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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供應鏈中的
人員與環境



在 Apple，我們不斷地在
製造技術和技術的開發方式上              
力求創新，同時尊重廠商員工的
權益和健康，也尊重我們           
共享的地球。」 Tim Cook

執行長 

「



我們向來是一家極為在意細節的公司，不僅在意我們創造
的產品，也在意製造這些產品的方式。Apple 的《供應鏈
人員與環境》年度報告正是一大明證。這也是一次機會，      
讓我們審視自我、分享我們在權益保護、健康與安全方面
的高標準，並為打造出對人與地球更加友善的供應鏈制定
路線。  

這一年來，我們繼續因應全球疫情的持久挑戰，應變調適，
找出以健康為優先的新方法。我們與供應商密切合作，汲
取去年的各項經驗，如定期健康篩檢、鼓勵供應商員工接
種疫苗並盡可能追加接種，以及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控制當
地社區的疫情傳播。我們也與 170 多家來自各個產業的公
司分享我們過去兩年來所開發的各種 COVID-19 工具與
資源。

在重重挑戰中，我們仍工作不懈，提高各產業的標準，並支
持我們全球供應鏈中的人員。我們從《供應商行為準則》
中設定的高標準著手，這些準則以國際公認的原則、Apple 
的人權政策，以及始終引領我們的價值觀為基礎。為了貫
徹這些標準，這一年，我們的團隊和獨立審查員針對我們在 
52 個國家或地區的供應商廠區，進行了 1,177 次評估。我
們與超過 35 萬名供應商員工進行交流，以了解其職場體
驗。而針對新的供應商，我們進行了廣泛的新進培訓，以確

保他們在員工權益和地球環境方面都能遵守我們的《供應
商行為準則》。 

關於 2030 年我們所有業務，包括供應商與產品使用要達
到碳中和的目標，我們在這一年也頗有斬獲。現在已有超
過 175 家供應商承諾採用 100% 再生能源生產 Apple 產
品；2015 年以來，我們轉化了超過 200 萬公噸的廢棄物
免於填埋；2013 年以來，節省的淡水量超過 500 億加侖。
在回收、機器人應用和材料技術領域的眾多創新，讓我們回
收比以往更多的物料，並在產品中採用更多回收再生材料。 

Apple 的各個團隊都在推動環保工作，以實際行動證明，
真正先進的製造業必能造福人類與地球。他們一面力求創
新、突破極限，一面為許多公司和社區帶來新的清潔能源。
我們預期這股巨大潛力將持續引領綠色製造的未來，整體
產業面的創新將催生出一波進步潮。 

我們始終在尋找機會持續推動進展。因此，今年我們也宣
布新成立一筆 5,000 萬美元的供應商員工發展基金，用
以與各大學、非營利組織和國際人權組織建立更多夥伴關
係，嘉惠我們全球供應鏈中遍及世界各地的人們。

其中包括推出許多新的教育計畫，範圍涵蓋專業發展、程
式設計、機器人技術和先進的製造基礎知識等虛擬和面授

課程。自 2008 年以來，我們的教育與培訓方案已惠及超
過 500 萬人，我們很高興與世界各地的教育領導者合作，
使更多人都能受惠。  

我們還與國際移民組織與國際勞工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
係，支持其工作，以推動整個產業提升工作場所保護。並
且還與非營利合作夥伴合作，在我們的供應鏈中擴大推
廣頂尖的員工權益數位培訓課程。目前為止，我們有超過 
2,300 萬名供應商員工已接受其相關權益的培訓；這種新
的合作夥伴關係將使我們的供應商目前實施的培訓更加趨
於一致。 

隨著我們繼續擴展我們的工作，我們很高興能與各聯合國
機構、大學、非政府組織及我們的供應商合作。目前為止，
我們已為 60 多家組織（包括人權和環保鬥士）提供支援，
以使當地人得以發聲、支援社群領導者，並確保我們供應
鏈中的每個人都能得享有尊嚴、獲得尊重。Apple 在此處
的工作運用了協作與合作夥伴關係，並且將持續邁向漫長
的未來。 

當我們翻開新一年的扉頁時，我們體認到打造一個更美好
世界的共同責任，刻不容緩。我們相信，唯有尊重每個人的
權益，傾聽每個人的心聲，才能不斷進步。我們要專注讓顧
客享有舉世最優異技術所帶來的力量，首先便要致力使製
造產品的人也擁有力量。 

–  Sabih

Apple 的使命在於創造出頂尖的技術，使人們更有能力，並豐富他
們的生活。在全球充滿挑戰的時期，隨著我們持續不斷創新、服務顧
客，這項目標與價值觀的重要性也更加突顯。今年，我為 Apple 各
個團隊攜手為這項使命努力以赴而深感自豪。 

來自 Sabih Khan 
的一封信 

Sabih 負責領導 Apple 全球供應鏈，包括環境和供應鏈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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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進步加速的合作夥伴關係

我們和供應商都必須謹守
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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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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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採購的閉環循環 

在採用回收與再生材料方面的進展 

包裝 

產品報廢 

我們如何以負責任的方式採購原物料

原物料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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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我們供應鏈中的碳排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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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表現與發展 
2021 會計年度的供應商表現

其他資源
其他資源

與《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
原則》保持一致 

除非另有說明，以下資料均在 Apple 
會計年度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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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數字會說話  
除非另有說明，資料涵蓋 Apple 2021 會計年度（2020 年 9 月 27 日至 2021 年 9 月 25 日） 

5,000 萬美元

2,360 多萬人

勞動人權

自 2008 年來，已接受職場權益培
訓的供應商員工

員工的每週工時受到監控，以符合
嚴格的勞工標準

透過供應商員工發展基金投注於勞
工權益培訓與供應商員工教育方案

150 萬名

3,320 萬美元

組織受到 Apple 支持，包括人權和
環保鬥士

自 2008 年以來，由供應商退還給 
37,322 名員工的招聘費用

60 多家

第 2 年

170 多家

健康、安全
與教育

供應商員工自 2008 年以來參加
教育、技能培訓和自我提升課程

500 多萬人

290 多萬名

供應商員工自 2017 年以來參與 
Swift 程式設計課程；供應商員工
已於 2021 年開發並推出 14 款 
app 

供應商員工參加健康與保健方案

15,000 多名
各行各業的公司提供了對 Apple 的 
COVID-19 工具與資源的存取權
限，分享了 Apple 從疫情中獲得的
重要經驗

第 1 家

175 多家

環境

供應商承諾轉型使用 100% 再生能
源生產 Apple 產品，代表使用超過 
9 吉瓦的清潔能源

自 2013 年以來，由參與清潔水項
目的供應商節省的淡水，參與者達
到 41% 的再利用率

業界採用含有 100% 負責任採購與
回收關鍵礦料電池的公司

503 億加侖

2,000 多個

自 2015 年以來，由參與零廢棄物
方案的供應商轉化後免於填埋的廢
棄物；2021 會計年度就有 49.1 萬
公噸

進行中的供應商能源效率計畫案；
同比增長 39%

200 多萬公噸

1,177 次

352,589 名

供應商表現

經確認的錫、鎢、鉭、金、鈷和鋰冶
煉廠與精煉廠透過第三方審查進
行評估

評估於 2021 年報告期間內進行，
包括 291 次冶煉廠與精煉廠評估*

100%

52 個

潛在供應商自 2020 會計年度以
來，經《準則》相關風險評估而未
能進入供應鏈

進行評估的國家或地區

9%
供應商員工直接參與有關職場體驗
的訪談

獲頒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
Safer Choice 年度最佳合作夥伴
獎項，以表彰在更安全化學品上的
領導地位

*Apple 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要求，報告一年的冶煉廠與精煉廠評估。
 請前往 https://www.apple.com/tw/supplier-responsibility/，查看年度《衝突礦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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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重點特色 
2021 年，隨著 COVID-19 疫情持續影響全球每個角落，全世界繼續
進行反思、調適並考量當務之急。對我們來說，我們的重點始終未變，
那就是保護我們員工、客戶，以及供應鏈員工的權益、健康和安全。 
我們的一切作為及每項決策，皆以人為本。雖然疫情已改變了我們的部分工作方式，我們的基本價值觀一如既往。多年來
我們在整個供應鏈中培養的人才與合作夥伴關係，已使我們得以繼續取得重大進展；無論是勞動人權、員工的健康與安
全，還是氣候行動與自然資源管理方面，都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然而，縱然我們為自己的進步深感自豪，但我們知道每一年、每一項成就都只是我們不斷追求「卓越」的基石。 

由於我們負責任的採購流程，自 2020 會計年度（FY）以來，在針
對《準則》相關風險進行評估的潛在供應商中，有 9% 的供應商
因無法或不願遵守《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簡稱為《準則》）和
《Apple 供應商責任標準》（簡稱為《標準》），而未能進入我們的供
應鏈。

我們繼續提供支援，以協助潛在供應商改進在供應商選擇流程中所
發現的合規性問題。自 2020 會計年度以來，有 68% 未獲得我們
業務的公司選擇接受此額外支援，以在我們的業務和供應鏈範圍之
外，協助保護人類和地球。

負責任的採購

→ 繼續閱讀第 28 頁

→ 繼續閱讀第 12 頁

我們宣布成立的供應商員工發展基金是一項 5,000 萬美元的承
諾，旨在透過開發頂尖的勞工方案，使我們供應鏈中的人員大有能
力，進而解決員工權益培訓、申訴機制及負責任的勞工招聘等問
題，同時建立全球教育平台，以擴充供應鏈和周邊社區在未來工作
上所需的技能。

透過我們的供應商員工     
發展基金，擴大勞工權益   
與教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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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閱讀第 30 頁

→ 繼續閱讀第 38 頁與第 70 頁

→ 繼續閱讀第 38 頁 → 繼續閱讀第 40 頁

→ 繼續閱讀第 51 頁→ 繼續閱讀第 42 頁

作為供應商評估的一部分，我們訪談了共 87,626 名（比 2020 
年增加了 69％）供應商員工，以了解他們的職場體驗，並進行了 
42,230 次後續追蹤電訪，以確認這些員工沒有遭受報復。我們
還對 191 家廠區的 264,963 名供應商員工（比 2020 年增加了 
90％）進行匿名調查，以了解其職場滿意度，進而使供應商採取了 
3,944 項行動來回應員工回饋的意見，包括提供更完善的通勤選
擇、增加薪資與獎金、提供更出色的餐食選擇，以及提升初階經理
的管理技能。

我們還向中國超過 22 萬名供應商員工發起了第三方申訴熱線宣傳
活動，並計劃將此活動擴展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這項活動促使這些
員工回饋意見的管道利用率立即提升了 22%。 

重視員工心聲 
我們繼續針對非製造供應商進行獨立第三方評估，並繼續將《準則》
和《標準》的應用範圍擴大到支援我們不斷發展的服務業務供應商，
包括 Apple TV+ 等，以及若干再生能源計畫案開發商與服務供應商。

與我們的業務一同成長的責任
2021 年，我們在世界各地支持了在所屬社區工作的超過 
60 家組織，包括人權和環保鬥士。其中包括全球人權基金會
（The Fund for Global Human Rights），它支持在採礦社區
從事各項經濟及社會權利議題的前線社運人士，以及湯森路
透基金會（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及其支持記者
報導人權問題、推動媒體自由、培育更具包容性的經濟，以及
促進人權等工作。

我們還持續支援剛果民主共和國（DRC）的舉報機制，使採礦
社區內部和相關人士能以匿名方式提出有關礦料開採、交易、
處理和出口的疑慮。 

支持當地人權和環保鬥士

自 2008 年以來，我們供應鏈中超過 2,360 萬名員工接受了職
場權益培訓，內容涵蓋國際勞工標準、當地勞工法、環境健康和
安全，以及我們的《準則》和《標準》所要求的勞工權益及人權保
護。2021 年，我們推出了一個新的數位平台，根據我們從供應商員
工焦點團體所收到的意見，直接向這些員工提供培訓。 

我們也繼續與國際發展組織 Pact 合作，為剛果民主共和國（DRC）
採礦社區超過 77,000 名的礦工、青年和當地行政人員提供權益意
識培訓。

透過提高權益意識
保護員工

我們在供應鏈中進行了大範圍的追蹤，找到了在 32 個國家或地區
中支援 482 個廠區的 1,182 家勞務仲介。這些勞務仲介代表了超過 
87 萬名員工，其中有超過 427,000 人在 Apple 生產線上工作。我
們還開始要求印度、韓國、馬來西亞、台灣、泰國和越南的潛在供應商
進行勞務仲介追蹤與負責任的招聘培訓，作為我們供應商選擇流程的
一環。

透過與策略合作夥伴國際移民組織（IOM）合作，我們還將我們的負
責任勞工招聘工具組培訓擴展到 10 個國家或地區中超過 39 家的其
他供應商廠區，惠及全球近 77,000 名勞工。

給予所有員工於招聘
過程中之援助

我們訪談 1,600 名供應商員工，藉以協助開發更多有關心理健康、
飲食和運動、放鬆、個人衛生和睡眠的工具、資源與資訊。在越南，由
於我們推行的女性健康方案，7,900 名供應商員工因而獲得重要的
生育健康資訊與協助。 

我們還協助供應商優先考量心理健康，透過與頂尖大學和心理健康
專家合作，訪談供應商員工，以了解其心理健康需求。在這個合作方
案當中，供應商也與專家合作，運用彙整的匿名調查結果來制定行動
計畫，以在整個廠區範圍內提供更完善的資源。

透過更完善的身心靈保健
方案來支援供應商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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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閱讀第 53 頁→ 繼續閱讀第 57 頁 → 繼續閱讀第 63 頁

我們連續第二年獲頒美國環境保護局（EPA）Safer Choice 年  
度最佳合作夥伴獎項，以表彰我們採用更安全化學品方面的領導
地位。 

這包括與多個綠色化學領導組織合作，在世界各地的製造產業中
推廣使用更安全的化學品。其中包括與 IPC 合作開發出新的標
準，更明確地定義製造電子產品所用的「綠色」清潔劑組成成分，
並與 Clean Production Action（CPA）合作開發出一項新的認
證，用於評估電子業及其他行業所採用清潔劑的安全性。我們還
與 ChemFORWARD 合作更新符合 CPA 標準的清潔劑清單，使
供應商能更輕鬆選擇更安全的清潔劑。 

我們是電子產品清潔生產網絡（CEPN）的 Toward Zero Exposure 
方案創始簽約廠商，該方案是專為電子業公司而設的公開平台，致
力於避免員工在製造過程中接觸危險化學品，並回報實施的相關
措施。 

透過更安全的化學品保護員工
除了開始制定新的安全文化指南，我們也在 122 個主要的供應商廠
區推行全面的準則，針對陽極處理和電鍍製程的消防安全訂定明確
要求。 

我們為 212 個供應商廠區提供量身打造的專家級支援，為整個供應
鏈持續推動提升機械相關的安全性，藉以找出不足之處並協助他們
提升安全表現。 

我們還從 1,000 多個供應商廠區收集化學品與安全相關資料，查明
這些廠區中採用的化學品，及其存放與處理流程的資料，以及為確
保員工安全而實施的各項安全措施。

建立安全文化 
我們的目標是只使用負責任採購、回收及再生物料來生產我們的  
產品和包裝；我們於 2021 年在這方面大步邁進。 

其中包括多項產品的關鍵零組件磁石採用 100% 再生稀土元
素，例如 MacBook Pro、iMac、iPhone 13、iPad（第 9 代）、 
Apple Watch Series 7、HomePod mini，以及最新一代的 
AirPods。 

iPhone 13 在主機板電鍍及前置相機與後置相機的排線等主要零
組件中採用了 100% 再生金，且目前 iPad 系列產品中的每一款 
機型更採用 100% 再生鋁金屬機身；這些成果讓我們更接近目標，
終結對開採原物料來製造產品的依賴。 

我們也因電池包含以 100% 負責任方式採購和再生的主要礦物   
（包括鈷和鋰）而創下業界首例。

完善原物料的循環

作為 5,000 萬美元供應商員工發展基金的一部分，我們成立了 
Apple 教育平台（Apple Education Hub），初步推行的計畫之一，
便是支援美國、中國、印度和越南的供應商，目標在 2023 年前為
超過 10 萬名供應商員工提供新的學習機會。這些擴大實施的教育
內容將包含領導力培訓及技術認證、以及程式設計、機器人技術和
先進製造業基礎知識等課程。 

我們全新的混合學習模式結合面授課程與線上網路研討會，使得我
們的 Swift 編碼課程在 2021 年的進階編碼畢業生數量明顯成長；
自 2017 年起，共計已有 15,852 名供應商員工從該課程畢業；而
在 2021 年，學員更運用所學的編碼技能，在 Apple 的 App Store 
上開發並推出了 14 款 app。

透過教育機會提升  
供應商員工技能

→ 繼續閱讀第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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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閱讀第 78 頁→ 繼續閱讀第 69 頁

消減來自於製程與當地
社區的廢棄物

我們努力的目標是只使用回收及再生物料來生產我們的產品和包
裝，同時也持續以負責任的方式採購原物料。在我們的供應鏈中，
經確認的錫、鎢、鉭、金（3TG）、鈷和鋰冶煉廠與精煉廠皆 100% 
參與獨立的第三方審查，以評估並識別社會、環境、人權和治理等
相關風險。 

我們的風險準備評估（RRA）透過責任礦業倡議（RMI）持續被業界
的下游公司、上游精煉廠和採礦公司廣泛採用，在 2021 年完成了 
366 個 RRA，而 2020 年則完成了 341 個 。 

透過與 Pact 的合作，我們持續支援我們採購產品原物料的地區及
周圍地區的採礦社群。其中包括支援 Pact 的 WORTH 方案，讓 
DRC 的當地採礦社區獲得金融財務方面的相關知識與管道。 

以負責任的方式採購      
原物料並支援當地社區 

潔淨、安全的水資源是珍貴的公共資源，人人都有權取用。自 
2013 年起，我們清潔水項目的供應商在 10 個國家與地區總共
節省了超過 500 億加侖的水資源，為我們產品的生產地確保淡
水供給無虞。 

我們也持續推動供應鏈的水資源管理，影響範圍不僅止於我們
的供應商廠區。自 2018 年以來，已有 17 個供應商廠區獲得嚴
格的國際可持續水管理聯盟（AWS）認證，其中有 4 個廠區於 
2021 會計年度獲得認證。我們還與蘇州工業園區管理委員會  
和泰達生態中心簽署諒解備忘錄（MOU），旨在使中國蘇州工業
園區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透過國際可持續水管理聯盟獲得認證的
工業園區。在 1,700 多家座落於工業園區的製造商當中，有 11 
家是 Apple 供應商，有助於進一步擴大整體產業的水資源管理
規模。

為地球和社區管理
水資源 

截至 2021 會計年度，已有超過 175 家 Apple 供應商承諾採用 
100% 再生能源生產 Apple 產品，使用超過 9 吉瓦的清潔能源。 

我們不但使供應商提升再生能源使用率，也藉由減少供應商的能源
整體使用量，減少我們的範疇 3（Scope 3）碳排放量，意即我們價
值鏈中的所有間接排放，包括上游和下游活動。在 2021 會計年度
當中，已有超過 100 個供應商廠區加入我們的能源效率方案，並針
對 2,000 餘項計畫案積極追蹤與回報。 

使我們的供應鏈加速
邁向碳中和的未來

在 2021 會計年度，零廢棄物方案的供應商轉化了 49.1 萬公噸
免於填埋的廢棄物；總計自 2015 年以來，總量已達 201 萬公噸
之多。其中包括我們 iPhone、iPad、Mac、Apple Watch、Apple 
TV、AirPods、HomePod mini 及 Beats 的所有最終組裝廠區，
這些廠區皆保持零廢棄物的績效表現。2020 會計年度有 55 個供
應商廠區加入我們的零廢棄物方案；到了 2021 會計年度已在 12 
個國家或地區擴大為 215 個供應商廠區。 

我們與認證機構 UL 合作，率先推出業界第一個供應鏈零廢棄物管
理系統保證方案，該方案會以系統層面而非個體層面來驗證公司
的零廢棄物方案，讓供應商能在各項業務中提升零廢棄物相關措
施的施行速度。 

→ 繼續閱讀第 83 頁

→ 繼續閱讀第 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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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價值觀實際案例   擴大勞工權益與教育機會 
我們宣布了一項 5,000 萬美元的供應商員工發展基金，以傳達員工的心聲，並為我們供應鏈和
周邊社區中的更多人，擴大獲取學習和技能發展的機會。

在我們與國際勞工組織（ILO）和國際移民組織（IOM）等
策略合作夥伴的幫助下，這項承諾的一部分將支援全新
且擴大舉辦的勞工方案，惠及 40 多個國家與地區超過 
350 萬名供應商員工。 

奠基於我們在勞動人權領域的悠久歷史，作為這項承諾的
一部分，我們將與這些領先的權益組織合作，以開發並擴
展頂尖的員工權益培訓及數位工具；拓寬員工發聲與申訴
管道，以確保管理階層與員工能更有效溝通；在 Apple 供
應鏈之外推動基本勞工權益，包括我們的負責任勞工招聘
方案；以及投資新的策略合作夥伴關係，以以進一步賦予
供應商員工能力，並推動整個產業提升工作場所保護。

儘管 Apple 自 2008 年以來便已提供虛擬和面授的課
程、技能培訓，以及自我提升課程，透過推出全球 Apple 

教育平台，這項新承諾將標誌著這些課程範圍的顯著擴
大，以惠及我們供應鏈及周邊社區的所有人員。 我們根據
現有的教育方案籌劃該計畫案，可增強我們現有的供應商
員工教育方案，並增加令人振奮的全新方案內容，同時提
供可擴充的平台，為我們的供應鏈和周邊社區培養未來工
作所需的技能。 

隨著初始課程在美國、中國、印度和越南的開設，我們預
計在 2023 年前將有超過 10 萬名供應商員工參與新的
學習機會；課程內容囊括領導力培訓及技術認證，以及程
式設計、機器人和先進的製造基礎知識等課程。

12



當世界繼續應變 COVID-19 疫情時，我們繼續將每個人的健康與安全置於首位。在我們透過提供創  
新的新產品與服務來協助世界各地的顧客保持聯繫時，我們與供應商持續合作關係的重要性一如既往。

我們正與供應商共同努力，協助確保採取一切必要的預
防措施，保障人員在工作中的安全。同時也透過不斷增
強對我們供應商的要求，進而引發這些行動，無論是現在
和未來，健康與安全始終為優先考量。 

供應商傳染病防範和應對（IDPR）標準 

2020 年，我們對《準則》和《標準》加以改進，其中概
述了我們對供應商在落實勞動人權、健康與安全、環境
保護、管理系統和道德等方面的要求，特別是針對傳染病
防範和應對（IDPR）。IDPR 包含一系列新規定，這些規
定源於我們在疫情期間的經驗教訓，這將協助我們的供
應商做更好的準備，以隨時應對其廠區中的傳染病爆發。
作為 IDPR 推出的一部分，我們進行了 200 次現場和遠
端評估，以檢驗供應商對 COVID-19 控管協議的遵守
情況，並在必要時敦促改進。我們也定期向整個供應鏈
的供應商派發 COVID-19 相關的健康與安全指南和最
佳實務做法。 

保障 COVID-19 疫情期間的員工權益 

為了保障員工的權益、健康與安全，我們與為移民員工提
供服務的全球頂尖組織國際移民組織（IOM）合作，為受
疫情影響的移民員工提供支援。 

其中包括在當地供應商必須為其員工提供臨時宿舍的情
況下，與供應商合作。IOM 評估了供應商的臨時宿舍，以
確保它們同時符合 IOM 和 Apple 的標準，以及國際標
準和最佳實務，並確保員工的行動自由不受阻礙。我們
的供應商還與地方當局密切合作，為居住在現場的員工
提供定期的 COVID-19 檢測，並制定一套計畫，以確保
廠區安全重新開工，同時始終優先考量員工和社區的健
康與安全。

支持採礦社區 

在整個 COVID-19 疫情期間，透過我們與國際發展組
織 Pact 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我們繼續幫助深入供應
鏈的社區。 

在 Apple 的支持下，Pact 已準備並協調了一些活動，以
防止 COVID-19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DRC）的幾個採
礦社區傳播。其中包括購買及分發 Pact 學徒方案畢業
生所製作的個人衛生用品與口罩，以及分享戴口罩、洗手
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預防措施的相關資訊。 

Pact 還與當地社區合作，為社區聯絡員組織了培訓研討
會，旨在加強對症狀、預防策略和傳播技巧的認識，以提
升防疫成果。自該方案於 2020 年 12 月開始以來，這

項倡議已透過個人和團體關於預防 COVID-19 的對話，
惠及 5 萬多人。 

與業界分享我們的疫情應對措施 

我們繼續透過 Apple COVID-19 應變工具組，與他
人分享我們的工具和最佳實務。包括規劃工具、標牌樣
板和 Apple 專家所錄製 podcast 在內的這套資源，已
透過責任商業聯盟（RBA）與 170 多家公司共享，這些
公司直接聘僱了超過 600 萬人，所營運的供應鏈涵蓋 
120 個國家或地區。

Apple 價值觀實際案例   我們對 COVID-19 的應變更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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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供應商互動及
問責的方式

我們和供應商都必須
謹守最高標準 

我們對人與地球的承諾延伸、貫徹在我們的供應鏈中，從製造到服務，再到眾多的供
應商營運所在地。我們與供應商密切合作，謹守最高標準，確保供應鏈中的人員享有
安全、受到尊重，且無論 Apple 產品在哪裡製造，當地環境都能受到保護。

謹守最高標準 責任遍及全球等於
機會遍及全球 Apple 的環境策略 堅持價值觀，自始不變 業務成長帶來更大責任 能讓進步加速的合作

夥伴關係 

章節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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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回收

設計與工藝

物流

最終組裝

服務 零組件

與 精 煉 廠

冶煉廠

原物料

直營店

超過 300 萬
人

52 個
國家或地區

數千家
企業與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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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由人員和企業組成的全球網路，共同打造世
界上最出色的產品。

Apple 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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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Apple 的人權政策

我們堅決承諾，致力於遵照聯合國（UN）《國際人權法
典》（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和《國際勞
工組織關於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s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的規定，在業務營運中
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我們以《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
指導原則》（UNGP）為據，在供應鏈謹守人權。我們在供
應鏈中開展人權與環境盡職調查，以識別風險並努力加
以降低。我們也尋求補救糾正潛在的不良影響、追蹤及衡
量進度，並報告結果。

我們的董事會採納了 Apple 的人權政策，並負責加以監
督及審查。Apple 資深副總裁兼法律總顧問將負責實施
這項政策，並向董事會及其成員報告我們的進展和重大
問題。

我們的人權政策概述了我們如何對待公司相關的所有人，包括
顧客、Apple 員工、業務合作夥伴，以及供應鏈每個環節的工作
人員。我們以更廣闊的視野看待供應鏈，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
我們認為我們的供應鏈包括涉及設計、製造、交付、支援及回收 
Apple 產品的所有環節，還有我們的直營店，以及作為我們供
應鏈生態系統一部分的所有服務及營運。  

Apple 要求所有員工和實習生都必須完成強制性的年度
商業行為培訓，該培訓可教育他們了解工作場所行為、利
益衝突、送禮、保密、競爭、隱私權，以及 Apple 的人權
政策等要點。根據員工的所在位置及任何潛在風險，以及
與其角色相關的責任，每年須接受兩到五個小時的培訓。
我們為員工提供額外的資源來解決各項問題與疑慮，包
括商業行為熱線和商業行為網站，允許員工以匿名方式
報告疑慮。

此外，每年都會向 Apple 員工提供 Apple 《準則》和    
《標準》，以及 Apple 供應鏈問題報告流程等相關資訊。 

謹守最高標準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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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最出色的產品須與世界各地的供應商合作。我們在加州設計產
品並與全球供應商網路合作打造，進而將其世界級專業知識與服務
引進製程中。在 2021 會計年度，我們在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
評估，以確保各地的供應商都能恪守我們的高標準。

世界上最  
出色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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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簡稱為《準則》）和《Apple 供
應商責任標準》（簡稱為《標準》）借鑒了 Apple 的人權政
策，並概述了我們對供應商在落實勞動人權、健康與安全、
環境保護、管理系統和道德等方面的要求。我們的《準則》
和《標準》以 15 種語言發布在我們的網站上。

《標準》訂定了我們的要求，並明確詳細地說明了我們的
供應商必須採取的行動，以遵守《準則》。這些要求涵蓋廣
泛的人權主題，包括反歧視與虐待、防範未足齡勞工、保
護青少年與學生、工時管理、薪資、福利、合約、結社自由
與勞資談判，以及負責任採購物料等。

我們與Apple的許多專家（從產品與服務設計師到廠區
管理人員）密切合作，每年評估及更新我們的《準則》和
《標準》，以因應新興的風險、納入新的法律要求及業界最
佳實務，並反映供應商員工在動態營運環境中的需求。我

   

我們致力打造人員能安全工作，並享有尊嚴、獲得尊重的
供應鏈，並在我們業務所及的每一處環境，善盡保護地球
的責任。這種責任不僅僅只是符合規範要求，Apple 和
我們的供應商有以人為本的共同責任，必須持守最高標
準，在問題發生時予以迅速解決及補救，並承諾持續提升
以避免問題再次發生。

們與包括權利人、民間社會組織、學術專家及方案合作夥
伴在內的各類利害關係人交流，以確保Apple的《準則》
和《標準》能符合國際最新認可的勞工、人權、健康與安
全以及環境標準。

請參閱第 21 頁，進一步了解 Apple 2021 年《準則》和
《標準》更新事項的相關資訊。

《我們如何與供應商合作》

如需進一步了解《準則》和《標準》，以及我們如何透過供
應商落實這些要求，請參閱《我們如何與供應商合作》。 

責任遍及全球等於機會遍及全球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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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持續的利害關係人交流持續改進

我們全年與民間社會組織、政府、非政府組織、聯合國機構
和其他專家利害關係人，以結構化和非正式的圓桌會議及
對話展開交流，作為我們識別及預防風險的全面方法的一
部分，以協助了解我們的成效和不及之處，並識別新興的風
險機會領域。我們收到的回饋直接反映在我們的策略及方
案上，同時加速我們在供應鏈中取得更快的進展。我們透過
行業協會及相關會議與其他公司分享此過程中的所有經驗，
以加速整體產業的進步。

機械安全：加強的健康和安全要求明確闡述了供應商
應評估所有機器的安全危害，包括對機器上的例行和
非例行工作的風險評估，以及風險控制/風險降低措
施。供應商還必須提供說明與員工培訓，以確保機器
的安全運作。 
承包商健康與安全管理：新要求規定供應商必須根據
所有適用的健康與安全法律及法規，建立並實施一套
程序來管理和監控承包商的現場工作。其中包括但不
限於環境、健康與安全（EHS）培訓、執行風險評估及
報告 EHS 事件。

化學品管理：各項強化標準結合了現有及新的要求，
使供應商能更明確地關注化學品處理和存放。

教育方案管理：強化要求，明訂供應商只能僱用與教
育機構內經核准之教育或培訓方案相關的學生，而非
滿足對勞動力的需求或填補其勞動力的短期缺口。招
聘工讀生的核准流程也有所加強。

第三方勞僱仲介（TPEA）：加強了對外籍約聘員工在入
職流程、獎金支付及招聘廣告上的要求，以及對第三方
勞僱仲介（TPEA）的盡職調查與問責要求。供應商還必
須確保其員工無論是透過相關 TPEA 的現場代表，還是
透過對員工溝通作出迅速回應的線上服務，都能直接聯
繫當初招聘他們的 TPEA。

外籍約聘員工（FCW）：根據我們的零費用政策，針對 
FCW 在沒有合理通知的情況下，自願提前終止其合約
所必須負擔的歸國成本，更新的要求限制這筆費用不得
超過其一個月淨薪資的 60%。除了與 FCW 的招聘、安
置、處理、交通及管理等相關的所有費用與開支外，供
應商還必須支付所需檢測和疫苗接種的任何開支或費
用，如 COVID-19 所需的費用，以及 FCW 在抵達其工
作所在的國家或地區，及/或歸國後依規定進行隔離的
住宿及相關費用。 

隱私權與資料保護：新《準則》規定要求供應商須遵守
適用的隱私權、資料保護及網路安全法律。

資訊安全性：新《準則》規定要求供應商根據 Apple 的
「資訊安全與資料隱私」要求維護一套安全方案。

以下是對我們 2021 年的《準則》和《標準》所列的主要更新事
項。你可在此閱讀完整文件。

《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和《Apple 供應商責任標準》 
《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簡稱為《準則》）和《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簡稱為《標準》）於 
2005 年制定並每年改進，概述了我們對供應商在落實勞動人權、健康與安全、環境保護、管理
系統和道德等方面的要求。這些要求及我們對供應鏈進行的盡職調查符合各項國際勞動人權標
準，包括國際勞工組織（ILO）、《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GPs）、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以及業界領先的健康與安全組織的標準。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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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的環境策略 
環境權就是人權。我們的環境策略涉及到我們如何設計、製
造、銷售及回收再生我們產品的各個層面；以及這些行動和
決策對勞動人權、健康與安全，以及環境的影響。

進一步了解 
如需進一步了解此策略，以及我們為保護環境而採取的
所有行動，請前往 apple.com/tw/environment。

氣候變遷

我們已設定於 2030 年前實現整體足
跡完全碳中和的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
標，我們計畫將碳排放自 2015 年的級
別減少了 75％，然後投資除碳解決方
案來處理尚存的碳排放量。

•  低碳設計
•  能源效率
•  再生電力
•  減少直接排放量
•  碳移除

資源

我們的目標是完全使用回收或再生物
料製造產品和包裝。同時，我們致力於
管理水資源及廢棄物零填埋。

•  物料
•  水資源管理
•  廢棄物零填埋

更睿智的化學理念

透過化學創新和嚴格控管，我們設計的
產品對組裝者、使用者或回收者都是
安全的，並且更有益於環境。

•  追蹤與參與
•  評估與管理
•  創新

三大重要面向構成了 Apple 整體業務（包括企業營運及供應鏈）中的整體環境策略。  

我們的環境管理方法考量到我們的整體業務，包括企業營運和我們的供應鏈。在本報告中，我們分享了 2021 會計年度在
供應鏈環境方案中取得的進展。如須更全面地了解 Apple 更廣泛的環境策略與進度，請參閱我們的《環境進度報告》。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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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供應商互動及問責的方式 
我們透過獨立的第三方評估，確保供應商遵守《準則》和《標準》，
並促進改善。 2021 年報告期間，我們在 52 個國家或地區進行了 
1,177 次評估，其中包括 886 次《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評估，
以及 291 次冶煉廠與精煉廠評估*。自 2007 年以來，Apple 管
理的評估共涵蓋了我們直接製造支出的 94％。 

