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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誠信是 Air Products 的核心價值，亦是我們絕對不予妥協的價值。我們絕不容忍違反道德之情事。我們希望您舉報任何與本
行為與商業道德準則（下稱「本準則」）牴觸之申訴、疑慮或懷疑。

Air Products 為跨國公司，所以會受到許多法律、規範及規則約束。因此，我們世界各地每一位同仁都有責任保護我們公
司，待人行事應嚴守本準則之字面意義及其精神意涵，遵守所有相關法律，並提出任何對法規遵循的疑慮。

請詳閱本準則及所有相關政策、程序以及適用於您職位與角色的相關文件。請善用良好判斷力，並避免任何就算只是表面看
起來像不當行為之情事。有時您可能會遇到本準則未涵蓋之情況。如您對於行為拿捏有任何疑問，請先問自己幾個問題：

•  此行為是否符合本準則？

•  此行為是否道德？

•  此行為是否合法？

•  此行為是否會讓我及 Air Products 的形象良好？

•  如果大家知曉這個行為，我是否會覺得自在？

上述問題如果有任何「否定」的答案時，請不要從事這項行為。

如果您有疑問，請向您的主管或 Law Group 尋求指導。對於本準則、法律，或您職務角色相關政策、標準、指南及程序不甚
瞭解，並不能作為違反規定的藉口。我們認為每一位同仁，無論其工作、職稱或功能，都是領袖，當您遵守本準則，您就是同
仁、業務夥伴、客戶、及您每日與其共事之人的楷模。

全球適用

本準則適用於本公司在世界各地營運處所之所有全職與兼職員工、本公司的董事會，以及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關係企
業、營運單位及部門。本準則所稱之「本公司」係統稱所有上述個體。

儘管本準則為本公司員工及董事會成員所擬定，但我們亦期望我們的代理人、顧問、承包商、經銷商、合資企業夥伴，及其
他與我們有業務往來關係之第三方能遵守上述標準。Air Products 的第三方如未能遵守本準則，可能導致 Air Products 終止與
其業務關係，使管理該業務關係之 Air Products 專案發起人受懲處，並致使本公司承擔法律風險。如您是任何第三方業務關
係之公司內部專案發起人，您有責任確保該第三方遵守本準則行事。

本準則已譯成 20 多種語言，確保所有同仁均能理解其內容。Air Products 為美國公司，所以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同仁通常會
受美國法律拘束，即便是在美國以外地區的行為仍是如此。不過，如您所在國家的當地法律比本準則更為嚴苛，請遵守該當
地法律，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向 Law Group 尋求指示。

取得協助與舉報違規情事

您必須舉報不當行為或道德違規情事。在大多數情況下，您應該首先通知您的主管。您的主管可能會比較瞭解您的疑慮，也
比較有辦法採取相關適當行動。如向主管通報會讓您感到不自在，或您認為您已舉報的疑慮未獲適當處理，您可聯絡 Law 
Group、法遵長、企業稽核部、或任何管理階層主管。

任何同仁均可每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透過 IntegrityLine 專線進行舉報，此免費專線由第三方運作。當您撥打 IntegrityLine 
專線，您可以與專員通話（通常以當地語言進行），該專員會記錄您的疑慮、說明下一個步驟，並通報議題作進一步追蹤。
此外，任何同仁均可透過 IntegrityOnline 網站舉報，該網站有多種語言版本，且可透過任何網際網路連線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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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透過 IntegrityLine 專線或 IntegrityOnline 網站匿名通報；不過如果您提供您的身份，Law Group 進行調查時如需進一 
步資訊時，就能與您聯絡。我們僅會向解決問題之必要相關人士揭露資訊，我們將在符合執行本準則情況下，盡可能為您保
有最大機密。對於疑似違反本準則之情事，您應完全配合相關調查作業。

對於善意舉報任何疑似違反本準則情事之人，我們嚴禁對其採取任何形式報復行為。對於善意舉報確實或疑似違規情事的人
員進行直接或間接報復者，我們將懲處該報復者。如您知悉或懷疑任何曾發生或正在發生之報復行為，您應予以舉報。勸阻
其他同仁進行舉報之行為係受禁止，並可能導致懲處。

IntegrityLine 專線：   
1-877-272-9726（美國和加拿大）   
www.airproducts.com/integrityline  
當地舉報電話號碼與指示說明

