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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諮詢
辦公室
年度報告

伊頓申訴諮詢專員計劃是
一種非正式管道，來解決
伊頓內部的衝突。因此，有
別於與正式管道聯繫，如
通過管理層或道德與合規
辦公室，與申訴諮詢辦公
室聯繫等均不會視作向伊
頓發出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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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諮詢辦公室
總監致辭
從申訴諮詢辦公室上次報告以來，伊
頓度過了繁忙的18個月。經過幾次併
購活動，伊頓增加了30,000多名新員
工。併購後，我們將申訴諮詢專員計
劃介紹推廣到在世界各地九十多個
工作地點的許多新員工之中。申訴諮
詢專員計劃歡迎大家！

本報告函蓋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
這段時間，匯總了在這18個月期間與
我們聯繫接觸過的2,700多名員工個
案活動的數據。本報告也將簡要概
述已介紹推廣申訴諮詢專員計劃的
六個新國家的情況，重點介紹我們的
主要活動，詳細描述申訴諮詢辦公室
的作用和職責，並舉例說明了一些典
型申訴諮詢個案的情況。我要感謝
那些從世界各地自願向我們提供了
在本報告中使用引言的所有員工。本
報告封面藝術來自於申訴諮詢的新
宣傳海報之一，這些新的宣傳海報即
將展示在世界各地工廠及辦公室。

2002年以來，申訴諮詢辦公室在為
確保伊頓的價值觀和理念在整個企
業中得以貫徹和應用提供著一種獨
特的資源。如果你有任何工作相關的
問題，申訴諮詢辦公室就是一個保密
諮詢的資源，你可以找到一位對企業
的文化，價值觀和運作有經驗和知識
的申訴諮詢專員，傾聽並幫助你解決
你的實際問題。我們的服務配合伊

頓的各種正式渠道，如你的直屬經
理、全球道德與合規辦公室或人力
資源部，但並不取代任何正式渠道，
也不會與這些正式管道競爭。

2014年5月，埃文•阿羅史密斯
（Evan Arrowsmith），北美地區申
訴諮詢專員，退休了。埃文對申訴諮
詢辦公室的貢獻人們會被牢記在
心。我們祝他一切順利，並感謝他多
年來的服務。

本報告不僅使我們有機會向員工群
體提供信息，而且使我們能深入到員
工群體之中，重申我們及時回應、易
於聯繫的承諾，作為一個具有保密
性、非正式性和中立性的安全溝通環
境，讓員工們可以討論任何工作場所
相關問題或顧慮。感謝大家對我們
的信任。

12多年前，我们創立-了申訴諮詢辦公室，旨在為員
工提供一個他們可以放心地無顧慮地傾訴與工作
場所相關的問題或疑慮的空間。當工作中出現困
境或問題時，大部分員工會使用正規管道，如找直
屬經理或人力資源部。但是，我們了解有時需要
一個像申訴諮詢辦公室這樣保密、公正、不留記錄
的機構，讓員工就原本不可能提出來的問題進行
諮詢或尋求指導。

自2002年成立以來，申訴諮詢辦公室已接待了
16,000多名員工，為他們的問題提供諮詢服務- 
這說明員工來申訴諮詢辦公室是對這種解決問題
的替代方式的信任。我鼓勵大家在需要之時考慮
使用這一重要的服務。

申訴諮詢辦公室為員工提供一個以保密的方式提
出問題的機會，展示伊頓致力於以正當經營正發
揮著關鍵性的作用。

伊蓮•布騰斯基
(Ilene Butensky)
申訴諮詢辦公室總監

認證的組織內監察員

桑迪•庫特勒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申訴諮詢辦公室： 
一種獨立、保密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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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告
在過去18個月中，申訴諮詢專員團隊先後向在韓國，
馬來西亞，南非，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日本等國的伊
頓員工宣傳推廣了申訴諮詢專員計劃。該團隊還向14
個國家的19,000多名前庫珀公司（Cooper）員工、以
及來自於在韓國收購傑爾公司（Jeil）、在智利收購羅
勒克公司（Rolec）和在土耳其收購坡利瑪卡庫克公司
（PolimerKaucuk）的員工，介紹推廣了該計劃。總
之，申訴諮詢專員向全球各地172處工作地點的
40,000多名伊頓員工提供了現場培訓。