每年這些獨立的第三方評估還包括突擊評估與突擊巡視，
以回應員工的申訴和指控，或是根據預測分析來驗證供應
商廠區的風險。在 2021 會計年度，我們在未事先通知的
情況下造訪供應商廠區，進行了 211 次突擊評估和調查。

我們的目標始終是與供應商攜手合作，以協助他們提升其
管理體系，而不是在未協助改正問題的情況下，就將他們
自供應鏈除名。如果供應商不願或無法改進營運以達到我
們的要求，他們將面臨被供應鏈除名的風險。自 2009 年
以來，我們已指示從供應鏈中移除 24 個製造供應商廠區
和 170 家冶煉廠與精煉廠，因為他們不願或無法改進營
運以達到我們的要求。

進一步了解

如需進一步了解我們的供應商評估與參與方法，請參閱
《我們如何與供應商合作》。*Apple 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要求，報告一年的冶煉廠與精煉廠評估。               

請前往 https://www.apple.com/tw/supplier-responsibility/，查看年度《衝突礦產報告》。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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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持續與第三方獨立機構合作，對我們的供應商進行評
估，以確認他們是否符合我們的高標準。在某些情況下，
當我們發現重大違規行為時，除了我們自身進行的第三方
評估和能力建設工作外，我們還要求供應商接受全廠區的
評估，例如負責任商業聯盟的驗證評估計劃（VAP），該計
劃會評估廠區營運的各個面向，其中包括但不限於 Apple 
的生產線。這種共同努力致力於防止 Apple《準則》和《
標準》的違規情事。

其中最嚴重的一類稱為「重大違規」，包括各類情事如下：
•  虐待、罷凌
•  未足齡勞工
•  抵債勞工 
•  強迫勞動
•  虛偽、造假
•  報復
•  妨礙評估
•  賄賂
•  提供員工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工作環境，並隨時可能導致

重大風險，造成嚴重傷害、疾病、財產損壞或任何形式之
損失 

•  安全裝置失靈或損失控制系統受損，且沒有採取其他控
制項目以防止嚴重事故

•  由於維護不當或蓄意規避，導致環境減排系統失效
•  缺少必要的環境許可或控制措施
•  使用限用物質
•  非法清除與處理有害廢棄物

透過更深入的業務參與來提升影響力 
我們始終在尋找機會為我們自己與供應商提高標準，並
支援供應商的發展。我們這樣行動的一種方式是擴大盡
職調查的範圍，以找出可能發生的風險，在營運層面推動
內部業務參與，並使用數據更確切地鎖定我們的資源和
支援。

運用預測分析、多年穩健的評估數據，以及透過第三方熱
線和與供應商員工進行訪談所獲得的意見回饋，我們便能
更有效地識別需要額外支援及監督的供應商。

在一個案例中，我們從一家廠區的供應商員工接獲報告指
出，勞務招聘人員在招聘時承諾的薪酬，與供應商在入職
時所提供的薪酬不同。由於有幾名供應商員工約在同一
時間提出了類似的控訴，我們懷疑這是該廠區較嚴重的問
題。為此，我們在廠區進行了重點審查，對數百名供應商
員工進行訪談，並發現勞務招聘仲介一直在誇大招聘獎金
以吸引更多員工，而供應商卻未對該勞務招聘仲介進行足
夠的盡職調查。我們要求該供應商立即採取行動改進這
些問題，包括在 30 天內對受影響的供應商員工全額支付
未結獎金，終止他們與相關勞務仲介的業務關係，並要求
供應商建立額外的盡職調查程序，以監督勞務仲介的招聘
過程，避免重蹈覆轍。

要推動高度績效並確保供應商善盡職責，就必須採行強大
有效的作業程序，一旦發現違規行為時能立即處理，並驗
證是否落實改進。我們將這些程序稱為矯正預防行動計畫
和改正行動驗證。

處理重大違規 
重大違規是最嚴重違反《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的行
為。一旦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我們便會通知供應商的執
行長（CEO），並將供應商立即列入觀察名單。觀察期從 
Apple 發現重大違規時開始，直到 Apple 認為供應商
已完成所有改正行動時結束。列入觀察名單的結果包括 
Apple 不再提供新計畫案與新業務，以及中止與 Apple 
的現有業務合作。

除立即解決重大違規行為外，供應商還必須改善管理系
統，從根本解決引發違規行為的因素；同時採取各項持續
性預防措施，以確保違規事件不再發生；並按照《聯合國
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GPs）的規定，為受影響
的員工提供補救措施。

對於某些違反《準則》的行為，例如抵債勞工、違反工時
和未足齡勞工，供應商也必須採取我們額外規定的補救措
施。我們的補充指南《我們如何與供應商合作》中詳細說
明了這些內容。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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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參與  
我們在最早的產品設計和開發階段就植入了我們的標準。
這會影響我們選擇供應商、物料，還有我們用於製造產品的
製程與設備。 
根據《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評估   
包括訪談員工和管理人員、走訪廠區，以及審查供應商文
件。

專案評估
供應商可能還要接受與業務性質或員工人數相關的其他專
案評估。

調查  
無論指控來自員工、非政府組織（NGO）或新聞報導，我們
都會立即著手調查（一般在 24 至 48 小時內）。接著我們會
解決任何不合規的問題、與供應商合作從根本解決引發問
題的因素、採取各項持續性預防措施，並向受影響的勞工提
出補償。 

培養實力  
我們與供應商合作，幫助他們立即改正任何不合規行為，並
強化他們的管理系統，從而提高供應商整體營運績效，讓 
Apple 供應商業務以外的人也能受益。 

持續培訓  
我們藉由提供各專門領域專家的聯絡管道以及線上教育資
源，提供學習和發展的機會。

進一步了解

如須進一步了解我們的供應商在 2021 年的績效表現，   
請參閱第 91 頁的「供應商表現與發展」。

我們如何在整個供應鏈中推動我
們的標準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26



01

同時，對於為了滿足職業學校或學徒要求而求職的學生
而言，僱主或人力仲介在欠缺考慮這些學生的教育目標
和要求的情況下，這些學生在招聘過程中權益容易遭受侵
害。2021 會計年度，我們發現 10 起供應商違反《準則》
及《標準》招聘學生來滿足勞動力需求的案件，這些招聘
情事與學生的學習教育方案或培訓需求幾乎沒有任何關
聯，並且未遵守有關薪資、工時和安全工作安置的適當法
規要求。在每一起案件，我們都立即採取行動與供應商一
起解決問題。

這些案件的補救措施可能十分棘手複雜，須制定專門的解
決方案和持續進行改正，因為我們不易督促學校行政人員
參與其中，事後追查學生狀況也有相當難度。在我們發現
的不合規案件當中，我們與供應商密切合作，幫助他們制
定滿足學生特定需求的計畫，包括償還拖欠的薪資、使學

生安全重返學校或家中、對滿足教育或培訓方案要求的職
缺進行重新分發，以及確保所完成的課程及工作經驗都能
獲得相應的完整學分。之後，我們會與第三方獨立機構合
作以查核補救措施，並與教師和學生進行訪談，以確認沒
有發生任何報復行為。

我們已更新我們的《準則》和《標準》，明確闡述了供應商
只能僱用與教育機構內經核准之教育或培訓方案相關的
學生，而非滿足對勞動力的需求或填補其勞動力的短期缺
口。我們還加強了此類招聘的核准程序。

供應商必須在與教育機構合作之前提前申請，以確保對學
徒、實習生和其他學生的教育方案進行適當管理：例如就
教育機構進行適當的盡職調查、將就業安置與相關的研究
領域直接相配，並確保遵守有關合約、薪資及工時的法規

要求。然後，我們透過現場參訪與員工訪談，確認是否符合
規範。

但我們也意識到，世界各地在大學學齡及更年長的學生所
應徵的暑期及兼職工作，與其學習領域並不一定相關。雖
然我們的供應鏈中這類員工相對較少，但我們允許學生以
個人身份向供應商應徵工作，他們和所有員工一樣，受到
我們嚴格的《準則》和《標準》保護。

Apple 價值觀實際案例 | 加強教育方案的管理標準 
針對希望透過所選領域的實務經驗來完善教育和提升收入的學生而言，學徒和實習可以豐富他們的經
驗。在許多國家或地區，從技術學院和職業培訓機構畢業的正式要求是完成學徒、實習或在職培訓。在政
府政策和世界各地教育機構的資助下，許多方案獲得支持以確保培訓與就業市場管道暢通，並解決失業
問題，尤其是在 COVID-19 疫情發生之後。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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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的採購

我們採取了全面的方法，以及早識別和降低在採購及產品
開發週期的風險。其中包括評估潛在製造供應商與廠區，
以協助確保在開始生產前，降低各種對人類與環境的重大
風險。自 2020 會計年度以來，有 9% 針對《準則》相關風
險進行評估的潛在供應商，因無法或不願遵守我們的《準
則》和《標準》，而未能進入我們的供應鏈。在篩選過程中，
我們會定期進行現場第三方評估，以審查環境、健康與安
全（EHS），以及勞動人權等風險，以評估與潛在供應商的
落差，然後再授予新的業務。

我們還提供支援，以協助潛在供應商改進在採購流程中
所發現的合規性問題，即使供應商沒有獲得業務。這項方
案完全免費提供，並且是自願性質。自 2020 年以來，有 
68% 未獲得業務的公司選擇加入此方案，以在我們的業
務和供應鏈範圍之外，協助保護人類和地球。

我們也會及早選擇非製造供應商，例如為我們的直營店選
擇清潔供應商。2021 年，我們針對美國與加拿大的潛在清
潔服務供應商，更新了資訊需求書（RFI）流程，以納入標
準，協助識別更符合我們要求和標準的公司。

從最早的產品設計與開發階段，我們就全面在業務中落實我們
的標準。無論是我們選擇合作的供應商、產品所用的物料，還是
我們用於製造產品的製程與設備，我們的價值觀都深植到每一
個細節。

堅持價值觀，自始不變 
在生產前鑑別相對應風險並降低 

運用最新的研究成果、評估資料和重要見解，我們從早期
的產品和製程設計、物料篩選，到最終生產與物流等階段，
都在不斷尋找改進的新契機。我們的方法旨在確保在產品
開發過程中做好準備：

•  廠區準備：在供應商獲得 Apple 業務後，我們會繼續審
查進入 Apple 供應鏈的新廠區，了解其在環境、EHS 上
的風險，以及各種機會，然後再進行大規模生產。其中包
括確認在建造新建築期間符合 Apple 的《準則》和《標
準》，以及在開始生產前確保履行環保承諾，例如加入我
們的零廢棄物方案。在 2021 會計年度，我們在此流程中
審查了 97 個新廠區。

•  製造準備：我們不僅會審查新的廠區，還會審查新的製
程。在 2021 會計年度，我們在開始營運前即緩解了 216 
個與健康、安全和環境相關的風險。其中包括確保足夠的
機械防護措施、電氣安全預防措施和防火系統安裝到位。
我們還審查了 149 種物料，並在生產開始前減輕了它們
的危害，包括勞工的化學暴露。

進一步了解

進一步了解我們如何在供應鏈落實《準則》和《標準》，
請查閱《我們如何與供應商合作》。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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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未獲得業務的潛在供應商選擇接受此支援，以
改進在採購流程中所發現的合規性問題

進一步了解

請參閱第 61 頁的「原物料」章節，進一步了解我們如何為
產品選擇原物料，並以負責任的方式採購原物料。

為成功奠定基礎 

一旦新的供應商獲得 Apple 業務，我們就會透過供應商上
線流程，開始幫助新的供應商快速跟上，以了解我們的要
求。這也包括指導供應商建立全面性管理系統。2021 年，
我們擴大了上線流程，以便在新供應商與 Apple 建立合作
關係的更早階段能與他們接觸。在這些供應商獲選參與專
案後，在他們開始生產前，我們便與其合作，以了解其勞動
力規劃和生產進度、分析其招聘管理系統中的不足之處，並
監督其招聘流程，以協助他們在可能出現問題之前及早減
輕問題。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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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 次
在 52 個國家或地區進行的評估

去年，我們還增加了參與度並與支援 Apple 較新業務領
域的供應商一同擴大了《準則》和《標準》的應用範圍，
包括與 Apple TV+ 和 Apple Fitness+ 等內容服務合作
的供應商。還有再生能源服務供應商。2021 年，我們透
過在與主要再生能源專案開發商和服務供應商的協議中
納入對本《準則》的引用，將《準則》和《標準》的應用範
圍擴大到清潔能源領域。

業務成長帶來更大責任 
我們的價值觀深植於我們所做的每項決策，無論是我們所創造
的產品，還是我們打造產品的方式；其根本在於尊重參與 Apple 
業務中每個人的權益，包括製造 Apple 產品的人員，以及更廣
大的社群。這項承諾延伸到我們和 Apple 供應商營運或採購物
料的任何角落。

不侷限於製造業的標準

隨著 Apple 的業務持續成長並擴展到新的領域，我們也
隨之調整了供應商的參與模式。2012 年，我們開始將
評估擴大到為客戶服務中心、物流和維修中心提供服務
的供應商，同時我們也持續擴大獨立的第三方評估範圍，
納入不斷增長、在製造業以外的領域支援我們業務的供
應商。其中可包括提供各種不同服務的供應商，例如為 
Apple 各領域團隊提供支援的多家職業介紹機構。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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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可持續水管理聯盟（AWS）
AWS 是一項全球計畫，目的在促進企業、政府與民間社會
組織間的合作，為世界級水資源管理的提供架構與標準。  
—
Apple 繼續提升供應商和同業對水資源管理的意識，並推動
採用 AWS 標準，進而在全球各地促進水資源的永續發展。

Apple 是第一家在 AWS 董事會任職的電子公司。

Apple 參與 AWS ICT 部門的工作小組。

ChemFORWARD
ChemFORWARD 是一項價值鏈的合作方式，致力於將已
驗證的、可執行的化學危害資料和更安全的替代品廣為分
享，促進產品設計和製造中採用更安全的化學品。
—
Apple 是 ChemFORWARD 的聯合設計夥伴。Apple 是 
ChemFORWARD 技術諮詢小組聯合主席。

電子產品清潔生產網絡（CEPN）
CEPN 是一項由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的倡議工作，致力於
改善電子業供應鏈中化學品的安全性。
—
Apple 是 CEPN 的創始成員兼設計團隊成員。

01

能讓進步加速的合作夥伴關係 

取得實質的進展需要共同努力，匯集來自各領域和地區的
卓越見解，以設計出永續解決方案，在系統層面推動徹底變
革，進而為世界各地的人類和社區激起連鎖效應。我們深感
自豪能在這個領域發揮領導作用，與世界各地的行業協會、
民間社會組織，以及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的倡議組織合作，
以推廣最佳實務，傾聽和學習他人的觀點與經驗，拓展創新
的解決方案，幫助每個人都能以更快的步調取得進展。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32



01

歐洲負責任礦產夥伴關係（European 
Partnership for Responsible 
Minerals，EPRM）
EPRM 是一家民間社會組織、行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
聯盟，專注於負責任的手工及小規模採礦與採購實務，
並改進採礦社群的社會與經濟條件。
—
Apple 是 EPRM 的成員。

IMPACT 
IMPACT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協助安全和人權
受威脅的地區，改變其管理自然資源的方式。  
—
在 Apple 的支援下，IMPACT 開發了一個互動平台，
以量測和追踪礦料供應鏈中的人權風險，以及供應鏈
相關活動對剛果民主共和國（DRC）手工和小規模採
礦社群的社會和環境福祉的影響。

國際勞工組織（ILO） 
ILO 是為聯合國處理世界勞動的機構。它集結政府、雇
主和勞工，致力於「透過創造就業、工作中的權益、社會
保護和社會對話，推動以人為本的未來勞動方針」。
—
Apple 與 ILO 合作開展了許多計畫案，其中包括關於
權益培訓和促進勞工發聲的計畫案。

Apple 是 ILO 強迫勞動全球業務聯絡網的成員，也是
指導委員會的成員。

Pact 
Pact 是一個國際發展組織，服務範圍遍布近 40 個國家
或地區，致力於消除貧困和邊緣化。
—
Apple 與 Pact 合作，為 DRC 礦區周圍社區的礦工、年輕
人和社區行政人員提供權益意識培訓和技職教育方案。

全球人權基金會（Fund for Global 
Human Rights）
全球人權基金會是一個公共基金會，與全球超過 25 個
國家或地區的當地人權組織合作。
—
Apple 與該基金會合作，支持草根活動人士以及人權和
環保鬥士。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  
IPE 是一家位於北京的頂尖非營利環境研究組織，致力
於收集、整理和分析政府和企業的環境數據。IPE 透過
自有平台和合作關係，致力於實現環境轉型、促進環境
資訊公開，並改善環境治理機制。
—
作為首個獲得 IPE 企業信息公開指數卓異品（CITI）的
企業，Apple 致力於積極與中國的供應商合作，努力實
現我們保護氣候資源的目標，並協助同業共襄盛舉。

國際移民組織（IOM）  
IOM 是聯合國機構，也是處理移民事務的頂尖專家。IOM 
致力於協助以有序和人道的方式管理移民、促進在移民
議題上的國際合作、協助尋求解決移民問題的實際辦法，
並為有需要的移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對象包括難民和
國內流離失所者。
— 
Apple 與 IOM 合作開發我們的負責任勞工招聘工具
組。IOM 也使用該工具組為供應商進行培訓。

加速循環經濟平台（PACE） 
PACE 由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成立，並自 2018 年起由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主管。PACE 匯集了各地領導人，
根據循環經濟行動計畫推動遠大的行動，共同為加速轉型
為循環經濟而努力。  
—
Apple 是 PACE 董事會成員。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33



01

礦業責任貿易公私部門聯盟（PPA）    
PPA 是一個跨部門倡議聯盟，致力於支援非洲大湖地
區合乎道德的礦料生產、貿易和採購。
— 
Apple 是 PPA 治理委員會的成員，並與 PPA 共同於 
2019 年前往 DRC 和盧安達。

RE100
RE100 是一項全球倡議計畫，匯聚全球最具影響力的
企業，以推動轉型使用 100％ 再生電力。

—
Apple 是 RE100 諮詢委員會成員。

清潔能源買家聯盟（CEBA）
CEBA 是一個大型能源買家的會員協會，旨在讓所有能
源買家皆能取得清潔能源，開創充滿活力、零碳能源的
未來榮景。
—
Apple 是該聯盟內供應鏈與國際協作工作小組的成員。 

責任商業聯盟（RBA）
RBA 是全世界最大的行業聯盟，致力於全球供應鏈中
的企業社會責任。  
—
Apple 全年與 RBA 及其成員公司緊密合作，開展涵蓋
我們整個供應商責任方案的行動。Apple 作為正式成
員，在 RBA 擔任多個領導職務，其中包括：

•  RBA 董事會成員。
•  責任勞動計畫（Responsible Labor Initiative，RLI）
   創會及指導委員會成員。
•  擔綱責任礦業倡議（Responsible Minerals 
   Initiative，RMI）指導委員會。

責任勞動計畫（RLI） 
RLI 由責任商業聯盟（RBA）建立，是一個由多行業、多
方利害關係人參與的倡議組織，關注全球供應鏈中易
受強迫勞動的勞工，確保他們的權利持續受到尊重和
提升。
—
Apple 是 RLI 的創始成員兼指導委員會成員。

RESOLVE
RESOLVE 是專注永續發展的頂尖非政府組織，在最
迫切需要卻又最能難施行的地區，以建立創新的合作
關係，為這些地區關鍵的社會、健康和環境議題，推動
永續的解決方案。  
—
Apple 與 RESOLVE 及 Tiffany ＆ Co. 合作，在 
Salmon Gold 計畫案中，與育空、阿拉斯加及英屬哥
倫比亞偏遠地區的小型金礦礦工和原住民合作，以特
定開採方式，幫助河水和溪流復育，讓鮭魚和其他魚類
可以繁衍生息。

責任礦業倡議（RMI） 
責任商業聯盟的 RMI 是為各行各業解決其供應鏈中負
責任礦料採購問題時，提供最多協助的組織之一。
—
Apple 是 RMI 指導委員會成員。

聯合人類基金會 (Humanity United) 
培植的流轉創新資金 (Working 
Capital Innovation Fund)
流轉創新資金是早期階段的風險基金，投資有擴展性的
創新項目，以滿足對更透明、更合乎道德供應鏈的需求，
進而解決保護弱勢員工及以負責任方式採購的需要。
—
Apple 是流轉創新資金的創始成員。

我們和供應商都
必須謹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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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行事準則皆以人為本，這項重要的承諾永遠不會改變，在世界努力應對全
球健康危機的影響之際，尤為如此。

無論經歷何種挑戰，我們都會信守承諾，保護供應鏈中的人員，以下簡明的信念便
是我們行事的基礎：

人們理應享有尊嚴，了解自身的權益；應能在權益未獲尊重時擁有發聲管道，並確
信所說的話能得到傾聽、獲得行動回應。

最後，光是解決我們供應鏈內的問題是不夠的，我們更致力與他人分享我們的成
果和工具，也學習他人的經驗，攜手合作，壯大彼此，更快擁有進展。

030201 04 05 06 07 08

勞動人權 
提升職場滿意度  支持人權和環保鬥士 負責任勞工招聘重視員工心聲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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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案管理 
供應商應根據適用法律與法規，藉由適當維護學生成績、
對教育合作夥伴進行嚴格的盡職調查，以及保護學生權利
等措施，確保供應商廠區的學生方案獲得妥善管理。供應
商應提供適當的支援及培訓給所有供應商廠區的學生。

02
 勞動人權在         
《準則》中的重點

每個人都有權在安全和健康的
場所中工作，同時享有尊嚴並
受到尊重。我們《準則》內有
關勞工權益和人權的各項規
定，讓供應商在每個環節都負
起責任。 

 勞動人權

反歧視
供應商不得基於年齡、殘疾、族裔，性別、婚姻狀況、國
籍、政治派別、人種、宗教，性向、性別認同、工會成員身
分，或受到適用國家或地方法律所保護的任何其他身分，
在招募與其他僱用活動中歧視任何勞工。除非適用的法律
或法規要求，或出於工作場所安全的審慎考量，供應商不
得要求進行懷孕或身體健康檢查，並且不得基於測試結果
進行不當歧視。

防範非自願勞工
供應商必須確保所有工作皆屬自願完成。嚴禁扣留員工的
由政府簽發的身分證件和旅行證件。供應商必須確保員工
的合約是以員工理解的語言，清楚傳達各項僱用條件。供
應商不得對員工於工作場所內或進出公司提供之相關設
施進行不合理之行動與進出限制。不得要求員工向雇主或
仲介支付招聘費用，或其他類似費用以獲得工作。

薪資、福利與合約
供應商必須達到有關薪資和福利的所有法規要求，包括準
時支付準確的薪資。此外也禁止將扣減薪資做為懲戒手段。
臨時和外包勞工的任何運用，均應遵守當地法律的限制。

工時
供應商必須將員工每週工作時間限制在 60 小時內（包括
加班），而且每七天必須至少有一天的休息。每周常規工作
時間應不超過 48 小時。供應商也必須遵守有關工時和休
息天數的所有適用法律與法規。此外，所有超時工作必須
為自願加班。

反騷擾與虐待
供應商必須致力杜絕工作場所中的騷擾和虐待情況。供
應商不得以惡劣或不人道的方式威脅員工或使其屈從，
包括但不限於口頭辱罵和騷擾、心理騷擾、精神和身體脅
迫，以及性騷擾。

未成年勞工保護措施
供應商只能在員工年齡已超過適用法定最低工作年齡的情
況下，僱用未滿 18 歲的勞工，而且供應商須確保這些員工
不得執行國際勞工組織《准予就業最低年齡公約》（第 138 
號）所定義的高風險工作。
此外，供應商不能要求未滿 18 歲的員工加班或執行夜班工
作。供應商必須根據適用的法律和 Apple 的《準則》，藉由
適當維護學生成績、對教育合作夥伴進行嚴格的盡職調查，
以及保護學生權利等措施，確保學生員工獲得妥善管理。

防範未足齡勞工
供應商不得僱用未滿15歲、低於適用最低法定工作年
齡，或處於義務教育年齡的勞工，以最高年齡要求為準。
供應商可提供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准予就業最低年齡公
約》（第138號）第6條定義的合法工作場所學徒方案，
讓學生從中獲取教育機會，或提供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准
予就業最低年齡公約》（第138號）第7條所定義，屬於
輕量的工作機會。 

申訴機制
供應商應確保員工能使用有效的申訴機制，並應促進管理
階層與員工之間的公開交流。

結社自由與勞資談判
供應商應保障員工的合法權利，允許員工自由與他人交
往、自行選擇成立、參加或不參加各個組織，以及進行勞資
談判，且不得干擾、歧視、報復或騷擾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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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視員工心聲
 有效的申訴管道、持續的員工管理溝通，以及供應商員工的意見
回饋，都對於確保我們供應鏈中的員工能獲得尊重與福祉至關
重要。無論是透過社會對話與正規的員工表述、職場滿意度調
查、匿名熱線、焦點團體訪談，還是年度評估期間的訪談，我們直
接從供應商員工收到意見回饋，有助我們確保整個全球供應鏈
中的勞動人權都能獲得重視。我們還利用這些意見回饋來應對
各種新興的風險、提升對供應商員工與管理階層的權益培訓，並
不斷強化我們的《準則》和《標準》。

為供應商員工提供權益培訓

尊重人權始於權利意識。根據我們的《準則》和《標準》，
供應商必須為員工提供有關其職場權益的培訓。此培訓
通常在新員工入職培訓期間進行，內容涵蓋了國際勞工
標準、當地勞動法規、環境健康與安全，以及《準則》與   
《標準》要求的勞動人權保護等。在此培訓中，供應商員工
會了解工資率、工時及加班政策；申訴機制與匿名熱線，
還有 Apple 關於報復行為的零容忍政策； 以及針對其工
作場所和工作職能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標準等許多其他主
題。至今，我們的供應商已為超過 2,360 萬名供應商員
工提供職場和人權相關的培訓。

2021 年，我們推出一個新的數位平台，以供應商員工的
母語直接向他們提供強化培訓。新平台有助於識別員工
在勞動法規和職場要求上知識程度的落差，並據此調整
使用者體驗，以協助確保更充分理解教材。我們與供應商
員工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並根據他們的需求修訂內容，藉
此提升效率與參與意願。我們將在 2022 年對更多供應
商廠區擴大實施這項培訓。

尊重結社自由與勞資協商的權利

在員工依個人意願，成立、加入或不加入組織，以及進行
勞資談判的權利方面，我們的《準則》和《標準》都明訂了
我們對供應商的要求。其中包括要求供應商制定有關結
社自由的書面政策、設立申訴機制、秉持善意進行談判，
同時遵守任何已簽訂之勞資談判協議的條款。即使當地
法律限制結社自由與勞資談判權利，我們也禁止供應商
妨礙供應商員工採取其他合法手段來進行結社、與雇主
進行個別和集體交涉，且不得因此干擾、歧視、報復或騷
擾員工。2021 年，有 22 個國家或地區的 580 家廠區僱
用了加入工會的員工，並有 442 家廠區與員工達成勞資
談判協議。

2021 年，我們繼續與 ILO 合作，包括在越南針對新的員
工保護措施以及全國推行的勞動改革，幫助教育並提升供
應商對相關內容的認知，其中包括與結社自由及勞資談
判相關的要求。

 勞動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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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權利人的心聲

所進行的每次評估，供應商員工訪談都是其中的重要環
節。我們每年會訪談數萬名供應商員工，在主管人員迴
避的情況下，以員工的母語進行面談，以確定他們的工
作體驗是否符合審查員在評估過程中的觀察。在 2021 
會計年度，儘管 COVID-19 疫情持續帶來挑戰，我們仍
在評估流程中，增加訪談的供應商員工人數至 87,626 
人，比上一會計年度接受訪談的人數增加了 35,000 多
人。我們將任何形式的報復視為對《準則》的重大違規行
為；去年，我們進行了超過 42,230 次後續追蹤電訪，以
確認參與訪談的供應商員工沒有遭受報復。

我們的《準則》和《標準》明定要求建立意見回饋管道，
其中包括供應商廠區的申訴機制。此外，我們還提供第
三方匿名熱線，並能隨時以任何語言直接聯繫 Apple 環
境和供應鏈創新（ESCI）團隊。當有問題被投訴時，我們
會要求供應商管理階層立即調查並及時解決問題。

2021 年，我們向主要供應商廠區的 22 萬多名供應商
員工發起宣傳活動，目標使供應商員工進一步了解第三
方申訴熱線服務。該活動包括分發 1 萬多張資訊卡與傳
單，以及在參與廠區周圍展示影片、設立現場資訊站及
張貼海報。雖然我們將在 2022 會計年度向更多供應商
擴大推行該活動，但初步推行便已促使第三方熱線的利
用率提升 22%。

回應供應商員工訴求並提供相對應措施

員工的意見回饋，對於提升透明度和保護員工的權利至
關重要。這些意見回饋也代表員工了解自己的權益，並
且對意見回饋管道有足夠的信心，可以自由表達意見而
不必擔心遭受報復。它還使我們的供應商有機會解決及
補救問題，並讓我們找到更好的方式來協助供應商提升
表現。

2021 年，我們透過熱線從供應商員工接獲的報告，包括
薪資與福利、員工關係、供應商廠區的設施、人力穩定
性，以及健康與安全等相關問題。進一步調查調查這些
報告之後，我們發現約有 40% 違反了我們的《準則》。

我們會調查每個案件，並直接與供應商合作以推動改善，
並改進所發現的任何合規性問題。供應商會根據供應商
員工透過這些管道提供的意見回饋來採取多項行動，包
括改進工時、辭職流程、獎金發放時間，以及個人防護裝
備（PPE）的使用。

提升職場滿意度 
除了我們的準則與標準所明定要求的訪談和申訴管道，
我們也接觸供應商員工，以了解他們對職場的整體滿意
度。在 2021 年，我們對大中華地區、印度、愛爾蘭、馬
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英國、美國與越南 191 間廠
區的 264,963 名供應商員工進行了匿名的職場體驗
調查，接受調查的供應商員工數量將近上一會計年度的
兩倍。為了了解供應商員工最重視的問題，我們請參與
者對工作場所的不同方面提供反饋，包括工作與生活條
件、食品和管理。隨後我們與供應商合作分析結果，並制
定行動計劃來解決員工的需求和考量。最終，供應商共
計採取 3944 項行動，包括改善的通勤選擇、增加工資
和獎金、提供更多樣化的食品，以及初階經理的技能發
展機會。

2,360 多萬人 

352,589 名 

22 萬名

供應商員工直接參與有關職場體驗的訪
談及滿意度調查

供應商員工接觸到申訴熱線宣傳活動

供應商員工自 2008 年以來接受員工權
益培訓

2021 年

2020 年 

2017 年

2008 年

2007 年

•  在薪資與福利、防範非自願勞工及實習生管理等方面，
   加強供應商在這些勞動人權上的要求

   《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將抵債勞工定義為重大違規
•  啟動勞工權益培訓方案 

•  將《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合規要求深入擴及供應鏈，
   乃至於零組件製造商

•  將《準則》與《標準》的應用範圍擴及支援
   Apple TV+ 與 Apple Fitness+ 等內容服務的供應商

方案里程碑

   將《供應商行為準則》的評估擴及其他服務供應商，例如
   支援 Apple 直營店、 Apple「地圖」和 Apple 人工智慧
   及機器學習的服務供應商

2012 年
  將《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的評估擴及我們的客戶
 服務中心、物流和維修中心

2011 年
•  啟動工時方案

2005 年
   《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完成制定

 勞動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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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管理階層與勞工之間的持續交流

雇主和員工之間如果缺乏或中止溝通，可能導致勞資
糾紛和職場滿意度低落。為了促進供應商員工和管理
階層之間能有更健全的對話和問責環境，我們持續與 
SCORE Academy 合作，該組織在全球各大供應鏈提
供出色的勞務支援，我們以 ILO 開發的培訓課程做為基
礎，成功推出了 SCORE 方案。SCORE 方案旨在讓供
應商員工直接參與決策，藉此讓中小型企業發展並創造
更優秀的職場環境。該方案目前已在中國的供應商廠區
實行，讓管理階層和供應商員工代表有機會針對 EHS 
風險、工作場所對話、生產力，以及防止職場騷擾等問題
合作提出解決方案。

支持人權和環保鬥士

支持當地人不受限制獨立發聲，對於識別與評估供應鏈
深層的風險與機會至關重要。我們在 2021 年支援 60 
多個世界各地的人權與環保組織，他們倡導的議題包括
採礦社群的經濟和社會權益、防止現代奴役行為，以及
媒體自由。

全球人權基金會（Fund for Global Human Rights）是
公開的基金會，在全球與超過 25 個國家或地區與當地
人權組織合作；我們持續與該基金會合作，為致力開創
改變的族群與個體提供支援，並藉由這樣的方式來支持
運動人士、推行運動，以及提升生活品質。我們向該基
金會的前線社運人士和人權鬥士提供財務方面的支援，
他們致力推動各項議題，包括採礦社群的經濟和社會權
益、包容性經濟增長、司法倡導、環境正義、法律規定、
健康與安全，以及對採礦社群的公平補償。2021 年，在 
Apple 的支持下，全球人權基金會與 11 個草根組織達成
合作。

Apple 曾獲頒「終止奴役獎」（Stop Slavery Award），
與湯森路透基金會（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建立起堅實的合作關係，並在過去兩年中支援他們的工
作，以推展媒體自由、促進更具包容性的經濟，並發揚人
權。2021年，在 Apple 的支持下，共有 14 位年輕的人
權鬥士得以參加湯森路透基金會的 Changemakers 計
畫案。Changemakers 計畫案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
創新人士，致力為緊迫的人權議題制定具體的解決方案，
其中包括氣候變遷、社會經濟包容、媒體自由，以及資料
與數位權利。

