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權責單位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供應鏈管理小組

  管理系統

永續規範(Plan)：將供應商人權條款、採購工作倫理準則、正當經營行為規範等永續規範落入合約條款中，並導入ISO 9001

做供應商管理。

風險評估及控管(Do)：實地考察以評估風險，並設立檢舉機制做風險控管。

稽核確認(Check)：定期及不定期對品質、交期、成本及人權條款落實程度的稽核。

採取行動(Action)：包含限期改善及終止合約的做法。

  承諾與行動

承諾

持續發揮影響力，傳遞企業倫理的核心價值，與供應商一起共好！

具體行動與成果

  未來策略目標

未來於理念傳遞方面，信義將持續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管道，與供應商軟性分享企業倫理的價值。在管理作為方面，將強化

落實供應商管理程序，提升供應商不定期檢核比率，並持續深化人權條款落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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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簽訂
人權條款比率

供應商
平均工傷率

100%

供應商
檢核總家數

213
5.3

 永續原則
「與企業倫理有約」

的供應鏈管理

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

信義房屋希望更能把信義理念擴及供應商，在供應鏈的管理上導入人權、採購等相關永續條款，並追蹤檢核各供應商落實情
況，提供後續輔導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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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次目標是採取立即且有效的措施，以禁止與消除童工及受壓迫的勞工；目標在2025年以前，終結各種形式的童
工。此外保護勞工的權益，促進工作環境的安全。信義房屋自2013年起，全面導入人權條款，並加註於合約裡
，藉此促進供應商勞工皆能有良好的工作環境。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次目標是在2030年以前，確保每個地方的人都有永續發展的有關資訊與意識。為求「企業倫理」能夠在企業營
運及提供服務的過程中落實及貫徹，與供應商分享信義「誠信倫理」與「永續發展」的信念，是我們供應鏈管
理中的重要環節，希望能與供應商「共好」，一同永續經營。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

信義房屋積極透過供應鏈發揮影響力，在供應鏈的管理策略上，除了設立各項永續條款及準則，積極與供應商
宣傳，更將相關規範落入合約，並與採購做結合，針對不同種類的供應商做相應的管理機制以及風險鑑別，希
望透過完整且持續深化的供應鏈管理，能與供應商一同實踐企業倫理，促進勞工的健康與福祉。

本章的重大主題如下：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414供應商社會評估

2016 年目標 2016 年行動 達成狀況

全面簽訂人權條款 • 定期供應商月會
• 電話及實地訪視供應商
• 不定期稽核抽查
• 強力宣傳各永續規範重要性

人權條款簽訂100%

落實供應商檢核率
達70%

278家重點供應商，落實檢核達
213家，檢核率達76.6%（其中既
有供應商檢核率為73%、新增供
應商檢核率為94%）

與供應商共同落實
企業倫理

• 相同理念的供應商組成「廠商學習
評鑑促進委員會」，進行優良服務
案例分享

• 邀請供應商參加企業倫理系列講座

供應商願意共同響應公益活動

已達成 進行中

未來目標 達成時間

• 落實既有供應商檢核率達75% 2017

• 導入ISO 20121 永續活動管理 2017

• 推動供應商簽訂「承攬商作業安全衛生注意事項承諾書」
及「支持永續供應鏈意願書」

2017

• 與供應商一同實踐企業倫理 2025

 管 理 方 針 103-1 103-2 103-3

6.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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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課題二 管理策略與目標

主要課題一 管理準則

主要課題四 供應商共同成長

主要課題三 管理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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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做好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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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有效達成信義房屋2025願景目標 - 成為全球華人居住產業的第一品牌。目前信義房屋供應鏈體系如下圖：

6.2 供應鏈管理準則
為能深化企業倫理的落實，除了導入ISO9001外，與供應商的合約也都強制

加註「供應商人權條款」與「採購工作倫理準則」，將供應鏈準則與採購結

合，並邀請供應商簽訂「正當經營行為規範」。更於2017年開始導入ISO 

20121永續活動管理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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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使供應商於人權與勞動條件、健康與安全、環境保護、法

