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1 	降低產品及價值鏈衝擊目標與策略 3.2 	2017 綠色設計作為與成果

光寶長期秉持以產品生命週期思維基礎，融入降低環境毒害、減少用料、易組裝、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易拆解與回收等原則發展產品綠色設計，並系統化整合已研發

之產品，攜手供應商成為客戶之低碳、環境友善及永續價值鏈的最佳夥伴為終極目

標，期望創造使用者更便利、安全及節能的生活。

2017 年目標 策略行動 達成狀況

持續達成原材料 100% 符合歐盟
RoHS、REACH禁限用物質指令。

強化綠色供應鏈延伸責任管理，推
行禁用物質管理系統

100%符合

NB鍵盤產品製程節水達 2噸 / 天 製程及用料改善 節水 3噸 / 天

減少機殼產品重量 30% 以上，以
降低配銷運輸碳排。

採用產品減積減材、綠色包材設計 減重 32%

桌上型電腦能源轉換效率較 2015
年提升 2%

改善電路架構之產品節能設計 提升 2%

筆記型電腦之電源供應器、手機
充電器其待機損耗較 2015 年降低
20%。

改善電路架構之產品節能設計 降低 >20%

提高機殼類產品樹脂回收比例達
25%以上

提高產品可回收 / 易拆解比例 可回收比例 28%

客戶平均滿意度達 90%以上 加速重大瑕疵處裡及強化技術能力 整體滿意度 96%

永續供應鏈 100%符合光寶行為準
則含勞動、人權、環保等規範。

-	 進行供應商稽核與評估 ,	並追蹤
至關鍵問題改善完成

-	 進行供應商教育訓練

100%符合

100%不採用衝突礦產原料 -	 要求供應商承諾採購非衝突礦產
-	 執行供應鏈盡責調查

100%未採用

未來目標設定

未來目標 達成時間

伺服器電源管理系統轉換效率較 2016 年提升 2% 2023

客戶平均滿意度達持續維持 90%以上 每年持續

高風險供應商 100%完成 CSR 評估 2018

100% 不採用衝突礦產 每年持續

(1)	 原料取得：

●	自 2010 年起擬訂「光寶環境管控有害物質技術標準 (LS301)：管制物質共計

218 項」及「綠色採購規範」，除內控外，也以採購要求上游供應商提出材料

符合光寶合格供應鏈証明，同時主動配合全球品牌客戶，以落實「環境友善材

料」的管理與使用。

●	桌上型電腦機殼獲得國內外環境標章或認證，符合 RoHS	&	REACH，協助客戶

獲得 EPEAT 銀牌標章。

●	車用無線充電 (Wireless	charger) 產品取得中國汽車材料資料系統 (CAMDS)中《汽

車產品回收利用技術政策》規範的汽車產品回收利用率和禁用 /限用物質認證。

(2)	 生產製造：

●	光碟機、磁性元件、桌上型電腦機殼、微型電腦及車用抬頭顯示器等產品，採

減少零件數，或零件、模具共用，使製造階段減少物料投入，以及無工具易組

裝	(如手轉螺絲或卡合拆解結構)、簡化生產步驟(點焊改為模內雷射等)	設計，

並透過導入自動化製程，縮短產線生產工時約 1/3 而提升產能外，並減少每單

位產品製程用電量，降低產品碳足跡。

●	開發筆記型電腦鍵盤綠色製程，以噴漆印刷取代傳統人工噴漆，並改採隨噴即

乾無須烘烤及清洗之漆料，每天節水量可達 3噸，換算每件產品可節省 0.43

公升，並大量減少烘烤後清洗過程產生廢水。

(3)	 配銷運送：

●	桌上型電腦機殼透過減積、減材設計，以 G558 為基礎與系列新機種 G557 為

例比較，修改產品包材、減少零組件數達 43%，降低厚度、簡化產品複雜結構

等方式，使產品重量減少達 32%，以提升載運數量及效率及降低碳排。

(4)	 產品使用：

●	路燈與交通號誌產品：以自行開發創新調校技術，重新規劃供電設備，及調校

設備電流控制零件，應用於自有 LED 節能路燈與交通號誌燈等產品，提升照

明產品能源轉換效率達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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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供應器產品：

