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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華碩電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華碩電腦自2007年起出版2006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今年持續第四年出版，揭露本公司在

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策略、目標、措施及績效。本報告書架構延續上一版於2009年6月發行之「2008 

華碩電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皆依循全球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之全球永

續性報告書第三代綱領G3準則（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Version 3, GRI G3）所編撰。繼去

年報告書經GRI查證且符合GRI G3 應用等級B，本2009年度報告書提升至GRI G3應用等級A並通過GRI-

check查證。

範疇

因應2008年1月1日起華碩電腦正式分家，切割成為品牌與代工後，新成立和碩聯合科技，負責製

造與代工，華碩則繼續經營品牌，許多數據將以2008年度為基準值。本報告書以2009年度華碩電腦在

台灣地區（台北企總及蘆竹）之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績效表現為主，部份績效表現涵蓋四家海外主要

子公司：華碩電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稱〝華捷〞）、上海華維電腦有限公司（以下稱〝華

維〞）、華碩科技（蘇州）有限公司（以下稱〝華科〞）、及捷克ASUS Computer Czech（以下稱

〝ACZ〞），子公司相關資料會於內文或圖表中說明。

報告書撰寫原則

本報告書除GRI G3架構要求揭露的公司基本資料外，內容與績效以利害相關者所關心的議題編排

撰寫。議題的篩選依據2009年間各利害相關者詢問該議題頻率或同時有不同利害相關者針對同一議題

呈現詢問度高的情況進行回覆，會以不同章節做更詳細的說明。

聯絡資訊

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您聯絡我們。

Email: GreenASUS@asus.com

此外，華碩於2009年建立企業社會責任之利害關係人線上意見調查表，期望藉由線上問卷回覆增

進利害關係人的互動外，也能了解利害關係人對企業報告書內容之建議與指教，進而將所關心的議題

呈現於下年度的企業社會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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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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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歡迎您的意見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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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邁向綠色前瞻與永續經營

2008年，全球經濟面臨自上次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金融海嘯，全球各行各業都受到衝擊，無所

幸免，且影響至深至鉅。

產業各界在思考金融海嘯之因應與善後措施，如何將「危機」「轉機」變成「商機」，對企業是

非常切身急迫的重要議題，更應從基本面省思，對於綠色高科技（Green Hi-Tech）、企業社會責任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永續發展等議題，給予更多的關注與討論，並加以落實。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惡化程度遠超過人類之想像，有鑑於此，2009年12月由聯合國UNFCCC在丹

麥哥本哈根召開之COP15之環保盛會，參與之全球190餘國領袖所獲得共識─2ºC活命線，CO2濃度需控

制不得超過450ppm；而此正意味人類的經濟發展，必需有巨幅的調適。替代能源將廣為使用，高耗能

勢將式微，全球經濟將轉型朝向低碳、高資源效率及社會永續發展方向邁進。

金融海嘯加速驅動節能低碳與永續發展，專家認為環境、社會與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將是從危機起死回生，邁向綠色前瞻與永續發展的三個重要領域。

華碩電腦有鑑於此，自2000年起啟動華碩綠色計劃（GreenASUS），繼2004年推出台灣第一片無

鉛環保主機板，2008年榮獲全球第一張EuP（Energy-using Product, 產品生態化設計），2009年獲得全

球第一台筆記型電腦之PAS 2050碳足跡認證及全球第一張EPD（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 第三

類環境產品宣告）；為呼應節能低碳，將從兩個方向著手減碳：

(1)持續創新，提供更省能的電子產品

(2)運用這些IT產品協助管理更大的氣候問題

天然資源是有限的，台灣更是仰賴能源進口高依存度的海島型經濟，藉由宏觀的視野，全力推

動，我們得以永續發展的優勢與契機。溫室氣體與節能減碳已是全世界需要共同面對及重視之議題，

IT產業向執各產業之牛耳，引領企業邁入綠色前瞻，永續經營我們更是責無旁貸。

董事長  施崇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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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公司介紹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碩電腦」或「華碩」）成立於1989年，在台灣於1996年掛牌

上市，總部現址位於台灣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5號，為世界級3C整合製造廠商，擁有世界級研發設計

團隊，提供完整的消費性電子產品組合，為消費者、企業用戶提供創新的科技解決方案。

華碩於2008年1月1日進行企業改造，切割成品牌與代工兩大企業體系。華碩繼續經營品牌，主要

產品為主機板及筆記型電腦，另成立和聯永碩負責代工。2009年華碩成立20周年，提出「精采創新 完

美品質」（Inspiring Innovation．Persistent Perfection）的品牌口號，並於4月啟動組織改組，將產品分

為系統、零組件、手持裝置等三大事業群，分別由執行長沈振來、副董事長曾鏘聲、董事長施崇棠帶

領。系統產品有筆記型電腦與EeePC、EeeBox及EeeTop等Eee Family；零組件產品有主機板、顯示卡、

桌上型電腦、液晶顯示器、無線網通、光機電產品與數位多媒體等；手持裝置產品則為導航手機。

　　　　　　　　　　　　　　　
迎向未來挑戰，華碩啟動巨獅二代計畫－筆記型電腦的「三三計畫」、與主機板的「五五計

畫」，計劃3年內（到2011年）筆記型電腦進入全球前三大NB廠商；五年內（到2014年）主機板產品

達到全球50%占有率。

華碩電腦全球有32個當地分支、50個服務中心、以及超過500個服務據點，主要分布在亞太地

區、歐洲及美洲，共對應37種語言。2009年全球員工人數為9,574人。

｜圖2.1華碩產品｜

品質長的話

綠能永續引領未來的數位精彩及生活新體驗

華碩向來致力於環保節能與企業永續，自2000年啟動華碩綠色系列計劃，施董事長親自揭櫫「四

支綠色安打」─綠色設計、綠色採購、綠色製造、綠色行銷與服務，全力發展綠色環保高科技，奠定

多項綠色環保技術規範，同時，獲得歐盟 EU Flower、EPEAT金牌、全球第一台筆記型電腦PAS 2050碳

足跡認證等國際環保大獎之肯定。

華碩由內而外全面地投入環保，內部建立華碩生態化設計標準，能源管理平台SHE（Super Hybrid 

Engine）超效節能技術，外部有竹革筆電U Bamboo系列，MS系列LED液晶顯示器等多款環保產品，充

分顯示華碩迎向綠能及未來永續生機的決心。

品質長  林全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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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資訊

華碩自1998年連續12年榮登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全球前100大科技公司，於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2009評選為亞洲500大企業中品質與創新的第一名。2009年華碩贏得3,268個獎項，平均一

天獲得9個獎項肯定。2004至2009年蟬連「台灣精品獎」最大贏家，得獎產品涵蓋華碩全產品線。

2009年以 53 項精品榮耀佔所有入圍產品近 2 成、創新卓越的表現獲得台灣精品獎「風雲獎」之殊榮，

其中Eee PC S101更榮獲本屆金質獎，本公司也是唯一榮獲第11屆最高榮譽的「國家產品形象獎」之公

司。此外，華碩精品揚名於全球各大設計獎項，於德國工業論壇獎（iF Award）、德國 Red Dot 獎、日

本 G-Mark獎、大陸iF China獎等設計大獎皆有亮眼表現。華碩亦榮獲CNN與時代雜誌評選綠能科技產品

典範，以Eee PC 1000HE獲得CNN新聞網「Your Green World」中特別推薦的節能產品，而U6V竹韻筆電

也榮獲TIME時代雜誌選為「Green Design 100」，肯定其美學設計與環保價值。以上獎項肯定產品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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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綠色環保方面，華碩筆記型電腦繼2008年度率先取得歐盟環保標章EU Flower和EPEAT環保標章

後，目前亦有多款筆記型電腦、顯示器、EeePC、桌上型電腦等新產品線登錄為EPEAT金牌產品。再

者，2009年更以N51V筆記型電腦成為全球第一家筆電廠商取得「第三類環境宣告」認證，同時也是全

球第一家取得「產品碳足跡」認證和台灣第一家取得台北電電公會「台灣碳標籤」的筆電廠商。

更多得獎資料可參考http://www.asus.com/Award.aspx

環保標章資料 http://csr.asus.com/english/index.aspx#18

財務表現

2008年起之財務報表僅顯示品牌營業額，2009年度為2,482億台幣（76億美金）。2009年為華碩創

立以來首次面對並檢討前一年度第四季營運虧損。因2008年Q4全球景氣持續探底，導致需求衰退超乎

預期，雖本公司已持續在Q4進行存貨及採購控管動作，但季底存貨餘額仍高於公司的營運目標。雖然

2008年全年稅後淨利尚有一百六十餘億盈餘，但2008年Q4為首季單季虧損，雖然全球金融海嘯之大環

境影響至鉅，我們仍需忠實省思營運面之相關因素。

2008年Q4品牌營運結果低於預期的主要原因為：

1.全球經濟急速下滑，電腦需求迅速萎縮，超乎事業單位之預期，嚴重影響營業收入及營業淨利

2.由於需求下降超乎預期，導致筆記型電腦及LCD monitor等成品及原料庫存過高，間接影響產品

毛利率及造成存貨跌價提列

3.報價未盡準確及歐元匯率劇烈波動，影響部份產品毛利

4.本公司分家後營運組織及流程之調整及改善仍未達理想狀態

景氣不佳雖是造成獲利不如預期的因素之一，然而營運管理未臻精實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應此情

況而採行的措施：

1.降低存貨並嚴控庫存

2.控制營業費用並控制人事成本，去蕪存菁，提升素質

3.徹底改善營運流程，務求精實

4.持續強化產品差異性，創造新需求並提高毛利

5.加強報價正確性並實施報價避險，降低匯率波動對總淨利之影響

詳細的營運概況、年報與財務報表，可前往以下網址觀看及下載：

http://tw.asus.com/investo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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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Brand Management

華碩人相信企業文化是企業無形的資產，更是品牌競爭力的根源。施先生曾經強調說：「品牌是

企業對自己承諾扎扎實實的表現。」2009年10月華碩開啟TBM （Total Brand Management）計畫，目

的是由內向外將華碩最特殊和驕傲的特質展現在產品和服務之中。這個計畫由各部門遴選出一位「品

牌大使」，藉由觀察人群、標竿學習、創意發想、經驗傳承等活動來重新探討「精采創新．完美品

質」的企業承諾、ASUS DNA企業文化、以及日常工作的企業流程三者之間的關係。期許華碩的核心特

質自然地呈現在每一個流程、產品和服務之中，由消費者親身體驗、感受，並贏得信賴，成為其心中

「最受推崇」的企業。

文化深耕

■Jonney Lunch Meeting

了解企業經營者對於企業文化塑造及管理的重要，董事長自2006年5月以來連續48個月舉辦了63

場 Lunch Meeting。參與對象包含：基層員工、基層幹部及理級主管，會中董事長主要針對華碩文化議

題與員工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溝通。

｜Lunch Meeting活動剪影｜

2.2 經營理念與企業文化

華碩經營理念

■培育、珍惜、關懷員工，讓華碩人盡情地發揮最高潛力

■堅守誠信、勤儉、崇本、務實的正道

■無止境地追求世界第一的品質、速度、服務、創新、成本

■躋身世界級的綠色高科技領導群，對人類社會環境真正做出貢獻

使命與價值

世界數位新世代最被推崇的領導企業

華碩人以追求卓越（Big Q）為主體的中心思想，結合最準穩精速

的價值溪流、給客戶剛好及時的產品與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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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 a n）的成本（ C o s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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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華碩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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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監督與控管