庫珀工作地點

誰曾使用過申訴諮詢辦公室

自從2012年收購庫珀，申訴
諮詢辦公室已在14個國家93
個工作地點為19,000多名前
庫珀員工提供了申訴諮詢專
員計劃培訓。

2013年1月以來，所有個案中
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來自前庫
珀工作地點。

申訴諮詢辦公室遵
循嚴格的保密政策，
只保留高層級的數
據記錄，並不保留會
識別個別員工的詳
細記錄。

技術或專業人員

20%
30%

經理或主管

16%
11%

辦公室員工

5%
5%

外界聯繫或未
知人員

8%

退休人員/前員工
2%

契約人員或臨時
員工

1%

46%
53%
工廠

30%
亞太地區

4%*
歐洲、中東和非
洲地區

北美地區
43%

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區

23%

個案的地區分佈

*還沒有向歐洲、中東和非洲
地區的大多數歐洲國家介
紹申訴諮詢專員計劃。

至今已向30個國家推
出申訴諮詢專員計劃，
覆蓋伊頓公司所有員工
的80%。

向申訴諮詢專員求助者 伊頓的员工統計數據

高階領導層

2%
.05%

共計

2,710
個個案6
個新國家

拜訪和培訓過

172
個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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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14年6月，在日本大阪、京
都和東京的四個辦公地點（
包括前庫珀公司的幾個地
點），向近300名員工推出了
申訴諮詢專員計劃。

土耳其
2014年3月，申訴諮詢專員
團隊在土耳其伊斯坦堡電氣
和液壓辦事處和切克茲可瑞
（Cerkezkoy）百萬平方英
尺的液壓工業軟管廠為
2,000多名員工提供申訴諮
詢專員計劃培訓。

韓國
2013年5月，伊蓮•布騰斯基
（Ilene Butensky）和喬維雙
（Sophia Qiao ）拜訪了韓
國，為來自電氣、車輛和液壓
事業部的500 多名員工和前
庫珀員工，舉辦了20多場次申
訴諮詢專員計劃培訓。培訓地
點為釜山、首爾、平澤和華
城。

南非
2013年6月，申訴諮詢專員
團隊走訪了南非的韋德維
爾、肯普敦帕克、維特班克、
范德拜爾帕克、開普敦、德
班和理查德灣，為來自電
氣、液壓和車輛事業部的近
500名員工舉行了23場次的
培訓。

沙特阿拉伯
2014年4月，在沙特阿拉伯
達曼（Damamm ）伊頓工廠
的80多名員工接受了申訴諮
詢專員團隊提供的培訓。

六個新國家

馬來西亞
2013年5月，向馬來西亞吉
隆坡和檳城的電氣和液壓事
業部的員工介紹了申訴諮詢
專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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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際督查員 
協會和專業活動
伊頓申訴諮詢專員團隊通過參與外部社群活動和參
加國際督查員協會（IOA）來支持申訴諮詢專業。

2013年4月
伊蓮•布騰斯基（Ilene 
Butensky ）被任命為國際
督查員協會董事會董事，並
擔任該董事會的財務主管。

2014年4月
伊蓮•布騰斯基（Ilene 
Butensky ）在美國佛羅里
達州邁阿密舉行的美國律師
協會春季大會上發表“申訴
諮詢專員實踐介紹”。發言
中闡述了申訴諮詢專員在企
業環境中的未來。

2014年6月
喬維雙（Sophia Qiao ）和伊
蓮•布騰斯基（Ilene Butensky 
）在東京美國俱樂部提供美國
商會專題演講。題為“組織內
申訴諮詢專員計劃– 其作用、
價值和影響”。

2013年12月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申訴
諮詢專員吉内特•萃普瑞
（Gennette Tripari）在巴西
累西腓舉行的巴西督查員協
會第十六屆巴西督查員大會
上做主題發言。吉內特
（Gennette） 介紹了伊頓申
訴諮詢辦公室管理層的情
況，如申訴諮詢辦公室的實
施、趨勢、統計數據和溝通策
略等。來自巴西各地的360多
名申訴諮詢專業人士參加了
這次大會。

個案分類

其他
2%

同行與同事關係
4%

工作與職業
16%

6%
安全與健康

4%
控制與合規

8%
領導力培訓

11%
薪酬

11%
福利

10%
績效管理

23%
主管與員工關係

對外聯繫
5%

輔導
49%

促進
49%

拒絕
2%

協助類别

輔導
即申訴諮詢專員幫助員工澄清事實，或幫助
他們了解各種可能的選擇和尋求最佳解決方
法。輔導有近三分一的結果是轉交給正式管
道，如人力資源部或道德與合規辦公室。

