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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經濟倫理 

第一課：商業社會與規範倫理學 

 

商業及經濟倫理是以道德判斷來探究一些行為或制度的合理性，範圍涉及： 

 

 經濟制度 

 組織1的商業行為 

 組織的權利和社會責任 

 個人行為 

 個人的權利和社會責任 

 

 

 

商業及經濟倫理旨在影響有關組織，希望令其行為更能合符道德規條。 

 

 

 

要判斷商業活動是否合符道德，可以根據道德原則，採用兩大類的方法：第一類

是對某特定行為作出是非與對錯判斷，稱為行為理論，包括後果論(目的論)和義

務論；第二類是對有關個人或機構的價值觀和美德的判斷(價值論)。 

 

道德判斷的方法 ─ 示例 

 

要作出一個有效的道德判斷，我們需要了解： 

 

 

 

 

以某健身中心職員強迫顧客購買無效的健身套票為例，如果我們要作出一個有效

的道德判斷，我們需要： 

  

                                                        
1 包括企業管理層、員工、供應商、分銷商、政府機構和監管機構等 

Ⅰ 目的 

 

Ⅱ 商業活動的道德判斷 

 

道德原則/標準 個案事實資料 道德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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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了解個案事實資料 

 

 

 

 銷售活動的經過 

 健身中心的銷售指引 

 相關的法律條文 

 

b. 審察個人與社會相關的道德原則/標準(與商業倫理學相關的理論) 

 

 

 

 

若以規範倫理學的理論來討論： 

 後果論/效益主義（是否帶來好的結果？） 

 義務論（有否尊重或侵犯個人的權利？個人有否負起應有的責任？） 

 價值論（這種行為能否表現高尚情操，抑或剛好相反？） 

 

我們也可以運用針對商業倫理的理論來討論： 

 社會契約論（企業有否履行自己的契約責任？） 

 公義論（企業的做法合符公義嗎？） 

 持份者理論（企業有否顧及不同持份者的利益？） 

 

 

 

 

c. 作出一個合理的道德判斷： 

 企業或職員有否違法？ 

 企業或職員的行為有錯嗎？ 

 職員的品格是高還是低？ 

 企業的道德水平如何？ 

 

  

道德原則/標準 個案事實資料 道德判斷 

道德判斷 個案事實資料 道德原則/標準 

道德原則/標準 個案事實資料 道德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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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常見的商業倫理問題包括：賄賂、脅迫、欺騙、偷竊和歧視。 

受影響的持份者 商業倫理問題例子 

消
費
者 

 不合理定價 

 虛假廣告 

 過度推銷 

 競爭者之間串通價格 

 商鋪未能履行合同中的承諾或提供的服務 

僱
主
和
僱
員 

 僱員非法接受禮物、饋贈、賄賂 

 合謀訂價、售賣假貨 

 不公平對待僱員、歧視 

 提供禮物，賄賂和娛樂給供應商、濫用資金 

市
場
支
援 

(

如
：
研
究
人
員) 

 調查人員接受賄賂 

 洩露被訪者個人私隱 

 被訪者不誠實 

 選擇性公佈研究結果 

表 1.1 不同持份者可能遇到的商業倫理問題 

知多一點點 

 

 

 

 

 

 

不道德商

業行為 
個案 

賄賂 食品店店員收受水貨客賄賂，違反每人只限買 2罐奶粉的規定，把

店內的奶粉全部賣給他們，令本地人買不到所需的奶粉。 

脅迫 某顧客在美容健身院中，身份證被員工藉機取去後不還，並遭 4名

員工連環游說，直至簽下 4萬元無實際需要的健身套餐才得以離去。 

欺騙 某內地人到一間電器店購買相機，店員欺騙他買了一個有防震功能

的鏡頭，價值約 2萬元，該顧客返回酒店後才發現被騙。 

偷竊 某顧客在水療店卧着接受療程時，職員要求該顧客付款 3000元，

並取去其提款卡，要求顧客在他們面前輸入密碼，並乘顧客不為意

的時候提取總共 2萬元。 

不公平、 

歧視 

小型零食店以低於市價售賣即食麵，大型超市就此向供應商投訴，

供應商要求小型零食店加價被拒，供應商便停止供貨。 

表 1.2 不道德商業行為的例子 

某些商業行為被界定為不道德的原因，在於它們限制了行為的自由，

違反了義務論界定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造成不準確或具有欺騙成分的

資訊，令產品和服務衍生不良的額外投資，結果導致社會整體的生產

成本增加。根據後果論而言，那也屬於不道德的行為。 

Ⅲ 社會上較普遍的商業倫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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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德商業

行為 
對決策者的影響 行為產生的結果 

賄賂  不勞而獲的個人收益 

 不正當地改變決策者的選擇 

 成本增加 

 服務品質下降 

 對其他競爭者不公平 

 打擊法治 

脅迫  害怕 

 非意願選擇服務或產品 

 成本增加 

 服務品質下降 

欺騙  不正當地改變決策者的選擇  滿意度降低 

偷竊  丟失資源  成本增加或產品/服務消

失 

不公平、 

歧視 

 購買較差的服務 

 售價高於市場價 

 成本增加 

 造成需求減少假象 

表 1.3 不合符商業倫理行為的影響 

資料來源：David J. Fritzsche (2004) Business Ethics: A Global and Managerial Perspective. NY: McGraw-Hill 

Education 

 

 

 

 

 

a. 現代社會中的商業活動無遠弗屆，對我們的影響越來越大。不合符商業道德

的行為可以對人造成傷害，同樣，合符商業道德的行為也可以帶來社會效益。

我們因而需要加以研究有關議題，讓企業行為合符道德標準，造福人群。 

b. 隨着社會和科技的發展，人類生活的節奏變得越來越快，更趨複雜，我們需

要不斷討論並研究新的商業行為涉及的倫理問題，例如八達通、社交網站和

大型連鎖店出售消費者個人資料以獲利所涉及的倫理問題。 

c. 現代社會對企業的倫理要求越來越高，不合符道德的商業行為所遭受的處分

也越來越嚴厲；相反，合符道德的行為也可以讓人獲得莫大的益處。若然可

加深人們對商業倫理的理解，將有助他們作出最合適的決定。企業致力養成

員工良好的品格，也對企業和有關個體有幫助。  

d. 有關商業倫理的討論其實十分生活化，既有趣又實用，對個人亦有實際的幫

助，例如，認識企業的不良營銷手法，可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作出精明的

抉擇。 

  

Ⅳ 研究商業倫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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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行為效益主義 (Act-utilitarianism) 

 

透過研究一個商業行為帶來的後果來判斷其對錯。如果某行為能夠為最多數人帶

來快樂，或是讓最少數人受苦，那麼該行為就是對或善；反之就是錯或惡。 

 

b. 規條效益主義 (Rule-utilitarianism) 

 

規條效益主義並不考慮個別行為帶來好或壞的後果，而是顧及遵守規則會否為最

多數人帶來快樂。假如遵守「不要操控價格」這個規則會為最多數人帶來快樂，

即使某間企業在個別的情況下操控價格，可以為多數人帶來快樂，它依然是錯的，

只因這些行為違反了「不要操控價格」這個大多數情況下為人帶來快樂的規則。 

 

狹義來看，衡量效益或付出的方法是計算經濟上的利益或成本，例如利潤或虧損，

以金錢為單位。可是效益主義也會利用比較宏觀的方法來衡量效益和成本，利益

可包括快樂、健康、知識和信譽等；成本則可包括環境質素、國民健康、國際排

名、時間和文化等。 

 

知多一點點 

效益主義的限制： 

 難以全部利益和成本量化作比較，例如：我們能否把 10條人命（成本）和

一億港元的利潤（利益）相互比較？如何量化 10條人命的價值？ 

 有些利益和成本在當下並不明顯，但日後可以影響甚大，例如污染環境。 

 難以絕對界定利益和成本，例如相對某些人來說的利益，可能相對其他人來

說是成本。例如：在某公共屋邨的商場開設投注站。 

 社會可能太過短視，過分側重於工商業的發展，重視經濟利益，忽視其他重

要的價值，如：親子關係。 

 有些商業活動帶給社會的整體利益高於成本，在功利主義來說是合符道德

的，但上述活動可能違背了公義和人權，那是現今日益重視的部分；特別是

少數人的利益，只根據效益主義作出道德判斷將難以令人信服，例如要求商

場安裝無障礙設施，其整體成本將遠遠大於利益，但成本要由大部分人支

付，這些設施卻只能令少數人得益。根據效益主義，商場不應安裝上述設施，

但此舉卻違反了殘障人士的人權和社會正義。 

  

  

Ⅴ 應用規範倫理學的原則來分析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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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義務論中的責任(Duties)和權利原則 

 

義務論提出人天生就應該無條件地擁有某些權利，不論擁有這些權利能否為社會

帶來更大的利益。換言之，這些權利有內在(intrinsic)的價值。每個人都擁有自由

和平等的權利，所有人在道德上都有義務（責任）以自由和平等的方式對待他人。

例如：某水果店的老闆以高價售賣爛蘋果，因他認為自己也是被騙才買了這些蘋

果，所以他去騙人也是對的。其實他應該自問，自己是否介意別人以同樣的理由

去騙他。在一般情況下，人自然不想受騙，老闆受騙相當氣憤，他就更不應該去

欺騙顧客。義務論要求把人當作目的，永遠不可以把人當作手段。在道德上，我

們不應利用他人作為手段，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在營商時還要重視他人的尊嚴、

自由和公平等權利，那是天賦和無條件的。 

 

義務論建基於兩個主要價值，第一個是尊重(Respect)，即尊重他人的權利，第二

個是自由選擇的能力(Capacity to choose)，即他人有權掌握所有資訊，以理性作

出自主的選擇。 

 

例如：某核電站發生事故，管理層不可妄顧員工的生命安全，他們必須尊重員工

的知情權，也不應該壓迫員工從事危險的工作，因為自由和平等是人性的核心（即

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價值，我們應無條件地尊重所有人的權利，那就是目的，

應當不計代價去保存。因此，管理層必須把工作的危險性全部告知員工，讓他們

可以自由選擇去留。 

 

義務論對商業倫理有重要的影響。例如：現代商業倫理認為，消費者擁有一定的

權利，這些權利可以是法律賦予的（例如購買保險產品有 7 天的冷靜期），也可

能是習俗賦予的（例如消費者在香港購買水果，可以用手拿起水果揀選，但世界

上很多地方都不可以的），也可以是天賦的（例如人有工作和休息的權利）。現代

社會普遍認同消費者有四大權利，包括： 

i. 自由選擇權； 

ii. 獲得資訊權； 

iii. 獲得安全產品權；和 

iv. 投訴權。 

 

其次，企業有義務照顧和保障不同的持份者都可擁有以上的權利，可見義務論對

商業倫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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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一點點 

 

義務論的限制： 

 義務論不能清晰界定各種權利的內容，例如：如果外國傳媒認為某工廠是血

汗工廠，強調工廠中負責某項工序的工人每日工作 20小時並不人道（權利

一）。廠方為保持訂單，於是把工時縮短至每日 12小時，這個安排卻令很多

工人怨聲四起。他們都想每日加班，在短時間內賺取最多的工錢回鄉，廠方

的做法，令他們覺得失去自由選擇的權利（權利二）。究竟縮短工時是對還

是錯？怎樣安排才算是合符人性？ 

 義務論具有普遍性，有時卻不能解決權利之間的矛盾，例如：存戶有權自由

調動自己的存款（權利：自由），恐佈份子可以調動他們戶口的存款嗎（權

利：其他人的安全）？  

 

 

d. 美德理論 (Theory of Virtues) 

 

