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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的目的在於定義與磁震開展商業活動的要求，以確保我們的供應商能持續改

善，避免產生產品品質問題和交運問題，並提供最低的成本和一流的服務。嚴格遵守

此手冊中描述的具體要求將不但會減少供應鏈的風險，確保產品與服務的符合性及產

品安全，同時也能幫助磁震和供應商進一步提高市場競爭力，並確保我們繼續成功合

作。 

 

1.範圍 

本手冊的要求適用於所有成品供應商、材料製造供應商（原材料及零組件）以及適用

的其他託外加工製程。如有任何對手冊內容的適用性有疑問，請直接與您的磁震連絡

人諮詢解決。  

 

2.職責  

2.1 供應商有責任對本手冊中的要求進行審查、理解並溝通到相關人員以滿足各項要 

   求，同時還應滿足採購合約與訂單中的其它要求。供應商應設法獲得所有參考文 

   件，確保完全符合所有的適用要求。 

2.2 供應商應確保人員認知到產品與服務符合要求的重要與影響、他們對產品符合性

與 

   安全性的貢獻、以及道德行為的重要性。 

2.2 磁震將維護本手冊，並對手冊中的品質要求的變更進行記錄。供應商手冊的版本

能 

通過磁震的採購部門獲得。 

2.3 磁震及其客戶、和管轄機構可接觸任何層次的供應鏈適用的設施區域和文件與紀

錄的權力。 

 

3.磁震的品質政策 

磁震承諾”全員品保，顧客滿意”以達到世界級的品質。 

 

4.道德規範和商業行為 

4.1誠信行為   

我們希望供應商在與其員工及與我司商務關係中之人員，都能遵守法律和法規的要求

及避免有以下不當行為:  

 不恰當利益輸送 (饋贈或業務招待)  

 未得到管理層的事先批准，不得向我們及與我司商務關係中之人員，提供饋贈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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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招待。確保所有商業饋贈和業務招待是合法的並且對方雇主是知曉的。  

4.2維護個人良好素質  

 磁震使用具備良好聲譽的個人或公司作為我們的代表或代理人，同時這些代理人員

均理解並嚴格遵守作為磁震代表的要求。  

4.3交往慣例  

 供應商不可直接或間接向磁震 的員工、代表、客戶進行採購、交易或其他商業活動

涉及人員，提供有價值的物品，包括現金、賄賂、禮物、娛樂或回扣。同時禁止向

包括採購交易中的員工（或他們的家屬和重要家人）提供諮詢、職位或其他類似的

職務。  

如証實供應商有以上不當行為，我們會考慮終止與該供應商之合作關係。 

 

5. 社會責任 

磁震和供應商的關係是建立在合法、長遠而公平交易的基礎上。我們要求供應商須完

全按照政府法規法令需求.  

 

6. 品質系統要求 

6.1 系統要求 

所有的供應商應符合行業認可的品質標準，如 ISO9001、AS9100，IATF16949 在沒有第

三方認證的情況下，供應商必須通過書面評鑑，磁震會選擇性地對供應商現場做品質

系統評鑑。如果協力廠商認證狀態發生了改變，供應商必須在 5 個工作日之內與磁震

溝通。 

 

 

6.2 品質計畫  

供應商必須遵循新產品開發流程(NPD)。 

磁震的供應商應能在現場稽核時展示一套行之有效的新產品開發系統。這套系統包含

以下 5 個基本階段： 

1.對產品和磁震需求進行評估與規劃。 

2.進行產品設計和開發活動(適用時)。 

3.過程的設計和開發活動。 

4.產品和過程驗證。 

5.產品生產、回饋、評估和矯正措施。 

其他磁震的特定要求和規定會由採購部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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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品質記錄 

供應商必須保存所有的品質系統記錄。除非有其他規定，保存期限至少為 7 年。品質

記錄包括品質/製程控制和可追溯性記錄，這些記錄對任何要求失效分析是至關重要

的。品質紀錄銷毀時，仍需確保資料的保密性，必要時應以碎紙機絞碎。 

車用產品相關紀錄需保存至結束後一個日曆年. 

