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發行歷程

華碩電腦自2006年起，每年發佈非財務性質的「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書，並於

2008年首次依循全球報告書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發佈的永續報告綱領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撰寫。此後，每年持續依循GRI最新綱領發佈此報

告書，作為回應利害關係者及揭露華碩永續經營的管道。前次發行時間為2015年6月。

撰寫依據與綱領

本報告書係採用GRI發佈的第4版綱領核心選項（GRI G4 Core Option）作為主要架構，同

時參考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詳細內容請參考本報告書附件的GRI G4

及聯合國全球盟約對照表。

組織邊界與揭露範疇

本年度報告書內容涵蓋華碩電腦2015年度（1/1~12/31）在公司治理、環境及社會等面

向的作為與績效，同時回應利害關係人的關注事項，並兼顧華碩永續經營的相關議題。

組織邊界以合併財務報表組織邊界為基礎，依營運控制權篩選，列出在永續議題上具

實質影響力的一階子公司及部份海外子公司。國內公司包括：華碩電腦、華碩聯合及華

碩雲端；海外子公司皆以銷售、廣告行銷與維修服務功能為主，於本報告書揭露的實

質性議題專注於能源使用、人力資源及社會參與等領域，涵蓋：北美ASUS COMPUTER 

INTERNATIONAL，以及隸屬華碩全球業務管理的ASUS TECHNOLOGY PTE. LIMITED下的華

碩電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捷」）、上海華維電腦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

維」）、華碩科技（蘇州）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科」）、德國ASUS Computer GmbH

（以下簡稱〝ACG〞）、法國ASUS France S.A.R.L.（以下簡稱〝ACF〞）、義大利ASUSTeK 

Italy srl（以下簡稱〝ACIT〞）及捷克ASUS Computer Czech（以下簡稱〝ACZS〞）。上述

範疇涵蓋華碩永續議題的實際行為當責單位與全球主要市場的營運據點；並排除企業內

因投資目的而設立的功能性子公司。

報告書查證

本報告書係委託SGS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採用AA1000AS（2008）第二類型高度

保證等級，針對本報告書的當責性內容與數據品質進行確證，保證聲明書附於本報告書

全文之後。本報告書所揭露之財務數據，則引用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

聯絡資訊

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您聯絡我們。

Email: stakeholder@as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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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守「追尋無與倫比」企業精神，華碩連續三年獲台灣國際品牌價值調查冠軍，感謝公

司全體同仁努力，華碩在追求卓越創新及堅持品質之餘，也傾注心力在環保與企業社會

責任上，此項殊榮再次肯定華碩在歷經競爭激烈與變化迅速的市場態勢中依然穩健經

營。秉持崇本務實的經營理念，堅守誠信原則，傾聽利害關係者的意見，兼顧永續治理

及企業營運成長，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呼應全球永續目標，朝永續企業邁進

2015年間全球重要的永續議題，包括聯合國正式通過「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計畫改善氣候、環境、社會、教育等問題；以及各

國元首聚集於巴黎參加的氣候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 UNFCCC COP21 ），達成全球必須

在減緩氣候變遷上做出努力的共識等。華碩多年來對永續議題的關注，以具體及持續的

行動力回饋社會，例如將環境友善思維融入產品設計開發之中，與供應鏈合作建立永續

生產模式；藉由碳足跡分析與能源管理系統，逐年減少產品與營運的溫室氣體排放；發

揮品牌的影響力，將數位教育推廣至世界各地，改善當地人的生活品質等，這些作為呼

應了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也呈現在本年度的報告書內。

永續經營是華碩的願景，也是認為不可或缺的企業競爭力。華碩人除了思考創造消費者

無與倫比的體驗外，也必須在永續議題上創造無限可能。我們將持續傾聽各方的聲音，

結合企業本業與永續作為，以達到躋身世界級的綠色高科技領導群，對人類社會真正做

出貢獻的經營理念。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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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電腦始終相信，企業永續的基石，除了來自於產品的快速創新、感動人心，創造經

濟繁榮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環境與社會的貢獻，有鑑於此，華碩電腦特別成立”永續

發展辦公室”，以經濟、環境與社會各角度，執行各項專案，期望成為社會向上的進步

力量。

華碩電腦始終秉持著以「培育、珍惜、關懷員工」為起點，並以「對人類社會做出貢

獻」做為依歸。因此從關懷員工開始做起，支持員工善用科技的創新，設計體貼人心的

產品，更思考如何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中，降低對於環境的傷害，讓我們的產品、服務

乃至於社會回饋，都能觸動人們心中的感動，提升華碩於消費者之中的心占率。

本報告書中揭露過去一年的執行成果，包含經濟、社會、環境三大面向分類，並通過SGS 

AA1000AS之有效認證，而於社會方面，我們著墨於員工關懷與社會參與兩大主軸，以員

工關懷為例，華碩不斷堅持創造員工幸福感，以多元的形式，使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

除此之外，更藉由志工活動，讓員工身體力行，善用核心能力，發揮潛能，回饋社會，其

中，又以全球數位志工為主要工作項目，將華碩縮短數位落差之使命，實際落實於世界

各角落。

華碩身為世界公民，支持聯合國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持續以實際行動協助人類改善環境與生活品質，留給後代子孫更好的生活環境。永續是

一條漫長的道路，未來華碩仍以永續力做為企業競爭力與差異化的基石，躋身世界級的

綠色高科技領導群。

永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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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的訴求，是企業朝向永續發展必須重視與回應的重點，透過與利害關係人的

交流，可開創永續經營的新商機。

華碩電腦秉持著誠信經營、綠色堅持與對社會的關懷，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利害關係者的

信任。我們也建立起透明、即時、有效的溝通管道，除了各單位代表在日常業務中，與

利害關係人持續交流反饋外，為了廣納不同意見，我們在公司網站建置利害關係人專區

與企業社會責任信箱，聯絡管道皆有專人負責，依據不同議題進行範疇、性質分類，並

由各專責單位進行回應。

依據GRI標準，將利害關係人定義為對華碩永續營運具有影響力的內／外部團體或個人。

於2015年間，我們收集不同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重要議題，將溝通管道及本報告書回應

訊息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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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性議題

華碩對於重大性議題的鑑別，是經由彙整利害關係人透過各種管道表達的關注議題／頻

率，考量全球同業／異業的永續作為，以及各種調查分析報告等，依其造成永續經營上

的風險與影響進行管理。

我們以GRI G4的指標作為基礎架構，將利害關係者關注的議題，經由鑑別、分析排序、

確認等流程，於本報合書進行回應。除此之外經過分析後，近年來利害關係者除了一般

常見的議題外，越來越在意華碩與世界永續發展趨勢的接軌，特別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呼應。因此，本報告書將永續發展目標做為

重大性議題門檻，以利害關係人關注華碩應呼應的永續發展目標為主軸，闡述2015年的

永續作為。

下表為各個實質性方面所涵蓋到的邊界，相關考量面之管理方法則標註於第7章GRI指標

索引，於各實質性指標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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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條件申訴機制

不歧視

童工

強迫勞動

供應商人權評估

人權申訴機制

反貪腐

不公平競爭行為

符合性

供應商社區（衝擊）評估

社區（衝擊）申訴機制

顧客健康與安全

產品與服務的標示

行銷傳播

客戶隱私

符合性

衝突礦產

社會參與

其
他

社
會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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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環境持續惡化及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日趨嚴峻下，聯合國在1992年於巴西的里約熱

內盧召開了「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and 

Development, UNCED），簡稱「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該會議開啟了人類永續

發展的新思維與新方向，並嘗試從發展中尋找解決方法。2012年，在首次的地球高峰會

議20年後（Rio+20），世界各國元首再次聚集、共同討論全球推動永續發展所面臨的問

題與展望，產出了「我們想要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文件，並且著手制定永續發

展目標SDGs。

在與會各國經過廣泛地討論與協商後，聯合國在2014年正式決議通過SDGs，範疇包

含環境、經濟及社會三大面向，共訂有17個目標（goal），並往下展開169個細項目標

（target），列舉應達成的精確項目。

圖片來源：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

SDGs雖然是聯合國所制訂的「國家層級」永續發展方向，但華碩認為，達成SDGs不僅

需要政府政策推動及民眾監督，同時也需要企業積極參與。因此華碩透過利害關係者議

合，鑑別出與華碩有關的議題；以企業的角度審視SDGs的訴求，結合經營策略及CSR規

劃，採取實際行動呼應SDGs，同時創造企業的永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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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鑑別出在SDGs中，利害關係者希望華碩呼應的目標；亦針對這些目標採取相對應的行動，相關作為請參考下表。

我們也將持續規劃新的專案，推動華碩在永續發展中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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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華碩產品

公司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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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持續經營品

牌，以「追尋無與倫比」為品牌精神，推出技術與體驗領先的ZenFone系列智慧型手機

翻轉市場潮流，並藉由極致設計與品質兼備的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智

慧型手機、智慧穿戴裝置、主機板、顯示卡、顯示器、路由器、伺服器與雲端應用等產

品引領產業趨勢，更積極以《ROG玩家共和國》系列電競配備為玩家開創新世代遊戲體

驗，致力為全體使用者打造輕鬆、愉悅、無縫的數位智慧新生活。

因應雲端世代的資訊應用需求，自2008年起，華碩子公司「華碩雲端」開始佈局全球個人

雲服務，並預載於華碩產品，為使用者帶來軟硬整合的解決方案；2011年，伴隨著雲端運

算、巨量資料與行動化趨勢的成熟與發酵，推出全球首創的企業雲服務，協助客戶實現

新型態的IT架構；2013年起，更進一步開放API，與健康醫療、教育服務、環境監控與智慧

家庭等物聯網應用領域合作，加速產業整合與創新，打造更完整的華碩互聯雲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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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企業理念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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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社會真正做出貢獻

華碩DNA

「數位新世代最受推崇的世界級領導企業」

華碩秉持著「華碩五德」--謙、誠、勤、敏、勇的精神，致力成為數位新世代最受推崇的

世界級IT企業。

圖1.2 華碩DNA

品牌承諾

追尋無與倫比

「華碩始終對科技懷抱熱情、用創新驅動發明。放膽築夢，致力為世人創造數位生活之無限可能。我

們不斷追尋無與倫比的構想和體驗──更渴望將無與倫比的精神，落實在一切創作當中。」

1.2公司治理架構

有關於本報告書所列的組織、委員會，是主要CSR議題的負責單位，其位階請見下圖。若想

了解完整的華碩電腦組織架構，請參考年報：

http://www.asus.com/tw/Pages/Investor/#Financials-Annual-Reports

                                                     

                                                             

圖1.3 華碩永續治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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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薪資報酬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協助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以及公司

整體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薪資報酬委員會的職責在於確保公司之薪資

報酬規畫符合相關法令且足以吸引優秀人才。

2015年共召開2次會議，通過年度董監事分配建議案及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績效評

估及薪資報酬分配事宜，致力於公司治理及保持公司競爭力的協助事項。薪資報酬委員

會相關細部資料，可參照投資人網站上公佈的公司年報。

1.2.3個資資安委員會
「個人資料保護與資訊資產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個資資安委員會」），由電腦

中心、法務中心及其它相關單位與派員組成。個資資安委員制定「個人資料保護與資

訊資產安全政策Global Polic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Information Asset 

Security」，於華碩集團正式公告施行，作為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與建立、實施資

訊資產安全防護之指引。為確保落實個人資料保護與資訊資產安全政策，個資資安委員

會每雙週舉行定期會議檢視年度工作，並透過不定期臨時會議機動調整執行方式及處理

個資資安相關事件。如欲了解個資資安委員會2015年主要推動成果，可參考本報告書3.5

節之顧客隱私與資訊安全。

1.2.1董事會
董事會為華碩電腦公司最高治理單位，由7席董事及3席監察人所組成，皆為男性，無獨

立董事，董事長施崇棠先生未兼任公司總經理之職務。董事會成員普遍具備營運判斷、

會計及財務分析、經營管理、危機處理、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決策等執行職

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有關董事會成員之姓名、學經歷及兼任其他公司職務情

形，請參考年報。

董事會職責

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在董事長施崇棠的領導下，董事會成員皆以審慎的態度，善盡指

導與監督之責，並落實法規遵循、財務透明、即時揭露重要訊息，為股東創造最高利益。

為提升董事會成員之專業知能及法律素養，每年邀請外部講師授課，為董事會成員安排

集體進修，修課內容可參考年報。

利益迴避制度

董事會成員皆秉持高度自律之精神，避免利益衝突。

董事或經理人為自己或他人從事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時，應根據法令之要求事先

需取得股東會核准。

「董事會議事規範」第16條明訂：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

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

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並應於會議記錄詳實記載相關事

項，符合上市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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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GreenASUS Steering Committee及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
GreenASUS和SERASUS（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SER）管理委員會，分別監

督產品綠色管理與組織環境及社會管理相關事項。管理代表由執行長授權，委員會成員

橫跨公司內部不同單位，包括各事業單位、功能單位及其他工作小組。管理委員會定期

召開會議，於會議中完成規劃、協調與決策，推動產品綠色品質、品質管理系統、環境

管理系統及社會活動等項目。委員會架構請參考下圖1.4。

圖1.4 GreenASUS & 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組織圖

1.2.5永續發展辦公室
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ffice，CSO）於2009年成立，隸屬董事長

管轄之常設單位，設有永續長一職。辦公室成員皆為專職員工，以Top-Down方式進行

企業永續發展的規劃與執行。華碩了解發展企業永續競爭力必須和經營核心及業務相結

合，因此永續發展辦公室的職掌包括產品綠色品質、企業永續績效、供應鏈社會責任管

理、員工關懷及社會參與等五大面向，涵蓋治理、環境及社會等永續議題。

永續發展辦公室的運作請參考本報告書1.3.5節永續營運轉型；2015相關行動請參考本報

告書各章節。

1.3經營資訊揭露

1.3.1財務資訊
2015年華碩集團合併營收為新台幣4,723億元，較2014年略減1％；歸屬母公司股東之稅

後淨利為171億元，較2014年減少12％。華碩智慧型手機2015年出貨量大幅增加，但受新

興市場匯率波動影響，致匯率換算後營收約與2014年持平，淨利同因業外匯兌損失而減

少，惟在核心本業營運部分，仍屬穩健。

2015年華碩品牌合併營收為新台幣4,365億元（公司自結數），品牌營業利益為201億元

（公司自結數），約與2014年相當；2014年品牌合併營收為4,363億元（公司自結數），品

牌營業利益為203億元（公司自結數）。上述財務資訊皆由獨立第三方會計師事務所查

證，詳細的營運概況、年報與財務報表，請前往投資人關係網址觀看及下載：

http://www.asus.com/tw/Pages/Inv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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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道德誠信與透明度
企業遵循從業道德，維持資訊透明度是永續經營重要的一環。為凝聚華碩人共識，特精

選華人傳統優質五德「謙、誠、勤、敏、勇」，列為全體同仁一致之待人處世與自我砥勵

之行為標竿，以符合經營理念之一「堅守誠信、勤儉、崇本、務實的正道」。

華碩將「電子產業行為準則（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 EICC）」及「上市上櫃公

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奉為圭臬，特制訂「員工道德行為守則」，內容涵蓋反貪污賄賂、

內線交易及智慧財產權等法令依循規定。「員工道德行為守則」線上課程為全員必修課

程，調訓所有在職員工，並規範所有新進員工須於到職一個月內完成修課。此外，亦不定

期對員工進行「員工道德行為守則」的宣導與釋疑，強化全體員工從業道德，期許全體員

工除了專業能力外，展現應有的道德。華碩設有舉報信箱，所有同仁可透過信箱反映違

反守則的嫌疑事件，公司對於舉報人予以保護，以避免遭受不公平、不尊重的對待。

針對違反道德行為守則之個案，公司依個案情節進行懲處，並公告之。華碩透過獎懲制

度，確保員工絕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要求、期約、收受任何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2015年間，華碩員工無涉及違反從業道德相關規定之事件。

對外部合作廠商，華碩皆要求簽回「誠信承諾書」。針對違反反收賄、反貪瀆而造成公

司損害的外部單位，將依據簽署之誠信承諾書的規定予以求償並採取必要的法律行動。

2015年期間，華碩與外部合作廠商之間，無發生違反誠信規定事件。

1.3.3稽核管理
稽核室隸屬董事會，設稽核長一人總管內部稽核業務，督導稽核室辦理內部稽核工作，

稽核長之任命與免職需經董事會同意。另有數位專任稽核人員負責執行集團內定期及不

定期之稽核與專案查核等事務。

稽核室之職掌在於協助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進行獨立、客觀地評估華碩集團的內部控

制制度之完備性、有效性及落實性，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以合理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

能持續有效實施。同時依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之委任，提供相關調查、評估或諮詢服

