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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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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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施崇棠 
Jonney Shih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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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長的話： 
 
各位華碩同仁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的努力，2007 年在施先生帶領下，我們在營收與獲利方面都有

相當不錯的成績。新的一年已來臨，品牌與代工在分家之後，各自有不同的價值溪

流，這樣也讓品牌與代工未來的目標與方向益加明確—華碩將以 GL2 展開品牌的巨

獅；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我們必須持續推出「有口碑」的產品，也就是有創新、美

學、品質(Quality→Value / Cost←Speed)的產品，以進一步贏得客戶的心。在另一方

面，發揮華碩 DNA 的精神，也是我們共同努力的方向，唯有 ASUS DNA 才是這一

切的基礎，ASUS DNA 在施先生重新思考後將會以-華碩五德(謙、誠、勤、敏、勇)、
創新惟美、崇本務實與精實思維四項主軸來呈現，在未來半年施先生、曾先生與我

會透過各方面的努力，讓華碩 DNA 更深植華碩人的心中。 
 
經營品牌是一條具有挑戰且任重道遠的路，引用行銷大師科特勒對品牌的定

義： 
 
Branding is a promise of the enterprise.  
A promise to deliver what the enterprise is the most proud of.  
Branding is winning the hearts of customers. 
 
 華碩品牌將以磐石品質與精湛美學，打造極致科技工藝，來獲取消費大眾的

真心，落實目標客戶群「全體驗」導向的全面式價值溪流，這些都需要我們各單位

(事業單位、業務單位、功能單位)動腦筋、花心思去思考，找出最終價值溪流；在

2007 年十一月底，施董事長、曾副董與我分別與各事業單位訂定往下三年的策略規

劃與組織定位，緊接著在十二月初與全球業務主管舉行一連串的業務規劃，最後在

十二月底與各功能單位訂定工作指標與組織規劃，我們對於各單位根據各自的價值

溪流訂定的目標，深感信心，也感謝華碩人對全球化推廣與在地化深耕找到一條最

適的路去執行。 
 
 新的品牌華碩在未來三年的目標 – 營收三倍成長，這代表每年營收須達到

百分之五十成長，為了能達成這個目標，首先在內部管理將強調差異化管理。今年

各 BU/FEU(Front-End Unit，業務單位)的績效將與 BU/FEU 的年度成果做更明確的

連結，目的是在激勵 BU/FEU 設定更有挑戰性的目標，也將對超越目標的 BU/FEU
給予鼓勵。也期望各 BU/ FEU 能獎勵真正為公司創造價值的人才，人才乃為公司不

斷成長的關鍵。各 BU/ FEU 除了要提升開發技術能力，也要快速的創新，提供真正

創造價值的產品。 
 
 另外，FU 代表專業及核心能力，要建立世界一流的專業及核心能力且保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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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創新的心態(Mindset)，才能幫助 BU 成為該價值溪流(產品)的領導者，進而促成

BU 成功。希望各 FU 的主管及同仁努力將各核心能力做到世界第一，協助 BU 成功，

公司會盡一切力量來協助各 FU，公司也會在接下來的一月份與各 FU 訂定 KPI 與
Incentive Program。 

 
第三波 LSS 的推動，將持續在華碩導入 ASUS Way 的手法以流程觀解決問題，

並在過程中培養潛在的領導人。組織內功的不斷提昇，才能為公司累積 更堅強的

能量來面對各種挑戰。 
 
 過去華碩自有品牌在各位的努力下已寫下台灣品牌價值第一的佳績，這是華

碩人的驕傲，但我們不能因此而自滿，未來還有更多的挑戰需要我們去克服，我也

期許華碩在不久的將來品牌價值可以進入全球 100 名，讓我們一起努力，一同往「新

數位時代的世界頂尖企業」邁進。 
 
  
 
                                     

 

 

執行長  沈振來 
Jerry She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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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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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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落實使命  

 創新惟美 
為提升客戶的全生活體驗及追求真

善美的境界，華碩人在產品與流程

設計上，設身處地大膽假設，並小

心求證確保磐石品質，求無止境的

突破創新，以唯美的品質贏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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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文化  
為了成為真正世界一流的品牌公

司，華碩人將在 2008 年必須貫徹四

個華碩 DNA 特質，即謙誠勤敏勇、

創新惟美、崇本務實、精實思維。

使華碩的核心價值觀自然地呈現在

每一個產品和服務之中，贏得客戶

的真心。 

 
  
 
 
 
 
 

創新惟美、再利用綠色概念與藝術的結合─

以廢主機板拼繪的「蒙娜麗莎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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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實革命提高品質- 全面推動 Lean-Six-Sigma 
精實之道，就是以崇本務實的精神，塑造最準穩精速的價值溪流，達成客戶最

大的價值。我們堅信［問題是用來改善的，而不是用來責備的］，因此不同層級的

員工都能進行迅速有效的開放性的對話。不斷地動腦筋，自我要求、改善與進化，

發揮團隊的智慧，使華碩成為能不斷自我革新的學習型組織。 

導入六個標準差品質運動，希望能夠讓全員參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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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之整體優良形象之經營實績 

(1) 2007 年 12 月 3 日獲頒行政院「企業永續經營發展獎第一名」，這項榮譽肯

定，無疑讓消費者對華碩產品更有信心，證明產品不僅擁有磐石品質，更

符合環保標準，同時，也實現華碩對消費者的企業承諾。 
(2) 華碩產品自 1997 年獲得經濟部深具權威之「台灣精品獎」(含金質獎與銀

質獎)，並以卓越品質獲得 2007 年台灣精品獎「風雲獎」之殊榮，2007 年

再添三十九項精品榮耀、以自 1997 年累績超過 200 個精品獎的驚人成就

獲頒台灣精品獎最高榮譽「成就獎」。 
(3) 華碩榮獲德國 Oekom 國際環境績效評比之「電腦與電腦週邊」產品類之

B+的優異成績，為參與評比國際品牌大廠中，電腦與電腦週邊產品類同業

中之第一名。 
(4) 於 2007 年 7 月加入國際組織「電子行業行為準則」（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 EICC），與 HP、Dell、IBM、Microsoft、Sony 等多家國際大

