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碁創立超過40年，經過兩次再造與如今持續進行的轉型過程，營運上逐漸見到成績。顯示公司走在正確的軌道上積極努力。宏碁PC
核心產品事業根基相當穩定，並依照消費者地區性需求打造產品組合。此外，宏碁也持續強化與深化物聯網領域的盟友合作，並兼以多
元型態的服務整合型產品領域，經過努力經營，逐漸嶄露頭角、並獲得國際獎項的肯定。

2017年公司調整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以朝未來型企業邁進，在組織轉型的同時，同步將這些核心理念具體落實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推    
動中。對於各界的肯定，宏碁深感榮幸之外、並不敢引以自滿，依舊會繼續秉持認真經營的態度，戮力以赴、再求貢獻，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

董事長暨執行長

經營者的話

Message from the Chairman

2017-2018年永續重要獎項成果

連續第四年入選摩根史坦利全球永續指數成分股 連續第四年入選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 連續第二年入選富時社會責任新
興市場指數

湯森路透2018全球百大科技企業

2018荷寶瑞士蘇黎世永續資產管理公司永續獎 銅獎 連續第四年榮獲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 2018 ECO VADIS企業社會責任評

選 金獎

獲紐約市立大學柏魯克學院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獎，為629家全球最

大企業中之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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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企業社會責任績效亮點
CSR Highlights in 2017

公司治理

不具公司經理人身分之董事超過董事席次2/3以上，包

括4位獨立董事及1位女性董事，獨立董事占董事席次

將近50%，董事會獨立性與多元性更加提升

新舊任董事會順利完成交接

新設立投資審議委員會

環境

全集團綠色電力使用比例已達48%

排放總量較2009基準年約減少60%

渴望園區建置包含地面型及屋頂型共計4處場域的太陽

能發電站，每年發電量約可達352萬度

社會

全球新進用 1,056人

全球志工投入 5,277人次

與宏碁共同創造社會環境價值的團體超過30個

供應鏈管理

88%供應商在企業社會責任評分卡屬中等與優異績效 

執行71家一階供應商稽核，受稽範圍涵蓋15萬直接生

產線員工

二階供應商受稽核家數為348，較2016年提升238%

85%供應商設定了減碳目標

創新與客戶服務

台灣取得專利件數361件，為全台第五名

客戶滿意度達95.05%

2017年宏碁企業社會責任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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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與創新
CUSTOMER-CENTRIC SERVICE AND INNOVATION

回應社會需求的產品與服務客戶肯定

宏碁虛擬桌面教育雲解决方案 
(Acer Altos VDI for Education) 

通過「雲終端+雲桌面」方式，提供一站式桌面虛擬化

解決方案，簡化桌面的部署和管理。該方案透過節省

操作費用和提高靈活性來降低桌面管理成本，幫助企

業與教育單位節省高達20~40%的整體費用。

糖尿病患視網膜健康檢測系統 (VeriSee DR)

VeriSee DR 是人工智慧模型，透過從臨床上收集到的

大量糖尿病患者的眼底照片和專業醫生的診斷結果，

經 過 深 度 學 習 學 會 診 斷 糖 尿 病 視 網 膜 病 變 的 專 業 技

術，再以此為核心建構出來的自動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診斷服務。
京東.COM 服務直通車優秀商家評
選之優秀商家獎

中 國 電 腦 報 年 度 服 務 品 牌 最 佳 服  
務獎

美國消費性電子展電腦週邊最佳創
新獎

日本 Good Design 設計大獎 台灣精品獎 台灣 Computex D&I Award 設計獎 

荷蘭、法國、德國、捷克、瑞士等獲得國家年度客戶服務獎 德國 Reddot 設計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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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價值 樹立典範
SUSTAINABLE VALUES, STURDY MODELS

因應轉型，2017年宏碁重新思索與調整既有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意義與使命，融合原有使命的關鍵元素，

也使企業社會責任策略與企業新發展方向和品牌的核心精神對齊：

我們亦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調整為以下三面向: 

在致力追求獲利、帶動轉型、提供創新服務的同時，持續創造有形及無形價
值，以價值創造、利益平衡和永續經營三大核心信念，促進永續典範移轉，發
揮社會影響力，朝未來型企業邁進。

整合性永續治理

深化企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利害關係人議合，並強化財務績效
與非財務績效的整合性管理與透明揭露。

開創性綠色革新

於 產 品 與 服 務 中 納 入 低
碳 、 永 續 、 循 環 創 新 的 技
術 與 概 念 ， 引 領 智 慧 城
市，開創綠色經濟新局。

全面性永續影響

創造企業真實價值，並對
供應商與合作夥伴發揮影

響力，協助整體產業邁
向永續未來。

國際永續倡議與參與

負責任商業聯盟 (RBA)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BCSD)

碳揭露專案供應鏈計劃
(CDP)

負責任礦產貿易公私聯盟
(PPA)

負責任礦物倡議 (R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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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目標

