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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模块

•导论

•伦理决策

•伦理思想和理论

•企业伦理的实施

•企业社会责任

•伦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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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模块 导论

•什么是商业伦理学？

•商业伦理学为什么重要?

•企业有伦理吗？



商业伦理学的定义

•商业伦理学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对
的理解在商业中的应用。

•关于道德标准/原则及其如何在商业中运用
的研究。

•道德标准= 各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对的或是
错的的规范 ，以及道德意义上的好和坏的
价值观 。



伦理学

•伦理学(Ethics) (源自希腊语的 ethos,意思
是方式或习惯"manners" or "habit") 与理
论相关，而道德(morals)(源自拉丁语的
mos, 意思是风俗或惯例"custom" or 
"usage") 与具体内容相关。

•这两个术语经常互用。

•在哲学层面, 伦理学定义了对于个人和社
会来说什么是好的，并确立了人们对于自
身及他人的责任的本质。



作为人类活动规范的伦理与道德

•伦理（ethic）指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
及其相应的道德原则。意即人与人以及人与自
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

•在中国古汉语中，“伦”一是指辈，类，如，无与
伦比、不伦不类；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即人伦；三是指条理，次序，如，伦次。“理”原
意是指物质本身的纹路、层次，客观事物本身
的次序、条理，引申为事物的规律，是非得失
的标准，根据。



•道德（morality）以善恶评价为形式，依
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用以调
节人际关系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行为
活动的总和。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
道德实践。

•在中国，“德”被包含在道德这个词之中
的，道德的本义是遵循着“道”（根本原
理、原则）而获“德”（“德”通“得”）
的东西，通常是指所获得优良品质、品性。



伦理与道德既相区别又有联系

•伦理指社会的人际“应然”关系，对这种应

然关系的概括就是道德规范，而“道德”则

是主体对道德规范的内化与实践，即主体的

德性与德行。

•“伦理”侧重于社会，更强调客观方面，

“道德”侧重于个体，更强调内在操守。

•尽管一些伦理学者认为伦理与道德不同，

•但大多数的时候，是将二者视作同义词的。



伦理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智慧

•在人类思想史上，总是追求着对“应然”的幸福
生活的向往。

• “人应当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什么是好生活；为了
好生活我们应当怎么做；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
这些自古希腊或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就生出的问
题，都和“应当”价值理性智慧相关。

•今天我们追求社会的公正、公平、自由、民主、
和谐、幸福、诚信、友善等，都和善——伦理学
的“应然”有关。



伦理不是这样:



什么是伦理?

伦理学会在如何做事、如何选择、如何表
现得体等方面给予我们指导.  
哲学家经常强调伦理学是标准性的，因为
它处理我们应该如何做事的推理过程.  

在最根本的层面，伦理学关注的是我们怎样
做，并且我们该如何生活.  



什么是伦理?

伦理的这个 基本问题能够用两种方式来解释.  
“我们”有时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个体，有时意
味着我们所有人的全体.  

在第一层意义上，这个问题是关于我应该如何
生活、应该如何表现、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应该
成为什么样的人.  

伦理的这个意义有时被称为“道德准则”，并
且伦理的这个方面我们通常称之为“个人诚
信”.  



个人和社会? 
在商业环境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次机会来退一步问自
己:

伦理的这个意义有时被称为“社会伦理”，并且它引起了
对于公平、社会政策、法律、公民道德、组织结构和政治
哲学的一系列疑问.
在第二层意义上，“我在社会中应该如何表现？”是指一
群人在社区中该如何相处.  

我应该怎么做？我在社会中应该如何表现?



商业伦理

商业伦理的这一方面，让我们从社会而不是个
人角度来重新审视商业机构. 
为了社会责任而作出的决策，使商业伦理具有
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商业伦理与企业的组织架构、社会责任和决策
系统都有密切关系。每一个管理者作出的决策
不仅代表他个人的意愿，同时也代表了在一定
社会、法律、政治环境中组织的决策.



