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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家亞洲最大的電子產品公司為應對供應鏈中強迫勞動風險所採取的措施 

全球電子產品行業由強大的企業組成,即使新冠疫情凸顯了該行業的脆弱性, 24 家亞洲最大的

資訊通信技術(ICT)公司的市值仍高達 1.3 萬億美元。 新冠病毒使供應鏈面臨巨大的壓力測試,推遲

開工和關閉工廠 1 使工人失去了收入或生計。  2  過度加班、惡劣危險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拖欠工

資和虐待缺乏替代生計選擇的工人——所有強迫勞動的指標 3 ——可能而且已經加劇了病毒的擴散,

並延長疫情的負面影響。  4  這就產生了一個義務,即防止和應對資訊通信技術公司供應鏈中的強迫

勞動問題,特別是在像新冠疫情這樣的危機中,不利因素的加劇將迫使自願勞動的工人陷入強迫勞動。  

"瞭解供應鏈"利用基準比較法的  十項指標   評估了 24 家世界最大的亞洲資訊通信技術公司。 

基準比較法可以很好地反映一家公司應對其供應鏈中強迫勞動風險的各項努力。  5  這些指標關注
供應商行為準則及其融入供應商合同的情況,管理和問責,利益攸關方參與,可追溯性和供應鏈透明

度,風險評估,採購實踐,招聘費,結社自由,申訴機制和補救等內容。 評估結果分為以下五個層級: 
 
 
 

 
 

 
 

 
公司披露: 

• 沒有措施 = 沒有相關資訊 

• 基本措施 = 相關資訊涵蓋四分之一的

指標 

• 部分措施 = 相關資訊涵蓋一半的指標

(至少涵蓋四分之一的指標) 

• 中級措施 = 相關資訊涵蓋四分之三的

指標(至少涵蓋一半的指標) 

• 進階措施 = 相關資訊涵蓋四分之三以

上的指標 

積極的信號是,總部位於亞洲的大部分公司都採取了基本措施,以應對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風險;

只有 13%的公司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海康威視、大立光電和小米)。 日本消費電子產品製造商索尼

和臺灣半導體製造公司台積電採取了部分措施,應對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風險。 韓國半導體製造商

三星是唯一一家採取了中級措施的公司。 參與評估的公司均沒有採取高級措施。  

應對強迫勞動風險需要制定標準,評估和解決風險,以及將利益攸關方納入相關程式。 在 24 家

公司中,有 83%披露了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的供應商行為準則,25%的公司評估了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

風險。 此外,有 11 家公司與同儕合作,制定應對供應鏈中強迫勞動風險的方案;只有一家公司與供應

商所在國的利益攸關方,如政策制定者、工人權利組織或地方非政府組織合作。 
 
 
 
 

https://knowthechain.org/wp-content/uploads/2019-KnowTheChain-subset_Traditional-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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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電子產品公司的平均做法: 
 

已到位的措施 通常仍然缺乏的措施 

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的供應商行為準則 將勞工標準融入供應商合約 

委派員工負責落實有關強迫勞動的供應商

行為準則 

董事會監督有關強迫勞動的供應鏈政策的

執行 

禁止在供應鏈中向工人收取招聘費的政策 執行「零收費」政策的證據。 公司沒有 a) 

採取措施確保報銷工人交納的費用(確定招

聘管道、招聘費用和相關成本,詳查供應商

的相關文件,如與招聘機構簽訂的合同或工

人的簽證);及 

b) 如發現供應鏈中的工人支付了招聘費,提

供供應商返還相關費用的證據。 

為供應商員工建立申訴機制 工人使用該機制的證據(證明機制可信有效) 

 
這表明亞洲公司與全球其他地區的公司類似,已普遍開始披露有關供應鏈勞工標準的政策,但尚

未提供政策執行的證據。 
 

 
 
基於眾多公司採取的初步措施,亞洲的電子產品行業可以抓住這一機會,在本地區加強落實這些

公司既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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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風險 – 亞洲公司的案例 6 

指標名稱 公司案例 

供應商行為準則以及將準則融入合同 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表示,它要求供應商

遵守供應商行為準則。 該準則明確了公司

在諸如勞工和人權方面對供應商的期望。 

雖然,供應商行為準則沒有公開,但公司特別

提到,該準則的"制定參考了國際原則,如責

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行

為準則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國際勞工標

準。  "公司還表示,"所有的供應商會明確通

報公司的政策,涉及...... 防止使用童工和強

迫勞動,工作時間和工資與福利。 " 
 
松下電器公司披露,它與供應商達成了"標準

採購協定,其中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相關事宜,

如人權和安全的工作環境";協定以公司制

定的涉及強迫勞動相關內容的採購政策為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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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問責 富士康公司披露,它成立了一個全球社會與

環境責任委員會,由公司發言人兼首席執行

官特別助理 Louis Woo擔任委員會的主席。 

公司每個業務組都設有該委員會的分支,"設

在採購部的委員會支部專門負責供應鏈管

理。 " 
 
