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乎道德的答案: 
ECOLAB 行為準則



我們的準則非常重要: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Christophe Beck 寄語
親愛的同事們：

在 Ecolab、我們認為多元化、包容性和以目標為導向的團隊是我們員工個人、公司、客戶和社

區成功的關鍵。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同心協力並集思廣益、正確行事、公正行事和誠實行事、

以此讓業務不斷拓展。為了實現我們的目標並追求保護對生命至關重要的人員和資源的目的、

我們每一天都必須在每次互動中遵守道德。

在此背景下，我很高興能夠與您分享 Ecolab 行為準則。我們在準則中討論到 Ecolab 全體

員工的價值觀、信仰和期望。我希望您閱讀本文件並作為您與其他人和我們客戶進行日常

互動時的指南。如果您看到某個人有不道德的行為、請使用本文件中的資源加以舉報。

如果沒有我們傑出的員工、公司就無法達到今日的成就。我們是一個 Ecolab、更是一個大

家庭。而且，我們與客戶合作、讓世界變得更乾淨、更安全且更健康。我很期待能夠發揚

公司傳統，始終以正確方式為人類完成偉大的事。

此致、

Christophe Beck
主席、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我們認為多元化、包容性和
以目標為導向的團隊是我們
員工個人、公司、客戶和社
區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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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價值觀

力求實現目標

我們為客戶、股東和其他各方創造價值。 

不斷挑戰自我 

我們超越現況、不斷學習、成長和創新、
以便改善流程並實現更遠大的成績。

有所作為 

我們對周圍人們、社區和世界產生積
極影響。我們也互相鼓勵、力圖有所
作為。

我們做正確的事 

我們誠實、可靠且坦蕩地做事。我們
以誠信行事。

我們謹慎行事、安全第一

所有 Ecolab 同事的日常行為最終決
定了我們公司的形象。

同心協力、集思廣益

我們並肩工作，努力讓團隊和公司變
得更好 – 跨越職能部門和地理位置。
我們共享知識並團結互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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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準則與角色1
我們做正確的事 1



做出決策及採取行動
時、我們都應問自己： 

•  我的行動是否遵循我們的準則、

政策和適用法律？

•  我是否想公開自己的行動？

•  我的行動是否反映 Ecolab 

的價值觀？我是否在做正確的事？

如果您對這些問題無法回答「是」、 

那麼請務必重新考量您的行動並在繼續

前諮詢經理或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

我們堅守準則
Ecolab 全體員工遵守我們的準則、政策和適用法律。

我們該如何遵守準則？

• 我們遵守準則並瞭解其適用於 Ecolab 所有員工、高階職員和總監；擁有多數股權之子公司及合資企業的所有員工；

以及我們所有代理人、承包商和顧問。

• 我們遵守所有適用法律、並在適用法律比我們的準則更為嚴格時遵守較嚴格的規章。

• 我們瞭解違反準則、政策或任何適用法律或法規會招致紀律處分，情節嚴重者可能被解雇。

經理瞭解並執行我們的準則，確保他們的下屬瞭解自身責任並回答員工問題。經理必須將疑慮妥善提報至人力資

源部門、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或行為準則專線。 

董事會或董事會委員會僅在極少情況下做出豁免遵守準則的決定。 

Ecolab 定期審核我們的準則及相關公司政策、並進行必要或視為必要的修改。

我們在遵守準則方面擔任什麼角色？

我們確保個人均遵守我們的準則、政策和任何適用法律和法規。我們瞭解適用個人職務的規章、

並在出現任何問題或疑慮時勇於表達。

我們在 Ecolab 的經理均有額外責任樹立道德行為榜樣、監督其直接下屬並擔任處理問題和疑

慮的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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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side.ecolab.com/compliance-and-ethics/leadership
https://en-ie.ecolab.com/pages/code-of-conduct


我們提出問題並舉報疑慮
我們在 Ecolab 勇於表達。如果我們發現自己認為可能違反政策或準則的行為，則須

及時且善意舉報；或者如果我們不確認某件事，則須尋求協助。舉報疑慮和提出問題

是我們的責任，更是我們能夠繼續以正確方式經營業務的最佳方式。

我們有義務舉報可能違反準則的行為。 

在 Ecolab、您擁有多種取得支援及舉報疑慮的選項。

• 您的經理

• 人力資源部門 

• 法務部

• 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

• 總法律顧問

•  我們的行為準則專線：適用於美國、

加拿大和波多黎各的專線號碼為 

800-299-9442；如需其他國家的號碼、

請參閱此處 

•  您也可以在我們公開的提交表格上提交線上行為準

則專線報告。

在大多數的司法管轄區和情況下，我們都可以透過行

為準則專線進行匿名舉報。是否允許您透過匿名舉報

《行為準則》違規情形取決於您所在地區的法律。 

部分國家限制或禁止以匿名方式舉報某些疑慮。 

如果您是歐盟地區的員工並透過行為準則專線進行舉報，

則須遵循下列指南：

• 您將被要求允許在報告中使用您的姓名。

• 您只應在必要時指出有違規嫌疑之員工的姓名。

• 我們只會將您提供的資訊用於調查您舉報的特定問題、

而非用於任何其他目的。

• 我們不會向被舉報員工披露舉報者身份。

我們的準則與角色

嚴禁報復

Ecolab 絕不容忍對提出問題、舉報其

疑慮或配合調查的員工進行報復行為。

如果您發現任何報復行為、則應立即聯

絡您的經理、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或行

為準則專線。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 

《舉報與調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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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支持調查
Ecolab 認真對待針對不當行為及違反我們準則和政策的舉報。

ECOLAB 如何進行調查？

• 提出指控後、合規長或被指名的指定人會指派內部調查人員、並仔細且及時完成

調查。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指派外部調查人員。

• 主要調查人員會提供各項建議、包括不採取任何行動、提供指導或培訓、提議一些

形式的紀律處分（情節嚴重者可能被解雇）、並在視為必要時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 調查完成後、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即會通知舉報人。

