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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惠普致力於秉持最高商業道德及法規遵從標準。我們待人誠實、尊重和公平，並以此贏得信任

。我們必須於日常互動過程中彰顯這些價值觀。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在 HP 場所或備用工作地點（例如家庭辦公室、HP 客戶場所或其他指定的 HP 工作

場所) 為 HP 提供服務的所有非員工（「臨時員工」）以及 HP 臨時員工的所有供應商。此外，本

政策也適用於管理臨時員工合約和指派的 HP 人員。 

政策 

 

我們必須確保臨時勞工及臨時勞工供應商亦致力於誠信經營。臨時勞工必須秉持最高的商業道

德標準，不得從事任何欺詐、非法或不道德的行為。 
 

所有臨時勞工必須在各自僱主的指導及管理下，遵守本《臨時勞工行為守則》條款。臨時勞

工亦須遵守其所在地區適用於惠普的所有法律、規則和政府條例。 
 

HP 臨時員工的所有供應商應遵守並確保其員工瞭解、受過相關訓練並遵守本「臨時員工行為

準則」以及在其所在地適用於 HP 的所有法律、法規和政府法規。 
 

除本「臨時員工行為準則」外，臨時員工還必須遵守聲明適用於臨時員工的任何 HP 政策。本

「行為準則」中所引用的所有 HP 政策，以及其他可能適用於臨時員工的政策，均可在 政策目

錄中找到。 
 

機會均等 
 

嚴禁工作場所出現非法歧視行為。任職於惠普時，臨時勞工不得因性別、膚色、種族、族

群、國籍、宗教、年齡、婚姻狀況、性取向、性別認同與表達、殘障、懷孕、榮民身份、

受保護之遺傳資訊以及政治黨派或受法律保護之任何特徵而歧視任何人。 
 

 

https://hp.sharepoint.com/sites/ww/GLA/Pages/policy-directory.aspx
https://hp.sharepoint.com/sites/ww/GLA/Pages/policy-directory.aspx


   
 

 

工作環境 
 
惠普致力於維護一個無歧視與騷擾，且員工享有尊嚴與尊重的工作環境。嚴禁工作場所出

現騷擾行為。任職於惠普時，臨時勞工不得有任何不敬、敵視、暴力、恐嚇、威脅或騷擾

行為。1  
 

性騷擾可能有許多種形式，各種形式一概不容許。其中包括經理或同事對任何員工或臨時員

工的任何行為，包括不受歡迎的性冒犯、要求性服務、展示色情材料或任何其他具有性本質

的口頭或身體行為。 
 

臨時勞工必須遵守環境、健康和安全政策與程序，並更正或舉報任何環境、健康或安全威脅

。惠普對工作場所暴力行為零容忍。工作場所暴力包括身體暴力行為或威脅，以及任何可導

致其他人對其自身安全，或者其家庭或財產安全感到相當恐懼或憂慮的足夠嚴重的冒犯或恐

嚇行為。 

 

反貪腐 
 

臨時勞工不得行賄，提供回扣或從事貪腐行為。臨時勞工須遵守惠普營運所在國家的所有道

德標準與適用法律。 
 
 

臨時勞工不得行賄，提供回扣，或者贈送禮品，以贏得或保留業務，或者不當影響業務決策

。嚴禁臨時勞工直接或間接透過惠普員工或其他相關方提供或承諾提供金錢或任何有價值之

物給任何人，以在任何國家取得或保留業務，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商業優勢。 

 
 

美國反海外貪腐法》與《英國反賄賂法》適用於所有惠普員工、惠普附屬公司、合資經營企

業、臨時勞工、代理商和代表的行為。 
 

FCPA 和 UKBA 嚴禁以贏得或維持業務為目的，向政府官員與僱員、政黨、公共或政治職位候

選人或皇室成員支付款項或贈送禮品。這包括政府擁有超過 50% 所有權，或以其他方式控制

的任何實體。《英國反賄賂法》亦嚴禁以贏得或維持業務為目的，向商業實體支付款項或贈

送禮品。 
 

腐敗包括但不限於接受或支付： 

• 任何為了贏得商機或達到做生意目的之有價事物； 

• 任何形式的賄賂或回扣。 

 
 