 

6.4 可追溯性 

要求供應商建立批號追溯系統，對從原材料批次到最終成品的批號進行追溯。材料的

可追溯性包括檢驗記錄的追溯。 

組件必須能追溯到分件，並且能追溯隨後的更高階的組合件。 

 

7.供應商選擇與批准  

7.1 磁震會選擇關鍵供應商進行開發，這些供應商表現出改善的最佳機會以及對公司

有最大的潛在影響。一旦供應商被選擇，由合適的磁震和供應商工作人員組成的跨職

能團隊將共同工作，並召開定期的跟進會議，確保目標完成。 

在供應商選擇過程中，磁震要求供應商做到以下幾點：  

-填寫供應商基本資料表 （表格由磁震提供）  

-簽署保密協定（適用時） 

-簽署假冒品防制聲明（非原廠供貨時適用） 

-報價單（基於磁震要求的報價）  

-當涉及非破壞檢測或實驗室等相關服務，非破壞檢驗人員必須具備國際認可的證照，

實驗室必須具備實驗室認證資格(ISO17025)。 

選擇某個供應商是由跨職能的團隊成員決定。最終選擇是基於上述過程的結果。某些

帶條件通過的供應商在獲得磁震業務之前必須提出改善計畫。一旦通過後，供應商將

被納入合格供應商名錄中。 

 

7.2 分包商管理:  

在沒有獲得磁震的書面授權之前，供應商不能另找分包商。供應商有責任對其所有的

分包商及次級供應商進行管理。本手冊中所有要求同樣適用於供應商的分包商及次級

供應商。供應商能隨時獲得分包商的文件、記錄和稽核報告，必要時將提交磁震評估。

車用產品供應商應將適用的法令法規要求和產品及過程特殊特性傳遞至其分包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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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分包商將此等要求向下傳遞到供應鏈的製造端 

8. 智慧財產權及資訊安全  

磁震不允許侵犯他人的智慧財產權或其他財產權利，尤其是我們或客戶之產品開發。

供應商應該只能將我們提供的資訊和財產(包括工具、藍圖等)用於授權的用途，採取

合適的措施保證專有資料的保密性，包括保密要求、特定安全工作領域要求。除獲得

磁震書面許可，不得向任意協力廠商披露（包括其他顧客和外發廠等）；網上傳輸資料

時，須將資料小心加密；尊重所有的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並遵守對智慧財產權使

用的限制；遵守所有與跨境資料傳輸相關的法規；遵守當地要求和相關保密政策，供

應商應該以安全機密方式保存我們和客戶的私人資訊和敏感資訊。 

 

9. 要求的溝通  

9.1 報價單  

報價單可能包含報價所需的以下文件：  

-工程藍圖  

-技術規範  

-FAI 提交要求  

-如可能，提交樣品 

如果報價單字跡模糊、不清楚或者遺漏報價必需的關鍵資訊的話，供應商必須馬上與

磁震聯繫。無論何種原因，供應商事後提出的修正和更改將不被接受。 

 

9.2 供應商手冊 

對供應商的通用要求都包含在此磁震供應商手冊中。供應商與磁震發展業務必須遵守

本手冊要求。供應商是否符合這些要求將會被隨時評估，同時也是供應鏈策略的一個

要素。 

 

9.3 採購訂單 

a. 產品的規範要求可以在採購訂單中表述。訂單中指明的產品藍圖可以詳細說明了影 

響產品安裝、物理和功能的特性。每個訂單應由供應商確認每個零件件號、版本、

雙方同意的價格、數量、交貨期和其它訂單上註明的要求。產品結構除了由零件號 

表明外，在藍圖中會詳細說明。 

b. 當磁震需要供應商為設計核准、檢驗/驗證、調查或稽核提供測試樣品或試片時， 

   將在採購訂單上述明相關要求。 

c. 當有特殊要求及關鍵項目(包括安全零件)時，磁震將於訂單或合約上註明。當涉及 



 
磁震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COTECH,Inc. 
供應商手冊 

制訂單位 文件編號 版本 頁次 

管理部 SAD-MM-15 A2 5 / 8 

 
 