商业伦理学的定义

•商业伦理学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对
的理解在商业中的应用。

•关于道德标准/原则及其如何在商业中运用
的研究。

•道德标准= 各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对的或是
错的的规范 ，以及道德意义上的好和坏的
价值观 。



非道德标准

• 非道德标准: 基于其他标准，用以判断好坏、对
错的标准。

• 通过法律 来判断法律意义上的对和错
• 通过语言标准来判断语法意义上的对和错
• 通过艺术标准来判断一幅画或一首歌是好还是坏
• 我们有时选择非道德标准来衡量是否越过了道德
标准。

• 道德决策指的是以下情形：普遍接受的规则/法
律不再起作用，决策制定者必须用价值观衡量并
作出判断

Non-Moral Standards



商业伦理学特点

•关于对错、道德及不道德的评判。

•按照某些非道德标准并不一定“对”

• 商业及其活动的社会接受或拒绝标准

• 投资者、员工、顾客、利益集团、法律系统以
及社会团体



伦理与法律

法律为伦理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但
是法律规范和伦理规范并不等同，并且通常
不能达成一致。

在过去的十年里，很多公司都建立了伦理项
目，并雇佣了伦理经理来负责管理这些伦理
项目.  

伦理经理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很公平地
讲，这些工作大部分都只是遵守法律而已. 



难道法律不能回答什么是对和错吗?

法律的好处在哪里?
法律的不足在哪里?



仅仅遵守法律约束就足够了吗?
 如果认为遵守法律规定就会履行道德伦理的义务，就
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是：法律本身是否符合伦理道德.

 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将勉强把伦理底线作为法律规定
的要求. 

 从管理操作层面分析，如果告知企业，它的伦理责任
的底线就是遵守法律规定，那么随之会出现越来越多
的法律法规.

 法律不可能照顾到企业所碰到的所有新问题，所以企
业领导者经常会面对一些难题时没有确切的法律法规
可供参考.

 由于对法律的不准确理解，导致人们认为仅仅遵守法
律就足够了.



伦理规范和价值观

一个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对决策提供 终指
导的信念和原则. 

个人拥有自己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机构
同样具有自己的价值观.  

价值观= 

一种态度，是决定我们选择或放弃的信念.



尼克马科伦理学
(Nicomachean Ethics )

•亚里士多德将为了自身利益的个人行为和为
了集体利益的集体行为进行了区分。

•前者关注的是伦理学，后者关注的是政治学。
The former are concerns of Ethics, while 
the latter are the concerns of Politics. 

----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30年



孔子哲学

•关于生活的哲学，如何成为君子/完美的
人

•孔子哲学的典型特性是君子(绅士), 在文集
中出现了80多次。

•一个人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即通过自我培
养才能成为君子。

•礼, 仁



孔子学说

•礼
•礼节, 规范, 制度等

•孔子学说外在和一致性方面的内容

•仁
•慈悲, 爱, 仁慈,善行,美德

•孔子学说内在和改善方面的内容



价值观
一种判断不同种类价值观的方法是看价值观的服务
对象是什么.  
金融价值观服务于货币，宗教价值观服务于精神，
艺术价值观服务于美，法律价值观服务于秩序和
公平等等.  
不同种类的价值观由于其服务对象存在差别而有
所不同.  

因此，伦理价值观与其他类型的价值观的区别是什
么？伦理价值观又为谁服务?
伦理价值观为人类的福祉服务。基于伦理价值观
的行为和选择旨在提高人类的福祉.



道德缄默

• “道德缄默”—管理者不愿了解和讨论道德
问题

•事实上，管理者很少直接讨论伦理，他们
通常用以下几个方面来替代：

• a. 组织利益

• b. 实用性

• c. 经济效益

Moral Muteness



道德缄默的后果

• 1. 道德遗忘: 忘记伦理应
当是企业的一部分。

• 2. 道德权威的下降: 提
及道德变少，道德标准
看起来不再真实。



商业伦理的压力

•利润与高工资

•生产与污染

•供应商利益与消费者价格/低成本

•交易的存在与股东的需要



财富全球200强公司中的商业伦理

•财富全球200强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有伦理
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时
事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很多公司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合规或伦理
人员 (KPMG 2008)。



财富全球200强公司中的商业伦理培训

• 74%的公司至少有四分之三的管理者在过
去三年内参加过培训课程。

• 56%的公司有四分之三的员工在过去三年
内有过面对面的培训经历(KPMG 2008)。



商业伦理课程必要性

•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商业教育受到的批评：
“商学院课程训练出来的毕业生犹如雇佣兵，除
了少数的例外，他们对任何行业或企业都没有承
诺感。这些MBA课程创造了一套错误的企业价
值观。”
（Henry Mintzberg, MBA Newsletter, Nov. 1993）



