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稱： 

業務行為全球標準政策 

 

文號：LGL-1000 

改版：18 

生效日： July 29, 2021 

單位：法務部 職能小組：道德與法規遵循部  

撰稿人：  Kelley M. Kinney 

職稱：道德與法規遵循資深總監 

流程負責人：Nick Bougopoulos  

職稱：副總裁、合規長 

授權人： Ava Hahn 

職稱： 資深副總裁、法務長 

 

 

i 

 

 
 
  
 
 
 
  



LGL-1000- 業務行為全球標準政策- 版本 18.0 

 

 

科林研發 

 

未受控文件（如列印）。 

列印日期 July 29, 2021 

                機密 

 

 
 

  
 
 

Lam Research® 

業務行為全球標準 

 

躬體力行我們的核心價值 

 

  

  



LGL-1000- 業務行為全球標準政策- 版本 18.0 

 

1 

 

1. 目錄 
1 簡介 .......................................................................... 2 

1.1 政策聲明 ............................................................ 2 

1.2 相關方 ................................................................ 2 

1.3 實施及執行 ........................................................ 2 

1.4 定義 .................................................................... 3 

1.5 決策檢查表 ........................................................ 3 

2 我們彼此間的關係 .................................................. 3 

2.1 公平就業措施 .................................................... 4 

2.2 杜絕任何形式的騷擾 ........................................ 4 

2.3 防止非法販運和強制工作 ................................ 4 

2.4 職場健康與安全 ................................................ 4 

2.5 保護員工資訊 .................................................... 4 

3 與本公司間的關係 .................................................. 5 

3.1 保護機密資訊 .................................................... 5 

3.2 保護智慧財產權 ................................................ 7 

3.3 確保金融廉正和責任 ........................................ 8 

3.4 負責任地使用科林研發的資產和通訊系統 ..... 9 

3.5 避免利益衝突 ................................................ 10 

4 本公司與其他公司和 利害關係人的關係 .......... 13 

4.1 反壟斷法規 .................................................... 13 

4.2  貿易管制 ........................................................ 14 

4.3  防止賄賂與貪腐 ............................................ 15 

4.4  環境、健康和安全 ........................................ 16 

4.5  內線交易 ........................................................ 16 

4.6  慈善捐款、政治捐款，和政治活動 ............ 16 

4.7 公共傳播 ........................................................ 18 

5 我們維護政策的手段 ........................................... 18 

5.1 道德與合規團隊 ............................................ 18 

5.2 道德諮詢服務電話 ........................................ 19 

5.3 合規遵循 ........................................................ 19 

5.4 調查、訴訟與其他法務事項 ........................ 19 

5.5 提問與舉報疑慮或違規 ................................ 19 

5.6 安全舉報 ........................................................ 20 

 

  



LGL-1000- 業務行為全球標準政策- 版本 18.0 

 

2 

1 簡介 
 

1.1 政策聲明 

 

本項業務行為全球標準政策（「政策」或「全球標準」） 支持科林研發之核心價值，並

闡明科林研發和其附屬事業（「科林研發」或「公司」）對每位成員預期的職場作業務

行為之標準。本政策係添補並非取代其他科林研發政策與程序，您的行為亦受後者規

範。您依規定要詳讀並瞭解本政策，時時依倫理行事，運用高標準作出判斷。因本政策

涵蓋重要主題，您必須於僱用時及嗣後定期簽署一項文件，證明您瞭解並遵循本政策。 
 

本政策之根據係各項法律以及公司政策。違法者可能導致民事或刑事處罰並且遭受公司

和其員工懲處。 

 

對本政策涵蓋之主題有所質疑或疑慮者，理當徵詢指導並立即通知科林研發的法務部

（「法務」）或道德與合規團隊，依本政策規定作披露。您可發送保密電子郵件聯絡道

德與合規團隊，請寄至 ethics@lamresearch.com。您也可以在以下網站聯絡道德諮詢服務

電話 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若在美國或可致電 1-855-208-8578。若需其他國家

的電話號碼，請參見以下網址 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本政策內容的主題，係按主標題編排以方便參閱。各標題代表各人彼此間、與公司及其

他公司和利害關係人間的關係。若干主題適用多個組。 

科林研發可以不事先通知逕行修改或撤回本政策之任何規定。 

1.2 相關方 
 

本政策全球通用，適用於全體科林研發員工、約聘人員、承包商及顧問。遵循本政策人

人有責。法務負責本政策之解釋。 

 

1.3 實施及執行 
 

委任法務長擔任本政策之管理人並視需要修訂本政策。此政策之例外事項須由執行長及

法務長或法遵長核准。公司之營運主管（如營運總監或副總裁）當依本政策設定適當的

程序和方針。前述當另行發布並適當儲存於可供有需要之全體人士存取之位置（如 

SharePoint）。 

  
 

mailto:ethics@lamresearch.com
http://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http://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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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定義 
 

「科林研發」或「本公司」指科林研發公司與其旗下各附屬事業。 

 

「本政策」指此處之業務行為全球標準，暨此處業務行為全球標準

所參考之任何其他本公司的政策。 

 

「您」指此政策適用之每一個人。 

 

1.5 決策檢查表 
 

因為不可能一一列舉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本檢查表可幫您辨認棘

手的場合。 

 

尚未閱覽相關政策者，請先審閱再繼續進行。 

 

對任一題的作答係否定者，勿著手從事行為。如不確定如何作答此

處問題，請詢問適當的人士（如您的主管、法務，或道德與合規）

提供指引。 

  

作答為肯定答覆者，可繼續從事該行為。 

2 我們彼此間的關係 
 

人才，是本公司最重要的資源。我們承諾促進良好的工作環境，使

其成為一安全、專業、員工有機會發揮全部潛力之處。 

Would I feel comfortable if my decision were reported in the news? 

Is my conduct legal?

Is my conduct consistent with Core Values?

Is my conduct ethical? 

Have I looked at the relevant policies? 