討論商業倫理時，不免會牽涉人，若從美德理論出發去思考，焦點應注重個人的

道德修養，而不應只顧訓練人怎樣作出道德判斷。我們應注意培育德性，因為一

個具有美德的人，自然就能展現有道德的行為。企業培訓員工時往往十分注重訓

練他們的價值觀，以確保他們具備企業要求的品性，例如「專業、「誠信」、「尊

重」和「關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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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研究 

 

 

 

安然公司(Enron)曾是一間位於美國的能源類企業。安然在 2001年

宣告破產之前，擁有約 4000名僱員，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電力、

天然氣及電訊公司之一。該企業於 2000年披露的營業額高達 1010

億美元，名列《財富》(Fortune)雜誌「美國 500強」的第七名；又

連續 6年獲《財富》雜誌評選為「美國最具創新精神公司」，股市市值高峰時

曾接近 700億美元。可是，2001年開始有分析員質疑安然業績，短短 3個月內，

股價自 90多美元下跌至年終的 0.6美元，並在 11月終突然破產，該企業更被

揭發高層多年來與審計公司和投資銀行合謀策劃，利用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會

計方法造假賬，虛報賬目，誤導投資者及牟取私利等。安然多名高層人員被指

多次一方面鼓吹股價上升，同時暗地裡拋售該企業的股票。 

影響： 

 企業多名高層人員被判入獄及罰款。 

 涉及造假並鼓吹投資者購買安然股票的證券分析員被判入獄，名譽掃地。 

 安達信會計事務所公司為安然服務，原是五大國際會計事務所之一，最後

該公司被控妨礙司法公正，因而倒閉。 

 安然的股票市值下跌 99.3%至 2億美元，股票投資者損失慘重，員工喪失

大部分的退休金。 

 美國證劵市場的公信力下降，不再被視為是最安全和成熟的市場。 

 美國立法機構推出新的法案2，嚴厲監管上市公司、審計公司和投資銀行有

關公司管治的行為，引致上市公司的營運成本上升，在美國上巿的外國公

司減少。 

 多名英美政府高官和美國國會議員被指曾受安然公司利益輸送，引發社會

廣泛討論政治獻金的話題。 
 

資料來源： 

1.  D, Joseph.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Ethics. NY: McGraw-Hill. pp.125-129 
2. 安然神話頃刻破滅 (2002年 1月 21日)。澳門日報 

 

 

 

 

思考問題 

 

1. 試以規範倫理學其中兩個理論（例如目的論和義務論），判斷安然公司高層

人員的行為。 

2. 試以安然公司高級管理層的行為及影響為例，說明商業倫理的重要性。  

                                                        
2 Sarbanes-Oxley Act 

安然公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BD%E6%BA%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0%B4%E4%BA%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8A%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4%B6%E6%B0%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A8%8A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3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A2%E5%AF%8C_(%E6%9D%82%E5%BF%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EnronLogo.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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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經濟倫理 

第二課：導論 ─ 商業及經濟倫理 

 

在第一課，我們提及怎樣以道德原則來判斷一些商業的行為。倫理學家也針對商

業及經濟行為，增潤了許多理論，作為進行道德判斷時依據的原則，包括： 

i. 社會契約論； 

ii. 公義論；及 

iii. 持份者理論。 

 

 

 

a. 社會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認為個別公民(Citizen)的權利應該受到群體的保護。同樣地，個別公

民都有責任保護他人的權利。為了和平共處，人與人之間透過自由和自主的過程

達到一致同意的協議 (consensual agreement)，其後每個人都自主地放棄某些自然

的自由，以換取群體給予的保護。不論個人的狀況（財富、出身）如何，每個人

放棄的自由必須同等，而保障群體與個人權利的責任則由政府執行。 

 

商業機構也可視為是一個企業公民(Corporate citizen)，也是社會契約簽訂者之一。

為了得到社會的支援，例如法律保障、運輸基建、人才培訓和設施供應等，企業

公民同樣需要放棄一些自由，為整個社會的福祉負上責任。假如企業不負社會責

任，只顧牟取利潤，對社會的個別公民或其他企業公民造成傷害，它就是違反契

約，應受到懲治，甚至被取消企業公民的資格。 

 

※企業與社會建立契約，成為企業公民 

企業負上對社會
的契約責任，得
到社會保護企業

的權利 

社會保護企業
的權利，得到
企業所提供的

貢獻 

Ⅰ 商業及經濟倫理理論 

 

建
立
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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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社會解除契約，失去成為企業公民的資格 

 

 

b. 公義論 

 

公義論以公義作為標準，界定社會各成員的權利與義務。 

 

公義論3認為公平就是公義。在討論分配式公義時，人應該在自由、平等和理性

的情況下，同意跟隨一套大家皆同意的方法，以決定分配社會資源或分擔社會責

任。社會上每個人都應擁有和他人相等的自由權（也即是說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

擁有比其他人多的自由），所有人的權利都應該受到保護，各人亦有責任保護他

人的權利。遇上不平等情況時，例如國民收入差異懸殊，政府應該支援最不幸的

人，以最有利於他們的方式分配，令他們也享有平等的權利。另外，所有人都有

平等的機會，得以擔任所有職位和得到一切地位，這就是平等機會原則。 

 

自由權的範圍廣泛，包括投票權、言論自由、私有產權、不被無理逮捕權和安全

權等。保護弱者可以解決社會上不公平的情況，讓較有能力的企業承擔較多的責

任，例如：在處理污染上要求大企業付出較多資源。 

 

平等機會確保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機會得在社會中找到合適合意的工作，所有企業

在招聘人手和升遷員工時都不應該存有任何歧視，所有人都應該有同樣的機會接

受訓練和教育。 

  

                                                        
3本課主要討論羅爾斯(John Rawls)的公義論 

企業逃避對社會
的契約責任，不
再得到社會保護
企業的權利 

社會得不到企業
的貢獻，不再會
負上保護企業的

契約責任 

解
除
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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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持份者理論 

 

企業在運作時除了影響僱主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個體，例如僱員、消費者、供應

商、投資者、政府、傳媒和競爭對手等。在很多方面來說，企業營運對其他個體

的影響，遠遠高於對僱主的影響。所有受公司影響利益的個體被稱為持份者，他

們可以是個人或是一群人士；持份者可以被企業的行為傷害或是從中得益，換言

之，他們的權利可以被企業的行為侵犯或是尊重。 

 

企業管理人員作決策時，不應只顧及股東的利益，他們也應該保障和尊重其他持

份者的利益。當一項決策對不同持份者產生不同的影響時，管理人員需要平衡各

方的利益，而非只顧及某一持份者的利益。企業繼而可邀請各持份者參與企業決

策，讓他們可加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企業不應該侵犯持份者的利益，應要為自己

行為對持份者造成的後果負責，並在必要時作出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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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持份者 

 

 

 

 

 
 

 

主要的持份者 

 企業擁有人（或股東） 

 僱員 

 顧客 

 供應商 

 

次要的利害關係人（其他有關人士與組織） 

 政府 

 其他消費者  

 傳媒 

 競爭對手 

 民間團體 

  

企業 

股東 

顧客 

供應商 

僱員 

政府 
公民社
會團體 

競爭對
手 

傳媒 

社區人
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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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研究 

 

 

2008年三鹿集團奶製品污染事件 

 

2008年，中國不少嬰兒食用三鹿集團生產的奶粉後被發現患有腎結石，隨後在

奶粉中驗出含有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是一種化工原料，可以提高蛋白質檢測值。

不法奶農為獲取更多的利潤，在鮮牛奶中摻入三聚氰胺，以增加牛奶的市場價

值。長期攝入三聚氰胺會令人體泌尿系統結石，並可誘發癌症。根據公佈數字，

截至 2009年 1月 21日，受三聚氰胺奶粉影響的嬰幼兒在接受門診諮詢或治療後

康復的人數有 5萬人，另有 6人死亡；香港和澳門也有嬰孩確診出現上述癥狀。

其後，事態迅速惡化，國內多間主要生產商的奶粉都被驗出含有三聚氰胺。該事

件亦重重打擊了中國製造商的信譽，多個國家亦禁止中國乳製品進口。 

 

經調查後發現，早在 2007年終已有消費者投訴三鹿奶粉質素，但公司管理層卻

設法隱瞞真相。及至 2008年 7月，投訴個案不斷上升，三鹿才向政府報告奶粉

中含有三聚氰胺，同時向消費者公開事件，並宣佈回收奶粉。只是嬰幼兒患上腎

結石等癥狀的個案已經倍增，部分嬰兒變得腎功能不全，甚至死亡，後來政府宣

佈免費為患病嬰兒治病。 

 

政府後來拘留達多人，包括牧場、奶牛養殖社區及奶廳的經營人員和非法出售添

加劑的人士。省政府勒令三鹿集團立即停產，後來更下令該集團清盤，並嚴懲有

關人士。 

 

資料來源： 

1. 弱勢奶農未獲三鹿賠償 (2009年 1月 13日)。成報 

2. 毒奶粉害 30萬童腎結石 (2010年 11月 11日)。蘋果日報 

3. 三鹿事故嫌犯身份確定 牧場或擠奶廳等經營者 (2008年 9月 15日)。香港商報 

 

 

 

思考問題 

 

1. 試以社會契約論來評論三鹿集團奶製品污染事件。 

2. 試以公義論來評論三鹿集團奶製品污染事件。 

3. 試以持份者理論來評論三鹿集團奶製品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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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問題 

 

 

1. 某企業的僱傭條款中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即同一工種男性員工的薪金比女

性員工高，而女性員工在入職時也同意這種安排。試根據社會契約論來評論

這個制度。 

 

2. 某企業招聘了數個身有殘疾的文職員工，並提供與健全人士同等的薪酬條件，

一些沒有殘疾的應徵者即使能力和學歷較高，卻因而失去了在該企業工作的

機會。試根據公義論來評論這個制度。 

 

3. 某企業東主認為，他的公司在合法的情況下賺取最大的利潤是合符道德，至

於其他的社會責任，鑑於他創立企業時並無對此作出任何承諾，那根本不用

他來履行。試根據社會契約論來評論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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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經濟倫理 

第三課：經濟、市場、倫理 

 

在經濟學中，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市場定義為「交易」的地方，即買賣雙方以不同

形式交換物品或貨幣的地方。根據市場上的買賣雙方關係，可以將市場分為三大

典型： 

i. 完全競爭市場； 

ii. 完全壟斷市場；和 

iii. 寡頭壟斷市場。 

 

在現實世界中，大部分市場都介乎於完全競爭市場與完全壟斷市場之間。 

 

a. 完全競爭市場 

 

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有大量的買家和賣家，沒有任何一個個體的行為可以影

響到市場上產品的價格、供應與需求的數量。買家和賣家有完全的自由去選

擇購買或生產產品，產品的供應和需求很快便能到達均衡點，這時買家願意

付出的最高價錢剛好是賣家願意接受的最低價錢；生產和消費的產品數量剛

好相等，沒有任何浪費。完全競爭市場一般只可能在理論層面存在，在實際

層面上難以出現。 

 

b. 完全壟斷市場 

 

完全競爭市場的相反就是完全壟斷市場，其中只有一個生產者，其他生產者

因為各種原因而不能進入市場，例如開廠成本過高，法律禁止等；消費者在

別無選擇下，只好被動地接受這個唯一生產者提供的產品及訂立的價格。在

一般情況下，完全壟斷市場中的生產者都會抬高價格，享受壟斷者的利潤。 

 

c. 寡頭壟斷市場 

 

寡頭壟斷市場比較接近完全壟斷市場，這類市場只有少數生產者，其他生產

者由於各種的原因如法律限制或成本太高等而難以進入生產市場。由於巿場

被少數幾家廠商壟斷，每家廠商對整個行業的價格與產量的影響舉足輕重。

他們控制了該行業的供應，而提高價格可以帶來很多好處，這些廠家往往互

相協調，操控價格。 



16 
 

 