• 我們希望員工為調查保密、並且不與同事討論相關事宜。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舉報與調查政策》。

出現舉報時、ECOLAB 採取什麼行動？

Ecolab 及時回應舉報、並設法盡最大可能為舉報保密。另一方面、

我們希望員工不要與同事討論相關事宜、以便協助保護舉報和調查

的機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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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彼此合 
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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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彼此尊重
Ecolab 絕不容忍任何形式的騷擾或霸凌。我們始終彼此尊重。這包括與我們同事或廠商、

供應商及客戶等其他合作對象的互動。

什麼是騷擾？

騷擾是任何形式的不當行為、且可能造成有損員工工作表現之恐嚇、敵對或令人不快的工作環境。

問題 

我的經理不時對我其中一位同事怒吼並嘲笑他。

我不確定、但我的同事看起來的確很不自在。

我應該讓我同事自己處理此情況嗎？

答案

否。您必須舉報您認為可能違反準則的任何

行為。霸凌是騷擾行為且必須使用眾多供您

使用的舉報選項進行舉報。

我們該如何彼此尊重？

• 我們彼此尊重並考慮我們的行為和言論可能會影響同事和團隊。

• 當我們對可能構成騷擾的行為有問題或疑慮時、我們要勇於表達並聯絡人力資源部門或任何可用的舉報選項。

• 我們絕不參與任何騷擾行為、例如：

  言語騷擾：霸凌或說出詆毀言論、誹謗或不當笑話或評論；

  身體騷擾：參與侵犯或其他身體恐嚇行動；

   視覺騷擾：展示或傳送令人不快的卡通、繪畫、照片或其他印刷或電子資料；或是

   性騷擾：做出不受歡迎的身體或言語挑逗或要求性歡愉、或是參與其他不當性行為。

我們絕不接受將騷擾行為作為就業條件或僱用決定的考慮因素。

霸凌可能包括公開羞辱的例子、例如在

小組環境中訓斥某人、不當大聲說話或

反覆批評某人。

我們彼此合作的方式6 我們做正確的事



我們提倡平等就業、多元化、
公平性和包容性
Ecolab 致力於維持多元化、包容性且公平的工作環境、讓我們
在團隊工作時互相尊重。

我們該如何提倡平等就業、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

• 我們不會根據受國家、州或地方法律保護的特徵或條件進行歧視、例如

性別、種族、族源、國籍、性取向、性別認同、宗教、年齡、障礙、

婚姻狀態或退伍軍人身份。

• 我們會根據個人資格和他們的執行工作能力做出雇用決定。

• 我們致力於對團隊擁有不同觀點、並且提倡包容性和尊重的工作場所。

• 當我們有問題或疑慮時、我們會勇於表達並聯絡經理或使用任何可用的舉報選項。

由於法律和法規因 Ecolab 營運所在地點而有所不同、所以我們應在出現問題時

向經理、人力資源部門或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諮詢。如果我們有要分享的疑慮、

則應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什麼是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

我們頌揚多元化：不同觀點、背景、文化、身體和社會差異使我們

與眾不同。我們提倡包容性、重視我們所有員工的多元化觀點及貢

獻、並特意將其融入 Ecolab 的框架中。我們確保每位同事都能夠

取得茁壯成長時必需的資源、藉此提倡公平對待每位同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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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維持工作場所的安全
Ecolab 將安全放在第一位。我們為所有員工維持健康且安全的環境。

什麼是安全工作場所？

我們認為安全工作場所環境是維持所有員工的健康和安全、並識別及處理健康和安全風險的地方。

我們該如何維持安全的工作場所？

• 我們遵守 Ecolab 的健康與安全政策、實務和程序、以及所有適用的健康與安全規章、法規和法律。

• 我們謹慎觀察任何不安全或不健康的條件並向經理舉報、以及讓員工有權在環境或行為不安全時停止工作。

• 我們絕不容忍霸凌、騷擾、恐嚇或暴力威脅。

• 我們會在必要時立即向經理或相應的緊急機構舉報威脅或暴力行為。您也可以使用所有舉報選項舉報疑慮。

• 我們代表 Ecolab 或在 Ecolab 的場所工作時、在 Ecolab 車輛中、或是進行 Ecolab 業務時不持有武器

（例如槍枝、刀子）、並受到地方法律約束。 

• 在 Ecolab 場所工作、駕駛或乘坐 Ecolab 車輛或進行 Ecolab 業務時、我們不製造、販售、分發、持有或使用

任何可能對行為造成影響的管制物質。

• 我們在出差開車、受到藥物使用影響、或是進行 Ecolab 業務時喝酒的情況下不執行工作、

除非是在被核准的社交場合。 

• 我們舉報可能因酒醉或使用管制物質而影響行為的任何員工。

問題 

當我們在廠房內工作時、我的同事經常不依

照眼睛防護規定配戴護目鏡。當我向她說到

這件事時、她說護目鏡會起霧、反而讓她更

不安全。既然我跟她提過了、我是否還有什

麼其他的辦法？

答案

是。如果您的同事拒絕配戴必要的個人防護

設備、您必須使用眾多可用的舉報選項舉報

該問題。

我們彼此合作的方式8 我們做正確的事



我們將資料保密
Ecolab 尊重並保護員工個人資訊。

什麼是個人資訊？

個人資訊或個人資料是指個人的可識別資訊、例如您的姓名、出生日期、地址、電話號碼和電子

郵件；您的財務和健康資訊；以及其他個人資訊、例如您的嗜好、興趣領域和所屬的專業組織。

我們該如何保護個人資訊的隱私？

• 我們以符合政策和程序及所有適用法律的方式、極為謹慎地保護員工和客戶、供應商和業務合作夥伴之人員的

個人資訊。  

• 我們確保自己瞭解適用於收集、存取、使用、傳輸、儲存及處置所負責個人資訊的所有 Ecolab 政策和程序。 

• 我們只會與需要知道或獲特別授權擁有存取權限的人員傳輸或分享個人資訊。

• 我們只會將個人資訊用於必要的業務目的、並且只會在特定業務目的所需的期間內保留個人資訊。

• Ecolab 確認我們營運所在地的許多國家/地區均有特定資料隱私法律、且我們致力於遵守這些法律。

• 我們使用舉報選項舉報疑慮、包括潛在的隱私外洩。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Ecolab 隱私權政策》。

