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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年來，CSA集團始終秉持優質與誠信的經營理念——我們因此蜚聲全球。

我們能否維持我們的聲譽、保護我們品牌的誠信度，決定了CSA集團能否繼續取得成功。如果作為我們最珍貴資產的員
工無法秉持這種理念，做出不恰當的行為，我們就無法實現這一點。我們的員工應在我們每一處實驗室、辦公室和客戶
場所隨時隨地秉持我們的價值觀；這對我們取得成功而言至關重要。

CSA集團《行為準則》既是我們價值觀的體現，也是行為指南；它有助於確保我們按照最嚴格的職業道德標準開展經營。
本準則規定了與同事、客戶、競爭對手、政府機構、供應商及全球社區交往時所需遵守的基本原則。

所有員工均需閱讀並遵守《行為準則》。此外，員工需正式確認其已收到《行為準則》，並已閱讀和理解相關規定。

CSA集團是一家歷史悠久、注重價值觀和誠信的機構。在我們進行現代化及擴張的過程中，始終秉持我們的核心價值
觀——遵守我們的《行為準則》至關重要。請隨我一起閱讀或重讀本準則，並承諾始終遵守其原則及規定。

謹致，

David Weinstein

CSA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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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什麼是《行為準則》？
《行為準則》（簡稱「本準則」）列明了符合CSA集團核心

價值觀的道德行為原則與準則。本準則提供了您在各項
商務工作中所需遵守的行為指南，並指明了您在面臨職
業道德難題時可從哪裡獲得更多資訊。本準則由經董事
會授權的首席職業道德與合規官(CECO)管理，每年審查
一次。

A.2《行為準則》適用于哪些人？
本準則適用于CSA集團所有員工及董事，包括所有全職
及兼職員工（包括臨時員工及正式員工）。您需完成年度
培訓，並確認您已閱讀、理解並會遵守本準則。您需確保
您與之開展業務的仲介、代理商、合營夥伴以及協力廠商
供應商與獨立承包商知悉本準則，並遵守本準則的原則
及相應規定。第三方供應商和獨立承包商將遵守以本準
則為基礎、但適用於其提供的特定服務的《供應商行為準
則》。本準則也在以下情況下適用於 CSA 集團的義工：(i) 
在其參與 CSA 集團活動時，以及 (ii) 在沒有其他適用的 
CSA集團政策可應用於義工，且涵蓋此準則下任何主題
時。

關於本準則 

 •  是否合法？
 • 是否符合CSA集團的政策？
 • 是否符合CSA集團的價值觀？
 • 是否會給我們的員工、客戶、會員和利益相關者
帶來負面影響？

 • 是否能夠為CSA集團整體（而不僅僅是某些個
人）帶來利益？

 • 我是否已與適當人員溝通我的疑問或疑慮？

A.3 如何使用《行為準則》？
本準則是我們「商業誠信培訓計畫」的組成部分；我們旨將
其作為職業道德行為的參考指南。雖然本準則無法涵蓋您
可能面臨的所有問題，但它規定了一套明確的原則，可供
您在各種情形下遵守。除運用常識外，下方的職業道德決
策樹列示了您在面對與您的職業道德行為相關的決策時
應詢問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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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電話：

加拿大 ...................................................  1-855-212-7615
加拿大（法語區） .....................................  1-855-350-9393
中國（南方）   ........................................  10-800-120-1239
中國（北方）   ........................................  10-800-712-1239
印度  ..................  000-800-001-6112/000-800-100-1071
日本  ............................  0066-33-112505/00531-121520
韓國  .....................00308-110-480/00798-1-1-009-8084/ 

00798-14-800-6599  

墨西哥  ...............  001-800-840-7907/001-866-737-6850 
新加坡 ........................................................ 800-1204201
台灣  .......................................................  00801-13-7956
英國  .......................................................  0800-032-8483
德國 ...........................................................0800 0010296
意大利 .......................................................... 800 974 750
荷蘭 ...........................................................0800 3510020
美國  ......................................................  1-855-212-7615

A.4 何處求助？
如您對本準則存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與您的主管溝通。
如您不願與您的主管溝通，請連絡人力資源代表、首席職
業道德與合規官或法律顧問。如您請求不遵守本準則的
特定條款，您必須事先與您的主管進行溝通；您的主管必
須取得首席職業道德與合規官或授權代表的書面批准。

