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義對SDGs的主要貢獻
信義支持SDGs，下列目標與供應鏈管理相關：

更多資訊：請參考「經營方針與SDGs」p. 28-29

了解更多：信義房屋SDGs報告書8.5 / 8.8
SDG 8

p. 79  永續供應鏈管理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

本章重大主題重大主題對信義的意義

為確實回應聯合國2030年SDGs的目標，企業必需與供應商拿出實際行動，透過共
同合作、投入資源與力量、一起成長創新，才能有效保護、促進、創造經濟、社
會、環境各面向的永續發展。

我們深信將信義集團理念的核心價值擴及供應商，一同建立永續目標，並將供應商
社會評估相關準則與綠色採購結合，使整個供應鏈都能遵循企業倫理規範，創造一
個義利兼得的新世界。

103-1

重點供應商稽核率
90.3%

連續12年榮獲

民間企業
綠色採購標竿單位

亮點績效

3.d
SDG 3

17.9
SDG 17

12.6 / 12.8
SDG 12

簽訂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100%

供應商現場稽核次數
649

06 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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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方針

呼應企業永續原則

管理實績

秉持擴散信義房屋優質的經營理念，並輔以採購的力量來對供應商發揮正面影響力，期許在提供市場產品與服務時，
能與供應商共同創造、保護及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永續發展，並能達成「與企業倫理有約」的供應鏈管理。

100%
重點供應商工傷盤查率

重點供應商屬信義房屋可控範圍之工傷
盤查率

簽訂永續條款

2019年供應商全面簽定永續條款承諾書100% 89.8%
既有供應商稽核率

既有供應商符合簽訂永續條款、不定期
稽核、限期改善、合約終止之管理機制
運作

新進供應商稽核率

新進通過新進供應商評鑑機制核可
100%

了解更多  |  供應商管理績效詳細內容   http://csr.sinyi.com.tw/supplychain/achievement.php

核心目標與願景

如何管理

全面倫理管理委員會─供應鏈管理小組
責任

資源
2019年共投入79位人員，共2777.1人天數投入供應鏈管理相
關事宜。

依循國際法規，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人權、勞工、環境、反
貪腐)、ISO20121等，以及公司經營理念作為供應鏈管理政
策之基礎。

政策 申訴機制
參照「利害關係人議合」章節 

P. 82

評估機制與結果
參照供應鏈管理目標與執行成效

簽訂永續條款承諾書 100%

新進供應商稽核率 100%

既有供應商稽核率 89.8%

重點供應商工傷盤查率 100%

P. 22

落實既有供應商稽核
既有供應商落實稽核的比率
90% 89.8% 落實既有供應商稽核

既有供應商落實稽核的比率

所有供應商簽訂永續條款的比率
100% 全面簽訂永續條款 100% 全面簽訂永續條款

與供應商共同落實企業倫理 供應商自發性發起公益活動
2019年開始填寫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自評表，年度回收65份

2019年目標 2019年績效

=目標達成 =持續進行中 = 未達成

說明：
2019年與部份供應商之業務量下降或無業務往來，因而降低了檢核的次數。

重大主題414之管理方針以「信義永續原則-與企業倫理有約的供應鏈管理」為依循方向，以此鑑別、
分析、及回應實際和潛在衝擊資訊。

103-2 103-3

客戶關懷 社會參與 附錄永續經營 公司治理 員工照顧 環境保護 供應鏈管理

78



行動方案 | 01

我們與供應商共好，發展共同成長計畫，從理念分享獲得
共鳴，再提供企業自身實務經驗，從旁適時回饋所需的協
助，除了能提升應有的質量，更要與供應商一同創新成
長、提高競爭力。

與供應商分享資源，共同創新成長

我們的供應商永續條款，納入了環境、社會、治理等面
向，並對重點供應商現場檢核，新增企業社會責任自評
表，邀請供應商在檢核前填寫。透過訪談，更清楚了解供
應商對於永續規範的了解及企業社會責任各環節落實程
度。我們亦建立訪視後回饋機制，共同討論精進做法，分
享信義房屋經營理念，與供應商一起發展永續供應鏈。

簽訂永續條款，完善供應商現場檢核，建立回饋機制

P. 80

行動方案 | 02

信義房屋供應鏈體系 102-9

居家服務供應商
設計工程、修繕、周邊
設備服務類

不動產服務供應商
 代書、履約保證類

不動產仲介業務

信義房屋、信義代銷

居住產業第一品牌

不動產代銷供應商
媒體採購、網路行銷、印
刷輸出類

產調、估價服務
不動產服務供應商

軟硬體網路、客服、
物管、裝潢工程類

支援服務供應商

報章雜誌、印刷輸出、
庶務其他類

一般事務採購供應商

社區、客戶

103-1 103-2 103-3

永續供應鏈管理
主軸 1

414  供應商社會評估對應的重大主題

對信義的意義
我們將供應商視為信義企業的延伸，也是
共同促進永續目標達成的重要夥伴，從自
身企業的營運、產品、服務延伸，在每個
環節上擴大影響力，以永續供應鏈管理，
兼顧經濟、社會、環境的共存共榮，並將
供應商社會評估相關準則與綠色採購結
合，使整個供應鏈都能遵循企業倫理規
範，共同邁向信義社會及信義世界。

