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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電腦永續報告書
核心報告

關於華碩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代號 2357）成立於 1989 年，企業總部設立於台北市北投區，以
「追尋無與倫比」為品牌精神，致力於開發全方位科技產品解決方案，為世人擘劃美好數
位生活藍圖。產品類別橫跨主機板、顯示卡、筆記型電腦、智慧手機、螢幕、路由器等，
同時積極拓展電競、創作者、人工智慧物聯網與雲端計算領域等多元應用，客戶涵蓋消費
性產品使用者、商務人士、中小型企業、大型企業、學校、政府機關等。華碩為全球使用
者創造體貼人心的智慧生活與無所不在的幸福感，以成為數位新世代備受推崇的科技創新
領導企業為目標。

全球第一的主機板、
電腦、螢幕、顯示卡
與路由器品牌

核心報告

NETWORKING

NOTEBOOKS

GRAPHIC CARD

MOTHERBOARDS

細節報告

2021 年華碩永續報告書採用「核心報告」與「細節報告」兩種方式揭露。
核心報告｜聚焦永續策略、目標，以及永續四大主軸關鍵行動與績效

細節報告｜提供環境、供應鏈、員工、社會與治理等領域的管理作為資訊

DIS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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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嚴峻的疫情與氣候變遷衝擊了全球的發展，讓我們更加意識到未來環境、經濟與社會的不
確定性將成為新常態。極端氣候不僅影響我們生存的環境，也考驗了企業的營運韌性。華
碩身為台灣資通訊產業的領導品牌，一直以來將環境與社會參與視為營運策略的一部分，
推動崇本務實的策略性永續。

華碩去年正式承諾將強化研發，提高產品能源效率，讓產品平均能源效率優於最嚴格的環
保標章 Energy Star 30% 。我們也將發揮品牌影響力，帶動關鍵供應商降低 30% 碳排放
強度，並且承諾台灣營運在 2030 年、全球 2035 年達成 100% 使用再生能源，促進產業
與環境共榮發展。華碩崇本務實的永續策略也同時受到外界的肯定，除了入選多項責任投
資指數外今年度，華碩永續報告書更一舉獲得 2021 年「亞洲永續報告獎」大型企業最佳報
告書銀獎、最佳環境影響力報告書金獎、以及最佳供應鏈報告書銀獎等三大殊榮。
未來的挑戰只會更多元更艱難，華碩遵循企業文化，推動以人為中心的設計思維，提供客
戶最佳體驗，持續強化企業核心能力，練就華碩的卓越人才，以實踐經營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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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施崇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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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

2021 年是華碩展現創新及營運韌性的最佳代表年。華碩在疫情嚴峻之中持續創造卓越經
營績效，八度榮登 Interbrand 台灣最有價值的國際品牌，同時七度受美國《財富》雜誌
(Fortune) 評選為「全球最受推崇公司」。
尋找數位新經濟的新解方，需要的是創新的思維與科技的解決方案。華碩成立創新發展室，
看到創新不只是要隨時反應產業的外部結構性轉變，也從企業內部讓創新 DNA 不斷進化。
期許運用開放式創新思維，結合外部投資創新技術，並與商業夥伴創造共享價值。

2021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 (COP 26) 上達成格拉斯哥氣候協定 (Glasgow Pact)，加速全球
推動氣候行動的共識。華碩身為全球科技領導品牌，2021 年加入 RE100 全球再生能源倡
議，為減碳目標立下里程碑；同年加入「台灣氣候聯盟」成為企業創始會員之一，結合聯
盟內合作夥伴的力量，與國際氣候倡議組織接軌合作。
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SDGs) 最後一個指標，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即是「建立多元夥
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華碩不論在商業布局或是永續進程上，重視與外部產業鏈
夥伴的共創合作，希望整個產業鏈能夠共榮發展，共同開創永續新局。

共同執行長 許先越

共同執行長 胡書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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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策略