在該計畫案中，Changemakers 參加一項為期數周的
計畫案，目的在於使前線倡議人士與當地獨立記者建立
關係，並提升他們的能力，這些獨立記者透過媒體讓大
眾關注這些議題。

我們也支援湯森路透基金會的 TrustLaw，該基金會為
世界各地的人權和環保鬥士無償提供法律支援、研究、
培訓、工具與資源。TrustLaw 的業務遍及 175 個國家
與地區，與代表 120,000 多名律師的數百個法律團隊
合作，為 4,000 多個組織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

進一步了解 
進一步了解我們如何在供應鏈落實《準則》和《標準》，
請查閱《我們如何與供應商合作》。

2020年，中國東莞的一間重要供應商面臨員工
高流失率的問題，而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供應
商員工的滿意度低落。
該廠區在多個調查類別中的得分都低於平均水
準，這也使他們的總得分在我們調查的所有廠
區中處於倒數 10% 的位置。我們的團隊與供應
商合作，進一步分析結果並找出改進方案，隨後
供應商即實施包括改善供應商員工的食品供應、
提升工資與獎金。2021 年再度對該廠區進行調
查時，工作場所的滿意度在每個類別中都有所
提升，從而使該廠區的整體勞工滿意度得分提
高 25%，員工流失率也下降將近 6%。我們將繼
續與他們合作，進一步推動改善。

透過改善供應商的表現來提
高勞工的滿意度

 勞動人權

40

https://www.apple.com/supplier-responsibility/pdf/How-We-Work-With-Suppliers.pdf


最終組裝，印度 



02

 負責任勞工招聘
我們承諾尊重供應鏈中工作人員的權益和尊嚴，即使面對尚未
進入我們供應鏈的人員，也堅持相同立場。

保護我們供應鏈中的員工免遭強迫勞動

我們的《準則》、《標準》及其所提供的保障對所有員工一
視同仁，不會因員工的工作內容、工作地點，或進入我們
供應鏈的方式而有差別待遇。相關保障也包含對強迫勞
動的零容忍態度。

我們對供應商實施嚴格的政策和程序，以保護我們供應
鏈中的員工免遭強迫勞動。其中包括挑選進行評估的供
應商，所根據的因素如工作地點（這可能會使他們面臨更
高的強迫勞動違規風險），以及其之前的表現及/或違規或
受到指控的紀錄等。

供應商可能還要接受與業務性質或員工人數相關的其他
專案評估，如聘僱外籍約聘員工，以及位於較高風險勞工
流動通道等供應商。我們的《準則》與《標準》還要求所有
供應商員工都能使用有效的申訴機制。此外，我們還提供
第三方匿名熱線，並能隨時以任何語言直接聯繫 Apple 
環境和供應鏈創新（ESCI）團隊。當有問題被投訴時，我
們會要求供應商管理階層立即調查並及時解決問題。

我們嚴禁全球供應鏈內出現任何形式的非自願勞工，而且
會在每次供應鏈評估（包含突擊評估）時觀察是否有相關
跡象。去年，我們實施了超過 1,100 次評估，未發現供應
鏈內有任何人員被迫工作的情形。我們確實在台灣發現兩
起案例，有人為了保障個人工作而支付了招聘費用，這屬
於《準則》的違規情事。我們都會要求供應商直接向其員
工退還全額費用，並且透過第三方審查員確認退款。

在供應鏈中杜絕抵債勞工情事

我們對抵債勞工採取零容忍政策，這是《Apple 供應商行
為準則》的重大違規情事（最嚴重等級的違規）。支付招
聘費用、扣留員工的護照或個人身分證件，或限制員工的
行動自由，都構成供應鏈中的主要風險，並違反了我們的    
《準則》和《標準》。自 2008 年起，我們開始實施領先業
界的計畫，以找出並補救任何此類違規行為。

我們禁止供應商向員工收取任何與勞工招聘和/或僱用相
關的費用，即使這些費用符合該供應商營運所在國家或地
區或該員工祖國的法定規範。如果我們發現收取任何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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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的情形，將要求供應商迅速採取行動，為受影響的
人提供補救措施，並將任何招聘費用直接償還給其員工。
之後我們將透過第三方審查員確認退款狀況。從 2008 
年到 2021 會計年度，我們的供應商已退還 3,320 萬美
元招聘費用給 37,322 名供應商員工。

為進一步加強實施我們的《準則》和《標準》，我們在某
些高風險環境中還進行專門的抵債勞工審查，包括高風
險勞工流動通道與經常僱用外籍約聘勞工（FCW）的領
域。選擇離鄉背井到海外求職的外籍約聘勞工雖然僅佔
我們供應鏈的一小部分，卻更有可能冒著高風險支付招
聘費用，因而導致了抵債勞工的出現。

我們在 2021 年於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台
灣、泰國、越南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進行了專門
的抵債勞工評估。這些評估的目的是確定並核實外籍約
聘勞工在其勞工招聘過程中完全沒有支付任何費用，並
檢驗招聘、簽約和管理外籍約聘勞工的程序中是否存在
漏洞。每次審查都會檢驗供應商和勞務仲介機構的文件，
並與勞務仲介機構和外籍約聘勞工進行面談。

我們對負責任的勞工招聘所採取的措施

雖然勞務仲介不是 Apple 供應商，但我們的《準則》和
《標準》也同樣適用，這正是我們與供應商及其勞務仲介
密切合作的原因，目的在於確保他們擁有培訓資源和工
具，進而在招聘的初期就落實相關規定。

首先，我們從確定與供應商合作的勞務仲介著手。然後，
我們與這些仲介和供應商接觸，對他們提供負責任的招
聘實務培訓。除此之外，我們還在勞工出國工作前，以及
到達我們的供應商廠區時，對他們提供權益培訓。

我們在 2020 年對勞務仲介進行一次廣泛的追蹤調查，
目的在於更清楚了解我們供應鏈深層的招聘管道。2021 
年，我們進一步擴大調查範圍，找出在 32 個國家與地區
為 482 家廠區服務的 1,182 家勞務仲介。

這些勞務仲介代表了超過 87 萬名員工，其中有超過 
427,000 人在 Apple 生產線上工作。我們還開始要求
印度、韓國、馬來西亞、台灣、泰國和越南的潛在供應商
進行勞務仲介追蹤與負責任的招聘培訓，作為我們供應
商選擇盡職流程的一環。

我們將繼續利用這些資訊與已確定的勞務仲介合作，提
供定向培訓和能力培育，幫助他們改進勞務事宜的處理
方法。此舉不僅能讓在 Apple 供應鏈中的就業人員受益，
也會對全球範圍內的數十萬人產生正面影響。

加強對本土勞工招聘的盡職調查

我們負責任勞工招聘方案最初著重於供應鏈中的外籍
約聘勞工（FCW），從那時起，我們便繼續為本土招聘
的勞工擴大施行並加強盡職調查。除了進行《Apple 供
應商行為準則》的標準評估之外，我們還對勞務仲介進
行實地考察和面談，了解他們招聘流程的第一手相關資
料，並對供應商的招聘流程進行專項調查。2021 會計年
度，我們進行了 146 次專項審核和調查，包括監察社群
媒體管道上的招聘資訊和招聘活動、找出不合規的情事，
例如有差別待遇的職位列表、非法雇用工讀生與實習生，
以及未支付簽約獎金等。

從 2008 年到 2021 會計年度，我們的供應商已退還 3,320 萬美元招聘
費用給 37,322 名供應商員工。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  發表負責任招聘盡職調查工具組
•  為英國和歐洲的人口販運幸存者擴大了就業機會計劃的
  規模 

•  擴大勞務代理機構追蹤範圍，整個供應鏈中確定的
  勞務代理機構數量增加近三倍。

方案里程碑

•  透過 RBA 將負責任招聘工具組推廣到整個業界
•  對我們供應鏈中的勞務仲介進行廣泛的追蹤調查 

2018 年
•  獲頒湯森路透基金會（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的終止奴役獎（Stop Slavery Award）
•  與 IOM 建立合作關係，為人口販賣倖存者創造就業途
  徑，獲得 Apple 供應商的全職工作
•  追蹤我們供應鏈中外籍約聘員工的移動與受僱路徑，
  找出較高風險的勞工流動通道  
•  與 IOM 合作，在供應鏈中推廣進行出國前入職培訓

2017 年
•  發表我們的第一份現代奴役聲明

2015 年
•  實施禁收招聘費用的政策

2014 年
•  與國際移民組織（IOM）建立合作關係

2008 年
•  依《準則》規定，開始限制員工支付招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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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清潔供應鏈建立負責任招聘能力

我們積極在供應鏈的各個層面推動負責任勞工招聘措
施，在此過程中，也穩定建立起清潔供應商的能力。

2015 年起，我們透過盡職調查發現，為直營店提供清潔
服務的供應商大多層層轉包，使得我們很難清楚了解諸
如薪資、工時以及他們對待員工的政策和做法等情況。為
解決此問題，我們限制清潔服務只能委外轉包一層，且須
事先徵得許可。這項政策至今已執行多年且頗有成效。

我們也透過獨立的第三方評估定期評估清潔供應商，確
認其遵守我們的《準則》與《標準》。這些評估包括與清
潔人員進行一對一的面談，面談以員工的母語進行，並且
沒有管理人員在場，內容涵蓋各種主題，包括他們的薪資
發放時間和情況、他們是否了解自己的權益，以及他們能
否採取申訴機制。我們透過這些評估與持續互動，得以找
出不足之處與機會，幫助供應商進步成長，進而惠及直營
店員工與透過這些服務供應商僱用的所有其他人員。

透過工具和培訓改善招聘實務

我們相信，保護措施始於權利意識；自 2008 年以來，已
有超過 2,360 萬供應商員工接受勞動權益的相關培訓。
然而，如果要為勞工提供完整的招聘流程支援，我們發現
到：我們要為涉及這個生態系統中的每個人與組織，包括
勞務仲介和供應商在內，都提供有力的支援，才能主動確
保他們的勞工權益在每一個環節都得到保障。

我們與國際移民組織（IOM）和負責任商業聯盟（RBA）
合作，向 2020 年亞洲五個高風險勞工流動通道內的所
有 Apple 製造供應商，以及我們全球所有的物流和清潔
服務供應商，推出「負責任勞工招聘工具組」，幫助他們
改進招聘盡職調查。我們在 2021 年繼續施行這項措施，
範圍擴及 10 個國家與地區、超過 39 個額外的供應商廠
區，惠及全球近 77,000 名員工，其中有 66% 的人員就
在 Apple 生產線上工作。2021 年，我們持續加入新的工
具，以協助供應商找到並化解涉及其他群體的風險，如外

派和承包人員，或是工讀生、實習生和學徒。我們為勞務
仲介機構提供了額外的風險評估工具，並在整個供應鏈
和業界內建立標準化的勞務仲介承包商盡職調查。

我們更與教育技術公司 Quizrr 合作，針對供應鏈負責任
的招聘要求開發數位化勞工權益培訓。此培訓課程以我
們的《準則》和《標準》，以及 ILO《核心公約》為基礎，針
對員工、勞務仲介，以及管理人員和供應商廠區負責招聘
的人員而設計，旨在加強供應鏈各個層級對負責任勞工
招聘的認識與理解。培訓內容包括僱用活動、職場政策、
職場溝通，以及 COVID-19 疫情相關的健康與安全最佳
實務等模組。

我們按初步試行計畫於 2021 年推行這項培訓，提供給 
4,600 名位於台灣與泰國的供應商員工，以及多家菲
律賓勞務仲介，也計劃擴展至所有外籍約聘員工的出國
前入職培訓，以及他們抵達目的地國家或地區後的入職
培訓。

1,182 家
確認 1,182 家勞務仲介，這些仲介支援 32 個
國家或地區的 482 個廠區

為整體產業推動負責任的勞工招聘標準

雖然我們在自身供應鏈中取得了重大進展，我們也在將
所學到的經驗和開發的工具分享出去，以協助大家都能
更快取得進展。

2020 年，我們與 RBA 合作定制並擴充負責任招聘盡職
調查工具組。2021年，其他 20 家 RBA 成員公司也在各
自的供應鏈中應用了這個工具組，協助建立起整個產業
的職場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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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
我們會定期對我們的供應商進行獨立的第三方評估，包括突
襲評估，以檢驗是否符合我們標準中的 500 多項要點。其中
包括大量的文件審查，以確保所有招聘和人事紀錄詳實且準
確。除了對有風險的供應商進行專門的強迫勞動評估外，我
們還要求許多供應商參與全廠區的評估，如驗證評估計畫，
以核實供應商整體業務的績效。如果我們發現供應商的合規
性或能力有落差，我們會要求他們實施矯正預防行動計畫。
目前為止，我們的評估涵蓋了我們 94% 的直接製造支出。 

我們會調查每份報告
除了徹底評估我們的供應商在落實這些標準的表現外，我們
還收到來自新聞媒體、政府、民間社會組織、我們供應鏈中
人員的報告，並鼓勵大眾透過 apple.com/tw/supplier-
responsibility 報告疑慮。我們會調查每份報告，並時常要
求 Apple 團隊在 24 小時內進駐現場。

迅速行動與嚴厲懲罰
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都是違反我們要求的重大違規（最嚴重
的違規等級）。一旦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我們便會通知供應商
的執行長（CEO），並將供應商立即列入觀察名單，進而等待
矯正預防行動計畫的順利完成。觀察期包括不再提供新計畫
案與新業務，以及中止現有的業務合作。除了商業懲罰外，如
果供應商無法或不願達到我們的標準，他們便將面臨從供應
鏈中除名的風險。自 2009 年以來，我們已指示從供應鏈中
移除 24 個製造供應商廠區，以及 170 家未能達到我們要求
的冶煉廠與精煉廠。

今年採取的行動
在 2021 會計年度，我們在超過 1,100 次評估中，並未發現
供應鏈內有任何人員被迫工作的情形。我們確實在台灣發
現了兩起同一供應商的員工支付招聘費用的案例。根據我
們的要求，供應商直接退還員工這些費用。目前為止，我們
的供應商已直接向其 37,322 名員工退還了 3,320 萬美元
的招聘費用。

我們的《供應鏈年度進度報告》中的人員與環境
自 2007 年以來每年發布一次（先前稱為《供應商責任進度
報告》），該報告詳細說明了我們在供應商要求的所有領域中
的進度、挑戰和未來計畫。

了解我們的年度進度報告

致力打擊人口販賣及披露奴役行為
該披露資訊是一份專門文件，重點在於我們在整個供應鏈中
防止和解決強迫勞動風險所做的努力，同時包括我們對整個
業務的盡職調查流程，包括製造、原物料和貨物採購以及服
務。本報告表明我們與 UNGP 保持一致，並符合英國、澳洲
和加州的監管要求。

了解這份披露

不斷提高標準
我們每年都會重新審視我們所有的供應商要求，不斷提高
供應商必須符合的標準，以繼續與我們開展業務，並公開
發布更新。

了解《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和《Apple 供應商責任
標準》

深入了解
我們發布了其他報告，讓供應鏈的資訊透明公開。我們的    
《衝突礦產報告》說明了我們以負責任的方式採購原物料的
工作。我們的《冶煉廠與精煉廠名單》發布了我們全球供應
鏈中所有經確認的錫、鎢、鉭（3TG）、鈷和鋰冶煉廠與精煉
廠的名單，《Apple 供應商名單》更是分享了占我們直接製
造支出至少 98% 的公司及其所在地。

了解這些披露

我們如何努力    
杜絕供應鏈中的
強迫勞動 
Apple 對於強迫勞動採取零
容忍態度。在我們供應商營運
所在的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
中，我們擁有包括獨立第三方
在內的專家團隊，他們會監控
我們的供應商並制定領先業界
的程序，以協助確保沒有人受
到強迫工作的情況。我們全面
詳盡的政策甚至在我們與供應
商簽訂合約之前就已展開，並
且我們一直在提高標準。

我們制定了最高標準 
消除強迫勞動始於制定和維持最高標準。我們的標準往往超
越法律要求，以保護人們免受強迫勞動風險。 

我們及早參與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強迫勞動風險，我們深知必須在工作人員
進入我們的供應鏈之前開始努力。

我們確保供應商善盡職責
在我們實施了全面性的預防措施後，獨立的第三方評估就會
檢驗我們的供應商是否符合我們的標準。尋找強迫勞動的證
據是每次進行供應商評估的一部分。如果我們發現任何違反
了我們《準則》和《標準》的行為，我們會迅速採取行動補救
問題並改善他們的營運狀況。

我們追蹤進度並透明地報告          
持續提升需要透明化和問責措施。自 2007 年以來，我們一
直針對我們在所有工作中所做的努力發布各項報告，以透明
地分享我們的進度和挑戰。

我們定期與利害關係人                
進行交流與合作 
與利害關係人和權利人的交流對於問責至關重要，以確保我
們在必要時採取行動並取得快速進展。

與國際架構保持一致 
Apple 政策和我們的供應商要求符合各項國際勞動人權標
準，包括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UNGPs），以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標準。

Apple 的人權政策
我們的人權政策概述了我們如何對待公司相關的所有人，
包括顧客、Apple 員工、業務合作夥伴，以及供應鏈每個環
節的工作人員。

了解 Apple 的人權政策

《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和《Apple 供應商責
任標準》 
我們的供應商要求包含嚴格的負責任勞工招聘標準，並且適
用於所有供應商，可保護全球的員工。我們嚴格禁止在無法
進行充分盡職調查的地區進行勞工招聘，並維持零招聘費用
政策，許多方面都超越了法律要求，因為我們認為任何人都
不應為取得工作而支付費用。 

了解《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和《Apple 供應商責
任標準》

全面性追蹤為我們的策略提供相關資訊
有效的策略需要深入了解我們的供應鏈。目前為止，我們已
在 32 個國家和地區，針對與我們供應商合作的 1,000 多家
勞務招聘仲介進行追蹤。

頂尖的策略需要頂尖的工具。
Apple 與國際移民組織合作開發的負責任勞工招聘工具組，
為供應商及其勞務仲介提供易於使用的工具，協助他們有效
地管理及報告數據，甚至在工作人員進入我們的供應鏈之前
就降低強迫勞動風險。除了提供實務操作培訓外，我們還將
這些工具公開提供給其他人使用。

意識認知就是力量
我們要求我們的供應商在員工上班的第一天就為其提供職
場權益培訓。這有助於確保每個人都了解其權益，以及如果
這些權權益沒有獲得重視的處理方式，其中包括能以匿名方
式直接與 Apple 聯繫。外籍約聘員工在我們的供應鏈中雖
然只佔小部分比例，也會在出國前及抵達目的地國家或地區
時接受培訓。目前為止，我們的供應商已為超過 2,360 萬人
提供了職場權益培訓。此外，去年我們直接接觸了供應鏈中
的 35 萬多人，以了解其職場體驗。

為持續提升而挹注投資
透過我們新的供應商員工發展基金，我們將投資 5,000 萬
美元來擴展各項方案，以期持續提升權益培訓體驗、員工發
聲平台，以及供應商員工教育機會。

國際勞工組織（ILO）
我們與 ILO 密切合作開展了許多計畫案，其中包括關於權 
益和促進員工發聲的計畫案。Apple 是 ILO 強迫勞動全球
業務聯絡網的成員，也是指導委員會的成員。

國際移民組織（IOM）
Apple 與 IOM 合作開展多項舉措，包括開發我們的負責任
勞工招聘工具組，並就該工具組培訓我們的供應商。

責任商業聯盟（RBA） 
Apple 全年與 RBA 及其成員公司緊密合作，開展涵蓋我們
整個方案的行動。我們作為正式成員，擔任多個領導職務，
其中包括：擔任董事會成員、責任勞動計畫（Responsible 
Labor Initiative，RLI）創會及指導委員會成員，以及責任
礦業倡議（Responsible Minerals Initiative，RMI）指導
委員會成員。

責任勞動計畫（RLI） 
Apple 是 RLI 的創始成員兼指導委員會成員，RLI 由 RBA 
建立，是一個由多行業、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的倡議計畫，
關注全球供應鏈中易受強迫勞動的勞工，確保他們的權利 
持續受到尊重和提升。

全球人權基金會（Fund for Global Human 
Rights） 
Apple 與該基金會合作，支持草根運動人士以及人權和環
保鬥士，使在地的聲音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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碞ൊٍ܌蔭匍牐 

ᴼԨ疛礚೯媲蝱ᤉꖥۏ璢ᙚख़牧㮉ӟꕭ疨ಥ秚걆牧ൊ
ෲᴡ塅牐�����ଚ牧㮉茐ಌں匍㺔氂Ԑڋࣂ㷢ꖮ㪔ں
蝍擽碉㮆ׁ䛑袽ӿꖮ秚瑊ਟ獊ፙ橕ጲ觓檺牧㪔ಥڋ襑ᥞ
氃ख़ණൕጲṜ㱢ط奍ׁ䛑珶牧犥坌禅ൊ܌ਟ獊牐�����
ଚ牧����樌ׁ䛑珶皜玟糷갹ᰂ蛪ಒꗰጲණൕ牧ࣂ䟖搳螂纷
ӿ戺֍秚༂戔㯪ਟ獊牏ࣂ墣硩秚瑊戔㯪ں蝱ᤉਟ獊疛礚牧
犥ࣂኟ叨姘虁๘樌瞲疩ਟ獊ක֣秚瑊ጲꖥۏ璂๎ಆ
ൊ܌牐

03  蛪ட覄ጲ،皐ꖮਟ獊

�����ଚ

�����ଚ 

�����ଚ
•  樄旰�),7�Ṝ檦Ꮉ懵䨝
挷獨ꖮ戺ߞ伛㳷̿ӿꔢ갵Ԩ肬䮣،皐ꖮਟ獊牏麁䋊̾ࣂ  
  ֍牏ꔷ纷ਟ獊ᓖ牏麁䋊ܨߞ靆蝢䁭牧犥姴盪ԫ硲䛑
  虋碉㯪ᒶፙ橕ᥞ
•  雮ኡ絑ऺ战ݣ걤ැ䓚

ܗਨׁ䛑珶ਟ獊麁瞲ڬ  •

ෝໝ᯿纷Ꮸ

 䰤伛̿㯽ຨዩᓖፙ橕ᥞ̾䔶ጲ̾伛㳷̿ۓ  •
•  傶揗揣蕣ꗰ秚蛪ጲ秚瑊蕣ꗰ珶ڬਨ̾�%TTPI�秚瑊戔懯
  ਟ獊瞲̿ܗ 
•  ശ㵕秚瑊ਟ獊懯向  

�����ଚ
•  ),7�䋊ᴻጲ獉਼䛑ኡꔣ揣犨珶䮣肥ፒ��6&%ݣ�
  ೯媲咳疻֣ݴᎹ绗ಆ��-7'�ጲ౯㹓

�����ଚ
•  ୍缏�),7�䌕槹覿ओ䌕疑ꖥۏ璢ᙚෝໝ

�����ଚ
•  戔缏�),7�䋊ᴻ

�����ଚ
䰤伛̿ڬ靆矒ܨꕒᔈ瓃ݣꕗ̾ڋ  •

����㮆

����㮆
Ṝ㱢ط奍ׁ䛑珶皜玟糷갹ᰂ蛪ಒꗰጲ匍䁰ණ
ൕ牧犥㶧ٍۘൊ܌皜玟獉ጲ秚瑊ਟ獊

ׁ䛑珶皜玟糷갹�%TTPI�䌕疑朼䌘絑ऺ牏،皐
ਟ獊ԇ氂ᰂ蛪ಒꗰጲණ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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㮉ᴼԨלᵒׁ䛑袽Չ㹓ጲਟ獊牧犖ꖬۏ獺ꗰ虏犢㮉舮��
䄉౯裾ጲૢ֣䁰ಆ牐ྍࢪ㮉傶ׁ䛑珶㹓ૢൊׁૢَ��
걤ს牧虏犢㮉ጲ蛪ட،皐ኟၛߞ搡᮸ꖥॠ糷硬珿牐

鹧疻蛪ட覄،皐ꖮਟ獊ෝໝ牧笕᪄ׁ䛑珶㹓ૢ襑

ᛕ������ଚ犥㬵牧㮉૫妿㶧ۘ᩼ݼ螂�����苭ׁ֗䛑珶
㹓ૢൊׁԨ،皐硽ᙚ걤ს牧獉਼窩荠ኟꔲ،皐牏綧ዩ毆
ᴡ籧訅ᒶෝᶏ牐蝡۲ೢ֣傶ׁ䛑珶ꔢ㹓ૢ獈肬璢懺ӟ
蟂ڔጲىՂ걤懱걤ს牧犥䌕槹ጲ،皐ꖮל،璢懺秚
걆牐㮉蝚螂ׁ䛑珶㹓ૢ咳疻छᰃ牧೯媲傶ๆज़ጲׁ䛑袽
㹓ૢൊׁᰀᥞጲ،皐ꖮל،ෝໝ牐

㮉छꔣ螂݅Գଚጲૢ֣౯ຏ牧ࣂ������ଚ蝱ᤉԨӟཻ
襑戺֍牧虏ׁ䛑珶㹓ૢꖥ萞ྍൊׁݎ訰牧Ԩ薹犢㮉藨傶
磭㮉ጲෝໝ๛㬵ಧꖥ๎䒻ۘ牧犥Է،皐Ꭴ挷
ঈ֝咳疻牐ྍཻ襑戺֍ጲ䌘虡㬵ᛕن㮆皜玟ጲ�������
ज़ׁݸ䛑珶㹓ૢ牧戺֍ෝဪ۲ೢ㺔ܬꗙ礚牏ᆍ讨㿁꘨我藳牧
犥㮆Չᶏ藳牐㮉छꔣ戺֍奾ຏ牧ꖮׁ䛑珶֣ݴ牧ൊׁ
ๆज़๎橕ட،皐牏觶觬螀㵕牏硯渃牏㮆Չ蔫ኟ縌፧
ጲૢَ牏걤სꖮ걤懱妔㹓ૢ牐

ℂ������ଚ樄থ牧扗璢懺䌔ྎڢശᤉๆꔢꕗ獉਼牧㪔懯
㴟ࣂ犋Ԍஎശ鹢ᛘٍ犢㾴疑牐

03

䔶،皐硽ᙚۓ

�����ଚ牧㮉媣媲ۓ䔶ࣂܗጲ甴穇،皐ෝໝ牧㷢ꖮෝ
ໝጲׁ䛑珶ӿ牧๎ज़螈���	�ጲ㹓ૢฏ穇牐ᴼԨ薹究ኟ
ꔲ،皐ፙ橕㺔氂犥ख़牧㮉螭ꖮ吚瑿ጲ֣ݴय़֏֣ݴ牧窔
咳娄ӥᇇ牧傶玈ૢఙ๘樌ጲட،皐ൊׁණൕ牐�

㮉螭ණൕ䌘ܗ吚瑿獋疑ᐓ玟،皐ӿடጲ硽ᙚꖮኟ
ᙚ،皐๑率ׁ䛑珶蝱ᤉ璢懺牐๑率Չ㹓矑ݒጲ璢懺۲ೢ物
ኟᙚ懯㴟걢扇牏৽䋠毮ጤ塟䲒牏㯽砮ꖮኟꔲ瑊眤ຨጲꔢ
䲒涢ෝဪꖮဝ咅牏ਁ甴虁牧犥،皐ኟꔲ،皐ጲ
ӟ膢걢扇牐๎ى�������Չࣂ蝡Էᐓ玟،皐ӿட矑ݒ๑
率牧ٍӿ۲ೢ㬵ᛕ�%TTPI�ׁ䛑珶皜玟ጲ����㹓ૢ牐ݸ��

ྍख़牧ׁ䛑珶皜玟ӿ๎ꚞݷݸ����硽ᙚՉ㹓ݸ���蠴
咅Չ㹓矑ݒ獋ꖮኟꔲ،皐걢扇ෝᶏጲ璢懺牧磧奰๎ى�
���������ଚ糷갹ᰀᥞጲ،皐Ꭴ挷ꖮࣂ䛑珶㹓ૢׁݸ���
㶧ۘ牐

 蛪ட覄ጲ،皐ꖮਟ獊

 ،皐ꖮ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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朼䌘،皐ᐱᐘ䟖玲獊ᶏෝໝ

糷갹ட،皐걤ს牧䌘ꔣ碉꘨،皐ᐱᐘ覍ଊᰀᥞ牧㪔
ӭ3'�ࣂ:-(����癲㬵䜗Ԑஎ虋갹ๆۓᰀᥞ牐㮉ࣂ�
�����ଚꖮ麃Ճ䒍塅ॠ䋊ட،皐䌕疑֣ݴ牧ۓ䔶㮉
䌘蛪ட،皐ጲ獊ᶏෝໝ牐ٍӿ۲ೢ扇㺔ׁ䛑珶㹓ૢَ
꘨ጲட،皐襑牧犥ׁ䛑珶ፔںಆൊׁጲ걤ს牧ಥڋ
犋᪄Ԑ걜㪔ڬਨᤉ㵕懯向牐

ྍཻ戺֍ӿ牧ྰӟ֗㷢ꖮᘐ᮸걆硩ڪӟճלጲ䁭ޟ牧䁭
戺֍奾ຏ㳷걆ኡꔣ樄ݴ獉਼۲珀㮆Չ걢扇୍捍牪ᘓ姈ޟ
咳毆ਨꔣ������ଚശڋጲꔢ懯向ꔢ걤ს牐 

03  蛪ட覄ጲ،皐ꖮਟ獊

�����ଚ
•  ꖮ䌕疑ׁ䛑珶㹓ૢ֣ݴ牧ڬਨๆ窼獈ጲட،皐ෝໝ
•  갵䔶ꔢ㹓ૢ獈肬璢懺牧羳獈ๆज़๎橕ட،皐牏觶觬
  螀㵕牏硯渃牏㮆Չ蔫ኟ縌፧ጲૢَ牏걤სꖮ걤懱

ෝໝ᯿纷Ꮸ

�����ଚ
•  ෝໝ鹧疻ᛘܗ
•  傶ܗ皜玟蠴率ጲૢ֣Չ㹓ൊׁ璢懺
•  ����苭ׁݸ䛑珶㹓ૢ㷢ꖮ硽ᙚෝໝ
•  䌔籧訅Ꭴ挷璢懺碉ݴ羳獈ׁ䛑珶ꔢ蝱㹓ૢ獈肬璢懺ෝໝ 

�����ଚ
•  ෝໝ鹧疻ᛘܧଷ
朼䌘،皐ꖮኟᙚ㺔氂ጲ加ڝԇᥞׁ䛑珶皜玟걤ۘӟ羬ࣂ  •
  缏玞ݸ،皐䲒介

�����ଚ
•  ꔣӿ㾴戔缏،皐硽ᙚෝໝ
•  閌㵕傶穇㹓ૢᘓ戔ጲ،皐挷ෝໝ

�����ଚ
•  ୍缏�%TTPI�ׁ䛑珶�),7�䋊ᴻ牧ۓ䔶吚瑿ᓖՉ㹓ጲ䌕
  䮣Ꭴ挷
ຊׁ䛑袽ӿጲՉ꘨ૢ䋊觓檺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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戔缏磧Ṝጲਟ獊䰤伛
䁎ਞ瑥໓ጲᇕැਟ獊䰤伛牧ਨڬ虁സ碞থꔣל
傶Ԩל虁Չ气ጲ،皐絑ऺ牧蝡Էᥞ᩼緳ᓖ
䰤伛

ꖮ㾴ꘉဪ牏ဪ憒絑ऺ䰤伛ӟꖬ牧綍ᛘๆ傶瑥໓ጲጲׁ䛑珶ᥞ

叨ߞጲ戔懯蕣纷牧ℂӟ樄থ疰䟖ኡๆਟ獊ጲᇕැ

覿ط䮣ኵጲ蝚ขଷ걤懱襷
䟖ኡๆਟ獊麁䋊ߞ牧ḓط襑ᥞԨ薹麁䋊ߞጲֶኡ牏㱪ਃ牏걜

牏ֶኡᰂ牧犥匍๎ጲל虁സ碞牧蝡䰬ጲ狶ဪ牧襑ᥞ᩼
ᤉ䮣憒塅牏ๆۓ蝚ขጲ걤懱

㬵ᛕ᩼螂�������疑秚䯤ಆ硩ᵟጲ걤ැ

挷獨��������ज़圵麁䋊ߞ

�������㮉ጲׁ䛑袽ӿ䟖ኡๆਟ獊ጲࣂ
걅եߞ

㮉虏ׁ䛑珶ℂӟ樄থ疰ꖥ斕渃ꗷ䢔ๆਟ獊ጲ㱢ط
걅եߞ牧萞犥ശ㵕ๆਟ獊ጲ麁䋊ֶߞኡ

  
ከꔣࣂๆਟ獊ጲ걅եߞෝᶏጲૢ֣牧糷�)4%�毈咳
̀7EJIV�'LSMGI�ଚଷ磧ְ֣ݴय़֏́ꕝ殻

   

ᛕ������ଚ蚏牧㮉ಆ๎ጲ磧奰奲蕕皜緡㰍ֶኡ
ๆਟ獊ጲ걅եႵ笰鹲ᴼလ鹲

   

ꖮ�'LIQ*36;%6(֣ݴ�牧ࣂ������ଚശڋ
妿瞙ٶጲਟ獊Ⴕ笰鹲Ⴕ㻌

 
ശ㵕碉㮆䮣ኵጲ蝱疻

㮉೯媲ശ㵕䮣ኵ䰤伛牧㪔䒻ۘ獺ꗰ،獊ጲ䁰ꔧհ牧犥ശ鹢ๆ�������������������������������
ᎇอጲ麁䋊盢牧萞ྍత㮉ጲׁ䛑袽ٍ犢覿ओጲૢ֣Չ㹓