我們的承諾
我們承諾對供應商在篩選、訓練、稽核及
輔導的責任當責，且更進一步與供應商一
同成長。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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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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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永續條款：針對有違反勞動實務及永續條款疑慮之供應商，採取不定期稽核與改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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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2

持續改善或
終止合約

限期改善：供應商若被鑑定出有違反勞動實務或永續條款之疑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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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建構與合作
與供應商分享培訓資源，交流市場成功經驗。
邀請供應商參與企業倫理相關講座，強化永續意識。

當責與學習 透過供應商現場訪視回饋單、企業社會責任自評表，建議可改善方向。

409-1

風險評估及控管

風險評估：實際現場參訪了解營運狀況及永續條款落實狀況，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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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更多 | 供應鏈管理風險評估及控管  http://csr.sinyi.com.tw/supplychain/risk-management.php

信義房屋供應商管理準則涵蓋了人權與勞動條件、健康與安全等四個面向，詳細的規範
細則包含：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ISO 20121永續活動管理、供應商永續條款、採購
工作倫理準則、正當經營行為規範。

設定永續原則與
簽訂

了解更多 | 永續政策與守則  http://csr.sinyi.com.tw/certificates/policy.php

管理策略
我們的供應鏈管理策略是從傳統的供應鏈管理(品質、交期)上發展永續供應鏈，在流程上的六階段持續深
化，從最基本的法遵到與供應商溝通、結合永續採購，全面導入相關永續條款及準則，再進一步鑑別重點
供應商。又將供應商分為既有及新進兩類，分別設立相對應之管理機制，配合定期與不定期的稽核，與供
應商一同成長。

永續供應鏈管理策略與流程說明

了解更多  |  供應鏈管理策略與目標    http://csr.sinyi.com.tw/supplychain/aims.php 

核心目標與願景

主軸

管理流程

2019目標

永續原則簽訂 當責與學習

風險評估與控管 能力建構與合作

管理機制 持續改善或終止合約

1 / 全面簽訂永續承諾條款100% 2 / 落實既有供應商檢核率90%

與企業倫理有約的供應鏈

永續供應鏈管理

管理流程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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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永續供應鏈，信義房屋合作之供應商，不僅僅是可以提供我們符合成本、價格、品質要求的產品與
服務，也期望它的產品服務能夠符合信義對 ESG 的期望。

供應鏈永續管理之ESG準則

管理範疇
因資源與時間有限，信義僅將重點供應商(如採購金額高或產品服務難以替代)與透過永續風險評鑑，經由經濟、環
境、社會的指標，管理現況落在高風險值域內，需要投過改善計畫來要求其進行輔導調整之高風險供應商納入
ESG管理，2019年共有65家對營運衝擊度最高的供應商納入管理。

管理手段

■  修改供應商選擇流程: 在原有選商流程架構上加入符合信義需求的 ESG 標準，用 ESG標準篩選合適的供應商。

■  進行供應商 ESG 審查:透過向供應商索取資料，來增加供應鏈透明度，要求供應商說明它在 ESG 面相所做的
       努力與管理。

■  訂定 ESG KPI 與管理目標，並定期進行管理追蹤。

■  修改或制定內規: 公文規章明定在進行採購程序時，應納入的 ESG 考量，讓同仁與信義合作的供應商，皆清楚
       知道應該要達到哪些標準。

篩選供應商之永續準則
消費者日益重視產品的永續性，從原料取得、製造生產、使用、以及最後廢棄處理的整個過程，除了顧及環境永
續(例如節能減碳的訴求)，也會要求人權(例如公平貿易、停止童工等)相關議題，並願意因此支付更高的商品價
格，表達支持。
又隨著環保相關法規的健全以及綠色供應鏈/在地採購的推動，企業對於社會及環境議題的揭露及透明度必須超越
傳統的供應鏈管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造成突發性的全球供應鏈中斷，也促使我們思考發展供應鏈多
元化的必要性，以及如何為所有將產品和服務推向市場的利益相關者創造、保護、增長長期的環境，社會和經濟
價值。因此，與供應商的契約也從傳統商業的買賣契約到簽訂永續承諾條款，以期共同落實永續目標。

