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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 

本行動基準適用於 Panasonic Corporation 及 Panasonic Corporation 的

子公司的全體董事、役員、員工。 

 

＜制定、生效、變更＞ 

本行動基準由 Panasonic Corporation 的取締役會（董事會）制定，經適用

本行動基準的各公司的取締役會（董事會）決議後生效。 

各適用公司在取得 Panasonic Corporation 總公司的事先同意的前提下，可

以根據各國、各地區的法令、規則、習慣、事業形態等對本行動基準的內容進行部分

變更。但無論何種情形，都不能制定與本基準相抵觸的內容。 

 

＜修訂＞ 

當社會形勢發生了變化，需要再次修訂本行動基準時，將按照制定時同樣的手

續對其進行修訂。 

 

＜選任監督遵守的董事、幹部和實施教育、研修＞  

為了能確實地遵守貫徹本行動基準，公司在選任負責監督遵守的董事、役員的

同時，將有計劃地組織教育和研修。 

 

＜違反時的處理措施＞ 

當董事、役員和職員違反本行動基準時，將予以嚴正的處理。對於董事、役員，

將依據公司法等法律或公司內規則進行處理。對於職員，將依據員工工作規則進行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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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我們的基本理念 

 

經營理念是根本 

我們是依據經營理念將事業發展至今的。所謂經營理念，是指關於事業目的和事業活動的基

本想法，它有力而簡潔地表現在我們的“綱領”、“信條”及“我們遵奉的精神”之中。依據經營理念開

展事業這一點，無論時代如何推移，事業規模和事業內容如何變化，都是永久不變的。 

 

依靠創造價值貢獻於社會 

我們從社會得到“人、物、財、資訊”等為主的寶貴資源，附加上新的價值，產生出產品和服

務，並被全世界的人們廣泛地利用，我們以此來經營我們的事業。 

在我們的經營活動中，首先重要的事情，是發揮創造性和勤奮精神，“透過創造新價值，為社

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這才是我們所從事事業的意義，也是我們的使命。 

 

與社會的緊密聯繫 

同樣重要的是，事業與社會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會被社會所培育。

顧客自不必說，只有得到股東、交易對象、員工、所在地域等眾多的利益相關者的有形或無形的

支持與協助，我們的事業才能成功。另外，我們的事業活動也會從經濟、社會、環境等各個層面

給他們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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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是社會的公器 

在此意義上講，我們的公司即使是屬於私人企業，在事業上仍負有社會性的責任。我們在“企

業是社會的公器”的理念下，必須意識到並完成我們的責任。而且透過與各種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

對話，時刻銘記著應進行高透明性的事業活動，並盡到說明的責任。為此，我們應努力做到總能

迅速地採取公正且誠實的行動。 

 

地球環境是無可替代的 

對於我們人類來講，地球環境是無可替代的。資源和能源就不必說了，我們的事業活動從各

個方面都受到地球巨大的恩惠。我們應時刻銘記於此，以使地球環境變得更加良好交給下一代的

積極態度，來進行各項活動。 

 

全球的視野和行動 

作為在全世界開展事業的全球化企業，我們在尊重人權，遵守各國、各地區的法律的同時，

力求做到正確地理解、認識其文化、宗教、價值觀等，並在接觸過程中對其保持敬意，誠實地行

動。 

 

 

 

經營理念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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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企業的社會性責任和企業倫理等變得從未有過的重要。 

本行動基準是為了實現我們的經營理念，是我們在各國、各地域所從事事業活動中各個方面

都應遵守的基準。但它並不是涵蓋了所有行為的基準。對於本行動基準裡未能規定的內容，本著

經營理念，對照其本質來採取行動是十分重要的。 

 

 

 

綱    領 

 

貫徹為產業人的本分， 

圖謀社會生活的改善與提高， 

以期貢獻世界文明生活的進展。 

  

 

信    條 

 

向上發展，如非得到大家的同心協力，殊難實現， 

大家要以至誠為旨，團結一致，服務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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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遵奉的精神 