我們彼此合作的方式 9我們做正確的事

https://en-ie.ecolab.com/privacy-policy


我們支持人權
Ecolab 專注於透過我們的營運在全球支持並提倡人權。

什麼是人權？

人權是我們均有且始終適用於全世界的基本、通用權利。

我們該如何支持人權？

• 我們遵守與人口販賣、強迫勞動、奴役和童工相關的所有適用法律。

• 我們不會與參與任一種人口販賣、強迫勞動、奴役和童工活動的合作夥伴、

供應商、招聘人員或其他第三方合作。

• 我們希望合作夥伴和第三方維持安全、健康且有保障的工作環境。

• 我們不會扭曲僱傭關係的關鍵條款和細則、包括工資和員工福利、工作地點、

生活條件或住屋和相關成本、也不會與做出此類錯誤陳述的第三方合作。

• 我們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舉報可能違反人權的任何疑慮。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人權政策》。

我們彼此合作的方式10 我們做正確的事

https://ecolab.widen.net/s/shjhfhznmd/ecolab-global-human-rights-policy


我們與業務合作夥 
伴和客戶合作的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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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倡產品品質和安全
Ecolab 的聲譽以產品和服務品質為基礎。我們對持續維持最高標準及符合並超出客戶

期望感到自豪。

當我們表示提倡產品品質和安全時、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透過維持 Ecolab 產品和服務的高品質標準以提倡品質和安全、並且遵守所有內部流程和

程序、以及適用於我們產品和服務的所有適用規章、法規和法律。 

我們該如何維持產品品質和安全？

•  我們專注於所有產品開發階段的品質和安全、包括設計、製造、測試、檢查、存放、運輸、客戶使用、處置及

回收或重複利用。 

•  我們透過識別、評估並與相關經理溝通原料、流程和產品的潛在風險和危險管理產品安全性。  

• 我們的行為不得危害產品的品質和安全。

•  我們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勇於表達並提出與產品品質或安全相關的任何問題或疑慮。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品質政策》和《產品安全與管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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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side.ecolab.com/policy-center/resources/global/global-supply-chain-policies/quality-manual---other-languages
https://en-ie.ecolab.com/-/media/Widen/Sustainability/Ecolab-Product-Safety-and-Stewardship-Position_pdf.pdf


我們保護業務合作夥伴的隱私
Ecolab 的業務合作夥伴（包括我們的客戶和供應商）放心將他

們的業務和資料交給我們。我們保護此類資料。

保護業務合作夥伴隱私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保護業務合作夥伴提供給我們的機密資訊和資料。這會包括個

人資訊和專用資料。

我們該如何保護業務合作夥伴的隱私？

•  我們只會與其他有業務知情權的人員分享業務合作夥伴機密資訊；如果是第三方、

我們只會與以書面同意遵守我們政策、程序和其他適用法律的人員分享。

•  我們只會在基於特定業務目的的必要限制範圍內、收集、儲存、存取、使用或傳

輸業務合作夥伴的個人資訊。

•  我們遵守與收集、儲存、存取、使用、傳輸和銷毀任何業務合作夥伴機密資訊相

關的所有程序和政策、以及所有適用法律。

•  我們仔細保護且不會分享屬於我們業務合作夥伴的任何機密資訊。

•  如果我們對使用及處理業務合作夥伴資訊有任何問題、或是我們認為屬於業務合

作夥伴的任何機密資訊可能外洩、我們會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尋求協助。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資訊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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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ie.ecolab.com/privacy-policy
https://ecolab.sharepoint.com/sites/Policies/eQMS/Information%20Security%20-%20Full%20Policy%20and%20Standard%20Document.pdf


我們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與美國政府合作
Ecolab 自豪地支援其美國政府客戶、並遵守適用的法規、法律及合約要求和條款。

什麼是美國政府客戶？

Ecolab 是美國政府的供應商、其要求我們遵守特定適用法律、法規和程序、並且符合嚴格的政府合約要求。大多數美國政府客戶均為軍事基地、 

聯邦機構和大樓及聯邦監獄。機場和博物館等部分客戶也可視為美國政府客戶。

我們該如何擔任美國政府的承包商？

•  與政府客戶合作時、我們必須瞭解並遵守所有合約要求和法規。

•  我們完整並準確地向政府客戶提交價格等資訊、並且立即且仔細地回報任何變更。

•  我們隨時確保公司使用的所有產品、資料和流程符合與政府簽訂之合約的規範、

而且如果我們打算變更任何要求、我們會在進行變更前取得授權政府官員的書面核准。

•  未經人力資源部門和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許可、我們不會與現任或前任政府員工

討論或提供任一種就業或諮詢機會。

•  我們不會向美國政府員工或承包商、或是他們的直系親屬提供任何有價物品、

但在商務會議期間偶爾提供飲料或咖啡等適當點心除外。 

•  我們不會為了在美國政府合約或子合約獲得優待、而向任何人贈送、提供、

徵求或接受任何有價物品。 

•  與政府締結和約前、我們不會尋求或徵求來源選擇或投標或提案資訊、

且如果收到任何此類資訊或任何其他機密或專有資訊、我們即回報給法務部。

•  我們配合政府的任何調查或稽核、並且絕不隱瞞、銷毀或更改與任何調查或稽核

相關的任何資訊。

•  我們會立即向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或行為準則專線舉報任何可能詐騙的事件、與我們