 
 

 
1 HP 的工作環境是指臨時員工代表 HP 發展業務的任何地方，包括親自到場；透過電話；在虛擬會議空間；

透過電子郵件或其他網際網路溝通管道；在 HP 營業場所；在 HP 贊助的事件中；或代表 HP 出差期間。 



   
 

 

 

疏通費 
 

除非受到脅迫，否則臨時勞工不得因正常政府行為而直接或間接向任何政府官員提供疏通

費。當臨時勞工因未提供疏通費而擔心受到人身傷害或監禁，且除了按要求提供疏通費之

外，無任何安全替代方案時，即構成脅迫。脅迫例外僅適用於一次性付款，且通常是小額

付款。不允許提供重複性疏通費或高額疏通費。任何索取或支付疏通費的行為均必須在付

款後 24 小時內向惠普法律部舉報。 

 

商務禮品與款待 
 

若有可能造成不當影響，則臨時勞工不得提供或接受商務禮儀（禮品、服務、款待或任何

其他有價值之物）。此項限制適用於惠普代表或惠普現有或潛在的顧客、通道夥伴、供應

商、其他商業夥伴或競爭者提供或接受的商務禮儀。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您的僱主，或

傳送電子郵件至 amenities@hp.com。 
 
 

反人口販運 
 

臨時員工應以公平、尊嚴和尊重的態度對待所有人。HP 不允許在營運中使用童工、監獄勞工、強

迫勞動或販賣勞工。禁止臨時員工和臨時員工的供應商從事人口販賣，包括但不限於非法人員流

動、人口販賣、性剝削以及使用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或童工。HP 致力於對營運中的人口販賣、童

工及強迫勞動等行為採取行動。如果發生此類行為，HP 的回應可能包括終止合約和其他措施，以

確保不再發生不當行為。 
 

禁止 HP、其員工、承包商、分包商（包括供應商和代理商）、臨時員工以及代表 HP 發展工作的

其他人員： 
 

• 在合約履行期間從事「嚴重形式的人口販賣」； 

• 在合約期限內招攬商業性行為； 

• 在合約履行時使用強迫勞動； 

• 銷毀、隱藏、沒收或以其他方式拒絕存取工人的身分或移民文件； 

• 使用誤導性或欺詐性聘僱實務，例如在聘僱員工期間未披露基本資訊或就關鍵僱用條款和

條件做出重大失實陳述，包括工資和工資外補貼，以及工作的危險性（如適用）； 

• 向員工或應聘者收取聘僱費用； 

• 未能在僱用結束時提供一定的回程交通工具或支付回程交通工具的費用（如適用）； 
• 提供或安排不符合東道國住房和安全標準的住房（如果需要），未能在員工重新安置前至

少 5 天提供以員工理解的語言書寫的僱用合約、聘僱合約或類似的工作文件。 
 

任何認為自己是人口販賣、童工或強迫勞動的受害者，或知道此類罪行的臨時員工應執行 HP’s 

Open Door Policy，將此類事件報告給自己的經理、另一位主管、People Organization 或 Ethics 

and Compliance Office。 
 

mailto:amenities@hp.com


   
 

 

 
 

 

公平就業 
 

臨時員工的供應商在聘僱員工時，向潛在應徵者提供的有關未來工作的資訊必須是真實的，並且

不得向應徵者收取申請或聘僱費用。臨時員工的供應商應遵守適用的工資和工時法，並且必須： 

• 定期支付員工工資，間隔不超過一個月2； 

• 根據當地和國家適用的工資法規支付工資，而不是將扣減工資作為紀律措施； 

• 不得干涉員工對其身分文件或護照的控制或使用或隨時辭職的權利。   

 

