錫膏回收計劃 

持續改善及污染

預防 95-004 
HH SMT 
PRINTER 擦拭紙

節省用量 
減少 30% 減少  PINTER 擦拭紙使用

計劃 

控制安全衛生風

險 95-005 降低錫煙污染 改善作業環

境 增加吸煙罩計劃 

控制安全衛生風

險 95-006 
降低作業割傷件

數 
割傷件數減

少 50 % 降低作業割傷件數計劃 

珍惜自然資源 95-007 
印刷機擦拭紙軸

心再利用 
軸心 100 %回

收再利用 
印刷機擦拭紙軸心再利用計

劃 

珍惜自然資源 95-008 
不良零件回收再

利用 
再利用率 80 
% 

不良零件回收再利用計劃 

珍惜自然資源 95-009 
鋁質棧板回收使

用 
再利用率 100 
% 

鋁質棧板回收使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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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台北廠目標標的 

政     策 編號 目    標 標     的 方      案 

控制安全衛

生風險 95-001 物管課內零工安事故 工安事件發生率 0% 零工安事件導入計畫

持續改善及

污染預防 95-002 
將 X-RAY 輻射值控制在

管制範圍(0.5µSV/hr)內 
X-RAY 輻射值 100%在管制範

圍內 輻射量測重點計劃 

珍惜自然資

源 95-003 
原物料廢棄錫膏全面回

收 原物料廢棄錫膏回收率 100% 原物料廢棄錫膏回收

計劃 
珍惜自然資

源 95-004 
原物料廢棄錫渣全面回

收 原物料廢棄錫渣回收率 100% 原物料廢棄錫渣回收

計劃 
珍惜自然資

源 95-005 
沾錫海綿上之無鉛錫渣

回收 
沾錫海綿上之無鉛錫渣回收率

100% 
沾錫海綿上之無鉛錫

渣回收計劃 
珍惜自然資

源 95-006 落實各項廢棄物分類 落實各項廢棄物分類 廢棄物分類宣導 

控制安全衛

生風險 95-007 
減少助焊劑對員工健康

危害 減少助焊劑對員工健康危害 助焊劑/錫膏危害宣導

珍惜自然資

源 
95-008 廠內空調冷氣節電 降低 MIS 機房冷氣用電電費 MIS 空調用電節電計

畫 
 

目前公司會定期環境風險考量面鑑別活動，鑑別出可能因為公司生產、

活動及服務而產生之環境衝擊，並建立改善方案，藉此將對於環境的衝擊降

到最低。2004～2006 年各廠區所推動的目標標的，達成率 100％ 。 
 
3. 推動自護制度、責任照顧制度、承攬商管理、毒性化學物質管理及運輸

安全管理 
 
建立承攬商與化學品管理制度 
自護制度：公司目前推行與自護制度系統架構相似的『OHSAS 18001 職業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來進行自主安全衛生管理，以 P.D.C.A 的管理邏輯進行

推動安衛工作，持續改善安全衛生績效級及問題，並自 1999 年起，每年皆通

過第三單位之稽核與認證。 

責任照顧制度：據瞭解，『責任照顧制度』是石化業為提供產品在製造、銷

售、服務等過程均考量基本之安全、環保事項所作之一種社會承諾，是一個

由民間自主發起之制度，目前華碩公司未引進推動相關制度。 

承攬商管理：為了確保本公司同仁、資產及外包商施工人員之安全衛生，以

及有效防止意外事故及環境污染的發生，公司不但訂有「外包商施工管理辦

法」實施相關安全管制措施之外，並要求承攬商遵守作業安全標準，指派監

督人員負責災害防止計劃，進行危害告知訓練，並於施工中不定期進行稽核，

有立即危害之虞的作業，則要求立刻停工並予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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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商進廠施工管理流程圖：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華碩於 2006 年底於廠區成立實驗室，實驗室作業目的

為檢驗公司所生產的產品是否含有國際環保規範之禁用物質，而使用少量毒

性化學物質（並非因生產過程而使用）。但在相關毒性化學物質之操作過程之

前，均已將其建立種類與數量清冊列管，任何購入及使用也已確實登記，實

驗室內部操作人員也已經過相關物質操作之教育訓練，而緊急應變計畫、設

立相關急救程序等皆已建立。毒性化學物質之管理條例例舉如下： 

 化學藥品儲存櫃應已固定於牆壁以免傾倒，並隨時上鎖 
 所有化學藥品放置於承載盤內，避免洩漏時藥液混合 
 氣體存放櫃以加強桿固定於地面上，因地震搖晃而傾倒  
 不相容之化學藥品分開存放。 
 已建立化學藥品存放、搬運、分裝作業規範 
 操作人員接受相關緊急應變訓練。相關化學品皆有危害物質標示、 

MSDS、危害物質清單，瓶裝化學品均已貼上中文標示及圖案。 
 已確實執行化學品每月檢點  
 已準備防液棉，以防止化學物品洩漏擴散時緊急使用。 

實施外包商入場環境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每日開工安全提示、

現場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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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建立緊急連絡用電話名單，以便緊急時連絡相關人員。 
 已建立化學品洩漏緊急處理 SOP。 

運輸安全管理：目前公司運輸作業全部委託外部單位運送，運輸物質種類，

均為電子原物料、成品或半成品，運輸品本身並無危險性。儘管如此，華碩

對於運輸安全管理，仍會會每年定期針對外包商作業人員實施承攬商安全衛

生教育訓練，藉由訓練課程說明，加強宣導運輸作業之安全，也因為如此，

過去委外之運輸作業均無重大安全意外發生。 
 
4. 落實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之建置與執行 
持續進行稽核、持續進行環安改善 

年度 驗證項目 內容簡介 廠區 

1999 ISO 18001:1999 企總 ,台灣廠區/
蘇州園/廠區 

1998 ISO 14001:1996 

2005 ISO 14001:2004 
企總 ,台灣廠區/
蘇州園/廠區 

2006 ISO 14001:2004 

經過第三者驗證環境管理系

統，表示公司已採取了有效措

施控制活動，產品和服務對環

境的影響 

捷克/上海廠 

 
華碩(含企業總部，台灣廠區及蘇州園/廠區)1999 年由第三公正單位驗證通過

OHSAS 18001:1999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2006 年上海園/廠區亦獲得當地

認證單位認證通過。 
 
相關資料請參照 附件三 OHSAS 18001:1999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證書 

 
5. 其他與「安全衛生」相關之實績 

 榮獲經濟部工業局頒發 94 年度職安衛管理系統持續改善團隊優良

獎。 
 94 年，榮獲全國推行職場健康促進特優獎。 
 於 90 年、91 年及 92 年，連續三年榮獲全國勞工安全衛生優良獎及

五星獎。 
 92 年、93 年及 94 年，連續三年榮獲全國推行無菸職場特優獎。 
 90 年，ODC(無使用破壞臭氧層物質)之認證 
 本公司已公開『企業環境及安全衛生報告書』，善盡企業責任。 

 



 

