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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由台灣當前的一些社會事件倫理亂象引發對人倫義理的思索，分別探討

了倫理作為「教人做人的道理」、「研究倫理與道德的學問」；從而析論倫理的特

性，列舉了中國文化意義的倫理與西方職業道德的倫理有何異同；分梳出人倫義

理的基本出發點：「無欺」與「存敬」，並以個人親身的旅遊體驗與最近台灣發生

的旅遊意外事故為例，闡釋「無欺」與「存敬」的必要性。 

 

關鍵詞： 

倫理（ethics）、囚徒困境（dilemma of prisoner）、職業

倫理（work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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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職業倫理—— 

由重建台灣社會的人倫義理出發 

 

彭立忠＊ 

 

前言 

 

台灣社會為何要重建人倫義理？自從 1987年政治解嚴以來，社會上各種勢
力紛然崛起，傳統的政治支配集團仍以不同的方式與形式尋求維繫既得利益，各

方新生的勢力也不甘居於從屬的地位，競相爭逐交織的結果，政治上顯現了只關

心個人或黨派的權位利益，對於社會上的公是公非並不在意，對於台灣社會的傳

統價值只圖工具性的利用，對於華夏文化的傳統價值卻是刻意貶抑詆毀，以致於

維繫台灣社會團結和諧的中道價值與力量，逐漸被崩解、被分化。不僅如此，由

於台灣在二次大戰與國共內戰後的特殊情勢，在政治經濟與文教上相當程度的親

近美國，使得價值觀西化與個人主義的傾向日益普遍，但是，台灣的人口眾數與

人文基調仍是中國式的，以致於在不少地方出現中西價值觀的矛盾與過渡，更由

於半個世紀以來社會變遷迅速，許多中西不同文化中的美德規範，在缺乏涵養與

定力的環境中，或不易生根附著，或曾經擁有但卻逐漸流失，所以當前的台灣社

會出現許多重大違背倫理的情事1，這是台灣社會面臨的重大考驗，也是本文所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教授，mail：lcpeng@nccu.edu.tw 

1 例如台灣社會素來對於教師、醫師、律師等具有專業能力的人抱持尊敬的態度，然而當前的教

育問題層出不窮，教師的職業尊嚴一再被政治人物醜化踐踏（如退休金的18% 為例），以致於

師嚴道尊、傳道授業解惑，已不再成為對教師的期許；前不久的市長選舉中，一群醫師可以為

個人的政治選擇，而將競爭對手候選人的病歷資料於選舉造勢活動中公開，對於自己的行徑言

偽而辯，不以為非；邇來法律人從政獨領風騷，其施政作為卻是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偽而

堅，使得「律師性格」一詞成為司法人的羞恥印記。除此之外，尚有許多引人非議的事證，並

為「罄竹難書」一詞做出了新的註解。 



 3

關切的主題。 

 

到底台灣的社會需要怎樣的職業倫理？我們社會的倫理關係出現了怎樣的

問題？又希望作怎樣的匡補或提升？要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前，恐怕先得界定什

麼是倫理？什麼又是不同職業下共通的職業倫理。本文對於提升職業倫理這一課

題，除了從文義上作探討，從實踐關係中舉例證，更希望回到倫理一詞的核心——

人倫義理上，重新思索合理的現代關係。希望從重建人倫義理出發，期使社會百

業各自尊重自己的專業倫理，提升自我的職業倫理，以逐漸消弭當前社會中的脫

序亂象。 

一、倫理的意義與性質 

何謂倫理（Ethics）？哲學學者鄔昆如從詞源上解釋大專院校中的倫理學，
屬於哲學系的叫 Ethics，此字源自希臘文的 Ethos，其文化發展的進程是：從
Mythos到 Logos（從神話到理性）再從 Logos到 Ethos（從理性到倫理）。倫理學
在神學院中的名稱叫Moralis，此字源自拉丁文的Mores，原是風俗習慣之義，
待習俗成為規範，也就成為人們思言行為的基準。倫理學因而是規範性的學問。

鄔昆如遂認為：「倫理學是教人做人的學問」，為了探討做人的學問，倫理學可從

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設論，並且從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物，人與自然，共