一、產業報國的精神 

產業報國為本公司綱領的基本，我等產業人應以此精神為首。 

一、光明正大的精神 

光明正大乃為人處世之本，無論如何才學兼備，捨此精神則不

足為範。 

一、和衷共濟的精神 

和衷共濟為本公司所標榜的宗旨，無論薈萃了如何優秀的人

才，倘若欠缺此精神則僅為一群毫無力量的烏合之眾。 

 

一、力爭向上的精神 

為實現吾輩之使命，奮鬥是唯一之真諦，捨此精神無法贏得真

正的和平與進步。 

一、禮節謙讓的精神 

為人倘禮儀紊亂，缺少謙讓之心，則社會秩序難以維持正常。

唯有正確的禮儀和謙讓的道德，才會淨化社會的情操，潤澤人

生。 

一、遵循法則的精神 

進步與發展應順其自然法則。因此，如不順應社會的發展趨

勢，執著於人為的偏執態度，絕對無望取得成功。 

一、造福社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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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奉獻的心願，能賜予吾人無限的喜悅與活力，心懷這一

心願則能克服一切艱難險阻，迎接真正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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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事業活動的開展 

 

Ⅰ－１．研究開發 

 

（１）為實現豐富多彩的未來從事研究開發 

我們透過研究開發向全世界的人們獻上一個豐富多彩的未來。 

我們力求使我們的研究開發成果不會被使用到與地球環境的保護、維護世界和平、社會

道德、人道主義相反的用途上。 

 

（２）開發能滿足顧客需求的商品 

我們應經常思考顧客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力求開發出能使顧客的生活變得舒適、充實的

商品。 

另外，我們在遵守各國、各地區的法律、規格的同時，應充分考慮商品的品質、性能、安

全、外觀造型、使用的方便性、價格、環保性等，努力開發出更優良的商品，滿足顧客的需

要。 

 

（３）開發成果的利用和尊重智慧財產權 

我們應將研究開發成果作為智慧財產權予以確立和累積，並在積極地加以保護的同時，

力求在世界各地最大限度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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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的同時，努力預防和排除對本公司智慧財產權的侵害。 

 

（４）開放性的規格、標準化 

在規格的統一及標準化方面，我們以全世界顧客的最大利益為目的採取行動的同時，公

平地公開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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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採購 

  

（１）公平且公正的交易 

我們在進行物品、服務的採購時，應與全球的供應方進行公平且公正的交易。 

 

（２）供應方的選擇 

我們在進行物品、服務的採購時，在考慮對方遵守法律、社會規範，贊同本公司的經營

理念和行動基準之外，還要本著安全、品質、環境、價格、交貨期等本公司的採購標準為其

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並進行公正的評價和選擇。 

 

（３）正確的採購活動的實踐 

我們實行遵守法律、基於企業倫理的正確的採購活動。而且，我們不接受供應方提供給

個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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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生產 

 

（１）依靠產品的製造為社會做貢獻 

我們透過製造產品而創造新的價值，實現豐富、舒適而又充實的生活，從而我們時常想

起為社會做貢獻是我們的本分，並致力於實現充分關注地球環境的生產活動。 

    

（２）信賴和安心來源於品質第一 

我們以遵守法律為根本，把商品的品質放在第一位，在得到顧客真正信賴的同時，為使

顧客能放心地使用我們的產品，專注於貫徹落實產品製造流程的品質提升。 

 

（３）實現顧客滿意 

我們以全球性的視點，努力不懈地提高生產能力和降低成本。根據世界各國顧客的期望，

努力構築在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價格提供商品的聰敏、高靈活性的生產體系。 

 

 

 

 

 

 



  15 

４．營業 

 

（１）新市場的創造 

我們應經常正確地把握顧客的需要和欲望，積極地在公司內提出開發期望的方案，同時，

促進走在時代前面的商品、服務的普及，創造新的市場。 

 