務，以協助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履行其公司治理的責任。

為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並協助管理階層履行其責任，稽核人員執行任

務時秉持超然獨立性，以客觀公正之立場執行其職務。稽核管理作業包括：

母公司年度查核：每年度依風險評估及主管機關之規定擬定稽核計畫，經董事會核准

後實施。各項查核構面包含且不限於營運稽核及法令遵循性稽核。

專案查核：依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之營運與管理需求，執行不定期之專案性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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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工作內容，稽核室所提出之內部稽核報告及工作底稿應包括對內部控制制度各

項規定與業務流程進行評估，以判斷現行規定、程序控制是否適當，管理單位與營業單

位是否確實執行內部控制及效益是否合理等，並適時提出改善建議。

1.3.4風險管理
非財務風險的管理作業，主要架構於GreenASUS&SERASUS Steering Committee下執行，

由各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進行風險鑑別與管理，訂立風險管理專案並定期於會議上進行

呈報。對於風險來源，分別就下列各方面進行評估及因應：

1.3.5永續營運轉型
華碩相信，具有永續發展前景的企業，不僅企業本身可以因此創造競爭力，在營運成長

的同時，在經濟、環境與社會領域亦可一同受惠。華碩也了解到，企業永續不能侷限在

社會公益與企業形象，必須結合企業營運核心及主要業務，才能將永續經營轉換成優勢

競爭力。因此，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重心，也會隨著主軸策略而有不同的因應轉型。

內部控制自行評估作業：每年度依法在公司內統籌「內部控制自行評估」作業，由各

部門執行者定期針對各作業控制項目的合理性、落實度及有效性進行檢視，經稽核室

覆核後，將評估結果回饋給董事會。

子公司查核：根據年度查核計畫或董事會專案要求，針對集團內子公司進行定期與不

定期稽核作業，評估與確認其營運目標達成性、財報可信度以及內部控制妥適性，協

助集團合理地確保子公司提升營運績效、法令遵循及作業效率。

專案諮詢服務：提供營運流程效率改善之建議與內部控制制度設計之諮詢服務，以協

助提升營運效率與效能。

法規改變

法令的修正或新規則的發佈，會增加營運成本或提高產品進入市場的門檻，且直接影

響企業財務營運。華碩設有專職人員，定期監控全球法令，提早因應營運策略或產品

設計之改變，降低相關風險。

市場競爭

同業競爭者在永續議題上的傑出表現，固然是值得學習與效法的對象，但同時也會造

成消費者比較，進而影響企業形象。華碩堅持以創新精神應用於永續發展上，藉由觀

摩全球各產業在永續議題上的作為，並與外部單位密切合作，不斷精進華碩的永續發

展，突顯差異化優勢。

 供應鏈

為降低具有高度複雜性的供應鏈可能造成的風險，華碩供應鏈管理評核納入品質、製

程、綠色設計、CSR等面向，提升供應鏈抵禦風險的能力，避免供應中斷影響華碩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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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科技全球化發展，在快速變動的產業競爭中，華碩獲得重大成長。我們認為可

歸因於以下兩項不變的因素：創造全新體驗以及對於品質的堅定承諾。在「精采創新、

完美品質」的企業承諾下，我們也進入下一階段的永續營運轉型。華碩將綠色技術部門

擴展成為企業永續發展辦公室，納入企業永續績效、供應鏈社會責任管理、員工關懷及

社會參與等功能，也涵蓋了經濟、環境與社會等全方位的永續發展面向；亦即在堅守產

品綠色品質的同時，思考著永續創新力。

近年來，網路及科技通訊產品的普及，華碩開啟「追尋無與倫比」的全球任務，將精采

創新的品牌精神提昇至更高層次；而我們的永續思維也在探索著無與倫比的無限可能。

華碩主動、自願性地優於法令，禁用可能對人體、環境有害的化學物質，提高能源效率

要求，開發出符合全球最嚴格環保標準的綠色產品，獲得全球各方的一致肯定；在永續

績效管理上，透過跨部門合作進行生命週期評估，全面檢視產生環境影響的風險，以進

行追蹤管理；在供應鏈管理上，我們除了傳統的產品品質與製程程序外，亦要求供應鏈

符合道德行為守則，保障供應鏈勞工的勞動權益；在員工關懷上，落實「培育、珍惜、

關懷員工」的經營理念，傾聽員工的聲音，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提高員工向心力，吸

引各方人才加入華碩大家庭；社會參與方面，華碩深知企業的生存來自社會的肯定，所

以要時刻保有謙卑的心來回饋社會。2015年華碩在治理、環境與社會面向的作為，請參

考本報告書相關章節。

永續經營是華碩的願景，也是我們認為不可或缺的企業競爭力。而華碩多年來在治理、

環境與社會上的努力，以及所採取的行動，呼應了SDGs的多項目標。我們始終秉持著初

衷，結合企業本業與永續作為，以達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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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理念。

圖1.5 華碩永續經營轉型

在「華碩品質，堅若磐石」的目標受到消費者肯定之際，產品的綠色品質亦是我們嚴格

把守的基礎。在歐盟危害物質限制指令（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RoHS）生效前，華碩已成立綠色技術部門，確保產品能符合全球環境指令，此外更領先

業界研發出全球第一片無鉛主機板。同時，我們也預期全球將有日趨嚴格的產品環境法

令規定，進而建立有害物質管理平台「eGreen系統」，透過嚴謹的審核流程確保零件的

綠色品質外，也藉由此平台與廠商進行迅速且有效地溝通合作，打造永續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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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外部參與組織

下表為華碩參與之協會及組織，並簡述華碩在各協會的身份：

 

華碩參與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Taiwa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 TEEMA）及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Taipei Computer Association, TCA），提

供台灣電子業界相關的資源與經驗分享；也參與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CSD）致力推動永續發展及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對於衝突礦產議題，加入電子行業公民聯盟（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

與全球永續議題e化倡議組織（ 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共同起創的無衝突採

購計畫（Conflict-Free Sourcing Initiative, CFSI），此計畫與來自7個不同行業別，近300家企業

共同支持無衝突冶煉廠計畫（Conflict-Free Smelter Program, CFSP），並以無衝突礦產報告

模板進行供應鏈盡職調查與揭露調查資訊，進一步提供產業別所面臨的問題與建議。

國際衝突礦產範疇與關注議題延伸，針對印度尼西亞非環保採錫礦之議題，華碩申請加

入公平貿易倡議（the sustainable trade initiative, IDH）之錫工作小組（tin working group, 

TWG），與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同業一起努

力，致力改善印度尼西亞非環保採礦造成的當地生態衝擊與影響。公平貿易倡議是國際

性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各類貿易的公平交易。其中的錫工作小組，主要致力於印度尼西

亞永續錫礦開採的任務。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符合外部利害相關者的期望，華碩充分評估並積極參與各項國際

組織計畫，堅實承擔企業社會責任，並對環保議題作出實質貢獻。華碩申請加入EICC成

為會員，承諾全力支持EICC行為守則，致力推動供應鏈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包含：尊重勞

工與人權、建立健康與安全的工作環境、推行環保製程等。同時亦要求一階供應商共同

遵循EICC行為守則，持續監控供應商實行績效，以期達到EICC的願景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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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產品生命週期評估後，華碩鑑別出產品造成環境的主要危害風險，包括：產品製造過程

及本身含有的有害物質、產品使用階段的能源浪費、以及生命週期結束後的電子廢棄物等，

因此，華碩生態化設計採用三個主軸管理產品綠色品質，分別為：「選擇環境友善材料」、

「易拆解易回收設計」與「節能設計」。

2.1.1選擇環境友善材料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明確揭示：化學物質的管理，是全球必須謹慎面對的課題。

化學物質造成的污染來源，有部份是肇因於科技產品推陳出新快速，消費者汰換頻率

高，造成全球產出大量的電子廢棄物；電子廢棄物中含有大量的金屬及化學物質，在未

受妥善處理下，對於人體與環境將造成極大危害。

華碩將「環境友善的材料」視為產品生命週期的環境管理上，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因

此，在產品設計源頭即採用環境友善的材料，並建立完善的化學物質管理制度，如此一

來，不僅可驅動供應鏈進行產業升級，更可在產品進入廢棄回收階段時，提高再利用

性，增加再生產品的應用性及價值。早在聯合國SDGs發佈之前，華碩已納入預防原則，

環境保護作為是華碩的利害關係人最關注的議題之一，也是華碩在永續經營的路上，長期投

入的領域。我們在追求替消費者帶來無與倫比的體驗價值的同時，始終秉持著「躋身世界級

的綠色高科技領導群」的目標及願景。

在資訊科技的發展與網際網路的高度普及下，資通訊產品改善了人類的生活品質，卻也衍生

出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危害與風險。因此，華碩在多年前即導入歐盟整合產品策略（Integrated 

Product Policy, IPP），將產品從製造、運輸、使用到廢棄等各階段的生命週期進行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依LCA結果制定及推動各種整合式策略及行動。華碩以市場機能為導

向，透過利益相關者參與，刺激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需求；同時不斷精進產品綠色設計，堅

持符合全球環保標章規則，發展出全方位的綠色產品供應鏈結構，並開發生命週期各階段降

低其環境衝擊的「綠色產品」。

以上是華碩長期採取的環境保護行動與面向，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不謀而合，底下將進一

步細述。

2.1生態化設計

依據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Enterprises and Industry的研究資料顯示，

產品在生命週期中帶來的環境衝擊，超過80%在設計階段就已經決定，因此，在產品設

計階段導入環境友善思維，是避免產品造成環境危害的最佳方法。為了落實生態化設

計，從源頭開始減少環境足跡，華碩建立多份技術標準，從設計、物質選用等多個面向

訂立門檻，要求所有產品必須符合相關環境規定後，才能量產出貨，再藉由定期的內、

外部稽核程序，組成完整的產品環境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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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不斷創新，開發具備環境友善特性的代替性材料，與SDGs的永續發展方向一致。

化學物質管理

遵守法令是進入市場的基本要求，華碩建立完整的驗證平台，透過系統化管理，確保華

碩產品符合全球每個市場的化學物質規定。除此之外，華碩參考環保標章、自願性環境

管理標準或其他環境相關文獻，鑑別及管理具環境敏感性、有害性的化學物質，提高華

碩的化學物質管制門檻，嚴格要求供應商限用或禁用。

在有害化學物質的管理上，將零部件與產品中的有害物質進行4項等級的管理，分別為

GA、HF、EL與HE如圖3.1所示。

圖2.1 華碩零部件與產品管理等級

   GA

 「GA」是依最基本的國際強制性環保法令為基礎，我們融合相關行業標準，及產業界對  

  非強制性化學物質的管制趨勢所制定的「華碩GreenASUS HSF（Hazardous Substance 

  Free）技術標準」，做為所有產品進入採購選單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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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華碩GreenASUS HSF技術標準」制訂原則

除了符合全球的化學物質限用法令外，也主動管控不受法令管制的化學品，如聚氯乙烯

（PVC）、溴化阻燃劑、鄰苯二甲酸鹽，以及鈹（Be）、銻（Sb）等可能會導致皮膚過敏

反應的化學物質。自2006年開始，華碩自發性禁止使用非法令強制禁止的化學物質，包

括四溴丙二酚（TBBP-A）、溴化阻燃劑和聚氯乙烯。

除了印刷電路板、電線和連接器外，華碩所有產品皆不含四溴丙二酚和聚氯乙烯。自

2010年起，華碩全產品禁止使用六溴環十二烷（HBCDD）。

在其他的化學物質管理方面，自2013年起開始禁止所有產品使用鈹和銻。自2015年起，

進一步管制禁止使用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鄰苯二甲酸苯基丁酯

（BBP）、鄰某二甲酸二丁酯（DBP）、鄰苯二甲酸二異丁酯（DIBP）等物質。至2015年

止，「華碩GreenASUS HSF技術標準」共計管控300多項化學物質。因應未來環保趨勢及

法令要求，華碩將陸續在標準中增列管控項目。

   HF

 

        

  

   EL

「HF」指零部件及產品在符合第一項管理等級「GA」的前提下，同時符合「華碩

GreenASUS無鹵技術標準」。

含鹵料件在燃燒時會產生大量的煙霧、戴奧辛及鹵酸，會增加因吸入煙霧、戴奧辛而導

致窒息死亡或致癌的風險，並造成臭氧層破壞的疑慮；而零部件更會因為鹵酸的浸蝕而

無法再次利用。

為提升產業競爭力，並響應產業界及國際間日益重視之鹵素阻燃劑添加和其危害議題，

以及消費市場對無鹵素產品的需求逐漸提高，訂定了「華碩GreenASUS無鹵素技術標

準」，在現階段，除了技術和經濟上不可行之材料如系統模組類、印刷電路板、連接器

與線材等外，華碩其他新購的零部件皆已導入無鹵要求標準。

「EL」是指零部件及產品在符合「GA」的前提下，同時符合「華碩GreenASUS環保

標章產品技術標準」。

為提升產品品質達到更高的環保標準，制訂「華碩GreenASUS環保標章產品技術標

準」，並藉此標準參與各國政府推動的綠色採購計畫，配合推廣政府機構使用綠色

產品。詳細環保標章內容請參考2.2節綠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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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圖2.3 2015年華碩零件管理等級承認比率分佈圖

「HE」是四項管理等級中的最高標準。「HE」表示該類零部件及產品同時符合上述第

一至第三項管理等級的要求，是華碩規範下最環保的料件。

在持續不懈地將零部件納入管理系統，驅使供應商提升其產品環境特性下，華碩供應

商提供的料件規格遠高於「GA」管理等級最低門檻。在2015年，根據零部件的管理等

級承認比率分佈圖（圖3.4），高達97%的零部件高於「GA」管理等級。華碩承諾在替

代技術可行且不影響產品性能、品質、健康及環境等前提下，將透過系統管控及供應

鏈宣導，持續提升零部件和產品符合無鹵與環保標章標準的承認比例。

化學物質管理系統

為有效達到各項管理等級所要求的內容，建立完整的零部件及成品承認管理系統（SCM/

SRM系統），並配合嚴謹的審核程序，來維持與落實上述各項技術標準的執行。

圖2.4 零件承認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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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材料

2012年華碩曾推出以竹片等自然材料，代替傳統塑膠材質做為筆記型電腦的機殼，減少

產品碳足跡。此後，我們持續積極尋找環境友善材料，減少環境衝擊。

    

                                                                                            

                                                                                           

                                                                                          

圖2.5稻麥秸稈原料加工與秸稈漿紙塑包裝  

回收塑膠

塑膠是多數產品不可或缺的材料。在傳統觀念中，塑膠是由化石燃料提煉出來的，其

開採過程會對環境造成顯著破壞，在自然界中也無法被分解，因此被消費者歸類為環

境特性較差的材料。透過產品生命週期分析發現，若能經由良好的回收管道進行塑膠

再利用，回收塑膠可成為現階段兼具環境及經濟效益的材質之一。因此，在不影響產

品的安全規格與使用年限下，華碩將逐步增加再生塑膠的使用，同時也會研究原生塑

膠的添加物、阻燃劑等成份，增加塑膠再利用的價值。

包裝材料

除了產品本身，華碩亦導入環保包裝原材料：秸稈漿。秸稈漿主要由稻麥秸稈組成，

這些結稈在孕育出糧食後，原本會被視作廢棄物丟棄或焚燒；然而透過新技術以無化

學方式將纖維分離並轉化成紙漿，再混合原生紙漿或回收紙漿應用在包裝生產製程，

可減少對環境破壞及降低地球資源的消耗。

2.1.2節能設計
有鑑於全球能源日益枯竭且價格高漲，全世界不論是國家、企業無不致力於提升能源使

用效率。多年以來，良好的節能表現一直是華碩產品的重點訴求，早從2011年起，華碩

已要求所有筆記型電腦必須符合全球最嚴格的能源效率計畫（Energy Star Program），即

便Energy Star經過多次改版且不斷提高其效率要求，華碩依然堅持此一準則。

華碩的節能表現，來自於研發節能軟體與硬體。硬體方面，華碩設有電源研發中

心，持續降低料件中的電力損失；軟體方面，開發不同使用情境模式，配合消費

者的使用行為進行元件的效能調整，達到電力有效分配進而減少浪費。綜合多方

面改善能源效率的成果，達到減少產品碳足跡的目的。2015年，華碩筆記型電腦

100%符合Energy Star的能源效率規定，且能源效率表現平均優於標準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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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易拆解及易回收設計
易拆解及易回收設計具有兩大方面的優勢：當產品料件易於拆解，消費者可進行零部件