數據化衡量、科技化管理

以核心競爭力建構企業永續價值

Our Philosophy
躋身世界綠色高科技領導群，
對人類社會真正做出貢獻

Our Vision
數位新世代備受推崇的
科技創新領導企業

Our Support
for SDGs
藉由科技技術與價值鏈夥伴
合作，創造正面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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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數位新世代備受推崇的科技創新領導企業」的願景，華碩認為永續的績效必須跳
脫傳統的道德感性訴求，轉化成可以客觀衡量的策略指標，進而採取「數據化衡量、科技
化管理，以核心競爭力建構企業永續價值」的永續策略，在每一個決策過程納入環境、社
會的要素，形塑永續競爭優勢。

Our Strategy
數據化衡量、科技化管理，
以核心競爭力建構企業永續價值

Our Priority
結合重大議題及國際永續焦點，
優先採取行動

Our Goals
結合核心能力，聚焦循環經濟、責任製造、
氣候行動與價值創造的永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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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肯定

永續里程碑
2021

榮獲「 2021 亞洲永續報告書」
(Asi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wards, ASRA)

2020

最佳永續報告書獎 (大型企業)銀獎

邁入數位轉型時期

邁入數位轉型時期，優化管理流程與改善決策品質

最佳環境影響力報告獎 金獎
最佳供應鏈報告獎 銀獎

2019

率先同業發佈

2018

率先同業發佈

率先同業發佈環境損益報告 (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貨幣化環境影響

率先同業發佈永續價值整合報告 (Total Impact
Measurement & Management, TIMM)，貨幣
化企業真實價值

全球第一間

全球第一間 ISO 20400 永續採購指南績效評核認
證，落實永續供應鏈管理

全球第一間

2017

(UL Circularity Facts Program Validation)

亞洲科技業第一本社會投資報酬率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驗證報告，貨幣化社會影響力

全球第一間獲頒循環係數計畫認證

2016

華碩為台灣第一家資通訊企業獲得最佳永續報告書獎殊榮。
評審團肯定華碩對永續策略目標、 利害相關者議合、 重大性
議題影響與挑戰， 以及歷年績效實踐的成果與透明揭露

亞洲科技業第一本

全球第一間

連續6年入選倫敦金融時報
新興市場永續指數成分股

(FTSE4Good Emerging
Index, 2016-2021)
連續5年入選FTSE4Good
台灣永續指數 (FTSE-

全球第一間消費電子企業總部零廢棄填埋
(Zero Waste to Landfill) 認證，量化廢棄物回收
轉化比率

2009

4Good Emerging Index
and TIP Taiwan ESG
Index, 2017-2021)

S&P Global永續年鑑 (The
Sustainability Yearbook
2021, 2022) –Member

ISS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ESG企業評比「最佳」等級
(Prime Level)

美國《富比士》雜誌評選「2021最佳雇主排行榜」

台灣國際品牌價值第8年獲得第1名(2013-2019, 2021)

2021科睿唯安(Clarivate)全球百大創新機構

全球第一台

全球第一台碳足跡與碳中和筆記型電腦，量化產品
生命週期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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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主軸與年度績效

循環經濟

環境友善材料
綠色產品營收
全球回收管理

環保設計產品(Eco Friendly Products)
占營收比達86.6%

使用回收塑膠(PCR)自2017年累計使用超
過1,064噸

全球電子廢棄物回收量自2019年累計超過
33,000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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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行動

產品能源效率

供應鏈減量目標
再生能源目標

2021 年新推出的商務及家用型筆記型電腦
能源效率平均優於Energy Star 標準
37.6%

全球營運據點電力使用碳排放量減少15.8%

責任製造

永續供應鏈稽核
合法冶煉金屬

供應鏈資安管理

華碩所使用的鉭、錫、鎢、金100%來自合格
冶煉廠

自2018年成為責任商業聯盟(RBA)全責會
員(Full Member)，透過永續稽核管理保障
供應鏈勞工權益，自2013年累積受益者達
39萬人次

價值創造

永續數位轉型
創新研究發展
關鍵人才培育

與臺大共同設立「華碩臺大聯合研發中心」

數位包容計畫累積捐贈出超過20,000台電
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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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 2025 目標

華碩以 2020 為基準年度規劃出未來五年的計畫，推出「永續 2025 目標」。2025 目標延
續了我們對環境與社會的承諾，藉由華碩的核心能力與專業技術，將目標聚焦在「氣候行
動」、「循環經濟」、「責任製造」與「價值創造」這四個方向，期許能對人類與環境產
生積極與正向的改變，進而提升華碩的綠色競爭力，創造與社會之間的共享價值。