我們的核心價

值 

 

• 成就 
 

• 誠信正直 
 

• 創新與持續進步 
 

• 相互信任與尊重 
 

• 開放的溝通 
 

• 主人翁意識與責任感 
 

• 團隊合作 
 

• 思考：客戶至上，公

司其次，個人利益最

後 
 

 
 

我是否已經閱覽相關政策？ 
 

我的行為是否道德？  
 

我的行為是否符合核心價值？ 
 

我的行為是否合法？ 
 

我是否可以面對新聞媒體報導我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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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平就業措施 

 

我們是平等機會的僱主。本公司於任何受適用法律保障的範疇，承

諾就業上的平等機會及非歧視性的僱用政策、措施和程序。凡本公

司職場的成員，有責任維護攸關的標準，並遵守攸關的公司政策。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我們的全球僱用政策。 

 

2.2 杜絕任何形式的騷擾 
 

本公司承諾提供一處免於口頭、身體，或環境上騷擾的工作環境。

凡本公司職場的成員，有責任維護攸關的標準，並遵守公司的零騷

擾政策。 

 

2.3 防止非法販運和強制工作 
 

本公司承諾公平且人性的僱用措施，不容忍強制、抵債，或賣身契

式的勞動。我們不僱用未達法定年齡的工作者。凡本公司職場的成

員，有責任維護攸關的標準，並遵守本公司的全球僱用政策。 

 

2.4 職場健康與安全 

 

本公司致力為員工和他人維持安全的工作環境，謹遵職場安全衛生

的適用法律規定。本公司於日常營運中將安全和健康融入於產品之

設計、製造、裝設、使用、維修及服務；本公司將安全置於第一優

先。 

 

本公司不容忍向員工、承包商或訪客施以威脅、脅迫行為，或暴力

行為。 

 

凡本公司職場的成員，有責任維護攸關的標準，並遵守本公司的環

境衛生及安全政策以及全球防治工作場所暴力政策。 

 

2.5 保護員工資訊 
 

本公司尊重同仁個人可識別身分資訊的隱私及機密性。個人可識別

身分資訊一般指科林研發保有爰以識別特定員工的資訊。本公司僅

保有業務、法令，或契約原因必須的員工記錄，並限由出於正當理

由需要該等資訊的人員存取及得知。 

 
 

 

安全的範例 

 

問： 我對安全有疑慮，

但又擔心如果說出來，

可能會拖累生產，以致

錯過客戶規定的期限。

我該怎麼做？  

答：儘管期限很重要，

但健康和安全永遠擺第

一。請立即提出疑慮，

即使拖累生產或錯過期

限亦然。 
 

個人可識別身

分資訊 

 
例子包含社會安全號

碼、出生日期、國籍、

性別、族群、護照號

碼、居住地址和電話號

碼、駕照明細、學歷明

細、家庭情況、員工 ID 

號碼，還有照片。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HR-1130%20-%20Global%20Employment%20Policy?d=wdf138b3dda5b46f0b9d8e60d8b69e128&csf=1&web=1&e=XjjjJ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HR-1130%20-%20Global%20Employment%20Policy?d=wdf138b3dda5b46f0b9d8e60d8b69e128&csf=1&web=1&e=XjjjJ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HR-1130%20-%20Global%20Employment%20Policy?d=wdf138b3dda5b46f0b9d8e60d8b69e128&csf=1&web=1&e=XjjjJ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HR-1130%20-%20Global%20Employment%20Policy?d=wdf138b3dda5b46f0b9d8e60d8b69e128&csf=1&web=1&e=XjjjJ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EHS-2004%20-%20Environmental%20Health%20and%20Safety%20Policy?d=wb640276bab1442cb8e25d91212eebe3f&csf=1&web=1&e=0mvnSH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EHS-2004%20-%20Environmental%20Health%20and%20Safety%20Policy?d=wb640276bab1442cb8e25d91212eebe3f&csf=1&web=1&e=0mvnSH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1015%20-%20Global%20Security%20Work%20Place%20Violence%20Policy?d=wa66d40aeca6d4af4a0ba365eaf0f6815&csf=1&web=1&e=xBZmsQ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1015%20-%20Global%20Security%20Work%20Place%20Violence%20Policy?d=wa66d40aeca6d4af4a0ba365eaf0f6815&csf=1&web=1&e=xBZmsQ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1015%20-%20Global%20Security%20Work%20Place%20Violence%20Policy?d=wa66d40aeca6d4af4a0ba365eaf0f6815&csf=1&web=1&e=xBZm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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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本公司職場的成員，有責任防護並維護任何取用之個人可識別身

分資訊之機密性。如需更多資訊，請洽詢您的人力資源代表。 

3 與本公司間的關係 
 

保護科林研發的資產是本公司成功的關鍵。凡本公司職場的成員，

有義務僅將本公司資產用於正當業務用途、保障其免受未經授權的

使用或遺失、適當保持其機密性，決不將柯林研發資產用於任何不

法或不當用途。 

 

3.1 保護機密資訊 

 

每一年科林研發將其收入的可觀部分投資於研究開發。科林研發保

護自身投資的方法之一是維護其資訊的機密性。但技術性資訊並非

唯一應該保密的資訊。凡是披露任何非公開的資訊，包括科林研發

的財務績效、營業計畫，和客戶或供應商的資訊，即可能造成重大

損害。 
 

如以下採取適當的安保措施以保護機密資訊： 

 

• 詳讀並遵守本公司關於機密資訊的政策，包括本公司的全球

資訊安全政策和資料安全程序。 

• 於任何牽涉科林研發、客戶或其他第三方的溝通場合，顧慮

到受眾； 

• 於傳送前檢視訊息和附件，避免無意間散播機密資訊；及 

• 於僱用或服務科林研發期間和嗣後，時時嚴密保有所有機密

或專有資訊。  

 

3.1.1 科林研發的機密資訊   

 

本公司的機密資訊受到保護。以書面或口頭上與外部人士分

享任何機密資訊前，務必確認適當的保密 已簽署法務核准的

適當保密協議（NDA）。 

 
 
 
 
 
 
 
 
 

機密資訊的範

例 

• 非公開技術性資

料、營業秘密、與

其他非公開智慧財

產 

• 械具性能數據 

• 未宣布的產品或行

銷計畫 

• 處方、公式、製

圖，或軟體開發 

• 非公開的財務資

料，包括裝運、收

入、毛利、產品和

其他成本資訊，及

預測 

• 員工資訊，如組織

圖和薪水 

• 顧客和供應商機密

資訊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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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 係說明某人、團體或公司必須以何種方式處理其 自另

一人、團體或公司接獲之資訊之法律協議。NDA 通常限縮

涵蓋範圍。NDA 應涵蓋您打算作的披露，及對另一方使用

機密的適切限制。 

 

如現有的 NDA 未適當涵蓋資訊，在適當 NDA 備妥前，避

免披露該項資訊。此外，任何於 NDA 擬具之記號和通報規

定，應予以理解並遵守，令本公司得受 NDA 的完整保護。 

3.1.2 他人的機密資訊 
 

正如科林研發的機密資訊須受保護，同理第三方的機密資訊

亦然。您必須依照法律、與該人之契約協議，及最高的商業

標準，對待第三方的機密資訊。 

 