廠並列為會員，建立溝通管道，分享企業社會責任經驗，共同為公司與電

子產業之永續發展而努力。 
(5) 華碩於 2006 年底參與”2006CCTV 中國年度雇主評選”活動，在四個月的調

查與和權威機構的評估後，成功入選 CCTV 中國年度最佳雇主 20 強，也

是唯一入選的台商企業。 
(6) 華碩從 1998-2007 年連續十年被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列為前 100

大科技公司，且在 2007 年贏得 2568 個獎項。 
(7) NOVA 2008 年度理想品牌獎所調查之前一年度產品中，華碩獲得包括筆記

型電腦等九個產品類別總計十七個大獎殊榮，得獎的產品項目涵蓋了筆記

型電腦、桌上型電腦、無線網路設備、主機板、DVD 燒錄機、繪圖卡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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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GPS/PND/智慧型手機/LCD 平面液晶顯示器。 
(8) 華碩在 2007 年主機板出貨量高達五千八百八十萬片、筆記型電腦七百一

十萬台。2008 年 ASUS 品牌筆記型電腦出貨量將可望成長超過六成，預計

上看七百萬台。 
(9) 2007 年華碩自有品牌筆記型電腦為全球第七大筆記型電腦品牌,除了亮眼

的高成長外,在台灣市占率穩居第一，在中國是第三強、亞太地區名列前

五，歐洲則是排在前六的高成長筆電品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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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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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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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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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BIT 的德國工業論壇獎(iF Awar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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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RedDot 獎、日本 G-Mark 獎、美國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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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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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能導向學習資源 華碩之經營理念即揭櫫「珍惜、培育、關懷員工」。基於此，

2007 年學習發展課以華碩 DNA 為基礎展開職能模型（如下圖），並規劃一系列職

能導向學習資源及能力評鑑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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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階層職能項目為基礎，

搭配能評鑑工具依個人工作所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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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讓學習更有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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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實績 
依照職能模型協助企總(AOOP)、華鼎、華捷、上海園區（昌碩/恭碩)、名碩 MBO
完成管理通識類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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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方案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華碩於 2007 年推廣人才發展方案（Talent 
Development Prog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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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示意圖如下： 

 

相關實績 
2007 年 9 月於 AOOP 啟動第一波 TDP(Telent Development Plan)體驗。 
參與人數：302 人 

 

數位學習資源　 華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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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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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實績 
除企總、ASTP 、ASTP-TW、UTC、ASFY、桃園廠與威碩為學習平台使用單位外，

2007 年更將數位學習平台推廣至華鼎、華捷、上海園區（昌碩/恭碩）等海外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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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也會視其與工作之相關性，接受補助申請。 
相關實績 
2007 年共有 283 位/158 門課通過申請，總計補助費用 NT$1,378,693 元。(2007 年

1-8 月之統計數字) 
 
課程執行與推廣　 每月提供當月課程快訊，並針對各階層員工需求，提供多元的

學習資源，聘請內外部專業講師，傳授專業技巧及一般通識及效能管理課程。 

 
相關實績 
2007 年管理通識類共開設(2007 年 1-9 月之統計數字) 
- 197 堂實體課程(平均課後滿意度 4.13 / 花費：NT$ 1,253,234)   
- 82 堂線上課程 (平均課後滿意度 4.12 /花費：NT$約 973,000)  
 
多元學習資源（管理通識類外） 

類別 內容 訓練目標 實機 

在職專業訓練 

1. 專業課程  
2. 專案歷練 
3. 師徒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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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各單位開發專業線上課程

70 門 

新人訓 
1. 報到當日公司簡介 

2. 新人訓學程 

各處室作業簡介與需知/報
到日起一個月內） 

2007 年完成累積完成人數：

1,185 人(完成率：91.11%) 

職涯諮商 供預約之諮商服務 協助員工釐清工作相關與

職涯發展問題 
參與諮商人數：4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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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類 1. 科技英文班 
2. 商用日語班 

兼顧個人志趣發展，加強語

文能力、培養主動性與自主

性之學習成，  

2007 年開各設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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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永續經營，綠色環保，根留台灣之實績 
 

 2007 年 12 月 3 日獲頒行政院「企業永續經營發展獎第一名」，這項榮譽肯定，

無疑讓消費者對華碩產品更有信心，證明產品不僅擁有磐石品質，更符合環保

標準，同時，也實現華碩對消費者的企業承諾。 

 
 

 於 2007 年首次榮登台灣十大國際品牌榜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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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2007 年首次榮登台灣十大國際品牌冠軍寶

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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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2006) 公司 

1 (2) 華碩電腦(ASUS) 

2 (1) 趨勢科技(Trend Micro) 

3 (3) 宏碁(ACER) 

4 (-) 宏達電(HTC) 

5 (4) 康師傅(MASTERKONG) 

6 (10) 友訊科技(D-Link) 

7 (7) 合勤科技(ZyXEL) 

8 (6) 正新橡膠(MAXXIS) 

9 (9) 喬山健康 (JOHNSON) 

10 (5) 明基電通(BE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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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碩產品自 1997 年獲得經濟部深具權威之「台灣精品獎」(含金質獎與銀質

獎)，並以卓越品質獲得 2007 年台灣精品獎「風雲獎」之殊榮，2007 年再添三

十九項精品榮耀、以自 1997 年累績超過 200 個精品獎的驚人成就獲頒台灣精

品獎最高榮譽「成就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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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德國 Oekom 國際環境績效評比之「電腦與電腦週邊」產品類之 B+評等：

