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zon
供應鏈標準手冊

Amazon 遵循四大原則：客戶至上、崇尚創新、卓越營運以及長遠思考。本公司致力於與
尊重人權、提供安全且具包容性的工作場所，以及促進永續未來的供應商建立合作關係。
本供應鏈標準手冊 (簡稱「手冊」) 為供應商提供指導方針，確保其做法符合並超越 Amazon
之供應商行為準則中的期望。
本手冊概述了各項要求，不僅適用於供應商 (包括被授權人、製造商、生產者及包裝業者)，
也適用於 Amazon 產品、產品元件或帶有 Amazon 品牌、智慧財產權或根據 Amazon 規格所
設計之實體材料等生產過程中所涉及的各項設施。

本公司期望供應商打
造安全且彼此尊重的
工作環境。

供應商要求概觀

概觀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Amazon 深信良好的工作條件可促使業務蓬勃發展。本公司期望所有合作夥
伴與服務供應商秉持合法且負責的行事方式、保護環境、安全且負責地採
取行動，以及保護員工權利。
Amazon 之供應商行為準則 (簡稱「供應商準則」) 詳述本公司對供應鏈中的供
應商之要求與期望。本供應商準則基於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和國
際勞工組織核心公約(ILO)，包括 ILO 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和聯合國世界
人權宣言。本公司與致力於遵守相同原則的供應商合作。
本公司與推動持續改善工作條件的供應商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本公司要求
設施至少須符合並維持一套基本要求，才能符合初次及持續生產 Amazon 產品
的資格。這些稱為本公司的「資格要求」。
本公司聘用獨立稽核人員來驗證供應商是否遵守本公司之標準，並視需要採
用其他機制，例如保密性員工訪談。本公司稽核要求的詳細資訊請見下方。
若需本手冊所用術語的定義，請參閱附錄 1。若需常見問答集，請參閱附錄 2。

修正行動

供應鏈管理

補救措施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供應商所需採取的主要行動：
附錄

ü 了解 Amazon 的要求及所有適用法律
ü 申報所有設施並完成經過核准的稽核
ü 立即採取行動來處理具時效性的問題
ü 制定修正行動計劃以處理問題
ü 持續監督工作條件和自己的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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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行為準則

概觀

供應商必須遵守所有適用法律，以及本供應商行為準則所述之要求與原
則，即使這些要求與原則超出法律要求亦然。完整的供應商準則提供多
種語言版本，且可前往線上取得。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本供應商準則的主要範圍包括：
• 勞工權利和彼此尊重的工作場所條件
• 健康與安全
• 環境保護
• 資訊公開與道德行為
您與 Amazon 簽訂的採購或服務合約即包含您對 Amazon 供應商準則的承諾。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您必須負責確保您的企業、勞工待遇及生產 Amazon 產品的所有設施，均遵守所
有適用法律及本供應商準則的標準，即使這些標準超出適用法律之要求亦然。
本供應商準則包含對您如何管理設施與供應鏈的期望。採用強調持續改善與員工
溝通的管理制度，可協助您建立永續的工作場所。本公司亦期望您將本公司之標
準擴及自己的供應商和承包商。
本公司深知，符合並超越本供應商準則的資格要求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以下的供
應鏈管理一節包含您可用來協助管理自己供應鏈的資源與工具。

供應鏈管理

補救措施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附錄

祕訣

您的採購行為 (例如銷售與生產規劃) 及材料採購可能
會影響員工。制訂採購決策時，請確保下列事項：

訂單、付款條件和生
產時間表不會與法定
薪資的付款產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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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訂單的變更不會
違反薪資或工時承諾。

不僱用未揭露的承包
商以符合採購義務。

資格要求

概觀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Amazon 要求 Amazon 產品生產過程中涉及的所有設施至少均須符合並維持
一套基本要求，才能符合初次及持續生產的資格。

這種遵守本供應商準則的基本程度稱為 Amazon 之「資格要求」。如果您在符合
這些標準方面有任何相關疑慮，請立即與我們聯絡。本公司之「資格要求」的範
例如下，但這並非完整清單：

所有員工均已到達適當年齡
稽核要求

•

員工必須年滿 15 歲或法定最低僱用年齡，以較嚴格者為準。

工作必須是自願性質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供應鏈管理

•
•
•

以尊重且維護其尊嚴的方式對所有員工一視同仁
•

補救措施

環境保護

任何員工都不應受到歧視、或身體、言語或精神上的虐待，包括暴力或性騷擾
等威脅。

結社自由
•

資訊公開

不得對員工進行任何體罰或經濟上的懲罰 (例如不支付薪資、罰款、招募費)。
員工可隨時取得自己的身分證明文件 (例如：護照、工作許可證、身分證) 且不
受任何限制。
員工必須能夠隨時行使基本自由權 (例如必須透過合理通知才能終止員工的僱用，
而且沒有懲罰使用廁所施、喝水)。

