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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主要作為

以往因房仲業對供應商定義十分模糊，導致無法充分有效發揮供應鏈合作綜效，故自2012年起調整以服務業觀點重新清

楚定義重要供應商，並以「供應商提供必要且專業服務支援給服務業業主，使其提供服務給終端消費者」的業者，通稱

為服務業的重要供應商。為能有效提高人權審查之供應商比例，透過問題分析對策與發展手法，針對主要缺口展開具體

行動計畫，主要為研擬供應商人權條款、有效與供應商溝通永續經營觀念並將供應商人權條款列入合約成為標準規範、

要求供應商符合人權條款、邀請供應商參加企業倫理系列講座，以作為提高人權審查之供應商百分比為目標，其中有關

人權條款說明如下：

1.供應商應遵守相關勞動法規，保障內部員工之合法權益，並尊重國際公認之基本勞動人權原則，例如：禁用童工(未

滿16歲以下皆禁止聘僱)、消除各種形式之強迫勞動、不得有危害勞工基本權利之情事。 

2.供應商應確認其僱用政策無性別、種族、年齡、婚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落實報酬、僱用條件、訓練與升遷機會

之平等。

3.供應商的人力資源政策應尊重基本勞動人權保障原則，建立適當之管理方法與程序。 

4.適用其它增修的人權條款規範。

管理機制

為能做好供應商管理，不僅從利害關係人著手，更能擴及供應鏈體系，除了建立ISO9001供應商在品質、成本及交期管

理規範，更能深入擴及供應商在人權條款落實度，以做好全面性導入。

另一方面，期盼透過信義企業優質的經營理念，以企業倫理為核心，建立集團統合採購制度，使整體採購依循合理採購

程序，以提升採購效能，有效控制成本並確保採購品質，除了採購同仁做好供應商採購工作倫理，並邀請供應商簽訂正

當經營行為規範，提供檢舉單位窗口，以利做好三方監督角色，有效杜絕採購弊端情況發生，避免危害到利害關係人之

權益為目標。

未來改善目標

◎為能全面要求所有供應商皆簽訂人權條款，自2013年7月開始，要求使用公司制式合約皆需加註供應商人權條款，以

實現信義供應鏈皆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本供應商人權條款制訂是參照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擬定，透過

定期供應商月會、電話及實地訪視供應商，強力宣傳人權條款重要性，並要求供應商簽訂，共計243家供應商、實際簽

訂為243家，達成率為100%。

◎從2014年及2015年所簽訂人權條款的173家及243家供應商進行風險鑑別，代銷部於2014年有1家具有顯著實際或

潛在對人權負面衝擊的供應商，在2015年度透過信義積極輔導及管理後，已無任何實際或潛在對人權負面衝擊的情事

出現。

重大性議題：

供應商勞工實務評估、強迫與強制勞動、
供應商人權評估、反貪腐
對信義的意義：

為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除了兼顧五大利害關係人，我們

希望更能把信義理念擴及供應商，使整個供應鏈都能遵循

企業倫理規範，秉持信義集團共同理念的核心價值觀，共

同邁向信義社會及信義世界。

供應鏈管理6.

項次 未來目標設定 目標 期限 具體執行作法 

一 全面簽訂人權條款 100% 2016 年 
※導入 CSR 供應商：建立人權條款溝通經驗交流模式。 

※未導入 CSR 供應商：條款落入供應商合約。 

二 
全面採購 

工作倫理準則 
100% 2016 年 

※採購人員皆須簽署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供應商單次採購金額超過五萬皆需簽署正當經營行

為規範，並落入供應商採購合約條款中。 

※為確保採購窗口符合採購工作倫理準則，提供企業倫

理辦公室作為投訴檢舉窗口，以做好監督與管控。 

三 

供應商人權條

款管理機制落

實 

既有供

應商 
90% 2016 年 

※符合簽訂人權條款、不定期稽核、限期改善、合約終

止之管理機制運作。 

新增供

應商 
90% 2016 年 ※通過新進供應商評鑑機制核可。 

管理方針︰目標「共好」的供應鏈管理
六大永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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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2015年供應鏈管理實績

供應鏈管理6.
6.1 信義房屋供應鏈體系
為能秉持信義房屋優質經營理念，不僅做好五大利害關係人符合企業倫理精神，且能向外推廣做好供應鏈永續管理
為目標，以有效達成信義2020願景目標 - 堅持企業社會責任，成就世界級服務業。
目前信義房屋供應鏈體系區分成三大類，分別是居家服務供應鏈、不動產代銷供應鏈、一般事務性採購供應鏈(含代
銷部、行銷部、客服部、資訊部、人資部、網路事業部、財務部)為主，其中居家服務供應鏈主要為轉介居家服務平
台，與上游居家服務類的廠商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一旦客戶有居家服務需求，則透過居家服務中心轉介服務資
源給客戶，有效作為與客戶保持互動聯繫的關係，以延續客戶對信義房屋的價值鏈。
不動產代銷供應鏈主要為代理建商銷售預售屋/新成屋，與上游廣告行銷類的廠商建立合作關係，為建商找到物件買
家，促進預售屋/新成屋市場的交易效率。

