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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ILS 方案手冊」用於補充您與迪士尼簽訂的協議。如果本「ILS 方案手冊」有任何內容與你和迪士尼簽名的協
議條款存在不一致，將以您與迪士尼簽訂的協議爲準。本「ILS 方案手冊」取代之前所有的、與文中講述的主題
相關的手冊、指南和類似資料。本「ILS 方案手冊」將會不定期修改。

1

Walt Disney Company 實施了國際勞工標準方案（「ILS 方案」），從而幫助為生產迪士尼品牌的產品打
造一個安全、有包容性和尊重人的工作場所。ILS 方案是 Walt Disney Company 企業公民責任事務的重要
組成部份。有關企業公民責任的詳情，請移至 http://corporate.disney.go.com/citizenship。

ILS 方案適用於在世界各地為任何目的而生產的，所有包含、結合或應用任何由	Walt Disney 
Company 及其分支機構(「迪士尼」)所擁有或管理的任何知識產權的產品、產品零件和材料
(「迪士尼品牌產品」)的生產。其中包含授權產品、促銷品、出版物、印刷資料以及贈品。
迪士尼的知識產地包含由迪士尼所有或管理的所有名稱、商標、標識、形象和其他專有名

稱和財產（包括 ABC、ESPN、Marvel、Pixar、Lucasfilm 等）。

作為迪士尼的授權商或供應商，您有責任確保依照 ILS 方案生產迪士尼品牌的產品。本「ILS 方案手冊」
提供有關對於授權商或供應商總體要求的資訊，並包含幫助您達到合約要求的參考資料。我們建議您仔
細閱讀本「ILS 方案手冊」，並確保您具備滿足 ILS 方案的期望的充足知識、經驗和能力。

迪士尼正在將 ILS 方案轉變到針對所有授權商和供應商的單獨一組要求。迪士尼修訂後的 ILS 方案的一
項重要變更就是：所有授權商和供應商都需要按照本「ILS 方案手冊」所述定期提供生產前和持續評審
報告。這是爲了幫助迪士尼及其授權商和供應商更加清楚地瞭解迪士尼品牌產品生產地的工作條件。授
權商和供應商將在開始受到本要求的約束時獲得通知，除非本「ILS 方案手冊」中另有規定，直至獲得
通知才需要定期提供評審報告。

I 簡介

http://corporate.disney.go.com/citizenship


授權商和供應商在幫助確保在安全、有包容性和尊重人的工作場所中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當中扮演關
鍵角色。授權商和供應商需要符合以下 ILS 方案要求：

•	 僅可從「允許採購國」採購並且符合適用條件：不得在「允許採購國」清單並未列出或美國政府
或其他適用法律限制的國家/地區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並且符合工廠所在國家/地區的相應生產
條件。（詳情請參閱「採購限制」部份）。

•	 選擇合規的工廠：迪士尼採用了「製造商行為守則」（「迪士尼守則」），並要求參與迪士尼品
牌產品生產的所有工廠達到並保持（最低限度的）「迪士尼守則」、或由迪士尼事先批准的其他
勞工標準守則的必需合規程度（「迪士尼守則」與任何批准的其他手冊可統稱為「守則」）。這
必需合規程度是指最低合規標準（「MCS」）。您有責任僅選用達到並保持（最低程度的）MCS 
的工廠。（詳情請參閱「製造商行為守則與最低合規標準」部份）。

•	 向工廠傳達迪士尼的期望： 向潛在和目前的工廠講授「守則」、MCS 和 ILS 方案的要求。授權商
和供應商必須將「守則」分發給自己使用的每間工廠，並確保自己的工廠充分瞭解迪士尼的期望
和要求。授權商或供應商有責任確保自己的工廠至少達到 MCS 以及任何其他的適用條件，並有
責任確保自己的工廠在商業上合理的範圍內完全遵守「守則」。（詳情請參閱「製造商行為守則
與最低合規標準」部份）。

•	 及時申報工廠和提交要求的文件：在開始生產任何迪士尼品牌產品之前向迪士尼披露所有工廠
（無論地點在哪）並提交以下文件：

  o 生產授權證（「FAMA」）申請
  o 達到 MCS 的社會合規評審報告（「ILS 評審」），如果需要的話

	 （詳情請參閱「採購限制」、「工廠申報和授權」以及「ILS 評審」部份）。

•	 獲得迪士尼對於工廠使用的事先授權：在每間你計劃使用的工廠，在開始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之
前要獲得迪士尼的授權，以收到迪士尼簽署的 FAMA 表為證。（詳情請參閱「工廠申報和授權」
部份）。

•	 糾正：作為繼續使用某工廠的條件，與工廠以及其他使用該工廠的授權商和供應商合作在 ILS 方
案規定的時間段內解決 MCS 的違反情況。鼓勵改善工作條件和完全遵守「守則」。根據 ILS 方案
的要求提交跟進的 ILS 評審報告，以保持繼續在該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詳情請參
閱「糾正不合規情形」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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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總體要求



•	 提供瞭解工廠的機會：為迪士尼及其授權的社會合規評審機構提供瞭解所有工廠的機會，在事先
通知或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進入工廠評估工廠的 ILS 方案合規性，即使在進行評審活動時沒有
生產迪士尼品牌的產品。（詳情請參閱「ILS 評審」部份）。

•	 如有需要撤走迪士尼品牌產品：如有需要，個別或所有使用某工廠的授權商及供應商必須在收到
迪士尼書面通知後三十 (30) 天內或法律規定的任何其他時限內立即停止生產迪士尼品牌的產品並
撤走任何和所有迪士尼品牌的產品（包括任何模型和材料），無論已經完成或是在生產進行中。
（詳情請參閱「工廠申報和授權」和「工廠失去生產授權」部份）。

•	 立即向迪士尼通知工廠變更：維持準確的工廠資料是 ILS 方案的基本要求，也是授權商和供應商
的義務。授權商和供應商必須在 (a) 因任何原因停止使用工廠及沒有意圖在十二 (12) 個月內使用
工廠時，或 (b) 十二 (12) 個月內已沒有使用工廠並且沒有給工廠發出需要在接下來的十二 (12) 個
月內完成的訂單時，立即（不得遲於三十 (30) 天）通知迪士尼。根據迪士尼的要求，授權商和供
應商必須向迪士尼提供更新的工廠清單或使用工廠的證明。

選擇允許採購國中符合條件的工廠

披露工廠、提供必要文件並符合任何特別條件

生產前獲得迪士尼頒發的首次授權

管理持續的合規並在需要時提供定期的 ILS 評審

糾正不合規情況並在必要時停止生產

向迪士尼通知不再使用工廠

總體要求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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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製造商行為守則與最低合規標準

製造商行為守則

迪士尼的「製造商行為守則」（「迪士尼守則」）於 1996 年首次採用，規定了迪士尼對於生產迪士
尼品牌產品製造商的期望。迪士尼期望所有參與生產（包括設計、印刷、製造、修飾或包裝）迪士尼
品牌產品的工廠都遵守「迪士尼守則」或本「ILS 方案手冊」中講述的，由迪士尼事先批准的其他勞工
標準守則（「迪士尼守則」與任何批准的其他手冊可統稱為「守則」）。（詳情請參閱「ILS 評審」部
份）。

「迪士尼守則」中包含的原則與國際勞工組織的核心公約以及有關供應鏈勞工標準有關的各種第三方倡
議和企業行為守則一致。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提供 50 多種語言的「迪士尼守則」。（「製造
商行為守則」請參閱「附錄」)。

最低合規標準

迪士尼要求參與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所有工廠達到並保持（最低程度的）「迪士尼守則」的必需合規
程度，稱為「最低合規標準」（「MCS」）。爲了達到 MCS，工廠必須證明以下每個類別都不存在違反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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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工
•	 非志願勞工
•	 強迫和/或騷擾
•	 歧視
•	 嚴重的健康和安全狀況
•	 結社自由
•	 分包和家庭僱工

此外，MCS 要求工廠提供完整和準確資料的查看，包括工廠內所有實際場所、相關文件和與工人單獨
訪談。

在授權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之前發現的 MCS 違反情況，必須在迪士尼首次生產授權之前解決，並且必
須作為授權的條件。在生產過程中發現的 MCS 違反情況必須按照 ILS 規定的時間範圍糾正或改善，並且
必須作為繼續使用該工廠的條件。

（有關 MCS 違反情況的示例，請參閱「附錄」）。

牢記：

所有工廠必須達到並保持

（最低程度的）「最低合

規標準」。

http://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conventions-and-recommendations/lang--en/index.htm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將由迪士尼酌情判斷任何 ILS 評審是否合規是根據 ILS 方案及是否能證明符合 MCS、「守則」或適用法
律。如果迪士尼有合理的理由相信 (i) ILS 評審是憑藉賄賂或透過任何其他涉及賄賂的渠道或其他不當
影響獲得的，或 (ii) 該工廠沒有為 ILS 評審提供充分的瞭解機會和必要的透明度，迪士尼可拒絕任何 ILS 
評審。

持續改善

由於意識到工廠屬於動態的環境，MCS 成為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所必須達到和保持的最低合規程
度。迪士尼承認，即使工廠符合 MCS，該工廠的工作條件也可能不完全符合「守則」。因此，授權商
和供應商需要負責與工廠合作，鼓勵對任何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工廠的所有工作條件做出持續改善。
社會合規顧問和社會合規評審機構有可能會協助您判斷方案是否能符合個別工廠的糾正需求。（有關可
接受的社會合規評審機構以及社會合規顧問參考清單請參閱附錄）。

採購常規

產品開發、承包和生產管理決策有時候會對達到 ILS 方案目標和要求時造成挑戰。授權商和供應商必須
與工廠合作確保這一點，此外：

•	 訂單定價可以支持在法律上要求的工資的支付，亦能讓工廠維持達到所有當地勞動法和「守
則」要求的工作環境。

•	 交貨日期能讓工廠的營運上遵守工作時間限制。
•	 採購訂單的變更不是導致工資或工時或未經授權的分包的違規。
•	 工廠管理層必須擁有開放的溝通管道，以便主動發現問題並合作解決問題。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工廠將立即失去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 
授權：

•	 沒有在指定時限內，按 ILS 方案的要求以跟進 ILS 評審來證
明MCS違規已糾正。

•	 ILS 評審（任何來源的）揭露存在欺詐、賄賂或其他不當
影響。

（詳情請參閱「工廠失去生產授權」部份）。

此外，可能會禁止個別授權商和供應商使用沒有按照 ILS 方案的
要求提交首次合規並達到 MCS 的	ILS 評審的工廠。（詳情請參閱
「工廠申報和授權」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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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記：