四個層次，可分別開展出對倫理的應然與實然多個面向的探討。2 

學者孫效智也認為「倫理學就是研究倫理與道德的學問」，並且認同縱使從

名詞界定上可探討倫理與道德的內涵指涉，但是二者實可合而為一的對待。3孫

                                                 
2 鄔昆如，《哲學與文化》二十三卷第七期1996.7 

2006/10/12引自：http://210.60.194.100/life2000/professer/Wukuenru/1WhatE.htm 

3 孫效智在〈與他者的關係——倫理學〉一文中將「倫理」與「道德」視為同義詞。理由有四。

其一，在中文語源上兩者之間雖確有細微差異，例如「倫理」原指人我之間的規範次序，「道

德」則指主體內在的價值態度。然而，現代日常語言似乎早已通用兩者，而不再做如此精密的

區別。好比「合不合乎倫理」既可以用來評價一個人的內在態度（仇恨的動機不合乎倫理），

也可以來評斷人我關係中的外在行為（童叟無欺的買賣合乎商業倫理）。「合不合乎道德」也是

如此。其次，做為評價用語，兩者的意思是相通的。說一個行為「合乎倫理」也就是說它「合

乎道德」；說一個動機「不合乎倫理」也就是說它「不道德」。其三，當代中文倫理學者多半也

已不再區別「倫理」與「道德」。其四，「倫理」與「道德」所對應到的兩個西方語詞在含意上

也沒有太大差異。2006/10/12引自：

http://210.60.194.100/life2000/professer/johannes/articles/18ethics%20someones.ht

m 



 4

效智在〈與他者的關係——倫理學〉一文中總結對倫理的定義，認為倫理是有關

「應該如何做人或生活」的一切理想、原則、或實踐。在眾多規範體系中，倫理

規範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規範。人生所扮演的各種角色幾乎都有窮盡的時候，但「做

人」卻永遠沒有終了。人有選擇很多角色的自由，例如要不要與某人結為夫妻或

要不要生孩子以為人父母，但人卻沒有選擇要不要做人的自由。因此，只要生而

為人，必然有其所屬文化環境中的角色與規範需要遵守。 

至於一般辭書字典對於倫理的定義總不脫：「倫就是類別、次序，理就是紋

理、條貫、道理，倫理合為一詞就是指人倫關係中的正常道理。」因為中文是以

單音節的圖像字為基礎，將單字連綴成詞，不同的字詞連結，可以產生不同的定

義解釋。所以，倫理一詞既可以是「倫常道理」的簡稱，也可以是「人倫義理」

的簡稱。由於過去儒家傳統受到專制政治的假借甚深，一般人聽到倫常一詞，容

易聯想到片面義務的三綱五常，本文因而偏重人倫義理的闡釋，以訴求人際關係

中和諧對等的相互義務。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藉中文思維的特性作比較另類的詮釋4，倫理就是「輪

你」，在處理人際關係的應對進退、資源分配時，總會輪到你，因此，遇到事情

時且莫心急，不妨耐著性子排隊等候，大家依序而進，人人享有平等的機會或彼

此皆能認可的差別機會，這就是倫理！ 

為什麼我會將倫理解釋作「輪到你」呢？在現實社會（特別是華人社會）中

我們常會看到插隊與卡位的例子，當大家都在依循慣例等待的時候，不時會有違

例的破壞者出現，這些人或以蠻橫或以偽裝的擠進等待序列，並讓自己提前獲得

別人所期待的機會，這時原本規矩等待的大眾很自然的會感到焦慮不安，原有排

序的耐心受到考驗，個別爭鬥或取巧的念頭油然而生，結果等待與分配的規則受

到挑戰或破壞，我們將看到這時所謂的倫理就不再受到尊重，人們會訴諸自利心

的即時性滿足，一切的道德規範與文明禮讓皆拋在腦後，衝突與混亂常因此而起。 

從而我們會發現屬於人倫關係中的正常道理應該包含幾種特性，首先倫理必

須具備次序性，這種次序可以是訴諸先來後到抽牌叫號，或由市場價格競爭力決

定，或依照社會傳統論資排輩，無論哪一種方式，只要形成慣例，就不容輕易翻

悔改替。其次，倫理存在等差性與相互性，在人類社會中因為存在分工與組織運

作，所以人際關係中的差等地位是無可避免的，然而社會分工是為了滿足合作的

                                                                                                                                            
 

4 所謂中文思維的特性，就是字形與字音相近的中文語詞，常常在使用上可以相互通假。這與錯

別字或以訛傳訛的意義不同，我們在古籍的閱讀上與時人的廣告創意中，常常會看到類似的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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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合作關係的運作則必須滿足權利義務的相互性，如果此相互性被扭曲成片