政府合約相關的溢付款項、或是任何其他違反我們準則、政策或適用法律的行為。

•  我們定期審核公司的《聯邦政府合約政策與程序手冊》、並且對政府合約或必須

遵守的要求上有任何問題時、聯絡任職於政府銷售或法務部門的人員。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聯邦政府合約政策與程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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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olab.sharepoint.com/sites/Policies/eQMS/US%20Federal%20Policies%20and%20Procedures%20Manual.PDF?cid=7f36d1af-04c1-4c00-b65c-6bb8f56b41e4
https://ecolab.sharepoint.com/sites/Policies/eQMS/US%20Federal%20Policies%20and%20Procedures%20Manual.PDF?cid=7f36d1af-04c1-4c00-b65c-6bb8f56b41e4


我們維持誠實的行銷實務
Ecolab 在行銷和廣告資料中誠實描述我們的產品和服務。

誠實行銷代表什麼意思？

誠實行銷表示我們負責處理對產品和服務做出的宣稱公平、

準確且完整。

我們該如何誠實地行銷？

•  我們絕不誇大或扭曲產品和服務使用情況和特徵。

•  我們確保所有行銷宣稱均為真實、不誤導、有佐證文件證實、並且遵守適用法律

和法規。

•  我們會在發佈前向法務部提交行銷或廣告方面的任何比較宣稱以供審核。

•  我們會在發佈前向法規事務部門提交受規範產品的任何行銷或廣告宣稱。

•  我們絕不詆毀競爭對手的產品或服務、或是對其做出任何虛假或誤導的宣稱。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比較宣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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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olab.sharepoint.com/sites/Policies/eQMS/Global Comparative Claims Policy.pdf


我們與所在社
區合作的方式4

16 我們做正確的事



我們提倡社區參與和企業 
社會責任
Ecolab 支援我們營運及服務所在的社區。

什麼是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是組織採取行動、以便在營運及服務所在社區促進正

向的影響。

我們該如何提倡社區參與和企業社會責任？

•  我們促成加強員工、客戶和其他人所在社區生活品質的計畫和措施、藉此提升他

們的福祉。

•  我們認為支援社區整體上有益於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活力、同時為所有人提升各方

面的品質。

• 我們舉報疑慮時會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社區影響立場》和《全球捐款政策》。

問題 

我們營運所在社區剛遭受大風暴襲擊並導致電力中斷、且許多家庭被迫遷

離家園。當地慈善機構持續為受害者募集物品、包括洗手液。我們在設施

中有數箱洗手液的庫存。我可否將那些物品立即提供給慈善機構？

答案

否。雖然我們的確會在某些情況下捐贈產品、但我們設立了特定程序以確

保此類捐贈獲得妥善處理。您必須先檢閱我們《全球捐款政策》中的流程、

並且確保遵守所有步驟及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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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ie.ecolab.com/-/media/Widen/Sustainability/Ecolab-Community-Impact-Position_pdf.pdf
https://inside.ecolab.com/policy-center/resources/global/global-community-relations
https://inside.ecolab.com/policy-center/resources/global/global-community-relations


我們絕不參與賄賂和貪腐
Ecolab 以合乎道德的方式進行業務、不會直接或間接行賄或受賄、

也不會參與貪腐活動、以便取得或保留任何業務或業務機會。

我們該如何避免賄賂和貪腐？

•  我們不會基於不當影響任何政府官員的意圖提供任何有價物品、包括政府機構或

政府管控或公有企業的員工、王室成員、政黨成員、政治候選人、或是任何有能

力影響政府決策的其他人士。 

•  我們不會向現有或潛在客戶、供應商或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有價物品、以不當影

響任何業務決策或取得或保留任何業務。 

•  我們不會從現有或潛在客戶、供應商或任何第三方接受任何有價物品、以不當影

響我們的業務決策或提供任何不當的業務獎勵。

•  我們不會向政府官員直接支付「疏通費」或任何金額的費用、以便加速例行性

政府作業、例如核發簽證或工作許可、除個人安全受到侵害之情形外。但是、

這必須立即向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進行舉報。

•  我們瞭解美國等許多國家的法律禁止並處罰賄賂和貪腐。違反我們政策或任何適

用法律時、Ecolab 和違規員工會因此招致重大紀律處分和嚴重刑事和民事懲罰。

我們與所在社區合作的方式

什麼是賄賂？

賄賂會是行使或收受以影響業務決策的有價物品。其包括現金、 

禮品卡、禮品、招待、餐飲、差旅、工作機會、折扣、債務豁免、

捐款或個人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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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我正在與我們從未合作過的海外代理人討論潛在機會。他表示如果我們

聘請他、他可以與地方政府機構開展業務、但我們必須加快工作流程、

而且他似乎不太想提供與其業務相關的財務和其他詳細資料。我應該要擔心嗎？

答案

是。當第三方並不樂意提供財務資訊、或者不太想配合我們的入職和盡職

調查流程、即為危險信號。如果您對與第三方合作有疑問、請聯絡全球合

規與道德部門。

我們不允許任何代表我們工作的人（例如代理人、代表、經銷商或任何其他第三方

中間機構）賄賂政府官員或其他第三方、並且在代表我們與政府官員或其他業務合

作夥伴往來時、嚴格遵守我們的《全球反貪腐政策與程序》。

•  即使地方法律或習俗似乎允許較不苛刻的要求、以及可能因遵守本政策及其相關

程序而失去業務、我們還是要嚴格遵守《全球反貪腐政策與程序》。 

•  我們留存真實反映業務活動的準確帳簿和記錄、並且要求為 Ecolab 工作的任何

代表或第三方、同樣留存他們代表我們進行業務活動時的準確帳簿和記錄。 

•  我們將疑慮舉報給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或行為準則專線。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反貪腐政策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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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ie.ecolab.com/-/media/Widen/Sustainability/Ecolab-Anti-Corruption-Policy_pdf.pdf
https://en-ie.ecolab.com/-/media/Widen/Sustainability/Ecolab-Anti-Corruption-Policy_p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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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ie.ecolab.com/pages/code-of-conduct
https://en-ie.ecolab.com/-/media/Widen/Sustainability/Ecolab-Anti-Corruption-Policy_pdf.pdf