此國際評比為歐洲獨立永續評比機構Oekom Research於 2007年第二季所進行

之評比。華碩為第一家參與 Oekom 環境績效評比之台灣電腦廠商，為台灣產

業界帶來示範性與帶動性。Oekom 環境績效評比主要依三主題進行評等：環境

管理、產品與服務、綠色設計。每一主題依據其績效，給予從 A+(特優)到 D-(僅
符合法令)之成績。 華碩獲得之 B+總成績證明了華碩無論在產品、製程或管理

各面向之環境績效表現皆十分突出。 
 

 
 
 

  

平均 最高最低

優異佳等落後 

(電腦、電腦週邊與辦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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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參與經濟部技術處之科專計

劃，皆得到評審委員高度肯定：

自 2000 年起的 B 計劃起到 2007
年結案的 G 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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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年

度計劃特優之精選案例；經濟部技

術處 E 計劃-產業協同設計電子化

計劃（2003~2005），即獲得特優獎； 2007 年夏結案寰淨計劃(G 計畫)-自有品

牌綠色設計及綠色回收處理開發計劃（2005~2007），獲經濟部評定為特優獎。 

 

 成功開發出國內首例之環保型主機板，榮獲 2006 年度計劃特優之精選案例：

參與經濟部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

劃，榮獲 2006 年度計劃特優之精選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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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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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成功故事之一，充分展

現實現綠色企業的決心。此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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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技術與供應鏈管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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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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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歐洲 Oekom 國際環境績效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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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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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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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之實踐與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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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科專計劃的支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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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度：新台幣 7,259.62 億元（約美金 230 億元） 
2006 年度：新台幣 5,418.68 億元（約美金 160 億元） 
2005 年度：新台幣 3,558.20 億元（約美金 106 億元） 
2004 年度：新台幣 2,569.38 億元（約美金 77.52 億元） 

 營業額成長比率： 
2007 年度： 34％ 
2006 年度： 52％ 
2005 年度： 38％ 
2004 年度： 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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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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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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品技術支援服務時間：00:00 ~ 24:00 
- 電話服務中心：Toll-Free，0800-09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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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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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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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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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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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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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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零垃圾目標) 

 2007/09/14，本公司環保義工大隊企業分隊，參與協助淡水河淨攤活動。 
 2007 年，本公司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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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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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年，贊助地方社區相關展覽活動，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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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年，贊助台北國際賞鳥博覽會之活動經費。 

 

 
2. 其他相關之實績 

 2007 年，與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異業合作，幫助都會貧童進入數位學習的大

門。 
 2007/09/08，資助台北市私立婦幼家園，桃園縣及新竹市服務心早療兒童參與

華碩家庭日活動，透過活動參與，幫助孩子身心發展，進而增進親子互動，讓

孩子們感受到社會的愛與關懷。 
 2007 年，秉持企業擔負社會責任之精神，熱心公益及關懷身心障礙朋友福祇，

贊助財團法人伊甸福利基金會職能訓練計劃，為身心障礙族群回歸職場提供必

要援助。 
 2006 年，捐贈罕見疾病基金會電腦設備。 

 2005 年，協助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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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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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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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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正式宣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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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理系統 

年度 驗證項目 內容簡介 廠區 

2007 ISO 14001:2004 墨西哥廠 

2006 ISO 14001:2004 捷克/上海廠 

2005 ISO 14001:2004 

1998 ISO 14001: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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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總、台灣廠區/
蘇州園/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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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版環境管理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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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墨西哥廠獲得第三公正單位驗證通過

ISO 14001:2004 年版環境管理系統。相關資料請參照 
附件一 ISO 14001:2004 環境管理系統證書 
附件二 OHSAS 18001:1999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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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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環境會計小組，

並已完成環境成本會計架構，2007 年亦將此架構建置在會計請款系統上，做為環境

成本支出之相關數據統計，本計劃將於 2008 年度試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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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7 年 4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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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reen.asus.com 

http://ser.asus.com 
環境與職業安全報告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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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Directive, 廢電子電機設備指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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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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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7 年 2 月 1
日起華碩在美國的回收計劃已經擴大了產品回收種類。從原本只回收 ASUS 品

牌筆記型電腦，擴大到所有華碩品牌的終端產品，含筆記型電腦、PDA、液晶

顯示螢幕、網路交換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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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有害物質限用指令)服務團輔導台灣綠色供

應鏈廠商，在眾多公開演講/座談/媒體訪問中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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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指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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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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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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申請 CNAS/ISO 17025
等國際實驗室認證，蘇州已於 2007 年底通過認證（No. CNAS L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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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而準備

申請相關環保標章，如台灣環保標章、瑞典 TCO 環保標章、美國 EPEAT 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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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有鑒於目前溫室效應問題越來越嚴重，公司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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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 2008 年將資料建置於環安衛管理系統平台上，以隨時

掌握正確資訊，並做為未來 GHG 盤查驗證及減量方向參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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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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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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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年與 2007 年度水電使用比較，每人單位用水用電

量約減少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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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回收物製成再生原料，

減少環境污染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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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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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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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質管理(依 RoHS)之外，亦強調產

品之易拆解易回收設計(依 WEEE)與省能源設計(依 Energy-using Product Directive, 
EuP)，確保產品符合 RoHS(有害物質限用指令)、WEEE(廢電子電機設備指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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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英/中文) 
環保相關 
資訊揭露 

揭露 GreenASUS 政策與環境活動，公告

環保相關法規及社會環境責任執行與資

訊，與彙整資訊業界共享。 



 

  26

產品環境報告書製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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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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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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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質管理(RoHS)之要求，超越國際規範標準與國

際大廠要求。除了重視有害物質管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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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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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項環境管理

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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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質名稱 
鎘以及鎘化合物 (Cadmium (Cd) and cadmium 
compounds) 
鉛以及鉛化合物 (Lead (Pb) and lead compounds) 
汞以及汞化合物 (Mercury (Hg) and mercury compounds) 
六價鉻化合物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compounds) 

1 鎳以及鎳化合物 (Nickel (Ni) and nickel compounds) 

重金屬 
(Heavy metals)