IntegrityOnline： www.airproducts.com/integrityonline

主管指南：如有同仁向您提出有關本準則問題或疑慮，請仔細傾聽並心無旁鶩。請同仁詳細闡明並提供其他資訊。如您有辦
法的話，您可以回答任何問題，但請勿覺得自己必須立即作出答覆。如您需要協助，請尋求幫忙。如同仁提出之疑慮可能需
依本準則進行調查，請聯絡 Law Group、法遵長、企業稽核部、或任何公司管理階層主管。

不實指控： 對於善意提出疑慮之任何同仁，本公司將予以保護，如明知為不實指控、向調查人員說謊、干涉或拒絕配合本準
則相關調查等，即構成違反本準則之情事。誠實舉報並不代表您提出的疑慮必定要百分之百屬實；而是您必須懷著善意提出
疑慮，並確信您提供的資訊正確無誤。

懲處

如未遵循本準則，可能會對違規人士及本公司造成嚴重後果，而且會對本公司形象、聲譽及未來產生嚴重打擊。

違反本準則人士，可能會導致聘僱終止、刑事起訴等後果，本公司亦會對其提出法律行動。

主管指南：主管指南：如您擔任管理職務，您另有提升道德文化及法令遵循的責任，並應時刻以身作則而展現適切行為。主管應協助同
仁檢視、理解及實現本準則。主管如未能處理同仁所犯下之違規情事，可能會受懲處並承擔個人責任。如此意味主管必須通
報其負責督導同仁之不當行為。

員工認證

您必須遵守本準則、完成必須的年度訓練，並且為您對本準則之理解及遵守取得認證。年度行為準則訓練及認證目前已合併
成單一且全面性的線上課程，您每年都必須完成本課程。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43793/index.html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4379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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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準則

 1.  利益衝突

 2.  詐欺

 3.  賄賂及貪腐

 4.  向政府官員付款

 5.  餽贈、差旅及娛樂招待費用

 6.  財務會計及報告準確性

 7.  競爭法

 8.  公平交易

 9.  反抵制法

 10.  進出口法

 11.  內部資訊

 12.  機密與專有資訊

 13.  公司資產

 14.  紀錄管理

15.  謹慎通訊

16.  隱私權

17.  政治獻金與遊說

18.  社群媒體與公開通訊

19.  平等就業機會及騷擾防治

20.  環境、健康、安全及保安

21.  工作場所暴力

22.  精神作用物質濫用

23.  永續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

24.  稽核與調查 

25.  禁止報復

26.  董事會責任與規定免除

1. 利益衝突

您身為公司同仁，有責任基於本公司的最佳利益從事工作，並且應避免任何涉及或看起來像涉及利益衝突之情況。如您認為
有任何個人活動、投資、利益或人際關聯可能危及（甚至只是看起來會危及）您的客觀性或您代表本公司作出公正商業決策
之能力，請立即向 Law Group 或企業稽核部揭露。許多利益衝突情事，如能及時揭露並適當管理，是可以輕易避免的。

如何在見到潛在利益衝突時，知道這就是利益衝突。利益衝突可能在以下情況發生：

•  您所督導、致力或從事之業務，其往來對象與您有親密私人關係。

•   您投資於公司的供應商、客戶、業務夥伴或競爭對手。

•   您所擁有或您提供服務之公司，係與 Air Products 具競爭關係，或與 Air Products 從事業務往來、 
或希望與 Air Products 從事業務往來。在該等公司擔任顧問或董事，亦可能造成利益衝突。

•   您未經過同意，即使用 Air Products 的名稱、財產、或資訊，以支援慈善、專業、或社區機構。

•   您把原屬於 Air Products 的商業機會拿來供自己使用，即便您認為 Air Products 並不想利用該商業 
機會。

要把可能造成利益衝突的所有情況都列出來是不可能的。請記住，任何可能因您產生利益衝突的情事，亦會因您的家人產生
利益衝突。如您不確定某情況是否會造成利益衝突，請向Law Group或企業稽核部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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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詐欺

詐欺是種故意誤導他人的作為（或不作為），目的係為自己或他人或公司取得利益，或為避免承擔某種義務或責任。詐欺與
誤會不同的地方是，詐欺是蓄意的。我們禁止所有詐欺行為。

