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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商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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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南老師﹐各位學員﹑各位來賓﹐大家下午好。

彈指一揮間﹐匆匆已經四年﹐四年前的金秋時節﹐南老師曾蒞臨會計

學院﹐以“大會計﹖”為題﹐開講於上海國家會計學院“SNAI”論

壇。那一次﹐使我們大家能有機聆聽老師的教誨﹐一睹大師的風采。 

那麼﹐四年以後學校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很多新來的同學一直

對我有意見﹐他們說﹐師兄們可以聽南老師講課﹐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但大家知道﹐南老師不是說請就可以請得來的﹐這要有緣分。 

今天南老師以 91 的高齡﹐在四年之後又親臨我們上海國家會計

學院﹐這是我們全體學員的無上榮光﹗我建議大家再次起立﹐以熱烈

                                     
1 2008 年 6 月 15 日於上海國家會計學院﹐聽眾為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師生﹐馬宏達

整理。原載南懷瑾講述﹕《21 世紀初的前言後語》下卷﹐（臺灣）老古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231~2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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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聲﹐向不辭辛勞趕來的南老師﹐表示我們最誠摯的謝意﹗下面請

南老師開講。 
 

各位兄弟姐妹們﹐今天我又在這裡接受考試。我一

生這樣的時間蠻多﹐差不多從 20 歲起﹐一直有很多機會上課﹐可是

每一次上課﹐我都感覺到被大家考試﹐這次我又來被考試了。 

我已經超過 90 歲﹐這次跟大家見面﹐也是逼不得已的。第一是

因為夏院長﹐他是我們的老朋友﹐經常有來往。第二是吳江盛澤商會

的盛會長﹐和其他幾個地方的商會聯合﹐讓我來報告一下中國文化裡

的商業道德。當時一聽﹐我說這是非常重要的題目﹐因為現在工商業

界的道德的確是大有問題。 

中國現在有個皇帝 — 姓“錢”的﹐是個無形的皇帝﹐大家都向

錢看﹐這是一個大笑話。這個過程不過二三十年﹐我都親身經歷的。

所以我常常說﹐我活到現在﹐是近百年歷史的見證人之一。 

這個題目很好聽﹐叫“商業道德”﹐我認為不止是商業的道德問

題﹐是全人類的道德問題﹐又是我們國家五千年文化發展到今天﹐整

個的社會規範﹑人生的道德問題。尤其是近 30 年﹐開放發展以後﹐

道德出了更大的問題﹐很嚴重﹗所以當時聽了商會會長出的這個題

目﹐我非常有興趣﹐說很值得大家討論﹐換句話說﹐這個商業道德問

題值得我們全體中國人反思。“反思”是現在的觀念﹐我們老的觀念

叫做“反省”﹐要每個人自我深刻反省的。 

 

 

上個月我有個演講﹐是歐美同學會出的題目﹐討論“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我一聽這個題目﹐覺得很好笑。我說社會上對你們這一

般歐美留學回來的﹐稱之為“海龜”（海歸）﹐現在你們這些“海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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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讓我這個“土鱉”講這個問題啊﹗（眾笑）其實我也不是土鱉﹐也

喝過洋水的﹐歐美我也住過﹐不過不像你們去念書﹐我出去是一邊講

學﹐一邊觀察。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提出﹐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鴉片戰

爭以後﹐中國發生了問題﹐太平天國起來﹐被當時滿清的所謂四大中

興名臣 — 曾國藩﹑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打垮了﹐這四位都是湖

南人。南京收復以後﹐有一天﹐曾國藩檢閱水師﹐現在叫做海軍﹐那

時水師的長官叫彭玉麟﹐是清朝末期有名的清官﹐學問非常好﹐喜好

畫梅花的。當曾國藩正在檢閱水師的時候﹐有一艘洋人的小輪船開過

來﹐水的波浪一衝﹐我們那些木船都差不多翻了﹐曾國藩一看﹐“哇”﹐

吐血了﹐急了﹐洋人有堅船利炮﹐我們國家的水師沒有﹐這怎麼辦啊﹗ 

因此這個時候﹐就提倡“洋務運動”﹐要學外國人。其中有一個

人﹐跟李鴻章齊名的﹐就是當時在湖北的巡撫張之洞﹐他早已看到了

這一點。他旁邊有兩個老牌的留學生﹐一個是容閎﹐安徽人﹐留學美

國的﹔一個是辜鴻銘﹐福建人﹐生在南洋﹐留學歐洲﹐通九種語言的。

張之洞先辦兵工廠﹐開採煤礦﹑鐵礦﹐創辦織布局﹑繅絲局。那個時

候保守的人反對搞這些事情﹐認為中國有幾千年文化﹐為什麼跟洋人

學﹖所以張之洞重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我怕有些年輕

同學們不瞭解﹐所以倒轉來說這段歷史。 

我說中國從鴉片戰爭後近一百年來﹐到現在為止﹐都是西學為體﹐

西學為用﹗哪裡是中學為體﹖現在中國人已經不懂中國自己的歷史

了﹐你們留學歐美的同學們都是當代的菁英﹐但也沒有好好讀歷史﹐

都不懂歷史與人生的經驗﹐不懂政治﹑經濟﹑商業的歷史經驗。大家

不要認為讀了中學﹑小學的這點歷史課本﹐就已經讀懂了歷史﹐那差

得遠了﹗鴉片戰爭以後﹐跟著是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用的也是西學﹐

不是中學﹐可以說他是用西方宗教的皮毛﹐組織了一場運動﹐使我們

國家的文化倒退了好幾十年。假設太平天國﹐不是以西方宗教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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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假設當時曾國藩等不是以傳統文化為中心﹐去對付太平天國﹐