 
ꖮ�'4%ڬ֣ݴ�ਨ獊ꔢ藨挨牧ኡꔣ戺֍걫৽䮣ٍ犢叨䮣ಆֶ���������
ኡጲႵ笰鹲ਟ獊

    
䒻ۘڬਨ걫৽叨ߞ蕣ꗰኡႵ笰鹲ጲ�-4'������䰤伛牧
褔犵戺֍ጲ걟꘎ଷ牧ݷ䦒ൊׁ鹧ॠ碞ᤉጲ䕃

')42�ጲ�8S[EVH�>IVS�)\TSWYVI�ෝໝ獺
থ墣夹皜珶牧䒻ۘၿᴼ걫৽䮣玈ૢ䌘ܨ檺
麁䋊ߞጲ矑藉

ๆਟ獊ጲ麁䋊ߞ 
ਟ獊犢覿ओ玈ૢጲ،皐ٍ虁碉㮆�%TTPI�ׁ䛑袽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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㮉懪ਨ㪔䁎ਞ瑥໓ጲᇕැਟ獊䰤伛牧䰤伛᩼緳
ᓖᥞ牧ꖬۏ犋睢牧傶Չ㮉ጲ،皐絑ऺൊׁ๎לۏ虁牐
蝡Էᥞ緡ڝꔣ㮉ጲ̾伛㳷̿牏̾䰤伛̿犥ݒ̾ᓖڬ�
ᇕ搡憒塅̿�677牧ڋᛕꔣݲॠ㾴ꘉဪ瞲疩ܼ㳷牏緳
ᓖ秚䯤牏絑ל䰤壆憒ਨ絑ל䰤伛牐�

ꘊஎ㮉ๆ蝱ӟྎ牧ᔝட戔懯㮉ጲ叨ߞ蕣ꗰꔷ纷牧䟖
ኡๆਟ獊ጲᇕැ牧㪔嘦藨碉㮆ׁ䛑袽᮸螞盌ྌ嘦ጲ،皐
ݴݫمᛕ蛪ጲׁ䛑袽牧ꖮٍ犢ڋਟ獊憒ਨ牐㮉ๆ
֣牧㶧ۘ虏ๆਟ獊ᇕැ౯傶䮣ኵ憒塅牐 

ጲ䰤伛ڬ㺔揣ਨ蝚ขଷڬ

㮉ጲ̾伛㳷̿̾䰤伛̿ᥞׁ䛑珶䟖玲സ碞牧嘦לಆ
๎㹓ૢጲ،皐ਟ獊牧ٍӿ犖۲ೢ麁䋊ֶߞኡਟ獊牐،獊
ጲ麁䋊ߞᓖෝໝ牧襑ᥞ獊ᶏԨ薹ྌֶࣂኡጲ麁䋊ߞ
ฏൊׁݞ牧犋ޟ䁭ߞ虁玈ૢጲෝ牐ਡ碉ӭ蝚ขጲ麁䋊ל
麁䋊ߞႵ㻌牧螭۲ೢم樄ᇕැጲֶኡෝ牏㱪ਃ牏걜ꖮ
ၿ聻牧犥傶㹓ૢ䟖玲ጲל虁സ碞牐�

�ਟ獊襷ߞ������걆懯ଚଷ牧֣傶㮉麁䋊ࣂ
�'LIQMGEP�7EJIX]�(MWGPSWYVI牧'7(�ጲӟ蟂ڔ牧�
������ज़疑ׁ䛑珶皜玟ىՂԨٍ麁䋊ߞႵ㻌牧犥ٍ����
ਃ硯ꖮਟ獊㶧捍牐�蝚螂ྍ螂纷牧㮉挷獨Ԩ��������ज़�
圵加ᇚጲ蕣纷麁䋊ߞꖮ䛑ኡ牐蝡殻ᤉ㵕౯㬟�%TTPI�ꕭ
矑ණڋጲॠ蟂ڔ牧۲珀�%TTPIࣂ�ӿ㾴ᓖ���	�犥ӥጲ
ׁ䛑珶牐蝡Է갿硁ݣ䒻ۘ㮉Ԩ薹ঈ֝ๆআ瑿ശ㵕ๆਟ
獊ጲ걅ե麁䋊ߞጲֶኡ牧犥㮉䛑扗䌕ဴꔣෝᶏጲ
ਟ獊緳ꕱૢ֣牧ಎꖥ癲㬵磧ॠጲ硳ፆ牧ל虁ׁ䛑袽ૢ֣Չ
㹓ጲ،皐ꖮਟ獊牐

虏ׁ䛑珶ݣ犥糷갹ๆਟ獊ጲ걅եߞ

萞ከׁ䛑珶مጲ獊ᶏ麁䋊ߞႵ㻌牧㮉ๆۓԨ薹Է
蕣纷ӿ䟖ኡ֝圵麁䋊ߞ牧犥ׁ䛑珶ঈ֝ל虁㹓ૢݒغ
矑藉牐蕣ꗰ叨ߞ䦒ֶኡጲ蕣纷ፙ橕麁䋊ߞ牧ᇚ獨ฏႵ笰鹲
ᴼလ鹲牧痀ꔣ㮉ጲׁ䛑袽ኡᰂ磧ॠጲᇕැԐӟ牧犖ฏ
ׁ䛑珶㹓ૢࣂ蕣ꗰ皜玟ӿ磧ଊኡڪጲӟ气麁䋊ߞ牐㮉
牧虏ׁ䛑珶ߞ䛑袽ശᤉֶኡๆਟ獊ጲ蕣纷걅ե麁䋊ׁࣂ
ӟ樄থ疰ꖥๆ斕渃瑿ꗷ䢔ๆݴ螕ጲ걅եߞ牐

ᛕ������ଚ犥㬵牧㮉ಆ๎ጲ磧奰奲蕕皜玟᮸㰍褖ֶኡ
ๆਟ獊ጲ걅եႵ笰鹲ᴼလ鹲牪㮉犥ྍ傶छ器牧ꖮ襉奲
հ蕣ꗰ珶֣ݴ牧䒻ۘ犢㮉ࣂ籧螀螂纷ӿ㱢ֶطኡ蝡Է걅
ե麁䋊ߞ牐

㮉ፔں犖ڦኡ蝚螂�'7(�玲갹牧犥㮉傶ശ㵕䟖ኡๆ
ਟ獊ጲႵ笰鹲ᴼလ鹲ᘓ୍缏ጲꔷ纷ಆ硩ᵟڪጲ걤ැ牧
㬵ᘎ靍ๆ鹢ိज़سጲැ牧۲ೢ讞茐鹲牏ຨැ㮉ׁ䛑
袽ӿֶኡጲٍ犢ॠᰂᇕැ牧犥ڦ朼䌘ๆज़ᇕැ硬䟖ๆਟ
獊ጲ걅եߞ牐�

�����ଚ牧㮉蝫媲ᒬԬଚ糷毈聅㾴絑ऺל虁ੵ��)4%
̀7EJIV�'LSMGI�ଚଷ磧ְ֣ݴय़֏́ꕝ殻牧犥蔭㮉ࣂ
ׁ䛑袽ӿശ鹢ֶኡๆਟ獊蕣纷麁䋊ߞጲۙۏ牐㮉ฏ䮣
ኵᒬӟ樌犖ฏࠕӟӟ樌糷갹ྍꔭꗛጲݫم牧扗ꕝ殻ե蔭�
%TTPI�ശ㵕ׁ䛑袽蝱疻ጲ瞚蘊糷갹藨ݣ牧㮉ꖮ覿疩奲
婻ጲ೯媲֣ݴ牧鹧ॠ䟖ኡๆਟ獊ጲ蕣纷麁䋊ߞ牧蝡䰬ጲ蔭
匍犖糷갹蔭牐

03  蛪ட覄ጲ،皐ꖮਟ獊

 蝚螂ๆਟ獊ጲ麁䋊ߞਞ虁،皐
挨לጲᇕැ牧๎ۘꔣלӿ䟖ኡๆਟ獊牏ๆ絑ߞ㮉ጲ叨ࣂ 
玈ૢ氝ਯጲਟ獊牐ਟ獊ጲᇕැࣂ盌絑ׁ䛑袽ӿ蝱ᤉࢨ硩
ٛኟ牧犋㰍ꗰᐱ㮉ᛕ૪ጲׁ䛑袽牧ๆꖥֶ㮉䮣率ಆࣂ
ጲᐓ玟瑿ݒፆ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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覿䮣ኵ䟖ᤉๆ،獊ጲ玈ૢל虁സ碞

㮉೯媲ശ㵕䮣ኵ䰤伛牧㪔䒻ۘ獺ꗰ،獊ጲ䁰ꔧհ牧萞
ከ㮉ꖮ碉㮆䮣ኵڦ靆橕狌Չጲ橕狌䌕䮣Ꭴ挷㬵ശ鹢
ๆᎇอጲ麁䋊盢牐ٍӿ۲ೢꖮ覿疩覍硰ଲ奲婻ݷ䮣
ߞ걫৽叨ࣂ牧犥ڬ秚牧樄咳ᥞጲૢَ牏䰤伛֣ݴ걆م
ׁ䛑袽ӿ嘦缏ശ鹢ֶኡๆਟ獊ጲ麁䋊ߞ牐�

�����ଚ牧%TTPI�౯傶Ⴕ笰걫৽ኟ叨翕᪡��')42�ጲ�
8S[EVH�>IVS�)\TSWYVI�ෝໝጲ獺থ墣夹皜珶牐')42�
ฏӟ㮆ከ覍硰ଲ奲婻�+VIIR�%QIVMGE�覿疩ጲज़ෝ
�靆橕狌Չ懯向ໝ牧扗懯向ໝ樄咳Ԩ�8S[EVHW�>IVSڦ
)\TSWYVI�ଙݤ牧犥碄אյ䮣ၿᴼ玈ૢ䌘ܨ檺麁䋊ߞጲ矑
藉牧㪔ൊṜ碉㮆獊걫৽蕣ꗰ䮣䌘硬珿麁䋊ߞᓖ狶ဪ
ጲ藨挷牐42('�ࣂ�ጲԝ圵㱢ط걅ե麁䋊ߞႵ㻌愊牧%TTPI�
犖๎ಆ揙糽牧ᘓӭ㮉૫妿ׁࣂ䛑袽ӿ؋ྋֶኡٍӿ
ಆڝጲ蝡Է麁䋊ߞ牐%TTPI�ྰଚ䌔걆㶓䁭蝱疻牧䋿匍䌘�
8S[EVHW�>IVS�)\TSWYVI�ଙݤጲ瞚蘊牐

�����ଚ牧㮉ꖮ�'PIER�4VSHYGXMSR�%GXMSR��'4%ݴ�
犢ᤉ䮣ಆٍਨԨӟ㮆ꔢጲ藨挨牧ኡꔣ戺֍걫৽䮣ڬ֣
ኡႵ笰鹲ጲਟ獊牐扗奲婻傶獊م藨ጲ覍硰ଲ奲婻牧
䌕傶翑ᜌ麁䋊ߞ牏媲ᇕැ絑ל叨ߞጲ戔懯ׁ䛑ൊ
�ᴼလ鹲ጲ�+VIIR7GVIIRᒾኽ薹究ෝໝ牐Ⴕ笰鹲ڋ
'IVXMƊIH81�藨挨傶غ揲ӭم樄牧ፔ䰤ࣂꔣ傶獊ӯኵጲم
ፙ橕걤懱牧萞犥ശ㵕ๆ鹢ိጲ牏ߞൊׁๆਟ獊ጲ걅եݫ
獊䮣ኵጲ硬ᶑ牐�%TTPI�૫妿䟖ኡ�+VIIR7GVIIR�ૢَ犥
ശ鹢ๆ֍䛑袽ӿ戺ׁࣂ�ጲ�7EJIV�'LSMGI�䰤伛%4(�
ਟ獊ጲ麁䋊ߞ牧ℂᘓֶ㮉ጲ磧奰奲蕕皜玟����	�旉ኡ
ๆਟ獊ጲႵ笰鹲ᴼလ鹲걅եߞ牐蝡殻磧ꔢ蝱疻犖䌔ֶ�
%TTPI�ׁ䛑袽犥ख़ጲٍ犢ݫمꖥ䄪ๆਡ珿瑿ל虁ӯኵݲ
瑿걫৽蕣ꗰ䮣玈ૢጲ،皐ਟ獊牐�

㮉ࣂ������ଚꖮٍ犢ݫم犥獊걫৽揶ค㶧걆�-4'�
ӿๆႵ༪瑿ኵਨ걫ٍࣂਨӟ殻獊ꔢ䰤伛牧㪔ڬ牧樄থ֣ݴ
৽蕣ꗰ䮣ጲ̀ਟ獊́Ⴕ笰鹲䰤伛牐�

-4'������䰤伛䌔ꔣ������ଚശڋ牧䌔螕ኡꔣ걫৽蕕蟴
襉հ牏襉奲հᇕැࣂ蕣ꗰ螂纷ӿֶኡጲႵ笰鹲牧ٍӿጲ
Ⴕ笰鹲ኡꗯ۲ೢꕭ矑ֶኡ麁䋊ߞႵ笰襉奲հ牏ख़䵹ᇕ
ැ牧ࣂක֣姘虁๘樌Ⴕ笰ኟ叨ኡጲ秚َ牐蝡殻䰤伛䌔
ֶׁ䛑珶ꖥႵ༪ӭ盠蝧ڤਨ麁䋊ߞฏ玽ᒨݴਟ獊䰤伛牏
仂靦걟꘎ጲ㻌加戺֍牧犖ꖥ狶傶鹧ॠ碞ᤉጲछ器牐

㮉犖ꖮ�'LIQ*36;%6(֣ݴ�牧ࣂ������ଚم樄
ശڋᒨݴ�'PIER�4VSHYGXMSR�%GXMSR�䰤伛ጲႵ笰鹲Ⴕ
㻌牪'LIQ*36;%6(�ฏӟ㮆㰷꧊袽֣ݴ奲婻牧ꖬۏശ
疻ࣂ叨ߞ戔懯蕣ꗰӿ䟖ኡๆਟ獊ጲ麁䋊ߞ牐蝡䌔๎ۘ
ꔣׁ䛑珶ਟட瑿傶皜玟ꗷ䢔ๆਟ獊ጲ麁䋊̷ߞ

03

᩼螂��,000�疑

ᒬ���ଚ
糷毈聅㾴㾴疑絑ऺל虁ੵ��)4%�7EJIV�
'LSMGI�ଚଷ磧ְ֣ݴय़֏ꕝ殻

皜玟م樄麁䋊ߞጲֶኡਟ獊걤ැ牧౯㬟�
%TTPI�ॠ蟂ڔጲꕭ矑ණڋ

�����ଚ
•  蝫媲ᒬ���ଚ糷毈聅㾴㾴疑絑ऺל虁ੵ��)4% 
  7EJIV�'LSMGI�ଚଷ磧ְ֣ݴय़֏ꕝ殻
•  蝚螂麁䋊ߞਟ獊갽襷��'7(�鹧ॠ걤ැ硩ᵟ塅瑻
•  Ⴕ笰걫৽ኟ叨翕᪡��')42�ጲ�8S[EVH�>IVS�)\TSWYVI
  ෝໝ獺থ墣夹皜珶
•  ꖮ�'PIER�4VSHYGXMSR�%GXMSR��'4%ਨႵ笰鹲ڬ֣ݴ�
ᴼလ鹲ጲ�+VIIR7GVIIR�'IVXMƊIH81牐  
•  樄থڬਨ�-4'������ๆਟ獊Ⴕ笰鹲䰤伛

ෝໝ᯿纷Ꮸ

�����ଚ
•  ಆ๎磧奰奲蕕皜玟ֶݞኡๆਟ獊ጲႵ笰鹲ꖮᴼလ鹲걅եߞ
  
�����ଚ
•  樄থᥞ磧奰奲蕕ׁ䛑珶ݼ�%TTPI�㶓䁭ਡ碉麁䋊ߞ䓚ਃ
•  ಆ๎磧奰奲蕕皜玟䌔ڝ傶�+VIIR7GVIIR�छ伛������ጲ
  Ⴕ笰鹲ๆ矦౯ๆਟ獊ጲ걅եߞ

�����ଚ
•  䌔麁䋊ߞᓖෝໝ皤֑ᛘ橕棎襉奲հ蕣ꗰ皜玟

�����ଚ
ӿᤪ戺傶����疑ܝڔꙃ戺ߞ珶ࠔ�1MRH�XLI�7XSVI�襉ࣂ  •
  襉ࠔ珶ӿጲᒬӟݸ
•  蝫媲ᒬӤଚ糷갹�1MRH�XLI�7XSVI�戺ꗷ傶�%��ᒶ奍
•  걫৽䮣ӿᒬӟ疑糷ꗷ傶聅㾴㾴疑絑ऺל虁ੵ��)4%
  7EJIV�'LSMGI�ଚଷ磧ְ֣ݴय़֏ꕝ殻ጲݫم

�����ଚ
•  咳ᒬӟճ̾ᓖڬᇕ搡憒塅̿ڝ蔭

 蛪ட覄ጲ،皐ꖮਟ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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蝚螂㮉ጲ獊ׁ䛑袽牧㮉๎秚걆傶ӯኵݲ瑿ጲՉ獺ꗰ秚걆牧ٍӿ۲ೢ䒻ۘ婘
蕣ꗰ䮣ጲಧꖥ癩蚣牧㪔㶧୍ۘ缏ๆ๎䕃ጲׁ䛑袽牧傶吚Ӧ෮எૢ֣狶আ伛㯪牐

㮉ጲׁ䛑袽ӿ鹧갵硽ᙚ秚걆ࣂ 

硽ᙚꖮ䌕䮣咳疻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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㮉ጲׁ䛑袽ӿ鹧갵硽ᙚ秚걆ࣂ 
 %TTPI�ᰀ憙硽ᙚ牧㮉ፙྰן㮆Չ᮸䛑扗๎秚걆糷갹౯ےಆ襑
ጲಧꖥᎤ挷牐蛪傶ӟ樌ݫم牧蝡䰬ጲ㰷꧊薪ֶא㮉獺ꗰ叨
๑率虏๎奰蛪䋊聜ጲՉ糷갹ૢߞ๑率牧㪔蝚螂蝡Է叨ߞ
َꖮ걤ს牧傶๛㬵ಒ樄ӟಉظขጲॠ槹牐㮉䌔蝡㮆瞚蘊鹧
ׁ䛑袽ӿጲૢ֣Չ㹓牐 

㮉ጲ�%TTPI�硽ᙚӿட 

ᛕ������ଚ蚏牧૫๎᩼螂�����苭ׁݸ䛑珶㹓ૢ蝚螂㮉
ጲׁ䛑珶㹓ૢ硽ᙚꖮ咳疻҂SEED҃ෝໝ牧糷갹矑ݒṜᒶ硽
ᙚጲ秚걆牏娒嘨抓纷肬䮣藨挨ෝໝ牐

ꘊ茐������ଚ�%TTPI�硽ᙚӿட雮ኡ牧㮉ज़ଚ㬵ℂ�7))(�
糷갹ጲ妿涢૫౯傶Ӧӟեׁ䛑珶㹓ૢ硽ᙚෝໝጲ㷢ᘎ狅
硁牪%TTPI�硽ᙚӿடฏ㮉ׁ䛑珶㹓ૢ咳疻छᰃጲٍӿӟ
絑牐萞ከꖮ吚瑿硽ᙚ秚䯤覍硰ଲ奲婻֣ݴ牧%TTPI�硽ᙚ
ӿட䌔蝚螂蒅硈طᤉ䋊聜ൊׁݣ鹧疻ጲ薹究ෝໝ牧犥א蝱
雍걩ᐓᗮ๛㬵ಆ襑ጲಧꖥ牐咳疻ׁ䛑袽

ꘊ茐ڢথ抓纷ࣂ聅㾴牏ӿ㾴牏ܧଷܗጲ樄戔牧ࣂ�
�����ଚں䌔๎᩼螂����苭ׁݸ䛑珶㹓ૢ㷢ꖮꔢጲ䋊聜
秚걆牪抓纷獉਼瑯ೢ覿疩ۏ璢懺ಧ蔩藨挨牧犥纷戔
懯牏秚瑊Չط蝱ጲ蕣ꗰछ器Ꭴ挷ᒶ抓纷牐

璢訅獉蟂覿疩ۏꖥۏ

㮉೯媲ۙۏൊׁ๎嬝ጲ硽ᙚ秚걆牧犥갵ׁۓ䛑珶㹓
ૢጲ肬䁰妿涢牧㪔虏犢㮉๎秚걆咳疻ๆআጲ肬႖螇᪡牐ࣂ
螂݅ጲԳଚ愊牧๎�������ज़ݸ䋊㹓㷢ۓ㮉ጲኟ叨娄ԇ
ᓖ牏ᛕ㵕麁ಧ蔩Չ㹓姈ݴ䋊ஐෝໝ牐ᛕ㵕麁ಧ蔩Չ㹓ෝ
ໝ䒻ۘ䋊㹓狶আ伛㯪牧ࣂᛕ㵕麁ኟ叨娄ӿ加缏蝱ᤉᛕ㵕麁
秚瑊ጲਟ蕕牏姘虁姘狕֣䮣牪ኟ叨娄ԇᓖෝໝ㳷㶧ۘ䋊
㹓璢訅ಆ襑ಧꖥ牧犥ᔝ蝱㵛犨ኟ叨娄ԇᓖጲૢ֣ꖥۏ牐蝡
Էෝໝ傶䋊㹓ൊׁ蝍Ṝಧ蔩肬֗ಆ襑ጲಧꖥ牐

㮉ጲኟ叨娄ԇᓖෝໝൊׁኟ叨ᓖ璢懺牧犥蝢ଊ䌕傶
ಧ肬໋ᴻጲ䋊ኟᘓ戔牧䌘蕣ꗰ䮣蝱褩肬֗眤岉蚕ጲՉൊׁ
䦘܌ᓖ螇牐㮉Ԩ薹ڪ璢訅छ갷Չಎꖮൊ܌笕ଷಆ癲㬵
ጲݲ圵瓼秚牧ࣂ������ଚ樄থ䌘ׁ䛑珶皜玟ࣂ肬㹓ૢൊׁ
扗ෝໝ牧虏犢㮉糷갹獉蟂䦘܌ಆ襑ጲಧꖥ牐㮉ࣂ������
ଚ䌘ׁݸ����䛑珶㹓ૢ手ᤉԨ蝡殻獊ꔢ抓纷牧㪔憒㴟ࣂ�
�����ଚ鹧疻ෝໝ牐拙ঈྍ气䌘ׁ䛑珶㹓ૢጲ獉蟂ಮ걤牧
䌔䒻ׁۘ䛑珶愆᪄籧螀ಆ襑ጲᰀᥞಧꖥ牧㪔䒻ۘ硬珿玈ૢ
ꔷ犨ሳ牏肝碉꘨玈ૢ笕ଷ牐

ᤎᰂ段

������ଚ牧ज़疑�%TTPI�ׁ䛑珶ꗷ䢔㷢ꖮӟ殻戺֍ӿ㾴ࣂ
ಧ肬硽ᙚෝໝߞ搡ጲ加缏Ꮉ绗牐

春殻ከۺՃ䒍塅ॠ䋊实䮣岈౯ՉᙚᎹᑫಆ昲ᤉጲᎹᑫ
咳匍҆%TTPI�ෝໝጲ奾䮣ኟݲࣂෝᶏጲᚇۏೱ䰤᮸斃傶
ᑲ҆ڋ੧ٍࠠࣂ䮣ၟ֣ૢᑖ䌙̶ݼᐓ䨝揣ղ̶厏ל㴕
᭝ۏෝᶏ̷春եᤓ�%TTPI�ෝໝጲ奾䮣ኟӨ㰍ᤓ匍ڋම栏
ጲಧ悬䌕槱҆ᘓӭ՝㮉晤ᚇࣂๆ䔃ိጲࠠ㵗厏ऺӿ꧌ڔ奾
ᐓࣂԨ՝㮉ጲૢ֣ލ䋊悬च懺岈䋿㵗䛑ኡ̷ٍӿ۲ݴ
䨝ӥጲ嬝҆۲ೢ،ଽ岈ਟ҆كէ֣ૢࣂӿᘎᰂ厏ऺࢪ
ᔱጲᚇֻ҆ۏঈ晁ኡ厏לැᒶٍ՝ᘎᰂ̷

᩼晃���	�ጲ�%TTPI�ෝໝ奾䮣ኟ晄ڪᚇۏ䰤伛ጲں㲍ݸ
ᒶ奍҆春ླֻฏٍ՝䋊㹓ጲ㲍̷%TTPI�ෝໝ奾䮣ኟ吚ӿ
夹๎���	҆ฏٍ՝䋊㹓Չ䤖ጲӤէӥ҆晄์ڪṜ奍ᚇ

 蝱ӟྎԨ薹 
抬㷢褂ᒬ����殷牧蝱ӟྎԨ薹㮉ጲׁ䛑珶㹓ૢ咳疻छᰃ牐

 硽ᙚꖮ䌕䮣咳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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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㮉ጲ硽ᙚෝໝᓖ䰤伛
㮉ࣂ������ଚๆꔢԨ㮉ጲ̾伛㳷̿̾䰤伛 牧̿ข懪ׁ䛑珶ݞꖥ㰱ኡ硽ᙚ秚䯤ಆ痀Ԑ硽ᙚ璢懺ෝໝፙ
橕ጲૢ捝ኟ牪犋ݣ傶Ԩ笕᪄玈㵕ۏ襑霘愆玈㵕ۏᎩ๘耬ݘᘓ㰱ኡૢ捝ኟ牐蝡ฏ傶Ԩ嘦ל䋊ஐ䋿聜ኟ
糷갹掘ጲ妿涢牧๎ۘ犢㮉೯媲糷갹硽ᙚ肬႖咳疻牐

 ����ज़苭Չ

 ᩼ 螂���������Չ
 ׁ 䛑珶㹓ૢ䌔ࣂ������ଚںꔣ�%TTPI�硽ᙚӿ
ட糷갹ꔢጲ䋊聜秚걆

 ׁ 䛑珶㹓ૢᛕ������ଚ犥㬵㷢ۓ硽ᙚ牏ಧꖥ璢
懺ᛕൊ܌抓纷

䌘᩼҆ۏ奲婻̶ᐓ䨝ፙ橕㺔氂ጲ䷥ᚇڋ伛҆ᤓ匍ۏ
ࠠ㵗ၟ֣ૢᑖጲछ̷

ꖮ䋊໋䋊ᴻ֣ݴ 

㮉犖ꖮ硽ᙚૢ֣ᘐ姴֣ݴ牧璢訅吚瑿ಧ肬໋ᴻ硽䒍ጲ
ꖥۏ牧虏㮉ጲෝໝ갹犥తๆज़Չ牐㮉媣媲୍缏ꖮಧ
蔩䋊໋ጲ绐橕狌牧갵蝱糷갹ಧ肬璢懺ጲ秚걆牐૫๎᩼螂�
���肬䮣䋊໋ꕤ䮣ኟ糷ፆꔣ㮉加ᇚጲ獊ෝ֗䋊ஐݸ���
ෝໝ牧战ज़Չꕤ䮣எ犋Ԍܩ砾犨ׁ䛑珶皜玟ጲᓖ肬֗牐

�TTPI%�ۓ䛑珶璢懺䒍㷢ׁ硽䒍ݸ�����������ଚ牧๎ࣂ
ꖯ旰ጲꖥۏ璢ᙚၛ㵕牐螂݅Ӥଚ樌牧%TTPI�૫奲婻����殻
ፙ橕ጲꖥۏ璢ᙚၛ㵕牧ݸ�������๎ى硽䒍ׁ䛑珶璢懺
䒍㷢ꖮ牐

虏ๆज़ׁ䛑珶㹓ૢ矑藉ڪ娒嘨

ঈݷ㮉ྰࣂ殻䮣㵗ӿಆ؊ጲۙ҆ۏ㮉Ө䥁䌖䱛䨝
㬵咳ઁ䄉ॠ坌䮩ྌᶏጲ段̷ٍۏӿ۲ೢධ䟖ๆज़ጲ
彗䢯抓ᑖ҆捰ๆज़ጲ䋊㹓晁ኡ咳ઁ䱛䨝̷㮉ጲ�7[MJX�娒
嘨च懺ྌฏٍӿӟ̷ֻ

ᛕ������ଚէ㬵҆㮉傶ׁ䛑ࠠ㹓ૢൊׁ�%TTPI�7[MJX�
ᑖ承ጲच懺҆春ฏӟ殻ᵲଷ䮩Ṝጲಧᚇ̷㮉ࣂ�
�����ଚ೯媲է䋊㹓ׁ䛑ࠠጲݎ泅傶छ器㬵ਡ࠻㮉
ጲ抓ᑖ҆ुۓԨๆज़彗䢯䋊嬹ጲ䱛䨝҆ݷ䦒ל೯抓ᑖጲߞ
搡ӟᛙ̷ᴼԨ娄ӥ抓ᑖख़҆㮉晤ࣂ������ଚ朼䌘

छ器娒嘨䋊ཝ奲岊旰ӟԷ彗䢯奲ၛ㵕҆۲ೢں䌙ၛ
㵕̶抓ᑖᘎ手̶Ꮉ懵䨝҆ኝᛘ晤岊ᤉԨ吋䮣ُ因̷捰娒嘨
䋊㹓๎䱛䨝岈ԇᓖݷ㱎Լၟ҆ᡐྍא昲抓ᑖጲ㷢岈
̷㮉ᮁ抬昲檦娒嘨䋊㹓手ᤉොጲ䋊嬹ཝ҆էႱݴ
ཝധፙݷጲ抓ᑖ㲌਼҆۲ೢ傶๘Գ㮆因ጲ娄ӥ姜
᪡Ꮉ懵䨝҆է㲍㮆因ጲᶏധ抓ᑖ̷春殻ྎڢ手ᤉݎ䛑
ፙ吚公ᅲ҆ᛕ������ଚէ㬵婦๎ى�����䛑ࠠ㹓ׁݸ���
ૢ㷢ۓ抓ᑖ҆ᘓ������ଚጲ昲檦娒嘨吋䮣ኟՉ䤖౯槱᩼
晃̷ࢦ㮉懯㴟ࣂ������ଚๆ昲ӟྎׁݸ��������ݼ
䛑ࠠ㹓ૢശ䔃春圵Ⴑݴ䋊ཝ̷

䋊㹓Ө㰍ݞฏ䋊嬹娒嘨҆՝㮉晁ኡಧ悬㬵ಒ᭝ݲ圵䋿ኡ
ጲ匍եૢ̷َ%TT�7XSVIࣂ�������ଚശ྄����ڋከ㮉
ׁ䛑椠㹓ૢ樄咳ጲ�ETT̷ׁ䛑ࠠ㹓ૢֶኡ春Է�ETT�
㬵昲ᤉ䱛༂姘捔മᑖᓖᒶၛ㵕҆晤๎唰ज़ኡෞ㮆Չ
咳ઁጲ�ETTֻ҆ঈ懿䛂懺娞㱾ᒐਂ晀䜙̷

䋊ኟ౯傶硽䒍

硽䒍ࣂ瞲疩犢Չ䦒犖ꖥๆ窼獈Ԩ薹抓氂牧ᘓӭ硽䒍Չ갿
ज़牧ե蔭䋊ኟ犖๎ๆज़ᓖ螇䋊聜ꔢಧꖥ牐蝡疰ฏ㮉ጲ
̀懺娞璢懺䒍 ҂́XVEMR�XLI�XVEMRIV҃ෝໝശᤉछ器牐蝡㮆
ෝໝ虏�7[MJX�娒嘨䋊㹓๎秚걆ݼ�%TTPI�ꕭ籧ଯጲ㹓ૢ䋊
聜牧虏犢㮉ࣂ೯媲ᔝ蝱娒嘨ಧጲ螂纷ӿ牧犖ꖥๆۓԨ薹
叨ߞ�%TTPI�ጲ樄咳ᘐ羬妞牐ࣂ������ଚ牧๎ݸ�������
ׁ䛑珶㹓ૢ㷢ۓԨӟ羬๎ڝ橕�QEG37�ETT�ጲ璢懺Ꮉ懵
걆牧獉਼۲ೢ�4EKIW牏/I]RSXI��M1SZMI牐 

櫒ꕍ螂݅獋ଚᶏ屷ݲ圵䜗牧֖ฏࣂ襉ࠔ㿁褧ጲۙۏԐ
Ӧ牧㮉ꕍ೯媲窔螒�%TTPI�ꕭ籧ଯ䌕疑㬵璢ᙚׁ䛑珶
皜玟ጲ獉蟂璢懺䒍牐ᛕ扗ෝໝꔣ������ଚശᤉ犥㬵牧㮉
૫妿璢懺Ԩ����樌ꕭ籧ଯጲݸ����㹓ૢ牧㪔ከ犢㮉媣媲ൊ
ׁ璢懺牐

蝚螂ኟၛಧꖥ璢懺䋿匍㮆Չ咳疻 

Ԩኟݒ㮉䋊ஐෝໝ吚ӿ牧䋊㹓ᴼԨ䌕䮣ಧꖥख़牧螭矑ࣂ
ၛಧꖥ璢懺牧ๆ獊ᶏጲ抓纷ꖥ䒻ۘ犢㮉౯傶౯ےጲݷԫ
ᓖᘐ牐璢懺獉਼蝢ଊ۲珀䦒樌ᓖఙ姼珶갿ᒶԇ氂牐
݅ଚ㮉蝚螂̀懺娞璢懺䒍́秇ݼๆज़玈ૢൊׁ蝡气璢
懺牧ٍӿ綍ᛘ۲珀๛㷢ۓ䋊ஐෝໝጲՉ㹓牐ࣂ������ଚ牧
���㬵ᛕ๎ى�樌ૢ皜ጲݸ�����ૢ矑ݒ璢懺牧㪔矑媲ݼ�
������ज़ׁݸ䛑珶㹓ૢ㯽ധ蝡Է璢懺獉਼牐�

蝚螂ಧ蔩璢懺ൊׁ܌䛑珶ꖥۏ肬႖秚걆

虏玈ૢ๎秚걆糷갹䌌揫ጲಧ蔩䌕裾牧傶ׁ䛑珶㹓ૢ獺ꗰ
櫕ꗟੵᶏ牐ൊׁಧ蔩璢懺๎ۘꔣൊׁ܌䛑珶ጲ籧螀ꖥۏ牧
䦒犖癲㵕Ԩׁ䛑珶㹓ૢጲ肬႖秚걆牐ݷ

���๎ى������ଚࣂ�疑ׁ䛑珶皜玟ጲ�����䛑珶ׁݸ��
㹓ૢ㷢ۓԨಧ蔩璢懺牧۲ೢ秚瑊Չಧ蔩牏걫脲갿꧊矒ڬ�
҂CNC҃秚瑊ᤉ㵕蕕ꖙ姘狕ᒶ抓纷牐

㮉犖೯媲ꖮज़樌橕棎ׁ䛑珶֣ݴ牧ࣂ犢㮉ጲ皜玟୍缏䋿
率秚瑊Չ䋿涢牧虏ׁ䛑珶㹓ૢ갹犥糷갹蝡殻㰷꧊䌌揫ጲ
璢懺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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狝牐ࢦ螂᩼ฏ������ଚጲ蝱褩娒嘨ꕤ䮣ኟՉ갿౯裾ظ秇硽ധ娒嘨抓纷牧ݴ手ᤉ犥窾ྎڢ

