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總裁的話

親愛的同事：

裕利醫藥在亞洲擁有悠久的商業傳統，這建立在僱員矢志

不渝的誠信基礎上，幾十年來為我們的合作伙伴、醫療利

益相關者提供著優質的服務。我們在社會醫療供應鏈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們必須在業務的各方面都秉持最

高的道德標準。

我們對這些道德標準行為操守所作出的承諾就是我們成功

的基本要素，並且也是我們在誠信、透明度及服務質量上

擁有無可匹敵聲譽的基石。這樣的聲譽是公司唯一的；也

是最彌足珍貴的財產。這全賴我們每一位員工嚴格遵守這

些道德標準行為操守，我們才能繼續秉持我們的聲譽。

至於是否能夠維持並延續本公司珍貴的傳統，這取決於每

一天我們做了什麼，以及如何去做。只有當我們的員工願

意承諾肩負起個人責任，理解本公司的價值、政策以及程

序，且將它們融入到每個人自己的心坎中，我們才能保證

公司在未來能夠持續發展。

為協助員工理解自己的職責，此行為操守提供了一系列的

重要指引，你的義務包括遵守法律以及向裕利醫藥的管理

層提出任何不符合法律及違反本行為操守的事項。倘若我

們繼續施行這些高道德標準行為操守的行為準則，我們將

會嬴得顧客、各地的供應商、政府、服務供應商、股東、

合作伙伴等人對我們的信任。

    

領導的意思就是通過個人行為來表明立場及履行責任。我

促請你們每一位加入成為我們的一份子，與我一起帶領我

們的公司、我們的產業，在未來共建行業的標準操守。行政總裁 
John Dav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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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舉報的責任

可以使用以下管道進行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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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為操守充分反映了我們致力成為一個優秀企業公民及以極高的道德標
準來執行我們的商業事務的承諾。這有賴你們當中的每一位，願意承擔責
任以履行誠實與誠信的道德義務，否則這目標將永不可能達成。任何有損
公司聲譽的行為必須被停止。本行為操守也在此明確地表明了公司對你們
的期望。

我們不能預期任何可能構成道德問題的情況，亦明白很多事情是非黑即白
的。遵守本行為操守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擁有良好的判斷力。這表示我們應
當本著本行為操守及法律的精神做“正確”的事情，並且在法律條款含糊
的時候做符合道德的事情。

我們的使命是成為一個可信賴的合作伙伴，通過創新與高強度的解決方案
來幫助更多的醫療公司認識亞洲市場所帶來的機遇。因此，我們必須牢記
我們從商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誠實與信任、合作、追求卓越、創新與個
人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建基於堅定不移的誠信，信任是裕利醫藥歷史
上最重要的因素。在採取任何行動時，我們都必須堅守我們內心的誠信及
信任。

我們是一家在各種不同文化、政治以及經濟環境中營運的大公司。眾多的
壓力迫使著我們要時刻追求卓越。雖然達成目標及期望是十分重要的，但
都必須在我們的價值框架允許的範圍內去達成。

本行為操守概述了本公司在經營業務時，必須遵守的一般法律原則以及商
業道德行為。本行為操守將可能新增附錄，但並不會被任何更加詳細的政
策以及程序所取代。每一位代表裕利醫藥、其分支機構及子公司的人，都
需要理解並遵守本行為操守的條款。

違反本行為操守，包括未報告潛在的違反行為，都是不可容忍的，並將被
視為違反紀律，我們會採取相應的措施，當中包括終止僱員合約。

回答: 

本行為操守主要是針對商業行為的一般道德原則。
你們當地的政策及程序應當與本行為操守相一致，
你可以兩者同時遵循。如你對此有任何疑問，請與
你的經理或人力資源主管查詢。

問題：

本行為操守涉及的領域超過我們當地的政策
及程序。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當地的政策及
程序會更加詳細，這樣是可以的嗎？

介紹
誠實與誠信是久經考驗的標準，也是你們的責任 

我們必須運用
良好的判斷以及常
識，並且在所有的行
為上都達到最高的道
德標準。

合作 追求卓越

創新 個人發展

誠信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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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明確知道我們有責任保護從病人、醫護專業人員、消費者、臨床實驗
對象以及僱員處獲得的個人資料隱私(私隱)。當處理個人資料問題時，必
須遵守最高標準的誠信。

我們及我們的商務伙伴都有義務維護個人資料隱私(私隱)。在處理個人資
料時，必須在法律以及裕利醫藥政策與程序允許的範圍內進行。

什麼是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有時也稱個人身份資料）是指關於一個可辨識出的個人或可能
會聯繫到這個人的資料。以下是一些有關個人資料的例子：