2 砷以及砷化合物 (Arsenic (As) and arsenic 
compounds) 
多溴聯苯(PBB)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多溴聯苯醚(PBDE) (Poly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  

3 四溴丙二酚(TBBP-A) (Tetrabromobisphenol-A ) 
4 六溴環十二烷(HBCD) (Hexabromocyclododecane) 

有機溴化合物

(Brom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5 其他有機溴化合物 (Other brom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6 多氯聯苯(PCB)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7 多氯化萘(PCN) (Polychlorinated naphthalenes)  
8 多氯三聯苯(PCT) (Polychlorinated terphenyls)  
9 氯化烷烴(氯化石蠟)(CP) (Chlorinated paraffins) 
10 聚氯乙烯(PVC)以及聚氯乙烯混合物 (Polyvinyl 

chloride and PVC blends) 

有機氯化合物

(Chlor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11 其他有機氯化合物 (Other chlor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12 有機錫化合物 (含三丁基錫(TBT)化合物及三苯基錫(TPT)化合物) 
(Organic tin compounds (including Tributyl tin compounds, Triphenyl tin 
compounds)) 
13 石綿 (Asbestos) 
14 特定偶氮化合物 (Specific Azo compounds) 
15 甲醛 (Formaldehyde) 
16 發泡聚苯乙烯(EPS) (Expanded Polystyrene) 
17 臭氧危害物質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18 放射性物質 (Radioactive substances) 
19 鹵化二苯基甲烷 (Halogenated diphenyl methanes) 
20 全氟辛烷硫磺酸(PFOS)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s) 
21 全氟辛烷酸(PFOA)及其鹽類與酯類 (Perfluorooctyl acid and individual 
salts and esters of PFOA) 
22 鄰苯二甲酸(2-乙基己基)酯(DEHP)(Bis(2-ethylhexyl)phthalate) 
23 雙酚 A (Bisphen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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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味物質 
(24 二甲苯麝香及 25 酮麝香) (Fragrance substance (Musk xylene and 
Musk ketone)) 
界面活性劑 
(26 DTDMAC, 27 DODMAC/DSDMAC and 28 DHTDMAC) (Surfactants) 
29 五氯酚(PCP) (Pentachlorphenol) 
30 三氯沙(Triclosan)  

華碩禁用物質綠色設計技術標準環境管理物質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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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物質、計劃廢除物質、需揭露資訊

物質、禁制除外物質及其用途）控管各項環境管理物質以符合各種國際法規。 
 
 
 
 
 
 
 
 
 
 
 
 
 
 
 

 

 

 

 

Type Hazardous substances Reference Regul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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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6/769/EEC 

Heavy 

metals 

Lead (Pb) and lead compounds 

‧ 2002/95/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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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PAR 

‧ 76/769/EEC 

‧ 2002/95/EC 

Mercury (Hg) and mercury 

compounds 

‧ OSPAR  

‧ 76/769/EEC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compounds ‧ 2002/95/EC  

‧ 76/769/EEC 

‧ 94/27/EC 

Nickel (Ni) and nickel compounds 

‧ 2004/96/EC  

Arsenic (As) and arsenic compounds ‧ 76/769/EEC 

‧ 76/769/EEC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 2002/95/EC 

‧ 76/769/EEC Polybrominated diphenylethers 

(PBDE) ‧ 2002/95/EC 

Tetrabromobisphenol-A (TBBP-A) —  

Hexabromocyclododecane (HBCD) —  

Brom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Other brom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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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ychlorinated terphenyls (PCT) 

‧ 89/677/EEC 

‧ 76/769/EEC 

‧ 2002/45/EC 

Chlorinated paraffins (CP) 

‧ OSPAR  

Polyvinyl chloride (PVC) and PVC 

blends 

— 

Chlor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Other chlor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 

‧ The Law Concerning the Examination and 

Regulation of Manufacture etc. of Chemical 

Substances (Japan) 

Organic tin compounds (including Tributyl tin 

compounds(TBT), Triphenyl tin compounds(TPT)) 

‧ OS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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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69/EEC Asbestos 

‧ 1999/77/EC  

‧ 76/769/EEC Specific Azo compounds 

‧ 2002/61/EC  

‧ LFGB (German Food and Feed Code) Formaldehyde 

‧ Denmark formaldehyde requirement  

Expanded Polystyrene (EPS) ‧South Korean eK safety mark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 Montreal Protocol 

Radioactive substances ‧ Law for the Regulation of Nuclear Source 

Material, Fuel Material Reactors, 1986 

Halogenated diphenyl methanes ‧ 76/769/EEC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s (PFOS) ‧ 76/769/EEC 

Perfluorooctyl acid (PFOA) and individual salts and 

esters of PFOA 

— 

Bis(2-ethylhexyl)phthalate (DEHP) ‧ 76/769/EEC 

Bisphenol-A — 

Fragrance substance (Musk xylene and Musk ketone) ‧ OSPAR 

Surfactants (DTDMAC, DODMAC/DSDMAC and 

DHTDMAC) 

— 

Pentachlorphenol (PCP) 
‧ 76/769/EEC 

‧ OSPAR 

Triclosan — 

華碩禁用物質管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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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綠色設計查檢表，規範產品易回收設計與產品易拆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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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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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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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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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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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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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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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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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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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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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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 零件的承認數 已完成 136,905 顆環保

零件 截至 200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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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此計劃之主

要目標在建立自有品牌之『綠色設計及綠色回收處理管理平台』，計劃主軸包含建

立國際環保法規資訊即時監控系統、綠色產品易拆解及易回收/再利用設計與驗證系

統和綠色回收及處理監控管理系統。此外，本計劃參與國際環保績效評比，華碩獲

得評比主辦單位(歐洲歷史悠久、國際著名獨立公正機構 Oekom)評鑑為 2007 年參與

評比電腦與電腦週邊產品類國際品牌廠商中之第一名。這不但是本公司成立以來第

一次在國際環保績效評比得到此殊榮，也是過去 50 年來華人 IT 品牌企業首次拿到

這麼好的成績，大幅提升 ASUS 品牌國際能見度。本計劃整合各項環保推動成果並

搭配品牌形象提昇策略，以優異的環境績效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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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升整體品牌價值。本計畫亦榮獲經濟部示範性計