GreenASUS Steering Committee及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
華碩於2004年7月由董事長陸續成立GreenASUS Steering Committee及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並由執行長擔任主任委員、品質長擔任管理代表，與各部門定期召開審查會議來共同規

劃並推動華碩集團相關之環境管理與環境改善活動。

｜圖2.3 GreenASUS Steering Committee組織圖｜

GreenASUS Steering Committee組織圖

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組織圖

｜圖2.4 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組織圖｜

2.3公司治理
華碩在推行公司治理，主要考量的重點在於確保公司能被有效經營與管理；執行的內容涵蓋以下

三點：

■讓公司的資訊更加的透明

■落實內部控制制度，以達成有效降低經營風險與舞弊的目標

■追求公司長期願景之達成，並為股東創造最大的效益

華碩的公司所有權由股東大會執掌，董事會主要負責決策審核及監督，而監察人則是超然獨立行

使職權。董事與監察人皆依據相關法令訂期改選並依法行使職權。公司董事長並未兼任公司經理人等

職務。

華碩董事會的董事由股東選出，共計有董事7位，監察人3位。施崇堂先生自1984年起即擔任董事

會主席一職。董事會成員及監察人相關背景資料可參照投資人網站上公佈的公司年報：

http://tw.asus.com/investor.aspx

華碩的薪資制度與公司經營績效與員工個人表現有非常密切的結合，這也是華碩的競爭優勢之由

來。董事會依照前一年度的公司盈餘，提交股東會決議如何進行利潤的分配；同時也由股東依據董事

會經營結果，來衡量董事會的管理績效。因此，董事會成員的薪資與公司績效具有密切關聯。董監酬

勞的上限均遵守公司章程之規定，不超過可分配盈餘的1%。

公司股東可透過以下方式向經營團隊／董事會提出建議或經營方向：

1.每季一次的中英文法人說明會

2.每年一次的例行股東大會或是臨時股東會

3.投資人關係網站／投資人信箱／電話

投資人關係部門會彙整股東提出的具體建議，定期傳達給公司經營團隊／董事會，做為經營方向

的參考。

在董事會運作上，如果發生利益衝突而董事必須迴避時，我們會將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迴避

原因及參與表決情形，做完整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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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華碩集團之永續經營，善盡對於利害關係人的社會責任，制訂風險控管暨緊急應變政策，

並依據政策的核心精神，成立風險控管的監管單位，其主要任務在於透過以下六大衡量指標：

1.已發生之重大案例

2.潛在風險高

3.影響範圍大

4.管控能力經驗缺乏

5.影響企業品牌形象甚鉅

6.現行法規辦法尚未周詳

公司內部透過風險衡量，繼而從中篩選出各項重大風險緊急問題，將其列為優先議題，並推動、

執行相關流程，以規避企業無法或不願承擔的風險。

■風險管理的執行機構：

策略規劃及執行的主要核心成員為「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永續長、副永續長及「風險管理中

心」總幹事。

■風險管理的預期效益：

協助總公司及全球各地子公司（歐美、亞太、中國等國家）強化公司面對風險的因應能力；進而

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對於保障品牌價值的效益，約為品牌價值的25%左右。

■風險管理的推動步驟：

1.考量組織的內外部環境、公權力或權威機構、競爭對手、供應商或投資大眾等利害關係人，設

定各該單位的策略性風險管理目標

2.進行風險辦識及風險的量化

3.基於風險發生的機率及風險發生後造成的損失，交叉計算出本公司的風險胃納（可容忍及無法

容忍的標準）

4.透過成本效益的分析，決定本公司最適當的風險回應策略

5.由風控的執行機構執行風險的控管及流程的改善

6.執行風險控管的成效追蹤

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

華碩於2009年12月1日正式成立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ffice，簡稱 

CSO），直接隸屬董事長管轄。本組織清楚定位以彙整高階管理經營策略，並結合綠色環保、社會公

益、人文關懷及國際企業永續規範，建立企業永續經營核心競爭力，為華碩企業永續經營創造最大價值。

風險管理中心

對於經濟、環境與社會績效，透過「風險管理中心」執行釐定、確認和管理，以做為對於國際公

認的標準、行為守則與原則的監督流程。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ce

Risk Management Center

｜圖2.5 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組織圖｜

｜圖2.6 風險管理中心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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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協會
下表為華碩所參與並視其具有策略意義的協會，並簡述華碩在各協會的身份：

參與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TEEMA）及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TCA），協助並提供

華碩台灣電子業界相關的資源與展現機會；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CSD）提供華碩積極參與永

續發展議題、致力企業社會責任、分享自身經驗於產業的機會；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 I IA-

TAIWAN）的管理職位身份顯示華碩重視公司內部治理及職業道德規範的符合性；國際保護組織Climate 

Saver Computing與CDP Supply Chain傳達華碩關心氣候變遷議題及重視供應鏈對氣候變遷的影響、願

意為此努力的承諾。

2.6利害相關者議合
不同的利害相關者有相同或不同的關心議題。華碩透過Email、電話、線上問卷等不同溝通管道，

收集利害相關者所回饋資訊與關切的議題。除GRI應用等級之揭露要求外，透過利害關係者經各管導所

回饋的訊息，依據相關性與詢問度進行績效指標的篩選。如：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社會參與等高詢

問度的議題，本次也一併納入報告書內容議題。本次定義6個主要的利害相關者族群：投資人、客戶、

供應商／外包商、員工、消費者及非營利組織，彙整出下列議合表。

｜表2.1 華碩參與的協會及組織｜

透過上述步驟的穩健推行，將可以確保本公司的品牌形象、企業信譽和創造價值的活動，能充分

符合利害關係人的期待。

反收賄、反貪瀆

風險管理中心亦為推動反收賄、反貪瀆的誠信道德政策的單位，其目的在於防止貪污舞弊的發

生，提升整體員工的誠信道德，實施對象有以下三大類型：

1.採購單位同仁：

▲透過宣導會及相關例行週會，公告反收賄、反貪瀆的誠信道德政策

2.外部合作廠商：

▲向全體供應商寄發「華碩 致供應商函」，明確告知華碩反收賄、反貪瀆的誠信道德政策；並

要求全體廠商簽回「誠信承諾書」

▲將商業道德申訴信箱及商業道德申訴專線資訊，放入供應商的採購系統，鼓勵廠商逕行舉報

▲定期請全體供應商執行「反收賄、反貪瀆問卷」，透過各種方法以收集公司內部是否有涉及

不法舞弊的案例

3.其他單位同仁：

▲風險管理中心設立商業道德申訴信箱及商業道德申訴專線，透過內部宣導文件及公告向全體

員工進行佈達及說明

針對反貪污宣導訓練，華碩優先針對高風險部門進行全面且密集的反貪瀆政策宣導，現階段採購

部門員工受訓率100%。未來將規劃與公司內部教育訓練課程結合，將範圍擴大至所有員工，加強反貪

瀆教育訓練。

如果發生任何不法或貪瀆舞弊事件，風險管理中心總幹事將直接進行調查。截至目前為止並未發

生任何貪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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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利害相關者之議合，如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問卷，詳述於3.5之溫室

氣體與氣候變遷章節。

自2009年起華碩建立ASUS 企業社會責任網站（http://csr.asus.com/chinese/），和企業社會責任之

利害關係人線上意見調查表，希望利用更系統化的電子平台聽取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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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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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 利害相關者議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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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環境安全管理與環安衛風險管控
面對產業的快速變化與挑戰，2008年華碩進行品牌與代工事業的分割，除完成勞工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修訂報備主管機關外，特新擬定環境考量面及風險評估管理辦法，鑑別華碩運作過程中的活動、

產品、服務所使用之原物料、研發、設備、工程及作業，所可能產生的環境考量面及安全衛生風險，

作為制定環安衛管理政策及訂定環安衛管理目標、標的及管理方案之依據。凡華碩所有例行性與非例

行性、緊急狀況的各項原物料、研發、設備、工程及作業等活動均適用之，包括各利害相關者（綠色

設計協力廠商、供應商、承包商其產生的運輸、施工、作業等間接活動），皆納入考量與風險評估。

華碩為保障員工健康，定期執行作業環境測定，如辦公室空氣品質、停車場空氣品質、週界噪音

檢測等，確保工作環境品質，同時亦參考公司週界環境考量及外部溝通需求，不定期實施環境檢測。

另為保護研發人員在研發作業場所接觸及暴露於有害物質，定期進行物理性及化學性因子勞工作業場

所環境監測，以規劃、採樣、分析或儀器量測為主要方式之環境測定及監督，確實掌控勞工作業環境

實態及污染防制處理設備處理效能，除降低環境衝擊外也保護研發人員。

勞工安全衛生室更制定「化學品管理辦法」作為華碩全體員工對於危險物及有害物管理、使用、

教育訓練等方面之指引與依據，期達到員工對公司內之化學物質潛在危害、防範及應變措施具基本認

知，共同預防職業災害及環境污染發生之目標。2009年度未有化學品溢漏情事發生。

為確保機械操作之安全性，須做作業前檢點、定期檢查及整體檢查等各種檢查範圍不同之自主檢

查，確認機械設備於使用時不會因機械故障而造成勞工傷亡之職業災害。危險性機械設備如下：升降機、

吊籠、高低壓電氣設備。除日常自主檢修外，亦定期委託合法專業機構實施整體性設備檢修及申報。

為在發生火災、天災等意外事故時，能有效且快速將意外事故控制，華碩透過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及各區設置緊急應變編組，能在事故發生時的第一時間動員應變人員以達到事故控制與消除。同時本

公司以定期實施相關緊急應變教育訓練、演練以增加員工對事故處理的熟悉度。

|緊急應變演練剪影|

3.1 環境安全衛生政策與管理系統
華碩管理系統包含華碩品質管理系統（GreenASUS）與華碩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SERASUS）兩大部分，其中華碩品質管理系統依循ISO 9001:2000及IECQ QC 080000、有害物質限用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RoHS）指令及廢電子電機產品（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指令等規範，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則依循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

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電子行業行為規範（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 

EICC）。

華碩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政策：

1.遵行環保及勞安衛法令

2.珍惜自然資源、積極進行污染防治

3.降低環境衝擊及安全衛生風險

4.滿足客戶需求，實現綠色企業

5.全面推動企業社會環境責任

6.全員參與、持續改善

華碩基於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政策，承諾採取以下執行方針：

1.遵守並符合政府頒定之環保、勞安衛法規及其他要求，響應全球綠色環保、勞工權益與零災害

運動。

2.教育並宣導全體員工使其認知保護地球環境與重視生命安全，珍惜自然資源與確保員工安全與

健康是大家的責任

3.透過資源的減量使用及回收再利用，以達到資源有效使用之目的

4.加強廢棄產品處理的監督與管理，權責單位應確保本公司廢棄產品被妥善處理，並不得被轉賣

再使用，以維護本公司與客戶權益

5.加強污染源與風險管理的監督與改善，降低對環境及人員之衝擊

6.建立良好自主管理，確保防止職業災害

7.建立社會環境責任與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以組織及管理制度的運作提高環保、勞動權益及安全