先確認已簽署法務核准的 NDA，再與第三方交換機密資

訊。依 NDA 取得第三方機密資訊者，謹遵該 NDA 之條

款。 

 

客戶資訊.   有關本公司客戶之資訊、屬客戶所有且無意公開

散布者，一般視為客戶機密資訊。此項資訊可能業已或尚未

依 NDA 披露。此外，本公司客戶的契約可能特別排除我方

提及對方係我方客戶。您必須遵守本公司客戶指明的保密規

定。 

 

• 遵照本公司全球資訊安全政策和資料安全程序的分類及處理

客戶資訊的處理程序。 

 

競爭對手資訊。  有關本公司競爭對手的資訊，我方樂見公

平競爭，亦無需要其機密資訊。與為競爭對手工作的人士談

話，要特別小心，避免接受任何機密資訊。 

 
 
 
 
 
 
 
 
 
 
 
 

保護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必須以不容不

需存取之人得以檢視或

存取該項資訊的方式儲

存。 

 

當離開座位，將內容含

有機密資訊的文件置於

上鎖抽屜或儲櫃內。勿

以電子格式將資訊儲存

於無需得知該項資訊的

人員得存取的伺服器。 

 

更多保護機密資訊的措

施，請查閱本公司的政

策，包含全球資訊安全

政策與資料安全程

序。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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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關於本公司競爭對手的資訊者，必須依法、依道德行

事： 

 

• 使用公開可得來源的資訊，如 已發表文章、新聞稿、

廣告文宣和公開記錄； 

• 本人決不作不實陳述或運用不當手段； 

• 決不向求職者徵詢其他公司的機密資訊； 

• 決不將屬於前僱主的機密資訊帶進科林研發營業處所

或系統，或使用前僱主的機密資訊； 

• 與競爭對手進行溝通時，清楚指出您不需要競爭對手

的機密或專有資訊，且對方應當在獲授權進行揭露的

情況下分享該資訊；且 

• 決不接受或使用任何可能取之不當的資訊。 

 

如果您獲悉競爭對手的機密資訊，應透過競爭資訊流程報告

此事（科林的法務部門可據此進行審查）或立即聯絡法務。

該資訊不應拿來分享、散布或進行分析，除非您是遵照競爭

資訊或法務部門聯絡窗口的指示。 

 

未經授權使用或披露他人的機密資訊或營業秘密，可能導致

民事或刑事處罰。如對使用或披露機密資訊有疑問，請諮詢

法務。 

 

•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考我們的全球資訊安全政策、資料安全

程序、技術控制計劃、 

競爭情報政策和和競爭情報程序。 

 

3.2 保護智慧財產權 
 

科林研發的智慧財產權（本公司的商標、標誌、著作權、營業秘

密、技術和專利）是尤其寶貴的資產。科林研發的智慧財產促成科

林研發的成功，保護這些資產免於未經授權的披露或誤用係每個人

的責任。謹慎確保科林研發的名稱，未於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用於

背書第三方的產品和服務，並於使用本公司商標和標誌前，先取得

企業溝通部的核准。 

 
 
 
 
 
 
 

智慧財產 

智慧財產的範圍涵蓋頗

廣，例如商標、著作

權、營業秘密、技術、

發明、觀念，和專利。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41556%20-%20Data%20Security%20Procedure?d=w3aebd36928d548bba47c0b73e74c5b02&csf=1&web=1&e=Vpuc39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TD-41282%20-%20Technology%20Control%20Plan?d=w32b692b2bee84fe4b47fc6aca6a546dd&csf=1&web=1&e=CuA1NH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CMK-01086%20-%20Competitive%20Intelligence%20Policy?d=wb6a17de673794499be54a13e0c19083d&csf=1&web=1&e=DSYDC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CMK-41435%20-%20Competitive%20Intelligence%20Procedure?d=wb8adc02fb15a4805adc53747b1104f54&csf=1&web=1&e=cAJ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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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也尊重第三方之智慧財產權，並保護其機密資訊免於未經授

權使用與披露。不當使用他人的智慧財產，可能陷科林研發與本公

司職場成員於民事和刑事處罰。 

 

此外，本公司遵守內部電腦和所管轄網路電腦儲存領域的軟體著作

權。切勿複製、安裝，或以其他違反該軟體授權協議或著作權法的

方式使用軟體。先徵求資訊長的核准，再裝設未事先由資訊技術部

核可的軟體。 

3.3 確保金融廉正和責任 
 

確認其代科林研發支出的金錢係適當支用且其記錄準確完整，是每

個人的任務。此舉涵蓋金融廉正的所有層面，從支用金錢的方式，

到會計實務，及與第三方的商業往來。 

3.3.1 正確無誤的會計實務 

 

本公司確保作出準確且完整的記錄。凡本公司職場成員，必

須： 

 

• 準確且如實編製任何本公司規定的報告（如費用表、

差勤卡、銷售和製造報表）。 

• 依本公司財務政策執行交易。 

• 在未有正確記錄和未披露於財務系統的情況下，勿從

事任何交易或設立任何秘密帳戶，用以收購、聘訂或

轉讓公司資產。 

• 無論出於任何理由，嚴禁在本公司帳簿或記錄作出任

何虛假或誤導的分錄，或提供會導致作出如此分錄的

資訊。 

• 不在沒有充分支持憑證，或用途非憑證所述的情況

下，代科林研發作任何形式的支付。 

• 取得必要的審查與核准，確保事先依本公司全球核准

與簽署授權政策，獲正確授權再簽訂契約，包括 

NDA；核准交易；或存取、勾銷，或儲備科林研發資

金或資產。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考本公司的財務政策，包括全球核准與

簽署授權政策。 

 
 
 

金融廉正 
 

非依簽署授權政策規

定，您不得代科林研發

簽訂 NDA 或任何其他

合約，該政策規定大多

數合約要經法務審查。 

 

您必須確保本公司的財

務記錄準確且完整。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1064%20-%20Glob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olicy?d=w5d0b31a0651b46fa962428e19175f6f1&csf=1&web=1&e=APHm53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1064%20-%20Glob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olicy?d=w5d0b31a0651b46fa962428e19175f6f1&csf=1&web=1&e=APHm53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1064%20-%20Glob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olicy?d=w5d0b31a0651b46fa962428e19175f6f1&csf=1&web=1&e=APHm53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1064%20-%20Glob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olicy?d=w5d0b31a0651b46fa962428e19175f6f1&csf=1&web=1&e=APHm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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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留存記錄 

 

