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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產品綠色設計與管理

願景與承諾
光寶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	12) 為理念，承諾將善盡責任生產與消費，將地球
永續視為公司永續發展之願景，透過提高產品能源轉換效率、能源使用效率與循環
再生等創新技術，開發低能耗與低環境關聯物質等綠色產品為目標。

管理政策
光寶依據公司CSR行為準則規範，以生命週期思維（Life	Cycle	of	Thinking）為基礎，
並以 3R	(Reduce/Recycle/Reuse) 為產品開發原則進行產品綠色設計，且承諾降低
原料對環境的衝擊，及有效控管產品環境關聯物質，以開發無毒害、易組裝、易拆
解及延長產品壽命等低環境衝擊之環境友善產品。

策略方針
光寶產品除均符合國際法規、安規標準及環保規範外 ( 如 RoHS,	REACH,	ErP,	WEEE
等 )，並積極滿足客戶通過環保標章 ( 如 EPEAT,	Blue	Angel 等 ) 標準需求為宗旨，
善盡綠色產品管理責任。

2019 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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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電源供應器產品能源轉換效率至 2023 年時較 2016 年提升 2%(SBT) 1.80	%

UV-LED 能源使用效率至 2025 年時較 2018 年提升 60%註 21.15%

提高機殼類產品使用 PCR 塑料比例達 28% 以上 35%

完成海廢保麗龍循環再利用產品開發 1 件 2 件

完全禁用鄰苯二甲酸二異丁酯 (Diisobutyl	phthalate	,	DIBP) 2019 年 01 月達成

未來目標設定
未來目標 達成時間

原材料持續 100% 符合國際禁限用物質指令 持續維持

電源供應器產品能源轉換效率較 2016 年提升 2%(SBT) 2023 年

UV-LED 能源使用效率較 2018 年提升 60%註 2025 年

包材塑膠較 2018 年減量 20%(1K 噸逐年降低至 800 噸 ) 2025 年

持續發展回收再生材料落實循環經濟，並完成產品應用達三件 2025 年

註：	因於 2018 年原 LED 可見光產品技術已趨於成熟，故依市場策略轉開發 UV( 深紫外光 ) 產品為主力，同
時進行產品能源使用效率提升改善。

2019 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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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寶依 ISO	14040/44 標準方法，針對產品之原料階段、製造階段、運輸階段、使用階段及棄置階段進行生命週期盤查，同時依據 IEC	62430 標準融入環境意識設計，為產品設計
時於各階段進行環境考量。

產品生命週期階段 標準規範 成果效益

原料取得 •	IECQ	QC080000
•	光寶產品綠色設計準則
•	光寶環境管控有害物質技術標準 (LS301)
•	光寶禁用物質管理程序
•	光寶設計開發管理程序
•	光寶綠色採購規範

Reduce：
•	筆電之電源供應器產品，與上游	IC	廠共同開發新一代同步整流	IC，整合電阻、積層陶瓷電容及金氧半場效電晶體等元件於其中，

減少主被動元件使用量達 33 百萬件以上，同時降低原料碳排達 1,000 公噸 CO2e 以上。
•	LED 產品以自行開發封裝黏著促進劑替代傳統黏著促進劑，不但可提升封裝製程良率達 11.79%，並以 2019 年所屬產品出貨量

13.3 百萬顆累計節省 2.38 公噸封裝矽膠耗損，且降低約 293 公噸 CO2e。
•	智慧型事務機產品小型化及窄邊框設計，移除產品本身控制面板及液晶螢幕模組，此減材設計不但減輕產品重量、縮小產品體

積，同時每台節省包材用量達 140 克；因此小型化設計每台降低產品碳排放達 7.82 公斤 CO2e，以 2019 年產量推估減碳量可
達 735.3 公噸 CO2e。

•	光碟機類產品透過 FW 設計來控制 Spindle 煞車 ,	達到移除煞車泡綿片，因此節省其用量達 0.65 公噸，同時達到減碳量約
101.7 公噸 CO2e

Recycle：
•	產品機殼之 PCR 塑料使用比例最高達 35%，其可減少原生塑料用量約 12.36 公噸以上 ( 減碳量達	38.7 公噸 CO2e)，同時多項產

