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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緯創資通簡介 

• 誠信經營 

• 企業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 （CS2R ） 

–管理系統及執行 

–永續環境 

–人文關懷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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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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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 成立時間：2001年5月30日 

• 2012年營收：NTD 6,578億 

• 全球員工人數：約6萬 

• 財星雜誌「全球500大企業」  

•   富比士雜誌「全球2000大企業」 

•   天下雜誌台灣製造業第7名、兩岸三地千大第46名 

 

 

 

 

Innovation • Integrity 

 誠信•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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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
化產
品組
合及
服務 
 

 

 

 

 

 

 
可攜式產品 數位消費性產品 企業產品 

 

 

客戶服務及 
綠資源事業 

產品及服務 

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  
電子書,強固型筆記型電 
腦/手持裝置及智慧型行 
動電話 

桌上型電腦, 整合型電
腦, 液晶電視, 顯示器, 
精簡型電腦,及多媒體播
放器 

刀鋒型伺服器, 網路電
話, 儲存設備及工業電
腦 

售後服務及維修  
電子廢料回收及再生 
雲端服務, 貨櫃型伺服器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sharpinbusiness.co.uk/images/promo/promo_16_title.gif&imgrefurl=http://www.sharpinbusiness.co.uk/promotions.asp?id=16&usg=__oP4Tmig8lltShuIUmLOmDaxoI8o=&h=215&w=350&sz=31&hl=zh-TW&start=25&um=1&tbnid=7FJr84eLug-7JM:&tbnh=74&tbnw=120&prev=/images?q=3D+Monitor&start=21&um=1&hl=zh-TW&rlz=1T4GGLL_zh-TW&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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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營運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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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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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的企業價值- 誠信、創新 

 

Innovation • Integrity 

 誠信• 創新 

創新 是所有產品及服務的核心要素之一 

       

         誠信 提供了緯創員工對所有行為活動的架構準則 

 

“i” in Wis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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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信念 

落實於： 

選才、 

訓練、 

績效、 

人才發展 

… 

董事長親自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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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經營之執行 

 制訂「道德行為準則」，針對以下行為皆有嚴格規範 

-機密資訊之保護 

-利益衝突之迴避 

-饋贈與業務款待 

-合法政治獻金 

-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實施全公司道德訓練及測驗，確保員工充份瞭解 

「我覺得緯創是家誠信的公司」   

   連續被員工評為認同度最高的項目（依 2011~2013 年

Employee Engagement Survey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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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董事長暨執行長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稽核室 

董事會 
組織與系統 

資訊公開及多元溝通管道 



12 

 

企業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 （CS2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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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2R 

 

Economic 

Social 
Environmental 

Revenue, profit,…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Employee Communicate 

Respect for Employees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Social Care 

Eliminating Poverty 

Labor Requirements 

Greenhouse Gas 

Legal Regulation  

Water Resources 

Waste Management 

Chemicals Management 

Energy Management 

Biodiversity 

Local Economic Impacts 

Creation of Employment 

Social Investment 

Business Ethics 

Global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ealth & Safety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s 

Eco-efficiency 

Product Responsibility 

Product Life Cycle Assessment 

緯創企業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 （CS2R ） 



14 

CS2R之執行 
訂定企業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CS2R管理系統 

成立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推行CS2R委員會 

IECQQC080000 

ISO9001 

ISO14001 

ISO14064 

 

OHSAS 18001 
SA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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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2R之執行 
 

成為EICC(電子產業公民聯盟)正式會員 

 

每年發佈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綠色環保』與
『社會責任』的參與及關懷 

2009 

2010 
2011 

2012 

經獨立第三方公正單位查詢 

符合GRI  G3.1 A+應用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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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Annual Vendor 
Conference to unveil Wistron’s 
policy / requirements 
 

CS2R之執行 

Annual Vendor Conference 

Through Workshop/Seminar to 
provide guideline/training 
 

Workshop/Seminar 

CS²R Audit 

供應商之溝通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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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與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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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CS2R之理念及實踐（影片分享） 