A.5 如何舉報違規行為？
如您知悉或懷疑存在違反本準則或者任何法律、法規或
公司政策的行為，您應進行舉報。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負有
的責任，也是我們核心價值觀的要求。

除可能招致的民事、刑事或監管制裁外，違反本準則可能
導致懲戒，最嚴重的情形可能導致開除，且我們無需進行
通知或支付代通知金。我們會盡力謹慎且敏感地對待所
有舉報。如您善意舉報違規行為或者協助內部或外部違
規調查，任何人不得將您停職、開除或者歧視您，不得以
任何方式對您進行騷擾或威脅，亦不得以其他方式對您
實施報復。如您認為您因善意舉報已知或可疑的違反本
準則或CSA集團政策的行為或者因協助調查而被報復，您
應立即連絡您的主管或首席職業道德與合規官，或者撥
打EthicsPoint求助熱線。

要舉報違規行為，請連絡以下人員：

• 您的主管（或者他/她的主管）

• 人力資源代表

• 首席職業道德與合規官(CECO)

• 公司法律顧問

• 高管領導團隊成員

• EthicsPoint求助熱線

EthicsPoint是一項秘密舉報工具，用於舉報工作場所內發
生的欺詐、侮辱或其他不當行為。您可匿名向EthicsPoint
求助熱線舉報。

EthicsPoint求助熱線提供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的全天
候服務；您可撥打免費電話或訪問下方網站獲得該服務：

線上 : www.csa.ethicspoint.com 

情景 

我是否只能透過EthicsPoint求助熱線反映我
的疑慮，才能獲得保護、不被報復？   

R無論您如何舉報您的疑慮，我們都嚴禁報復
行為。如您認為您正遭受報復，請向首席職業
道德與合規官或透過EthicsPoint求助熱線反
映您的疑慮。   

https://secure.ethicspoint.eu/domain/media/en/gui/10041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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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B.1 非營利性標準制定
CSA集團標准制定機構的使命是透過提高公私部門的標
準來改善加拿大人的生活。我們是標準研究、開發、教育
及倡導方面的領導者。與我們的10,000家成員組織共同
製定的技術及管理標準提高了加拿大及其他地區的安
全、健康、環境和經濟效率。

B.2 全球測試、檢驗與認證
CSA集團的全球商業子公司為持續的標準研究與開發籌
集資金，以支持我們的使命。我們的商業子公司提供專業
的測試、檢驗與認證服務，使製造商能夠證明其產品符合
適用於全球市場的安全、環境及操作性能標準。透過廣泛
的最新技術，我們提供深厚的專業知識及行業領先的服
務。

  

C.2 多樣性、包容與無障礙
我們珍惜並尊重本機構及客戶的多樣性。我們致力於提供
相互尊重且公平合理的環境，不得以年齡、性別、性別認同
及表達、性向、種族、民族、家庭及婚姻狀況、宗教、信仰與
關聯、社會與經濟背景、政治背景、退役軍人身分、教育、經
歷、殘障或任何其他適用法律所禁止的理由或任何其他使
個人獨一無二的特徵予以歧視。

我們也秉持「尊重、獨立、誠信及平等機會」的原則，致力於
為殘障人士創造無障礙的工作場所。

欲知詳情，請參閱我們的《多樣性與包容政策》及《無障礙
政策》。

   

機構內部及全球誠信     

C.1 以符合職業道德的方式行事及遵守
法律
保持信任並以符合職業道德的方式行事是我們的核心價
值觀。違反本準則或法律所帶來的風險將使我們遭受嚴重
的經濟損失及名譽損失。您需始終誠信行事，包括遵守本
準則以及所有相關法律和法規。如您明知交易或活動違
法，請勿參與或促進任何此等違法交易或活動，亦不得從
任何此等違法交易或活動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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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利益衝突
如果個人或機構擁有個人利益，並且此等個人利益會（或
者表面上看會）影響其對商業交易的獨立判斷，就會產生
利益衝突。我們必須避免以CSA集團的名義作出受利益衝
突影響（或者即使表面上看會受利益衝突影響）的決策。
因此，我們必須謹慎處理實際存在的、潛在的和看似存在
的利益銜突。無論是何種情形，如可能存在利益衝突，請
務必告知您的主管或首席職業道德與合規官。除了正常
的利益衝突要求以外，本機構還持有其他需要符合更嚴
格的公正標準的認證資格。