不得因員工以非暴力方式行使其建立、加入或退出合法組織之權利，而對其威
脅、終止聘僱或報復。

資訊公開
•
•

供應商必須提供真實且可靠的記錄 (例如：員工出勤記錄、薪資) 以供審查。
稽核人員必須能夠進行員工訪談，而不受到任何限制和報復。

保護環境
附錄

•

必須遵守適用法律來棄置廢水。必須妥善棄置有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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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要求

概觀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供應鏈管理

補救措施

安全的工作條件
• 必須保護員工免於受到對生命造成立即威脅的危害 (例如：爆炸、火災、建築
物倒塌、牆壁出現嚴重龜裂)。
• 在員工出入場所 (例如：所有生產區域、倉庫、員工餐廳及所有宿舍)，必須設
有適當且正常運作的火災偵測、警報及消防系統。
• 必須確保所有緊急出口暢通無阻，且任何人處於建築物內時不得封鎖或上鎖。
• 必須保護員工不會接觸有毒化學物質和對健康造成危害的物質。
• 機器必須有適當的保護措施以免員工受傷。

國家/地區特定要求
在未事先獲得 Amazon 審查與核准的情況下，Amazon 產品的被授權人和供應商不
可在某些國家/地區開始工作。有關受限國家/地區的完整清單，請參閱附錄 3。
如果您希望在這些國家/地區的其中之一開始生產 Amazon 的產品，請聯絡 Amazon
採購團隊。未獲得 Amazon 核准的採購可能會導致關係立即終止。
Amazon 產品的生產不可在這些國家/地區的開始進行，直到 Amazon 與內部及外部
利害關係人進行國家/地區層級的盡職調查，並制定包含下列事項的策略為止：
• 來自全球外部利害關係人的風險分析
• 諮詢當地組織 (例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產業計劃、民間社會組織) 的計劃
• 供應商承諾參與能力培養和員工參與計劃。
這些地區的供應商將受到深入的盡職調查，包括鎖定該國家/地區特定風險的無預
警現場評估。
在整個採購關係中，Amazon 將與當地組織定期會面並參與該地區的多方利害關係
人計劃，以減少目前與未來的風險，並協助培養當地供應商符合國際標準的能力。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附錄

Amazon 深信，員工管理溝通是提升供
應鏈的基石。本公司致力於與供應商
及其員工合作，共同改善工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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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要求

概觀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稽核這項工具可協助您辨識和處理生產 Amazon 品牌產品之設施中的問題。身
為 Amazon 和/或 Amazon 子公司之一的可能或現有供應商，您必須接受 Amazon
社會責任稽核。
在開始生產 Amazon 品牌產品之前，所有供應商皆須提交其設施的稽核報告且通過
Amazon 核准。您可以 1) 從已通過核准的產業協會提交稽核，或 2) 完成 Amazon 受管稽核。
若要進一步了解這兩種稽核類型，請參閱下一頁。
Amazon與各種產業協會都有合作關係；這些組織可協助您盡可能減少重複的稽核作業、
降低成本，以及重新部署資源以處理問題並持續改善。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稽核期間進行的項目：
• 廠區稽查，包括廠區的所有區域和任何住宿區
• 在廠區管理人員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保密性員工訪談或調查
• 審查並分析廠區文件或執照，以評估員工的年齡、合約、薪酬、工時及工作場所條件
• 辨識以往的法規遵循問題、有待改善的部分
• 制定修正行動計劃。

修正行動

供應鏈管理

補救措施

資訊公開

您應該讓資訊透明化，並讓稽核人員能夠立即使用設施、記錄和員工 (包括暫時和臨
時員工)。如果在設施稽核的過程中發現問題，Amazon 可能會進行事先通知或無預警
的現場驗證，或要求提供其他文件以追蹤補救工作的進展。
視發現的問題而定，可能一年會對設施進行多次評估，包括後續追蹤評估以處理所
發現的特定問題。完成評估後，您必須針對發現的各項問題立即提供詳細的補救計
劃。
本公司採取持續改善的政策。針對供應商無法符合本供應商行為準則，雖然本公司
保留隨時終止關係的權利，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只在供應商拒絕合作進行評估、
拒絕改變行為或做法，或不針對補救措施做出有意義的進展時，才會發生終止的情
況。若要進一步了解，請參閱以下有關資訊公開一節。