面性時（指一方須無條件遵守，他方卻可免於相對的義務），合作的本質就受到

傷害，猜忌與衝突的因子往往會擴大，最後摧毀人際間的信任關係。這種現象好

有一比，即當代學者所熟悉的「囚徒困境」，下文會再析論。 

我們從次序性、等差性與相互性來描述倫理的特性，這是從人類理性的計算

與期待來設論，但是倫理在人類的文明進化過程中有超越算計的層次，那就是倫

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尊重（也就是利他性的發揮）。學者杜維明曾比較中

國與西方的文化差異，他說中國是一個以信賴為主的社會，所以人民對權力者缺

乏制度上的監督與節制，而是期待主政者要像父兄一般的愛民若子；西方社會則

是一種以抗衡為主的社會，人民基本上常會懷疑權力者，認為有權者必濫權，所

以必須要對其分權且制衡。5 

我們從中國政治的實際表現來看，當權者恆有作之君、作之師的想法，人民

對機關單位的領導者也恆有「大家長」的稱謂，彷彿中國社會的公領域皆是家族

關係的延伸擴大。由於即使親如家人猶不免起摩擦爭執，何況公共領域內涉及資

源與利益分配的問題，其中掌握資訊與資源不對稱的人，是否能嚴守分際，這就

成了倫理道德與法治責任的重大考驗。中國傳統政治因為當權者陽儒陰法的操

作，知識份子對於主政者只能以倫理道德繩匡其愆，卻少有制度性的權力輪替，

以致於四千多年的朝代政治充斥著暴力輪替，天下為公的禪讓政治才會成為儒家

千古的理想寄託。 

再者，中國傳統社會除了對權力輪替的制度設計有缺憾，其特有的人治傳統

與人際關係，往往也會將原本的良法美制逐漸扭曲，使得本來可以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互負義務的人際關係，變調成片面的「為尊者諱」，把「尊重普世蒼

生」扭曲成「尊敬重要的人」，而非圓顱方趾者彼此互相敬重。6所以欲回復人倫

義理的基本關係，必須破除片面的倫常義務，與打破對權力者曲意維護阿諛順從

的劣根性。 

現在我們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禮，借鑑其民主法治的經驗，對於社會中各領域

存在各種資訊與資源不對稱的人際關係，為了維護人際關係的公平與和諧，擁有

                                                 
5 杜維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大陸講學、問難，和討論》，1989，台北：聯經出版公

司。頁266。 

6 人生而具圓顱方趾之形骸，復擁有可以相互溝通的心意，理應相互尊重。先秦的儒家曾言：「人

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塗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荀子復闡明「人

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王制》）可見中國人的先賢理性早啟，

其對於人倫義理的關懷，值得我們後人整理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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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資源優勢的一方不能濫用其優勢，故不能單賴道德倫理的訴求，還需要建

立明確的制度與責任，礙於篇幅，有關制度面細節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二、不同職業有無共通的職業倫理？ 

前面對於倫理的定義指出了次序性、等差性、相互性、尊重性，以及倫理規

範必須建立某種相符應的制度以為配套，接著我們則要思考社會上百工分業應當

如何建立其職業倫理？我們當然無法一一釐清各行各業該有哪些職業倫理，但是

我們應該可以勾勒出不同職業有無共通的職業倫理，如果有一共通的職業倫理，

則其內涵可以有哪些指涉？ 

我試著從一個研究人類「相似心智」（similarminds.com）的網站上找到他
們對於職業倫理的界定，包含了下列指涉：「實踐目標願望的能力、具決斷力、

努力工作、具有目標方向感、能為工作廢寢忘食、有成就的趨力、專注行事者、

有動力的、準時完成工作目標者、有紀律的、規劃者、有企圖心、有責任感、能

自我節制、具有抗壓性、性格成熟、問題的解決者、不輕易放棄直到工作完成、

思想合邏輯、自我要求工作的適任性。」7這一連串的指標，看起來好像是公司

徵才的需求判準，當然我們也可換個角度來看，這些指標也可以視為求職者勝任

職場的基本能力。 

或許不同的研究取向（research approach），也會對職業倫理有不同的詮釋。
美國喬治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的羅傑‧希爾（Roger B. Hill）與田
納西大學的（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格里高里‧派提（Gregory C. 
Petty）即針對職場上的倫理做過持續性的經驗調查。派提曾設計出一套測量工作
者職業倫理的量表——The Occupational Work Ethic Inventory (OWEI)，這套量表
包括了50道問題，分別探測受試者在工作時的行為或心態。1995年，希爾與派

提針對1151位受試者（其中男性581人，女性570人）進行訪談調查，有關受

訪者的基本資料參見附表一。8 

表一、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全職工作經驗的次數分配 

總人數：1151 次數 百分比 

                                                 
7 2006/10/13引自：http://similarminds.com/types/workethic.html 

8 Roger B. Hill and Gregory C. Petty , A New Look at Selected Employability Skills: A 

Factor Analysis of the Occupational Work Ethic , the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JVER) Volume 20 - Number 4 – 1995。 