如果存在欺詐、賄賂或其

他不當影響，工廠將立即

失去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

的授權。



授權商和供應商只可使用「允許採購國」的工廠或從這些國家採購。使用某些「允許採購國」的工廠是
需要跟隨附加條件。

允許採購國

授權商和供應商只可使用位於「允許採購國」的工廠。

迪士尼採用世界銀行治理指標（「WGI」）作為根據 ILS 方案評
估國家風險以及根據某些國家中的 ILS 評審要求和其他條件制定
自身策略的主要資源。這些指標評估六個要素的治理程度：

•	 言論自由與政府責任
•	 政治穩定性和消除暴力
•	 政府效率
•	 監管質素
•	 法治

•	 遏制腐敗

對於某些「允許採購國」的工廠，迪士尼會要求指定的授權商和供應商提交合規	 ILS 評審以證明達到
MCS要求。可能會要求在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之前提供 ILS 評審，並作為開始生產的條件。迪士尼目前
要求指定的授權商和供應商使用任何在「允許授購國」(在WGI平均百分比排名低於65%高於25%) 的工
廠以及在其他「允許授購國」設立了「更出色的工廠方案」工廠， 實施這要求。（有關「更出色的工
作方案參與和說明」，請參閱「附錄」）。

IV 採購限制

採購限制的總結：

允許採購國

不要求 ILS 評審
要求授權商和供
應商在獲得通知
時提供 ILS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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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記：

只可在「允許採購國」生

產和採購並符合適用的要

求。有關「允許採購國」

的完整清單請參閱 

「附錄」。

http://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conventions-and-recommendations/lang--en/index.htm


美國政府和迪士尼限制

授權商和供應商不得從受美國政府或其他法律貿易限制方案涉及的國家或向受美國政府或其他法律禁止
的人士採購產品。此外，迪士尼可能暫時暫停在其他國家生產或從這些國家採購。迪士尼對其所有授權
商和供應商（不管產品用於美國抑或非美國市場）以及所有產品和產品零件（不管它們是否包含迪士尼
知識產權）都應用這些貿易限制。所有授權商和供應商都有責任遵守所有貿易限制方案，無論這些供應
商或授權商的實際位置或合法註冊地在哪裡。貿易限制的適用對象可以是國家、產品、行業或人士。

清單可能變更。如果「允許採購國」被美國政府貿易限制方案或其他法律禁止，該國將從限制或法律生
效之日起自動從「允許採購國」清單中刪除，迪士尼無須給予任何通知。授權商和供應商有責任留意任
何這類變動。如果「允許採購國」因迪士尼的決定從「允許採購國」清單中刪除，迪士尼會就該變更向
授權商和供應商給予合理通知。迪士尼可能藉助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或其他相關網站發佈此通知。

有關受美國政府貿易限制支配的國家的詳情，請參考以下網站：

 http://www.treas.gov/offices/enforcement/ofac/programs/index.shtml
 http://www.access.gpo.gov/bis/ear/ear_data.html
 http://www.bis.doc.gov/complianceandenforcement/indext.htm

有關被美國政府禁止的特定人士或實體的詳情，請參考以下網站：

 http://www.treas.gov/offices/enforcement/ofac/sdn/
 http://www.bis.doc.gov/ComplianceAndEnforcement/ListsToCheck.htm

授權商和供應商不可使用非「允許採購國」的工廠，也不容許任何迪士尼的知識產權產品在非「允許採
購國」採購。這就表示，舉例來說，不得將迪士尼標識印刷到在非「允許採購國」中生產的無裝飾背包
上。如果有任何產品或產品零件，無論是整個還是一部份是在非「允許採購國」中生產的，授權商或供
應商需要承擔負責。除了迪士尼提供的任何和所有權利和糾正措施以外，可能會要求授權商或供應商在
獨自承擔費用和開支的前提下，不得銷售或分銷這類產品和/或按照迪士尼可能的指示銷毀或捐贈這類
產品。

迪士尼會不定時對使用「允許採購國」的工廠設定附加條件 (會對所有或某些授權商和供應
商，會對所有或某些工廠，以永久或暫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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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ccess.gpo.gov/bis/ear/ear_data.html
http://www.bis.doc.gov/complianceandenforcement/indext.htm
http://www.treas.gov/offices/enforcement/ofac/sdn/
http://www.bis.doc.gov/ComplianceAndEnforcement/ListsToCheck.htm


V 工廠申報和授權

在開始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之前，授權商和供應商必須透過向迪士尼提交「生產授權證」（「FAMA」）
申請自己希望使用於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每間工廠並需獲得迪士尼的書面授權。如果迪士尼要求，授
權商和供應商還必須在開始生產任何迪士尼品牌產品之前提交證明達到 MCS 的合規生產前 ILS 評審。如
果需要符合對指定「允許採購國」的	 ILS 評審要求，授權商和供應商將會獲得通知。（詳情請參閱「ILS 
評審」部份）。

工廠申報指導方針

必須向迪士尼申報的工廠包括以下實際場所：

•	 生產、製造、組裝、印刷、刺繡、雕刻、蝕刻或分包迪士
尼品牌零件、子零件和成品的場所。

•	 加工、貼標或包裝迪士尼品牌農產品的場所，包括農場和
果園。

•	 生產、加工、印刷或裝訂迪士尼品牌紙製品（例如廣告資
料、傳單、說明書傳單和包裝材料）的場所、

（有關工廠申報示例，請參閱「附錄」）。

這時候，不需要向迪士尼申報的場所包括：

•	 生產不包含迪士尼品牌圖像的空白產品的場所。（但是，僅可在「允許採購國」中生產空白產
品，並且不得從「受禁止方」採購空白產品。迪士尼鼓勵授權商和供應商只從具備與「守則」
相當的標準的來源購買空白產品。

•	 場所僅限於原材料、紡織廠或棉、金屬或紙張等一般商品的加工廠所。（但是，僅可在「允
許採購國」中生產原材料，並且不得從「受禁止方」採購空白產品。迪士尼鼓勵授權商和供
應商跟與「守則」相近並遵守迪士尼其他政策下製造和購買原材料）。（有關「迪士尼適用
政策」，請參閱「附錄」。

•	 廣告代理和類似的服務提供商，除非他們位於必須按照上述內容申報的實際場所中。
•	 只生產用於期望生產中測試或產品獲准目的的最低數量產品樣品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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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記：

所有授權商和供應商必

須提交所有「允許採

購國」的所有工廠的 

FAMA 申請。



工廠授權文件

生產授權證 (FAMA) 申請

對於每個必須申報的工廠，迪士尼要求提交 FAMA 申請。FAMA 申請確定您希望用於生產迪士尼品牌產
品的工廠的名稱和地點。您必須針對希望用於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每間工廠向迪士尼提交一份 FAMA 
申請。（有關生產授權證申請的說明，請參閱「附錄」）。

務必直接諮詢迪士尼確認工廠的合規狀態。某些工廠（包括已受「改善方案計劃」約束或
已失去授權的工廠）可能沒有資格生產迪士尼品牌的產品。

請聯絡您的 Disney 代表獲得最新的 FAMA 申請。

其他文件

如有需要，授權商和供應商必須一併提交生產前合規	ILS 評審證明達到MCS連同	FAMA 申請表。

簽署的 FAMA

迪士尼將根據授權商或供應商提供給迪士尼（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提
供給迪士尼）的資訊評估每份 FAMA 申請。如果授權商或供應商獲
得使用工廠生產的授權，迪士尼將向授權商或供應商提供簽署的 
FAMA。不可在收到迪士尼簽署的 FAMA 之前開始生產任何迪士尼
品牌產品。如果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有違反這點或其他要求，可能
會要求授權商或供應商在獨自承擔費用和開支的前提下，不得銷售
或分銷這類產品和/或按照迪士尼的指示銷毀或捐贈這類產品。迪
士尼簽署的 FAMA 亦可充當海關放行單。（有關簽署的生產授權證 
FAMA 請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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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記：

在收到針對該工廠的

簽署 FAMA 之前不得開

始生產任何迪士尼品

牌產品。



為避免FAMA撤銷，要立即更新您的工廠清單和回應所需資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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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變更

維持準確的工廠資料是成功運作 ILS 方案的主要因素，並有助於確
保授權商和供應商的最大效率和利益。授權商和供應商必須避免工
廠的未有申報和過度申報。此外，如果之前申報或授權使用的工廠
狀態變化，授權商和供應商必須通知迪士尼。授權商和供應商必須
在 (a) 因任何原因停止使用工廠及沒有意圖在十二 (12) 個月內使用
工廠時，或 (b) 十二 (12) 個月內已沒有使用工廠並且沒有給工廠發
出需要在接下來的十二 (12) 個月內完成的訂單時，立即（不得遲於
三十 (30) 天）通知迪士尼。收到這一通知後，迪士尼可能會撤銷之
前簽發的有關在該工廠生產的簽署 FAMA。一旦迪士尼要求，授權
商和供應商必須向迪士尼提供更新的工廠清單或使用工廠的證明。

FAMA 撤銷

簽署的 FAMA 給予授權商或供應商使用指定的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是基於相關協議和	ILS 方案要求。 
如果存在以下任何一項原因，迪士尼可撤銷之前簽發的簽署 FAMA（以及授權商和供應商使用該工廠生
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權利）：

•	 授權商或供應商無法按 ILS 方案的要求提交合規 ILS 評審。
•	 授權商或供應商因任何原因停止使用工廠或沒有意圖在十二 (12) 個月內使用工廠。
•	 授權商或供應商十二 (12) 個月內已沒有使用工廠並且沒有給工廠發出需要在接下來的十二 (12) 個

月內完成的訂單。
•	 由於授權商或供應商沒有及時確認工廠最新狀態和/或沒有按「行為守則評估通知」的要求提供

關於工廠的準確資訊，迪士尼無法執行已安排的 ILS 評審。（詳情請參閱「ILS 評審」部份）。

一旦撤銷之前簽發的簽署 FAMA ，個別授權商或供應商將被禁止使用該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直至
根據 ILS 方案的許可再次重獲簽發的簽署 FAMA。

牢記：

立即將您工廠的任何變

更通知迪士尼，包括你

希望新增和您不希望再

繼續使用的工廠。



授權商和供應商需要承擔向迪士尼提交的ILS評審的成本，並需要確保ILS評審是依
據	ILS 方案的要求執行。

所有工廠都必須按照本「ILS 方案手冊」所述接受迪士尼的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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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S 評審可作為發現和解決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工廠中勞工相關問題的工具。迪士尼要求授權商和供
應商提交指定「允許採購國」工廠的合規 ILS 評審。 授權商和供應商將收到迪士尼的通知當成為需要符
合這	ILS 評審要求，除非本「ILS 方案手冊」另有規定，直至獲得通知才需要定期提供 ILS 評審。一般而
言，授權商和供應商可從工廠尋求現有的合規 ILS 評審或與社會合規評審機構合作執行自己的 ILS 評審。
迪士尼可能會選擇對任何工廠（無論地點在哪）執行 ILS 評審。