「詐欺」一詞包括：

•   不誠實或詐欺行為；

•   濫用或挪用資金；

•   盜用款項；

•   偽造或竄改如公司支票或匯票等票據；

•   挪用本公司、同仁、客戶、夥伴或供應商之資產；

•   把現金、有價證券、供應品、財產，或其他任何本公司資產挪作個人用途；

•   未經授權處理或通報本公司交易；以及

•   故意偽造公司紀錄或財務報表。

上述項目僅為涉及詐欺情況說明範例，並非完整清單。您應立即透過前述任何一種通報管道，舉報任何實際或疑似詐欺情事。

3. 賄賂及貪腐

禁止任何同仁代表本公司或基於本公司業務相關事項，提供、提出要求，或接受任何有價物品。賄賂是非法且不道德的行
為，本準則亦嚴加禁止。賄賂有多種形式：「有價物品」係指可能具有價值之任何事物，包括現金、禮品、餐飲、娛樂招
待、商機、貸款或回扣、政黨捐獻、本公司產品、提供就業及其他等。賄賂並沒有最低金額門檻：只要是提供用於交換取得
有利決策或待遇，任何金額均可構成賄賂。「有價物品」不一定需要確實給予對方；即便只是承諾或提議，亦不允許發生。
無論款項是在哪個國家支付，無論收受方是否為政府官員或民間個人，均適用這項規定。

我們身為美國公司，必須遵守美國的海外反貪腐法（下稱「FCPA」）。為確保我們遵守 FCPA，我們一般會在與業務夥伴建
立業務關係前，對所有業務夥伴進行風險盡職調查。如有任何潛在新業務關係者，您應通知本公司，並向本公司提供完成盡
職調查所必要之相關資訊。

我們營運所在的許多國家都已制定了打擊貪腐的法律。其中有些法律具有域外效力，也就是說，即便可疑行為發生在這些國
家境外，還是可以執行這些法律。在您於母國的境外從事業務前，您需要先熟悉瞭解您將從事業務所在國家的法律及政策。
如您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Law Group。

4. 向政府官員付款

儘管本公司禁止各種賄賂情事，但您應知道的是，世界各地的反貪腐法律對於向政府官員給予或收受任何「有價物品」， 
都訂定了嚴重的民事與刑事懲處。違反這些法律，可能會對本公司及涉入違法情事的個人員工造成嚴重後果。不管在任何情
況下，您都不得為獲取或保有業務，而向任何政府員工、官員，或政黨候選人支付款項。

「政府官員」的定義相關廣泛，亦可包括受公家單位或機關聘僱且代表政府從事任何官方行為之個人，無論其職等或年資。
政府官員亦可包括國有或國營公司（下稱「國有公司」）的高階主管及員工。在多個本公司有營運的國家中，國有公司相當
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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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也必須對代表我們行事之第三方中介商（下稱「中介商」）的行為負責。中介商包括合資企業夥伴、代理商、經銷
商、外部服務供應商員工，或代表我們執行服務之分包商。禁止中介商以本公司名義向任何人行賄或支付不當款項。如您
是某中介商的內部專案發起人，您有責任確保該中介商瞭解本準則並依本準則行事。未能妥善監控中介商或通報問題，即構
成違反本準則之情事。如您知悉或有理由認為您欲向中介商支付的款項有任何部分會被轉交給政府員工、官員，或政黨候選
人，或會用以向任何人（無論是不是政府官員）行賄或做出不當付款，即不得向中介商支付該等款項。

您不得向任何政府官員支付任何通融費；通融費的目的是在加速或確保該政府官員所經手之非裁量性例行政府作為。中介商
亦不得代表本公司支付該等款項。

5. 禮品、差旅及娛樂招待費用

您不得提供或接受任何可能看起來像意圖影響業務決策或可能看起來像賄賂或獎酬之有價物品。不得向第三方提供奢侈禮品
或經常提供禮品，或餐飲招待、旅行或娛樂招待等。嚴禁同仁給予或收受現金。如未事先取得您直屬主管及 Law Group 代表
人員之同意，不得向政府員工給予任何類別之禮品。

至於給予或收受任何合理且符合風俗慣例之商業餐食、娛樂招待及禮品，不會影響業務決策且符合本公司政策及程序者， 
本準則規定並未予以禁止。幾個適當贈禮方式要點：應在公開透明場合進行、應妥善記錄在贈與者的帳冊紀錄、不得預期對
方給予任何事物做交換、僅得基於尊敬或感激之故贈禮、禮品不得過大或奢侈，並且必須符合當地法律規定。

如欲知進一步資訊，請參閱反賄賂與貪腐法令遵循程序中針對提供禮品、餐飲或娛樂招待程序的規定 01-601。

6. 財務會計及報告準確性

本公司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完整財務報表及其他相關文件，並且亦在其他公開報表及通訊文件中揭露財務資訊。 
該等報表、文件及其他通訊內容，應包含完整、公正、準確、即時且可理解的資訊揭露。為製備該等文件，本公司需維護 
準確且細節合理的財務紀錄，並保持穩健的內部控制制度。因此，您不得向任何公司主管故意提供錯誤、誤導或不準確的 
資訊，亦不得故意省略資訊，無論其是否為財務資訊。

