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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時面帶憂色，
走時胸有成竹。
伊頓公司申訴諮詢辦公室是國際申訴諮詢專員協會(IOA)的
積極成員。IOA的使命是支持與強化全世界的企業申訴諮詢
專業人士，從而確保依據最高職業標準從事職業實踐。 伊
頓公司的申訴諮詢專員遵守《國際申訴諮詢專員協會實踐準
則》。

申訴諮詢辦公室的使命
伊頓公司的申訴諮詢計畫將通過提供秘密、中立及非
正式的幫助來應對及解決工作場所中存在的問題，以
便：
•
保護人力、財務及其他資產
•
維護公司聲譽
•
遵守法律及規章，包括美國的量刑指南及薩班
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
促進符合伊頓公司業務操守及核心價值觀的道
德、公平、價值驅動的工作環境
所有與申訴諮詢專員討論的事宜均會被視為機密，不
構成對伊頓公司的通告。

道德原則與實踐準則

申訴諮詢辦公室的工作成果
過去18個月回顧

在拉丁美洲（17個工作
地）、北美（11個工作
地）、中國大陸及香港和
臺灣（5個工作地）推出
進修課程。
在中國大陸、香港以及臺
灣的30個工作地引入申訴
諮詢計畫。
受理諮詢2000多次

獨立性
申訴諮詢專員的組織與職能獨立，僅為機構裡的
最高層所知。
中立及公正性
申訴諮詢專員是指定的中立者，不與任何方面結
盟，不偏不倚。 申訴諮詢專員不會參與任何可能
設計利益衝突的情況。
保密性
申訴諮詢專員會將所有求助者的交流資訊嚴格保
密，未經授權不會披露任何秘密的往來資訊。 只
有在出現嚴重危害的緊迫風險時方可視為此保密
性原則的例外。
非正式性
作為非正式管理者，申訴諮詢專員不會參加與提
請其關注的事件相關的任何正式裁決或管理程
式。
如需更多瞭解《國際申訴諮詢專員協會實踐準
則》，請流覽：www.ombudsassociation.org

延伸我們的服務
很高興為大家呈上申訴諮詢辦公室年
度報告，希望能夠通過這份報告讓你
們對我們的作用和職責有進一步的瞭
解。 報告中回顧了我們過去18個月的
服務、工作成果和總體表現。
上次報告以來，我們在申訴諮詢制度
的全球推廣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 我
們已經成功地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
灣推出了申訴諮詢計畫，該計畫在印
度的推廣也已指定德維亞尼·辛格
(Devyani Singh)負責。 我們同時還在
為該計畫在英國的初步實施做準備。
一旦上述推廣計畫完成，我們的服務
將涵蓋伊頓公司在全世界約75%的員
工。
作為一個團隊，我們一直在努力提高
服務水準。 去年有幾名實地申訴諮詢
專員獲得了IOA的CO-OP(認證的組織
內監察員)資格。 成功通過認證考試及
面試將進一步確保伊頓公司的申訴諮
詢工作按照該協會的高標準進行。
展望未來，我們繼續致力於為提供一
個討論及解決工作場合遇到的問題、
消解員工憂慮的保密場所。 而回應員
工要求，為你們提供可行易行的指導
更是我們的一貫承諾。

伊蓮·布騰斯基(Ilene Butensky)
申訴諮詢辦公室總監
CO-OP

弘揚我們的文化和
價值觀
伊頓公司承諾在追求卓越績效的
同時保證正當經營，能夠實現這
樣的均衡這是我們的驕傲。 要維
持一個可兌現上述承諾的工作環
境，伊頓公司的核心價值觀是基
礎——以客戶為導向、信任、尊
重、自尊、誠信，將人才作為我
們最寶貴的資源。
伊頓公司的申訴諮詢機制在支持
我們的價值觀方面發揮著至關重
要的作用。 作為一條非正式、保
密、中立並且獨立的交流管道，
當你在處理工作場合的問題時需
要指導時，申訴諮詢辦公室讓你
有地方可以去，同時 給你力量，
幫助你做出決策。
自8年前引入北美以來，申訴諮
詢辦公室已經接待了超過9,000次
員工諮詢。 如今這一計畫已經推
廣到了世界其他地區——而且還
在繼續。
如有需要，我鼓勵我們的員工好
好利用這項重要服務。 如果你
遇到的問題涉及公司的既定價值
觀，通過尋求幫助，你也是在幫
助伊頓公司維持自己作為一個恪
守價值觀的企業的聲譽。