升級以配合使用需求，無需被迫更換整個主機。而在產品故障時，也易於拆解維修及更

換料件，延長產品使用年限；若產品已達必須汰除時，易拆解及易回收設計，也可助於

回收業者進行分類，減少回收處理的作業成本，提高廢棄電子產品的回收價值。

華碩產品易拆解、易回收的設計重點：

電池更換

電池屬於消耗性零部件，產品在使用一段時間後，電池的充電效率與電容量會逐步衰

退。為了延長產品使用年限，華碩所有行動通訊產品，包括筆記型電腦、手持產品、平

板電腦等的充電電池，在電池性能不敷使用時，均可透過華碩客戶服務中心進行更換。

塑膠部件使用單一均質材料，避免不同材質間的膠合或熔接，利於塑膠完整粉碎溶解

後，再射出製造成型為新的塑膠部件，有效利用既有資源；

塑膠部件中添加再生塑膠料或改用生物性材料，減少使用新的資源；

產品塑膠部件及金屬材質，可由一人使用一般工具拆解或分離；

產品採模組化設計，產品零部件如處理器、記憶體、介面卡，可使用一般工具拆解更換或升級。

2.2綠色產品

1972年6月5日，聯合國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全球首屆「人類環境會議」，這是

世界各國政府首次針對環境保護問題所舉辦的集會，會後發表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

議宣言（Declaration of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所有會員

國達成「地球只有一個」的共識。在該次會議中，聯合國也提出「世界環境日（World 

Environment Day, WED）」的想法，希望藉此提高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此後，每年世界

環境日即選定當時重要的環境議題作為主題，展開各種行動宣導保護和改善人類生存環

境的重要性。

2015年世界環境日的主題，是「七十億個人的夢想：一個星球，關愛型消費（Seven 

Billion Dreams. One Planet. Consume with Care）」。何謂關愛型消費？就是在關愛地球永

續發展的前提下進行消費行為。以ICT產品而言，其意義略同為綠色產品消費。

但是，什麼樣規格的產品才可被認可為「綠色產品」？若企業自行聲稱的「綠色」沒有

一個公正的參考依據，恐將成為誤導消費者的漂綠（Greenwash）行為。因此，藉由環

保標章制度，正是協助消費者在採購時，辨別綠色產品最有效率的方法。環保標章的建

立，是透過訂立明確規範，在產品生命週期各個階段均訂立標準；並藉由查核方式，確

認具有環保標章的產品較一般產品可達到較低的環境衝擊。自德國率先發起環保標章計

畫後，經過30年的發展與推廣，如今全球已有超過40種環保標章，且超過60個國家支持

採用這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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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環保標章已成為綠色採購與客戶要求的必要項目之一，成為企業永續競爭力

的一環。華碩分析全球環保標章的規範，鑑別出具有代表性的標章計畫，2015年共取得

7,427個環保標章，可參閱如下環保標章分布圖。

全球環保標章總計：7,427

圖2.6華碩全球環保標章分佈圖  

表2.1 環保標章簡表

在現行的環保標章中，又以EPEAT對於華碩最為重要。EPEAT是由美國電子電器工程師協

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發起的標準，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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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包裝等八大面項。現行EPEAT環保標章已推廣至

全球，且直接與政府綠色採購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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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華碩新增註冊EPEAT環保標章共187筆，EPEAT金牌產品所占比例高達91%。華碩為

積極符合EPEAT選擇性標準，已於40%顯示器機種導入再生料，將持續提高再生料之使

用。獲得EPEAT環保標章之詳細華碩產品清單，可至以下網站查詢：

華碩EPEAT專頁：http://csr.asus.com/chinese/index.aspx#94

EPEAT官方網站：http://www.epeat.net/

代工廠環保標章稽核計畫

依國際環保標章技術制訂技術規範，不僅要求供應鏈符合其要求，為確保代工廠遵守

相關規定，華碩制訂了Eco Label產品供應鏈稽核（Eco-Audit）管理流程，以查檢表( Eco-

Audit Assessment Form )作為評核工具，其中包含管理系統（Management System）、生

態化設計要求（Eco-design Requirements）及流程控管（Process Control）三大面向之稽

核項目，以維持華碩環保標章產品的綠色品質。

2.3環境足跡

華碩設有環境安全衛生專職團隊，負責全公司環境安全管理，評估公司活動可能產生的

環境衝擊，以符合環境法規及政府的相關環保要求。此外，也持續訂立嚴格規定及推動

改善方案，藉此將環境衝擊降至最低，持續朝向「零污染」的目標邁進。

2.3.1水資源管理
華碩水資源使用主要為一般辦公室員工生活用水，平時除加強宣導員工節約用水外，亦

在辦公室的設計上，導入省水設計，舉例如下：

廢水管理

華碩台灣區辦公大樓已設置獨立污水處理廠並設有專人管理，定期做污水檢測及系統維

護，使放流水符合國家法令標準後，排放於污水下水道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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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所有機械設備與流程處於最佳運作狀態。

租賃辦公區皆統一由大樓管委會管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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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水質檢驗數據均符合環保標準。華碩台灣

區近年廢污水量與水質排放數據如下：

                               圖2.7華碩台灣區企總近年廢污水量（單位：立方公尺）

   水龍頭出水口加裝節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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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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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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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空調溫度，降低冰水機負載，可降低冷卻水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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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華碩台灣區近年廢棄物種類及重量

註1：台灣區廠區範疇：企總/蘆竹/承德。2015年11月12日起新增奇岩廠區。

華碩廢棄物的處理方式，一般無法回收之生活廢棄物皆採焚化處理，可資源回收的則全

數捐贈慈濟團體，擴大慈善與社會公益；有害廢棄物則先以物理拆解及破壞處理，處理

後之資源物如玻璃纖維渣、塑膠類、鐵、鋁、金、銀等其它微量金屬，皆透過政府許可

之下游廠商進行再利用。

華碩建立廢棄物管理系統，從前段廢棄物分類減量措施、中段廢棄物報廢流程管控到後

段廢棄物監督處理及追蹤，確保廢棄物獲得妥善、有效及合法地處理方式，更不定期對

處理業者進行稽核，層層把關確保廢棄物不會造成環境危害。

隨著華碩將持續擴大規模，廢棄物的產生也勢必隨之增加，廢棄物管理將成為一大挑

戰。除了確保廠內事業廢棄物合法處理，華碩也將積極宣導員工加強廢棄物分類，以提

昇資源回收率、降低事業廢棄物產生量，並藉由與廢棄物清理廠商不斷溝通與回收技術

研究，以期增加廢棄物再生利用率。

表2.2 華碩台灣區企總近年水質排放數據

註1：2014年污水代操作廠商更換為新廠商，修法後法令刪除COD檢測項目，2014年未做檢測。

註2：新廠商操作手法與投藥方式略有不同，故數值呈現落差，但仍屬法令標準範圍內。

2.3.2廢棄物管理
華碩之事業廢棄物來源主要為研發物料、廢品、包材以及員工生活垃圾。藉由嚴格的分類與

管理機制，確保廢棄物在儲存、運輸、回收及最終的焚燒掩埋上都能盡量降低環境衝擊，並

藉由提高廢棄物回收及再利用，降低廢棄物進入焚化或掩埋的程序。

華碩將廢棄物分一般生活垃圾及有害廢棄物兩類。華碩台灣區近年廢棄物種類及

重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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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環境會計
環境會計制度可正確衡量產業環保支出，並確定和衡量環境資料和活動的成本，並以此

資訊作為環境管理決策之用。2015年華碩電腦企業總部綠色採購金額約6,105千元、投入

污染防治之支出約2,032千元；同年並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規定，申報環保署回收基金

之金額為90,734千元。

2.4 廢棄回收服務

新一代電子產品的產能與製程效率提升，推陳出新的速率加快，也提高了產品的汰換率，造

成大量的電子廢棄物。若無法妥善處理電子廢棄物，將會造成環境負荷、汙染與資源浪費。

在產品廢棄階段，華碩支持「個別製造者責任」(Individual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IPR)，亦即生產

者負起自家產品回收和廢棄處理的管理責任。只要消費者或企業客戶手上有使用壽命結束或

是老舊須汰換的華碩產品時，華碩可提供便利的回收服務，擔負起回收責任。不只在台灣地

區，華碩於全球主要銷售區域，皆透過與當地合格回收處理商合作，建立免費的產品回收服

務與回收點（如圖2.10）。

目前，華碩於歐洲、北美、台灣、中國及澳洲配合當地合法回收處理商，建置華碩的產品回

收服務，或是加入各國政府指定之回收體系，確保回收之廢棄電子產品能得到最妥善、最環

保的處理。有關華碩產品全球回收服務，請參閱網址：http://csr.asus.com/english/Takeback.htm

圖2.9 華碩廢棄產品全球回收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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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氣候變遷

早從1970年代，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就已發出聲

明：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逐漸升高，將會對氣候造成潛在影響。隨著近年來極端氣候引

發的災害事件，不論在頻率上或是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規模皆逐漸升高。自世界經濟

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2007年發佈第一版全球風險報告後，氣候變遷議題一

直被列為最受關注的風險及影響之一。聯合國更將「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影

響」列為永續發展目標。所有報告與研究皆指向同個方向：減緩氣候變遷，是人類必須

立即面對且採取行動因應的議題。

2015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的第21次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21）於法國巴黎

舉行，各國代表在為期兩週的討論後，定下共同目標：全球將一同遏阻溫室氣體的排

放；以工業革命前的均溫為基準，在2100年前控制地球升溫攝氏2度以內，並朝增溫低於

攝氏1.5度的目標努力。

2.5.1溫室氣體減量承諾
華碩了解，減緩氣候變遷是企業刻不容緩必須面對的議題。華碩雖不屬於溫室氣

體排放量較高的能源密集性產業，還是必須負起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節約能源的

責任。華碩在2009年訂立初期減量目標：承諾在2015年前較2008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減少15%。該目標在全體員工配合下，於2010年提前達成；更在2013年底，華碩

的減碳量超出基線排放量高達30%。

在2015年承諾到期後，華碩已訂立第二階段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華碩支持聯合國氣候峰會提出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包括：

1.全球均溫升幅小於攝氏2度

2.2050年前全球減碳50%

同時，華碩將致力於減少環境足跡，承諾在2025年前：

1.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50%（以2008年為基準）

2.主要產品的能源效率提升50%（以2013年為基準）

此一目標訂於2016年公告實施。

2.5.2 氣候變遷的管理
華碩重視氣候變遷的重要性，亦將氣候變遷列為必須立即採取管理的重要風險，因此設

有專業團隊對此議題採取一系列管理措施，請參考下圖：



31

圖2.10氣候變遷管理

在執行方面，我們持續推動溫室氣體調查( 詳細資訊請參考2.3.3節溫室氣體排放資訊 )。

同時將管理措施推廣至供應鏈，協助供應商強化對氣候變遷的因應能力，進而降低氣候

變遷對公司營運造成的風險。

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華碩針對氣候變遷的風險管理，從五個方向進行，措施如下：

圖2.11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直接影響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端氣候，例如風災、水患、乾旱與暴風雪等災難性氣候，發生

的頻率將愈來愈高，不僅會對社會與環境帶來嚴重影響，也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

失，衝擊企業及其供應鏈。

華碩為因應氣候變遷造成的直接影響，執行供應鏈多元化分散風險，同時也進行供

應鏈的溫室氣體與水資源調查；藉由與供應鏈的合作或政府協助，提前為降低極端

氣候造成的損害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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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要求

在全民環保意識抬頭下，消費者對產品的選擇已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作為考量項目

之一，加上環保團體及媒體的監督，利害關係人的要求已成為企業面對氣候變遷議

題，必須回應及採取措施的風險來源之一。

華碩透過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如實揭露管理作為與溫室氣體排放資訊，並與各方不

斷交流溝通，修正執行方式及策略，在減緩與調適作為上不斷進步。

同業競爭

氣候變遷的因應措施，已從早期的政府責任擴展為全民參與。企業具有實質影響

力，採取的作為將具備示範性與帶動性，更能激勵民眾節能減碳的行為。

因此，不論是同業或是異業之間，可藉由互相學習的良性競爭，共同為減緩氣候變

遷努力；但同時間也可能造成企業永續競爭力的差異化，影響的風險層面包括企業

形象、甚或品牌價值。

面對氣候變遷帶來的諸多風險，華碩透過不斷地學習、自省、改善與創新，在氣候變遷議

題上借鏡標竿企業的作為，也審視自身核心價值與競爭力，以成為業界領導楷模為目標。

法令風險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經濟與環境損失規模日益擴大，世界各國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的法規或協定將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嚴格。在2015年年底的COP21召開後，溫室氣

體管制法令的制訂與推廣勢必會更加快速度。

在組織營運方面，這些法規除了要求企業須定期揭露溫室氣體相關資訊外，亦限制

其排放量；同時，正在研議開徵的相關稅賦，例如碳稅或能源稅，將導致生產所需

原物料與能源的價格逐年提高，提高企業的生產成本。

在產品銷售方面，全球各國將提高產品的能源效率做為銷售門檻，間接影響產品研

發成本；若不能符合法令規範則會失去市場競爭力而影響營業收入。

機會創造

氣候變遷雖然會對企業造成風險，但若能透過完善的管理措施，將會是提升企業競

爭力與創造價值的機會。

在營運方面，華碩雖不屬於溫室氣體排放量較高的能源密集性產業，不會受到氣候

變遷管制法令的直接影響。但華碩多年前已開始進行溫室氣體排放調查與減量措

施，積極降低能源使用量，提升電力使用效率，大幅減少營運成本。

在產品方面，華碩研發具高效節能表現的軟體與硬體，以因應全球日趨嚴格的能源

效率法令。不僅可搶得進入市場的先機、獲得綠色採購的機會，更可獲得消費候青

睞，提升華碩產品的市佔率與心佔率。

在供應鏈方面，華碩以產品生命週期評估進行碳足跡計算，對供應鏈進行教育訓

練，同時監督氣候變遷風險較高的廠商，協助強化其對於風險的因應措施，以減少

供應鏈營運成本，避免因極端氣候造成的營運中斷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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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2排放源

範疇3排放源

表2.4 2015年華碩台灣區範疇1排放源分析

2.5.3溫室氣體排放資訊
華碩參考世界發展協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與世界資源研究院（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WRI）共同發佈的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

業會計與報告標準第二版（The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 A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revised edition），採用其中的控制權法計算本報告書組織邊界內的

碳排放量，依標準將溫室氣體排放源區分如下：

2015年華碩台灣區能資源使用量與溫室氣體計算之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排放係數（KgCO2-e/KWh），採用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2007 IPCC AR4 100-yr與2013台灣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手冊，分析如下：

範疇1排放源

柴油：消耗228公升，產生1公噸CO2-e

汽油：消耗9,161公升，產生22公噸CO2-e

其它逸散排放源（廢水處理逸散）：產生78公噸CO2-e

此範疇之排放源主要為外購電力，共計使用22,051百萬瓦小時（MWh），排放11,488公噸

CO2-e，電力係數為0.521公噸CO2/MWh

華碩統計員工差旅，共計45,066人次-千哩，排放8,130噸CO2-e，計算係數為：短程飛航

（小於281英哩）0.64 lbs/mile；中程飛航（281英哩至994英哩）：0.45 lbs/mile；長程飛航

（大於994英哩）：0.39 lb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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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3華碩台灣區溫室氣體近三年排放量

2015年華碩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前一年度有2%的微量增幅，原因在於業務擴張後，企業

總部大樓空間不敷使用；在2014年另外啟用研發大樓，因而造成用電量增加。我們將在

2016年審視所有用電結構，啟動新的節能方案，逐步朝減量目標邁進。

為了將節能概念擴至全球子公司，華碩持續擴大溫室氣體盤查範圍，本次報告書亦揭露

2015年度海外子公司及華碩雲端的電力使用量：

圖2.12 2015年華碩台灣區碳排放比例

表2.6 華碩台灣區近三年與基準年範疇排放量與減量比例

中國：華捷、華維與華科等三間子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共計5,522公噸CO2-e

排放係數（KgCO2-e/kWh）：0.9746

歐洲：法國、德國、意大利與捷克等四間海外子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共計1,667公噸CO2-e

排放係數（KgCO2-e/kWh）：法國0.056；德國0.624；意大利0.483；捷克0.95

美國：美國子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為：926公噸CO2-e

排放係數（KgCO2-e/kWh）：0.547

華碩雲端：台灣與中國營運中心排放量共計117公噸CO2-e，台灣、中國、美國與歐

洲資料處理中心排放量共計475公噸CO2-e。

排放係數（KgCO2e/kWh）：中國0.9746；台灣0.521；美國0.547；盧森堡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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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是企業為產生其服務或產品，影響層面所涵蓋的範疇，亦即包含上游與下游供應

