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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呂柏賢整理
攝影／張令宜、黃國恩、鄭雅文
2011年5月26日，國企系與臺灣永光化學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
會共同舉辦的「2011經濟倫理學術與實務研
討會」，以個人與家庭倫理、企業倫理、政
府政策倫理為題進行研討後，開展本校對經
濟倫理的探討，並於商管學院開設經濟倫理
課程。持續至今，已舉辦多場研討會、座談
會、演講等，更發行4冊論文集。
因此，本刊特邀國貿系（現為國企系）校
友陳定川、國企系副教授賈昭南，針對這系
列經濟倫理發展為我們說明，讓我們了解在
臺灣經濟發展下探索經濟倫理的重要性之
外，並提及這四本系列書籍中，傳達幸福經
濟學的意涵。

記
者：是什麼
樣的契機下，規劃
出版系列經濟倫理書籍？
國企系副教授賈昭南（以下簡稱賈）：
主要是於2009年參與永光榮譽董事長、國貿系
校友陳定川《往高處行》的新書發表會後，從
中了解陳校友在化工界的成就，更感佩他在倫
理管理的堅持與實踐，將永光化學擘劃成永續
經營和有愛心的企業。在此機緣下，獲得陳校
友的贊助，以及行政副校長、時任商學院院長
胡宜仁的支持，共同從事有益社會服務並兼顧
學校發展的經濟倫理研究與推廣事宜，因此組
成研究團隊，分別以個人與家庭、企業、政
府政策三個領域開展經濟倫理議題研究工
作，2011年舉辦經濟倫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成
效良好，因而延續至今。
國貿系校友陳定川（以下簡稱陳）：目前
社會是越來越重視企業倫理，可惜的是都沒
有相關課程。有次受邀參加香港的華人福音
聚會，當時是以經濟倫理為主軸討論社會亂
象，因此回國後成立經濟倫理基金會，並以
「禧年」為命名。我是基督徒，在基督教的理
念中，禧年為豁免年並宣告自由的意念，是
以聖經中預表休耕年，隔年便是新的開始，
所以該基金會以推動經濟倫理，建立正確財
富觀、倡導樸實為三大主軸，至今已持續15
年，每年皆舉辦研討會，針對當今時事議題研
究，並將討論內容集結成冊出書，這樣的推動
方式，不但能替教友們解決相關疑惑，還結合
母校經濟方面的學者專家，讓我們把這經濟倫
理的概念更加擴大，逐年發展成立論壇、舉辦
座談、出版刊物等，這使淡江在經濟倫理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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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昭南認為：
我認為員工對於
老闆的信任非常重
要，能獲得信任實
屬不易。下屬對上
司的信任，陳校友
做了最好的示範，這
是陳校友做事態度的累
積，企業領導的以身作則，
能以最高的品德標準，上行下效，帶領員工
前進，也讓員工心服口服的跟隨。