環境保護

附錄

請執行下列步驟，為稽核做好準備：
ü 了解：稽核旨在找出現有和潛在的問題並做出改善。本公司
期望您在稽核期間保持開放心態並公開資訊。
ü 準備：評估您的設施與營運，找出您的工作條件與 Amazon
標準之間的差距。
ü 取得協助：使用外部資源、完成自我評估，以及考慮參與產
業計劃 (請參閱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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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稽核
1.產業協會稽核
概觀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產業協會稽核是第三方社會責任計劃和多方利害關係人計劃；這些稽核在許多產
業的品牌間廣為接受。
Amazon 目前接受來自下列產業協會的稽核：
• amfori BSCI
• Better Work (BW)
•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責任商業聯盟，簡稱 RBA)
• Sedex Members Ethical Trade Audit (Sedex 成員道德經營審查，簡稱 SMETA)
• SA8000 標準
這些稽核必須由專門、國際公認的獨立稽核人員進行。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附
錄 4。請注意，此清單可能會隨時變更。Amazon 不接受使用設施認證、認證證書、
自我評估、部分報告或評級等來取代設施的完整稽核。
如果您提交由已通過核准的產業協會所進行的稽核，則該稽核必須展現您的設施
符合本資格要求。我們保留判斷稽核是否能展現設施符合本公司要求的權利。
本公司將審查稽核報告，若結果符合本公司標準，則將通知您。若不符合，您將
須提供後續追蹤稽核報告，以展現所有發現的問題皆已解決。
請發送電子郵件至amazoncsr@amazon.com，以獲取接受的審計公司的列表。

供應鏈管理

2.Amazon 受管稽核
補救措施

Amazon 受管稽核是由經過授權的第三方稽核公司代表 Amazon 執行。Amazon 與經
驗豐富且合格的稽核人員密切合作，運用產業及地區專屬知識來評估工作條件。
資訊公開

Amazon 進行稽核之前，可能會通知您即將進行稽核。Amazon 保留進行事先通知、
半透明或無預警稽核的權利，可選擇事先通知或不通知。若要查看來自本公司稽
核程序的溝通範例與文件，請參閱附錄 5-7。

環境保護

供應商必須授與稽核人員以下權限：
• 營業執照下的所有建築物，包括但不限於生產設施、倉庫、宿舍、員工餐廳和
住宿區。
• 適用文件 (包括適用於約聘員工或臨時員工的文件)。
• 與員工或廠區管理人員訪談。

附錄

視您的設施規模大小而定，Amazon 稽核可能會進行一整天或更久。參與稽核的設
施人員在稽核期間應空出時間。完成後，稽核人員將與您分享發現項目摘要，找
出您必須立即修正的任何問題。Amazon 將按照稽核結果傳送要求給您，請您完成
修正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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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行動計劃

概觀

透過修正行動計劃(CAP) 這項工具，可協助您了解設施中的問題，並建立計劃
來處理這些問題。CAP 可協助您持續改善管理制度和您自己的供應鏈。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供應鏈管理

在本公司收到並分析稽核結果後，將提供稽核所發現之任何問題的摘要。您應檢閱
這些結果，並制定一份 CAP，其中詳述可處理高風險問題的立即行動，還要制定
一份長期計劃來防止問題再次發生。若違反 Amazon 的資格要求，必須視為初次及
持續生產 Amazon 產品的狀況立即處理。
CAP 包含：
• 說明導致違規問題的根本原因。
• 您必須採取的任何立即修正行動。
• 可協助防止日後發生類似問題的長期預防行動。
• 指派將採取修正行動的負責人員和將監督進度的負責人員。
• 立即與長期行動的必要完成日期。
• 顯示 CAP 中各個項目之目前狀態的空間，包括附加相片證明或文件。
本公司會密切追蹤補救情況，並視需要進行後續評估。在各個評估之間，本公司的
團隊會與供應商直接合作，探討待解決的問題及補救進度。為支援本公司之供應鏈，
Amazon已在主要採購國家/地區中設立專屬團隊，能與供應商和服務供應商直接合
作。

補救措施

本公司深知某些問題可能需要時間才能有效補救。至於嚴重問題，本公司期望供應
商表明他們能夠針對問題，在既定的時間表內取得有意義的補救進展。在這段期間
內，本公司可能會進行事先通知或無預警的現場驗證，或要求提供其他文件以追蹤
補救工作的進展。

資訊公開

本公司提供現場和遠端訓練以支援持續改善。本公司亦鼓勵供應商參與外部訓練計
劃 (例如產業協會教學課程)，了解如何辨識及防止強迫勞動、如何遵守薪資和工時
要求，以及如何實行管理制度。若要了解建議參與的訓練計劃，請參閱附錄 4。
您必須完成 CAP 並傳回 amazoncsr@amazon.com。如需 CAP 範例，請參閱附錄 8。

環境保護

附錄

讓員工參與 CAP 程序：
ü 透過尋求員工的觀點，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以及可能的解
決方案。
ü 在 CAP 中加入員工意見回饋，以協助找出永續的變更，並
防止問題再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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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