在開展可能會讓您面臨利益衝突的活動或交易前，無論
此等利益衝突是實際存在的、潛在的或是看似存在的，請
務必立即將此等利益衝突告知您的主管。

情景 

我是一名認證員，在工作中與一家公司打交道。他
們想聘請一名工程師，問我是否有認識的人選。我
認識一個人，符合該職位條件。我可以推薦該人擔
任該職位嗎？     

可以，只要該人在求職時完成了適當的聘用流
程。 

當向政府官員提供任何業務禮遇時，您必須格外謹慎並
注意，因為他們需要遵守更加嚴格的法規、規章及法律。
要確定某司法轄區內宴請政府官員的合理水準與實踐，
請諮詢公司法律顧問。

如果您對履行職務的過程中贈送或接受有價值物品心存
疑慮，請連絡您的主管或首席職業道德與合規官。    

情景 

我們正在評估的一家IT服務供應商邀請整個團
隊與他們一起去觀看一場演出，並共進晚餐。
我們是否可以接受此等邀請？     

不可以。接受此等禮品或宴請會被視為影響團
隊的篩選決策。   

C.4 禮品與招待
不建議贈送及接受任何價值的商務禮品與招待。在作為
常見商務禮節而需要的情況下，請務必確保您贈送及接
受的禮品與招待不會影響或損害您代表CSA集團作出的
或者另一方的商業決策。在任何情況下，未經首席職業道
德與合規官明確許可，均不得贈送或接受價值超過100加
元的禮品。

贈送或接受任何禮品均必須在此處的《禮物登記表》上登
記。

請始終遠離看上去會構成賄賂或者會給您或CSA集團帶
來利益衝突問題的禮品與招待。

員工應確保禮品或招待：

• 符合合理的地區商業實踐慣例；

• 符合本機構的價值觀；

• 不會被視為賄賂或不當付款；

• 不以不當影響業務關係為目的；

• 未違反相關法律或職業道德標準；

• 如被公開，不會令本機構或該員工尷尬。

https://csagroup.formstack.com/forms/legal_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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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賄賂、腐敗與欺詐
作為一家全球機構，我們要求我們所有的員工、會員、供
應商及代理商均遵守各司法轄區所適用的反賄賂與反腐
敗法律及最佳實踐，不管其文化規範如何。我們絕不容忍
任何形式的賄賂、疏通費及回扣；這些行為可能會招致刑
事起訴。參與這些活動將導致懲戒（包括終止雇傭關係），
還可能招致刑事起訴。此外，對於以我們的名義參與腐敗
的協力廠商，我們也絕不容忍或使用。

在任何情形下，您均不得直接或間接賄賂或者企圖賄賂
任何協力廠商，包括任何級別的政府公職人員、員工或合
作單位，其中包括政治候選人及其親屬，或者政府或政府
機構直接或間接所有的企業的員工。請勿贈送或接受任
何協力廠商提供的禮品或恩惠，以換取任何優惠待遇，無
論此等禮品或恩惠具有多少名義價值。賄賂及回扣可包
括現金、費用、傭金、信貸、禮品及實物服務。要獲取更多
與CSA集團現行反賄賂及反腐敗規定相關的指引，請查閱
我們的《遊說與反賄賂政策》。要了解其他與贈送及接受
禮品相關的資訊，請查閱本文檔的「禮品與招待」一節。

情景 

我是一名現場檢查代表，如果我的工廠聯絡人
向我提供「私人款項」以確保檢查順利進行，我
應該怎麼做？      

告知您的聯絡人，CSA集團在任何情形下均不
接受此類款項，並立即向您的主管報告該事
件。 

情景 

我已在一家非盈利組織的理事會任職多年。我
是否可以保留我的理事席位？      

您應連絡首席職業道德與合規官，以確保CSA
集團與該組織間不存在利益衝突。.     

