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伦理案例研讨》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行政伦理案例研讨

课程英文名称: Case Study on Ethic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课程号：405031012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春

总学时：36 学时（课堂授课学时：10 学时；实验学时：26学时）

学分：2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公共管理原理、公务员制度

面向对象：政治学专业、国际政治专业、行政学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学生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研究所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引导学生运用前期所学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理论与方法、

并且在进一步学习伦理学的基础上，对行政现实中存在的伦理困境进行案例分析，不仅使学

生认识行政伦理学的基本学科体系和范式架构，掌握行政伦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

为后续中国行政改革理论研讨、中国现行政策分析、社会政策前沿问题研究等后续课程奠定

必要的基础；更重要的通过倡导和强调具有公共性、约束性、道德性的行政伦理价值与理念，

增强学生的行政道德意识，提高学生正确分析和解决伦理困境的能力，以适应以德行政和公

务员素质提高的需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0 学时

知识单元 1：行政伦理研究与案例研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伦理研究的源起、国内外研究现状

2．行政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特征。

3．什么是案例研讨方法。

4. 如何撰写案例研讨报告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内外行政伦理研究的现状、特点。

2．掌握行政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案例研讨方法。

作业：

1. 请阐述行政伦理国外内的研究现状？

2. 你认为行政伦理究竟要回答什么问题？

3. 如何看待案例研究方法？请找出你认为经典的案例研究进行评析？

知识单元 2：公共权力伦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权力伦理的涵义、主要内容。

2．权力内部关系：上下级关系、平级关系，尤其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 行政自由裁量权：涵义与分寸

4. 公共权力与公众权利保障之间的冲突。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权力伦理的涵义和包括的主要内容。

2．掌握如何处理行政权力的内部关系、如何正确看待与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如何解

决公共权力与公众权利保障间的冲突。

作业：

1. 如何理解公共权力及特征？

2. 行政人员如何面对不正当命令？

3. 如果你是刚进入基层工作的公务员，你如何看待街头官僚？

4. 假如你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官员，如何面对少数群体利益受损的问题？

知识单元 2：政府伦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府是什么，什么是好政府？重新理解利益

2．个人利益与好政府的实现：面对个人利益差距

3. 部门利益与好政府的实现：界定、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与冲突的避免

4. 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共利益的界定，其一致性分析

5. 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政府俘获与权力资本化

学习目标：

1．了解政府的相关理论及政府伦理中要处理的各种关系。

2．掌握利益、公共利益、部门利益、长远利益等概念的界定；学会正确看待与处理利

益间的冲突。

作业：

1. 你认为一个好政府的特征有哪些？

2. 当公务员尽职尽责而影响其个人利益的追求时，如何看待和面对这种差距与失衡？

3. 部门利益不可避免吗？请说明原因？

4. 你认为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体现在哪里？

5. 请结合案例阐述何为政府俘获与权力资本化？

知识单元 4：行政责任伦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责任的涵义。

2. 责任观的演变：对义务论的梳理。

3. 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主要内容

4. 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伦理：涵义、内容

5. 公共行政人员面临的忠诚冲突

6. 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观，特别是行政责任的主要内容。

2．掌握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内涵与区别，理解忠诚冲突的实质。

作业：



1. 请从义务观的角度对责任观的演变进行梳理？

2. 行政组织中公共行政人员总是会面临哪些忠诚冲突？

3. 请举例说明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不同，并评述？

知识单元 5：行政制度伦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制度的内涵与作用。

2．制度与伦理的关系。

3. 制度伦理：基本原则、价值

4. 制度伦理与经济人假设

5. 伦理的制度化：道德的成本与风险

学习目标：

1．了解制度的内涵和作用。

2．掌握制度的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的涵义与实质。

作业：

1. 结合实践谈谈制度的作用及其与伦理的关系？

2. 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制度伦理可行吗？为什么？

3. 请从道德成本与风险的角度分析伦理制度化的必要性？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3 个，共 26 学时

实验 1：关于命令：服从还是抗拒？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运用两个案例：财政局长“服从”的代价和洪水中水利局长的“抗命”，分

析公共行政人员如何应对不当命令。

实验要求：熟悉公共权力的基本理论；研究如何处理公共权力内部命令与服从关系；尤

其是掌握法制主义途径对破解“服从”困局的局限性，承认并支持公务员个体性、自发性将

促进其道德思考和伦理决策能力。

实验 2：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分寸考量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运用两个案例：社会抚养费的收费恐怖主义和山西公路货运车的买路钱，分

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及行使的分寸。

实验要求：熟悉何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研究行政伦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度的把握所起的

作用；掌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实质。

实验 3：公共权力行使与公众权利保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两个案例：最富争议的仇和模式和湖南嘉禾强拆事件，分析公共权力的

行使者应秉承何种价值理念从政，分析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利弊，继尔引导学生思考法治与人

治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力。

实验要求：熟悉功利主义理论；研究公共权力行使中的功利主义是否可取？人治化的治

理能否促进法治化的发展；掌握权力运行中的功利主义的实质。

实验 4：个人利益与好政府的实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两个案例：从缉毒英雄到贩毒大王的人生和“好干部”孙善武的是是非



非，分析公务员如何处理个人利益追求与尽职尽责的两难决择，引导学生重新理解“利益”。

实验要求：在熟悉案例的基础上研究公务员如何处理个人利益追求与尽职服务出现的利

益差距；掌握利益的内涵和实质。

实验 5：部门利益与好政府的实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两个案例：各种古怪事儿的背后和安徽铜陵市的义务教育改革，分析部