  46

(四) 能資源節約與回收作為(含節約用水) 
1.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抑制溫室效應氣體 
 
訂定溫室氣體盤查與減量方案 

目前華碩作業生產線流程均為組裝作業以及辦公室作業，相較於其他空

氣污染排出物較多的行業，溫室氣體排放量極少。然而為了善盡保護地球之

責任以及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本公司已從 2006 年開始訂定溫室氣體排放之相

關目標標的，制訂階段性之溫室氣體盤查與減量方案。 
 

起始溫室氣體盤查 
2007 年 1 月起，在財團法人台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的輔導下，著手進行

溫室氣體盤查與管理計畫。此計畫目標為釐清華碩各廠區可能的溫室氣體排

放源，並進行廠內排放源種類鑑別、排放量紀錄等相關統計，建立溫室氣體

排放盤查清冊，未來將以此為依據進一步擬定減量計畫及設定減量目標，降

低因業務、生産、員工生活活動所帶來對環境的衝擊，善盡保護地球環境之

責任。 
 
2. 空氣污染防制 

定期執行空污檢測 

華碩生產作業以組裝為主，空氣污染主要防制重點，主要為製程中迴銲

爐及銲錫爐製程所產生鉛的燻煙、蒸氣，以及有機溶劑異丙醇。雖然排放量

極小，本公司仍積極對設備進行例行維護保養外，並遵照政府法令規定，每

半年定期檢測空氣中異丙醇濃度，以及每年檢測空氣中鉛的粒狀物濃度，檢

測結果皆符合當地國家法令排放標準。 

此外，本廠還積極推行有害溶劑替代物質，例如以低污染環保型助焊劑

甚至水基助焊劑替代原來異丙醇的使用。 

在公司辦公區域及作業生產線之空氣污染防制方面，因這些區域均為中

央空調供氣系統，公司每半年必定測定辦公室及廠區空氣中ＣＯ２濃度，以掌

握公司內部空氣品質狀況，保障同仁健康。 
 
3. 節約用水與廢水回收再利用 
 
訂定節約能源計畫，設置省水設備 

華碩生產製造流程主要為組裝作業為主，製程上並無大量消耗水資源。

主要用水型態為一般辦公室員工生活用水，因此除加強宣導員工節約用水

外，亦在廠房及辦公室的設計上，融入省水設計。使用之省水設計舉例如下： 

(1) 水龍頭出水口加裝節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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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設回收水池及管線，作為便器水源或清洗外牆之用，以有效改善水

資源的浪費 
(3) 設置回收水塔，藉由管線集中收集游泳池之溢流水，提供廁所便池使

用。 
(4) 增加中水道設施及雨水、回收水再利用之效率，提昇水資源再利用比

率。 
(5) 提高空調溫度，降低冰水機負載，可降低冷卻水損失。 

華碩為落實環境政策，已擬訂企業總部節約能源計劃，本著持續改善的

精神，於每年訂定年度節約用水之目標標的，透過確實執行相關水源管理及

節水計畫，使每單位人員的用水量降達一定的比例，以落實珍惜自然資源的

終極目標。以企業總部為例，平均每人每年之水費，94 年之較 93 年減少了

11.68%，95 年較 94 年減少了 17.99%，執行成效顯著。另外，新設廠房也將

從建築佈局、規劃以及設備選用上積極考慮節能問題，力爭從源頭、從根本

上實現節能的目標。 

 

 

4. 污水處理 
設置處理設備，使放流水質符合國家環保標準 

華碩生產製造流程主要為組裝作業為主，因製程上並無大量用水，故亦

不會大量排放污水，大部分污水為員工生活污水，對環境影響較工業污水為

小。 

各廠區針對污水排放均設置獨立污水處理廠，並遵行污水排放處理管理

辦法，確認所有處理流程皆符合相關環保法令需求。員工活動過程所產生之

生活污水，均透過廠區獨立污水處理系統處理後再行排入污水處理廠進行處

理，由污水全部納管排放，排放標準符合政府規範污水排放標準，因此不會

對周圍地表水體產生影響。 

在污水處理廠的設置、保養與相關維護作業方面，均有專人負責，確保

所有機械設備與流程常保最佳運作狀態。此外，公司對於已經處理之放流水，

會定期委託外部環保機構針對水質處理實施檢驗作業，政府機構亦會依照法

令規範，前來進行不定期採樣抽驗稽核，目前各廠區水質檢驗數據均符合水

質環保標準。檢測數據包括：水溫、溶氧量、氫離子濃度指數（pH）、生化

需氧量（BOD：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化學需氧量（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懸浮固體（SS）等。 

除上述污水外，少數海外廠區所排放的污水中含電鍍廢水和清洗廢水。

水費節約達成率 
94 年 11.68% 
95 年 17.99% 0.00%

5.00%

10.00%

15.00%

20.00%

94年 95年

數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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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類污水處理，公司均建構污水處理廠，進行污水處理，待處理結果已

達法令排放標準後再排放至廢水管線。當地政府在市政污水管線末端亦建有

集中式污水處理廠，以確保排放之污水水質符合當地法令標準，對環境的污

染也降至最低。 

檢測數據（北投廠區） 

 法令標準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BOD 50 41.3 24.1 22.1 18.0 35.6 
COD 150 142.0 120.0 48.9 59.5 120.4 
SS 50 27.2 17.8 19.0 7.9 25.2 
大腸桿菌 300,000 220 210 210 335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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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節約能源 
加裝節能設施，降低能源消耗 

目前公司所使用的能源種類，主要為水、電力和瓦斯。電力部分主要提

供公司之基本運作使用(包含空調、照明以及機械動力)，瓦斯則為供應員工

餐廳廚房、以及提供加熱水箱所使用。 

本公司致力推行節能專案，目的在於節省各項開支以及降低作業成本、

創造利潤，提升企業整體競爭力以及營運績效。此專案計畫，是針對管理層

面與技術層面來推行實施，主要包含空調節能、動力節能以及用水節能等三

大項目。 

(a) 空調系統： 
1. 空調相加裝變頻器。 
2. 24 小時運轉實驗室改為獨立空調系統。 
3. 加強設備定期保養。 
4. 特過 BA 設定主機開機模式，提高主機效率。 
5. 冰水主機出水溫度，依照外部氣溫隨時調整。 
6. 實施各樓層運轉時間管制。 

(b) 動力系統： 
1. 實施樓層電力以及照明設備時間管制。 
2. 改善供電功率。 
3. 將低功率設備改為高功率設備。 
4. 實施電梯離峰時段以及假日時段之管制。 