2006/10/12引自：http://www.coe.uga.edu/~rhill/workethic/jvera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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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570 49.5 性別 

男 581 50.5 

19以下 43 3.7 

20—26 194 16.9 

27—35 330 28.7 

36—55 459 39.9 

年齡 

50以上 125 10.9 

2年以下 117 10.2 

2—8年 378 32.8 

全職工

作經驗 

8年以上 656 57.0 

這一千餘份問卷經過統計分析，用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es）抽取出四個
主要因素，前三個因素分別被命名為：人際間適應的技能（interpersonal skills）, 
主動、創新（initiative）, 和可以倚賴的（being dependable）；第四個因素則不
易命名，因為該因素是由題本中所有負面問句的概念所聚合而成的9。希爾與派

提從50道不同的工作態度，經過統計簡化，依其彼此間的關聯性高低程度，匯

聚成四個代表性的結構因素，對於職場倫理的解釋與預測自然有其參考價值。其

第一項被抽取出來的因素最為重要，被命名為「人際間適應的技能」，因素的組

成內涵包括：懇切有禮貌的、友善的、愉悅的、體諒尊重的、合作的、奉獻的、

忠誠的、有耐心的、能欣賞別人、能感通者（appreciate）等性格特質。其第二項
因素命名為主動、創新，組成內涵包括：具感知能力、富生產力、富創造力、有

企圖心、有效率、有效能、熱心的、工作投入的、持久的、精確的等性格特質。

其第三項因素命名為可以倚賴的，組成內涵包括：遵從指導、遵守紀律、可依靠

的、可信賴的、細心的、誠實的、嚴格守時的等性格特質。 

關於職業倫理的描述，我們比較希爾與派提的研究，將會發現透過態度量表

的調查與歸類，在概念涵蓋的範圍上比較周延，在執簡馭繁的解釋上也比較客

觀。由該次研究所抽取出來的三個主要因素而論，人際間適應的技能、主動創新、

可以倚賴的三項因素，除了「主動、創新」因素與生產活動的關連性較高，其餘

二者均和我們傳統文化所認同的價值高度相關，也都是屬於人際關係中道德層面

的規範，理想人格的素質。10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不同的職業可以存在相通

                                                 
9 該工作倫理量表為了避免受試者的「社會讚許心向」作祟，或是為檢測受試者回答時的誠信與

否，故意安排了部分反向價值的敘述句，不料在抽取因素時，這些負面表述的概念聚集成一個

新的變數，內容包括了：敵意、粗魯、自私、遲鈍的、無反應的、無動於衷的等消極性格。 

10 我們如比較中西對倫理概念的異同，希爾與派提的研究顯示了西方人的倫理觀受到了韋伯（Max 

Weber）基督新教與工作倫理的影響，比較強調主動、創新、具感知能力、富生產力、富創造

力、有企圖心、有效率、有效能、熱心的、工作投入的、持久的、精確的等價值。中國人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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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倫理，且職業倫理的內涵化約到基本核心時，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人倫義

理，所求殊無二致。 

三、不講倫理的「囚徒困境」 

倫理重在實踐而不在言語表述，如果一個社會不重視倫理實踐，只重視倫理

的言說形式，那麼我們不但無法體現倫理的意義與功效，反而會遭受形式主義倫

理的禍害。這並不是說倫理會帶給人們災害，而是指當一個社會缺乏可以信任與

實踐的倫理時，沒有人肯相信他人會履行應盡的倫理義務，因此自己也不願意先

履行個人的倫理義務，影響所及，這將是一個「所有人與所有人為敵」的社會11，

社會的內在聯繫與和諧關係將不復存在，每一個人為了自保，將會優先選擇出賣

別人以獲取個人的最大利益，如此一來，彷彿整個社會都陷入「囚徒困境」的模

式，每一個人的心靈都被自我綁架了。 

 