概觀

本公司深知供應鏈情況複雜且難以監督。本公司要求您務必定期監督您自己
的供應鏈，以辨識並處理風險。此外，本公司亦期望您能讓自己的供應商、
承包商及人力仲介公司遵守本供應商準則中涵蓋的各項標準。

供應商準
則

管理制度與風險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供應鏈管理

管理員工與企業相關風險的能力，端賴是否能發揮管理制度的力量。管理制度可
支持您發揮生產力，同時確保持續遵守本公司之政策。
建議您根據循環式品質管理(PDCA) 方法，對管理制度採取彈性做法。供應商可以
運用 PDCA 方法，找出與其營運及勞工待遇相關的環境、健康、安全及道德風險，
以及建立控管這些風險的程序。
供應商可執行下列步驟以實行 PDCA：
• 了解供應鏈中的所有設施
• 了解風險與要求
• 建立清楚的政策與目標
• 建立可解決任何差距的程序
• 指派程序的責任
• 訓練所有參與的人員 (主管與員工)
• 記錄程序和結果
• 監督程序的成果，包括收集員工意見回饋
• 在發現問題時做出立即變更
• 讓資深管理人員進行審查，判斷制度是否達到其整體目標。

補救措施

供應商關係
資訊公開

本公司期望供應商在生產前事先揭露所有關係，包括採用的承包商或人力仲介公
司。

環境保護

您必須揭露自己供應鏈內的關係，特別是其中生產或相關程序指派給不同於已與
Amazon 簽訂合約的當事方。此外，您必須確認提供直接或間接 Amazon 產品或服
務的任何次級供應商或承包商是否亦遵守本供應商準則。

附錄

如果您正在考慮是否要採用某個承包商來生產 Amazon 產品，請聯絡 Amazon 業務
代表以取得核准。
本公司保留稽核涉及生產 Amazon 產品之設施的權利，包括取得材料或零件的設施，
或參與生產流程的設施 (例如場外熨燙、洗滌、刺繡、組裝)。Amazon 人員或代表
Amazon 進行評估的稽核人員可要求查看相關文件來驗證設施的系統，確保下游供
應商與承包商能夠遵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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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行動與補救措施

概觀

本供應商準則同時著重在立即行動與持續改善；供應商應以一致的方式在
其各自供應鏈中監督並強制執行本公司之標準、評估其風險，以及做出符
合本公司期望的改善。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本公司深知稽核只是代表特定時間點的狀況，且可能無法找出所有高風險問題。
在某些情況下，本公司可能進行額外的調查。在這些情況下，本公司之供應商必
須以有意義的方式參與調查，並在發現問題時採取立即行動。

主要補救步驟：
1.快速展開行動

可接受的稽
核

在某些情況下，Amazon 將要求停止生產，並通知您必須採取立即行動。身為供
應商或服務供應商，您須負責在 Amazon 要求的時間表內補救違規情況。
2.找出問題

修正行動

基於找到的問題，本公司將根據供應商準則提供您補救指導方針。這包括您可立
即執行以修正違規的步驟。
3.從員工觀點排定補救的優先順序

供應鏈管理

在稽核期間，本公司會針對來自員工的意見回饋排定優先順序，並與供應商直接
合作以檢視問題、聯合調查根本原因，以及聯合制訂補救計劃。
4.設計適當且完整的回應

補救措施

本公司將與您合作，確保已一致符合補救計劃的各項步驟，並將進行定期檢查，
以確保在恢復生產前補救已有所進展。本公司亦將提供您可採取的預防行動，降
低日後發生違規情況的可能性。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附錄

Amazon 的核心補救原則：以員工為本。
受影響員工的安全與利益視為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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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行動與補救措施

概觀

本公司致力於與供應商及承包商合作，共同打造安全且注重道德操守的工
作環境。然而，若您無法遵守本供應商準則且無法補救設施內的問題，則
可能會危及您與 Amazon 的商業關係。

供應商準
則

Amazon 保留隨時調查供應鏈問題的權利。若一再出現違反本供應商準則規
定的情況，則表示供應商並未做出具持續性的改善。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與其終止生產，Amazon 將不遺餘力地與您合作以補救問題，為您的員工改
善條件。為了支持您與您的員工，Amazon 將視需要貢獻資源或能力。
在補救期間，Amazon 可以：
• 暫停調查期間的訂單，直到供應商已同意補救計劃為止。
• 只要達成行動計劃里程碑，即可暫時恢復補救期間的訂單。
• 暫停在達成里程碑的期間內產生任何延誤的訂單。
• 若供應商拒絕補救或無法做出有意義的進展，則與設施解除合作關係。
發生下列情況時，將考慮終止關係：
• 供應商拒絕配合進行調查或進行補救。
• 供應商的補救計劃沒有任何進展。
• 供應商拒絕改變行為或做法。