聅㾴ׁ䛑珶㹓ૢጲಧꖥ璢懺

獊聅㾴咳疻ӯࣂ螂݅���ଚ愊牧%TTPI�೯媲䁎ਞ瞚蘊牧ࣂ
ኵ奍ጲಧ蔩Ṝᒓಧꖥጲ蕣ꗰ䮣肬率牐蝡۲ೢ㮉����
㱁聅سጲط蝱蕣ꗰ䮣छᰃ҂%HZERGIH�1ERYJEGXYVMRK�
*YRH҃牧ᛕ������ଚ蚏牧扗छᰃණൕ聅㾴ׁ䛑珶樄咳统Ꮙ
ጲ獺ꔢ咳ข牧ℂط蝱ጲ襊疤ಧ蔩牧ڪ傶聅㾴蠴ᴻۓ蝧ׁ
䛑�'3:-(����䰬䟖ᵟૢَ奲牧緡痀扗छᰃጲ౯ຏ牐
㮉螭ॠᰂಮ걤牧傶聅㾴ׁ䛑珶㹓ૢ璢訅ಧꖥ牐�����ଚ牧
㮉礬硁㫎窓硽ᙚෝໝጲ౯ے妿涢牧傶聅㾴ጲׁ䛑珶ശ
旉ݣኡ獺ꔢጲ娄ӥ硽䋊牧獉਼窩荠ڦ獊ꔢጲ硽ᙚෝໝ牧ڋ
ᑐ䛑ኡۘ๎䦘܌ጲಧ蔩牧ঈ戔懯ௐ姘牏懯向ໝᓖ珶
䮣䌃֣牐

 �����ଚ

 �����ଚ

•  ᒬӤ瞙䋊㹓ۓ獈ኟ叨娄ԇᓖ牏ᛕ㵕麁ಧ蔩Չ㹓姈ݴ䋊ஐ                                  
�ෝໝ

•  7))(�ෝໝ㷢ۓᘐՉ갿螈ڪ�����苭ݸ�

•   ൊڋꔢᥞ牧羳獈獊ꔢ硽ᙚ殻ፔᓖ䰤伛
•  ׁ 䛑珶㹓ૢ硽ᙚꖮ咳疻��7))(�懯㴟㷢ꖮՉ갿᩼螂�����苭
•  鹧疻聅㾴ׁ䛑珶㹓ૢጲಧꖥ璢懺ෝໝ

 �����ଚ

 �����ଚ

 �����ଚ

 �����ଚ

 �����ଚ

•  鹧ॠꖯ旰ׁ䛑珶㹓ૢ硽ᙚꖮ咳疻҂SEED҃ෝໝ牧羳獈�7[MJX���

•  ശڋኟ叨娄ԇᓖෝໝ
•  ਰಮ獈�%TTPIط�蝱蕣ꗰ䮣छᰃ牧ݼ聅㾴ׁ䛑珶ൊׁಮ걤

•  7))(�ෝໝ㷢ꖮՉ갿螈ڪ�����苭�

•  ശׁڋ䛑珶㹓ૢ硽ᙚꖮ咳疻҂SEED҃ෝໝ牐 

•  ᒬӟ瞙ኟ叨娄ԇᓖꕤ䮣 

•  ശڋ聅㾴ׁ䛑珶㹓ૢጲಧꖥ璢懺ෝໝ
•  ᒬԬ瞙ኟ叨娄ԇᓖꕤ䮣
•  螕ኡꔣᛕ㵕麁ಧ蔩Չ㹓ጲ֣ݴ樄咳抓纷

 ෝໝ᯿纷Ꮸ

�肬䮣藨挨ෝໝ����������

����������ꖮ璢懺걤ს

����ଚ牧㮉鹧ॠԨ㮉ጲ抓纷獉਼牧۲ೢ螀ᓓಧ
蔩叨䮣㶧걆҂'SQTYXMRK�8IGLRSPSK]�-RHYWXV]�
%WWSGMEXMSR牧'314�8-%҃ጲ抓纷牧犥걫脲ಧꖥ牏䌕
䮣敟꘨ᓖ҂걫৽蟈հᓖ牏手ᓓ蔭հ蕣֣҃犥걤
ැ걜ᓖጲፙ橕抓纷牐䋊㹓䌔蝚螂蝡Է抓纷傶䦘܌
狶আ伛㯪牧౯ے奾䮣எꖥ玲갹䦘܌걤໓牐

ᴼԨ蝡Է秚걆牧㮉犖傶ݸ�����玈ૢൊׁ舣承抓
纷牐㷢ۓጲ䋊㹓螭ݣ犥虏Գ㮆疑ହ౯㹓㷢ۓ抓纷牧ى懯᩼
螂�������Չ๎秚걆䁭ݸ㷢ۓ牐蝚螂�%TTPI�硽ᙚӿட牧
㮉䌔ॠଐۓ蝧鹧疻聅㾴ׁ䛑珶㹓ૢጲಧꖥ璢懺ෝໝ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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ӿ㾴౯᮸ो皐ጲ懯向ໝ憒㴟䒍�4PEQ�.��蔭ᐐ物̀匍ࣂꕰጲፙן�%TTPI�抋ጲ͂ՉՉݣ娒嘨 牐̓́
4PEQ�ฏ蝚螂�%TTPI�7[MJX�娒嘨ෝໝ䋊聜娒嘨ጲ��������ज़ׁ֗䛑珶㹓ૢԐӟ牐

 %TTPI�㰷꧊薪䋿ꘉໝֻ | 璢訅獊ꔢௐ姘  

ᛕ������ଚ蚏�%TTPI�೯媲傶ׁ䛑珶㹓ૢൊׁ�7[MJX�纷
承ጲ璢懺牧۲ೢ�M37�छ器Ꭴ挷牏7[MJX�4PE]KVSYRHW�
蝱褩�ETT�樄咳牐๎ӟ犥ӥጲ䋊㹓牧ࣂ㷢ۓ璢懺䦒๎ݞ禅
靦綍ᛘਡ獊䷱๎娒嘨妿涢牧֖ࣂ奾䮣䦒പ൏Ԩಆ襑ಧꖥ牧
犥戔懯㪔樄咳痀ꔣᛕ૪ጲ�ETT牐ݣ

4PEQ�甇ጲݷԫ�7STLMI�'��疰ฏ蝡䰬ጲ䋊㹓牐7STLMI�
蔭ᐐ物̀ࣂ皜玟ԇᥞ揗揣憒㴟ኟ叨牧֖ӟꕭ䌘�M37�ETT
ጲܼ樄咳盄眤岉蚕牧ӟꕭయᥞ䋊娒嘨牧֖犥ں䷱๎
秚걆䋊牐́

4PEQ�7�STLMIࣂ�磧எጲ蝱褩娒嘨抓纷ӿ樄咳ӟ྄�
ETT牐蝡྄�ETT�ꖥ砇蟴皜玟匍๎ጲ秚༂戔㯪蝢Ꭴ羬妞牧ࣂ
䲒介ڪ㺔氂䦒牧ݼኟ叨娄揗揣Չ咳ڋ걣䁭牐

㰍ࣂ������ଚ牧ׁ䛑珶㹓ૢ疰樄咳྄����ڋ�ETT牧㪔ࣂ�
%TTPI�%TT�7XSVI�ശڋ牐蝡Է�ETT�殾妿螂瑥໓ጲ疛໑
纷ନ牧嘦לਚ㮉ᒨݴ�%TTPI�䌘ਟ獊ኡ䜛꘨涢ጲṜଷ
ᥞ牐๎战ज़猟�7STLMI�4�PEQ�ಆ蕣֣ጲ�ETT�૫妿糷ׁ
䛑珶ኡꔣᓖ獉蟂ꔷ纷牧ֻঈ秚༂戔㯪姘虁牏矎纷ᓖ
ኟ叨걤ැݣ憙麁牐䋊㹓螭樄咳ٍڋ犢๎ۘ㮆Չ౯裾咳疻
ጲ�ETT牧ֻঈ懿䛂懺娞㱾ᒐਂ蝿瞁牧犥蝍擽ྰ෮ྎ
갿ڔ硢獈ጲ،皐气�ETT牐

7STLMI�蔭ᐐ物̀蝡㮆ෝໝ䌘ฏӟ圵䜗牧虏犥犋ݷ
ෝ㬵ௐᘎኟၛ֣ૢ�牐匍ࣂ걆犥樄咳ᘐጲடꔍᶏ䌘
㺔氂牧㺔ᛕ૪扗ঈ�֝螀ኡಧ蔩ๆۓ羬妞麁瑿薹究蝡Է㺔
氂牐́

ℂ扗ෝໝꕤ䮣எ牧战ज़䋊㹓᮸蔭ᐐᛕ૪ಥڪԨꖮ�-8�橕
肥ጲๆṜ肬֗牐篷抷ฏᵠԇൊׁๆṜ갷奍ጲૢ֣牧ࣂ�
%TTPI�ׁ䛑袽犥ख़疨ಥ秚걆牧㮉᮸ꖬۏ獺ꗰ㮆Չ肬䮣
咳疻ጲ秚걆牐4PEQ�7�STLMI�7ࣂ�[MJX�娒嘨ෝໝӿ糷갹
ጲ妿涢牧虏犢㮉ࣂो皐๎Ԩๆज़咳䠁ጲ绚樌牧穉ঈ敟꘨
樄咳ෝᶏጲૢ֣牐

4PEQ�蔭ᐐ物̀㷢ꖮ蝡㮆ෝໝԐஎ牧咳匍ᛕ૪๎ꖥۏᶏ䌘
ᰀॠ䜗牧䌘๛㬵ןட܉᪄牧磭螀ኡᛕ૪ጲꔢಧꖥ樄
咳�ETT牧虏Չ㮉ኟၛๆۓ聅আ牐́

̀蝡㮆ෝໝ䌘ฏӟ圵䜗牧虏犥犋ݷෝ㬵ௐᘎኟၛૢ
֣牐匍ࣂ걆犥樄咳ᘐጲடꔍᶏ䌘㺔氂牧㺔ᛕ૪扗ঈ֝螀ኡಧ
蔩ๆۓ羬妞麁瑿薹究蝡Է㺔氂牐́ 

 Sophie C. | Apple Swift�娒嘨䋊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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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ᇕැ 

㮉ጲፔ䰤ฏֶݞኡࢨ硩ٛኟᇕැ㬵ኟ叨㮉ጲ叨۲ߞ蕕牪㮉
ྌ绐ྎ๗ፔ䰤螪蝱牐㮉ӟꗹں蝱牧ݷ䦒ꖬۏ犥揗揣犨ጲෝ䟖搳ᇕ
ැ牧篷抷ฏܼথ牏ࢨ硩ٛኟᇕැ牐㮉犖לᵒݲ㮆叨ߞኟꗱ๘ፙ橕
ׁ䛑袽ӿՉ㹓ጲᐱᐘ牐  

 ܼ ᇕැ䟖搳ጲ樂絑盌絑 硩ꖮٛኟැෝᶏጲ蝱疻ࢨ䟖ኡࣂ   ۲蕕  㮉ঈ֝犥揗揣犨ጲෝ䟖搳ܼᇕැ  叨ߞ䁭䔂

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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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걤სၿ聻ᓖ 
ׁ䛑珶䛑ਨ๘ᰂ麁牏戔ਨፔ䰤牏緳介蝱ଷ牧㪔蝚螂℄夹牏ٛڦ
ኡ牏ࢨ硩牏걅եᒶෝٍ犢സ碞牧犥仂靦ֶኡ麁Ꭻꕒැ牏
牏๎靆ᇕ搡ꖮᛕꕍ걤ს牐

 揗揣犨ܼᇕැ䟖搳
ׁ䛑珶䛑哴肬ꗙ礚ׁٍ䛑袽ӿጲፙ橕ܼᇕැ牐ׁ䛑珶䛑ڬਨ
哴肬ꗙ礚硰ᒾꖮᓖ羬妞牧犥挷獨ݣꖥጲ觓檺㪔䟖玲螕吚സ
碞仂斕觓檺牐ܼࣂᇕැૢۓ絑℄䛑蝱ᤉ哴肬ꗙ礚牧犥嘦ਨܼ
ᇕැฏ玽㬵ᛕṜ觓檺瑿玟牧蝡Էፙ橕ጲ觓檺覿ओ۲ೢ悳统牏
磧䘣鹻୶ጲᒐૢ҂礬硁�-03�ጲਨ嬝 牏҃䔶蝁玈㵕Չݘ揠搚
ఙԫ牏๎วꗳฺۏᒶጲ瑥ᰀՉ稗螉憒ఙԫ牧๎ٍ犢ݴ
ጲਯ薪Ṝ觓檺ၛ㵕牧۲ೢ瑥ᰀጲ،皐ꖮਟ獊觓檺牧犥䌘絑
ऺ๎揗ᶏ段牐

 ̾ 伛㳷̿ӿ๎橕�
�ܼᇕැጲᰀ讨
 

 ꖯ䁭ᘐל虁ꖮ玞ݸಮ藗
ׁ䛑珶䛑傶ᓖՉ㹓ꖮ㹓ૢൊׁ玞ݸಮ藗秚ڬ牧犥ൊڋ肬䁰
ኪ藗牐ׁ䛑珶䛑ל虁ꖯ䁭ᘐ牧䌘ٍ蛪לڔ㪔ꕼྋ蝱ᤉ䁭갺牐

 㮉ጲ̾伛㳷̿ණ೯㮉๎๗ӟ
෮牧ֶݞኡࢨ硩ٛኟܼᇕැጲ
ፔ䰤牧螭๎ۏ೯媲犥揗揣犨ጲ
ෝ䟖搳ಆ๎ܼᇕැጲ瞚蘊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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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㮉䟖ኡṜߞ搡ጲܼᇕැ蕣֣叨ߞ牧ݷ䦒㮉犖蝛侅갵ࢨۓ硩
ኟ걤სጲ糷玲穉ֻ牐㮉ጲፔ䰤ฏ๎๗ӟ෮᪢脒樄䟖ጲٛ
ᇕැ牐㮉೯媲螪ݼ蝡㮆ፔ䰤牧ᘓӭ妟ྻ犋刦ᇘ叨ߞጲߞ搡
ᘕኡଷ牐㮉犋䥁ࢨࣂ硩ٛኟෝᶏ獺ꔢ牧犥ۓ䔶ᇕැጲࢨ硩牧
㪔傶ᛕ蛪ٍ犢ݫمጲ盌絑ׁ䛑袽ൊׁණൕ牐

櫒ꕍ蝡ฏӟ殻臒衟ጲ䜗牧֖㮉ꖥ癲㬵ጲྌᶏ段ݷ
䰬犋ݣ褖ᰂ牐㮉ಆശ㵕ጲ虋ᶑ牧犋֖걆段ꖮ㮉叨
ፙ橕蝫ጲՉ牧犖걆段㮉籧螀ጲ䁰牧綍ᛘ傶ๆ鹢ॠߞ
ጲ獊ᐓᗮ癲㬵虋麁牐㮉ጲᤉ㵕ꗰ疰ጲ౯ຏ牧૫妿螐
㮉ጲ䮣率塅否牐ڋ᩼

㮉೯媲朼䌘����圵㱢طᇕැ蝱ᤉࢨ硩ڦٛኡ牧ٍӿ
۲ೢ衶牏枖牏柣牏ቅች牏ᰃ牏桋牏℅牏रැ牏ᑒسࣀᔱ牏桗牏
柌牏梆牏棺校牐౽ᛘ������걆懯ଚଷ牧蝡Էᇕැ㬟㮉
��婦갿ᰂጲߞꗞ叨ڋ�	�犥ӥ牐蝡Էᇕැጲꗷ牧ฏ礬硁
ܼ̾ᇕැ段ڔຊ䲆ໝ̿ӿಆ蝄ݲᇕැ䌘絑ऺ牏ᐓ걆ꖮׁ
䛑袽ጲ段牐

 㮉ፔڦںኡӤ圵ಌྨ㬵仂靦㮉ಆꗰ౯ጲ段㪔
䋿匍盌絑物

•                                                                         ����

•                                                                         ����

•                                                                           �

 蝱ӟྎԨ薹 
ঈ殾蝱ӟྎԨ薹㮉ጲ碉꘨盌絑ᒾኽ牧抬㷢褂㮉
ጲ̾絑ऺ蝱ଷ䁭̿ޟ牐

䟖搳硳ሳ物犥揗揣犨ጲෝ傶㮉ጲ叨۲ߞ蕕䟖搳ࢨ
硩ٛኟᇕැ牧㪔ๆ๎硳螀ኡ蝡Էܼᇕැ牧犥傶ፙ橕ᐓ
ᗮ戔యᘎᰂ牐 
叨ֶߞኡ䄓物萞ከ戔懯妿Ԍᘕኡጲ叨ߞ牧䌔ܼᇕැጲ㰷
꧊磧ॠ麁牐㮉戔懯ᘕኡጲᏞ꘨牏ڦኡ敟꘨ๆꔢ㬵鹧ےص
ꖥ牏ൊׁڦጲ姘狕๑率牏碉狕蕕ꖙ犥ׁӦӟֶ֗ኡᘐֶ
ኡ牧㪔ᰀ걟ֶኡَ㰷꧊ጲ襉奲հ牐

叨ߞ䁭䔂物ۓ䔶叨ߞጲ硩ᵟࢨ硩獺ꔢಧ蔩牧虏㮉ٍ
犢य़֏ꖥ䄪䌔膑蕕ꖙ虋౯๛㬵ಆኡጲܼᇕැ㬵ს牐

 ܼ ᇕැ

 ܼ ᇕැ䟖搳ጲ樂絑盌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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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蝱ӟྎԨ薹 
橕ꔣ㮉ܼࣂᇕැ叨ߞෝᶏጲ蝱ଷ托ఙ牧抬㷢褂
㮉ጲ̾絑ऺ蝱ଷ䁭̿ޟ牐

硩ꖮٛኟැෝᶏጲ蝱疻ࢨ䟖ኡࣂ 
 㮉ࣂ������ଚࢨࣂ硩ᇕැෝᶏ玲갹ᰀॠ蝱疻牐%TTPI�匍ࣂꔣݲ殻叨
������걆懯ଚࣂरැ牐ᔱ牏梆牏枖牏衶سࣀӿ䟖ኡٛኟጲ焗ᰃ牏棺牏ᑒߞ
ଷ牧%TTPI�叨ߞӿ๎ๆज़ᇕැڋᛕٛኟ㬵ს牐

 揗揣犨ࢨ硩ᇕැ䟖搳
篷抷ฏܼኟ牏ࢨ硩ٛኟ걤ს牧㮉緡ꖬۏ犥揗揣犨ጲෝ䟖搳ܼᇕැ牧ٍӿ۲ೢᥞׁ䛑珶ൊׁᒬӤෝ
藨挨牧犥嘦藨ລᇕැ૫ঘ珿ࢨ硩ڋᛕٛኟ걤ს牧㪔䌘ꔢ㬵სጲꔢᇕැ蝱ᤉ麁䋊ਟ獊戺֍牐㮉瑥໓螞ਞ
䰤伛牧犋ظฏࣂ絑ל갷ᶏ牐ಆ๎簉လ皜᮸ᥞ矑ݒᒨ�3ݴ)'(�䰤伛ጲᒬӤෝ加缏疛礚牧犥嘦藨ฏ玽ᒨݴ㮉
ጲ̾伛㳷̿ꖮ̾䰤伛̿牧۲ೢ㮉䌘玈ૢՉ稗犥،皐ਟ獊ෝᶏጲᥞ牐

 ܼ 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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㮉ጲࢨ硩ٛኟᇕැ蝱疻

㮉叨ߞಆኡጲࢨ硩ٛኟැ肨ข牧妿加缏ጲᒬӤෝ秚䯤涢挨螈ڪᒨ
硩ٛኟැ䰤伛牐ࢨ73�������Ԑ-�ݴ

  *%TTPI�ጲ̾ꖘ媼姘ֶኡ憒塅̿䌘ꔣ揗揣犨ጲ๚搡媼姘䟖搳狶Ԩፙ
橕憒ਨ牐㮉ಆ瞲ጲ๚搡媼姘۲ೢᒔ৽牐

硩搡肨ข螕ኡꔣख़䵹牧ฏ礬硁�90d00'�ጲ疛໑奾ຏᘓࢨ** 
咳牐

M1EG����㷼 
ٛኟᑒسࣀᔱ҂ಆ๎ᏻ
Ꭻ䟖ኡ����ѿ҃

ꖮӥӟե叨ߞፙ穉牧۲蕕ಆ
珀ጲरැ仂靦���	 

ԇ秚ຄ篩ැ䟖ኡٛኟ
梆ᰃ痀 

%MV8EK
ԇ秚ຄ篩ැ䟖ኡٛኟ
梆ᰃ痀

iPhone 13

1EK7EJI�ጲಆ๎ᏻᎫ緡䟖ኡٛ
ኟᑒسࣀᔱ

ԇ秚ຄ篩ැꖮ걫穰奲ᓖ㻌س䟖
ኡٛኟ梆ᰃ痀

ԇ秚ຄ걫梧ںꖙꖮஎꖙፙ秚
ጲ矎娄緡䟖ኡٛኟᰃ

M4LSRI����4VS�1E\�ጲ����殻襉
奲հ䟖ኡ���	�ๆṜ穉ֻጲٛ
ኟर腙

���殻襉奲հ䟖ኡ���ѿ�
ๆṜ穉ֻጲٛኟर腙 MacBook Pro 

���㷼

ಆ๎ᏻᎫ緡䟖ኡٛኟᑒࣀ搡

ԇ秚ຄ篩ැ䟖ኡٛኟ梆ᰃ痀

��殻襉奲հ䟖ኡ���ѿ�ๆṜ
穉ֻጲٛኟर腙

iPad mini
ᒬd�dե

ԇ䱛ຄᆅැ䟖ኡٛኟ
梆ᰃ䍋

秚蛪䟖ኡٛኟ衶ᰃ痀**

䟴肨瑊ꖮ秚蛪ጲᏻᎫ䟖
ኡٛኟᑒسࣀᔱ

Apple TV 4K
ᒬ���ե 

ٛኟ衶ᰃ痀秚蛪**100%

100%

100%

35%

���殻襉奲հ䟖ኡ���ѿ�
ๆṜ穉ֻጲٛኟर腙

7MVM�6IQSXI�ख़䵹䟖ኡ�
���	�ٛኟ衶ᰃ痀**

���殻襉奲հ䟖ኡጲٛኟर
腙穉ֻๆṜ穉ֻ

ԇ秚ຄ篩ැ䟖ኡٛኟ
梆ᰃ痀

翕制婻ߞ䟖ኡٛኟर腙

ٛኟᑒسࣀᔱ

iPad
ᒬd�dե

ԇ秚ຄ篩ැ䟖ኡٛኟ
梆ᰃ痀

秚蛪䟖ኡٛኟ衶ᰃ痀**

秚蛪ጲᏻᎫ䟖ኡٛኟᑒ
ᔱسࣀ

۲蕕
ಆ๎�%TTPI�叨ߞ

ኡꔣ۲蕕ፌጲܼ๚媼
姘獊蟂㬵ᛕ揗揣犨ᓖ
ጲຌ瑿*

��殻襉奲հ䟖ኡ���ѿ�
ๆṜ穉ֻጲٛኟर腙

AirPods
ᒬ���ե

Apple Watch 
Series 7

iPad Air
ᒬd�dե

ಆ๎ᏻᎫ緡䟖ኡٛኟ
ᑒسࣀᔱ

걫ፌጲԇ秚ຄ篩ැص
䟖ኡٛኟ梆ᰃ痀

걫ፌ旉數䟖ኡٛኟص
衶ᰃ痀

ಆ๎ᏻᎫ緡䟖ኡٛኟᑒ
ᔱسࣀ

叨ߞ碉꘨䟖ኡ���	�ٛ
ኟ棺ᰃ痀

衶ᰃ痀袓྄ጲ袓䵹䟖
ኡٛኟ衶ᰃ痀ಒꗰ

ԇ秚ຄ篩ැ䟖ኡٛኟ
梆ᰃ痀

ᏻᎫ䟖ኡٛኟᑒسࣀᔱ

��殻襉奲հ䟖ኡ���ѿ�
ๆṜ穉ֻጲٛኟर腙

秚蛪䟖ኡٛኟ衶ᰃ痀

iPad Pro �����㷼
ᒬ���ե

秚蛪䟖ኡٛኟ衶ᰃ痀

���殻襉奲հ䟖ኡ���ѿ�
ๆṜ穉ֻጲٛኟर腙

ٛኟᑒسࣀᔱ҂䟴肨瑊ꖮ秚
蛪ጲᏻᎫ䟖ኡ����	҃

HomePod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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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㬵ᛕ揗揣犨ጲ㬵ს

 ۲蕕
 㮉犋֖ꖬۏਡ獊旉ኡٛኟࢨ硩ᇕැ牧犖傶叨۲ߞ蕕戔Ӧݷ
䰬ጲፔ䰤牐㮉瞚蘊ࣂ������ଚں奰ྋֶኡर腙۲牧㮉䌔
蝚螂ๆ๎硳ጲ戔懯ꖮ旉ֶࣴኡ걅ե媼姘㬵䋿匍ྍፔ䰤牐

㮉ጲ襉奲հ犋䥁鹧ॠ䟖ኡ媼姘۲蕕牧㪔獺ꗰꔢጲ媼姘戔
懯牧۲ೢֶኡ걅ե媼姘㬵玲եॠࣴरැ箓練牏۲蕕ူပ
娓悳ැ牐㮉螭䟖玲ݛӟ殻ᤉ㵕㬵仂靦ֶኡरැ牧疰ฏ
ᰀꔢ戔懯�M4LSRI����ጲ۲蕕牧蝚螂犥媼姘搡ጲ戔懯
牧ֶ㮉갹犥仂靦۲蕕ፌख़ጲर腙ߞ虁叨ל螀蝑๘樌ࣂ
腕牐萞ከ蝡Է硬虋牧㮉ᛕ������ଚ蚏૫䌔۲蕕ӿጲरැ
仂靦���	牐ᘓӭᛕ������ଚ犥㬵牧㮉۲蕕ӿֶኡጲ๚搡
媼姘����	�㬵ᛕ揗揣犨ጲ㬵ს牐

㮉䟖ኡๆज़媼姘ጲݷ䦒牧犖೯媲ಮဴடۏꔣࢨ硩㪔ٛኟ
媼姘㬵სጲ盌絑ׁ䛑袽牐㮉螭䁎ਞ瞚蘊牧ל虁ණ೯獺
ꗰ揗揣犨ᓖጲຌ瑿牧갿ᰂ᪄犥ׁ妔㮉۲蕕ಆֶኡጲ๚
搡媼姘牐萞ከ䌘氝ਯശ鹢㮉۲蕕ጲࢨݣ硩纷ଷ牧㮉ጲ
ፔ䰤ฏ傶ࢨ硩ᇕැ䁰狶ࢨڋ䁭牐

ঈٍݷ犢ࢨ硩ٛኟᇕැ牧㮉ᥞׁ䛑珶ൊׁᒬӤෝ藨
挨㬵嘦藨ٍᇕැ㬵ს牧㪔戺֍ٍฏ玽ᒨݴ㮉ጲ̾伛㳷̿
ꖮ̾䰤伛̿牧۲ೢ㮉䌘玈㵕Չ稗牏،皐ਟ獊牧犥螇盓
ᒶෝᶏጲᥞ牐

㮉۲蕕ӿֶኡጲ๚搡媼姘

 ܼ 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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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ߞ䁭䔂
 㮉䌘叨ߞጲ揣犨থꔣ戔懯螂纷牧㪔揢霭ꔣ叨ߞጲ碉㮆ኟꗱ๘牐
㮉ḓط걆疨ಥٛڦኡጲ秚걆牧֖犋َٛ๎毆๘ےꖥጲ叨ߞ襉հ
ꕍݣ犥౯傶䌌揫ጲᇕැ㬵ს牐

蝚螂ࢨ硩牧㮉ݣ犥ᰀꔢ咳䠁蝡Է걤სጲꕂۏ牐哴ݣꖥ䌔
ᇕැל೯磧Ṝߞ搡牧㮉ݣ犥仂靦蕣ꗰꔢ叨ߞಆ襑ጲꖥ
ს牧ℂᘓ仂靦矎硯牐ྌࢪ㮉䌘ꔣ叨ߞጲኟꗱ๘๎Ԩ蝡
䰬ጲ꘨藨牧㮉戔懯ಒꗰጲꔢӟե蕕ꖙ牧䌘Չ气ꖮ瑿
᮸ๆۓ珿牐

蝡Էۙۏ牧ᰀ讨ࣂꔣ墋㻌牏ෝጲࢨ硩ꗷ殻牐ࣂ㮉ጲꕭ
籧ଯ牧氝ਯ犋㰍ݣ犥꘨涢搳揮㮉ጲ磧ꔢ叨ߞ牧犖ꖥ犥
犋ֶٛኡጲ蕕ꖙ蝱ᤉ矦搳牐蝢螂ꕭ籧ଯ�%TTPI�8VEHI�
-R�矦搳ෝໝᒶ娄ӥଙݤ牧㮉೯媲ࣂ叨ߞӥጲ���	�㾴
疑瑿玟愊ൊׁ叨ࢨߞ硩ෝໝ牐蝚螂蝡Էෝໝ牧㮉ࣂ�
�����걆懯ଚଷꔣ獊א౯᩼螂���雽ጲ걫৽䔂م�����
䬤ᇕࢨ硩牐

傶Ԩ螈౯蝡殻ፔ䰤牧㮉ꖮӟꔷጲࢨ硩皜ݴ 牧֣蝡Էࢨ硩珶
䢐๎斃Ṝጲٛኟ婧硳牧㪔ꖥ挘ਞ㮉ጲ̾伛㳷̿ꖮ̾䰤伛̿ጲ
ಆ๎ᥞ牐傶Ԩ嘦לꖮ犢㮉ጲ֣ݴ橕狌牧㮉犖疛໑ࢨ硩珶
ฏ玽ᒨݴ玈㵕Չ稗牏ਟ獊7,(��ဪ憒牧㪔Ἢ玎犢㮉䟖玲磧

ְ狶ဪ牐ࣂ������걆懯ଚଷ牧㮉ᴼԨ疛礚ٯ簉皜ꖮᔝ簉
皜Ԑख़牧螭ࣂ獊蝱ᤉԨ����ཻࢨ硩皜疛礚牐ྍख़牧㮉ࣂ
麃聅ጲಆ๎ࢨ硩皜᮸૫糷갹�I�7XI[EVHW��6��藨挨牧蝡
ฏ걫৽䮣ጲ覿ط藨挨牐

㮉ꖮࢨ硩皜֣ݴ牧嘦྄ྰל�%TTPI�叨ߞ᮸๎ݴ螕ጲࢨ
硩薹究ෝໝ牐蝢螂璢懺೯媲ጲණൕ牧㮉㶧ۘࢨ硩य़֏
璢訅瞥薹㮉叨ߞጲꖥۏ牧磧ॠ褖ଷ瑿ࢨ硩ᇕැ牧ݷ䦒仂
靦䔂䬤ᇕ牐㮉ࣂ������ଚശ̾ڋ%TTPIࢨ�硩皜瞲ܗ 牧̿
ൊׁፙ橕걤懱妔䌕䮣ጲ걫৽叨ࢨߞ硩皜牧犥ਟ獊瑿瞥玣�
%TTPI�叨ߞ牧ℂᘓ磧ॠ褖ଷ瑿ࢨ硩걤ს牐蝡ճ瞲ܗ疰ࢨ硩
걜ጲྎݲ詽ൊׁ䋿ኡ୍捍牧㪔ശ萃ݣ걜૫瞥薹襉հ
ጲӦᇕැ걤სࢨ硩皜牐蝡殻ૢ֣磧ڢꘊ�4ݷVS�(MWTPE]�
<(6�ӟ蚏ശڋ牧䌔媣媲鹧疻ٍڪ犢叨ߞ牐

ӟ㮆叨ߞ矑茐ӟ㮆叨ߞ牧ঈྍ叨ኟᔵ坌硳䛑牐ꘊ茐㮉犋
䥁ൊṜᇕැࢨ硩ሳ牧㮉犖嘦לๆज़㱢搡ጲٛኟᇕැ蝱獈
䁰牧ׁ�%TTPIٍ�犢Չֶኡ牐 

傶ᇕැࢨ硩癲㬵獺ꔢ硬蝱     
ᥞಒꗰ盌絑ጲׁ䛑袽牧㮉殾哴ݣꖥ仂靦䔂䬤ᇕ㪔ൊ܌
ᇕැࢨ硩ꖥۏ牐㮉֗ꔣ盓癥霥ෛጲᇕැࢨ硩䋿涢�
�1EXIVMEP�6IGSZIV]�0EF҃蚎ࣂᇕැࢨ硩ጲ靫ᒓ牧樄咳ๆ
আ牏ๆ๎硳ጲࢨ硩ಧ蔩牐

㮉犖媣媲ۓ䔶㮉ጲࢨ硩獺ꔢಧ蔩牐㮉磧ꔢጲࢨ硩
秚瑊Չ�(EZIݣ�犥瞥薹�M4LSRI�ጲ藉眤砻牧萞犥ࢨ硩ঈ
ᑒࣀᏻ裡牏棺桗ᒶᰀᥞᇕැ牐ᘓӭ㮉犖ྌࣂ矐ᔲꔢጲ
ෝဪ牧䌔蝡Էࢨ硩ꖥۏ鹧ٍ犢叨ߞ牐ݷ䦒牧㮉犖ࣂ戔
懯牏樄咳介手ๆज़瞥薹ૢَ牧疨ಥℂ叨ߞӿࢨ硩ᇕැጲ
ꔢෝဪ牧ঈ�%MV4SHWص�걫ፌ牐(EMW]�ฏ㮉ጲ瞥薹秚瑊Չ
Ԑӟ牧ਚ媣媲瞥薹�M4LSRI�蕕ꖙ牧虏ࢨ硩皜ݣ犥ℂӿ䢺玲
ๆज़ᇕැ牐(EMW]�ಆ瞥玣ጲ�M4LSRI�ԇ秚ຄ牏疩걫娄ፙ
秚秇奲牧㰍ӟ雽ᇕැӿ۲珀ጲ柣ᰃ牧疰ፙ吚ꔣ樄䟖᩼螂�
������雽鹶Ꭻಆൊ簉ᘓ갹ጲ갿ᰂ牐蝡Էᇕැ걆ཻٛڪࢨ
ॠ唰䁰牧虏㮉ٍ犢皜珶᮸ꖥ螀ኡ蝡Էٛኟᇕැ牧蕣
ꗰꔢӟեጲ叨ߞ牐