促進
即員工授權申訴諮詢專員將其個案轉交至正
式管道。

拒絕
即問題已經在通過正式管道解決，如法律顧
問或正式申訴程序。如申訴諮詢專員不能與
有關員工重新取得聯繫時也只得拒絕。
*在所有聯繫過程中，申訴諮詢專員都是中立的，始終保
持不偏不倚，公平公正，並積極提倡一個公平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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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個案情況
自成立以來，伊頓申訴諮詢辦公室以電話或面談的方
式接待了16,000多名員工，並聽取了來自世界各地工

APEX評分情況
弗蘭克（Frank）是伊頓一名設計工程
師。去年，卡爾（Carl）成了他的新上司。
弗蘭克說卡爾與他以前上司的期望值不
同，他們的關係從一開始就緊張。今
年，弗蘭克APEX表現評分得了P2，這使
他非常氣惱，因為他從前的APEX評分
一直是P3或更好。他認為這次評分毫無
根據，是不公平的，他向卡爾表示了強烈
的反對意見。結果只是加劇了他倆之間
的緊張關係。為了得到一個公正和知情
的意見，他聯繫了申訴諮詢專員，並詢問
是否有可能就他的APEX表現評分提出
上訴。申訴諮詢專員和弗蘭克討論了P2
評分的意義，申訴諮詢專員問弗蘭克他
是否清楚他的直屬經理為什麼給他的能
力評了一個“2”分。他說不清楚。

至於是否可以對評分提出上訴，申訴諮
詢專員解釋說，不會有上訴的程序，因
為最終的APEX表現評分需要與其他經
理校準再由二級經理簽名核可。申訴諮
詢專員勸弗蘭克著眼於未來，並和他一
起討論用一些積極肯定的方式來管理他
與卡爾今後的關係。申訴諮詢專員問弗
蘭克是否願意與卡爾約定開一次進度檢
查會，看看卡爾對他的表現感覺如何。
弗蘭克同意嘗試這種方法。幾個星期
後，當申訴諮詢專員回頭找他了解進展
情況時，他說他與卡爾的工作關係，雖
然不是很理想，但有明顯的改善。弗蘭
克表示，他明白了為什麼卡爾給他的能
力評了個2分，以及他應在哪些方面下功
夫才能提高評分。

員工關係情況
申訴諮詢辦公室收到了卡門（Carmen）
的一個電話，她是一名有著12年年資的
工人。她聲稱，其小組長不尊重她和她的
同事- 口頭威脅他們會失去工作，並使
用不專業的語言。卡門已向其主管反映
了這個問題，情況一度得到好轉，但現在
她聲稱這些不良行為又一如既往了。卡門
不願意再次向其主管提出這個問題，所
以她決定打電話給申訴諮詢專員。

申訴諮詢專員傾聽了卡門提出的問題，
討論了幾種行動方案，以及每個方案的
利弊。由於她擔心遭到報復，卡門要求
申訴諮詢專員以匿名的方式向人力資源
部轉達她提出的問題。申訴諮詢專員先
是提醒卡門打擊報復是違反伊頓道德準
則的行為，然後同意代表她與人力資源
部經理聯繫。其結果是，人力資源部經
理調查後，證實卡門提出的問題確實存
在。在此之後，人力資源部找該小組長和
部門主管一起談了話– 重申了小組長的
職責，其權限範圍，以及應有的行為準
則。該主管被責令對小組長進行輔導，
每月向人力資源部匯報他的進步情況，
並讓他到伊頓大學接受適當的能力培
訓。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人被告知是
卡門上報了這個問題。

廠及辦公室的各種情況。每次接待都情況各異，然而有些主題甚
為常見。以下是代表申訴諮詢辦公室典型個案的四種虛構情況。

•  不知向何方求助或如何
提出問題 

•  尋求與明白公司政策和
做法的人進行保密的、
不留記錄的談話

•  需要一個聽取意見的中
立機構，以幫助確定和
評估各種選擇方案 

•  需要資訊或解釋

•  已經使用過正式渠道

"申訴諮詢專員是一種有
用的資源- 是我們企業
文化中一個非常有意義
的安全網。"
- 伊頓員工

"申訴諮詢專員有效地促
進了及時解決與工作相
關的問題。"
- 伊頓員工

"申訴諮詢辦公室是員工
們優良、公正的資源。它
有助於我們的福利，並提
高了我們的信任度。"
- 伊頓員工

申訴諮詢專員將聆聽您的情況，
與您探討以便進一步了解情況。
然後您和申訴諮詢專員制定一個
合理行動選項表。你們然後在一
起討論每種行動的利弊。可供選
擇的行動包括：從申訴諮詢專員
處獲得如何尋找其他資源的輔
導，獲取可幫助您解決問題的信
息，請申訴諮詢專員向正式渠道
的人反映情況，或採取其他類似
的行動。是您，而不是申訴諮詢
專員，來決定選擇哪個行動對您
最適合。