衛生管理績效

8.落實健康管理，促進員工身心健康

9.公開對外承諾，本公司對保護環境、重視勞動權益與提昇工作安全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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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217公噸、資源回收類117公噸、及有害廢棄物6公噸。其中，資源回收類之廢棄物全數免費捐贈

慈濟，以擴大慈善與社會公益。

3.5 溫室氣體與氣候變遷
根據IPCC（Intergover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年第四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

（Assessment Report 4, AR4），近年來全球氣候有著顯著改變，包括各地降雨分配不均；暴雨與乾旱

等極端氣候的發生比例增加等，而依據分析報告推估，人類行為造成大量的溫室氣體排放，極有可能

是所造成上述現象的主因。

了解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潛在危機，台灣雖然非屬京都議定書中的附件一國家，政府近幾年仍積

極制定「溫室氣體減量法」，以期能推動全國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此外，全球各國亦陸續公告產品能

源效率法令，利用市場機制控制產品能源效率與能源消耗限值，如歐盟公告能源相關產品生態化設計

指令（Ecodesign requirement directive for Energy-related Products, ErP）、韓國政府管制電器產品關待

機能耗（e-standby program）等。

華碩雖然非能源密集性產業，不會立即面臨因溫室氣體減量造成的衝擊，然而未來全球氣候變遷

仍會造成一些潛在風險，如極端氣候影響產品生產、出貨延遲風險等；國際間陸續公告相關之溫室氣

體法規，亦可能對華碩造成其它在財務面的影響；除此之外隨著環境意識的提升，消費者會選擇對環

境較友善的產品、各國政府搭配環保標章來推動綠色採購（Green Public Procurement）等，皆會將產

品帶入一個新的以環境為訴求的市場。

為此華碩設有專職單位定期監控與討論溫室氣體政策及相關單位措施與進度，在企業管理上擬訂

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減量目標、制訂企業氣候變遷策略，並且秉著無悔策略分別在組織

面與產品面推動各項減量方案，期望以我們擁有的優秀研發人才及創新科技及早因應風險，將風險轉

變為機會，如行政部和研發部將節能計劃於GreenASUS Steering Committee及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會議中討論，經委員會評估審查策略之可行性、決策後展開減量行動，並持續追蹤進度及

提供指導。

3.3環境安全教育訓練
對於環安衛的教育訓練，以上課、會議、研討、實作演練等方式辦理，訓練結束後並以實作、口

試或報告方式評核；專業訓練則不定期派至外訓單位，並取得專業證照，在有效大力推動下，員工每

人每年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呈逐年增加趨勢。環安衛相關內部訓練課程有：新進員工環保及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消防訓練、急救人員訓練 、防火管理員訓練、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訓練、緊急應變訓練、

鉛及有機溶劑作業在職訓練。

公司內部相關單位不定期透過線上課程、小卡、角落文宣、海報、電梯多媒體播放等方式實施綠

色教育，宣導員工華碩的綠色政策與推動省能源愛地球的節能活動與計劃，讓員工與公司信念一同，

協助公司符合國際環保趨勢與力行愛護地球的行動。

3.4 環境管理
華碩台灣區企業總部座落於關渡平原區，周邊鄰近關渡水鳥公園，公司內規劃有自然生態小園區

（景觀植物、生態池塘），為維持生物多樣性採無農藥噴灑，自製有機施肥。本公司秉持環保與愛護

大自然理念，定期招募志工清淨鄰里街道與淡水河河畔。

為提供員工一個包括優良工作環境及休閒健身之健康職場，於企業總部內興建陶然館含員工餐

廳、綜合球場、健身房、三溫暖及溫水游泳池。於2009年在全省1,739家參賽之公民營企業，華碩為唯

一榮獲全國績優健康職場「營養健康獎」。

水資源管理

華碩從2008年起以品牌經營模式營運，故無製程廢水，大部分為員工辦公及生活所產生的污水，

相較工業污水對環境影響較低。企業總部及蘆竹辦公區均設置獨立污水處理廠並設專人管理，定期做

污水檢測及系統維護，使放流水符合國家法令標準，並且無抽取地下水之行為。租賃辦公區則皆統一

由大樓管委會管控，除依法定期檢測及污水設備維護保養，並定期召開大樓管理審查會議，監督及研

議管理狀況。水質檢驗數據均符合環保標準。華碩2009年總污水排放量為20,742立方公尺。

廢棄物管理

華碩以品牌營運為主，故生產中僅產生少量研發廢品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所有有害事業廢棄物皆

符合環保法令控管標準管理，廢棄物清理亦委託合法清理商辦理。2009年度有害事業廢棄物重量約為

6公噸。2009年廢棄物分一般生活垃圾、資源回收類及有害廢棄物三類，其年排放量為：一般生活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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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於2009年底加入CDP Supply Chain Program，參與此計劃有利將範疇三盤查範圍擴增至主要供

應商和EMS廠，新增供應鏈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

此外，華碩亦深信要成為一個成功的領導企業，除善盡社會責任外也必需傾聽與回應利害相關者

所關切的議題並採取行動，因此華碩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包括回應來自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的CDP問卷、參與相關研討會及專題演講，除能更了解利害相關者所關心的重點及產業

先進在溫室氣體上的作為，同時也展現我們在溫室氣體與氣候變遷議題上的努力及成果。

華碩自2008年起於2007年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起揭露溫室氣體盤查數據並每年回覆CDP問

卷。2009年度溫室氣體相關資訊的CDP問卷可於2010年9月後於CDP官網上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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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3 2009年台灣區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源值|

|圖3.2 2009年台灣區範疇一與二溫室氣體排放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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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於2006年訂定溫室氣體基本資料的盤查與建立計劃，並於2007年實施內部溫室氣體基本資料

盤查。因華碩於2008年1月1日正式切割營運項目，故訂定2008年為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基準年，藉此

追蹤每年排放量並設定減量改善計劃，並在2009年訂立減量目標，預計於2015年達到減少15%的能源

使用量的目標。而公司內部有相關單位每年推動持續推動各項節能方案，如爬樓梯活動已落實於員工

日常工作中，鼓勵員工多走樓梯少用電梯，不但節能減碳也可促進身體健康。其它於2009年完成的重

點節能計劃如：企總外氣空調箱加裝變頻器工程與蘆竹廠照明燈具T8改T5燈管，預計每年可節省約60

萬度的電量。

2 0 0 9年溫室氣體盤查依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助公告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T h e 

Greenhouse Gas Protocol）執行，盤查範圍包括整個台灣地區所有華碩自有或租賃的廠房與辦公室。經

由排放源鑑別，華碩直接排放的排放源（範疇一）包含緊急發電機所使用之柴油、公務車耗油量、鍋

爐天然氣消耗（用於公司福利設施如游泳池、蒸氣室、淋浴間等）及冷氣、冰箱充填冷煤之數值；外

購電力排放源（範疇二）包含辦公室及宿舍電力使用量；其它間接排放源（範疇三）包含員工差旅與

外包員工餐廳所使用之天然氣與瓦斯。

華碩2009年台灣區範疇一與二之全年能源使用量為：總用電量約1,923萬度、柴油228公升、汽油

13,714公升，總碳排放量為12,282.3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範疇二的電力為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源。當

年度範疇三盤查範圍除餐廳外亦納入員工商務旅行部份。

本年度報告書亦首度納入海外子公司的盤查數據。2009年華維與華科兩子公司範疇二之全年能源

使用量為：華維總用電量為40,396度、華科總用電量為367萬度。

|圖3.1 2009年台灣區範疇一與二溫室氣體排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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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管理 
為維護人類健康與環境安全，華碩對於化學物質之使用抱以謹慎的態度，並遵守各相關規範對於

特定化學物質的規定，嚴格要求供應商限用或禁用列管之有害化學物質。對於有害化學物質之定義為

具持續性、生物累積性、毒性、致癌性、導致畸變性、毒性複製性、及環境賀爾蒙干擾性等特性之化

學物質。

華碩於有害化學物質管理方面，明確制定「華碩GreenASUS HSF技術標準」（S-AT2-001），對於

零組件與產品中的有害物質以四種等級作管理。於2009年底發行至第10版次。華碩所有新產品從2006 

年1月1日起已完全符合歐盟 RoHS指令的要求。除RoHS指令及其他法令所要求之管制物質外，另額外

管制臭氧危害物質、放射性物質等57項的化學物質，遠超過RoHS規範管制的6項有害物質。在電池與

包裝材料的使用方面亦有相關規範。2009 年已將歐盟REACH法令當中危險物質與高度關注物質納入

「華碩GreenASUS HSF技術標準」。除了已將溴化阻燃劑（BFRs）、氯化阻燃劑（CFRs）與聚氯乙烯

（PVC）納入技術標準規範中，我們更在2009年將鄰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s）和富馬酸二甲酯

（DMF）等有害物質新增至技術標準之管制範圍。未來，關於歐盟REACH所公告的最新高度關注物

質，也將依ECHA的最新公告新增於華碩的有害物質管理清單中。目前華碩技術規範共管控145項化學

物質，對應未來趨勢也將陸續增列當中。

易拆解易回收設計

華碩產品易拆解易回收和延長產品生命週期設計與服務之設計原則如下：

1. 易回收再利用之設計原則：

■超過25公克重量或面積大於200平方公釐之塑膠件依據ISO 11469的標準來標示

■超過100公克重量之塑膠件使用單一均質材料

■超過100公克重量之機構塑膠件，應減少表面塗佈或電鍍處理，或使用可易於分離之表面處理

■產品需考量添加使用再生塑膠料

■產品需考量使用回收再利用材質（recycled material）

■產品需考量使用再生/生物性材質（renewable/ biobased material）

■產品需考量減少塑膠內添加劑的使用

■塑膠料件背後無貼紙或是泡沫塑膠（foam），若貼紙有其必要應可移除

4.1 品質政策與品質管理系統
華碩品質政策以持續創新改善的精實六標準差精神，追求世界一流的產品品質、精確快速的研發

和製造、及時達交的產品和服務、不斷精進的流程及人才培育，來贏得客戶的滿意和信賴。華碩的品

質管理系統（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依循國際標準組織（ISO）以及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的電子

零件品質評估制度IECQ QC 080000之有害物質流程管理（Hazardous Substance Process Management, 

HSPM）的要求制定，同時取得ISO 9001及IECQ QC 080000管理系統認證。

4.2 綠色設計與管理
綠色設計，或稱環境化設計（Design for Environment, DfE）是一種在設計階段即考量產品可能對

環境造成的衝擊，藉此可以減少未來產品對環境可能的衝擊。為達到這個目標，建立「華碩產品生態

化設計技術標準」（S-AT2-005），此設計標準包含有害物質管理、易回收再利用之設計、易拆解之設

計、延長產品生命週期設計與服務之設計和低能耗設計。因此，我們除依據全球有害物質限制使用相

關法規（如RoHS與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 REACH）及其他國際標準，

制定華碩技術規範，避免有害物質之添加，也依據WEEE、ErP、Energy Star等國際法規與自願性標準，

積極投入並開發產品面上各項綠色設計技術，期能有效降低產品對環境的衝擊。

法規監控與因應 
華碩非常重視環境議題，因此自2004年成立GreenASUS專職單位負責持續監控和因應全球環保相

關法令規範，範圍涵蓋：

■電子產品有害物質限用法規：如有害物質限用RoHS指令、歐盟化學品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