本公司依記錄保留政策維護並銷毀記錄，您應當依本公司政

策規定維護記錄。法務也可要求您保留特定記錄供法務或查

核之用。此舉得以「法務保存」通知不得銷毀特定記錄的形

式辦理。您必須遵守並保存所有法務保存所述的電子和紙本

記錄，包括電子郵件、草稿和複本，待法務進一步指示。察

知科林研發涉入政府調查或訴訟者，勿廢棄或刪除標的相關

記錄。立即連絡法務。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考本公司的全球記錄管理政策、全球記

錄管理程序和全球記錄保留安排表。 

3.4 負責任地使用科林研發的資產和通訊系統 

 

科林研發供應各人有效工作所需要的工具和設備，但有賴大家的責

任感，並以良好判斷、知所節制地使用這些資源。公司財產的私用

概屬附隨性質，且僅限於未干預工作且未違反公司政策的場合。決

不可將柯林研發人員的時間或資源指示作為私人用途。   

 

運用科林研發通訊系統者，必須遵守本公司通訊系統使用政策，無

論從現場或異地存取科林研發系統者皆然。勿以非法、不道德，或

有違公司政策的方式使用科林研發系統，如傳輸脅迫、猥褻、騷擾

或歧視性訊息、擾人連鎖信、博弈或賭博。 

 

凡利用任何科林研發通訊系統建立、傳輸、接收或儲存的資料係且

屬科林研發財產。公司資源無論於辦公或在家使用概非私人。科林

研發保留視其必要，且合乎適用資料隱私法令，審查其所有業務通

訊系統之內容、調查其設施、業務文件和辦公室之權。 

 
 
 
 
 
 
 
 
 
 
 
 
 
 

 
 
使用科林研發

的資產 
 

科林研發資產包括設

備、如影印機和電話；

電腦硬體、軟體、網

路、電子郵件和網際網

路連線；其他存放在本

公司營業處所的財產

（如工作檔案和其他文

件）；及本公司人員在

辦公時間的時間和技

能。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RMO-1000%20-%20GLOBAL%20RECORDS%20MANAGEMENT%20POLICY?d=w5361bb9f66d94f5fb8cacb679ea7670c&csf=1&web=1&e=MbOS9Y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RMO-41206%20-%20GLOBAL%20RECORDS%20MANAGEMENT%20PROCEDURE?d=w3f7ed2206a884253a28067aba4294774&csf=1&web=1&e=LbDyP1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RMO-41206%20-%20GLOBAL%20RECORDS%20MANAGEMENT%20PROCEDURE?d=w3f7ed2206a884253a28067aba4294774&csf=1&web=1&e=LbDyP1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RMO-3001%20-%20GLOBAL%20RECORDS%20RETENTION%20SCHEDULE?d=w584036b9821f4bdeb7d89a163f8fdc26&csf=1&web=1&e=ksSNmy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IST-1002%20-%20COMMUNICATION%20SYSTEMS%20USE%20POLICY/ist1002.docx?d=w3fabe88684194919a72cb042a3f650bd&csf=1&web=1&e=eErv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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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公司核發的行動裝置，或得存取科林研發通訊系統及資料的私

人行動裝置者，必須保護裝置上的機密或專有資訊，並使用安全資

料管理程序。禁止將任何公司資訊儲存在私人行動裝置，但經核准

之企業資料儲存庫和應用程式除外。科林研發可出於正當業務目的

存取行動裝置實體，如 調查政策違規嫌疑或實施法務保存。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考本公司的通訊系統使用政策、全球資訊安全

政策和行動裝置使用程序。 

3.5 避免利益衝突 
 

利益衝突發生於私人利益抵觸到科林研發最大利益的場合。一般而

言，您可自由從事私人財務和商業交易，此項自由並非無限制。您

必須避免的情況有 (i) 您的忠誠可能在科林研發的利益和私利間對

立；(ii) 您履行工作的能力會削減；或 (iii) 任何顯示有利益衝突之

處。 

 

利益衝突如立即披露可予以避免或處置得宜。如果您遇到實際、潛

在或認知到利益衝突，您必須根據我們的利益衝突程序（LGL 

41207）予以披露並獲得批准。您不得在此方面自行作判斷。可能性

的回應包括：(i) 科林研發當前未作反對，訴諸條件與日後審查；(ii) 

為令科林研發滿意，必須採取解決利益衝突的步驟；或 (iii) 不允許

該項活動。 

 

及時披露以避免任何實際、潛在和感知的利益衝突很重要。使用這

種方式披露所有衝突 員工利益衝突、禮品和招待披露表。如需更多

資訊，請參閱「利益衝突程序」。 

 
 
 
 
 
 
 
 
 
 
 
 
 
 
 

 
 
利益衝突 
 

如果您身在的情況可能

發生實際、潛在或認為

存在之衝突，或不確定

衝突是否存在時，您必

須揭露該事件。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IST-1002%20-%20COMMUNICATION%20SYSTEMS%20USE%20POLICY/ist1002.docx?d=w3fabe88684194919a72cb042a3f650bd&csf=1&web=1&e=eErvNI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SD-01065%20-%20Global%20Information%20Security%20Policy?d=wa84228b9d64d4b218d32a849da384c95&csf=1&web=1&e=Vl9VOV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GSD-1021%20-%20Mobile%20Device%20Use%20Procedure/GSD1021.docx?d=w063858b2243f404cae0c05852061307a&csf=1&web=1&e=faGswe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8GYZc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8GYZc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8GYZcP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8GYZcP
https://lamresearchcorp.ethicspointvp.com/custom/lamresearchcorp/forms/coi/form_data.asp?lang=en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corp.ethicspointvp.com/custom/lamresearchcorp/forms/coi/form_data.as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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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提供或接受禮品、餐飲、旅行和招待 (GMTE) 
 

交換商業禮物、適當價值的餐飲和招待是一種合乎習俗的商

業回禮，能促進融洽的工作關係。然而，您必須避免提供或

接受可能會製造出利益衝突的禮品、餐飲、招待，或其他商

業回禮。在任何情況下，禮物、招待，或商業禮遇都必須： 

• 出於正當業務目的 – 即推廣科林研發設備與服務，以

及建立業務關係； 

• 時機要適當； 

• 與資歷程度相稱； 

• 價值適中且不頻繁（不奢華或過度）； 

• 遵守法律、法規和道德標準；和 

• 符合科林研發的核心價值觀，並且在公開的情況下不

會對科林研發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員工必須遵守科林禮品、餐飲、旅行和招待（GMTE）政策

