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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少僱主經常有這樣的抱怨，年輕一代的僱員做事缺乏認真和
沒有責任感的負面評價…..

 他們對自己的表現似乎是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沒有「責任心」的員工人，在職場上是否還有競爭力呢
？

 在職場中另一種情況，很多人只懂埋頭苦幹來希望升職加薪，
但卻忽略了人際關係在職涯發展中同樣的重要。現代人的知識
層面雖已大大提升，只可惜情緒管理卻跟不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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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這個資訊科技發達時代，知識和物質豐富，還缺乏甚麼?
 相學上有句術語「有諸內而形於外」，諸內者為之「心」、於

外者是「態」

 曾國藩相信個人內在修為可引導「相隨心轉」，是指人若是端
莊厚重、謙虛謹慎、做事情沉穩有序、識控制情緒、還要為他
人著想，才會致富

 所謂「聳於後必應於前」，即人生只有
走出來的美麗，沒有等出來的光輝，不
是在原地踏步，自己的成功是由於之前
自己付出努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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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道德?
 道德乃是人類體認天地之德而實踐的行為法則 -《荀子與

亞里斯多德倫理思想》

 道德是行為的規範

 道德行為的過程有三個階段。首先是「道德概念」，然後
是「道德判斷」，最後是「道德行動」

 人擁有道德概念，並不代表他們一定表現出與那概念相符
的道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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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道德的基本概念

 所謂職業道德或稱工作道德，是職場人際或群體間的規範

 僱傭合約乃為職業道德之一，這個約定是僱主與僱員之間
公平對待的規則，和僱傭條例所監管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僱主與僱員雙方基於彼此信任作出默契或口頭協議，為雙
方遵守的協定是最深層的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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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道德的涵意

 是個人在職場對自己、他人、社會大眾及本身職業所應遵循的行
為準則、規範和責任

 在職場中的關係符合規範原則時，可說是合乎職業道德

 與職業道德之觀念包括有專業道德、企業(或稱商業)道德等

 專業道德 - 具有專業教養的人，應該有一般道德教養，對於自身
專業領域，有相當的認識，所涉及的道德議題，他們的態度在價
值判斷行為及制約行為的規範與原則比一般個人需要更高的標準
，因為他們享有特殊的保證，若出現某些失誤行為，會引來道德
譴責

 企業道德與企業社會責任之觀念和核心價值有關，這包括務實、
誠信、經營哲學和與團隊成員和相關方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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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道德案例

二○○二年美國世界通訊（WorldCom）之總裁兼執行長（CEO）伯納
．艾柏斯（Bernard Ebbers）— 涉嫌股票詐欺、作假帳案。高層的舞弊
特徵是『加以合理化，可以用好聽的字眼來稱呼詐欺』。他態度依然倨
傲，例如：『我是為了全公司上下才做出這種事，我其實沒有暗槓(意思
是穿櫃槓底)，只不過是借錢而已……』他被判處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在
二○二七年之前不得假釋。屆時他將是八十五歲…..
世界通訊的舞弊令投資者損失$1,750億美元，17,000名員工失業。為史
上最大宗的企業破產事件之一

7Bernard Eb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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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職業道德和專業道德

 十六世紀法國學者蒙田(Michel E. de Montaigne, 1533-92)建議：個人
生活和專業生活分離以簡化道德的真實和阻止道德經驗的相互
滋潤

 能否將一般個人和專業人士的人格分開?
1. 專業人士的道德比較狹窄，造成道德衝突 - 專業守則內的衝突和專業道德

原則和一般個人道德關懷的衝突(稱為道德距離 Moral Distance)
2. 譬如：「誠實」這個德行，對於作為一個律師和作為一個人，會產生不同

的道德分量，一般個人和專業觀點並不是永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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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蒙田 (Michel.de.Montaigne , 1533-1592)

蒙田(Michel E. de Montaigne, 1533-92) - 經典語錄: 
學習知識不是為了圖利，也不是為了適應外界，而是為
了豐富自己，裝飾自己的內心；不是為了培養有學問的
人，而是為了造就能幹的人



個人職業道德和專業道德

 亞里斯多德的實用智慧

1. 理性和務實的連結：依賴實用的判斷

2. 判斷不只是直覺，涉及一種能力

3. 判斷力：對價值和道德關懷採全面性觀點

4. 實用的判斷是一種品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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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 亞里士多德 - 古
希臘時代傑出哲學與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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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職業道德和專業道德