供應鏈管理

補救措施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附錄

如果您有任何關於遵守 Amazon
供應商準則的疑慮，請傳送電子
郵件至 amazoncsr@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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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

概觀

Amazon 期望供應商在執行其業務及對待其員工時，秉持誠實坦率的方式。

供應商準
則

本公司不與對我們不誠實的供應商合作。本公司了解供應商在達成某些要求或產
業協會標準時可能會面臨一些挑戰；本公司的終極目標是協助供應商致力於改善
其工作場所，並更完善地保護其員工，即使需要耗費時間亦然。本公司可支持您
制訂一個雙方同意的行動計劃，以維持隨時遵守本公司之標準。

資格要求

本公司之資訊公開標準包含分享工時與薪資的相關實際記錄。您應提供設施工作
條件的相關正確文件，包括正常工時與加班工時、薪資、扣除額及其他相關資訊。

稽核要求

本公司決不容忍供應商或其代表有任何形式的不道德行為 (例如：賄賂、貪汙、
勒索、偽造記錄)。

可接受的稽
核

在稽核期間，您必須授與稽核人員以下權限：
• 營業執照下的所有建築物，包括但不限於生產設施、倉庫、宿舍、員工餐廳和
住宿區。
• 適用文件 (包括適用於約聘員工或臨時員工的文件)。
• 與員工或廠區管理人員訪談。

修正行動

若無法允許稽核人員完整取得相關資訊，可能會導致稽核失敗。若有無法查看的
區域，或因保密合約等條件而無法提供某些員工群體的記錄，請在稽核前事先告
知 Amazon。

供應鏈管理

補救措施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資訊公開要求：
附錄

ü 請勿從事非法、欺騙或不道德的行為 (例如賄賂)
ü 提供有關工作條件的準確文件
ü 揭露關係，包括人力或招募仲介公司
ü 授與稽核人員以下權限：所有建築物、適用文件、員工及
廠區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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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概觀

本公司建議供應商不僅只是遵循法律與法規遵循義務而已，要設定目標，並展現
能朝將永續環境做法整合至營運的方向邁進。

供應商準
則

供應商可透過在其設施中實行以下制度，盡可能減少對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 了解並盡可能減少能源與水資源消耗
•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 改善能源效率並使用更潔淨的能源來源
• 盡可能減少廢棄物
• 追蹤、記錄及呈報影響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本公司建議您使用 Higg 設施環境模組 (FEM) 來評估環境影響。Higg FEM 是一個永
續性評估工具，可標準化個別設施每年如何測量和評估環境績效的方式。
Higg FEM 包含以下優點：
• 找出永續性熱點、現有績效程度，以及改善機會。
• 您可以跟 Amazon 分享通過驗證的資料和分數。
• 建立您的環境永續性績效基準。
Higg FEM 可協助您了解設施的環境永續性、針對有待改善的熱點提供清楚的指導
方針，以及顯示您與同儕的比較結果。

供應鏈管理

其他支援
補救措施

資訊公開

本公司建議您加入多方利害關係人計劃，這些倡議可協助您評估自己供應鏈內的
固有風險、找出高風險的採購做法、管理關係、保護環境，以及與其他人共同合
作以實行解決方案。
本公司也建議您接觸您營運所在國家/地區的國家機構 (例如員工的權利團體、當
地與國家政府組織、製造與諮詢服務，以及公民社會組織)。
許多第三方社會責任組織會為供應商提供訓練與指導方針。本公司建議供應商使
用附錄 4 中的資源來持續改善自己的供應鏈。

環境保護

附錄

如果您有任何關於本供應商準則
的問題或疑慮，請傳送電子郵件
至 amazoncsr@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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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術語詞彙表
概觀
Amazon 受管稽核： 由第三方稽核公司代表 Amazon 進行的供應商設施稽核。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事先通知的稽核： 先傳送稽核通知給設施與相關當事方，且稽核人員會聯絡設施，確
認設施的聯絡資訊以及將進行稽核的日期。
稽核發現項目： 在 Amazon 供應商、服務供應商或承包商之設施發現的問題。可透過任
何正式或非正式評估機制找出稽核發現項目 (例如現場視察、稽核、問卷調查)。
修正行動計劃(CAP)： 在稽核中所發現需要修正的問題摘要。供應商必須檢閱 CAP 並實
行步驟來解決立即問題，並制訂長期計劃來防止問題再次發生。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供應鏈管理