「囚徒困境」是博奕理論（game theory）最常被人引用的例證。博奕理論的
變化形式儘管多端，但基本假設不外於：人類是依據自我的理性與自利心（含自

我保全）來決定行為模式的選擇。因此在對奕的雙方存在訊息隔閡，無法相互交

換意念，卻又要揣度對方的動機，當環境遇到考驗時，對奕的任一方都會選擇對

                                                                                                                                            
到孔孟荀諸子思想的影響，偏重倫理的次序性、等差性。但是，對於倫理的相互性與尊重性，

中西不同文化此在仁智互見，論其基本價值觀則並無不同。誠如希爾與派提運用因素分析法所

抽取出來的倫理內涵：懇切有禮貌的、友善的、愉悅的、體諒尊重的、合作的、奉獻的、忠誠

的、有耐心的、遵從指導、遵守紀律、可依靠的、可信賴的、細心的、誠實的⋯⋯，這些價值

與儒家傳統或伊斯蘭傳統所提倡的倫理觀，相信皆殊無軒輊。 

11 根據霍布士（Thomas Hobbes）假想人類社會形成之前的原始狀態為「自然狀態」（ state of 

nature ） ，在這個原始情境中人是平等的，即使人在智力和體力方面存在天生的不平等，但

是這種不平等整體而言並不是很重要，一個體力較差的人透過結黨或陰謀，足以殺掉一個體力

較強大者。人的平等性、自保的欲望、利己心，再加上滿足人類欲望的資源有限，使得沒有人

在自然狀態中會認為其他人比自己更有機會得到所要之物，由於每一個人能實現目的的期望值

相當，結果導致相互競爭，因競爭而造成人的互不信任。於是自然狀態中的每一個人都意識到：

如果要保障自己所得之物不受他人侵犯，以確保生存，必須先發制人，也就是採用武力或意志，

控制所有他能控制的人，直到沒有任何威脅他的力量存在為止。所以由於競爭、互不信任，導

致人相互侵犯、敵對的狀態，因此霍布士認為自然狀態就是人與人為敵的戰爭狀態。轉引自林

火旺，〈當前政治倫理的重建：失序與調適〉一文。2006/10/10引自：Life網路大學網站：

http://210.60.194.100/professer/linhowang/2political.ht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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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生存最有利的模式，於是「囚徒困境」就成為最常被人們探索的例子。 

「囚徒困境」是從人們的自利心設想立論，多數人的基本心向固然是趨利避

害、好逸惡勞、捨難就易、損人利己⋯⋯，這似乎屬人情與人性之常，然而，如

果人類社會是人人以自利心做最大的滿足，而時時又可能以損人的作為來滿足一

己之利得，那麼人人將陷於囚徒困境而無法獲得最大利益的滿足。例如曾經有一

群專門研究「合作」的專家，有一次他們在荷蘭召開了一場「合作及社會兩難困

境研討會」，與會者都是博奕理論的專家。當大會結束之後，有兩個學者，麥錫

克和路特提議大家玩一個遊戲。他們將一個大信封拿出來，請在場的 43位學者
專家拿出金錢裝到這個信封裡。如果最後這信封裡的錢超過 250元，麥錫克和路
特將自己掏腰包，退還每一個人 10元，但是，如果最後信封內的錢不足 250元，
那麼他兩人就要將信封內的錢全數沒收。請問，如果你也在現場，你會奉獻多少

錢到信封裡呢？這個遊戲要求大家不得相互討論或偷看別人放入信封的數目，而

這個遊戲要求每一個人放入的博奕數目也不難算出來，最後，你知道大家一共捐

出多少錢來嗎？——令人驚訝的是，只有 245.59元，就差了一點點，使得大家
拿出來的錢「輸」給了主持人。12 

這是否很諷刺？一群研究「合作」的學者，在面臨可以用最小程度的合作來

取得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說每一個人只要拿出 6、7元，總數必然大於 250元，
每一個人至少可淨賺 3元。然而，因為人的「理性」算計，人人希望多佔一點便
宜，結果，集合眾人的理性竟然成就了最大的不理性！ 

若要打破「囚徒困境」的魔咒，社會中需要許多率先實踐自我倫理義務的人，

當這些人不以算計得失為念時，或許會遭受一些非當預期的回報，但是更可能獲

得期待和諧關係的人同樣的回應，重新堅持若干「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從

而在詭譎多變的生存競爭場中，社會中的倫理價值與規範可逐漸獲得生機。我必

須承認，當前若干值得尊重的文明國度，其社會中必然存在大多數人願意信守的

倫理規範，反之，在那些不講倫理實踐的人群與場域，只會成就相互綁架的囚徒：

例如為政者無法相信自己的政治信念有無可行性，也從不尊重自我的行為應履行

社會規範（無論憲政的常規或一般社會的常規），更不相信政治場域中的任何對

手會履行應有的社會規範。正因為參與政治權力競逐者都落入囚徒困境，所以每

一個個人與黨派都表現出一副齜牙咧嘴的行徑，縱使有時候他們也要宣講一些關

乎倫理道德的場面話，但是他們彼此都不相信有人會遵守遊戲規則，所以只好努

力相互毀滅。 

或許我們可以將焦點轉向非關權力政治的社會場域，如人們一般生活的社會

                                                 
12 摘引自：白波、郭興文 著，《博奕：關於策略的63個有趣話題》，2005，哈爾濱：哈爾濱出版

社，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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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賴與社會交換關係中，若人們彼此不講倫理實踐，那會體現怎樣的情況呢？我