我們支持公平競爭
Ecolab 支持公平市場、其中我們會以產品和服務品質為基礎進行競爭、而不是基於與

競爭對手簽訂非法協議或未經授權存取競爭對手的資訊。

我們該如何支持公平競爭？

•  我們小心避免與競爭對手針對定價（包括調降定價）、客戶、市場、投標、生產限制、互惠交易和產品開發進

行任何對話、或是關於協調我們業務的任何其他討論。

•  如果我們發現自己處於與競爭對手進行此類對話的情況（例如在同業公會活動現場）、應立即聯絡全球合規與

道德部門。

•  我們不參與互惠銷售、也不同意採購產品或服務以換取另一方採購 Ecolab 產品或服務的同意。

•  我們不會利用不道德或非法的方式收集競爭資訊、例如間諜活動、偷竊、盜竊、竊聽或存取競爭對手的資料或

電子郵件、或是採訪或雇用競爭對手的員工以瞭解機密或專有資訊。

•  我們瞭解美國等許多國家/地區的法律均對違反反壟斷法或競爭法的個人處以嚴厲的刑事處罰。違反反壟斷法或

競爭法時、Ecolab 或違規員工也會因此招致高額罰款。   

•  我們與競爭對手討論雇用或聘請競爭對手的前任或現任員工前、或者如果我們對與競爭對手聯絡或競爭資訊的

收集有任何疑問、我們應聯絡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反壟斷政策》。 

什麼是競爭資訊？

競爭資訊是有關競爭對手的資訊、

有助於讓我們評估他們的產品、服務和

行銷方式。Ecolab 合法收集競爭資訊。

問題 

我正與先前曾與我們競爭對手簽訂合約的顧

問合作、而且目標是我們試著擴展的市場。

她擁有與我們競爭對手合作期間制定的潛在

客戶名單、並且想與我分享。由於她不是我

們競爭對手的員工、因此我們可以收下這份

名單嗎？

答案

在您同意接受任何競爭對手資訊前、您應該

聯絡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並解釋該情況。

客戶名單可能屬於我們的競爭對手、這意味

著從顧問收到這份名單可能違反我們的政策、

甚至可能違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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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side.ecolab.com/policy-center/resources/global/global-legal-policies/anti-trust-policy---other-languages


我們該如何進行跨境業務？

•  我們遵守所有適用出口法律和法規、包括出口和再

出口特定商品、技術和軟體的所有文件要求、授權

和許可要求及所有限制。

•  我們瞭解限制出口物品、出口地點和出口對象的出

口法規、以及適當的出口核准和許可、而且如果我

們對這些要求有任何疑問、應向法規事務部門或全

球合規與道德部門尋求協助。

•  我們瞭解即使在美國境內也會發生向外國僑民進行

「視同出口」、例如、當外國僑民參觀 Ecolab 設

施並檢驗我們的技術時。

我們遵守業務跨境要求
Ecolab 遵守所有適用貿易和制裁法律和法規。

我們必須遵守什麼貿易管制？

我們遵守控制出口項目和出口方式的出

口合規規章、限制我們可以與誰進行貿

易的貿易制裁、規範進口商品的進口合

規規範、以及禁止遵守未經認可之外國

抵制的反抵制法律。

•  我們遵守所有美國經濟制裁和貿易禁運、以及符合美

國法律的其他國際制裁、並且適用於因恐怖主義、

國家安全或其他外交政策原因而受到制裁的個人、

組織或國家/地區。

•  我們遵守所有適用的海關和化學品庫存法、包括文件、

標籤、稅則和進口物品（例如生物殺菌劑、藥品和醫療

設備）的估價。

•  我們不配合或參與任何外國對未受到美國制裁或核

准之公司、國家/地區或個人的抵制活動。

•  我們不會向受抵制國家/地區提供任何個人的種族、

宗教、性向/性別、國籍或業務關係的相關資訊。

•  我們舉報疑慮時會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貿易合 

規政策》和《全球敏感國家/地區與人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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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olab.sharepoint.com/sites/Policies/eQMS/Global Trade Compliance 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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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保護環境
Ecolab 致力於保護我們的共享環境。

ECOLAB 在保護環境上扮演什麼角色？

除了以符合環保意識的方式開始營運之外、我們更致力於保護重要的

內容、包括向我們服務的社區提供永續且負責任的產品和解決方案。

我們該如何保護環境？

•  我們力求遵守並提倡我們的價值觀、並減少我們全球營運對環境的影響、

積極影響營運所在社區、以及持續衡量並完善公司計畫、藉此促進環境正義。

•  我們在產生、處理、存放、運輸和處置廢料時遵守公司政策和程序、並且力求消

除或盡量減少廢棄物、以及回收和重複利用。

• 我們舉報疑慮時會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廢棄物管理政策》、《水管理立場》和 

《氣候變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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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負責任的態度參與政治活動
Ecolab 鼓勵員工主動參與他們的社區、但員工在個人政治活動中不能聲稱自己代
表 Ecolab。透過正式流程、Ecolab 根據適用法律提供特定政治捐款、並且受到我們
《全球政治捐款政策》的約束。Ecolab 也會透過 ecolab.com 披露政治捐款。