哈佛商学院的伦理教育

• 1987年，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John 
Shad  捐赠给哈佛商学院3000万美元用以
商业伦理的研究和教学 (Akers 1989)。

•如今，“领导和公司义务”是哈佛商学院
的伦理学课程的必修课。



包括哈佛大学在内80所美国名校今后
的招生标准改革
• 这篇由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公布的关于顶尖美国本科 新
录取标准的报告，主题是“让关爱他人之心在年轻人心
中普及” Making Caring Common 

• 哈佛：关心他人和公益将成为学校的主要录取条件

• 降低标准化考试成绩等学业指标，强调学生“人品”等
软指标的举措

• 强调公益活动的质量而非数量，招生官将更加看重这些
经历和感受的真实性、多元性和道德性

• 对美国社会多年来功利主义倾向的一个抨击，很多亚裔
家长认为这项报告是针对以考分高而闻名的亚裔学生的
重磅炸弹 2016-03-13 张恒瑞 中国教育研究



什么是管理？

• 管理 (Steven Robbins)
• 是一个协调工作活动，通过其他人使之能够
高效并有效完成的过程。

• 定义的要点
• 效率 – 以 小的投入获得 大的产出

• “正确地做事”
•关注的是方法

• 效果 – 完成活动使得组织目标得以实现
• “做正确的事” 
•关注的是结果



你和我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商业伦理很重要？



为什么是你?

•未来的领导者

•仅仅成为一个你认为的好人，有良好的个
人道德伦理，对于处理企业组织中的伦理
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商业伦理可以教授吗?
• 商业伦理可以通过思考和讨论得到提升。



商业伦理学课程的要点是什么？

伦理学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科目，而包括学术科目
中关于人类生活研究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即人类应
该如何正确地生活。

一门伦理学课程并不会改变你思考的能力，但是能
够激发你选择对什么进行思考。

伦理学课程致力于在选择了这门课的学生中产生更
多的道德行为。但是在学术上和伦理上合法的唯一
方法是细心和合理的决策。

理性决策、仔细考虑的过程将导致更为合理和道德
的行为。



本课程不是…
•不是通过告诉你具体情境下什么是对什么是
错来进行说教。

•不会规定哪个哲学或者过程是 好的或 道
德。

•不是使得你变得更道德，或告诉你如何判断
他人的道德行为。



本课程是… 
•帮助你在商业决策中理解并使用你现有的价
值观和信念，考虑这些决策对商业和社会的
影响。

•帮助你学习认识和解决商业组织中的伦理问
题。



为什么是我?

•老师的角色：Facilitator

•对你的观点的一个补充而非替代



你可能不能改变学生的品德，但是可以告
诉他们社会对于职业经理人的期望是什么。
他们也可能不会去迎合这些期望，但是我
们有责任确认当伦理问题出现时他们至少
能意识到这些问题。

——Richard Schmalensee
(Dean MIT Sloan, 1998-2007), 2002, Boston 

Globe



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不是30年前?

•短期 Vs   长期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经济增长

China is the future!



• 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在节约能
源、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节能减排
力度世界 大。但由于GDP较快增长,能源消费和CO2
排放总量大、增长快的趋势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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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among growth index of GDP,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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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2008年，GDP的二氧化碳强度
下降了52%。由于GDP增长5.8倍，
CO2排放总量也增长2.8倍，成为世
界第一排放大国。人均CO2排放量
1990年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目前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从2005年到2009年，单位GDP能源
强度下降约14.38%，但能源消费总
量也增长37%。每年二氧化碳排放
增长量占世界增长量的一半左右。
控制能源需求和CO2排放总量的上
升幅度仍是艰巨任务。



不道德的行为和商业机构所产生的
后果十分严重，以至于不能再被忽
视。

诸多公司涉及丑闻，危害不断扩大，
这解释了为什么伦理不再被视为无关
紧要的东西。



不同时期的道德关注点

1960s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环境问题 雇员战争 行贿和非法合同

定价
第三世界的血汗工
厂和不安全的工作
条件

网络犯罪

公民权利问题 人权问题 以权谋私 由于个人损害导致
的公司债务上升 (如
雪茄公司)