VI ILS 評審

迪士尼執行的 ILS 評審

迪士尼可選擇在任何允許採購國內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任何工廠中執行自己的 ILS 評審。可由迪士尼
員工或由迪士尼代表（包括第三方監測）執行這些 ILS 評審。在執行 ILS 評審前，迪士尼一般會向授權
商和供應商發出以下的「行為守則評估通知」（「COCAN」）：

•	 通知的 ILS 評審：向授權商或供應商發送 COCAN，並且評審員會在 ILS 評審之前與工廠確認具體
日期。

•	 不通知的 ILS 評審：向授權商或供應商發送 COCAN，並且評審員不會在 ILS 評審之前與工廠或授
權商/供應商確認具體日期。

（有關「行為守則評估通知」，請參閱「附錄」)。

如果由於授權商或供應商沒有及時確認工廠最新狀態和/或沒有按 COCAN 的要求提供關於工廠的準確資
訊導致迪士尼無法執行已安排的 ILS 評審，迪士尼可能會取消已安排的 ILS 評審，並撤銷FAMA授予授權
商或供應商使用該工廠的權利。

授權商和供應商提供的 ILS 評審

ILS 評審要求

授權商和供應商可能需對指定「允許採購國」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每間工廠提交證明達到 MCS 的合
規 ILS 評審。（詳情請參閱「製造商行為守則與最低合規標準」部份）。



一旦收到迪士尼的通知，授權商和供應商一般需要提
交指定允許採購國的 ILS 評審，如下所示：

•	 新增工廠 - 在迪士尼簽發的首次授權前和開始
生產前，必需要提交生產前合規ILS評審證明達
到MCS。

•	 現有工廠 - 在獲得迪士尼首次授權之後，必須
至少每隔 12 個月提交證明達到 MCS 的定期 ILS 
評審，作為繼續使用該工廠的條件。

以下是您在需要向迪士尼提交 ILS 評審時可能希望採
取的一些步驟。遵循這些步驟可幫助您更有效地達到 ILS 評審要求：

•	 諮詢您的迪士尼 ILS 代表，以確定您計劃使用的工廠會否
已經有達到	MCS 合規ILS評審存檔。

•	 詢問工廠他們近期是否執行過合規的 ILS 評審，以及您是
否可以將該 ILS 評審提交給迪士尼。

•	 與可接受的社會合規審計機構或其他可接受來源安排新
的 ILS 評審的執行時間。總體而言，ILS 評審必須符合迪士
尼要求。（有關可接受的社會合規評審機構請參閱「附
錄」）。

評審重新評審

糾正

改善方案計劃

迪士尼執行 ILS 評審或收到來自授權商或供應商的 ILS 評審 之後，迪士尼會發佈一封「改善方案計劃
書」（「CAP」）。在授權商和供應商與工廠一同評審 CAP、實施改善方案計劃、然後立即改善 ILS 評審
中發現的任何 MCS 違反情況後，有可能需要執行跟進 ILS 評審。（詳情請參閱「附錄」的「改善方案計
劃信函範例」和「糾正不合規情形」部份）。授權商或供應商必須使用 CAP 或 ILS 評審發現的所有違反
「守則」的情況，並對工作條件做出持續改善。

持續改善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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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記：

一旦獲得通知，必須針對所有新增

的工廠提交生產前 ILS 評審，並針

對指定「允許採購國」內所有現有

的工廠提交年度 ILS 評審。

牢記：

您可能希望在安排自己

的 ILS 評審時間之前諮

詢您的迪士尼 ILS 代表

或工廠。



合規 ILS 評審的定義

授權商或供應商提交的「合規 ILS 評審」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	 時間不超過提交至迪士尼之日前六 (6) 個月，以及在發現	MCS 違規情況的首次	ILS 評審之後的評審
•	 在要求的提交日當天或之前提交的。
•	 執行要求：

o 使用迪士尼 ILS 評審工具由「附錄」中所列的其中一個「可接受的社會合規評審機構」執
行（有關獲得授權執行迪士尼 ILS 評審的「可接受的社會合規評審機構」，請參閱附錄）； 
或者

o 使用迪士尼認可的評審方案或評審方法由「附錄」中所列的其中一個「可接受的社會合規評
審機構」或其他合格社會合規評審組織執行；或者

o 在迪士尼認可的多方參與或行業倡議的指導下；或者
o 由迪士尼認可的品牌、零售商、授權商或供應商的內部或專門評審職能部門執行

•	 記錄工廠的工作條件，其中包括「迪士尼守則」的所有要素（即童工、非志願勞工、強迫和
騷擾、非歧視、結社、健康與安全、補償、環境保護、遵守其他法律、分包、監測與守法和 
出版）。

•	 確定工廠的完整地址和電話號碼，包括樓層與建築物名稱、街道地址、地區、城市和國家。
•	 使用英語以電子方式提交。

雖然傾向於按照迪士尼守則執行 ILS 評審，迪士尼亦會考慮接受使用迪士尼以外的
其他行為守則和監測方案執行 ILS 評審。但是，這些 ILS 評審仍然必須符合以上規
定的要求並證明達到了 MCS。迪士尼不接受以工廠證書或合規印章代替工廠的完

整 ILS 評審。

以下是迪士尼目前認可的其他行為守則和監測方案的代表性示例：您可聯絡您的迪士尼 ILS 代表獲得迪
士尼目前認可的其他行為守則和監測方案。

 •	更出色的工作方案
 •	商業社會標準認證 (BSCI)
 •	電子產業公民聯盟	(EICC)
 •	英國道德貿易組織	(ETI)
 •	公平勞動協會 (FLA)
 •	國際玩具業協會	(ICTI)	關愛計劃
	 （有關「玩具工廠和	ICTI	關愛計劃」請參閱「附錄」）
 •	SEDEX	成員道德貿易評審	(SMETA)
 •	社會責任標準 8000 (SA8000)
 •	國際社會責任認證組織 (WRAP)

清單可能變更。您可能希望諮詢迪士尼瞭解迪士尼接受的其他守則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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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etterwork.org/
http://www.bsci-intl.org/our-work/monitoring
http://www.eicc.info/initiatives04.shtml
http://www.ethicaltrade.org/about-eti/what-we-do
http://www.fairlabor.org/labor-standards
http://www.icti-care.org/process/monitoring-process.html
http://www.sedexglobal.com/ethical-audits/smeta/
http://www.sa-intl.org/index.cfm?fuseaction=Page.ViewPage&PageID=937
http://www.wrapcompliance.org/en/wrap-12-principles-certification


聯絡社會合規評審機構或社會合規顧問之前，要確保工廠管理層瞭解「守則」並且您的代表有權充分接
觸廠區、員工和相關文件。（有關 ILS 評審議程範例和 ILS 評審核對清單範例，請參閱「附錄」）。

在與社會合規評審機構合作時，您可能希望：

•	 詢問工廠管理層他們近期是否執行過（在過去六 (6) 個月執行過）合規的 ILS 評審以及是否可以將
該評審提交給迪士尼。

•	 聯絡其中一個可接受的社會合規評審機構根據迪士尼 ILS 評審條件執行合規的 ILS 評審。
•	 聯絡迪士尼認可的其他行為守則或監測方案的認可評審人員。
•	 確保你選擇的評審機構能按照您的時間表執行 ILS 評審，因為需要花費時間按照工廠的地點和評

審人員能力安排評審工作。
•	 與社會合規評審機構一同審閱 ILS 評審結果，並將改善方案計劃傳達至工廠。
•	 發送一份 ILS 評審副本給迪士尼。社會合規評審機構不會在獲得授權商或供應商授權之前將 ILS 評

審發送至迪士尼。

無論是授權商或供應商提交 ILS 評審、還是應行業或多方參與方案的要求提交 ILS 評
審，迪士尼都可以在通知或不通知的情況下自行定期對工廠執行 ILS 評審。

與社會合規評審機構和社會合規顧問合作

社會合規審計機構可按照「迪士尼守則」執行 ILS 評審並提供糾正支持。社會合規顧問一般僅提供糾正
支持。迪士尼不會受對迪士尼政策的任何解釋，有關工廠是否符合迪士尼標準的意見或對於社會合規審
計機構或社會合規顧問所採取跟進行動的任何指導的約束。

社會合規審計機構或社會合規顧問並不能為您保證工廠能獲得生產迪士尼品牌產
品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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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糾正不合規情形

迪士尼要求參與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工廠達到並保持 MCS。迪士尼建議授權商和供應商：在迪士尼
執行工廠 ILS 評審或在授權商和供應商向迪士尼提供工廠 ILS 評審時注明工廠沒有達到 MCS。作為繼續
使用某間工廠的條件，授權商和供應商都有責任在以下指定的時間段內與該工廠（以及與使用該工廠的
其他授權商和供應商）合作糾正 ILS 評審中發現的任何 MCS 違反情況。迪士尼鼓勵授權商和供應商保持
與工廠合作改善工廠工作條件。

達到 MCS 的義務

如果由迪士尼或以迪士尼的名義執行的 ILS 評審或授權商或供應商向迪士尼提供的 ILS 評審顯示工廠沒有
達到 MCS，授權商或供應商應該：

15

牢記：

授權商和供應商將被告

知所有違反情況，並且

一般有 90 天的時間糾

正 MCS 違反情況。

•	 將收到一封略述 ILS 評審中發現的違反情況的 CAP 信。（有
關改善方案計劃信函範例請參閱「附錄」）。

•	 擁有約 90 天時間與工廠以及其他人合作糾正 MCS 違反情況
（但迪士尼可能會在某些情況下指定較短的時間段）。

•	 有責任與工廠、社會合規評審機構、社會合規顧問和/或其他
使用該工廠的授權商和供應商合作糾正 MCS 違反情況並改善
工廠工作條件。

•	 必須確保工廠在下一次 ILS 評審前達到 MCS，否則該工廠會
失去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

迪士尼一般會在首次審計日期 90 天後執行跟進 ILS 評審，具體取決於首次 ILS 評審中發現的違反情況的
類型和嚴重性。未能糾正 MCS 違反情況會導致工廠立即失去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迪士尼希望
授權商和供應商將解決任何非 MCS 違反情況，作為自己持續改改善工作的一部份。

對持續改善的期望

MCS 是工廠爲了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所必須達到和保持的最低要求。一旦工廠達到 MCS，授權商和供
應商有責任在商業上合理的範圍內繼續與工廠合作解決在工廠 ILS 評審中發現的對「守則」的任何其他
違反情況，並繼續改善工作的工作條件。迪士尼會在授予繼續使用某間工廠的生產權或向其他授權商或
供應商授予使用同一間工廠的首次生產權時考慮持續改善的速度和一致性。