(c) 水資源系統： 
1. 水龍頭加裝省水器。 
2. 增設回收水池以及管線，回收水源作為廁所便器水源或是清洗

外牆使用。 

華碩每年皆訂定節約能源目標標的，藉由相關節約能源配套措施之建

立，配合積極的使用節能設施，降低水、電能源之耗用比例，以珍惜自然資

源。當設立新設廠房時，將從建築佈局、規劃以及設備選用上融入節能之概

念，力爭從源頭、從根本上實現節能的目標。目前在相關專案推行的之下，

執行節能之成效顯著。以企業總部為例， 2005 年之較 2004 年，每人每年之

水費平均減少 11.68%，電力平均減少 10.23%；2006 年較 92005 年每人每年

之水費平均減少 17.99%，電力平均減少 7.14%。另外，如桃園廠區於 2006
年實施之空調節能計畫，透過工程改善（並聯使用）使機組運轉最佳化和於

散熱風扇加裝溫度控制，使原本已使用數年的的冷卻水塔之冷卻效率提升，

節省約 2,200,000 元。除此之外，桃園廠區亦於 2006 年度實施之排風節能，

新增 30HP 排煙風機並裝設變頻器。此將為公司每年節省電費約 1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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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 / 每人節約能源達到率比較表  

93 年 v.s 94 年達成率 

水費 11.68% 

電費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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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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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水費節能設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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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電費節能設定目標  

94 年 v.s 95 年達成率 
水費 17.99% 
電費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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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華碩亦預見未來因公司營運成長及員工人數的增加，極可能

出現能源需求量增加的情形，故已開始積極思考推行更縝密的節能計畫。如

建立回收水箱，收集回收水和空調冷凝水，再次使用於其它用途（如：園藝

用水、馬桶用水）。未來更將思考評估增購太陽能設備來減少天然資源的耗

用。 

 
6. 廢棄物處理、回收與再利用 
制定管理辦法，建立廢棄物處理標準流程，提出改善方案減少廢棄物之產生。 

華碩所產生之廢棄物共可分為三大類：一般事業廢棄物、資源回收廢棄

物、以及有害事業廢棄物。 

1.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本公司產生有毒性、危險性，其濃度或數量足

以影    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例如：

廢溶劑、廢錫渣、廢 PCB 板、廢電線、廢電子零

組件、廢電池、廢錫渣、廢溶劑…等。 
2.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本公司所產生具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各項廢

棄物。例如：生活垃圾、衛生紙、零食包裝袋…等。 
3. 資源回收廢棄物：可回收再利用之廢棄物，例如：紙類、寶特瓶…

等。 

華碩生產製造流程以組裝為主，在製程當中鮮少產生對環境有重大污染

之相關廢棄物，所有電子廢料在儲存過程當中亦屬一般廢棄物而非有害，該

類物品唯在後段透過處理場以物理或化學處理過程時方屬有害。 

為了確保公司因為研發、生產、製造所產生之廢棄物能有效及合法的被

處理，實施之廢棄物管理之相關措施如下： 

A. 制訂華碩「廢棄物管制管理辦法」並納入 ISO 標準文件(F2-010)，監

控公司內部廢棄物管理。條文大綱如下： 

 作業程序與權責 
 事業廢棄物處理流程 
 專責人員設置 
 廢棄物之分類 
 儲存管理 
 稽核 
 異常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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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處理流程： 

 

 

 

 

 

 

 

 

 

 

 

 

 

 

 

 

 
B. 透過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統及廢棄物網路申報系統管理內部所產生

之事業廢棄物，過程中包括前段廢棄物分類減量措施、中段廢棄物報

廢流程管控及後段廢棄物妥善處理監督及追蹤，以避免環保問題發

生。 
C. 發展內控 e 化流程管控廠內電子產品進入報廢前之審查，提高報廢機

台之再利用率。此系統已於 2006 下半年建置完成並試行，2007 年將

藉由該系統嚴格管控報廢機台，以降低廢棄物產生；未來更計劃建立

平台，將各單位未使用或預計報廢之料件共同分享，以提昇再利用率

並降低報廢品產生。 
D. 積極宣導廠內員工加強廢棄物分類，以提昇資源回收率、降低事業廢

棄物產生量。 
E. 堅持只與合法處理廠配合，廢棄物處理商須遵守廢棄物合法處理標

準，並且不定期進行稽核，以確認相關廢棄物被合法的妥善處理，而

無二次污染的問題產生。 
F. 著力於提高報廢品分類處理後之殘餘價值，除增加處理廠對華碩之回

饋金外，更提昇報廢品再利用率，進而減少對環境之衝擊。 
G. 與廢棄物清理廠商不斷溝通與回收技術研究，以期增加廢棄物再生

利用率。 
H. 公司對於廢棄物處理原則以進行分類回收再利用為主，其餘無法回

收再利用，會利用破碎等方式進行破壞處理，並進行二次回收再利

用。基本上不以掩埋處理，部份無法回收再利用之最終廢棄物將以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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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之方式處理；未來將以朝向降低焚燒比例處理方式，逐年減少污染

之產生。成效如下圖所示：（將另外附上一個廢棄物處理流程檔案，

說明處理流程） 
 

回收總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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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總量
（噸）

一般事業廢棄物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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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方式 

 
 
 
 
 
 
 
 
 

除了將廠內事業廢棄物合法處理外，更積極宣導廠內員工加強廢棄物分

類，以提昇資源回收率、降低事業廢棄物產生量，並藉由與廢棄物清理廠商

不斷溝通與回收技術研究，以期增加廢棄物再生利用率；現階段更發展以內

控 e 化流程管控廠內電子產品進入報廢前之審查，以提高報廢機台之再利用

率，該系統已於 2006 下半年建置完成並試行，2007 年將藉由該系統嚴格管

控報廢機台，以降低廢棄物產生；未來更計劃建立平台，將各單位未使用或

預計報廢之料件共同分享，以提昇再利用率並降低報廢品產生。 
 

至於對包材減廢作法上，華碩將原物料包材回收提供供料商再使用，增

加包材使用率，減少廢棄物之產生。其它廠區所因為生産、生活活動産生的

有害事業廢棄物和一般事業廢棄物均委託外部合法廠商處理，符合法規要

求，對環境影響不大。產品包裝材料大部分由廠商回收再利用。 
 

 2005 年 2006 年

總量（噸） 32012 35099 

有害事業廢棄物總量 7567 9915 

一般事業廢棄物總量 24445 25184 

其他 3850 3554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回收再利用比例 79.06% 85.53% 86.65%

焚燒比例 20.94% 14.47% 13.35%

掩埋比例 0 0 0

有害廢料安全處置比例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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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技術發展狀況 

