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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責的供應商管理3-2

強化供應商永續管理三大要點
 
新冠肺炎 COVID-19 對全球企業上游供應鏈的衝擊，至今仍在全世界各地蔓延，藥華醫藥與供
應商夥伴共好共榮的信念依然屹立，與供應商／承攬商的共同合作與實踐永續信念，為醫藥產
業和病患創造長期穩定的價值。

        供應鏈管理與應變能力的提升

為避免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對供應鏈的衝擊。藥華醫藥持續
提升供應鏈管理與應變能力，維持安全庫存量、建立替代料源，
考量成本及長期備料之間取得平衡並快速應變，積極降低無法及
時、穩定供貨的斷料風險。

        永續宣示：與供應商／承攬商共好共榮

持續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永續宣示傳達給供應夥伴，創造正面長期的影響力。採購及相關權責
單位已著手擬訂「供應商行為準則」，分階段進行宣導及簽署。2021 年進行《PEC 企業永續
報告書》宣導共 177 家廠商；目前著手進行《供應商行為準則》增訂及「供應商管理作業準則」
修補後，預計 2023 年開始與供應商進行簽署，期望攜手每一位供應夥伴，和我們一起成長、
一起共好、一起重視企業永續發展責任。

與供應商夥伴共好共榮，我們的規劃是：
•	宣示：傳遞藥華醫藥企業永續理念及作法
•	行動一：宣導《供應商行為準則》
•	行動二：簽署《供應商行為準則》

面對充滿變化的世界，我們提升管理與應變能力的策略是：
•	資訊的掌握
•	加強供應商管理能力
•	強化與供應商之間的互動

為了確保穩定的供貨，我們的做法是：
•	鑑別關鍵性料品
•	篩選出候選原物料
•	品質確認、實驗確認

•	製造試量產
•	QA 監控，符合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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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掌握可能影響供應鏈的因素（疾病、氣候
變遷、天災等）

更新供應商原料採購到貨的前置時間

提升安全庫存，並監控客戶前端醫療院所及病
人的需求變動

調查原物料生產國家疫情狀況，並評估斷料的
風險與可能性

積極建立原物料之替代料源降低斷料風險

強化與供應商之間的聯繫與互動，即時掌握廠
商的變動，持續監控料品運送的相關訊息，確
保及時獲得運輸物流的整體資訊

加強供應商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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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替代料源

本公司針對原物料進行全面性調查，並依照內部標準作業流程，判斷導入
替代料源的料品優先順序。針對有立即性斷料風險的料品皆已建立替代料
源，而對具潛在斷料風險的料品，優先提升安全庫存，降低斷料風險。

供應商／承攬商之管理流程   GRI   102-9  GRI   204-1  SASB   HC-BP-430a.1

藥華醫藥為確保供應商及所供應之原物料與設備，符合公司對於品質、交期及藥品優
良製造規範（GMP）之規範，由 QA 部門制定《供應商管理作業標準書》及《供應商
管理程序書》，作為供應商及委外服務合約商之核准程序與作業內容，透過嚴謹的把
關程序，嚴格監控原料、物料、儀器／設備供應商的篩選、評鑑與核准。另外，也透
過簽訂「品質協議書」的方式，明訂本公司對於品質與技術相關議題的權責，確保雙
方產品與品質的要求具有一致共識，所有應簽訂品質協議書的廠商，皆 100% 實際簽
署。在地廠商家數占比於 2021 年度也持續提高至 95.3%，在地廠商採購金額則提高
到 79.4%。

100% 簽訂品質協議書

應簽署供應商皆全數簽署

註 1：2019、2020 年資料範圍僅涵蓋藥華醫藥總部。
註 2：2021 年資料範圍涵蓋藥華醫藥總部、泛泰醫療。

盤點需建立替代料源的原物料，判斷依據為：
•	廠商通知即將停產
•	法規單位要求
•	進行料品風險評估，依據《料品關鍵性評估》之

程序，評估料品的關鍵性

交由製程開發實驗確認，進行試量產。經測試合格
之原物料隨即進入 GMP 控管程序（例如供應商評
鑑、規格檢驗及方法建立等），完成相關程序後，
即可進入備用清單

在開發替代料源的每個階段，所有測試數據與文件
皆由 QA 持續性監控，以確保整體流程完全符合法
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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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總部藥華醫藥供應商管理作業流程   泛泰醫療供應商管理作業流程

  藥華醫藥總部與泛泰醫療 2021 年度採購支出與供應商家數統計表

註：在地供應商為於國內提供產品與服務之廠商。包含台灣生產、製造與代理。

供應商／承攬商管理策略

為提高供應商管理效率，藥華醫藥依風險及採購金額，將所購入之供應
商物料或服務分成「策略性」、「關鍵性」、「槓桿性」及「一般性」
等 4 大類。再根據每類的物料或服務的市場特性、產品屬性等，擬定對
應的供應商管理策略。