（２）順應顧客的信賴和期待 

我們在與顧客接觸時，應意識到每個人都是公司的代表，注意誠實、正確、迅速，以謙虛

的姿態和感謝的心情來應對顧客。 

另外，為順應顧客的信賴和期待，我們應力求即時準確地將商品、服務送達，機敏靈活

地應對顧客的要求和抱怨，同時徹底做好顧客資訊的管理等。 

 

（３）實現正確的營業活動 

無論競爭多麼激烈，我們也要遵守法律，以符合企業倫理的公正的營業活動為最優先進

行實踐活動。我們絕不以違反法律和社會倫理為代價來追求銷售額和利潤。 

行賄或聯合壟斷·圍標、限制交易對象的銷售價格等違反法律和企業倫理的行為堅決不做。 

另外，為防止我們所經營的商品和技術不會被用於對世界和平造成威脅的目的，應進行

完善的輸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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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媒體、宣傳 

 

（１）與社會的交流溝通 

我們力圖透過媒體、宣傳等公司宣傳交流活動，將本公司的經營方針及有關商品、技術

等的公正且正確的資訊廣泛地讓社會上的人們所知道，從而實現品牌價值的提升。同時，經

常傾聽社會的聲音，虛心地接受，並將其適當地反映在事業活動之中。 

 

（２）公正的內容和表現 

我們總是以基於事實的表現形式為根本來進行公司的宣傳交流活動。我們不以與社會性

差別有關聯的事物、中傷他人的或有損於個人尊嚴的、與政治、宗教有關的事物做為表現的

物件。 

 

（３）創造性和先進性 

我們在公司宣傳交流活動中追求、發揮創造性和先進性，力求使人們感動和接受。並且，

以提升對我們品牌的認同和信賴度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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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１．與地球環境共存 

 

（１）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為目標 

我們透過事業活動，以環境的視點創造出價值，力求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兩者並存

且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在所開展業務的所有方面，先行一步推進關於預防地球暖化、有效利用資源、化學物質

管理、有效利用水資源及防止污染、保護生物多樣性等面向降低環境負荷的措施。 

同時為了取得社會各界對上述措施的理解與共識，並在社會中進行廣泛普及，我們將積 

極地公開我們所開展的各項措施及其成果。 

 

（２）環保產品・服務等的開發 

我們在研究開發、商品企畫、設計階段中充分考慮對環境的保護，創新開發出以環境技

術為強項的商品·服務，努力促進其普及。 

 

（３）產品製造方面的措施 

我們在從商品企畫、採購、生產、銷售、物流、至回收利用等產品製造全過程中以提高生

產力和降低環境負荷為目標。 

 

（4）環境意識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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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了在所有的事業領域、部門、階層中推進環保的相關措施，透過教育、啟蒙活動，

努力提升環境意識。此外，我們還加深與合作夥伴以及地域社會之間的溝通交流，協助解決

相關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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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商品的安全 

 

（１）安全性最優先 

在研究開發、生產、銷售過程中，我們以商品的安全性為最優先事項。此外，對於安裝工

程、維護、修理等方面，也力求確保其安全性。 

 

（２）資訊的提供 

為使顧客安全地使用商品，將事故防患於未然，關於正確的使用方法等，我們應妥善地

向顧客提供淺顯易懂的標識和說明等資訊。 

 

（３）發生事故時的對應措施 

當得到有關商品的安全性的資訊時，我們應迅速地對事實予以確認，究其原因，採取適

當的應對措施。當判明可能有安全上的問題時，應迅速且正確地向公司內外的相關部門報告，

為確保安全性和防止事故的擴大、再次發生，盡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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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法律法規和企業倫理的遵守 

 

（１）法律法規和企業倫理的遵守是經營的根本 

在日常經營活動中，遵守法律自不必說，同時我們應遵守企業倫理開展誠實的經營活動。

在業務的各個方面遵守法律法規和企業倫理，是我們公司生存發展的大前提，同時也是我們

經營的根本。 

 

（２）公正的行動 

我們尊重公正且自由的競爭，遵守公平交易法及其他相關的法律。 

無論接待、贈送禮品或其他任何形式，都不做違反法律法規和社會倫理來提供利益的事

情，同時也不接受提供給個人的利益。  

對於反社會勢力、團體，我們也應以毅然決然的態度來應對。 

 

