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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审判中道德立场的反思与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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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官的职业道德允不允许法官在审判中有道德立场，这是一个颇值得深

思的问题。本文结合比较法的理论与实践、综合诉讼法理分析与法律解释，试图

阐明法官道德立场的内涵、成因、应然性及其在审判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证成

了法官在审判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会主流道德的影响，并对法官的道德立场在

范围和功用上作出约束，以其发挥其在沟通法意、天理、人情方面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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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97 年《人民法院案例选》中有这样一则案例。原告李良系文某之子，文

某在上山下乡期间曾与被告吴世福有不正当两性关系，并在该期间非婚生育李

良。但吴世福认为文某亦与他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否认李良为其子。 

一审法院以事隔 28 年，原告未提交亲子鉴定结论，缺乏证据为由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 

再审中，吴世福承认了其与李良有亲子关系。故确认了原审原告李良与原审

被告吴世福有亲子关系；但以李良已独立生活，不具备给付之诉的主体资格，驳

回了其要求给予经济帮助的诉讼请求。 

其实这个案件法律关系简单、标的较小、社会影响也不大，在当今中国浩如

烟海的诉讼之中犹如再平常不过的一袭涟漪，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品读判决书，

尤其是一审中法官对吴文不正当关系的详尽叙述，就会发现，法官所着眼的事实

与其所作的法律推理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而使这道鸿沟得以突显的正是本文所

要揭示的问题：法官的道德立场。 

 

一、 法官在审判中是否存在道德立场：域内与域外 

（一）国内外的实践 

1、对亲子案判决书的反思 

从文某“因积极要求入党，经常找吴世福汇报思想，为此双方来往密切”、

“1965 年 6 月起多次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可以看出文某的动机不纯，而吴

世福“系有妇之夫”则加强了对吴文通奸关系的道德谴责性，对后来吴世福给李

良寄钱、文某在其夫李某死后恢得与吴世福的关系以及后来又因吴家人而断绝的

记叙，实际上，法官着力向我们呈现的正是一幅有悖社会伦常的，吴文不正当关

系的图景。 

法官在判决书中对吴文关系的这些记述，仅以“事隔 28 年”一语，就将其

排除在采信之外，而其实法官完全可以以原告未提交亲子鉴定为由直接驳回起

诉，何必不厌其烦地着墨去书写吴文关系？法官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些矛盾？ 

其实，法官正是努力在通过道德谴责来证明其判决的正当性，言下之意是：

你败诉不仅是因为你没有证据，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在道德上也不应当获得这份赔

偿。但是道德的言说并不具有法律的支撑，所以，只好将道德的案语隐去，给我

们留下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和文字上的貌合神离。 

值得研究的是，法官作为两造纠纷的一个中立的裁判者，他的这种道德取向

会不会影响他公正断案？他在判决书中不厌其烦地进行道德谴责本身有着怎样

的价值和考虑？以及他的应不应有这样一种道德的立场？ 

 

2、好的撒玛利亚人案（Good Samaritan） 

在美国一个救助义务的案件中，一个医院无论是否跟病人订立了医疗合同，

它都有救助的义务。这在中国是一种为法律所明文规定的、不争的事实。可是，

美国只有许多州没有相关救助义务的立法1。所以，法官往往要求助于道德来证

                                                        
1 [美]Norman S. Oberstein, “California Good Samaritan legislation: exemptions from civil liability while rending 



