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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使命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致力於透過創新醫

療科技，改善患者健康，締造生命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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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價值觀

不斷將創新轉變為高性能醫療解決方案， 并始終引領全球醫療技術行
業的發展， 源自於我們對核心價值觀的堅持。

關愛之心： 我們本著誠信和關愛之心去幫助患者，服務客戶和效力	
社區。

多元融匯： 我們最大程度地發揚隊員和包容的優勢，鼓勵并倡導獨特才
能，創意及經驗分享。

協作： 我們攜手合作尋求全球化商機，延伸我們的服務。

卓越之志： 我們以追求卓越之志造福患者、服務臨床。

有效創新： 我們努力營造創新氛圍，鼓勵將新的想法轉變為突破性的服
務和解決方案，從而為患者、客戶和員工創造價值。

勝在承諾： 我們適應市場的變化，迅速制定發展策略，依託先進科技發
展及誠信關愛理念，勝在承諾。

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我們致
力於為生命而創新。 與客戶一起我們服務
于病患、醫療保健系統和彼此。

誠信是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
根本。 我們如何代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言行，影響客戶對我們產品的
感受，以及股東如何看待對我們的投資。維

護我們的聲譽取決於我們每個人的努力。 

誠信是做正確的事。 這意味著以誠實行
事，公平地對待彼此、我們的客戶、病患和

供應商，使其享有尊嚴與尊重。 透過誠信
行事，我們將對公司及其在100多個國家/
地區運營的分支機構的價值觀和聲譽產生

積極的影響。

無論職責或部門，我們在努力達到合規及

客戶滿意的同事，始終應將誠信擺到首要

位置。 違反行為準則、公司政策和適用法
律的行為，都將使得我們的可信度、我們的

業務和聲譽處於危險之中。

本準則旨在作為我們現有政策和規則的基礎。 使用準則是	
為了：

•	 幫助確保，在爭取更高客戶滿意度的同時，保持在所有業
務關係中的誠信和道德，並 

•	 鼓勵道德討論，並改善我們每個人處理道德困境的方式，
以及日常工作中所遭遇的灰色地帶

我們都希望為自己和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做正確的
事情。我們都必須遵守法律，並在所有的事情上以誠信和誠實行

事。我們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以誠信行事不只攸關我們公司
的形象和聲譽，或為了避免法律問題。 它還使得我們擁有一個引
以為傲的工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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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行為準則



以誠信行事意味著實踐行為準則，

而不只是閱讀它。 身為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團隊成員的您，
以下是您必須履行的責任。所以，

若您看到或經歷讓您產生疑慮的

事物，提出疑問並上報至適當的資

源。逐級上報，直到您得到答案為

止。定期檢閱準則，確保常記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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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誠信行事意味
著什？



問 若我不確定我的工作需要遵守哪些公司

政策和程序，我該怎麼辦？ 

答 本準則是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工作的每個人之重
要資源。若您對更具體的公司政策和程

序有疑問，請咨詢您的主管，或與本準則結尾所列

出的任何資源連絡。

答 我工作的國家之法律，不同於我所屬國

家之法律。 本準則是否適用於這兩個

地區？

答 Boston Scientific 尊重我們在開展業務
的每個地方，其法律和習俗的字意和精

神。本準則本着量涵蓋處於世界各地的

每個人的宗旨，但法律因地而異。在某地合法的事，

可能在另一個地方是不合法的。員工必須始終依照

適用的法律、政策和程序來開展工作。若您對涉及

我們的準則、公司政策與程序，以及任何當地法律

或習俗的潛在衝突有疑慮，請與本準則結尾所列出

的任何資源連絡。

本準則適用於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位於世界各地的
所有員工、高級職員和董事。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經銷商、代理商、

承包商、臨時員工和供應商，在代表本公司行事時都能遵守本準

則的標準。 要求遵守本準則，並非有意暗示除了我們員工以外的
任何個人為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員工。 

以下僅與行政人員和董事有關： 涉及行政人員和董事的任何有
關守則的豁免，僅可由董事會或無利害關係的董事委員會決定。 
它將按法律要求揭露。

實踐準則的精神

行為準則表達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以合乎道德的方
式開展業務的承諾。 它說明了在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上要以誠
信行事，並依照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價值觀的意義。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希望您在所有公司相關的事務
上，都能遵守準則的精神和字意。 這意味著您應該： 

•	 瞭解準則、公司政策與程序所涵蓋的範圍，以及適用於
您工作的法律。

•	 遵守我們開展業務的所有地區的適用法律規定。

•	 以符合準則、公司政策與程序及適用法律來引導自己的
行為。

•	 若您對準則、公司政策與程序或適用法律有疑慮，或懷
疑他人有違反行為，請毫無保留地說出來。

•	 提出請求時，證明您已檢閱、理解並同意遵守本準則。

•	 瞭解遵守準則是您在工作中的強制要求。 

本準則無法涵蓋每一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需要指引或說明時，我

們希望您運用良好的判斷力並提出問題。 有許多資源可用來協
助您。其中包括您的管理層、全球合規部、人力資源部、法務部、

全球內部稽核部、Advice Line，以及本準則結尾所列出的其他任
何資源。除了本準則以外，您也應了解適用於您工作的所有公司

政策和程序。

本準則適用於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位於世
界各地的所有員工、高級職

員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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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誠信行事意味著什？

問題和回答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WorLdWide internet contAct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問 去年，我以我當時認為適當的方式管理

一項專案。 參加完相關主題的培訓課程

後，我現在對它有某些疑慮。 我應該怎

麼做？

答 您應該提出問題。 與您的主管商討，或
與本準則結尾所列出的任何資源連絡。 
解決誠信疑慮將使所有人受益，即使時

過境遷也不例外。 可能能夠修正的問題繼續發展，
或如果有類似情況在未來出現，您將有更好的概

念，了解要如何處理。

問 我曾與我的主管討論誠信疑慮，她說她

會調查此事。 但什麽也沒發生。 幾個月

過去了，導致我對誠信有疑慮的情況仍然

存在。 我不敢再詢問我的主管。 我應該怎麼做？ 

答 您 應該繼續提出疑慮，直到它已得到
解決為止。 在這種情況下，您應該考慮
與主管的上司，或本準則結尾所列出的

其他資源連絡。 雖然有可能您的主管可能已經調
查該情況並確定它沒有問題，或已採取行動來糾正

它，無論如何，這將有助於您的瞭解。 與不同資源
連絡可能對情況的澄清會有所幫助。

提出問題和疑慮

我們都有責任立即上報已知或涉嫌違反準則、公司政策和程序及

適用法律的行為。 若您不確定要做什，請提出問題並尋求建議。 
請參見本準則結尾所列出的所有可用資源。 

面對前所未見的、不確定或重要情況時，請向自己提出以	

下問題：

•	 這是否符合準則、公司政策和程序及適用法律？

•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什麼才是公平和合乎道德的？

•	 什對病患護理最有利？

•	 如果這出現在報紙頭版，我會有何感想？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員工、客戶、病患或股東會有	
何感想？

•	 什麼是做正確的事情？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
禁止報復政策——準則的基礎——
將嚴格開展。 我們無法容忍因為個
人對誠信疑慮的善意上報，而遭受
任何形式的報復行為（不論是來自
主管、同事或他人）。 公司的禁止
報復政策，也包括在誠信疑慮或問
題的調查或報告中，提供協助或予

以配合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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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誠信行事意味著什？

問題和回答

在作出或採取可能引發法律或
誠信問題的決定或行動前，	
請於你的主管進行商討。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WorLdWide internet contAct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成為榜樣