商所串連的供應鏈。如同產品的生命週期，ICT產業的價值鏈包括了從原料開採、製造組

裝、銷售運輸、市場行銷、產品使用、售後服務乃至於廢棄物回收等，整段流程所創造

的企業價值，也是企業永續經營上必須通盤考量的範圍。

在價值鏈的每個環節，利害關係人所關注的議題不盡相同。但相同的是，利害關係人都希望

藉由企業的影響力，驅動上游供應鏈進行永續方面的改善，同時善盡生產者責任，在其產品

銷售後提供服務及承擔相關回收責任。如此一來，企業必須從價值鏈的觀點出發，考量社

會、經濟與環境議題，獲得全面性的資訊，來評估永續經營上會面臨到的風險，包括：

針對各項風險，華碩制定不同的供應商因應管理對策。

圖3.1產品生命週期與供應鏈風險

3.1供應商管理策略

華碩制定供應商風險管理策略，由組織內部建立持續改善（PDCA）架構的ISO管理體

系，到組織外部參與國際組織，結合外部資源，共同監控與管理風險。藉由透過三大步

驟：風險鑑別、稽核作業、持續改善的程序，持續管理華碩供應鏈風險。

圖3.2 華碩供應鏈管理作業

以下分別依照產品生命週期階段，說明華碩供應鏈風險管理策略。

3.1.1原料開採階段
原料開採階段所面臨的風險，是產品使用衝突礦產風險。華碩首先於組織內部訂立華

碩無衝突礦產政策，並公開宣示表達對此議題的關注與行動。華碩無衝突礦產政策，要

原料開採階段對應的衝突礦產

製造階段對應的有害物質使用、勞工人權等

產品使用時的客戶服務滿意度管理

產品廢棄階段對應的電子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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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使用的金精煉廠，90.2%為CFSI認證冶煉廠

供應鏈使用的鉭冶煉廠，96.9%為CFSI認證冶煉廠

供應鏈使用的錫冶煉廠，73.2%為CFSI認證冶煉廠

供應鏈使用的鎢冶煉廠，77.8%為CFSI認證冶煉廠

求供應商優先採購與使用無衝突礦產物料，藉由每年一次的常規調查，揭露華碩供應鏈

使用衝突礦產現況，並公布使用冶煉廠清單，完成調查作業。此外，對於衝突礦產議題

在與外部組織合作上，於2014年加入EICC與GeSI起創的無衝突採購計畫，透過支持該計

畫，提供計劃推動經費。

對於印尼班加島/勿里洞島的非永續錫礦議題，華碩亦加入公平貿易組織-錫工作小組，

透過參與由非營利組織、同業品牌商、顧問機構所組成的工作小組，與印尼官方及當地

採礦業者進行議合，共同研擬永續採礦的各類方案。原料開採階段管理策略參考圖3.3。

圖3.3原料開採階段華碩供應鏈管理策略

華碩衝突礦產常規調查作業自2014年開始，至2016年已連續三年進行調查作業。2016年實行2015年

度供應鏈使用冶煉廠調查，範疇為2015年所有與華碩持續合作的供應商，依據調查資料分析如下：

圖3.4 華碩供應鏈使用冶煉廠分析

依據歷年調查資料統計，華碩供應鏈使用經第三方認證冶煉廠的比例正逐年提升，該趨

勢也顯示國際組織推動的無衝突冶煉廠認證計畫漸顯成效。在華碩供應鏈實際採購作業

中，也優先使用無衝突認證冶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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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華碩供應鏈使用無衝突礦產認證冶煉廠趨勢

華碩供應鏈使用冶煉廠清單，每年持續公告於ASUS CSR網站，詳細內容請參閱連結資

訊：http://csr.asus.com/english/index.aspx#144

3.1.2 產品製造階段
產品製造階段所面臨的風險，包括合規品質、勞

工人權、標章符合及環境足跡。透過外部組織參

與及內部管理作業流程（如圖3.6），針對這四項

風險，華碩供應鏈管理對策說明如下：

                                                                                                                                     

                                                                                                    圖3.6產品製造階段華碩供應鏈理策略

1.合規品質

要成為華碩合格供應商，必須通過三大品質稽核評鑑，包含：品質（Quality System 

Assessment,QSA）、製程（Quality Process Assessment,QPA）及有害物質（GreenASUS

技術標準,GA）。華碩藉由這套評鑑制度，確保產品製造供應商符合華碩品質與國際有

害物質法令要求。截至2015年度，華碩已評鑑超過全球800家合格零組件供應商與代工

廠。2015年度亦新增175家零組件供應商與代工廠，主要分布於台灣和中國，其中台灣

佔16%，中國佔80%，海外地區佔4%。

圖3.7 華碩新供應商與代工廠地區分佈比例

針對合格的華碩供應商，皆要求簽署華碩遵守行為規範宣告書，每年並依環境風險、策

略合作、存在品質或有害物質異常狀況等條件，篩選出潛在高風險供應商，作為持續稽

核管理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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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於2015年度共計執行23家持續風險管理現場稽核評鑑，根據稽核評鑑結果分析，零

組件供應商比率佔所有稽核評鑑供應商70%，代工廠則佔30%。該年度稽核評鑑結果顯

示，華碩受稽核評鑑之零組件供應商與代工廠100%通過稽核評鑑。

圖3.8年度稽核零組件供應商及代工廠比例

2.勞工人權

產品製造環境是否顧及勞工人權以及作業安全，是華碩在產品品質以外，非常注重的

另一項管理議題。於組織內部，依據電子行業行為準則（ EICC Code of Conduct ）制定

華碩遵守行為準則以及CSR稽核標準，並透過每年常規現場稽核作業，確保委託合作的

代工廠，符合對於勞工保護、職業安全等各項要求的行為準則；於組織外部，華碩加入

EICC，透過支持聯盟運作，實際參與推動勞工人權的提升，並公開承諾符合勞工、健康

安全、環境、道德、管理體系共五大面向規範。

圖3.9華碩行為準則五大面向要求

2015年常規CSR現場稽核，以最終產品代工廠為主要調查範疇，共計稽核17場次。稽核

結果顯示：80%受稽核代工廠通過稽核；20%受稽核代工廠有條件通過稽核。

2015年CSR稽核結果，從勞工人權及EICC其它要求共五大面向缺失分布比例分析，最高在

健康與安全面向，佔37%；次高在勞工面向，佔27%。各面向共通的不符合項目說明如下：

圖3.10 華碩 CSR稽核五大面向稽核缺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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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華碩CSR稽核五大面向稽核缺失細項說明

圖3.11 華碩 零組件供應商及代工廠CSR現場稽核結果

華碩2015年度CSR稽核分析，五個面向平均分數持續成長，顯示供應商及代工廠在CSR

管理上漸顯成效。

圖3.12 華碩歷年CSR現場稽核五大面向平均分數

2015年17場次CSR稽核所開立缺失，皆已符合華碩稽核缺失改善要求，全數改善完成。

針對2015年稽核結果平均分數較低之健康與安全及勞工面向，華碩稽核小組將於2016

年稽核執行因應作業：

此外，因應瑞典環保標章（TCO）要求，代工TCO標章的組裝廠，每年需執行1場次的

CSR現場稽核。華碩2015年稽核作業結果，符合該項要求。

勞工：增加抽樣產線員工工時與薪資紀錄、確認工時監控機制落實；

健康與安全：增加抽樣高風險區域設備點檢與維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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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童工管理

雇用童工是違法的行為，然因中國勞力需求及偏鄉家庭生計等問題，迫使許多學齡孩童

必須放棄就學，冒著違法風險，以冒用他人身分、持假身分證的方式，進入工廠工作，

因此誤用童工的問題，在電子產業裡時有所聞。華碩重視誤用童工所衍生出的問題以及

對供應商營運可能造成的風險，嚴格執行現場稽核作業，以確認供應商對誤用童工採取

的因應措施。包含：確認公司與人力仲介公司合約要求、入職面談的查核機制（如：導

入人臉辨識系統、身分證辨識系統、家庭背景資料核對）、進行現場員工抽樣面談。透

過以上作業，確保華碩供應鏈實行合理的措施以防範誤用童工。

若有發生供應商誤用童工的情形，華碩將採取以下處理方式：

2015年CSR稽核結果，所有受稽核的華碩零組件供應商及代工廠皆無發現誤用童工的案例。

4.女性員工保障

除了依據EICC五大面向進行供應商稽核管理之外，華碩也發現EICC的管理系統對於女性

族群員工的保障較為不足，因此另外參考社會責任國際標準體系（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A8000），將對於女性族群員工的保障加入稽核準則。在實

際稽核作業中，確保供應商對於懷孕與哺乳期的女性員工，加強評估作業環境對其健康

造成的風險，並嚴格實行預防措施來消除對其健康和安全所造成的傷害。

5.標章符合

針對代工環保標章產品的代工廠，為確保各項標章要求落實於產品製造，華碩執行每

年一次ECO稽核，透過管理體系（Management System）、生態化設計要求（Eco-design 

Requirements）及流程控管（Process Control）三大面向，進行標章符合性稽核作業。

2015年ECO稽核結果：100%受稽核代工廠通過稽核；共計稽核8場次。

在產品製造階段，透過執行GA、CSR、ECO、TCO-CSR稽核評鑑來持續管理供應商與監控

風險，確保符合法令法規與標章要求。2015年度稽核管理作業範疇如圖3.13所示。

圖3.13 華碩2015年度稽核管理作業範疇

1. 供應商調離童工於工作崗位

2. 供應商安排童工進行健康檢查，確認健康情況是否因工作受到影響，

    若有 受到影響，將負擔後續治療費用

3. 供應商通知童工家人，協助返回家鄉

4. 供應商協助追蹤後續就學情況至法定可就業年齡

5. 華碩稽核小組呈報童工案例於業務管理單位主管

6. 華碩要求供應商提出改善措施

7. 華碩安排現場稽核，確認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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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稽核評鑑結果，華碩會同步告知供應鏈管理單位（外包管理單位及採購單位），並

反映在季度業務評估（Quarterly Business Review, QBR）。表現優異的供應商持續成為合

作夥伴；若有狀況及配合度不佳的供應商則進行淘汰，以提升供應鏈整體素質。

依據2015年供應鏈稽核結果QBR評分，未發現重大缺失項目，故未有淘汰或終止供應商

合作之案例。

落實PDCA的管理程序，針對所有稽核缺失，華碩稽核小組要求供應商針對缺失項目，逐

項提出改善時程並要求佐證文件。華碩稽核小組依據各項改善時程持續追蹤供應商改善

進度，直到缺失結案。

6.供應鏈環境足跡

產品製程所造成的環境衝擊，也是產品生命週期供應鏈管理的重點一環。於組織內部，

華碩因應產品環境足跡管理，執行供應鏈溫室氣體與水足跡盤查；於組織外部，加入自

發性碳揭露計畫（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進行碳管理資訊揭露，並於2015年起

開始供應鏈水足跡調查，藉此了解華碩產品於生產製程所造成的環境衝擊，進一步作為

後續減量作業之參考。詳細的溫室氣體與水足跡盤查分析。請參考第3.3節內容。

3.1.3 廢棄階段供應鏈管理
如同本報告書第2.4節所述，快速汰換率造成大量的電子廢棄物，若未妥善處理電子廢棄

物，將造成環境負荷、汙染與資源浪費。華碩除了提供消費者回收廢棄產品的管道外，

為確保回收後的廢棄電子產品被合法處理，也定期進行二階回收商稽核作業。產品廢棄

階段管理策略參考圖3.14。

圖3.14 產品廢棄階段華碩供應鏈管理策略

3.2供應商能力提升

題，進行年度供應商教育訓練。供應商教育訓練以以下兩種方式進行：

1. 年度供應商大會教育訓練

配合年度供應商大會規劃，進行華碩供應鏈管理要求宣導。2015年供應商大會進行地點

包括：台北、昆山、東莞、重慶。

2. 年度現場稽核供應商教育訓練

配合年度供應鏈稽核規劃，進行一對一供應商教育訓練。藉由供應商相關部門管理階層

會議，進行華碩供應鏈管理要求之宣導。期望藉由供應商管理階層，將華碩要求橫向展

開在供應商組織內部相關單位，落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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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主題包括：

除了供應商大會與教育訓練之外，華碩也建置電子化平台，包括：全球供應鏈管理平台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ortal, SCM）與供應商管理平台（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Portal, SRM），作為對內及對外傳遞華碩供應鏈管理要求之管道，以及進行

零組件／成品的合規承認與管理作業。

華碩供應鏈管理策略為：

1.鑑別產品生命週期上下游供應鏈的風險

2.建立組織內部常規管理程序

3.結合外部國際組織資源

4.提升供應鏈因應能力

3.3供應鏈環境足跡

華碩認為企業有職責將環境管理推廣至整個供應鏈，除了企業營運範疇內造成的環境足

跡，也應該與供應鏈合作減少製造產品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足跡。華碩對於供應鏈的環

境足跡監督管理，聚焦在溫室氣體排放與水資源使用兩個面向。

溫室氣體管理

2015年，華碩依據「企業價值鏈範疇三會計與報告標準」，持續在15類範疇三溫室氣體

盤查類別中，以權重較大的類別----採購的貨物與服務（Category 1 Purchased Goods and 

Services）來進行重點供應商範疇三溫室氣體盤查。配合執行2015年度盤查計畫的供應

商對象，包含6個類別、共計27家主要產品最終組裝廠及關鍵零組件供應商。

盤查設定如下：

企業社會責任定義與範疇

違反企業社會責任產業案例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要求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趨勢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規範與標準

華碩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與稽核規劃

不使用衝突金屬宣導與華碩年度調查要求

國際節能減碳趨勢與華碩年度調查要求

資料蒐集期間：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

營運邊界：範疇一與範疇二溫室氣體數據

分配方法：依華碩供應商廠內現況分配，包括：華碩產品出貨量占總出貨量比、產線

人工時比、產線生產量、佔用資源比例、產品產值占總產值比等。

GWP排放係數：依據2007 IPCC AR4 100-yr

最終產品組裝廠

主機板製造廠

面板製造廠

投影機製造廠

電源供應器製造商

螢幕組裝廠

圖3.15 華碩供應鏈溝通程序



44

圖3.16 依總量分析之範疇一與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比例

圖3.17供應商溫室氣體管理層面分析

 圖3.18 SF6總量佔F-GHG總量排放比例       圖3.19 F-GHG溫室氣體佔範疇一總量排放比例

範疇一與範疇二排放總量分析：依據華碩供應商盤查回覆，範疇一排放量占總排放量

之26%；範疇二排放量佔總排放量之74%，主要排放源為外購電力。

含氟溫室氣體（F-GHG）排放：依據華碩供應商盤查回覆，六類京都議定書管制溫室

氣體中，GWP最高的三種溫室氣體，統稱為含氟溫室氣體（F-GHG），包含：氫氟碳化

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與六氟化硫（SF6）。由供應商盤查結果顯示，F-GHG

最常來自於全球暖化潛勢最高的SF6，以面板製造商為主要使用者；其次為滅火器中的

成分HFCs與PFCs。本次盤查結果，SF6排放量佔F-GHG總量的95%，為F-GHG主要的排

放來源；F-GHG總量佔範疇一中的六類管制溫室氣體總量約52%，是範疇一溫室氣體

主要的排放來源。

華碩供應商溫室氣體管理：依據供應商盤查回覆，48%盤查範疇中的供應商已執行溫室

氣體外部查證作業；59%盤查範疇中的供應商已設定溫室氣體減量計畫與目標。據此顯

示，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作業已被ICT產業所重視，更逐步設定中、長期的減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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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溫室氣體管理績效的增／減量與盤查年度的產品總產量相關，而非單位產品溫室

氣體排放的絕對增／減量。華碩將參考此數據分析，擬定未來供應鏈溫室氣體減量策

略並進行風險管理。

總結以上分析：

水資源管理

隨著地球資源的消耗，水資源議題已成為國際環保趨勢所關注的另一大議題。華碩鑑別

水資源的消耗，主要來自於供應鏈生產零件與組裝產品的過程中。為進一步了解華碩供

應鏈在水資源的風險與管理，於2015年度華碩供應鏈常規調查，新增水足跡的盤查作

業。水足跡盤查範疇與溫室氣體盤查範疇一致，總計盤查6個類別、共27家產品最終組

裝廠及關鍵零組件供應商。

圖3.20 氮氧化物佔範疇一排放比例

圖 3.21 2015 GHG管理績效分析

氮氧化物溫室氣體排放（N2O）：依據華碩供應商盤查回覆，N2O主要來源為燃料燃燒

（天然氣、車用汽油、柴油）之排放，佔盤查溫室氣體總量的比例非常小，約4%，非

主要排放來源。

2015年度溫室氣體管理績效：依據華碩供應商盤查回覆，與基準年2014年排放量相

比，排放量減少的供應商占42%；排放量增加的供應商占58%。

範疇二的溫室排放相較於範疇一的溫室氣體排放較為嚴重。在後續的減量策略擬定，

華碩將以範疇二排放減量為優先，以達較大之效益。

 以溫室氣體全球暖化潛勢影響程度來分析，應當管制使用於面板製造廠的SF6，在範

疇一的溫室氣體減量上，可達較高的效益。

 盤查範疇中的華碩供應商，近五成已執行外部查證作業，近六成已設定溫室氣體減量

目標，顯示溫室氣體管理作業已獲產業重視；對於全球溫室氣體減量議題，將有正面

助益與效益。

 華碩已將溫室氣體盤查與節能減碳議題，新增於供應商CSR稽核教育訓練章節中，傳

達華碩對此議題之重視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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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結果分析：

