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从业道德守则 

1. 目的： 

本公司制订「从业道德守则」之目的, 是为提升本公司及

全体同仁行为素养、从业道德及专业能力.本公司相信做为

一个诚信经营的组织, 每一个从业同仁的行为将影响其所

服务的整个组织及其信誉, 任何同仁都有义务, 在合法范

围内, 尽量扩大公司之利益亦都有责任, 防止公司利益减

损或流失.本公司期望全体同仁在从事日常工作及执行业务

时, 应遵守公司之从业道德标准, 以获得大众信任, 并确

保公司得以永续成长与发展. 

2. 适用范围： 

本政策及其相关程序及办法适用于本公司全体员工（包含

董事会成员及经理人） 

3. 内容： 

3.1. 道德与诚信： 

3.1.1.本公司致力奉行商业道德, 坚持以诚信经营的原则.

本守则旨在规范本公司及全体员工应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

要求和公司政策.任何人如对任何道德或法律事宜有疑问, 

应征询其部门主管或公司法务部门的专业意见. 

3.1.2.道德标准不局限于法律条文.即使在法律容许前提

下, 仍应秉持诚信从事所有业务及避免任何利益冲突. 

3.1.3.道德与诚信原则包括： 



A.以诚信之态度进行各项业务, 并忠实的记录所有往来事

项. 

B.执行任务时, 需确保商业数据保密, 并保存完整的商业

和营运记录, 以及尊重公司、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商业资产与

知识产权. 

C.公司帐簿、发票、记录、分录、资金和资产必须妥善编

订和保存, 以使公司的各项交易和业务处理情况得以允当、

正确的反应.禁止在分录、记录、财务报表或其它文件内编

造虚假、误导之声明或记录, 及蓄意隐瞒或掩饰公司交易实

况.不得在银行或任何第三者机构开立、维持或使用任何秘

密账 

户, 进行与公司相关之帐务. 

D.不得销毁、窜改或伪造任何可能与调查、诉讼或法律相

关处理程序有关的记录. 

E.若发现有亏操守或有违反本守则嫌疑之事件, 所有员工

均有义务向管理阶层举报. 

3.2. 尊重个人及客户： 

3.2.1.本公司重视每位员工之隐私及诚信, 并采取严格标

准以保障员工隐私、个人数据的保密.对客户及其他人士的

商业数据也应秉持上述相同的原则处理. 

3.2.2.每个员工应尽力公平对待本公司之客户、供货商、

竞争者及其它员工.任何员工均不得操弄、隐瞒或滥用专有



信息、错误陈述重要事实或为其它不公平交易之行为. 

3.2.3.公司内保持公开的沟通管道, 鼓励员工参与公司事

务, 及向各级主管反映意见. 

3.3.  回避利益冲突： 

3.3.1. 每个员工在从事任何可能构成个人与公司利益冲突

的业务、投资或相关活动之前, 必须先向董事长及总经理办

公室揭露详情并取得批准；更详细的相关规定已明订于本公

司之「同仁廉洁守则」见附件一.相关人员应就涉及本人或

本公司的潜在利益冲突向本公司人力资源处提出报告. 

3.3.2. 所有员工均应回避可能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 例如

在非关系企业兼职、为本人或亲属与公司洽谈或进行交易.

每一员工均不得(1)为其个人私利而窃取经由使用公司财产、

信息或利用其职位而得知之公司机会；(2)透过使用公司财

产、信息或藉由职务之便而获取私利；或(3)与公司竞争. 

3.3.3. 任何可能将公司资源或利益输送给自己或亲友之行

为, 原则皆应禁止.如同仁自认某些行为系属「公私两便」, 

可以例外准许；但均须以密件层报至董事长核准后, 始得进

行, 报告表如附件二. 

3.3.4. 所有员工禁止在未经公司作适当授权时, 向外界提

供或揭露机密数据.严禁以机密或内幕消息谋取个人利益, 

或嘉惠、伤害他人. 

3.3.5. 所有员工禁止为了规避本守则, 而透过代理人、合



作伙伴或其它代表从事上述活动. 

3.3.6. 所有参与各项审查、评等或选择供货商的人员, 应

避免涉及任何可能被视为会影响公平决定的情况. 

3.3.7. 除非事先获得股东方董事会批准, 并且不违反任何

适用法律, 员工不得为本人或亲属寻求或接受公司的贷款, 

或要求公司做出债务担保. 