規遵循與商業道德等面向能確實符合我們的相關規範。

人權與
勞動條件

環境保護

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
ISO 20121活動永續管理系統

供應商人權條款
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正當經營行為規範

健康
與安全

法規遵循
商業道德

【信義房屋供應鏈體系】

【信義房屋供應鏈管理準則】

永續準則

風險評估
及控管

 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ISO 20121永續活動管理、供應商人權條款、採購工作倫理準則、正當經營行為規範。

風險評估：實際現場參訪並了解營運狀況及人權條款落實執行狀況，以及廠商評鑑了解供應商服務品質，並依案場回覆狀況進行風險評估。

風險控管：為確保採購窗口符合採購工作倫理準則，設立投訴檢舉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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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9001：對供應商在品質、成本及交期的表現進行定期及不定期稽核與輔導。

供應商人權條款：針對有違反勞動實務及人權條款疑慮之供應商，採取不定期稽核與改善輔導，若發生重大違背人權條款事項，會直接親臨現場抽查。

採購工作倫理準則：內部稽核人員對採購人員的定期稽核管理。

限期改善：供應商若被鑑定出有違反勞動實務或人權條款之疑慮時，要求其限期改善，提出書面報告及接受不定期稽核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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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機制

持續改善
或終止合約

102-9 6.3 供應鏈管理策略與目標
6.3.1 供應鏈管理策略
為能有效與供應商溝通永續觀念，我們的供應鏈管理策略是將供應鏈管理流程分為四個階段，內容為永續原則簽訂、風險評
估及控管、管理機制、持續改善或終止合約。首先對所有供應商全面導入相關永續條款及準則後，再進一步鑑別出重點供應
商（單次採購金額超過五萬元或由部門認定之）深化管理，且將供應商分為既有及新增兩大不同類別，分別設立相對應之管
理機制，並與時俱進，不斷精進管理深度與落實度，希望是在兼顧企業利潤與企業社會責任下，與供應商共創雙贏局面。

既有供應商管理機制
1.簽訂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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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所有新簽或重簽
供應商，皆需在合約書加註條款。
2.不定期稽核：依據ISO 9001及ISO 20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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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在條款遵守與落實執行。
3.限期改善：針對被鑑定出有違反勞動實務或人權條款疑慮之供應商，要求其限期改善，提出書面報告及接受不定期稽核與輔導。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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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供應商管理機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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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品質手冊及ISO 20121永
續活動管理，更延伸到人權條款落實遵守。
2.書面審核：針對新進供應商書面資格審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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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供應鏈管理策略進程

6.3.2供應鏈管理流程

主要課題二 管理策略與目標

主要課題一 管理準則

主要課題四 供應商共同成長

主要課題三 管理績效

主要課題二 管理策略與目標

主要課題一 管理準則

主要課題四 供應商共同成長

主要課題三 管理績效

供應鏈管理 供應鏈管理

7574

供應商
基本要求

◎依循法規 2013年

◎導入ISO9001

◎合約加註
「供應商人權條款」

2014年

◎發佈
「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簽訂
「正當經營行為規範」

2015年

◎展開供應商衝擊評估
與風險調查

2016年

◎增加供應商
工傷情形調查

2017 年
◎導入供應鏈

管理程序及表單

◎要求供應商簽訂
「承攬商作業安全衛生
注意事項承諾書」及

「支持永續供應鏈意願書」

發佈永續供應鏈
管理政策

將供應鏈準則
與採購結合

供應商衝擊評估
與風險調查

導入ISO20121
建立供應鏈管理程序

過 去 現 在 未來

12



針對2015年及2016年的243家及278家重點供應商進行風險鑑別，繼2014年以來，透過信義積極輔導及管理與持續對供應

商進行人權條款宣導，及不定期抽查與輔導，2015年及2016年已無任何實際或潛在負面衝擊的情事出現。

有關供應商風險/衝擊評估機制，經詳細確認供應商可能造成風險，主要有三大類的風險來源，分別是強迫勞動、工作環境安

全及貪腐相關，例如：保全作業或清潔作業等性質供應商為發生強迫勞動發生機率較高者，需注意不違反勞基法規定上限時

數，而採購量較大、經手較大金額的供應商有較大的貪腐風險；代銷供應商因有大量的舉牌工作人員，不得在高溫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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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大的工作環境所造成的風險；而居家供