   

C.6 董事/理事任職
未經您的主管事先書面同意，請勿參加任何外部活動，包
括兼任或擔任董事會/理事會成員。此外，外部董事會/理
事會任命必須經過首席職業道德與合規官的事先批准。
已有職務或任命應告知首席職業道德與合規官。不得在
競爭對手或客戶處擔任職務，不得在供應商、客戶或競爭
對手處取得權益，透過公開的證券交易所開展的不會導
致您對供應商、客戶或競爭對手施加重大影響的投資除
外。如您不確定您的外部活動是否會讓您面臨利益衝突，
請與您的主管或首席職業道德與合規官溝通。

所有會員資格或協會成員身分均必須在此處我們的《董
事會/理事會及協會註冊表》上註冊。    

https://csagroup.formstack.com/forms/legal_registry_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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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政治捐獻
我們是一家政治中立機構；我們不向世界上任何地方進行
政治捐獻，無論是現金形式或是實物形式（例如提供服務
以代替現金）；我們也不支援政黨。您有權利用您自己的時
間自費參加政治活動，但您不得以CSA集團的名義發言，
亦不得給人留下以「您代表CSA集團行事」的印象。欲知詳
情，請查閱《政府與行業關係政策》。

C.8 公平競爭
我們遵守相關反壟斷法，公平且誠信地開展商業競爭；我
們透過技術專長及卓越的品質贏得競爭優勢。我們堅定地
致力於自由與開放的競爭；我們不聯合競爭對手或供應商
從事任何限制公平競爭的活動。我們的行銷宣傳材料不誇
大、不誤導、不隱瞞、不造假；我們不對競爭對手的資質或
服務進行批判或虚假陳述。除非涉及公共安全，否則我們
不偏好或推薦任何公司的服務或產品。

C.9 遊說
CSA集團可參與經批准的遊說活動，這是我們全球商務工
作的組成部分。您需將所有遊說活動報告給首席法務官，
並取得首席法務官的批准。請在此處報告您的遊說活動。

C.10 慈善捐贈
所有以CSA集團名義做出的捐贈均應經過評估，以確保此
等捐贈符合CSA集團的戰略，符合我們的《行為準則》，並
明確說明此等捐贈不為任何非法活動提供支援，亦不向政
府官員或其家屬提供利益。

C.11 媟體關係
公開聲明（包括向媒體或公眾披露）必須一致、準確傳
遞並代表本機構的立場。請將所有媒體詢問轉發至
communications@csagroup.org。未經公司傳訊部明示
許可，您不得與媒體溝通或發怖任何與我們的業務相關的
資訊，即使是意外也不可以。以CSA集團名義設立的社交
媒體帳戶視為CSA集團的財產，未經許可不得增刪。欲知
詳情，請查閱《全球公司傳訊政策》。

C.12 社交媒體帖子
所有CSA集團員工均是本機構的形像大使，在使用CSA集
團所有內外部溝通渠道（包括數字與社交媒體）以及所有
公共社交媒體平台（包括LinkedIn、YouTube、Twitter及
Facebook）時，有責任以最高的專業水平行事。

我們鼓勵您保持與專業形像相一致的線上個人形像。您在
社交媒體上的任何言行，即使是個人層面的言行，均可能
牽扯到CSA集團。

CSA Connect是我們的內部平台，用於分享公司信息並讓
員工參與對話。員工在CSA Connect上發布評論或內容
時，必須牢記本守則。

C.13 智慧財產權
您有責任保護我們的智慧財產權，此等智慧財產權包括商
標、著作權、專利圖形、多媒體及書面材料。我們的認證標
誌是我們最重大的資產之一；對於未經授權使用我們認證
標誌的行為，我們探取零容忍政策。如您知悉任何侵犯或
假冒我們認證標誌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的行為，請立即向法
務與合規部舉報。

https://csagroup.formstack.com/forms/legal_registry_lobbying_activities
mailto:communications%40csagroup.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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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技術與公司資產
我們為了公司業務而向您提供電子和電腦技術的訪問權
限。透過此等系統所創造、接收或傳播的資訊非私人資訊；
經授權的公司代表可以監控此等系統，且無需給予通知。
我們希望您保護並負責任地使用所有公司資產。唯有 CSA 
集團批准的設備（計算機、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才可用
於處理 CSA 集團資訊。您只能使用 CSA 批准和提供的電
子消息傳遞渠道。嚴禁使用個人電子郵箱與客戶或會員溝
通或者存儲與工作相關的文檔及資料。

您必須遵守 CSA 集團的政策以及任何對 CSA 的設備、系
統、計算機網絡、軟件、計算機和便攜式設備的使用、以及
對在其中傳達的資訊加以管轄的條款和條件。您不得使用
這些系統來查看或傳達不適當的材料。除非得到 CSA 集
團的授權，否則這些系統也不得用來為其他企業或組織
作工。