门利益存在的必然性与获得，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判断部门利益对一般利益的侵害以及避免的

可能性。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和有关部门利益的基础知识；研究如何判断部门利益与一般利益的

冲突；掌握避免部门利益对一般利益侵害的路径与方法。

实验 6：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实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神木免费医疗改革这一典型案例，分析其改革动因与背景，分别从不同

的角色引导学生理解政府利益，并探讨如何避免政府利益的追求与保障公共利益之间的矛

盾。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及公共利益的相关理论；研究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关系；掌握

和理解公共利益的实质。

实验 7：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冲突（1）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案例：谁为污染负责，引导学生探讨地方政府追求眼前利益的动因。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研究政府在主导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长期利益与短期利

益的关系；掌握和理解重视长期利益的重要意义。

实验 8：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冲突（2）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案例：汉源事件引发的思考，引导学生探讨改革过程中的地方政府有可

能出现的政府俘获，分析汉源事件发生的背景，指出其权力资本化的危险后果。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研究政府俘获发生的背景、动因与后果，掌握权力资本化的实质

与内涵。

实验 9：关于忠诚的冲突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分析案例“水门事件中的费尔特”。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水门事件中的“深喉”

费尔特的心境，理解其成为“深喉”的动因与艰难的心路历程，对公共行政人员忠诚于上级

还是忠诚于组织使命的两难困境进行深入探讨。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研究与义务有关的行政忠诚困境；理解“深喉”出现的必要性，

掌握处理行政忠诚冲突的方法。

实验 10：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1）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分析案例：吕日周现象：《他改写一页历史》，引导学生理解什么是政治

人的素质，探讨信念伦理的内涵和意义。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与行政责任的相关理论；研究信念伦理对塑造行政人员从政理念的

意义和作用，掌握政治人应该具备的伦理素质。



实验 11：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2）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分析案例“中国的引咎辞职现象”，引导学生探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的区别。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与行政责任的相关理论；研究责任伦理对行政人员伦理自觉的意义

和作用，掌握责任伦理的实质内涵。

实验 12：制度与伦理的冲突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分析案例“各种各样的离婚潮因何而起？”引导学生探讨制度正义的意

义、在制度与伦理之间如何看待人性，理解经济人的假设对实现制度伦理化的必要性。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分析各种各样的离婚潮现象的原因；研究制度伦理化与经济人假

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掌握制度伦理化的内涵和实质。

实验 13：伦理制度化与官员私德的界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分析案例：任人唯孝”能否拯救官德？引导学生讨论官德建设与伦理

制度化的关系，探讨伦理制度化的度。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研究伦理建设中的道德成本和道德风险；掌握伦理制度化的涵义

和意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行政伦理研究与案例研讨方法 2

2.
公共权力伦理：命令与服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公权行使与公

众权利保障
2

3.
案例 1：财政局长“服从”的代价

案例 2：洪水中水利局长的“抗命”
2

4.
案例 3：社会抚养费的收费恐怖主义

案例 4：山西公路货运车的买路钱
2

5.
案例 5：最富争议的仇和模式

案例 6：湖南嘉禾强拆事件
2

6.
政府伦理：个人利益获得与服务社会的差距、组织利益与公众

利益的选择、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长期利益与短期利

益的权衡

2

7.
案例 7：从缉毒英雄到贩毒大王的人生

案例 8：“好干部”孙善武的是是非非
2

8.
案例 9：各种古怪事儿的背后

案例 10：铜陵市的义务教育
2

9. 案例 11：神木免费医疗改革 2

10. 案例 12：谁为污染负责 2

11. 案例 13：汉源事件引发的思考 2



12. 行政责任伦理：关于忠诚的冲突、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冲突 2

13. 案例 14：水门事件中的费尔特 2

14. 案例 15：吕日周现象：《他改写一页历史》 2

15. 案例 16：中国式的引咎辞职现象 2

16. 制度伦理：制度与伦理的冲突、伦理制度化与官员私德的界限 2

17. 案例 17：各种各样的离婚潮因何而起？ 2

18. 案例 18：“任人唯孝”能否拯救官德？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公共管理原理、公务员制度

后续课程：中国现行政策分析、社会政策前沿问题研究、地方治理专题研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共权力伦理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分寸、政府伦理中好政府的特征与对利益的理

解；责任伦理中行政人员的责任观、制度伦理中制度与伦理的关系。

难点：公共权力伦理中命令与服从的冲突；政府伦理中政府俘获与权力资本化问题；责

任伦理中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涵义与区别；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从案例研讨中理解行政伦理的相关理论。

教学方式：案例引入，提出问题，小组讨论，各组发言，观点碰撞，得出结论，教师在

其中引导发言，思考和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设备、网络、移动的桌椅。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案例会提前安排与布置，要求学生必须课前自主学习，详细了解案例及阅读相关文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依据淡化一次性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课内实验即案例研讨占 50%，期末考核

以案例报告形式呈现占 30%。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课程基于现实行政案例，没有选用固定教材。将会结合教学情况，自主编写《中国行

政伦理：理论与案例》。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1. （美）库珀著，张秀琴译《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0 年 3 月 第 5版。

2. 张康之、李传军著《行政伦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月 第 3版。

3. 张康之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月 第 1版。



4. 刘祖云著《行政伦理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2月 第 1版。

5. 李建华、左高山主编《行政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6月 第 1版。

6、马国泉著《行政伦理学：美国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 6 月 第 1
版。

7. 谢文新、白歌乐著《执政能力建设：行政伦理学案例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8月 第 1版。

执笔：王丽莉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
会

制（修）订时间：2015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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