應商提供裝修服務，不得在無安全防護器具、粉塵、有毒氣體作業場所或天然災害發生仍持續工作。我們將供應鏈體系中的

所有供應商進行風險評估如下表，並對所有合作的供應商，除了強烈要求簽訂相關永續條款並落入正式合約條款中，亦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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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供應鏈管理目標

6.4 供應鏈管理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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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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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成永續供應鏈管理政策與目標，2016年具體展開精進行動方
案及執行成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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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目標

◆ 訂定供應商激勵辦法

◆ 建立供應商資料庫

◆ 落實供應商評鑑制度

◆ 與供應商一同實踐企業倫理

2017年目標

◆ 100%全面簽訂人權條款

◆ 100%全面簽訂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 落實供應商條款管理機制 

◆ 既有供應商檢核率達75%以上

◆ 新增供應商檢核率維持90%以上

◆ 導入ISO 20121永續活動管理

◆ 導入供應鏈管理程序及表單

◆ 推動供應商簽訂「承攬商作業安全衛生注意事項承諾書」及「支持永續供應鏈意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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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情況 100%

ㄧ、全面簽訂條款 執行做法

達成情況 100%

五、供應商工傷盤查

達成情況 無相關負面衝擊情事。

四、供應商風險/衝擊評估

執行做法

為促進及維護勞工就業環境的安全性，自2016年起，增加對於供應商工傷情形的調查，全面盤查重點供應商中屬信義房屋可控

範圍內的供應商工傷情形，符合範圍的供應商共65家，盤查率為100%，於去年度共計942,846人工小時數的工作期間，發生5

起工傷事件，供應商平均工傷率為5.3，因工傷事件造成死亡的人數為0，發生工傷事件的供應商家數共計1家，主要造成工傷的

原因為上下班及非上下班交通事故，後續已對發生工傷事件的供應商進行關心及了解，協助提升全體人員工作環境之安全。

執行做法

※既有供應商符合簽訂人權條款、不定期稽核、限期改善、合

約終止之管理機制運作。

※新進供應商需通過新進供應商評鑑機制核可。

達成情況

三、落實供應商條款管理機制 執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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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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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情況 100%

76.6%

二、全面簽訂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執行做法

50

250

200

150

100

2014

99%

2015

105家

176家

100%
合格率

2016

213家

100%
合格率合格率

+21%

供應商評比家數

合格比率

既有供應商 73%

新增供應商 94%

合計

403-2 409-1 414-2 3 8

409-1 414-1 8

面向 潛在負面衝擊 2015年 2016年

工作環境安全 1.舉牌部分要求溫度過高或下豪雨時不得在戶外工作

無相關情事
2.高空作業未遵守勞工安全作業須知處理

強迫勞動 工作時數過長
貪腐相關 貪腐相關情事
工傷指標 工傷可能影響公司形象及造成生產力下降等 無揭露 見下表

供應商類別
風險來源

一般事務
採購供應商

支援服務
供應商

不動產服務
供應商

不動產代銷
供應商

居家服務
供應商

強迫勞動 Ｖ Ｖ Ｖ

工作環境安全 Ｖ Ｖ Ｖ Ｖ

貪腐 Ｖ Ｖ Ｖ Ｖ

指標 男 女 合計

年度人工小時數 394,351 548,495 942,846

因工傷造成死亡件數 0 0 0

工傷件數 0 5 5

平均工傷率 0 9.12 5.3

主要課題二 管理策略與目標

主要課題一 管理準則

主要課題四 供應商共同成長

主要課題三 管理績效

主要課題二 管理策略與目標

主要課題一 管理準則

主要課題四 供應商共同成長

主要課題三 管理績效

供應鏈管理 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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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    信義與供應商從企業倫理出發，一同推出創新服務「裝修寶」

在室內裝修上，消費者最容易擔心的就是業者收了錢卻沒做好工程，這也是裝修市場上常見的消費糾紛。信義與供應商
一同推出「裝修寶」的服務，只要與「信義居家」平台上的「設計裝修」、「統包工程」兩類廠商簽約施工，消費者不
需額外負擔任何費用，就可以享有裝修款項「專戶專人管理」的保障，意即由公正第三方以定型化契約分期管理室內裝
修款項，消費者不用擔心業者收了錢沒做工程，業者也不用擔心收不到工程款，降低過往裝修市場常見的消費糾紛。