C.15 資訊安全
您必須對 CSA 集團的資訊和委託予我方的資訊的安全保
持警惕，以防來自外部的安全威脅。您必須遵守 CSA 集
團的資訊安全政策，並在工作場所內和在異地工作時，均
遵循資訊安全最佳實踐。在使用資訊資源時，總須以負責
任的方式保護 CSA 集團，使其免遭入侵者試圖破壞我方
的資訊系統。以正確的方式保留和處置資訊。如有任何實
際或可疑的數據洩露，或有任何資訊安全問題，須立即向 
CSA 集團報告。

C.16 出口合規
作為一家全球性機構，我們需遵守各國的國際貿易法律。
某些技術及技術資訊的轉讓受限，具體取決於轉讓物的性
質、原產地、目的地、最終用途及最終使用者。如無適當的
政府執照與許可，轉讓此等技術或資訊可能會導致您以及
本機構遭受嚴厲的處罰。欲知詳情，請連絡首席法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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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貿易制裁
在與國外一家公司開展業務前，請務必確保該公司及其工
廠所處國家、行業或其個人所有人未受到貿易制裁。被制
裁或被禁止貿易的國家、活動及個人會不時發生變化，因
此請務必經常向您的主管或首席法務官尋求指導。

有關貿易制裁的其他信息，請參閱我們的《貿易、貿易制裁
及出口政策》。

情景 

我偶然發現我們與一家新客戶簽署了《服務協
定》。我相信這家客戶所處國家屬於我們被禁
止開展業務的。我應該怎麼做？   

立即告知您的主管，並連絡法務與合規部，以
獲取更多與任何可能適用的貿易制裁相關的
資訊。

C.18 隱私与保密
在受雇于CSA集團期間，您可能會獲得各種與CSA集團以
及我們的客戶、會員及利益相關者相關的機密與專屬資
訊。您有義務始終對機密資訊保密。機密資訊包括個人資
訊；個人資訊是指可與個人關聯的任何資訊。個人資訊可
指能夠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身份的任何資訊。您只能按照 
CSA 集團的指示，並嚴格只就提供資訊的目的，獲取和使
用有關 CSA 集團、我方員工、客戶、成員和利益相關者的
資訊。請務必確保您始終根據我們的《保密與隱私政策》保
護個人資訊。您與我們的雇傭關係終止後，您所負有的保
密義務仍繼續有效。

任何未經授權獲取或披露機密資訊的行為均可能導致相
關方遭受無法彌補的傷害，也可能招致嚴厲的處罰，包括
監管處罰、民事處罰及刑事處罰。您有責任確保在向協力
廠商披露CSA集團資訊前已獲批准、此等協力廠商已知悉
保密和資料安全保護規定，並負有遵守此等規定的合同
義務。

情景 

是否允許向我的私人電子郵箱發送認證文檔，
以便我能夠在家處理這些文檔？      

不允許。請勿將任何與CSA集團相關的資訊發
送或轉發至您的私人電子郵箱。這些文檔可能
包含機密資訊，請勿將其傳送至任何外部郵件
伺服器。

情景 

我目前所從事的工作需要經常出差。我是否可
以在出差途中使用我的CSA集團手提電腦線上
查詢我的銀行帳戶？   

可以。只要這不會影響您的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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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 調查與法律程式
如監管機構、執法機構或外部律師向您詢問與CSA集團活
動相關的資訊，請務必立即告知CSA集團的法務與合規部
後方可回復。您需為所有內部及（經公司法律顧問授權的）
外部審計、調查與詢問。您應始終誠實作答。未經公司法律
顧問事先授權，您不得代表CSA集團作證或者根據法律請
求提供文檔。

C.20 協力廠商
在工作中，您可能需要與外部組織合作。此等協力廠商組
織可包括代理商、合營夥伴、代表、顧問分包商或獨立承包
商。我們可能需要為代表我們行事的協力廠商的行為承擔
責任。您需確保您所交往的協力廠商具備從事此等工作的
適當資質，並負有遵守所有法律規定以及CSA集團相關政
策（包括本準則）的合同義務。

C.21 內幕交易
如您持有與某上市公司（例如，CSA集團的客戶）相關且尚
未披露的重要資訊，證券法禁止您開展交易。如您或任何
其他人從事以下行為，即構成違法：(i) 根據您因為我們工
作而獲知的未披露重要資訊而買賣證券；或者 (ii) 無論是
否出於故意，將此等資訊傳遞給屆時可能會買賣證券的人
員（即「洩密」）。