您應準確且及時製作所有業務紀錄（包括例如會計紀錄、請款單、費用報告、薪資單，以及財務報表等）並登記所有財務交
易內容。即使您並非直接負責製備任何資訊揭露或財務報表者，您仍有責任在接獲本公司相關人員要求時，確保能及時向該
人員報告您負責區塊的相關活動及事件。

如您有理由懷疑本公司帳冊紀錄並未準確記錄，或未符合前述要求者，您應立即通報該情形，您可藉由前列之「通報違規情
事」步驟作通報，或是直接連絡董事會稽核暨財務委員會的任何成員，或本公司企業稽核部。您可透過以下地址，直接向
稽核暨財務委員會提出機密且匿名的通報：「Corporate Secretary’s Office,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Inc., 1940 Air Products 
Blvd. Allentown, PA 18106-5500 」，並且應在信封上標明 「CONFIDENTIAL （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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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競爭法

所有同仁必須遵守世界各地的反壟斷及競爭法，該等法律禁止任何可能妨礙貿易或降低競爭之協議或行動。嚴禁同仁為 (1) 調
整或控制價格或條件、(2) 抵制特定供應商或客戶、(3) 分配產品、地區、或市場，或 (4) 對任何市場限制產品之生產或銷售， 
而與競爭對手達成任何正式或非正式之書面或口頭協議。

大多數國家的反壟斷及競爭法都具有域外效果，也就是說即便引發問題的反競爭行為發生在遙遠的國家時，這些法律仍然 
適用。 

避免在與競爭對手近距離接觸的場合討論在競爭方面具敏感性資訊，例如合資企業、併購及企業分割的討論、參與貿易協會
及貿易展、產品外包之委任、在客戶地點見到的及透過網路社交媒體或其他通訊平台接觸到的對象，等。絕對不得尋求競爭
對手、供應商、客戶或其他業務夥伴的機密資訊，或轉交給他人。許多國家的法律都對不當收受或轉交營業秘密之個人或組
織，施予嚴厲的刑事懲處。如發生必須分享資訊之情況時，請先向Law Group洽詢相關保密協議。

8. 公平交易

我們應秉持公平精神，與本公司客戶、供應商、競爭對手及我們的同仁往來。任何人均不得透過操控、隱瞞、濫用特許資
訊、虛偽陳述重大事實，或其他任何不公平手段，趁機利用他人或利用時機。

9. 反抵制法

美國反壟斷法禁止公司參與任何未受美國政府核可之國際杯葛。您不得參與任何會支援任何未核可之杯葛的事務。如您收到含
有任何杯葛語言的文件，無論其是否屬於契約的一部分，請予以辨識並通報本公司Law Group。即便只是收到該等訊息之請求
（即使本公司並未對此作出回覆），同樣必須通報美國政府單位。絕對不得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對任何該等杯葛請求作回覆。

10. 進出口法

我們身為全球性公司，必須遵守所有相關當地、區域性及國際性貿易法律、規則及規範。我們尊重貿易制裁及進出口限制。
在進口或出口之前，確保任何欲進口或出口的貨物均已正確分類。此外，確保適當揭露來源國家、目的地、最終用途和最終
使用者。請確保進出口作業備妥所有必要文件、標籤、授權、許可及核准證等。向海關當局確實標價及申報進出口物品。

被美國法律列為「禁運」的國家，本公司概不得對其進出口商品、服務或技術。違反法律可能導致本公司及個別員工、主管
及董事遭受刑事與民事懲處。亦可能導致商品被扣押，及我們經營業務能力受到禁止。

所有員工必須協助確保我們供應鏈的完整性。如您與代表本公司從事業務之第三方合作者，本公司預期您會向該等地三方溝
通本公司的政策。在訂立協議前，進行合理盡職調查以及對顧客、供應商及新業務夥伴作篩選，對於確保遵循規範國際貿易
的法律至關緊要。

如有任何問題，請向 Law Group 及/或 Trade Compliance Group 尋求指示。所有涉及受制裁國家的業務活動，應先交由  
Law Group 及/或 Trade Compliance Group 審核後，才可開始進行任何該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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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內部資訊

本公司為美國上市公司，所以必須遵守美國證券相關法令。其中包括嚴禁任何「內線交易」，意即基於大眾不知道的本公司重
大資訊而買賣本公司證券。「重大」資訊包括任何可能影響潛在投資人買賣證券決策的資訊，例如潛在併購或企業分割、企業
獲利結果或預測、簽訂或喪失重要契約、資深管理層人事變動規劃等。參與內線交易不只違反本公司政策，也是犯罪行為。