 對道德判斷和道德經驗的錯誤觀點:
1. [道德推理]不是[理論推理]，[道德推理]的目標不是針對特定問

題的答案，[道德推理]並不只決定結果，而且涉及行為者的態
度和對道德情境的反應。在“善意的謊言”問題上，當病人患
有惡疾，如告知實情會加速病人死亡的情況下，“救人的義務
”和“不說謊”兩種道德規範就會互相沖突，行動者（醫生）
無法僅僅依據道德判斷做出選擇

2. [道德]是個人評估行為的成本和情感的適當表達

3. 責任感：專業道德關心的不是定義或劃清專業責任，而是關心
什麼樣的品格和德行才是負責任的人的概念

4. 反對專業道德的排他性

5. 忽視專業化的社會價值 10



職業道德與責任感

 專業角色可否保持成熟的責任感?
 對標準觀的批判

• 認真地採取角色道德，是否將無法為自己及自己的行為負責?
• 人的自由：「角色」是由社會所包裝的，當一個人依角色而行動時，就

只是依他人所期待的行動去行動。將自己只等同於角色，是否等於忽略
人可以自由選擇的事實?

• 將自己等同於角色是一種形式的自欺，這是否等於是逃避自己的自由，
結果是逃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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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道德與道德責任的個案討論

 職業中的道德兩難
一名刑事辯護律師可能知道他的委托人事實上是個十惡不赦的殺
人犯，但是出于職業倫理的要求，他必須竭盡所能地為這位殺人
犯辯護。如果他的委托人最終僥幸逃脫法律的懲罰，那麼從律師
這個角色來看，這位刑事辯護律師是一名好律師，但從一般道德
主體的角度來看，他幫助一名十惡不赦的殺人逍遙法外。這種驚
世駭俗的說法違背了大多數人的道德直覺——既然律師是人，那
他必然是先成為一個好人，然後才能成為一個好律師，然而我們
又不得不承認這番景象是現代律師職業道德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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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5分鐘



職業道德的類別

 職業道德可分為兩部分
1. 在工作中所應遵守的規定及或法定的規範(屬自我規管)
2. 非正式的規範如應有的工作態度、與同事相處及或的誠信

原則，是一種「企業文化」的管理(屬自我管理)

老子管理哲學提到:
人與動物不同之處是人具有智慧，智慧
不只是自我規管，還有自我管理和道德
責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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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道德的類別

 職業道德可分為三個層面:
1. 與客戶、供應商和合作夥伴的互動關係

2. 與股東和利益相關方的互動關係

3. 與團隊成員和同事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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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道德的應用

 職業道德應用於企業中的員工與管理層

 管理人的道德自覺意識，對於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員
工，確立認同的管理價值，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與
外部的協調，樹立良好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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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為一名優秀的管理人士並不容易，但首先，你必須為
人正直。其次，你必須有勇氣──堅定信念的勇氣，一往無
前的勇氣，承擔風險的勇氣。再者，你必須具備專業知識

朱蓮麗一家政府機構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她於1982年獲得哈佛商學院
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並在年僅36歲的時候出任香港道亨銀行的總裁成
為首位執掌亞洲地區一家大型銀行的亞洲女性。
華爾街日報



職業道德的應用

 員工對於企業有道德責任與義務
1. 遵守工作規範(管理價值)
2. 發揮團隊精神(管理價值)
3. 服從上級指令(僱傭關係)
4. 嚴守公司機密(保密原則)
5. 提升工作效率(盡忠職守)
6. 表現忠誠態度(誠實原則)
7. 尊重他人隱私(誠信原則)
8. 不散佈不實訊息(造謠生非)
9. 廉潔(個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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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道德的應用

 員工應有的工作態度
1. 專心做事，軀體與靈魂不應分離

2. 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或抱怨問題

3. 把工作做得更好而不是只是做好工作

4. 把不知道的事先學會再提出問題

5. 積極面對問題而不是逃避或為失敗找藉口

6. 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

7. 有經營心態、創業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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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道德的應用

 管理層有的道德義務
1. 尊重員工以誠實、信任、合作的態度營造職場氣氛並積極協助

其發展職業晉升階梯

2. 要有高瞻遠矚的眼光，能察覺員工的專長、能力，作適時的培
訓、指導和支援。讓員工明確認知，工作目標和方向，按員工
所能賦予的授權(舉賢任能)，以有所適從。雙方的良好默契，
激發員工潛能，給予揮灑的空間，實現目標