6.2 供應鏈管理政策
為能有效提高人權審查之供應商比例，透過問題分析對策手法，研擬供應商條款，藉此提高供應商勞動實務及人權
審查比例，其條款說明如下：
(1)供應商應遵守相關勞動法規，保障內部員工之合法權益，並尊重國際公認之基本勞動人權原則，例如：禁用童工(
未滿16歲以下皆禁止聘僱)、消除各種形式之強迫勞動、不得有危害勞工基本權利之情事。 
(2)供應商應確認其雇用政策無性別、種族、年齡、婚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落實報酬、雇用條件、訓練與升遷
機會之平等。
(3)供應商的人力資源政策應尊重基本勞動人權保障原則，建立適當之管理方法與程序。 
(4)適用其它增修的人權條款規範。

6.3 供應鏈管理實績及目標
為能持續推廣企業倫理核心價值，不僅從公司本身做起，更擴及信義供應鏈體系，除了建立ISO9001供應商在品質、

成本及交期管理規範，更能深入擴及供應商在人權條款落實度。另一方面，期盼透過信義企業優質的經營理念，有

效控制採購成本及品質；除採購同仁做好供應商採購工作倫理，並邀請供應商簽訂正當經營行為規範，提供檢舉單

位窗口，做好三方監督角色，有效杜絕採購弊端情況發生，以避免危害到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目標。

2015年信義房屋，全面要求重點供應商(單次採購金額超過五萬或部門認定)簽訂正當經營行為規範，重點供應商

(176家)數量約占信義房屋全部供應商(550家) 32%。

(1)全面簽訂條款目標：於2015年達到100%。

(2)全面採購工作倫理準則目標：於2015年預計達到100%。

(3)既有及新增供應商管理機制落實：於2015年新增供應商檢核達到90%以上；既有供應商檢核計108家。

★設計公司類
★統包工程類
★修繕/單一技術類
★周邊設備類
★周邊服務類
★漏水保固服務類

信義居家服務中心 信義房屋代銷

居家服務供應鏈

居家服務需求者 建築開發商

★專業服務類
★軟硬體網路類
★報章雜誌類
★庶務物品類
★其它類

★滿意度電訪類
★網路行銷類
★網路媒體類
★印刷輸出類
★裝潢工程類
★媒體採購類

★媒體採購類
★網路媒體類
★網路行銷類
★印刷輸出類
★其他類

(行銷、客服、資訊、人資、網路事業、財務)

房屋仲介供應鏈 不動產代銷供應鏈

客   戶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信義房屋

6.4 篩選供應商之永續準則

6.4.1 供應鏈採購準則
為加強集團及供應商有關採購事項的倫理意識，應堅持公開、公正、公平、誠信、客觀的原則以降低圖己或他人私

利之行為，將廠商管理之相關條文增訂於「正當經營行為規範」中。2015年進行239家供應商的相關風險評估，鑑

別出共86個合約關係廠商具有貪腐風險，已要求全數簽署「正當經營行為規範」，並由總稽核不定期抽查。

6.4.2 既有供應商管理機制
為能有效與供應商溝通永續觀念並將條款列入合約成為標準規範，透過積極有效與供應商溝傳達永續觀念，在兼顧

企業利潤與企業社會責任下，如何運用信義房屋供應鏈體系，與供應商共創雙贏局面，其管理機制如下：

6.4.3 新增供應商管理機制
2014年及2015年信義房屋經鑑別使用人權篩選的新供應商總數為11家、74家，報告使用人權準則篩選之新供應商

佔全公司該年度比例為6.4%、30.5%。其中以居家服務中心新簽供應商家數高達60家、佔該部門比率48%，且全部

簽訂人權條款，成效之高，其主因為供應商認同信義供應鏈價值理念，並依循下述的管理機制，使供應商接受人權

承諾在合約條款簽訂。

2015 年目標設定 達成情況 具體執行作法 

全面簽訂條款 100% 
※導入 CSR 供應商：建立人權條款溝通經驗交流模式。 

※未導入 CSR 供應商：條款落入供應商合約。 

全面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100% 

※採購人員皆須簽署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供應商單次採購金額超過五萬皆需簽署正當經營行為規範，並