 

 

a. 效益主義 

 

以效益主義的原則來看，完全競爭市場能創造最大的效益，原因是買家有完全的

選擇權和市場資訊，所以賣家必須以最有效益的方式生產，得以盡量降低成本，

盡量改善產品質素，才能吸引買家購買產品。買家因而也可以最低的價錢獲得最

好的產品。 

 

 

效益主義的論證建立：完全競爭是善的 

  

成本 效益 

Ⅰ 以規範倫理來評論各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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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效益主義的原則來看，寡頭或完全壟斷市場的生產者不能創造最大的效益，原

因是賣方毋須以最佳效益生產也可以享有利潤，買方在沒有選擇權下，只有以高

價買入產品。由於缺乏競爭，賣方也沒有動機不斷地改善產品質素和技術水平，

對社會整體而言，效益較少。 

 

 

效益主義的論證建立：寡頭或完全壟斷市場是惡的 

b. 義務論 

 

以義務論的原則來看，完全競爭市場保證了消費者最大的自由選擇權、自主權和

資訊權，所有購買行為都是在自願的情況下發生的，消費者的權利得到完全的尊

重。 

 

 

 

 

 

 

 

義務論的論證建立：完全競爭是善的 

成本 效益 

總體成本

大於效益 

 

生產者的行為都是自主的

願、自主的 

 消費者有最大的自由選

擇權、自主權和資訊權 

願、自主的 

 消費者是自主的、自願的 

 

市場上的行為 

義務論的審查鏡：涉及的人能通過義務論的審察嗎？有盡過義務嗎？ 

涉及的義務：自由、自主 

 

 



18 
 

以義務論的原則來看，寡頭或完全壟斷市場不能保證消費者最基本的自由選擇

權、自主權和資訊權。如果產品是必需品，所有購買行為都是在不自願的情況下

發生的，消費者的權利沒有得到應得的尊重。同時，賣家能操控市場價格，消費

者失去自由選擇的權利。如果產品不是必需品，消費者雖然不會被迫消費，但也

會失去選擇權。 

 

 

 

 

 

 

 

 

 

 

 

 

 

 

義務論的論證建立：寡頭或完全壟斷市場是惡的 

 

 

知多一點點 

寡頭或完全壟斷者在經濟上沒有效益，在倫理上也存在很多問題，現代不少社會

因而訂立反壟斷法案（或稱為公平競爭法案、競爭法案等），強迫已達到壟斷地

位的公司分拆或加以罰款，以保持消費者和社會的權益。 

  

在寡頭或完全壟斷市場中， 

消費者有沒有自由選擇權、自主權和資訊

權？ 

 

不能通過！ 

義務論的審查鏡：涉及的人能通過義務論的審察嗎？有盡過義務嗎？ 

涉及的義務：自由、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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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義論（或正義論） 

 

根據公義論，每個人都應擁有和其他人相等的自由權，換言之，沒有任何人可以

擁有比他人多的自由。在完全競爭市場中，所有人都有權自行決定貨品的價格和

數量，不會受其他非市場的力量干擾；可是在完全競爭市場也有缺憾，就是弱者

會被自然淘汰，沒有生存的空間。總括來說，公義論認為具有平等的自由權較重

要，完全競爭市場是可以接受的。 

寡頭或完全壟斷市場則充滿不公平，市場上只剩下大企業經營，它們往往透過一

些反競爭行為（例如大企業之間私下協定產品價格）來獲取不合理的利潤，消費

者要付出較高的代價購買消費品，亦沒有自由選擇權，這樣對他們並不公平。由

此可見，寡頭或完全壟斷市場是不公義(unjust)或不道德的，政府應該介入，以

保障公民最大的自由權。 

 

b.  資本主義式的公義(Capitalist Justice) ：經濟自由主義 (Economic Liberalism) 

 

資本主義式的公義認為，人應按其貢獻的多少來獲取利益，例如：制定員工報酬

的方法是按照某員工的生意額而定，生意額越高，報酬越多。亞當‧斯密提出，

自由市場是最有效率的經濟運行模式，如果市場的干預最少，人的自由就會最大，

基於人皆自私的本性，個人自然能夠找到最有利於自己的生產方式，社會整體的

效益就會最大，市場也會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運作4。就此，政府應該盡量不干預

自由市場的經濟，應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形式讓市場自行運作，政府的角

色只是給予一些私人機構不願提供的基本公共物品(public goods)5，或是維持治安

和法律等制度。  

由於完全競爭市場具有最大的效益，根據經濟自由主義而言，完全競爭市場是善

的，寡頭或完全壟斷市場則是惡的，有礙競爭，令效率緩慢，並不理想。如果市

場出現壟斷，政府應該介入，確保市場充滿競爭。 

 
※經濟自由主義：政府不可干預市場，讓市場自由競爭，除非市場出現反競爭行為 

                                                        
4 亞當‧斯密以著名的「一隻看不見的手」來形容這種狀態。 
5 如提供道路、運河、學校與橋樑等設施。 

Ⅱ 以商業倫理來評論各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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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研究 

 

大型超市的壟斷行為 

 

在 2011年，有兩間小型零食和食品雜貨店向傳媒投訴，指他們出售某品牌的汽

水和即食麵的價格低於大型連鎖超級市場，其中一間大型連鎖超市向供

應商施壓，供應商因而要求兩店提高價格，與超市的零售價一致，否則

停止供貨，其中一間最後被停止供貨。另外，一間於深水埗經營的雜貨

店，一向從即食麵生產商直接入貨，零售價卻低於代理的「建議零售價」

9%。該店後來接獲生產商通知，指其違反建議零售價，若店方不跟從建

議零售價，生產商便停止供貨。後來雜貨店拒絕提高售價，供應商隨即

停止供貨。據報生產商和供應商是因被大型連鎖超級市場施壓才發出該

警告，但涉事的大型連鎖超級市場、供應商和生產商都作出否認。有傳

媒引述前香港食品委員會理事長李廣林的話，指出大型零售商聯同供應商威脅小

商戶的情況存在多年，只是一直沒有傳媒揭露。 

 

有研究指出，兩間大型連鎖超級市場的市場佔有率超過 7成，即使報道屬實，根

據現行法律，他們的行為卻無違法。 

 

資料來源： 

1. 香港教育城：焦點專題之市場霸權 (2011)。檢自：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living_focus/hegemony/ 

2. 李樹甘、楊偉文 (2005)。跨業集團經營模式對市場經濟的影響香港超級市場個案研究。香港

樹仁學院經濟學院論文集。 

 

 

 

 

思考問題 

 

 

1. 試以經濟自由主義來提供論據，支持大型超市和供應商行為的道德合理性。 

 

2. 試以公義論和社會契約論來評論大型超市和供應商的行為。 

 

3. 你的個人立場是甚麼？請說明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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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經濟倫理 

第四課：扶貧與公平貿易 

 

窮，篆文 ，等於 （穴，洞）  （躬，屈體，無法站直），造字本義是身

居洞穴，身體被迫彎屈、不自由。俗體楷書「穷」，以「力」代替正體楷書的「躬」，

表示無能為力。 

 

 

 

 

小明在街上閒蕩了超過兩小時，不想回家。他的家是個木板間隔的房間，木虱很

多，沒有空調。同學相約到海洋公園遊玩，可是小明沒有錢，又怕同學嘲笑，只

好找個藉口推辭。小明從來沒有零用錢，為了省下車費買些零食，他每天走路

45分鐘上學；雖然現在就讀中二，但他仍沒有上過西餐廳。 

走得累了，小明便到球場旁邊的觀眾席坐下，舒服地靠在椅背。家裏只有 80多

平方呎，住了媽媽、妹妹和他，沒有地方可以放椅子。他在家中做功課時只能夠

低頭曲着身體，坐在床上完成。他今天運氣很差，在附近碼頭釣了一小時的魚都

沒有收穫，他已經幾天沒有肉絲吃了，平日的青菜豆腐很快便消化掉，肚子空空

的，腳步浮浮的感覺真的很難受。 

小明小時候十分活潑，但從小五開始便沉默寡言，家中的電腦近兩年來雖然可以

上網，妹妹卻經常佔用，他又沒有手提電話，不能和同學溝通，漸漸他就獨自躲

起來，同學也越來越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小明在街上流浪 3個小時了，終於要回家做功課，明天那份英文作業定要完成，

否則老師又要見家長，媽媽又不可以隨便請假與老師會面。可是，明天要交的功

課要求小明寫一次出席音樂會的經歷，他從來沒有聽過；他的英語水平差，自小

四起媽媽就沒有再陪他做功課，不明白時又沒有人可以詢問。不過小明總是有方

法的，一會兒上網找一份類似的抄抄就可以了。 

快要放暑假了，小明很期待新學年來臨，只因讀畢中三後，他就可以工作。日後

領取人生首份工資，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帶媽媽和妹妹到燒味店吃乳豬。他最

近只吃過燒肉，上星期媽媽說乳豬近年貴了很多，租金又加了，她收入的三分之

一都用來交租，要等待下一次小明生日才可買乳豬來吃了。因此，小明這個星期

最新的志願：支薪後請媽媽和妹妹吃乳豬。 

小明在夕陽下歸家，滿心期待中三畢業後可以工作，其他的都顧不上了，他已經

懶得去問：「窮人的日子難道就應該是這樣的嗎？」 

*本故事根據多個真實個案資料綜合寫成。 

 

Ⅰ 人海故事 

 

小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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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貧窮對小明造成甚麼影響？ 

2. 試寫出 3 個現在令小明貧窮的原因。 

3. 如何能夠改善小明的生活呢？試建議 3 個可以令他擺脫貧窮的方法。 

 

 

 

發達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其中的35個成員國，大多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50%以下作

為貧窮指標。英國更將高於入息中位數10%的住戶定於邊緣社群。 

在香港而言，貧窮戶在過去 10 年間一直維持在 40 萬戶以上，貧窮人口一直維持

在 110 萬以上，佔整體人口近兩成，相應的貧窮率一直維持在 17.6%，即平均每

6 個香港人，便有一人生活於貧窮線下。在這 17.6%的人口中，10%的家庭中有

成員擁有工作，稱為在職貧窮戶(working poor household)，相對 2003年上升 11.6%。

邊緣貧窮戶則佔整體住戶 8%。 

 

 

 

a. 貧富不均 

 

香港貧富不均的情況非常嚴重，並正在惡化。在 2012 年第二季，在全港最富裕

的 10%住戶中，其每月入息中位數是最貧窮的 10%住戶的 26.1 倍，這個差距於

2003 年是 23.3 倍。過去 10 年，全港最貧窮的 10%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由

2003 年的 3,000 元輕微增長至 2012 年第二季的 3,400 元，增幅約一成。同時，

最富裕的 10%家庭的每月入息中位數，由 2003 年的 7 萬元增至 2012 年第二季的

8 萬 8 千 800 元，高達 30%。根據統計處的報告，比較 5 個國家(加拿大、英國、

美國、新加坡及澳洲)，香港的貧富差距最為嚴重，亦是發達地區中最嚴重的。 

 

b. 政府現行政策 

 

政府推行了不少政策及措施，試圖舒緩在職貧窮家庭的生活壓力，以及支援在職

貧窮人士的就業需要。現行一系列的扶貧政策，包括綜援計劃、鼓勵就業交通津

貼計劃、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課餘託管計劃和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即食

物銀行）等，另外還有多次的單次性舒緩措施，例如6000元計劃，增加高齡津貼

等，旨在培養貧窮人口的自立文化，不希望他們依賴福利，因而為貧窮家庭提供

社會安全網6，即維持貧窮家庭的基本生活，但不提供高福利的生活給無業家庭。 

                                                        
6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Hilda Thatcher)認為「社會有一個梯子和一張安全網，梯子用