授權商和供應商可選擇與社會合規審計機構和/或社會合規顧問簽訂合同，以協助工廠強化勞工實踐技
能和改善工作條件。



如果工廠失去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所有授權商和供應商嚴禁使用這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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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致力於與授權商、供應商和工廠齊心協力強化和改善勞工實踐技能和工作條件。但偶爾會有必要
撤銷某些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當授權商或供應商無法確保工廠達到 ILS 方案的要求時就會
導致工廠失去生產授權。

工廠失去生產授權可能是以下原因之一：

•	 在許可時間段內沒有糾正被發現存在的 MCS 違反情況。
•	 迪士尼的兩次 ILS 評審中，評審員被拒絕完全或部份進入工廠、單獨會面工廠員工和/或工廠記

錄。
•	 迪士尼有合理的理由相信 ILS 評審是藉助欺詐、賄賂或透過任何其他涉及賄賂的渠道或其他不當

影響獲得的。
•	 工廠所在國家不再屬於「允許採購國」。
•	 工廠中有「受禁止人士」或涉及該人士。
•	 工廠不符合或沒有繼續符合適用於該工廠所在「允許採購國」的任何條件。
•	 工廠在未獲授權使用迪士尼或其分支機構或其/它們的授權人所有的知識產權，並且沒有在迪士

尼規定的時間內停止該未經授權活動。

停止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

如果迪士尼撤銷某間工廠的生產授權：

•	 所有正在使用該工廠（或以前使用過該工廠）的授權商或供應商會收到一封「工廠失去生產授權
信」。（有關「工廠失去生產授權信函範例」請參閱「附錄」）。

•	 所有使用某工廠的授權商和供應商必須在收到迪士尼書面通知後三十 (30) 天內或法律規定的任何
其他時限內的立即停止生產迪士尼品牌的產品並刪除任何和所有迪士尼品牌的產品，無論已經完
成還是正在進行中（包括任何模型和材料）。

工廠重獲授權程序

如果被撤銷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工廠可以在 12 個月後有資格重獲授權。請聯絡您的迪士尼代
表確定工廠是否有資格重獲授權。您的迪士尼代表將告知您是否需要填寫「工廠重獲授權表」。（有關
工廠重獲授權表範例請參閱「附錄」。

VIII 工廠失去生產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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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ILS 評審和工廠的披露

迪士尼可能會將自己執行的或向授權商和供應商獲取的 ILS 評審披露給第三方（包括使用同一間工廠的
其他授權商和供應商以及非政府組織）（總稱「第三方」），但不會在未獲授權商和供應商書面同意的
情況下在這類披露當中提及授權商或供應商的身份。

授權商和供應商可將自己或他人代表自己執行的 ILS 評審披露給第三方，但未獲迪士尼書面同意的情況
下， 不容許涉及到迪士尼或迪士尼的任何智慧財產。

爲了 ILS 方案，迪士尼可能會在未經授權商和供應商同意的情況下公開披露或向第三方披露任何和所有
工廠的名稱和地址。

作為自身反盜版工作的一部份，和/或爲了方便運輸，迪士尼可能會將資訊傳達和提供給全球的海關和
執法人員和/或可能協助這類工作的其他第三方，以便確定由迪士尼所有或控制的智慧財產的授權使用
者的身份，包括被授權商和供應商、工廠、授權、承運人的身份以及「FAMA 申請」中的其他資訊。

迪士尼可能會披露任何和所有迪士尼認為是行使自身合同權利和/或保護自身知識產權所必需的 ILS 評
審、FAMA 申請和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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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迪士尼的 ILS 道德政策

迪士尼的所有員工都必須遵守迪士尼「商業行為標準」中規定的道德和法律標準。迪士尼的 ILS 團體在
世界各地的日常經營中踐行這些標準。

迪士尼的 ILS 團體要求社會合規評審機構和其他代表迪士尼的代表（總稱「迪士尼代表」恪守相同的標
準。除了別的內容，這些標準嚴禁教唆，向可能妨礙或可能被認為會妨礙迪士尼代表進行獨立判斷和
公正評估的任何人或公司提供或接受任何有價之物。

此外，任何個人或公司都不得提供任何有價之物，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除屬於迪士尼代表工作的合理
必要或無法避免的以外的、或明顯意在對任何迪士尼代表施加影響的任何現金、酬金、利益、折扣、
特別優惠、貸款、住所或其他恩惠或膳食和旅行。從事這些行為的任何個人或公司都會立即被終止生
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合同。

如果您對任何迪士尼代表的行為有擔憂或疑問或要報告違反迪士尼道德政策的行為，請立即按照下列
號碼撥打您當地的迪士尼熱線：

可全年 265 天、每天 24 小時隨時撥打熱線。迪士尼嚴禁對向迪士尼報告任何可疑不當行為的任何人實
施任何形式的報復。報告也是以匿名形式接收的。迪士尼將盡合理的努力確保任何報告的保密性，儘
管必須保留法律要求或保護 ILS 方案或其他迪士尼權利與利益所必要的披露權利。

阿根廷 0800-666-1676 墨西哥 001-800-620-1428
澳大利亞 A2 1-800-20-8921

AU 1-800-14-0796
日本 00531-11-5136

巴西 0800-891-4137 西班牙 900-97-1014
俄羅斯 必須使用固定電話撥打 

363-2400（美國電報電話公
司接通號）：聽到提示音
後，撥打 888-475-43-56

義大利 800-78-7634

法國 0800-90-6152 印度 對方付費電話 704-973-0301
韓國 00798-1-1-005-8393

00308-11-0492 (DACOM)
00368-11-0099	(ONSE)

英國 0808-234-6062

加拿大 1-800-699-4870 智利 1230-020-2093
美國 1-800-699-4870 中國 10-800-110-0561（電信）

10-800-711-0583（聯通）



19

附錄

附錄 1：	 術語表

附錄 2：	 常見問題

附錄 3：	 製造商行為守則

附錄 4：	 MCS 違反情況示例

附錄 5：	 可接受的社會合規評審機構

附錄 6：	 社會合規顧問參考清單

附錄 7：	 更出色的工作方案參與和說明

附錄 8：	 允許採購國

附錄 9：	 工廠申報示例

附錄 10：	 適用迪士尼政策

附錄 11：	 生產授權證 (FAMA) 申請說明

附錄 12：	 簽署的生產授權證 (FAMA)

附錄 13：	 行為守則評估通知 (COCAN)

附錄 14：	 玩具工廠與	ICTI	關愛計劃

附錄 15：	 ICTI	關愛計劃授權表

附錄 16：	 ILS 評審議程範例

附錄 17：	 ILS 評審議程核對清單範例

附錄 18：	 迪士尼執行的 ILS 評審的改善方案計劃信函範例

附錄 19：	 授權商或供應商提交的 ILS 評審的改善方案計劃信函範例

附錄 20：	 工廠失去生產授權信函範例

附錄 21：	 工廠重獲授權表範例



A1

附錄 1
術語表

「FAMA 申請」是指迪士尼提供的、授權商或供應商必須為每家工廠填寫並提交給迪士尼的「生產授權
證申請」。

「FAMA 撤銷」是指由於授權商或供應商無法遵守 ILS 方案的特定要求被撤銷之前簽發的簽署 FAMA。一
旦撤銷之前簽發的簽署 FAMA ，個別授權商或供應商將被禁止使用該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直至根
據 ILS 方案的許可再次重獲簽發的簽署 FAMA。

「ILS 方案」是指 Walt Disney Company 對於國際勞工標準（「ILS」）的政策、程序和要求。迪士尼保留
不定期修改「ILS 方案」的權利，並會就任何資料修改對授權商或供應商進行合理通知。迪士尼可能藉
助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發佈相關通知。

「ILS 方案手冊」是指包含 ILS 方案詳情的文件。迪士尼保留不定期修改「ILS 方案手冊」的權利，並會
就任何資料修改對授權商或供應商進行合理通知。迪士尼可能藉助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發佈
相關通知。

「ILS 最低合規標準」是指以(a)不存在(i)童工、(ii)非志願勞工、(iii)強迫和/或騷擾、(iv)歧視、(v)嚴重的
健康和安全違反情況、(vi)干擾結社自由和(vii)未經許可分包給家庭僱工；以及(b)提供全面評估是否遵守
「守則」以及任何適用法律所需資訊（例如完整和準確記錄和接觸工廠工作人員和廠區的機會）為證明
的對於「守則」的最低可接受合規程度。

「ILS 評審」是指用於評估工廠是否遵守「ILS 最低合規標準」、「守則」以及任何適用法律的勞工標準
檢查和/或評審。

「人士」是指任何個人或法人形式。

「工廠」是指設計、生產、加工、修飾、組裝或包裝包含、融入或適用任何迪士尼知識產權（即由迪士
尼或其任何聯屬公司所有或控制的所有名稱、商標、標識、形象、藝術品和其他專有材料）的產品、零
件或材料或與產品、零件或材料相關的任何其他項目的任何授權商或供應商所有的工廠或第三方製造
商、廠商、製造廠、工廠、供應商和其他機構（以及任何轉包製造商、廠商、製造廠、工廠、供應商和
其他機構）。

「工廠失去生產授權信函」是指工廠由於影響工廠在 ILS 方案中狀態的特定情形失去生產迪士尼品牌產
品的授權。一旦失去生產授權，所有使用某工廠的授權商或供應商必須在收到迪士尼書面通知後三十 
(30) 天內或法律規定的任何其他時限內立即停止生產迪士尼品牌的產品，無論已經完成還是正在進行中
（包括任何模型和材料）。如果被撤銷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工廠可以在 12 個月後依據 ILS 方案
重新獲得授權資格。

「允許採購國」是指迪士尼指定授權商或供應商可在其中或依靠其採購或製造迪士尼品牌產品和相關
零件（包括空白商品）的那些國家。迪士尼可能會規定其他要求作為在某些「允許採購國」中進行
任何上述活動的條件。授權商或供應商不得從除「禁止採購國」以外的任何國家製造或採購迪士尼
品牌產品或相關零件（包括空白商品）。「允許採購國」的清單（迪士尼可能不定期更新）刊登在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上。其他相關網站和本「ILS 方案手冊」上。迪士尼可能會 (i) 根據法
律要求和/或 (ii) 根據迪士尼依據（但不限於）知識產權保護和執行、政治或人權問題或環保原因決定
不允許採購或製造迪士尼品牌產品或零件（包括空白商品）不定期修改「允許採購國」清單。如果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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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採購國」被法律禁止，這些國家將從法律生效之日起自動從「允許採購國」清單中刪除，迪
士尼無須給予任何通知。授權商和供應商有責任留意任何這類變動。如果「允許採購國」因迪士尼
的決定從「允許採購國」清單中刪除，迪士尼會就該變更向授權商給予合理通知。迪士尼可能藉助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或其他相關網站發佈此通知。