劃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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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美國建置產品回收體系，提供消費者免費回收服務。 
 建立標準化產品生命週期盤查(LCI)表格供業界使用。 

 
 
自 2005 年 6 月起參與經濟部 G 計劃所建置之各項資訊平台至 2007 年夏結案，

計劃導入期間部份系統有顯著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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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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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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英/中
文) 

揭露 GreenASUS 政策、綠

色相關環境活動，公告環保

GreenASUS 中英文網站瀏

覽人次截至 2008/1/30 共達

394,41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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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及社會環境責任

執行與資訊，與彙整資訊業

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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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第一家台灣 IT 品牌廠商於美國建置產品回收體系，提供消費者免費

回收服務。在尚無法令強制要求下，自發性負起生產者延伸責任，為

環境與消費者負責，為產業界企業責任之先驅。 

5. 為提早因應 EuP 指令的要求，華碩為台灣第一家建立標準化產品生命

週期盤查(LCI)表格供業界使用。華碩以機構件工法為盤查對象並產出

其對應的 Eco-profile，共同建置台灣區機構件工法的 Eco-profile 資料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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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積極參與產業界、官方、學界、及媒體舉辦之相關研討會，並透過相

關成果發表會及本公司綠色資訊分享平台網站，主動經驗分享本公司

之示範性成果及國際法規資訊，希望能帶動台灣產業之整體競爭力。 
4. 華碩產品在設計研發階段導入綠色設計，帶動供應商在設計開發階段

即考量綠色設計，使台灣業界共同提升全球綠色競爭力。 
5. 華碩優異的評比成效將帶動台灣品牌業者，積極參與國際環保績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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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與國際接軌，協助提升台灣整體品牌價值及台灣產品整體附加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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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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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害物質限用指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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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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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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聚氯乙烯(PVC)、四溴

丙二酚(TBBP-A)、六溴環十二烷(HBCD)、氯化石蠟(CP)、臭氧危害物質、放射性

物質、鹵化二苯基甲烷、全氟辛烷硫磺酸(PFOS)、全氟辛烷酸(PFOA)、鄰苯二甲酸

(2-乙基己基)酯(DEHP)、雙酚 A 、二甲苯麝香及酮麝香、界面活性劑(DTDMAC, 
DODMAC/DSDMAC and DHTDMAC)、五氯酚(PCP)及三氯沙等多種化學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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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以供消費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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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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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年正式加入’能源之星’夥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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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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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標章的需求產生，華碩產品即能 100%符合標章需求。因應政府採購/中信局等大

宗採購之桌上型電腦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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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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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已有超過 60％的機種申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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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自 2006 年 8
月對於出口至日本之電子產品宣告符合 J-MOSS 標章之使用權。華碩各種電子產品

符合日本 JIS C 0950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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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之星’標章以

外，銷往大陸之筆記型電腦也於 2006 年 10 月起依符合中國節能標章做宣告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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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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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能源使用產品機構件生命週期評估調查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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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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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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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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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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令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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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2007 年 2 月 1 日起華碩在美國的回收計劃已經擴大了產品回收種類。從原本只回收

ASUS 品牌筆記型電腦，擴大到所有華碩品牌的終端產品，含筆記型電腦、PDA、

液晶顯示螢幕、網路交換器等，相關運作與管理標準制定可作為產業示範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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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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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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80%

以上)之供應商頒發GA供應商合格證書。2007年供應商稽核完成率達99%、2007年
度GA供應商新承認稽核完成率達100%；2006年供應商稽核完成率為95.43%。2007
年外包商稽核完成率達100%，2007年新承認外包商稽核完成率亦達到100%；2006
年外包商稽核完成率達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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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有害物質限用指令)服務團輔導台灣綠色供應鏈廠商，在眾多公開演講/座談/媒體

訪問中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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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年舉辦六場與IECQ有害物質管理

QC080000及華碩GA技術標準與管理系統要求的說明會，參與廠商人次約一千兩百

人，廠商數約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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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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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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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指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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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A 政策、目標、組織及權責 
ii. 最新消息與公告 
iii. GA 程序文件 
iv. GA 訓練教材 
v. 相關網站連結 
vi. E-learning 系統 
vii. 線上測驗 
viii. GA 外來文件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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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環境責任相關執行與資訊分享等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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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專責單位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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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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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鉛作業 250 人 0 人 

噪音作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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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設施的日常檢點維護與異常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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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在上

海廠區共 17856 人參與必要的疏散逃生訓練。 
 

在災害風險評估及防制上，本公司向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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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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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年北投廠區作業環境測最高值結果結果如下表所示： 
法令標準/年度 2005 年 2006 年 2007 年 

鉛 0.1mg/m3 0.0016 0.0020 0.0051 
異丙醇 400 ppm 1.37 0.55 2.46 

在上海廠區，為保護勞工健康，每年亦針對生產線上各種勞工作業環境特性，

實施相關化學性及物理性作業環境測定，所有測定結果皆在當地法規標準值之內，

符合當地法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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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立事先預防及後續改善方案，藉由目標標的的推動，

將環境的衝擊降至最低，2007 年各廠區目標標的推動的達成率幾達 100％。 

2007 年企總目標標的方案如下: 

政     策 編號 目    標 標     的 方      案 

全員參與 96-001 華碩無菸職場推動及認證
通過 07 年度無煙職場

認證 

華碩無菸職場推動及認

證計畫 

全面推動企業

社會環境責任 
96-002 商業道德管理辦法制定 07年 4月發布公告實施 

商業道德管理辦法制定

計畫 

遵循環保及勞

安衛法令 
96-003 工作規則申請勞工局核備 07年 6月完成申請核備 

工作規則申請勞工局核

備計畫 

滿足客戶需求 

實現綠色產業 
96-004 

環境成本會計專案推動執

行 

07 年 11 月前完成資料

統計 
環境成本會計計畫 

滿足客戶需求 

實現綠色產業 
96-005 溫室氣體減量 

07 年 12 月完成第一階

段計畫 
溫室氣體減量計畫 



 

