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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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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綠色企業 

 

        現階段影響環境永續發展的最大阻礙為：(1)全球暖化造成的極端氣候、

(2)有毒廢棄物對環境的破壞。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對於環境的汙染不斷加

速，乾淨土壤及河流大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造成冰層融化，海平面上升，

異常氣候發生頻率與強度都增加，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遷影響到自然生態，

為了人類的生存，減緩人為的溫室效應之行動已刻不容緩，無敵積極將對環

境的關懷注入公司企業經營。 

 

        無敵在產品開發上講求綠色設計，在零件選用上落實綠色採購，在產品

的製程上實踐綠色製程，在產品的生命週期結束時也講求綠色資源回收。 

 

節能減碳措施 

        無敵將環保管理納入日常計畫中，在每個年度會按事業廢棄物管理政策

規定，進行廢棄物分類清運，就溫室氣體排放…等環保相關數值進行統計分

析，設定年度改善目標，持續使用節能照明設備、綠化辦公環境、室內空調

溫度控制，電腦設備關機拔插頭...等方式達成節能減碳年度目標。 

 

 

 

 

 

 

植樹造林活動 

        由於二氧化碳持續釋放造成溫室效應升高，森林涵養水源的功能降低、

水土保持劣化，無敵科技發起植樹造林活動，提升同仁環境保護的意識，實

質上達成溫室氣體的減量，提升水源的涵養及土石流減少，此活動共計認養

了1.5公頃的林地，20年預估可吸收345公噸二氧化碳，相當於開車環島

1,576圈所產生的排放量。 

▍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為有效減少溫室氣體，首要任務是管理企業本身的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量與

來源，無敵依據國際ISO14064-1溫室氣體盤查標準的要求，自發性的進行溫

室氣體盤查，盤查之溫室氣體種類有：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

(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以及六氟化硫(SF6)共六項。

排放源範疇之界定則包含範疇一與範疇二。 

範疇一：直接溫室氣體的排放，主要來自於公務車運輸及冷氣冷煤之逸散。 

範疇二：間接溫室氣體的排放，主要來自於外購電力。 

 

        無敵之溫室氣體盤查以2019年為基準年，該年經計算後的溫室氣體排放總

量為221.903公噸CO2，在2020年，因減少自用辦公室空間，加上各項電力節

省的措施之宣導及節能裝置的使用，有效降低電力的使用量17.17%。在業務用

車的使用上減少非必需的載負及落實定期車輛檢查，汽油用量在2020年再降至

36.25%。總計2020年度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合計降低35.581公噸，較基期降

低了16.03%，連續5年持續維持良好的環保成績單 。 

溫室氣體排放量比較 

年度 

用電量 用油量 溫室氣體 
排放量 
合計(公
噸) 

千度 
CO2 

(公噸) 
佔比 公升 

CO2 
(公噸) 

佔比 

2019 329.818 209.764 94.53% 5364 12.139 5.47% 221.903 

2020 273.181 173.743 93.25% 5558 12.579 6.75% 186.322 

差異 -56.637 -36.021 -1.28% 194 4.40 -35.581 

百份比 -17.17% 36.25%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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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8 2019 2020 

一般事業廢棄物 0(公噸) 7.58(公噸) 10(公噸) 

有害事業廢棄物 0.2(公噸) 0.3(公噸) 0.3(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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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鑒於近年來氣候變遷造成水環境急遽變化，澇旱發生交替越趨頻繁公司制訂

有用水管理政策，作為水資源管理準則 

 

用水政策 

提升用水效率，落實對水資源的重視與節約。 

 

水風險管理 

在極端氣候下，水風險成為企業營運必須面臨的關鍵問題，無敵因已轉型為 

AI產品銷售及雲端服務為核心之產業，對於水風險因子鑑別與因應，評估因

沒有生產廢水及水量排放管理的狀況產生，因此無提升製程而再減少用水量

及用水回收的問題。目前暫無立即風險。 

 

用水管理辦法 

1.辦公室日常用水使用節水裝置。 

2.定期維修檢查管線及用水器材預防漏水。 

3.建置儲水裝置因應緊急用水。 

3.促進水資源教育宣導正確的用水習慣。 

 

 

可能風險 

消費者、客戶、投資人等利害關係人要求企業提供綠色產品並透過供應鏈擴

大影響力，間接淘汰耗水商品，無敵將推動企業持續營運管理。 

 

 