 (EMW]�ฏ㮉ጲ瞥薹秚瑊ՉԐӟ牧ਚ媣媲瞥
薹�M4LSRI�戔㯪牧虏ࢨ硩皜ݣ犥ℂӿࢨ硩ๆ
ज़ᇕැ牐

 ܼ ᇕැ

68

https://www.apple.com/tw/recycling/recycler-guides/


05

 㮉ঈ֝犥揗揣犨ጲෝ䟖搳ܼᇕැ

 揗揣犨ጲ걫穰䟖搳 
�����ଚ牧ಆ๎૫嘦ਨጲ枖桋҂ኡꔣ蕣ꗰ�%TTPI�ಆ๎叨ߞ걫穰ጲ橕棎ැ҃ᔝ簉皜᮸૫ۓ獈ᒨ
ᓖ硰ᒾל磈咳疻奲婻҂3)'(҃ᥞጲ加缏ᒬӤෝ疛໑牧殻ፔ۲ೢ玈㵕Չ稗牏絑֣ݴ妿ꕆݴ
羬妞牐㮉䌔媣媲蝱ᤉ氃ख़ጲ哴肬ꗙ礚牧㪔朼䌘ٍ犢걫穰ᇕැঈᎫृ牏椋牏柣蝱ᤉꖮ�3)'(�ӟꖬ
ጲ加缏ᒬӤෝ疛礚牐㮉殾ڦኡ̀揗揣犨䟖搳ૢَᓠ́ӿጲ战ज़ૢَ犥䋿匍ྍፔ䰤牧֧ࣂݣᒬ�
���殷ಥڪ蝡Էૢَ牐

 ℂ蝍擽ׁ䛑袽戺֍觓檺牧ڪ加缏ጲᒬӤෝ疛礚牧ꖮᐓ걆䮣
ኵԱ㵕牧ٛڪ獺ꔢෝݼጲॠᰂಮ걤牧䁎ਞᇕැጲ䟖搳䰤伛ฏӟ
圵揣犨牧襑ᥞ犥ᒾኽ牏雍ڪጲෝဪ㬵䋿ᤉ牐

㮉ꖬۏꔣࣂ叨۲ߞ蕕ӿਡ獊ֶኡࢨ硩ٛኟ鹶ැ
ᇕැጲፔ䰤牧㪔૫玲갹蝱疻牧ྍࢪ䌔媣媲犥揗揣犨ጲෝ
䟖搳ܼথᇕැ牧۲ೢ梆牏柌牏棺ᰃ҂�8+҃犥ٍ犢鹶ᇕ
ঈ枖ᒶ牧ፔں犖ྌ禅ۏ硬珿䟖鹶ᐓᗮٍ雍ꗹጲꔧհ牐

֣傶㮉̾伛㳷̿̾䰤伛̿ӿӟ蟂ڔጲ̾揗揣犨ܼᇕැ
䟖搳䰤伛̿牧窩荠ಆ๎ܼথٛኟᇕැ牧۲ೢط蝱ᇕැ
ኟᇕछᇕැ牐㮉ጲ䰤伛ᒨݴज़殻覿طጲ㾴ꘉ䰤伛牧۲ೢ����
̾肥ݴ㾴ૢ珶յ䮣ꖮՉ稗瞲疩ܼ㳷̿牧犥̾妿ꕆ֣ݴꖮ咳
疻奲婻橕ꔣ㬵ᛕݒ悳统段Ṝ觓檺玟ओጲ鹶Ꭻጲ揗揣
犨ׁ䛑袽哴肬ꗙ礚瞲ܗ ҂̿墋圸̾妿ꕆ֣ݴꖮ咳疻奲婻哴
肬ꗙ礚瞲҃̿ܗ 牐

㮉ྰଚ᮸걆咳ׁ䛑袽ӿ妿嘦藨ጲ��8+牏枖桋҂蝫媲
ᒬԬଚ҃ٯ簉皜ꖮᔝ簉皜ጲݸ㻌牧䋿匍㮉䌘蝚ขଷጲ瞚
蘊牐㮉ฏᒬӟ疑ࣂ������ଚ咳枖ᔝ簉皜ݸ㻌ጲ걫৽م
ݸ㮉ጲׁ䛑袽ӿ咳桋ᔝ簉皜ࣂ牧㪔ℂ������ଚ樄থݫ

㻌牐櫒ꕍ㮉ጲ䰤伛วꗳ螕ኡ牧֖㮉礬硁̾妿ꕆ֣ݴꖮ
咳疻奲婻ጲ哴肬ᓖ瞲̿ܗᴬհ�--�ӿಆ蝄ꖮ䟖搳ፙ橕ጲ统
覍ဪ监圖ᒶ觓檺҂ֻঈ悳统牏狈ᇩՉ稗牏၌桽ڋ 牧҃䌘ܼ
ᇕැ蝱ᤉ㱢ط矎ନ牐㮉螭걆蝍擽叨ߞӿጲٍ犢鹶ැ牧ֻ
ঈ襇ྯ牏柣牏Ꭻृ椋牧㪔ࣂኟ叨ں՛奞戺֍蝡Էꔢᇕැฏ
玽ᒨݴ㮉ጲᥞ牐ٍӿ۲ೢࢨ硩ٛኟኟᇕछᇕැ牧۲
ೢ㬵ᛕ聅㾴牏૭ᥝ牏ܧଷꕅ窓ጲ༇ꖴ牐ࣂ������걆懯ଚ
ଷӿ牧㮉朼䌘����圵ٛኟኟᇕछᇕැ蝱ᤉԨ哴肬ꗙ礚牧
犥嘦藨ਚ㮉ጲ䟖搳ꗯ䕩ᒨݴ�%TTPI�ጲ䰤伛ꖮ๘磭牐

簉皜ꖮᔝ簉皜牧ٯ桋㮉ׁ䛑袽ӿ牧妿嘦藨ጲ��8+牏枖ࣂ
緡૫����	�㷢ꖮ加缏ጲᒬӤෝ疛礚牧犥戺֍㪔挷獨۲ೢ
ᐓ걆牏絑ऺ牏Չ稗ဝᒶݲ圵觓檺牐ٍӿ��8+�ᔝ簉皜蝫
媲犊ଚ����	ݴ�憒牧枖ᔝ簉皜傶蝫媲نଚݴ憒牧桋ᔝ簉皜
㳷傶蝫媲獋ଚݴ憒牐ঈຏٯ簉皜ᔝ簉皜篷ဪ犋氎螈ڪ
㮉ጲᥞ牧㮉걆䌔ٍℂׁ䛑袽ӿ㳫ᴼ牐ᛕ������ଚ犥
㬵牧㮉૫瞲ᐐℂׁ䛑袽ӿ㳫ᴼ�����疑��8+����疑枖ٯ
簉皜ꖮᔝ簉皜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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獺ꔢጲ揗揣犨焗ᰃ䟖搳 

㮉媣媲蝚螂ᒨ̾ݴ妿ꕆ֣ݴꖮ咳疻奲婻ጲ哴肬ᓖ瞲
犢㬵სጲ哴肬ꗙ礚ෝໝٍ橕ꔣ焗ᰃጲ갵愆獉਼̿ܗ
獺ꔢ牧薹究獊焗ᰃׁ䛑袽ӿਃጲ䜗牐%TTPIࢨࣂ�硩
ٛኟᇕැෝᶏ樄獺Ԩ䮣ኵ覿ط伛ጲݣ蝍ჩ牧୍缏Ԩ
䌕槹ֶኡٛኟᰃጲׁ䛑袽牐

哴肬ꗙ礚ૢ֣ӿ牧㮉戔懯㪔䋿ᤉԨ֍㮉ጲ觓檺戺ࣂ
䌕槹朼䌘焗ᰃׁ䛑袽ጲ羬妞牐�����ଚ牧㮉疛礚Ԩׁ䛑
袽ӿጲ焗ᰃᔝ簉皜牧犥挷獨ꕂࣂ觓檺ٍ犢䟖搳䜗牧ꘊ
எꖮׁ䛑珶֣ݴ薹究ྍ气૫挷獨ጲ觓檺䜗牧㪔ࣂ
ᥞ䦒㳫ᴼᔝ簉皜牐

ᴼԨ蝱ᤉ،獊ጲ哴肬ꗙ礚ख़牧㮉ፙן獺ꔢ걤ැ疩ݼ
ጲ䟖搳薹究ෝໝ๎ۘꔣ褔犵觓檺㪔ൊṜݣ蝍ჩ牐�����
ଚ牧㮉媣媲ꖮ�8MƉER]�
�'Sݷى��걤ۘ㪔鹧疻�7EPQSR�
+SPH�懯向ໝ牧蝡ฏከ媲咳疻覍籧ڦ奲婻�6)730:)�
ԇ疩ጲ懯向ໝ牐7EPQSR�+SPH�懯向ໝฏꖮᙚ绚牏ᴩೊෛ
࿇ܼ֙螐瑿玟ጲࣴᰃ鹶鹶ૢ؈舣痀珠㮖穉㫎ۓ
競吚瑿ᐓ玟ጲ樄䟖ෝ牧䒻ۘယڦ牧犥ණൕ๎֣ݴ
ꔷ갺ᙚ牧虏溕湂ٍ犢湂气ݣ犥耆ᤊኟ௴牐ᛕ������ଚ�
6)730:)�ḓଷم樄�7EPQSR�+SPH�懯向ໝ犥㬵牧扗奲婻
೯媲狶傶吚瑿ᒬӟ࿇碢覿ᤦ牏鹶ૢ牏絑לԇ嬝ᘐ硰ଲ秚
䯤Ԑ樌ጲ䱋ꔮ牧犥疩ྌ稲ݦ咳疻ӿࢪ䟖鹶ꗰ౯ጲᏉ瓥牐ࣂ
ྍ懯向ໝӦ樄䟖ጲ焗ᰃ牧걆蝚螂玟璸袽ಧ蔩牧ӟ᪡ℂٍ叨
瑿蝍ჩᛘ�%TTPI�ׁ䛑袽ӿጲᔝ簉皜牧磧奰㪔ኡꔣ�%TTPI�
叨ߞ牐

蝱咳疻א걤ს犥Ղૢَڔ

ᴼԨ蝱ᤉᛕ૪ጲׁ䛑袽哴肬ꗙ礚ख़牧㮉螭ꖮᒬӤෝ疛
礚ෝໝ牧ᇚ獨ฏ揣犨鹶䮣갮捍҂61-҃㮖碄ᰃ补䁰㶧
걆҂0&1%҃獥֣ݴ牧犥挷獨ٯ簉皜牏ᔝ簉皜䟖鹶䮣
갷ᶏጲ觓檺牧㪔䒻ۘۓ䔶ᤉ䮣疛礚藨挨秚䯤牐ከ�%TTPI�
������ଚ樄咳ጲ觓檺伛㯪戺֍҂66%ࣂ 牧҃ࣂ������ଚ蝚
螂�61-�ᤪݲᤉݲ䮣鹢ိ䟖ኡ牧㪔೯媲傶Ӧݫم犥ӥ
ᔝ簉皜䟖鹶ݫمಆ䟖ኡ牧ࣂ������ଚਡ౯Ԩ�����㮆�
66%牧ᘓ������ଚ㳷ਡ౯Ԩ�����㮆�牐揗揣犨柣ኟ叨嘦ל
꘨羬�'STTIV�1EVO�犖䟖ኡ�66%牧֣傶ٍ戺֍����㮆鹶玟
柣鹶珶䰤伛ጲӟ蟂ڔ牧蝡皃ԓฏ������ଚ҂���㮆鹶玟 ጲ҃
獋狝牐%TTPI�೯媲蝚螂蝡Է䮣ኵଙݤ朼䌘ጲֶኡ�66%�
戺֍㮉獊ׁ䛑袽ӿጲ觓檺牧㪔ᇚ獨橕ဴ蝱獈㮉ׁ
䛑袽ጲꔢٯ簉皜ᔝ簉皜牐

ᰀ憙吚瑿肨ᶫ牧ൊṜ稗ፆ挷 

㮉ፙן牧虏䟖鹶갷ᶏ加缏ᛕԇጲ肨ᶫڪݒᰀ憙牧䌘ꔣ
挷獨ꖮ戺֍觓檺ᛘ橕ᰀᥞ牐㮉蝫媲ᒬنଚ傶㾴ꘉ梆䮣
㶧걆ጲ㾴ꘉ梆鹶ׁ䛑袽갮捍҂-87'-҃ࣂ㴄ຏ࿇ԇى
㾴҂(6'҃戔缏ጲꖯ䁭秚ڬൊׁ걤ᰃ牧๎ۘꔣ6)�ࣂ'�
犊㮆ꕯճጲ䟖鹶ᐓ玟獉蟂ፙ橕Չो犥吚瑿承蝱ᤉ
玞ݸ承ᶫ蝢扖牏㯽蝑�717�懱௴牧㪔蝚螂吚瑿翕᪡ൊڋ
ٍ犢๎橕鹶ැ樄䟖牏Լค牏걜ݘڋጲ綡眾牐�����
ଚ牧-87'-֣ݴٍ�奲婻蝚螂ࣂ䟖鹶ᐓ玟疻樄鹢砮ၛ㵕牏
ڦ犢ٍꖮ吚瑿࿇樌ᐓ걆奲婻౯㹓咳ਰ㯽ᔱ牧犥ڔ
靆橕狌Չ걢扇㶧珶牧媣媲ൊṜ䌘ꖯ䁭秚ڬጲ挷ڦኡ牐

㮉犖媣媲ꖮ㾴ꘉ咳疻奲婻�4EGX֣ݴ�牧傶�(6'�ጲಌ
ᐓ玟ᤉ硰憒秇䟖鹶҂%71҃ᐓ玟ጲ鹶ૢ牏ᶇଚૢ
Չ㹓ൊׁ稗ፆ挷璢懺牐�����ଚ牧4EGX�朼䌘ݲ殻Չ稗
㺔氂牧奲婻Ԩ����ཻᐓ玟甛㹓걆걆捍҂茐ᰀꔣൊṜ䌘ᒐ
ૢጲ挷 牧҃త᩼螂�������ᐓ玟౯㹓牧ٍӿ۲ೢݸ��
�������ज़ݸ㱾ᒐ牐

 �����ଚ

 �����ଚ

•  ḓཻم桋ૢۓ皜ݸ㻌

•  ���	�妿嘦藨ጲ��8+牏枖桋ٯ簉皜ꖮᔝ簉皜牧

•  ����㮆叨䮣奲婻蝚螂�61-�ਡ౯㮉ጲ觓檺伛㯪戺֍

 �����ଚ

 �����ଚ

 �����ଚ

 �����ଚ

•  樄থ蝍擽ׁ䛑袽ӿጲ枖ᔝ簉皜�
㻌ݸᔝ簉皜簉皜ٯ�+ׁ䛑袽ӿ૫嘦藨ጲ��8م  •

•  樄থ蝍擽ׁ䛑袽ӿጲ��8+ٯ�簉皜ᔝ簉皜

•  ꖮ�4EGX�౯缏�(6'�ಧ肬硽ᙚ挷ൊ܌ෝໝ�
㻌ݸׁ䛑袽ӿ૫嘦藨ጲ枖ᔝ簉皜م  •
•  樄咳觓檺伛㯪戺֍ૢَ

•  樄থ蝍擽ׁ䛑袽ӿጲ桋ૢۓ皜
•  ꖮ�8MƉER]�
�'S730(�6��:)�ӟݷ㷢ꖮ�7EPQSR�+SPH
���懯向ໝ

 ෝໝ᯿纷Ꮸ 

緡૫㷢ꖮ加缏ᒬӤෝ疛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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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ණ೯䟖鹶ᐓ玟
㱑ᓖከꔣ�'3:-(����ꗰ౯Ԩଘ䣁牧㮉蝚螂ൊׁ걤
ᰃ妔�6&%�छᰃ걆�4EGX�Ԑ樌ጲ֣ݴ橕狌牧媣媲ණ೯�
(6'�䟖鹶ᐓ玟ጲಧ肬硽ᙚෝໝ牐蝚螂蝡㮆ෝໝ牧(6'�ጲ�
0YEPEFE�ꕯ獉䟖鹶ᐓ玟獉雍瑻ጲ䋊ஐ牧ݣ犥矑ݒ斔疩牏
ᔱ訅抓纷肬䮣璢懺牧۲ೢ誧牏敋姘狕篩矑牐

4EGX�㪔ꔣ������ଚ樄থ牧蝚螂ݸ傶�;368,�ጲၛ㵕牧䋿
碞揘率ᔱ訅걤䌕ໝ牧֣傶㮉稗ፆ挷ෝໝጲӟ蟂
ӟ蚏牧㱪荚ࣂ牐;368,�䌔吚瑿ᐓ玟ጲ奲౯㹓㶓ᵟڔ
ਃ྄牏糷玲ןኡ牧㪔鹧ॠ犢㮉ጲ揘率珶率ꖥۏ牐౯㹓
殾ྰࣂꗱ걆捍ӥਃ獈氃㱪荚ਃ྄牧吚奲ጲ걤ᰃ᪄
䄪䦒牧౯㹓ݣ犥樄থ揯྄牧ኡꔣ౯缏ࣴյ䮣ٍ犢ಮ
걤牐�����ଚ牧๎����㮆�;368,�ᐓ玟ࣴ㱪荚揯྄奲
౯缏牧ݸ�����๎ى౯㹓牐蝡Է奲蝚螂౯㹓ഔۘڦ௴
ණ՟牧婦ى㱪荚Ԩ��������牧㪔ൊ䡿Ԩ���������ጲ揯
྄牐;368,�౯㹓螭糷갹Ԩ礬硁犢㮉ጲ襑ᰂ蛪ಒꗰጲ
珶率揘率璢懺牧ֶ犢㮉ꖥ䄪ൊṜᛕ૪ጲꖥۏ牧㪔糷갹獺
䮣䋊ಆ襑ጲ揘率걤牐

㮉犖ꖮἌꕯૢ䋊ᴻࣂ珠㮖穉㫎ጲ�(�0EF�獺ꔢӿட
媣媲֣ݴ牧ණൕ璢懺吚瑿ጲ焗ᰃ鹶ૢꖮᐓᗮ覿疩ᘐ牧樄
咳媲薹究ෝໝ犥䛑䌘�%71�ᶏ屷ጲ䜗牐�����ଚ牧ከ

ꔣ�'3:-(����ጲ褖ڬ牧Ἄꕯૢ䋊ᴻ䌔獺ꖥۏ璢ᙚෝ
ໝꗙ碉傶ᤉ㵕୶牧虏吚瑿䟖鹶ᐓ玟蝚螂�M4EH�蝫ᛘ蒅硈
獺ꔢӿட牐蝡㮆ෝໝ๎����㮆璢懺秇奲牧۲ೢ戔懯牏䟖鹶
䋿率獺䮣ᒶज़㮆ԇ氂牧ࣂ������ଚޖԨݸ�����㷢ꖮ
ᘐ牐ྍख़牧螭ധԩԨ�����執氃愆྄ۘ牧犥ණ೯鹶ૢጲꔢ
յ䮣牐�

 碉꘨叨䮣ശ㵕段ࣂ

ᴼԨ䌘㮉ᛕ૪ጲׁ䛑袽ෝໝ蝱ᤉ加缏戺֍ख़牧㮉螭
媣媲ණ೯ݲ殻ከज़ෝڦ靆橕狌Չԇ疩ጲᎹ绗懯向牧蝡Է
懯向๎ۘꔣๆ鹢ိ瑿Ԩ薹哴肬ꗙ礚ෝໝጲ段๛㬵獺
ꔢጲ秚걆牐

�����ଚ牧㮉媣媲�61ࣂ-�ጲ瞲疩甛㹓걆ൊׁණൕ牐鹶䮣
揣犨揶คمᐻ蟂槹肥ፒ҂44%҃ฏӟ㮆蟂槹갮捍肥ፒ牧
ꖬۏꔣණൕ覍窓ॠ걊瑿玟ݴԓ螇盓ጲ鹶ැኟ叨牏揶ค
䟖搳牪㮉犖�44ࣂ%�ጲဝ甛㹓걆犨肬牧ࣂๆज़ጲ�44%�
ૢ֣奲ӿ㷢ꖮശ㵕揗揣犨ܼᇕැ䟖搳ጲ獺ꔢ牧㪔疰碫
ശ㵕段ጲ�44%�懯向ൊ୍ׁ硳ֶኡ갿硁㬵薹๎ࣂ
捍牐㮉螭6)�ࣂ'�ණ೯Ꮉ绗揗揣犨鹶ැኟ叨䟖搳ӿ螀
ኡጲᑁಧ牧㪔㷢ꖮԨ�3)'(ࣂ�������ଚ咳ᤉጲ緳介戺
֍ພ䯤ጲ걢扇牐㮉ݷ䦒犖ฏ稨窓揗揣犨鹶叨य़֏橕狌�

100%
妿嘦藨ጲ��8+牏枖桋ٯ簉皜ꖮᔝ簉皜牧緡૫
㷢ꖮ加缏ᒬӤෝ疛礚

�)YVSTIER�4EVXRIVWLMT�JSV�6IWTSRWMFPI�1MRIVEPW҃�
6IWTSRWMFPI�%VXMWEREP�+SPH�7SPYXMSRW�抷䃧ጲ౯㹓牐

�����ଚ牧㮉媣媲ൊׁ걤ᰃ妔加缏ጲ覍籧ڦ奲婻�-14%'8牧
䌔छꔣ肥ݴ㾴媲咳疻ፔ䰤҂7(+҃ጲພ䯤갿֗麁牪蝡㮆ພ
䯤碫ࣂ㶧ꗙঈ֝ᤎᰂׁ䛑袽ፙ橕ၛ㵕牧䌘�%71�ᐓ玟ጲᐓ
걆妿ꕆ絑ऺᐱᐘጲ段牐蝡Է㶧ꗙ螂ጲ瞲䰤걤懱ᓖ牧
虏ڦ靆橕狌Չๆ਼ค咳匍秚걆牏觓檺覿ओꕂࣂ㺔氂牧㪔ԇ
㵕薹究蝡Է㺔氂牐ྍख़牧蝡Է瞲䰤ࣂݣᇚਨ鹶玟䌕ໝ覿ओ
Ԑख़ๆ鹢ိ瑿።ஈଘ毆സ碞牧๎ۘꔣ嘦ל褔犵觓檺牧ᘓ犋ݞ
ฏԩ犥旉ᑐ牐

 ܼ 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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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創新的物料採購 追蹤監核供應鏈並制訂
嚴格要求

使用風險準備評估等供應
鏈工具以了解風險

進行主要與回收物料的
獨立第三方審核

解決已發現的風險

增加回收與再生物料 支援當地社群 與民間社會組織交流並支
援當地人權和環保鬥士

加強行業追溯機制以提高透
明度

制定並推動行業通用標準 為供應鏈成員提供訓練以
加強盡職調查

每年公布冶煉廠和精煉廠
名單

Apple 負責任採購工具箱

 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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Չ稗絑ל犋ڔݣ牐ྍࢪ牧㮉ྌ䟖玲ፙ䛑ጲᤉ㵕牐
�䦒牧㮉ᙓ揗茐ᰀॠ揣犨牧䌔㮉ጲ걤ߞ瑿Չ㮉ኟၛጲ叨ݲ㮉蕣ꗰꖥ䄪掘ӯኵࣂ
სֶኡ褔ᛘ磧犵牧ݷ䦒ל虁㮉ׁ䛑珶籧螀ಆࣂ瑿ጲ絑ऺᐓ玟牐
蝡ճ䁭۲ޟ珀�%TTPI�ጲׁ䛑袽絑ऺෝໝ牐ঈ殾蝱ӟྎԨ薹�%TTPI�ጲ碉꘨絑ऺ懯向牧��
抬㷢褂�ETTPI�GSQ�X[�IRZMVSRQIRX牐

 㮉ጲ繞ӿԐ᪡  薹究㮉ׁ䛑袽ӿጲ繞矎硯㺔氂  樄獺ጲ걤სᓖ  襉䔂䬤ᇕௐ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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䔂䬤ᇕᓖ
ׁ䛑珶殾๎羬妞瑿挷獨牏ᓖ牏仂靦牧㪔犥揗揣犨ጲෝ
걜ࢨ硩䔂䬤ᇕ牐

ຨ毆ᴡꖮ걤ს仂ᰂ
ׁ䛑珶殾ڬਨ牏䋿碞姘虁䌘絑ऺ揗揣ጲ妿籧ෝ朼牐ׁ
䛑珶殾ਨ๘ᰂ麁牏戔ਨፔ䰤牏緳介蝱ଷ牧㪔蝚螂℄夹牏ٛ
硩ᒶෝ牧犥仂靦ֶኡ麁Ꭻꕒැ牏牏๎靆ᇕ搡ꖮࢨኡڦ
ᛕꕍ걤ს牐

絑ऺ战ݣ挨ข
ׁ䛑珶殾玲갹㪔ל೯ๆꔢಆ๎ᥞጲ絑ऺ战ݣ挨ข牧ݷ
䦒螞ਞٍ憒ਨ�牐ׁ䛑珶殾螞ਞ螕ኡጲ战ݣ挨ขꖮဪ憒ጲ
䁭ޟᥞ牐

雍ኵᶫᓖ
ׁ䛑珶殾挷獨牏矒ڬ牏緳介㪔仂靦皜玟ಆ叨ኟ段雍ꗹ
ᶫ牐ᶫ奍갿ጲ

ᓖڬᇕ搡ᓖ
ׁ䛑珶傶�%TTPI�ኟ叨㪔ׁ䛑ጲಆ๎叨ߞ牧᮸殾螞ਞ�
%TTPI�ጲ̾ᓖڬᇕ搡憒塅̿牐

䶷꘨矎硯ᓖ
ׁ䛑珶殾挷獨牏ᓖ牏仂靦牧㪔犥揗揣犨ጲෝ矒ٍڬ籧
螀ಆ叨ኟ䌘絑ऺꗰ౯ܨ靆ጲ䶷꘨矎硯牐ׁ䛑珶殾䌘ٍ䶷
꘨矎硯矒ڬ羬妞ጲ蔭匍蝱ᤉଊ憒緳介牐ׁ䛑珶殾ਨ๘ᰂ
麁牏戔ਨፔ䰤牏緳介蝱ଷ牧㪔蝚螂℄夹牏ֶኡႵ笰ꖥსٍ
犢സ碞㬵仂靦伩䶷꘨矎硯牐 

̾伛㳷̿ӿ๎橕絑
虁ጲᰀ讨לऺ

䔂ᓖ
ׁ䛑珶殾๎羬妞瑿挷獨牏矒ڬ仂靦ٍ籧螀ಆ叨ኟጲ
䔂牐ׁ䛑珶殾䌘ٍ䔂걜羬妞ጲ蔭匍蝱ᤉଊ憒緳
介牐

襁ᓖ
ׁ䛑珶殾犥๎羬妞ጲസ碞牧ᴡྋ襁䕩ꔷጲຨ牐ׁ䛑
珶䛑ᴡྋ覍ဪ矎硯ქڋᇕ蝱獈襁传ꔽ牏ׁىمم
ओ牐ى

㮉ጲ̾伛㳷̿ᥞׁ䛑珶Ԩ薹
㪔䟖玲坌禅സ碞牧犥仂靦ᛕ蛪䌘
絑ऺጲ段牧ݷ䦒ᥞๆঘ珿瑿ᓖ
ॠ疑ىՂጲ걤ს犥㮉籧
螀ಆࣂጲᐓ玟牐

걤სၿ聻ᓖ
ׁ䛑珶䛑ਨ๘ᰂ麁牏戔ਨፔ䰤牏緳介蝱ଷ牧㪔蝚螂℄夹牏
硩牏걅եᒶෝٍ犢സ碞牧犥仂靦ֶኡ麁Ꭻࢨኡ牏ڦٛ
ꕒැ牏牏๎靆ᇕ搡ꖮᛕꕍ걤ს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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羬妞ጲ圵碢ԇ嬝䶷狡虋
螠㪔覍ݲᛕ加缏ጲ捍氂牧篷
ဪ蝚螂㮆獨ጲ薹究ෝໝۓ犥
薹究牐́ Lisa Jackson

絑ऺ牏硰ᒾ磈ᐓ걆ԫ率ۆ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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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EGX�%GGIPIVEXSV�ෝໝ֣傶�%TTPI�6EGMEP�)UYMX]�
ERH�.YWXMGI�-RMXMEXMZI��6).-�갮捍ጲӟ絑牧蝚螂疨ಥ�
璢訅ꖬۏꔣ翑ᜌ絑לᑁಧႵ笰ꖥს覿ओጲꔢӟեἔՉ
ଙଙمᤉ䮣ӿ갮疩ל絑ࣂ་ᜌ碢ᗮյ䮣牧䌕ဴꔣණൕ
ᒶ秚걆牐

����ଚ牧㮉م樄Ԩᒬӟ奍�-QTEGX�%GGIPIVEXSVݫم�牐
㬵ᛕ聅㾴ݲ瑿ጲ獈ꗷݫم㷢ۓԨ傶๘Ӥ㮆ํጲ蒅硈懯向牧
ٍӿ۲ೢ๎橕ׁ䛑袽ᓖ牏揘率ဪԇ氂牧犥ٍ犢ፙ
橕Ꭴ挷覿ओጲ갿֗䋊聜걤ს牧犥ൊ܌㷢ꖮᘐጲ䮣率ꖥۏ牧
㪔㶧ۘ狶আ伛㯪౯傶�%TTPI�䮣率ጲ狡ꗷᘐ牐ྰ疑ݫم᮸
๎秚걆樄咳ꖮ�%TTPI�ጲӟ㮆橕棎絑ऺፔ䰤ፙ橕ጲ獺ꔢ薹
究ෝໝ牧㪔ࣂ懯向奾䦒ݼ㬵ᛕݲݫم㮆覿ओጲ�%TTPI�
䌕疑ൊڋ犢㮉ጲ盢牐

傶Ԩൊׁ㮆獨ණൕ妔ྰ㮆ݫم牧ྰ֗㷢ꖮᘐ᮸ᤪڔ蟴Ԩӟ
ᇚਨ䮣率覿ओَ๎䌕䮣Ꭴ挷ጲ�%TTPI�疩䒍牧䒻ۘ瞲疩ࣂ֗
犢㮉ጲ䮣率咳疻牧犥犢㮉ጲ磧奰禊盢牐ᴼԨ갿֗䋊聜秇
奲ख़牧㷢ꖮᘐ螭㷢ۓԨ匍䁰ꕭ砮ጲ蒅硈걆捍牧ከԇ೯Չ癲
覿懵抷圵碢絑ऺྌ嬝㺔氂牧㪔ꖮٍ犢յ䮣疑୍缏ᐓᗮ牐

౯ےਡ౯蝡㮆懯向எ牧ྰ疑ݫم᮸๎秚걆㷢ۓঈݦԅ֢ॠ
䋊螈ᇚ舲ෛ䋊ᴻጲԇᓖ藨挨懯向牧䒻ۘ犢㮉ൊṜ覿疩ಧ
ꖥ牧㪔䌔媣媲矑藉�%TTPI�䌕疑໋ᐓᗮ牐ᒬӟ瞙䋊㹓ӿ
૫๎갿֗㷢ꖮᘐ�%TTPI�墣懪Ԩݴ夹牪ঈ๎ᒨݴ㮉絑
ऺፔ䰤ጲ֣ݴ秚걆牧ಆ๎໋᮸䌔๎걤໓ൊԼ襑୍捍걂�
�6*4�犥౯傶�%TTPI�ׁ䛑珶牐

䛑䌘磧姴蝁ጲ絑ऺ䜗ꖮ꘨ڬӥጲ圵碢ྐ憙ฏ毣㪔蝱ጲ牐ྍࢪ牧%TTPIࣂ�������ଚശڋ�
Ԩ�-QTEGX�%GGIPIVEXSV�ෝໝ牧㶧ۘ嘦ל㮉ٛࣂኟꖥს牏ᴼ繞ࢨ硩獺ꔢಧ蔩ᒶ覿ओጲಮ
걤牧犖ꖥ㶧ۘᮏԷڪݒ絑ऺ㺔氂瑥ᰀ段ጲᐓᗮع๑꘨ڬᵒ繸牐�

%TTPI�㰷꧊薪䋿ꘉໝֻ | 蔫絑ל覿ओጲ圵碢������
ଙᒶׁ䛑珶ज़س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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㮉ጲ繞ӿԐ᪡
檸䶷׳捧晜ጲ段ྰଚ捧ஒፆ撉ข氥҆㮉᮸殾ۓழۙ҆ۏէ
䛑䌘春㮆䦒ե์ॠጲষ寠̷
%TTPI�ꖬۏꔣࢪ䛑䶷狡虋螠牧㪔ࣂӯኵݲ瑿갵ٛۓኟꖥ
სጲֶኡ牐蝡ӟۙۏ蝡Է瞚蘊ฏ傶Ԩණ೯㮉蜪犡磧
螐ॠጲ絑לፔ䰤物ڪ������ଚࣂ㮉碉㮆ׁ䛑袽叨ߞ
ֶኡኟꗱ๘ӿ䋿匍繞ӿ牐 
㮉ḓࣂطᛕ૪ጲ皜玟ӿ旉ֶࣴኡٛኟꖥს牧妿螂܉ଚ
ጲۙۏ牧㮉ࣂ������ଚࣂ����㮆㾴疑瑿玟䟖ኡ�
���	�ጲٛኟꖥს牐%TTPI�ጲׁ䛑袽夹㬟㮉碉꘨繞᪄
ꗦጲ���	牧㮉ࣂ������ଚ雮㵕Ԩׁ䛑珶Ⴕ笰ꖥსෝໝ
䛑珶ꖥს硳ሳෝໝ牧蝚螂㮉ጲ蕣ꗰׁ䛑袽ശ㵕Ⴕׁ
笰ꖥს̷ 