如您擁有重大非公開資訊的存取權限，無論該等資訊是否關於 Air Products 或其他公司（包括但不限於我們的競爭對手、顧
客、供應商或其他業務夥伴等），請務必在重大資訊藉由記者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申報，或其他類似公告向大眾揭露後
至少下一個工作日，再進行 Air Products 或任何該等其他公司有價證券之買賣。本公司政策適用於股權證券（例如：普通股
及債券），以及買權賣權選擇權、買賣證券委託書、可轉換成股票之債券。

如您擁有重大非公開資訊，您不得直接或透過您的退休及儲蓄計畫帳戶交易本公司證券。除了您不得進行該等交易外，您的
家人或任何在您戶口內之人士亦不得進行該等交易。此外，您也不得向他人提供有關 Air Products 或其他任何公司的重大非
公開資訊。向他人提供該等資訊，構成非法「洩漏消息」，並可能遭受民事或刑事責任。

12. 機密與專有資訊 

您有責任保護本公司的機密與專有資訊，其中包括大眾一般不知悉且對於競爭對手或其他對手有利或有幫助的資訊。機密資
訊可包括銷售、行銷及其他企業資料庫；智慧財產策略及規劃；行銷策略及規劃；定價資訊；銷售資訊；非公開財務資訊；
客戶及員工紀錄；製造技術、供應商價格、工程數據及繪圖、研究及技術資料，以及新產品開發相關資訊。如您具有該等有
關本公司或我們客戶、供應商或其他業務夥伴資訊之存取權限，請僅向本公司內部「必須知悉」該等資訊之人作揭露。為保
障我們權利，使用智慧財產必須符合一切相關法律規定。

我們業務上會用到許多第三方的機密且專有資訊，例如客戶、供應商、合資企業夥伴及其他關係企業等第三方。盜用第三方
資訊可能會危害本公司的業務關係，使本公司及其員工承受重大法律及財務風險。如您具有存取此類資訊之權限，您必須簽
署經相關業務領導主管核准之禁止揭露協議或保密協議，並且應遵守其條款。

13. 公司資產 

您僅可為合法商業目的使用本公司資源，並且應保護本公司資源，防止其受到竊取、遺失、損壞或濫用。請立即通報任何疑
似詐欺、失竊、資安危害、或他人不當使用本公司資產等情事。如您誤置或遺失儲存有本公司資料之裝置，請立即通報該裝
置遺失事件。

您必須保護我們的實體資產，例如設施、供應品、設備、器械、備用零件、原料、成品、車輛及本公司資金等。請勿偷取本
公司資產，或為了自己個人利益或您親戚、朋友或同事的個人利益，而利用本公司財產、資訊，或職位。此外，您不得與本
公司競爭任何商機，亦不得為自己利益，取得任何透過本公司資產、資訊或職位所發現之任何商機。

請保護本公司電子資產與無形資產、機密資訊、智慧財產以及資訊系統。請小心處理每一封電子郵件、網際網路連結、附件
或資訊請求（無論是否透過電子方式、當面、或電話等）。請勿分享您的網路或個人密碼、在線上或電子郵件提供敏感性資
訊，或點擊未驗證電子郵件中的連結。請隨時多次確認要求提供資訊之人的真實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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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紀錄管理

本公司紀錄是重要的企業資產。瞭解如何為您所處理的資訊作分類，並依據本公司政策及相關法律規範管理資訊。確保您瞭
解並遵守本公司的紀錄保存時程，並且在接獲指示要求時，妥善保存潛在訴訟案或進行中訴訟案的相關文件。本政策適用於
紙本資料及電子檔資料以及電子郵件。如您不確定如何管理您的紀錄或文件，請洽詢您的主管或部門資訊主管。

15. 謹慎通訊

本公司設備、系統、資訊、商品、及服務，僅應基於本公司業務目的使用。其中包括電子郵件、即時訊息及網際網路。嚴禁
同仁為個人利益而使用本公司資產或資訊。 

本公司業務與通訊相關事項，僅得透過 Air Products Network 網路處理。如未事先取得 IT 部門同意，請勿使用您私人電子郵
件信箱辦理本公司業務，或寄送、傳輸、收受本公司資訊。 