我與申訴諮詢專員聯繫能
期望得到什麼幫助？

員工們為什麼與申訴
諮詢辦公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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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與合規困境情況
莎拉（Sarah）接受了一份工作，擔任伊
頓一位新工廠經理米歇爾（Michelle）的
行政助理。在其短暫的任期內，米歇爾
業績非凡，深受同事和高層管理人員的
尊重。

米歇爾給了薩拉一些收據來編寫每月費
用報告。莎拉以前從來沒有為別人準備
過費用報告，但她認為其中一張收據是
公司不允許報銷的費用。莎拉感到不合
適，但也不想去問米歇爾，因為這樣做可
能會危及他們的工作關係，特別是如果
該費用結果是可以報銷的話。

莎拉決定要與申訴諮詢專員進行一次保
密的談話。他們一起討論了該情況、公
司開支政策，以及各種行動方案的利
弊，包括與公司全球道德與合規辦公室
聯繫。申訴諮詢專員向她保證，如果她
不願意，道德與合規辦公室不會要求披
露她的姓名。跟申訴諮詢專員談話之
後，莎拉覺得該費用問題不很明確， 為
了使自己安心，她打電話給道德與合規
幫助熱線，以獲得他們的解釋。莎拉打
電話後，道德與合規辦公室聯繫了調查
她費用報告的財務管理人員，並得出結
論該費用的確是合法的，符合伊頓開支  
規定。當莎拉打電話跟進此事時，他們
如實告訴了她。她向道德與合規人員道
謝，感謝他幫忙解決了這一難題，幫她恢
復了心安理得。

加班壓力情況
譚雅（Tanya）打電話給申訴諮詢辦公
室，反映有關她所在工廠要求其頻繁加
班的情況。她告訴申訴諮詢專員，許多
員工已經連續數月每週工作七天。她的
許多同事也都抱怨很累，沒有時間跟家
人在一起。譚雅說很多次他們週一沒有
足夠的工作，因為材料尚未按時採購或
週末已用完。譚雅多次對其主管提出這
些問題，但每次都被告知問題已得到處
理，工廠正在處理積壓的訂單，而且人手
不夠。譚雅決定打電話給申訴諮詢專
員，看是否有什麼其他辦法。

在討論過她可以採取的各種行動之後，
譚雅要求申訴諮詢專員會同工廠人力資
源部經理談談，但不要透露她的姓名。
申訴諮詢專員與人力資源部經理進行了
交談，後者解釋工廠有訂單積壓需要加
班，但他承認他也關心員工需要時間休
息，將再次請領導層考慮一下情況。人力
資源部門也提到，許多員工想要盡可能
多加班。該工廠的員工決定成立一個小
組監督材料流動情況，以確保週一的生
產工作可以按時進行。該小組還集思廣
益，想辦法讓員工得到一些需要的休息
時間。

"我第一次找申訴諮詢
辦公室，他們傾聽了我
所關心的問題，指導我
找到正確的人來解決我
的問題。"
- 伊頓員工

"通過我個人與申訴諮詢專員接
觸時所得到的指導、耐心和輔導
技巧，我找到了正義感，見證了
支持誠信的體系。"
- 伊頓員工

"通過申訴諮詢辦公室，我可以討
論我的問題，而不必擔心打擊報
復。申訴諮詢專員很平易近人，幫
助我進步。"
- 伊頓員工

如果申訴諮詢專員是
公司付薪的員工，我
們怎麼知道他們會保
持中立和保密呢？

當伊頓12年多前創立申
訴諮詢辦公室時，它是專
為員工提供一個保密和
安全的場所，以便提出
和解決他們的問題。如
果申訴諮詢辦公室不能
恪守其保密的承諾，那麼
伊頓公司及其員工就不
會需要它了。我們是中立
的，因為我們不是管理
層，也不附屬於任何業
務部門，因而沒有任何
既得利益，而只是為了公
平公正。