ECOLAB 參與什麼遊說活動？

Ecolab 的政府關係部門處理與美國政府往來的任何主要聯絡活動、包括遊說或提供證詞。 

在美國境外、所有政府遊說工作均需由該地區相應的政府關係主管核准、並且遵守由法務部所

規定之全球和地方的國家/地區合規法規。 

員工該如何以負責任的態度參與政治活動？

•  如未經政府關係部門明確核准及協調、我們絕不聲

稱代表 Ecolab 或代表 Ecolab 提供任何政治捐款。

•  我們只會在政府關係部門和法務部明確核准及協調

的情況下、將 Ecolab 資源或設施用於政治活動。

•  我們始終表明個人表達的任何政治主張、或是參與的

政治活動均反映自身主張、而不是 Ecolab 的主張。

•  我們透過利益衝突披露流程、向公司披露個人可能

擔任之任何潛在的民選或任命政府職位。 

•  我們舉報疑慮時會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政治捐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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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避免利益衝突
Ecolab 希望員工工作時符合公司最大利益、並且避免其個人利益與 Ecolab 
利益衝突的情況。

什麼是利益衝突？

當員工個人利益或員工家庭成員或親密個人關係的個人利益可能與 Ecolab 利益產生衝突時、

就會出現利益衝突。 

親密個人關係指員工直系親屬的配偶或同居伴侶、同家庭的成員、或是與員工有親密或戀愛關

係的任何人員。

我們該如何避免利益衝突？

我們可以從三個主要類別觀察利益衝突。 

1. 關係

•  向經理和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取得預先核准後、

我們才可以： 

   我們參與與任何家庭成員或親密個人關係相關的

任何雇用、晉升、紀律處分或其他人事行動

•  出現以下情況時、我們立即向經理和全球合規與道

德部門披露： 

   家庭成員或親密個人關係在 Ecolab 任職或可能

選擇到 Ecolab 求職

   任何家庭成員或親密個人關係在競爭對手、

客戶、供應商或其他合作夥伴所在公司任職、

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控制股權

   我們或我們的直系親屬擁有超過百分之一 (1%) 
之任何 Ecolab 競爭對手、供應商或客戶的流通

股份

2. 財務

•  向經理和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取得預先核准後、

我們才可以： 

   在 Ecolab 之外從事支薪或非支薪的工作

   在 Ecolab 之外擔任任何其他職務、包括任何組織

的支薪或非支薪領導職務。此外、上市公司的任

何職位或領導職位均須取得首席執行官的核准。 

   尋求或接受任何民選或任命的政府職位

3.  機密資訊和 Ecolab 資源

•  我們不利用個人優勢、也不鼓勵家人或其他人利用

我們在 Ecolab 就職期間學到的任何業務機會或知

識謀取私利。 

•  我們不擔任與個人在 Ecolab 的職責和責

任抵觸的職務；需要使用 Ecolab 設施、

資源和時間的職務；或是涉及為 Ecolab 競爭對手

工作或代表其工作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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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承認潛在利益衝突可能難以解決、而且發生這些潛在衝突時、建議您向全球合

規與道德部門提出疑問並尋求指南。

使用可能利益衝突披露表格、以便根據本節要求取得預先核准或立即披露任何潛在

衝突。

問題

我有機會在另一家公司兼職從事平面設計的工作。他們同意我在 Ecolab 

下班後和午休時間工作。我可以說「好」嗎？

答案

接受前、請務必向您的經理和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披露此機會、以便確

保與您在 Ecolab 的職位沒有潛在衝突。此外、如果在午休時間工作、

您會使用 Ecolab 的網路傳達並完成其他公司的工作嗎？此處可能會有您

未考量的潛在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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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合乎道德的方式 
交換禮品、招待和款待
Ecolab 承認禮品和招待對於全球業務擴展的重要性、
但我們也必須確保公司禮品和招待費用屬適當情況、
並且反映良好的商業慣例。

我們該如何以負責任的態度交換禮品和提供/接受招待？

提供禮品和招待

•  我們不提供禮品或招待以嘗試影響與客戶、供應商或其他合作夥伴進行的任何業

務決策。

•  我們不提供違背可接受的地方習俗或合法業務目的的禮品或招待。

•  我們不能向業務合作夥伴贈送任何現金、現金等價物（例如禮品卡或優惠券）

或個人貸款。

•  向政府官員提供禮品或招待前、我們必須瞭解法律和我們的政策。如需更多詳細

資料、請參閱《我們絕不參與賄賂和貪腐》。

•  我們不能向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贈送禮品和招待。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

的《全球醫療保健專業人員互動政策》。 

•  如果我們是供應鏈員工、就不能向供應商贈送禮品和招待、價值較低的餐飲除外。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適用於全球供應鏈的全球禮品與招待政策》。 

• 我們不能向美國政府員工提供禮品和招待。

•  我們不能提供任何可能為難或損害 Ecolab 聲譽的禮品或招待、也不能在不適當

的場所提供招待。

•  我們不提供違反我們準則、政策或任何適用法律的禮品或招待、並且遵守任何關

於禮品和招待的地方政策。

• 我們提出疑問及舉報疑慮時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接受禮品和招待

•  無論價值為何、我們不接受任何會不當影響我們代表 Ecolab 

做出決策的禮品或招待。

•  我們不能從業務合作夥伴接受任何現金、現金等價物（例如禮品卡或優惠券）

或個人貸款。

• 我們提出疑問及舉報疑慮時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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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Ecolab 駐外管理層可能制定了更具體的收送禮品指南。

如需進一步指南、請諮詢您的地方政策、地方人力資源部門代表或

全球合規與道德部門。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差旅與費用政策》、《適用於全球供應鏈

的全球禮品與招待政策》、《全球醫療保健專業人員互動政策》和 

《全球禮品、差旅、招待和餐飲立場》。

問題 

我們其中一位客戶要求在市區最貴的餐廳用餐。他也打算帶上他的配偶。

我可否為這餐付錢？

答案

否。我們不能向客戶提供價格不菲的餐點。我們也不能為出席時沒有合法

業務需求的任何人付費、例如配偶。這會讓您的信譽和 Ecolab 的聲譽受

到損害。

什麼是適當的禮品或招待？

適當禮品的價值較低、且招待的成本、數量和頻率應合理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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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保護機密資訊
Ecolab 非常注重機密和專有資訊的保護。 