們都知道「一人之所需，百工斯為備」的道理，社會的建立在於人人的角色分工

與生產交換，如果社會的成員普遍存在不履行自我的角色分工與角色義務時，那

麼社會的生產交換關係就不可能維繫；如果社會中的生產交換存在爾虞我詐的

「黑心」行為，那麼最初因為率行「黑心」生產、「黑心」交易的人，固然可以

在市場上獲得「第一桶金」，但是很快的他也將嚐到苦果，因為當市場上的所有

交易者群起仿效時，人人都期待獲得自己的第一桶金，並以「人無橫財不富，馬

無野草不肥」自解時，整個市場將充斥黑心商品與黑心交易，事實將是沒有一個

人能夠從市場交易中獲得實益，不僅如此，每一個黑心的交易者帶著黑心劣貨到

市場上兜售，人們將期待會換回怎樣的貨色與服務呢？ 

為了不使自己在市場交易中吃悶虧，我們縱使不參與黑心的勾當，但是要想

查證對方是否也不曾作假，每一個交易者要花多少的心思與氣力，才能辨識及確

保對方的信譽與品質？這種交易成本是非常的龐大與不符經濟效益，因此唯有當

市場中的每一個交易者都能信守倫理規範，這種為查證而消耗的「信任成本」才

會降低。當然，我們仍有可能遇到個別的弄虛作假者，這時違背市場信任關係的

做偽者就必須被市場給淘汰，所謂「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就是這個道理，斷不

容弄虛作假者還能夠在市場中興風作浪獨領風騷。如果市場中的參與者漠視或縱

容個別的市場破壞者存在，而沒有任何積極的取締作為時，倖進的仿效者將油然

而生，整個市場就會淪於被相互綁架的「囚徒困境」，或是根本成為黑心人買賣

黑心貨的倫理虛無狀態。 

四、重建我國社會的人倫義理 

中國人的社會中向來是存在兩套運作方式的倫理標準，一方面提倡童叟無

欺、公平交易，另一方面卻也容忍無商不奸、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的俗

諺；一方面鼓勵勤能補拙、熟能生巧，另一方面卻也有投機取巧、左右逢源的現

實例證；一方面主張大中至正、大公無私、先公後私，另一方面卻又充斥著胳膊

向內彎、裙帶主義、假公濟私、以私害公的惡例。13到底中國人是在怎樣的一種

價值觀相互矛盾的氛圍中生活的呢？ 

或許我們可以解釋說，商人童叟無欺，工匠勤能補拙，政府百官、社會各業

講信修睦去偽存誠，這是一種道德理想，一般人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所以，

儘管社會實踐有許多不如人意之處，我們總還是得提倡「最高的道德標準」。另

一種解釋則是，中國社會與中國式思維存在著一種循環辯證的邏輯，也就是說存

                                                 
13 參見亞瑟‧斯密斯（A. H. Smith，中文名字作：明恩溥）著，《中國人的氣質》，轉引自沙蓮

香主編，《中國民族性》（一），1999，香港：三聯書店，頁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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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種互相對立的價值觀，統一在一定範疇的運作解釋中，這兩種互相對立的價

