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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领袖工具包 
重视道德和透明度的行商之道 

 
许多基督徒满腔热诚，渴望在职场和企业中按照神的原

则活出敬虔的样式。 
 

如今，但凡治理良好的企业，无不反映出三种基督教重要的价值理念──诚信、

正直和具透明度。 

 

基督徒热衷于扫除社会中与腐败贪污沆瀣一气的不公正及不平等现象。不过，

基督徒如何才能采取积极行动，来保护属于企业范围内的人和市场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工具应运而生，旨在帮助企业东主、总监和首席执行官

采取实际步骤，以合乎道德的透明方式营运企业。 

 

我们如果能够发出诚信正直的光芒，就可以： 

 

通过维护市场的诚信来改善小区状况； 

促进以公平的价格来获得产品和服务； 

保障本地企业享有与经济实力强大的跨国企业同等的机遇； 

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覆盖范围； 

确保普罗民众拥有争取公平公正的权利； 

提高贫困家庭的经济稳定性； 

保障慈善资源能发挥更大功用；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神的公义标准竖立在社会的核心。 

 

「每当你就一件公义事件表明立场，或拒绝参与不道德的交
易，你就是在参与福音拓展，即是在你的职场中拓展神的国。」 

 
节录自《革新转化你的职场人生》(Transform Your Work Life)，格雷厄姆•鲍尔 (Graham 

Power)及戴恩•福斯特(Dion Forster)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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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腐败贪污的代价 
 

腐败贪污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它是那些立志诚信经营的企业的阻碍，而且还

会带来社会性及个人性的后果。 

 

对于商界人士来说，牵涉腐败贪污将引致： 

获取服务及合约的能力降低； 

去可用于巩固企业发展的资源； 

损害企业声誉； 

使企业面临刑事诉讼的风险； 

 

腐败贪污还会给我们的小区带来风险。它剥夺人的经济机遇和接受教育的机会，

使人无法获得公平待遇及医疗服务，毁坏人的生命。它伤害最弱势的群体，使民

众对于法律和警方的不信任感更浓烈。 
 

「腐败贪污不仅损害公平正义，还危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
它不是一场没有受害人的犯罪行为，而是一种盗窃。」 
 
保罗•巴彻勒(Paul Bachelor)和史蒂夫•奥赛-门萨(Steve Osei-Mensah)合着，《光与盐：
基督徒在抗击腐败中的角色》(Salt and Light – Christians’ Role in Combating 

Corruption)，二零一零年第三次洛桑大会报告 

 

对于马来西亚人而言，腐败贪污是一种生活常态，谭华锋(Tam Wah 

Fiong)先生也不例外。他在吉隆坡经营印刷企业二十多年，从来不觉

得腐败贪污有什么问题。直到一九九七年他成为一名基督徒，在圣灵

的带领和神话语给他力量下，他在一年内终止了企业的腐败贪污行为。 

 

然而，此举亦有代价。那些期望以贿赂方式换取合约的客户不再与他合作，企业

努力完全符合法律法规也造成开支增加。 

 

但是，从长期来看，企业应用了新系统，提高了产品服务质量和成本效益，最终

吸引到新的客户群，其中包括多家跨国公司。 

 

谭先生说：「坚守零贪腐立场，确保诚信交易，这样才能够荣耀神，吸引新客户。」 

 

不论在哪里经营企业，基督徒商人都需要知道腐败贪污的危险，以及抵制的办法。 

 
请观看二零一一年国际反腐视频比赛的胜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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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outube.com/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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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解决方案 
 

腐败贪污无疑是一个会产生恶劣后果的全球性问题，亟须我们实时关注。而且，

作为基督徒，我们还希望成为好消息的一份子，彰显出诚信正直是如何为我们的

小区带来经济、社会及属灵方面的益处。 
 

圣经对于诚信的教导 
 

根据圣经，腐败贪污滋生自贪婪和野心，以及把金钱置于上帝之上的错误观念。

我们的思维和天良被腐败的思想玷污（多一 15），而腐败的思想将导致腐败的

言语（箴十九 28，雅三 6）与行为。 

 

相对于单从法律层面看腐败贪污，圣经的观点给我们更宽广的看法，使我们明白

这是道德的律令，也是我们守法的动机。 

 

在圣经的历史中，人类自从堕落之后，腐败贪污就成为通病（创六 11-12，诗十

四 1-3），腐败贪污的利益能收买权力。先知弥迦警喻百姓说：「他们双手善于

作恶，君王和审判官都索取贿赂；位高的人吐出心中的欲望，彼此勾结。」（弥

七 3） 

 

参与腐败贪污的行径，即是为了过眼烟云般的物质利益而损害我们与上帝的联

系。 

 

