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賃服務

解決方案簡介

HPE 資產升級回收服務
以永續經營且安全的方式淘汰 IT 資產，並為創
新專案萃取價值

HPE 租賃服務可協助客戶找到規
劃、取得、使用及調整業務轉型所
需之技術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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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租賃服務，循環經濟與 IT 思維研
究，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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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租賃服務技術更新中心資訊

2018 年， HPE 租賃服務全球技術更新
程序已安全地處理超過 5800 萬磅的 IT
設備，其中有 89% 已重新出售，有 11%
則已透過環保且安全的方式回收。

隨著需求不斷地演進和變化，透過安全且永
續經營的方式主動針對老舊資產的汰除進行
規劃非常重要。鑑於安全及環境相關顧慮的
增加、業務流程數量的成長，再加上技術系
統汰除相關法規清單不斷擴增，即使是最具
經驗的組織也勢必面臨這些挑戰。

HPE 是下列設備汰除管理的專家：

此外，約有 2/3 的公司目前皆已針對 IT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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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制定環境永續經營計畫。 這些策略的主
要要素包括負責任的 IT 設備淘汰、移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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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以及 IT 的翻新以免除回收的需求。

•• 顯示器

除了 IT 設備的汰除以外，HPE 資產升級回
收服務還包含了資料清理，以及環保的汰
除、升級改造或回收。透過全球執行能力，
我們將能夠在全世界以一致的方式提供這些
服務。

•• 伺服器
•• 儲存裝置
•• 網路設備
•• 個人電腦和筆記型電腦

•• 印表機
•• 行動裝置
此外，我們也能處理 HPE、HP 以及任何其
他製造商的設備。

與專家聯手
我們的專家將與您通力合作，協助管理與技
術淘汰有關的複雜程序。我們的目標是將技
術更新所需的人力降到最低，讓您可以專注
創新和促進業務成長等更為重要的事務。

為何 IT 決策者要與廠商合作來管理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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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的淘汰、移除和回收？

51%
確保我們能安全地管理整個程序

44%
廠商能滿足全球性的 IT 設備淘汰、移除
和回收需求

43%
讓我們能符合環境永續目標

41%
大幅提升 IT 設備的財務價值

41%
回收 IT 設備的任何剩餘經濟價值

39%
在翻新或回收 IT 設備之前確保其中的資
料已完全清除

我們提供的解決方案可協助您在全世界的多
個據點連續不間斷地管理您的技術。當您更
新設備時，我們可以在整個過程中協助管理
生命週期已結束的資產升級回收。我們也針
對未使用的資產提供一次性的升級服務，其
通常適用於小型且複雜度低的 IT 組織。
當您透過我們的資產升級回收服務來升級不
需要的資產時，我們的生命週期專家將會翻
新並重新出售設備，提供第二次使用週期。
實際上，在所有回收到技術更新中心的技術
產品和材料中，有 99.4% 都已透過一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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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使用。
透過收益共有功能，此一循環經濟方式對於
環境和您的營收都有所助益，並可讓您從不
需要的 IT 資產中獲取價值來補足創新專案
的預算。

38%

HPE 資產升級回收服務

29%

HPE 資產升級回收服務提供具彈性且一致的
程序來淘汰 IT 設備。我們會協助您針對企業

確保 IT 設備完成翻新並重新銷售

IT 組織缺乏程序管理所需的頻寬或技術

HPE 租賃服務，循環經濟與 IT 思維研究，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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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告說明及評估使用過後的資產由 HPE 租

賃服務回收時對於環境造成的影響。其中所列
出的數值表示能反映出預期 (非實際) 的回收和
重複使用率的估計值，此報告所描述的資訊僅
供討論及參考之用。並非所有客戶皆適用。

HPE 循環經濟報告可協助您評估 IT 生命週
期管理選擇的影響，並提供衡量指標以協助
您滿足非財務的社會與環境責任 (SER) 報告
要求。我們會將您自有或租賃的 IT 資產置
於更新計畫中，提供與材料、能源、排碳和
掩埋減量有關的資訊。請與您的生命週期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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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聯繫以瞭解詳情。

安全的資料清理
資料安全對於每個資產淘汰程序來說都是非
常重要的一環，且 HPE 提供的服務能確保
會覆寫所有資訊或將媒體銷毀。我們會根據
客戶需求，在您的地點或我們的技術更新中
心透過三種方式進行：
•• 使用產業標準資料消除方式進行清除
•• 使用高效能消磁進行銷毀 (硬碟)

HPE 租賃服務致力於維護您的品牌可靠度和

讓我們協助您簡化 IT 資產淘汰程序。身為您
的合作夥伴，當您的業務需要創新時，我們
會將 IT 基礎架構更新所需的人力降到最低，
幫助您有效控制永續性及責任性 IT 資產生命
週期策略，讓您深感自豪。

HPE 租賃服務技術更新中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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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循環經濟報告

的特定需求建立自訂的計畫，並瀏覽任何適
用的資料安全和環保法規。

安全。具體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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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化報告與結算 - 為資產提供真實的市
場價值；資產價值會根據客戶需求實現

•• 自動化取貨要求 - 提高可見性且易於管理
的客戶入口網站；提供拆機和包裝及運送
服務
•• 安全的端對端物流 - 全球規模和規範化服
務；自訂的安全和物流層級

•• 以實體銷毀方式銷毀記錄媒體 (硬碟和 SSD)

如需詳細資訊，請瀏覽：

hpe.to/AssetManagement

•• 序列化資產追蹤和測試 - 資料清理的資產
層級認證；自動化資產報告與結算
•• 資料清理 - 資料抹除和媒體銷毀
•• 回收前重複使用 - 在 2017 年送至 HPE 技
術更新中心的技術裝置中，有 76% 已展開
3
了全新的使用週期。

立即分享
取得更新
© Copyright 2019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LP。本文件所含資訊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HPE 產品與服務的唯一
保固已詳細記載於此類產品與服務隨附的明示保固聲明中。本文件的任何內容均不應解釋為構成額外的保固。HPE 對於本文件中
的技術、編輯錯誤或遺漏概不負責。

租賃與服務產品由 Hewlett-Packard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 及其子公司和關係企業 (總稱為「HPFSC」) 在特定國家/地區提供，
同時受信用核准與標準 HPFSC 文件的執行規定約束。費率和期限依據客戶信用評分、產品類型、服務和/ 或設備類型與選項而
定。並非所有客戶皆具備資格。並非所有國家/地區皆提供所有服務或產品。可能存在其他限制。HPFSC 保留隨時變更或取消本計
畫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4AA4-4887ZHP，2019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