結社自由 
 

臨時勞工供應商須尊重員工按照地方法律及慣例成立工會與集體談判的權利。 
 

引薦費 
 

臨時員工除非與業務上有往來的善意批發商、銷售代表、代理商或顧問之間，簽訂書面合
約，否則不可支付任何佣金或規費。任何此類佣金或規費安排必須事先取得 HP 全球法律事

務部的核準。 
 

利益衝突 
 

任職於惠普時，臨時勞工必須始終根據與其僱主簽訂的契約，做出符合惠普最大利益的決策

。除了僱主支付的薪酬之外，臨時勞工不得從涉及惠普的任何交易中，謀取任何私利。 

臨時勞工不得從事： 

• 任何與其僱主及/或惠普構成利益衝突的活動 

• 任何可能被視為與其僱主及/或惠普構成潛在利益衝突的活動 
 

與家人或朋友做生意 
 

凡在惠普任職期間，若臨時勞工可能與家庭成員、朋友或個人關係密切的其他人做生意，則

須向其僱主與惠普揭露所有該等事宜。若對可能造成利益衝突的情況有任何疑問，臨時勞工

應諮詢其經理或惠普聯絡人。 

 
與第三方合作 
 

第三方包括 HP 競爭對手、通路合作夥伴、供應商（臨時員工的僱主除外）以及其他 HP 業務合作

夥伴和客戶。如果在與僱主的合約中規定或涵蓋，則臨時員工在 HP 執行工作期間不得為任何第

三方工作。HP 與供應商間的合約，必須載明與任何第三方（例如未於合約中定義的通路合作夥伴

 
2 所有地方與國家法律及工人理事會協議將適用。 



   
 

 

、競爭者與客戶）之間的關係。 

 
 
 

使用惠普資源 
 

惠普資產、資源或設備（包括惠普公司的電腦與資訊系統）必須僅限用於惠普營業用途，且

其使用必須符合所有惠普政策與指南。臨時勞工不得違法使用任何惠普資源，亦不得允許其

他人（包括家人與朋友）使用惠普資源。臨時勞工須避開任何可能導致損失或損壞的使用，

包括引入病毒或破壞惠普 IT 系統安全。嚴禁盜竊或未經授權持有或使用惠普資產。 

 

不得出於下列目的使用惠普資源建立、傳輸、儲存、複製或展示消息、圖像或資料： 

• 謀取私利 
• 教唆 
• 連鎖信 
• 威脅、色情、色情露骨、騷擾、貶損或其他冒犯行為 

在適用的地方法律許可情形下，惠普可存取及檢查臨時勞工可能使用的所有惠普資源，包括

惠普電腦、伺服器與系統、電話、語音信箱與電子郵件系統、辦公桌、儲物櫃、機櫃、儲藏

區、車輛和歸屬惠普的其他設備。在適用的地方法律許可情形下，惠普可隨時出於安全、監

督、安全和其他有關原因，檢查惠普經營場所內的人員與財產，恕不另行通知。 

就使用惠普系統建立、傳輸或儲存的任何消息或記錄而言，臨時勞工不應期望享有個人隱私

權。使用惠普設備儲存或傳輸的所有商業電子郵件、語音信箱和任何其他非個人資料均歸惠

普所有。在適用的地方法律許可情形下，惠普可隨時存取或檢索該等資料。 
 

防止系统漏洞 

保護 *HP* 系統免受不當訪問和披露是每個人的責任。我们都必须了解惠普的数据安全政策、

标准和规范。不得向任何人提供可以对我们的系统或敏感数据信息进行访问的权限，除非您

在严格遵循惠普的官方流程和程序的同时可以安全地提供信息。您还必须确保接收者具备其

声称的身份，得到访问授权，并且具有有效的业务需求。 

 