「手冊」是指(i) Walt Disney Company 及其分支機構採用並刊登在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上的
「製造商行為守則」（「迪士尼守則」），(ii) 授權商或供應商自身制定工廠的勞工標準，如果這些標
準實質上與「迪士尼守則」類同並且獲迪士尼已經批准使用，或者 (iii) 迪士尼與授權商或供應商書面
相互商定的另一套勞工標準。

「受禁止人士」是指(i)因為法律的原因授權商或供應商不可與其發展業務的人士，以及(ii)迪士尼禁止
或限制授權商或供應商與其開展任何合同性合作（包括但不限於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政治或人權考
慮或環保的原因）的其他人士。「受禁止人士」清單（迪士尼可能不定期修改）的相關資訊刊登在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上。如果某個人士被法律禁止，則相應禁令將從該貿易限制或其他法律
的生效日開始自動生效，無需迪士尼發佈任何通知。授權商或供應商有責任留意任何這類變動。如果某
個人士由於迪士尼的決定而遭到禁止，迪士尼會就該禁令向授權商或供應商給予合理通知。迪士尼可能
藉助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發佈相關通知。

「法律」是指適用法律、規定和法規，包括但不限於當地和國家法律、規定和法規、條約、自願的行業
標準（如果有）和其他與授權商或供應商協議和/或授權商或供應商任何活動相關的其他法律義務，包
括但不限於，適用於任何稅收、消費者和/或產品安全、資料隱私權以及可辨識個人資訊的隱私權和保
護、未成年人、員工和環境保護、1977 年美國海外反腐敗法案以及任何相關修訂案、美國政府貿易限
制以及迪士尼品牌產品的製造、定價、銷售或分銷的法律、規定和法規。

有關 DCP 授權商的註釋：提到的「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是指「DCP 網站」。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www.DisneyLaborStandards.com
http://thewaltdisneycompany.com/citizenship/respectful-workplaces/ethical-sourcing/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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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常見問題

1.	誰會收到關於某間工廠不再有資格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通知？
•	 如果某間工廠變得不再有資格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任何曾使用該工廠生產過迪士尼品牌產品（無論該工

廠目前是否正在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現有授權商或供應商都將收到一封「工廠失去生產授權信」。

2.	工廠是否能重獲授權？
•	 是的，工廠可能有資格在 12 個月後重獲授權。
•	 授權商或供應商必須諮詢自己的迪士尼代表。如果索取了「工廠重獲授權表」，授權商或供應商必須

在提交該表格時附上一份證明達到 MCS 的 ILS 評審。在將「工廠重獲授權表」提交給您的迪士尼代表之
前，必須由相應的迪士尼事業單位副總裁簽字。

3.	我的迪士尼代表是否會提供有關工廠狀態的定期更新？
•	 授權商和供應商將每月收到一份狀態報告，概述該授權商或供應商用於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每間工廠

的合規狀態。

4.	工廠無法符合 ILS 要求有哪些後果？
•	 沒有達到 MCS 新工廠將無法獲得開始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
•	 無法保持 MCS 的現有工廠可能會失去生產授權或變成沒有資格進行將來的生產。

5.	如果我被要求提交合規的 ILS 評審報告，我是否需要提交每間工廠的 ILS 評審？
•	 位於「允許採購國」清單「需要 ILS 評審才允許 」部份內國家的工廠必須提供 ILS 評審。
•	 如果您在使用一間位於「允許採購國」清單「不需 ILS 評審便允許 」部份內國家的工廠，僅需要透過

「FAMA 申請」提交給您的迪士尼代表來申請該工廠，等待收到簽署的 FAMA，之後可以再開始生產。

6.	我是否需要評審小型工廠或生產率很低的工廠？
•	 是的，只要該工廠（無論工廠規模或生產量如何）位於要求進行 ILS 評審的「允許採購國」清單內的國

家中。

7.	我在獲得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後該怎麼做？
•	 根據 ILS 方案的要求去安排跟進 ILS 評審並保持與工廠合作解決任何不合規情況。向迪士尼通知工廠清單

的任何變更。

8.	工廠達到 MCS 後我該怎麼做？
•	 保持與工廠合作，確保工廠能維持 MCS 並糾正 ILS 評審中發現的任何其他違反情況。
•	 按照迪士尼的要求，在 ILS 方案要求的時間段內提交證明工廠繼續達到 MCS 的 ILS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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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製造商行為守則

製造商行為守則

在 Walt Disney Company，我們致力於：

•	 在我們業務的每個方面以及世界的各個角落堅持卓越標準；
•	 在我們的所有經營中堅持符合道德和負責任的行為；
•	 尊重所有個人的權利；並且
•	 尊重環境。

我們希望所有迪士尼產品製造商都能共同承擔相同的承諾。最低限度，我們要求所有迪士尼產品製造商
都滿足以下標準：

童工 製造商不可使用童工。

「兒童」一詞是指小於 15 歲（有些地方法律的規定為 14 歲）、或者小於僱傭或完成義
務教育的當地法定最低年齡的人。

僱傭不屬於「兒童」定義範圍內的年輕人的製造商還必須遵守適用於這類人群的所有法
律和法規。

非志願勞工 製造商不得使用任何強迫性或非支援勞工，無論是監獄勞工、抵債勞工、契約勞工等。

強迫和騷擾 製造商將尊嚴和尊重對待每個員工，絕不可使用體罰、暴力威脅或其他形式的身體上、
性方面、精神上或言語上的騷擾或虐待。

非歧視 製造商不得在招聘和僱傭工作中（包括薪酬、福利、晋升、懲罰、解僱或退休）對人
種、宗教、年齡、國籍、社會或種族起源、性取向、性別、政治觀點或殘疾給予任何區
別對待。

結社 製造商應尊重員工以合法且和平的方式結社、組織社團和集體談判的權利，不會進行懲
罰或干涉。

健康與安全 製造商將為員工提供遵守所有適用法律法規的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場所，確保最低限度獲
得飲用水和衛生設備、消防安全和充足照明與通風的合理途徑。製造商亦須確保在為員
工提供的住所場所中應用相同的健康和安全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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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 我們希望製造商認識到工資是滿足員工基本需求所必不可少的。製造商最低限度地遵守
所有適用的工資和工時法律法規，包括關於最低工資、加班、最長工時、計件工資率和
其他報酬元素，並提供法定的補貼。除了特殊的商業情況，製造商不得要求員工工作時
長超過(a)每週 48 小時以及加班 12 小時，或者(b)當地法律允許的正常工作或加班時間限
制，如果當地法律沒有限制工作時間，即正常工作周加 12 小時加班。此外，除了特殊的
商業情況，員工有權每七天至少休息一天。

製造商將按照法律要求的相當比率對員工的加班工時給予報酬，如果法律沒有對比率有
規定，則給予至少等於正常工時報酬的報酬。

如果當地的行業標準高於適用的法律要求，我們希望製造商符合較高的標準。

環境保護 製造商需要遵守所有適用的環境法律和法規。

其他法律 製造商必須符合所有適用的法律和法規，包括針對商品製造、定價、銷售和分銷的法律
法規。本「行為守則」中提及的所有「適用法律和法規」包括當地和國家守則、規定和
法規以及適用的條約和自願的行業標準。

分包 如果未獲迪士尼明確的書面同意，製造商不得使用分包商生產迪士尼商品或零件，並且
只有在分包商與迪士尼簽訂了書面約定遵守本「行為守則」後才可以開始生產。

監測與守法 製造商可授權迪士尼及其指定代理（包括第三方）參與監測用於確認是否遵守本「行為
守則」的監測活動，包括不經事先通知現場檢查生產廠和提供給員工的場所、審核有關
僱傭事務的簿冊和記錄以及單獨與員工會面。
製造商需要將對證明遵守本「行為守則」有需要的所有文件保留在現場。

出版 製造商需要採取合適措施確保將本「行為守則」傳達給員工，包括始終在顯著位置、以
本地語言和員工方便接觸的位置張貼「行為守則」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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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MCS 違反情況的示例

MCS 違反情況的示例包括但不限於：

•	 童工：確認目前存在任何僱傭未成年工人的情況；未能正確按照適用法律糾正僱傭童工的違反
情況。

•	 非志願勞工：確認目前存在任何僱傭監獄勞工、抵債勞工、契約勞工的情況；強制或非自願的加
班，或對拒絕加班處以懲罰或罰金；扣押個人財產（例如護照、身份證明）或工資；不合理限制
工作時間和/或工餘時間中的活動自由。

•	 強迫和騷擾：允許採用體罰的管理政策；威脅解僱；以懲罰或報復作為紀律處分；侵入或恐嚇性
的安全措施。

•	 歧視：對人種、宗教、年齡、國籍、社會或種族起源、性取向、性別、政治觀點殘疾、懷孕或工
會會員身份的歧視性招聘和僱用工作（包括薪酬、福利、晋升、懲罰、解僱或退休）。

•	 結社：組織員工依照適用的國家或地區法律行使以合法且和平方式自己結社、組織社團和談判的
政策或行為。

•	 健康及安全：工廠中的條件（包括宿舍）可能直接對員工或公眾造成嚴重傷害或死亡。

•	 分包：分包給非法家庭僱工的行為。

•	 監測與守法：唆使員工向評審員提供不實回應；驅散或對評審員隱藏員工以逃避評審過程；無法
給予真實和完整的記錄供審核；阻撓評審員查閱需要的文件、單獨會面員工或對整個工廠進行健
康和安全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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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可接受的社會合規評審機構

迪士尼可接受由以下組織使用迪士尼 ILS 評審工具執行 ILS 評審。授權商和供應商可與這些機構簽訂合同，由這些
機構代表自己按照「迪士尼守則」執行 ILS 評審，從而依照 ILS 方案的要求將評審提交給迪士尼。

本「可接受的社會合規評審機構」清單可能不經通知發生變更。

1. 必維國際檢驗集團消費品服務事業部 (BVCPS)

北美與歐洲
聯繫人：	 Jason Hill     Maria	Basilio
電話：		 503 764 9190	 	 	 	 或	 909 628 4368
電子郵件：	 jason.hill-cps@us.bureauveritas.com  maria.basilio@us.bureauveritas.com
網站：		 www.bureauveritas.com/cps

亞洲
聯繫人：	 Zoye Chen
電話：		 8621 2416 6957
傳真︰		 8621 6489 3423
電子郵件：	 zoye.chen@cn.bureauveritas.com

2. ELEVATE（原來的 Level Works Ltd.）

全球聯繫人以及拉美
聯繫人：	 Jose	Corado	及	Rachel	Brinkenhoff（美國）
電話：		 1.415.440.4141    
傳真︰		 1.415.440.4777	    
電子郵件：	 jcorado@level-works.com	
  rbrinkenhoff@level-works.com
網站：		 www.level-works.com

印度和斯裡蘭卡
聯繫人：	 B.	Ganesh	及	Padmini（印度）
電話：		 91 44 32027945
傳真︰		 91 44 23728383
電子郵件：	 ganeshb@level-works.com
  india@level-works.com