循環經濟

氣候行動

目標進程

啟動綠色產品專案，開發使用環
境友善材料

規劃資訊安全系統專案協同商業
合作夥伴，落實專案目標
目標

推動永續採購，
提升產品與包材使用環境友善材料

100%

擴大綠色競爭力，
提升環保標章產品(Eco Labels)營
收占比超過50%
研發環境安全提升，
2025年國際資安標準涵蓋率達

100%

呼應循環經濟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全球產品回收率達20%
10

目標進程
協同商業合作夥伴，
落實專案目標

擴大適用產品線與服務
範圍

2021 年行動 / 績效

擴大產品使用回收塑膠；以及紙類包材使用回90%回收紙
漿，或永續森林認證(FSC)的紙材
環境友善材料使用較2020年成長21%

推動「綠色產品專案」，設立標的產品短中長期目標

環保標章產品(Eco Labels)營收占比較2020年成長65.1%
盤點需要導入資安標準單位，評估導入資安管理規範及管
理程序
擴大產品折舊換新(trade in)服務國家，包含台灣、中國、
巴西與越南等
全球產品回收率達11.4%

提升產品能源效率，
協輔供應商減碳行動

目標

2030年台灣營運據點再生能源
使用比例達100%
2035年全球營運據點再生能源
使用達100%
每年主要產品能源效率優於
Energy Star 標準30%

2025年關鍵供應商溫室氣體排
放強度減少30%

導入再生能源試行方案

擴大再生能源經驗
至全球營運據點

2021 年行動 / 績效

完成2021年全球營運據點溫室氣體盤查與第三方查證，全球
營運據點電力使用碳排放量較2020年減少15.8%
監控再生能源法令，分析再生能源市場趨勢與量能
再生能源中長期需量分析
建立產品管理能耗平台

2021 年新推出的商務及家用型筆記型電腦，平均優於
Energy Star 標準37.6%
完成溫室氣體盤查說明會、減碳論壇

建立溫室氣體盤查指引、線上課程、線上技術諮詢群組
鑑別9類關鍵製程排放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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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 2025 目標

華碩以 2020 為基準年度規劃出未來五年的計畫，推出「永續 2025 目標」。2025 目標延
續了我們對環境與社會的承諾，藉由華碩的核心能力與專業技術，將目標聚焦在「氣候行
動」、「循環經濟」、「責任製造」與「價值創造」這四個方向，期許能對人類與環境產
生積極與正向的改變，進而提升華碩的綠色競爭力，創造與社會之間的共享價值。

責任製造

價值創造

目標進程

目標進程

落實供應商永續稽核與衝突礦產管理

盤點供應商資安管理現況，
制訂作業規範
目標

落實勞動人權管理，
關鍵供應商 100% 完成 RBA 第三方
稽核與缺失改善

使用責任礦產，
供應鏈鉭、錫、鎢、金、鈷 100%
採購自合格冶煉廠
強化供應鏈資安管理，
關鍵供應鏈 100% 符合資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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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輔供應商推動轉
型計畫

確實符合華碩管
理規範

2021 年行動 / 績效

建立商業策略合作與人才發展
計畫

建立創新管理影響力
方法學

目標

整合創新專案與產學合作
效益

2021 年行動 / 績效

100%完成關鍵供應商RBA第三方稽核與缺失改善

開創永續數位轉型與創新循環發展，
年度永續價值創造效益增幅達 100%

與重要商業夥伴策略合作，開展永續數位轉型
與創新循環發展專案討論

2021年維持鉭、錫、鎢、金100%採購自合格冶煉廠達標

以研發中心為熱點，
推動產業界未來人才發展計畫，培育超過
1000 人

為期三個月以上，沉浸式職場學習共培育116人

改版華碩供應商行為準則，納入人權指標
鈷採購至合格冶煉廠比例提升41％

鑑別鈷關鍵供應商，要求年度合格冶煉廠轉換計畫

舉辦實體/線上講座、企業導師、履歷職涯諮
商，共計1,350位青年人參與

執行供應商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O 27001)導入現況盤
點，合約增加資訊安全條款