如何防止病毒和漏洞 

• 切勿与任何人分享您的密码  

• 离开岗位时对您的工作站实施保护措施  

• 仅使用惠普提供或批准的硬件和软件  

• 切勿从未经批准的来源下载或使用盗版软件  

• 切勿通过未经授权的设备或应用程序访问我们的网络  

• 警惕网络钓鱼诈骗 — 不得打开电子邮件中的可疑链接或附件  



   
 

 

• 保护家庭办公室和网络  

• 切勿使用不受信任的 USB 驱动器 — 其中可能包含病毒 

• 绝不允许未经授权的个人（包括朋友和家人）使用您的工作设备  

 

保護 HP 實物資產 

 

务必尽自己的力量保护惠普资产 — 包括手机和计算机 — 免于失窃、丢失、损坏和浪费。切勿

使用惠普资产来实现个人利益或允许其他人（例如朋友或家人）使用惠普资源。此外，从惠

普离职时，您应该遵循惠普关于重新使用、重新部署和归还所有工作设备的程序。 

 

保護 HP 電子資產 

 

以负责任的态度使用惠普硬件、软件、语音邮件和电子邮件。尽量减少个人使用，不得使用

我们的系统从事违反法律的行为。 

 

避免： 

• 将包含敏感信息的工作电子邮件发送到个人电子邮件帐户 

• 在飞机上、电梯中、餐厅内等公共场所讨论敏感信息 

• 未经事先批准，借用或使用惠普资产开展非惠普业务 

• 使用个人或未经批准的云服务来存储惠普数据 

• 使用未经批准的即时消息平台沟通机密业务 

• 从未经批准的来源下载或使用盗版软件 

 

保密 
 

臨時勞工必須熟悉且遵守其僱主與惠普商定的任何特定保密條款。若無涉及機密資訊保護的

協議，臨時勞工必須假定可供其在任職於惠普時使用的所有資訊均為機密資訊。這包括惠普

可能收到的第三方資訊，例如惠普供應商、顧客或商業夥伴傳送的資訊。機密資訊僅限用於

有效營業用途，且臨時勞工須像對待其僱主的機密資訊一樣小心謹慎，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機

密資訊。  
 

臨時勞工必須瞭解且遵守惠普關於機密資訊保護與社群媒體（包括用戶論壇、博客、聊天室

和佈告欄）使用的政策，決不能在社群媒體上討論惠普智慧財產權、商業秘密和其他公司機

密資訊。 

 

https://hp.sharepoint.com/sites/ww/CorporatePolicies/Pages/HP-Instant-Messaging-Policy.aspx
https://hp.sharepoint.com/sites/ww/CorporatePolicies/Pages/HP-Instant-Messaging-Policy.aspx


   
 

 

第三方機密資訊 

• 前僱主：臨時勞工須遵守現時僱主或前僱主的任何具法律效力的機密資訊揭露或

使用限制。事先未經前僱主書面同意，不得將任何有形或可讀形式的該等機密資

訊帶至惠普運營場所。 

• 競爭者：臨時勞工不得請求給予、接受、使用或共用惠普競爭者的機密資

訊。 

• 其他第三方：臨時勞工不得揭露顧客、商業夥伴或供應商的機密資訊，包

括非公開定價資訊。 
 

 
臨時勞工決不能誘使任何人違反保密義務。 

 
記錄 
 
任職於惠普時建立的所有記錄必須完整且準確，且必須根據惠普政策予以保留、保護和處理

。代表惠普支付的所有真實付款均須妥當記錄。臨時勞工不得出於任何目的簽訂任何附屬條

款或附屬協定，或建立任何未揭露或未記錄的惠普資金或資產。記錄包括電子郵件與其他通

訊，且臨時勞工須以專業方式進行通訊。  

 

灰色行銷 
 

「水貨交易」是指透過非正式、未經授權或非 HP 預定的配銷通路進行的產品交易。臨時員

工必須進行實質審查，以防止可能導致 HP 產品水貨交易的情況。臨時員工必須時時向僱主

與「HP Ethics and Compliance Office」報告任何疑似水貨交易的活動。 

 