3.3.8. 若非因公司业务而须动用公司的服务、设备、设施、

物品或其它资源, 必须事先取得授权.所有员工均应确保公

司资产皆能获得有效运用.公司之有形或无形资产仅得由获

有授权之员工或其指定之人, 于本公司合法营业之范围内

使用之. 

3.3.9. 针对功能组织主管确认之关系部门同仁进行年度利

益申报, 如自身或三等亲 (含)以内亲属, 在该职掌所涉及

之公司客户、经销商、经销商客户、供货商或竞争者之公司

内, 有投资或有亲属任职者, 需藉由年度利益申报系统诚

实逐层申报, 人力资源处汇整关系部门暨全功能组织主管

数据, 呈报至各该关系部门所属之功能组织主管与董事长.

惟投资本公司转投资之公司、曾经由公司公开准许投资之公

司及公开上市公司, 不必呈报. 

3.3.10.所有员工不得经由职务接触之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列席相关会议：产销会议、年度规划、方针展开), 将本公

司之机密信息揭露至本公司外部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



客户、供货商或其它非有必要知悉之人员). 

3.4.馈赠与业务款待： 

3.4.1.所有员工均不得向客户、供货商或其它与公司业务

相关的人士, 收受或给予回扣或其它不正当利益. 

3.4.2.所有员工均严禁收受供货商赠送人民币三百元以上

之礼品, 或任何现金或其它变相财货(如礼券、支票、股票

等). 

3.4.3.所有员工均禁止接受游乐招待. 

3.4.4.如为维持正当的业务关系, 而需赠送礼品予业务相

关人士, 应尽量采用印有公司标志的礼品. 

3.4.5.接受或安排任何业务款待, 均应符合一般商业礼节

之常规, 不得过度奢华或频繁, 造成大量或不必要之支出. 

3.5.完整、允当、正确、及时且可理解之揭露： 

3.5.1.本公司所有帐簿表册或纪录应能完整、允当、正确

与及时反应所有交易及资产处分, 对本公司非常重要. 

3.5.2.所有参与公司揭露程序的员工均应知悉且了解其职

责范围内, 公司应遵行的揭露程序.并尽力确保本公司向相

关国家地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局及美国证券管

理委员会申报或递送载有相关信息的文件或其它对公众揭

露的信息是以完整、允当、正确、及时且可理解之方式为之. 

3.5.3.财务报表及相关揭露不得有任何重要错误对本公司

至为重要.所有员工均不得有意识地, 或促使他人, 对会计



师或律师就有关查核或对任何政府机关申 

报或申请事项为重大之误导、不完整或错误陈述. 

3.5.4.任何个人或其它受其指示之人, 如知悉（或应知悉）

其行为可能导致本公司财务报表有重大误导之可能, 均不

得直接或间接以强迫、操纵、误导或诈骗等方式影响任何本

公司之稽核人员或会计师. 

3.6.从业道德守则暨防舞弊行为之施行及检举、防报复之

保护措施: 

3.6.1.所有员工均应遵守政府法令、及本公司既订规则和

程序. 

3.6.2.相关人员对任何违反政府法令、从业道德规范或舞

弊之行为应保持警觉, 当有疑问或发现任何违反政府法令、

从业道德守则或舞弊情形（本公司员工或主管的非法行为或

严重不当行为）之行为时, 得以下列方式提出检举: 

A.以电子邮件向whistleblower@umc.com报告（本电子信箱

会将信件自动转寄给集团审计委员会、稽核处一级主管、人

力资源处一级主管及法务暨法令遵循等相关部门一级管）. 

B.以电子邮件直接将举报信件寄至下列任一相关人员之电

子信箱: 

稽核处一级主管: ADT_Director@hjtc.com.cn 

人力资源处一级主管:HR_Director@hjtc.com.cn 

法务暨法令遵循处一级管:LA&CHJ_Director@hjtc.com.cn 



集团审计委员会:Audit_Committee@umc.com 

C.以检举专线提出检举，检举专线为：4008-286-399(免付

费专线)或0512-65931299分机12133. 

D.直接向人力资源处主管或经由其它适当的部门主管提出

报告.上述各单位人员于接获检举后, 应立即通知集团稽核

处一级主管.一旦公司接获检举通报后, 公司会筹组一个调

查小组对通报中所述之疑似舞弊情形进行调查.相关检举程

序请详见检举办法. 

3.6.3.对于举发任何违反从业道德守则或舞弊之行为和参

与的调查过程之员工, 公司将给予保护以避免遭受不公平

的报复或对待. 