渴望美好生活 

永續 

追求創新 

人文關懷 

Passions & 

Creativity 

企業永續 

C:/Users/8507040/Desktop/公司影片(看樣板).m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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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 –綠色產品設計 

我們對環境有責任，以「環境友善」的產品設計理念發展綠色產品，做好
地球環境保護。 
- 削減有害物質，避免製造過程對環境造成衝擊 
- 提昇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Eco-Label) 
- 易回收易拆解，減少廢棄後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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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 –綠建築 
「汐止辦公區」、「內湖辦公區」、「新竹廠」獲得【ISO50001能
源管理系統】認證，正式邁向以系統化管理達成節能省碳的目標，

未來其他廠區也將陸續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緯創內湖總部大樓榮獲 

  -環保署頒發「節能減碳行動標章」績優獎 

  -2012年台北市「第六屆金省能獎」第三名 

各廠區展開 

建築節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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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循環永續製造： 

將生命終了或廢棄的消費
性( 電子)產品拆解，並取
其原料，經分類、回收及
純化、精鍊後，再次用於
消費性( 電子) 產品的製造。 

永續環境-投入綠資源事業 

「綠色循環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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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 

人文關注 

環境教育 

環境關注 

慈心華德福種籽教師培訓及教室增建 

科技人自然人文系列活動 

大專青年社會奉獻獎助 

IC之音「成語這麼說」、「妙語連台」 

環宇廣播、台北Bravo91.3 「人與土

地之新故鄉動員令」 

藝文社會企業育成專案 

中輟生亞成鳥計劃 

公視「司馬庫斯」生態人文紀錄片 

高榮教會「弱勢兒童課後陪讀班」 

公益平台花東專案 

三映電影「候鳥來的季節」 

東方文化遺址保護聯盟 

壯圍弱勢兒童課後照輔 

單親家庭成長計劃 

肢障/視障舞者國外演出 

 (鳥與水舞集) 

博幼偏遠地區弱勢國中小學生課輔 

富陽自然生態公園 

兒童自然體驗營 

雙連埤環境教育基地 

無尾港人文環境基地 

 
 

台南社大水資源調查與監督 

 喜馬拉雅協會百萬種樹活動 

公視「退潮」 、 「海洋的遠

見」 、 「海洋家族」生態人文紀

錄片 

阿布電影「域望」 

國家地理頻道「梯田之美」 

濕地聯盟—保育及復育台灣特有

及瀕危植物 

遠見「Think the Earth」環境志

工行動計畫 

東華大學「台灣兩棲類保育志工

團隊推動計畫」 

筆筒樹保種、復育、教育計劃  

人文環境的催化與促進 

 
～緯創人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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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人文基金會所獨家贊助的公視「司馬庫斯」及「退潮」二部生態人
文紀錄片，榮獲2011年美國蒙大拿影展（Montana CIN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多項影展榮譽。 

大專青年社會奉獻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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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益-公司支持公益活動 

• 使用公益團體義賣品為活動贈品，讓員工享用福利並參與愛心活動 

– 中秋節禮品：「奧比斯」愛心義賣月餅、「董氏基金會」之緯創悠遊卡 

– 端午節禮品：「愛盲基金會」愛心義賣粽子 

– 冬至： 「喜憨兒」大福 

– 七夕情人節：「勵馨基金會」愛心義賣巧克力 

–  緯創紀念衫：「慈濟」寶特瓶回收材質之POLO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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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益-員工自發性參與 

• 設置公益專區，提供國內公益單位之愛心義賣及小額捐款資訊，
鼓勵同仁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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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員工健康照顧方案     
緯創將員工的健康與安全列為重點管理項目。 

我們深信營運效率與員工能否有一個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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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員工健康照顧方案  

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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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員工健康照顧方案  
一對一醫師健康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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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持續以熱情與創造力實踐 

「利他」精神、創造企業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