品協助品牌客戶獲得 EPEAT 標章。
•	道路照明產品包裝紙箱使用再生紙漿製造，減少原生紙漿用量於 2019 年累計約 32 公噸以上，減碳量達 169.6 公噸 CO2e。
•	完成海廢保麗龍再生塑料開發，並已獲 PCR	76% 認證，未來以每年 100 噸產量計算，相對原物料可降低之碳排達 327.8 公噸

CO2e。

生產製造 •	光寶產品綠色設計準則 Recycle：
•	智慧型事務機微型化設計，減少材料使用、降低機構複雜度，使產品生產工時降低 7.3%，以致製程節能	達 108 千度電，減碳

量達 108 公噸 CO2e。
•	以自行開發 LED 產品封裝黏著促進劑替代傳統黏著促進劑，不但提升封裝製程良率，同時提升封裝製程效率，進而達到產品製

程節能約 159	千度電，且降低約 158 公噸 CO2e 碳排放。

配送運輸 •	光寶產品綠色設計準則
•	托盤標準 (GB/T)
•	集裝箱標準 (GB/T)
•	包裝標準 (GB/T)
•	裝卸 / 搬運標準 (SJ/T,	JT/T,	TB)

Recycle：
•	透過 MFG	Portal 與	SAP	之貨運聯單系統整合，提升運輸配載調度效率，將原僅有	20%~50% 之貨車、貨櫃裝載率提升至	90%

以上，減少產品運輸能耗及降低配銷碳排。
•	道路照明產品、機殼類產品及光碟機產品以包材改善設計，以減少紙箱、緩衝材及塑膠袋等包材用量，同時降低碳排，以 2019

年出貨量推估減碳量約可達 7,774 公噸 CO2e。

3 .1 .1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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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生命週期階段 標準規範 成果效益

產品使用 •	IEC	62430
•	ErP
•	光寶產品綠色設計準則

Recycle：
一、產品節能：
•	電源供應器產品能源轉換效率較 2016 年提升 1.8%，以 2019 年出貨量計算，可協助全球使用者每年節電近 4.66 億度電，致減

碳量一年達 24.8 萬公噸 CO2e。
•	UV-LED 能源使用效率較 2018 年提升 21.15%，如以應用端產品壽命及使用情境計算其節電量可達 7 百萬度電，減碳量約 3.8

千公噸 CO2e。
•	智慧木百葉窗 (Smart	Shutter)：綜合下列產品節能設計，產品壽命內減碳達 3.48 千公噸 CO2e。
	 ■	以 AI 學習演算法搭配日照時間智慧控制，有效降低室內溫度約 10-20%，減少 User 夏季空調用電近 2.1 千度電。
	 ■	同時產品以太陽能充電，於 300	lux 微日照的情況下亦可充電，與同類產品比較，充滿電一次可節省 18 度電。
	 ■	於無手機 app 時，本產品仍不需網路 Gateway 亦可控制，可節省 Gateway 耗電達 260 度電。
	 ■	另遙控器節能之節能設計，亦較同類產品更能延長電池三倍使用時間，減少消耗近 90 顆之 CR2032 電池。
•	智慧型事務機：下列兩項產品節能設計，以 2019 年出貨量計算，產品使用階段節電量達	19.06 百萬度電，減碳量更達 18.98 千

公噸 CO2e。
	 ■	產品運作能耗低於中國國家二級標準，每年每部可省 29.59 度電。
	 ■	以電腦、手機等遠端虛擬面板之操作設計，設置動作不需喚醒機台 ,	降低操作產品時能耗約 173.18 度電。
•	LED 節能路燈：於相同光通量的訴求下，以 LED 燈源取代傳統 HPS( 高壓鈉 ) 燈，應用於路燈產品，大幅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達