中國、香港、澳門
聯繫人：	 Raymond	Huang（中國）	 	 	 Rain	Tong（中國）
電話：		 86 755 8214 4529    或  86 571 8770 8671
傳真︰		 86 755 8214 4530    86 571 8770 8672
電子郵件：	 rhuang@level-works.com   rtong@level-works.com

www.bureauveritas.com/cps
www.level-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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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
聯繫人：	 Cuong	Vo	和	An	Tran（越南）
電話：		 84 08 2220 2075
傳真︰		 84 08 2220 2076
電子郵件：	 cuong@level-works.com
  atran@level-works.com

歐洲、中東、亞洲
聯繫人：	 Justin	Bettey（英國）		 	 	 Guillaume	Petit（英國）
電話：		 90 532 445 8298    或  44 207 993 5277
傳真︰		 90 212 341 1111 	 	 	 	 不適用
電子郵件：	 jbettey@level-works.com   gpetit@level-works.com

3. INSITE COMPLIANCE SERVICES

美國/國際
聯繫人：	 Tanvi	Patel
電話：		 415 226 1772
傳真︰		 270 518 1898
電子郵件：	 tanvi.patel@mts-insite.com

4.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北美        亞洲
聯繫人：	 Toni	Bellacosa（美國）		 	 	 Esther	Duan（中國）
電話：		 212 803 5315     86 755 2602 0884
傳真︰		 212 453 5010     86 755 2602 0899
電子郵件：	 toni.bellacosa@intertek.com   esther.duan@intertek.com

歐洲        拉美
聯繫人：	 Karima	Ejaz（英國）	 	 	 	 Viviana	Rodriguez（哥倫比亞）
電話：		 44(0) 116 263 0330（轉 907)   57 1 610 8458 轉 104 
傳真︰		 44(0) 116 263 0311    57 1 610 8458 轉 114
電子郵件：	 karima.ejaz@intertek.com   viviana.rodriguez@intertek.com

5. SOCIAL COMPLIANCE SERVICES ASIA
（僅在中國、台灣、香港和澳門執行評審）

亞洲/國際
聯繫人：	 Samuel	Wong	和	Wendy	Wu
電話：		 852 2376 0818
傳真︰		 852 2376 2263
電子郵件：	 samuel.wong@scsagroup.com
  wendy.wu@scsagroup.com

6. SOCIÉTÉ GÉNERALÉ DE SURVEILLANCE (SGS)

所有地區
聯繫人：	 Joe Romeo
電話：		 973 575 5252
傳真︰		 775 787 7962
行動電話：	 775 276 1205
電子郵件：	 Joseph.Romeo@s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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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L RESPONSIBLE SOURCING

美國/國際
聯繫人：	 Oren	Jaffe
電話：		 310 259 4511
傳真︰		 310 417 8031
電子郵件：	 Oren.Jaffe@UL.com

8. VERITE

美國/國際
聯繫人：	 Robin	Jaffin	和	Laurie	Schimmelfing
電話：		 413 253 9227
傳真︰		 413 256 8960
電子郵件：	 rjaffin@verite.org
  lschimmelfing@veri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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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社會合規顧問參考清單

在鞏固管理體系、修改勞工實踐和改善工作條件方面，授權商、供應商和工廠將體驗到由諮詢團體以及
其他人提供服務帶來的便利，它們或許可協助發現合規性問題的潛在原因、建議可持續解決方案和/或
幫助實施變更。這些組織提供的服務可能有多種不同形式，包括但不限於：

•	 根本原因分析
•	 深入的系統分析
•	 培訓方案

以下「社會合規顧問」清單可提供這些服務。此清單既不全面，也不完整。這些組織提供的服務不是由
迪士尼認可的，並且使用這些或任何其他社會合規顧問的服務並不能為您保證工廠能獲得或繼續擁有生
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授權商、供應商和工廠並非必須聘用社會合規顧問。如果授權商或供應商的
確選擇聘用社會合規顧問，他們可以從以下清單中選擇或者自行決定選擇任何其他組織。授權商、供應
商和工廠有責任確認合適的工作計劃、與任何顧問協商條款並承擔聘用任何顧問的費用。

授權商、供應商和工廠可閱讀由 BSR 和 LIMA 出版並有部份內容是由迪士尼支持的「遵守授權人的社會
和環境合規計劃的良好實踐指南」獲取有益資訊，其中定義了對於授權商和供應商符合授權人期望的基
本要求。「良好實踐指南」可造訪 www.bsr.org/reports/BSR_Licensee_Guide_Final.pdf。

1.	The Cahn Group
聯繫人：Doug	Cahn，負責人 (info@thecahngroup.com)
網站︰www.thecahngroup.com
總部位於北美，合作夥伴遍及全球

2.	中國培訓學院 (CTI)
聯繫人：Jason	Ho/諮詢服務	CTI	經理/廣州 (connect@bsr.org)

或造訪 www.bsr.org/en/about/inquiry-form	提交諮詢
網站︰www.ctichina.org
 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 (BSR) 中國辦事處的總部位於中國廣州；CTI	計劃的服務關注中國的供應商。

3.	ELEVATE（原來的 INFACT Global Partners 和 Level Works Ltd.）
聯繫人：Mark	Jones	(mjones@elevatelimited.com)
中國聯繫人：John Yeh (jyeh@elevatelimited.com)
網站︰www.elevatelimited.com
總部位於香港，在中國廣州、深圳、上海越南、斯裡蘭卡、菲律賓、歐洲、非洲、土耳其及中東、中
美洲和墨西哥和美國設有辦事處

www.bsr.org/reports/BSR_Licensee_Guide_Final.pdf
www.thecahngroup.com
www.bsr.org/en/about/inquiry-form <63D0><4EA4><8AEE><8A62>
www.ctichina.org
http://www.bsr.org/
www.elevate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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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pactt Limited
聯繫人：Rosey	Hurst，創始人兼總監 (info@impacttlimited.com)
網站︰www.impacttlimited.com
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在香港、中國廣州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迪拜設有辦事處

5.	社會責任國際標準
聯繫人：Jane	Hwang，企業計劃與培訓總監 (jhwang@sa-intl.org)
網站︰www.sa-intl.org
總部位於美國紐約州紐約市，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印度班加羅爾、美國麻州波士頓、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迪拜、瑞士日內瓦、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菲律賓奎松市、哥斯大黎加聖荷西、巴西聖保羅以及中國
深圳擁有地區代表

6.	Verité
聯繫人：Robin	Jaffin，供應商計劃總監 (verite@verite.org)
網站︰www.verite.org
總部位於美國麻州艾摩斯特，在中國深圳、菲律賓馬尼拉和印度新德裡擁有地區聯繫人

www.impacttlimited.com
www.sa-intl.org
www.verite.org


附錄 7
更出色的工作方案參與和說明

Walt Disney Company 支持更出色的工作 (BW) 方案。「更出色的工作」是國際勞工組織 (ILO) 和國際金融
公司 (IFC) 為改善全球供應鏈中的勞工標準和競爭力，將政府、僱主、員工國際買家聯合在一起開展的
合作。「更出色的工作」目前在柬埔寨、海地、印度尼西亞、約旦、賴索托、尼加拉瓜和越南運作。

在某些「允許採購國」中，迪士尼可能會要求工廠參與「更出色的工作」，以此作為使用該工廠生產迪
士尼品牌產品的條件。這些要求目前適用於柬埔寨和海地。迪士尼僅會接受位於柬埔寨和海地有參與「
更出色的工作」的工廠的評估。如何參與的詳情概述如下。

對於實行「更出色的工作」方案的其他「允許採購國」，迪士尼亦大力鼓勵參與。參與「更出色的工
作」可以減少在提交「更出色的工作」評估的大量品牌和零售商中進行選擇導致的監測工作，並且藉助
「更出色的工作」培訓和糾正方案，可以更持久地符合勞工標準。有關柬埔寨和海地之外其他國家的情
況，請參閱 www.BetterWork.org。

如何參與「更出色的工作」並向迪士尼提供「更出色的工作」評估：

1.	 可造訪 www.BetterWork.org 瞭解有關「更好的工廠-柬埔寨」(BFC) 方案或「更好的工作-海地」
(BWH) 方案的資訊。

2.	 確保您的工廠參與方案的情況。如果不是參與者，工廠必須聯絡「更出色的工作」完成註冊 
程序：

a.	 對於柬埔寨的工廠，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betterfactories@ilo.org 或 BFCSUBSCRIPTION@ilo.org	
聯絡 BFC

b.	 對於海地的工廠，請電子郵件至 Haiti@betterwork.org 或 lavallee@betterwork.org	聯絡 BWH

3.	 註冊「更出色的工作」後，工廠必須透過填寫「BFC/BWH	 第三方存取表單」授予迪士尼存取 
BFC/BWH	評估報告的權限。有關最新表格和說明，請透過以上電子郵件地址聯絡 BFC 或 BWH。

4.	 將填寫的「第三方存取表格」直接提交至	 BFC/BWH	聯繫人，並視需要發送副本至迪士尼 ILS 聯
繫人。

5.	 提供	BFC/BWH	資料庫的存取權限後，ILS 將讀取工廠的評估報告，以評估該工廠是否達到迪士尼
的「最低合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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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etterwork.org/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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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 ILS 評審便允許

附錄 8
允許採購國

阿路巴 德國 留尼旺島 聖露西亞

愛爾蘭 多明尼加 盧森堡 聖馬利諾

愛沙尼亞 法國 馬丁尼克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安道爾共和國 法屬蓋亞那 馬爾他 斯洛伐克

安地卡及巴布達 芬蘭 美國 斯洛維尼亞

安圭拉 哥斯大黎加 美屬薩摩亞 台灣

奧地利 格陵蘭 美屬維爾京群島 維德角

澳大利亞 格瑞那達 模里西斯 汶萊

澳門 關島 摩納哥 烏拉圭

巴貝多 荷蘭 南韓 西班牙

巴哈馬 荷屬安替列斯 紐西蘭 香港

百慕大 加拿大 挪威 新加坡

比利時 捷克共和國 葡萄牙 匈牙利

冰島 卡達 日本 以色列

波多黎各 開曼群島 瑞典 義大利

波蘭 拉脫維亞 瑞士 英國

波札那 立陶宛 塞普勒斯 智利

丹麥 列支敦斯登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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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巴尼亞 哈薩克 密克羅尼西亞 泰國

阿根廷 宏都拉斯 摩爾多瓦 坦尚尼亞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吉布地 摩洛哥 湯加