（一）　 研發之投入與產出 
1. 開創產業新技術或產品，提昇產業整體競爭力 

華碩於 2005 年所投入之研發經費高達 60.88 億台幣，此一投入之金額較前

一年度成長將近 100%。 

2006 年華碩推出多款領導概念產品，以獨一無二的設計精髓、時尚概念

與優質功能引起國際的矚目： 

 S6 皮革系列是全球首款覆以皮革表面的筆記型電腦，華碩成功將精品皮

革工匠的手藝，轉化為科技精品的時尚元素。 

 而 R2H 是世界第一台內建 GPS 與獨家圖資的手持電腦(UMPC)，一機就

能取代多種數位裝置，創造最輕巧便利的數位行動體驗。 

 筆記型電腦 A6 以其細緻 3D 影像處理能力與超臨場感的影音效果，同時

榮獲歐洲最大電玩賽事 ESWC 與 WGT 台灣區惟一指定為賽事專用電

腦，成為首開先例、第一款效能被國際賽事肯定的筆記型電腦。 

 A636 採用業界最新規格的 Intel Xscale416 MHz 處理器，且具備強大的

擴充功能如雙記憶卡、WiFi、藍芽無線傳輸、紅外線、USB 連線等功能，

可以輕鬆與其他數位產品交換資料。 

 與國際超跑大廠藍寶堅尼合作設計 Lamborghini VX-1 筆記型電腦，也將

經典跑車的設計精髓鎔鑄於筆記型電腦設計中。 

 
為因應歐盟RoHS 及全球環保趨勢之需求，華碩於 2005 年度，發表由經濟

部工業局所發起之業界第一片無鉛無鹵主機板之研發成果，透過此計劃之研發與

測試，華碩訂定出下列無鉛相關技術標準： 

 無鉛零件鍍層材質及耐溫條件規範 

 無鉛 PCB 鍍層材質及耐溫條件規範 

 無鉛耗材(無鉛錫膏/錫棒/錫絲/助焊劑)承認規範 

 無鉛零件 pad layout 設計規範 

 無鉛製程鋼板設計規範 

 無鉛製程迴焊參數最適化規範 

 無鉛製程波焊參數最適化規範 

 無鉛製程維修參數最適化規範 

 無鉛產品可靠度測試規範 

 無鉛產品外觀允收標準規範 

隨著上述開發經驗及相關標準制定，華碩在2005年製造出各類符合RoHS
要求之電子電機產品，其中包含台灣第一台符合RoHS 要求之環保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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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回收的部份，則是透過與工研院以及第三公正單位的合作，制定出電

子產品的易回收及再利用技術標準，並在歐洲地區，與德國當地回收處理廠商

建立回收處理系統，也與華碩各地經銷商合作共同負起歐盟各國回收責任，

以符合歐盟 WEEE 法令需求。此外，華碩與回收處理廠共同建立華碩回收處

理資訊管理平台，可即時監控回收進度與控管回收處理資訊。 
 
 
 
 
 
 
 
 
 
 
 
 
 
 

 
 
 
 
 
 
 
 
在美國地區，華碩建立全美 50 洲之回收處理體系，消費者(含企業用戶)

經由網路申請可免費回收廢棄電腦。同時華碩制訂回收商管理政策，重視回

收處理品質並與當地顧問合作協助處理回收處理廠之運行管理與稽核作業。

在美國尚無任相關法令要求之下，華碩為台灣第一家在美國提供筆記型電腦

免費回收服務之廠商，相關運作與管理標準制定可作為產業示範性指標。 

     隨著 Windows Vista 作業系統正式上市，華碩電腦除了是全球首家獲得

Vista 認證標籤之主機板製造廠外，華碩電腦也推出 Vista 全系列產品，無論

是筆記型電腦、主機板或數位家庭產品，盼帶給消費者最極致影音視覺享受。 

 
2. 新技術、產品研發與專利申請 

華碩為提升自有品牌之競爭力並掌握業界之關鍵技術，除了各 BU 的研

發團隊之外，更設立了由技術長所領導的核心技術中心，以鞏固華碩在業界

技術領先之地位。華碩自 2004 年底推出第一款手機 J101 以來，經過二年不

斷地努力，終於在競爭激烈地台灣市場站上國產品牌第一名。而華碩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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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團隊自 2000 年起就投入 3G 核心技術的研發，至今已在全球擁有 49 案

118 件專利、其中更有 25 案 68 件屬於關鍵性智財權(Essential IPRs)，與國際

大廠等量齊觀。目前持續穩紮穩打 3.9G(亦即 LTE、或稱 Super 3G)的技術開

發，期望以華碩為起點，未來能夠讓台灣的通訊產業，在國際舞台上扮演更

重要角色。整體而言，華碩電腦已獲得之專利數為 785 件，其中 2006 年度所

獲得之專利數更較前一年成長 100%。 
而順應國際環保潮流，華碩更以主機板巨獅優勢，率先建立綠化生產流

程，以「協同設計服務網」線上平台整合國際客戶、華碩製造部門與協力廠

商，成為國內首先完成無鉛無鹵主機板供應鏈的廠商。透過這項計畫，華碩

無鉛無鹵主機板 2006 年的產值將高達 3.5 億美金，同時也將激勵相關零件及

主機板的供應廠商，帶動產業上下游技術升級，以符合環保規章、為產業立

下良好示範。此外，「協同設計服務網」讓國際客戶與供應廠商的資訊能夠

同步，大幅提升了產品從設計到產出之效率。 

 
3. 其他與「研究與發展」相關之實績 

華碩於 2005 年所設計之 W1N 筆記型電腦，獲得該年度德國 iF 設計獎

中金獎（iF Gold）之肯定，此為該獎項向設立 50 年來，首次獲獎之華人設

計師。此外，W1N 所採用的碳纖維材質，更是與國內自行車大廠巨大共同合

作開發，此類異業結合，也堪稱業界少見。 

 
華碩完整的產品線及開發實力，更使得華碩在 2006 年度共 獲得 2168

個產品獎項，平均每天可獲得近6個獎。其中從2001~2005連續5年獲得Tom's 
Hardware Guide 中“Best Motherboard Brand”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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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動化狀況 
1. 落實產業自動化、電子化新技術，提昇產業整體競爭力 
 

華碩電腦自從 2000 年起，藉由參與經濟部技術處所主導的下列示範性

資訊應用計畫，除了提升華碩 e 化體質外，也間接提升產業的整體 e 化能力： 
   

(1) 2000-2001 B 計畫： 
計畫內容： 
本計畫是以建置與供應商端資訊整合的電子化供應鏈系統為目標。在

華碩端建置功能完整的採購平台--E-Procurement 系統，提供電子採購

過程中的相關功能，如詢報價作業、訂單作業、收料作業、付款對帳

作業等電子化服務，讓供應商不論其內部資訊能力如何，都可以有效

率且方便地與華碩電腦進行資訊交換，同時有效縮短雙方人為溝通的

成本並加速整個供應鏈的反應速度。此外藉由上下游資訊的整合，使

得華碩電腦能符合顧客快速交貨的要求，並提供更完善的服務，讓我

國的系統業者及其供應廠商成為國際電子業供應鏈體系中不可缺少的

成員，提升台灣企業在世界舞台的整體競爭力。   
 
計畫執行效益： 
最重要之效益可歸納如下： 
 
成功地將華碩供應鏈體系約一千家供應商整合到一個平台中共同作

業，華碩端的人力暨作業成本可節省約四千二百萬元。  
 
整個體系供應商每年訂單作業成本合計可節省超過五千萬元，每家供

應商每年將可因此多獲利(或節省成本)約 100 萬元，則整個體系供應

商將產生 2 至 10 億元的效益。  
 
原物料供應更精確進而縮短從接單到交貨之時間，改善交貨準確率，

達到客戶 955 的要求（95%訂單 5 天內交貨）。 
 
對產業之影響： 
華碩導入 B 計畫，除了和供應商連線之外，同時也積極與 A 計畫廠商

連線整合，藉此產生從上游到下游的垂直供應鏈整合，使整個體系的

成員皆成為國際供應鏈體系中不可缺少的成員。  
 
華碩帶領近一千家交易伙伴（供應商）進入電子採購供應鏈的領域，

且在計畫結束之後，所有的供應商皆因與華碩合作的過程中，提升其

內部資訊應用能力，並由此開始進入電子採購供應鏈及電子商務的領

域。  
 
華碩電腦除積極參與國內 RosettaNet 標準之訂定外，也隨時引用、修

正國內相關機構陸續所訂定的訊息規範。藉由華碩導入的示範性效

果，讓其他廠商以後與國際大廠導入 RosettaNet 標準時能有一參考之

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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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2-2003 D 計劃： 