保國衛民的話﹐那麼太平天國的前途﹐以及後來歷史的評論﹐就不知

道如何了。所以我說這是西學的問題。 

接著下來滿清被推翻﹐民國建立﹐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五權

憲法﹐我說並不全是中國的哦﹗也是西學為主的。三民主義的所謂民

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是採用美國的民有﹑民治﹑民享而成

的。所謂民權﹐就是現在講的民主﹔在孫中山的著作明講﹐民生主義

就是共產主義﹐這一句話可不是我給他加上的喔﹗五權憲法是採用西

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加上中國文化的監察﹑考試﹐所以也大

多是西方的文化。 

民國以後到現在﹐西方的思想﹐什麼君主立憲﹐什麼無政府主義﹐

以及各種主義﹐統統搬到中國政治舞臺來用過。直到現在﹐我們 13

億人口那麼大的國家﹐用的還是西方文化﹐包括馬列主義﹑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都是西方文化。中國自鄧小平先生開放發展﹐至今已有

30 年了﹐當時的文章﹐討論姓資還是姓社﹐這些仍然是西方文化的

問題﹐不是中國文化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老朋友周瑞金先生﹐就是皇甫平﹐有文章領

先發表過﹐今天他也在座。我說﹐到今天為止﹐大家動輒就講中國文

化﹐請簡單明瞭說一句﹐中國文化是什麼﹖如果你講中國文化是孔孟

思想﹐那完全錯了。我們中國文化上下五千年﹐諸子百家的思想﹐太

豐富了﹐孔孟思想不過是諸子百家裡的一家。 

但是現在﹐大家對孔孟思想的認識也成了問題﹐五四打倒孔家店﹐

我說打錯了﹗這個我曾在書上講過﹐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有三家大的

店﹐道家是老莊做代表﹐儒家是孔孟做代表﹐還有一家是墨家﹐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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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佛家的文化還沒有來。 

墨家是什麼呢﹖墨家這門學問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以中國過去

早就有社會主義了。我說中國人現在﹐對於墨子（墨翟）的學問沒有

研究過﹐所以不懂。墨子的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那完全

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驅者。 

春秋戰國是這樣三家﹐講儒﹑佛﹑道三家是唐代以後的事﹐因為

佛家加入而把墨家取代了。所以我告訴歐美同學會的同學們﹐真正的

中國文化﹐是諸子百家裡的雜家﹐是把孔孟的儒家﹑道家等各家各派﹐

綜合起來應用的。 

舉例來說﹐秦始皇統一中國﹐他的乾爹是呂不韋﹐也可以說秦始

皇真正是呂不韋的兒子。呂不韋的著作叫《呂氏春秋》﹐這部書是雜

家之學﹐它把儒墨道等各家合在一起﹐現在很少人仔細去研究它﹐讀

它了。 

 

 

我說﹐留學歐美的同學們﹐你們很年輕﹐與我來說是忘年之交的

朋友﹐說聲對不起﹐你們高中畢業﹐或者大學畢業就出國留學﹐中國

文化沒有打好基礎﹐所以談不上懂中國文化﹔從外國留學回來﹐西方

文化真懂嗎﹖我看也沒有基礎。你們通過考試出國留學﹐在國外啃麵

包啃了幾年﹐在一個學校讀書﹐等於在國家會計學院的小教室裡躲了

幾年﹐沒有交幾個外國各階層的好朋友﹐對那個國家的上中下層社會

也搞不清楚。 

我出去就不同了﹐我出去架子擺得很大﹐你們出國還將就外國人﹐

我出國啊一定穿現在身上這個長袍﹐拿個手杖﹐中國人有代表中國自

己民族的衣服嘛﹗你們身上穿的都不是﹐不曉得是哪一國衣服﹗（眾

笑）一個國家民族“文物衣冠”很重要﹐中國五千年文化﹐13 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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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到現在沒有自己的衣冠﹐這是最大的諷刺﹐最大的玩笑吧﹖我從

小讀書就穿這個﹐現在還是一樣﹐而且我身上穿的這件長袍﹐看起來

還蠻新的﹐其實已經 40 年了﹐我所有衣服現在不敢亂穿﹐穿破了沒

有人會做了（眾笑）﹐很可憐﹗ 

所以我到外國每個地方﹐美國也好﹐法國也好﹐都是學孔子的觀

念﹐“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著﹐友其士之仁者”﹐到了別人的國

家﹐我先與他們上流社會打交道。譬如我一到美國﹐不幾天﹐他們特

務頭子就來看我﹐我就笑﹐因為我剛好住在他們特務機關的後面﹐這

是特別選的地方。我說﹐你來了啊﹗我還正想去拜訪你。他第一句話

說﹐你是看不起我們的。我說﹐什麼話﹗他說﹐你曉得我的職務﹖我

說﹐你是美國的特務頭子﹐我當然知道﹗他說﹐我也知道你啊﹗我說﹐

我不是中國的特務頭子。他說﹐你影響中國的宗教界﹑文化界。我說﹕

“你不要客氣了﹐我很看得起你啊﹗你是 CIA 的領導之一﹐對不對﹖

中國幾千年來都有特務﹐而且特務的工作不是普通人﹐是聖人做的。

聖人你懂嗎﹖” 