圖3.22華碩供應商水資源使用比例

圖3.23 華碩供應商水足跡風險別

水足跡數據總量：依據華碩供應商盤查回覆，供應商使用水資源的數量如下表，其中

83%進水使用過後，以廢棄排放處理。

水資源處理設備：依據華碩供應商盤查回覆，41%盤查範疇中的供應商已設置水處理

設備；在已設置水處理設備供應商中，65%供應商設置水回收／再使用設備；17%供

應商設置雨水收集設備；18%供應商設置前述兩者。
 水足跡風險鑑別：依據華碩供應商盤查回覆，100%盤查範疇中的供應商已鑑別廠區用  水風險。

水足跡風險類別：依據華碩供應商盤查回覆，7%盤查範疇中的供應商水足跡風險來自

於水量不穩；4%盤查範疇中的供應商水足跡風險來自於水質不佳；89%盤查範疇中的

供應商評估結果為無水足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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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4 華碩供應商水資源處理設備設置比例

圖3.25華碩供應商水足跡減量規劃

圖3.26華碩供應商水足跡管理績效

水足跡減量規劃：依據華碩供應商盤查回覆，58%盤查範疇中的供應商已設定水足跡

減量計畫與目標。

2015年度水足跡管理績效：依據華碩供應商盤查回覆，與基準年2014年排放量相比，

排放量減少的供應商占44%；排放量增加的供應商占56%。

41%59%

已設置水處理設備(回收/再利用)

未設置水處理設備(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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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水足跡管理績效的增／減量與盤查年度的產品總產量相關，而非單位產品水足跡的

絕對增／減量。

總結以上分析：

3.4 消費者交流互動

品牌經營新思維：把消費者變粉絲

華碩成立ZenTalk論壇，服務廣大華碩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周邊配件及

ZenUI的使用者。透過ZenTalk論壇，直接解決使用者的產品問題、傾聽使用者的建議與需

求，建立與消費者的良好互動。

除了鼓勵使用者多玩機，在論壇上發表優質的開箱文、評測文或分享美圖，ZenTalk也針對

具有網路口碑傳播力的玩機專家、具有校園號召力的學生，或喜愛體驗最新手機軟體的狂

熱玩機者，提供各類型身份；例如能提供最佳解答、撰寫精華評測、拍攝美圖分享技巧、

熱愛華碩品牌的Dr. Zen，喜愛搶先測試軟體版本的內測達人，或是青春活潑的華碩校園大

使Young Zen等。華碩為這些Zen粉，更提供多種不同的福利，如提前體驗新品或參與華碩

官方專屬活動等。藉由社群網路與消費者互動，提升華碩品牌在消費者中的心佔率。

此外，華碩也透過不定期的線下實體活動來促進粉絲交流。從ZenTalk論壇成立至2015年

底，共計舉辦過67場線下實體活動，而2015年更高達39場。諧音「萵苣」的「窩聚日」，代

表「窩著聚在一起」的含意，是華碩官方舉辦的粉絲活動，涵蓋情感交流、知識性、趣味玩

機、新品體驗等不同主題，例如邀請Zen粉來華碩總部過聖誕節的「聖誕窩聚」、邀請Zen

粉擔任講師示範玩機技巧的「玩機窩聚」。而諧音「同好」的「茼蒿小聚」則由粉絲自主舉

辦，舉辦攝影、刷機、旅行等不同類型聚會。諧音「揪成塔」的「九層塔快聚」，則是讓資

深粉絲們號召網友，跟身邊的親朋好友一起體驗華碩新品，深化華碩品牌與產品知名度。

調查範疇華碩供應商使用的水資源，83%進水使用過後，以廢棄排放處理；顯示水資

源回收再使用比例仍有改善的空間。

100%調查範疇的華碩供應商，針對水資源風險已進行鑑別；顯示水資源議題被重視的

程度相對上顯著。

依據華碩供應商回覆，近九成供應商鑑別用水對於供應商營運沒有風險；7%水資源風

險來自於水量不穩；4%水資源風險來自於水質不佳；顯示用水風險對於調查範疇的供

應商營運不會造成顯著影響。

依據華碩供應商盤查回覆，四成盤查範疇中的供應商設置水處理設備；顯示供應商對

於水資源回收再利用的設備投資仍有改善的空間。

華碩已將水足跡風險鑑別與盤查要求，新增於供應商CSR稽核教育訓練章節中，傳達

華碩對此議題之重視與要求。

配合年度供應商CSR稽核行程，華碩鼓勵供應商規劃水資源管理作業與訂定減量目標。



49

玩轉華碩總部x聖誕窩聚日

玩轉華碩總部x聖誕窩聚日 玩機x趣味窩聚夏令營

這些實體粉絲活動，扮演著華碩內部與外部粉絲連結的橋樑，讓產品的使用者與負責產品的華碩同仁直接面對面，幫助華碩更了解消費者的感受與意見；粉絲們更可針對產品提供各

種建議與改善方向，讓華碩可以及時修正產品功能，甚至作為下一代產品的規劃參考。華碩從經營線上論壇開始，一步步將華碩手機使用者轉化成熱愛華碩的粉絲。Zen粉大家庭的成

形，替華碩品牌經營注入了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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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使用者體驗與回饋，對症下藥

ZenTalk重視使用者體驗，除了提供最新的華碩手機產品資訊與更新公告，也依據不同的

手機型號，設有「產品專區」供使用者發問討論，更提供ZenCare（線上客服）專人協助

解決手機常見使用問題與疑難排解。此外，也依據手機系列，將使用上容易遇到的問題

整理成「常見問題」，供使用者快速查詢。ZenTalk也非常重視使用者的建議與回饋，使

用者若對於ZenUI或手機硬體、配件等有任何建議，都可在「點子Zen你提」中提出。

華碩數位學園教學

華碩數位學園定期針對不同產品開設教學、互動課程。以手機課程來說，許多年輕人購

買ZenFone系列手機贈送長輩，但不一定有時間教長輩使用或解答問題，此時即可幫長輩

報名參加華碩數位學園的課程。課程內容包含最常用來參與子女生活的Line或Facebook等

應用程式，以及如何輕鬆拍出好照片等，此外亦提供更深入的課程提供交流學習。

3.5 產品顧客服務

華碩不僅重視產品品質與性能，完善的售後服務，卓越優質的服務體驗更是一直努力的

目標。華碩服務網遍佈全球，提供在地便利化的服務體系，親切、專業、快速有效率，

是我們秉持的服務態度。在管理上，華碩透過不斷地精進流程與追求完善的服務品質，

贏得顧客的滿意和信賴。

多元化服務管道

為提供卓越優質的服務，華碩建構順暢的溝通模式，包含全球各區域的服務專線系統、

線上多元管道、維修服務門市、定點授權服務中心，及官方網站等支援服務平台，滿足

顧客最即時的服務需求。

「華碩皇家俱樂部」實體服務中心

華碩於2001年起在台灣本島成立直營服務中心「華碩皇家俱樂部」，並陸續於中國、亞太、

北美建置直營服務中心，免除顧客以往需透過代理商或經銷商才能將產品轉送服務中心檢

修與維護的不便。截至2015年底，華碩在全球擁有70個皇家俱樂部據點，由接受過原廠專業

訓練的工程師在第一時間為顧客作現場諮詢、產品快速檢測及疑難排除、產品韌體回復或更

新等服務，建立直接與顧客面對面溝通的管道，並提供專業有效率的諮詢及技術支援。

除直營的皇家俱樂部外，華碩亦授權給第三方服務中心。目前已有超過1000處授權服務

中心，共32種語言提供各項產品技術支援，服務全球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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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線上資源

為考量不方便前往服務據點的顧客，華碩設有技術支援網站（ASUS Support Site）和行

動裝置應用程式MyASUS Apps，均可提供技術文件和影片，即時解決顧客遇到的問題。

2015年，於「MyASUS」和「Live Chat」導入機器人功能，可根據顧客提問的關鍵字和選

項導入自動回覆，從現有的知識庫中提供相關解決方式，引導顧客透過此線上工具先進

行簡單的故障排除，讓顧客能在第一個時間點，接收到如專員服務般的回覆。

產品技術支援熱線

華碩顧客可透過電話方式聯繫當地產品技術支援專線，由線上專業技術人員協助解決產

品問題，或判斷產品是否有送檢修之必要。

台灣皇家俱樂部相關服務專案

2014年開始「充電補給服務」及「便利商店代收服務」；2015年秉持著貼心、用心、創新之

服務及企業社會責任，再增設下列優質服務，提升整體顧客服務滿意度及服務體驗價值。

技術支援網站（http://www.asus.com/tw/support/）

提供最新驅動程式或韌體下載、產品註冊、保固資訊查詢、延伸保固、產品維修進度查

詢和FAQ（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常見問題）等服務。繼2014年開始於台灣及中國提供

ZenTalk專區外，2015年陸續增加印度、印尼、菲律賓語系的專區，同年亦導入英文語系服

務全球（http://www.asus.com/zentalk/）。

2012年底，華碩於北美、台灣、中國、亞太和歐洲部分地區導入「客服即時通服務」（Live 

Chat），並將Live Chat置放於網頁顯著位置，讓顧客利用此服務，更精確提供或描述問題。

不論是ZenTalk專區、Live Chat或MyASUS，華碩顧客皆可即時提供問題畫面，華碩服務人

員皆能在第一時間透過文字、畫面或是影片等資訊，快速地替顧客解決問題。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http://www.asus.com/aocc/#MyASUS）

Android版應用程式MyASUS，不但提供技術支援的服務，更可透過行動裝置購買華碩

商品、取得特賣訊息、查詢最近的服務據點、掃描產品barcode進行會員註冊等服務。

預計於2016年提供Windows版本，服務更多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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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雲端客戶服務

華碩雲端提供多種線上諮詢資源，包含常見問題專區（FAQ）、自有與行動市集論壇討

論區以及顧客服務信箱等服務。

華碩官方行動APP服務

為了提供給廣大的華碩使用者更便利、更具彈性的

送修服務方式，除了親送皇家俱樂部檢修外，使用

者亦可透過官方行動APP，先於線上進行一對一交

談初步排除疑問，而在產品送修期間亦可即時查詢

產品維修進度。

 行動裝置備份服務

2015年第四季起，華碩皇家俱樂部提供消費者更貼

心的備份服務，當顧客將手機產品送修但尚未備份

資料時，皇家同仁會主動提供備份工具，讓顧客輕

鬆完成資料備份。

備用機服務

顧客的產品若需臨時性送修，華碩皇家俱樂部提供

消費者申請備用機的服務，讓顧客可以使用備用機

繼續處理事務，直到產品完修為止。

FAQ：持續更新、維護華碩雲端服務問題。

自有與行動市集論壇：週一至週五營業時段定時回覆論壇提問。

顧客服務信箱：在週一至週五營業時段，對於付費用戶，於其提問後24小時內回覆，

非付費用戶則於72小時內回覆。在問題尚未結案前，若顧客表達不須再回覆後，則會

對於付費用戶主動再表達關心。若有技術性問題，也會於72小時內回覆給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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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客戶滿意度

華碩相信「提升服務品質，從服務滿意度著手」。顧客服務的理念以提升顧客滿意度為

最終目標，嚴格把關每個服務管道及服務品質，並根據顧客的建議創造卓越優良的服務

體驗，無論產品內容諮詢、技術支援或維修服務，都能提供顧客全方位的服務。此外，服

務範圍涵蓋全球主要區域市場，包含亞太、美國及歐洲等地，給顧客最完整的保障。華碩

更通過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認證，服務流程亦包含其中，例如教育訓練的設計、SOP的

訂定、環境建置與導入等。其中顧客滿意度亦依照內部訂定之「客服中心售後服務顧客

滿意度管理辦法」施行，每年度由內外部稽核單位進行稽核活動，持續精進流程。

華碩售後服務滿意度調查

台灣顧客在使用不同類型之售後維修服務後，會依照服務類別收到服務體驗的滿意度調

查，目前主要調查方式有以下三種：

維修服務e-Survey電子問卷調查表單，每週平均約有15%的回覆率。華碩針對滿意度調

查結果每週進行追蹤並分析，2015年度共統計52週，期間為2014/12/29至2016/1/3，回覆

滿意與非常滿意者達82.7%。

華碩雲端滿意度追蹤

當消費者透過線上諮詢進行提問時，華碩雲端會在顧客問題結案之後，主動透過問卷進行

客戶滿意度調查。2015年，平均70%以上的提問用戶對於華碩雲端的顧客服務感到滿意。

3.7顧客隱私與資訊安全

產品維修的顧客隱私安全

華碩為確保顧客的資料保全性，在皇家俱樂部接受顧客的機台維修處理前，會和顧客當

面確認以下步驟：

華碩雲端資訊安全

華碩雲端深耕雲端系統維運之技術，以提供全球用戶優質的雲端服務。自2008年服務上

線以來，華碩始終相信，良好的資訊安全機制是用戶擁抱雲端服務的理由，對累積品牌

信譽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管理流程面及服務設計面，華碩雲端採取以下措施，讓用戶使用安心無虞的服務：

提醒顧客預先備份資料

說明資料遺失的風險及可能性

請顧客確認檢修單內容時，提醒記載之注意事項及遵守條款，其內容包含華碩隱私權政策

顧客於檢修單簽名，表示同意以上相關規定

自2011年2月起導入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經由稽核單位嚴密審核取得認證

維修服務e-Survey電子問卷調查表單，透過email發送

電話服務IVR（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互動式語音回覆系統，透過系統提供顧客電

話服務後的即時滿意度調查

皇家維修中心Survey Device滿意度調查機，於實體服務據點現場架設機器，讓顧客即

時反應滿意度分數，確保皇家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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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雲端員工必須接受資安相關教育訓練。2015年，共計61人完成個資課程訓練，每次課

程時間兩小時。

行動應用安全專案

華碩個資資安委員會，針對華碩產品開發的行動應用安全議題，進行資訊蒐集與研究，並提

供公司內部單位Mobile apps develop checklist，以符合個資的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管理要求。

檢修單之個資保護內容更新

華碩個資資安委員會與客服中心合作，同步更新全球用戶保固／維修服務所使用的文

件，包括紙本產品檢修單與線上RMA（Return Material Authorization）服務表單，逐一確

認是否已包括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之相關文字描述；並確保顧客將其個人資料提

供予華碩、並接受華碩提供之保固或維修服務前，已明確知悉並同意華碩對顧客個人資

料的蒐集及處理行為。目前業已逐步完成東南亞部份，並將於2016年度完成半數以上國

家檢修單的內容更新。

資訊安全年度內部稽核

配合公司內部查核作業，華碩將涉及個人資料管理之業務執掌部門列入稽核範圍，藉由

各單位內部自評及稽核員執行稽核作業，將不符合事項經由矯正措施及改善方法協助業

務執掌部門導正，以確保落實個人資料保護與資訊資產安全政策及相關管理辦法。

為強化網站與消費者資料安全，華碩個資資安委員會每年度皆會列舉出對外提供服務且

含有個資之網站，請電腦中心進行網站弱點掃描；並依電腦中心的弱點掃描評估報告，

進行弱點修正進度追蹤與弱點查核，若有缺失則要求權責部門限期改善。

在2015年，華碩與華碩雲端未有因疏失而導致資料遺失或錯誤、用戶資料外洩等投訴案

件發生，亦未發生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之案件。

提供SSL（Secure Sockets Layer）加密防護機制；

提供金融等級OTP（One-Time Password）動態密碼保護機制；

使用國家安全等級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加密技術保護用戶資料；

使用企業等級病毒掃描機制；

用戶啟用雲端服務時，於網頁說明雲端服務內容，並要求同意用戶隱私保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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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視員工為最重要的資產，其中一項經營理念即為「培育、珍惜、關懷員工，讓華碩人

盡情地發揮最高潛力」。因此，華碩提供具巿場競爭性的整體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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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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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家庭與健康。此外，在人才培訓上也始終不

遺餘力，積極培養更多深具華碩人特質與能力的員工，並透過協助員工成長，讓組織更加

成長與茁壯，達成「數位新世代最受推崇的世界級領導企業」之願景。

4.1人力結構與招募政策

2015年華碩集團全球有近100間子公司，分布於亞太地區、歐洲、美洲及非洲。華碩及華碩

雲端全球員工人數為16,905人，其中台灣區為7,350人，中國及其他海外地區為9,555人。

2015年華碩及華碩雲端台灣區男女員工人數：

華碩強調性別平等，不因性別而有歧視或任何不公平對待。台灣區總部因設立科技研發部

門，故男性員工為66%、女性員工為34%，男性比例約為女性的兩倍。

華碩為使子公司能在地化經營及管理，高階經理人以熟悉與了解當地文化的當地員工為主，

確保管理階層不會因文化上的理解差異而造成管理上的問題。員工人數細節請參考第六章。

華碩不因種族、性別、年齡、黨派、宗教、殘障等狀況歧視員工，僱用員工遵循當地法

令、最低年齡規定、EICC等相關規定，並依據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揭示華碩人權政策宣