  50

污染預防 96-006 提昇電池回收率 提昇回收率 10％以上 提昇電池回收率計畫 

全員參與 96-007 提高員工餐廳整體滿意率整體滿意度提高 5％ 
提高員工餐廳整體滿意

率計畫 

全員參與 96-008 體適能減重計劃 減重達 80 公斤以上 體適能減重計劃 

全員參與 96-009 環安及消防海報徵選比賽
07年 8月前完成評選及

公開展覽 

環安及消防海報徵選比

賽計畫 

滿足客戶需求 

實現綠色企業 
96-010 

製作英文版永續環境報告

書/更新外部網路 

07年 4月報告書製作及

外網更新完成 

製作英文版永續環境報

告書/更新外部網路計畫

持續改善及污

染預防 
96-011 節約用電專案 

企業總部節約用電 5％

以上 
節約能源專案計畫 

持續改善及污

染預防 
96-012 節約用水專案 

企業總部節約用水 5％

以上 
節約能源專案計畫 

 
目前公司亦會定期進行環境與安全衛生風險考量面鑑別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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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年來各廠區所推動的目標標的，達成率幾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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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事項所作之社會承諾之一，是由民間自主發起之

制度，目前本公司尚未引進及推動相關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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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發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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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危害告知安全衛教育訓練，並於施工中隨時進行稽核及現場抽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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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緊急應變計劃、設立相關急救程序等皆已建立，

並於 2007 年全面符合相關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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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標示及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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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OHSAS 18001:1999 墨西哥廠 /上海

廠/捷克廠 

1999 OHSAS1800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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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總 ,台灣廠區/
蘇州園/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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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SAS18001:1999 年版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2007 年墨西哥廠/上海廠/捷克廠獲

得第三公正單位驗證通過 OHSAS18001:1999 年版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認證。 
 
相關資料請參照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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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推動健康促進活動回響熱烈，承蒙衛生局邀請參與北投區社區營造

實錄計畫，並刊登於該局網站與刊物中。 
 2007 年辦理心理健康專案，榮獲台北市衛生局頒發健康快樂職場獎項。 
 自 2005 年，每年度皆公開『企業環境及安全衛生報告書』，善盡企業責任。 
 2005 年，榮獲經濟部工業局頒發度職安衛管理系統持續改善團隊優良獎。 
 2005 年，榮獲全國推行職場健康促進特優獎。 
 2003 年、2004 年及 2005 年，連續三年榮獲全國推行無菸職場特優獎。 
 於 2001 年、2002 年及 2003 年，連續三年榮獲全國勞工安全衛生優良獎及

五星獎。 
 2001 年，ODC(無使用破壞臭氧層物質)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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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造員工工作職場健康環境 
 

 推動無煙職場：本公司室內一律禁煙，據統計，員工抽菸比率約為 13％，

為體恤有吸煙習管慣之同仁，特設置室外定點方便同仁吸煙，但因需到特

定地點抽菸，久而久之員工抽菸比率已相對降低，並建立戒煙門診協助員

工戒煙。 
 

 辦理減重班活動：以 BMI 數值>24 以上的同仁為參加的對象，藉由配合市

立醫院或衛生局專案辦理，同仁經由 mail 報名並每週發放減重週計劃內容

與減重訊息，透過團體激勵力量、課程中強化正確減重知識、提供有氧舞

蹈、同儕間的排名與獎金等方式，做為同仁減重的動力，經由減重活動，

員工前後體能檢測結果頗具成效。 
 

 職場母乳哺育推廣：公司內依兩性平等法與衛生局哺乳室設置之標準，於

各廠區設置優良哺乳環境，以利辛苦的媽媽們使用。 
 

 關懷員工健康：除了每年定期辦理同仁健康檢查外，對於新進員工的檢

查、派駐海外同仁的檢查、高階主管的檢查、婦女的保健篩檢亦為辦理之

對象，並與福委會配合提供福利健檢讓員工做不同的選擇，提供同仁多元

化的精緻健檢，以達到健康促進之目的。 
 

 醫師長期駐診：於各廠內設置附設醫務室門診，方便同仁看診需求與臨時

性休養。 
 

 提供一般醫療與緊急救護之服務：各廠皆設有醫務室並配置專業護士，提

供同仁包紮換藥與緊急狀況之處置，營造員工安心的工作環境。 
 

 疫苗之預防注射：依流感季節與醫院配合到廠協助員工實施流感疫苗預防

注射與健康保健。 
 

 婦女防癌篩檢：每年由合格專門醫院到廠實施女性三點不漏防癌篩檢(子宮

頸抹片檢查、乳房超音波、乳房觸診)。 
 

 急救人員訓練：依法規每 50 人設置一位急救人員，適時辦理急救人員訓

練複習課程，以儲備緊急救護人力。 
 

 推廣健康飲食：2007 年公司內各家伙食廠商，經由專業營養師指導之下，

採少油、少鹽、少熱量、多蔬果的原則推廣健康餐點，並於每月定期辦理

推出新菜色與健康菜色之比賽，以鼓勵各廚師研發健康新菜色，提升同仁

用健康餐的滿意度，也強化同仁健康的飲食習慣，增加廚師推健康餐的信

心，各食材並經由統一採購，以確保食材來源安全衛生，讓每位員工吃的

安心。 
 

 辦理健康講座：讓員工瞭解如何吃出健康窈窕、如何減輕肩頸酸痛、心靈

紓壓等課程，強化員工對健康的概念與認知，以達到慢性病預防功效與健

康促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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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華碩員工”瘋爬梯”活動：鼓勵員工上、下班多爬樓梯少搭乘電梯，除