我們都是行為榜樣。 當談到
以誠信行事時，我們每個人

都能夠以身作則。 透過共同
努力，我們便能夠維護誠信

和負責的文化。 這意味著您
應該：

•	 在您所有的交易中以公
平和誠實行事。

•	 確認您的直接下屬瞭解
和遵守準則、公司政策和

程序、適用法律，以及我

們對誠信的承諾。

•	 在您的工作團隊中，維護倡導誠信的環境。

•	 瞭解有哪些資源可以提供幫助。

•	 支持善意提出問題、疑慮，或配合調查的員工。

•	 立即提出任何誠信疑慮、已知或涉嫌違反準則、公司政策
和程序或適用法律的行為。 

主管還負有成為行為榜樣，並為他們的員工和同事提供指引的責

任。 主管應支持擁護本準則的訊息，並傳達遵守準則、公司政策
和程序及適用法律的重要性，成為以誠信開展業務的倡導者。

問 我認為我有一位同事違反本準則。 我是

否需要做些什麽？ 

答 是。 您應該向您的主管，或本準則結尾
所列出的其他資源，提出您的疑慮。 最
好每個人都能夠立即解決潛在的誠信疑

慮。 希望員工主動提出誠信疑慮。 我們都有責任
維護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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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誠信意味著每天都要將品質放

在第一位， 並且應擴展至您處理公
司財產的方式、避免利益衝突和保護

私有資訊的方式，以及保持工作環境

安全、衛生和可靠的方式。

我如何能夠在工
作環境展現  
誠信？ 

以誠信行事意味著什？

問題和回答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WorLdWide internet contAct 



問 在我工作地的產品製造者，並非總是遵

守書面的製造指示。 有位員工已想出了

一種捷徑，並鼓勵他人使用。 我不想讓

我的同事知道我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我很關心這會

影響產品品質。 我應該怎麼做？

答 立即向您的主管或本準則結尾所列出的其他資源報告。 遵守書面製造指示極
其重要。 不這麼做可能會導致不合格產

品、監管問題或其他嚴重問題。 在此情況下，將盡
可能對您的上報或詢問予以保密。 請記住，Advice 
Line允許匿名報告，除非當地法律對此予以限制。 
在該類情況下，會將來電者轉接至其他資源。

問 我對如何減少生產線的產品缺陷提出建

議。 我認為解決方案可能會增加生產產

品所需的時間，所以對我提出此問題存

有疑慮。 我應該怎麼做？

答 提出建議。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重視所有員工的建
議，以改善我們經營和開展業務的方

法。 若您的想法發揮作用，我們花費額外時間預防
產品缺陷，可能意味著產品的廢棄率下降。 這最終
將節省我們的時間，並可能改善我們產品和病患護

理的品質。 通常，最好與您的主管或主管的上司討
論該類建議，但若您覺得無法做到，您應該與本準

則結尾所列出的其他資源連絡。

專注品質

我們對品質的承諾，體現在我們的品質政策中： 我將為改善病
患護理和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一切的品質盡責。 這
一表述意味著所有人不分職位高低，都應參與可能影響品質或

符合適用法律和

法規的決策和行

動。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希望您對品質負起

責任。 這意味著您
應該：

•	 對您的工作感到自豪都應仔細關注細節，無論什麼任務，

•	 始終遵守公司政策、程序和工作指示。

•	 適時完成所有規定的培訓。 

•	 每當對品質有疑慮時，都採取適當的行動。

•	 立即匯報所有潛在的產品投訴。

•	 立即匯報可能導致品質或監管問題的任何情況。

•	 在您的工作中和公司內部，尋找改善品質的方法。

•	 總之，請將品質放在第一位。 

在工作中，秉承誠信原則有助於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確保其符合法律、法規、客戶的要求並滿足病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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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回答

我如何能夠在工作環境展現 誠信？

Boston Scientific 

問 飛機上，我旁邊坐著一位使用波士頓科

技 (Boston Scientific) 器材的女士。 
她告訴我她的裝置最近發生故障，但我

無法從她的解釋中瞭解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記下

了她的名字和電話號碼。 我是否需要做其他事？

答 是。 您應該遵循投訴匯報程序。 若您
無法確定，請立即撥打客戶投訴客服中

心，並向他們提供您所擁有的資訊。 波
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需要收集此類體驗
的相關資訊，並確定產品是否有問題。 在某些情況
下，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必須向政府機
構報告產品體驗資訊。

問題和回答

在工作中，秉承誠信原則有助於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確保其符合法律、法規、

客戶的要求並滿足病患需求。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尊重他人

我們對誠信的承諾，包括以尊重和公平對待他人。 這意味著您	
應該：

•	 在所有工作相關的活動中表現專業，包括公司主辦的外
部活動和社交聚會。 

•	 確保影響員工的決策均僅以業務因素為基礎。 例如，有
關雇用、升遷、解雇、轉調、請假或報酬的決策，應僅以相

關的業務因素為基礎。

•	 尊重公司財產和客戶及同事的財產。 

•	 絕不言語或人身冒犯他人或實施攻擊行為。 這包括騷
擾、恐嚇、辱罵或威脅對待、不恰當的語言或姿勢、擾亂

秩序行為、暴力，以及阻礙同事進行工作的其他任何	

行為。

•	 遵守關於員工行為的所有適用政策。 

• 	 避免以任何方式（音訊或視訊），針對被視為機密或未經
本公司授權的工作環境活動、流程、產品、研發，或任何工

作相關的對話。 嚴禁未按公司要求從工作環境移除或停
止使用錄製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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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能夠在工作環境展現 誠信？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致力於遵守公平就業慣例，向
所有員工提供平等機會。 我們不歧視或允許基於種族、膚色、宗
教、殘疾、性別、血統、性取向、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年齡、遺傳

資訊、兵役狀態，或其他任何受法律保護的狀態之騷擾。 波士頓
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也重視多元化，並認為多元化工作環境
能夠建立真正的競爭優勢。

問 我最近參加重要決策會議，我有一位同

事在會議室當著其他所有人的面前公開

反對我。 她在會議中言語謾罵並對我大

叫。 我是否應該上報她的行為？ 

答 是。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不
會容忍任何形式的威脅或侮辱行為。 您
應該向您的主管、主管的上司、人力資源

部或本準則結尾所列出的任何資源上報此事件。 
雖然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鼓勵公開對
話，但我們應該始終相互尊重，並維護有建設性的

工作環境。

問題和回答

我們對誠信的承諾，	
包括以尊重	

和公平對待他人。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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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公司財產

公司財產所包括的內容，遠遠超出許多人的瞭解。 它包括設備、
技術概念、業務策略、客戶清單，以及包含公司資訊的材料，在此

僅列出一部分。 使用或存取公司財產時，希望您能夠：

•	 適當和有效地使用公司財產。

•	 明智地使用公司資金。

•	 保護公司財產免遭盜竊、遺失、未經授權的存取或使用、
銷毀或浪費。

•	 未經許可使用虛擬個人網絡（VPN），避免將個人便攜電
腦和個人電腦連接至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內
部運算系統。

•	 避免為私利而使用公司財產。 此外，這意味著您無法在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之外使用公司的專有資
訊（即使您開發或協助開發資訊，和其他資產，而獲取	

私利。 

•	 以符合適用政策和法律的方式使用公司財產。 

我如何能夠在工作環境展現 誠信？

您可以為了臨時和合理的個人用途而使用公司資訊系統。	

這決不能危害公司資訊的安全。 另請記住，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得監控、存取、檢閱和揭露公司財產（包括
公司資訊和電腦系統）所包含的任何資訊，除了當地法律限制以