請留意，您在本公司系統中撰寫、寄送、下載或儲存之任何資料，均屬於本公司財產，而且我們可能監控您對該等系統的使
用情形。因此，當您使用我們的系統時，您不應預期會有個人隱私。本公司保留監控電子郵件與語音郵件訊息以及網際網路
使用情形的權利，並且得存取與查驗儲存在本公司發給的電腦、智慧型手機及其他類似裝置、可移除式裝置及本公司網路上
的所有檔案。使用者 ID 與密碼係僅作為資訊安全、員工識別和驗證之用，而非用於向任何員工授予任何保密或隱私權，亦
非防止本公司存取其系統。

本公司員工在 Air Products 網路所建立之文件與通訊內容，或基於本公司業務所建立之文件與通訊內容，全屬於公司企業紀
錄，可在法院中提出並進行查閱。因此相當重要的是，您在所有通訊內容中應秉持專業精神，並且在建立文件時，應考量相
關目的與相關情境。避免使用誤導或誘導式文字敘述、避免讓收件人感到尷尬、避免誇大文詞或不適當的特性描述。可能使
業務夥伴、政府監管人員、訴訟相對人、或法院誤會的幽默或嘲諷語言，均應避免使用。

16. 隱私權 

本公司進行業務期間，會蒐集並儲存有關員工、業務夥伴、顧客、及他人之個人資訊，例如生日、地址、財務、醫療及其他資
訊。本公司須遵守所有適用資料保護法和規定。個人資訊應僅基於合法業務目的作蒐集，僅與獲許可存取該資訊之人分享，並
依據資安政策保護，並僅得按必要時間長短保留。具有個人資訊存取權限之第三方，應訂立保護個人資訊之契約義務。

本公司必須遵守一切有關竊聽及其他電子監控形式之法律。您不得利用任何電子、機械或其他裝置，攔截或記錄任何電話、傳
真、數據機傳輸、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通訊內容，但如通訊所有當事人同意受資訊攔截或記錄者，不在此限。本規定包括但不
限於使用電話分機偷聽其他人的對話。對於已被攔截或記錄之通訊內容，您不得違反本規定而予以使用或揭露，無論您是否應
對該通訊攔截或竊聽情事負責

未取得 Law Group 明白許可者，不得利用屬於本公司資產之任何裝置，或基於本公司業務相關事宜，對其他人進行錄音、照
相或攝影，但如所有被記錄之人均知悉該記錄行為並且同意，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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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政治獻金與遊說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Inc. 為一法人個體，並不會在任何國家或地區，對候選人作任何企業政治獻金，即便受法律許可
者，亦不得為之。您可透過您自己個人名義，對政黨或候選人捐款，但您不得使用本公司資金，或向公司請款。不過，當您
捐款時，您必須遵守政治事務參與規範之相關法律。您不得遊說、贈送禮品、或以任何方式試圖影響政府官員對於本公司業
務相關立法或其他政策決定的作為，但如該行為事先受 Law Group 及/或政府關係部的核准者，不在此限。

18. 社群媒體與公開通訊 

當使用社群媒體以及與大眾通訊時，請善用良好判斷力與常識。您不得在您個人社群媒體、其他線上貼文或公開通訊內容中，揭
露本公司、其員工、子公司、關係企業、顧客、供應商或其他業務夥伴的機密資訊。除非您獲得授權，否則絕不得做出看起來像
代表本公司的發言。您不得從事任何非法或違反本準則之情事，或使您或本公司蒙羞之情事。

如果要求您代表 Air Products 公開通訊或通訊中有提述 Air Products 的內容，請諮詢您的主管，其會與企業通訊部或 Law Group 
一同審查通訊內容。

有關進一步資訊，請參考適用於全體 有關進一步資訊，請參考適用於全體 Air Products 員工的全球社交媒體政策——標準 員工的全球社交媒體政策——標準 01-10。。

19. 平等就業機會及騷擾防治 

我們的員工是我們最珍貴的資產。我們堅信多元工作夥伴的珍貴價值，並禁止任何基於種族、膚色、族裔、國籍、性別、宗
教、性傾向、性認同、婚姻狀況、或殘疾之歧視行為。在我們所有營運與聘僱作業上，我們均依循平等就業相關法律規範，進
行招募、聘僱、訓練，及晉升最符合資格的候選人，無論其個人特質為何。基於任何個人特質作出聘僱決定，是違反本公司政
策，也是許多國家法律所訂之非法行為。如您知悉任何違反本政策情事者，請立即通知適當主管或人力資源代表。您也可以透
過 IntegrityLine 或 IntegrityOnline 來舉報違法或其他疑慮。平等就業機會是我們受尊重工作場所的一環，我們絕對不會基於
年齡、性別、種族、膚色、宗教、國籍、性傾向、性認同、婚姻狀況、身體殘疾，或相關法律所保障之其他任何特質，作出與
工作相關之決策。