情景 

我們正在為一家大客戶測試一個非常新穎的原
型；該客戶是一家著名的上市公司。該產品將改
變相關市場的格局。該公司尚未就該產品發表公
開說明。我在考慮投資其股票，並讓我的家人及
朋友也投資，因為我確定其股價在接下來幾周內
會上揚。這樣是否可以？   

不可以。如您購買該公司的股票是基於無法公開
獲得的資訊，這將被視為「內幕交易」，是違法的。
讓您的家人及朋友購買該股票將被視為「洩密」，
也會被視為犯罪。 

C.22 財務與業務記錄
您有義務確保我們的文檔、記錄及商務資訊完整且準確。除非根據《記錄管理政策與規程》，否則請勿偽造、篡改、銷毀或
非因必要而保留文檔、記錄及商務資訊，包括測試報告、規程及財務資訊。請務必確保所有財務交易及記錄已根據《國際
財務報表準則》(IFRS)或其他公認的會計準則獲得適當授權、經過適當記錄並準確且合理地呈現。此外，您需遵守所有
內控規程，絕不對任何公司資訊做任何虚假或誤導性的陳述。欲知詳情，請查閱我們的《記錄管理政策與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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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健康

D.1 工作場所暴力、騷擾與歧視
我們致力於維持工作場所無暴力、無歧視、無騷擾。我們
尊重每一位員工的尊嚴和自尊，絕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暴
力、騒擾或歧視。欲知詳情，請查閱我們的《工作場所暴
力、騷擾與歧視政策》及《多元性與包容政策》。如您或他
人面臨即時危險，透過內部管道舉報之前請先與當地警
方連絡。

情景 

在餐廳，一名員工以與我的文化背景相關的侮辱
性稱謂稱呼我。我應該怎麼做？   

立即向您的主管、人力資源代表或者透過
EthicsPoint求助熱線舉報該事件。

D.2 健康與安全
維持健康且安全的工作環境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之一。
營造並保持健康且安全的工作環境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我們設置了高標準，並旨在符合、甚至超過我們運營地所
處司法轄區的法律規定。欲知詳情，請查閱我們的《職業
健康、安全、保障與環境政策》。 

情景 

我在實驗室工作，其他員工總是把樣品及設備放
在緊急出口及配電板前面。我向我的主管舉報，
但他/她說沒有問題，並讓我回去工作。這樣做有
問題嗎？   

有問題。堵住緊急出口會將我們大廈內的員工、
承包商及訪客置於危險之中。此外，我們可能會
因為此類安全隱患而面臨罰款和責任。在發生火
货或其他緊急情況時，能夠立即使用緊急出口至
關重要。您應立即向高級別經理、您的 OHSS&E
現場代表/經理或者透過EthicsPoint求助熱線舉
報該情況。

D.3 藥物濫用
我們確保工作場所不受違法使用或不當使用藥物和酒精的影響。此等活動會導致我們無法為我們的員工提供健康且
安全的工作環境。CSA集團絕不允許在開展CSA集團業務或者在我們的場所內工作時銷售、分發、違法使用或不當使用
藥物或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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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性

E.1 環保合規
我們承擔環境管理責任，並努力成為該領域的佼佼者；我
們致力於環境保護及環境的可持續性。這包括遵守所有
與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及規章。欲知詳情，請查閱我們的

《職業健康、安全、保障與環境政策》。

情景 

我正在為一項測試作準備，這項測試需要將化學
物質添加至待測水體中。我的主管告訴我測試所
產生的廢水可以倒入雨水溝。我不確定這樣做是
否允許。我應該怎麼做？   

在未確認化學物質在合法範圍內之前，請勿將其
釋放到環境中。將化學物質倒入雨水溝可能被視
為洩漏。請諮詢您的OHSS&E現場代表/經理。

我們致力於透過培訓教學及教育讓您不斷獲得提升。作為您持續學習承諾的一部分，您有義務時刻關注那些會對您專
業領域內業務產生影響的變化，並及時溝通此等變化。

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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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準則所包含或默示的任何內容均不導致產生（或視為產生）或者構成CSA集團的任何法律義務。本準則的條款可能會
不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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