外。 本公司得隨時要求收回其財產。

您也應該考慮到，未經授權使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財產或專有資訊可能違法。

問 我的兄弟，將電郵傳送到我的工作電腦，

有時打電話到我的公司手機。 這種行為

是否可以被接受？

答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資
訊系統屬公司財產，通常應僅用於業務

活動。 然而，允許臨時和合理的個人用
途，您必須運用良好的判斷力。 您的個人用途，應
符合我們的準則和公司政策與程序，且不會妨礙您

的工作。 請記住，每當您從公司的電郵帳戶傳送訊
息時，接受者可能會假設您代表公司發言。 請勿傳
送具有誹謗或不適當語氣的訊息，如若公開將無法

完全反映公司的意思表示。 仔細考慮別人可能會如
何理解您的訊息。

問 主管指派截止日期即將來臨的任務給

我，這將需要我在家工作。 我是否能夠

以個人電郵帳戶傳送和接收工作相關材

料，以便在工作之餘存取該資訊？

答 否。 公司資訊不得傳送或上傳至非波
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資訊系
統，如個人電郵服務。 反之，您應該與 

IS 服務中心連絡，以安裝虛擬個人網路（VPN）。 
該 VPN 將為您提供遠程工作，以及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環境內存取已儲存文件的	
能力。 

問 我在下班後與一些同事開辦小型企業。 
我的管理層知道這件事。 此項業務將不

會與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競
爭，並已獲得不會產生利益衝突的必要批准。 我是

否可以使用我的公司手機號碼，作為此項業務的主

要電話號碼？

答 否。雖然您可以從事已經揭露的副業，不會與您為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工作產生衝突且無其他

限制，但您不得利用公司時間、財產或其他資源為

之。 這同樣適用於配偶、重要他人、朋友或親戚的
業務——例如，您不得與我我們的客戶討論非波士

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產品，或將產品樣本發
送給我們的客戶。

問題和回答 問題和回答

公司財產所包括的內容，遠遠
超出許多人的瞭解。 它包括設
備、技術概念、業務策略、客
戶清單，以及包含公司資訊的
材料，在此僅列出一部分。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問 本公司某家供應商總是在節日期間送我

一大籃的水果和巧克力禮物。 我是否可

以接受？

答 由於節日禮物籃的價值往往有限，而且您不常收到，這些禮物不太可能會讓您

覺得有義務或影響您的判斷。 如果是這
樣的話，您可以繼續接受。 然而，我們鼓勵您將禮
物籃與部門內的其他員工分享，而不是獨自享用。

18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行為準則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行為準則. 19

避免利益衝突

您的個人利益與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利益產生衝
突時，您可能會遭遇利益衝突。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希望您為公司的成功盡最大努力。 您應該避免從事在您的利益
和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利益（包括其聲譽）之間，會
產生或可能似乎會產生衝突的任何活動。 潛在衝突的例子	
包括：

•	 為競爭對手、供應商或客戶提供咨詢或兼職工作。

•	 在任何競爭對手、供應商或客戶企業中擁有實質的財務
利益。

•	 涉及遴選決策或監督您在其中擁有財務利益的承包商，
或您的配偶、重要的他人或其他家庭成員為該承包商	

工作。

•	 在您為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工作期間，獲取
個人利益或從發現到的任何商機中獲私利。

•	 開辦有競爭性的業務，或尋求可能似乎阻礙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最大利益的任何商機。

•	 雇用經廠商或客戶推薦給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人員。

•	 與供應商或客戶擁有密切的個人或愛慕關係。

•	 與您的下屬具有密切的個人或愛慕關係。 

•	 錄用配偶、重要他人或其他親屬，或者與之保持上下級	
關係。

• 	 在挑選供應商或與供應商談判協議的過程中，與供應商
參加社交、娛樂或其他休閒活動。 

供應商、廠商、承包商、客戶和競爭對手所提供的禮物和款待，可

能讓我們的業務關係難以客觀。 若您接受供應商、廠商、承包
商、客戶或競爭對手的禮物、款待或個人利益，可能會影響或造成

可能影響您業務決策的情況出現，則您不得這麼做。 絕不接受
以下禮物：

•	 現金或現金等價物（例如禮券、禮物卡）。 

•	 讓您覺得有義務。

•	 影響或似乎會影響您的業務判斷。

•	 過度奢侈或頻繁（例如頻繁或鋪張浪費的餐飲或奢侈品）。 

• 	 違反我們或送禮者雇主的準則、公司政策和程序。 

您必須事先向主管揭露所有可能的利益衝突。 接著您的主管應
採取符合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政策之適當行動，包括
與全球合規部、法務部或人力資源部連絡。 若您無法確定利益
衝突是否存在，請與全球合規部、法務部或人力資源部連絡，以

獲取其他資訊。

我如何能夠在工作環境展現 誠信？

問題和回答

問 我是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
員工，我管理我們與服務本公司的廠商之

關係。 廠商最近為我和家人提供觀看世

界杯比賽的門票。 我是否可以接受？

答 收受客戶、廠商或供應商超過適度價值的體育活動門票或其他禮物，可能會產

生實際或明顯的利益衝突，這會影響您

的獨立判斷。 具體情況都不同，然而，您應該與您
的主管、全球合規部，或本準則結尾所列出的其他

資源連絡，以確定是否可以收受門票。

問 我是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
員工，我試圖募集資金，以支持本公司參

與即將到來的慈善之心步行活動。 我是

否可以向當地企業募款？

答 是，假如您沒有向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供應商、廠商或客戶要求
捐款。 與特定企業接觸之前，請與社區

關係部連絡。

問題和回答

您必須事先向主管揭露所有可
能的利益衝突。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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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回答問題和回答

問 本部門目前處於挑選供應商的過程中。 我有一位員

工推薦他姐妹的公司。 我已從其他消息來源聽說這

家公司的良好評價。 我是否可以考慮這家公司，即使

我有一位員工與該公司所有人有親屬關係？

答 該 公司可以競爭該業務，但與所有人有關的員工，無
法參與挑選供應商的決策。 若該公司被選中，這名
員工也不能參與對其的管理。 您的員工也應該瞭解，

他無法向他的姐妹提供可能幫助其公司中選之任何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機密資訊或其他好處。 此外，您應該錄製在
這些情況下任何實際或明顯的利益衝突，諮詢您的主管，尤其是

牽涉家庭成員的情況。

我如何能夠在工作環境展現 誠信？

保護公司機密資訊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公司資訊十分重要，應予以保
密。 雖然您可以根據開展工作的需要來使用公司資訊，但您要負
責保護該資訊免遭盜竊、不當揭露或濫用。 這意味著您應該只
能：

•	 僅為預期目的而使用公司資訊。

•	 存取與您個人責任有關的公司資訊。

•	 與擁有合理業務需求的他人，以及在該揭露不受禁止的
情況下，分享公司資訊。

• 	 向擁有合理業務需求而必須知道資訊，並同意充分保護
資訊的廠商提供公司機密資訊。

• 	 只有在遵循法務部所核准的流程時，才能向非員工揭露
公司資訊。 

• 	 只有在您的工作需要時，才能複製包含公司資訊的文件，
或從您的工作區域移除該類文件。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
您應該確保該資訊的機密性，雖然它不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所提供的例行性保護措施之內。 

•	 以安全的方式傳輸公司機密資訊。

• 	 適當處置公司資訊。

問 我最近剛結婚，對方已經擁有競爭對手的大量股票。 
這是否為利益衝突？ 

答 這 可能不是問題，只要有一定適當的防護措施。 您
應該與全球合規部或法務部討論此事。 通常，投資波
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競爭對手、廠商或客戶

的公司需要事先核准，除非投資上市公司，且所佔比例低於該公

司流通在外總股數的百分之一。 您應該謹慎，切勿與任何人討
論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專有資訊，不管對方是否擁
有競爭對手的股票。