值會共同借用一個相同的概念解釋，在實際運作時，此兩種對立的價值會出現一

種朝己身對立面滑落的可能，也就是所謂的物極必反原理。 

落實到解嚴以來的台灣社會，我們看到的景象則是：用權力與族類作為定義

倫理的內涵，也就是由掌握權力的人來詮釋倫理與公義的解釋權。其實這是一種

墮落的表現，由掌權者以操作族類意識，壟斷倫理公義的內涵，結果造成整個社

會割裂對立，人們彼此產生懷疑憎恨的心理，舊的倫理價值不復被人肯認，新的

倫理價值又充斥偏狹與仇恨的意識。台灣島本是一可愛小島，由於人心的混濁，

行為舉止的乖張，使得不少人對這個社會感到失望，甚至絕望。我們要如何恢復

這個島嶼的生命力呢？重建台灣社會的倫理關係應該是一條值得反省與實踐的

道路。 

我覺得「無欺與存敬」應是重建社會基本倫理的第一課。發展社會百工專業

的倫理，都必須從「無欺與存敬」做起。最近我參加了一個文化交流團到大陸參

訪，行程中有風景名勝旅遊的安排，當然也少不了購物的項目。我們這一團有台

灣旅行社隨團派出的領隊，大陸地區有一位全程陪團的導遊（通稱「全陪」），以

及每到一省市，會安排當地的導遊（通稱「地陪」）。由於我們的團員中有不少人

常往來兩岸，所以對於導遊「靠山吃山」的營生方式頗能理解，大家的購買力也

甚豐，對於導遊的服務也不會太苛求。不料數日行程結束後，我們的團員抱怨最

多的對象竟然是台灣出團的領隊，我們赫然發現這位台灣同行的導遊小姐很不進

入狀況，行程變動、突發狀況均表現的不耐凡、不稱職，幸好我們的大陸全陪導

遊表現很沈著負責，既不會阻擾我們的遊興與購物需求，也不會硬塞給我們一些

宰肥洋的勾當。尤其特別的是，我們這位全陪導遊出身理工大學，對於文史卻是

頗有素養，介紹名勝景點的掌故，避開遊人如織的地段，讓我們覺得很是舒心。

當我們去欣賞在地素樸的人文景觀時，這位導遊則是靜靜的去小店書肆中尋找珍

貴的文史善本古籍，以充實自己未來向客人導覽的學識。 

這一台一陸兩位導遊的工作表現在團員心中的評價自然高下立判，或許我們

這位台灣的導遊經驗較淺，又到別人的地頭上，難免事事得仰賴別人幫忙，經過

我私下探問當事人，發現結果不然，我們這位台灣導遊已有七年資歷，大陸這位

全陪導遊倒只有三年經歷。尤其令團員氣結的是，我們這位台灣導遊遇到事情常

是一問三不知，但是到「好康」的購物地點則是自己悶聲不響的去買，卻讓團員

去昂貴的抽頭商店被敲竹槓。從這件事情的經驗上，讓我看到了職業倫理的差

別。本來旅遊業以服務導覽為目的，安排行程與吃住，介紹觀光與購物，收取團

員團費與小費，甚至特產店的抽佣回扣，這本是她的行規，也是願打願挨的事。

可是，如果團員付出了團費，行程卻一再縮水或改變，沿途趕路與購物，這就有

違商場上的誠信，當雙方產生了猜忌，活動就可能滋生意外。也就在今年大陸的

「十一」黃金假期間，在台灣的旅遊業發生了一件不幸的旅遊團意外，該團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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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大連的遊客，因為香港接單的仲介將團費壓得很低無利可圖，台灣的旅行社