案例說明    信義與供應商分享人力資源以及海外拓展相關經驗

信義房屋將人力資源相關學習成長經驗，歸納出現有且可開放共享之資源，藉由課程、工作坊及會談的形式，將過往凝

聚之智慧經驗分享予相關的供應商，亦邀請海外業務主管於回國時分享海外市場經驗，期待能與供應商在互動交流中集

思廣益，體現共好的價值。

案例說明    信義居家「協力商團體獻愛心」，整合各專業同心助社區

每年信義房屋都會提供經費贊助位於花蓮豐田車站前方的「五味屋」，

信義志工更經常揪團前往關懷與訪視，深入了解孩童需求。在得知五

味屋延伸使用區域「阿婆的家」需要重建衛浴空間後，媒合信義居家

協力商團體贊助。其中負責統合一切設備產品的云誠衛浴林東蔚總經

理說: 「當籌備半年將物資親自送到他們手上，才能深刻感受到自己做

到的一切很有意義。」今年又得知五味屋要打造「夢想館」，林東蔚

總經理再次義不容辭的擔任整合角色。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即在信義

居家協力商團體中募集到所需物資。協力商一起搬運、施工，為打造

更好的社區生活再盡一份心力。

6.5 供應商共同成長計畫

6.5.1 傳遞信義企業倫理核心價值

6.5.2 經驗分享

6.5.3 與供應商協力舉行公益活動

信義分享人力資源相關學習成長經驗 信義業務主管向供應商分享中國大陸市場經驗

主要課題二 管理策略與目標

主要課題一 管理準則

主要課題四 供應商共同成長

主要課題三 管理績效

主要課題二 管理策略與目標

主要課題一 管理準則

主要課題四 供應商共同成長

主要課題三 管理績效

古語有云：「人無信不立」，企業亦然。「誠信」不只是企業倫

理的核心價值，更是房屋仲介業之最大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也是

最基本的永續經營態度。信義企業集團董事長周俊吉先生創立公

司之初，即主張企業應同時對「顧客、同仁、股東、社會與環境」

等五大利害關係人善盡社會責任。在實踐企業倫理的道路上，必

定需要更多企業的共同努力，因而我們發揮影響力，與合作的供

應商分享信義企業倫理的核心價值，邀請供應商一同參與信義學

堂企業倫理相關講座，更進一步，以企業倫理為出發點，和供應

商一同研擬創新商業模式，不僅傳遞企業倫理的信念，更一同實

踐企業倫理！

信義房屋相較於供應商為企業規模較大的事業單位，在很多經營

企業的各項功能上，擁有較豐富經驗，以及較完善的制度。例如

對於人力資源之招募、甄選、培訓等各項功能所開展的相關成熟

制度，能做為其他價值鏈上企業的學習標竿。在新市場的開發中，

信義房屋也相較價值鏈上的其他企業擁有較多經驗，能做為其他

企業要進入新市場的參考。而信義房屋也樂於分享自身企業成長

歷程中，各功能制度如何詳加完善的方法以及開發新市場的策略

等，希望透過經驗分享，與供應商共好，一同成長。

信義房屋在協助社區營造上，已有十餘年的經驗，除了有「全民

社造行動計畫」提供社區營造各項專案的資金協助，亦設有「志

工假」的制度鼓勵信義房屋全體同仁參與「信義志工服務行動」，

讓做公益及手心向下、學習付出的精神深入同仁心中。在與供應

商合作的過程中，同仁主動分享舉行公益活動或自身參與公益活

動的各類心得，其感動的經驗分享造成相當的渲染力，獲得供應

商的共鳴，主動提出希望能一同做公益的想法，也使許多社區獲

得更多企業的協助，完成社區改造的夢想。

優質廠商
為您嚴選

業界優質廠商

裝修貸款
優惠銀行利率
輕鬆圓夢成家

專人客服
一通電話即

時掌握裝修資訊

期款管理
專人專款管理
透明化流程

定型合約
清楚載明廠商與消費者

權利義務

供應鏈管理 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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