和程序，其中含有特定要求（例如，支出和匯總限制）以及

與給予和接受 GMTE 相關的禁止。科林研發嚴格遵守與反賄

賂及反貪污相關的所有適用法律和法規。員工在未遵循我們

的政策和適用法律之前，不得向公職人員或國有實體提供、

提議、承諾或授權 GMTE。與國有實體及公職人員打交道

時，以及提供過度餐飲或招待時，風險較高，可能被視為不

當利益。科林的 GMTE 政策和程序指導員工獲得允許的事

項，以及何時需要進一步核准和指導。所有費用也皆應依公

司費用核銷政策和程序正確作成單據。 

 

我們業務夥伴的（包括公職人員與國有實體）政策或其與科

林研發之契約內容可能對 GMTE 和其他商業回禮另有規定。

您應瞭解並遵守適用的要求。 如果我們業務夥伴的要求與科

林研發的要求不同，您必須遵守最嚴格的要求。這在與國有

實體的公職人員或僱員打交道時尤爲重要。 

 

贈送和接收禮物。  紀念品或廉價的禮物（名目價值 $150 美

金或更低）一般屬允當。罕見的情況下，當地海關可能要求

高過 $150 美金價值的交換禮物，則要依規定徵得所屬管理鏈 

CEO 職員連同主管以及道德與合規部的預先核准後，方能提

供或接受禮物。較低限額適用於向國有實體的公職人員和員

工提供的禮品，並且要求超出這些限制的請求必須經過所屬

 
 
禮品、餐飲、

差旅和招待政

策  
 

• 您應該要知道哪些

情形需要預先批

准。所有的預先批

准申請都必須使用

這份禮品、餐飲、

旅行和招待披露表

提交。 

 

• 各國設有限制向政

府官員行餽贈或商

業回禮的規則。向

政府官員（含國營

或國有實體的員

工）行餽贈或商業

回禮，請事前諮詢

法務。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7%20-%20Global%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olicy?d=w24dad73fe2c64ed89e38678eaac5ce05&csf=1&web=1&e=hzPSfi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7%20-%20Global%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olicy?d=w24dad73fe2c64ed89e38678eaac5ce05&csf=1&web=1&e=hzPSfi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565%20-%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rocedure?d=wd7d7685ab7514c60a9dcc8de7476a535&csf=1&web=1&e=HjTalE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7%20-%20Global%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olicy?d=w24dad73fe2c64ed89e38678eaac5ce05&csf=1&web=1&e=hzPSfi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7%20-%20Global%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olicy?d=w24dad73fe2c64ed89e38678eaac5ce05&csf=1&web=1&e=hzPSfi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565%20-%20Gifts,%20Meals,%20Travel%20and%20Entertainment%20Procedure?d=wd7d7685ab7514c60a9dcc8de7476a535&csf=1&web=1&e=HjTalE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011%20-%20Global%20Corporate%20Charge%20Card%20and%20Expense%20Reimbursement%20Policy?d=wbcc5135c8fdf4bf08fab914fc19498cc&csf=1&web=1&e=XqJkxh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41168%20-%20Global%20Charge%20Card%20and%20Expense%20Reimbursement%20Procedure?d=wb9643a2a3f7a4aa8906d5e94c68ee6b7&csf=1&web=1&e=Y39PBV
https://lamresearchcorp.ethicspointvp.com/custom/lamresearchcorp/forms/coi/form_data.asp?lang=en
https://lamresearchcorp.ethicspointvp.com/custom/lamresearchcorp/forms/coi/form_data.as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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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鏈 CEO 職員、主管以及道德與合規部的預先核准後，

才能提供禮品。嚴禁提供現金或禮券、付帳或貸款等約當現

金。您不得違反本政策而以科林研發基金或個人基金為餽贈

禮物。    

 

差旅。在決定提供或接受差旅是否合適時，員工必須遵守禮

品、餐飲、差旅和招待政策和程序。差旅絕對不得與商業交

易結合使用，以不當 影響第三方，且若向業務夥伴或公職人

員提供任何差旅提議，需要取得道德與合規部的預先核准。

所有差旅都必須與科林產品和服務的促銷、展示和解釋有

關。第三方合理差旅開銷的款項，要依科林差旅政策的規

定，包括全球差旅政策和全球企業簽帳卡與費用報銷政策，

以及證實花費的正確發票及允當協議及單據。  員工不得接

受來自第三方的差旅款項。如果第三方提議支付您的差旅費

用，請聯絡道德與合規部。 

 

使用此禮品、餐飲、差旅和招待預先批准表提交所有全球 

GMTE 預先批准請求。 

3.5.2 外部僱用或關聯  

 

我們不從事可能導致忠誠度分歧，或干擾我們在科林研發履

行職責的任何外部工作。我們於附錄 B 中的利益衝突程序列

出了相關實例。您必須向主管和道德與合規部揭露所有外部

僱用。 

 

若對於某個公司或人員是否落入我們於附錄 B 中所列的利益

衝突程序範疇有所疑問，您也必須取得您主管及道德與合規

部的預先核准。 

3.5.3  外部董事職務  

 

參與其他組織的董事會，有助於您的專業和領導技能，但也

會導致利益衝突。若您擔任其他組織的董事會成員而面臨和

柯林研發的利益產生衝突的局面，您應退出參與的情況或辭

去董事會職務。請見我們於附錄 B 中的利益衝突程序以了解

所需的揭露和核准。 

 
 
 
 

 

 
外部僱用 
 

避免從事有可能耽誤您

在科林研發的正常工

時，或用到公司資產的

兼職工作。 

外部董事職務 

 

在您接受其他公司董事

會職位之前，按照這些

備忘錄的要求以獲得批

准。 

 

個人投資 
 

決定是否動搖忠誠度取

決於許多因素，例如： 

• 個人利益可能影響

我們在柯林研發所

做的決策； 

 

• 和我們財務有關的

投資規模；以及 

 

• 柯林研發和其他公

司之間的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CCO-6009%20-%20GLOBAL%20TRAVEL%20POLICY/cco6009.docx?d=w96b367a3f3384b01a9367be460823b37&csf=1&web=1&e=1WeCNQ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011%20-%20Global%20Corporate%20Charge%20Card%20and%20Expense%20Reimbursement%20Policy?d=wbcc5135c8fdf4bf08fab914fc19498cc&csf=1&web=1&e=WAdlac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23mAkQLJKU6yLJdkQQ0DdbdAet-ZV2JHjequRLMn-b9URTdPUDhMTkhLSVVISUdMSVJKTlVBUk43Mi4u
https://sharepoint.lamrc.net/cft/edms/Documents/LGL41207.docx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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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個人投資 