可增強體能促進員工身體健康外，亦可降低能源消耗直接間接所造成的環

境污染，依爬樓梯成績查詢系統資料統計結果，每月約有千餘名同仁長期

參加該活動，自實施以來，已成為每位員工日常上、下班工作與生活習慣

的一部份。 
 

 提供員工運動休閒設施：公司內提供了多樣的休閒運動設施(包含多功能球

場、健身房、多功能舞蹈教室、游泳池與 SPA 區)，鼓勵並激發同仁於上

班前與下班後運動，維持健康最佳狀態，並定期辦理各類活動及舉辦聖誕

晚會與歌唱舞藝大賽活動等，除可激發同仁才藝之潛能，亦積極鼓勵員工

培養正當的興趣，並藉由各項團體活動促進同仁間的友誼，協助員工達到

舒緩工作壓力與促進身體健康為目的。 
 

 社團的創立與辦理：員工可自組社團並辦理相關活動，以培養同仁興趣，

提供給員工發展潛能之管道。 
 

 員工家庭日活動：於每年上下半年各舉辦一次家庭日活動，鼓勵同仁攜帶

家眷參與，並策劃相關親子活動，除增進員工與家人間的互動，無形中亦

強化了員工及眷屬對公司的認同與向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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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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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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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體盤查與管理計劃。此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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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2007 年底完成溫室氣體排

放源盤查清冊的建立。未來將以此為依據進一步進行驗證及設定減量目標及擬定減

量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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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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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蘇州與上海廠區，廠內的製程主要產生的污染物質包含有機廢氣、焊錫煙、

電鍍廢氣(酸霧) 等，經由活性碳吸附箱、洗滌塔等裝置處理後，符合當地大氣污

染物綜合排放標準(GB16297-1996)。 

此外，本廠還積極推行有害溶劑替代物質，例如以低污染低毒性環保型助焊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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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每半年實施辦公室及廠區空氣中 CO2 濃度測定，以掌握公司內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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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碩生產製造流程以組裝作業為主，製程上並無大量消耗水資源之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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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建造初期，即導入節水設計概念。使用之省水設計舉例如下： 

(1) 水龍頭出水口加裝節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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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年來平均每人每年之單位用水量，相較前年平均皆減少一至兩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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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污水為員工辦工及生活所產生的污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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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環保法令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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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不會對周圍地面水體及附

近河川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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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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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桿菌（E-coli）、懸

浮固體（SS）等。 

除上述污水外，蘇州廠及上海廠區所排放的污水中所含少量電鍍廢水和清洗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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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均經由廠內污水處理廠，進行污水處理，處理結果經檢測符合當地污水綜合排

放標準(GB8978-1996) ，再排放至公共廢水管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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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廠區所產生之生活污水則統一繳費納入工業區共同處理。 

2007 年放流水水質檢測數據（北投廠區）:除 pH 值及水溫為一定範圍外，其餘

測值為當年度最高值： 

測定項目 法令標準 2007 年測定結果 
水溫（℃） 攝氏三十八度以下(適用於五月至九月)。

攝氏三十五度以下(適用於十月至翌年四

月)。 

22.0 ~27.0℃ ℃ 

pH value 6~9 6.9~7.6 
BOD（mg/L） 30 20.6 
COD（mg/L） 100 80.1 
SS（mg/L） 30 19.2 
E-coli（CFU/100ml） 2.0×105 5.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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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盥洗室與廁所水龍頭加裝省水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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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設回收水池以及管線，回收水作為廁所便器水源或是清洗外牆與部

份植物灌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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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部近三年為例，每年每人單位電力使用量較前年約減少 5﹪~10﹪，此外，如桃園

廠區透過工程改善（並聯使用）使機組運轉最佳化，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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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加提升。然而在排煙風機加設變頻器

之排風節能設施，亦每年為公司節省了為數可觀的電費。 

除此之外，隨著公司營運成長及員工人數的增加，能資源需求量亦會隨之增

加，更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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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鋁罐…

等。 

華碩生產製造流程以組裝為主，在製程當中鮮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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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類物品唯

在中間處理透過處理場以物理、化學或融煉處理方式處理時，過程時需有相關污染

防制設施，並妥善將所產生之污染物做最終處置，藉由合適的處理過程，回收有價

貴金屬，使資源永續循環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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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公司因研發、

生產、製造所產生之廢棄物。條文綱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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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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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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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產生環境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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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廢棄報廢機

台之再利用率。此系統已於 2006 下半年建置完成並試行，2007 年藉由該系

統嚴格管控報廢機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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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降低電子廢棄物產生量；，未來藉由電腦相關逆回收

活動，以廢棄電子產品生命週期；更計劃建立相關平台，將各單位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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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預計報廢之料件共同分享，以提昇廢棄電腦再利用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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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桃園廠亦獲得行政院環保署配合事業廢棄物管制感謝

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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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之方式處理。 
I. 廢電子電機產品回收活動，在 2007 年世界地球日，辦理廢電子產生回收環

保活動，員工響應熱烈，回收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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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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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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對包材減廢作法上，華碩將原物料包材回收提供原物料供料商再使用，增

加包材使用率，減少廢棄物之產生。其它廠區所因為生産、日常辦公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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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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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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仍結合美學設計、時尚、數位化概念，再加上減輕產品重量、增加效

能力量的宗旨，推出受到國內外矚目的多樣產品： 

 為了創造輕巧極薄的機體，筆記型電腦 ASUS U6 採用了 LED 背光模組，厚度

僅傳統 LCD 面板的二分之一、重量也減輕了三分之一，同時明亮度更高、且

更加省電，提供更好的顯示畫質。 

 ASUS Eee PC 的超完備功能、超簡易介面、超實惠價格的 Eee PC，象徵著全新

行動數位時代的來臨，容易上手的使用方式，一舉打破了科技的藩籬，讓更多

人享受科技所帶來的便利生活。Eee PC 的命名，如同其設計研發的宗旨—Easy 
to Learn、Easy to Play、Easy to Work—易學、易玩、易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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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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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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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綠色回收平台 IT 端的技術發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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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令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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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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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2 月 1 日起華碩在美國的回收計劃已經擴大了產品回收種類。從原本只回收