三星公司報告說公司董事會成立一個管理

委員會,作為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的延伸,負

責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事宜,並"為重要決策

和...... 海外供應鏈的運作提供指導。 "公司

還披露,該委員會下設企業社會責任風險管

理理事會,其中的獨立董事每季度召開一次

會議,討論包括勞工和人權問題在內的非金

融風險。  

利益攸關方參與(地方利益攸關方) 
 
(同儕) 

三星公司披露,公司在 2016年與商務責任國

際協會(BSR)和印度非政府組織變革合作夥

伴(Partners in Change)合作開發了學徒培訓

指南。 公司還與國際移民組織(IOM)合作,

為馬來西亞和匈牙利的員工及供應商提供

有關道德招聘和公平勞動實踐的培訓。  
 
中興通訊披露,它與一些買家及其供應商參

加了歐洲聯合審計合作組織(由電信運營商

組成的企業社會責任聯合審計組織)下設的

供應商學院的培訓。 該學院主要為供應商

提供培訓,幫助他們提升可持續發展水準,包

括改進勞工實踐和紓解低薪問題。  

可追溯性和供應鏈透明度 三星公司公佈了供應商名單,公司與這些供

應商的交易佔到了總交易量的 80%。  
 
三星公司披露一級供應商員工的總數為370

萬,其中 1.7%為移民工人, 3%為懷孕女工。  

風險評估 索尼公司報告說,公司在 2018年更新了人權

風險分析,"以反映全球現狀、利益攸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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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演變的人權法和變化中的索尼公司

業務。 "公司還審議了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的

報告,以確定人權風險,並將人權風險與業務

領域的風險進行對比,再利用供應商自我評

估問卷的結果來確定風險的等級。  
 
索尼公司大體上判斷其電子製造供應鏈存

在較高的奴役和人口販運風險。 公司還表

示越來越重視移民工人的勞動條件,並高度

關注有關馬來西亞移民工人從事強迫勞動

的報告。  

採購實踐 京東方披露"公司在參考供應商的發展、採

購、生產和交貨週期的基礎上,設定了合理

的訂單採購週期,實現優化管理。 " 
 
三星報告說 ,公司分析了供應商的產能數

據,"估算出加班數據,以便對工時進行預設

管理。 "公司還表示,評比為優秀的供應商

會獲得獎勵,"包括在來年給予優惠交易分配

額。 "評估設有八個標準,其中包括涉及勞

工和人權的法律(社會)標準。  

招聘費 夏普公司的供應商行為準則規定,不得要求

工人支付招聘費和相關費用。  
 
台積電披露,「公司把 550 萬新臺幣招聘費

還給了供應商雇傭的 360 名外籍勞工。 」 

結社自由 [亞洲和全球其他地區的公司均沒有此類案

例] 
 

申訴機制 中興通訊表示,「發現公司的供應商存在違

規行為的任何組織或個人都可以向公司舉

報」,公司還公佈了內控與審計部以及採購

監管部的電子郵箱和電話號碼。  
 
三星表示,公司開設了違規舉報熱線,包括

2013 年在供應商生產現場開通的侵犯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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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熱線;公司還在 2018年公佈了民間社會

"全球通訊位址"。 公司的移民工人指南規

定,供應商必須用移民工人的母語建立申訴

機制。 公司在 2018 年收到了 21 起投訴,其

中 28%與工資有關,5%與工作時間有關。  

補救 豪雅披露,公司成立了一個負責執行供應商

行為準則的委員會。 委員會和業務部門共

同處理受理的申訴。  
 
三星披露,公司對供應鏈中可能存在的強迫

勞動問題進行了調查,其中包括重複審計,採

訪來自數個國家的移民工人(即利益攸關方

參與)。 三星還進一步披露,公司全額報銷

了工人的招聘費,分包商不再向工人收取招

聘費。  
 

電子行業供應鏈中的強迫勞動風險 

據估計,全球約有 2490 萬人從事強迫勞動。  7 國際勞工組織將強迫勞動定義為"通過使用暴力

或威脅,或通過債務操縱、扣押身份證件、威脅向移民局舉報等隱性手段,脅迫任何人從事工作的情

況。 " 8  雖然強迫勞動在全世界被法律明令禁止,但執法不嚴:現代奴役每年產生大約為 1500 億美

元的利潤;單在英國,處理一起強迫勞動案件的成本超過 40 萬美元。  9  與電子行業有關的分包商、

採購國、供應鏈各層級和不同類型的工人(如學生工、移民工或女職工)都可能面臨強迫勞動風險。  
 

不得由工人支付招聘費用。 

但在馬來西亞,一些工人不

得不支付相當於 4-5 個月工

資總額(約 1000 美元)的招聘

費。 10 

一家亞洲公司報銷了工人支

付的高達 1000 萬美元的招

聘費。 11 

"瞭解供應鏈"發現,在評估的

亞洲公司中,有 20%(24 家公

司的 5 家)被公開報導供應

鏈中存在強迫勞動,有

42%(24 家公司的 10 家)出

現強迫勞動跡象。  

 
極有可能所有的電子產品公司直接或間接地從高風險國家實施採購,而這些國家(如中國和馬

來西亞)的電子產品可能是強迫勞動的產物。 12  馬來西亞是世界領先的電腦晶片出口國,出口的晶

元被用於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電子設備的製造。  13  該國吸納大量來自緬甸、孟加拉國、印尼和