陳定川 VS. 賈昭南
經濟倫理影響力

題上成為權威，往後對於國家經濟政策就能
提出寶貴的建言。
我認為，一句建言可攸關國家的未來發展成
敗，因此，現行推動的經濟倫理目前是以國
際間採行的經濟政策理論為發展基礎，再來
對照臺灣的經濟政策，從中探究臺灣的真正
需要。舉例來講，美、德、法皆有好的經濟發
展，但因為各國歷史背景、人文環境不同，就
會有不同經濟策略。
所以，目前出版的四本書中，第一本以歷史
背景為出發，了解經濟倫理內涵、現象、架
構、企業和政府角色等，以經濟倫理相關文獻
回顧為主題；第二本即以國富論為主軸，探討
臺灣的經濟問題研討所得分配惡化現象、價值
共享與企業倫理、建構和諧公義社會的困難
與挑戰；第三本除了總覽臺灣經濟現況並提
出未來發展建言外，還討論國土保護、企業倫
理、綠色企業等概念，另外提出幸福指數實證
研究結果與建立；第四本則是結合國企系建系
50年慶祝活動，思索幸福經濟學議題，如解決
國族認同問題、教育發展、休閒遊憩與環境
等，來探究人民的快樂指數。
從新聞媒體報導中可以看到，現在年輕人感
嘆景氣不好、所得分配惡化、薪資低落等，對
於未來沒有信心，造成快樂指數降低，因此賈
昭南教授等人提出，「追求快樂是人類生命的
最終目的。這種快樂是一種持續的快樂，是一
種推己及人的快樂，而以表現優異為實現快樂
的手段，也是倫理真諦所在。」我想，大家對
國家沒有信心是值得研究的，從國際角度來看
臺灣時，有令人稱羨的半導體產業發展、良
好的治安環境等等，但大家仍是對政府不滿
意，所以可以藉由《快樂與閒暇經濟》書中內
容，來突破思考盲點。
陳定川說明：
對每個同仁品格的
培養，我們從日常
做起，我們提倡分
部門閱讀不同的品
德文章，每月全體
員工會一起分享閱
讀心得，彼此供應品
格養分。品格營則是我們
對於在地的回饋，對於當地的學童與孩子品
德教育推廣與教導。另外還有地方回饋，我
認為基督徒就是分享祝福。在加拉太書第3章
8節中：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
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
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所以，我要將
上帝給我的福氣將自己成為管道，將祝福傳
給他人，就像我們在桃園大園鄉實行的地方
關懷。我們也成立知心會，推廣品格教育。

國企系獲國企系校友陳定川贊助，並由行
政副校長胡宜仁、時任商學院院長支持，成
立研究團隊，自2011年起，以經濟倫理為
題，陸續出版以經濟倫理為題的論文集，目
前已出版：2011經濟倫理學術與實務、2012
經濟倫理研究、2013經濟倫理研究、2014快
樂閒暇經濟，共4本。

校友動態

◎高市小校教育 翻轉在地經濟力
本校美洲所所友范巽綠，現任高雄市教育
局局長。范校友認為小校班級數雖少，卻涵
蓋高雄廣大面積，且為文化底蘊、產業富饒
的區域，其教育影響力不可小覷。
故推動「小校教育、翻轉在地」行動方
案，盼結合在地產業、人文、傳統藝術等深
耕課程，讓小朋友在學習生活智慧、提升學

國企系副教授

力之外，同時透過教育的行銷力量，翻轉在
地經濟產值。
范校友於5月26日親至美濃廣興國小，與校
長們共同宣示計畫正式起跑。隨後參觀各校
特色攤位，包括美濃廣興的藍染手作體驗，
鹽埕忠孝的裁縫車布體驗，永安新港的鹽村
冰花賞味，以及旗山溪洲的絲瓜絡工藝等。
（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記者：本系列除談及倫理外，也提出
個人家庭、企業廠商、政府政策三大
領域，請教其規劃重點為何？
賈：坦白說，起初對經濟倫理概念是非常陌
生的，但在經濟學研究裡多從「家庭」、「企
業」、「政府」這三大方向指標來做探討。早
在1990年時，哈佛大學商學院就提出應開設
「企業倫理」相關課程，因為他們發現，雖
培育出高學歷人生勝利組的學生，但他們卻未
具備良好的倫理態度，讓各國企業醜聞不斷發
生。這樣的現象讓我思考到，企業倫理教育扎
根的重要性，這也將促使企業重視企業社會責
任的根本作法，畢竟這些學生都是企業未來的
領導人。
除了教育外，我想，也可讓社會中的各個成
員一同投入參與，小至家庭、中至企業、大至
政府，每個環節都有應負的責任，於是便想從
這三個主軸探討，我們邀請了本校專精家庭倫
理、勞工經濟、產業經濟、企管領域的菁英教
授們加入團隊，共同努力運作，更在100學年
度第二學期之商管學院共同科學分開設「經濟
倫理課程」，至今已經邁入第三年，由這些教
授指導，力求精進課程內容。
這三年課程安排中，第一年我們以「倫
理」這個字彙意涵帶領大家能具體言表並深
入了解其意；第二年，我們便著眼於世界經
濟體問題，討論在資本主義下，所得分配失
衡的議題，是否能有更佳的解決之道；到了
第三年，則以探討臺灣當前經濟問題為課程
核心，讓學生能反思臺灣現況與經濟倫理發
展。讓我們很欣慰的是，是學生對經濟倫理的
課程反應都很好，修課的人數幾乎達修課人數
上限，學生的反應與回饋成為我們前進動力。
從倫理的本質來看，其實就是追求幸福與快
樂，對於課程即將邁入第四年，因此我們將規
劃「幸福經濟」主題。直到現在，除了每年在
校舉辦的座談會，我們希望更能將此活動擴及
校外、甚至是企業界，以能吸引更多人才一同
研究討論。
陳：對於課程能夠受到如此熱烈的迴響，我
深感喜樂，這也表示母校的優良學風，讓學生
能夠以開拓視野的心態學習，這是一個好的
開始，當然更希望我們能再走出校園。我認
為，經濟倫理中所提到的家庭、企業、政府
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和政府，尤其是政府政策
更是至關重要。放眼其他各國的經濟政策，仍
有其優劣及適當性，目前臺灣也面臨這樣的考
驗，面對好的政策應給予鼓勵和支持，不好的
政策更要從中檢討改進，我想，若只是謾罵和
批評是不會有幫助的。