建立三個以華碩為中心的交易市集，整合供應鏈為完整的價值鏈，共

整合了 200 家供應商，50 家物流業者，3 家銀行。  
 
全球接單市集包含：  
- 企業供應鏈與接單系統整合  
- 物流鍊與接單系統整合  
- ERP ATP 及 Allocation 與全球接單整合  
- 訂單追踪，應收帳款與金流市集結合  
 
物流交易市集包含：  
- 企業供應鏈與物流系統整合  
- 物流業者作業資訊系統整合  
- 提供物流業文件交換電子化整合平臺  
- 協助物流業者與電子商務供應鏈整合服務  
- 建立全球運籌跨平臺資訊架構  
 
金流交易市集包含：  
- 與接單及物流市集建立自動收付款介面  
- 供應鏈的資金電子融通  
- 全球資金調度及管理  
- 收付款自動對帳與銷帳 
 
計畫執行效益    
一、量化效益：  
- 存貨週轉率由十五天縮短為七天  
- 客戶訂單達交率由 75%提升為 90%  
- 貨物準時送達目的地比例由 75%提升為 95%  
- 有效協助 LSP 節省 OP 成本年約 2000 萬元，有助華碩降低物流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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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量化效益：  
國際能見度：擴建華碩國際化全球運籌資訊系統，並提昇相關產業企

業形象。將連結國際化運籌，金融資訊平台,並包含兩岸三地交易模

式。採用 RosettaNet 標準，銀行業的 IFX 標準與國際標準一致。  
 
對產業之影響：以電子化體系的整體架構，一方面建構中心廠的電子

物流金流系統，另一方面則希望能加速相關零組件供應商電子化的腳

步。使上、中、下游產業在最短的時間內，提昇整體的競爭力與服務

品質，創造最大的利潤空間。  
 
國際系統之連結性：在全球貨況追踪模組中，將與貨 DHL、FEDEX
等國際的物流追踪系統相連結，並作資料交換以提供全球的貨況追踪

資。  
 
帶動應用風潮：計劃與同業及物流業者共同制訂電子業物流資料傳輸

標準，並與物流業者合作，帶動同業及供應鍊上下游業者推動電子物

流風潮，並擴散到物流業者的整合。 

 
 

(3) 2003-2005 E 計劃： 
　計畫目標： 
　一、朝創新設計概念的 ODM 業務發展 

- 運用 Sony 經驗，結合美國大廠 Dell，帶動體系環保主機板之設

計與製造，降低對全球環境所造成之污染。 
- 帶動提升我國主機板體系環保產品生產能力、因應未來歐美市場

需求趨勢。 
　二、強化設計能力，縮短產品發展週期 

- 朝 Design 設計專業分工、設計流程、問題處理與工程變更等流程

再造，以縮短設計時間，並運用 Design 工作 e 化手段，以提昇工

作效率。 
- 朝設計模組重用，縮短設計時間，降低設計出錯率;朝組件共用，

簡化種類，以降低設計與製造複雜度，縮短製造及備料時間(如
SMT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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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立高效率的協同設計體系，擴大市場規模與降低成本 
- 將客戶與零組件供應商之間做更緊密的整合，以運用訂單量爭取

更低的零件報價。 
- 運用 e 化技術(Video Conference、On-line Collaboration 等)，建立

高工作效率的跨公司協同設計團隊，節省產品發展過程中之國際

出差與實體文件等往來成本，以經營更大規模的市場。 
- 結合內外部團隊力量，以快速找到產品問題並立即修正，降低出

錯風險成本。 
　四、導入無鉛無鎘主機板協同作業, 有效提升並示範與客戶/供應商於

綠色相關的協同設計 e 化作業；此系統為業界第一套 GPMS 
(Green Product Management System)，此系統提供供應商 E 化的環

保調查表填寫平台；內部同仁亦可利用此系統進行文件管理、審

核、產出管理報表；系統亦會對於供應商及內部同仁，自動寄發

待辦事項之通知信。計劃完成後，整個作業流程也已由原來的示

範標[主機板]，延伸至全產品線，擴及全公司。 
 
對產業之影響： 

 國際能見度產業關聯性：電子產品之環保議題已經成為國際世

界組織所關注之焦點。因應歐盟將於 2006 年全面禁止電子產品

使用含有毒物質(如鉛、鎘、放射線物質等)，主機板業是首當其

衝。因此對於年產約兩千萬片主機板的華碩而言，更有義務主

動與國際 PC 大廠 Dell 商談如何將無鉛、無鎘主機板產品列為

2005 年前需達成之目標。由於目前無鉛、無鎘主機板在電子材

料、零件、主機板的設計部分仍存有技術上的瓶頸，本計畫之

推動將帶動提升台灣主機板製造體系之環保電子產品製造能

力，建立華碩率先注重環保之優良國際形象，更有助直接提升

華碩的國際市場競爭能力。 
 

 產業關聯性：本計畫以主機板產品的設計為示範範圍。示範範

圍涵蓋國際客戶 Dell、華碩跨國/跨部門與零組件供應商及 PCB
廠商。計畫協助開發出三方協同設計更有效的工作方法與流

程，示範於網路上進行環保主機板之協同設計活動，展現高效

率產品協同設計能力與資訊應用環境。 
 

 國際系統之連結性：與國際客戶(如 Dell Agile 系統)進行 Product 
BOM 資訊之直接交換與轉換。 

 
 帶動應用風潮：台灣製造業大多侷限於組裝、代工，賺取日益

單薄的利潤。為擺脫單薄的利益製造，進入高利潤之研發設計，

台灣的製造業應該由代工（OEM）轉型為設計（ODM），並針

對未來市場需求或環境要求，早期提升技術能力。華碩先期洞

悉市場趨勢，以環保主機板為訴求，透過承接國際大廠訂單機

會，將設計體系價值網相互串連及進行作業 e 化，帶動國內主

機板產業上、中、下游整合，建立協同設計環境，以加速環保

主機板新產品之開發，期能於全球貿易環保禁止令發佈之前，

先期備妥環保主機板接單與製造能力。華碩率先示範環保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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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設計與製造之成功，將可帶領其他製造業跟進，共同提升台