我们应当支持诚信正直的操守，并要认定：是上帝带来终极的公义，同时祂希望

我们传扬属神的价值理念和正确的处事为人。可是许多基督徒不愿意相信，神真

的在乎「公道的秤和天平」。1然而，为诚信而奋争不仅是一个政治或社会理念，

还关乎提高一国精神水平的德行。2 

 

我们希望基督徒「站起来发光」，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为建立属神的价值理念、

点燃信心和盼望而贡献己力。我们有能力抗击腐败贪污和幕后勾当，当世人看到

我们的好行为，便会归荣耀于我们天上的父神（太五 16）。 

 

我们希望通过宣扬公义和保卫最贫困的人的权益，得以看见神赐下福乐，遍泽世

人（耶二十二 16）。 

 

                                                 
1箴言十六章十一节。 
2箴言十三章三十四节，此理念取材自乔尔•爱德华兹(Joel Edwards)牧师二零一一年发表的文章诚
信领导与免于饥饿的自由（Ethical Leadership and Freedom from Hu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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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领袖可以在商品定价、采购及税务方面倡导诚信正直的操守，使各种规模的

企业都有机会蓬勃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商界人士都有机会拒绝行贿，并通过联

合行动产生实在的影响力。 

 

你们无论做甚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作为赏赐。你们要服侍的是主基督。（西三 23-24） 

 

众人合力解决问题 
 

商业领袖只要采取行动，就可以胜过愤世嫉俗的眼光，克服只顾自身利益的文化

限制。我们并没有忽视坚守诚信对企业利润造成的风险，也并非在商业实践方面

幼稚无知，而只是希望做到最好。 

 

「我们需要看到基督徒商人和教会连手行动，建立基于诚信
的稳定社会。我们需要『但以理』式的公职领袖，来开拓成
功实施这方面资源及理念的源流。」 
 
尼日利亚前国会成员，美国夏威夷哈该研究所，伊曼纽尔•伊贝施(Hon Emmanuel 

Ibe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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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采取的五个实际行动 
 

公开承诺要诚信正直 
 

把诚信作为你核心价值之一。 

 
把诚信经营放在你的使命宣言中。 

 

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有网上的诚信契约，那么就参与签署行动。例如，马来西亚的

http://cism.my/cismv2/，或诚信无愧企业承诺书(Unashamedly Ethical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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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歇尔•哈丁(Michelle Harding)是南非一家塑料管材企业的总裁。她的公司

曾隶属于某个奸狡的垄断集团，该集团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垄断价格、串通

投标的勾当。她聆听了诚信无愧大会中的一场演讲后，意识到需要改革自

己的企业。 
 

她安排了一次早餐会，与那个垄断组织的成员见面，宣示她将不再涉腐，并挑战

他们同她一道净化行业氛围。这成了一个转折点。 
 

米歇尔•哈丁还在竞争事务审裁处(Competition Tribunal)面前做出了见证。二零一二年，

审裁处褒扬哈丁敢于正视「数十年来被非法垄断实践占据的行业，她的作为使他们如坐

针毡，难以继续过往的错误操守。」 

 

 

制定清晰的政策 
 

必须制定反腐败贪污政策，并保障监督及实施流程行之有效。政策涵盖的领域可

以包括： 

 

贿赂 

政治献金 

可以帮助你获取业务的赞助和礼品   

疏通费用 

接待费用 

 

动员供货商、代理商及经销商与你一道推进诚信议程。 

 

http://cism.my/cismv2/
http://www.unashamedlyeth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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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指引原则应该具体且有明确数值，例如「每顿饭最多消费平均每人二十美

元」，而且慈善捐款及赞助费要有明确的签收流程。 

 

培训员工直至他们掌握这些指引原则，并每两年重复温习一次。新员工的入职培

训应该包括这些指引。 
 

了解你所面对的腐败贪污风险 
 

你的诚信承诺意味着你要为企业所会面对的腐败贪污作风险评估。 

 

你是否在有腐败贪污历史的地区中运营？ 

你所在的行业是否以行贿和受贿而着称？ 

你与第三方有付款情况暗昧不明的关系吗？ 

你要与外国官员（如政客）打交道吗？ 

你的风险指示内容包括欺诈或腐败贪污吗？ 

 

也许你没有消除所有风险的方案，但是一个风险评估能帮助你实践你的公开承诺。

你还可以参考
http://archive.transparency.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toolkits/ti_set 

网站，使用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et)的全面风险评估工具。 

 

将你的价值理念付之于行 
 

你可以建立一项诚信协议，认定以诚信正直经营，提供数额准确的票据，不与其

他供货商联合垄断价格。你还可以邀请主要的供货商来签署此项协议。 

 