記者：我們可以看見永光化學對於企
業責任的重視與行動，甚至在《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中另有「品格終身
學習」章節，顯示對永光化學對企業
倫理的重視。請教永光化學是如何落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自2012年2月，即100學年第二學期起至
今，商管學院每學年開設「經濟倫理」之院
共同必修課，至今共700人次選課。
在滿意度調查中，同學回饋方向如下：
‧對自己的人生有幫助，有提供解惑的功能
‧比較了解經濟倫理的內涵，引導出正確的
人生價值觀
‧會引發正面的人生觀
‧投入志工服務的意願變高
‧了解自我價值與意義

實對於員工的品德培育，進
而實踐企業倫理？
陳：我認為企業的經營和運
作最重要的有投資人、員工、顧
客、供應商、研發這5個部分，在
我們起步的那年代，沒有所謂的全
自動技術，這讓我們了解「技士」
的重要性，這也代表員工是企業
的資產。所以，我們本著「愛心管
理」的理念，除了重視個人的能力
金鷹獎校友陳
以外，更看重團隊的合作，內部推廣
教授賈昭南與
副
系
企
國
，
對談製作影
在本次對談中
本報特將本次
上會有主題品格讀書會，由各單位共
，
」
理
倫
濟
深入討論「經
談影音特輯。
同研習和輪流導讀，每月取一個品格 定川
經濟倫理之對
錄，以利製作
記
音
主題，並製作生動的品格短片在月會
遵守，就會是成功的關鍵。另外，只要制度公
中發表，並舉辦品格表揚、訓練交流、書面宣
平合理，就能使員工產生認同感。雖說永光的
導、品格管理等活動，並在本公司週年慶、家
規定看起來很多且需要員工遵守，但這些規
庭日等活動，也將「品格第一」設計成體驗式
定是連我也要一起遵守的，所以大家遵守律
遊戲，讓同仁、眷屬及來賓以寓教於樂的方
法，就會讓人人有秩序並利於管理。
式，展現品格教育的成效。此外，我們還致力
身為領導人的內心特質很重要，因為他的
於回饋鄉里，也將品格教育推廣到桃園縣大園
內心特質會影響團隊的運作和氣氛。曾有人
鄉與觀音鄉10餘所小學，2005 年起，更為廠
提到，培養專業技術人員只需要2年至3年時
區附近的多家小學舉辦「暑期兒童品格營」等
間，但培養一個專有素養且有品德精神的員工
活動。永光化學在創始之初就開始進行「品格
是需要10年的時間。我個人是以耶穌基督的眼
倫理」的養成，除將員工送去增能專業訓練
光去看信念的建立，信仰耶穌基督讓我的生命
外，還讓他們參加強化內在價值的課程，這樣
更加寬廣，心理上不會只為了自己，是為每一
不僅在技術面提升，更加強個人品格特質，這
個人、為公司所有事情著想；教會中的企業家
樣才能凝聚向心力團結前進。
分享也會孕育我的內在成長。
談到永光如何實踐在企業中的品格培養之要
如果要讓我用一句話去帶過，我會說：「領
領，首先我認為鼓勵是很重要的，會以鼓勵
導者品格是以自己為利益考量，那就不能成就
三步驟肯定員工：第一步先去找出員工的優
什麼；若你的信念是堅定持續地為著大家的良
點、第二步是給予正面的肯定以增添信心、第
善利益去著想行事時，一定能邁向成功。」所
三步是鼓勵他們改善不足處。這是有效使員工
以在這裡，看出永光的文化，這樣的信念與素
發揮長處，且願意改進缺失的最佳途徑。再
質孕育崇高理念，才有機會塑造獨特企業文
者，就是培養員工內在承擔力，這才能留住員
化，吸引高階人才的進入，並透過企業品德訓
工，讓企業與員工逐步成長。
記者：想請教賈老師，就您以經濟學 練，成為頂尖經營團隊。