問 我已得到一份週末兼職工作，在朋友的企業裡當顧

問。 這家公司不屬於醫療器材領域。 這是否有 

問題？ 

答 即使您朋友的企業不屬於醫療器材領域，您應該預先將此事告訴您的主管，以確保沒有利益衝突。 重要的
是，要知道您朋友的企業是否向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或其任何競爭對手、客戶、供應商或廠商提供任何
產品或服務。 這份兼職工作不會阻礙您對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責任，這一點也很重要。

問 我的丈夫擁有一家企業，它銷售非競爭性產品給我為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而有往來的相同客

戶群。 在拜訪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客

戶時，我是否可以討論我丈夫的產品並留下樣本？ 我是否可以

把他介紹給我的客戶？ 

答 否。您不能在拜訪本公司的客戶時，為他人或實體進行業務交易，即使該產品與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任何產品沒有競爭關係。 利用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與客戶的關係銷售完全非競爭
性產品，可能為您或客戶帶來實際或明顯的的利益衝突。

問 哪些被視為公司機密資訊？ 

答 一般未向公眾提供的所有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資訊，被視為具機
密性。 它包括以下任何形式的資訊： 書

面、電子、視覺或言語。 它還包括我們開發、購買
或授權的資訊，以及我們從他人，包括供應商和客戶

所取得的資訊。

問 在自助餐廳排隊時，我無意中聽到兩名

員工大聲談論將於明天公佈的銷售數

字。 這種行為是否適當？

答 否。雖然員工可以討論工作所需的公司資訊，但他們不得大聲或公開談論公司

機密資訊。 自助餐廳、走廊、大廳和我
們大樓中的其他公共區域，通常都不是進行機密性

對話的適當場所。 您可能會需要讓員工知道，你可
以聽到他們在說什麼。 您也應該視情況，考慮與本
準則結尾所列出的任何資源連絡。 當然，在公共場
所務必要特別注意，以保護我們的機密資訊。 與他
人討論某些非公開資訊，有潛在的證券法含意。 詳
情請參準則中有關考股票交易規則部分。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問 我離開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前
往另一家公司。 離開之後，我對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保密義務是否持續？ 

答 是。 您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就
業結束時，不得使用、保存或揭露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機密資訊。 離開本公司時，您

不得複製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敏感、專有或商業
機密相關文件，即使這些文件是您所建立。 該活動可能被視為
違法。

問 我正在參加全國銷售會議，並需要向主要客戶傳送重

要的電郵，但是我的信箱因為太滿而無法傳送。 我是

否應該將我的登入資料，告訴幫助我清除一些舊電郵

的監督員？ 我們都希望符合客戶的重要截止日期。 

答 否。您絕不可與任何人分享您的登入資料和密碼，甚至是您的監督員，即使在具挑戰性的情況下。 登入資
料和密碼有助於維護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資訊系統的安全。 您絕對不應向其他人揭露該類資訊。 儘管分
享登入資料和密碼是不恰當的，您應該嘗試尋找其他方式來開

展業務——例如，您可以將電郵指定給可以代表您傳送的另一

個人，或您可以打電話給客戶並透過電話轉送資訊，之後以電郵

追蹤。

問 我前往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指定為「高

風險」的國家旅行。 我應該怎麼做，以保護任何公司

機密資訊的安全？

答 準備前往「高風險」的國家旅行時，您應該將您的旅程事先告知 IS 服務中心。 他們將向您提供必要的工
具，以便在旅行時保護您的裝置（例如可提供出借的

便攜電腦）。

問 若屬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所有或包含波

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相關資訊的便攜電

腦、手機、平板電腦或其他裝置遭竊，或我懷疑有安

全漏洞，我應該怎麼做？

答 您 必須打電話給 IS 服務中心或當地的 IS 代表，立
即上報此事。 IS 將為此事件提供文件證明，對您的
裝置停用遠程存取，並通知我們的安全機構。 安全部

將確定任何機密資訊是否受到危害，並採取適當行動。 請確定
您在裝置上所揭露的所有資訊，包括任何客戶或病患資訊，讓本

公司能夠遵守關於潛在資料外洩的所有法律。 此外，務必確定
您的便攜電腦和其他行動裝置已安全地儲存（例如，若把這些物

品留置在無人的飯店房間，要放在飯店保險櫃內，若把這些物品

留置在車內，要掩蓋或隱藏好，同時如果把任何公司裝置留置在

車內，必須要把車鎖好）。

問 我有一位已離職同事打電話給我，詢問本公司副總裁

的名字，以及顯示他們報告關係的圖表。 她之前在本

公司工作，現在想要回來，且正試圖瞭解目前的管理

結構。 我是否可以給她？ 

答 我們的員工和組織結構資訊具機密性。 機密資訊應
僅提供給經授權可擁有者，無論是內部或外部。 您不
得公佈任何資訊，除非您知道這麼做是適當的，並且

您有權提供該類資訊。 這適用於所有公司資訊和工作產品。 在
這種情況下，您應該告訴您的已離職同事，資訊具機密性所以無

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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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回答 尊重病患、客戶和員工隱私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在其業務過程中，會收到與病
患、客戶和員工有關的醫療和其他私人資訊。 此一領域由嚴格的
法律規定所管理，而且我們尊重該類資訊的私密性，並採取措施

予以適當保護。 希望您也能保護該資訊的私密性。 僅為商業目
的而使用病患、客戶和員工資訊。 只有在他人有合法的商業理由
必須知道且揭露不受禁止時，才能與他們分享資訊。 此外，該類
資料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以外的移動必須加密	
（例如： 安全的 USB stick、已加密電郵等）。 一如既往地遵守
準則、公司政策和程序，以及適用的法律規定。

我如何能夠在工作環境展現 誠信？

問 我擁有已收到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器材的病患清單。 
他們有些人已經做得非常好，並擁有很

棒的體驗。 我是否可以將電郵傳送給我的區主管，

告訴他們成功的故事，並說出病患的名字？

答 否。病患姓名是受保護的健康資訊，並且只有為特定目的時，才能針對已授權

個人使用或揭露。 除了傳送給治療病患
的團隊成員且僅為已授權之目的以外，切勿傳送具

有病患資訊的訊息。 受保護健康資訊的其他例子，
為病患地址、病歷號碼、電話號碼、電郵地址、社會

安全號碼、年齡，或與個人身體或心理健康狀況有

關的其他任何資訊；個人醫療保健的提供；或個人

醫療保健的支付。

問 一位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已離職員工打電話給我，問我是

否願意將他當時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所草擬的 SOPs 和政策傳送

給他。 我是否可以這麼做？

答 否。這被視為無法提供的專有資訊，即使已離職員工最初建立了該文件。

繼續

問 我的行銷部副總裁將投影片簡報傳送給
地區銷售人員，其中包括在最近期刊文章
中，有關我們和競爭對手產品功效比較的

某些科學數據。 該簡報被標示為「機密」和「僅供
內部使用」。  若我將簡報傳送給我所拜訪的幾位
醫師（他們也是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顧問），是否可以？

答 否。任何標示為「機密」和╱或「僅供內部使用」的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文件，無法在本公司

外部分享，即使您認為這些資訊將有助於拓展我們
的業務。 若有經指定為內部或機密材料，而您認為
應該於外部使用，則請與材料的原創者連絡，並要
求他們依照適當的流程，讓材料經過審查和核准以
供外部使用。

問題和回答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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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處理記錄