Ⅱ 貧窮的定義 

 

Ⅲ 議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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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幫助貧窮家庭的重要性 

 

 關心貧窮人口是世上所有主流宗教和各大民族的共同價值。 

 根據社會契約論，企業作為公民的一份子，有責任幫助營運地區的弱勢人

口。 

 人的生命價值是至高無上的，根據公義論，我們有義務幫助社會上的貧窮家

庭，以確定他們和他人一樣，享受到同樣的權利，家庭越是沒有能力提升自

己的生活，我們越有義務幫助他們。 

 根據效益主義，幫助貧窮家庭脫貧有助社會增進整體的幸福程度，減少社會

成本。幫助貧窮家庭可以提高他們的收入，從而增加和促進他們消費。同時，

提升他們的教育也可以提升整體生產力。另外，企業也可以透過能夠衍生盈

利的方式，幫助貧窮人口。 

 根據效益主義，社會的貧窮家庭過多，容易造成社會動盪，援助他們可以避

免他們影響社會整體的幸福程度7。 

 

d. 貧窮的成因 

 

 貧窮家庭缺乏金錢及物質來提升生活，無論成人或小孩都缺乏資源去接受良

好的教育，更使他們減少與別人交往，令他們受到排斥，感到羞恥，影響他

們向上流的動力，出現世襲貧窮的現象。 

 在現代社會中，貧窮人口難以得到和他人同等的權利，他們不懂得使用先進

的資訊科技，無法隨其意願調配工作時間，得以多點時間陪伴子女；他們鑑

於經濟壓力，難以抽身參與政治，同時難以政治的手段來保護自身的利益。

另外，他們的經濟活動受到限制，礙於缺少抵押品及存款甚少的原因，他們

難以使用銀行的借貸和其他服務。 

 自上世紀 90 年代起，香港經濟轉型，加上全球化的影響，工作人口出現兩

極化，高技術和高教育程度的職位收入上升速度加快，低技術和低收入的職

位收入的升幅緩慢，加劇貧富不均的情況。同時，低技術的職位迅速消失，

令失業的人口增加。 

 香港地價高昂，如果沒有公營房屋福利，租金往往佔去低收入人士支出三分

之一以上，令貧窮家庭沒有剩餘財力提升自己。同時，貧窮家庭亦難以藉着

創業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來供人努力改善生活，安全網則用來防止人跌入深淵。」 
7美國總統甘迺迪曾說：「如果自由社會不能幫助眾多的窮人，就不能保全少數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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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上述的貧窮因素導致很多貧窮的人和社會陷入貧窮的惡性循環： 

 

 

 
 

 

貧窮的惡性循環：個人與家庭層面 

 

 

 

 

 

 

 

貧窮的惡性循環：社會層面 

  

低收
入 

低儲
蓄 

低投
資 

低生
產力 

•較弱的教育質
素降低工作人
口質素 

•低工作人口質
素阻礙國家經
濟發展 

•較差的生活質
素降低小孩就
學和升學意願 

•經濟發展緩慢
降低生活質素 

生活
質素 

教育
質素 

工作
人口 

國家
經濟 

低消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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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企業如何幫助減少貧窮8
 

 

 企業在扶貧時，除了能夠滿足義務責任外，往往也可以從中獲利。 

 

 格爾米銀行(Grameen Bank)設於孟加拉，銀行早於 70 年代在農村地區推出

「農村銀行」的計劃，向無數的赤貧農民貸款，尤其是婦女，令他們可以擺

脫貧窮的魔掌。其中一個例子，該銀行向一名農民貸款 245 美元，讓對方能

夠購買一部手提電話，該農民在兩年之內就還清了借款。農村計劃採取大額

一次過收費的方法，該農民貸款購買手提電話後，藉着租借電話給其他農民

的收費圖利，賺取的金錢是那筆一次過付款總額一倍。他除了能以盈利還債

以外，每日平均還有 2 美元進賬。這份收入看似微不足道，但於孟加拉在職

人口中，四分之三的收入比這還少！ 

 

 花旗集團(Citigroup)推出一個具創意的方案，以一間工廠作為開戶單位，企

業或工廠的每一個成員，從守門警衛到一般工人，開戶只需 20 美元，令每

人都擁有銀行戶口，配合自動櫃員機及電話服務來減低經營成本。這種以多

取勝的策略，證實十分有效。該集團在 1998 年於班加羅爾(Bangalore)試辦

這個理念，現時有 25 萬名客戶，並只需要一間分行來服務這些客戶。 

  

                                                        
8葉保強（2004）〈企業如何協助全球扶貧〉應用倫理通訊，第三十期。

http://www.ncu.edu.tw/~phi/NRAE/newsletter/no3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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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研究 

 

公平貿易扶助小咖啡農戶
9
 

埃塞俄比亞以咖啡著名，咖啡出口佔國家經濟很重要的一部份。科楚爾地區向來

是貴價的咖啡產地，在七十年代當地成立了三大咖啡生產合作社，打算

提升行業，進軍國際市場。可惜由於咖啡價格波動，市場佔有亦不易，

加上資金不足，營商能力有限，最終合作社破產，農民只能把他們的咖

啡低價賣給私人公司，生活很艱苦。 

 

但尼爾是一位咖啡農，他每年的收入，不足以供養七個兒女，要給孩子上學，或

者應付他們的醫療供求，但尼爾有時需要向錢莊借錢，利息高達百分之一百。二

零零六年，宣明會推出「科楚爾咖啡農合作社復興支援項目」，多方面幫助咖啡

農，包括改善生產，提高合作社社員能力，產品加工，開拓市場，以及有機生產

和公平貿易認證。 

 

幾年來，合作生產的咖啡質量提升了，所以需求自然增加，價格當然提高，但尼

爾現在種出來的咖啡品質更好，售價是以前的兩三倍，由於收入增加，不少社員

都買入更多土地增加生產，但尼爾現在的產量和收入大增，他開始設法將收入來

源分流，他繼續培育新咖啡樹苗，同時又種植牛油果、香蕉等果樹，又養了一些

羊，現在他家中有很多食物，他很開心地說：我的悲慘日子己經過去，我不需要

向錢莊借錢，我可以給孩子上學和滿足他們的醫療需求。」 

 

 

 

 

由於知識和市場結構的問題，貧窮國家有大量勞工及生產者，他們的權益被中間

商層層剝削，一直未能擺脫貧窮。設立公平貿易的目的，旨在幫助他們，透過互

相尊重的貿易夥伴關係，務求讓國際交易更趨公平。 

 

a. 運作概況 

 

 由經過認證的分銷商以「公平」的價格購入生產者的產品。 

 透過公平貿易的分銷渠道，把產品送到重視這項價值的消費者。 

  

                                                        
9
資料來源：《世情》2011年第 111期，宣明會出版，頁 7-8。 

Ⅳ 公平貿易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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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平貿易的特色 

 

 是一種可持續發展及減輕貧窮的策略。 

 公平貿易以透明的管理模式和商業關係，以平等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與交易夥

伴相處。 

 公平貿易能夠發展生產者的獨立能力，包括訓練生產者及其市場組織，改善

其管理技巧及發掘市場的能力。 

 公平價格一般比市場價格為高，消費者卻樂意支付，因為價格不單包含生產

成本，也合符社會正義與環保的原則。這個價格給予生產者公平的報酬，同

時也兼顧了男女平等同酬的原則。 

 公平貿易為生產者提供一個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如果有兒童參與，則不

能影響兒童完整成長、安全及教育的要求，同時也要合符聯合國兒童權利的

慣例。 

 公平貿易大大鼓勵更好的環保實踐及負責任的生產手法。 

 公平貿易系統涵蓋許多商品種類，類別更不斷增加，例如：香蕉、蜂蜜、咖

啡、橙、棉花、水果及蔬菜、香料、及紅酒等。 

 

   

國際公平貿易認證標章 公平貿易認證標章 IFAT 國際公平貿易組織標章 

 

 

 

思考問題 

 

1. 試根據本課內容，列出我們需要扶貧的原因。 

 

2. 試從社會契約論、公義論及持份者理論的角度，分別評論有關公平貿易的措

施。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TransFaira.gif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Ftomark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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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經濟倫理 

第五課：消費者議題--市場營銷與廣告 

 

企業在作市場營銷(marketing)決策時，需要就四大方面進行考量，又稱為市場營

銷組合(4Ps)，包括產品 (product)、價格(price)、推廣(promotion)和分銷(place)，

每一方面都可以涉及倫理考慮，例如產品安全。義務論會審察交易過程中涉及的

雙方是否自願，有否尊重，是否完全知情等；後果論會考慮經過交易後雙方和社

會的總體幸福有否增加，公義論會審察交易是否公平，有否欺壓弱者。廣告屬於

推廣範疇，亦是市場營銷中較多倫理爭議的部分。 

 

你認為以下的個案是否合符道德？試加以解釋。 

 

 

 

 

 

 

 

 

 

 

 

 

 

 

 

 

 

 

 

 

 

 

 

  

a.醫院藥劑師學會進行了全港十大

常用注射及外用醫學美容療程成分

療效和安全分析調查，發現其中 5

種療程沒有足夠臨床實證支持，安全

成疑，消費者有機會受到嚴重細菌感

染，甚至死亡。 

 
d.某電話的生產商推

出最新產品，開售時

大量水貨客在零售店

排隊，令一些真正的

消費者買不到該款電

話。 

b.英國一個時尚

品牌廣告中的模

特兒身材太過消

瘦，身材與厭食

症患者相似。 

 

e.某電視廣告內容：一個穿西裝的中

年男性和朋友在酒吧品嘗某品牌的烈

酒，被對面一個穿西裝的漂亮女性吸

引，鏡頭中的她表現出半羞澀半挑逗

的表情，中年男人以該烈酒的酒齡和

吸引力來暗喻這個美貌女人，並向其

舉杯示意。 

c.某廣告推銷「減

肥鞋」，聲稱穿上

該鞋子就能減

肥，卻完全沒有實

驗根據。 

f.供應商以極低或低於成本價

的價格，把產品售予大集團；

同時以高於成本價的價格售予

小商戶，旨在令大集團提高市

場佔有率。 

 

g.銀行向低學歷的

長者推銷複雜的財

務產品，說服他們作

極高風險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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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是企業重要的持份者，根據持份者理論，企業有 3 種對待顧客的不同取向： 

 

a. 不道德 

 視顧客為剝削的對象，藉剝削顧客增進個人或機構的利益； 

 不提倡依循道德準則辦事，反而常常立意欺詐或誤導顧客； 

 一切市場營銷的決策，包括：廣告、價格、包裝及分銷決策，都是為了佔

盡顧客便宜而制定。 

 

b. 非道德，但亦沒有違法 

 管理階層沒有從道德角度來考慮決策及行動，純粹以「在法律準則下謀利」

作為決策方針； 

 管理階層不重視從顧客角度出發的公平原則，只重視管理階層的權益； 

 沒有顧及與顧客接觸時牽涉的倫理道德問題。 

 

c. 道德 

 視顧客為交易活動的平等夥伴； 

 顧客提供交易活動的需求及期望，受到公平的對待； 

 管理決策在於向顧客提供公平的價格，全面的資訊，以及合理的保障和滿

足感； 

 公允地詮釋及尊重消費者權益； 

 積極賠償顧客的損失。 

 

另外，從社會契約論或義務論來看，企業有道德責任保護消費者權利，一旦消費

者購買了某產品，該企業就有契約責任善待消費者，企業不應僅視消費為獲取盈

利的工具，而應負上義務去保護消費者多方面的權利。 

 

  

Ⅰ 市場營銷決策時的倫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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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權利 涉及的範圍 倫理學的考慮 