ASUS 品牌筆記型電腦，擴大到所有華碩品牌的終端產品，含筆記型電腦、PDA、

液晶顯示螢幕、網路交換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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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案 195 件專利、其中更有 30 案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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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 件，其中 2007 年度所獲得之專利數更較前一年成長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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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項計劃，華碩無鉛無鹵主機板 2006
年的產值約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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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安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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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度共獲得 2568 個產品獎

項，平均每天可獲得近 7 個獎。其中 Tom's Hardware Guide 舉辦至 2006 年的讀者票

選活動中，ASUS 於 2001~2005 連續 5 年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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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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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 
計劃內容： 
本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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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執行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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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除了和供應商連線之外，同時也積極與 A 計劃廠商連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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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結束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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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流鏈與接單系統整合  
- ERP ATP(Available to Prom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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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執行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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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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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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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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同業及供應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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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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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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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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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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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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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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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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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5-2007 G 計劃： 

導入自有品牌綠色設計及回收處理開發計劃，此計劃之主要目標是在建立自

有品牌之『綠色設計及綠色回收處理管理平台』，並同步建立多套相關 IT
系統：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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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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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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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WEEE 註冊申報系統： 

爲符合 WEEE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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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案外，華碩對於環保方面之需求亦自行開發下

列 IT 系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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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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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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 政策、目標、組織及權責 
 最新消息與公告 
 GA 程序文件 
 GA 訓練教材 
 相關網站連結 
 E-learning 系統 
 線上測驗 
 GA 外來文件 
 GA 常見問題及回答 

 
 
c. SERASUS 內部資訊分享系統：華碩透過此系統，來進行華碩內部有關社會

環境責任相關的訊息傳遞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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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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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線之開線檢查表 
 進料檢驗狀態 
 各料件承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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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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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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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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開發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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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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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決審，榮獲示範性計劃「資

訊應用楷模獎」。 
 
而在執行經濟部技術處的 G 計劃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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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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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ISO 9001:2000 同上 上海 /捷克 /墨西

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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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ISO 9001:1994 同上，並增加設計管制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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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總、台灣廠區/
蘇州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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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度問卷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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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顧客滿意度，至 2007 年底相繼規劃設立台北板橋館、台北士林館、

台中英才館、高雄九如館，目前全台皇家服務據點已擴增至十個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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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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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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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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與「品質的表現」相關之實績 

 目前華碩全力推動 LSS(LEAN SIX SIGMA)活動，陸續進行培養更多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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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心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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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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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永續發展進程上之特殊貢獻 
 環保型筆記電腦 U6 系列 LED 背光模組：厚度僅傳統 LCD 面板的二分之一、

重量也減輕了三分之一，同時明亮度更高、且更加省電，提供更好的顯示畫質。

每項原料也都符合 Green ASUS(綠色華碩)認證，從源頭設計、採購、製造到末

端行銷，都符合最高等級的 Green ASUS 認證。Green ASUS 的標準比現有的

環保規章更加嚴苛，可見華碩對產品品質的堅持，更注入綠色環保的精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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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十

大台灣國際品牌調查」結果出爐，華碩電腦不負眾望，榮登台灣十大國際品牌

冠軍寶座，品牌價值高達 11.96 億美元，較 2003 年成長 166%。 

華碩品牌價值成長歷史紀錄  

年度 品牌鑑價(美金) 成長率  

2003 7.19 -- 

2004 8.19 13.6% 

2005 8.82 4% 

2006 10.81 22% 

2007 11.96 13% 

資料來源：TAITRA，詳上官方網站查詢：http://brandingtaiw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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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第十五屆的「台灣精品獎」同時揭曉，華碩不但以卓越品質獲得今年「風

雲獎」，更以累績超過 200 個精品獎的驚人成就獲頒「成就獎」殊榮。成績斐

然，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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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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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2007 年 2 月 1 日起華碩在美國的回收計劃已經擴大了產品回收

種類。從原本只回收 ASUS 品牌筆記型電腦，擴大到所有華碩品牌的終端產品，

含筆記型電腦、PDA、液晶顯示螢幕、網路交換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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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積極參與經濟部技術處寰境 G 計劃獲選為特優計劃，建立自有品牌之『綠色設

計及綠色回收處理管理平台』：華碩經濟部技術處 G 計劃主軸包含建立國際環

保法規資訊即時監控系統、綠色產品易拆解及易回收/再利用設計與驗證系統和

綠色回收及處理監控管理系統。此外，本計劃參與國際環保績效評比，華碩獲

得評比主辦單位(歐洲歷史悠久、國際著名獨立公正機構 Oekom)評鑑為 2007
年參與評比電腦與電腦週邊產品類國際品牌廠商中之第一名。參與國際環保績

效評比時，整合各項環保推動成果，並搭配品牌形象提昇策略，以優異的環境

績效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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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

升整體品牌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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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由將相關歐盟指令規定及各

國註冊資訊主動分享給國內廠商，帶動國內相關產業。 
 

 台灣第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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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碩積極參與經濟部 RoHS 服務團輔導台灣綠色供應鏈廠商：在眾多公開演講

/座談/媒體訪問中分享綠色設計及綠色供應鏈管理經驗給台灣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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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歐洲 Oekom 國際環境績效評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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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首套綠色供應鏈資訊管理系統：參與經濟部技術處 E 計劃-產業協同設計

電子化計劃（2003~2005），獲選為特優獎。經濟部技術處表示，本計劃建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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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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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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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榮獲

95 年度計劃特優之精選案例（2001~2004）。本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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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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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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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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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4001:2004 環境管理系統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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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OHSAS 18001:1999 職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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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