成其给一方分担救助义务的合理性。下述例子为其著例。 

在 Barnett v. Chelsea Hospital 案中，涉及了对 Good Samtaritan 的判断，该

判例中法官指出，“如果一个医院对所有前来救治者都闭门不纳，无论它有什么

立场，它都会对这样一个求救者负有责任，即只要一个负责的护士将他的请求报

告给医院的管理人员，而这个管理人员不同意接纳这个病人。”2
 

3、三人分金案 

河竹默阿弥是日本著名的剧作家，其作品以写实性描写幕府末期明治初年的

江户庶民社会而著称。其名著《三人吉三廓初买》中有“庚早冢之场”一场戏，

被川岛武宜先生作为日本传统调停性仲裁的范例。 

其案情大致如下：吉三姑娘杀了守夜人、抢了 100 两黄金，被吉三少爷从暗

处看见，并要姑娘交出黄金，遭到拒绝，两人于是拔刀相向。吉祥院里的吉三僧

侣出来调停，你“俩人为这百两越争越厉害，要紧的性命都不要了吗？”然后是

一系列道德的言说，最后提出了让两人各分 50 两的解决方案。两人在僧侣的道

德说教下感激涕零，结义金兰。并且为感谢僧侣的救命之恩，将 100 两金子送给

了僧侣。3这似乎让一个域外的人摸不到头脑，但是在日本却有着深厚的道德基

础和公众认同。 

从上述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现代美国、近代的日本的法官

都存在着道德立场，并非独中国为然。这种现象合理吗？一个近乎通说的解读是，

“好的撒马利亚人显现着对悲惨垂死遭难死的怜悯，亲切和温暖的照顾，将崇高

的道德标准表明到极点。但从法律的观点言，我们一方面仍应宽容祭司和利未人

的无情；他方面应认为好撒马利亚人怜爱受伤的人，乃个人道德的实践，不应成

为法律强制的对象。”4
 

（二）何谓法官的道德立场？ 

本文所谓的法官的道德立场，其实是指从上述三例所表现出的，法官在审判

中所带有的明显的道德取向，并且这种取向实际代表了社会主流道德伦理。本文

的目的正是要探究其功用及合理性。 

耶律内克（Jellinek）尝言，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5。如果法律与道德本身

是不可分的，那么法官的道德立场就可以援引是法律本身所造成的，以为其抗辩。

所以笔者希望通过整理前人区别法律与道德的成果，来证明法官前述抗辩的徒

劳。 

1、道德与法律的区分 

自从德国的哲学家费希特以降6，经过康德等人的努力，道德与法律的分野

日渐清晰。道德强调内在强制，法律强调外在强制；法律与道德存在于不同的域

日益成为学界的常识。而分析法学派的兴起由更加强化了这种认识，“任何人类

的苦楚和对自由的限制都是邪恶；正因为如此，法律对道德的强制执行才需要正

当性理由。”7而近代罪刑法定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多元价值的承认也在制度和思

想上导致了法律与法律的区分，这也成为当代法治的一种基本要求。 

                                                                                                                                                               
emergency medical aid.”,California Law Review.[Vol. 51:792. 
2 [美]Jhon G. Fleming, “the law of torts”,6th ed , Sydney:law book Co.1977,p238. 
3 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版，第 182 页-第 187 页。 
4 王泽鉴《王泽鉴全集·第十四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第 118 页。 
5 [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第 147 页。在这个版本中，译

者的译文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但是，与学界通常所说的“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应作同解。 
6 参见[德]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7 月版，第 55 页-第 58 页 
7 [英]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法律出版社 2006 年 3 月版，第 79 页。 