獲得安全及有效的產品 產品決策 產品是否安全？ 

品質及性能是否合乎標籤說明？ 

獲得誠實和公平的訊息 推廣決策 廣告及推銷時有沒有欺騙、誤導和欺壓消費者？ 

廣告及推銷方法有沒有涉及各種歧視？各種不

當的 定型(stereotypes)？ 

個人私隱得到尊重 推廣決策 推廣時有沒有侵犯消費者的私隱？ 

付出合理公平的價格 價格決策 企業定價時有沒有操縱價格？定價時賺取過分

盈利？顧及弱勢社群的能力？定價時有沒有不

公平的條款？ 

獲得購買產品的權利 分銷決策 企業有沒有以不公義的手法阻礙消費者購買到

產品？ 

表 5.1消費者權利相關的倫理學問題 

 

消費者權利 例子 

獲得安全及有效

的產品 

醫院藥劑師學會進行了全港十大常用注射及外用醫學美容療程成

分療效和安全分析調查，發現其中 5種療程沒有足夠實證臨床支

持，安全成疑，消費者有機會受到嚴重細菌感染，甚至死亡。 

獲得誠實和公平

的訊息 

 某廣告推銷「減肥鞋」，聲稱穿上該鞋子就能減肥，完全沒有

實驗根據。 

 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性和朋友在酒吧品嘗某品牌的烈酒，被對

面一個穿西裝的漂亮女性吸引，鏡頭中的她表現出半羞澀半挑

逗的表情，中年男人以該烈酒的酒齡和吸引力來暗喻這個美貌

女人，並向其舉杯示意。 

英國一個時尚品牌最近的廣告遭到國家廣告標準局譴責，指廣告中

的模特兒身材太過消瘦，因此遭到禁播，避免給予社會不良的審美

觀。國家廣告標準局更表示，該廣告的衣服主要鎖定年輕族群，少

女若看到這廣告，可能會誤以為這樣「極瘦」的身材才是最完美的，

恐怕會引發一連串的不良效應。 

個人私隱得到尊

重和保護 

香港金融管理局公佈有 6間銀行把客戶個人資料出售或是轉交沒

有關連的第三者。個案中有銀行曾經把客戶姓名及電話出售給一間

電話中心作推銷保險，銀行客戶投訴經常收到失卡保險公司的推銷

電話，覺得受到滋擾。 

付出合理公平的

價格 

 數年前，香港有幾家電話公司一致將月費調高 20元，這對不

同類別的消費者不公平。 

 供應商以極低或低於成本價的價格，把產品售予大集團或同系

公司；同時以高於成本價的價格售予小商戶或非同系公司，旨

在令大集團或同系公司提高市場佔有率。 

 銀行向低學歷的長者推銷複雜的結構性財務產品，說服他們作

極高風險的投資。 

獲得購買產品的

權利 

某款電話深受歡迎，生產商推出新款式，開售時大量水貨客在零售

店排隊購買，令真正的消費者買不到該款電話。 

表 5.2 侵犯消費者權利的例子 



32 
 

 

 

a. 廣告的定義 

 

廣告是組織或個人以付費方式，把訊息透過適當的媒體向對象發放，以達到預期

的效果，包括傳達訊息，引發消費行為，建立形象。 

 

b. 廣告的類型 

 

 商業廣告：商業廣告以推銷商品為目的，向消費者提供商品資訊。 

 文化廣告：以傳播科學、文化、教育、體育及新聞出版等為內容的廣告。 

 社會廣告：指提供社會服務的廣告，例如：社會福利、醫療保健、社會保險

及徵婚、尋人、掛失和招聘工作等。 

 政府公告：指政府部門發佈的公告，也具有廣告的作用。例如：公安、交通、

法院、財政、稅務、工商和衛生等部門發佈的公告性資訊。 

 

c. 廣告的目的 

 

廣告旨在達到 3 個層次的目的，包括傳播資料，說服消費者購買和建立價值。 

 

d. 廣告的價值 

 

 經濟價值：廣告能夠刺激消費，為企業帶來收入；有效的廣告又能夠減低成

本。廣告業現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行業，創造大量就業的機會。 

 文化價值：廣告能夠影響社會，形成消費趨向。廣告具備導引消費者消費觀

念，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趨向的作用，例如：亞洲盛行大量美白用品的廣告，

形成亞洲人欣賞較為白晢的肌膚，護膚產品也佔整體化妝品市場 5 成以上。

另外，大量瘦削的時裝模特兒廣告也令社會出現瘦身風氣。 

 

e. 正面的影響 

 

 提供資訊、思想、意識、信念和道德的溝通橋樑，例如：一些志願團體在廣

告中傳遞正面的價值/訊息；在《生命滿希望，前路由我創》的廣告中，我

們接觸到積極面對人生處境的價值。 

 創造經濟價值，促進產品銷售和經濟發展，提高社會生產活動的效率，為社

會創造更多財富。 

 廣告能夠教育社會大眾新的知識與新的技術，開拓視野，促進思想。 

 廣告有美學上的功能，具有審美價值，滿足消費者的審美需要。 

Ⅱ 制定廣告策略時的倫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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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負面的影響 

 

 廣告口號語言精練，朗朗上口，令人印象深刻。可是，如果語言低俗，意識

不良，一來令人反感，二來容易誤導市民，特別是青少年。例如：香港多年

前有一廣告口號是「想做就去做！」，廣告播出後引起社會熱烈討論，後來

廣告商把口號改為：「應做就去做！」 

 廣告具有傳遞價值的作用，正面來看，一些重要的價值如《生命冇Take Two》，

教人珍惜生命，發人深省；另一方面，廣告也可以傳遞負面的價值，例如享

樂主義，父權主義等。以享樂主義為例，不少廣告引導青少年注重擁有物質，

以此解決所有的煩惱，獲得尊重。這些廣告歪曲人的價值，助長青少年追逐

名牌的不良風氣，讓生命變得商品化。為了追求感官刺激，越來越多廣告帶

有暴力鏡頭和色情暗示，不利於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不同的企業為了推銷同一類產品，推出大量相似的廣告，久而久之，會出現

典型化的現象，例如：大量纖體廣告會令人有錯覺，以為極瘦才是健康。不

良的典型化可帶來不良的社會後果，例如：少女為了保持瘦削而忽略進食，

造成營養不良。 

 

假如我們的社會充斥具有負面影響的廣告，將為社會風氣造成不良的影響，我們

將慢慢失去一些正面的價值，例如尊重與平等，這樣不利社會的發展。 

 

廣告對塑造個人價值觀影響深遠，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因而對有廣告有所限制，

以免廣告對兒童造成不良的影響。 

 

國家/地區 內容 

挪威、瑞典 禁止向所有十二歲以下兒童播放廣告 

奧地利、盧森堡、挪威 兒童節目前、後禁止播放廣告 

希臘 早上七時至晚上十一時禁播玩具廣告，禁止所有戰爭

遊戲玩具廣告 

德國、芬蘭 禁止播放會影響兒童直接購買產品的廣告 

芬蘭 禁止播放有卡通人物的廣告 

丹麥 禁止播放有兒童節目中出現的角色的廣告 

英國 晚上九時前禁止播放有兒童節目中出現的角色的廣告 

表 5.3 不同國家或地區為保護兒童而對廣告作出限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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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會契約論 

 

作為公民的一份子，企業和廣告商應該注意在生產的過程保持一般社會規範和重

視的價值，例如人權、尊重與平等。企業應該對整個社會的福祉負上責任，應盡

量製作具有正面價值的廣告。 

 

b. 公義論 

 

企業應保護每個人的權益，以公平和公義的方式謀利，多加關注不幸的人，以達

到公平的境地。另外，兒童的心智不太成熟，在製作或播放廣告時，也應盡量考

慮這些廣告會否對兒童有不良的影響。  

 

c. 持份者理論 

 

企業在製作廣告時除了要顧及股東和顧客的利益，還應保障和尊重其他持份者的

利益，包括非顧客的社區人士的權益。就此，企業不應製作含有性別歧視、宗教

偏見和種族歧視的廣告。 

 

知多一點點  

清潔用品公司多芬(Dove)有一輯宣傳沐浴乳的廣告，畫面左至右安排了 3個分別

為黑人、拉美裔和白人的女模特兒，3人背後則有「使用前」和「使用後」字樣。

廣告被指為暗示使用產品後，黑人的膚色因清潔而變為白人的膚色，屬於種族歧

視。 

 

知多一點點  

著名的黑人牙膏行銷世界，品牌以前的商標是「Darkie」，這個字在美國含有對

黑人的貶義，後來該企業耗巨資把商標改為不含貶義的「Darlie」。 

  

Ⅲ 以倫理學來分析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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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研究 

 

試以社會契約論、公義論或持份者理論來評論以下的個案： 

 

 

 

 

 

 

 

 

 

 

 

 

 

 

 

 

 

 

 

 

  

1.香港《幸福要走多步》廣告：某

醫藥廠的廣告，內容是香港殘奧運

動會金牌選手蘇樺偉和母親相依為

命的片段，非常感人。 

 

2.內地《山姆篇》廣告：山

姆患了白血病，化療後頭髮

全部脫落，當他重返學校

時，顯得很膽小和自卑。然

而令他感動和驚喜的是，他

一進教室，所有同學都站起

來把帽子脫掉，原來他們都

剃成了光頭。同學的愛心激

勵了山姆，增添他學習和生

活的勇氣。 

 
3.英國某超市投放一段耗資數千萬港元

的廣告遭到投訴，最終或被禁播。廣告

的口號是「每個完美的聖誕節背後都有

一個母親」，內容是母親在聖誕節前忙得

團團轉，父親和孩子卻不幫忙，在旁閑

談，似乎所有家務都落到了母親的肩上。 

 

4.台北市某電視台為宣傳

將上映的戲劇，特別租用廿

多個巴士候車亭廣告板，刊

登大幅廣告。巨型海報上的

廣告文字把候車亭取名為

「剩女候車亭」，引發部分

女乘客不滿。有女乘客感到

「不舒服」，認為好像是被

諷刺「嫁不出去」，在候車

亭內等車，就像被貼上標籤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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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經濟倫理 

第六課：企業的社會責任─員工篇 

 

企業最重要的持份者是誰？美國管理協會曾經對 6000 名經理進行一項調查，結

果顯示最重要的是顧客，其次就是員工： 

 

持份者 得分排序（最高為 7分） 

顧客 6.40 

員工 6.01 

主要股東 5.30 

一般大眾 4.52 

一般股東 4.51 

政府 3.79 

表 6.1各持份者對企業的重要性 

 

從管理層的角度來看，員工是第二重要的持份者。一間企業的成敗，大大取決於

員工的質素和僱主與僱員的關係。 

 

 

 

以下公司的行為被視為沒有盡企業對於員工的社會責任： 

 

 

 

 

 

 

 

 

 

 

 

 

 

  

Ⅰ 無良僱主大踢爆 

 

a.某琴行要求新入職員工簽定 3年合約，

提早離職者必須向公司賠償 3年工資，並

訂立刻薄的條款，包括遲到一分鐘扣一

元，缺勤每天扣取 300元，即使請病假也

不例外。  

 

e.某書商在每年一度的書展期

間，要求員工每天加班 7小

時，一共工作 15小時，而且只

有 30分鐘用膳時間。 

 

d.某韓國公司在深圳投資開設工

廠，管理人員在一次失竊事件中強行

對 56名女工搜身，令員工感到受

辱。另外，曾經有一條生產線因未能

完成生產額的目標，整條生產線的員

工被罰跪在公司門口謝罪，引起傳媒

關注。 

 

b.一間著名日資家電品牌的員工投訴，指

出公司侵犯個人私隱，緊密的跟蹤和監視

員工在辦公室的工作情況。 

 c.某公司的員工一旦懷孕，則會

被公司以各種理由刁難，直至她

們自願辭職。 

 

f.某香港酒樓習慣拖欠員工工資，一

般延遲 10天發放當月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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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不尊重員工的權利： 