社會參與 

無敵除積極推動節約用水外，也以實際行動加入與天下雜誌合辦的【我響應，

為淡水河做一件事】的夥伴，與大台北地區100家企業，各自為淡水河做一

件事。藉此機會也讓全體同仁重新認識水資源的重要。 

 

全體同仁除共同響應「淡水河公約」，觀看認識河川水源污染的防制教育的

影片，並做出不排放廢水及任意丟置廢棄物之企業承諾。願意承諾以下為淡

水河做的三件事情。 

 

1. 觀賞為淡水河做一件事 紀錄片。 

2. 節約用水、落實有害事業廢棄物回收處理。 

3. 以實際行動參與淡水河淨河活動。 

 

發起同仁參與清理河岸垃圾，淨河活動共30人次。 

https://www.besta.com.tw/zh-tw/Page/responsibility 

 

https://www.besta.com.tw/zh-tw/Page/responsibility
https://www.besta.com.tw/zh-tw/Page/responsibility
https://www.besta.com.tw/zh-tw/Page/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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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機房節能措施 

•IDC機房節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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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機房節能措施 

類別 項目 已執行措施 

節能減碳 

冷熱通道設計 全封閉式冷熱通道，妥善處理冷熱空氣循環 

改善夏季機「組」制冷
效率 

採購全新冰水主機，改善夏季機制冷效率 

電力優化及突波防護器 
超低的高頻阻抗( 3Ω<)主動吸收系統中的高頻雜訊，並轉成熱量消
耗，以移除這些不當的高頻能量，能完全避免因共用接地系統產生
之二次傷害及雜訊汙染問題。 

環控系統 

檢討整體用電之節能效
益 

非使用中之機櫃空間進行封閉，確保空調溢散之控制；客戶端用電
上限控管，確保依機房營運規模而產出之電力使用率的合理性，以
及控制整體用電之額定電壓，確保電力資源與基本電費的節約。 

檢討額定電壓 
評估目前營運狀況，提高台電額定電壓至260KW，減少基本電費
(非約定)費用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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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PUE 

白金級 1.25 

黃金級 1.25∼1.43 

銀級 1.43∼1.67 

銅級 1.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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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產品(材料/節能/週期) 

 

        無敵自2004年起針對自行開發產品或客戶要求，推動有害物質減免，逐步

進行全系列產品製程之有害物質管制，並於歐盟2002/95/EC RoHS指令正式發

布前已著手進行產品有害物質減免，在2005年11月制定「環境物質管理規定」，

並明確在此規定中制定「有害物質含量限制標準」，所有產品上使用的原物料

均在RoHS規範基礎上運作，同時對產品使用之包裝材料及電池亦均在符合歐盟

包裝及電池指令的規範下進行，另包裝材料除了符合歐盟相關包裝禁限用物質

的規範外，無敵捨棄了較為廉價的PVC材質的包裝材料，以避免消費者在購買

產品後丟棄包裝燃燒後產生的有毒物質，保護環境不受到污染。 

 

        基於永續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確保無敵在流程管理上能夠持續進行禁

限用物質的管理工作，透過與供應商的相關工廠稽核、溝通以及簽訂HSF保證

書，請供應商配合進行相關禁限用物質的管理工作，俾使無敵產品自原物料至

產品產出均能在一致的作業標準下進行，以確保產品符合相關禁限用物質要求。 

 

        無敵在設計整合，減少零件數，降低廢棄零件數量的指導原則下進行產品

研發，並佐以使用充電電池的設計以取代一般一次性電池，以實現降低廢棄電

池的產生，盡到環境保護的義務及責任。 

 

        無敵為提供符合安全、環保、法規與標準的產品給客戶，所開發的產品皆

經過安全規範認證服務，2020年，就無敵所開發之電子字典、計算機，因應不

同銷售市場，皆會取得包括台灣BSMI、韓國KCC、加拿大NRCan標識之認證，

且在2020年，無敵銷售到市場上的產品，並未有因為產品含有害物質問題而遭

退貨或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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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F設計管理 

產品信賴
性測試 

產品符合
性審查 

機型/材料
編碼符合
性審查 

材料GP符
合性確認 

HSPM需求管理 
 國際相關法規/指令 
 客戶要求 
 無敵自我認知及規範 

HSF材料供應鏈管理 

 製程材料廠商 
 原材料供應商 
 原物料供應商 

零部件供應商 

無敵GP
審查 

 廠商GP Survey合格 
 廠商GP保證書 
 零部件材料清單 
 零部件第三認證報告 
 原物料/材料/製程用
料廠商第三認證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