尼泊爾的移民工人, 14 這些工人在招聘流程中特別容易陷入強迫勞動,他們常常為了得到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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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支付高額的費用。  15  中國仍然是一個生產大國, 16 記錄在案的強迫勞動案例包括剝削學生工 17 

和使用囚犯勞工。 18 

有趨勢表明,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使得部分公司將供應鏈轉移到其他國家,如泰國、馬來西

亞、越南、印度和菲律賓。  19  這些國家都存在強迫勞動的風險,而且製造業是強迫勞動風險第三

高的行業。  20  此外,位於印度、泰國、臺灣、越南和新加坡的電子產品製造商依賴國內外的流動

工作力, 21  這些群體很容易陷入剝削性的工作環境和強迫勞動。 造成包括移民工和女職工在內的

工人陷入強迫勞動的因素呈上升趨勢,其中包括失業,非正規就業,對組織和進行集體談判的工人缺

乏保護,收入不平等和氣候變化催生的遷徙,疫情(如新冠疫情)導致的生產停擺,製造業自動化帶來的

日趨激烈的崗位競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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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接受評估的公司 

公司名稱 

應對供應鏈中強迫勞

動風險採取的政策 

市值(單

位:10 億美

元) 

總部所

在地 

首次參

與的年

份 

與「瞭解

供應鏈」

接觸 23 

瑞聲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 

基本措施 
20 中國 2020 

無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 

基本措施 
33 中國 2016 

無 

佳能公司 
基本措施 

43 日本 2016 
有(傳送連

結) 

富士膠片股份有限

公司 

基本措施 
17 日本 2020 

有(披露額

外資訊) 

杭州海康威視數字

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沒有採取措施 
59 中國 2020 

無 

日立集團 
基本措施 

38 日本 2016 
有(披露額

外資訊)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富士康) 

基本措施 
55 臺灣 2016 

有(披露額

外資訊) 

豪雅株式會社 基本措施 19 日本 2018 非正式 

基恩士公司 基本措施 74 日本 2016 非正式 

京瓷集團 基本措施 24 日本 2018 無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 

沒有採取措施 
18 臺灣 2018 

無 

LG 電子有限公司 基本措施 16 韓國 2020 非正式 

村田製作所 
基本措施 

31 日本 2016 
有(披露額

外資訊) 

任天堂株式會社 
基本措施 

53 日本 2018 
有(披露額

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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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電器公司 
基本措施 

35 日本 2020 
有(披露額

外資訊) 

瑞薩電子公司 基本措施 20 日本 2020 無 

三星電子株式會社 
中級措施 

310 韓國 2016 
有(披露額

外資訊) 

夏普公司 基本措施 19 日本 2020 非正式 

SK 海力士公司 基本措施 49 韓國 2016 無 

索尼公司 
部分措施 

60 日本 2020 
有(傳送連

結) 

臺灣積體電路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措施 
227 臺灣 2016 

非正式 

東京電子有限公司 
基本措施 

31 日本 2018 
有(披露額

外資訊) 

小米集團 沒有採取措施 37 中國 2020 無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

公司 

基本措施 
20 中國 2020 

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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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2020 年 3 月 9 日),"公司供應鏈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商業內幕(2020 年 3 月
7 日),"新冠病毒令電子製造商擔憂,如果形勢惡化,顧客每天都可能遇到某些配件'現貨短缺'的情況"。 
2 Quartz(2020 年 2 月 27 日),“新冠病毒使東南亞工廠的供應鏈持續萎縮”。企業責任資源中心,"新冠疫情
下的供應鏈工人”，2020 年 3 月 22 日造訪網頁。 
3 國際勞工組織,"強迫勞動指標",2020 年 3 月 13 日造訪網頁。 
4 經濟學人(2020 年 2 月 15 日),"新冠病毒會對全球供應鏈產生長期影響"。 大赦國際( S)2020 年 3 月 20
日),"卡達:勞工聚居營內的外籍勞工在新冠疫情下面臨極大的風險"。 阿拉伯新聞報(2020 年 4 月 5 日),"
揭露:新冠病毒的爆發如何曝光卡達勞工聚居營內的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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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了解供應鏈"使用了與「企業人權基準」同樣的方法,評估了公司的參與程度:"正式"參與（有)指在三個
月的溝通期內(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公司透過電話溝通或送出連結或額外資訊,參與評估。 "非正
式"參與指公司在 2019 財政年度(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以某種形式與"了解供應鏈"聯繫。 這包括
應「瞭解供應鏈」或基準評估的请求回覆電子郵件,或是在溝通期之外與「了解供應鏈」進行電話溝
通。 "無"或"沒有參與"(無)指公司在 2019 財政年度(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與「瞭解供應鏈」沒有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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