所有本公司人員必須以尊敬的態度對待同仁及他人。本公司並不容許任何人（包括管理階層成員）對我們同仁作任何形式之騷
擾（包括性騷擾）。騷擾是令人討厭且冒犯的行為，可能會干預他人從事工作的能力。騷擾行為並不需要具有冒犯的意圖。為
了開玩笑、惡作劇的不適當行為，或甚至是讚美，都可能導致或成為騷擾。只要是違反本政策的騷擾，不管任何形式及任何程
度，都是我們不容許的，而且會導致懲處行動，包括可能會終止聘僱。我們會即時且謹慎調查所有申訴。我們不容許任何類別
的怒罵或騷擾，包括性騷擾或種族騷擾，或威脅、歧視或冒犯性的行為。

您應參閱所有關於工作環境與工作場所相互尊敬行為之相關地區性政策、標準、指南及程序。請隨時掌握本公司最新的多元包
容、騷擾防治及其他有關工作環境課程的訓練。因他人舉報騷擾或配合調查，而對其作出報復或歧視行為者，亦是違反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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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環境、健康、安全及保安

我們對安全、健康、保安及環境的承諾堅持不動搖。我們每天都致力於改善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安全績效。我們努力降低職業
傷害，避免對環境和健康造成不利影響，並減少我們設施的廢棄物和排放物。

您必須遵守所有保障我們工作場所的同仁以及其他受我們業務活動影響人士的健康、安全、及保安的相關法律和相關產業實
務標準，其中包括避免環境汙染。您必須隨時遵守所有公司環境、健康、安全（EH&S）以及永續性政策、標準，及程序，
並且接受所有必要訓練。對於忽視安全政策和程序，或停用或躲開我們的安全系統的行為，公司保留採取紀律處分，最重者
包括解雇之權利。

您的主管、EH&S 及人力資源部可以協助您了解任何適用於您場所及職務之政策。主動解決任何可能導致不利健康或安全狀況
之任何情事。向各設施負責安全人士或法規遵循長通報任何不利健康或安全狀況或情形，包括設備或機械損壞及意外事故等。

因為我們所製造及運輸之產品，如被意圖不軌的人使用，可能造成傷害，所以本公司相當注重保安。所有同仁、訪客及來賓
都必須遵守我們工作場地的所有保安政策、標準及程序，絕無任何例外。如果您有任何類別的保安擔憂或疑慮，請通報企業
保安部。

21. 工作場所暴力

本公司針對工作場所暴力採取零容忍政策。本公司禁止同仁從事任何可能使其他個人感到威脅或不安全的行為。包括言語攻
擊、威脅，或任何具有敵意、脅迫或侵犯的表達。我們依當地法律，禁止在本公司所有場所攜帶武器。如您懷疑有人可能在
本公司場所內持有武器，請立即通報主管或全球資產保護團隊成員。此外，如有發現任何外部疑慮可能給工作場所帶來安全
或安保威脅，請予舉報。

22. 精神作用物質濫用

同仁在從事工作職責時，不得受任何藥物或酒精的影響，其可能損及工作表現，及/或對自己或他人造成無法接受的安全風
險。嚴禁同仁 (1) 在酒精、非法藥物或受控制物質的影響下，於本公司場所內外工作；(2) 於本公司場所工作時或在本公司場
所內，持有、銷售、使用、轉讓、或散佈非法藥物、或受控制物質（醫師處方藥以及符合適用政策者除外）；或 (3) 在受到
合法處方藥品或非處方藥的影響下（於本公司內外場所）工作。如您擁有藥物或酒精問題，我們強烈建議您尋求協助，並且
應聯絡人力資源部，取得您所在地區的協助計畫相關資訊。

在某些情況下，一邊喝酒一邊從事公司業務是受到允許的，例如在社交場合，但請確保您遵守所有法律及本公司政策規定。
請隨時保持適量且使用良好判斷力。

23. 永續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

本公司透過環境管理、社會及企業責任，以及在能源、環境，及新興市場需求上的創新解決方案，努力創造永續價值。請詳
細瞭解 Air Products 的永續經營目標。透過促進永續商品與營運來助力本公司實現這些目標，是每個人的責任。也期盼我們
的供應商符合我們在永續發展方面的期許。

如您知悉任何永續性相關道德及法令遵循問題，請依前列的「通報違規情事」程序辦理，或聯絡 Law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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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稽核與調查