�����ଚ牧㮉䋿匍Ԩ磧ڢጲׁ䛑袽ٛኟꖥსፔ䰤牧ࣂ�
ׁ䛑袽ֶኡݵ���絮ጲႵ笰ꖥს牐�����ଚ����ํ牧㮉��
ਰ᩼螂�����疑ׁ䛑珶瞚蘊䟖ኡ����	�ٛኟꖥსኟ叨�
%TTPI�叨ߞ牧ե蔭瞚蘊ֶኡ᩼螂��絮ጲႵ笰ꖥს牐蝡ݵ�
Էᤉ㵕䌔ྰଚ仂靦᩼螂�������苭م雽ጲ�'3�I�矎硯牪
ፙ吚ꔣྰଚ仂靦�����苭蜁敋ӥ᪡牐

06 絑ऺ 

蝱ӟྎԨ薹 
ঈ殾蝱ӟྎԨ薹�%TTPI�ঈ֝蝍擽ࢪ䛑繞᪄ꗦ牧���
抬ꔣ礚褂㮉ጲ̾絑ऺ蝱ଷ䁭̿ޟ牐 

�����ଚ
•  ᩼螂�����疑ׁ䛑珶瞚蘊䟖ኡ����	�ٛኟꖥსኟ叨�%TTPI   
 叨ߞ牧ե蔭᩼螂��絮ጲႵ笰ꖥსݵ�

�����ଚ 

�����ଚ

�����ଚ

�����ଚ

�����ଚ

•  ֗ꔣӿ㾴ጲ�M4LSRI�磧奰奲蕕皜玟戔ਨ䌔ꖥსၿ聻褔犵 
 ��ѿ�ጲӤଚፔ䰤
•  ӿ㾴Ⴕ笰ꖥსछᰃ雮㵕牧虏�%TTPIׁٍ�䛑珶ꖥࣂӿ㾴
 ಮ걤᩼螂ݵ���絮ጲٛኟꖥს殻ፔ

•  ശׁڋ䛑珶Ⴕ笰ꖥს翕ᒋ 
絮ጲॢ檚ض�����থಮ걤牧樄咳蜱ڢ෮蝱ᤉӿ㾴ࣂ  •
懯向ໝ牧犥薹究㮉ׁ䛑袽ӥጲ繞矎硯㺔氂ۏ觓 
   ̾%TTPI�ׁ䛑珶ᤉ傶伛㳷̿ᥞׁ䛑珶೯媲ӥ䁭۲ೢ伩
 䶷꘨ࣂ獉ጲ䶷꘨矎硯Ⴕ㻌

•  雮㵕ׁ䛑珶Ⴕ笰ꖥსෝໝׁ䛑珶ꖥს硳ሳෝໝ

•  ԇᥞׁ䛑袽㾴疑瑿玟ጲԇᥞׁ䛑珶狶ڋ瞚蘊
•  ꖮ翑㵕걤雮㵕֣ݴ橕狌牧ശ㵕ꖥს硳ሳ殻ፔ

ෝໝ᯿纷Ꮸ

•  ᩼螂�����疑ׁ䛑珶瞚蘊䟖ኡ����	�ٛኟ걫ۏኟ叨 Apple   
 叨ߞ

%TTPI�ጲׁ䛑袽夹㬟㮉碉���
꘨繞᪄ꗦጲ���	牐

70%

硰ଲ樌䶷狡虋麁䌕槹甛㹓걆୍捍ڪ������ଚ䋿匍獊
繞ӿ牧ᘓ㮉ጲፔ䰤㳷ฏൊں����ଚ牐傶Ԩ䋿匍蝡㮆�
ፔ䰤牧㮉ྌࣂꖮׁ䛑珶֣ݴ牧䌔碉㮆蕣ꗰׁ䛑袽牧۲ೢ
ᇕැ樄䟖牏襉奲հ蕣ꗰ磧奰叨ߞ奲蕕牧旉ֶࣴኡ����	�
ጲٛኟ걫ۏ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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薹究㮉ׁ䛑袽ӿጲ繞矎硯㺔氂
㮉ׁ䛑袽ӿጲኡ걫ᰂฏꗰ౯㮉繞矎硯ጲ磧ॠࢪᔱ牐㱑ᓖ蝡
ฏӟ㮆獊㺔氂牧֖ݷ䦒犖걆䌘吚瑿叨ኟ段牐虏㮉ጲׁ
䛑珶ಮ獈ֶኡٛኟꖥს牧㪔걅ե麁Ꭻꕒැ牧๎ۘꔣֶ걫翕脒繞牧
㪔硬珿吚瑿ᐓ玟ጲ绚䶷ߞ搡牐

櫒ꕍ蝡殻ૢ֣盄걟꘎牧ᶏ屷ဪ憒ᵒ繸牏걤ᰃ襑牧櫞犥
玲갹ᒨݴ౯硳ፆጲṜߞ搡薹究ෝໝᒶ୶ጲ䜗牧֖�
ฏ㮉ጲෝဪ盄墋㻌物㮉ᥞׁ䛑珶䁭ޟ繞矎硯ᰂ㪔�
介ᰂኡ걫ᰂ牧ꕍஎණൕׁ䛑珶傶ൊṜ硳ሳ㪔硬ኡٛኟꖥ�
სಆ狶ጲۙۏ牐

戺ᰂ

ꖥ䄪䟖玲๎硳ጲᤉ㵕㬵仂靦繞矎硯段牧থꔣ介ᰂԨ
薹յ䮣ጲ繞᪄ꗦ牐ᛕ������ଚ犥㬵牧㮉ጲ̾伛㳷̿����������
̾䰤伛̿ᥞׁ䛑珶ਨ๘挷獨矎硯ს牏䁭ޟ繞᪄ꗦ牧㪔ݼ�
%TTPI�ൊׁ蝡Է걤懱牐蝚螂Ԩ薹ׁ䛑珶繞矎硯ጲ㬵ს�
갿ᰂ牧㮉ꖥ䄪ൊׁ걤სණൕׁ䛑珶ڬਨᤉ㵕懯向牧犥哴
ꖥ仂靦ֶኡꖥს牐ݣ

ꖥს硳ሳ

㮉ꖥს硳ሳ懯向ጲፔ䰤ฏ䒻ׁۘ䛑珶ಥڪ磧ְ麁皜玟
ݣꖥ瑿靦ֶኡꖥს牐ൊṜꖥს硳ሳݣ籧螀ጲෝဪ牧犥哴
犥褔犵蕣ꗰ䮣ጲꖥს䔶ଷ牧蝱ᘓ仂靦ꕭ矑繞矎硯ᰂ牐

ׁ䛑珶ꖥს硳ሳ懯向ໝ蝢ଊ۲ೢๆ矦螂䦒硳ሳ犵Ӧጲ
绚ꗙᆚข羬妞牏狕갺䃲婘绚䶷羬妞丽笙牧ࢨ硩䔂公ᒶ
殻ፔ牐㮉蝚螂㶧ۘ挷獨秚걆戔懯薹究ෝໝ牏ൊׁ鹢ိ
ጲ硽ᙚ璢懺秚걆牧㪔䌔ׁ䛑珶ꖮ蝡Է懯向ໝጲ걤ۘᘐ�
肥媒牧犥ණൕׁ䛑珶ጲ懯向ໝ牧ࢪ傶蝡๎䦒걆ᴦ繸䋿匍ݲ
圵硬蝱牐ꘊ茐ׁ䛑珶ๆԨ薹蝡㮆覿ओ牧疰ๆ๎ꖥۏᶏ䌘ๆ
窼갷ጲ脒繞䜗牐

㮉㱢طᘎ眾ꖥს硳ሳ걤ს牧犥疨磧ॠጲ仂矎秚걆牐ٍ
ӿӟ㮆ֻ৽ฏ㮉傶ൊṜ�M4LSRI�蕣ꗰ硳ሳᘓശڋጲӤଚ
懯向牐婦꘨ᘓ牧ن疑㷢ꖮ懯向ጲׁ䛑珶皜玟䋿匍Ԩ犢㮉
ጲፔ䰤牧ꖮ������ଚጲ碪ਨछ伛ፙ穉牧ڪ������ଚ皈ጲꖥ
სၿ聻仂靦Ԩ���ѿ牐㮉䟖玲ࣂ蝡殻懯向ጲ螂纷ӿ聹聼
��䛑袽鹧ॠശᤉ牐%MV4SHW牏M4EHׁࣂጲ磧ְ䋿率牧㪔ڋ
%TTPI�;EXGL�磧奰奲蕕皜玟᮸ࣂ������ଚ雮㵕Ԩ傶๘ज़
ଚጲ℄ꖥ懯向牐 

ۓ������걆懯ଚଷ吚ӿ牧૫๎᩼螂�����㮆ׁ䛑珶皜玟ࣂ
獈㮉ጲꖥს硳ሳෝໝ牧㪔朼䌘�������訏殻懯向ໝ蝱ᤉ
蝍擽ꖮࢨ䁭牪ݷ穉갵裾���	牐蝡Է䌕ໝࣂ������걆懯ଚ�
ଷݴ懯仂靦Ԩ�������苭م雽�'3�I�ጲ矎硯牐

ٛኟꖥს

籧螀ጲꖥს硳ꖥൊṜ皜玟ݣ犥哴֣ݴ㮉ꖮׁ䛑珶ࣂ
ሳ䦒牧犖疰걆ණൕ犢㮉硬ኡٛኟꖥს牐㮉ꖬۏശ㵕ࣂ碉
㮆ׁ䛑袽ӿ旉ֶࣴኡ����ѿ�ٛኟꖥს牧ֶ㮉ࣂᶏ䌘䶷
狡虋螠ᒶ䜗䦒َ๎覩牧犥仂靦౯ေ㵕ጲ୶ൊׁข
氥ጲ埈凗㱢㵟牧㪔ֶ㮉๗ݼ������ଚ䋿匍繞ӿጲፔ
䰤ๆ蜱ӟྎ牐蝡Էፆ걜ණ೯㮉ጲן盢牧ঈꖥსෝໝᒶጲ
絑ऺ懯向牧碪๎ፆꔣյ䮣牧犖๎ፆꔣ絑ऺ牐

㮉ጲׁ䛑珶Ⴕ笰ꖥსෝໝ傶ׁ䛑珶ൊׁ硬ኡٛኟꖥ
სಆ襑ጲᎤ挷牏걤ს걤ᰃණൕ牐ڪፔں傶ྋ牧૫๎᩼
螂�����疑�%TTPI�ׁ䛑珶瞚蘊䟖ኡ����	�ٛኟꖥსኟ叨�
%TTPI�叨ߞ牧蝱ᘓא౯ֶኡ᩼螂��絮ጲႵ笰ꖥს牐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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傶Ԩ䒻ׁۘ䛑珶旉ֶࣴኡٛኟꖥს牧㮉ڔՂԨࣂᛕ蛪旉
ࣴ螂纷ӿ牧ֶ�%TTPI�皜玟籧螀䋿匍����	�繞ӿಆ糷
玲ጲ妿涢牐㮉蝚螂ׁ䛑珶Ⴕ笰ꖥს翕ᒋ牧ׁݼ䛑珶ശՖ
۲珀犢㮉ಆࣂ㾴疑瑿玟ᇚ๎ጲ걤ს璢懺硽걤懱牧瞲
疩犢㮉旉ֶࣴኡٛኟꖥს牧㪔蝚螂ꖮ殸靫䌕疑ᰂ蛪ಒꗰጲ
璢懺㬵ൊׁ斔疩牐㮉螭ණ೯ٛኟꖥსᤉ䮣㶧걆ጲ獺戔ꖮ
咳疻牧ׁ䛑珶ۓݣ獈蝡Է㶧걆牧蝱ᘓԨ薹吚瑿䁰ጲၛ㵕
�秚걆牐

ꖥ걆䌘ꔢጲٛኟꖥსݣጲꖥს奾䯤ࣂລԷ瑿玟牧裾๘ਃࣂ
ֶኡꗰ౯ࢰ櫞牧蝡ֶא㮉ӟԷׁ䛑珶哴ᰂڦኡ匍๎ጲٛ
ኟꖥს薹究ෝໝ牧ֻঈ吚瑿ጲॢ檚ꖥ蕕ꖙ牐ٍ犢ׁ䛑珶㳷
樄獺ꔢጲ搳揮ෝ牏樄疻ٛኟꖥს䮣率牧綍ᛘ㷢ꖮӟԷӯ
ኵӥ憒秇磧ॠӭ磧َ獺ꔢꖥۏጲٛኟꖥსԼค牐

硰ଲ硰ᒾ憒㳷ݣꖥ걆౯傶旉ֶࣴኡٛኟꖥსጲӟԷ磧
ԇᥞጲᵒ繸牐㮉玄ꔣ咳肨牧㪔ꖮٍ犢ݫم覍硰ଲ奲婻
�ࣂ牧ಒᏉ硰ᒾᵒ繸牧䋿匍耆ꔭጲႵ笰ꖥს䁰牐㮉֣ݴ
مׁݣ牧ණ೯َ๎౯硳ፆ牏֣ݴਨᘐڬ㮆瑿玟ꖮ硰ᒾݲ
搡懯向ໝጲߞኡ牧ӭ㬵ᛕ䌘吚瑿䁰๎ᰀॠ段牏Ṝֶݫ
ٛኟꖥს牐

ລԷఙ丆Ӧ牧ᥞ玲갹蝱疻牧疰殾獺ꔢ牐蝡ෝᶏጲֻ৽ࣂ
Ԑӟฏ樄咳ӿ㾴Ⴕ笰ꖥსछᰃ牧ٍ虏�%TTPI�㮉ጲׁ
䛑珶ꖥ䄪ಮ걤Ⴕ笰ꖥს牐ݛख़牧㮉螭ಮ걤ٛኟꖥს薹究
ෝໝ牧犥愆㱘ׁ䛑袽ӥጲ矎硯牧蝡ࣂӿ㾴෮樄咳蜱�
 懯向ໝӥಞᄎԨ橕棎薫ᜌ牐ۏ觓絮ጲॢ檚ꖥض����

᩼螂�����疑

᩼螂�� 絮ݵ�

᩼螂��,����疑

ጲႵ笰ꖥს傶ׁ䛑珶瞚蘊ֶኡጲٛኟꖥს

ꖥს硳ሳ懯向ໝꔣ������걆懯ଚଷ᩼ࣂ螂�����
㮆ׁ䛑珶皜玟蝱ᤉ

ׁ䛑珶瞚蘊䟖ኡٛኟꖥსኟ叨�%TTPI�叨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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衶ᰃ痀ฏ㮉战ज़叨ߞӿֶኡጲ橕棎ᇕැ牧磧ଊڋ匍ࣂ搝ԩ�%TTPI�叨ߞ妿ُ୶制
硩ࢨ硬ኡۏ犖ฏ㮉ۙྍࢪ憎衶ᰃ痀牧ݣӿวꗳߞख़薪ጲ秚蛪ӿ牐ከꔣ㮉ጲ叨
ꖮٛኟᇕැ䦒牧㱢طᘎ眾ጲ����圵ᇕැԐӟ牐蝡圵วꗳ牧ۓӥ繞矎硯ᵟጲኟ叨
螂纷牧犖ֶ衶ᰃ痀౯傶㮉犵繞戔懯ጲᰀᥞፔ䰤牧犥ۙۏ仂靦㮉ጲ碉꘨繞᪄ꗦ牐

%TTPI�㰷꧊薪䋿ꘉໝֻ | 㮉䌔獊ۏಮဴࣂ衶ᰃ痀ӥ

ӟ㮆ज़ӯ夵犥㬵牧ӟꕭฏ蝚螂繞矎硯ᵟጲٯ簉ૢꗆ㬵ኟ
叨衶ᰃ痀牐֖ฏᛕ������ଚ犥㬵牧㮉ӟꕭࣂꖬۏꔣ仂靦
衶ᰃ痀ֶኡ䌘繞矎硯ጲ段牧旉ᘓֶኡۏ咳걫ᘓ犋ฏ
麁Ꭻꕒැٯ簉衶ᰃ痀牧犖蜫蝧硬ኡ繞᪄ꗦๆጲٛኟ衶ᰃ
痀牧螭ݣ螨غꖮ䟖鹶ፙ橕ጲ螂纷叨ኟጲ繞矎硯牐

㮉ࣂ衶ᰃ痀ෝᶏ玲갹蝱疻ጲݛӟ㮆橕棎ࢪᔱ牧ฏꖮ獋疑
౯缏ݴ걤յ䮣�)P]WMW�ጲ衶ᰃ痀蕣ꗰ珶֣ݴ牧)P]WMW�碫ࣂ
䌔ၿᴼ㯽妞ٯ簉螂纷ӿꕭ矑伩䶷꘨矎硯ጲ䌕ڦಧ蔩珶
䮣麁牐%TTPI�ꖮ�)P]WMW�ጲ獺旰Չ犥ۓ೮ॠ諂麃ع硰
ଲݷىಮ걤牧Ꮉ咳蝡殻ಧ蔩牐蝡殻ಮ걤๎蟂ڔഇဴࣂ諂麃
ኟ衶ڢꗰ獊ꔢጲᎹ咳皜玟牧䌕ဴꔣॠ憒秇ኟ叨珶䮣奍୍ع
ᰃ痀牐

蝚螂㮉䌕டꖬጲۙۏꖮྍ֣ݴ橕狌牧㮉૫妿玲갹
ᰀॠ蝱疻牐�����ଚ牧㮉ਰԨࣂ叨ߞӿֶኡٛኟ衶ᰃ
痀ጲᰀॠๆꔢ牐�����ଚ咳ശڋጲ�M4EH�蕕ꖙ牏%TTPI�
;EXGL�7IVMIW���ꔢ྄�1EG&SSO�4VS牧Ԑںጲ战ज़叨
�ٛኟ衶ᰃ痀蕣౯牐	����ӟ䰬牧秚蛪璂ֶኡߞ

㮉ಮ걤繞矎硯斃犋ᵟጲ衶ᰃ痀ಧ蔩牧犥ࣂ叨ߞӿ䟖
ኡๆज़ٛኟ衶ᰃ痀牧蝡䰬ጲۙۏ奾ຏ氥ᘓค憎牐ᛕ������
ଚ犥㬵牧㮉ꖮ衶ፙ橕ጲ繞矎硯仂靦Ԩ���	牧ե蔭㮉ࣂ
䋿匍������ଚ繞ӿጲፔ䰤ӥ玲갹Ԩᰀॠ蝱疻牐

06

蝱ӟྎԨ薹 
ঈ殾蝱ӟྎԨ薹㮉ጲ㱢ܼطᇕැ牧抬㷢褂㮉ጲ           
ܼ̾ᇕැ段ڔຊ䲆ໝ̿牐 
抬㷢褂 apple.com/tw/environment ӥጲ̾叨ߞ絑ל
䁭̿ޟ牧蝱ӟྎԨ薹๎橕ಆ๎匍๎�%TTPI�叨ߞӿֶኡጲ�
ᇕැ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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樄獺ጲ걤სᓖ
笰亣牏ਟ獊ጲ걤სฏ獊ӯኵጲྰ㮆Չꖮኟꔍ羬妞ಆىՂጲ
ᰀᥞݷى걤ს牧ՉՉ᮸๎稗玲ኡ牐 

战ज़瑿玟ጲ窵걤ს෮ፆᑒ靦牧ྍࢪ襑ᥞ獊ᶏ蝚霭瑿Ԩ薹
ׁ䛑珶ጲኡఙ丆牧ಎꖥ蝱ᤉ๎硳ጲ걤სᓖ牐傶Ԩ硩
ᵟ蝡Է갿硁牧㮉ꗙ礚ׁ䛑珶犥Ԩ薹犢㮉ꖮ�%TTPI�ኟ叨ፙ
橕ጲኡఙ୶牧㪔䌔蝡Է걤懱奾ݴ㮉ጲյ䮣᪄ꗦ牧犥
獊ᶏԨ薹㮉䌘걤სጲ婦꘨段牐

㮉ጲׁ䛑袽㬟㮉婦ኡᰂጲ���	牧ٍӿ۲ೢܼᇕැ䟖
搳叨ߞ蕣ꗰ牐战ज़ݫم㰍橕ဴᛕ蛪ጲյ䮣ኡ牧ᘓӭׁ䛑
珶ኡෝᶏಆ硩ᵟጲ갿硁犖๎ڔ܉褖牧֖㮉ፙן㮉
๎揣犨秚걆ๆ蝱ӟྎ癲㬵ๆॠጲ段ۏ牐ྍࢪ㮉坌禅
蝚螂Ⴕ笰殻ፔ坌禅ꖮׁ䛑珶֣ݴ牧䌔ׁ䛑珶皜玟獉犥
犢㮉籧螀ಆࣂᐓᗮ獉ख़ጲ襑ၛ㵕羳獈ᘎᰂ牐

蝚螂㮉ጲႵ笰殻ፔ薹究ׁ䛑ߞ搡㺔氂

ࣂ籧螀ಆٍꗳ獊ጲጲׁ䛑珶ࣂଚӿ牧㮉܉螂݅ࣂ
ᐓᗮ牧傶걤სٛڦኡ矎硯ߞ搡ෝᶏ玲갹Ԩᰀॠ蝱疻牐
㮉蝚螂Ⴕ笰殻ፔ牧䒻ׁۘ䛑珶仂靦䌘窵걤სጲ狅蚅牧
蝱ᘓ仂靦犢㮉䌘吚瑿ओጲ段牐螈౯ྍፔ䰤ጲٍӿӟ殻
๎硳ෝ牧ฏ哴ݣꖥ갵ۓ걤სጲٛڦኡ牧仂靦襑ᥞೂ玲
ጲ窵ᰂ襑ᥞ걜ጲ䔂ᰂ牐ࣂ������걆懯ଚଷ牧㷢ꖮ
Ⴕ笰殻ፔጲׁ䛑珶䌔ଙ璂ٛڦኡሳൊṜڪ���	牧㪔℄ꕯ
Ԩ�����㱁ۓ㬾窵牪ᛕ������ଚ犥㬵牧㮉ࣂ����㮆㾴疑
瑿玟ى℄ꕯ�����㱁ۓ㬾ጲ걤ს牧๎ۘ蝱ӟྎ嘦ל獊
ᐓᗮጲ窵ׁ䛑篷蒇牐

ᴼԨ仂靦窵ֶኡख़牧㮉螭ꖬۏꔣ硬珿ׁ䛑珶皜玟矎硯
ጲ搡牧犥ל虁ىՂ걤სጲߞ搡牐㮉ጲ̾伛㳷̿̾䰤

伛̿禊蝄Ԩ䌘䔂矎硯ጲ瑥໓ᥞ牧ׁ䛑珶殾螞ਞ蝡Է
ᥞ犥ಆ๎吚瑿ᥞ牐

覿䮣ኵ蚎ݼ걤სᓖ

䮣ኵݼۏ㮉ۙྍࢪฏ℄夹ኡ㪔犋᪄犥姘虁걤ს牧ظ
ശ鹢걤სᓖጲ禊盢牐ל虁걤ს襑ᥞ狶ጲ犋㰍㰍ฏ℄
夹牧螭殾嘦ל㮉ጲׁ䛑袽ꖥ犥絑לӭ妿ꕆ媲ጲෝֶ
ኡ걤ს牧㪔㶧ۘ갵䔶ᐓ玟ጲ盵갺ꖥۏ牐

蝚螂㮉ꖮ㾴ꘉݣ೯媲ᓖ肥ፒ��%;7�ᛕ������ଚ
蚏ጲ֣ݴ牧㮉ྌۏۙࣂൊׁಆ襑ጲૢَ걤ს妔㮉
ጲׁ䛑珶ๆज़叨䮣牧犥ๆ獊ᶏ瑿薹究ኡ㺔氂㪔叨ኟ
ๆ窼螐ጲ段牐%;7�䰤伛ฏᒬӟ㮆䱥ᐓ걆牏麁牏絑
�妿ꕆ䰤伛ᤎᰂ揗揣犨걤სᓖጲ獊麁ພ䯤牐ऺ

7�藨挨螂纷ӿ牧加缏疛礚㹓걆戺֍皜玟獉ख़ጲ战ज़;%�ࣂ
ᐓ玟౯㹓ᒶ率㹓مᔱ牧㪔硩ᵟ۲ೢ吚瑿覍硰ଲ奲婻牏ࢪ
ፙ橕ڦ靆橕狌Չጲ憎牐婦꘨ᘓ牧%;7�藨挨瑥໓鹢
ိጲ塅瑻牧ݣ嘦ל扗皜玟ጲ걤სᓖᤉ㵕ᘎ眾ڪ吚瑿
ओ㪔๎ڦꔣ吚瑿ᐓᗮ牐ྰଚ๎㬵ज़ጲׁ䛑珶ණ೯蝡圵
걤სᓖෝဪ牪ᛕ������ଚ犥㬵牧૫๎����疑ׁ䛑珶皜玟
ਡ౯瑥໓ꔷ纷㪔糷갹�%;7�藨挨牐 
㮉䌔媣媲ׁݼ䛑珶ശ鹢�%;7�ෝໝ牧㪔䔶篇Ἢ玎ׁ䛑珶
玲갹藨挨牐ከꔣ걤სጲىՂ塅瑻禅ٍ鹢ိ牧㮉ፙן
㮉殾蝚螂ֶ䮣ኵๆ਼ค糷갹걤სᓖ㬵狶ڋๆज़揙
糽牐傶ྍ牧㮉䟖玲Ԩ战ज़ᤉ㵕牧۲ೢࣂӿ㾴ݠ樄걤ს
㾼걆捍牧犥ൊ܌䌘걤სᓖᰀᥞ7;%��藨挨ጲ
挷牐㮉螭7;%�ࣂ�ӿಞᄎ坌禅ጲ薫ᜌ牧౯傶ᒬӟ疑砾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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ԫ걆ጲ걫৽ݫم牧㪔㷢ꖮ�%;7�-'8�ጲૢ֣奲牧ꖮ䮣
ኵ֣ݴय़֏ڔՂ㮉ጲ妿涢牐傶Ԩ蝱ӟྎڔՂ㮉ጲᎤ挷
蝱疻牧㮉ꖯ旰Ԩ战ज़犥ᐓᗮ傶ӿடጲᎹ懵걆牧ਨ๘咳
ꔢ股ڗᇕ牧ൊׁ걤ᰃ㬵ᘊ捌�%;7�䰤伛㪔䌔ٍ旉ᑐڪ娄
ӥଙݤ牧ӭൊׁӟ羬ڝ螕ኡꔣݲᤉݲ䮣�%;7�䰤伛ጲ璢懺
ᇇ牧㪔咳7�8;%�ࣂSSP�,YF�ӥ牐

鹧ॠ段ۏ

䦒牧㮉犖犋䥁疨ಥ鹧ॠ段ݷശ㵕ׁ䛑袽絑ऺෝໝጲࣂ
蝧蝱疻ጲෝဪ牐�����ଚ牧㮉ꖮ葍癥ૢ䮣瑼玟ᓖۓۏ
甛㹓걆窊螈ኟꔍӿட墣ᗠԨ抳薹㯪盛袅��139牧碫
葍癥ૢ䮣瑼玟౯傶ӯኵӥᒬӟ㮆糷갹�%;7�藨挨ጲૢֶࣂ
䮣瑼玟牐

ӿ牧ٍӿ๎����疑ݫم䮣瑼玟ӿ籧螀ጲ�������ज़疑ૢࣂ
ฏ�%TTPI�ׁ䛑珶牐蝚螂蝡圵獺ꔢጲज़ෝڦ靆橕狌Չݴ
֣牧%TTPI�䒻ۘ疻匍ᗮ꘨ꖥۏ牧犥ๆॠ憒秇ശ㵕걤სᓖ
牐礬硁抳薹㯪盛袅牧ૢ䮣瑼玟ፔںྌ疻樄唰ज़璢懺ശ
鹢犥ശ㵕ൊ܌걤სᓖꖥۏ牧%TTPI�䌔ණൕ㪔א蝱犢㮉
�������걆懯ଚଷ糷갹�%;7�藨挨牐ࣂ

㮉܌奍ᒾኽ牧懯向虏碉㮆ૢ䮣瑼玟糷갹藨挨牧ᘓ犋ฏ㰍
ฏ虏㮆獨ׁ䛑珶玲갹藨挨牧蝡ե蔭㮉ࣂ碉㮆叨䮣鹧ॠ碞
ᤉ걤სᓖጲᒾኽںݼ螪蝱ӟॠྎ牐

�����ଚ

�����ଚ

•  ꖮ�%;7�6�&%�ӟ୍ݷ缏�-'8�걤სᓖૢ֣奲
•  䟖ኡꔢෝဪ㬵֍ᓓׁ䛑袽ӥጲኡᰂ

•  墣ᗠ抳薹㯪盛袅牧䒻ۘ葍癥ૢ䮣瑼玟౯傶ӯኵӥᒬӟ㮆蝚
  螂㾴ꘉݣ೯媲ᓖ肥ፒ��%;7�糷갹藨挨ጲૢ䮣瑼玟牐
•  ᛕ������ଚ犥㬵牧૫๎����疑ׁ䛑珶皜玟糷갹�%;7�藨挨

�����ଚ

�����ଚ

�����ଚ

�����ଚ

�����ଚ

搡䰤伛ߞ瑥䔂矎硯ۓ  •
䰤伛̿ӿ羳獈襁ᓖ̾伛㳷̿̾ࣂ  •

•  ḓ疑ׁ䛑珶糷갹Ⴕ笰殻ፔ藨挨

•  ശڋႵ笰殻ፔ

೯媲ᓖ肥ፒ��%;7ݣ獈㾴ꘉۓ  •
•  ��㮆ׁ䛑珶皜玟糷갹�%;7�藨挨牧ٍӿ۲ೢ䮣ኵḓ㮆
  焗ᰃ奍藨挨
•  咳̾걤სၿ聻ᓖ䰤伛̿

•  ��㮆ׁ䛑珶皜玟糷갹�%;7�ጯᰃ奍藨挨
•  ����㮆ׁ䛑珶皜玟㷢ꖮႵ笰殻ፔ
•  樄থᥞׁ䛑珶ൊׁኡᰂ갿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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ฏӟ圵ىՂጲᛕꕍ걤ს牧ᓖ걤სฏӟ殻ݷىጲ揣
犨牧ӟ㮆ڦ靆橕狌Չጲ坌禅ᤉ㵕犋ꖥ瞤ၿݛӟ㮆ڦ靆
橕狌Չጲၿ禅ᤉ㵕牐ྍࢪ疰ᇚਨओጲ㮆獨段୶౯Աፙ
Ԩ薹㪔㷢ꖮᵟ꘨ᤉ㵕牧䌘ꔣ嘦ל걤სጲ裾๘媲咳疻ᛘ
橕ᰀᥞ牐

吚瑿ꔷओ֣傶ൊׁꔪᇕ牏㵕ᇕᐓ玟蚅犥ኟਃጲ걤სጲ
ᛕꕍᵟ玟牐㮉ࣂӿ㾴ӟꕭꖮ吚瑿奲婻㾴ꘉ걤სᓖ
肥ፒᒶ覍硰ଲ奲婻֣ݴ牧犥א蝱ꔷओ갷ᶏጲ֣ݴ牧ᇚ獨
ฏࣂ걤ს姴皰ጲ瑿玟牐傶Ԩ虏ӿ㾴吚瑿ᐓ玟䌘걤ს
䜗秚걆๎ๆ鹢ိጲ藨挷牧%TTPI�ᛕ������ଚ犥㬵奲婻Ԩ
ӟ羬ڝ꘨涢䋿瑿ᘎ靍牧傶㮉圸傶�;EXIV�'LEQTMSRW�
ጲڦ靆橕狌Չज़سᗮ꘨ൊׁ䋊聜꘨涢牐ྍᗮ꘨۲ೢ�%TTPI�
㹓ૢ牏ׁ䛑珶牏覍硰ଲ奲婻牧ٍ犢ࣂӿ㾴籧螀ጲᑁಧم
㷢ꖮᘐ㷢ݸ����牐ᛕ౯缏犥㬵牧ե蔭����㮆ׁ䛑珶皜玟ጲݫ
Ԩ�;EXIV�'LEQTMSRW�䋿瑿ᘎ靍牐ۓ

 䎦걊܊
�����ଚ���ํ牧㮉ࣂӿ㾴ၮꕯጲ܊䎦걊蝱ᤉԨᒬӟཻ�
;EXIV�'LEQTMSRW�䋿瑿ᘎ靍牐㬵ᛕ�%TTPIٍ�犢ن疑
ॠᛕꕍ�Ԩ傶๘獋ॡ牏ꖮ�%;7ۓ㷢ꖮᘐ㷢ݸ����ጲݫم
虁傶ᰀ讨ጲ䋿瑿ᘎל걤ს牏犥ຨᴡဝ֣ݴ虁㶧걆ל
靍牐܊䎦걊瑿걜ॢ걊ꔷओ牧ꖮӥၺၮጲ�%TTPI�ׁ䛑珶
蜱ࣂ珙疳牐

蝡ཻ䋿瑿ᘎ靍ጲᰀ讨ฏ걤სᓖጲछ器Ꭴ挷牧۲ೢ橕
ꔣᵟ玟ࣂ吚瑿ׁ๑率ӿᰀᥞ֣ኡጲ硽ᙚ牧犥յ
䮣걤სᓖࣂ毆ᴡຨӿጲ֣ኡ̷

苭翑걊 
�����ଚ����ํ牧㮉ꖯ旰ԨଚଷᒬԬཻ牏䌕傶ࣂӿ㾴鹢
䩚ꕯ籧螀ጲ�%TTPI�ׁ䛑珶戔懯ጲ�;EXIV�'LEQTMSRW�
䋿瑿ᘎ靍牐ե蔭ن疑�%TTPI�ׁ䛑珶ጲݸ����㷢ꖮᘐ㷢ۓ
Ԩ傶๘ӤॡጲԱ㵕꘨涢牐