“哦﹐我知道﹗”“管仲﹑諸葛亮都是特務頭子﹗情報不夠怎麼

可以從事政治﹑軍事﹖所以中國的特務﹐自古都是聖人做的。你們是

專屬特務機構訓練出來的特務工作者﹐不算什麼。” 

我再舉一個例子作比方﹐美國卡特時代的財政部要員﹐曾專門來

請我吃飯。到外國人家裡吃一餐飯﹐要花五個鐘頭﹐很痛苦。去了以

後﹐他的夫人親自接待泡咖啡﹐親自彈鋼琴﹔我心裡笑﹐我也不懂音

樂﹐這真是對牛彈琴了。然後每人拿一杯白蘭地東搖西搖﹐可是我也

不會喝酒。等了半天﹐拿出牛排﹐吃了一塊﹐我也不喜歡。這樣應酬

了半天﹐回到家裡﹐我一進門說﹕“趕快給我炒飯﹐根本沒有吃飽。”

（眾大笑）從此以後不去了﹐他們就到我家裡來吃飯﹐我還是“人民

公社”的圓桌子﹐吃中國菜﹐他們吃得很高興。 

這位財政部要員問我﹐你看了美國有什麼觀感﹖我說﹐剛來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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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會有什麼觀感﹗他說﹐你一定有﹐我們國家很歡迎你這樣的人﹐

最好你長住在這裡。我說﹐對不起﹐我不會長住﹐因為我是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兩兄弟吵架﹐我是夾在中間的﹐難辦﹐暫時到你們這裡住

一段時間。他說﹐你總有個觀感吧﹖最後逼得我沒有辦法﹐只好說了。 

因為我剛到美國三個月﹐看了三百多棟房子﹐從幾萬塊美金一棟

的看起﹐看到三百多萬一棟。在美國看房子﹐後來我看出興趣來了﹐

沒有事情就請介紹人陪我們去看房子。介紹人開部車子到處打開房屋

看﹐路上我問﹐我們看了半天也並不一定買﹐他們怎麼辦呢﹖隨行的

人說﹐他們拿鑰匙幫你打開門以後﹐你買不買沒關係﹐他工作已經做

了﹐公司會給他薪水的。我說﹐那多去看看﹐也可以幫他們多賺一點

錢（眾笑）。在美國看房子多半主人不在家的﹐介紹人連衣櫃都打開

讓你看﹐看到地下室小孩子的玩具最多﹐其他像男人有幾套衣服﹐女

人有幾雙高跟鞋﹐都看得比較清楚﹐有錢的﹑沒有錢的都看到了。 

所以他逼著我問﹐我說﹐“你一定要問我啊﹖我這個人是中國的

老百姓﹐鄉巴佬出身﹐不懂的﹐我三個月來﹐對你們美國的觀感有三

句話﹕第一﹑你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嗯﹗他很認同。“第二﹑

是最貧窮的社會”﹐他正在吃飯﹐把筷子就放下來﹐“嗯﹗有道理”。

“因為我看到那些家庭用的汽車﹑傢俱﹑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等等﹐

都是分期付款的﹐用不到幾年就舊了﹐新的發明出來又要換新的了﹐

一輩子都在分期付款中﹐包括住的房屋。所以我說你們整個的社會是

貧窮的社會。”他說非常有道理﹐飯都不吃了﹐就看著我。“第三﹑

你們是世界上負債最大的國家﹐你們根本空的﹐都是欠人家的﹐欠全

世界的﹐騙全世界來的﹐可是全世界的國家對你們沒有辦法﹐因為你

們有原子彈﹐所以人家不敢向你們討賬。如果我們中國只有鴨蛋﹐欠

了債﹐人家就會來要賬了。就是這三個觀點﹐其他我不懂。”他說﹕

“完全準確。”我說﹕“真的啊﹖總算給我矇對了﹗”但是這個話是

我 20 多年前講的﹐今天的美國還是這樣。大約 40 年前我在臺灣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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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黨部講過﹐我說美國 50 年後就會走下坡了﹐這在我的書上也

有記載。 

現在時間差不多了。我給歐美同學們﹐也講了幾個鐘頭﹐中間講

的內容很多﹐這裡就不再報告了。 

 

 

回到我們今天的本題﹐講到中國文化﹐我們的商業行為﹐現在走

的是西方文化的路線。我覺得所有的商人﹐包括國家﹑社會﹐以及各

行各業領導者﹐到今天為止﹐應該反省思考﹐我們的商業要走條什麼

路﹖對於商業的發展﹐我們現在學的是西方商業發展方式﹐很有問題﹐

而且還不是完全西方的。 

大概是 1989 年﹐“六四”以前這個階段﹐這都是歷史的關鍵﹐

很有影響。那個時候大陸已經開放發展﹐我們先回到香港﹐並且叫同

學們先到上海來考察﹐因為我在中國準備修一條鐵路﹐現在這條路早

修好了﹐這是商業行為。順便先交待一聲﹐修鐵路可以做生意﹐但是

我修了一條鐵路﹐自己沒有佔一分利益哦﹗也沒有拿一分錢﹐現在我

到鐵路買票還要排隊﹐誰也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這個商業的反思﹐

我這一句話先放在這裡﹐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說到我們今天的商業行為﹐先要瞭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大家拼

命去學工商管理﹐現在這些管理學都是西方來的﹐就是剛才提到的﹐

都是以“西學為體﹐西學為用”。對於自己幾千年的商業文化﹑商業

道德都沒有研究。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以我的觀點坦白來講﹐現在商業的行為都是

兼併別人資產的手段。我也常常問大家﹐研究工商﹐研究金融﹐研究

經濟的﹐對於五千年來自己本國歷史中這一套學問﹐有沒有看過﹑研

究過啊﹖好像大家都認為只有西方才有這套學問﹐那麼中國自己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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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怎麼過來的呢﹖難道那麼笨嗎﹖ 