（３）相關法律在公司內的貫徹 

我們為將遵守法律法規及其精神落實，在努力完善公司內部規定的基礎上，還應在工作

中積極地收集與業務活動相關的法律法規的資訊，透過教育培訓等各種各樣的機會，在公司

內貫徹落實。 

 

（４）對違反法律法規行為的早期糾正和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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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發現某些業務有違反法律法規和企業倫理的嫌疑時，應向上級或法務部門等適當

的相關部門或公司內部的相關部門報告。不存在非不正當目的，只因為報告了違反法律法規

或可能發生違反情節的人，因而遭到解雇、降格等不良處理的情況。在處理此類報告時，徹

底貫徹資訊的管理工作。 

另外，當發生了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時，應迅速地糾正其違反行為和狀態，力求防止再

次發生，同時對於違反行為要嚴肅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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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資訊的靈活運用與管理 

 

（１）資訊的靈活運用 

我們運用ＩＴ技術，力求做到積極靈活地運用資訊。 

為此我們在正確地收集經營戰略資訊、技術資訊及個人資訊等有用資訊的同時，還要對

獲得的資訊加以正確的記錄、適當的管理、利用，而且對於不必要的資訊進行確實的廢棄處

理。 

 

（２）資訊安全的貫徹落實 

我們在對資訊的盜用、篡改予以充分注意的同時，還要貫徹落實防止資訊洩漏等資訊安

全的管理措施。 

 

（３）外部公司資訊等的處理方式 

對於外部公司的資訊等，我們應在充分考慮必要性的基礎上予以接受，並努力在保密和

防止資訊洩漏方面做到萬無一失。 

 

（４）個人資訊的處理 

我們應認識到個人資訊的重要性，在收集、記錄、管理、利用、廢棄該類資訊時遵照所制

定的相關規則進行正確的處理。另外，努力防止個人資訊的丟失、篡改和洩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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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Disclosure（資訊的公開） 

 

（１）基本的想法 

不僅是對顧客和股東，我們還力求適時恰當地對各種各樣的利益相關者提供清晰易懂的、

公正且正確的包括本公司的財務資訊、經營方針、事業活動、ＥＳＧ活動等企業資訊。同時，

虛心地接受社會給予本公司的評價和期望，力求使其作用於我們的事業活動，以次使我們始

終作為一個高透明性的企業生存和發展。 

 

（２）遵守法律法規、規則 

我們公司所開展的是全球性的事業，並已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證券市場上市。我們應遵

守相關國家的、與證券相關的法律法規。 

另外，我們決不做內線交易。 

 

（３）應公開的資訊及其方法 

我們建立完善且適時恰當的公開體系，對於法律法規要求公開的資訊和其他我們判斷應

該公開的資訊，依照適當的內部統一管理手續，力求其內容公正且、正確且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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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企業市民活動 

 

（１）企業市民活動 

我們以創建健全且豐富多彩的社會結構為目標，透過不斷地與社會對話，從企業的角度

積極地開展作為企業市民的活動。特別是開展與地球環境共存、人材培養·教育、藝術·文化振

興、社會福利的活動，同時與ＮＰＯ／ＮＧＯ·市民共同為創造良好社會環境等開展支持活動。 

 

（２）與所在地域社會的共生  

我們認識到自身是所在地域的一員，力求與當地社會謀求合作，共同發展。 

特別是積極地參加·協助當地社會的活動，在實施對環境的對應、藝術·文化·體育的振興

等植根於當地社會的活動的同時，盡可能地採取提供公司內部設施、開放公司內的文化體育

活動等措施，妥善地應對當地社會的需求。 

另外，在發生自然災害等大規模的災害時，與相關單位協同合作，進行能力所及的、快

速的支持活動。 

 

（３）對捐獻、贊助活動、公益事業的支持 

公司為解決社會性課題和應對社會性的需求，除了參加對社會貢獻具有意義的適當的捐

助、贊助等活動之外，還對自身所設立的財團、基金等公益事業的運營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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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品牌 