 

涉及的權益 個案 

合理報酬的權利 a,f 

合理工作條件的權利 e 

平等就業的權利 c 

私隱權 b,d 

不受歧視的權利 c,d 

受尊重的權利 d 

人身自由的權利 d 

 

 

思考問題 

 

1. 假設你是剛新婚的女士，並打算生育。你若是在以上任何一間企業工作，你

會努力工作嗎？你會願意在這間企業發展嗎？  

2. 試以目的論來綜合評論以上僱主的行為及各種措施。 

3. 試以義務論和公義論來綜合評論以上僱主的行為及各種措施。 

4. 試以持份者理論綜合評論以上僱主的行為及各種措施。 

 

★一般來說，企業可以有 3種取向對待員工的。 

 

不道德 

 視員工為生產工具； 

 利用、剝削及操控員工以增添個別管理人員或企業的利潤； 

 忽視員工的需要、權益及期望； 

 高壓、霸權及疏離的管理模式。  

 

非道德，但合符法律要求 

 依法對待員工； 

 以促進生產量為目標，而非旨在滿足員工不同階段的需要； 

 視員工為生產工具，同時採納酬謝制度； 

 組織為本身利益，會給予員工最低限度的尊重； 

 組織的架構、工資獎賞和報酬，全是為了促進短期或中期的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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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視員工為重要的一份子，給予尊重及保障他們的尊嚴； 

 以採納商議性或參與性的領導方式為目標，期望藉此建立相互信任的關

係； 

 反覆重申「承諾」這個主要概念； 

 所有決策皆盡量顧及員工享受合法程序、私隱、言論自由及個人安全的權

利； 

 管理階層尋找公平的方法來處理員工問題。 

 

以上（a-f）個案中的企業，顯然是以不道德的管理方法來對待員工。 

 

※企業中所有員工都是平等的伙伴，大家在互相支持的環境下工作 

 

 

 

對員工盡責的僱主： 

 

a. 例子(一)香港上市公司恒安集團 

 公司成立以來，大股東不斷把部分股權讓給員工，與員工分享利益。公司注

重員工的工作環境和安全生產，歷年安全生產事故死亡率為零；安全生產工

傷事故年發生率均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 

 公司改善員工的工作環境，為外來員工的宿舍安裝空調和熱水器等生活設施；

每年定期安排員工到市級醫院接受免費身體檢查；安排員工到香港旅遊；設

立恒安醫療室、圖書館、健身房、網吧及員工內部招待所。  

 公司注重培訓員工，與多間大學聯合辦學，讓員工從基層崗位逐步成為各級

崗位的技術員和管理人員。 
資料來源： 

邱觀史 (2007)。二 OO六 CCTV中國年度最佳雇主四十強。檢自： 
http://www.chinanews.com/cj/gncj/news/2007/02-01/865967.shtml 

  

Ⅱ 最佳僱主何處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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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例子(二)美國賽仕(SAS)公司（軟件公司，連續 15 年入選美國《財富》雜誌

(Fortune) 最佳僱主名單） 

 

背景資料 

 

 於 1976 年成立，從沒虧損，至 2010 年營業額增長近 2 萬倍。 

 旨在為員工提供長遠的計劃，讓他們在生活與工作中獲得平衡。 

 注重如何增強員工使用資訊和創造知識的能力。 

 軟件行業的人才競爭劇烈，業內員工流動率動輒 20 %，賽仕卻不足 3%。 

 

獲選原因 

 

 設立一間超過 6 萬 8000 多平方呎的娛樂健身中心，備有游泳池、足球場、籃

球場、按摩室、美髮沙龍等，樣樣俱全，免費給接近 5000 名員工及其家人使

用。 

 引進托兒制度，讓員工不必在工作時擔心幼年子女，安心上班。 

 設立健康看護中心，為員工以至其直系家屬提供檢查和諮詢，全部免費。中

心最初只有一名護士和一名醫生，發展至今已有 53 名醫療人員，包括物理治

療師和心理治療師等。 

 員工一週平均工作 35 小時，上班和下班不用打卡，午休時還可以打籃球，沒

有任何監察系統。  

 設有 3 間員工餐廳，促進員工交流，並鼓勵他們設立部落格，並開立社交網

站，以建立和增進信任。員工也組成籃球隊，又舉辦野餐活動。賽仕每年也

進行問卷調查，收集員工對於福利措施的創新建議，瞭解他們的需求。 

 所有員工都被邀請參加由賽仕首席執行官吉姆‧古德奈特(Jim Goodnight)每

月召開一次的早餐會議 ─ 咖啡座談會，員工在會議上可以參與各種問題的

討論。 

 設立「課程路徑」專案，免費開放給美國所有教育工作者使用，為 5 萬多名

美國教師提供英語、科學、數學、社會學及西班牙語等方面的標準教育資源。 

 
資料來源： 

白詩瑜 (2012)。賽仕共同創辦人宋君朋：連十五年獲選最佳雇主的袐密。天下雜誌，500。檢自：
http://topic.cw.com.tw/500/pg2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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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假設你是剛新婚的女士，並打算生育。如果你在賽仕工作，你會努力工作嗎？

你會願意在這間企業發展嗎？  

2. 試以目的論來綜合評論以上僱主的行為及各種措施。 

3. 試以義務論和公義論來綜合評論以上僱主的行為及各種措施。 

4. 試以持份者理論綜合評論以上僱主的行為及各種措施。 

 

 

 

企業要成功，減低生產成本必然是重要的方法。可是，隨着我們進入資訊科技的

時代，增加效益才是最重要。企業要成功，定要以合符道義的條件善待員工，才

能吸引人才留下。事實證明，善待員工雖然會增加成本，員工的生產力卻會因而

大幅提升，綜合的效益更大。無論從目的論還是義務論來看，善待員工都是對的。

企業要提供一套完整的方案，包括提供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和條件，提供合理

的報酬和尊重，信任員工，為員工提供健康的社交環境，提供合理的工時，讓員

工能夠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需要；提供發展事業的機會，讓他們有機會服務社區。

如此一方面是道德善舉，另一方面也能夠匯聚有創意和懂得自發工作的人才，讓

企業持續發展之際，亦可一盡對於員工的責任。 

 

 

 

 

 一項調查發現香港工人的工時，在亞洲排名第二，僅次於韓國。近日，多

個勞工團體要求政府就「標準工時」立法，以確保僱員權益。但有意見認為，

標準工時政策會影響經濟發展，長遠影響工人生計，後果適得其反。 

 

 試從人權或商業倫理的角度判斷政府應否為「標準工時」立法，並提出理

據支持你的立場。（20 分） 

 

# 標準工時 : 標準工時是一項勞工政策，是由政府為僱員設立標準的工作時數，僱員若超時工

作，僱主必須作出額外的薪金補償(即俗稱 OT 補水)。有些人會把「標準工時」的概念與「最高

工時」混淆。「最高工時」是指政府規定僱員工作時數的最高上限，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容許僱員

的工作時數超過最高工時。 

 

  

Ⅲ 總結 

 

 

Ⅳ 課業：論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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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一點點：其他最佳僱主善待員工的方法 

 

 

 

 

 

 

 

 

 

 

 

 

 

 

 

 

 

 

 

 

 

 

 

 

 

 

 

 

 
資料來源： 

財富中文網 (2011)。《財富》評出全球最佳雇主 25強 無一家中國公司。檢自： 

http://www.fortunechina.com/career/c/2011-11/01/content_77145.htm 

 

  

a.可口可樂（Coca-Cola）在秘魯、阿

根廷和智利的分公司：為解決員工在長

途旅行後的時差反應和假日後綜合

症，該企業規定員工休假若超過 10

天，則員工返回工作崗位的第一天可多

休息兩小時，第二天多休息一小時。 

 
c.谷歌(Google)：為員工提供大量福

利，包括咖啡廳免費飲食、攀岩及免費

洗衣服務。該企業去年收入實現 20%的

增長，向每名員工加薪 10%。 

 

b.Recreational Equipment：工作 15

年以上的員工可享受每 5年一次

的 4星期有薪假期；員工購買該品

牌戶外設備享有 50%至 75%優惠，

同時可以免費租借器材。 

 
d.夢工廠動畫公司（DreamWorks 

Animation SKG，創作《功夫熊貓》

動畫的公司）：員工可以享用免費

早午餐、電影放映、午後瑜伽、藝

術課程和每月派對。每名員工都有

機會直接向總裁提出自己的電影

創意。 

 

e.上海波特曼麗思卡爾頓酒店(The 

Portman Ritz-Carlton)酒店：高層管理人

員經常現身酒店大堂照顧客人，履行一

些如提取行李的細務。每名員工獲授權

可免去 2000 美元的客戶費用，例如：

在餐廳遇到顧客對食物不滿，如果員工

覺得客人理由充分，他便有權決定是否

給予客人免單。 

 

f.沃爾瑪(Wal-Mart)：總部每逢週

六舉行大會，有時做健美操，有時

喊口號，有時唱歌，有時請來喜劇

演員，有時舉行拳擊比賽。一眾總

經理和董事和員工一起大喊大

叫，甚至跳起奇形怪狀的舞蹈。公

司取消門衛，取消考勤，取消衣着

規定，取消高層停車位等。員工可

以在自由的環境中快樂的工作。 

g.美國莊生公司(SC Johnson)：總監和

經理每天早上 9時 30分之前和下午 5

時後不得召集下屬開會，這樣員工就能

夠接送孩子往返學校。 h.美國微軟公司(Microsoft)：公司

給予員工每年 40個小時的有薪假

期從事義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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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經濟倫理 

第七課：企業的社會責任 

 

 

 

a. 印度：育有兩子的卡瑪，42 歲 

 

「我在製衣廠工作，生產名牌服裝，可是月薪難以維持生計，資方又時常剋扣工

錢，我工餘必須兼職幫補家計，但仍難以令家人溫飽，往往舉債度日。工作壓力

沉重，不達標便得捱罵，好像受酷刑一般，工作時不能休息、喝水或上廁所，每

天要站 10多小時，經理還時常出言侮辱，叫我為『驢』、『貓頭鷹』（印度人視為

邪惡之物）和『狗』。去年我再度懷孕，但工作時也不能坐下，我向經理申請在

休息時進食以補充體力，他說所有在休息期間進食的工人都會被解僱，我最終流

產了，真慘！」 

資料來源： 

中廣新聞網 (2012)。印度 孟加拉血汗成衣工廠時薪台幣 13元。檢自： 

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bcc/20121126/05243993843.html 
新彊健康網 (2008)。深圳 GUCCI店被指血汗工廠 孕婦流產不止一例。檢自： 

http://www.xj120.com/enews/shehui/200806/195610.html 

 

 

b. 中國：廣西某農村村民 

 

「我住的村內有不少人中了砷毒10，只因在河流上游的一家冶煉廠的含砷廢水外

溢，後來環保局局長等官員也被撤職處分。去年，又有村民中了鎘毒，幸好沒有

人死亡。幾年前，村內有兒童檢出血液含鉛量超標。我每天都擔心呼吸的空氣，

喝的水會有毒，我想搬離這條村，卻沒有錢，真慘！」 

資料來源： 

BBC中文網 (2008)。廣西砷中毒事件 五地方官被免職。檢自：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660000/newsid_7668600/7668679.stm 

  

                                                        
10即重金屬中毒，令人出現肺炎、肺水腫、呼吸困難，甚至可因肝腎綜合症而死亡 

Ⅰ 人間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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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台灣：電子產品生產集團董事長 

 