言。華碩的人權政策宣言如下：

                              

表4.1 華碩人權宣言



57

徵才‧惜才

華碩徵才遵循公開招聘、公平甄選及擇優錄用的原則，職缺、條件、程序等資訊皆透明

公開。所有應徵者必須通過規定的考試或面試考核，華碩再依據結果擇優錄用，以確保

招募到來自不同領域、及符合該職務條件與期望的人才。

華碩僱用符合當地最低年齡規定之員工。台灣區建教合作對象為高職學校，華碩要求透

過建教合作來到華碩工作的建教生必須年滿16歲。

對於表現優秀的員工，華碩不僅提供所需之能力發展方案，更主動進行發展性職涯規劃

與輪調安排，讓員工在公司擁有多元成長與發揮空間。針對所有離職員工，除一一進行

面談了解與分析原因外，若因為組織層面或管理的問題，也會進行檢討改善。

4.2薪資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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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薪與獎酬不因性別、

宗教、政治、婚姻狀況等而有所不同。每年年中，華碩亦檢視公司薪酬條件與市場薪酬水

準，視需求進行調整。男女薪資比例以同職等比較，經計算後約為1:1。台灣區男性基層人

員及女性基層人員之標準薪資皆優於法令規定，2015年度與當地基本薪資比例為1.05。

華碩亦提供台灣區員工許多福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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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績效獎金

專利獎金及獲選模範員工的獎金

年度健康檢查

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團體保險、疾病傷殘險等

婚喪喜慶禮金及生日禮券

發放文康券，特約商店折扣及提供華碩產品員工優惠價

員工子女獎助學金補助

佳節巿集優惠預購活動

藝文展覽與講座

各項球類競賽及員工才藝競賽

部門團隊共好活動，大型戶外家庭日，聖誕晚會活動，歲末晚會活動

設置運動休閒設施，鼓勵員工運動、維持健康最佳狀態

設置員工餐廳並提供用餐補助

設置蔬菜栽種區，藉由親手種植，提供員工手做抒壓、轉換心情

專屬華碩員工子女的夏令營、冬令營

員工社團活動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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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制度

華碩、華碩子公司及華碩雲端皆遵循各地政府法令規範提供退休福利。

華碩台灣區，不分本國、外籍員工，全員皆享有退休金福利。2008年起，台灣籍員工全

遵循勞退新制，依法每月提撥投保工資的6%至勞保局的個別勞工新制退休金帳戶。外籍

人士僅適用勞退舊制，每月依薪資總額2%提撥到台灣銀行的勞工退休金帳戶。華碩台灣

區退休金詳細內容請參考股東年報。

4.3能力發展培訓

人才是企業成功的基石，華碩相信唯有每位員工充份展現ASUS DNA（華碩五德、崇本務實、精實

思維、創新惟美），並在其工作崗位發揮所長，將能達成「數位新世代最受推崇的世界級領導企

業」的願景。因此，華碩以ASUS DNA基礎，分析各階層人員職務所需之管理與專業職能，建置以

職能為導向的訓練體系。

                                                                                                                                                                                                       

圖4.1 ASUS DNA

落實訓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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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員工之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

圖4.2 華碩各階層人員職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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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建置三大類內訓課程，分別為核心價值、管理訓練、專業訓練。

為有效傳承知識與經驗，華碩建置完善的內部講師系統，管理課程由高階主管講授，核

心價課程由經認證合格之內部講師群擔綱。此外，為有效整合跨部門之專業訓練資源，

人力資源單位統籌開辦跨部門之五大專業領域專業課程。

表4.2 華碩內訓課程分類

多元學習資源

為讓每位員工在工作中持續不斷的學習，華碩不只有完善的內訓課程，亦提供員工多元

學習的管道，讓員工可依個人學習傾向，選擇合適的學習資源。

圖4.3 多元學習資源

職外訓練（Off-JT: Off-Job-Training）

華碩鼓勵同仁參與外部訓練，與外界交流、觀摩與吸收外部新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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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訓練（OJT: On-Job-Training）

單位主管可依員工發展需求，規劃員工在職訓練，並輔以參與專案、教練、見習、工作

擴大化與工作豐富化等在職訓練方式來提升員工能力，讓員工從日常工作中有系統地學

習，並將所學直接應用於工作上。

自我發展（SD: Self-Development）

華碩鼓勵員工持續自主學習，提供各種自我發展的學習資源，如多媒體數位課程及資

源、品書小館（實體圖書館）、電子書刊、產業資料庫、知識文件分享與多元主題之社

群討論，讓員工得以輕鬆享受學習的便利與個人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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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學習成長計畫與績效考核

華碩的績效管理制度，結合績效評估和學習成長計畫，除了重視員工績效表現外，更強

調員工未來之學習成長，以充份發揮員工能力，達成組織目標。

華碩依據「教育訓練辦法」，全面推動「學習成長計畫」（Learning & Growth Plan），協

助主管發展員工所需能力，並提供員工符合組織目標與個人職涯發展的可行方案。主管

秉持「因材施教」的理念，以ASUS DNA和各階層所需職能為基礎，依員工績效表現與其

各階段職涯發展所需，經與員工雙方討論後，規劃出員工個人化的年度學習成長計畫，

使訓練與發展更貼近個人需求、更有系統與更有效率，得以盡情發揮最大潛能。

圖4.4 華碩學習成長計畫流程

華碩台灣區依據「績效考核作業規範」，分別於六月初及十二月初執行績效考核作業。

2015年考核相關數據如下：

註1：不包含特殊人員、高階主管、試用期未滿、實習生及派駐人員

註2：不包含生病中或因特殊狀況應接受考核而未考核之員工

華碩雲端台灣區2015年考核相關數據如下：

註1：不包含高階主管及試用期未滿人員

註2：不包含生病中或因特殊狀況應考核而未考核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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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行為與績效輔導

對於績效表現未能符合預期或不符合行為規範之同仁，華碩均提供改善機會，由主管給

予1對1的輔導，人力資源處亦會從中關懷與協助，幫助員工提升能力表現。對於無法提

升績效表現之員工，華碩亦會進行轉調安置或給予充分之溝通；如確認不適任於組織，

在向外安置的過程中，亦會提供員工下階段職涯工作之協助。

身心健康、生活平衡

華碩關心員工生理與心理的健康，用心打造安全友善的職場環境，提供員工餐廳及運動休

閒館設施；亦推動工作、生活的平衡，定期舉辦各項員工活動，更提供員工心理諮商服務

專線，全方位照護員工身心靈健康。華碩相信，創造正向友善的工作環境，照顧員工及其

家庭，使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才能吸引及留住優秀人才，激發效率與創意。

4.4職場安全

提供一個安全友善的職場環境是企業的承諾，也是給員工的基本保障，為維護職場安

全，華碩遵守法令規定，採取多種方式維護勞工安全。

   活潑性的工安活動：為鼓勵全體員工共同參與，各項活動設計以讓員工能從遊戲中

學習，從歡樂中獲得工安資訊為目標。 

 多元化的教育訓練

華碩為使員工感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不再是枯燥且嚴肅的課程，特別將教育訓練教材以

漫畫、圖片、影片方式呈現，結合教材內容及工作，不僅淺顯易懂，更可提升學習興趣。

 

依照員工作業性質，客製化安全衛生講習e教材：

一般作業人員專用：內容包含一般作業／吊籠／吊掛／動火／高架／局限空間等作業項目

供饍作業人員專用：內容包括勞工安全衛生／食品安全衛生項目

清潔作業人員：內容包括國、台語雙聲的勞工安全衛生／清潔作業安全注意事項等

多元化交通安全宣導：內容包含交通宣導影片播放、定期文宣建置；也安排機車健

診活動。除了加強交通安全觀念，亦實際照顧員工行的安全。

 
防災訓練：為強化華碩員工火警緊急應變能力，不僅進行滅火器實際操作訓練，同時

定期配合政府機關進行大樓火警演練；並模擬火災發生時，進行滅火、通報、疏散等

任務。藉由讓同仁親身參與演練，提升全體員工對災防的重視。

圖4.5 華碩員工演練火災緊急應變情形



62

2015年華碩台灣區發生之職業災害多為上下班交通事故，損失工作日為306日，缺勤率

0.59%；華碩雲端台灣區為上下班交通事故，損失工作日為8.25日，缺勤率1.40%。2015年

華碩台灣區及華碩雲端台灣區職業傷害統計結果整理如下：

註1：失能傷害頻率（FR）指每百萬總經歷工時之失能傷害次數。

             計算公式：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件數／百萬工時

註2：失能傷害嚴重率（SR）指每百萬總經歷工時之失能傷害損失日數。

              計算公式：失能傷害嚴重率＝總損失工作日數／百萬工時

註3：失能傷害損失工作日：指勞工因發生職業災害之總損失日數。

註4：缺勤之定義為員工因失去勞動能力而不僅是因公傷或職業病脫離工作崗位。

             包含之假別：病假、公傷假、曠職。

             計算公式：缺勤率（AR）＝總缺勤時數／總工作小時數x 100%

4.5員工健康照顧

華碩台灣區各辦公室據點定期及不定期執行各項作業環境檢測，確保員工在健康安全的環

境下工作。企業總部及承德辦公區設有醫務室與門診，聘用專科醫師及護理師，提供全額免

費的醫療門診服務。為提供員工多元門診優惠服務，華碩收集員工推薦、網路優選、社區醫

療群優良診所等資訊，在針對科別、醫師經歷與證照、合格開業證明、診所環境與特約內容

進行評估後，與診所簽約成為華碩特約醫療院所，提升員工就醫品質、健康照護與服務。

華碩台灣區員工享有年度免費健康檢查。華碩職安單位與健檢醫院合作，針對員工健檢異

常原因進行分析、醫療諮詢協助和後續追蹤。此外，華碩也與職業病專科醫師合作，進行職

業病預防及改善，醫師亦提供現場諮詢與服務。針對有疾病史之高風險族群員工，華碩建置

健康管理分級系統進行追蹤關懷。

為打造幸福企業，華碩任用5名視障按摩師，於企業總部及承德辦公區的醫務室提供紓壓理

療服務，讓員工下班後可經由華碩幸福推手活絡肌肉、經絡，讓一整天的疲勞獲得有效的放

鬆。華碩亦照顧身為母親的女性員工，提供安全舒適的集乳空間，讓女性同仁可於需要時安

心放心的使用。自2010年起，華碩持續維持優良集乳室認證，並透過各種管道如員工新人訓

練、母性關懷諮詢、公司產假系統，主動通知公司集乳室設置地點與使用者權益，落實員工

母乳親餵友善環境。

華碩全年推廣健康促進活動，包含：健康爬樓梯、減重活動、防癌篩檢、護肝活動、疫苗

預防注射、視力保健活動、體適能檢測、CPR訓練課程等，提供多方面的員工健康資訊的管

道。華碩亦僱請專業營養師管理員工餐廳飲食，負責營養均衡之餐飲配置和卡路里管控，每

道餐點皆由營養師計算卡路里並進行標示，每月亦定期針對餐廳食材進行委外檢驗，保障員

工吃的安全。

為提供員工一個優良的工作環境並兼顧休閒健身功能之健康職場，華碩企業總部設有大型

室內綜合球場、健身房、有氧教室、撞球室、溫水游泳池、SPA區、烤箱、戶外日光浴等設

施，不僅鼓勵員工於上班前與下班後運動，也開放給員工及家屬假日期間使用。



63

五心級健康心理關懷

圖4.6華碩五心級健康心理多元溝通管道

華碩設有多元溝通管道，適時給予員工最佳協助。人資單位可主動發現組織與員工的潛

在困擾，透過電子化文宣、部落格、關懷專線等不同管道，讓組織縱向與橫向溝通均能

保持正向開放，建立起員工、工作團隊、高階主管等內外部交流溝通的橋樑。

員工關懷專線

華碩員工關懷專線1799設立於公司內部，為專人電話服務，提供即時工作方面相關之

心理、情緒支持或壓力紓解方法；若遇到員工意外受傷、生病住院、重大災難等特殊

況，也依個案情況提供急難救助協助，並給予員工及其眷屬適當的關懷。

員工意見箱

華碩鼓勵員工透過內部正式溝通管道提出任何意見或想法，表達多元的聲音。員工回饋意

見分為四大類型：產品研發、業務行銷、行政事務及個人意見。華碩期望員工透過正向建

言，推動公司邁向世界領導品牌的幸福企業。2015年員工意見信箱的每封建言，華碩達到

100%的回覆率，而88%員工所反映的問題，在各部門協力合作下，皆能在三天內處理完成。

 員工關懷網

華碩員工關懷網站由人資處員工關係課設計提供，內容包含工作紓壓、正面思考及對

員工個人工作或生活有助益的資訊。透過此網站傳遞關懷訊息、與員工分享紓解工作

壓力，並協助員工自我管理達成工作與生活的均衡發展。

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

華碩委託鉅微管理顧問公司提供員工協助方案，同仁可以在被妥善保護隱私的條件下，

無壓力的向服務中心諮詢有關工作、心理困擾、婚姻家庭、法律諮詢等的問題，全年24

小時不限次數時間，提供同仁預約諮詢。

為提升員工對自我身心狀態的敏銳度及應變能力，2015年6月編製心情溫度計摺頁小冊

子，並舉辦「華碩心情溫度計—心情感知小站」活動，共舉辦5場活動，協助至少650位

員工提升自我敏銳度、加強自我覺察。

急難救助關懷

由華碩永續發展辦公室的人文關懷單位負責關懷急難個案，除提供急難慰問金外，亦針

對需要長期照顧關懷的同仁擬定客制化照顧方案，提供個人必要之協助與支持，讓員工

及眷屬感受華碩家人愛與關心。舉例來說，只要有員工請假（病假、喪假），人文關懷

就會主動致電關心員工家庭是不是發生什麼事。這些小事說起來似乎都沒什麼深奧的

大道理，但就是這些點點滴滴做起，讓員工感覺到被照顧，真正把員工的心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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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樂活工作環境

華碩定期舉辦各種樂活人生講座或各類競賽活動，邀請員工一同參與，適度紓解工作壓

力，提升自我成就感。另規劃幸福旅遊系列講座，教導員工從旅遊中體察不同面向的生

活樂趣，享受生活。此外，還有各類藝文活動，如配合節慶邀請傳統藝術家至公司舉辦

各類傳統童玩DIY活動，或是邀請設計中心員工在藝文走廊舉行插畫展，並當場繪製客

制化卡片，提供員工作品及專長展出平台。

童玩DIY

華碩邀請傳統藝術家指導員工製作竹筷

槍、竹蟬等，體驗做童玩的樂趣。

環遊亞洲

華碩希望藉此活動讓員工了解及品嘗世界各地美食，於2015年共舉辦4

場，以亞洲為主題，分為4大區域：日本、泰越、新港馬及哈韓；每季邀

請廠商共襄盛舉，舉行各國特產及美食販售，並介紹地方特色文化。參

與活動廠商約50家，活動販售金額共801,111元。華碩亦邀請廠商參與兒

福聯盟公益捐款，捐款金額為16,600元。

 小農市集

華碩蒐羅全台真食物好食材，成立愛地球市集

並推廣無毒有機產品。邀請有機無毒自行種植農

民共37家，每週推廣台灣在地無毒好食材，讓員

工安心選購時令蔬果，吃在地、吃有機、食在安

心，也為台灣農業加油打氣。2015年累計銷售額

達1,052,880元，較2014年716,250元成長約47%。

親子關係

華碩深信家庭和樂將提升心靈的健康，因此員工

眷屬也是關懷的對象。華碩運動中心於假日開放

員工眷屬使用，鼓勵家庭成員一起運動，增加親

子相處時間，堷養共同興趣，建立良好的家庭關

係。此外還有眷屬可一起參加的華碩家庭日及部

門共好日，寒暑假亦舉辦兒童夏令營與冬令營，

創造員工與家人共處的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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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華碩數位包容計畫

數位包容（Digital Inclusion）是歐盟繼美國提出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現象、數位機會

（Digital Opportunity）措施之後，進一步用來推動建立具有包容性資訊社會的各項資訊措

施，用來建立一個沒有歧視的資訊社會所推動之政策及活動。亦即個人不會因為教育程

度、性別、年齡、種族以及居住地區之不同，而有不同接觸與使用資訊的機會。

企業的成長有賴於安定平和的社會，而企業善盡社會責任，回饋社會發展，如此正向循環是永

續發展的精髓，也是華碩經營理念「躋身世界級的綠色高科技領導群，對人類社會真正做出貢

獻」的實踐目標。華碩多年來在社會參與上投入相當多的資源，以多元化的方式實踐企業社會

責任；除了每年進行的捐贈、贊助、社區服務等社會參與方式，更進階到結合企業營運及核心

價值，將社會回饋的資源導向最大化的價值，樹立起業界典範，創造華碩獨特的永續競爭力。

5.1數位包容

資訊產業的技術發展日新月異，電子產品推陳出新相當頻繁，導致許多電腦在仍可使用

的狀態下就被消費者報廢，這不僅造成資源浪費，廢棄產品也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在此

同時，全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仍有大量的弱勢族群沒有機會接觸電子產品。因此華碩

開始了縮短數位落差專案，除了可延長電子產品的使用年限，減少地球環境負擔，更可

讓弱勢族群經由數位教育，翻轉未來。

1.