 

儘管科林研發鼓勵您從事於財務規劃，您和您的家人必須避

免和公司客戶、供應商以及競爭對手包括實質財務利益（含

證券）在內的利益衝突。請參見附錄 B 中的利益衝突程序以

了解細節內容。 

3.5.5 企業機會  

 

我們有責任增進公司的合法權益。您不得直接或間接使用科

林研發的專有或資訊或是利用您在本公司的職位獲取不當私

利，或是和公司競爭。主管有額外義務。在您可直接或間接

參與此類機會之前，請見我們於附錄 B 中的利益衝突程序以

了解有關揭露和核准的要求。 

3.5.6 關係方：家族、戀愛和其他私人關係   

 

利益衝突可能會在您與關係人進行科林的商業活動時產生。

請見我們於附錄 B 中的利益衝突程序以了解所需的揭露和核

准。 

 

某位員工的聘用或職位可能直接或間接受到來自家人的影

響，或其他與之有私人關係的員工的影響，此情況發生時也

有可能會產生利益衝突。有關涉及家族、戀愛或其他私人關

係情況的指導，請參考科林的關係利益衝突。 

 

4 本公司與其他公司和 

利害關係人的關係 
 

本公司秉承誠信和廉正於全球營運，謀求基於信任和公平的商業關

係。作為一家全球企業，本公司承諾遵守適用的法令。 

4.1 反壟斷法規  

 

我們致力於積極競爭，但要公平、誠實和遵守所有適用的反壟斷法

律法規。有關本公司競爭者及本公司營運所在的市場，未事前經法

務核准，勿討論下列任一主題或達成協議： 

 
 
 

 

 
 
親屬和友人 

 

揭露的情況如員工之間

的關係有可能導致實際

或察覺的利益衝突。 

 
 
 
 
 
 
 

公平競爭  
 

問：競爭對手開始對我

講起價格或其他敏感主

題，我該怎麼辦？ 

 

答:  如競爭對手開始講

起產品價格、銷售條

件、市場配置或其他忌

諱的主題，您必須置身

事外。如討論並未停

止，您必須立即抽身離

開，以書面通知法務。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07%20-%20Conflict%20of%20Interest%20Procedure?d=w59953ff3015547b49540e8d647f80436&csf=1&web=1&e=5vnE8J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GHR-01088%20-%20Conflicts%20of%20Interest%20Created%20by%20Relationships?d=w51658cf2eed94b23bdce2d2cfd09c795&csf=1&web=1&e=2yQ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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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價（如成本、折扣、促銷，或其他銷售條款與條

件）； 

• 地域（如版圖劃分、市場或客戶）； 

• 供給或生產（如限制或增加供給、生產或服務）；與 

• 抵制（如拒絕向特定個人或實體出售或自其購進）。 

 

有關本公司供應商與客戶者，未事前經法務核准，勿討論下列任一

主題或達成協議： 

 

• 除非對方同意向科林研發買進產品或服務，拒絕向某

供應商買進產品或服務； 

• 要求客戶採買其他科林研發產品或服務，以之作為交

付其他屬意產品或服務的條件； 

• 以採購方的行為作為出售產品的條件不使用或採購競

爭對手的產品；與 

• 禁止供應商與科林研發的競爭對手或客戶從事正當交

易。 

 

請謹記某個市場的供應商，可能是另一市場的競爭對手，意謂某種

供應商關係下屬允當的對話，改從競爭的面向來看可能屬不適當。 

 

反托拉斯法複雜且觸法後果嚴重，甚至導致牢獄之災。如有任何疑

問，請提前諮詢法務。 

4.2  貿易管制 

 

科林研發的産品、軟體和技術的跨國性移動有許多規定。這些包括

處理進口和出口有形和無形物品、禁止非法貿易抵制以及管理貿易

或經濟制裁的法律。我們承諾遵守我們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管理這些

活動的所有適用法律和規定。 

 
 
 
 
 
 
 
 
 
 
 
 

 

貿易管制 

出口包含有形交易（即

實體裝運）及無形交易

（即電子移交軟體或技

術、外國民眾存取資訊

或類似資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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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持我們對貿易合規的承諾，我們為我們的全球業務獲得所有適

當的進口、出口和再出口授權。我們根據受制裁方名單篩選業務夥

伴，建立與出口受管制技術相關的協議，並與我們的內部業務夥伴

合作，實施支援合規目標的流程。有關科林研發貿易合規計劃的更

多資訊，請參見貿易合規管理政策。 

 
 

在日常活動中，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遵守貿易法規。如果您對於貿

易法規、您的角色或對科林研發貿易合規活動有任何疑問，請聯絡
外國貿易部 Foreign Trade@lamresearch.com   

4.3  防止賄賂與貪腐 
 

科林研發要求所有員工遵守所有禁止賄賂與貪腐行為的相關法律與

規定，包括但不限於《海外反貪腐行為法》（FCPA）、《英國反

賄賂法》和《馬來西亞反貪腐委員會法案》。本公司無論在商場或

對公家，決不從事任何形式的賄賂或貪腐。科林研發對賄賂、貪腐

及疏通費的容忍度為零，因此嚴格禁止。員工必須遵守科林研發的

《全球反賄賂與反貪腐政策》（ABC 政策）。本政策概述了對我們

員工的期望，即確保科林研發業務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執行，並且遵

守反貪腐法律和法規。您必須遵照此處方針： 

 

• 決不提供、承諾、或餽贈任何有價之物給任何人，意圖不當

影響商業決定； 

• 決不行賄或索賄； 

• 在與國有實體的公職人員和員工打交道時，請注意加劇的賄

賂和腐敗風險； 

• 決不利用或允許他人作出或收受自身無法視之為合情合法的

不當款項，或任何有價之物； 

• 遵守科林研發對收送禮品、餐飲、差旅、招待及其他商業回

禮的限制； 

• 準確且完整地記錄所有開銷； 

• 切勿為了不當影響收受方或科林研發業務夥伴，或交換任何

業務或其他商業利益，而進行或授權慈善捐款；以及  

• 獲得道德與合規部和科林研發基金會的慈善捐款預先核准。 

 

除有記錄的監理費用與其他法定規費外，不得以科林研發或私人款

項在違反此政策的情況下提供或付給任何政府官員。 

 

個人福利、折扣或佣金。勿支付佣金或其他報酬給客戶（或其員

工、家人或伴侶）或提供物品供其個人使用。 同理，勿支付此項報

防止賄賂  

若干與第三方共事要注

意的警示徵象： 

 