灣電子產品環保化設計與製造能力。 
            

 
(4) 2005-2007 G 計劃： 

導入自有品牌綠色設計及回收處理開發計畫，此計劃之主要目標是

在建立系統化的回收處理原則及機制，並同步建立多套相關 IT 系

統： 

1.選料系統： 

透過此系統可提供 RD 同仁於設計階段，利用原始設計圖之尺寸、

內建之材料密度及試算原則，即可評估所設計產品之 3R 回收比

率，亦可模擬出產品之拆解步驟及時間，並可同步產出該產品之

3R 及拆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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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立國際法規搜尋引擎：  

  此國際法規監控系統可透過華碩預先設定之關鍵字，主動搜尋以  

  下主題網站，並收集與關鍵字相符之訊息： 
(1) 官方網站(含歐/美/亞洲)及其推薦之環保專業網站 
(2) 學術研究機構顧問(含工研院/環資會)推薦之環保專業網

站 
(3) 產業公會網站及其推薦之環保專業網站 

     　  
當上述相關環保資訊經整合後，即可提供下列功能供華碩同仁應用： 

(1) 國際法規查詢 
(2) 綠色資訊公告  
(3) 智慧型資料分群(相關詞知識地圖) 
(4) 簡易/進階查詢功能 
(5) 綠色電子報訂閱 

     　 其成果足以成為產業綠色設計流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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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EEE 註冊申報系統：爲符合 WEEE 法令中要求品牌商須申報在歐洲當地

實際之銷售及產品回收狀況，華碩特建置此自動化註冊申報系統，可提供以

下兩項主要功能： 

(1) 依各國家所要求追蹤廢電子電機產品之運輸及處理狀況 

(2) 產出報表提供回收商廢電子電機產品的相關統計資料。 

         
除了參與經濟部所主導之計畫案外，華碩對於環保方面之需求亦自行開發下

列 IT 系統： 

1.SRM(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系統：此網站整合所有與華

碩供應商相關的資訊及需求，如：確認訂單、檢視待辦事項、完成供

應商自評以及填寫 RoHS 相關之零件承認資料…等，同時此平台也有

資訊傳遞與主動通知的功能，大幅減少人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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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reenASUS 內部資訊分享系統：華碩透過此系統，來進行華碩內部

Green 相關的訊息傳遞以及教育訓練，其餘內容還包含： 
(1) GA 政策、目標、組織及權責 
(2) 最新消息與公告 
(3) GA 程序文件 
(4) GA 訓練教材 
(5) 相關網站連結 
(6) E-learning 系統 
(7) 線上測驗 
(8) GA 外來文件 
(9) GA 常見問題及回答 

      
 

3.電子化保證書簽核系統：爲使品保及業務單位迅速掌握各機種之

Green 狀態，並確保機種進入量產階段時，能符合還保需求，華碩開

發此一資訊收集系統，可自動串連各機種之下列 Green 資訊： 
(1) 生產線之開線檢查表 
(2) 進料檢驗狀態 
(3) 各料件承認資訊 
(4) 副資材使用狀況 

    相關單位更可依上述資訊，提供客戶所需之 RoHS 保證書或料件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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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reenASUS 外部資訊分享系統：爲達到提昇整體產業競爭力及環保資

訊透明化之目的，華碩建置了外部環保訊息網站，對業界及外部使用者

揭露與環保部份之相關訊息，如： 
 華碩之環保宣言及政策 
 華碩針對社會環境責任之因應作法 
 華碩綠色產品設計及管理方針 
 華碩綠色產品資訊 
 環保訊息分享 
 最新環保消息及相關網站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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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製程流程改善，改善產業體質 

華碩不但透過所執行之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無鉛無鹵主機

板”除了產出業界第一片無鉛無鹵主機板外，並建立了無鉛無鹵的製程及選用

零件之技術標準。 

亦將上述的製程耐溫規格及禁用物質等規範，結合至經濟部技術處”協
同設計服務網計畫”，與研發流程結合，開發出業界第一套 GPMS (Green 
Product Management System)，此計劃通過經濟部技術處績優計畫決審，榮獲

示範性計畫「資訊應用楷模獎」。 
 
而在執行經濟部技術處的 G 計畫過程中，則是制定了綠色產品的回收計

算原則以及拆解報告產出機制，並引進日本富士通 VPS(Virtual Product 
Simulator)系統，將上述機制自動化，並且與華碩內部系統整合，讓 RD 可於

設計階段，即可提早驗證特定機種是否符合回收及拆解規範；並透過此系統

之圖面干涉分析功能，將研發流程與工廠製程做進一步的整合。 
透過機構件各個工法的 Eco-profile 資料庫，亦可以比較出不同工法間對

環境的衝擊值，供機構設計人員可依據此來選擇對環境衝擊較小的工法來設

計產品。同時華碩與 TEEMA 合作將建立的機構件生命週期基本盤查表與台

灣區機構件各工法之 Eco-profile 資料庫並分享給業界參考使用，帶動業界共

同建立台灣區機構件生命週期資料庫。 

 
3. 其他與「自動化、電子化或製程/流程改善」相關之實績 
在其他自動化電子化實績還包括： 
 

1. 自有品牌全球客服/維修作業流程 e 化。 
2. 自有品牌全球接單/通路庫存管理作業流程 e 化。 
3. 全球製造廠進出口關務作業 e 化(串聯供應商與 Forwarder 與當地報

關系統)。 
4. 員工 EIP Portal 建立，有效協助整合各部門所需的系統作業，如： 

 電子表單系統 
 人事行政系統 
 業務相關系統 
 法務相關系統 
 研發相關系統 
 客戶服務系統 
 採購資材系統 
 差旅服務系統 
 行政表單簽核系統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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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流程與產品品質改善實績 
1. 品質管理相關國際驗證及執行 
 

年度 驗證項目 內容簡介 廠區 

1994 ISO 9002:1994 

經第三者驗證的品質管理系統表示公司

採取了有效措施確保為客戶提供優質產

品或服務(生產，安裝與服務之品質保

證系統) 

2000 ISO 9001:1994 同上，並增加設計管制的部份 

2003 ISO 9001:2000 ISO 改版後，以流程為基礎的品質管理

系統，取代舊有的 20 項「品質管理系統

-要求」的觀念 

企總,台灣廠區/
蘇州園/廠區 

2006 ISO 9001:2000 同上 上海/捷克/墨西

哥廠 

2006 IECQ QC 
080000 HSPM 

有害物質流程管理系統, 國際認可綠色

管理標準，用來管理製程、產品及零件

中有害物質 

企總,台灣廠區/
蘇州園/廠區/捷
克/墨西哥廠，

上海園/廠區 

 
華碩(含企業總部，台灣廠區及蘇州園/廠區)1994 年由第三公正單位驗證

通過 ISO 9002:1994 品質管理系統；2000 年通過 ISO 9001:1994 驗證；2003
年通過 ISO 9001:2000 改版驗證。2006 年捷克與墨西哥廠獲得第三公正單位