2.

關注地球永續環境，延長產品使用年限：

在全球關注環保永續發展的大潮 中，能源有效使用與資源再 用是世界各國目前最關心的

議題，對整體經濟發展與物價穩定具有關鍵性影響，也是國際投資者投資標的選擇的關

鍵因素。從產品生命週期觀點思考，除產品設計外，透過產品回收再利用、建置資源回收

再 用的方式，延續產品使用年限。

由教育改善生活方式

透過教育、職業訓練或能力養成是協助弱勢團體脫離貧窮及改善生活的最佳方式；而藉由

數位教育方式，最能有效克服城鄉、距離、貧富等差距所產生的資源不平等。因此華碩多年

前即以「縮短數位落差」為方向，推動一系列活動，逐步將數位教育推廣到全球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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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落差造成擁有資訊設備者與沒有資訊設備者之間生涯發展的巨大落差，數位機會用

來提供沒有資訊機會者接觸與使用資訊的機會，以縮短數位落差，數位包容則進一步根

據研究發現，嘗試透過以人為本的理念，建立一個沒有資訊障礙的社會。因此華碩的數

位包容計畫包括三個主軸，依序為：基礎硬體設備建置、數位學習能力養成與品德教育

與文化保存；並延伸包括六個子專案，藉由數位學習改善弱勢族群的生活品質，並發揚

保留各地傳統文化。

華碩文教基金會

2008年成立的華碩文教基金會，致力縮短數位落差及城鄉落差，透過各地區之非營利組

織與國內外志工團，前往服務地區設立數位學習中心，運用綠色科技與社會人文連結，

協助當地解決數位落差問題，並以具體及持續的行動力回饋社會、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以期培育國際人才與實踐華碩世界公民之理想。

華碩文教基金會透過政府及與各地非營利組織的合作，藉由不同的方式與活動，激發大眾

對社會相關議題的關注與重視；也以更具體的行動力累積群眾能量，將觸角延伸至更多元的

平台，透過不同組織的連結回饋社會，提升全球資訊教育並促進世界交流發展。華碩期許能

成為全球數位教育之平台，提供軟、硬體整合服務，以具體及持續的行動力回饋社會。

再生電腦數位培育計畫

自2008年起，華碩文教基金會持續推廣「再生電腦希望工程」專案，經由回收處理廢棄

電腦，將可用零件重新組裝及軟體更新。透過此專案，不但可將廢棄電腦經逆物流回收

處理，推廣環保愛地球的觀念；另一方面也可建立起資訊產品基礎建設，成為推廣數位

學習、縮短數位落差的第一步。

2015年，華碩完成廢棄電腦等資訊設備回收總量達19,456件，較2014年總回收量14,956件

成長77%；2015年，再生電腦捐贈總數達1,262台，總計受贈之國內非營利組織為89家，海

外14個國家；受贈非營利組織服務族群以志工服務、弱勢學童課輔中心、銀髮族、身心障

礙者、新住民為主。受贈單位亦運用再生電腦搭配華碩文教基金會所提供的軟體課程服

務，如：社群建立需求（臉書粉絲專業建置、如何貼文及分享）、檔案管控需求（Google

雲端硬碟使用、雲端問卷表單製作）、文書處理需求（Word/Excel/PPT）、廣宣平台需求

（影像剪輯入門）等，提升非營利組織夥伴的行政能力，拓展其國際視野，創造未來競爭

力。藉由此軟體課程、教材之提供，直接間接總受益人數約16,050人次。

當受贈單位的能力提升，這些受服務的夥伴亦能受惠，例如：偏鄉課輔中心往往學習資

源匱乏，沒有老師願意到該地服務，更遑論與外界的接觸；若學童們原先完全沒有數位

能力，更不可能藉由現行的數位學習平台提升課業表現。華碩文教基金會再生電腦數位

培育計畫，透過軟、硬資源整合的方式，幫助弱勢學童利用再生電腦及遠距視訊，於線

上學習國語、數學等基礎學科，讓其在學習路上不再孤單。

除此之外，2015年華碩志工社秉持著縮短數位落差的使命，開始與華碩文教基金會合

作，前往再生電腦受贈單位進行數位內容教學服務。藉由實地的服務，讓華碩同仁確切

觀察使用者的需求，並將需求回饋至產品與服務設計，提升華碩產品與使用者間的正向

關係。

為使受贈單位間能有效地交流，建立Facebook粉絲頁，分享再生電腦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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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受贈單位之心得，可前往華碩 再生電腦捐贈 愛地球專案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asusecopc/

有關「再生電腦數位培育計畫」的詳細資訊，可至以下網站了解更多：

http://www.asusfoundation.org

數位機會中心計畫

自2009年起持續7年，華碩文教基金會參與亞太經合會ADOC 2.0專案與外交部合作，協

助ADOC會員國及台灣邦交國當地非營利組織，設立數位學習中心、推廣數位學習及縮

短數位落差，縮短國家、城鄉、年齡及性別間的數位差距，提升競爭力，讓當地民眾能

擁有更便利、幸福的生活。

華碩在ADOC及外交部的大力支持下，協助超過23個國家建立數位機會中心，除了再生

電腦、全新電腦的捐贈外，更搭配資訊志工的服務來推廣數位學習，提升偏鄉兒童、貧

困青年學子、婦女、銀髮族的數位能力，並提供工作實習機會。七年間共捐贈華碩全新

筆電約2,100台及再生電腦近10,000台，成立超過100間電腦教室，受惠人數超過10萬人

次。

2015年該計畫更名為TDOC數位機會中心，於菲律賓、印尼、緬甸設立數位學習中心，

協助當地弱勢孩童及學術單位提升數位能力。

下表為2009年至今累計捐贈之國家：

心得感謝分享：天使發展中心再生電腦分享

「華碩文教基金會」捐贈天使發展中心的三部再生電腦，除用以提供身心障礙者多元

課程活動、提升學習動機、增加休閒選擇之外，也讓身心障礙者的服務對象從操作電

腦中，獲得成就感並能達到增進肢體的靈活度的成效。

天使發展中心善用三部再生電腦，讓中心服務的大、小朋友們，無論在學習、訓練、

休閒或情緒等皆獲得正向的支持！

感謝「華碩文教基金會」免費提供的再生電腦，開拓了身心障礙者的視野、豐富了身

心障礙者的生命！

圖文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findtyangel/posts/1180928195280918

華碩數位學習分享平台－「用愛連接全世界」：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asuselearning/

2015年公共電視及大愛電視台前來採訪，推動專案影響力。    

   大愛電視台【綠色幸福學】節目—再生電腦專題訪談，於2015/3/7播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jgNu8pSFzc

   公共電視晚間新聞邀請「再生電腦」專題報導，於2015/4/18播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mfX4bCNkMY   

   大愛電視台【世說。心語】節目—縮小教育落差專題訪談，於2015/5/7播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R_fdq8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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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華碩數位機會中心計劃捐贈國家分佈圖

  

       菲律賓關愛基金會 行動數位學習車                                    印尼雅加達 KDM捐贈                                                                                                                 

2015年，華碩文教基金會與TDOC計畫及外

交部拉丁美洲司，共同捐贈243台全新筆電

及200台再生電腦至緬甸、菲律賓、印尼、

瓜地馬拉、多明尼加、宏都拉斯、厄瓜多爾

等國的偏鄉學校。透過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力

量，共同將台灣的愛心及資源分享給世界各

地的偏鄉或弱勢族群。                  

                                                                                            緬甸仰光 仰光大學捐贈

華碩世界公民／志工專案

2015年，華碩文教基金會與10個國際志工團隊合作，共111位來自各大專院校之學生、指導

老師、及華碩員工遴選出來的國際志工，前往印尼、印度、泰國、菲律賓、越南、柬埔寨、

坦尚尼亞共7個國家的偏鄉地區，提供當地資通訊教育、華語文教學、生態保育、科技教育

等教學服務。華碩鼓勵員工參與志工服務，給予參與員工公假，藉此激發華碩人潛能，善

盡社會責任。華碩文教基金會也透過成果分享發表會、Facebook及志工網站，以影片、照

片及文字記錄分享志工服務過程及當中有趣或感人的故事。2015年度，志工們於上述服務

單位，共計服務3,770人次；藉由Facebook分享之故事與相關訊息，共觸及206,440人次。

國際志工服務成果：http://www.asusfoundation.org/article_achievements.aspx?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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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大學 越南廣壽二號服務

華碩除了每年甄選國際志工前往國外偏鄉地區服務之外，也積極關懷國內弱勢團體。為

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國內各類志工服務或公益活動，華碩提供每位員工每年一天的志工假

及活動經費補助。

2015年志工服務活動包含家扶數位學習營、安得烈食物銀行之食物品檢及包裝、竹圍小

太陽之課後輔導及陪伴、孩子的秘密基地之數位學習營、人安基金會、家扶寒冬送暖及

鬧熱關渡節義賣活動。每個活動皆能看到華碩志工們積極投入的身影，不僅展現華碩人

投身社會公益的熱忱，亦提升員工自我價值與成就肯定。

國內志工服務成果：http://www.asusfoundation.org/article_achievements.aspx?id=8

全國99秒短片大賽

自2009年起，華碩文教基金會與公共電視連續6年共同主辦「99秒全國影片徵選活動」。

2015年上半年完成第六屆「心幸福運動」的活動評選及頒獎典禮，並於下半年邁入第七

屆。每年依時事議題設定主題，亦有許多學校將此影片徵選活動融入課程中，成為每年

度必完成之作業；此外，因應資通訊產品的蓬勃發展，華碩文教基金會與公共電視亦舉

辦「手機創作營」，教導手機影像功能的設計與應用，培育對影像創作有興趣的學子。

最後也將影片撰寫成教案，提供中小學生生命品格教育使用，透過一系列活動所產出之

影片亦傳達正向良善的力量。

第六屆感動99影片徵選「心幸福運動」

日前國內社會案件頻傳，民眾漸漸關上心門，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越拉越遠。然

而，台灣各個角落仍有許多默默行善的人存在。這群人總是堅定自己的信念，以

其或許微小的力量，試著去給予他人需要的協助。一個關懷助人的舉動，能夠讓

受到幫助的人感受到無比溫暖，也能讓給予者從中得到無比的幸福感。「心幸福

運動」，便是期望能集合眾多小我的付出與關懷，擴大成為一股讓社會向上向善

的正面能量，讓你我的心都感到幸福溫暖。徵件活動於2014年10月15日開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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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影像創作營

華碩與公共電視共同舉辦「手機影像創作營」，利用華碩的ZenFone智慧型手機，結

合公共電視導播、導演群的影像專業能力，招募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共25位優秀的學

生，進行手機影像編導教學，讓原先並非影視科系相關的學子，也能輕鬆拍出具故事

性的短片。這項專案成果亦透過官方粉絲頁與大眾分享，共計19,724次觸及人數。

2015年2月25日止，總徵件數共400件。得獎作品製作成DVD，並聘請專業老師編製為國

小高年級生命品格教育之教材，全國共有68所小學教師來函索取。

                                 心幸福運動頒獎典禮校園組與社會組首獎

第六屆活動網站：http://www.pts.org.tw/2014heartfelt99/

  手寫的溫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JfupogAGlg

  最困難的早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P_ip9v9QY

  最簡單的困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pEGxESxt9E

  跨父追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dJ7A7MckP4

  槓子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6bUDyMlF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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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華碩原住民科教獎

原住民科教獎的宗旨，在於文化的傳承及科學的驗證。讓原住民族部落傳統自然知識、

文化及環境生態，結合現代科學科技，提升原住民中小學生的資訊與科學素養。華碩透

過雲端科展平台，讓原鄉的中小學生在耆老與家長陪同下，以部落生活環境的事物現象

為題材，進行科學專題研究，透過科學方法驗證原住民傳統智慧，傳承文化。

 

華碩原住民科教獎自2009年起舉辦至今，第六屆於2014年4月開跑、12月完成報名；2015

年上半年完成第六屆評選及頒獎典禮。

本屆活動完成構想書並交件者共45隊242人，其中包含10個原住民族群共210人以上原住

民學童參加。獲得培育之參與人員、原愛木工坊人員、專題演講聽眾、媒體報導閱聽眾

及論文發表之閱聽眾，影響人數達10,000人。得獎作品集與頒獎典禮節目專輯DVD發行

1,000份，至中小學及部落社區，並在原住民電視台播映及「飛鼠部落」網站展示。

累積至本屆為止，直接參與之原住民師生、耆老與部落家長超過2,000人，完成研究日誌超

過1,500篇，完成科學專題作品共208件。華碩透過雲端科展平台，讓原鄉的中小學生在耆老

與家長陪伴下，以部落生活環境的事物現象為題材，進行科學專題研究，以提升原住民學

生在全國性科展中的競爭能量，其表現足與一般學生匹敵。此計畫辦理模式明確可行，科

學教育成效深受肯定，同時亦建立起產官學媒各界長期推動原住民科學教育的合作機制。

數位包容的影響力

1.廢棄電腦在未妥善處理下，其含有的化學物質會對土壤、水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華碩將   

   廢棄電腦進行整備、更新後，以再生電腦方式賦予資訊產品新生命，可有效減少廢棄物產  

   生，並將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極大化。

2.藉由再生電腦，可提供資源較為缺乏的弱勢族群，也能擁有數位學習機會的硬體設備，是

   減少數位落差的第一步。經由此專案，我們可以提升弱勢族群的資訊技能，進行改善其生

   活品質，例如：偏鄉學童亦能掌握到最新資訊，提升其數位學習機會。

圖5.3 華碩原住民科教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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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位包容專案的受贈者包括外藉配偶與年長者，藉由此專案可學習使用社群軟體或通訊 

    軟體，架接起與親人溝通的橋樑，找回其生命中的感動。

4. 數位學習中心的影響力，可有助於受贈者改善其生活品質，提升工作技能。在菲律賓即有

    位貧困青年，離鄉背景工作卻不得志，僅能在撿拾雞蛋於市場販售維生。在接觸華碩的數

    位學習中心後，找到了個人的興趣與長才，在習得資訊技能後回鄉開啟電腦維修服務的新

   生活，改善了生活品質，也找到了成就感與自信心。

5. 與其它產業的數位學習活動不同的是，華碩長期支持的原住民雲端科教獎，該方案是以 

    人本、文化為重心，將傳統文化永續流傳。原住民具有多元且珍貴的文化，但在人口外移

    及教育斷層的情況下，許多文化面臨被遺忘的風險，特別是許多耆老口耳傳承的資訊，是

    原住民文化裡的一塊瑰寶。藉由科教獎的舉辦，學童透過科學方法學習耆老的智慧，驗

    證文化的科學根據，進而保存流傳。也因此原住民雲端科教獎被教育部認可，成為全國

    升學科學展覽的指定加分獎項之一。

5.2雲端服務的社會應用

網際網路的普及，帶動了醫療服務的數位化、雲端化。透過資訊與通信科技的建立，將

可強化民眾健康風險的管理能力。

2012年，華碩雲端與秀傳醫療體系合作，以通過全球一千多萬用戶驗證的雲端技術，結合秀

傳在醫療照護領域的深厚醫療能量及全台最完整的醫療服務覆蓋率，開啟雲端技術的創新

應用。此後延續此專案，透過雲端平台整合個人健康紀錄及各類照護資源，幫助健康資料串

流，展開更多創新健康服務，提升民眾的照護服務品質與效率。

建立帛琉健康雲端照顧服務

除了在國內建立起雲端健康服務平台，華碩雲端在政府醫療外交計畫的促成下，偕同秀

傳醫療體系與中華電信，於2013年協助友邦國家帛琉建立更完善的醫療照護機制；以台

灣健康雲服務經驗為基礎，整合跨領域資源，打造整體解決方案並輸出國際。

從台灣醫療外交發展40年的結果分析，以醫療人員為核心輸出的醫療外交所費不貲。在

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往往只能發展成短期、重點式的巡迴醫療模式，難以在當地建立長