财务不端

日益紧张的雇主
-雇员关系

掩盖而非更
正问题

欺诈广告 财务管理不当和造
假

全球问题，中国
产品的安全性

变化的工作伦理处于不利地
位的消费者

财务造假(如, 存
款和贷款丑闻)

组织伦理不端 可持续问题

危险药物的使用透明度问题 知识产权窃取

Ethics Timeline,” Ethics Resource Center, http://www.ethics.org/resources/business-ethics-timeline.asp (accessed May 27, 2009). Copyright ©
2006, Ethics Resource Center (ERC). Us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ERC, 1747 Pennsylvania Ave. N.W., Suite 400, Washington, DC, 2006, www.ethics.org.



共享经济时代的新问题



商业伦理

•现代化

•道德滑坡

•经济人 Vs. 道德人



商业伦理

•代表着公司的自我规制机制

-公司文化、价值观、行为准则

•公司与人类似，有意识的行动并且有道德
权利、义务和道德上的责任。

•商业活动对环境、消费者、员工、社区、
股东以及其他公共范围内的成员的影响使
得商业与道德责任相关。



支持商业伦理的观点

•人类所有活动都需要伦理。

•伦理与利益追逐相一致。

•消费者、员工及大众均关心伦理。

•没有伦理商业难以存在。

•研究显示伦理不会减少利润反而会增加利
润。



商业伦理是一种负责任的决策过程

许多企业的丑闻以及毁灭性的经历都是由于
伦理丧失造成的.   

为什么在商业中要讨论伦理问题?  

因为

伦理失败= 商业失败



为什么公司不愿意讨论伦理？

公司的本质与演变 CORPORATIONS



一个合法的“人”

•压力 外部化

•无限的  有限义务

•公共社会福利  股东利益

A legal “person”

“公司是一种巧妙的设置，用它可以获得个
人的利益，而不用承担个人的责任。”

——Ambrose Bierce （1906）



商业伦理学在绩效中的作用

伦理文化

员工承诺和
信任

投资者忠诚
和信任

顾客满意和
信任

利润



为什么要关注伦理?
不道德的行为不仅会对企业产生法律风险，而且会产生
金融和市场风险.  

公司会由于忽略企业道德标准而在市场中惨败而崩溃，
其员工会被送进监狱. 

市场上，公司的伦理声誉会带来竞争力的优势或劣势.  
消费者抵制给企业领导者更多理由来关注商业伦理.   
符合伦理道德的管理对组织的结构和效率起到积极的作
用.  

信任、忠诚、承诺、创造性和积极主动使一些组织得到
利益，这种良好的管理行为更容易在伦理道德稳定和可
靠的组织中出现并繁衍. 



这家对员工极其宽容的公司，不但没有死，
还持续称霸世界20年

• 金士顿现在只有3000名左右员工，但却创造过
60多亿美元的年营收，当了20来年的全球老大，
如今霸占全球内存模组超过60%的市场。

• 其创始人杜纪川和孙大卫说，这是公司上下齐
心协力的结果。“完全是一家人的理念，没有
高低贵贱，大家各尽其职，在一条船上，目标
一致，同舟共济，一起向前划。”

2017-09-02 作者：毕亚军 来源:华商韬略

克服道德缄默，超越商业伦理的压力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

Chapter I.   Of  Sympathy

How selfish soever man may be  supposed, 
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s in his 
nature, which interest him in the fortune of 
others, and render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ives nothing from it, 
expec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  
不管一个人有多么自私，都有一种很明显
的本性，那就是关心别人的幸福，把别人
的快乐当成自己的事，乐于看到它发生，
此外别无所求。



Smith’s Points
•“What purpose is…the pursuit of wealth?…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which we propose by that 
great purpose of human life which we call 
bettering our condition? To be observed, to be 
attended to, to be taken notice of with sympathy, 
complacency, and approbation …” 

追求财富的目的，所谓的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受人瞩目，获得「同情」

（关心），一种自满与认同。



小结：第一模块商业伦理学导论

•什么是商业伦理学？
• 道德标准与非道德标准

• 商业伦理学特点

• 伦理与法律联系与区别

•商业伦理学为什么重要?
• 道德缄默及其后果

• 商业伦理学课程的要点

•企业有伦理吗？
• 支持企业伦理的观点

• 为什么要关注伦理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