䋿瑿ᘎ靍螂纷ӿ牧㷢ꖮᘐ㷢薪Ԩ扗瑿玟ጲԇᥞ걤ს苭ࣂ
翑걊犥雍ꗹᐓ玟牧犥ๆԨ薹吚瑿ጲ걤ს犥ૢ皜ݣꖥ
䌘ٍ叨ኟጲꕂࣂ段牐

㮉ꖮ�%;7�吚瑿覍硰ଲ奲婻֣ݴ牧傶ׁ䛑珶戔懯꘨
涢牧۲ೢ䌔犢㮉ꕭ矑橕肥ٍݒڪյ䮣ӿጲ걤ს究ᒾ
段磧ॠጲ瑿讨ᐓ玟ጲၛ㵕牐ٍӿ۲ೢں吚瑿艾牧ꖮ
覍硰ଲጲ吚瑿ᐓ玟౯㹓֣ૢ苭翑걊雍ꗹ瑿玟ኟၛࣂ
奲婻걆ᶏ牧Ԩ薹犢㮉ጲ硲ԫ牏綡眾犥犢㮉ᛕ૪ঈ֝ᓖ
吚瑿걤ს牐

㷢ꖮᘐ螭㷢薪Ԩӟ疑ኟၛ䔂걜皜牧ֶኡॡꕍጲ薹究ෝ
ໝ㬵疻ᐐ硬珿搡ጲ獺ꔢෝဪ牧犥ӟ疑ኟ叨絵蕕ઋဤ
ጲ吚瑿ૢ皜牧犥Ԩ薹ٍ犢ᤉ䮣ঈ֝ᓖኡ䋿匍걤ს
ᓖ牐

?糷갹A䌘Ⴕ笰ს媲ל虁ጲ窼獈藨挷牧犋㰍襑ᥞ臑আጲኟꔍ羬
妞牧螭襑ᥞ硰ଲ牏յ䮣ᐓ걆奲婻ጲݷى㷢ꖮ牐%TTPI�ൊ갮?յ䮣
䛑A犋㰍ᥞ橕ဴᛕ૪ૢ皜獉蟂ጲ걤სᓖ牧螭ᥞ橕ဴ碉㮆ꔷओጲ
媲걤ს㺔氂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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糷갹襉䔂䬤ᇕ藨挨皜玟ጲ磧ࣂ
奰奲蕕牧聅㾴



襉䔂䬤ᇕௐ姘
䌘ꔣ�%TTPI�ᘓ牧襉䔂䬤ᇕ犋ݞฏӟ㮆ፔ䰤牏ෝໝ藨挨牧ᘓ
ฏӟ圵ௐ姘牐㮉藨傶㮉๎揣犨ࣂ叨ߞኟꗱ๘ጲྰ㮆褩�
ྨၿᴼ䔂䬤ᇕ牧ℂ戔懯ڪ蕣ꗰ牧ӟꕭڪ叨ߞኟꗱ๘奾䦒ጲ
硩牐ࢨ

㮉茐縄ꔣ䮣率ጲྰӟ㮆蟂ڔ牧疨ಥԫے狝ጲ秚걆牧��
㮉ꕍ䌕ဴꔣ䛑ኡ蝡圵襉䔂䬤ᇕጲௐ姘牧ๆ๎硳ڦኡ
磧奰ኡꔣ㮉叨ߞ牧犥ኡꔣ蕣ꗰਚ㮉ጲܼᇕැ牐蝡殻
ૢ֣犋㰍䌘絑ऺ๎ፆ牧ᘓӭ蝚螂奰ྋ䌘矓उ䁰ጲ狅蚅牧������
㮉螭傶ל虁ׁ䛑珶籧螀ಆࣂጲ吚瑿ᐓ玟狶ڋԨ揙糽牐�

M4LSRI牏M4EH牏1EG牏%TTPI�;EXGL牏%TTPI�8:牏%MV4SHW牏�������������������������������������������������������������������������������
,SQI4SH�QMRM��&IEXW�ጲಆ๎磧奰奲蕕皜玟牧緡ל೯䔂
䬤ᇕ襉霘उጲ婧硳蔭匍牐ࣂ������걆懯ଚଷ牧㷢ꖮ襉䔂䬤ᇕ
ෝໝጲׁ䛑珶旉麁Ԩ������苭م雽غꔣ霘उጲ䔂䬤ᇕ牪婦懯
ᛕ������ଚ犥㬵牧婦ᰂ૫螈�����苭م雽Ԑज़牐ࣂ������걆
懯ଚଷ牧㷢ꖮ蝡殻ૢ֣ጲׁ䛑珶�皜玟ࣂ����㮆㾴疑瑿玟
갵ۓԨ����㮆牧螈ڪ�����㮆皜玟牧蝡갹ፆꔣ�ॠਥᇕ걤ׁ䛑
珶ጲ氥茐鹧皰牧۲ೢ蕣ꗰ秚蛪牏ڭ�ܧ걫᪡ຄ牏ፙ秚۲蕕ጲ
皜玟牐

傶襉䔂䬤ᇕछ器戔碞樄獺ꔢ䁰

90������䔂䬤ᇕ襉霘उ藨挨䰤伛ᥞᛘ靦���	�ጲ䔂��
䬤ᇕ旉麁犋蝚螂䔂ᇕꖥს麁ጲෝਡ౯牐ᛕ������ଚ犥
㬵牧๎�����㮆ׁ䛑珶皜玟䋿匍Ԩ蝡㮆ፔ䰤牧㪔ӭྰଚ᮸��
๎㬵ज़ጲׁ䛑珶皜玟螈ྍڪӟ᯿纷Ꮸ牐

ꘊ茐㮉媣媲鹧ॠ襉䔂䬤ᇕෝໝጲ塅瑻牧㮉咳匍螭襑
ᥞ䒻ۘ鹧ॠ吚瑿襉䔂䬤ᇕࢨ硩छ器戔碞ጲݣኡ牧蝡
䌘ꔣׁ䛑珶౯傶襉䔂䬤ᇕ皜玟ጲꖥۏᛘ橕ᰀᥞ牐

ֻঈ牧ࣂܗ牧ከꔣ耬Ԕࢨ硩䔂䬤ᇕ旉蕣ꖥსछ器戔碞牧
ज़螈���	�ጲ꘨䔂䬤ᇕ蝱獈矓उ䁰牐�����ଚ牧㮉㶧ۘ
ܗጲӟ疑ׁ䛑珶牧౯傶扗㾴ᒬӟ㮆糷갹襉䔂䬤ᇕ藨挨ጲ
皜玟牐犢㮉ꖥ䄪蝚螂ᘎ眾ෲ伛㯪ኟ叨�%TTPI�叨ߞጲꔷ纷
걤ს㬵䋿匍蝡ӟፔ䰤牐蝚螂ꖮ匍๎ጲ䔂䬤ᇕ薹究ෝໝׁ
䛑珶獥֣ݴ㪔䒻ۘ犢㮉鹧疻䮣率牧㮉ꖥ䄪媣媲鹧疻
㮉ጲෝໝ牧ݷ䦒䒻ۘ鹧疻ݣኡጲछ器戔碞ණൕ牐

ᥞࣂ碉㮆ׁ䛑袽ӿശ㵕襉䔂䬤ᇕፙ橕സ碞牧蝢ଊ襑ᥞ୍缏
獺ꔢጲ薹究ෝໝ㬵䛑䌘䔂䬤ᇕ旉麁ࢨ硩䜗牐�����ଚ牧
㮉樄থꖮᒬӤෝ걤სࢨ硩걜珶֣ݴ牧ℂӿ㾴ጲ磧奰奲
蕕ׁ䛑珶ᮏ愊硩ᵟֶኡ螂ጲर腙箓練牧犥䌔ਚ㮉Ⴕ၌ԧ
亣㪔螀ׁࢨ䛑珶蝱ᤉٛڦኡ牐蝡㮆ꔷ纷䒻ۘ㮉ጲׁ䛑珶
仂靦ֶኡ�����雽ኡꔣ奲հ箓練ጲर腙ᇕැ牐犥蝡㮆م��
ෝໝጲ౯ے傶छ器牧㮉䒻ۘӿ㾴ጲࢨ硩֣ݴय़֏䌔䮣率
鹧疻ڪܗ牧ൊׁԨ犥ں篷ဪֶኡጲࢨ硩छ器戔碞牧犋㰍
ණൕ㮉ࣂ扗瑿玟ጲׁ䛑珶䋿匍襉䔂䬤ᇕፔ䰤牧ᘓӭ䒻ٍ
犢蕣ꗰ珶獺ꗰԨꔢጲ䁰牐

蝚螂獺ꔢጲ戺֍秇ࣴ鹧ॠ襉䔂䬤ᇕෝໝ

ᛕ������ଚ犥㬵牧㮉ӟꕭꖮ�90֣ݴ�牧ശ㵕ࣂ碉㮆ׁ䛑
袽ӿ䟖ኡ襉䔂䬤ᇕ䰤伛藨挨牐㮉ꗷ䢔�90�����֣傶
㮉ጲ襉䔂䬤ᇕ䰤伛牧ࢪ傶ਚฏ磧瑥໓ጲ蕣ꗰ䰤伛牧窩荠
皜玟ӿ۲ೢ旰م訇觶蟂䔂䬤ᇕ牧犥๎靆䔂䬤ᇕጲಆ
๎䔂䬤ᇕꔷ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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ӟ膢ᘓ牧傶Ԩ糷갹藨挨牧90�걆ꕭ矑涢挨ྰ㮆皜玟ጲ襉䔂
䬤ᇕ婧硳蔭匍牧蝡襑ᥞհ疛礚匍䁰涢挨牐櫒ꕍ蝡圵秇
硽Ԩ㮉盄ज़橕ꔣঈ֝虏ׁ䛑珶伛㯪雍獊犥蝱ᤉ藨挨
ጲᎤ挷牧֖ฏ匍๎ጲꔷ纷๎䦒犖䌘ෝໝጲ盠蝧鹧疻ൊڋԨ
䜗牐

�����ଚ牧㮉ꖮ�90֣ݴ�樄咳䮣ኵḓ㮆ׁ䛑袽襉䔂䬤ᇕ
ᓖ羬妞ל挨ෝໝ牐蝡㮆ל挨ෝໝ碫ࣂࣂ羬妞갷ᶏᘓ覍㮆
Չ갷ᶏ涢挨ݫمጲ䔂䬤ᇕෝໝ牧蝱ᘓꖥׁࣂ䛑珶ጲ䮣率ӿ
ๆ盠瑿䟖ኡ襉䔂䬤ᇕጲፙ橕സ碞牐

ݷ㪔䌘ٍ蝱ᤉ緳矒ጲ֣ݴ㮆皜玟獥ݲ㮉䌔媣媲ꖮࣂ
䦒牧蝡㮆ꔢጲל挨ꔷ纷禅ݣꖥ氥茐ۓ盠ࣂ�%TTPI�ׁ䛑袽
ӿ䟖ኡ�90�磧瑥໓ጲ襉䔂䬤ᇕ䰤伛牧㪔傶ݲᤉݲ䮣ጲݫم
蝧ᛕ૪ጲ襉䔂䬤ᇕෝໝ䦒ൊׁꔢ秇牐ۓࣂ

�����ଚ

�����ଚ

•  ܗḓ㮆襉䔂䬤ᇕ藨挨皜玟  
•  &IEXW�磧奰奲蕕皜玟糷갹�90�襉䔂䬤ᇕ藨挨
•  ���	�碪๎ጲ磧奰奲蕕皜玟玲갹�90�襉䔂䬤ᇕ藨挨

•  ꖮ�90֣ݴ�樄咳䮣ኵḓ㮆ׁ䛑袽襉䔂䬤ᇕᓖ羬妞ל挨� 
  ෝໝ
•  ᛕ������ଚ犥㬵旉麁Ԩ᩼螂�����苭م雽غꔣ霘उጲ䔂䬤ᇕ�

�����ଚ

�����ଚ

�����ଚ

�����ଚ

�����ଚ

ଷḓཻ�90�襉䔂䬤ᇕ藨挨ܧ  •

•  ӿ㾴ಆ๎磧奰奲蕕皜玟᮸糷갹�90�ጲ����	�襉䔂䬤ᇕ
  藨挨 

•  雮㵕襉䔂䬤ᇕෝໝ
•  ӿ㾴ḓ㮆磧奰奲蕕皜玟糷갹�90�襉䔂䬤ᇕ藨挨
  

•  ಆ๎�M4LSRI牏M4EH牏1EG牏%TTPI�;EXGL牏%MV4SHW� 
  ,SQI4SH�ጲ磧奰奲蕕皜玟糷갹�90�襉䔂䬤ᇕ藨挨  
•  ����苭م雽䔂䬤ᇕᤪ旉麁எغꔣ霘उ 
•  ശڋ䮣ኵḓ྄ࢨݣ硩ל虁腕��64*

•  %TTPI�8:�磧奰奲蕕ׁ䛑珶皜玟糷갹�90�襉䔂䬤ᇕ藨挨

᩼螂م�����雽

����疑

����雽م��

ׁ䛑珶皜玟૫糷갹�90�襉䔂䬤ᇕ藨挨

ጲर腙ᇕැ蝚螂ࢨ硩蕣ꗰ螂纷ӿֶኡጲर腙
箓練갹犥仂靦

䔂䬤ᇕᛕ������ଚ犥㬵ᤪ旉麁எغꔣ霘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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㮉ᥞׁ䛑珶挘ਞ磧Ṝ䰤伛ጲ玈㵕Չ稗牏،皐ꖮਟ獊牧犥絑ऺᓖ牧㮉ྰ
ଚ᮸걆蝚螂瑥໓ጲᒬӤෝ戺֍牧㬵戺֍犢㮉ฏ玽ᒨݴ蝡Է䰤伛牐ࣂ೯媲ጲ矑藉㷢
ꖮԐख़牧蝡Է戺֍ൊׁԨӟ㮆Ԩ薹ׁ䛑珶蔭匍ጲᰀᥞꗯ䕩牧犖๎ۘ㮉妔ԩᥞ
ጲණൕ牧犥ശ㵕碉㮆ׁ䛑袽ጲ犋䥁蝱麁牐

ׁ䛑珶蔭匍ꖮ咳疻  07
030201 04 05 06 07 08ᒎ℄  

 �����걆懯ଚଷጲׁ䛑珶蔭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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玈㵕Չ稗

㮉ׁ䛑袽ጲ戺֍蔭匍牧狅戺֍气獨

�����걆懯ଚଷጲׁ䛑珶蔭匍
戺֍牧犖圸傶疛礚牧ฏ㮉ኡ㬵ᤎᰂฏ玽ᒨݴ㮉ᥞጲෝဪԐ
ӟ牐ׁࣂ䛑珶皜玟匍䁰䁆ᤉጲ戺֍㰍ꖥ갹Ꭴׁ䛑珶ລ㮆䦒ྨጲ蔭
匍牐ꕍᘓ牧ࣂ奾ݴꖮׁ䛑珶㿁褧ጲਨ๘Լꔷ牏䔶ڬ䁭ޟ牧犥ꕭ
矑肔ꖞ갿܉苭ׁ䛑珶㹓ૢ橕ꔣ犢㮉肬䁰꘨涢ጲ憎எ牧㮉瑥໓
ጲׁ䛑珶戺֍疰ꖥႵ༪ᤎᰂׁ䛑珶௰ਞ̾伛㳷̿̾䰤伛̿ෝᶏ
ጲ蔭匍牐

�懯ꔣ����㮆㾴疑瑿玟蝱ᤉԨى๘樌牧ޟ������ଚ䁭ࣂ
������ཻ加缏ጲᒬӤෝ戺֍牧۲ೢ�����ཻ̾%TTPI�ׁ䛑
珶ᤉ傶伛㳷̿戺֍牧犥���簉皜ꖮᔝ簉皜戺֍�牐ٯཻ��
ᛕ������ଚ犥㬵牧%TTPI�ᓖጲ戺֍ى窩荠Ԩ�%TTPI��
ꕭ矑蕣ꗰණڋጲ���ѿ牐ྰଚ㮉螭걆蝱ᤉ统䢗戺֍ꖮ
统䢗癧憙牧犥ࢨ䛑㹓ૢጲኪ藗瞲矒牧ฏ礬硁毆介ڔ�
ຊ涢挨ׁ䛑珶皜玟ጲ觓檺牐ࣂ������걆懯ଚଷ牧ࣂ๛ԫ
蝢Ꭴጲఙ丆Ӧꗰ我ׁ䛑珶皜玟牧蝱ᤉԨ�����ཻ统䢗戺ط
ꗙ礚牐֍

�ݴ碉㮆戺֍ꔷ纷ӿ牧㮉걆戺֍�����ज़殻䰤伛牏嘦藨ࣂ
憒牧㪔嘦藨襑ᥞ硬蝱ጲ瑿ෝ牐ྰӟ疑矑ݒ戺֍ጲ皜玟걆
絑ऺӤ殻戺֍气獨��玈㵕Չ稗牏،皐ꖮਟ獊牧犥ࣂ�ӿ牧�
犥ڔ�����笕ڬڔጲ䰤伛蝱ᤉ戺ڔ牧Ӥ殻气獨갹ڔጲଙ璂
꧊疰ฏ扗皜玟ጲଚଷ姈ݴ戺ڔ牐

ᴼԨᒬӤෝጲ̾%TTPI�ׁ䛑珶ᤉ傶伛㳷̿戺֍ख़牧㮉螭��
ᥞ战ज़ׁ䛑珶犖矑ݒ揗揣犨珶䮣肥ፒ��6&%�ጲ涢挨戺��
֍懯向��:%4牧蝱ᤉ蝡殻䮣ኵ鹢ိֶኡጲ獊皜玟ᒬӤෝ戺
֍牐ࣂ������걆懯ଚଷ牧ى懯ࣂ�%TTPI�ׁ䛑珶皜玟ਡ౯����
ཻ�6&%�:%4�戺֍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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蝱ӟྎԨ薹
ঈ殾蝱ӟྎԨ薹㮉ጲ戺֍ꔷ纷ꖥۏ璢ᙚෝໝ牧ݣ㷢褂物
㮉ঈ֝ꖮׁ䛑珶֣ݴ牐

،皐ꖮਟ獊

絑ऺ

*%TTPI�礬硁聅㾴挨ڮԼค甛㹓걆��7)'�ጲᥞ牧䁭ޟӟଚጲٯ簉皜ꖮᔝ簉皜戺֍牐抬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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䟖玲喪ྌ毆ᴡᤉ㵕
ӟ෯咳匍犨֝犋ݴ憒ఙ丆牧㮉걆缏ܩ䟖玲ᤉ㵕犥嘦ל
ׁ䛑珶ꖥ夳ྌ㺔氂牧㪔狶ڋ䋿搡ጲ裾๘硬虋牐㮉걆犥喪
ྌ毆ᴡᤉ㵕懯向㬵䁆ᤉ牧ࣂ蝡ྨ๘樌獉牧ׁ䛑珶殾ࣂᒬ�
���ॡ牏���ॡ����ॡ䦒矑ݒ�%TTPI�䲒礚牐

Ԑஎ牧㮉걆蝱ᤉ硬ྌᤉ㵕涢挨��'%:牧嘦藨ฏ玽苽䋿ಆ
๎硬ྌᤉ㵕牧㪔૫䟖玲ᥞྎ詽ᴡྋ㺔氂ཻٛ咳ኟ牐

瑥ꕼ䁭갺ᤉ傶

㮉ꕼྋׁ䛑珶䌘㷢ꖮ戺֍ጲ㹓ૢ蝱ᤉ犨֝୶ጲ䁭갺牐
㮉ꖮᒬӤෝ奲婻֣ݴ牧肥媒ࣂ戺֍๘樌矑ݒ我藳ጲׁ䛑
珶㹓ૢ牧嘦藨犢㮉䷱๎ࢪ傶矑ݒ我藳걩ݒ䁭갺牐

ᴼԨਨ๘ׁࣂ䛑珶皜玟ӿ窔洛�%TTPI�㿁褧ख़牧㮉螭ꖮ加缏
ጲᒬӤෝ疛礚㹓֣ݴ牧朼䌘ׁ䛑珶ࣂ姘虁㮉瑥໓䰤伛ෝᶏ
ጲ蔭匍蝱ᤉ瑥໓戺֍牐

̾%TTPI�ׁ䛑珶ᤉ傶伛㳷̿戺֍ӿ۲珀ጲၛ㵕

ᥞׁ䛑珶ל೯㮉ጲṜ䰤伛

07 ׁ䛑珶蔭匍ꖮ咳疻

㮉걆ꖮׁ䛑珶ᓖՉ㹓蝱ᤉ我藳牧嘦ל犢㮉
ᆚ̾伛㳷̿̾䰤伛̿ጲᥞ牧ڬਨ螕吚ጲᓖ羬
妞㪔՟拙䋿ᤉ牐

ꖮᓖՉ㹓蝱ᤉ我藳
㮉걆霭皈疛໑㹓ૢ夵袅牏ꗅ걤걤懱牏ݴ夹硰ᒾ
հ牐

ॠ憒秇հ疛໑

㮉我藳ׁ䛑珶㹓ૢ䦒牧걆ࣂԇᓖՉ㹓蝅螨ጲఙ
丆Ӧ牧犥㹓ૢጲྯ承蝱ᤉᶏ藳牧嘦藨㮉薪靍ڪ
ጲఙ丆ꖮ犢㮉ጲ䋿ꘉ妿涢ፙᒨ牐

ꖮ㹓ૢ蝱ᤉ我藳
㮉朼䌘麁䋊ߞਟ獊牏ၿᴡ牏獉绚䶷ߞ搡牏秚瑊
ਟ獊牏絑ऺ矒ڬ㮆Չᴡ虁戔㯪ٍ犢ज़殻ᥞ蝱
ᤉ托奞䲒礚牐

皜玟蝛ྎ䲒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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ᰀॠ螉憒

櫒ꕍׁ䛑珶殾疩ྌ涢挨犨֝犋ݴ憒ఙ丆牧ᰀॠ螉憒ฏ
磧瑥ᰀ螉̾ݎ%TTPI�ׁ䛑珶ᤉ傶伛㳷̿ጲᤉ傶牧ࣂ������
걆懯ଚଷ牧㮉咳匍Ԩ����蚏ᰀॠ螉憒ఙԫ牧ٍӿ۲珀���蚏
瞤㯿玈ૢ螉憒牧犥���蚏ૢ䦒玈ૢ걤ැ蒅㯔牏ꗰ�牐

蝡獋蚏瞤㯿玈ૢᰀॠ螉憒ఙԫ咳ኟݤࣂ傀ݷӟ㮆ׁ䛑珶
ጲ獋㮆加缏皜玟ӿ牐疛礚㹓咳匍ख़罕夹肝㹓ૢණ՟Ԩ肝

07 ׁ䛑珶蔭匍ꖮ咳疻

蜱ଚ㬵ጲᰀॠ螉憒갿ᰂ

蝱ӟྎԨ薹

ঈ殾蝱ӟྎԨ薹ᰀॠ螉憒㮉ጲ硬ྌᤉ㵕ꔷ纷牧ݣ㷢褂物
㮉ঈ֝ꖮׁ䛑珶֣ݴ牐   

揲ኡ牧蝡ฏ�%TTPIࣂ�㮉犨֝籧螀塅瑻獉᮸瑥໓ꕼྋጲ
狶ဪ牧ֶܩ吚瑿ဪز战犖犋갹硩玲ྍ揲ኡ牐ྰ吚咳匍ख़
罕夹肝㹓ૢණ՟Ԩ犨֝肝揲ኡ牧㮉᮸걆ᥞׁ䛑珶缏
㹓ૢ蝐螭獊氃揲ኡ牧㪔ӭ蝚螂ᒬӤෝ疛礚㹓嘦藨蝡執ݼܩ
蝐྄牐㮉犖ӟঈ碪ꖮׁ䛑珶֣ݴ牧ۓ䔶ׁ䛑珶ጲᓖ
羬妞䋿率狶ဪ牧犥ᴡྋ㺔氂ཻٛ咳ኟ牐

ԝ蚏ૢ䦒玈ૢ걤ැ蒅㯔牏ꗰԫհӿ牧ׁ䛑珶傶Ԩ褲ࣂ
萢᩼䦒ۓ紑�耬靦ྰꗱռ௴෮牧ᤪ咳匍ݼ�%TTPI�ൊׁ

Ԩ㯔ꗰ懿袅牧蔭ขਡ獊ᒨݴ㮉ጲૢ䦒ᥞ牧۲ೢ䌔ૢ֣
䦒樌褖ڬ傶ྰꗱ犋᩼螂����䦒牧犥蝫媲���㮆ૢ֣෮牐
螭๎獋ׁཻ䛑珶㯔ꗰ懿袅犥褲萢๛螞ਞ㮉䌘䋊ኟ䋿
聜ኟૢ֣ᥞጲఙ丆牐�

ႀྰӟ蚏ԫհጲׁ䛑珶᮸缏ܩᤪڝ獈薪靍ݸ㻌牧㪔蝢Ꭴ
ٍ䁆ᤉ裾牐㮉걆霭皈疛礚ׁ䛑珶ጲ螇盓硰ᒾᓖڬ
ଷ牧犥ಥڋ㺔氂ጲ礬ܼࢪ牪ᥞׁ䛑珶殾矑ݒ氃ख़戺
֍牧犥嘦ל硬ྌஎጲ硰ᒾ嘦䋿䋿碞牧ᴡྋ๛㬵ཻٛ咳ኟ螉

憒ఙԫ牐㮉螭ᥞׁ䛑珶狕ྌಆ๎夵袅牧犥ݎ碸嘦䋿
ጲૢ֣䦒갿牐

ጲଚଷ繞矎硯ᰂ갿硁ಆ갹牐ޟӿ牧%TTPI�ׁ䛑珶蔭匍ฏ礬硁稲ଚ䁭ޟଚጲ蝱ଷ䁭ࣂ�

蒅㯔牏ꗰ瞤㯿玈ૢ๛᪄请玈ૢ絑ऺঙ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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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䛑珶蔭匍ꖮ咳疻

᭑晃ᚇۏचᙚൊׁ܌䛑ࠠᤓ匍 
㮉犋䥁傶㮉ᛕ૪ꖮׁ䛑珶ൊṜ䰤伛牐蝡۲ೢꖮׁ䛑
珶֣ݴ牧嘦ל犢㮉䢐๎೯媲硬蝱蔭匍ಆ襑ጲݲ圵ૢَ걤
ს牐%TTPI�ጲ䌕疑㮉蝚螂ꖥۏ璢ᙚ傶ׁ䛑珶㿁褧ൊׁණ
ൕ牧㶧ۘ犢㮉硬蝱ᓖ羬妞牧犥薹究姴盪㺔氂㪔ᴡྋ㺔氂
ཻٛ咳ኟ牐�

礬硁ׁ䛑珶ጲ姈ݴ戺ڔ牧㮉䌔ׁ䛑珶ጲ蔭匍ڔ傶ְེ牏
ӿᒶ㱢吖Ӥ圵气獨牐蝡Է气獨ኡ㬵ᤎᰂׁࣂ䛑珶ጲ戺֍
ӿ咳匍㺔氂ጲ毱ሳ瑥ᰀ纷ଷ牐�

蝚螂೯媲Ա㵕ꖮꖥۏ璢訅牧㮉೯媲ശ㵕ׁ䛑珶硬蝱牐ࣂ�
�����걆懯ଚଷ牧夹๎���	�ጲׁ䛑珶ᤪ戺ਨ傶蔭匍㱢
吖牧��	�傶蔭匍ӿᒶ牧犋ڪ��	�傶蔭匍ְེ�牐

㮉癲㵕ׁ䛑珶ൊ܌ꖥۏ蔭匍ጲෝဪԐӟ牧ฏᥞ螞ਞ
㮉ጲૢ䦒䰤伛牐㮉䌔戺֍ૢ䦒ڝ傶戺֍ጲӟ蟂ڔ牧㪔

憙襑ᥞ䋿碞喪ྌ毆ᴡᤉ㵕懯向牐ྍख़牧蜱����ଚ㬵牧㮉ྰ
ꗱ緳介᩼螂�����苭ૢՉጲૢ䦒牧㪔蝚螂ᰀ讨疛礚涢挨ૢ䦒
䁭ޟ牐ࣂ������걆懯ଚଷ牧��	�ጲׁ䛑珶螈ڪԨ㮉ጲૢ
䦒ᥞ牧穉ںӟଚ갵ۓԨ��	牐

ጲଚଷ繞矎硯ᰂ갿硁ಆ갹牐ޟӿ牧%TTPI�ׁ䛑珶蔭匍ฏ礬硁稲ଚ䁭ޟଚጲ蝱ଷ䁭ࣂ�

����������������
걆懯ଚଷ

����������������
걆懯ଚଷ

����������������
걆懯ଚଷ

����������������
걆懯ଚଷ

����������������
걆懯ଚଷ

蝱ӟྎԨ薹

抬㷢横̾㮉ঈ֝岈ׁ䛑֣ࠠ҆̿ݴ蝱ӟྎԨ薹ঈ֝ਨ嬝�
蝡Է气獨牐   

0%

59.4%

69.0%

82.2%

80.8%

86.12%

39.4%

30.4%

17.3%

18.9%

13.54%

1.2%

0.6%

0.5%

0.3%

0.34%

ׁ䛑珶ଚଷ蔭匍

蔭匍㱢吖�����ń���� 蔭匍ӿᒶ�����ń��� 蔭匍ְེ�����犥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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ᴼԨ䁭ޟख़牧%TTPI�螭咳Ԩଚଷ걤ැ갽襷䁭ޟ牧疰ݲ殻䮣率ꖮ獊ׁ䛑袽
ጲ圵圵ૢ֣牧ൊׁم樄蝚ขጲ걤懱牐

ٍ犢걤ს ꖮ̾肥ݴ㾴ૢ珶յ䮣ꖮՉ稗瞲疩ܼ㳷̿ל೯ӟꖬ 

ٍ犢걤ს 
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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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犢걤ს
 O Ԩ蝡ճଚଷ蝱ଷ䁭ޟख़牧%TTPI�犖걆咳ଚଷ硰ᒾๆꔢԫ殻牏م樄䁭ޟ걤ැ갽襷牐犥Ӧฏፙ橕م樄
걤ැጲ瞲ܗ牐

̾%TTPI�ׁ䛑珶ᤉ傶伛㳷̿̾%TTPI�ׁ䛑珶揣犨
䰤伛̿ 
̾%TTPI�ׁ䛑珶ᤉ傶伛㳷̿禊蝄Ԩ�%TTPI�䌘ׁ䛑珶ࣂ苽䋿
玈㵕Չ稗牏،皐ꖮਟ獊牏絑ऺל虁牏螇盓犥ᓖസ碞ᒶጲ
ᥞ牪̾%TTPI�ׁ䛑珶揣犨䰤伛̿㳷蝱ӟྎ抋ข�%TTPI�ጲ
ٍ犢ݲ殻ᥞ牐%TTPI�ׁ䛑珶殾螈̾ڪ䰤伛̿ጲݲ殻瞲
䰤牧ಎᒨ̾ݴ%TTPI�ׁ䛑珶ᤉ傶伛㳷̿ጲᥞ牐
ׁ䛑珶̾伛㳷̿̾䰤伛̿

%TTPI�ጲՉ稗硰ᒾ
㮉ጲՉ稗硰ᒾ犥ज़殻㾴ꘉ藨ݣጲ䰤伛傶छ器牧۲珀̾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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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致 
 我們在識別、減少、防止及補救人權風險方面所做的努力，   
皆按照《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GPs) 中     
規定的工商企業與人權盡職調查程序。

政策承諾 

我們堅決承諾，致力於遵照聯合國《國際人權法典》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 和《國際勞工組   
織關於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的規定，在業務營運中
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我們依據《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
指導原則》進行人權盡職調查，識別並努力降低風險。我
們也尋求補救糾正不良影響、追蹤及衡量進度，並報告結
果。為了與《聯合國指導原則》一致，我們會在國家法律和
國際人權標準有出入時，遵循更高的標準；若兩者衝突，
我們既會尊重國家法律，同時力求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原
則。Apple 的人權政策概述我們如何對待公司相關的所有
人，包括顧客、Apple 員工、業務合作夥伴，以及供應鏈每
個環節的工作人員。我們的董事會已代表 Apple 採納這
項政策，並負責監督及定期審查政策內容。Apple 資深副
總裁兼法律總顧問將會監督 Apple 這項政策的實施情況，
並向董事會及其成員報告我們的進展，以及在盡職調查過
程中所發現的重大問題。

深植尊重人權的理念

Apple 董事會會負責監督執行長和其他資深管理階層
的日常工作，以確保 Apple 的營運方式恰當且合乎道
德。許多跨職能團隊負責進行人權盡職調查，包括但不限
於法律和全球安全、商業行為，以及環境和供應鏈創新 
(ESCI)。Apple 的 ESCI 團隊隸屬於 Apple 的全球營運
組織 (World Wide Operations)，負責協調 Apple 整個
供應鏈與人權相關的活動。

2005 年，我們制定了《Apple 供應商行為準則》和
《Apple 供應商責任標準》(分別簡稱為《準則》和《標
準》)，以詳細闡明我們在人權相關議題上對供應商的要
求。此後，我們每年收集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回饋，以及不
斷更新的法律規範和最佳實務作法，以確保 Apple 的《準
則》和《標準》能符合國際最新認可的人權標準。

為衡量我們遵守人權標準的能力，其中一種方式是根據 
Apple 的《準則》和《標準》來評估供應商，藉此在勞動人
權、健康與安全、環境、道德和管理系統方面推動改進。要
維持安全、健康且充滿尊重的職場環境，員工必須知道並
能夠行使他們的權利。因此，我們要求所有供應商對其員
工提供有關自身權益的培訓。供應商員工須參加新員工入
職培訓課程，內容涵蓋國際勞工標準、當地勞動法，以及 
《準則》與《標準》要求的勞動人權保護等。培訓主題包括
工時與加班政策、申訴機制與熱線、我們對於報復行為的
零容忍政策，以及職業健康與安全標準。透過我們的負責
任採購方案，我們更深入供應鏈，與合作夥伴一同提升職
場權益意識。

識別主要的人權風險

首先，我們要識別全球供應鏈中的風險，然後透過改進政策
和策略，並提升與供應商攜手合作的能力來消除風險。我們
在識別、減少、防止及補救人權風險方面所做的努力，符合 
UNGPs 中規定的工商企業與人權盡職調查程序。首先，我
們透過健全的評估流程，並參與行業級別的第三方審查，識
別主要的人權風險。Apple 會根據多項因素挑選評估的供
應商，包括過往審查表現、製造程序風險和計畫支出項目。

08  其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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