落入供應商採購合約條款中。 

※為確保採購窗口符合採購工作倫理準則，提供企業倫理辦公室

作為投訴檢舉窗口，以做好監督與管控。 

供應商條款 

管理機制落實 

既有供應商 65% 
※符合簽訂人權條款、不定期稽核、限期改善、合約終止之管理

機制運作。 

新增供應商 92% ※通過新進供應商評鑑機制核可。 

a.簽訂人權條款：針對尚未發行永續報告書的供應商，全面鼓勵簽訂人權條款MOU，並自2013年7月開
始，所有新簽或重簽供應商，皆需在合約書加註供應商人權條款。

b.不定期稽核：除了依據ISO9001規範，除了不定期稽核與輔導供應商在品質、成本及交期的管理，更
延伸到供應商在人權條款遵守與落實執行。

c.限期改善：針對被鑑定出有違反人權條款供應商之疑慮，要求限期改善，提出書面報告及不定期稽核
與輔導。

d.合約終止：針對限期內無法具體改善供應商，則終止合約關係。

既
有
供
應
商

a.成立廠商學習評鑑促進委員會：為確保新進供應商品質、成本及交期，除了規定要符合ISO9001品質
手冊，更延伸到人權條款落實遵守。

b.書面審核：針對新進供應商書面資格審核。

c.現場查訪：為確保供應商實質運作，實際現場參訪並了解營運狀況及人權條款落實執行狀況。

新
增
供
應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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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執行成效與精進作法
為能全面要求所有供應商皆簽定人權條款，自2013年7月開始，要求使用公司制式合約皆需加註供應商人權條款，以實
現信義供應鏈皆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本供應商人權條款制訂是參照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擬定，透過定
期供應商月會、電話及實地訪視供應商，強力宣傳人權條款重要性，並要求供應商簽訂，共計239家供應商、實際簽訂
為239家，達成率為100%。
為能落實做好供應鏈管理，以達成永續供應鏈管理政策與目標，其具體展開精進行動方案如下：

6.7 未來策略目標
為能持續推廣企業倫理核心價值，不僅從公司本身做起，更擴及信義供應鏈體系，除了建立ISO9001供應商在品質、成
本及交期管理規範，更能深入擴及供應商在人權條款落實度。另一方面，期盼透過信義企業優質的經營理念，有效控制
採購成本及品質；除採購同仁做好供應商採購工作倫理，並邀請供應商簽訂正當經營行為規範，提供檢舉單位窗口，做
好三方監督角色，有效杜絕採購弊端情況發生，以避免危害到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為目標。
(1)全面簽訂條款目標：2016年預計達到100%。
(2)全面採購工作倫理準則目標：2016年預計達到100%。
(3)管理機制落實-既有及新增供應商目標：2016年預計達到90%。

6.8 成長計畫：目標「共好」的供應鏈管理
2016年，信義房屋不僅會專注提供給消費者更好的服務，並會積極與供應商，透過勾勾gogo平台一起為社區營造而努
力。2015年是我們第一次推動，未來將持續進行，朝目標「共好」的供應鏈管理願景目標努力。

供應鏈管理6.
表6-2、新供應商篩選評估

項次 部 門 2014 年全年度 2015 年全年度 

總家數 簽訂人

權家數 

新簽

家數 

新供應

商比例 

總家數 簽訂人

權家數 

新簽

家數 

新供應

商比例 

1 代銷部 26 26 6 23.1% 26 26 4 15.4% 

2 居家服務中心 65 65 1 1.5% 125 125 60 48.0% 

3 人資部 36 36 2 5.6% 40 40 4 10.0% 

4 客服部 6 6 0 0% 6 6 0 0% 

5 行銷部 4 4 0 0% 3 3 0 0% 

6 網路事業部 11 11 0 0% 14 14 6 42.9% 

7 資訊部 19 19 2 10.5% 19 19 0 0% 

8 財務部 6 6 0 0% 6 6 0 0% 

總計 173 173 11 6.4% 239 239 74 31%  

a.導入永續經營供應商：建立人權條款
之經驗交流模式。
b.未導入永續經營供應商：人權條款落
入供應商合約。
執行成效：2015年高達100%。

(1)全面簽訂人權條款

符合簽訂人權條款、不定期稽核、限期
改善、合約終止之管理機制運作。
執行成效： 2015年高達65%

(3)管理機制落實 - 既有供應商

通過新進供應商評鑑機制。
執行成效： 2015年高達92%。

(4)管理機制落實 - 新增供應商

a.採購人員皆須簽署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b.供應商單次採購金額超過五萬元皆需須簽署正當經營行為規範，並
落入供應商採購合約條款中。
c.為確保採購窗口符合採購工作倫理準則，提供企業倫理辦公室作為
投訴檢舉窗口，以做好監督與管控。
執行成效： 2015年高達100%。