邀請關鍵供應商至華碩資訊安全月例會分享其資訊安全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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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

我們在設計產品與服務融入循環經濟思維，
使用環境友善材質、提升能源效率、延長使用週期，朝向低碳產品開發

高效能的產品設計

全球回收服務

全球回收服務覆蓋超過75%銷售市場
全球廢棄產品回收占比達11.4%
1

14

商業

週期延續

高能源效率
易拆解設計
產品輕量化

模式

用

廢棄物再利用
再生電腦

產品服務化
共享平台

用

回收再生

零組件再使用

2021年推出的商務及家用型筆記型電腦，平均優於Energy Star 標準37.6%。
美國Energy Star Program為全球最嚴格的能源效率計畫

產品生命

模組化

計

2021年產品包材使用約20,670噸回收紙，較2020年成長20%

擇

循環供應鏈

再生物料

再利用

料選

利

所有商用電腦含有5%以上的回收再生塑膠，自2017年累計已使用超過1,064噸

物

循環

2010年起自願性導入無鹵政策，2021銷售產品無鹵料件占比達85.1%

環境友善材質
化學物質管理
減少原生物料

效率提升

品設

環境友善材質

再生

產

2021 年環保設計產品 (Eco Friendly Products) 佔營收比達 86.6%。
1

綠色

者

使

循環經濟改善了線性經濟的過度浪費資源和環境污染，並兼顧環境友善的商業模式，為了
朝向這個目標，我們在設計產品與服務融入循環經濟思維，透過四階段循環流程，呼應國
際諮詢顧問公司 Accenture 所歸納的循環經濟五種商業模式：循環供應鏈、產品生命週期
延續、產品服務化、共享平台、回收再生。將循環策略整合到經濟基礎中。

消費

回收服務

延長產品壽命
保固維修
租賃服務
共享平台

華碩關注減碳議題，鑑別產品生命周期的排放熱點，持續針對產品碳足跡進行追蹤、減量
華碩產品碳足跡報告

環保設計產品取得八類環保標章，包含：EPEAT, TCO, 台灣環保標章 , 中國十環 , Japan ECO mark, 中國國推 ,

Energy star, 台灣節能標章

15

氣候行動
華碩的淨零願景與行動
創新技術

2050年

投資創新減碳技術
移除剩餘碳排放量

逐步推動價值鏈邁向淨零

擴大再生能源

2035年
全球達成

RE100

2030年
台灣

合作、信任與價值共創是淨零方程式的關鍵解方

關鍵行動

跨產業技術研發

創新技術策略投資

分析全球營運再生能源最適化方案
繪製短中長期再生能源路徑

營運總部 LEED 最高等級綠建築

100% 再生能源

提高能源效率

2025年

30%
供應鏈減碳30%

產品優於能源之星

華碩加入 RE100 ，承諾 2035 年全球據點 100% 使用再生能源

提升產品能效設計

鑑別關鍵製程排放熱點，繪製減碳路徑
協輔供應商推動減碳計畫

綠建築是實踐與環境共生概念。華碩營運總部辦公大樓皆符合綠建
築標準，更搭配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減少營運碳排放量。
獲美國 LEED 白金級綠建築認證肯定。
依 TCFD 發佈氣候行動報告

華 碩 支 持「 氣 候 相 關 財 務 揭 露 建 議 書 (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依其架構揭露在氣候變
遷因應作為上的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等關鍵資訊。
下載華碩 TCFD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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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製造

身為全球資訊產品領導企業，
建構一個負責且具有彈性供應鏈的同時，提升自身營運成長創造競爭力

M

RBA 全責會員 (Full Member)

華碩展現高規格供應鏈管理績效，而獲邀成
為 責 任 商 業 聯 盟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 的 full member。
我們要求供應商符合華碩行為準則，確保工
作環境的安全、員工受到尊重並富有尊嚴、
商業營運合乎環保性質並遵守道德操守。

AN

AGE

MENT SYST
EM

S

LABOR

HEALTH
& SAFETY

ETHICS

成本
區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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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技