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保存正確和完整的業務記錄。 細心編製記
錄、務必複查您的工作，並遵守任何適用的文件政策。 每個人都
不應偽造或不當變更任何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記錄。 
若您不確定資訊的正確性，請勿猜測。 盡力找到正確的資訊，或
與您的主管討論。 詳情請查閱《文件管理指南》。 

確保業務記錄正確和完整的最佳作法，包括： 您的時間和費用項
目要正確、正確地紀錄交易，且務必包括所有必要的資訊。 此外，
切勿簽署他人的名字（包括客戶或同事的名字）、在企業記錄上

留下「空白」資訊，或倒填任何項目的日期。 

讓自己熟悉適用於您所擁有或控制的公司記錄之保留政策和時

間表。 根據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文件保留政策，保
留和處置公司記錄。 涉及訴訟或政府調查的記錄，在事情尚未結
束之前不可銷毀。 有關文件保留和分類問題，請與本準則結尾所
列出的任何資源連絡。 

我們保持一套擁有程序且控制會計的系統，以保持我們揭露事項

的正確性，並符合適用的法律規定。 您應該始終遵守公司的報告
和揭露財務資訊的程序，並按要求配合內部稽核流程。 有關財務
記錄的問題，請與公司財務主管連絡。

問 我有一位已離職同事打電話給我，詢問本
公司副總裁的名字，以及顯示他們報告關
係的圖表。 她之前在本公司工作，現在想

要回來，且正試圖瞭解目前的管理結構。 我是否可
以給她？

答 有關我們的員工和組織結構的資訊 具機
密性。 即使是資深領導者要透過電話索
取該類資訊，也是非常不大可能。 機密

資訊應 僅 提供給經授權可擁有者，無論是內部或
外部。 您不得公佈任何資訊，除非您知道這麼做是
適當的，並且您有權提供該類資訊。 這適用於所有 
公司 資訊和工作產品。 在這種情況下，您應該告訴
來電者，資訊具機密性所以無法提供。

問 我被要求簽署一份我認為含不正確內容

的財務報告。 我應該怎麼做？

答 您 應該與您的主管討論此事，並解釋為
什麼您認為有可能不正確。 若報告中
有不正確的內容，需要更正。 若在與主

管討論不正確的內容後，您認為它們未得到充分處

理，請與本準則結尾所列出的任何資源連絡，以追

蹤問題。

問 我最近無意中聽到同事談論正在開發中

的新器材。 我是否可以將該資訊發佈在

我的社交網站？

答 否。 您不被允許在社交網站或其他任何
公共論壇（例如部落格或聊天室）上，分

享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機
密或專有資訊。 此外，在這些網站上發佈任何意見
時，您必須說明您不代表本公司發言，除非是您的

職責所在。

問題和回答

我如何能夠在工作環境展現 誠信？

確保業務記錄正確和完整的最佳
作法，包括： 您的時間和費用
項目要正確、正確地紀錄交易，
且務必包括所有必要的資訊。

尊重病患、客戶和員工隱私 繼續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26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行為準則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行為準則. 27

維護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

我們大家都有責任維護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尊重環境，以

及保護天然資源。 切勿在任務完成的方法上，降低您的安全
或其他員工的安全。 例如對品質的責任，每一位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員工都需對自己和同事的安全負責。 這意味
著您應該：

•	 遵守所有適用的環境、健康和安全規定。 

• 	 工作時、從事公務時、在公司主辦或資助的活動中，或在
工作過程中代表公司時，遵守關於藥物╱酒精使用的適

用法律和公司政策。

•	 透過當地系統（例如安全觀察卡、意見板等）或向主管上
報不安全的工作環境。

•	 如果自行採取行動更正不安全的工作條件，是安全和適
當的話，那就可以這麼做。

•	 妥善處理任何有害材料。

•	 根據公司政策和法律處置所有廢棄物。

•	 維護公司設施和資訊系統的安全感。

•	 遵循安全程序。

•	 有效利用資源。

•	 隨時盡您最大的努力回收利用。

維護有安全感的環境

身為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員工的您，有責任維護我們
工作環境的安全。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無法容忍任
何個人或針對任何個人，在公司場所施行任何類型的工作環境暴
力，包括：

•	 透過任何溝通方式（例如，信件、電郵、社交媒體、照片、
言語上等）所表達之暴力、威脅或暗示威脅。

•	 任何員工或公司相關企業人員（例如，獨立承包商、供應
商和經銷商）施行或針對其施行的威脅性言語或任何侵
略性、暴力或人身威脅行為，無論該行為是否在公司場所
發生，是否在正常工作時間，也無論使用何種溝通方式。

•	 在暴力行為或暴力本身的威脅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破
壞、損壞或損傷屬於公司、其客戶、廠商、供應商、訪客或
員工的財產。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員工應幫助確保我們的設施始
終處於安全狀態。 這意味著，您不得允許未事先掃描自己識別證
的個人進入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工作場所。 若跟
著您的人沒有識別證，把他們送到工作場所的安檢台，並立即向
安全部匯報此人。

如有任何情況，您必須通知全球安全部，包括在您的私人生活中
的情況可能會讓您或其他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員工
處於危險之中（例如，一名被發佈禁令且可能試圖來到您在波士
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工作環境的個人）。 全球安全部將
秘密採取所有適當的措施，以保護您和我們工作區內的所有人。

我如何能夠在工作環境展現 誠信？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員工應
幫助確保我們的設施始終處

於安全狀態。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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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如何 影響我在
工作環境以外的業務
往來 ？

以誠信行事意味著，波士頓科

技 (Boston Scientific) 團隊
成員與他人公平、誠實地進行

業務往來，並遵守所有適用的

法律和政府法規。 誠信是良
好關係（例如與客戶、政府代

表、、供應商和其他廠商），以

及我們在公司內部和為公司

做每一件事的基礎。

身為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員工的您，有責任維護我	
們工作環境的安全。

28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行為準則



誠信如何 影響我在工作環境以外的業務往來？

建立充滿信任的客戶關係

持久的客戶關係，以誠信和信任為基礎。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希望所有的產品資訊必須真實、正確、完整、
詳實、公正，並與產品的核准標籤和適用法律規定一致。 所有銷
售和行銷材料，必須以事實和循證為基礎。 它們必須包括適用
法律所規定的全部資訊，且依照公司政策與程序預先核准。 

絕不可在我們開展業務的任何國家，為了取得或維持銷量而犧牲

誠信。 我們的行銷和銷售活動不得鼓勵客戶或其代表，將他們的
私利凌駕於其雇主或病患之上。 價值、支付和商業禮遇的所有項
目，包括餐飲，必須：

•	 符合法律規定、普遍接受的道德，以及接受者組織的	
標準。

•	 符合在我們開展業務的國家，所有實施中的適用公司	
政策。

•	 與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對誠信的承諾保	
持一致。 

有些醫師和其他醫保專業人員不僅是我們的客戶，也向波士頓科

技 (Boston Scientific) 提供有價值的服務。 例如，他們可能會進
行與我們產品有關的研究、針對我們的產品開發提供重要意見，

並在我們產品的安全和有效使用方面，幫助我們教育其他專業人

員。 所有與醫保專業人員的互動，都可能受到政府和公眾的密切
監督。 務必遵守應對這些情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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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某家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
銷售代理商，要求我們將其佣金支付給位

於不同國家的不同實體。 這是否允許？

答否。	向 其他實體而非提供商品或服務
給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
實體付款，並於所在其他國家而非提供

商品或服務的所在國家付款，通常是不允許的。	這

些類型的安排，是潛在不當行為的警告信號，因

為它們可能用來設立賄賂資金、挪用資金而用於

不當付款、隱瞞交易和╱或避稅。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通常禁止這樣的安排。 可能有
這樣安排是合法、強制和成文的原因的情況，在這