的角度，與我們分享永光化學如何形
塑企業倫理？
賈：對於永光化學公司的營運與管理方
面，可說是外行人。但我可以分享的是，之前
參與陳校友的生日晚宴上，現場充分感受到這
間企業有一家人的感覺，你可以了解這間企業
員工向心力是多麼樣的強而有力。因此，我藉
由這套書的出版，讓我也感受到倫理運行的重
要性，因為社會中都存在著倫理觀念：老闆與
員工，父子、師生等人際關係，所以我們看見
違背倫理就會不快樂，若人人皆各司其職守本
盡責就能感到快樂，這也回到我們先前提到
的，倫理的簡單意思乃是快樂。

記者：想請教陳校友，以領導人來談
品德教育，要以何種方式去形塑企業
倫理，帶領員工成長？
陳：對於如何塑造企業的品德倫理，我認為
一個企業的運作，就要從上到下都有共識，如
何制定秩序與制度，使公司各階層都能夠共同

全民英檢秘笈
一、實用字彙
1.可用很久的 durable
2.整合的、整體性的 integral
3.老實人、不作假的人
a person of integrity
4.勇敢的 brave或courageoues
5.勇氣(n.)courage
6.鼓勵(v.)encourage
7.鼓勵(n.)encouragement
8.冷漠以待的(adj.)indifferent to
9.冷漠以待的(n.)indifference
10.批評(v.)criticize

經濟倫理課程回饋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11.批評者(n.)critic
12.批評(n.)criticism
13.排列的、好批判的(adj.)critical
14.精明的 shrewd
15.電池 battery
二、請填入正確英文，訂正後朗讀三遍
1.這是我所用過最持久的電池。
This is the most
I've ued.
2.他是內外一致可信賴之人。
He is a person of
.
3.勇氣和微笑是自助的有力武器。
and
are powerful weapons to help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未來品格計畫的方向？

賈：2015年，我們將以國家政策議題做為主
軸。日前美國《時代雜誌》曾做過30年前後系
列對比報導，因此將以「30年來臺灣發展的滄
桑」背影前進，以這樣的歷史角度，從各領
域的角度去切入探討，包含教育、經濟、語
言、就業、服兵役等狀況，去解析和對比30年
前與30年後的臺灣情形，同時探討這些改變背
後的意義。希望明年可以邀請校外的專家來參
與研究討論，組織論壇並研討。
何謂禧年：
基督教的信仰中，相信每個7年的第7年就是安
息年，第7個安息年（第49年）的隔年就是禧年，
在安息年期間，土地需要休養，所有農業活動被
禁止，在安息年所長出果實被視作無主，任何人
都可拾取。安息年中的個人債務被視作無效及被
豁免。在連續7個安息年之後，要守特別的禧年
時，即連續休耕兩個安息年，預表人和土地得到
釋放與救贖。這象徵自由與重新分配的意涵。
yourselves.
4.不予回應是最好的批判。
Is the best
.
5.人生太短，不要浪費在別人怎麼看我們。
Life is
short
be wasted on how
people look at me.
6.善良、精明、努力不懈是致勝關鍵。
、 and
are the
to success.
三、答案
1.durable、battery
2.integrity
3.Courage、smiles
4.Indifference、criticism
5.too、to
6.Kindness、shrewdness、persistence、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