按惯常的理解既然法律区别与道德，那么法官在审判中裁判的依据当然应是

法律，而不是道德。这无疑对法官的道德立场构成了挑战。 

2、道德与法的价值的区分 

法官在司法中总会涉及到法的价值考量，道德与法的价值的区分不那么明

显，可不可以说他在适用道德，并以此作为其道德立场的抗辩呢？ 

在司法实务中，大陆法系的法官遇到法律漏洞会想办法去作价值补充，常常

会用到法的公平价值、法的自由价值、法的效率价值等等，这时是否就是在直接

适用道德，不无疑问。英美法系的法官遇到没有先例的情况，也会作出一系列的

法的价值补充，以法律的一贯性，这是不是也在适用道德呢？ 

其实，道德与法律在内容、价值取向上有着相当的同源性，“法律是善良与

公正的艺术”8。但是，道德不能直接作为法律适用。法律漏洞是一种法律“违

反计划的不法律的不圆满性”9。依立法者的原意，法律的内容是相对固定的，

法律漏洞续造的与无先例情形下的法的价值补充，实际上只是作了法律本应说而

未说的问题，我们并不能把法外空间（比如部分道德域的内容）作为法律的漏洞，，

也就是说，仍然是在法律原有框架内的工作。并不是直接适用了道德。法律价值

的内容中体现了部分道德取向，但并不能说适用法的价值就是直接适用了道德。 

通过以上两点的考察，我们区分了法律与道德的存在域，这种区分本身说明，

无论在法律是否存在漏洞的情况下，法官在司法中依据的都是法律，法官并不能

以法律具有道德性为由来证明其具有道德立场的正当性。 

3、道德作为法的正当性基础 

没有道德的法律是盲目的，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正如“每一个支配系统都

企图培养和开发其‘正当性’”10，法律不得不求助于道德，保罗·利科曾尝试

“从合法性开始着手去解决规范的问题域，以揭示合法性依赖于道德性的行动是

如何在道德求助于良知的过程中而终结的”11。然而，近代以来的三权分立的理

论将功利与道德伦理考量交给了立法者，而将适用法律交给了法官12。道德虽然

作为法的正当性基础，但是因为立法和司法的主体不同以及其运行的程序的差

异，无法让法官直接援引道德给予当事人以救济。 

所以，法官的道德立场究竟有何功用，是否合理，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 法官道德立场的成因分析 

（一）道德立场的客观性——形式合理性下的“价值中立”？ 

按照韦伯的设想，当代的法律应当是“形式合理”性的，法官应当“通过逻

辑的方法搜集全部法律上具有效力的规则并使之合理化，再把它们铸造成内部一

致的复杂法律命题。相比之下，实质合理突出的方面不是符合逻辑的一致性，而

是符合道德考虑、功效、便利和公共政策。”13这种类型之下的法官似乎应当是

                                                        
8 《学说汇纂·第一卷》，[意]纪蔚民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5 月版，第 5 页。 
9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9 月版，第 251 页。 
10 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版，第 299

页。 
11 [法]保罗·科利著，《论公正》，程春明译，法律出版社，第 168 页。 
12 这种思想在边沁和奥斯丁的研究中都比较明显，可参见徐爱国等著《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9 年 6 月版，第 263 页-第 267 页。 
13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655 页。国内的研究者对形式合理性的解读更进一步，“它只是依据法律条文对确凿无疑的法律事实作出