REACH法規及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等

■電子產品回收管理：如廢電機電子設備WEEE指令、台灣電子產品回收體系、北美洲電子產品回

收體系等

■產品生態化設計與能源管理法規：華碩自行開發產品生態化設計與能源管理平台，使產品符合

歐盟的ErP指令 、瑞士的能源管理規範、美國的能源之星、大陸的中國節能認證及中國能效標

識、韓國能源標識計畫

■其它：如電池及包裝材使用與廢棄管理

華碩亦定期舉行GreenASUS & 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會議，品保中心綠色技術部在此會議中

隨時更新全球環保相關法令規範，並協助各項產品導入相關規範，全面監控華碩產品銷往全球各地，

使產品遵循相關國際規範及當地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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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環境衝擊加以量化，經過獨立公正第三者驗證，將產品的生命週期各階段對環境之之衝擊進行

公佈及宣告。

華碩筆記型電腦N51V依據全球第三類環境產品宣告網絡組織（GEDnet）發佈的產品類別規則

（Product-Category Rules, PCR），遵循ISO 14025規範完成全生命週期盤查作業，於2009年9月完成全

球第一台筆記型電腦EPD宣告。EPD的取得有助於客觀比較產品環境績效，採購對環境衝擊較低之產

品，亦提供生產者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環境衝擊資訊，作為改善環境績效之參考。

■華碩碳足跡認證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的定義為產品生產過程中，從最初原料開採到最終的廢棄階段，每個

階段直接或間接造成GHG排放之總合。

華碩進行筆記型電腦的碳足跡盤查，即是以生命週期觀點，計算產品從搖籃到墳墓各階段的碳排

放，在EPD的基礎上，增加產品類別規則（Product-Category Rules, PCR）中若干因不易取得資訊而納

入自願行盤查的項目，且將範圍擴增到涵蓋產品全生命週期。

華碩參照BSI英國標準協會與Carbon Trust等單位於2008年10月所公告PAS 2050確定盤查範圍與程

序，依下列步驟：

1. 確認流程圖（Process Map）

2. 確認邊界與優先順序（Boundaries and Prioritisation）

3. 數據收集（Data）

4. 計算碳足跡（Calculation）及

5. 不確定性分析（Uncertainty）

｜碳足跡示意圖｜

｜ASUS Notebook N51V EPD證書｜

2. 易拆解之設計原則：

■超過25公克重量之塑膠件可由一人利用一般工具拆解（例如螺絲起子或鉗子等）

■塑膠件中嵌合金屬材質，應可利用一般工具拆解

■產品零部件可容易且安全地拆解

■需考量使用彈扣式或嵌合組裝方式，減少使用螺栓組合、黏貼組合、以及焊接組合方式

■減少螺栓使用種類

■依據歐盟WEEE指令附錄二，若產品中含有下列項目需可利使用一般工具拆解或分離

3. 延長產品生命週期設計與服務之設計原則：

■產品採用模組化設計，可用一般工具拆解更換

■產品零部件，如處理器、記憶體、介面卡，可用一般工具拆解更換或升級

■需考量延長產品備料年限

■需考量延長產品保固年限

華碩生態化設計與能源管理平台

華碩參照IEC 62075、IEC 62430與ECMA 370等國際間生態化設計標準，考量到產品化學物質使用、

材質選用、能源管理、延長產品使用年限、回收、包材使用等多個面向，建立華碩生態化設計與能源

管理平台，將生態化思維導入產品綠色設計之中。

碳足跡的分析顯示出產品在使用階段的能源消耗，佔了全生命週期約50%的溫室氣體排放，因此

改善產品能源效率不但可幫助消費者節省電費，更能有效減少產品碳足跡。為此，華碩研發出軟體與

硬體的獨家節能技術SHE（Super Hybrid Engine）。SHE結合了依據運算需求與使用者習慣而自動調配

電力的軟體Power4 Gear Hybrid，與華碩獨創的硬體節能晶片EPU，依據使用者情境自動調整CPU頻

率、電壓與LCD亮度，聰明判斷何時可以節電、何時應該讓運算火力全開，使用者不需頻頻調整設

定，就能增加電池近35%的續航力。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華碩第三類環境宣告認證

環境標誌與宣告是國際間為配合綠色消費導向所設計的環境管理工具，以使讓消費者有機會清楚

地選擇有利於環境的產品，同時也間接促使製造及販賣廠商因市場消費需求，自動朝向開發有利於環

境的產品。有別於一般世界各國目前所執行之環境標誌制度，第三類環境宣告（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 EPD）必須進行生命週期盤查或評估，以多重且預先設定的參數群，將產品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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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與外包商篩選與稽核

華碩為確保供應商及外包商符合華碩標準，新供應商與外包商的遴選必須先經過QSA（Quality 

System Audit）、QPA（Quality Process Audit）、及GA（華碩HSF （Hazardous Substance Free）綠色供

應商承認）要求項目的自我評鑑，自評通過後才由華碩稽核評鑑的專業團隊，前往現場進行QSA、

QPA、GA的稽核活動。2009年新增的105家EMS和供應商100%接受過QSA、QPA、GA的稽核管制。

三大稽核面向主要涵蓋：

■QSA：供應商與外包商的品質系統完整性與落實度評鑑。

■QPA：產品製程品質系統之管控與製程各環節把關的嚴謹度稽核確認。

■GA：審查綠色產品品質系統整體能否達到華碩GA的要求水準。

通過稽核的供應商與外包商方可納入華碩合格供應商／外包商清單（Qualified Vendors List, 

QVL），帶動華碩整體綠色供應鏈不斷精進，邁向國際水準。

2009年更進一步在與供應商溝通平台SRM上，建置eSQA系統，其主要目的在於將ASUS稽核團隊對

供應商進行QSA、QPA、GA後的稽核評鑑資料，將該資料進行資料庫的管理，以利內部單位能快速對

供應商的評鑑資料進行e化的查詢與使用。

除了當初篩選嚴格，每年更定期對重點及合格供應商進行QBR評分（Quality Business Review），

包括書面審查及年度稽查等，表現優異的廠商可成為華碩長期合作夥伴，並伺機進行QSA、QPA、及

GA的管理面稽核，仍持續秉持PDCA的循環，不間斷的持續要求與稽核，將追求完美品質的理念落實

在華碩綠色供應鏈管理上。

自2008年起，為加強供應商及外包商對於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的

認知，包括勞工、環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道德準則等，華碩要求供應商及外包商簽署「華

碩電腦集團供應商／外包商行為規範同意書」。2009年度，新增的105家廠商100%簽署同意書，共同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及承諾所進行的任何活動皆符合政府的法律及規定。

除了以「華碩電腦集團供應商／外包商行為規範同意書」做為對供應商和外包商的CSR宣導之

外，2010年更計畫對ASUS新供應商及外包商展開CSR稽核，主要稽核涵蓋的範圍包含：Labor（員

工）、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職業健康安全）、Environmental（環境）、Management 

System（管理系統）、Ethics（職業道德）五大面向，以期更積極地確認供應商和外包商對於CSR的執

行狀況，並提供相關建議給供應商與外包商共同配合與改善。

盤查筆記型電腦生命週期包括零組件製造、組裝、運輸、產品使用及廢棄等五大階段溫室氣體之

排放。

華碩完成N51V盤查計算後，並經由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份有限公司（DNV）嚴格驗證每個步驟與

數據品質，取得全球第一台筆記型電腦碳足跡認證，為華碩在綠色環保的進程上，再度樹立另外一個

里程碑。

■台灣電子電機公會碳標籤

台灣的電子產業在全球佔有重要的地位，為了與國際接軌，台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Taiwa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Manufactuers’ Association）積極推動產品碳標籤與產品碳減量標籤。台灣電

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並且是全球第一個推動電子電機產品碳標籤的公會。華碩為了響應企業減碳計

畫，經由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查驗，取得碳標籤證書及發表綠色宣言。

4.3 供應商與外包商管理
華碩秉持經營理念，擠身世界級的高科技領導群，對人類社會環境真正做出貢獻。在企業永續發

展的道路上，對供應商和外包商建立嚴緊的篩選與稽核管理制度。而供應鏈綠色零件管理也透過網路

科技以電子化平台，即時和供應商溝通聯繫。此外，每年舉辦供應商大會，宣達華碩的綠色政策、規

範和企業社會責任等推動議題從未間斷。

｜台灣電子電機公會碳標籤證書｜

｜EPD and PAS:2050頒獎典禮｜
由左到右為：林全貴（華碩品質長）、于寧博士（EDF）、沈振
來（華碩執行長）、 Percy Lakdawalla（DNV）、施崇堂（華
碩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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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綠色零件承認管理

因應RoHS指令推動環保，華碩將零件供應商控管以「Green」為大原則。因此，零件供應商需提

交華碩所認可的第三公證檢測實驗室之測試報告及不使用華碩管制物質之證明書，且透過SRM中的綠

色採購平台eGreen提供合作之供應商綠色零件進行承認作業的流程，利用電子化方式進行資料交換，

以提高運作效率，除建立綠色機構原材料資料庫外，也降低機構零件之供應商重複進行零件承認的情

形。

4.4 環保標章
華碩自2000年開始便致力於環保，將愛地球的承諾整合在產品的製程和設計中，以領先業界之姿

導入綠色製程，改善產品設計。由於地球只有一個，因此，華碩竭力推行『綠色設計、綠色採購、綠

色製造、綠色行銷』，由產品設計源頭至產品終端，每個階段都盡力地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華碩在2009年2月於台灣大學舉辦國際環保標章的經驗分享座談會，特別邀請國內業界推動綠色

企業與環境發展之作經驗分享；在推動綠色消費運動的同時，亦能考量到所購買的產品對生態環境的

衝擊，而選擇對環境傷害較少、甚至是有利的環保商品，希望對此綠色消費的同時，來引導與改變廠

商的生產、銷售特性，而減少地球的污染負荷。華碩持續展現在保護環境的承諾、努力與堅持。

目前華碩已將環保標章中針對有害物質禁用、易拆解易回收材料選用、能源節省等要求納入華碩

綠色設計規範中，使華碩產品研發人員可於設計階段設計出符合環保標章規格之產品。當有任何採購

需求或標章申請時，便能確保產品可全面符合環保標章之需求。

華碩於2008年起積極致力於綠色產品的推動，以N系列及Bamboo Series竹韻系列筆記型電腦陸續

獲得各項國際環保標章，包括登錄美國EPEAT金牌等級、取得歐洲的EU Flower證書、及符合Energy 

Star。2009年亦延伸產品範疇取得多款筆記型電腦、顯示器、EeePC、桌上型電腦等新產品線登錄為

｜供應商大會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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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大會

華碩於2009年2、3月期間分別在台灣和大陸召開「2009年華碩供應商說明會」，會中除說明供應

商稽核與管理規範之外，更是針對國際環保法令與華碩技術標準要求進行更一步解說，使供應商更能

掌握目前法規標準的最新動向發展。所有相關的技術標準與要求皆明文記載於SRM網站，讓供應商下

載使用。

｜圖4.1 QBR審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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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Flower 
歐盟小花計劃制定一系列環境和績效標準來判斷產品生命週期的所有方面，從產