(2)全面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6.5 供應商風險/衝擊評估機制

6.5.2 供應商衝擊評估機制
從2014年及2015年所簽訂人權條款的173家及239家供應商進行風險鑑別，代銷部於2014年有1家具有顯著實際或潛
在對人權負面衝擊的供應商，並有違反人權條款之疑慮，主要原因是高空作業維修，分別佔全公司2014年度所簽定人
權條款比率0.6%，但在2015年度透過信義積極輔導及管理後，已無任何實際或潛在對人權負面衝擊的情事出現。
透過信義房屋推崇企業倫理精神，以人為本概念，不僅從自我五大利害關係人落實企業倫理，更能擴及供應商遵循，持
續對供應商進行人權條款宣導及不定期抽查與輔導，有效降低供應商對人權負面衝擊，使得在人權負面衝擊的供應商年
度整體改善家數從2014年1家縮減至2015年0家。若發生衝擊人權條款，代銷部會積極要求供應商限期改善，始能維持
繼續合作機會，故2015年並無任何違反人權條款的情事發生。

6.5.1 供應商風險
有關供應商風險/衝擊評估機制，經詳細確認信義供應商對員工可能造成風險之作業，主要有以台灣為營業據點的代銷
部，在高空作業未遵守勞工安全作業須知處理(無使用安全防護網)；帆布製作拆掛廠商，在施工拆掛時會以繩索吊掛從
高樓垂降施工，然依規定要用吊車或專業吊具搭配施作，若僅以繩索垂降施工則安全措施及對人權照顧不足。
在舉牌(高溫超過32度且相對濕度超過80%以上、站在危險交通重要樞紐、天然災害發生仍持續工作)、裝修(無安全防護
器具、粉塵、有毒氣體作業場所或天然災害發生仍持續工作)及保全作業(違反勞基法規定上限時數)，為能盡量避免員工
受到人權負面的衝擊，間接影響到供應鏈整體正常運作及品牌形象。因此，信義房屋對所有合作的供應商，除了強烈要
求人權條款簽定並落入正式合約條款中，並落實不定期實地稽查與管理輔導，以促使供應商遵循企業倫理，並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

註1：新增供應商簽定人權條款統計表(2014.1.1~2014.12.31；2015.1.1~2015.12.31)
註2：新供應商比例=該年度新簽家數/總家數
註3：新增供應商為單次採購金額超過五萬或部門認定之重點供應商

表6-3、供應商對人權的負面衝擊

舉牌的部分要求溫度過高或下
豪雨，不得在戶外工作。

無相關情事無相關情事

無相關情事
高空作業未遵守勞工安全作業
須知處理。

共計1家帆布製作拆掛廠商，
安全措施不足有人權疑慮。

人權負面衝擊 2014年 2015年

亮  點

一位不小心在工作時受傷的清潔工媽媽，住在一間沒有鐵門鐵窗的公寓，寒流來
時甚至只能洗冷水澡。為了家中孩子們的安全著想，她只單純的希望能為家裡裝
上一扇讓孩子安心的鐵門，無奈裝設一扇鐵門的費用已接近她一半的薪水。
長期關注社區與弱勢團體的信義房屋，得知這位單親媽媽的夢想，於是和合作
往來的供應商及中小企業，組成了「協力商公益修繕團」，不只要幫這位媽媽
完成夢想，還要幫他們打造一個溫暖的「家」。從搬家公司、裝潢油漆工程、
到安裝熱水器、冷氣、改裝地板，將原本擁擠破舊的屋子，重新打造成溫暖的
避風港。這位媽媽感動表示：「謝謝你們，我一定會把過去的不愉快忘掉、振
作起來，和兩個孩子重新打造屬於我們的家園。」

『媽媽的愛』影片中以縮時紀錄

完整呈現這十天內信義居家的協

力商們如何以信義房屋合作分工

的精神，運用各自專長和回饋社

會的心意與行動來達成目標。

供應商與信義房屋社區一家
共同送愛到社區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5dllqLc-IIg

目前各家協力商均積極投入信義居家舉辦的公益活動，雖然時間短、

經費不足，也許只是一扇鐵門或一扇窗，但那卻是一整家人的依靠。

小小的家，大大的夢想，家是永遠的避風港！信義居家的協力商團隊

因認同「信義」的理念而聚在一起，相互交流分享、相互學習，為社

會公益貢獻不遺餘力。  ---華陽優質搬家有限公司 朱發展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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