• 異常付款型態 

• 欠缺交易明細 

• 異常高的佣金或承包

商費用 

• 關係到政府官員 

• 對其提供的服務並無

知識或經驗 

• 說不清楚費用或開銷 

• 異常或虛假的收據或

發票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TD-01059%20-%20Trade%20Compliance%20Management%20Policy?d=w63dbd1e2fd3347e0bd7078e2ac6f0911&csf=1&web=1&e=a5Ik1j
mailto:Trade@lamresearch.com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LGL-11009%20-%20Global%20Anti%20Bribery%20and%20Corruption%20Policy/LGL11009.docx?d=w5d911f35b85f4287b615e1291c90bfcb&csf=1&web=1&e=o6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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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或個人福利給供應商的員工個人、家人或伴侶。 

4.4  環境、健康和安全 
 

本公司承諾將環境、健康與安全（EHS）的永續管理作為一項核心

企業原則。本公司遵守適用的政府標準和規定，提供安全健康的職

場，同時降低環境足跡。本公司將良好的健康、安全與環境慣例，

融入所有的業務層面，包含設計的產品和提供服務。 

 

凡本公司職場的成員，有責任維護攸關的標準，並遵守本公司的 

EHS 管理系統標準和相關的政策。 

4.5  內線交易 
 

本公司支持公平公開的證券市場。勿於握有重大非公開（內線消

息）資訊之時買賣科林研發的證券，且勿向任何科林研發的外部人

士披露內線消息，包括家人和朋友。透過科林研發的工作進而握有

其他公司內線消息者，亦勿交易該公司的證券。向家人和朋友提供

內線消息供其買賣該公司證券者，可能要對該買賣負責。此外，不

可對科林研發的股票從事任何賣空、避險或質借，透過科林研發股

票激勵計畫或員工購股計畫者不在此線。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考本公司的內線交易政策與內線交易政策程

序。 

 

4.6  慈善捐款、政治捐款，和政治活動 
 

科林研發的資金不得用作任何不法、有違科林研發政策或對科林研

發或其主管或員工造成負面影響或難堪之捐款或付款。 請注意，全

球核准與簽名授權政策與對應的程序適用於業務與行銷相關支出，

以及使用公司資金進行捐助。 
 
 
 
 
 
 
 
 
 
 
 
 
 

內線交易 
 

重大、非公開或「內

線」消息係指非為一般

大眾知悉，且理性的投

資人在考慮是否買賣該

公司證券時會視為重要

的資訊。 

 

捐款 

科林研發基金會是代表

本公司從事慈善捐款的

主要組織。 

 

勿向供應商、廠商或其

他第三方徵求慈善捐

款。主管請勿要求部屬

捐款，這可能會讓其產

生一種義務感或為其製

造出不當的壓力。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EHS-3007%20-%20EHS%20Management%20System%20Standard?d=wb5a7ac5ce12747e180a671d3a9458204&csf=1&web=1&e=bKnipU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EHS-3007%20-%20EHS%20Management%20System%20Standard?d=wb5a7ac5ce12747e180a671d3a9458204&csf=1&web=1&e=bKnipU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1001%20-%20INSIDER%20TRADING%20POLICY?d=w828efe9ff14e40a99b589eb1ee4fd048&csf=1&web=1&e=KgP88Q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36%20-%20INSIDER%20TRADING%20POLICY%20PROCEDURE?d=w4ccdb3106ff746a5acecb46f6c117e69&csf=1&web=1&e=Oe8a0r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LGL-41236%20-%20INSIDER%20TRADING%20POLICY%20PROCEDURE?d=w4ccdb3106ff746a5acecb46f6c117e69&csf=1&web=1&e=Oe8a0r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1064%20-%20Glob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olicy?d=w5d0b31a0651b46fa962428e19175f6f1&csf=1&web=1&e=bQ5Ras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01064%20-%20Glob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olicy?d=w5d0b31a0651b46fa962428e19175f6f1&csf=1&web=1&e=bQ5Ras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FIN-41214%20-%20Global%20General%20Approval%20and%20Signature%20Authorization%20Procedure?d=wefaec870e8fc4032a82d20e4110859d3&csf=1&web=1&e=1nF2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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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捐款 

科林研發基金會是代表本公司從事慈善捐款的主要組織。所有慈善

捐款，包括透過科林研發基金會贊助的慈善活動、大學補助金、助

學金和 獎學金，都必須遵守科林研發基金會指導原則所訂定之程

序。此外，企業資金的捐贈必須遵守科林基金會的 指導原則。捐贈

科林研發設備相關事宜，並不在科林研發基金會掌管範圍，而應遵

守設備捐贈程序.   

 

對大學研究的捐款，得由科林研發企業基金直接為之，並由技術長

辦公室作管理。  由科林研發企業基金所為大學研究捐款，應受大

學合作指南之規範。  

 

徵求慈善捐款 

您不得直接或間接向供應商、廠商或其他第三方徵求慈善捐款。主

管請勿要求部屬捐款，這可能會讓其產生一種義務感或為其製造出

不當的壓力。 

 

政治活動與遊說 

與政府官員的任何接觸，意圖影響非屬競爭投標程序的立法、政策

或政府行動，均可能被視為是遊說。遊說活動和政治參與受到許多

國家的法律規範，未能遵守這些法律可能導致違法，並導致科林研

發聲譽蒙受風險。在科林研發，只有全球政府事務部門（及其授權

代表）可以代表科林參與遊說活動。您必須取得全球政府事務部門

對於遊說或授權其他人代表科林研發遊說的預先書面批准。 

 

您可以自由參與政治活動，或以個人身分和個人資源、金錢和時間

對政黨和候選人做出貢獻，但您必須避免以可能引導他人認為您的

個人觀點是公司觀點的方式來溝通或行動。不得將科林研發的資

金、資源或資產用於政治獻金，但此用途有可認明的商業需求且事

先經全球政府事務部門核准者不在此限。在履行職責時或出任科林

研發代表時，禁止為政黨或候選人工作，同理施壓員工同仁捐款給

政治行動委員會、政黨、候選人或公益事業亦然。 

 

有關這些主題的更多資訊和指導，請參考我們的政治活動和政府事

務程序。 

 

公共傳達 

勿與經紀商、分析師、

專家網絡、其他投資社

群成員討論重大非公開

資訊。請逕向投資人關

係查詢。   
 
 

 

 

 

 

 

 
 
 
 
 
 
 

  