价值中立的，如果说他还有价值取向，那么也应当限于法律本身的价值之内。 

但是，法律本身的价值对法官是充分的吗？这个假设是可能的吗？ 

一方面，本文所举的三个例子都是得到官方和当时公众认可的案件，而这些

案件本身说明了法官常常会在司法中持有一定的道德立场。这种行为是一种偶

然，或是一种错误？ 

另一方面，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波斯纳的研究表明：“由于美国法官，特

别在上诉层级，是偶尔的立法者，但没有选民需要回应，因此他的审判可能受到

种种因素的影响，气质、情感、经验、个人背景以及意识形态（这转而又受气质

和经验的影响），此外还受何为本案争议解决应采纳的最佳立法政策以及如何“客

观”理解这一政策的影响”14。此外，在这本著作中，波斯纳还谈及与法官行为

紧密联系的认知和情感的社会和制度塑造。而《德国基本法》§20.3 规定法官只

受“法律和正义”约束，日本《宪法》§76.3 规定“所有的法官按照良心独立地

行使自己的职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这些规定都表明，“法官在法律的范

围内，应该按照自己相信是正确的方式审判，这就可以被认为是宪法所说的按照

良心进行审判。”15法官在判决中，实际上应该“有自主而健全的人格”16。我国

的法官也强调：“法官真善美的人格本身就是艺术”。17
 

尤根·埃利希尝言，从长远看来，“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它东西可以

保证实现正义。”18那么，如同韦伯提出的“形式理性”的法一样，韦伯提出的

“价值中立”实际上是一种“理想模型”。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上文所列举的

当代美、德、日诸国的实践，似乎可以给韦伯一个回答，就是“价值中立”偏离

了当代司法的实践，法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们对法律的追寻也有对法官人格

和道德的期许，而“价值中立”似乎给人们设定了一个不可企及的极点。所以，

法官的道德立场总会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到司法之中，这是不可避

免的，甚至在当代的有些国家的实践中是被鼓励的（如德国意识到纳粹时期的问

题而将“正义”补充进对法官的要求中）。 

（二）道德立场的功利性——社会效果、说服力、神圣性 

1、通过道德立场实现法的说服力和社会效果 

从“亲子案”我们可以推知，法官在判决书中对吴文不正当关系道德立场的

昭示实际上是出于一种功利的考虑，这种考虑就是社会上的群众能够在道德情感

上认同这种判决。而“三人分金案”则正当寻求社会关系的和谐，追求通过道德

感化式的司法，让法律为当事人所认同，彻底达到定分止争的社会效果。 

法律的效力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效是另一回事。法律不仅是主权者的主说，

而正是要以道德感化人、要取得公众的认同。就像霍姆斯法官所说的坏人的视角

一样19，一个法律制度也在争取它的选民，哈特将认同法律制度的人称为持内在

观点的人，反对制度或者说采取坏人视角的称为持外在观点的人，而法律制度的

                                                                                                                                                               
解释和判定，而不考虑其他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实质正义的原则，同时还要排除一切宗教礼仪、感情

和巫术的因素”，法官司法的“价值中立”的特点更加明显。 
14 [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第 161 页。 
15 最高法官昭和 23·12·15 刑集第 2 卷第 13 号第 1783 页。转引自[日]森际康友《司法伦理》，商务印书

馆 2010 年 1 月版，第 279 页。 
16 [日]森际康友，前揭书，第 280 页。 
17 杨凯《裁判的艺术——法官的职业境界与追求》，法律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版，第 198 页。该著者为现任

法官。 
18 转引自[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6 页。 
19 Geoffrey Hazard, “The law and ethics of lawyering”, 4th ed., Foundation Press,2005.p27. 



最终实效是取决于这两种人的数量20。法律是一种实现人类秩序为目的的事业，

是一项社会控制的工程。它往往会通过诉诸道德来取得公众的认同，这项工作不

仅仅表现立法中，也同样要表现在司法中21。从商谈理性的角度而言，司法过程

也正是实现法律沟通的环节22，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法律在生活中的实现23。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支撑比比皆是，“法官在个案中遭遇法与情理冲突时，一