全球貿易法規遵從 
 

臨時員工必須瞭解和遵守 HP 的全球貿易政策和程序，必須確保不以違反適用法律的方式進口、

出口或轉運 HP 產品、服務和技術。 

 

內線交易 

 

臨時勞工有時可能會存取重要的非公開資訊，這些資訊是關於惠普業務、財務或策略的機密

資訊，且尚未向公眾發表（對於決定是否購買、出售或持有證券的理性投資者而言，這些資

訊很重要）。根據重要的非公開資訊交易股票或導致交易股票，不論交易量多大或交易者身

在何處，均違反了美國證券法，以及其他國家的法律（視情況而定）。任何違反這些法律的

人均有可能受到嚴厲的民事與刑事制裁。 
 

在其他國家工作 
 

臨時勞工在非居住國任職於惠普時，臨時勞工必須確保遵守移民法律，且在其履行職責或工

作的每個國家取得適當授權（包括工作許可證與簽證）。 



   
 

 

 

 
 

與媒體討論 
 

臨時勞工未被授權代表惠普向媒體發言。所有與投資者、分析師和媒體進行關於惠普業務的通訊

均須首先取得惠普投資者關係部、企業通訊部或適當的惠普通訊傳播專家核准。若有新聞媒體與

您聯絡，請直接聯絡惠普公司媒體關係部：mediarelations@hp.com. 
 
 

隱私權 
 

任職於惠普，以及使用線上與離線系統、流程、產品和服務（涉及使用、儲存或傳輸惠普顧客

、商業夥伴、員工和其他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時，臨時勞工必須遵守惠普隱私與資料保護政

策、標準和規範，以及惠普要求遵守的任何外部行為守則或標準。個人資料係指與已識別之人

有關的任何資訊，或可導致直接或間接識別某人的資訊。 
 

非教唆 
 

臨時勞工不得在惠普員工工作期間，出於與其惠普工作無關的目的請求任何惠普員工給予

幫助。臨時勞工不得在惠普工作區域內分發文獻或其他資料，或者因任何與惠普工作無關

的原因而索取或分發資料，包括慈善目的。 

 

配合調查與稽核 

 

臨時員工必須全面、誠實地配合所有 HP 內部調查與稽核，並在回應調查或稽核時提供所有適

用文件。臨時員工絕對不得銷毀或擅改任何資料，且無論在 HP 內外，均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內

部調查，除非內部調查員允許這麼做，或為了遵守當地法律而配合政府調查人員。 

 

附加條款 
 

臨時勞工必須認真閱讀並遵守本《臨時勞工行為守則》，以及臨時勞工僱主的適用行為守則

與政策（若有）。此外，上述規定並未涵蓋一切相關情況。嚴禁任何可能引起有關惠普致力

於秉持最高的商業道德和法規遵從標準的問題的行為。 

若對本《臨時勞工行為守則》有任何疑問，臨時勞工應聯絡其僱主、惠普管理層或惠普道

德與法規遵從辦公室。 
 

舉報違規行為 
 

臨時員工有義務立即報告任何可斷定為不當行為的情況，包含 HP 員工、客戶、承包商、合

作夥伴和供應商的不當行為。  

mailto:mediarelations@hp.com


   
 

 

 

臨時員工應向其僱主及 HP 管理層的成員或 HP 的 Ethics and Compliance Office 報告。HP 

不容許任何人對提出疑慮者報復。 
 

惠普道德與法規遵從辦公室的聯絡方式如下所示： 

• 電話：在全球任何地方，均可撥打國內電話線路，報告關心的事項。國內電話號碼清

單可在此處存取。   該電話線路全天 24 小時可用，並支援匿名報告。 

• Web 表單： 使用 Web 表單提交工具，報告關心的事項，網址為  。此方法支援匿名報

告。 

 

• 郵政： 
HP Inc. 
Ethics and Compliance Office 
Mailstop 1560 
1501 Page Mill Road 
Palo Alto, CA 94304-1112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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