驗證通過 ISO 9001:2000 品質管理系統；同年上海園/廠區亦獲得當地認證單

位認證通過。同年各廠區(含含企業總部，台灣廠區及蘇州園/廠區，捷克與

墨西哥廠，上海園/廠區) 獲得第三公正單位驗證通過 IECQ QC 080000 
HSPM 有害物質過程管理系統。 
相關資料請參照 附件三 ISO 9001:2000 品質管理系統證書 

附件四 IECQ HSPM 有害物質過程管理系統證書 
 

華碩電腦之管理系統目前整合為華碩品質管理系統(簡稱:GreenASUS)
與華碩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簡稱:SERASUS)。 

 
本公司之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管理系統依循 ISO-14001 環境管理系

統與 OHSAS-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及電子行業行為規範(EICC：

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制定 ;華碩品質管理系統則依循 ISO 
9001:2000 品質管理系統及 IECQ HSPM 有害物質過程管理系統;藉由如此管

理系統的整合可將管理系統執行效益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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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整的顧客滿意系統 
華碩企業總部客服中心數年前因應 ISO 9001 2000 年版改版已建置顧客

滿意度登錄與查詢系統，該系統彙整海內外客服中心與維修廠滿意度數據，

滿意度問券亦逐年更新以期得到有效問卷回收樣本數，配合”顧客滿意度管理

辦法”實施細則、作有效顧客滿意度統計，以作為華碩產品與服務持續改善之

依據。 
 

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源於完善的顧客滿意系統,對象含括外部及內部顧

客.亦即消費者及內部員工的最大滿意與創造其最大價值。華碩導入了多項創

新之顧客服務系統，具體實績說明為以下: 
   

 華碩皇家俱樂部 
華碩電腦自 2001 年起在全台灣成立六個直營皇家俱樂部，打破以往消

費者需輾轉透過代理或經銷商，將產品轉送回原廠進行檢修維護的情

況。皇家俱樂部的設立，顧客可透過遍佈於各個地區的皇家俱樂部，由

經過原廠專業訓練的工程師，提供全年無休的產品諮詢維修服務，專業

有效率與顧客面對面互動更貼心。 
 
華碩皇家俱樂部快修中心負責華碩筆記型電腦、主機板等眾多產品諮詢

與快速服務。共有超過 90 位受過原廠專業訓練的工程師在第一線服務

客戶。這群皇家工程師大多數皆擁有多年電腦業界經歷，有許多更是電

腦 DIY 組裝的玩家出身。因此對於一般客戶所會遇到的電腦使用問

題，都擁有相當豐富的解決經驗，並可視情況在收件的第一時間裡為客

戶做相關的疑難排除。 
 

 領先業界，舉辦不限廠牌筆記型電腦健診 
相信許多筆記型電腦使用者都有類似的經驗：當筆記型電腦超過產品保

固期限，送回原廠檢測就算發現是軟體的問題，也會被收取昂貴的處理

費；送到一般商家，又擔心被敲竹槓，或本來沒壞卻被弄壞。為了關懷

廣大的消費族群，華碩特別領先業界不定期舉辦免費健檢活動，讓所有

筆記型電腦使用者都能到全省皇家俱樂部，享受每週七天的專業貼心服

務。參加健檢活動的使用者，除了可由華碩原廠專業工程師提供各種軟

硬體問題諮詢外，還可免費獲得珍貴的筆記型電腦保養手冊一份。讓消

費者日後在使用上，也能依據保養手冊上的說明，詳加愛護自己的筆記

型電腦。 
  

 客服專線與電子郵件 
透過華碩 0800-093-456 技術服務專線或電子郵件，您不僅可以在送檢

修之前，先與線上專業技術人員溝通，發現問題點之後，再繼續由客服

中心人員判斷是否是消費者可自行排解，若無法自行處理，再建議消費

者是否要派員收件，或者請消費者親自送到所在地區附近的皇家直營服

務據點，以其達到有效率的後續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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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記型電腦兩年保固服務 
台灣區自 2002 年 2 月 1 日起凡購買華碩筆記型電腦即可享有兩年產品

保固服務。截然不同於部份廠商號稱三年保固，然實際上一年後使用者

卻必須支付昂貴人工或材料費用的廠牌，凡購買華碩筆記型電腦皆享有

兩年免收人工、零件費的全球保固服務，對消費者而言才是貨真價實的

兩年保固。 
 

 華碩筆記型電腦延伸保固　  
　  華碩以最經濟實惠的價格，延長筆記型電腦之保固年限並提升服務等

級。 
  

 業界首創 LCD 無亮點品質保證 
消費者在購買筆記型電腦一個月內，若發現您的筆記型電腦有亮點，可

以攜帶購買發票至皇家俱樂部更換無亮點 LCD 液晶螢幕。凡於台灣地

區購買華碩筆記型電腦在一個月內向華碩網站註冊成功後，除保有兩年

全球保固外，並可同步享有於台灣及大陸華碩皇家俱樂部 LCD 無亮點

更換乙次等服務及簡繁中文鍵盤互換一次服務，讓往返兩岸的客戶使用

的更加安心。 
   
3. 產品製程/流程明確穩定 

華碩(含企業總部，台灣廠區及蘇州園/廠區)自 1994 年品質管理系統建

置後，每年均實施兩次內部稽核與管理審查，一年一度系統外部稽核，期間

廠區品保部門與客戶均不定期線上稽核確保系統與流程之穩定、以期產品交

期與品質之確認。上述成效均反映在華碩年年快速成長之業績中。 
 
華碩品質系統執行方式由企業總部品保中心之文件管理系統進行文件

及程序的整合，每年安排所有廠區年度品質相關活動計劃;品保中心制定一品

保手冊及統一發行相關管理辨法，內容述及品質及有害物質管理要求及其相

關品質及有害物質管理辦法、規範其國際標準制定實施品質保證所需之組

織，權責、程序和資源，藉此明確定義本公司之管理要求以主軸，提供華碩

所有廠區為依據發展並執行，以落實產品製程品質及流程穩定。 
 
4. 「品質的表現」相關之實績 

 華爾街日報《亞洲領導企業 200 強》 華碩電腦在華爾街日報之〝品

質與服務〞項目的評比上，位居所有台灣企業、不分產業的第一名。

(2006/10/19 新聞稿) 
 台灣精品獎　 2006 年『台灣精品獎』中，華碩電腦再度以三十四

項產品超越所有競爭隊伍，蟬聯冠軍寶座。 
 台灣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筆記型電腦形象報告中指

出，華碩筆記型電腦在「品質」、「功能」與「服務」三個項目的形

象排名居冠。 
　 　 　 (另：華碩截至去年有 2168 產品與技術相關獎項) 

 目前華碩全力推動 LSS(LEAN SIX SIGMA)活動，陸續進行培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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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優秀的領導人，目前第一期 LSS 黑帶已經完成授證，在首次活動