補救措施

設施： 採購或生產 Amazon 品牌產品或根據 Amazon 規格設計之產品的任何位置 (包括但
不限於下列活動：處理、修飾、組裝、分配或交付)。
產業協會稽核： 由通過核准之第三方社會責任組織或多方利害關係人計劃所進行的稽
核。
法律： 任何適用於供應商或設施的適用法律、法規或規定。這包括地方與國家法律、
國家法規與規定，以及條約。
資格要求： 供應商與設施必須達成遵守 Amazon 之供應商行為準則的最低程度，才能成
為合格的 Amazon 供應商。
補救措施： 展現已修正違反 Amazon 之供應商行為準則的行為，並採取行動來防止問題
再次發生。必須透過由 Amazon 判定已通過核准的驗證方法來展現補救措施。
半透明稽核： 稽核通知將傳送給設施與相關當事方。稽核人員將聯絡設施以確認聯絡
資訊，並針對在一或兩週的時間範圍內進行稽核取得一致意見。稽核人員將不提供進
行稽核的確切日期。
承包商： 簽署合約以履行他人合約之部分或全部義務的個人或企業。

資訊公開

供應商： 生產、製造、組裝或提供產品或服務，而產品或服務是銷售或交付給 Amazon
的實體。
供應商準則： Amazon 之供應商行為準則，針對 Amazon 供應鏈中的供應商與支援
Amazon 營運的供應商，詳列各項要求與期望。

環境保護

附錄

無預警的稽核： 設施將不會接獲事先通知。稽核人員可能會聯絡設施，提供未來將會
進行稽核的通知，但不會提供具體日期。
員工： 設施中的主要權利所有人，由供應商或服務供應商以全職、兼職、臨時或合約
的形式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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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常見問答集
概觀
如何確認是否需要先通過稽核才能與 Amazon 合作？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在開始生產 Amazon 產品前，所有設施皆必須提交稽核報告且經過 Amazon 核准。本
公司期望所有供應商及他們自己的供應商和承包商遵守 Amazon 之供應商行為準則。
生產 Amazon 品牌產品或根據 Amazon 規格所設計的產品，即表示您須遵守本公司之
供應商稽核要求。若任何供應商違反本供應商準則或在評估期間拒絕配合，本公司
可能會與該供應商終止關係。
若我已提交產業協會稽核，是否即表示我已符合 Amazon 的標準？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提交產業協會稽核並不表示經過稽核的廠區符合 Amazon 的社會責任標準。Amazon
將審查報告以判斷您是否符合規定。Amazon 業務合作夥伴將通知您產業協會稽核的
結果是否符合 Amazon 的標準，在此情況下，將要求您進行新的產業協會稽核或
Amazon 受管稽核，以確保已妥善解決發現的項目。
如果我的產業協會稽核已通過核准，我是否也必須進行 Amazon 受管稽核？
若產業協會稽核可符合本公司之要求，Amazon 將接受某些產業協會稽核，而不需要
進行 Amazon 受管稽核。然而，Amazon 保留隨時進行評估的權利。

修正行動

稽核程序需要進行多久的時間？
稽核的時間長度取決於要評估的設施規模大小，以及接受訪談的員工人數。進行稽
核至少需要一個完整工作天。

供應鏈管理

補救措施

我需要以多快的速度來回應稽核發現項目？
如果在稽核期間發現任何需要補救的問題，您會收到 Amazon 提供的 CAP。您必須在
指定時間範圍內完成 CAP 並傳回 Amazon。若發現任何嚴重問題，本公司期望供應商
展現能夠根據問題在既定的時間表內，朝著補救方向做出有意義的進展。
如何取得詳細資訊？

資訊公開

若要進一步了解，請瀏覽 Amazon 永續性網站，或如有任何近期或即將到來之稽核
的相關問題，請聯絡 Amazon 業務合作夥伴。
若要聯絡 Amazon 的社會責任團隊，請傳送電子郵件至 amazoncsr@amazon.com。

環境保護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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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國家/地區專屬的採購要求
概觀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供應鏈管理

Amazon 針對下列國家/地區有額外的採購要求：
阿富汗
阿爾及利亞
安哥拉
孟加拉*
蒲隆地
喀麥隆
中非共和國
柬埔寨*
查德
葛摩
剛果
吉布地
剛果民主共和國
埃及

赤道幾內亞
厄利垂亞
衣索比亞*
加彭
幾內亞
幾內亞比索
海地*
伊拉克
黎巴嫩
賴比瑞亞
利比亞
馬達加斯加
馬利
茅利塔尼亞

* 若為合格設施，則須參與 Better Work。

補救措施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附錄

16 | © Amazon.com, Inc. 或其合作夥伴

莫三比克
緬甸
尼日
奈及利亞
巴基斯坦
索馬利亞
南蘇丹
塔吉克
多哥
土庫曼
辛巴威
烏茲別克
委內瑞拉
葉門

附錄
4.產業與多方利害關係人計劃
概觀

供應商準
則

為了協助您達成並超越本公司之標準，建議您使用以下產業協會和多方利害關係人計劃所提
供的資源、計劃及工具。以下資訊可能隨時變更。

amfori BSCI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供應鏈管理

amfori 是一個開放與永續貿易的商業協會，結合了來自超過 40 個國家/地區的 2,300 多
個零售商、進口商、品牌及協會。
• 主要網站：www.amfori.org
• 供應商入口網站：www.amfori.org/content/amfori-bsci-platform
• 數位學習入口網站：www.amfori.org/content/login-learn-and-thrive-join-amfori-academy