 

（１）對於品牌的思考 

Panasonic品牌不僅是對顧客負責任的體現，同時也是取得顧客信賴與滿意的見證，我們透過對

Panasonic品牌中的含義與理念的深刻理解及正確的使用，加深與全世界客戶之間的連繫 

 

（２）Panasonic 品牌的目標形態 

    創造美好的生活，為全世界人們的幸福和社會的發展以及地球的未來不斷做出貢獻，是

Panasonic 品牌對顧客承諾，我們將這一承諾融入“A Better Life, A Better World“品牌標語

中，並在各類業務中予以實踐。 

並且，以時刻銘記以下“3 個價值”為前提開展所有的企業活動。 

 

Visionary   我們敏銳捕捉環境等全球性課題和時代動向，總是以 

（先進）   領先一步的創意，不斷創造出超越顧客期待的新價值。 

 

 

Refined  我們不斷努力，用經過千錘百煉的產品和優質的服務， 

（洗練）    呈現每個顧客真正能追求與憧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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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ed  我們不斷創造讓顧客由衷滿足的價值，以此構築彼此穩 

（信賴）    固的關係。 

 

 

（３）品牌價值的維持和提高 

我們將品牌作為事業經營的中心，通過不斷創造出對顧客有用的、使品牌大放異彩的商品、

服務，維護並提升 Panasonic 品牌的價值。 

 



  27 

第３章 公司與員工的關係 

 

公司尊重人的尊嚴，為員工提供舞臺使其發揮個性和意願並活躍於全球範圍內。另一方面，員

工應充分發揮各自的能力和專業，努力實現自我價值。透過建立這種員工與公司相互自立的關係，

實踐我們的經營理念。 

 

（１）人才的培育 

① 我們堅持“經營之本在於人”的觀點，透過人事制度及教育、培訓等，努力培養具備專門性、

創造性、極富挑戰意識的人才和實現自主的能力提高。 

② 我們在尊重每個人的人格、個性的同時，努力維持並改善互相認可多樣性的制度。 

③ 我們努力作為一個具備良知且富於人性的優秀的社會人、優秀的企業人來採取行動。 

④ 我們認識到“管理者的最重要的責任和任務是培育下屬”，並努力透過業務活動培養人才。 

 

（２）人權的尊重     

① 公司在尊重基本人權的同時，努力做到不差別對待，提供均等的雇傭機會。 

我們基於各國的法律法規不做有關性別、年齡、國籍、人種、民族、信條、宗教、社會性身

份、LGBT、障礙等差別性的言行。 

② 公司不做強制工作、違背本人意願的工作和不雇傭童工。有關員工的雇傭事宜，始終是依

據所開展事業活動的各個國家和各個地區的法律法規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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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我們認可個人的多種多樣的價值觀，尊重每個人的隱私。避免互相中傷或誇大其詞的言行，

更不做性騷擾或暴力等無視人格的行為，努力營造公正且積極樂觀的工作環境。 

④ 公司努力確保提供充分考慮員工健康的安全且舒適的工作環境。 

⑤ 公司基於各國的法律法規和勞動慣例，經常透過和員工積極且誠實的對話，努力構築健全

的關係和課題的解決。 

 

（３）公司資產的保護 

我們不非法使用包括網路在內的公司內部的資訊系統和其他有形、無形的公司資產。 

另外，在離職時歸還公司資產、業務上的所有秘密資訊和資料等，並且在未取得公司許

可的情況下，不公開和洩漏任職期間所獲知的營業機密和其他企業的資訊。 

 

（４）利益相對行為的禁止 

我們不做我們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相對立或有對立可能性的行為。如果有可能發生這種

狀況或發生了這種狀況時，應向上級或相關部門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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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sonic 行 為 准 則 

 

１９９２年 １月１日 發佈 

１９９８年 １月１日 修訂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１日 修訂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 修訂 

２０１４年 ４月１日 部分更新 

２０１６年 ４月１日 部分更新 

２０１９年 ４月１日 部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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