75%，且產品壽命為 HPS 路燈 5 倍之長，以 2019 年 4 萬盞出貨量計算，每年節能量達 52.6 百萬度電，同時減碳量達 28 千公
噸 CO2e。

二、減少耗材
透過產品優化設計，達到降低無線滑鼠電池用量，三年至少 4 顆，以三年大約 2,400 萬台出貨量推估，約可降低 10.2 千公噸
CO2e。

棄置回收 •	廢電機電子設備指令 (WEEE)
•	光寶產品綠色設計準則

Recycle：
•	由於光寶主要產品為光電元件及電子產品關鍵零組件，部份系統終端產品則為 ODM/OEM，故有 95% 以上產品須由品牌客戶回

收及再利用，故產品朝易拆解、易組裝及使用回收料方式進行綠色設計，以協助客戶落實產品終端回收處理。
•	電源產品已優於 WEEE 指令要求，可回收比例須達 85% 以上 ( 目前已達 95% 以上 )，以助品牌客戶系統產品達到易回收目的。

光寶產品多元，包含電源產品、光電元件、汽車電子，電腦週邊、網通與工業自動化設備等，為提升產品節能及降低環境衝擊，均考量以完整生命週期進行評估，如從原料階段的
環境關聯物質評估、製造、運輸到使用與棄置各階段中的要環境效益。同時，透過產品及包材的減積、減材、減重與再利用等，以落實產品達到零毒害、零廢棄與零碳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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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環保標章認證

3 .1 .2 產品環境標章與宣告
產品環境宣告
由於產品環境宣告註２需依據 ISO	14025 完成產品完整生命週期盤查 (Full	LCA) 並量
化，有別於產品環保標章及產品環境訴求 (ISO	14021)註３，僅以定性方式表述，或只
考量生命週期單一階段，光寶為善盡綠色產品責任，提供客戶最完整之產品環境資
訊，針對公司主要關鍵產品，已陸續完成產品環境宣告及其相關產品類別規則制定，
其成果如下：

第三類環境宣告產品 光寶主導制定之產品類別規則 (PCR)	

電源供應器
PA-1600-5A 系列

「電源供應器 (Power	Supply)」產品環境宣告 (EPD)	PCR	
2019：2.0
公告於台灣區電機電子同業公會
HTTP://WWW.TEEMA.ORG.TW/NEW-ACTIVITY-DETAIL.
ASPX?INFOID=30298

此外，光寶所有產品皆符合相關資訊及標示指令規定，且 2019 年間本公司無違反任
何產品與服務訊息與標示相關法令，以及未有客戶端投訴相關產品與服務之健康和
安全法規事件。

註２：產品環境宣告係依據 ISO	14020 系列標準，於國際標章分類為第三類 (Type	III)。
註３：產品環境訴求係依據 ISO	14020 系列標準，於國際標章分類為第二類 (Type	II)。

環保標章註１係依據 ISO	14024，以既有產品類別規格標準，經第三方確證符合或優
於該類產品諸項規範者，由各國政府機構所授予之標章，如台灣環保標章，其頒予
同類產品中環境表現排序前 20~30% 之優良產品，各類標章則依此類推。由於光寶
主要產品屬非終端消費者使用產品，故第一類環保標章主要以協助客戶申請，由光
寶主動申請者如下。

標章名稱 產品類別與數量

台灣節能標章 4 項產品獲得台灣節能標章，如道路照明燈具。

Energy	Star
•	一類產品獲得 Energy	Star 標章，如 Scanner。
•	另 LED 封裝相關陣列或模組通過美國 Energy	Star 實驗室

認證服務。

電器安規

•	兩類產品獲得台灣商品檢驗標章，如儲存類產品、變頻器
類產品。

•	兩類產品獲得中國 CCC 標章，如 Scanner、MBdP、變頻
器類產品。

•	兩類產品獲得歐盟 CE 標章，如投影機類產品、MBdP、變
頻器類產品。

中國十環標章 Scanner 類產品獲得中國十環標章。

註１：產品環保標章係依據 ISO	14020 系列標準，於國際標章分類為第一類 (Type	I)。

HTTP://WWW.TEEMA.ORG.TW/NEW-ACTIVITY-DETAIL.ASPX?INFOID=30298
HTTP://WWW.TEEMA.ORG.TW/NEW-ACTIVITY-DETAIL.ASPX?INFOID=30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