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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領袖工具包 
重視道德和透明度的行商之道 

 
許多基督徒滿腔熱誠，渴望在職場和企業中按照神的原

則活出敬虔的樣式。 
 

如今，但凡治理良好的企業，無不反映出三種的基督教重要的價值理念，即誠

信、正直和具透明度。 

 

基督徒熱衷於掃除社會中與腐敗貪污沆瀣一氣的不公正及不平等現象。不過，

我們如何才能採取積極行動，來保護屬於企業組成部分的人和市場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工具應運而生，旨在幫助企業主、總監和首席執行官採

取實際步驟，以合乎道德的透明方式運營企業。 

 

我們如果能夠發出誠信正直的光芒，就可以： 

 

通過維護市場的誠信來改善社區狀況； 

促進以公平的價格來獲得產品和服務； 

保障本地企業享有與經濟實力強大的跨國企業同等的機遇； 

提高公共服務的品質和覆蓋範圍； 

確保普羅民眾擁有爭取公平公正的機遇； 

提高貧困家庭的經濟穩定性； 

保障慈善資源能發揮更大功用； 

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把神的公義標準豎立為社會的核心中。 

 

「每當你針對一個公義事件擺明立場，或拒絕參與不道德交
易，你就是在參與福音拓展，即是在你的職場中拓展神的國。」 

 
節錄自《革新轉化你的職場人生》(Transform Your Work Life)，格雷厄姆•鮑爾 (Graham 

Power)及戴恩•福斯特(Dion Forster)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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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參與腐敗貪污的代價 
 

腐敗貪污是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它是那些立志誠信經營的企業的阻礙，而且還

會造成社會性及個人性的後果。 

 

對於商界人士來說，涉嫌腐敗貪污將造成： 

獲取服務及合約的能力降低； 

取去可用於鞏固企業發展的資源； 

損害企業聲譽； 

使企業面臨刑事訴訟的風險； 

 

腐敗貪污還會給我們的社區帶來風險。它剝奪了人的經濟機遇和接受教育的機會，

使人無法獲得公正待遇及醫療服務，毀壞人的生命。它傷害最弱勢的群體，使民

眾對於法律和警方的不信任感更濃烈。 

 

「腐敗貪污不僅損害公平正義，還危及經濟發展和社會福祉。
它不是一場沒有受害人的犯罪行為，而是一種盜竊。」 
 
保羅•巴徹勒(Paul Bachelor)和史蒂夫•奧賽-門薩(Steve Osei-Mensah)合著，《光與鹽：
基督徒在抗擊腐敗中的角色》(Salt and Light – Christians’ Role in Combating 

Corruption)，二零一零年第三次洛桑大會報告 

 

對於馬來西亞人而言，腐敗貪污是一種生活常態，譚華鋒(Tam Wah 

Fiong)先生也不例外。他在吉隆玻經營一家印刷企業二十多年，從來

不覺得腐敗貪污有什麼問題，直到一九七七年他成為一名基督徒。由

於聖靈的帶領和神話語給他力量，他在一年之內就終止了企業的腐敗

貪污行為。 

 

然而，此舉亦有代價。那些期望以賄賂方式換合約的客戶不再與他合作，企業努

力完全遵守法律法規也造成企業開支增加。 

 

但是，從長期來看，企業應用了新系統，提高了產品服務質量和成本效益，最終

吸引到新的客戶群體，其中包括多家跨國公司。 

 

譚先生說：「堅守零腐敗立場，確保誠信交易，這樣才能夠榮耀神，吸引新客戶。」 

 

不論在哪裡經營企業，基督徒商人都需要知道腐敗貪污的危險，以及抵制的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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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觀看二零一一年國際反腐視頻比賽的勝出作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XHBXiwcArM 

 
尋找解決方案 
 

腐敗貪污無疑是一個會產生惡劣後果的全球性問題，亟須我們立刻關注。而且，

作為基督徒，我們還希望成為好消息的一份子，彰顯出誠信正直是如何為我們的

社區帶來經濟、社會及屬靈方面的益處。 

 