你可以把诚信经营的声明分发给所有供货商和客户，用以解释自己努力维持的企

业道德水平。这或许有助于制止腐败贪污势力的侵蚀企图。 

 

设立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让员工和客户能够上报他们认为不妥的事项。 

 

此电邮地址和电话号码应该发布在企业之网站和内部网络上，并张贴于工作场所，

以便员工和外部各方都能报告违规事项。 

 

支持员工抵制腐败贪污侵蚀，鼓励他们向管理人员上报令他们感到忧心的不妥事

情。委派一名员工做诚信主管，由他来合宜地处理各种询问和事件。或者，你可

以把这项工作外包给专业的咨询服务供货商。 

 

让诚信主管定期稽核主要领域的员工操守，例如采购、财务或销售部，来检察他

们的诚信意识，并确保他们坚守诚信原则。 

http://archive.transparency/
http://archive.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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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地管治架构有良好打击腐败贪污的相关流程，就可以把腐败行为报告给警

方或政府。 
 

 

「诚信为全球可持续的公平发展提供了唯一最大的机遇。」 
 
诚信行动(Integrity Action) 
 

 

言行一致 
 

人们会观察你的作为，判断你的言语是否真心实意。你要确保自己通过言行确立

诚信行动的标准，哪怕恪守诚信要付上代价。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说：「你

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

父。」所以，如果你信靠神会带领你度过难关，那么你与神的关系将提升到一个

新的层次。 

 

邀请大家为你祷告，好让你坚定地持守原则，不受到恶言或诬告的搅扰。 

 

和你企业网络中的成员分享你的诚信政策，并鼓励他们效仿。 

 

「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只要心存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腓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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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一步了解 
 

与企业诚信团体交流，看他们能给你什么帮助，如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全球守望(Global Watch)或诚信行动(Integrity Action)；或者加入

一个团体，如诚信无愧(Unashamedly Ethical)或营商事工(Business as Mission)。 

 
 

巴彻勒(Bachelor)和奥赛-门萨(Osei-Mensah)在讨论基督徒应该持守最高标准时，

参照了但以理的例子： 

 

「这但以理因有卓越的灵性，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想立他治理全国。那时，
总长和总督在治国的事务上寻找但以理的把柄，为要控告他；只是找不到任何的
把柄和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但六 3-4） 

 
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时常牢记但以理的榜样，效仿他不懈祷告，求主赐我们智慧，好

在复杂的商业、政治和文化情境中洞悉主的旨意。 
 

我们还应当祈求圣灵赐下能力，帮助我们坚守立场，不论遭受何种患难，都顺服

主到底。正如但以理为他的信心付上了代价，当今世界许多揭发腐败行径的人士

也展现出伟大的勇气，我们应该求神赐下他们那样的坚毅精神。 

 
 

有许多材料能够帮助中小企抵御腐败贪污。请你花一些时间查看下列资源，并把

它们传递给机构内部的其他人员。每个资源都是内容清晰丰富，具有实用性，且

由备受敬重的团体撰写。 

 

一、透明国际组织网站上有许多工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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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反贿原则（The Business Principles for Countering Bribary 英文版）能

够帮助正在面对贿赂挑战及风险的企业。 

 

他们的恰当流程核对单(Adequate Procedure Checklist)及无贿赂营商手册

(Doing Business without Bribery)提供了有用的建议。 

 

二、企业反腐门户(The Business Anti Corruption Portal 

www.business-anti-corruption.com）提供了一系列建议和资源，涵盖如

何提高对诚信的坚持，如何进行企业腐败风险评估，针对行为准则的建议，

以及实施策略。 

 

三、全球基础设施反腐败贪污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Anti-Corruption centre)

http://www.transparency.org/whatwedo/tools/
http://www.business-anti-corrup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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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培训项目（见 giaccentre.org），它有五种语言版本，是

为中高领导阶层设计，只需一至二小时即可完成。内容包括腐败贪污风险，

腐败的不同类型，一些实际生活中的道德矛盾困境，以及降低腐败贪污风险

的指导原则。 

 

四、国际商会（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www.iccwbo.org）

有一个名为「对抗」的培训工具（包括六种语言版本），它提供了实用的建

议，帮助企业响应二十二种不同的腐败贪污场景，还提供了如何防患于未然

的建议。 

 

「巴赫以管风琴为工具创作美妙的音乐来荣耀神，和让我们
享受。企业也是工具，它们应该为人服务，行出神的旨意，
做好地球的管家，并获取盈利。」 
 
营商事工，迈茨•图内哈格 

 

本工具包是全球抗击腐败贪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鼓励全球各地的教会及个人参与反腐行动来宣扬神的价值准备，藉抵制贪

婪与拙劣的管理，带来有效变革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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