術

品質

交

環境

勞工
實

營
公平
運

理
人權

客戶

服務

永續採購

治

全球電子業首張永續採購認證

踐

社

組織

則。要求所有供應商簽署並遵守華碩行為規範宣告書和
人權聲明書。並由 RBA 合格稽核員執行高風險供應商
稽核，審查人權管理和勞工雇用。

2021 年高風險供應商 100% 完成永續稽核
華碩供應商行為準則

ENVIRONMENT

永續

供應商人權保護
我們以 BRA 行為準則為基礎，訂定華碩供應商行為準

永續採購除考量成本、品質、技術、交期、服
務等傳統因素外，再納入永續，降低採購行為
對環境的負面衝擊，提升對社會與經濟的正向
貢獻。

本計畫通過第三方單位 SGS 績效評核，取得全
球第一張 ISO 20400 永續採購指南績效評核認
證，為業界立下嶄新標竿與達標門檻。

華碩人權聲明

責任礦產

「鉭、錫、鎢、金」是電子產品功能運作必要材料，
2019 年 RMI 組織將「鈷」列為第五類管理礦產。鈷是
製造電池的關鍵材料，華碩亦列入責任礦產採購管理對
象，預計 2025 年達到採購自合格冶煉廠。

華碩調查及協輔供應商追溯材料來源，避免非法採礦造
成欺壓勞工、武力脅迫、濫用童工、破壞生態等供應鏈
營運風險。
華碩所使用的鉭、錫、鎢、金 100% 來自合格冶煉廠

環境損益評估

(Environmental Prof it and Loss, EP&L)

以生命週期架構為基礎，衡量產品從原料開採、零組件
製造、產品組裝的環境及社會影響，並透過貨幣化的結
果可讓不同的環境衝擊具可比較性，並率先全球科技業
發布第一本環境損益評估報告。產品環境衝擊計算結果
則作為供應鏈管理的決策依據，推動管理方案。包含華
碩所有供應商需取得 ISO 14001 體系，主機板製造商每
年提供合格廢水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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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品與服務

華碩以成為新數位世代備受推崇的科技創新領導企業為志，
致力為世人創造數位生活的無限可能

Desirability
人的需求期待

設計思維

華碩進行創新產品與服務重要的依據是設計思維的概
念與架構，設計思維同時包含三個面向：人的需求期
待、科技的可行性和商業存續性。透過了解使用者的
需求，為客戶提供有意義且可行的用戶幸福體驗。

Feasibility
科技可行性

創新產品與服務

Viability
商業存續性

產學聯盟新篇章－華碩台大聯合研發中心

依據產業趨勢，共同研發下世代電腦、通訊、顯
示器、物聯網、人工智慧、先進電磁等前瞻技術，
培育高階研發人才。延伸核心技術與產品服務創
新功能，展現、強化公司自有研發能量，持續活
絡產學互動與整體資源。

華碩積極轉型目標在既有個人電腦 (PC) 與電競事業持續創新成長以外，加速發展 AIoT 與
5G 生態圈，著眼於智慧醫療、智慧製造等產業布局，發展「第三成長引擎」。
智慧製造

針對工業 4.0 的智慧物聯網解決方案中，華碩 AI 解決方案已導入製造業，協助優化製程與
良率，讓 AI 高度彈性化應用的特質能深植進入製造業。
人工智慧視覺軟體工具包

可自選「模型framework的功能」，滿足高
精度與non-GPU的AI運算需求，讓 AI 學習瑕
疵資訊與訓練模型，維持瑕疵辨識效率與精準
度，彈性適應各類不同產業及邊緣運算條件

針對動件產線，如大型風扇或馬達製造業者，
檢測組裝品質時，讓AI 學習運轉發出的振動波
形，快速判讀品質是否達標

智慧醫療

華碩積極發展智慧醫療應用，深化台灣在醫療與雲端軟體領域的國際能見度，共創智慧醫
療服務平台，引領醫療數位轉型。
手持式超音波醫療解決方案

ASUS VivoWatch 5 智慧健康錶

榮獲國家品質標章認證
與2021 SNQ國家生技品質獎

獲「第18屆國家新創獎-企業新創獎」殊榮

針對傳統超音波臨床診斷痛點，以無線輕量化
可攜式超音波手持裝置，透過支援各類裝置系
統的DICOM輸出影像管理平台，結合AI影像輔
助診斷軟體，滿足醫療院所或機構實際使用實
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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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波形異常分析應用軟體