阿曼 吉里巴斯 莫三比克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埃及 加彭 墨西哥 突尼西亞

巴林 迦納 納米比亞 土耳其

巴拿馬 科索沃 南非 吐瓦魯

巴西 科威特 紐威島 萬那杜

保加利亞 庫克群島 諾魯 烏干達

貝里斯 賴索托 喬治亞 烏克蘭

貝南 黎巴嫩 薩爾瓦多 西岸和加沙地帶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盧安達 薩摩亞 希臘

玻利維亞 羅馬尼亞 塞爾維亞 新喀里多尼亞群島

帛琉 馬爾地夫 塞內加爾 牙買加

不丹 馬拉維 塞席爾 亞美尼亞

布吉納法索 馬來西亞 沙烏地阿拉伯 印度

多明尼加共和國 馬利 尚比亞 印度尼西亞

菲律賓 馬其頓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約旦

蓋亞那 馬紹爾群島 史瓦濟蘭 越南

甘比亞 蒙古 斯裡蘭卡 中國

哥倫比亞 蒙特內哥羅 蘇利南 格瑞那達

瓜地馬拉 秘魯 索羅門群島 海地*

*僅參與「更出色的工作」（柬埔寨）或「更出色的工作」（海地）的工廠有資格。

2013 年 3 月

需要 ILS 評審才允許



附錄 9
工廠申報示例

示例 1：帶有米老鼠繡花貼片和米老鼠形狀鈕扣的粗棉布襯衫

•	 您必須為生產這些繡花貼和鈕扣的工廠，以及將這些繡花貼和鈕扣加工到襯衫上的工廠都提交
「FAMA 申請」。您還必須為所有生產、組裝、貼標和/或包裝迪士尼專有材料的工廠提交「FAMA 
申請」。

•	 您不需要為向其購買「空白」粗棉布襯衫的工廠提交「FAMA 申請」。但是，必須在「允許採購
國」中生產「空白」粗棉布襯衫。

示例 2：迪士尼書籍

•	 您必須為印刷書籍的工廠，以及所有提供該書籍包裝服務的工廠都提交「FAMA 申請」。
•	 您不需要為創作藝術品或製作影片的設計工作室或生產「空白」紙張的工廠提交「FAMA  

申請」。但是，必須在「允許採購國」中創作藝術品或製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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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適用迪士尼政策

迪 士 尼 保 持 許 多 「 政 策 和 方 案 」 是 為 其 企 業 公 民 責 任 目 標 。 我 們 建 議 您 造 訪 
http://thewaltdisneycompany.com/citizenship/policies 閱讀完整的「政策和方案」清單。作為授權商或供
應商，您有責任確保依照 ILS 方案和可能適用於迪士尼品牌產品生產的其他「政策和方案」生產迪士尼
品牌的產品，包括：

限制使用烏茲別克棉花

Walt Disney Company 得知了有關烏茲別克大量、系統化強迫使用童工收割棉花的報導，該國是全球第三
大棉花出口國，約占全球棉花貿易的 10%、我們已與其他領先品牌和零售商、行業協會、有社會責任感
的投資者、非政府組織、政府機構和多邊機構提高對這一極為嚴重問題的認識，並加強合作敦促消除這
一行為。儘管截止目前已經開展了大量個人和公共工作，但烏茲別克棉花收割業仍然存在著強制童工的
問題。因此，我們要求我們的授權商、廠商和供應商在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時限制使用棉花，直至該問
題得到解決。

我們瞭解棉花供應鏈十分複雜，棉花也是混合程度極高的商品，追溯成品中的棉花來源也十分困難。我
們要求授權商和供應商在生產之初就儘自己最大的努力追溯所用棉花的來源。由於有數以千計的授權
商、供應商和廠商生產品牌服裝紡織成品，我們沒有規定單獨的方法或時間限制。我們認為，長期的努
力需要大量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支援和行動，才能提升我們追溯棉花來源的集體能力，並最終確保我們
的品牌紡織成品中使用的棉花不是使用強制童工製造的。

我們目前尚未發現我們任何品牌產品中使用了烏茲別克棉花。但是，考慮到烏茲別克棉花在全球所占份
額，我們認為從現在開始限制其使用是明智做法。根據獨立驗證的結果，烏茲別克棉花業已經沒有再強
迫使用童工進行收割，我們會重新評估發送給授權商、供應商和廠商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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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生產授權證 (FAMA) 申請和說明

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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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簽署的生產授權證 (FAMA) 表



附錄 13
行為守則評估通知 (COCAN)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Group 
 

Code of Conduct Assessment Notification 
500 South Buena Vista Street 

Burbank, California 91521-8400 USA 

From: 
Email: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CORPILS-FANReply@disney.com 

Notice of assessment of manufacturing facility producing Disney articles 

Disney Worldwide Services, Inc. has selected the following facility for a Code of Conduct compliance assessment by our 
authorized monitoring organization, in approximately 90 days. 

To: 
Licensee/Vendor: 
Licensee/Vendor ILS #: 
Fax Number: 

XXXXX 
XXXXX. 
XXXXXX 
XXX-XXXX-XXXX 

Facility to be assessed: 
ILS Number: 
Location: 

XXXXXXXX 
X000-0000-0 

Country: China 

XXX  XXXXXXX 
XXXXXX, XXXXX, XXXXX 

Our records indicate that this is a facility currently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Disney-branded products pursuant to your 
license agreement with Disney. 
 
As you are aware, your license agreement with Disney requires that our auditors be provided entrance into the facility at the 
time of assessment.  A denial of access to the facility would result in a breach of your license agreement and could result in the 
termination of the facilityʼs authorization to manufacture Disney-branded products.  
 
Please notify your facility immediately of this pending assessment 
 
Please contact us promptly, and in any event within 15 days, at CORPILS-FANReply@disney.com and reference the ILS 
number X000-0000-0 
if:  
 
_1. The manufacturing facility information is incorrect.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provide the correct facility information. 
 
_2. The manufacturing facility has relocated.  If this is the case, please provide the new address and contact details. 
 
_3. You are no longer using the manufacturing facility.  In this case, please provide the name, address, phone, contact 
 of the manufacturing facility you are using. 
 
Thank you. 
 

Disney Worldwide Services, Inc., an indirect subsidiary of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provides services in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program 
of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family of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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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中國的玩具工廠和 ICTI 關愛計劃

迪士尼與國際玩具業協會	 (ICTI)	關愛基金會簽訂了瞭解備忘錄 (MOU)，負責監管國際玩具行業符合道德
規範的製造過程，旨在為全球玩具工廠的工人確保安全和人道的工作環境。此 MOU：

•	 將「ICTI	 關愛計劃」認可為允許工廠透過參與此計劃符合迪士尼對於勞工標準和工人權利的 
要求。

•	 允許迪士尼使用「ICTI	關愛計劃」評審資料庫，專門用於向迪士尼授予相應訪問權的工廠。

如果您位於中國的玩具工廠參與了「ICTI	關愛計劃」，請要求該工廠向迪士尼授予對其 ILS 評審報告的
閱取權限。這有可能為您的工廠加快獲得迪士尼授權的速度，並且有希望為授權商或供應商節省工廠接
受評審的時間或開支。聯絡「ICTI	關愛計劃」獲得相應的註冊和授權表；「ICTI	關愛「ICTI	關愛基金會
授權表」範例。

如果您在中國的玩具工廠目前沒有參與「ICTI	 商業行為守則」，我們強烈建議他們申請並參與。「ICTI	
商業行為守則」樹立了一套針對迪士尼以及眾多其他玩具品牌和零售商公認的玩具工廠的社會合規評審
標準。參與「ICTI	商業行為守則」可減少重複的評審工作、節省成本並加快工廠有可能獲得迪士尼授權
的速度。申請工具包請參閱 http://www.icti-care.org/applicationpackage.html。

因為嚴重的不合規情況而從「ICTI	商業行為守則」(ICP) 計劃中刪除的工廠可能失去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
的授權。

有關「ICTI 商業行為守則」的詳情，請參閱 http://www.icti-care.org/。

迪士尼可自行選擇在將來隨時更改或終止其與「ICTI 商業行為守則」的安排。

http://www.icti-care.org/
http://www.icti-care.org/applicationpackage.html
http://www.icti-care.org/


附錄 15
ICTI 關愛基金會授權表

ICTI CARE Foundation Asia Limited
WWW.ICTI-CARE.ORG

Please send the completed form to us請填妥此授權書並把之交回。Fax傳真: 852-21112126 / Email電郵: asia@icti-care.org

Factory Information Access Authorization Form
取閱工廠資料授權書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following ICTI Seal Applicant or Holder 
茲證明以下ICTI證書申請者或持有者 

English name英文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nese Name中文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CTI Seal no. 證書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

hereby confirms their consent to authorize their customers listed as follows: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have access to their audit reports and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t the ICTI CARE Process. 

同意授權其下列客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取閱其在ICTI CARE Process的審核報告及相關資
料。

The ICTI Seal Applicant or Holder fully understands that they have to inform ICTI CARE Process in written form in the event of any changes in the 
granting their of customers’ access to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m in the ICTI CARE Process.
此ICTI證書申請者或持有者亦完全明白，如在授權客戶取閱其資料之事宜上有任何變動，必須以書面通知ICTI CARE Process。

The ICTI Seal Applicant or Holder confirms their full understanding of and agreement to the above by signing below. 
以下由ICTI證書申請者或持有者簽署確認完全明白及同意以上陳述。

Name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法人代表姓名：

Signature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法人代表簽名：

Factory Chop工廠蓋章：

Date日期﹕
Note: the English text shall always be referred to in the event that any dispute about interpret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texts. 如以上文本之中文及英文有不相符處，均以英文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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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ILS 評審議程範例

以下議程旨在協助授權商、供應商和工廠管理層依照 ILS 方案的要求為 ILS 評審做準備。根據工廠的規
模，ILS 評審可能需要一整個工作日或更長時間，希望參加 ILS 評審的人員能出席。列出的預計完成時間
是估計值，可能會有不同。

見面會（20 分鐘）- 與對完成 ILS 評審必要的主要管理人員討論 ILS 評審程序。

健康和安全巡視（根據工廠的規模需要 1-2 小時）- 在陪同下參觀整個生產廠、倉庫、化學倉
庫、食堂和宿舍（如果適用）

員工面談（每次會面 10-20 分鐘）- 在工廠巡視和文件審核過程中挑選來自不同工作崗位的員
工。面談將在私下場合進行

文件評審（2-3 個小時）- 有關需要評審的文件清單請參閱「附錄 - ILS 評審議程核對清單範例」

總結會（20 分鐘）- 評審員將向管理人員提供 ILS 評審結果並商討改善方案計劃。將邀請管理人
員提問並給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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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
ILS 評審核對清單範例