 

 

比如講商業﹐有人說中國儒家思想是“重農輕商”﹐注意哦﹗很

多書上都那麼寫﹐說中國到今天在經濟﹑科學上不能發展﹐就是害在

“重農輕商”上了。這四個字的問題很嚴重﹐字是讀對了﹐可是卻完

全理解錯了。世界上的第一經濟是農業﹐農業經濟發展為工業經濟﹐

由工業到商業﹐這個輕重量是兩個相比較的先後﹐並不能因此認為儒

家只注重農業﹐而輕視商業﹐那就把中國字理解錯了﹗ 

中國過去以農業經濟為主體﹐沒有像商業那麼輕便的向外發展。

在座的商界朋友﹐要瞭解中國文化﹐注意這個“商”字﹐查一查古代

的字典﹐“商”字怎麼寫的﹖屬於哪一個部首﹖在中國古代幾千年文

化﹐“商”字有九種寫法﹐下面有一個口﹐屬於嘴巴的﹐就像說“祖

國的江山美不美啊﹐就靠導遊一張嘴。”（眾笑）這也是全靠嘴巴吹

出來的。 

現在我們這個“商”寫的是一個口﹐古代還有兩個口﹑三個口的

寫法。譬如我常常說你們做生意的人﹐報紙上或書上都把這個老闆的

“闆”﹐寫成木板的“板”﹐老闆是商店﹑公司的主體﹐“闆”是一

個門字裡面的三個口﹐這叫老闆﹐現在把有錢的老“闆”﹐寫成揹個

棺材板的“板”了（眾笑）。所以“重農輕商”﹐是以農業跟商業比

較﹐商業是很輕鬆的﹐此其一。 

第二﹐“商賈”這兩個字﹐在中國古書上是連著的辭句﹐這個

“賈”字唸古﹐作姓時唸假﹐就是紅樓夢裡賈寶玉的賈。什麼叫做“商

賈”呀﹖“行商坐賈”﹐在外面做生意﹐例如國際貿易的叫“商人”﹐

坐莊開店叫“賈人”。這就是中國文化﹐你讀了中國的書﹐就知道這

個歷史的發展。例如《易經繫傳》上說﹕“神農氏作……日中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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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天下之民﹐聚眾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又如司馬遷《史

記‧貨殖列傳》說﹕“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說要瞭解商

業的文化﹐中國人並不是輕商。 

為什麼大家會誤解“重農輕商”呢﹖那是漢朝以後的事。 

由於春秋戰國到漢朝﹐三四百年間﹐這個國家都在內戰中。現在

商業的行為﹐學了外國﹐專門打人家主意的﹐大的併吞小的﹐強的併

吞弱的﹐就是“兼併”﹔所謂“兼併”﹐是春秋戰國時期﹐軍事戰略

的一種名稱﹐像現在這樣的商業﹐已經大有問題﹐不懂得中國傳統文

化的精神了。 

漢朝劉邦統一天下以後﹐其實還不算真正統一。漢初劉家的後代

漢文帝﹐有機會上臺做了皇帝﹐為了使這個國家富裕起來﹐他先從“休

養生息”做起﹐提倡節儉﹐以使社會安定﹐經濟發展起來。中國文化

有個重點先告訴大家﹐中國人的經濟思想哲學是“勤儉”兩個字﹐也

就是要勤勞節省。我們現在整個的社會發展太過奢侈﹐剛好違反這兩

個字﹐這是非常嚴重的﹗我先提出來。如果要用“休養生息﹐重農輕

商﹐注重勤儉”這個題目﹐把每代的歷史作對照﹐至少要講半年的課

程。 

那麼由漢文帝到漢武帝﹐這個休養生息的階段﹐是國家受外人欺

凌得很嚴重的時期﹐使劉家的祖宗臉上無光。當劉邦死後﹐匈奴給當

家作主的劉邦的太太寫信﹐你老公也死了﹐我嘛年紀還好﹐你最好嫁

給我﹗這等於侮辱中國的國母﹐這是很難受的﹐可是漢文帝這幾代都

忍下來了。為什麼﹖因為經濟發展不夠﹐要休養生息﹐提倡節約。所

以漢文帝做皇帝﹐一件袍子 20 年沒有換過﹐非常節省﹔要修一個房

子﹐下面報上來多少錢﹐“哎唷﹗那麼貴﹐不修了”。 

做皇帝的人﹐也要為國家節省﹐把國家財政充實富裕起來﹐所以

漢武帝起來以後﹐先向西域發展﹐再討伐匈奴外患﹐向外拓展。 

我們講到這些歷史文化商業的發展﹐順便提到相關的資料﹐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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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話題岔開了﹐現在回轉來﹐再談中國是不是“重農輕商”這個問題。 

從漢文帝到漢武帝這個階段﹐對於國家的前途路線討論熱烈﹐是

走向經濟﹑商業發展的道路好﹐還是著重發展文化比較重要。漢朝有

名的一本《鹽鐵論》﹐對這個問題討論得很深刻。這個書代表了一個

時代﹐文化跟商業發展的關係。記得諸位所尊敬的毛主席﹐我叫他毛

大哥﹐當年也提倡過這本書﹐要大家研究﹐可是大家沒有注意﹐我覺

得還是值得注意研究的。這是講到商業經濟在歷史文化裡有如此的重

要﹐所以我勸大家有空多讀歷史﹐讀歷史要注意司馬遷這部《史記》﹐

他在《貨殖列傳》中﹐引用管子兩句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這是大政治家管子富國強兵的政治經濟思想﹐和商業道