ASUS VivoWatch 5系列產品即時量測/記錄血
氧、心率、身心平衡指數、壓力指數、睡眠與
運動管理等完整健康數據。另有用戶健康狀態
分享及SOS位置傳送功能的LTE獨立連網版本，
結合強大的通訊與微型化技術，加上全新ASUS
HealthAI 3.0演算法，為使用者健康管理與智
慧醫療開啟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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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耕耘雇主品牌
2017-2021 連續五年蟬聯LinkedIn: Most Engaging Employer Brand
2021 年首度評選為Best Employer Brand on LinkedIn

校園 CEO計畫
華碩於 2005 年開始投入「校園傑出經理人 (Campus Executive Officer) 實習計畫。並
連續 5 年獲臺北市政府「菁業獎」殊榮。此外自 2017 年起與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攜手合作，
讓更多在學青年持續透過多元培訓與實務工作體驗方式，提升職場歷練、實力，進而確立
個人發展目標。

職涯講座、諮商及企業導師
2021 年在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陽明交通大學及成功大學舉辦線上講座。同時

於清華大學及政治大學，擔任專屬的企業導師，以半年為期的方式帶領同學兼顧廣度和深
度的認識職場。

培育數位轉型人才

透過企業實做與業師帶領，協助人才接軌未來就業市場與數位趨勢。透過數位轉型專案研
討，與邀請各界業師經驗分享，幫助青年學子能更全面地認識未來就業環境。

關鍵性人才是企業價值創造者，
營造開放創新和充滿創造力的環境，激發同仁的活力與想像力

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人才培育

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為「以人為本」的設計精神與方法。其考慮使用者的需求、
也考量技術與商業的可行性，以大膽創新，擁抱美的觀念，不斷地創造使用者愉悅的全生
活體驗。

設計思維的人才發展，依應用深度及對象設計不同層次的育成計畫，將設計思維變成華碩
的全員文化、能力與共同語言。2021 年以「設計思維融入工作」為主軸。舉辦多場實作坊，
輔以安排應用分享會，與年度競賽選拔及獎勵機制，鼓勵內部交流與凝聚創新氛圍。
培養商業思維及管理
的高階能力
透過創意實作培養執
行力與驗證能力

以Design Thinking
為產品設計根基

Design Thinking Leader
高階主管：企業創新投資課程
Professional Design Thinker
產品開發專案：know how深化課程＋實作坊
Design Thinker
新進&一般同仁：know what & how how體驗課程

全球菁英培訓計畫（Global TalentProgram, GTP）

華碩策略性培育國際化移動性人才，讓高潛力的國際人才在三個月內透過系統化訓練架構、
線上 / 線下課程、讀書會、實習、導師和評鑑等多元化方式，快速儲備人才。成為各區域
市場的專業經理人。

高階領導力發展計畫 (PGP Program)

為儲備高階管理人才與培養 π 型人才，規劃領導力發展計畫，發展潛力人才的商業運營能
力，同時促進跨團隊專業運用以啟發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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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業的社會貢獻

疫情嚴峻之際，全球營運據點以核心本業關懷社會
將永續經營的核心理念從企業價值鏈擴及至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海外據點行動

獎項肯定
致力數位包容，
獲頒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

華碩文教基金會以數位包容計畫獲得 2021 年
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基金會自創立以來，
一直以縮短數位落差、發掘文化生命力為宗
旨，其中數位包容計畫包含「基礎硬體設備
建置」、「數位學習能力養成」、「品德教
育與文化保存」。

中國

捐贈圖書館及藏書新疆、河南、
黑龍江等地，服務超過 7 萬人次。

華碩「再生電腦數位培育計畫」，藉由安裝可再利用的組件及軟體更新賦與二手電
腦新生命，並捐贈給缺乏資訊設備的弱勢族群。2008 至今， 累計在全球 39 個國
家建立超過 500 間電腦教室，捐贈電腦設備 2 萬多台。