聖經對於誠信的教導 
 

聖經的觀點認為，腐敗貪污滋生自貪婪和野心，以及把金錢置於上帝之上的錯誤

觀念。我們的思維和天良被腐敗的思想玷污（多一 15），而腐敗的思想將導致

腐敗的言語（箴十九 28，雅三 6）與行為。 

 

相對於單從法律層面看腐敗貪污，這聖經的觀點給我們更寬廣的看法，使我們明

白這是道德的律令，也是我們守法的動機。 

 

在聖經的歷史中，人類自從墮落之後，腐敗貪污就成為通病（創六 11-12，詩十

四 1-3），腐敗貪污的利益能收買權力。先知彌迦警喻百姓說：「他們雙手善於

作惡，君王和審判官都索取賄賂；位高的人吐出心中的慾望，彼此勾結。」（彌

七 3） 

 

參與腐敗貪污的行徑，即是為了過眼雲煙般的物質利益而損害我們與上帝的聯

繫。 

 

我們應當支持誠信正直的操守，並要認定：是上帝帶來終極的公義，同時祂希望

我們傳揚屬神的價值理念和正確的處事為人。可是許多基督徒不願意相信，神會

真的在乎「公道的秤和天平」。1然而，為誠信而奮爭不僅是一個政治或社會理

念，還關乎提高一國精神水準的德行。2 

 

我們希望基督徒「站起來發光」，來解決這些問題，並為建立屬神的價值理念、

點燃信心和盼望而貢獻己力。我們有能力抗擊腐敗貪污和幕後勾當，當世人看到

我們的好行為，便會歸榮耀於我們天上的父神（太五 16）。 

 

                                                 
1箴言書十六章十一節 
2箴言書十三章三十四節，此理念取材於喬爾•愛德華茲(Joel Edwards)牧師二零一一年發表的文章

誠信領導與免於飢餓的自由（Ethical Leadership and Freedom from Hunger）。 

http://www.youtube.com/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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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通過宣揚公義和保衛最貧困人的權益，得以看見神賜下福樂，遍澤世人

（耶二十二 16）。 

 

商業領袖可以在商品定價、採購及稅務方面倡導誠信正直的操守，使各種規模的

企業都有機會蓬勃發展。在許多情況下，商界人士都有機會來拒絕行賄，並通過

聯合行動產生實在的影響力。 

 

你們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為主做的，不是為人做的；因為你們知道，

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作為賞賜。你們要服侍的是主基督。（西三 23-24） 

 

眾人合力解決問題 
 

商業領袖只要採取行動，就可能勝過憤世嫉俗的眼光，克服只顧自身利益的文化

限制。我們並沒有忽視堅守誠信對企業利潤造成的風險，也並非在商業實踐方面

幼稚無知，而只是希望做到最好。 

 

「我們須要看到基督徒商人和教會聯手行動，建立基於誠信
的穩定社會。我們需要『但以理』式的公職領袖，來開拓成
功實施這方面資源及理念的源流。」 
 
尼日利亞前國會成員，美國夏威夷哈該研究所，漢•伊曼紐爾•伊貝施(Hon Emmanuel 

Ibe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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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採取的五個實際行動 
 

公開承諾要誠信正直 
 

把誠信作為你核心價值之一。 

 
把誠信經營放在你的使命宣言中。 

 