德有關係。 

司馬遷還有幾句話很重要﹐“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

皆為利往”﹐世界上的人為什麼那麼忙碌﹖都是為了自己的利。這個

利並不只是代表賺錢哦﹐我們把利看成賺錢﹐是縮小了的觀念。 

這裡我岔一個故事來解釋這幾句話。歷史上也有記載乾隆下江南

來玩﹐站在江蘇金山上看長江的船﹐旁邊有一個方丈和尚陪他﹐他問

這個和尚﹐“你出家多少年了﹖”他說“我出家 40 多年”﹐“你在

這個廟子上那麼多年﹐看到長江的船那麼多﹐究竟每天來往的有多少

呀﹖”這個和尚說﹐“兩隻。”乾隆聽了說﹐“一天來往船那麼多﹐

怎麼說只有兩隻﹖”和尚回答﹐“一隻為名﹐一隻為利。”乾隆聽了

甚為佩服。換句話說﹐上海街上的汽車那麼多﹐每天有多少來往﹖只

有兩部（眾笑）﹐一部想做官﹐一部想賺錢﹐沒有別的。 

現在大家休息十分鐘。 

 

 

我本想貢獻諸位很多的意見﹐現在一看時間來不及﹐很遺憾。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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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商會的盛會長提出來商業方面的問題﹐我們濃縮這一面來了﹐將來

有機會再做詳細的報告。 

我上一次曾在上海講過一句話﹐當時的聽眾很震動﹐我說﹐“我

們要反省注意﹐我們國家上下五千年﹐十幾億人口﹐幾十年前﹐共產

黨領導了這個國家﹐做到了一件事﹐是把整個社會搞得一窮二白﹐這

是非常了不起的事。”（眾笑）大家不要誤解﹐真的是了不起的大事﹗

你們聽起來也很震動的﹐但是大家要嚴肅的看待這個問題﹐古今中外﹐

沒有一個國家﹑民族做到﹐幾千年來我們第一次做到這樣均貧的社

會。既然做到這樣﹐我們幾千年的文化﹐社會形態要重新建立﹐問題

出在﹐還沒有事先好好計劃新建設的方略與綱要﹐就馬上開放發展﹔

是要趕緊開放﹐但沒有做開放的全面策略。 

現在只拿商業來講﹐從開放發展開始到現在﹐應該只是 30 幾年﹐

當時重新開始做生意根本沒有經驗﹐從前的商業文化也斷了﹐面對現

實又不曉得怎麼做。這些事大家還記得嗎﹖我想在座的老闆們﹐大都

是二三十歲起來﹐到現在五六十歲﹐最多不會超過 60 歲﹐你們現在

都很有錢了。剛開始發展時﹐因為整個社會是貧窮的﹐對商業沒有經

驗﹐也沒有資本﹐所以先做“倒爺”。“倒爺”這個名稱﹐年輕同學

聽過吧﹖所謂倒爺﹐就是抗日戰爭時的跑單幫﹐自己個人沒有什麼錢﹐

向朋友借一點錢﹐專在戰地後方之間的空隙地區﹐做個人買賣的貿易﹐

倒來倒去﹐揹個包包﹐裝一點貨品到處東奔西跑﹐其實也是冒著生命

危險﹐很辛苦的賺一點血汗錢。 

當我們忽然宣佈對外開放發展的一開始﹐全民都眼紅了﹐很多人

拋棄農工去當倒爺做生意﹐跑單幫﹐這在當時也不是法令所明確許可

的。譬如說是溫州人﹐17 歲離開家鄉﹐到現在幾十年沒有回去過﹐

有人常常告訴我﹐溫州人很厲害﹐很會做生意。我說你們不知道﹐溫

州種田的土地都沒有﹐無法以農業謀生呀﹐只好向外面跑啊﹗你看歐

洲的歷史﹐早期的像希臘﹑荷蘭﹑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等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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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能以農業立國﹐只好從事商業極力向外面發展。溫州也是這種