3. 不可徇私短利，應明辨是非以公開與公平原
則令員工享有僱傭合約中的權利、義務和平
等機會

4. 兼具通情達理 - 動之以情、講之以理、訴之
以法，先柔後剛、先禮後兵 18網上圖片



職業道德的應用

 人受到先天的本質(生理)和後天的際遇(環境)影響，有不同的性格
和行為是很正常的。基本上沒有錯與對

 不要以人的行為來區分人的善惡或判斷是非善惡的準則

 最多以是聰明和愚蠢來分

 聰明的人，做好打算，達成目的，並不損傷他人利益，甚至於讓
雙方都滿意(老子主張為人處世要做到「保身」「順人」是按「道
」行事為人類在道德方面的發展)

 愚蠢的人比較短視，為達到目的，有可能損傷到
他人，造成他人反感，引起日後損失或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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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 - 中國春秋時代思想家
（前 600年—前 470年之後）

網上圖片



職業道德的應用

「在這個世代」，猶豫不決的人將慘遭淘汰，奉命行事
的年代已經過去，每個人都要獨當一面、自我管理、學
習創新、做出正確判斷，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就是，
每個人都要學習做管理人，準備接受挑戰…..

管理之父- Peter Drucker 彼得.杜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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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道德的應用

 大部份的道德規範（如不偷竊、誠實、或是不傷害別人等），
都來自人類經過千百年來所累積的良好經驗

 個人行為好壞，必須以當時情況所產生的最大利益來判斷，且
如果有必要，可以不必遵守規則，但前提是這樣破壞規則的行
為必須為大多數人帶來最大利益
來自: 效益主義(道德哲學)或(倫理學)中的一個理論

哲學家約翰‧史都華‧彌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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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約翰‧史都華‧彌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網上圖片



職業道德的應用

 廿一世紀資訊氾濫、環境複雜和面對很多不確定情況

 個人想法的貢獻有限，不利於個人職涯的發展

 需結合各方想法了解並解決複雜問題

 個人的私益不能背離社會大眾的利益

 個人行為能為其培養誠實、無私和勇氣的美德才算是道德行為

 企業的品德管理比品質管理更重要

 唯有道德的主管才會贏回員工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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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道德的應用

 關於為人處世要做到「保身」「順人」例證:
 “聰明反被聰明誤” - 蘇軾著名的〈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

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正反映這種心情

 「人生識字憂患始」出自蘇軾〈石蒼舒醉墨堂〉，認為一個人一旦讀書識字
，他的一生便從此坎坷了，與他任官之處境有關。年少氣盛的蘇軾，往往形
於色，與上司關係形同水火。後又因反對王安石變法，造成安石不悅，作此
詩時，因心裡有牢騷，乃藉此衝口說出自己的「坎坷」

 識字是明「理」，「理」是所知的事理，
不懂「道」只讓人迷亂不解，「道」是 用
心的意思，是人關於世界的看法的世界觀

 正是學歷不代表能力，處世之道：
「識做事…..還需要識做人」

 也就是「知識可增加機會，性格可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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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號東坡居士
宋朝文學家、政治家、書法家
1037－1101 網上圖片



職業道德的應用

 關於為人處世要做到「保身」「順人」另一個例證: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一枝紅豔露
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
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檻杆。李白《清平調》

據說是因《清平調》得罪了當時寵冠後宮的楊貴妃（“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
妝。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幾句是諷刺她）而不容於宮中，離開長安途中
有感飲酒大醉，在河邊見月倒映，想撈月時失足墜水而死…..
有說是因安史之亂爆發後，李白為了平復叛亂，曾經應邀作為永王的幕僚。永王觸怒唐
肅宗被殺後，李白也獲罪入獄不久被流放途中遇赦…..

24
李白(701～762)，唐代詩人

網上圖片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在紅樓夢第五回中「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意
思是-懂馴服自己的情緒，同時學會照顧別人的感受，時刻設
身處地，以別人的利益為優先，這就是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的真正內涵，正如曾國藩相信的個人內在修為，也是老子主
張做人處世要做到「保身」「順人」是按「道」行事為人類
在「道德」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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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石頭記》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古典長篇
章回小說 - 作者:曹雪芹、高鶚和程偉元

網上圖片



總結

我們不是缺乏甚麼，只是忽略道德責任 - 是人的核心價值理念和
基本精神

本論題的重要目標之一: 是融會貫通中西文化對做人處世的精髓和
原則以適合當下萬變的社會環境，希望以此幫助我們面對廿一世
紀的許多挑戰，使我們可持續發展下去…..

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賴於高經濟效益，高經濟效益源於員工的素
質。員工素質主要包含知識、能力、責任心，其中責任心是最重
要的。員工責任心能促進行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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