品的設計、生產至使用的最終處置。此歐盟環保標章，提供歐洲消費者簡單及正確的

指引。所有帶有「小花」的產品已經由獨立的檢查機構驗證完成，確認遵守嚴格的生

態和績效標準。

歐盟小花標章的主要標準包括以下六大項：於使用和待機消耗較少的能

源、含有較少對健康和環境有危險的物質、製造商提供免費回收服務、易拆解

與易回收設計、提高產品耐久性通過升級、及電池的效率及較少的污染。

華碩繼2008年以N系列筆記型電腦取得全世界首批筆記型電腦EU Flower證

書及唯一同時取得EU Flower及捷克環保標章的產品外，2009年以EeeBOX取得

桌上型電腦的EU Flower及捷克環保標章。華碩於2009年獲頒EU Flower證書的

產品有：

■筆記型電腦

▲U50 Series, UX50 Series, UL50 Series, U80 Series, UL80 Series

■桌上型電腦    

▲EeeBOX：B201, B202, B203, EB1002 

▲EeeBOX：B204, B206, B208 ,EB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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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環保標章 
在行將邁入21世紀之際，綠色設計、生產、行銷及消費已然成為風潮。為配合

綠色消費導向，讓消費者能清楚地選擇有利環境的產品，同時也促使販賣及製造之

產商能因市場之供需，自動地發展有利於環境的產品，環保署特別設計環保標章的

制度，並在1992年3月19日評選出我國的「環保標章」，頒發給經過嚴格審查，在

各類產品項目中環保表現最優良的前20∼30％的產品。這個標章圖樣為「一片綠色

樹葉包裹著純淨、不受污染的地球」，亦是象徵「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的環

保理念。華碩於產品設計端加入台灣環保標章之相關要求，一旦有台灣政府採購對

於環保標章的需求產生，華碩產品即能100%符合標章要求。未來，華碩將持續致

力於環保標章產品的認證。

｜EU Flower證書｜

EPEAT金牌產品。此外，2009年N51V筆記型電腦更取得全球第一張筆記型電腦「第三類環境宣告」認

證、全球第一張「產品碳足跡」認證和台灣第一家取得台灣電電公會「台灣碳標籤」的筆電廠商。

EPEAT 
北美地區EPEAT環保標章具有一組藉以評量電子產品是否具有良好環境績

效的標準，該系列標準共包含八大項：減少對環境有害之原料、原材料之選

擇、產品環境化設計、延長產品使用年限、降低產品能耗、廢棄產品管理、

公司環境績效表現、產品包裝。目前已由美國電子電器工程師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制定為IEEE 1680標準。除必要之環

境標準外，另滿足不同比例之選擇性之環境標準，產品可登錄的等級亦有不

同，由少至多為銅牌、銀牌、金牌產品。

華碩於2008年有許多產品領先台灣IT同業登錄為EPEAT金牌最高等級，其中以N系列筆記型電腦為

最先登錄之產品。2009年除筆記型電腦外，另有EeePC、桌上型電腦及顯示器登錄為EPEAT金牌產品。

2009年登錄為EPEAT金牌產品的有：

■EeePC　

▲1005HA, 1001HA, 1101HA

■筆記型電腦

▲UX50V, UL20A

■桌上型電腦

■顯示器　　

▲EeeBox PC EB1501, EeeBox PC EB1012　　

▲VH222H-P, VH232H-P, VH236H-P, VH242H-P, 

VH242HL-P, VH236HL-P, VH235T-P, VW196T-P

EPEAT官方網站：http://www.epeat.net/

｜圖4.1 EPEAT產品等級條件表｜

｜EPEAT產品清單｜

產品符合所有必要之環境標準 產品符合所有必要之環境標準及滿
足最少50%之選擇性之環境標準

產品符合所有必要之環境標準及滿
足最少75%之選擇性之環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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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員工概況
隨著經營策略改變，2008年1月1日起華碩正式分家，切割成品牌與代工。分家後員工人數驟減，從

2007年的101,350人到2009年的9,574人，其中5,492人分佈在大陸及其他海外地區。

華碩擁有高素質的員工。台灣區員工學歷高中（含）以上高達98%。大學以上（含）達84%，其

中大學佔42%，碩士佔42%。

｜圖5.1華碩全球員工人數｜

｜圖5.2台灣區員工人力素質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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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華碩通過台灣環保標商申請產品

■筆記型電腦：F82Q、Eee PC 1005HA、K40IJ等多款機種。

■電腦主機：Eee Box B202、BM5240、BA5190等多款機種。

■監視器：VW195D、VW222U等多款機種。

華碩產品獲得台灣環保標章之詳細清單，可至以下網站查詢：

環保署綠色生活資訊網：http://greenliving.epa.gov.tw/greenlife/green-life/index.aspx

華碩CSR網站：http://csr.asus.com/chinese/#97

4.5 產品回收
為積極負起延伸生產者責任，華碩於歐洲、北美地區及台灣搭配當地合法回收處理商以建立回收

系統，確保回收之廢電腦能得到最妥善最環保的處理以減低對環境造成之衝擊。回收系統的建置除了

提供消費者回收服務之外，也滿足歐盟WEEE指令及美國各州回收法令的要求。

為符合歐盟WEEE相關法令，華碩與歐盟當地經銷商共同推動歐洲廢棄產品回收服務，由生產者負

起產品最終回收與妥善處理之責，同時也以各類管道和平台建置取得回收資訊，同步監控與管理當地

回收處理情況。

2006年華碩於美國地區建立免費回收系統，並為台灣第一家在美國地區提供消費者免費產品回收

服務的廠商。2008年9月起在美國的回收計劃擴大至提供整個北美地區（含加拿大）的企業客戶以及

提供所有華碩產品回收種類服務。

華碩在美國除與有簽署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及管理承諾（Pledge of True Stewardship）

的合法回收處理商合作外，也執行美國當地回收廠商三階稽核，確保回收之廢電子產品得到最妥善的

處理以減低環境衝擊。

在台灣，於2008年更進一步以經濟部技術處創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建立華碩逆物流回收服務

管道，並透過專屬「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網站（http://recycling.asus.com/），傳遞環保回收理念至消

費者與企業客戶，提供客戶方便有效之回收管道。

華碩全球回收服務，請參閱網址 http://csr.asus.com/english/Takebac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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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權宣言
華碩不因種族、性別、年齡、黨派、宗教、殘障狀況予以歧視員工。僱用員工不僅遵循當地最低

年齡規定、當地法令、EICC等相關規定，並依據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揭示人權政策宣言。華碩的人權

政策宣言如下：

■不僱用童工

符合當地的最低年齡的法律和規定，不僱用童工。

■符合基本薪資

提供員工符合甚至優於當地法令所要求之最低限度的工資與福利。

■工作時數

定期提供員工有薪假。不強迫員工工作超過當地法令規定之最高每日勞動時間。遵守加班工資的

要求或必要的補償。

■不岐視

禁止基於種族、膚色、年齡、性別、性取向、種族、宗教、殘疾、工會員或政治傾向的岐視。人

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

■無非人道的待遇

禁止騷擾、身體虐待或任一對待。

■不強迫勞動

確保沒有強迫、桎梏或非自願的監獄勞工用於生產華碩的產品或服務。確保整體的僱用條件都是

自願的。

■健康與安全

提供所有員工一個有相互信任與尊重的健康與安全的工作環境。

■員工訓練與自我發展

提供設施、培訓計劃、時間和補助，支持員工的職業發展。

華碩性別分佈狀況如圖5.3所示，因華碩企業總部以科技研發為主，男性員工佔大數，男性員工的

比例約為女性員工的兩倍。其他海外子公司男女比例較為均等。

｜圖5.3員工性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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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幹部 
■提升人才競爭力，培養國際化人才，結合人資單位有計劃性的培育各階層接班人，降低各階層

斷層危機

■為華碩培育、找出下一個10年的高階接班人選

■讓高階主管由「專才」變成「通才」

■改變主管的觀念：「唯有培訓好下一個接班人，自己才有可能再往上提升」

■鼓勵投入志工參與培訓，平衡工作、豐富生活

文化傳承 
■推動華碩各類研發經驗分享、品牌經營、人文及產業文化傳承、員工身心靈提升活動及培養員

工競爭力以達企業健全永續發展之需要 

■結合社會責任建置內、外部平台，將各類文件或活動資料妥善保存

■辦理企業志工培訓，推動社會公益活動，實踐經營理念

健康職場 
以員工的需求和便利性，打造職場與生活的連結，提供員工專業技能進修、以及補助學習語文，

融合職場與生活照顧各面向需求，致力於營造身、心、靈健康職場環境，協助員工進行全方位的健康

管理及健康促進要讓每位員工樂在工作，更鼓勵員工不斷成長茁壯與公司攜手創造更好的未來。

員工福利 
華碩一向視員工為重要資產，期望透過提供同仁具巿場競爭性的整體薪酬及豐富的應景活動及各

項福利補助，吸引優秀人才加入工作團隊，共創美好的未來，更致力建置自由、開放、暢通地雙向溝

通文化，取得同仁信賴，讓同仁願意將自身的狀況反饋讓我們知道，也傳達公司的理念讓同仁理解。

華碩經營理念第一條為「培育、珍惜、關懷員工」，也因此華碩重視員工的待遇及福利。完整的薪資

福利及完善的保險制度保障員工的基本生活，讓員工在專注工作之餘亦能兼顧家庭與健康。

華碩提供員工分紅及三節獎金（含端午節、中秋節及年終獎金），當年年中與隔年年初視營運狀

況發放績效獎金，也另有專利獎金及獲選模範員工的獎金等。華碩的薪資標準依職務、能力、學歷、

工作經驗及專業知識決定，起薪不因性別、宗教、政治、婚姻狀況等而有所不同。

根據台灣當地法令規定，新進員工報到當天起公司即會為員工投保，包括壽險、勞保、健保、新

制勞工退休金、疾病傷殘險等，也提供免費團體醫療保險。

5.3 企業承諾
華碩設有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涵蓋綠色環保、社會責任及人文關懷的功能。企業永續發展辦公

室主要負責人文關懷，與GreenASUS與SERASUS Committee分別運作、規劃、執行綠色環保及社會責任

的部份，並定期向董事長等高層主管報告。

人文關懷 
負責整合公司包含員工關懷、培育幹部、文化傳承、健康職場、員工福利等，落實華碩經營理念

「培育、珍惜、關懷員工，讓華碩人盡情地發揮最高潛力」，以內部員工為主要對象，結合內、外部

資源，用心創造建立完善關懷體制流程及暢通的溝通平台，並整合資源為公司美好的事務轉化成華碩

文化資產保存流傳並深植每位華碩同仁的心中。

員工關懷 

■重大災難之員工關懷及方案規劃

■因應發生重大災害時，一旦同仁或家人發生急難時，各項關懷機制啟動

■緊急連絡網的建立、急難救助金或慰問金的申請

■愛心募款

■人道關懷慰問、同仁休假安排協調

■志工安排

■醫療資源協助個案長期照顧、探訪關心

■員工關懷方案執行、紀錄

■員工或家人個案發生疾病、意外事故給予必要之關懷協助

■工作安排協調 

■醫療資源協助

■協助照護工的申請

■協助申請加入關懷協會 

■員工、眷屬身、心、靈的輔導

■同仁或眷屬死亡慰問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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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門診服務