關鍵特性時，磁震於圖面標註關鍵特性符號☆，供應商應加強審查確認製程風 

   險，並擬定管制措施(可以包括 100%檢驗及確保製程能力 Cpk>1.33)。  

d. 當磁震或其客戶擬在供應商處檢驗或驗證活動時，磁震將於訂單註明。 

e. 供應商應確保相關同仁了解特殊要求、關鍵項目與關鍵特性的標示與要求。 

 

9.4 包裝與物流要求  

包裝與物流要求將在磁震的特殊要求中說明，並在產品的規範、藍圖、訂單和/或供應

鏈協議中引用。供應商必須根據磁震生產的需要(如，最小訂購數量，每批次產量的規

格等)，滿足以上要求。  

 

9.5 修改版本 

任何新的產品藍圖版本將會通過磁震的採購部或者通過採購訂單上的修改版本進行溝

通。供應商有責任審查每一個採購訂單，保證最新的產品要求用於生產。萬一發生不

匹配，供應商有責任要求磁震提供最新的產品規格要求。供應商不允許交運以前版本

的零部件，除非事先獲得磁震核准。 

 

10. 測試、檢驗與驗證 

10.1 首件驗證 (FAI) 

磁震要求對新零件，及對變更後的新零件進行首件驗證。首件檢驗是典型的尺寸檢驗

或與性能有關的檢驗，由磁震人員在大批量試生產和下訂單之前到生產現場測量的，

以驗證首件是否符合我們的產品規範。新產品通過首件驗證後，供應商需進行產品與

製程標準化，隨後影響產品或製程的變更(包括材料、模治具、設備、生產地點、NC 程

式變更、製程變更) 或超過 2 年未生產時，應重新執行首件驗證，並於事前通報磁震。 

 

10.2 材料符合性 

磁震要求供應商必須清楚地瞭解和驗證原材料的成分。任何時候，磁震可以要求供應

商提供產品的原材料證明。當磁震提出此要求時，供應商須能提供材料合格證明

(CoA)。尤其對金屬件，鍛/鑄件或塑膠件，磁震還可要求提供材料成分報告，以驗證

採購產品的原材料符合已知的或特定的行業標準。  

如果供應商或你的次級供應商對任何原材料進行更改，必須事先向磁震提出變更需

求，只有獲得磁震的批准才能進行原材料更改。 

如果供應商內部沒有能力檢驗材料，供應商必須尋求有能力進行材料符合性分析的有

資質的外部第三方機構幫助檢測。所有的供應商必須有能力提供材料符合性證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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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磁震生產工程或品質人員認可的外部測試機構的資質證據。另外，磁震可要求供

應商在產品生命週期內，定期提供材料常規檢測報告，檢測費用由供應商承擔。 

 

10.3. 委外加工接收檢驗 

供應商產品出廠前應執行磁震要求之品質檢驗，並提供檢驗報告，以證明產品符合要

求。 

磁震依據 MIL-STD-105E level2, AQL0.65 進行驗收。 

 

11.包裝與標識 

磁震要求供應商必須滿足磁震在運輸、包裝和標識方面的特殊要求。根據磁震有關運

輸、過境和接收國程序和法律要求，產品上必須標明原產國資訊。  

除非事先征得磁震的同意，供應商必須保證產品包裝和裝運貨盤完全符合國際安全運

輸組織(ISTA) 的要求，並根據不同的裝箱類型和重量，通過 ISTA 的運輸包裝測試要

求。 

磁震的採購訂單對常規的要求有詳細說明。不符合規定的結果就是供應商將承擔所有

拒收的運輸費用，以及相應的扣款罰金。 

 

12.變更管理  

12.1 變更管理 

磁震要求所有供應商有任何相關的變更(包括製程/產品變更、供應商源變更、生產地

點變更等)必須事先通知磁震，並在變更之前得到磁震的批准。沒有事先獲得批准的變

更會對我們的業務產生許多不利的影響。所以，作為磁震的供應商，如果要進行任何

變更，必須在 90 天之前提出變更需求。供應商變更需求必須通過磁震的採購連絡人進

行處理。供應商若有未被批准的變更，將承擔由此自行變更造成的一切損失費用。 

 