些情況下，法務部必須預先核准該類付款。	

問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產品已

從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在愛

爾蘭的某家製造工廠運到我國。 該產品

已抵達我國的港口，但其放行時間  
已延後。 我是負責當地物流的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員工，而當地海關官員告訴我

他很忙，一點點現金的「午餐費」將有助於他從海

關港口優先考慮放行我們的產品。 我是否可以支

付該筆款項？

答否。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不
會為了確保政府的服務而付款，而且本公

司不會針對他們的職責而向公務員進行

非官方、未經授權的付款。 這些類型的付款有時也
稱為「疏通費」，與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對道德和誠信的承諾不符，在大部分國家是非	

法的。

問 我是一名銷售代表，而且我和所在區域的

某位醫師客戶，已經成為很好的私人朋

友。 我們在工作以外的交往可能會發展

成為戀愛關係。 我是否需要將此事告訴任何人？ 

答 是。 如果與客戶或潛在客戶發展成親
密的私人或戀愛關係，您有責任立即

向您的主管或人力資源部揭露此事。 
公司將採取適當的行動，以避免與客戶產生實際

或明顯的利益衝突。 您也應該知道，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禁止員工向身為家庭成員或戀
愛夥伴的客戶或潛在客戶行銷、銷售、推廣，或試圖

行銷、銷售或推廣任何目前或開發中的公司產品、

服務或技術。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也不
允許員工直接或間接從該類銷售中獲取佣金。 

問題和回答問題和回答 管理廠商

與供應商、承包商、顧問、經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廠商進行業務往

來時，您應該：

•	 為廠商提供公平競爭我們公司業務的機會。

•	 切勿留用做出任何非法或不當行為的廠商。 我們無法要
求他人去做我們自己不被允許做的事。

•	 在雇用廠商之前，考慮是否有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

•	 選擇在品質與誠信方面享有聲譽的合格廠商。

•	 確定所有對廠商的安排，均符合我們的政策。

在雇用廠商的個人或實體後，對任何不道德或其他不當行為的提

示保持警覺。 如有問題或疑慮，務必向您的主管或本準則結尾
所列出的任何資源尋求指引。 

取得商品和服務時，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僅向商品或
服務的提供者付款。 所有涉及商品或服務銷售的發票，都必須正
確、透明地反映已購買或出售的項目及其價格、折扣、返利或免費

商品。 若折扣或返利在銷售時未知，請與法務部或全球合規部連
絡以討論規定。 此外，除了法務部預先核准的少數情況以外，波
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無法向商品或服務提供者付在商
品或服務提供者所在、營業地區或已提供服務的地點以外付款。

符合在我們開展業務的國
家，所有實施中的適用公司

政策。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行為準則. 31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32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行為準則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行為準則. 33

問 某位在歐洲政府醫院工作的醫師已步入 
50 歲。 我想送他在當地城市所舉辦的

世界杯足球賽決賽門票。 我不認為我可

以直接送門票給他，但我是否可以把門票送給他的

妻子？ 

答 否。 若我們有理由相信禮物將會轉送
到政府官員，則我們無法向任何人提供

禮物。 在許多國家，公共部門的醫師與
醫保專業人員被視為政府僱員。 一般來說，禮物都
受到限制。 請查閱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政策，以瞭解禮物相關規則。

問 某位顧問在某個國家提出 50,000 美元

的聘用費，以獲得所有必要的監管核准。 
他說，這筆錢將「有助於加快流程」。 我

不知道這筆錢到底會去哪裡。 這是否有問題？

答 是。 這項活動聽起來很可疑。 本公
司將不會支付可能被視為賄賂的任

何款項。 您應該查明所提供服務的
實際內容，如果有的話，顧問將代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支付什麼款項。 若您無法取得
該資訊，您應該關注付款用在什麽地方。 在回應顧
問的建議之前，您也應該與法務部或全球合規部連

絡。 該顧問將需要明確的契約，以提交詳細的發
票，並提供所提供服務的文件。

問題和回答

與政府謹慎互動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與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及僱員
都有往來。 在許多國家，與政府官員及僱員的往來，均受到非常
嚴格的規則管理。 該類往來必須遵守這些規則，並以誠信來進
行。 您不得做可能被視為企圖不當影響政府、官員及僱員決策的
任何事情。 切勿提供可能被視為賄賂或返利的任何有價物品。 
請記住，賄賂不限於金錢交易，也可能包括禮物、款待、旅遊或恩

惠的承諾或給予便利。 如有政府官員及僱員請求或要求任何該
類好處，請立即向本準則結尾所列出的任何資源上報。

問 我們正在為本部門的某個職位進行招

聘。 其中有一位應徵者是某位政府高級

官員的女兒，該名官員的影響力可能讓波

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受益。 我們是否可

以雇用她？ 

答 相關人員必須根據為相應職位規定的條件對公司任何職位的求職者進行客觀的

評估。 您無法設置某個職位和╱或雇用
個人，作為潛在影響或獎勵政府官員，或為向 HCP 
或其他客戶取得業務或恩惠的手段。 在決定您是
否可以繼續雇用此人之前，您應該與法務部和全球

合規部密切合作。

問題和回答

在許多國家，與政府官員及僱
員的往來，均受到非常嚴格的
規則管理。 該類往來必須遵守
這些規則，並以誠信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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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對待所有人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希望您公平地與他人往來。 這
意味著您不得虛報或遺漏重要事實，或透過其他任何不公平的業

務行為來利用任何人。 您絕不應虛報或隱瞞您的身分。 波士頓
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支持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進行公平和
激烈的競爭。 反托拉斯、公平競爭和反壟斷等法律，透過限制不
法行為來促進公平競爭。 雖然我們尋求競爭對手的業務相關資
訊，但我們應透過公開文件等合法和合乎道德的方式為之。 您不
得揭露您可能得知有關某家公司的機密資訊，或鼓勵他人揭露他

們可能擁有關於某家公司的機密資訊。 此外，要避免散播有關其
他公司的謠言，或不公正地猜測它們的產品品質。 

您甚至應該避免在這些方面出現非法或不道德的行為。 這意味
著您應該：

•	 未先接獲法務部的通知，切勿與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以外的任何人或公司討論「敏感話
題」。「敏感話題」包括產品定價、開展業務條款、產品市

場、產品開發、行銷和銷售計劃及關鍵成本（如研發或勞

動成本）等各方面。

•	 若競爭對手提到敏感話題，立即結束對話。 然後，以文
件證明您拒絕參與對話，並通知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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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我是一位區域經理，在我和醫院管理者

的最近一次會面時，她給我一張競爭對

手的完整產品清單，包括定價資訊。 我
是否可以把它傳送給我的管理團隊？

答 否，您不得接收或檢閱該資訊。 我們對
誠信和保護機密資訊的承諾，甚延伸至

到保護競爭對手的機密資訊，且包括您

未主動要求的這種類似情況。 您可以做的一件事，
就是只要把資訊歸還給醫院管理者，並告訴她您不

能接受。 另一個回答是，若您以電子方式接收它，
將它刪除並告訴寄件者您已刪除，且不要傳送其他

任何該類資訊。

問 我的某個下屬以前為競爭對手工作。 他
告訴我，他還有競爭對手尚未公開的品

質程序。 他問我想不想看看這些程序。 
我很想看。 我應該怎麼做？

答 切勿接收或檢閱資訊。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對這些資訊沒有合
法權利。 為了符合我們對誠信的承諾，