「我承認我的工廠對工友很嚴格，有人把我的工廠稱為血汗工廠。血汗工廠有甚

麼不好？這樣沒有犯法，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員工如果受不了，大可以辭

工不幹，不少人會爭相接替他們的工作呢！工友應該和我們一起，流血流汗，以

換取最大的利潤，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賺取的一分一毫都是正當的，我從沒有

因此良心不安。我勞心勞力，為社會創造數以 10萬計的職位，現在還被某些傳

媒辱罵，真慘！」 

 

#後記：為了保護我的名譽，我決定依循法律途徑，狀告記者誹謗，要求賠償名

譽損失，且看還有沒有人敢無中生有。 

資料來源： 

明報 (2012)。郭台銘：血汗工廠有何不好。檢自： 

http://inews.mingpao.com/htm/Inews/20120428/ca61642a.htm 

 

 

知多一點點 

「血汗工廠」（sweatshop）意指條件惡劣和報酬低微的工作環境。不少學者指出，

要避免出現血汗工廠，廠商必須提升工人權益，最佳的方法是給予工人集體談判

權，因此，工會就成為消除血汗工廠最重要的工具。 

事實證明，設有工會的企業也可以成就不凡。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社會，盈利豐

厚的良心企業不計其數，足證毋須剝削工人，也可取得成就。 

 

 

 

思考問題 

 

 

卡瑪工作的工廠、台灣大亨的電子廠和廣西的工廠，三者有甚麼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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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在 1987 年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

不損害子孫後代各種能夠滿足他們需求的發展模式。」從商業倫理角度考慮，可

持續發展的企業在制定及執行各種計劃時，除了須包含現有的重要持份者的利益，

也要考慮將來持份者的利益。企業不可為了現在持份者的短期利益，犧牲將來持

份者的利益。以環境保護為例，企業不可過度開採自然資源，犧牲將來持份者的

利益。另外，企業的價值觀、文化、決策和營運必須揉合對於社會、環境和經濟

的關注；除了合符社會、環境和經濟的法例法規外，還要合符當地各種道德規範。 

 

 

 

近 20 年來，監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主要方法，在於細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報

告。在香港，一些機構會定期發佈有關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研究。機構透過撰

寫有關報告，可以審視企業有否顧及現在和將來重要持份者的一切利益，對於社

會整體來說，大有益處。 

 

根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2011 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全球調查報告所示，就全

球最大的 250 間企業(G250)和所涉及國家的 100 強企業(N100)而言，95%的 G250

和 64%的 N100 都發佈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較 2008 年全球調查對象數量分別

上升 14%和 11%。時至今日，社會責任和企業日常營運密不可分，可持續發展

報告成為了必須重視的項目。 

 

 

 

 

現時主要有 10 套通用的報告標準。 「ISO 26000」11是最多人和最多國家參與制

定的標準，適用於所有形式的機構。各大民間機構和消費者可透過企業每年所發

報的報告，監察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 

                                                        
11國際標準化組織於 2005年着手為社會責任開發一個名為「ISO 26000」的指導式標準。 

Ⅱ 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定義 

 

Ⅲ 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定義 

 

Ⅳ 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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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SO 26000」規範範圍 

 

 組織治理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企業在各級層面的管理決策也應考慮社會責任。首先應確定企業的總體社會責任

和價值觀，並訂立機制，藉此推動和監管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例如防止賄賂機

制等。 

 

我們可透過企業的可持續報告，瞭解該公司重視的價值。 

 

恒生銀行在可持續發展報告中界定了其基礎原則及核心價值：恒生卓越服務為基

礎原則；至於核心價值方面，第一是勇於正直誠實行事，決策時不會違背銀行的

道德標準及誠信，規定銀行的員工是可靠的，包容不同意見和文化，與客戶、社

區及彼此之間保持連繫。第二是財務實力，保持盈利能力之餘也注意推動環保；

第三是保持領導地位，向中產及私人銀行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第四是高透明度及

有效溝通，與各持份者保持良好的溝通，不時傳達銀行忠誠和信任的價值觀。如

果有員工在某一處境下需要作出「利潤」或「忠誠」的道德抉擇，他應該知道要

選取「忠誠」，並知道這個選擇將獲得公司讚揚。另外，銀行職員在批核貸款時，

他們也會注意環保的價值，例如：如果申請貸款一方是採礦公司，銀行職員將要

求該公司容許銀行參與確定各個範疇（勘探、開採、封礦及填礦）備有足夠的環

保措施。 

資料來源： 

恒生銀行企業責任報告：企業的策略 (2012)。檢自： 

https://bank.hangseng.com/1/2/chi/about-us/corporate-responsibility/corporate-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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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 (Human rights) 

 

人權可分為兩類：第一類為公民權與政治權，包括生命、自由與公平權。第二類

為經濟、社會與文化權利，包括工作權、食物權、教育權與社會安全的權利。 

 

企業應該在其內部與持份者交往時強調人權的價值。企業可建立專責單位，監察

各部門是否尊重人權，並設立可供員工參與的上訴機制，確保企業內部的各種人

權得到保障，包括防止各種歧視，確保對於弱勢社群的支援，保障企業內部的公

民權和政治權等，例如：不會阻礙員工參加各種工會組織，鼓勵員工參加扶助弱

勢社群的義務工作，設立員工申訴平台，禁止歧視員工，或聘請童工等侵犯人權

的行為，以及平衡內部性別和種族的比例等。 

 

伊斯蘭教規定信徒每天定時禱告，香港國際機場就此設有供穆斯林專用的祈禱

室，免得他們在眾目睽睽下俯地祈禱。航空公司準備飛機餐時也會顧及不同宗教

人士的特別需求，例如：不會提供冒犯宗教的食物。企業在採購方面也會考慮供

應商有否侵犯人權，如果發現那是本課個案所述的血汗工廠，企業則會考慮停止

採購，或是要求供應商改善勞工條件。 

 

 員工實務 (Labour Practices) 

 

企業對員工的關懷，應該普及至外判工作的員工。在員工實務方面（包括僱傭條

件，工作環境等），企業至少須先合符勞工法例，其次是透過各種設施來滿足員

工各個層面的需求，這一點在第六課已經加以探討。 

 

 環境 (The Environment) 

 

企業應要承擔保護環境的責任，採取預警(precautionary approach)措施，由專人定

期檢查污染，並作出預防措施。企業如要減少生產過程中浪費的程度，其中一個

指標是減少排放溫室氣體，可採用再生能源12或低消耗電器的方法；其他指標包

括能源、水、紙張和其他生產物料的消耗。在採購方面，企業也應盡量使用環保

物料。減廢也是重要的措施之一，其中一項是回收陳舊產品，分拆後循環使用。 

  

                                                        
12
例如，電能實業的南丫發電廠的天然氣發電量約佔整體電力供應 33%，令到二氧化碳排放量較

2005年引進天然氣發電前減少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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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木製傢具生產商之一，以木材為主要的生產物料。該集團

為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對於供應商的要求非常嚴格，要求供應商證明所用木

材都是可持續發展的木材，即是被砍伐的木材都有新種的樹木代替。供應商必須

出示植林證明，也要求對方在生產過程中，不可浪費油漆等物料。宜家另一項主

要生產物料是棉花，他們在世界各地協助農夫改良生產方式，採納 「更優良棉

花」認證制度。棉農不僅需要遵守宜家和世界自然基金會設定的環境標準，還要

合符「更優良棉花倡議」界定的體面勞動標準，保障勞工生產條件。棉農使用這

種生產方式，在種植過程中足以減少水和殺蟲劑一半的用量，化肥用量也減少三

分之一。目前僅是印巴地區來說，已有 10 萬個棉農戶經過認證，至於可持續發

展的更優良棉花，目前約佔宜家總採購額的四分之一，估計數年內將全面使用。 

 

在香港，企業透過簡單的方法已可達到減廢的效果，例如把空調調低 1 度，關掉

待機的電器，使用發光二極管，使用雙面影印等。電能實業(Power Assets Holdings 

Ltd.) 提倡「4R」文化13
 ，減少消耗和浪費資源。該企業在南丫發電廠收集廢水

和雨水，循環再用。就 2011 年而言，該企業循環再用的雨水和廢水量達到 13 萬

8400 立方米，相等於全年用水量 6.1%。他們亦提倡廢物回收，在企業內部收集

不同種類的工業廢物，包括廢紙、金屬、塑膠、廢電池、慳電燈泡及打印機墨盒

等。南丫發電廠收集的廢物，包括廢潤滑油、煤灰和石膏，將會交由承辦商處理，

作為工業用途。 

 

 公平營運 (Fair Operating Practices) 

 

企業應以合符道德規條的方式，與其他持份者公平交往，包括制定防止貪污的指

引，避免反競爭的行為，將企業的價值體現在採購過程，保護知識產權等。 

 

2012 年，宜家集團為供應商員工訂立最高工時，規定每週工作不可超過 60 小時，

每天加班不超過 3 小時。同時為供應商提供培訓，並設立專責部門，定期和突擊

檢查全球供應商。在 2011 年，宜家對各地供應商一共進行多達 1000 次的定期檢

查和接近 800 次的突擊審計，也聘請獨立第三方人士對供應商進行審計，合共

47 次，達標率近 9 成 8；又設立供應商道德援助熱線，供應商可查詢或舉報違反

商業道德的行為。 

  

                                                        
13即運用節省(Reduce)、再用(Reuse)、循環(Recycle)及回收(Recover)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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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議題 (Consumer Issues) 

 

企業應該致力保護消費者各大權益，包括安全權、知情權、與企業溝通的權利、

選擇權和私隱權，並應以公平及負責任的方式對待消費者，也有責任教育消費者

和提供售後的服務。 

 

 社區參與和發展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Development) 

 

企業一般傾向參與單次和隨機的社區善舉，大多數更是以捐款的形式實行。社區

是企業的間接持份者，企業應該按照本身的目的，有策略和系統地參與社區活動，

例如推動社區環保，促進身體與精神健康的活動，保護文化遺產，推動文化活動，

支援弱勢社群，支援發展中國家，以及不進行有違企業價值觀的投資等。 

 

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CLP)除了推動員工參與義務工作外，還推行社區投資計

劃，就環境、教育、社區健康及文化藝術等 4 個範疇，與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合作，

支援相關機構。 

 

宜家集團是跨國企業，業務遍及 40 多個國家，顧客超過 6 億 6000 萬人次。毛絨

玩具活動和桑耐太陽能燈具銷售活動，屬於宜家每年重大的社區善舉。每年年終

的節日期間，宜家商場每售出一個毛絨玩具，IKEA基金就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捐贈一歐元，以改善兒童教育。另外，顧客每購買一盞太陽能燈具，IKEA基金

即捐獻一盞燈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用以贈予發展中國家的兒童。 

 

 

知多一點點 

根據《樂施會恒指成份股公司調查報告 2009》
14
，在香港恒生指數成份公司中，

社區參與和發展的表現比較遜色。那些企業往往沒有對供應商存有社會責任的期

望，忽略了供應商是否以合符道德的生產手法提供產品。在環境一節上，只有少

量企業制定了具體可行的方針；在員工實務中，大部分企業有待改進，沒有顧及

員工的合理需求。僅有少數企業明確地把有關人權的條文納入其道德守則中。大

部分企業都僅以捐款形式參與社區發展，其他部分的表現則一般較為滿意。 

  

                                                        
14 http://www.oxfam.org.hk/content/98/content_4371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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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研究 

 

請在可持續發展電子資源庫中15，網址：

（http://files.caringcompany.org.hk/e-library_v2_p2.html）選擇一間企業，並尋找以下有關

的資料。 

 

範圍 資料 

組織治理 企業重視哪些價值？有哪些具體的措施？ 

人權 企業是否重視人權？有哪些具體的措施？ 

員工實務 企業如何滿足員工不同的需求？ 

環境 企業如何保護環境？ 

公平營運 企業如何在營運時體現公平的價值？ 

消費者議題 企業如何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社區參與和發展 企業如何促進社區的發展？ 