這包括我們的智慧財產。

我們該如何保護機密資訊？

•  我們保護機密和專有資訊、例如長期策略、產品開

發計畫、人事記錄、銷售和行銷計畫、通訊計畫、

財務資料、智慧財產、競爭情報、客戶資訊、

收購或撤資計畫、以及製造方法等項目、 

免受未經授權的使用或披露。

•  我們不允許未經授權即使用或披露我們的機密和專

有資訊、並且始終遵守我們保護資訊的所有程序。

•  我們不會分享任何機密或專有資訊、除非接收方在

業務上有需要瞭解、而且我們已取得必要核准並制

定所有必要的機密和保密協議。

•  我們也會保護客戶和業務合作夥伴委託給我們的機

密資訊和智慧財產、而且我們只與 Ecolab 員工分

享第三方資訊以遵守安全政策、並選擇在業務上有

瞭解需求的業務合作夥伴。

什麼是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是 Ecolab 或我們的客戶、

供應商或業務合作夥伴的敏感、機密或

專有資訊、且必須受到適當的保護。

一般來說、未公開的資訊都被視為機密

和專有的資訊。

什麼是智慧財產？

智慧財產（即 IP）指 Ecolab 的珍貴

資產（經開發可協助日後創新）、

並且包括我們的產品計畫和策略、專利、

商標、版權、商業秘密和專門技術。

•  在 Ecolab 任職期間或離職後、不得使用機密或專

有資訊謀取私利。

•  如果我們在使用 Ecolab 智慧財產時有任何疑問、

應諮詢《全球智慧財產政策》。

•  我們舉報疑慮時會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資訊安 

全政策》和《全球智慧財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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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負責任的態度管理 
業務合作夥伴
Ecolab 希望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包括我們的供應商和其他合

作夥伴、都能遵守與我們所作所為相同的標準和原則。

ECOLAB 希望業務合作夥伴遵守什麼標準？

Ecolab 已制定《道德採購標準》並納入供應商驗證、認證、問責和

培訓、以便讓他們滿足我們的期望、同時遵守《供應商行為準則》。

我們該如何管理業務合作夥伴？

•  我們根據道德採購標準和採購程序、對所有新供應商和其他業務合作夥伴進行適

當的盡職調查。

•  我們遵守採購政策並確保業務合作夥伴的開銷和費用、屬於合理、必要並與業務

相關的情況。

•  我們已為直接供應商制定衝突礦產、實施控制和報告、以及進行適當採購作業的

相關合規要求、並為客戶提供必要資料以促進他們的衝突礦產報告流程。

•  我們希望所有供應商和其他第三方滿足以下的僱傭慣例基本標準

（包括禁止童工、強迫勞動和歧視）：健康和安全、環境保護、反賄賂、競爭、

以及衝突礦產的使用和報告。

•  我們希望所有代表我們行事的第三方、遵守我們的政策和程序、以及所有適用法律。

• 我們舉報疑慮時會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供應商行為準則》、《衝突礦產政策》、

《全球採購政策》和《全球反貪腐政策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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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保護資料
Ecolab 認真對待資料安全性並維護政策和程序、以便保護 

Ecolab 的敏感和機密資訊、並妥善維護我們員工、客戶、供應

商和業務合作夥伴的敏感和機密資訊。全體員工都必須努力確

保這些資料不會被有心人士利用。Ecolab 有嚴格的政策、標準

和程序以協助保護敏感或機密資訊、包括儲存在我們系統中的

電子資料。

我們該如何保護資料？

•  我們遵守存取、輸入、處理、儲存和傳輸資料的所有資料安全性政策、

標準和程序、並且只在業務上有存取需求時存取敏感和機密資訊。

•  我們只向在工作上有瞭解需求的人員、授予機密資料或敏感資訊的存取權限。

•  我們立即使用資訊安全專線 (402-517-9865) 或資訊安全信箱 

(informationsecurity@ecolab.com)、向 Ecolab 全球 IT 服務台或 Ecolab 監控與提

報中心 (EMEC) 舉報可疑的資訊技術 (IT) 事件或問題。

什麼是資料安全性？

資料安全性是我們為保護資料和資訊免受未經授權存取而設 

立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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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保護 Ecolab 資產
只有正確使用並維護我們的公司資產、Ecolab 才能滿足客戶需求並追求我們的使命。

什麼是 ECOLAB 的資產？

我們的資產包括原料、設備、辦公用品、

技術和電子資產、公司卡等財務資產、 

設施和智慧財產。

我們該如何保護資產？

• 我們保存及保護公司資產並將其用於商業目的。

•  我們維護及管理我們負責的資產、並保護它們免受竊取、遺失、濫用和誤用的侵害。

•  我們瞭解 Ecolab 的網路、網際網路存取、電話和電子郵件系統均為商業目的而設計、並僅限於適當的私人用

途、詳細資料請見《全球資訊系統可接受使用政策》和《全球社群媒體政策》。 

• 我們瞭解 Ecolab 可能監控我們使用 Ecolab 電子資產和網路的情況。

•  我們向經理或 IT、或透過行為準則專線舉報任何關於 Ecolab 資產誤用、竊取或遺失的疑慮。

問題 

我手邊有進行中的個人專案、 

並且需要家中沒有的特定工具。 

我的工廠有那個工具、而且不常使用。

我可否將工具帶回家一個晚上呢？

答案

否。將 Ecolab 資產用於個人專案並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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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side.ecolab.com/policy-center/resources/global/global-information-technology-policies/global-inf-systems-acceptable-use-policy-(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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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絕不參與內幕交易
Ecolab 保護重要的非公開資訊、而且我們不會根據此類資訊交