勉強接團後卻一再灌水安排購物，遠道的客人在吃住條件都不如預期的情況下並

不知道團費被剝削，當導遊一再改變行程增加購物點時，客人與導遊的矛盾就升

高起來，一時話不投機，雙方竟然鬧到警局派出所作筆錄，行程耽誤了參個小時

後，遊覽車載著一群誤餐又飢餓的客人趕著山路投宿晚上的住店，結果不幸的意

外終於發生，可能是經驗不足的駕駛操作失當（據事後調查該名駕駛年資不符，

本無資格駕駛該型車輛與路段），讓遊覽車煞車系統失靈冒煙，一路驚駭的在阿

里山公路翻進了山谷中的葡萄園，並造成 6死 15傷的慘劇，與客人發生爭執的
女導遊也在事故中罹難。14 

這件不幸的意外，讓人不忍苛責已經罹難的導遊與遊客（當然肇事駕駛與旅

行社的責任還是得調查釐清），我們也不需民粹式的將一些旅遊見聞時的不快，

一股腦的推向兩岸對立的思維中。我們倒是應好好反思，如果遊客與旅行社雙方

都能做到「無欺與存敬」，那麼許多的意外與摩擦是否可以避免？例如旅行社的

報價合理，不需低價搶客源，然後再在行程中搞小動作；旅行社要能讓遊客透過

真誠的服務留下對當地美好的回憶，旅客自會出自內心的給服務小費。而遊客對

於旅行社的服務同仁也應心存尊重，不要存著有錢是大爺的心態頤指氣使，那麼

導遊也會以合理的心態對待客人，雙方彼此尊重的情況下，又怎會有鬧到警局作

筆錄的荒唐景象？而「無欺」與「存敬」可以推廣到每一個倫理的應用層面，無

論是對人、對己、對物、對自然，皆可適用。撇開對物、對自然的一面暫且不論，

只要相互對待的主體，一方先履行此要領，那麼他方的客體就會感受到一分真誠

與善意，雙方就可以引出信任與合作的循環。如果一方率先以無欺與存敬待人，

他方並不以同理心回應，我們仍須自持無欺與存敬的態度處世，因為我們總會獲

得常態下多數人合理的回饋。 

至於「無欺」與「存敬」用在職業倫理上，「無欺」就是做人做事不可以欺

瞞、欺詐、欺侮、欺負；「存敬」就是做人做事不可以苟且，要自尊尊人，自愛

愛人。表現在職場上，我們需要對自我的行業有一定的自我期許，對本身行業的

職能要能勝任，不僅如此，還要不斷自我充實，這就是存敬的表現。當我們提供

生產或勞務時，我們應以真實無欺的態度對待我們的交易者，如同我們與人交易

時並不希望受到欺瞞一樣。如果我們在教育的過程中都能有此信念，在實踐的過

程中也能逐步推廣，那麼這將是一個信任的社會，人們不需花費額外的成本去作

交易時的徵信工作（只需保留少數必要的徵信手續），那麼市場的交易成本降低，

                                                 
14 有關香港仲介攔截團費一節，係本人服務於旅行社的同業朋友轉告，其餘參見相關報導。 

  2006/10/16引自多維新聞網2006/10/3的報導：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6_10_3_7_39_56_488.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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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交易雙方都可增進利益。 

以上所論述的道理，其實卑之無甚高論，一般人也都能理解，比較困難的不

在於如何實踐，而是特別在政治的場域中倫理似乎早已被摧殘的無以復加，當前

台灣的政治從業者，不但對內無法取得人民以及不同政黨的信任，對外也無法取

得鄰國或友邦的信任，使得國內的社會支持度呈現割裂的現象。恁誰都知道誠信

是最重要的倫理，一個人在社會中缺乏誠信，周遭的人就無法與他共事；一個公

司生產的產品缺乏誠信，社會中與該產品相關的業務部門、消費者等就必須用更

多的成本來徵信，來取得合格的產品。當社會中普遍的人們缺乏誠信，每一個社

會成員對於和他人的相處，都必須委託專業的徵信人員來蒐集資料，以免個人的

判斷受到蒙蔽，然而，此一徵信單位的真實度如何？能否取信委託人呢？當社會

中一切的一切都讓人懷疑其信度，那麼再多的徵信也換不回人們的信任，這時我

們則要下定論：該社會的誠信業已破產，該社會的倫理也已崩潰。 

台灣本是一個移民社會，移入人口中難免良莠不齊，有的人剋守一己的義

務，有的人橫行鄉里裹脅聚眾，不把倫理規範放在心中，卻自為律法。這本是人

性上的一個老問題，我們固當無須翻歷史舊帳，或落入政治權謀的解釋中。在此

要問的是：如果台灣的社會一再重演封地自雄，強陵弱眾暴寡，掌握資訊與資源

的優勢者就可以對弱勢者橫加欺瞞宰制的局面，則此社會有何可親可愛？則此同

胞有何可信可任？更此島嶼有何可值稱述的美事哉？ 

五、結論 

本文由台灣當前的一些社會事件倫理亂象引發對人倫義理的思索，分別探討

了倫理作為「教人做人的道理」、「研究倫理與道德的學問」；從而析論倫理的特

性，列舉了中國文化意義的倫理與西方職業道德的倫理有何異同；分梳出人倫義

理的基本出發點：「無欺」與「存敬」，並以個人親身的旅遊體驗與最近台灣發生

的旅遊意外事故為例，闡釋「無欺」與「存敬」的必要性，因為這是保障一個社

會免於人人陷入「囚徒困境」的重要出口。 

且讓我重新強調一次提升職業倫理，由重建台灣社會的人倫義理出發的意

義。在人類社會中，倫理的建立其實是一種理性的經驗產物，倫理克服了個人過

度自私的性格，要求人人履行自我「最低的」道德標準，如此才能維持並增進人

類社會關係的和諧，從而促進人類文明的開展。當然社會中會有少許不肯履行倫

理義務的人，所以，我們也會看到若干積極實踐倫理的人，會以一己的犧牲來換

取群體的最大利益。至於個別行業應該有怎樣的倫理信條呢？「無欺與存敬」應

該是最基本的實踐規則，待人處事消極的要做到「無欺」，凡事無存佔人便宜之

心，勿存詐偽損人利己之念，無欺之心消極的意義是要能做到不自欺欺人；積極



 14

的要做到「存敬」，凡事以敬己之心待人，凡事不苟且，盡自己本分，以純淨的

善念與人相處，由消極的不損人利己，積極的做到損己利人亦無妨。期勉經由本

次的大會研討，讓我們每一個人自願的發心，由實踐一己的倫理義分做起，推而

廣至我們的家人、鄰里、社會、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