如果你所在的國家有網上的誠信契約，那麼就參與簽署行動。例如，馬來西亞的

http://cism.my/cismv2/，或誠信無愧企業承諾書(Unashamedly Ethical Business 

Commitment)，見
http://www.unashamedlyethical.com/CommitmentForm/?form=Business 

 
米歇爾•哈丁(Michelle Harding)是南非一家塑膠管材企業的總裁。她的公司

曾隸屬於某個奸狡的壟斷集團，該集團幾十年來一直從事壟斷價格、串通

投標的勾當。她聆聽了誠信無愧大會中的一場演講後，意識到自己需要改

革她的企業。 
 

她安排了一次早餐會，同那個壟斷組織的成員交談，告知他們她將不再涉腐，並

挑戰他們同她一道淨化行業氛圍。這成了一個轉折點。 
 

米歇爾•哈丁還在競爭事務審裁處(Competition Tribunal)面前做出了見證。二零一二年，

審裁處褒揚哈丁敢於正視「數十年來被非法壟斷實踐佔據的行業，她的作為使他們如坐

針氈，難以繼續過往的錯誤操守。」 

 

 

制定清晰的政策 
 

一定要制定反腐敗貪污政策，並保障監督及實施流程是積極地推行和能產生作用。

政策涵蓋的領域可以包括： 

 

賄賂 

政治獻金 

可以幫助你獲取業務的贊助和禮品   

好處費 

接待費用 

 

動員供應商、代理商及經銷商與你一道推進誠信議程。 

 

http://cism.my/cismv2/
http://www.unashamedlyethical.com/


7 

誠信指引原則應該具體且有明確數值，例如「每頓飯最多消費平均每人二十美

元」，而且慈善捐款及贊助費要有明確的簽收流程。 

 

培訓員工直至他們掌握這些指引原則，並每兩年重複培訓一次。新員工的入職培

訓應該包括熟悉這些指引原則。 

 

瞭解你所面對的腐敗貪污風險 
 

你的誠信承諾意味著你要為企業所會面對的腐敗貪污作風險評估。 

 

你是否在有腐敗貪污歷史的地區中運營？ 

你所在的行業是否以行賄和受賄而著稱？ 

你與第三方有付款情況暗昧不明的關係嗎？ 

你要與外國官員（如政客）打交道嗎？ 

你的風險指示內容包括欺詐或腐敗貪污嗎？ 

 

雖然你也許沒有消除所有風險的方案，但是一個風險評估能幫助你實踐你的公開

承諾。你還可以參考

http://archive.transparency.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toolkits/ti_set 

網站，使用透明國際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et)的全面風險評估工

具。 

 

將你的價值理念付之於行 
 

你可以建立一項誠信協定，認定以誠信正直經營，提供數額準確的票據，不與其

他供應商聯合壟斷價格。你還可以邀請主要的供應商來簽署此項協定。 

 

你可以把誠信經營的聲明分發給所有供應商和客戶，用以解釋自己努力維持的企

業道德水準。這或許有助於制止腐敗貪污勢力的侵蝕企圖。 

 

設立一個電子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讓員工和客戶能夠上報他們認為不妥的事

項。 

 

電郵地址和電話號碼應該發佈在網站和企業內部網上，並張貼於企業的工作場所，

以便員工和外部各方都能報告違規事項。 

 

支持員工抵制腐敗貪污侵蝕，鼓勵他們向管理人員上報令他們感到憂心的不妥事

項。委派一名員工做誠信主管，由他來合宜地處理各種詢問、事項和偶然事件。

或者，你可以把這項工作外包給專業的諮詢服務供應商。 

 

http://archive.transparency/
http://archive.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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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誠信主管定期稽核主要領域的員工操守，例如採購、財務或銷售部，來檢察他

們的誠信意識，並確保他們堅守誠信原則。 

 

如果當地管治架構有良好打擊腐敗貪污的相關流程，就可以把腐敗行為報告給警

方或政府。 
 

 

「誠信為全球可持續的公平發展提供了唯一最大的機遇。」 
 
誠信行動(Integrity Action) 
 

 

言行一致 
 

人們會觀察你的作為，判斷你的言語是否真心實意。你要確保自己通過言行確立

誠信行動的標準，哪怕恪守誠信要付上代價。耶穌在馬太福音五章十六節說：「你

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所以，如果你信靠神會帶領你度過難關，那麼你與神的關係將上升到新水