13.矯正措施  

13.1 方法 

磁震供應商必須維護有效的 PDCA 的矯正與預防措施系統，該系統應用於已發生或可能

發生的過程或產品的不符合現象。 

當在磁震的生產工廠或業務部門中確定了供應商的不符合現象，供應商必須馬上採取

矯正措施。 磁震生產工廠或業務部門需明確矯正措施時間限定。供應商應把回饋行動

填寫在磁震要求之矯正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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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監督與改善  

14.1 供應商計分卡/績效評估 

磁震用記分卡持續監督供應商績效，並對供應商進行分級。採購和品質人員利用供應

商記分卡來確定供應商是否可有新業務機會，同時也用來確定供應商可改善的機會。 

磁震供應商評估有 3 個主要指標：品質、交期、配合度。 

14.2 持續改善 

磁震期望供應商可以在品質提升、交期、成本和服務表現方面建立和維護持續改善計

畫。供應商可制定審查計畫來定期審查改善情況和改善結果。供應商的持續改善活動

被考量在年度的績效和供應策略中，同時由分段級別來表示。分段級別(A-C)是基於記

分卡上的月度和年度資料。磁震 的願望是和滿足等級 A 和等級 B 的供應商合作。績效

持續保持在等級 C 的供應商會被考慮從合格供應商名錄上移走並另外尋求採購候選供

應商。 

14.3 供應鏈開發 

供應商開發活動讓磁震和供應商一起努力推動持續改善。供應商被期望能提供有詳細

行動措施的改善計畫來提升等級。供應商開發行動應注重以下內容： 

 改善程序管制  

 改善品質系統 

 改善產品品質 

 改善供應商交運 

 降低成本 

 改善供應鏈效率  

 降低生產週期 

 提高生產力 

 提高產能和訓練 

磁震將挑選最佳改善機會和對公司有重大潛在影響的供應商進行開發。如果某個供應

商被選中，將成立由相關磁震人員與供應商的人員組成的跨職能小組，一起工作，並

進行定期的跟進，確保完成目標。磁震會挑選提供供應商培訓營運和流程改善方面的

技能。 

 

15. 不合格品管制 

供應商必須通報磁震任何超出藍圖規格、特殊/關鍵製程的異常及不合格事件，包括對

不合格品預計採取的措施(特採、重修)，均應取得磁震的書面核准後方可執行。 

供應商必須隔離不合格品，以避免不合格品的誤用或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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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報廢的不合格品必須繳回磁震公司或進行破壞，以避免再次流入供應鏈。 

 

16. 假冒品防制 

供應商必須使用磁震指定或認可的商源(包括材料、特殊製程….等)。 

供應商應確保向原廠、授權的生產商或經銷商採購原料、零件、或製程，應對採購、

檢驗與相關人員進行假冒品防治訓練。 

當發現假冒品時應通報磁震並比照不合格品進行管制。 

 

17. 供應商品質發展 

磁震要求車用產品供應商品質管理系統發展、 實施及改善其經 ISO 9001 驗證的品

質管理系統，並以通過汽車品質管理系統的驗證為終極目標。除非磁震有其它規

定，可以應用下列順序來符合要求。 
 

a)  經由第三方稽核的 ISO9001 驗證；除非客戶有其它規定，組織的供應商應

透過維持 驗證機構所發出的第三方驗證證書展現符合 ISO9001，該證書上應

有 IAF  MLA 成員 認證機構的標誌，且該認證機構的主要範圍有包含 

ISO/IEC17021 的管理系統驗證； 

b)   取得 ISO9001 驗證，且經由第二者稽核符合客戶所定義的其他品質管理系

統要求(例 如 MAQMSR 或類似者)； 

c)   取得 ISO9001 驗證，且經由第二者稽核符合 IATF16949 要求；  
 

d)  取得 IATF16949 第三方驗證(經由 IATF 認可的驗證機構)。 

 

18.供應商發展 

磁震針對現有的車用產品供應商，決定必要的供應商發展措施的優先順序、方式、

程度及時間安排。決定時，應考慮以下(但不限於)： 
 

a)   供應商監控所發現的績效議題； 
 

b)  第二者稽核的缺失發現； 
 

c)   品質管理系統的第三方稽核狀態； 
 

d)  風險分析。  

磁震應實施必要的措施，用以解決未結案(未滿足)的績效議題及追求持續改善

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