情況。 

中國開放發展到今天為止﹐據我所知﹐很多所謂的企業家﹐由跑

單幫開始到做老闆﹐從小生意到建工廠﹑辦公司﹑辦集團﹐累計到現

在民間商業的資本﹐好像比公家政府還多。可是大家是散漫的﹐換句

話說﹐開放發展以後﹐我們一切都是手忙腳亂﹐才有今天的“繁榮”。

但這個“繁榮”是很浮誇的﹐必須要“居安思危”了﹗我常常說﹐我

們全體中國同胞要關起門來反省才行。 

現在大老闆們有了錢﹐目標看外國﹐一部分人把產品儘量的想辦

法外銷﹐外銷當然是好事﹐但是不懂什麼是真正的國際貿易。我們做

的工業商品銷到國外﹐看起來是自己賺了錢﹐事實上人家賺得比我們

多得多﹔自己所得的有限﹐還很得意呢﹗這個賬沒有仔細算過。賺了

錢以後﹐又想辦法把太太孩子送到外國去﹐乃至到國外搞個商業﹐辦

公司﹐買房產。我說你們注意哦﹐這個時候要居安思危了﹗你們要曉

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拿了美國國籍的日本人在美國有多少錢﹐

成為歐洲人的猶太人在歐洲有多少錢﹐但是一旦兩國發生衝突﹐日本

人﹑猶太人他們﹐在外國的財產一概被就地沒收﹐被趕到集中營去。

所以我對這些老闆們說﹐你們怎麼這樣做呢﹖而且你們的孩子送到外

國受教育變成香蕉﹔外面膚色是黃的﹐內在意識是白的﹐不倫不類﹔

三代以後﹐他們仍然是白種人裡的五等公民﹐你們以為了不起啊﹖有

人說在外國很自由﹐當然自由﹐你在別人的國家﹐坐在那裡罵自己中

國的人﹐誰管你啊﹖罵得越兇越好﹐這個很自由﹐但這不是好事啊﹗

這是站在大的方面來講。 

再說第一﹑大家自己沒有計劃﹑沒有思考﹐這個財富的流失多少﹖

自己甘願送出去。第二﹑在國內一般商業界沒有道德﹐非常奢侈。聽

說現在上海﹑北京﹐每餐酒席兩萬塊﹐一個人一餐吃下來要一兩千﹐

相當於農村落後地區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費用﹐這是一個什麼國家﹖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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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社會﹖這是什麼樣的人民﹖什麼樣的心態啊﹖ 

 

 

中國文化講經濟有幾千年的歷史﹐不管是孔孟之道﹐還是諸子百

家﹐都是講勤勞節儉的。譬如《大學》裡說﹐“生之者眾﹐用之者寡”﹐

這是經濟的大原則﹐生產的要多﹐用的要少。老子也講﹐吾有三寶﹕

“曰慈”﹐仁愛愛人﹔“曰儉”﹐勤勞節儉﹐儉省不是小氣哦﹔“曰

不敢為天下先”﹐決不成為開時代壞風氣的先驅。 

我剛才講到﹐我穿的衣服都幾十年了﹐至少看上去還乾淨整齊﹐

你們現在的穿戴都非常浪費﹐然後有錢都消費在吃喝玩樂﹑聲色犬馬﹑

煙酒嫖賭上面﹐這是一個國家的什麼國民呀﹖當然你們有的也喜歡讀

書﹐發了財又去讀什麼班。我說你看外國的好多老闆﹐只要有錢﹐只

要做一個好的事業和公司﹐願意給你用的博士﹐一千個都有﹐自己不

必去讀什麼博士班了﹐你雖然什麼都不是﹐可是所有的碩士﹑博士都

是給“不士（不是）”用的﹐不對可以換人嘛﹗這些大學培養的博士

生﹐都是送給有錢的老闆去用的。 

現在學校已經變得像商店一樣﹐隨便開班﹐隨便就可以拿個博士

學位。我一輩子講學授課﹐是在做布施。佛學講布施有兩種﹐一種是

錢財布施﹐另外一種布施是法布施﹐智慧精神的布施。譬如我修鐵路﹐

做些事業﹐我也做過生意﹐賺來的錢﹐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我沒有

佔有。現在聽說講一堂課﹑一次演講要幾十萬﹐今天不曉得商會給我

多少錢﹖（眾哈哈大笑）如果有人告訴我﹐“老師﹗我請你講課﹐給

你 20 萬”﹐我一定把這個人轟出去﹐一定罵他﹐你有兩個錢﹐來找

我幹嘛﹗但這是對我個人而言﹐我沒有要求別人照我的樣子。中國人

講的學問是“道”﹐道是天下人的公道﹐不是哪個人私自佔有﹐自稱

權威的﹐所以你們讀了書有了學問﹐知道的就應該告訴不知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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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做生意有一個毛病﹐我看了幾十年很傷感﹐譬如國內外同