 

https://thepoint.lamrc.net/dept/CorpComm/communityrelations/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7b16B5DFFF-C798-4E2E-9037-DBB79FA07A74%7d&file=Lam%20Foundation%20Guiding%20Principlesv9.docx&action=default
https://thepoint.lamrc.net/dept/CorpComm/communityrelations/Pages/Equipment-Donations.aspx
https://thepoint.lamrc.net/dept/octo/Universities/University%20Resources/Lam%20University%20Collaboration%20Guidelines.pdf#search=university%20collaboration%20guidelines
https://thepoint.lamrc.net/dept/octo/Universities/University%20Resources/Lam%20University%20Collaboration%20Guidelines.pdf#search=university%20collaboration%20guidelines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LGL-41639%20-%20Political%20Activity%20and%20Government%20Affairs%20Procedure/LGL41639.docx?d=w5861c65c47b8429e9eeb02d666ad0c1d&csf=1&web=1&e=FhOwcc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LGL-41639%20-%20Political%20Activity%20and%20Government%20Affairs%20Procedure/LGL41639.docx?d=w5861c65c47b8429e9eeb02d666ad0c1d&csf=1&web=1&e=FhOw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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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公共傳播 
 

作為一家公開企業，科林研發對公開散布資訊負有一定責任，特別

是對投資社群。除於工作職責的內容外，勿與經紀商、分析師、專

家網路、其他投資社群成員討論重大非公開資訊。請逕向投資人關

係查詢。 

此外，勿於社交媒體上討論科林研發以及與科林研發分享其機密資

訊關係人的機密資訊（如客戶和供應商），包含外部社交媒體、公

司部落格、員工部落格、聊天室、Facebook、Twitter、LinkedIn 及

其他社交媒體應用程式或網站。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考本公司的公允披露重大非公開資訊程序和社

交媒體使用政策。 

5 我們維護政策的手段 

5.1 道德與合規團隊 
 

道德與合規團隊的資源係： 

 

• 指引如何在本公司的業務活動應用本政策或其他公司政策； 

• 提供道德與合規的訓練與通訊；與  

• 接受舉報及調查實際或可疑的政策、公司政策及法律違反事

件。 

 

道德與合規團隊定期發佈道德與合規通報（「通報」）。此通報內

容包含根據本公司員工所作的疑問或疑慮的範例，藉以形容您可能

遇到的情況。請盡量在員工會議、訓練時段或類似會議上利用。如

對未來主題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致信道德與合規部，郵件地址是 

ethics@lamresearch.com 

  

歷史通報置於 SharePoint. 您也可前往 Point 檢視歷史通報，選法務

部，連上道德與合規的網頁。 

 
 
 
 
 
 
 
 
 

道德與合規團隊  

 

您可線上諮詢或撥打

電話： 
 

網站： 
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電話： 

在美國請撥打 1-855-

208-8578（其他號碼請

見網站） 

 
 

您可直接以電子郵件

接洽道德與合規團

隊： 
 

ethics@lamresearch.com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w:/r/sites/eDMS/Documents/FIN-41215%20-%20Fair%20Disclosure%20of%20Material%20Nonpublic%20Information%20Procedure/FIN41215.docx?d=wb14c1dbf8b1741689d9b037c66dcf095&csf=1&web=1&e=HWQNVU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CCO-01012%20-%20Social%20Media%20Policy?d=w9daa793fefc84ce49a462f4df210f23b&csf=1&web=1&e=L4vsh8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f:/r/sites/eDMS/Documents/CCO-01012%20-%20Social%20Media%20Policy?d=w9daa793fefc84ce49a462f4df210f23b&csf=1&web=1&e=L4vsh8
mailto:ethics@lamresearch.com
https://lamresearch.sharepoint.com/sites/LegalInformationCenter/Shared%20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RootFolder=%2Fsites%2FLegalInformationCenter%2FShared%20Documents%2FEthics%20and%20Compliance%20Bulletins&FolderCTID=0x0120008A3014E38BFFD54DA3ABD07BE315C003
http://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mailto:ethics@lamresear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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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道德諮詢服務電話 
 

本公司全球道德與合規計畫的內容，包含建置道德諮詢服務電話，

爰以隨時聯絡討論或澄清本政策、其他公司政策和程序、或法律和

法規。請盡早提出疑慮或問題。本公司越早得知問題，越有望適時

將它解決。 

 

以道德諮詢服務電話聯絡者，最好能介紹自己，這有助於後續動

作。您也可匿名舉報。本公司的諮詢服務電話係由獨立第三方營

運，一天 24 小時，全年無休。本公司將盡最大限度保密。 

 

您也可直接寄送電子郵件給本公司的道德與合規團隊。來信將保密

處理，但可能不以匿名方式。 

5.3 合規遵循  
 

本公司遵守營運所在國的法規。所在國家的法規或科林研發與第三

方的契約，其限制較本政策更為嚴格者，則悉聽該適用法律或契

約。因本公司業務適用之全球法規之複雜性，本政策僅提供一般指

導。如有任何問題，請參閱可能適用的特定公司政策與程序，並向

法務諮詢。 

 

偏離本政策的情事須經執行長或營運長，及法務長或合規長核准。 

 

違反本政策之情事將遭受懲戒，情節嚴重者得終止僱用。 

5.4 調查、訴訟與其他法務事項 
 

知悉糾紛、調查或訴訟者，請立即連絡法務。依規定您要充分配合

內部調查和查核，並與法務合作承擔政府或其他外部機關所作的訴

訟或要求。非經檢調官指示，內部調查不應當與任何人討論。 

5.5 提問與舉報疑慮或違規 
 

舉報潛在或實際違法、違反本政策和其他公司政策與程序的情事是

每個人的義務。眼見或以其他方式知悉違規者，必須立即通知其主

管、人力資源、法務或道德與合規部。 
 
 
 
 
 
 

 
提出疑問 
 

每當對某項行動是否遵

守本公司政策有疑問，

請徵詢建議。視情況，

徵詢的對象可能是您的

主管、人資、法務或道

德與合規。 
 
 

 

http://www.lamhelpline.ethicspo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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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安全舉報 
 

本公司承諾安全的舉報環境，不容忍任何善意披露實際或可疑違法

或參與本公司調查之人受到報復。根據任何美國營業秘密法，您也

無需為披露營業秘密而承擔責任：(a) 向政府官員或律師披露，前提

是僅為了舉報，調查涉嫌違法行為（含報復）或提出封閉訴訟者，

或 (b) 於法定程序文件披露，前提是該法定文件是密封提交的。 

 
 

 
安全舉報 
 

我們致力於提升並促進

一個發言文化和安全舉

報的環境。若您察覺到

可能有違反政策的情

事，請勇於發言。嚴禁

針對善意舉報進行報

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