即使我們擁有這些資訊，也不會使用它們。 您也應
該幫助您的員工，更佳瞭解其對前雇主的義務。 若
員工擁有競爭對手的機密資訊，您應該與法務部	

連絡。

問題和回答 問題和回答

尊重智慧財產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對專利、商號、商標、著作
權、商業機密和其他智慧財產，保護其智慧財產權。 我們也尊
重他人的智慧財產權。 若您對使用已授權財產（如軟體和出
版品）有任何問題，請與法務部連絡。 若您認為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可能侵犯他人的智慧財產權，或其自身的權
利受到侵害，應立即與法務部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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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對專利、
商號、商標、著作權、商業機
密和其他智慧財產，保護其智
慧財產權。 我們也尊重他人的

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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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高度監管的環境中工作。 知
道適用於您工作活動的任何規定至

關重要。 這些可能包括有關臨床研
究、產品開發、製造、產品推廣、客

戶互動的規則，以及我們產品和相

關服務的廣告。 還有管理其他活
動的法律，例如進出口規定、股票交

易規則，以及涵蓋政治活動和捐款

的規定。 您可能必須知道如何與媒
體、政府和外聘律師打交道。 熟悉
和遵守所有適用的規定，是工作環

境誠信和品質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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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哪些法律 
或 規定 可能
引導 我對誠
信的承諾？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支持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進行

公平和激烈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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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哪些法律 或 規定 可能引導 我對誠信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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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若醫保專業人員詢問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產品的適應症外使

用該怎麼辦？

答 若 您被問及適應症外使用，告訴醫保
專業人員該用途的安全性和療效尚未

確立，並解釋本公司不推廣適應症外使

用。 以誠實、非推廣的方式來回答問題，切勿擴大
討論或鼓勵適應症外使用。 關注適應症外使用的
討論，即使由醫師所發起，仍可能被視為適應症外

使用的推廣。 您的討論，應關注透過醫保專業人員
使用的核准過程，由本公司所審查的資訊。

問 我主持某些員工和客戶的商務晚宴，花

費超出餐飲開支的限額。 我應該怎 

麼做？

答 您 應該正確地列出每一位晚宴出席者，
並告訴您的主管，您的花費超出餐飲開

支限額。 您絕不可更改收據，增加未到
場的晚宴出席者姓名，以試圖降低人均費用，或以

其他方式提供關於晚宴的不正確資訊。 

問題和回答 瞭解股票交易規則

若您買賣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證券，注意不要從事	
「內線交易」。內線交易，是指在知道關於公司或其證券的「重大

非公開資訊」時，從事公司證券的交易（例如，買進或賣出公司股

票）。考慮機密資訊是否為「重大非公開資訊」時，問自己以下的

問題：

•	 制定投資決策時，合理的投資人是否會認為機密資訊很
重要？

•	 資訊的公開揭露，是否將合理預期會影響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證券的價格？

也禁止給任何人「內部情報」——包括團隊成員、家人或

朋友——根據公眾無法得到的資訊，讓買賣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證券成為可能。 

請記住，這些規則並不僅僅適用於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證券和資訊。 內線交易也擴大到買賣我
們競爭對手和其他企業的證券。 因此，請對您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工作中所瞭解的任何廠商資訊，採取相同的
內線交易預防措施。 從事本公司證券的任何交易之前，您應該檢
閱本公司的股票交易政策。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法務部連絡。

認識臨床、監管與醫保政策的規定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產品，受到全球各地政
府機構、衛生部門和其他監管機構的嚴密監管。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希望您能在我們開展業務的國家，遵守所有
臨床、監管和醫保政策的規定。適用於醫療器材公司的法律和法

規持續演變。您必須知道影響您工作的法律和法規。 若您不確
定，您應該詢問您的主管，或與全球合規部或法務部連絡。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不雇用或聘用沒有參與美國政
府醫療保健或其他項目者，運營我們在美國的業務。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在適用的美國政府資料庫中，搜尋未參與的
人員。未參與或得知他（她）可能會成為不參與人員之任何美國

員工，必須立即向全球合規部揭露此事。

問我不確定什麼是「重大非公開資訊」。 
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擁有該類資訊？

答通常，若資訊的公開揭露可能被合理預

期會影響公司證券價格，或理性投資人

買進或賣出證券的決策，則該資訊是重

大的。 重大資訊可能包括：財務業績、行政管理人
員變動、政府調查、企業收購或出售、產品召回等

等。 若本公司尚未發佈新聞稿或以其他方式向公
眾提供資訊，則該資訊是非公開的。 若您不確定自
己是否擁有重大非公開資訊，你應該在交易前與您

的主管或法務部連絡。

問題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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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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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我認識一位在近期會議上被 FDA 官員

就近詢問的某家公司人員。 這位官員詳

細詢問了他的工作和公司，讓他感到不自

在。 若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我應該怎麼做？

答 您 應該要求查看官員的身分證明，獲取
連絡資訊，並告訴他（她）在進一步繼續

之前，您想要與本公司商議，並把他交給

適當的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代表，以回
答他的疑慮。 那麼您應該立即告訴法務部。 本公
司和政府代表合作。 然而，法務部在提供公司資訊
之前應該瞭解情況，並還將確定適當的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代表正在與政府交涉。

問題和回答

認識進口、出口和反抵制法律

我們經營業務的許多國家，擁有管理技術、個人資訊、醫療器材

和其他商品進出口的法律。 政府也會定期對某些國家、實體和個
人施行貿易限制。 確定您瞭解所有適用於您工作的公司進出口
政策。 每當有問題出現時，請與法務部連絡。 

某些國家已制定法律，禁止與其他國家進行業務往來。 這些法
律通常被稱為抵制法。 所有需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配合抵制的要求，必須立即向法務部匯報。 此外，上報任何有關
我們與受抵制國家的業務往來資訊要求。 我們依法需要向政府
上報某些要求。 如有任何疑慮或問題，請與法務部連絡。

每當有政治捐款或進口、出
口或反抵制法律的相關問題
出現時，請與法務部連絡。

瞭解如何與媒體、政府和律師打交道

若您被媒體、政府或外聘律師就近詢問，理解要怎麼做很重要。 
新聞稿或與新聞媒體連絡人、證券分析師或投資銀行業者聯繫，

只有透過我們高級管理階層和我們內部媒體關係和公共關係部、

政府事務部和投資人關係部的授權成員才能進行。法務部應該

是與政府或外聘律師互動的一部分。以下是指導原則：

•	 絕不發表評論、確認或否認有關公司經營的任何事物，除
非您經過本公司明確的授權。

•	 若新聞媒體的成員與您連絡，把他（她）交給媒體關係和
公共關係部。 

•	 若分析師、評級機構或投資銀行業者與您連絡，把他	
（她）交給投資人關係部。 

•	 若任何外聘律師或政府官員針對公司事務與您連絡，請
與法務部連絡。

•	 若您收到傳喚、法律控訴、傳票或有關公司事務的類似
法律文件，請立即向法務部諮詢。您也應該遵守任何適

用的當地公司政策。 您也應該遵守任何適用的當地公司
政策。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其他哪些法律 或 規定 可能引導 我對誠信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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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別人聽到您的聲音。 若您曾
經對您的道德或誠信有疑問，

請和您的主管商討。此外，支

持善意提出疑慮者，並配合調

查。培訓自己做出正確的選擇，

是每天實現誠信的重要部分。

若我有 問題 或 疑
慮該怎麼辦？

瞭解政治活動和捐款的相關限制

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參與政治活動。 然而，您不得讓他人留下您代
表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發言或行事的印象，除非您正
在與公司的政府事務團隊合作。 

遵守所有政治捐款相關法律是您的責任。 任何類型的捐款，必須
遵守本準則和適用政策的原則。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無法向政治候選人或政黨貢獻資金、時間、服務或財產，除非當