誰可以使用申訴諮詢
辦公室？

所有現任和前任員工、退
休人員、契約人員、臨時
工、應急和兼職員工以及
實習生，皆可使用申訴諮
詢辦公室，討論任何與工
作相關的擔憂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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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性
申訴諮詢專員嚴格保密與求助者之間
的所有交流信息，未經許可不會對外透
露任何機密信息。唯一的例外情況是，
在可能出現嚴重危害的急迫風險時，
則不適用此保密原則。

獨立性
申訴諮詢專員的結構、功能和展現在
企業組織內擁有最高程度的獨立性。

中立性
申訴諮詢專員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申
訴諮詢專員不涉足任何可能導致利益
衝突的情況。

非正式性
作為非正式管道，申訴諮詢專員不參
與任何與其關注問題相關的正式仲裁
或行政程序。與申訴諮詢員聯繫不被
認為是向公司正式通告。

欲了解有關IOA道德準則和操作標準
更多詳情，請瀏覽其網站
www.ombudsassociation.org

申訴諮詢專員團隊
從左起，喬維雙（Sophia Qiao ）亞太地區申訴諮詢專員；特里•布德羅（Terry 
Boudreau），北美地區申訴諮詢專員；吉内特•萃普瑞（Gennette Tripari），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地區申訴諮詢專員；伊蓮•布騰斯基（Ilene Butensky ）, 申訴諮詢辦公室總監；克
里斯托•巴爾（Crystal Bahr），助理申訴諮詢專員；德維亞尼•辛格（Devyani Singh），
印度、東南亞、中東、非洲及土耳其地區申訴諮詢專員。

國際督查員協會操作標準
伊頓是國際督查員協會（以下簡稱為IOA）的積極
成員。作為伊頓員工一種獨立的資源，我們遵循IOA
組織督查員的操作標準。



取得職場 
問題的協助
尋求建議、通報問題並解決工作相關疑慮的四大管道。

免費保密電話號碼
安全可靠，獨立於伊頓其他電話線路。與我們聯繫， 
請撥打免費電話號碼，或輸入AT&T電話公司接入碼+ 免費電話號碼。

阿根廷
0-800-288-5288 + 866-296-6283
澳大利亞
1800-755-056
加拿大
1-866-296-6283
巴西
0800-8888-288 + 866-296-6283
智利
800-360-312 + 866-296-6283
哥倫比亞
01-800-911+0010 + 866-296-6283
哥斯達黎加
0-800-011-4114 + 866-296-6283
中國大陸
8008-2008-91 (固話用戶)   
4008-2008-91 (手機用戶)

多米尼亞共和國
1-866-296-6283
香港
800-968-331

印度
1800-200-3866
愛爾蘭
1800-946-348 
印度尼西亞
007-803-321-8017
日本
0034-800-10-0485  
馬來西亞
1800-81-6205
墨西哥
01-800-112-2020 + 866-296-6283
新西蘭
0800-990-074
菲律賓
1800-1110-1846 
波多黎各
1-866-296-6283
沙特阿拉伯
800-814-2820 
(STC 固定和移动网络)
800-850-0205 
(MOBILITY 移动， ZAIN 移动，ATHEEB网络) 

新加坡
800-321-1121
南非
0800-99-9983 
韓國
080-520-0786 
瑞士
0800-835575
台灣
0800-088-658
泰國
001- 800-32-029
土耳其
00-800-1420-78374 (固話用戶) 
+90 212 331 4650 (本地用户)

阿聯酋
8000-3570-2896 
英國
0808-234-5918
美国
866-296-6283
委内瑞拉 
0-800-552-6288 + 866-296-6283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請登錄 
www.eaton.com/ombuds 或發電子
郵件至ombuds@eaton.com
www.eaton.com/ombuds
聯繫申訴諮詢辦公室并不會被視 
為通告伊頓。

告訴直屬主
管

詢問人資部
門

聯繫道德與
合規辦公室

聯繫申訴諮
詢辦公室

直屬主管最瞭解
你、你的工作職責和
你的日常相關問題，
如安全問題、績效審
核、酬勞津貼或騷擾
事件等等。

若主管無法為你提
供幫助，或者你遇到
工作機會、晉升、福
利等其他相關問
題，請直接聯繫人資
部門。

諮詢或通報法律及
倫理相關問題，如賄
賂、偷竊或利益衝
突。

撥打貴國電話的指
令可以在JOE全球
道德與合規的網頁
上查找到。

與中立客觀的申訴
諮詢專員進行保密
談話，討論工作相
關事宜或問題解決
方案。

安全可靠，獨立於伊
頓其他電話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