行做生意﹐假定外國有個生意來了﹐十塊錢一件﹐隔壁一家曉得了﹐

就賣九塊半﹐另一家曉得了﹐賣八塊﹐這是中國人的壞毛病。其他很

多國家的人不是這樣做的﹐譬如日本人﹐雖然你兩個不痛快﹐雖然是

“同行生意﹐三分怨氣”﹐但對外是團結一致的。可是我們中國不同﹐

這些商業道德﹐現在統統破壞了。我所知道的中國傳統的商業道德﹐

講究“仁義禮智信”。像我的家庭﹐如果依共產黨當年的標準來講﹐

小資產階級還夠不上﹐開個店鋪﹐雖然比較小﹐但有賣布﹑賣米﹐還

賣南北貨﹑日常生活物品。我們商店門口貼的﹐就是幾千年傳統商業

文化的標準格言﹕“貿易不欺三尺子”﹐做貿易不欺騙人﹐不耍花樣﹐

不訛詐﹐價錢定了就定了﹐不二價﹐就是小孩子﹑老人來買東西也不

准欺騙的﹐都是一樣的價錢﹔“公平義取四方財”﹐這是中國人商業

道德的標準﹐大部分商家店門口都貼的這個。 

現在開放發展以來﹐我們整個商業的風氣﹐好像轉向了四個壞的

方向﹐“欺﹑哄﹑嚇﹑詐”﹐這個我們要深深反省。中國幾千年文化﹐

是教育人人成為“禮義之邦”的國民﹐結果現在連基本的道德都沒有

了﹐這成什麼話﹖所以講商業道德﹐不是零零碎碎一點一點來講的。 

總而言之要注意﹐“天下無如吃飯難”﹐我常常跟同學們講﹐我

父親是遺腹子﹐我父親出生時﹐我的祖父已經去世了﹐他自己讀書學

問也蠻好﹐後來做生意﹐靠自己站起來操持這個家庭。他告訴我一個

對子﹐“富貴如龍﹐遊盡五湖四海”﹐一個人有錢有地位像一條龍一

樣﹐非常自由﹐遊盡五湖四海﹐這是富貴的重要﹔“貧窮如虎﹐驚散

九族六親”﹐一個人窮了像老虎一樣﹐親戚朋友看到都害怕﹐認為是

來揩油的。所以我父親常常告訴我﹐“孩子啊﹗小心節省﹐一文錢逼

死英雄漢啊”﹐一塊錢會逼死你﹐最難是一塊錢。所以我常常引用古

人的詩﹐“美人賣笑千金易”﹐現在老闆有了錢﹐到外面亂來﹐包二

奶﹐討姨太太﹐撒手千金萬金﹐多容易﹗“壯士窮途一飯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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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人才﹐窮途末路﹐飯都沒得吃。這些都是我從小受的教育﹐

深知這個道理。可是現在整個的社會那麼富有﹐商界不知道團結﹐你

就靠政府﹖政府現在都很辛苦啊﹐挑的擔子也蠻重的﹐也在手忙腳亂

當中。 

我們工商界在 30 年當中這樣發展﹐民間的流動資金好像比國家

國庫還多一點吧﹖可是沒有團結﹐很散漫﹐假設我們中國的商會商界

跟國家聯合對外﹐今天就不會是這個形勢了﹐我們自己要反省﹐要趕

快重建商業道德﹐建立好的商業風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譬如講管理﹐我常常說現在做事業﹐用的是西方的管理﹐

西方的管理是機械式的管理﹐是侵略式的管理。譬如一個工廠﹐做一

個鐘﹐是分開的﹐螺絲歸螺絲﹐架子歸架子﹐這個流程﹔人事的管理﹐

也是機械式的管理。但是最難管理的是人性自我的管理﹐做老闆也好﹐

做夥計也好﹐怎麼能夠管理自己﹖人有了錢就亂來﹐錢多一點的﹐就

是像我前面提過的﹐“吃喝玩樂﹐聲色犬馬﹐煙酒嫖賭”。我聽現在

商界的朋友乃至公務員﹐都說忙不停也不知道在忙什麼﹐我講那有什

麼稀奇﹐古今中外都一樣﹐但現在實在是太過分了﹗過去說上班的是

“簽簽到﹐看看報﹐抽抽煙﹐聊聊天”﹐一天基本就過去了﹐但現在

的人﹐號稱上班﹐其實每天中飯﹑晚飯﹑夜宵三次應酬﹐又喝酒又吃

飯﹐五六個鐘頭就去掉了﹐再加上打打電話﹐玩玩電腦﹐回來太太一

吵﹐孩子一鬧﹐每天這樣﹐再沒有讀書進修的心思了。雖然有些跑去

上個碩士班﹑博士班的課﹐那根本是應付﹐是玩票﹐等於是買個證書﹐

不是真讀書﹐是在那裡交際應酬交朋友（眾會心的笑）。這個叫什麼

社會呀﹖值得反省啊。 

再說管理人﹐人是沒有辦法平等的。在立足點上﹐人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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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點以上是不平等的﹐“智﹑賢﹑愚﹑不肖”﹐聰明人和笨人﹐好

人和壞人﹐怎麼平等啊﹖無法平等。換句話說﹐男女怎麼平等﹖平等

是立足點上的平等﹐是人道主義﹐還不是人權。講民主講人權﹐那是

外國人故意拿來整別人的﹐把大家迷糊住了。 

“智﹑賢﹑愚﹑不肖”﹐給大家上個中文課﹐“不肖”這兩個字

會寫吧﹖ 

現在簡體字姓“蕭”的變成這個“肖”了﹐太可笑了﹗不肖是什

麼意思﹖不肖就是不像樣﹐以前說不肖子﹐就是孩子自謙說沒出息。

比如學生們在我的相片下寫南某人的肖像﹐就是這個肖﹐像他那個樣

子。所以做兒女寫給父母的信﹐寫“不肖子”是這個肖﹐意思就是﹐

爸爸媽媽你們很了不起﹐我這個當兒子的﹐不及你們好﹐所以叫不肖

子。這個“不肖”和那個不孝順的“不孝”是兩個概念。父母死了之

後﹐訃聞上寫的“不孝子”是那個孝字﹐我不孝順﹐沒有把父母健康

保養好﹐所以他們早早死了。“不肖”是不像樣的人﹐有些人根本就

不像樣的。現在一般大學畢業﹐跑到工廠﹑公司做事﹐並沒有誠心﹐

而是來學習的﹐半年一年懂了要跳槽的﹐越跳得快﹐薪水就越多﹐然

後夜裡再讀個碩士﹐薪水就更多了﹐拿個博士薪水再加上去﹐所以沒

有真正誠心在學東西做事情。 

中國過去師徒之間不是這樣﹐像我們家裡做過生意的﹐徒弟學三

年只給他吃飯﹐一點零錢﹐沒有薪水﹐三年以後開始起薪做夥計。譬

如我們家裡有個布店﹐那個學徒在布店學會了﹐做了五六年﹐我父親

說﹕“你行了﹐開個布店去吧﹗”他說﹕“不行啊﹐那我不是對不起

你﹐不是跟你搶飯吃嗎﹖師傅﹐我不能走。”我父親說﹕“不要緊﹐

我鼓勵你﹐給你本錢﹐你到別的地方去開同樣的一個布店。”然後學

徒勉勉強強才肯走了﹐自己去做老闆。現在不是這樣﹐學生進來做事

不會跟你同心的﹐這跟商業道德都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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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講商業道德﹐首先有一個觀念你要認識﹐就是財富究竟有沒