永續供應鏈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2017年現場稽核結果

2017年針對風險性較高之71家一階製造供應商
進行現場稽核，2008年至今共稽核達493家次。

我們導入Acer RBA 2.0 機制，針對二階供應商
進行稽核，2017年受稽核家數為348家次

衝突礦產管理

2017年，我們在供應鏈中識別出298家冶煉廠，

數量較去年增加3家，合格冶煉廠的數量也從244

家增加到248家，佔全體冶煉廠的83%。我們亦

參與鈷的調查工具開發和試行計畫。

供應鏈溫室氣體管理

2017年持續參與國際碳揭露供應鏈計劃，宏碁供

應商的CDP問卷回覆率為86%，整體供應鏈績效

則為C級。

評鑑審核 追蹤稽核
完整稽核

累計 Acer 稽核供應商之工廠數
累計 Acer 及 Acer 供應商稽核之工廠數

Acer 供應商稽核之工廠

2017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71

348

841

77

144

65

209

72

281

71

352

70

103

525

422
493

2015

213

34
52

2014

152

48
57

2016

244

18

33

2017

248

12
38

2013

37
76

68

合格冶煉廠 計畫參與中冶煉廠
溝通中冶煉廠

範疇一與範疇二排放的比例 80%94%

氣候風險辨識與揭露 81%92%

於商業策略中納入氣候商機考量 81%90%

減碳目標設定 65%85%

進行70家一階供應商現場稽核，涵蓋15萬直接員工與1,500
位員工面談

符合與計畫參與RBA / GeSI 責任礦產認證程序 (  Responsible 
Minerals Assurance Process, RMAP ) 達95% 

全球
供應商平均 

宏碁
供應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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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中長期目標

宏碁依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作為企業永續發展的方向，透過促進科技的
普遍應用，協助人們以更創新的方式解決問題、改善生活品質。

深化創新產品服務與SDGs之連結。

孕育科技，展望未來
Cultivating Technology, Looking to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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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福祉
透過產品確保健康及促進人類的福祉

VeriSee DR：糖尿病患視網膜健康檢測系統
即時監測空氣品質的 Acer Air Monitor

提供高速運算方案，協助基因檢測
透氣頭盔：抗菌、疏水/油

教育品質
提供負擔得起、高品質、有效的學習環境與機會，並提倡終身學習

虛擬桌面教育雲解决方案
宏碁基金會之數位與創新人才培育

Acer VR無界博物館

可負擔與潔淨的能源
提供更有效率的、更永續、安全的能源使用

e-Bike電池 電池健康管理系統

尊嚴工作與經濟成長
提供智能解決方案，提供工作者所需資訊與更有效率的工作平台

智慧載客推薦平台 IMAX VR售票系統

減少不平等
確保機會平等，減少因性別、身心障礙、社經等身分地位所形成的不平等狀態

數位行動車專案縮短數位落差 瑞士身障工作整合專案

永續城市
透過智能管理減少交通運輸對城市的環境衝擊

智慧車聯網系統
找車位、比價最佳App -停車大聲公

智慧路邊停車收費計時管理系統

責任消費與生產
透過供應商環境管理機制，實現自然資源永續管理與有效使用

氣候行動
積極落實全球氣候變遷策略，擬訂低碳、永續策略，並提升產品能效，減少碳排

和平與正義
落實衝突礦產監督管理責任，終結各種形式的兒童剝削，促進和平包容的社會



綠色使命，守護環境
Mission Green: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中長期目標

擴大綠色電力使用比例至50%。

2020年，較基準年(2009年)減碳60%。

使用更多綠色電力

2017年範疇一、範疇二總排放量 18,844.380噸，較2016年減
少4.1%。

宏碁歐洲總部(瑞士 Lugano)、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西
班牙、荷蘭；泛美區包括美國、加拿大、巴西、墨西哥，泛亞
太 區 包 括 中 國 、 印 度 、 泰 國 、 菲 律 賓 及 越 南 等 ， 皆已使用
100%來自風力、太陽能或水力等再生能源。

機箱與包材減量

2017年有約60,000台桌上型電腦使用體積減量的機箱及包材，預
計2018年有40%桌上型電腦，將使用體積減量的機箱及包材。

降低產品運輸碳排放

與2016年相比，2017年減少6%空運，並增加5%海運和1%鐵路
等低碳排的運輸方式。

採用消費後再生塑膠料

2017年持續使用塑膠回收材料於顯示器機種及一體成型機種       
上，包括有顯示器的 B6 與 V6 系列和 All in One 桌上型一體機
VZ4640G、VZ4820G與VZ68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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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思維，關懷社會
Thinking Humanely, Caring for the Society

女性工作者比例提高

宏碁重視勞動人權與性別平等。女性工作者比例，逐
年升高。2017年女性員工佔總員工36%，女性主管比
例為30%，高階女性主管比例為25%。

人權教育訓練

宏碁支持普世人權保護與基本原則，因應歐盟實施更
嚴格的個人資料保護規則（GDPR），2017年在全球
舉辦GDPR訓練，將近200位核心產品線主管參與；此
外也進行企業社會責任訓練，使同仁了解永續相關知
識；並舉辦個人隱私保護訓練，包括產品如何保護消
費者隱私。

企業社會責任專案獎

為鼓勵同仁積極關懷社會、發揮更大的社會和環境影響力並達成「打破科技與人的藩籬」的企業使命，
舉辦宏碁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專案獎」，2017年有10項專案入圍決賽，內容包含脫貧、數位教育、身
障工作再造、爬梯、海洋保育、癌症病友關懷、再生能源、社群媒體CSR活動等。

CSR專案之社會與環境影響

觸及與受幫助者
超過170,000人次

合作的利害關係者
超過30個 

現金捐贈
超過154,000美金

社群媒體CSR
活動

銅獎

再生能源

佳作

關懷低收入戶
癌症孩童

銅獎

身障工作整合
獲雇主獎

銀獎

印度建立生命和
環境意識協會

佳作

海防數位行動
船

佳作

節能減碳爬樓
梯競賽

銅獎

回收3C產品與
電池

佳作

淨灘與海洋保
護

佳作

脫貧與綠色地
球資產基金會

金獎

美國 西班牙 瑞士 印度 越南 菲律賓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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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cebook.com/Acer twitter.com/Acer community.acer.comwww.youtube.com/user/Acer

感謝您閱讀2017年宏碁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若您有任何建議，歡迎來信cr@acer.com，與我們一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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