易證券或提示其他人這樣做。

什麼是內幕交易？

內幕交易是個人取得內幕資訊後交易公司的證券、該資訊為與公司

相關的重要非公開資訊。

我們該如何避免內幕交易？

•  我們不會在得知重要、非公開或內幕資訊的情況下、買賣 Ecolab 股票或任何其

他公司的股票。

• 我們不會向任何人透露或提供內幕資訊。

•  如果我們是 Ecolab 的資深首席執行官或總監、或是資深管理層或指定內部人員

並在季度空窗期外進行交易、我們應在交易任何 Ecolab 證券前先尋求法務部的

預先核准。

•  如果我們不確定內幕交易法、以及其適用於個人情況的狀況、我們應提出疑問並

聯絡法務部。

• 我們舉報疑慮時會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內幕交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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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aw.cornell.edu/wex/securities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material
https://inside.ecolab.com/policy-center/resources/global/global-legal-policies/insider-trading-policy---other-languages


我們留存準確記錄
Ecolab 的記錄必須始終準確且完整地反映我們進行的業務。

我們該如何留存準確記錄？

•  我們維護完整、準確和及時的記錄、並且絕不誤導、不完整或有意掩蓋事實。

•  我們維護會計記錄和財務報表均符合所有法律要求和通用會計原則、

並且與我們的《全球會計與控制政策》保持一致。

• 我們不維護未記錄或「帳簿外」的資金或資產。

•  我們留意交易危險信號、例如業務合作夥伴提出異常付款要求或表現出不樂意提

供資訊、並且向法務部舉報我們認為可能是洗錢的任何活動。

•  我們採取措施以確保向公眾披露的所有資訊（包括報告、新聞稿及分析師和股東

通訊）、均為準確、及時且沒有任何虛假或誤導性陳述。

•  我們根據《全球記錄管理政策》和《全球記錄保留時間表》建立、維護和銷毀記錄。

•  我們遵守任何「法律保留」通知、並確保留存與此類訂單相關的所有記錄。

•  當我們對記錄留存、「法律保留」或任何報告有任何疑問時、即聯絡法務部。

• 我們舉報疑慮時會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我們為 ECOLAB 工作的方式

問題 

我最近因公出差、而且用現金支付了一些餐點、計程車和其他費用。我工作

很忙且沒有留下任何收據、所以我在回來時依個人記憶重新製作一些收據、

並連同費用報告提交以反映花費的現金。我向經理報告了該情況、然後她說

只要提交費用報告和重新製作的收據、她就會核准。這樣可以嗎？

答案

不可以。Ecolab 的所有業務記錄（包括您的差旅收據）均須準確、

完整且不得偽造。您不應提交重新製作的收據。

我們留存什麼記錄？

我們留存業務相關記錄、其中包括任何格式的會計記錄、財務報表、

報告、客戶資訊、專有資訊、電子郵件、合約和其他資料和資訊。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差旅與費用政策》、 

《全球記錄管理政策》、《全球記錄保留時間表》、《課稅情況》、  

《全球反洗錢政策》和《全球會計與控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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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 ECOLAB 工作的方式

我們的股份在紐約證券交易所 (NYSE) 公開交易。作為上市公司、Ecolab 受美國證

券交易委員會 (SEC) 管理的美國證券法和 NYSE 規章的約束、且我們均須遵守這

些法律和規章。如果在財務報表、通訊或向 SEC 或 NYSE 提交之內容中、Ecolab 

披露的任何資訊存在重大虛假或誤導性、則公司和相關員工都可能面臨民事和刑事

處罰。

•  因此、向投資大眾披露的資訊必須準確且及時、包括定期報告、新聞稿及分析師

和股東通訊。

•  對於 Ecolab 向 SEC 或 NYSE、或是 Ecolab 證券上市所在之任何其他證券交易

所提交的任何披露內容、報告或註冊聲明、我們絕不能故意或明知做出虛假或誤

導性陳述或遺漏。此外、如果內部或外部稽核人員提出問題或要求資訊、我們每

個人都有義務配合。

•  在 Ecolab 的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和企業財務總監領導之下、公司的資深職

員及財務和會計專業人員在確保財務記錄和披露完整、準確且及時方面、發揮重

要的作用。除遵守本準則及任何相關政策、程序和手冊的所有規定外、我們的資

深職員及財務和會計員工必須以善意行事、並以應有的注意、能力和勤勉行事、

且不得扭曲重要事實、應堅持他們的獨立判斷。

35我們做正確的事



我們適當進行溝通
為了提升並保護公司聲譽、我們必須以正向、真實且一貫的方

式進行溝通、並且保持相同的觀點。

我們該如何適當進行溝通？

•  我們不會公開或在社群媒體上分享任何機密或專有資訊。

•  在 Ecolab 之外或公開論壇上討論業務相關事宜時、我們必須始終保持謹慎。

•  我們謹記、公司準則和政策適用於網路、而且我們在社群媒體發佈的內容 

會對我們、客戶和 Ecolab 產生久遠的影響。

•  我們確保在使用社群媒體時、表明我們是為自己表達意見、而不是代表 

Ecolab 發言。

•  我們將分析師或投資人的任何要求轉介至投資人關係部門。

•  我們將任何新聞稿、媒體文章和其他社論內容提交給全球通訊團隊進行審核、

再向大眾發佈。

•  接受代表 Ecolab 向任何大眾演講或簡報（包括在技術會議上的任何簡報）

的邀請前、我們會聯絡全球通訊團隊。

•  如果我們對通訊或社群媒體使用有任何疑問、應聯絡經理或全球通訊團隊。

• 我們舉報疑慮時會使用可用的舉報選項。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我們的《全球媒體互動政策》、《全球社群媒體政策》、

《全球外部通訊政策》。

什麼是全球通訊團隊？

全球通訊團隊屬於全球行銷和通訊的一部分、負責管理 Ecolab 

的聲譽。該團隊也會管理公司的企業社群媒體渠道、同時處理媒

體等外部利益相關者的疑問。為了維持我們公開通訊的一致性、

我們會將媒體要求轉介給此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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