在您受本公司聘僱期間，您可能被要求參與由我們內部稽核員、外部稽核員或 Law Group 所主導的稽核行動或內部調查。當您被
要求參與時，我們希望您能完全配合辦理並誠實提供相關資訊。您也可能因為相關法律程序或政府調查，而收到向您要求文件之
請求，或要求您與監管機關或律師會面的請求。如您收到該等請求，您應立即聯絡 Law Group 尋求協助。

25. 禁止報復

對於善意舉報違反法律或本公司政策情事之人士，因潛在違反法律或本公司政策而配合稽核或調查之人士，或拒絕參與合理認為
違反法律或本公司政策活動之人士，本公司嚴禁任何同仁對其進行報復。受到禁止的報復行為包括例如：終止聘僱、降職、調降
員工績效評等、限制員工受遷調或晉升的機會、排除員工參與企業或部門活動、欺凌，或威脅對其進行任何不利行為。

從事上述報復行為的任何員工可能受到紀律處分，最重者可能遭到解雇。任何人如明知其所通報事件並無事實根據，卻予以草率
或惡意舉報，則將受到相關適當懲戒，最嚴重包括終止聘僱。

26. 董事會責任與規定免除

董事會已訂立本準則，並具有修訂本準則之專屬權限。在少數情況下，法遵長得判定是否可免除執行本準則部分規定；不過， 
如要免除適用於執行主管或董事的規定，僅能由董事會或董事會的企業治理與提名委員會決定。所有上述免除執行本準則規定情
形，均應按相關法律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標準盡快揭露。



IntegrityLine 專線:   

阿根廷                    0800-444-8089
比利時     0800-7-1658
巴西     0800-891-4169
智利（AT&T）    171 00 311
智利（AT&T - 西班牙語接線員）  171 00 312
智利（AT&T)    800-225-288
智利（Telefonica)   800-800-288
智利（ENTEL)    800-360-311
智利（ENTEL - 西班牙語接線員)  800-360-312
智利（復活節島）   800-800-311
智利（復活節島 - 西班牙語接線員)  800-800-312
智利（英語提示撥號）   855-225-7066
中國（華南）中國網通集團  10-800-711-0635
中國（華北）中國電信華南公司  10-800-110-0581
哥倫比亞    01-800-911-0010
哥倫比亞（西班牙語接線員）  01-800-911-0011
哥倫比亞（英語提示撥號）  855-225-7066
捷克共和國    800-142-716
厄瓜多     1-800-225-528
厄瓜多（西班牙語接線員）  1-999-119
厄瓜多（英語提示撥號）   855-225-7066
法國     0800-90-0198
德國     0800-183-0860 
印尼     001-803-1-008-3251
印度     000 800 919 1205
義大利     800-788319
日本     0034-800-900066
日本     00531-11-4454
日本     0044-22-11-2562
日本     0066-33-830191
南韓     00798-1-1-005-6156
馬來西亞    1-800-81-2303
荷蘭     0800-022-0720
阿曼     800 50050
秘魯（Telephonica - 西班牙語接線員) 0-800-50-000
秘魯（Telephonica)   0-800-50-288
秘魯（Americatel）   0-800-70-088
秘魯（英語提示撥號）   855-225-7066
波蘭     0-0-800-111-1582
葡萄牙     800-8-11604
俄羅斯     8（800）301-45-91
沙烏地阿拉伯    800 850 0096
西班牙     900-97-1039
台灣     00801-10-4062
英國（及北愛爾蘭）   0808-234-6711
美國和加拿大    1-877-272-9726
烏玆別克斯坦     0^641-744-0010 

（^ 代表第二個撥號音） 

IntegrityOnline： www.airproducts.com/integrityonline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4379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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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進一步的資訊， 
請透過以下聯絡資訊與我們聯繫：

Corporate Headquarters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Inc. 
1940 Air Products Blvd.  
Allentown, PA 18106-5500   
T 610-481-4911 
(Outside the U.S. and Canada 
+1-610-481-6799) 

Air Products 提供許多管道，可讓員工舉報違反本行為準則之情事或疑似違反本準則之
行為，或表達疑慮。部分國家/地區的法律明訂或限制用於舉報違反行為準則之情事
的程序、工具，以及/或允許的方法類型。請利用當地法律所允許的管道進行舉報。 

如需聯絡清單，請至 www.airproducts.com/codeofconduct。

如要線上舉報，請至 www.airproducts.com/integrityonline。

如要電話舉報，請至 www.airproducts.com/integrityline 瞭解詳細指示。

http://www.airproducts.com
https://www.airproducts.com/company/governance/code-of-conduct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43793/index.html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43793/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