供應鏈與採購倫理準則
為能深化企業倫理的落實，與供應商共同合作是促進永續目標完成的重要關鍵，除了導入ISO9001供應商考核的
基本精神，並以「供應商永續條款承諾書」、「採購工作倫理準則」、「企業社會責任自評表」與訪視回饋單，
將供應商社會評估相關準則與採購結合，不斷精進永續供應鏈管理。透過信義的經營理念，在供應商會議中也明
白溝通反貪腐政策，有效控制採購成本及品質，並使供應商於社會評估、環境保護、經濟效益、法遵與商業道德
等面向能確實符合我們的相關規範。

社會評估 經濟效益

法遵與商業道德 環境保護
信義企業集團供應商正當經營
行為規範
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

ISO20121活動永續管理系統

供應商永續條款承諾書                  供應商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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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說明 目標設定及結果 目標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7  |  供應商風險評估
※ 對已簽訂永續條款的重點供應商進行人

權及相關永續風險鑑別。
無相關負面衝擊情事。

※ 條款落入供應商合約，請所有合作的供
應商簽訂。

1  |  簽訂永續條款

100%

100% 100% 100%
100%

※ 採購人員皆須簽署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重點供應商皆需簽署正當經營行為規範。

2  |  簽訂採購工作倫理準則

100%

100% 100% 100%
100%

※ 盤查重點供應商中屬信義房屋可控範圍
內之工傷。

6  |  重點供應商工傷盤查率

100%

100% 100% 100%
100%

※ 新進供應商評鑑機制核可。4  |  新進供應商稽核率

100%

100% 100% 100%
100%

※ 新進及既有供應商的綜合稽核比例。3  |  重點供應商稽核比例

90%

89.9% 89.7% 90.3%
90%

※ 既有供應商符合簽訂永續條款、不定期
稽核、限期改善、合約終止之管理機制
運作。

5  |  既有供應商稽核率
90%

88%88% 89.8%
90%

了解更多  |  供應商管理績效詳細內容  http://csr.sinyi.com.tw/supplychain/achievement.php

供應鏈管理目標與執行成效

2076萬
2017年

2580萬
2018年

3514萬
2019年

綠色採購
信義房屋總部大樓及全台各地分店積極進行企業環保節能政策之宣導與執行，採購或租
用環保節能標章之產品，使用綠建材、環保辦公設備用具、減碳的在地採購等等，不但
響應政府全民綠色生活與消費之政策，也促進SDG12「責任消費與生產」的實現。

2019年投入綠色採購支出共35,140,481元，已連續12年獲頒台北市政府「民間企業綠
色採購標竿單位」表揚。

為提升組織營運競爭力，我們致力於透過SDG的思維來勾勒出永續採購的管理之道。透過流程管理展現共同維
護勞工人權實務、公正營運反貪腐等面向的成果；透過綠色採購，表達為環境永續盡力的決心；樂於分享資源
與供應商共好與成長--亦有助於鑑別未來採購可能面臨的關鍵風險，共同找出商業模式新契機。

=目標達成 = 未達成=執行成效 =原訂目標

102-17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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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績效
秉持擴散信義房屋優質的經營理念，並輔以採購的力量對供應商發揮正面影響力，因此我們將供應鏈納入永續管
理的範疇中，並協助供應商提升永續績效。2019年共有65家供應商被納入永續供應鏈。

共同推動之永續專案

對信義之效益

永續供應鏈符合信義理念
永續供應鏈符合信義房屋主動「為利害關係人承擔更多責任」(Risk Taking for Innovation)的思考模式，透過供應
鏈幫助消費者及上下游廠商們承擔更多風險，信義房屋期待透過此模式，繼續對社會貢獻及影響產業。

提升信義房屋集團綜效
結合信義集團內資源，提供潛買潛賣、售後服務、已成交老客戶等成屋買賣前後之服務鏈，增加集團整體之服務
綜效與價值。

建立產業新機制、樹立產業新典範、擴大產業新市場
信義建立永續供應鏈能為房仲上下游廠商與消費者建立一套可供大加信賴的中立安全服務機制，以降低市場糾紛
案件，提升台灣整體產業經營環境。透過建立良好的市場秩序，將使消費者能更放心、安心為自己或他人成就家
業的夢，透過建立善的循環，使市場能和諧成長，生生不息。

協助供應商提升永續績效

12.8 在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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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跟大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方式。

17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
全球夥伴關係。

供應商共同學習成長
信義房屋居家服務中心在2019年共舉辦了四次的供
應商大會，總參與人數約400人。在會議當中，除了
強化信義房屋的企業倫理、環境永續的理念，也有
專業主題講座，透過彼此切磋、案例分享，強化供
應商的能力與優勢，共同精進服務流程，彼此鼓
勵、合作成為最有力的供應鏈夥伴。

供應商發揮信義精神
新北市政府積極推動工業區立體化，需與民間企業
建立都更共識以加速私人工業區的開發腳步。為因
應工業區用地需求，信義供應商也因認同信義房屋
「先義後利」的服務精神，一起舉辦專業的公益講
座服務客戶，頗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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