在準備現場訪視時，授權商、供應商和工廠管理人員必須收集和提供以下原始記錄和文件供評審人員查
閱（地區/國家適用的）：

•	 業務/行業授權、註冊、許可和/或證書
•	 由政府或銀行提供的員工社會福利的付款確認文件
 o 取消的存款支票或其他付款確認表單

o	 聲明
•	 消防演習記錄、緊急疏散計劃、消防檢驗報告和消防證書
•	 健康和安全文件和培訓記錄
•	 設備和機器操作證書、授權和許可
•	 機器維護記錄
•	 環境記錄以及工廠所使用化學品（有機或無機）的清單
•	 員工年度體檢結果
•	 政府要求張貼的內容
•	 工作場所規則和細則
•	 迪士尼的「行為守則」
•	 注明全名、受僱日期、出生日期和在工廠內職位的所有員工清單
•	 人事檔案
•	 最近 12 個月的工資單記錄：

o	 詳細工資表
o	 計件工資記錄和生產記錄
o	 取消的支票/月結單和現金付款記錄
o	 電匯記錄

•	 最近 12 個月的出勤記錄：
o	 考勤卡或工時表
o	 休假記錄

問題範例：

1.	 工廠裡年齡最小的工人多大？
2.	 是否有任何針對學齡兒童的工作經驗計劃？
3.	 是否限制使用 18 歲以下的工人？
4.	 該工廠是否已經實施了核實員工年齡的程序？
5.	 是否所有員工都是自願在該工廠工作的？
6.	 該工廠實施了哪些程序來確保/監控所有都自願在此工作？
7.	 是否有任何工人在受僱期間被僱主扣押任何財物？
8.	 該工廠中是否有囚犯工、或是由軍隊/任何其他政府機構分配的工人？
9.	 員工是否可在自己的輪班結束時自由下班？
10.	 是否只會出於普通的保安考慮而設崗？如果是，他們的基本職責是什麽？
11.	 是如何招聘員工的（即報紙廣告、代理、合同）？
12.	 員工是否會因為行為不當或表現不佳受到懲罰？
13.	 該工廠是否存在年齡、人種、種族群體、性取向、政治立場和/或源國籍方面的僱傭限制？
14.	 該承包商支付給接受過培訓（即生產）員工的最低工資是多少？未接受過培訓的員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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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何支付員工的工資？（現金/支票/自動轉帳/其他）
16.	 如何計算薪資？（按工時/計件/按日/其他）
17.	 是否所有出勤都會得到記錄？
18.	 多久向員工支付一次工資？（每週/每月/其他）
19.	 員工工資是否有任何扣除項目？
20.	 您的員工酬勞中扣除了哪些費用？
21.	 是如何記錄的？
22.	 是否有任何員工欠公司的錢？
23.	 	該工廠是否給予員工任何津貼和福利？（住房、膳食、交通和其他津貼；醫療；兒童護理；病

假；喪假；緊急事假；產假和生理假；休假；宗教和假日休假；以及承擔社會保險、人壽保險、
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其他保險份額。）

24.	 計算最低工資時是否包含了福利和/或津貼？
25.	 是否有任何獎勵計劃（例如獎金）？
26.	 工人是否享受帶薪培訓（如果適用）？
27.	 工人是否有償加班？
28.	 最長連續工作時間是幾天？
29.	 該工廠的工作時間是什麽？
30.	 該工廠設有多少個輪班？
31.	 每個輪班幾小時？
32.	 如果計算加班工資（例如工作日加班	1.5	倍、假期加班 2 倍等）？ 
33.	 每個工人每週平均加班工時數是多少？
34.	 基本工資中包含的每天最大工時數是多少？
35.	 員工在特定的一周中被要求工作的最大工時數是多少？
36.	 員工是否每天都享有用餐時間？
37.	 員工是否每天都有享有小憩時間？如果是，享有多少次小憩以及每次多長時間？
38.	 員工是否將工作帶回家做？
39.	 如何確定這種工作情況的工資？
40.	 該工廠是否提供急救用品？
41.	 是否在現場設有受過專業醫療培訓的人員？
42.	 是否提供安全教育/培訓計劃（即急救等）？
43.	 本工廠內是否配備滅火器和/或灑水滅火系統？
44.	 建築物內的安全出口是否高於一層？
45.	 員工是否可免費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46.	 員工是否可無限享用飲用水？
47.	 該工廠內設有多少個功能齊全的洗手間？（男/女）
48.	 該工廠是否配備通風和照明系統？
49.	 是否每個輪班都設有樓層監工？
50.	 每個輪班有多少名監工？
51.	 該工廠是否允許員工結社？
52.	 該工廠是否為工人提供住宿設施？如果有：供應商/授權商管理的設施/租賃單位/其他
53.	 該工廠針對環保（即廢物管理、空氣淨化和危險材料棄置）採取了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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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該工廠是否將生產外包？
55.	 該工廠是否將生產外包給個人、家庭還是團體？
56.	 哪些物品/零件是由這些工人生產的？
57.	 如何支付這些工人的工資？

以下問題是關於宿舍的：

58.	 建築物的數量？居住在這棟宿舍的工人數量？
59.	 每個臥室平均住多少員工？
60.	 每名員工在臥室中大概佔用多少空間（平方米）？
61.	 就寢區是按性別分隔的嗎？
62.	 員工是否有單獨床位或就寢空間？
63.	 宿舍房門是從裡還是從外上鎖的？
64.	 所有就寢區是否都張貼有以當地語言寫明的火災或緊急事故的疏散指示？
65.	 該工廠是否在所有就寢區都備有滅火器？
66.	 是否舉辦過消防演習？
67.	 建築物內的安全出口是否高於一層？
68.	 宿舍內或與宿舍相連的建築物內是否貯藏有易燃材料？
69.	 提供給員工的洗手間和淋浴設施的數量?（男/女）
70.	 淋浴設施是否供應熱水？
71.	 是否提供廚房或洗衣設施？
72.	 員工是否需要為以下項目付費？（就寢區/膳食/交通/其他）需要支付多少？
73.	 宿舍是否設有出入控制？
74.	 是否對員工實行任何宵禁？
75.	 員工是否能自由進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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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8
改善方案計劃信函範例（CAP 信函）

* 僅針對由迪士尼執行的 ILS 評審

根據「授權合約」和/或「瞭解備忘錄」，位於[國家][城市]的[工廠名稱和 ILS 編號]於[執行評審的日期]
接受了評審。

本次評審的結果顯示：該工廠未能達到「製造商行為守則」規定的迪士尼「最低合規標準」(MCS)。

MCS 違反情況 – 必須立即糾正
?必須立即糾正被發現的下列 MCS 違反情況。若不採取必要的糾正措施將導致該工廠被撤銷生產迪士尼
品牌商品的授權。

1. 年齡要求
a.	 未滿 18 歲的員工。
b.	 可能無法完全核實對員工最低年齡要求的遵守情況，因為可能沒有保留一些員工的年齡證

明文件（例如身份證）。

非 MCS 違反情況 – 必須適當地糾正

以下是「迪士尼守則」的所有非 MCS 違反情況的清單。必須適當地糾正所有非 MCS 違反「守則」的情
況，作為您持續改善工作環境的部份。

1.	 加班時間
a.	 員工每個月的加班時間超過 102 小時。
b.	 員工已經連續加班 13 天。

作為授權商/供應商，您有責任確保立即糾正所有 MCS 違反情況，作為繼續使用該工廠的條件。所有其
他違反情況亦必須適當地解決。

若無法依照本信的要求糾正 MCS 違反，會導致撤銷在該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

迪士尼會在本函日期起約 90 天內執行跟進評審。 如果在跟進評審中發現 MCS 違反情況，所有授權商和
供應商都將被要求立即停止在該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或從該工廠撤走所有庫存（不超過獲得迪士尼
通知後的 30 天內，或按照法律的其他要求）。隨後，該工廠將在被迪士尼撤銷授權後的 12 個月內無資
格生產迪士尼品牌的產品。

如果需要進一步澄清或如果您不再使用該工廠，請聯絡{聯繫人姓名]。

感謝您的寶貴時間以及對此事的關注。

順頌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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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
改善方案計劃信函範例（CAP 信函）

*針對授權商和供應商提交的 ILS 評審

在[日期]，迪士尼收到了位於[國家、城市]的[工廠名稱和 ILS 編號]的評審。

本次評審的結果顯示：該工廠未能達到「製造商行為守則」規定的迪士尼「最低合規標準」(MCS)。

MCS 違反情況 – 必須立即糾正
?必須立即糾正被發現的下列 MCS 違反情況。若不採取必要的糾正措施將導致該工廠被撤銷生產迪士尼
品牌商品的授權。

1.	 部份被拒評審
a.	 評審員嘗試執行檢查，被拒絕閱取所要求的文件。

非 MCS 違反情況 – 必須適當地糾正

以下是「迪士尼守則」的所有非 MCS 違反情況的清單。必須適當地糾正所有非 MCS 違反「守則」的情
況，作為您持續改善工作環境的部份。

1.	 社會福利
a.	 並非所有員工都享受到所有必須的社會保險福利。

作為授權商/供應商，您有責任確保立即糾正所有 MCS 違反情況，作為繼續使用該工廠的條件。所有其
他違反情況亦必須適當地解決。

若無法依照本信的要求糾正 MCS 違反，會導致撤銷在該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授權。在這種情況
下，所有授權商和供應商都將被要求立即停止在該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不超過獲得迪士尼通知後
的 30 天內，或按照法律的其他要求）。

必須在本函日期起 90 天內向迪士尼提交證明在[評審執行日期]後的 MCS 合規的評審。

•	 如果沒有按照要求提交評審，該工廠沒有資格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直到提交了達到MCS的 
評審。

•	 如果提交的跟進評審沒有達到 MCS，該工廠將被迪士尼撤銷授權，至少 12 個月內沒有資格生產
迪士尼品牌產品。

此信將被寄送給目前使用該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所有迪士尼授權商和供應商。您可能希望透過工
廠協調任何必要的評審活動。

如果需要進一步澄清或如果您不再使用該工廠，請聯絡{聯繫人姓名]。
感謝您的寶貴時間以及對此事的關注。

順頌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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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
工廠失去生產授權信函範例

日期

XYZ	授權商/供應商
[地址]

尊敬的授權商/供應商，

根據「授權合約」和/或「瞭解備忘錄」，位於[國家][城市]的[工廠名稱和 ILS 編號]於[執行審計的日期]
接受了第二次評審。本次跟進評審的結果顯示：該工廠仍然未能達到「製造商行為守則」規定的迪士尼
「最低合規標準」(MCS)。

已經依照先前的通知和迪士尼的 ILS 方案撤銷了該工廠的生產授權。您必須立即（收到本通知後的 30 天
內或按照法律的其他要求）停止在該工廠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該工廠將在收到本通知後的 12 個月內
沒有資格生產迪士尼品牌的產品。

如果您已通知過我們您不再使用該工廠，此信將充當您對於該工廠不再用於生產迪士尼品牌產品的 
通知。

順祝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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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工廠重獲授權表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