每週定期專科醫師駐診，提供員工便利與立即性就醫服務，並依員工病況適時提供疾病諮詢與轉

介服務，必要時列入追蹤治療管理。

■H1N1防疫

依疾病管制局發布之緊急國際傳染病通報與分級制度，針對疾病特性啟動公司防疫機制，並針對

疫情發展每日進行資訊蒐集，適量採購防疫用品與提供衛教資訊，以提升員工自我防疫知識，如受感

染個案，除立即返家休養外，另每日追蹤病況發展。2009年被感染人數總計23件，其中無公司內感染

個案，感染者後續經治療後皆已康復返回工作崗位。

完善健康檢查服務 

■優於法規健檢福利

優於法規提供全員健康檢查、海外派駐員工健康檢查與高階主管健康檢查，新進員工與供膳人員

體格檢查，則提供檢驗品質合格、服務品質佳及價格優惠之特約醫院自行選擇受檢，另安排醫師與員

工1對1健檢報告解說，讓員工深入了解健康問題進而提升健康行為。

■疾病追蹤與管理

系統化健檢異常結果管理與複檢追蹤，針對高度異常個案依其病況進行轉介、衛教與定期追蹤，

有效管理員工健康狀況，遠離疾病。

積極健康促進‧活力職場

■台北市績優職場與健康職場認證

華碩為照顧員工健康及注重營養均衡，2009年首度由醫務室主導健康餐推動，用心輔導固定櫃位

塑造健康廚房形象，並以三大健康主題式套餐做設計以提升點餐率，2009年推動成果平均每月健康餐

點餐人數達 10,000人次以上，較前兩年提昇6∼7倍之多，於各方專家為期六個月三個階段審查會議及

現場評鑑後，華碩在全台灣1,739家參賽公民營企業中為唯一榮獲全國績優健康職場『營養健康獎』的

企業。

除婚喪喜慶補助之外，每年三節及生日均發放各家商品禮券及文康券，並提供優惠價格供同仁購

買華碩產品。為鼓勵員工繼續進修，公司每年亦提供員工與其子女獎助學金，並規劃內部與外部之教

育課程。

每年定期舉各式活動，包括佳節應景擺攤、藝文展覽與講座、文康活動、各項球類競賽、以部門

為單位的「華碩部門日」活動等，並固定舉辦大型戶外家庭日與聖誕晚會活動。

華碩於各廠區設置醫務室與門診，並有專業醫師及護士派駐，照顧員工安全與健康。全年推廣健

康促進活動，如年度健康檢查、疫苗預防注射、婦女防癌篩檢、減重班、健康講座等。公司僱請專業

營養師掌控員工餐廳飲食，負責餐飲之營養均衡配置和卡路里管控。

員工休閒設施陶然館亦有大型室內綜合球場、健身房、有氧教室、撞球室、游泳池、SPA、蒸氣

室、烤箱、戶外日光浴等設施供員工及家屬假日使用。

5.4 員工健康職場營造
員工是華碩珍貴的資產，以職業衛生為基礎，公司提供優於「勞工安全衛生法規」之服務，於公

司內部設置醫務室並提供全日8小時專業護理人員疾病管理、定期門診與健康檢查計畫，並積極推廣預

防醫學，舉辦多項健康促進活動，以達到全方位健康與疾病管理。

專業職業健康照護 

■一般醫療與緊急救護服務

專業護理人員一般性外傷處理與衛教、緊急傷病急救、送醫及後續追蹤與關懷，提供員工安心、

放心、關心的健康服務。

｜華碩企業總部福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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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樓梯活動

員工以識別證直接於爬樓梯讀卡機刷卡，電子化紀錄爬樓梯累積計點，並提供健康腳踏車及華碩

3C產品等摸彩品激勵員工，促進同仁身體健康及減少等待電梯時間。

■視力保健活動

考量公司員工長期電腦作業易導致視力衰退與近視加深等問題，協請大型眼科連鎖診所免費協助

員工進行視力、驗光、眼壓、鏡片度數、鏡身調整、檢後諮詢等相關服務，並配合特約診所、視力保

健健康餐等配套服務，以提升員工改善視力異常問題，進行適度修正。

■人因肌肉骨骼保健

考量公司員工長期電腦作業因姿勢與作業型態關係，易導致肩、頸、下背疼痛等問題，為協助員

工改善肌肉骨骼問題與提升保健知識，2009年除辦理肌肉骨骼保健講座，另安排物理治療師協助員工

進行免費肌肉骨骼評估，以其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針對肌肉骨骼問題改善，另安排每週2次物理治療

師肌肉骨骼復健治療，以利改善員工肌肉骨骼健康問題。

■健康篩檢

依員工年齡層、性別與工作性質，評估優良配合醫院安排不同類型健康篩檢活動，包含保肝、防

癌、女性子宮頸抹片、超音波及乳房觸診等檢查，提昇疾病治癒機率，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預防疫苗注射

依照員工需求與季節性傳染疾病，評估優良配合醫院協助員工施打疫苗，包含A型肝炎、B型肝

炎、流行性感冒、及子宮頸癌等疫苗施打，以提升員工防禦疾病力。

■特約診所服務

為提供多元門診優惠服務，經由員工推薦、網路優選、社區醫療群優良診所等資訊，針對科別、

醫師經歷與證照、合格開業證明、診所環境與特約內容進行評估，2009年總計評估19所診所，確定特

約包含內/綜合科、骨科、眼科、婦產科、復健科、皮膚科、醫學美容、中醫與藥局等9所診所，以期

提升員工就醫品質、健康照護與服務。

除此之外，華碩也不遺餘力塑造健康優質職場環境，包括行政團隊環境改善及維護、醫務室完整

健康照護服務、無菸環境、集乳室設置及各項健康促進活動推案......等，讓華碩榮獲2009年度台北市

「健康卓越獎」及國民健康局「健康職場自主認證」標章，並於12月8日由市長郝龍斌親自頒獎，藉以

肯定華碩「培育、珍惜、關懷員工」所做的努力。

■瘦身窈窕活動

針對BMI>24以上員工成立窈窕瘦身社團，提供長期瘦身服務，利用水中有氧運動、拳擊有氧運

動、one by one營養衛教、戶外腳踏車運動、健康講座、舒壓技巧等，並搭配健康餐等多種管道，協

助員工吃的健康，動的快樂；2009年活動舉辦總計8個月，總參與人數122人，總減去體重144.4公斤，

單人最高瘦身22.2公斤，平均每位參與員工減去3公斤，過程與成果皆員工受益良多。

｜瘦身窈窕活動剪影｜

｜市長郝龍斌頒發『健康卓越獎』｜ ｜國建局局長邱淑媞頒發『營養健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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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參與此學習成長計畫之人員共計3,187人，學習成長計畫流程如下圖：

｜圖5.4 學習成長計畫流程示意圖｜

｜圖5.5 人才培訓重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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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優良哺乳環境，設置有沙發、置物櫃、洗手

台、屏風拉簾、冰箱、紫外線消毒鍋等設備，另貼心安裝緊急呼叫鈴以維護集乳女性員工安全，提供

便利、舒適與安全的集乳環境。

■運動休閒設施

為提供員工一個包括優良工作環境及休閒健身之健康職場，公司花費數億興建之陶然館除員工餐

廳外亦含綜合球場、健身房、多功能舞蹈教室、三溫暖、SPA、溫水游泳池等多樣休閒運動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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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員工諮詢與溝通
華碩的智慧資本是來自各方的頂尖研發人員彼此無私地交流經驗和技術，經過不斷創新、發明、

精進所累積而成。員工是華碩所重視與珍惜的，本著凝聚情感營造團隊向心力，員工與主管間開放的

雙向溝通模式已行之有年。

例如，華碩領導人與員工面對面溝通的午餐約會、華碩論壇、ASUSDesign DRPS電子報、LSS電子

報、DigiTrend雜誌、華碩員工24小時緊急服務專線「2119」、角落文宣、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24小時諮詢專線等，提供員工、工作團隊、高階主管等內外部交流溝通的

良好橋樑與管道。

5.6 人才培育規劃
華碩經營理念即「珍惜、培育、關懷員工」。公司全面推動「學習成長計畫」（Learning & 

Growth Plan），目的在協助公司主管及員工發展所需能力，提供符合組織與個人發展之可行方案。秉

持「因材施教」的理念，以公司核心價值和各階層所需職能為基礎，並評估個人工作所需，由主管與

員工共同討論規劃個人的年度學習成長計畫，讓學習更有系統、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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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學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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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LSS Program O�ce與相關單位共同開發出以ASUS DNA 為基礎的「華碩文化教育學程」。此學程

簡介如下：

1.LSS與你：

所有新人報到二週內與LSS的第一次接觸，也是新進員工接受華碩文化的第一次洗禮。

2.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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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及未來展望。

3.LSS共同語言：

由LSS overview/LSS White Belt（De�ne, Measure, Analyze, Improve, Control, DMAIC）/Lean Practice/

Work-Out/CCFCC（Crucial Conversation For 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組成的LSS 五修課程，員工們於

到職六個月內完成LSS共同語言及價值觀的深度洗禮。

｜圖5.6 華碩文化教育學程｜

ASUS文化教育學程簡介

LSS與你

LSS in Orientation

到職兩週內

歷史與文化

E-learning
The ASUS Way

到職一個月之內

LSS五修
LSS overview

White Belt
Lean practice

Work out
CCFCC

到職六個月之內

LSS共同語言

ASUS DNA

加入華碩人

多元的學習資源

人才是企業致勝的關鍵。華碩在人才的培訓上始終不遺餘力，讓每位員工在工作中可持續不斷的

學習，充份發揮潛能。公司為全體員工規劃一系列的訓練課程和學習資源。訓練課程包括新人訓練、

新晉升主管訓練、核心價值訓練、管理職能訓練、專業職能訓練等。除內部訓練課程外，亦提供外部

訓練、在職訓練和自我發展等學習資源。

■內部訓練課程

2009年度內部共開辦了164堂教室課程，受訓人次6,964人，及61堂線上課程，受訓人次2,639人。

公司針對不同對象建立各階層之訓練藍圖，包括高階主管、中階主管、基層主管、專業職員工必修的

課程。此外，為協助新進員工快速適應和了解華碩文化和工作環境，亦規劃豐富且具實用性的新進員

工訓練─新人活力營，2009年一共有322位員工參與訓練，受訓時間達2,254小時。

■其他學習資源

華碩提供員工參加外部訓練、在職訓練和自我發展的機會。員工參與外部訓練機構所舉辦之專業

相關課程，公司會視課程與工作之相關性給予費用補助。依個人發展需求，直屬主管另輔以專案指

派、工作跟隨、工作代理、職場教練等在職訓練方式。此外亦提供各種自我發展的學習資源，如線上

學習、商用英語班、講座及品書小館。

｜表5.1 多元學習資源表｜

類別

training

On-job

training

項目

主管協助規劃員工的成長計畫，讓

員工邊做邊學，強化個人的知識

及技能。

1. 職務代理

2. 工作跟隨
在職訓練

訓練內容 訓練目標

提供系統性之課程，增進員工專

業知識與技能之深度與廣度。

1. 新人專業訓練

2. 專業職能課程

專業職能

訓練

透過主動與自主性之學習，發展個

人能力並兼顧個人志趣。

1. 數位學習

   (e-learning)

2. 商用英語班

自我發展

核心價值/

管理職能訓練

針對各階層員工，提供系統性之

成長學習與發展藍圖，有利於儲

備未來職涯發展之實力。

1. 新人訓練 

2. 核心價值課程 

3. 新晉升主管訓練

4. 管理職能課程 

5. 管理講座 

6. 菁英主管學程

3. 海外研習

4. 海外人才返台研習

3. 品書小館

4. 藝文講座

5. 華碩社團

3. 職場教練

4. 專案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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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Lean Six Sigma - Knowledge Map｜