桑迪·庫特勒(Sandy Cutler)
伊頓公司董事長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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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與申訴諮詢辦公室聯繫
人們會在這些時候尋求申訴諮詢辦公室的幫助：
•

不知道到哪裡去訴說自己的擔憂

•

不知道如何把擔心說出來

•

需要完全保密

•

 要一個中立的聆聽者來幫助他們對自己面臨的選擇做出評估與
需
判斷

•

需要與對公司有廣泛瞭解的中立方進行無記錄談話

•

需要瞭解關於公司政策的更多資訊

申訴諮詢的保密原則不允許將真實案例作為教材，但通過
如下的虛擬場景你也可以瞭解哪些情況是 由我們處理的。

“有些事情不合情理。”
擔憂

申訴諮詢專員的答覆

羅伯特對所在單位促銷計畫的銷售
量計算方式有些懷疑。 他認為促
銷的效果被誇大了。 就這個問題
羅伯特多次向經理反映， 但經理
告訴他：用你拿到的數字就行了。
儘管這沒有影響到財務報告，羅伯
特依然對銷售量的計算方式不放
心。 對他而言，這似乎有悖於伊
頓公司正當經營的承諾。 他知道
申訴諮詢是保密的，而且獨立於正
式的企業組織架構之外，因此他覺
得在這件事情上申訴諮詢專員應當
能夠作為中立的聆聽者。 在反復
考慮幾周後，他與申訴諮詢辦公室
聯繫，尋求指導。

申訴諮詢專員聽取了羅伯特反映的
問題及相關細節。 他們討論了幾
種可能的選擇，包括向人力資源經
理彙報、向更高一級的經理反映，
或者與全球道德辦公室聯繫。 經
過考慮，羅伯特決定與全球道德辦
公室聯繫。 申訴諮詢專員表示同意
並安排了他們的會面。 在與羅伯
特全面討論後，道德代表啟動了對
此事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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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休息。”
擔憂

因為所在工廠加班的事情，瑪麗亞
致電申訴諮詢辦公室。 她說許多員
工已經有好幾個月每週工作7天了。
她有許多同事都表示很累，而且沒
有足夠的時間跟家人在一起。 她還
透露：由於不能及時購進原料，週
一經常工作量不足。 關於此事瑪麗
亞已經向主管反映了幾次，但情況
依舊。

“當你不知道該去哪裡的時候，
申訴諮詢辦公室是個好去處。”
克裡斯托·巴爾(Crystal Bahr)
助理申訴諮詢專員

申訴諮詢專員的答覆

在申訴諮詢專員幫她分析了可能的
選擇後，瑪麗亞要求申訴諮詢辦公
室向工廠的人事經理通報此事，但
不要透露她的名字。 申訴諮詢辦公
室與人事經理討論了上述情況，人
事經理解釋了工廠需要加班的原
因，但同時也了解應設法增加員工
休息時間。 商談後，工廠方面決
定組織一個小組對原料物流進行分
析，確保每個週一的工作不會被耽
誤。 這個小組還通過腦力激盪的
方式找到了一些幫助員工擠出必要
休息時間的辦法。

“你可以跟我們秘密地說。

這可能會是你感覺最棒的一次交談。”

埃文·阿羅史密斯(Evan Arrowsmith)
北美地區實地申訴諮詢專員
CO-OP
申訴諮詢辦公室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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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為準則指導我們實踐，讓尋求幫 “如果想理順工作中的問題，並在選擇方面得
到指導，我們的辦公室是個好地方。”
助的員工得到內心的寧靜。”
約翰·西蒙內蒂(John Simonetti)
北美地區實地申訴諮詢專員
CO-OP