無論任何時侯，在收集、儲存、使用、透露及銷毀個人資料時，我們必須
確保遵循當地的法律。

時刻謹記：

嚴格保密個人資料，並且只有在法律以及行為操守允許的範圍內，才
能使用及透露個人資料。有需要時，只得在通知當事人或獲得其同意
的情況下，才能使用或透露其個人資料。

除非獲得當事人允許或有合法的原因，否則不應向第三方透露他人的
個人資料。

只有在必要的情況下才能向他人收集個人資料，並僅適用於合法的商
業用途。

採取預防措施以保護個人資料。

只可與具備合法需要且會妥善保護個人資料的人分享個人資料。

妥善地銷毀包含個人資料的記錄。

除非是經批准的業務需要，且個人資料必須有密碼保護或被加密，否
則嚴禁複製個人資料（電子檔案複製或書面複製）或在可移動設備上
轉移、儲存個人資料。

回答: 

將事故立即上報你所在國家的資料隱私(私隱)主管以
及你的直屬上司。
除非是經批准的業務需要，且個人資料必須有密碼
保護或被加密，否則，嚴禁在可移動設備上存儲個
人資料。

問題：

如果我不小心丟失了含有病人個人資料的
USB，我該怎麼辦？

對於個人資訊
的保護，就如同在保
護自己的資訊一般，
不遺餘力。

13 個人資料隱私(私隱)
我們保證維護個人隱私(私隱) 

姓名
性別
生日
電話號碼
住址或電郵
身份證號碼
護照號碼

病歷
用藥歷史
醫生囑咐
遺傳資料
購買歷史
信用卡資料
銀行帳戶資料

婚姻狀況
種族
宗教信仰
犯罪記錄
指紋
生理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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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覺得有違規的行為發生時，我該做些什麼？

如果你覺得有違規行為或是知道違規行為發生時，一定要先找你的主管討
論。你的主管有義務採取行動解決問題或是往上呈報。如果你已經和主管
討論過並且覺得問題沒有被解決，或是你的主管有牽涉其中而你不想和主
管討論，那麼你可以聯繫再高一層的主管，法規主管或是總經理。

如果不想和管理層談論此事或者問題沒有被解決時，該怎麼辦？

我們鼓勵你使用公司提供的管道進行舉報(見下頁)。舉報專線是由獨立第
三方公司營運管理，而且不會對來電進行追蹤或記錄。舉報專線可以讓你
在保密及匿名的情況下，表達你所關切的事情。如果選擇匿名，獨立第三
方公司只會向公司的法規小組透露你所舉報的情事，而不會提供你的名字
身分。

我應該私下進行調查嗎？

千萬不要試著自行調查或解決問題。你的責任是對違規或是關切的事情進
行舉報。我們非常認真看待你的檢舉並且會對於檢舉內容或是違規情事進
行完整的調查。如果願意，請留下你的聯絡資訊並全力配合相關調查。

舉報違規會讓我惹上麻煩嗎？

對於違法、違規行為的檢舉人或是捍衛本行為準則的任何人，不允許有任
何報復的行為發生。採取報復行為可能會面臨民事、刑事、行政裁罰同時
也會面臨公司的懲戒，最重者予以解雇。請牢記，如果不想和國內或是國
外管理階層討論可能的違規情事，你可以透過獨立第三方公司營運管理的
舉報專線進行舉發。 

行為準則相關問題我應該向誰詢問？

先找你的主管討論。如果你不想這麼做，那麼你可以找更高一層的主管，
國內法規主管，國內或國外的人力資源部門或是國外法規主管。

為了讓我們建
立一個更棒的公司，
你有責任提出質問並
舉報任何真正或疑似
違反本規定的行為。
你的行動將讓這一切
變得不同。

提出問題 & 違規舉報
你有舉報的責任

註：人力資源部或許會提供翻譯版本，最終內容仍以英文版為主。



適用範圍
本行為準則於2010年1月經由裕利醫藥董事會核可，並且適用於裕利醫藥集團及其子公司。 
本行為準則於2014年10月更新，並且取代先前所有版本。

如何舉報違規？
可以使用以下管道進行舉報

你可以透過網路、郵件或是免付費專線，以英語或是當地語言進行舉報。 所有舉報都會被
匿名。

網址：
zuelligpharma.ethicspoint.com

你可以選擇英語或是當地語言。

電郵信箱：
whistleblowing@zuelligpharma.com

免付費專線：
您的來電將由獨立的電話客服中心應答。撥打本專線時請告知應答人員，閣下是裕利醫藥
公司的同仁。如果您無法使用英語溝通，可以要求翻譯人員的協助，並請於電話線上稍
後，千萬不要掛斷，因為您的舉報是非常重要的。

孟加拉  157-0011 + 855-229-9304

汶萊 800-1111 + 855-229-9304

柬埔寨 1-800-881-001 + 855-229-9304

香港 800-908-839

印尼 001-803-1-002-8958

澳門 0-800-111 + 855-229-9304

馬來西亞 1-800-81-7270

菲律賓 1-800-1-111-0914

新加坡 800-110-2074

南韓 00308-132884

台灣 00801-10-4471

泰國 001-80011-002-9735

越南 1-288-0288 + 855-229-9304 / 
1-201-0288 + 855-229-9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