■The ASUS Way - White Belt白帶培育課程

自2007年起，White Belt 課程為所有員工的必修課程，目的在養成流程改善的共同語言，以加速

遇到問題時的溝通並快速反應。在三個小時的 課程中，ASUS人將知道用5W1H的模式清楚定義問題、

以冰山模型看題、漏斗模型解問題。課程中也介紹了六標準差及解決問題五大階段D、 M、A、 I、C，

與各階段的重要概念。

■The ASUS Way - Yellow Belt黃帶培育課程

Yellow Belt課程融合LSS 五修課程中的重要觀念，藉由一天的團隊挑戰，實際走過問題改善的五大

階段以順利完成任務。學員可以在做中學的過程中，更深刻了解The ASUS Way的改善邏輯與概念，並

學習到最基本的改善工具，協助他們回到工作崗位上，可立即運用所學的LSS改善手法提升工作績效。

目前除了台灣地區定期開課外，亦同時擴展至大陸蘇州與上海地區。

■The ASUS Way - Green Belt綠帶培育課程

Green Belt課程目的在訓練用『嚴謹思維邏輯與科學數據驗證的方法』，靈活運用工具，有效釐清

問題、分析真因並找到最精實的對策，讓關鍵流程產生體質上的改善，進而提升ASUS 長期競爭力。此

課程為期五天，除落實「實用、簡單、靈活、有效」的工具安排外，設計Easy PC公司營運挑戰，讓學

員藉由角色扮演了解整體價值流程中可能碰到的問題，也從活動中讓各部門的人進一步了解彼此的立

場與觀點，確實達到跨界溝通。

流程改善專家養成計劃

2006年5月起華碩正式啟動再造之旅，LSS - The ASUS Way精實六標準差流程的改善手法在不斷的

思索與嘗試中終於在第三波的LSS推導中成形。LSS - The ASUS Way以崇本務實的精神，從價值溪流中，

藉由嚴謹的邏輯思維、科學數據與驗證追求準穩精速，並且同步在流程體質與環境的根本處做起，養

成勇於面對問題、快速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斷的創造客戶最大價值體驗。LSS - The ASUS Way是以華碩

文化價值（ASUS DNA）為核心，並融合了精實（Lean）與六標準差（Six Sigma）的精神與手法，將持

續改善深植於組織的營運中，不斷的追求「精采創新，完美品質」，朝向「數位新世代最受推崇的世

界級領導企業」邁進。

在流程改善專家養成計劃中，將LSS - The ASUS Way 的改善手法依照流程的廣度、問題的複雜度、

以及工具理論的難度，分別開發了White Belt、Yellow Belt、Green Belt及Black Belt培訓課程，以「簡

單、實用、靈活、有效」的原則，由淺入深的養成The ASUS Way的流程改善專家。

｜表5.2 文化教育學程相關簡介｜

Orietation
新人訓練

1.認識LSS 1.華碩歷史沿革
2.ASUS DNA
3.未來展望

1.ASUS Branding
2.ASUS DNA
3.Concept of LSS
4.LSS 

1.分析問題
2.設定目標
3.解決問題
4.DMAIC的5大步驟

1.何謂work-Out
2.Work-Out運作方式
3.Work-Out實務演練

1.Why CCFCC
2.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
3.Crucial

Conversation

The ASUS Way
華碩模式

LSS Ov erview
精實六標準差概念

導引

LSS White Belt
（DMAIC）

Lean Practice
精實修煉

LSS Work-Out
合力促進

CCFCC
以關鍵對話面對

建設性衝突

A B C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Module

1.何謂精實 Lean
2.精實 Lean 的精神
3.精實 Lean 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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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一直秉持著以「縮短數位落差」、「提升創新能力」、「培育科技人才」、「促進產學合

作」及「推廣環保節能」為其長期重視及努力的方向及目標。華碩不僅邀請員工一同參與許多內部發

起的環保活動，也積極與同業或異業發起愛心捐贈活動。華碩更於2008年成立華碩文教基金會，希望

能以更具體的行動力回饋社會，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6.1 縮短數位落差

原住民

■愛無限　部落上線

華碩文教基金會與東森購物合作「愛無限　部落上線」公益活動，共捐贈 135 台個人電腦嘉惠布

農族、鄒族、卑南族、魯凱族、阿美族、賽夏族、泰雅族、邵族、排灣族等九大族17所部落的國小學童。

■2009原住民華碩科教獎
華碩基金會與清華大學合辦2009年原住民華碩科教獎─網路科學展覽，藉由科學教育結合並推廣

原住民在地文化。

｜圖6.1 「愛無限　部落上線」網站｜

｜圖6.2 「原住民華碩科教獎」網站｜

■The ASUS Way - Black Belt黑帶培育課程

Black Belt 為ASUS 流程改善專家的實務養成課程（黑帶養成計畫）。以創造專案改善價值為訓練

目標，在DMAIC改善五大階段二十個步驟的專案運作過程中，將最實用有效的工具，分階段以模組化

的方式進行。學員可學到如何了解客戶需求、如何用流程觀來建構問題的輪廓、如何從流程績效落差

找到改善機會點、如何用有效的方法來呈現流程績效、如何集結眾人的智慧挖掘問題發生的真因、如

何用科學的統計方法來驗證關鍵真因、如何再整合集體智慧找出最精實的對策方案、如何擬定有效的

方法來持續監控效果。

5.7 績效管理與學習成長
華碩的績效管理制度結合績效評估和學習成長作業，以提升個人績效及能力，盡而達成組織目

標。同時，華碩強調主管和員工需持續不斷地溝通，使雙方的期望值一致，以充份發揮績效管理之效

益。

績效評估為依公司營運目標（KPI）向下展出部門和員工個人的工作目標，用組織內統一的語言及

客觀一致的評量方式，於同一水平評量員工的績效表現。全年度分別於年中和年底對正式員工進行一

次績效評估作業。第一次評量範圍為員工1月-6月之表現成果，第二次評量範圍為員工1月-12月之表現

成果。

考核對象分為管理職與非管理職兩大類；以期達到術業有專攻，依據不同的向度給予應有的評分

標準。管理職評核項目為：核心價值、管理職能、專業職能、工作成果；非管理職評核項目為：核心

價值、專業職能、工作成果。

對於績效落後之同仁，主管將輔以「績效改善計劃」（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訂下改

善項目、績效衡量指標與時程，並給予足夠資源與支持，以幫助員工改善績效達成目標。

績效評估的結果是讓員工自己和自己比較，每一次評核結果能達到、甚至超越所被賦予的目標，

並依評核結果思考未來的生涯如何規劃？公司可以提供什麼環境讓自己向上？自己可以再貢獻什麼績

效回饋給公司？以期能達到雙贏的結果，公司和所有員工皆能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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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1. 回收地區：台灣

2. 回收服務對象：

■B2C：一般消費者

■B2B：公民營機關團體（含民營企業、公家機關、法人團體）

3. 回收標的：不限品牌之

■廢主機（至少包含機殼、電源供應器、主機板)

■廢螢幕

■廢筆記型電腦

｜圖6.3 「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網站｜

海外

華碩基金會配合APEC縮短數位落差計劃（ADOC 2.0）與資策會合作建立下列數位學習中心，協助

偏鄉及街童脫離貧困：

■於印尼雅加達設立一個數位學習中心

■於菲律賓設立二個數位學習中心及二個行動數位學習中心

另與ADOC 2.0民間辦公室合作出版記錄書集及拍攝記錄片推廣數位學習，縮短數位落差。

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

此為經濟部技術處創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逆物流回收再利用綠色行銷永續經營開發計

畫」，計劃時間自2008年7月始動至2009年12月底止。因績效卓著，榮獲評審以特優結案並呈報經濟

部表揚。

本計畫目標在提供台灣地區一般消費者（B2C）及公民營機關團體（B2B）多元方便之廢（舊）電

腦回收處理服務，並將回收電腦經測試修整成之再生電腦，捐贈給偏遠地區中小學童及社會弱勢團

體，協助提升偏遠地區資訊化能力，縮減數位落差。華碩電腦推動「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專案是結合

環境保護和關懷社會公益，落實企業社會發展之責任。

｜印尼數位學習中心｜ ｜菲律賓數位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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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故事─菲律賓資訊暨通信科技委員會

華碩電腦參與行政院縮減數位落差計劃ADOC 2.0計畫，於2009/6/23捐贈共34套再生電腦至菲律賓

資訊暨通信科技委員會，是國內民間ADOC成員首度跨出海外進行捐贈。

華碩並搭配台灣資策會駐菲辦事處，協助CICT & NTC設立一處硬體維修培訓中心。在該培訓中心

使用華碩捐贈的再生電腦，作為電腦組裝維修課程的學習教材。在培訓中心第一批次的培訓課程中，

總共有38名學員參與電腦組裝培訓課程。

這些種子學員，並將從硬體維修培訓中心向外擴散到偏遠之各社區，在各偏遠社區成為種子講師繼續

擴散學習成果。除了深入到各偏遠社區，教導菲律賓當地弱勢居民電腦拆解與維修的技能外，並希望

藉此訓練當地弱勢居民取得一技之長，以提高其就業機會，改善其生活品質。

華碩電腦自2009年起搭配行政院縮減數位落差計劃（ADOC 2.0）執行結合環保與社會公益之「再

生電腦 希望工程」專案，希望建立資源回收再利用之循環型社會，並將回收的淘汰資訊產品，整修成

再生電腦捐贈給弱勢團體，以消弭社會數位落差，並同時疼惜我們所居住的地球。

「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專案推行至2009年底，公民營機關團體參與家數達218家，一般消費者參

與人數達747人。受贈對象包含偏遠地區國中小學和弱勢/公益團體，共捐贈3,103台再生電腦。詳盡活

動內容請至「再生電腦 希望工程」網站：http://recycling.asus.com/

■捐贈故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根據唐氏症基金會提供之資料顯示，在台灣每800名新生兒中，就有一位是唐寶寶（唐氏兒），