3.6.4.违反从业道德守则或有舞弊情事者, 公司将视情节

轻重, 采取各项适当之处分.每一员工均有责任仔细阅读、

了解并遵守本守则之内容.若有疑义, 应立即寻求说明.任

何有关法令或本准则之要求之问题, 可向本公司人力资源

处或HJ法务暨法令遵循处主管提出. 

3.7.   豁免及修正： 

3.7.1. 本公司得于某些特定情形下豁免员工得不遵守本守

则之规定.股东方董事会仅得在例外的情形下, 同意管理阶

层免予遵守本守则规定之豁免.本公司将立即向股东揭露, 

说明被豁免之管理阶层姓名及理由. 

3.7.2.本公司应立即揭露任何对本守则之修改.所有员工



对于本公司修改后之内容, 均有确实了解之义务. 

 



 (附件一) 

同仁廉洁守则 

 

1. 目的：为维持廉洁风气及经营效率, 特订定本守则。 

2. 本公司同仁从事各项业务时, 应遵守下列原则： 

 2-1. 任何同仁都有义务, 在合法范围内, 尽量扩大公司

之利益。 

 2-2. 任何同仁都有责任, 防止公司利益减损或流失。 

3. 廉洁守则： 

 3-1. 业务承办同仁, 应秉持下列原则, 处理供货商

(Vendor)事宜： 

3-1-1.甄选供货商时, 应秉持诚信与公正原则, 选择其产

品或服务在质量、价格与交期各方面最具竞争力者。 

3-1-2.不得向供货商收取回扣或其它不正当利益。 

3-1-3.同仁及其家属, 严禁收受供货商赠送价值人民币三

百元以上之礼品、现金或其它变相财货。 

3-1-4.除便餐外, 原则上禁止接受游乐招待。对此原则若

有疑问, 应知会主管。 

3-2. 业务(Marketing/Sales)相关部门同仁，应秉持下列

原则，处理客户(Customer)事宜： 

3-2-1.应秉持诚信与公正原则，处理客户业务往来事宜。 

3-2-2.同仁应婉拒客户馈赠礼品、现金、或其它变相财货。 



 

 3-3.全体同仁均应避免发生下列情事, 致影响公司利益： 

3-3-1.对于经管或监督之业务, 利用职务之便, 行直接或

间接图利之行为, 以获取不当利益或其它舞弊情事。 

3-3-2.对于非其经管或监督之事务, 利用职权机会或身份

图利。 

3-3-3.利用职务上之机会, 诈取他人财物。 

3-3-4.侵占或窃取公司之器材、财物。 

3-3-5.未按实申报各项费用、数量, 如浮报出差费、加班

时数等。 

 3-4. 同仁均有维护公司良好形象之责任, 于公司外勿谈

论公司同仁或主管之是非。 

 3-5.各主管及八职等以上之同仁对廉洁问题, 何者当为、

何者不当为, 应具备判断能力; 不得以「没有规定」为由, 

做遭人物议之事。又除自身正直之外, 并应领导所属, 树立

廉洁风气。 

 3-6. 各项业务之验收人、证明人、会计审核人员于执行

业务时, 发现有违反廉洁守则事实者, 应负举发之责。 

4. 廉洁守则奖惩办法 

4-1. 检举之奖励： 

   纠正或检举违反廉洁守则情事, 是维护同仁、公司及

股东权益之行为, 凡经查证属实者, 将予适当之奖励。 



 4-2. 罚则 

4-2-1.有下列情形者, 应予以处分： 

A.同仁有违反廉洁守则者。 

B.同仁之直属主管： 

a.因督导不周, 致所属人员发生违反廉洁守则者。 

b.明知所属人员有违反廉洁守则, 而予以庇护或不予举发

者。 

C.各项业务之验收人、证明人或审查人员： 

a.因职务上之疏忽, 未发现同仁违反廉洁守则者。 

b.明知所验收、证明、审查之业务内容, 有违反廉洁守则, 

而不予举发者。 

4-2-2.处分规定： 

违反廉洁守则, 除所获取之各项不正当利益, 均应追缴发

还被索取人或公司外, 并依情节之大小, 予以下列不等之

处分, 或合并处分。 

A.扣发绩效奖金、年终奖金、红利。 

B.降等。 

C.免职。 

D.采取法律行动。 

 4-3. 自首之处理： 

4-3-1.同仁有违反廉洁守则之事实, 事后自首者, 得减轻

或免除其处分。 



4-3-2.集体违反廉洁守则者, 对其第一位自首人员, 得免

除其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