地法律允許，透過專門指定的政治實體為之，並事先經高級副總

裁或更高管理層核准。 若您對政治捐款有問題，您應該與波士
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政府事務團隊連絡，以得到進一步
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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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所有政治捐款相關法律是
您的責任。 任何類型的捐款，
必須遵守本準則和適用政策的

原則。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其他哪些法律 或 規定 可能引導 我對誠信的承諾？



提出問題和疑慮

出現誠信疑慮，並可能牽涉秉持善良意願的好人。 此刻判斷要做
什麽可能會很困難。 若您不確定，請尋求建議。

•	 與您的主管或主管的上司商討。

•	 請致電全球合規部、人力資源部、法務部、全球內部稽核
部、全球安全部，或本準則結尾所列出的任何資源。

•	 請撥打Advice Line，這是任何人都可以撥打的免費電話
號碼，每天 24 小時、每週七天提供服務。 

•	 請前往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在線上聯絡 Advice Line。

Advice Line可處理多種語言的來電。 利用Advice Line提問、獲
得指引，或上報誠信疑慮。 免費電話號碼為 1-888-968-8425。 
我們都有責任立即提出任何誠信疑慮、已知或涉嫌違反本準則、

公司政策和程序及適用法律的行為。 若您不確定要做什麽，請
提出問題並尋求建議。

若我有 問題 或 疑慮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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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我是否可以匿名撥打 Advice Line？

答 是。 Advice Line 允許匿名回報，除非當
地法律限制。 在該類情況下，會將來電
者轉接至其他資源。 若您選擇在回報疑

慮時不提供您的姓名，我們可能無法在必要時獲得

其他的細節。 為您提供疑慮的可能解決方案及其
解決方式資訊也可能會更加困難。 在此情況下，若
您確實選擇提供姓名，您的身分將盡可能保密。

問題和回答

問 我向我的主管提出誠信疑慮，並在不久之

後得到表現不佳的評價。 我認為這可能

是對我提出疑慮的報復。 我應該怎 

麼做？ 

答 您 應與人力資源部，或本準則結尾所列
出的任何資源連絡。 如果沒有更多資
訊，我們無法瞭解是否出現報復行為。 

然而，這對您、您的主管和本公司處理您對可能報

復的感受或疑慮很重要。 若確實出現報復行為，本
公司將採取適當的糾正措施。 

問題和回答

支持善意提出問題或疑慮之他人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不會容忍針對對善意匯報本準
則、公司政策、程序或誠信疑慮的個人，所引起之任何形式的報

復。 也禁止針對參與該類報告調查的任何人之報復。 這包括向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政府或政府官員所進行的報
告，或其所調查的上報。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也不會
容忍適用法律所禁止的其他任何形式之報復。

配合調查

本公司迅速、公平地回應問題、疑慮和不當行為的上報。 在此情
況下，調查盡可能不公開。 我們大家都必須完全配合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調查活動。

出現誠信疑慮，並可能牽涉秉持善良意	
願的好人。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http://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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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提問 或 上報 
疑慮的資源 

瞭解後果

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嚴肅對待違反本準則、公司政策
和程序及適用法律的行為。 在適當情況下，本公司會採取立即的
糾正措施，最嚴厲的處罰包括解雇。 也可能因其他理由而採取糾
正措施，包括若您：

•	 引導他人違反本準則、公司政策或程序、或適用法律。

•	 知曉違法行為或潛在的違法行為，卻未能上報。

•	 未能有效監督下屬之行為。

•	 未能配合公司的稽核或調查。

•	 未能參加必要的培訓。

•	 針對善意上報誠信疑慮或參與該上報調查的人進行	
報復。

•	 披露在內部調查期間獲知的資訊。

糾正或懲戒措施取決於違法行為的性質、嚴重性和頻率。 這也可
能因當地法律而有所不同。 本準則所提到的法律或政府法規之
違法行為，可能讓自己和本公司處於重大民事賠償和刑事處罰的

危險中，包括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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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嚴肅對
待違反本準則、公司政策和
程序及適用法律的行為。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若我有 問題 或 疑慮該怎麼辦？



我能從何處得到幫助？

首先，是您的主管或主管的上司。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您可能覺得告訴其他人較為自在。 以下列出您可以使用的資源。 

一項資源是Advice Line，這是任何人都可以撥打的免費電話，每天 24 小時、每週七天提供服務。 Advice Line可處理多種語
言的來電。 利用Advice Line提問、獲得指引，或上報誠信疑慮。

•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請撥打：	1-888-968-8425

• 在所有其他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所在地，請使用本準則結尾的電話號碼。

• 線上Advice Line使用，也提供每天 24 小時、每週七天的服務：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其他資源包括全球合規部、人力資源部、法務部、全球內部稽核部和全球安全部。

撥打Advice Line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請撥打以下號碼來使用Advice Line： 1-888-968-8425。	其他所有國家，請
按照以下指示撥打。 若提示撥打 1-888-968-8425，有些國家可能會提示您在播號之後輸入號碼。	請造訪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23065/phone.html，以索取更新清單。

若您使用以下所列印的號碼無法接通電話，或您沒有看到自己的國家，請致電當接線員並指定  
503-906-8418	收費。 請說明您是波士頓科技 (Boston Scientific) 的員工。 

若您覺得在線上與Advice Line連絡較為自在，您可以造訪以下連結，在任何地方隨時以任何語言為之：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您也可以撥打全球合規部電話（508-382-9444）
，或電郵至（GlobalCompliance@bsci.com）。

提問 或 上報疑慮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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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英語）

0-800-444-8084

阿根廷 	
（西班牙語）

0-800-555-0906

愛爾蘭 1-800615403

奧地利 0800-291870

澳大利亞 1-800-339276

巴西 0800-8911667

比利時 0800-77004

波蘭 0-0-800-1211571

丹麥 80-882809

德國 0800-1016582

俄羅斯 8-10-8002-6053011

法國 0800-902500

菲律賓 1-800-1-114-0165

芬蘭 0800-1-14945

哥倫比亞 01800-9-155860

哥斯大黎加 0800-0121386

韓國 	
（韓語） 

00798-14-800-6599

 

Advice Line
(888-968-8425)

Advice Line
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全球網際網路連絡人 

Advice Line 
1-888-968-8425
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

韓國 	
（英語）

00308-110-480

韓國 	
（英語）

00798-1-1-009-8084

荷蘭 0800-0226174

捷克共和國 800-142-550

黎巴嫩 01-426-801 
出現提示時，請輸入 
Advice Line 號碼：
888-968-8425

馬來西亞 1-800-80-8641

墨西哥 	
（西班牙語）

001-800-840-7907

墨西哥 	
（英語）

001-866-737-6850

南非 080-09-92604

紐西蘭 0800-447737

挪威 800-15654

葡萄牙 8008-12499

日本 
（日語）

00531-121520

日本 
（英語）

0066-33-112505

瑞典 020-79-8729

瑞士 0800-562907

臺灣 00801-13-7956

泰國 001-800-12-0665204
土耳其 0811-288-0001 

出現提示時，請輸入 
Advice Line 號碼：
888-968-8425

西班牙 900-991498

希臘 00800-12-6576

香港 800-964214

新加坡 800-1204201

匈牙利 06-800-17199

以色列 1-809-21-4405

義大利 800-786907

印度 000-800-001-6112

印度 000-800-100-1071 

英國 0800-032-8483

智利 1230-020-5771
中國
（北方） 

10-800-712-1239

中國
（南方） 

10-800-120-1239

http://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https://secure.ethicspoint.com/domain/media/en/gui/23065/phone.html
http://www.BostonScientificAdviceLine.ethicspo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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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 9, 12, 2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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