•	高階伺服器電源供應器產品能源轉換效率 2017 年較 2016 年平均提升

0.22%。以2017年出貨量約3,000kpcs估算，相較於2016年約可減少3,353

萬度 (kWh) 產品用電量，降低約 17,736 公噸碳排放量。

•	桌上型電腦電源供應器，以 2015 年研發技術為基礎，於 2017 年已提升 2%

能源轉換效率。以 2017 年出貨量約 17,491kpcs 估算，相較於 2016 年約可

減少 43,897 萬度 (kWh) 產品用電量，降低約 232,216 公噸碳排放量。

•	筆記型電腦之電源供應器、手機充電器經研發單位逐步改良，其待機損耗較

2015 年降低 20%以上。以 2017 年出貨量約 92,395kpcs 估算，相較於 2016

年可減少約2,211萬度 (kWh) 產品用電量，降低約11,694公噸碳排放量。

●	固態硬碟 (SSD)：

	 平均耗能約 6.2W，符合 EP	series 節能數據，且優 ( 低 ) 於客戶規格 8.25W 能

耗要求，能源使用效率提升約 24%，以 2017 年產量 255kpcs 計算，相較於

2016 年約可減少 460 萬度 (kWh) 產品用電量，每年約可減少 2,422 公噸碳排

放量。

(5)	 廢棄處置：

●	工作站電腦 (All-in-One	Workstation,	AIO)、桌上型電腦機殼 (Desktop	Enclosure)、

伺服器機殼 (Server	Chassis) 等產品，提高使用回收樹脂比例達28%以上，其中

AIO每年約可回收樹脂達87,500	kg。

環境友善材料
管理上游供料

(LS301+ 綠色採購規範 )

內控廠中用料

配合下游客戶

易組裝
共用模具及零件

減少零件數

無工具組裝

改善製程及用料

減積減材
產品減積、減材、

減重設計

包裝改善設計

低能耗
降低產品能耗

提高能源轉換效率

提高可回收比例
易拆解

提高可回收材料用量

符合環境指令
材料 100%符合

RoHS/	REACH 指令

獲 CAMDS 認證與協助

客戶獲 EPEAT 標章

降低單位產品排放
PC/ 機殼類等產品縮短

約 1/3 生產工時

NB鍵盤產品節水達

3噸 / 天

提高運載效率
減少鐵與塑膠件數 43%↑

減少機殼類產品重量 32%↑

修改產品包材

提高能源轉換效率
照明產品達 20%↑

伺服器、電腦及手機電源產

品每年總節電 49,461 萬度，

降低 261,646 公噸碳排

SSD 降低能耗 2W，每年減

少 2,422 公噸碳排

物料與耗材回收
提高可回收樹脂使用比

例 28%↑

每年可回收 87 噸樹脂材

產品生命週期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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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1 	智慧及節能產品之創新應用

3.2 .2 	產品認證

光寶經過多年努力及投入研發多項智慧及節能產品，並以系統化整合成三大應用服務，或可

為七大應用方案，期望能創造使用者更便利、安全或節能的生活，以成為使用者的最佳夥伴。

(1)	 智慧交通應用：

	 主要涵蓋「智慧城市平台方案」、「智慧汽車聯網方案」與「電動車充電方案」，其結

合「APP 驅動節能智慧路燈」及「物聯網及雲端模組化平台」，開發「車聯網與自動駕

駛系統」及電動車充電樁 (IC3)，提供更安全、舒適、節能的交通。

(2)	 智慧生活應用：

	 包括「智慧家庭方案」、「智慧辦公室方案」與「智慧照護方案」，以雲端基礎核心裝置、

行動 APP、智慧插座、社群化與高效能辦公設備，以及安全監控之終端感測裝置，依實

際需量，以雲自動控制各項終端電器，如照明、空調或監視與保全，打造智慧、節能且

安全生活。

(3)	 智慧製造應用：

	 主要為「工業自動化方案」，以「聚焦工業 4.0 與大數據分析應用」，開發工廠端所須

之變頻器 (VFD)、應用可程式設計控制器 (PLC) 或工業電腦控制 (IPC) 等智慧且節能高效

設備，透過 APP 應用達到高效、高速、短流程目的。

光寶不僅積極配合各國政府、客戶之環保政策、健康及安全要求，且主動取得各項產品標章。

光寶所有產品皆符合相關資訊及標示規定。2017年間本公司無違反任何產品與服務訊息與標示

相關法令。

累計 257 項產品通過

節能標章認證

累計 455 項產品通過產品

對健康、環境及安全等

相關指令認證

累計 1149 項產品完全符合

歐盟 RoHS、REACH、WEEE 及

ErP 等電子電機相關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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