期互信的醫病關係；因此，發展醫療外交必須導入創新思維，以台灣醫療體系精實的運

作機制整合資通訊能力，建立可持續性、更具效率與服務彈性的健康照護機制，進一步

創造國際醫療合作的新藍海。

 專案效益

（一）藉由醫療外交服務之推動，深耕帛琉與臺灣的外交關係，提升臺灣國際地位。

（二）改善帛琉既有醫療照護服務模式，提供高品質、全方位、雲端化的醫療照護服

圖5.4華碩創新雲端醫療外交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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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協助帛琉提升人民健康指標。

（三）分享臺灣醫療照護產業發展經驗，統合醫療照護競爭優勢，培訓當地照護人員，

             建立帛琉健康照護模式。

（四）導入雲端科技，建置帛琉國家個人健康資料平台，整合醫療照護資源與醫療後送

             體系，樹立雲端醫療國際服務模式的創新典範。

（五）台灣投入資源低、但高品質的醫療服務，以整體輸出至資療資源較少的友邦國

             家，並協助其建構自給自足、永續經營的創新醫療模式。

5.3社區參與

華碩與華碩文教基金會持續贊助藝文活動，落實關懷本土、放眼國際、善盡社會責任，

以下是實際參與的各項社會活動。

台科大華碩企業書院

自2015年起，華碩與台科大啟動長期的企業書院計畫，運用華碩的資源，培育國家未來的

人才。企業書院的參與學生為篩選制，學生皆來自不同科系。透過授課、參訪、競賽等方

式，以及模擬跨部門、跨產業的工作模式，讓學生更了解產業的實際情況；此外，更邀請

職場經驗豐富的華碩主管與幹部擔任講師，縮短學生對產業認知的落差，幫助建立未來

更準確的求職方向，進而提升就業率。

華碩的主管與幹部，也藉由擔任講師、規畫授課內容的過程，同時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

華碩校園領袖培育計畫（ASUS Campus Executive O�cer Program）

2005年第四季起，華碩開始舉辦校園領袖培育計劃。從全台大專院校遴選學生菁英參與

業務行銷工作，親身投入職場第一線，使其透過業務行銷實戰經歷了解華碩產品及品牌

精神，累積職場專業能力。此計畫迄今持續超過10年，不斷培育出未來的華碩及國家社

會人才。華碩也聘用參與過此計畫且符合華碩職務條件的畢業學生至集團內工作；未加

入華碩者亦是優秀的職場勞動力，為國家社會創造價值。

鬧熱關渡節

華碩於關渡地區深耕20多年，有鑑於與關渡地區的連結甚少，在2015年，與同樣地處關

渡的台北藝術大學共同舉辦「鬧熱關渡節」。透過此活動促進鄰里關係，關懷關渡地區的

人、事、物，同時亦期許關渡地區成為台北的藝術科技小鎮。本次活動以「綠色關渡」為

主題，華碩號召上百名員工，以電腦包裝材料及環保素材為主題，參與踩街遊行、市集義

賣及匯演；並將出自華碩設計團隊、代表華碩精神的「2357晶片牛」帶上一同踩街。活動

中所有義賣所得，皆回饋給在地的課輔中心及台北北家扶中心，協助弱勢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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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關懷慰問

2015年6月27日晚間，新北市八仙樂園彩色派對發生粉塵爆炸意外。華碩於第一時間啟

動員工關懷應變小組，清查傷者中是否有華碩同仁，所幸確認全體同仁平安。秉持著

「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精神，華碩人亦慷慨解囊、參與愛心捐款，期望以個人微薄

之力積沙成塔，協助傷患度過漫長復建之路。公益捐款與贊助請參考5.4節。

除了金錢贊助外，華碩也預期原本工作已相當忙碌的第一線醫護人員，在照護大量的受

傷者時會有更大的精神壓力。為了給予這些無私奉獻的醫護人員支持，華碩同仁發起加

油打氣留言活動，以關懷同胞之心，將溫暖送給淡水馬偕醫院、振興醫院、台北榮總醫

院三家燒燙傷病房中心的醫護人員，期許將愛傳出去，讓社會更祥和美好。

喜憨兒成長培育

華碩長期關懷弱勢族群，除了在縮短數位落差專案提供教育學習機會，及提供弱勢團體

贊助金援外，亦以實際行動支持弱勢團體的終身發展。華碩聘用9名喜憨兒為正職員工，

於華碩員工餐廳規劃常設性櫃位，櫃位營收全數捐贈給喜憨兒麵包坊。

對於在華碩工作的喜憨兒同仁，從最初的羞澀不敢與人群互動，在華碩人的熱情氛圍渲

染下，開始走入人群。更重要的是，憨兒們在華碩習得一技之長，在工作中獲得自信，

憨兒的家屬們也放心將這些小天使交給華碩培育，不再需要家人全天照護，減少了許多

家庭與社會的負擔。2015年更擴大櫃位業務，新增飲品銷售，讓憨兒們除了從事原有的

算術、接待等簡單工作之外，再學習新的工作技能，增加工作新鮮感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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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新青年e創志願者活動

2015年是華捷舉辦華碩志願者專案的第7年，此專案的宗旨是透過科技幫助弱勢團體、

縮短數位鴻溝並培養大學生的就業力。華捷持續與中國科協合作，將華碩大學生科普志

願者行動升級為華碩新青年e創志願者行動。此外也與三個公益組織推動一系列豐富多

彩的公益實踐活動，進一步激發志願者的公益熱情，開拓志願者的公益視野。

新青年e創志願者活動鼓勵大學生：

在專注科普紮實公益的基礎之上，2015年華碩新青年e創志願者行動提供志願者更多與

鄉村、基層接觸的機會，讓志願者通過公益實踐，發掘鄉鎮的創業創富機會。

5.4公益捐贈與贊助

除了實際參與各項社會活動外，華碩每年亦編列預算贊助不同團體組織，同仁亦自發性

發起募捐活動。

天下款款行創意教案徵選活動

教師，是孩子成長過程中重要的推手。華碩與《天下文化》共同推動教案徵選，邀請全

台中小學老師，參考《微笑台灣款款行》的多元內容，發展以台灣或縣市為主體的創意

教案，為孩子打造在地國際化的動態教學課程。期望透過此活動，激發更多教師的創

意，引導下一代的青年學子，提升未來競爭力。本年度為第一屆甄選，獲得全國中小學

教師廣大迴響，包含國小組60件、國中組42件參選作品，共347位老師參與此活動。

本屆國小組首獎為嘉義縣平林國小「稻草人的呢喃」，老師善用孩子們身邊常見的事

物—稻草，將聽到的祖先智慧、揉合對土地的愛，最後透過實際的手工活動，淬鍊出孩

子創新的想法。國中組首獎則為新竹市虎林國中「米粉之子」，以米粉的故事結合數位

科技，傳承與推廣這百年的好味道。

  帶給家鄉最新最實用的手機應用及電腦知識

  用智慧的視角發現家鄉蛻變的可能

  挖掘並分享返鄉創業的成功經驗

  用e創妙想發起一個有利於家鄉的公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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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獎

    首獎

    稻草人的呢喃

    米粉之子

  嘉義縣平林國小

  新竹市虎林國中

年輕的小生命用好奇創意窺探他生活的世界，而他四週的農田稻穀，就是最容

易理解的寬廣事物之一。課程帶領孩子從稻草人的出現，稻草的故事裡聽到祖

先的智慧，和對土地的珍惜；在摸索稻草的粗糙纖維中，聞到泥土陷入穀物中的

味道，以纖細微妙的童稚之心，手握著一根根的稻穗從不同型態的金黃，粹煉出

稻草人的模樣；藉由稻草延伸的各種手工活動穿越時間空間，凝聚孩子的情感和

粹煉出創新的想法。

https://youtu.be/tynzlfY5_4I

風乾米粉的曲度，其實是微笑台灣最好的圖像！最近得知規劃多年的「米粉體驗

館」即將落成啟用，加上近年來「文化主題」深度旅遊風行，於是觸發了我們的靈

感，將「米粉導覽員」的概念融入課程，讓學生探索這個饒富文化歷史的聚落，同

時，也結合本校加入兩年的「新竹市行動教學」，產出一全新、兼容歷史傳承與資

訊科技新意的創意教案，希望學生用腳認識這塊土地，用米粉的故事和數位科技，

傳承並推廣這百年的好味道。

https://youtu.be/TTfsRj95gCQ

大愛電視台公益廣告

自2008年起，華碩連續七年贊助大愛電視台製作淨化人心的廣告。以2015年為例，推出

海洋科技博物館及苗栗客家圓樓兩個公益廣告，以不同的角度與思維推廣靜思人文教

育，鼓勵誠正信實、踏實付出，讓裨益社會的力量泉湧不絕，讓所踏過的每一寸土地，

都蘊含豐富的感情與故事。

贊助MONSTER競技啦啦隊

自2011年起，華碩連續五年贊助MOSTER競技啦啦隊，提升其訓練環境及設備，降低競技

運動操練過程中可能發生之風險，使MOSTER無後顧之憂，在這條道路上能持續不斷地

成長茁壯。同時，亦協助MOSTER舉辦台灣及國際啦啦隊間之交流活動；藉由分享練習心

得，聯繫彼此間的情感，拓展啦啦隊員的國際觀，進而提升台灣啦啦隊實力，與國際隊

伍並駕齊驅，踏上舞台發光發熱。

MOSTER競技啦啦隊是由一群熱愛運動的在校生及社會人士所組成。自2001年成軍至今

已邁入第16個年頭，成立之初的宗旨是提供台灣啦啦隊運動之參與管道，並藉由安全的

練習環境及專業的訓練資源，推動台灣啦啦隊運動蓬勃發展。MONSTER一路走來征戰國

內外大大小小的比賽及演出，同時積極招募具有熱忱的新血加入，並鼓勵隊員藉由不斷

地練習來挑戰自己、超越自己；在過程中亦學習團隊精神，培養團體默契及向心力，展

現出新生代合群、自信以及自我激勵的特色。本著教育訓練之初衷，MOSTER期許未來能

往下扎根，培育具有教養、宏觀及專業技能之啦啦隊員，在技術層面不斷創新突破，展

現亮眼成績。在MOSTER及全台灣啦啦隊員的共同努力之下，期盼台灣啦啦隊運動能夠

持續推廣精進，發展出台灣啦啦隊特有之精神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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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資、募款與義賣捐贈

2015年度華碩投入公益捐贈支出金額為30,614千元：主要為捐助華碩文教基金會、八仙

塵爆捐款及教育及社會關懷公益事項。

華碩亦為員工建立公益捐款平台，透過該捐款平台，2015年共向華碩同仁募得4,886千

元，主要捐助對象為八仙塵爆、歲末弱勢祝福及提供弱勢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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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地區

歐洲與美洲

註1：大中華地區之華碩及華碩雲端，皆為台灣區數據

註2：當地：以〝國籍〞定義

註3：高階管理階層：管理組織職稱為經理／專業經理（含）以上人員

註4：ACI認為資料敏感，暫不揭露，故為NA

6.2 環境

G4-EN28 按類別說明回收已售出之產品及產品之包裝材料的百分比
2015年華碩全球產品回收比例為11.06%，產品包材無特別計算回收比例。

華碩全球回收服務，請參閱網址 http://csr.asus.com/english/Takeback.htm

6.3 社會

勞工守則
G4-LA1 按年齡組別、性別及地區劃分新進員工和離職員工的總數及比例
以下為2015年華碩、華碩雲端、及華碩子公司新員工年齡與及性別分類之僱用率及人數：

一般標準揭露
G4-10按地區和性別劃分的員工總數
以下為2015年以下為華碩、子公司及華碩雲端男女員工人數：

大中華地區

歐洲與美洲

註1：大中華地區之華碩及華碩雲端，皆為台灣區數據

註2：ACI認為資料敏感，暫不揭露，故為NA

特定標準揭露

6.1 經濟

G4-EC6 在重要營運據點僱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以下為華碩、子公司及華碩雲端當地高階經理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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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地區

新員工僱用人數

新員工僱用率

歐洲與美洲

新員工僱用人數

新員工僱用率



82

以下為2015年華碩、華碩雲端、及華碩子公司新員工年齡與及性別分類之流動率及人數：

大中華地區

員工流動人數

員工流動率

歐洲與美洲

員工流動人數

員工流動率

註1：新員工僱用率＝整年度新僱用人數/((年初在職人數+年末在職人數)/2)

註2：員工流動率＝整年度流動人數/((年初在職人數+年末在職人數)/2)

註3：ACI認為資料敏感，暫不揭露，故為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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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LA3 按性別劃分，育嬰假後復職和留任的比例
台灣區

華碩

*2015年度男性無復職滿12個月人數，故留任率為NA。

華碩雲端

2014年度及2015年度皆無人請育嬰假也無復職及離職人數，故復職率及留任率皆為NA。

中國地區

當地並未實施育嬰假，故無相關統計。

註1：有資格申請育嬰假的人數＝當年度有申請產假之女性及陪產假之男性

註2：復職率＝育嬰假後實際復職之員工人數／育嬰假應該復職之員工人數

註3：留任率＝前一年度育嬰假復職後12個月仍在職之人數／前一年度育嬰假後實際復職之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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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雲端

全體員工年齡與性別分佈

華維

全體員工年齡與性別分佈

G4-LA9 依性別及員工類型分類之每位員工年平均受訓時數
2015年華碩、中國子公司及華碩雲端員工年平均受訓時數（小時）請參照以下表格：

大中華地區

*該子公司未有此數據的統計資料

註1：全部數據僅呈現員工內部實體教室課程與線上課程的年平均訓練時數，並未包

含在職訓練及外訓的年平均時數。

G4-LA12 按性別、年齡層、少數族群及其他多元化指標劃分，公司治理組
織成員和各類員工的組成
以下為2015年華碩、華碩雲端、及華碩子公司員工組成之多樣性指標：

台灣區

華碩

全體員工年齡與性別分佈

中國地區

華捷

全體員工年齡與性別分佈

華科

全體員工年齡與性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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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與美洲

ACG

全體員工年齡與性別分佈

ACIT

全體員工年齡與性別分佈

ACI

認為資料敏感，暫不揭露，故為NA

ACF

全體員工年齡與性別分佈

ACZS

全體員工年齡與性別分佈

人權
G4-HR5 已發現具有嚴重使用童工風險的運營點和供應商，以及有助於有
效杜絕使用童工情況的措施
華碩、子公司及華碩雲端依人權政策宣言，僱用符合當地最低年齡的法律和規定之員

工，以及避免童工從事危險工作。華碩台灣區建教合作合約中雖沒有特別要求年齡，但

建教合作之對象為高職學校，學生都會在15歲以上，亦有要求透過建教合作來到華碩工

作的建教生需達16歲。

華碩對一階代工廠執行CSR稽核，監督供應商僱用符合當地最低年齡的法律和規定之員

工及無危害童工作業之工作項目。

G4-HR6 已鑑別為具嚴重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風險的營運據點和供應商，
以及有助於減少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的行動
華碩、子公司及華碩雲端依人權政策宣言，確保沒有強迫、桎梏或非自願的僱用情況。

華碩對一階代工廠執行CSR稽核，確保供應商沒有僱用強迫、桎梏或非自願的監獄勞工

於生產華碩的產品或服務。

G4-HR12 經由正式申訴機制立案、處理和解決的人權問題申訴的數量
利害相關者可藉由任何華碩對外管道（如：CSR網站信箱等）申訴和人權相關議題。

2015年華碩未收到人權相關之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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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PR3 符合產品與服務資訊標示比例
華碩依照各國際法規標準、自願性準則和環保標章等要求，如J-MOSS、EPEAT、Energy 

Star等，於產品／使用者手冊／CSR網站揭露相關服務資訊與標示，符合比例100%。 

社會
G4-SO3 已進行貪腐風險評估的營運據點總數及百分比，以及所鑑別出的
顯著風險
華碩每年年初以抽樣方式選擇抽樣之員工層級後，寄發「內控自評問卷」，評估前一年

度的內控狀況，問卷項目含「員工道德行為守則」及馬力克管理思維落實情形。除此之

外無特別做部門之收賄風險分析。

華碩台灣區於2016年1月執行2015年的內控調查，此次抽樣對象分為課部級主管與相當

職等之技術職以及非主管職之一般員工。

問卷寄發與回收情況暨調查結果彙總如下表：

同意比例代表該層級員工同意公司有落實內控自評問卷所提及之項目的比例。調查結果

顯示，認同公司內控環境符合比例達95%，顯示內控環境在可接受範圍內。

產品責任
G4-PR1 為改善健康和安全而進行衝擊評估的主要產品和服務類別之百分比
產品在生命週期各階段對於環境、人體健康及安全的影響，多決定在設計階段。

華碩所有產品在設計時即將全球環境、安規等相關法令做為標準，皆符合後始進行量產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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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TANDARD DISCLOSURES一般標準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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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STANDARD DISCLOSURES特定標準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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