中亦產生許多有效的改善專案(包括成本、品質、服務等項目)，華

碩將繼續推動 LSS 活動進而進行全員品質(Q)革心計畫，最終在改

善顧客價值體驗，降低成本，提升速度並同時培養出更多優秀的領

導人。 
 

 贏得德國 iF 設計獎金獎與 Red Dot Award 
華碩各項產品不斷精進，更於 2005 年為華人品牌首開紀錄，W1
筆記型電腦榮獲得 iF 金獎（iF Gold）肯定，是今年唯一獲得金獎

的華人品牌。此次華碩一共有五項產品榮獲 iF 設計獎。另外，華

碩甫推出的三款輕薄筆記型電腦 W3、W5、V6 更一口氣摘下三

座 「 2005 Red Dot Award 」， 讓華人品牌在國際市場揚眉吐氣。

屢獲世界大獎再再應證「華碩品質，堅若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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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永續發展進程上之特殊貢獻 

 台灣首款無鉛無鹵主機板：參與 95 年度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

榮獲 95 年度計畫特優之精選案例（2001~2004）。本計畫已成功開發國

內首款無鉛無鹵環保型主機板，在主機板環保材料的評估和選用、組裝

特性的測試和分析、技術標準之建立、以及產品功能之檢定及品質驗證

等，皆有深入的研究開發、實驗、測試及實際應用驗證。並由與經濟部

工業局、技術審查委員會，以及工研院材料所等專家學者，共同針對國

內主機板之產業發展與環保市場的評估及審核，確立了華碩環保型主機

板的優異的品質與可靠度。華碩主機板真正落實珍惜自然資源與遵行環

保及安全衛生法令的環安宣言外，更是台灣第一片符合歐盟嚴苛的電機

電子產品用料規定的主機板，充分展現實現綠色企業的決心。此計畫不

但展現綠色技術應用與環保型主機板的成果，更為推廣其他衍生產品

（如筆記型電腦(Notebook) 、顯示卡、個人電腦(PC)、數位通訊產品等

多項領域）綠色設計的開發以及自有品牌量產及行銷奠定堅實的基礎。 

 

 台灣首套綠色供應鏈資訊管理系統：參與經濟部技術處 E 計畫-產業協同

設計電子化計畫（2003~2005），獲選為特優獎。經濟部技術處表示，本

計畫建置之綠色供應鏈 e 化平台-華碩 GPMS 系統(Green Product 
Management System)為台灣業界第一套實際導入綠色產品之管理應用平

台，有效縮短產品開發週期、提升產品品質與加速 Time to Market 效益

以及帶動輔導供應商，提早符合歐盟 RoHS 及歐盟包裝指令的要求。至

今已輔導上千家供應商提供綠色零組件，也帶動應用風潮，達到產業示

範性指標。對於內部同仁，華碩也推出 EIP 知識管理平台及 e-Learning
全員教育訓練系統，強化各部門對歐盟環保標準的了解。 

 
 華碩積極參與經濟部 RoHS 服務團輔導台灣綠色供應鏈廠商：至目前為

止已參加超過 80 場以上之演講/座談/媒體訪問分享華碩綠色設計及綠色

供應鏈管理經驗給台灣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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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目前美

國地區尚無類似歐盟之廢電子電機回收法案(WEEE Directive)之法令，華

碩已積極負起延伸生產者責任之責，在美國地區建立免費回收體系，並

搭配高品質回收處理商，確保回收之廢電腦能得到最妥善最環保的處

理，以減低廢品對環境造成之衝擊。此舉將帶動台灣廠商主動負起延伸

之生產者責任之觀念，推動台灣廠商積極跟進國際大廠之永續發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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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參與經濟部技術處 G 計畫-自有品牌之綠色設計及綠色回收處理開

發計畫 (2005~2007) ，建置台灣第一套產品易拆解、易回收綠色設計與

驗證系統：經濟部技術處表示，華碩建置『綠色設計及綠色回收處理管

理平台』為台灣第一套產品易拆解、易回收綠色設計與驗證系統。華碩

經濟部技術處 G 計畫主要架構包含相關國際法規資訊即時監控系統，易

拆解/易回收綠色設計與驗證系統，產品回收處理之監控管理系統；各管

理系統結合資訊應用建立資訊應用管理平台。各綠色管理系統及資訊應

用管理平台建立後，再搭配品牌形象提昇策略，示範自有品牌如何藉由

國際綠色趨勢大幅提高國際能見度。並藉由將相關歐盟法令規定及各國

註冊資訊主動分享給國內廠商，帶動國內相關產業。 
 

 台灣第一建置產品生命週期盤查系統：依據 ISO 14044:2006 之盤查分析

流程來進行本次生命週期盤查，藉由與 ISO 國際規範要求接軌，示範建

立本公司及台灣業界生命週期盤查之標準模式。此舉將帶動台灣系統廠

商結合 TEEMA EuP SIG 與資訊委員會力量，討論使用共通之生命週期

盤查表格與資訊平台之可能性，共同建立台灣區機構件生命週期資料

庫。第一家 

 

 華碩代表台灣廠商參加國際環保評比（如美國的 CTBC Electronic Report 
Card Survey）：結合國際環保趨勢與華碩集團巨獅經營策略，藉由參與

國際環保評比，強化綠色設計、綠色採購、綠色製造、綠色行銷之華碩

四支綠色安打，具體落實華碩高獲利率與高市佔率之巨獅策略，結合環

保推動綠色行銷，進一步提升華碩品牌價值及綠色產品附加價值，讓台

灣品牌齊身於國際品牌之列。華碩亦將其評比經驗，與台灣業界分享，

可做為其他廠商往後參加國際評比之參考。 
 

 國際法規監控系統：透過 e-化的國際法規監控系統可透過華碩預先設定

之關鍵字，主動搜尋各國法令及學術研究機構之主題網站，並收集與關

鍵字相符之環保資訊。在經整合後，提供華碩同仁應用並公開與業界分

享。此成果足以成為產業綠色設計流程典範。 
 

 自 2003 年起華碩電腦已連續四年榮獲十大台灣國際品牌價值第二名(電
腦資訊產業第一名)之殊榮：此調查結合量化財務分析以及品牌活動的質

化指標分析，充分展現華碩電腦為在品牌經營與企業永續發展之重視與

成果。 
 

 自 1997 年起超過 150 件華碩產品獲得經濟部深具權威之「台灣精品獎」

(含金質獎與銀質獎)：此獎項肯定產品在「研發創新」、「設計與創新」、

「品質系統」、「市場行銷與顧客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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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與品牌發展之用心，亦可以激勵同

業朝精良之品質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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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北市第一家以企業名義加入環保義工的團體組織：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吸引其他企業團體參與此項環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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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 ISO 14001:2004 環境管理系統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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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 OHSAS 18001:1999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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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ISO 9001:2000 品質管理系統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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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IECQ HSPM 有害物質過程管理系統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