熱內特·特利帕裡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實地申訴諮詢專員

“我的主管不尊重人。”
擔憂

申訴諮詢專員的答覆

申訴諮詢辦公室接到了尼克爾的電
話，她覺得一些主管的行為很失
禮。 她聲稱：主管在言語上威脅
員工，說要讓他們丟工作。 尼克
爾認為這種行為和語言不符合伊頓
公司的價值觀和理念。 由於怕報復
她不願向當地管理層反映此事。
尼克爾決定打電話給申訴諮詢辦公
室。

申訴諮詢專員在聽取她對事情的描
述後問了幾個問題，以便有更全面
的瞭解。 在分析幾種可能的選擇
後，尼克爾決定請申訴諮詢辦公室
向人事經理反映情況及其對工作團
隊的影響，但不要透露她的身份。
申訴諮詢專員發現該地的員工調查
中也反映出潛在的問題。 他與人事
經理商量了一些可能改善工作環境
的辦法。 人事經理與伊頓大學和
工廠經理一起，安排該工廠的全體
主管參加了一線領導者“Core 5”
課程的培訓。 人事經理還表示希
望在管理層團隊中將伊頓公司的價
值觀和理念發揚光大，並強調採取
報復是違背這些價值觀的。

案例的結果
申訴諮詢專員與員工一起，
找到了一些可以通過非威脅的合
作方式解決他們所擔心問題的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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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領導者給予員工回饋馈
除了幫助撥打電話的員工個體之外，申訴諮詢辦公室還可幫助功能
別領導者或組織領導者給予員工回饋。 這些服務包括：
•

協助領導者深入瞭解特定的組織問題或擔憂

•

 員工安全地表達自己的意見，通過有組織的保密談話向中立的
讓
第三方提供見解。

•

在保護員工身份的情況下向領導者提供經過篩選的回饋

•

 過收集傳統回饋流程無法獲取的資訊和觀感，促進對疑難問題
通
的更深入理解

如果你是某個功能部門的領導者或者組織領導者，請與申訴諮詢辦
公室聯繫以便瞭解關於這些服務的更多資訊。

“我想參加，但參加不了。”
擔憂

麥克所在單位最近發起了一場健
身運動，鼓勵每個員工每週至少有
三天行走30分鐘，連續6周。 他的
經理要求每個人都支持這項活動，
稱自己“對每個人的參與寄予厚
望。” 麥克平時就堅持鍛煉，但身
體上的一些問題讓導致他走30分鐘
便會疼痛不止。 他擔心如果不參與
行動活動會影響上級對他的看法。
於是麥克致電申訴諮詢專員，詢問
如何處理此事。

申訴諮詢專員的答覆

申訴諮詢專員在聽完麥克的介紹後
跟他商量了幾種可能的選擇。 麥
克決定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人事經理
並建議在健身計畫中增加其他活動
專案。 在申訴諮詢專員的建議下，
麥克還提到了伊頓公司健身計畫中
的“Get Fit”部分，即鼓勵員工選
擇自己喜歡的健身方式。 在交談後
人事經理告訴麥克：參不參與完全
在他自己，不參與也不會有什麼負
面影響。 按照麥克的建議，活動的
組織者決定增加其他類型的鍛煉項
目。 高興之餘，麥克也選擇了適合
自己的項目。

“隨著公司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日漸增強，我 “我們正在將申訴諮詢計畫引入印度並培訓他
期待著將我們的服務帶到這一地區的更多國 們如何有效地使用我們的服務。能夠讓人們
家。”
瞭解申訴諮詢，我真的為此激動不已。”
Sophia Qiao （喬 維雙）
亞太區實地申訴諮詢專員
CO-OP

德維亞尼·辛格(Devyani Singh)
印度地區實地申訴諮詢專員

申訴諮詢辦公室年度報告

7

常見問題
申訴諮詢辦公室的職能是什麼？

我怎麼才能與申訴諮詢辦公室取得聯繫？

申訴諮詢辦公室的存在就是為了幫助員工
解決工作場所的問題。申訴諮詢辦公室將
作為主要及正式問題解決管道（如當地管
理層、人力資源部門、全球道德辦公室、
審計部門及EHS部門）的補充，而不是取
代這些管道。