平。 

 

你要邀請大家為你禱告，好讓你堅定地持守原則，不受到惡言或誣告的攪擾。 

 

你還可以同和你企業網絡中的成員分享你的誠信政策，並鼓勵他們效仿。 

 

「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貪圖虛榮；只要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腓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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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進一步瞭解 
 

與企業誠信團體交流，看他們能給你什麼幫助，如透明國際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全球守望(Global Watch)或誠信行動(Integrity Action)；或者加入

一個團體，如誠信無愧(Unashamedly Ethical)或營商事工(Business as 

Mission)。 

 
 

巴徹勒(Bachelor)和奧賽-門薩(Osei-Mensah)在討論基督徒應該持守最高標準時，

參照了但以理的例子： 

 

「這但以理因有卓越的靈性，超乎其餘的總長和總督，王想立他治理全國。那時，
總長和總督在治國的事務上尋找但以理的把柄，為要控告他；只是找不到任何的
把柄和過失，因他忠心辦事，毫無錯誤過失。」 

（但六 3-4） 

 
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時常牢記但以理的榜樣，效仿他不懈禱告，求主賜我們智慧，好

在複雜的商業、政治和文化情境中洞悉主的旨意。 
 

我們還應當祈求聖靈賜下能力，幫助我們堅守立場，不論遭受何種患難，都順服

主到底。正如但以理為他的信心付上了代價，當今世界許多揭發腐敗行徑的人士

也展現出偉大的勇氣，我們應該求神賜下他們那樣的堅毅精神。 

 
 

有許多材料能夠幫助中小企業抵禦腐敗貪污。請你花一些時間查看下列資源，並

把它們傳遞給機構內部的其他人員。每個資源都是內容清晰豐富，具有實用性，

且由備受敬重的團體撰寫。 

 

一、透明國際組織網站上有許多工具，見 

http://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tools/ 
 

企業反賄原則（The Business Principles for Countering Bribary 英文版）能

夠幫助正在面對賄賂挑戰及風險的企業。 

 

他們的恰當流程核對單(Adequate ProcedureChecklist)及無賄賂營商手冊

(Doing Business without Bribary)提供了有用的建議。 

 

二、企業反腐門戶(The Business Anti Corruption Portal 

www.business-anti-corruption.com）提供了一系列建議和資源，內容涵

蓋如何確立高誠信承諾，如何進行企業腐敗風險評估，針對行為準則的建議，

以及實施策略。 

 

http://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tools/
http://www.business-anti-corruption.com）


10 

三、全球基礎設施反腐敗貪污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Anti-Corruption centre)

提供了一個傑出的培訓項目（見 giaccentre.org），它有五種語言版本，是

為中高領導階層設計，只需一至二小時即可完成。它的內容包括腐敗貪污風

險，腐敗的不同類型，一些實際生活中的道德矛盾困境，以及降低腐敗貪污

風險的指導原則。 

 

四、國際商會（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www.iccwbo.org）

有一個名為「對抗」的培訓工具（包括六種語言版本），它提供了實用的建

議，幫助企業回應二十二種不同的腐敗貪污場景，還提供了如何防患於未然

的建議。 

 

「巴赫以管風琴為工具創作美妙的音樂來榮耀神，和讓我們
享受。企業也是工具，它們應該為人服務，行出神的旨意，
做好地球的管家，並獲取盈利。」 
 
營商事工，邁茨•圖內哈格 

 

本工具包是全球抗擊腐敗貪污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們鼓勵全球各地的教會及個人參與反腐行動來宣揚神的價值準備，藉抵制貪

婪與拙劣的管理，帶來有效變革的盼望。 

 

 
 
 
 
 
 

 
 
 
 
 
 

 
f:exposedcampaign t:#shinethelight @exposedcampaign 

http://www.iccwbo.org/
mailto:@exposedcampa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