建議參加的訓練：

風險評估工具

amfori Academy 提供各式各樣的訓練，例
如研討會與數位學習。建議您參加以下
訓練：
• amfori BSCI 快速入門
• 社會管理制度簡介
• 職業健康與安全
• 擬定補救計劃
• 公平報酬與適當工時

• amfori BSCI 平台：提供供應鏈的概觀，
以減少重複的工作、節省金錢和協助
找出改善之道。
• 稽核誠信計劃：完整且獨立的驗收程
序，可讓稽核公司參與 amfori BSCI 活
動。
• 國家盡職調查工具：協助會員了解其
供應鏈及管理任何潛在風險。

補救措施

Better Work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孟加拉、柬埔寨、衣索比亞和海地的所有合格供應商都必須報名參加 Better Work 計劃。
本公司也鼓勵位於 Better Work 營運之國家/地區的所有供應商報名參加 (孟加拉、柬埔寨、
衣索比亞、海地、印尼、約旦、尼加拉瓜和越南)
• 主要網站：betterwork.org
• 供應商入口網站：betterwork.org/our-work/factory-services
• 數位學習入口網站：betterwork.org/our-work/training

附錄

建議參加的訓練：

工廠服務套件

Better Work 提供多種領域的訓練課程，
例如溝通、談判和監督技巧、產業關係、
職業安全與健康，以及騷擾防制。訓練
的重點在於協助參與者以務實的方式解
決實際發生的問題。

Better Work 在孟加拉、柬埔寨、海地、約
旦、印尼、尼加拉瓜和越南提供工廠服務
套件。
報名參加 Better Work 的工廠需要經過一連
串的學習過程，包括評估、諮詢服務、產
業研討會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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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產業與多方利害關係人計劃
概觀

供應商準
則

為了協助您達成並超越本公司之標準，建議您使用以下產業協會和多方利害關係人計劃所提
供的資源、計劃及工具。以下資訊可能隨時變更。

責任商業聯盟 (RBA)
資格要求

RBA (原為電子行業公民聯盟) 是由電子、零售、自動及玩具零售商與供應商所組成的非營
利機構，旨在共同合作改善工作與環境條件。

稽核要求

• 主要網站：www.responsiblebusiness.org
• 供應商入口網站：www.rba-online.org
• 數位學習入口網站：rbaacademy.litmos.com/account/login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建議參加的訓練：

風險評估工具

RBA 會員可運用各式各樣的 RBA 訓練與
評估工具。建議您從以下訓練開始：
• RBA 行為準則
• 評估與補救 1：工廠評估
• 評估與補救 2：資訊公開與道德

• 訓練活動：RBA 主辦全球推廣活動與
個人培訓，而且會員可訂閱活動公告。
• 負責任工廠計劃：針對想要全面且成
熟地評估及發展其供應鏈的公司，提
供 RBA 工廠層級工具與計劃的整合架
構。

• 評估與補救 3：修正行動計劃
供應鏈管理

補救措施

Sedex
亞⾺遜僅接受經批准的審計公司進⾏的Sedex審計。 電⼦郵件amazoncsr@amazon.com，以
獲取接受的審計公司列表。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Sedex 是一個全球性的會員制組織，提供各種工具、服務、指導方針及訓練，協助供應商
應對和管理供應鏈中的風險。Sedex 擁有遍及超過 180 個國家/地區、橫跨 35 種行業的
55,000 名以上的會員。
• 主要網站：www.sedexglobal.com
• 供應商入口網站：www.sedexglobal.com/join-sedex/supplier/
• 數位學習入口網站： www.sedexglobal.com/our-services/sedex-training/

附錄

建議參加的訓練：

風險評估工具：

•
•
•
•

• SMETA 稽核：旨在協助稽核人員進行高品
質稽核的稽核方法。

SMETA 簡介
買方訓練
供應商訓練
稽核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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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ex Advance：適用於買方、供應商和稽核
人員的最大協作道德資料平台之一。
• 加入 Sedex 的供應商也能使用會員專屬工具。

附錄
5.稽核議程範例
概觀

供應商準
則

議程項目

時間長度

1.

開幕會議：討論稽核程序並檢閱適用於供應商與稽核人
員行為的期望文件。

30 分鐘

2.