我怎麼才能與申訴諮詢辦公室取得聯繫？
你可以通過免費保密電話與申訴諮詢辦公
室聯繫。為保證安全，他們的線路是與伊
頓公司隔離的。你也可以致函Ombuds@
eaton.com要求面談或電話討論。請注意：
電子郵件不是保密的通訊形式。

我跟申訴諮詢專員之間的往來通話是保密
的嗎？

哪些人可以使用申訴諮詢辦公室的服務？

與申訴諮詢專員之間的所有交流都是有特
殊保護的，而且呼叫人會被告知這些往來
將保密。 唯一的例外情況是當內容涉及嚴
重傷害的迫切風險時。 申訴諮詢專員是中
立而且獨立的。 與申訴諮詢專員討論的問
題不會被記錄在案，而且不構成對伊頓公
司的索賠通知。 申訴諮詢辦公室的保密性
讓它成為一個討論問題的安全場所，在這
裡不用擔心被報復。
我可以期待通過申訴諮詢專員的服務得到
哪些帮明？
每個案例可能都不一樣，但通常情況下申
訴諮詢專員會聽你講述自己的擔憂，然後
會問一些問題以便有全面的瞭解。申訴諮
詢專員會跟你一起確定解決問題的合理選
擇。然後與你討論每種選擇的優劣，讓你
自行決定最佳選擇。

申訴諮詢辦公室的服務對伊頓公司全體員
工及合作夥伴開放。
f其中包括員工的家庭成員、退休員工、合
同工以及被剝離/關閉的機構員工。
我應當在什麼時候與申訴諮詢辦公室聯繫？
申訴諮詢辦公室可隨時為你提供輔導和指
引，幫助你解決工作相關問題。通常情況
下建議先與你的主管或當地管理層（包括
當地的人事經理）商議。如這種方式不可
行，申訴諮詢辦公室會為員工提供幫助。
如果你擔心的事情涉及可能違背伊頓到道
德行為準則或違法的事情，全球道德辦公
室也會幫助你。如果你不確定應該去哪裡
尋求幫助，你可以與申訴諮詢辦公室聯
繫，我們將把你的問題轉交可提供幫助的
適當機構。

免費保密電話
1-866-29-OMBUD
(1-866-296-6283)

阿根廷

0-800-288-5288 + 866-296-6283

巴西

0-800-8888-288 + 866-296-6283

智利

800-360-312 + 866-296-6283

哥斯大黎加

0-800-011-4114 + 866-296-6283

多明尼加共和國
296-6283

11-22 或 1-800-872-2881 + 866-

薩爾瓦多

800-1785 + 866-296-6283

瓜地馬拉

138-120 + 866-296-6283

洪都拉斯

800-0-123 + 866-296-6283

墨西哥

01-800-112-2020 + 866-296-6283

尼加拉瓜

1-800-0164 + 866-296-6283

巴拿馬

800-2288 + 866-296-6283

委內瑞拉

0-800-552-6288 + 866-296-6283

請從功能表中選擇你喜歡的語言：
英語請按1
西班牙語請按2
葡萄牙語請按3
中文請按4

Office of the Ombuds
13100 E. Michigan Avenue
Galesburg, MI 49053

中國大陸

800-820-0891（固話用戶）
400-820-0891 （行動電話用戶

香港

800-968-331

臺灣

0800-088-658

您也可以發函至：
Office of the Ombuds
13100 E. Michigan Avenue
Galesburg, MI 49053
USA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
請訪問www.eaton.com/ombuds
或發送郵件至ombuds@eaton.com。
（請注意：電子郵件不是保密的通訊形式。）
聽力受損的員工可通過中繼服務與申訴諮詢
辦公室聯繫。 請通過免費電話與我們聯繫
（如果不擔心保密問題也可通過電子郵件），
我們將做出必要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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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拿大、
波多黎各

下列地區請直接撥打免費電話：

Traditional Chinese

與伊頓公司電話線路隔離，確保安全。如需聯繫我
們，請撥打免費電話或AT&T接入碼+免費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