捐贈疫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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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香港

美國

捷克

泰國

透過組裝電腦用以募款及捐贈
提供給非營利組織，其中邀請
NBA 球星賽斯· 柯瑞組裝電腦
義賣。

與非營利組織開發微型貸款模
式衍生的電腦採購計畫。使用
者付基礎租金後即可帶走電腦。
日後固定繳費即可繼續使用。

提升抗疫能量

華碩力挺產官學齊心抗疫，善盡社會責任，除運用現有的
科技產品，協助提升抗疫能量。更捐贈慈濟基金會 2 億，
資助台灣政府主管機關採購 BNT 疫苗，供民眾施打，提
高疫苗接種率。讓台灣早日恢復健康生活及正常經濟活動。

美國

透過 Youtuber 跟
streamer 進行募款。共募
得 180 萬歐元並捐給 7 個
在地非營利組織。

員工自發性募得 320,550 克
朗捐助 2021 年罕見龍捲風
災害救助。

「撐學生」捐贈計劃，提供低收
入家庭中小學生購買筆電。

協助曼谷健康中心當地成立疫苗
接種中心，並捐贈 25 台筆記型
電腦供民眾進行疫苗登記，共約
2,500 名民眾受惠。

疫苗捐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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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價值創造

華碩以崇本務實的精神與採取
的「數據化衡量、科技化管
理」的策略性永續，歷年來透
過一連串穩健扎實的方法論建
構貨幣化基礎評估能力，建立
以經濟、環境與社會三重盈餘
式，系統性盤點企業活動的真
實價值。

・發行股數742,760,280股

智慧

・與臺大共同設立「華碩臺大聯合研發
中心」
・研發人數5,000人

・研發投入138.4億元

經營理念

躋身世界綠色高科技領導群，對人 類社會真正做出貢獻

・台灣品牌價值達18.71億美元
・合併營收5,352億元
・現金股利42元

品牌願景

・每股盈餘(EPS) 60元

數位新世代備受推崇的科技 創新領導企業

・與全球超過700家供應商合作
・落實供應鏈永續採購管理
・落實綠色產品管理

・自2017年起PCR使用累計超過1,064噸
・主力產品採用90%回收紙超過20,000噸
・全球營運電力使用 32,597 MWH
・全球回收服務國家覆蓋超過75%銷售市場

人力

・關鍵人才發展與接班計劃
・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制度

社會

・數位包容計畫捐贈2262再生電腦設備
・同仁每年2天全薪志工假

・捐贈2億元予台灣政府機關疫苗採購

永續策略

數據化衡量科技化管理，以核心競爭 力建構企業永續價值

責任製造

氣候 行動

・筆記型電腦優於Energy Star能源效率標準37.6%
・全球產品回收重量比達11.4%

永續目標

循環經濟

・環保設計產品營收占比達86.6%

・企業總部取得美國LEED白金級綠建築認證

水資源耗用
水污染排放
固體廢棄物

價值創造

社會

・全球員工人數15,400人

無形資產

溫室氣體
排放

製造

自然

投資

營所稅

環境

(Triple Bottom Line,
TBL) 的企業永續價值管理模

利潤

・總資產265,033,696仟元

經濟

企業關注對各方利害關係人以
及對社會、環境的影響，利用
獨特的核心能耐，滿足環境與
社會真正需求，創造企業的競
爭優勢。

財務

・榮獲科睿唯安(Clarivate)全球百大創新機構
・截至2021年，全球專利件數達5,255件
・永續採購ISO 20400績效評核認證

・使用3TG金屬皆來自100%合格冶煉廠
・關鍵供應商100%通過稽核

・優於法定薪資與福利，名列台灣前100大高薪資企業
・致力數位包容，獲頒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

・累計在39個國家成立超過500間數位學習教室，捐
贈超過2萬台電腦設備

智慧資產
永續供應鏈管理
員工投入與發展
數位包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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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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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以追尋無與倫比的科技創新
為全球使用者創造

體貼人心的智慧生活
與無所不在的幸福感
讓華碩成為數位新世代

備受推崇的科技創新領導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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