有用﹖這是一個大問題呀﹗ 

人﹐活著只有兩件最難辦的事﹐如孔子說的﹐“飲食男女﹐人之

大慾存焉”﹐佛家﹑道家﹑儒家都講這個問題﹐人生兩個大慾望﹐一

個吃東西﹐一個男女關係。現在社會的消耗太過﹐飲食男女沒個規範﹐

社會的風氣實在太亂了﹐太糟糕了。當然﹐政府有責任﹔但是不能完

全推給政府﹐社會上人人自己有責任。我常常告訴大家辦教育的事﹐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中國三千年來帝王政治﹐漢唐宋元明清歷代的

政府﹐沒有出一個錢培養人才。中國過去的教育﹐都是老百姓自己培

養出來子弟賣給政府的﹐政府拿什麼來買﹖功名﹗通過考試來買進

的。這是教育方面的問題了﹐現在是政府拿錢辦學﹐培養出來的人﹐

最後在道德上出了大問題。 

那麼人生的目標﹐有錢就為了飲食男女嗎﹖這要搞清楚了。古人

有一首詩﹐我把它改了一改﹐不是我有意改的﹐改了使大家比較容易

瞭解﹕ 
 

  

 
 

“世事循環望九州”﹐世間的事情就是輪迴的﹐都是回轉﹐跟

圓圈一樣循環的。望九州﹐中國上古把全國分為九州﹐是沒有三點水

的州﹐世界也分九洲﹐這是有三點水的洲﹐現在世界分為八大洲。 

“前人財產後人收”﹐前人發了財﹐錢財永遠是你的嗎﹖不會的﹐

會到別人的手上去。後人有了財產你也不要高興﹐更有後面人在等著

接收你的（眾笑）。你不要看﹐這 90 年來商業行為﹐由倒爺的社會

開始﹐到現在乃至發大財的﹐你仔細研究研究﹐多少人起高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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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樓坍了﹗我看了 90 多年﹐看得太多了﹐不管官做得多麼大﹐財發

得多麼厲害﹐最後都沒有了。 

世界上所有的財富銀錢﹐在哲學的道理上來講﹐是“非你之所有﹐

只屬你所用”而已。從出世法的觀念來講﹐剛生下來的孩子﹐這個手

都是握著的﹐抓著的。你們生過孩子的人都注意啊﹗如果手不那麼握

著是不健康的。嬰兒躺在那裡﹐兩腳是蹬到的﹐好像拼命向前面跑。

這樣跑啊抓呀﹐到什麼時候放呢﹖殯儀館的時候放了。 

所以“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人就這樣﹐就是不

明白財富功名﹐連這個身體﹑生命﹐都非你之所有﹐只屬於你所用﹐

這個原則先要把握住。懂了這個道理﹐就要好好安排自己的財富﹐考

慮如何對人類做貢獻。有人說他也做了貢獻﹐搞了基金會了﹐很多地

方也捐了錢。你是不是為了逃稅啊﹖還是為了求名啊﹖（眾笑）如果

有逃稅或者求名的夾帶心理﹐這個好事就不純粹了﹐大有沽名釣譽的

成分了。 

所以﹐我常常說﹐你們大家只學西洋的經濟學﹐但很少學中國的

經濟學﹐更沒有研究過釋迦牟尼佛的經濟學。我說如果你懂了釋迦牟

尼佛的經濟學﹐就真懂得經濟了。釋迦牟尼佛說﹐財富是靠不住的﹐

不屬於你的﹐只是給你所用﹐不是你所有﹐任何人賺的錢﹐第一是官

府收稅﹐第二是有盜賊搶你或騙你。佛經上是王賊並稱的﹐皇帝是合

法的盜賊﹐盜賊是不合法的皇帝﹐所以﹗賺的錢先要扣掉王賊這一

份﹔萬一碰上個水災﹑火災又扣掉一份﹔還要花在父母兒女﹑六親眷

屬﹑朋友等等的身上一份﹐再一份花在健康﹑疾病上﹐相對最後一份

可以自由做主的﹐也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並非你真正所有的﹐

只屬於你所用﹐最終死的時候還是兩手空空﹐這樣一攤﹐光屁股的來﹐

光屁股的去﹐躺在殯儀館裡交白卷（眾大笑）﹗就是這麼一回事﹐所

有人的財富道理都是這樣。 

我的一個學生﹐他是美國很有名的史丹佛經濟學博士﹐他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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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經濟學博士﹐是總體工程經濟學博士﹐我在美國的時候他還正在

讀書﹐畢業了在世界銀行做事﹐現在也在國內發展。我就告訴他一個

道理﹐你學了經濟﹐你去問你的老師﹐經濟學是個什麼東西﹖我說我

有一個題目﹐你們美國哪個老師答得出來﹐我一定發獎金給他。所有

經濟都是十個杯子一個蓋﹐你怎麼把它蓋到每個杯子上都有蓋﹐這就

是經濟學。這個題目大家去參考研究研究。 

今天關於商業的道德﹑商人的修養﹐希望大家自己把人生的理念

搞清楚﹐這是從事商業的道德行為最為重要的。這件事不能依賴政府﹐

不能依賴社會﹔但要幫助政府﹑幫助社會﹐自律的發展起來﹐這是我

今天最後濃縮貢獻給大家的話。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