採購類別

在地供應商 ( 註 ) 非在地供應商

在地採購
金額占比

供應商家數
供應商
家數占比

非在地採購
金額占比

供應商家數
供應商
家數占比

原料 100.0% 7 100.0% 0.0% 0 0.0%
包材 100.0% 5 100.0% 0.0% 0 0.0%
耗材 100.0% 72 98.6% 0.9% 1 1.4%
試劑 99.1% 15 88.2% 1.4% 2 11.8%
儀器設備 91.7% 90 98.9% 8.3% 1 1.1%
委外服務／製造 37.0% 94 89.5% 63.0% 11 10.5%
工程 100.0% 15 100.0% 0.0% 0 0.0%
藥品 100.0% 7 100.0% 0.0% 0 0.0%
合計 79.4% 305 95.3% 20.6% 15 4.7%

供應商找尋與申請

供應商資料評估

進行供應商稽核

合格供應商

改善完成 改善未完成

重新尋找

不合格供應商

供應商
採購作業

給予受查廠商 3 個月
的缺失改善時間

暫停
訂購

新供應商資格評鑑

與合格廠商交易

供應商開發

廠商之校正方案

年度考核

N

N

N

Y

Y

Y

合格

高                                 

缺
料
後
對
製
程
與
研
發
的
影
響                                 

低

關鍵性

一般性

策略性

槓桿性

多有專利保護，或獨家
產品特性（單一料源比
例高）

供廠商替代容易，交易
風險及金額均不高

供廠商具獨特技術，不易取代

有多家廠商可供替代、選擇。
換料較不易造成實驗 / 製程重
大影響

•	確保供貨來源之穩定
•	與供應商維持良好之互動，

善用廠商提供之服務資訊
•	開發新供應商與替代貨源

管理策略

•	執行常態性採購，遵循並
維持應有之採購程序
•	集中訂購數量及次數 

管理策略

•	策略聯盟：實質強化與供應商間的
結盟，互利共生。
•	與供應商維持良好之互動，建立良

好合作關係
•	評估整體擁有成本：涵蓋服務範

圍、品質及時程等績效
•	合約的簽訂，確保服務品質及內容
•	自行生產製造

管理策略

•	針對經常性之物料，請廠商備庫
存，以配合及時供貨
•	整合採購品項及各部門需求
•	價格及成本控制，積極進行詢價及

比價

管理策略

採購金額                                                     高

	台灣在地供應商家數						 	非台灣在地供應商家數

65家			 7 家 14 家			 5 家

83 家			 1 家 143 家			 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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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應商／承攬商的篩選與評鑑 供應商／承攬商年度考核   SASB   HC-BP-430a.1

藥華醫藥新供應商／承攬商的篩選評鑑中，可分為品質
系統、技術能力及服務與支援能力等 3 大指標，其中涵
蓋品質、成本、交期、服務和管理等面向。對於與本公
司擬有交易之潛在新供應商／承攬商，皆依據《採購管
理作業標準書》、《供應商管理作業程序書》規範，於
實際交易之前經過使用單位、QA 部門和採購單位的評
鑑。統計 2021 新增供應商／承攬商總家數為 77 家，其
中在地供應商有 45 家，在地占比為 58.4%。

58% +

新增廠商 77 家中，
在地供應商有 45家，在地占比為 58.4%

186 家

2021 年內部考核審查廠商

16 家

2021 年實地稽核廠商

連續 3 年 100%

內部考核審查皆 100%完成

連續 3 年 100%

實地稽核皆 100%完成

藥華醫藥每年定期依《供應商稽核程序書》進行供應商／承攬
商考核，以確保供應商的產品與服務品質，採取內部考核審查
與實地稽核兩大制度併行。如有高風險之廠商，將縮短再考核
頻率並採取改善行動。若有重大缺失，則將立即停止採購行為。

2021 年度應實地稽核的 16 家供應商中，部分國外供應商因新
冠肺炎 COVID-19 影響未能實地稽核，以問卷及文件審核方式
替代；其餘供應商皆已依《供應商稽核程序書》完成實地稽核。
總結 2021 年度的稽核結果，應執行內部考核審查的廠商 186
家以及 16 家實地稽核的廠商，皆全數完成考核審查與實地稽
核。未有任何高風險的供應商。

  藥華醫藥總部與泛泰醫療 2021 年供應商／承攬商考核一覽表

考核方式

價值鏈階段

內部考核審查（註） 實地稽核

應考核家數
實際考
核家數

應實地稽
核家數

實際實地
稽核家數

新藥研發 99 99 0 0

臨床前實驗 0 0 0 0

臨床試驗 3 3 2 2

生產製造 76 76 13 13

藥證申請 2 2 0 0

行銷銷售 6 6 1 1

合計 186 186 16 16

註：供應商考核對象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有交易者。如前
一年度內部考核達 A與 B等級，當年度即可免評。

品質系統

新供應商／承攬商

評鑑 3大指標

服務與支援
能力

技術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