設施逐步說明：設施導覽 (所有生產區域、倉庫、員工餐
廳、宿舍)。稽核人員可在此導覽期間拍照。

1 到 2 個小時

3.

管理人員與員工訪談：與員工進行保密性訪談，包括直
接與間接員工 (通常是 10 至 25 人，或由稽核人員全權決
定)。

2 到 4 個小時

4.

文件審查：在進行稽核之前，您會從稽核人員收到在這
段期間內要審查的記錄清單和/或文件。

2 到 3 個小時

5.

閉幕會議：稽核人員將與設施管理人員開會，以審閱初
步發現項目並討論後續步驟。

30 分鐘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供應鏈管理

6.評估通知範例

補救措施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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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稽核文件檢查清單範例
概觀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修正行動

此清單旨在協助供應商收集稽核所需的記錄和文件。所有專利資訊的機密性都會受到
重視。稽核所有員工 (包括約聘員工與臨時員工) 時應提供原始文件。

商業文件：

結社自由

◻ 營業/產業執照、登記資料、許可證，及/或
證書
◻ 政府檢驗報告/許可證 (例如衛生、消防安全、
結構安全、環境法規遵循)
◻ 特殊設備的登記與檢驗證書摘要清單 (例如：
起重機、升降機、發電機、鍋爐、壓力槽、
堆高機)，以及操作人員的證書。
◻ 有關廠商/承包商合約 (例如員工餐廳、保全、
設施) 的其他文件 (若適用)

◻ 合法組織協議或其他文件 (例如會議記錄)

設施政策與程序
◻ 設施規定/員工手冊
◻ 關於僱用/招募、童工、薪資與工時、紀律、
福利與津貼、歧視與騷擾、檢舉申訴、結社
自由、健康與安全、環境以及訓練的政策

員工文件
供應鏈管理

補救措施

◻ 員工人員檔案 (例如僱用申請、勞動合約、紀
律通知書、身分證明文件的影本、工作許可
證、辭職記錄)
◻ 員工登記與健康檢查記錄 (若適用)
◻ 學徒/實習生/工讀生的年齡證明 (若適用)

薪資與出勤記錄文件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 薪資記錄及工時記錄 (正常工時與加班工時)，
包括政府豁免證明書/加班許可證、過去 12
個月的計件率記錄 (包括高峰期、低峰期及最
近一期)
◻ 計件率記錄和生產記錄 (例如每日生產報告、
產品檢驗報告)
◻ 法定假日清單
◻ 最近兩年的有薪假和事假記錄
◻ 社會保險繳費記錄
◻ 員工福利記錄 (例如：年假、產假)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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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健康與安全 (EHS)
◻
◻
◻
◻

設施佈置或疏散計劃
EHS 手冊和/或書面 EHS 計劃
EHS 委員會記錄 (議程、會議記錄)
EHS 訓練記錄 (例如個人防護設備、化學物質
安全)

健康與安全
◻ 工作場所安全與設備相關許可證/授權/測試
報告
◻ 設備檢驗/維修記錄
◻ 使用的化學物質與危險程序清單
◻ 安全資料表 (SDS)
◻ 必要的個人防護設備清單
◻ 消防滅火設備的測試、檢驗和維護記錄
◻ 消防演習記錄、消防檢驗報告
◻ 緊急行動程序 (例如緊急反應計劃)
◻ 職業傷害與疾病記錄
◻ 工業衛生監督記錄 (例如化學物質接觸、空氣
汙染物、噪音、溫度、照明、室內空氣品質)
◻ 員工健康檢查記錄 (若適用)
◻ 飲用水分析/測試記錄
◻ 員工餐廳執照與餐飲服務人員健康記錄 (若適
用)

環境保護
◻
◻
◻
◻
◻
◻

環境影響評估和專案完成驗收報告與核准
年度監督與報告記錄 (若適用)
氣體排放許可證與監督記錄
廢水排放許可證與監督記錄
危險廢棄物棄置與檢驗記錄
汙染控制委員會的核准/同意

附錄
8.修正行動計劃範例
概觀

供應商準
則

資格要求

稽核要求

可接受的稽
核

知悉並了解違規問題的根本原因可協助您找出能解決立即問題的最佳修正行動，並防止
問題再次發生。在檢討稽核結果及建立 CAP 時，請問自己以下問題：

• 知識：是否因為缺乏意識或知識而發生問題？
• 指派：是否因為責任未清楚指派而發生問題？
•
•
•
•

工具：是否因為缺乏適當工具而發生問題？
訓練：是否因為缺乏適當訓練而發生問題？
當責制度：是否因為缺乏當責制度而發生問題？
資源：是否因為資源不足 (例如預算或空間) 而發生問題？

以下是 CAP 範例：

修正行動

供應鏈管理

補救措施

資訊公開

環境保護

附錄

21 | © Amazon.com, Inc. 或其合作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