此發生機率相當於每天有一位唐寶寶誕生。唐氏症兒因基因突變，導致成長發育較遲緩，智能均呈障

礙，因此更需重視唐寶寶的輔育問題。

因八八水災後公益資源過度集中問題，造成弱勢基金會及團體公益資源短缺，導致許多基金會產

生營運困難。華碩電腦得知唐氏症基金會急需再生電腦的狀況後，立即捐贈了5台再生筆記型電腦，提

供給唐氏症基金會做為唐氏兒輔育教學使用。

華碩電腦滿心期待再生電腦能協助唐寶寶進行早期療育，啟發其學習潛能特質，讓唐氏兒能達到

自給自足、自助助人的照護服務。希望藉此能幫助唐氏兒走入社會發揮潛能，創造他們的無限未來。

■捐贈故事─弘化懷幼院

弘化懷幼院位處於偏僻的桃園大園鄉沙崙村，創辦人為林玄啟（林伯伯）。自西元1985年起，收

容不符合政府補助標準但確實需要幫助的小孩並免費負責教養他們，直到成年為止。是全國唯一沒有

政府補助，100%經費由民間贊助的的育幼院。自從八八水災後，弘化懷幼院收容的院童數也從七十餘

名增加至百餘人，經營著實更加不易。

華碩在得知這個狀況後捐贈10套再生電腦至弘化懷幼院，以協助弘化懷幼院重整電腦教室。並藉

由結合學校志工與網路業者的資源，協助建置線上視訊教學模式。除了讓志工老師們藉由視訊掌握小

朋友們學習狀況外，也讓小朋友們學習電腦技能，以消弭社會數位落差。



06 社會參與

56

06 社會參與

57

6.3 建教與產學合作
為促進產業界與學術界之交流合作，研發相關技術探討未來趨勢，進而發展前瞻性與全方位之知

識、技術、管理、e化、及人才培訓等項目，華碩基金會與建教及產學合作，以期建立與學術界的緊密

互動，提高人才素質，列舉活動如：贊助國內外學校獎助學金和學術研究經費、捐贈設備及研發合作

經費，以培育科技人才提升在學青年對創意之潛力。2009年部份活動如下：

■贊助大陸清華大學與浙江大學獎助學金，協助培養科技暨國家人才

■捐贈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與浙江大學電子工程系實驗室設備

6.2 贊助及促進文藝學術交流

文化／藝術／音樂相關推廣及贊助活動

華碩與華碩基金會持續贊助藝文活動關懷本土、放眼國際、善盡社會責任。期以企業公民身份加

強挹注資源於文化藝術事業，提升全民心靈生活品質。延續2008年與台北當代藝術館之贊助模式，透

過本基金會免費借用華碩相關產品給台北當代藝術館之藝術家及策展單位。於2009年共配合11個國內

及國際當代藝術展，參展人數達27萬人。其中包括最具代表性之〝台北第四屆數位藝術節〞及〝跨兩

岸的視覺突擊 動漫特攻隊雙聯展〞。活動列舉如下：

■奔牛節公共藝術活動

■台北當代藝術館下列11項展覽覧

■台北 4th 數位藝術節                ■派樂地展

■Poem 100 Exhibition                 ■愜聽展

■小．碎．花．不展                    ■無中生有展

■台新藝術展                                  ■視覺突擊 - 動漫特攻隊展

■各搞各的展                                  ■數位藝術成果展

■林銓居「生命的穀倉」展

■與公視合辦推廣環保教育舉辦全國環保短片競賽活動

■贊助公視拍攝環保保育教育記錄片「黑面琵鷺」

■贊助馬修蓮恩協助兒童家扶募款音樂會
｜保育教育記錄片「黑面琵鷺」｜｜全國環保短片競賽活動｜

｜馬修蓮恩兒童家扶募款音樂會｜ ｜奔牛節公共藝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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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弘道推廣老人社區運動數位化

照顧偏遠社區銀髮老人，與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及台灣自行車研發中心共同合辦「社區數位運動

班 銀髮寶貝e起來」。首次開班選定於台中山脚社區由本基金會提供華碩相關產品結合由台灣自行車

研發中心發展之健康設備，由弘道之專業志工及社工設計健身課程協助老人進行伸展及健康維護。

慈善捐款與賑災

華碩集團於2009年8月12日宣佈捐贈1.5億元投入莫拉克八八風災之賑災，華碩員工也發起「樂捐

一日所得」活動。於2009年10月29日與宏碁、英特爾（INTC-US）台灣分公司、台灣微軟（MSFT-US）

聯合宣布，將提供 4500 台電腦與軟體給颱風受創的7縣市學校與社區，並透過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及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協助災區教育與社區發展，為重建莫拉克颱風受創災區。

子公司社會關懷活動

華碩子公司於當地亦有社會參與活動，列舉如下：

華捷

■華碩科普圖書室

中國科協、華碩集團共建計畫用5年時間投入價值5000萬元的科普書籍和電腦設備，在全國基層

地區建立1000個「華碩科普圖書室」，持續開展科學普及工作、幫助推進科普資訊化建設。這

是繼2008年「科技照亮金土地，IT科普百城行」活動後，華碩集團與中國科協再度攜手開展科

普公益活動。

■建國60周年邊貿行活動

華碩電腦與1039廣播電臺、解放日報等聯合開展邊貿行活動，深入到廣西、雲南、西藏等邊

防，慰問邊防官兵，並向他們捐贈電腦、投影儀、印表機等設備，豐富廣大邊防官兵的工作和

生活。

■關注成長 放飛希望

華碩組織志願者開展綠色心靈志願者行動，在四川捐贈了3個科普圖書室，並且與四川中江東北

鎮華碩抗震希望小學師生共同慶祝了華碩援建的教學樓落成。

■你的行動 家鄉的未來

華碩啟動IT講師計畫。本次活動在全國14個城市、180所高校中開展的大規模宣傳及嚴格篩選，

經過系統培訓的1451名大學生「IT講師」利用假期時間返鄉積極地為自己家鄉的全面普及電腦

知識貢獻力量，助力農村資訊化建設。

6.４ 關懷社會

創造弱勢團體就業機會

華碩除捐贈電腦、幫助弱勢團體消除數位差距，亦透過別種方式照顧他們。企業總部2樓的員工美

食街自2008年起免費進駐喜憨兒麵包坊，提供少許弱勢團體就業機會，關懷與回饋給社會。

關懷兒童

■參與由文建會/台北文化局/台中市政府主辦之2009台北奔牛節共同推廣公共藝術。本基金會提

供活動贊助金及華碩MID設計之三頭奔牛，作為活動經費及捐贈給公益組織從事兒童美學與藝

術推廣的教育基金。

■贊助由 HiNet 主辦之 Matthew Lien音樂會為貧困兒童募款，並捐出由本基金會提供的華碩環保

竹筆電於現場義賣之現金。

贊助農民參與認養農田活動

持續參與PayEasy關懷農民活動。2008年認養柳丁，2009年認養一位農民負責的0.5公頃無毒耕作

稻米。預定2010年2月25日完成交貨。

｜浙江大學獎助學金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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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環境保護活動
華碩持續每年舉辦一系列環保活動，2009年3月12日配合植樹節慶，華碩同仁共襄盛舉，經由林

務局協助指導，共計種植355棵樹，攜手為地球降溫；2009年4月22日配合世界地球日舉辦環保回收活

動，活動營收捐贈弱勢團體；2009年6月5日配合世界環境日，舉辦環保有獎徵答，落實同仁環保生活

化理念，並發送手工環保香皂，併同宣導與教學廢油再製環保皂，愛護河川，寶貝肌膚；2009年12月

12日敦親睦鄰淨灘趣，邀請華碩同仁與親朋好友一同清淨關渡河岸與街道。

｜3月12日植樹節慶｜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舉辦環保回收活動｜

｜浙江大學舉辦智能機器人競賽｜ ｜聖誕節之兒童之家關懷｜

■情繫災區教育事業

華碩電腦向四川都江堰頂新新建小學捐贈142台電腦設備，這些電腦將主要用於新建希望小學電

腦中心以及多媒體教室的搭建，為該校師生提供日常學習和開拓視野的平臺。

■科技與自然同行

華碩綠色志願者行動，綠色科技助力環保。華碩提出「科技與自然同行」環保理念，帶領志願

者與專家走進三江源自然保護區，正是以企業公民的身份，為當地環保組織提供科學技術的支

援，助力三江源的環境改善。在環保的同時，華碩環保志願者們還把愛心帶到了玉樹孤兒學

校，一座凝聚著華碩公益愛心的華碩科普圖書室順利落成，傳達了華碩的愛心與環保理念。

■華碩攜綠色科技走上珠峰感恩自然

為期8天的行程中，華碩志願者們不但共赴紮西宗小學，將前期「電腦午休1小時」活動中所節

電款購買的助學書本，送到孩子們的手中，完成愛心傳遞，並為日喀則的邊防駐軍送去數台電

腦，表達慰問之情。

■幫助在校大學生有效提升就業力的2009華碩校園行行動啟動，2000年至今，華碩校園行活動

在中國大陸舉行10年，影響數百萬人次。

華科

■華碩與武漢、蘇州以及杭州等地的各名校建立緊密合作關係，捐贈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與浙江

大學電子工程系實驗室設備，促進高校尖端科學的研究發展與學術交流，並招錄用該校學生就

業。

■資助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舉辦軟件大賽及浙江大學舉辦智能機器人競賽與工業設計競賽。

■員工慷慨解囊，捐款予台灣莫拉克颱風受災地區。

ACZ

■於2009年聖誕節期間贈送聖誕禮物給一間兒童之家的孩子們，42位孩子每位至少有三份禮物。

｜華碩科普圖書室｜ ｜情繫災區─新建希望小學｜ ｜攜綠色科技走上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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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況

｜6月5日世界環境日活動｜

｜12月12日敦親睦鄰淨灘趣活動｜

環保99 讓地球美麗久久─創意短片大賽

華碩文教基金會與公共電視合作舉辦全國性環保短片大賽公益活動「環保99 地球美麗久久」，凝

具群體力量提升環保意識，活動時間為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近千人參賽，徵件近500件，頒獎於

4月完成。得獎作品並製成DVD免費提供給環保及教育相關位運用。

｜與得獎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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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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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補充指標

EC4

EC6

EC7

EN1

EN2

EN8

原物料的總使用重量或用量數

主要營運點對當地供應商的政策、措施及支出比例

主要營運點聘用當地人員程序與聘用當地高階經理人之比例

原物料的總使用重量或用量

回收再生料的使用比率

依各來源劃分之總耗水量

經濟

經濟績效

環境

原物料

市場定位

華碩並無政府給予之財務援助

華碩所有合作供應商需通過稽核且符合華碩GA標準與審核流程，不因地
區性而有所不同，支出比例100%。

華碩2009年使用的總包材重量（噸）請參照以下表格：

各地區主管會根據營運須要，提出人力計畫，經權責主管核決後進行招募與

任用工作。招募方式必需符合當地法規，經由考試、面試與reference check，

聘用合適的人選。

為了將公司企業文化深入到每個營運據點，在主要國家的高階主管大都是

由台籍幹部擔任。即使有用當地主管，整個經營決策仍由台籍幹部擔當。

1.依循綠色產品環保標章之要求，符合台灣環保標章、北美EPEAT環保標章

和歐盟環保標章產品，其紙類包材中最少含有80%的再生料。

2.華碩顯示器產品機殼添加塑膠再生料(post-consumer recycled plastic)，

再生料使用比例達整機重量10%以上。

華碩所使用的水來自於自來水公司。2009年度台灣區總耗水量為662,679公升。

包材種類

塑膠類包材

紙類包材

塑膠類與紙類包材

2009年

1,748

29,491 

31,239 

。



GRI 指標索引

72

GRI 指標索引

73

0.0%

2.5%

5.0%

7.5%

10.0%

12.5%

15.0%

十二月十一月十月九月八月七月六月五月四月三月二月一月



GRI 指標索引

74

GRI 指標索引

75

0%

20%

40%

60%

80%

十二月十一月十月九月八月七月六月五月四月三月二月一月



GRI 指標索引

76

GRI 指標索引

77

報告書查證

本報告書之自我宣告應用等級為A，並經過Global Report Initiative Sustainability執行GRI-check查

證，符合GRI G3 應用等級A。

華碩2009年度企業永續發展報告書內容部分已完成外部認證， 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IECQ QC 080000 IECQ HSPM有害物質管理系統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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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第三方認證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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