 

 

範圍 資料 

組織治理  

 

人權  

 

員工實務  

 

環境  

 

公平營運  

 

消費者議題  

 

社區參與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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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課開始時提及 3 個工廠的個案中，廠方顯然不是以「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經

營業務。首先，我們看到那 3 間工廠不合符企業道德倫理的要求，卡瑪工作的工

廠不重視員工的權益，工廠東主的經營目標是在短期內賺取最多的金錢，這類工

廠一般都只能夠依靠低技術的勞動力盈利，人才流失率偏高，利潤十分微薄。一

旦訂單流失，工廠可便很容易倒閉，難以持續發展。 

 

在第二個案中，村民居住的地方，以往曾發生多宗有毒重金屬洩漏的事件，即使

多名涉事官員因而遭到革職，同時多名管理層遭受刑事起訴和坐牢、罰款，有毒

重金屬洩漏事件還是沒完沒了。箇中原因，在於不論官員、企業高層人員還是村

民，皆對環境保護的意識貧乏，只重視發展經濟，創造就業，被動地理解環保的

概念，沒有加以預防的措施，悲劇才會重複發生，亦不合符可持續發展的觀念。 

 

電子產品生產集團董事長則顯然混淆了合符法律和合符道德這兩個概念，以為合

法就等於道德。事實上，他在中國開設的工廠主要負責組裝產品，依靠低技術的

勞動力，經營的目光較短，不重視可持續發展；只要某地方的勞工成本稍高，他

即可把工廠搬往其他地方。總括來說，企業可持續發展一環，已成為我們現在對

企業的道德要求之一。我們期望企業不僅合法，還要積極在經營的社區推動各種

價值觀為本的活動，改善人類的福祉。我們從各大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可以

得知，企業如何保護持份者的權益，以及致力關注社會責任，兩者已成為一大趨

勢。 

 
資料來源： 

1. 莫國和 (2011)。企業社會責任在香港。青森文化。 

2. 《企業社會責任》。（2011）。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企業社會責任亞洲出版  

3. 宜家可持續發展報告 (2011)。檢自：
http://www.ikea.com/ms/zh_CN/about_ikea/pdf/sustainability_report_fy11_cn.df 

  

Ⅴ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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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及經濟倫理 

第八課：總結篇—企業推動倫理 

 

  

 

現代社會仍有不少人抱持「在商言商」的信念，這些人認

為，企業的責任只在於經營得法，盡量提高利潤，不應浪費資源進行與利潤無關

的行為，例如公益慈善。這些活動應交回政府或慈善團體等機構進行。他們相信，

賺取最大利潤就是企業應要履行的最主要社會責任，毋須為社會帶來公義、公平

和關懷等道德價值。現實證明，那些無視社會責任的企業，釀成各種惡果，危害

經濟及社會發展。 

 

越來越多人對營商之道抱持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企業除了具備財務責任以外

（利潤極大化），還要負起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不一定和提高利潤的概念互相矛盾。具備社會責任的企業，可以吸

引更多顧客和更優秀的員工，同時避免政府的嚴厲規管。（後果論） 

 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可能產生很多社會成本（例如污染）和不公義。在道義

來說，企業有責任解決那些問題，並防止問題惡化。（義務論、公義論） 

 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影響力與日俱增，實有賴於社會的支持，因而應負上

相應的責任。（社會契約論） 

 企業的持份者除了東主以外，還有員工、供應商、顧客、政府和分銷商等，

盡量提高利潤只對東主有利；企業不應只顧一個成員的利益，從而漠視其他

成員的利益。（持份者理論） 

 

經過多年發展，現今社會大多數人認為，企業應要實踐社會責任。事實上，企業

要持續發展，也須負上社會責任。 

 

以上的論點強調，企業行為必須顧及現行社會普遍的規範，企業主要都是適應的

角色，頗為被動，究竟企業應否主動引領社會新的風氣，制定和引領新的規範？ 

  

Ⅰ 在商言商：盈利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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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羅爾(Archie B. Carroll)認為，社會期望企業負上的社會責任，包括經濟責任、

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惠責任。在上述 4 大類別中社會要求企業必須負上經濟

和法律責任，那是最基本的要求。企業履行該兩種責任後，社會進一步期望企業

負上倫理責任。那是合理的期望，企業有義務正確、公正和公平地對待利益相關

者，避免傷害他們，或是把傷害盡量減少；社會最後更希望企業負上慈惠責任，

那是額外的要求，希望他們成為優秀的企業公民，貢獻社會，提升人的生活質素。 

 

社會越發展，企業規模越大，民眾對企業的要求也更高。卡羅爾要求企業最少須

合符前 3 層的責任，否則人們就可以評論該企業並不道德。若然企業不能完成第

四層的責任，我們不會視之為不道德，但卡羅爾強調，4 種社會責任是一個整體，

不可偏廢。其次，企業可以在倫理責任層次中引領社會制定新的規範，也可以在

慈惠責任層次以新的方法，改善人的生活質素。 

 

a. 經濟責任 

 企業為社會提供一些合理價格的產品與服務，滿足社會的需要。 

 處事方針以可增進利潤為依歸。 

 賺取最多的利潤。 

 在市場上保持強勁的競爭能力。 

 保持高水平的營運效率。 

 致力成為一間既成功又長期賺取利潤的企業 

 

b. 法律責任 

 營運方式遵守管制商業活動的法律 。 

 遵守各級政府訂下的相關守則。 

 強調自己為守法的企業成員。 

 側重於成為一間成功和勇於履行法律責任的企業。  

 提供合符最低法律要求的商品。 

 

c. 倫理責任 

 做事方式側重於配合社會的道德期望及倫理規範。 

 確認及尊重漸被社會接受的新倫理/道德規範。 

 毋須改變倫理法則來遷就企業的目標。  

 側重於成為優秀的企業成員，照顧各持份者的利益，進行具道德或合符倫理

的活動。 

  

Ⅱ 企業的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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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慈惠責任 

 做事方式側重於配合社會上慈惠及慈善的期望。  

 支援藝術及文化的發展。  

 鼓勵管理階層及員工參與本身社區的義務及慈善活動。 

 尋找機會支援私立及公立的教育機構。   

 自願支援各項有助提高社區「生活質素」的計劃，成為對社會有正面貢獻的

優良企業公民 (Corporate Citizen)。 

 

 

  

社會希望公司 

貢獻資源予社會，

改善生活質素 

社會要求公司： 

法律是社會上正

確和不當行為的

編纂，應依法行

事 

社會期望公司：從

事正當、正義及公

平的活動，避免造

成傷害 

 

以上其他因素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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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體小舖(The Body Shop)被認為是履行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的先驅，創辦人安妮

塔‧羅迪克(Anita Roddick)早在上世紀 80年代開始，提倡多項價值：「使用天然

物料來美顏，不使用動物來測試產品安全，簡約，循環再用，公平貿易，保護發

展中國家人權，保護政治犯人權，反對血汗工廠，保護環境，動物權益保護，成

立基金推動社會發展等」。自 1996年起，美體小舖每年出版價值觀報告(Values 

Report)，成為現在流行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先驅。羅迪克認為，企業有能力和責

任行善，企業本身應該也是行善的工具。 

 

美體小舖改變了社會對企業的觀感，證明企業不一定被動地接受社會價值觀的束

縛，被動地完成倫理責任；相反，企業可以提倡新的價值，主動地完成倫理責任，

大大推動社會改革，同時保持利潤，持續發展。80年代化妝業一直使用動物測

試，但這個做法對動物非常殘忍，羅迪克一直反對，並建議運用其他成本較高的

測試方法。時至今日，歐盟規定化妝業產品不可以使用動物測試。美體小舖的顧

客除了喜歡其產品外，不少更支持並認同其信念和價值觀。另外，該企業主張公

平貿易，除了以公平價格收購原料以外，羅迪克更以基金支援，揭發世界各地血

汗工廠的團體，漸漸改變世人的價值觀。 

 

在推動慈惠責任方面，美體小舖改變人使用化妝品的心態。現代化妝品業盛行把

外貌等同美麗，該企業反其道而行，主張「深信美麗源自心靈，是生命的自然流

露。藉着個性、自信及幽默感而流露出來」，把化妝品定性為健康產品，改變人

的價值觀，令消費者不再基於恐懼感消費，改善自我感覺，增加社會整體幸福感。 

 

美體小舖的經營方式滿足了卡羅爾 4個層級的社會責任；尤其在第三及第四層的

責任上，他們不斷推動社會改革，提升消費者的道德意識，間接令其他企業也相

應改變，把美體小舖提倡的變革，演變成現時大眾遵從的規範。 

資料來源： 

The Body Shop.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bodyshop.com.hk/tc/about_us.aspx 

  

Ⅲ 個案討論 

 



57 
 

 

知多一點點 

 

羅迪克著名的演說：「有原則的貿易」(Trading With Principles)（節錄） 

 

 怎樣衡量企業的成就？讓我們以企業能夠為人類促進多少幸福來衡量，美體

小舖是其中一間讓社會來監察的企業，越來越多其他的企業也一起接受社會

監察。 

 

 人類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值得重視的，那是衡量一切商業成就的標

準，以這個作為標準量度企業，可以為我們帶來一場慈惠的革命。 

 

 作為消費者，我們團結起來就可以形成一股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推動社會改

革，推動原本不願增進人類幸福的企業改變。 

資料來源： 
Anita Roddick. (1999). Trading With Principles. Retrieved from  
http://gos.sbc.edu/r/roddick.html 

 

 

 

 

 

企業的行為影響大眾的生活。企業應該負上各種不同的社會責任；同時，公民社

會的道德意識也越來越敏銳，大家都相信，維持社會公義對達致社會整體的福祉

是非常重要的。公民更敢於以行動來實踐道德，例如以消費者的力量來抵制沒有

社會責任的企業；企業為了持續發展，必須主動地負上各種社會責任，甚至可以

主導改革社會，開創先河。當越來越多企業視社會的福祉為本身的福祉，社會就

會變得更好。 

  

Ⅳ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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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研究 

 

 

 

2011年，香港實行最低工資制度，連鎖快餐店大家樂把月薪制員工午間休息用

膳的時間從工作時間中扣除，即是不把用膳的時間納入工作時間。此舉被社會大

眾理解為「變相減薪」，引發全港傳媒抨擊，大家樂背負「無良僱主」的惡名，

有人甚至發起罷食行動。其後大家樂管理層迅即終止那些扣減「飯鐘錢」措施，

並維持加薪決定。大家樂主席陳裕光在事件後召開記者招待會，向社會解釋新措

施的目的，旨在建立一個合理的計算工資的制度，並非為了節省成本。他認為，

最低工資的立法精神是用實際工時計算最低工資，法理上不應計算午膳時間。有

評論員認為，大家樂的新措施雖然合法，但惟利是圖，只顧及股東的利益，忽略

了其他持份者的利益，因而招致社會抨擊，破壞企業形象，大有機會令營業額下

降，最終影響股東的利益。其次，大家樂規模龐大，企業的言行對社會影響巨大，

「變相減薪」即使對企業本身影響不大，但衍生的示範作用，將影響社會其他企

業的員工。 

資料來源： 

大家樂驚覺政治 勝駝鳥地產商 (2010年 11月 12日)。香港經濟日報 

 

 

 

 

思考問題 

 

1. 根據卡羅爾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大家樂管理層「扣飯鐘」，能否完成 4 種

責任？試舉例說明。 

2. 滿足倫理責任和慈惠責任會否損害企業的利潤，令企業不能滿足經濟責任？

試以本個案為例，詳加解釋。 

 

  

大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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