般不会‘简单下判决’，而是采取调解的手段进行说服、劝解，其作用在于使审

理过程、裁判理由、裁判结果显得“合情合理”。24两位法官在其文章中写道：“要

想使特定案件的裁判达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要考虑社会伦理、社会道德、社会

倾向即民意等法律或超法律的因素”。25“法官是运用于自己对情理的认识，采

取人们容易接受的语言与行为，达到了其解决纠纷的目的。”26
 

2、通过道德立场实现法的神圣和权威 

好的撒玛利亚人案，实际上是通过诉诸道德、诉诸宗教来实现法的神圣性与

权威性。“法律须将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司法正义的理想主要不是被

当作某种功利的东西，而是作为神圣之物，主要不是作为抽象的理念而是人所共

享的情感而得到实现：共同的权利、义务观念，对公正审理的要求，对法律不一

致的反感，受平等对待的热望，对非法行为的憎恶，以及对合法性的强烈诉求。”
27给法律作出道德诠释和宗教包装，这种行为本身是值得认许的。 

法官的道德立场给法官一个较为有利的道德位置，可以让他站在一个较高的

去批判、去阐发，去获取信众。他不仅作为一个实现法律运作的工具而存在，他

本身也是一个道德的和宗教的存在，就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神圣感。伯尔曼认为，

当代西方法治陷入一种整体性危机，实际上是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分离，要

解决这种问题，只有重塑法律的神圣性与人们的信仰。所以，将法律道德化、神

化也是出于功利的考虑。 

如果说，法官道德立场的客观存在是法官自觉或不自觉的产物，那么，法官

道德立场的功利性则更像是法官有意或无意间所促进的，它将法律与人性和公众

伦理拉近，让人们认同法的内容；它又给法律披上了神圣和道德的外衣，激发人

们对法的仪式和权威的敬畏。 

如果说道德立场的客观性是法官不可避免地有意或无意中掺杂了道德立场，

那么，道德立场的功利性则使法官或多或少地有意去促进之。只不过李良案中斧

凿之痕太重，成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标本。 

                                                        
20 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 1 月版，第 197 页-第 202 页。 
21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11 月版，第 25 页。原文是：“我们可以

设想一种制度，它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高度的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 
22 胡克在书中将司法环节归纳为五个“沟通领域”，诸如当事人提出证据法官作出有说服力的判断，是为

第一个“沟通领域”；上诉中，上诉法院不仅考虑双方的论证和证据，也会考虑下级法院的较早判决，是为

第二个“沟通领域”，法学者评论、媒体报道与非法律受众的讨论、公民的热议则分别构成了另外三个“沟

通领域”。参见[比]马克·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法律出版社，第 237 页-第 238 页。 
23 上海市孙立娟法官在文章中写道：“司法过程可能会因为法律的文本化、符号化而脱离民意。所以，人

民主权、遵从民意就不仅应当成为立法过程的原则，更应当成为司法过程的原则。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

官应当服从法律，但更应当服从民意。因为民意是法治社会中真正的‘法律’”。《法官的思索印迹——上海

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理论研究成果集萃》，法律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版，第 81 页。 
24 吴英姿《法官角色与司法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8 年 5 月版，第 121 页。 
25 陈怀峰，邵泽毅《刚性与柔性的契合之美——一个基于民情的司法关照》，见《司法前沿·一线法官的

实践与探索》，第 1 辑，法律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版，第 24 页。著者为山东省现任法官。 
26 吴晶《当代法官的角色定位》，《法官的思索印迹——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理论研究成果集萃》，法律

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版，第 76 页。著者为现任法官。 
27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版，第 22 页。 



（三）道德立场的文化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卡迪审判 

如果以韦伯的“实质理性”法来定位，世界大多法律文明都经历过“实质理

性”法的阶段。其所惯用的标签是“卡迪审判”28，中国的传统司法也在其指涉

之内。当然，对于中国法律是否属于卡迪审判，学界莫衷一是29，但是，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言说则是无可争议的。有学者将中国法律传统注重道德的突

出特点是：引理入法，礼法结合；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家族本位，伦理法制。
30

 

从司法的角度而言，以汉代的“春秋决狱”为发端，《唐律疏议》中强调“德

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法制上以礼为常

经，以刑为变则的法形态文化，表露无疑”，“在社会价值判断上，有时不守礼远

比不合法还要严重得多。如此一来，泛道德观念使礼与法有时几乎难以区分”。31

宋代司法研究的共识是对于审判标准多是情法混用，指导思想是兼顾法情理、重

伦常32，明清时期，民众“申诉冤情”的诉讼心态与官员“哀矜折狱”的裁判心

态共同构成了“诉诸情感”的明清司法心态。33“清代审判官处理卖妻案件时的

普通方法，与其说是固守法律，倒不如说是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寻求情

与法之间的衡平，尽管其中法的作用可能还较情更为重要”34。 

强调道德、强调伦理人情，实为中国传统司法的一大特色，有着深厚的文化

意蕴和社会根基。值是之故，不仅中国的大众，包括法律人在内对法律的道德诉

求都会有一种思维的惯性。在这种背景下，当代的法官保有一定的道德立场，实

际上有着摆脱不尽的传统的因素。一个民族的法文化就像语言、风俗一样，无论

命运如何，都会在其成员表现出难以抹去的文化胎迹。 

4、小结 

法官的道德立场是客观存在的，为法官有意无意中所表现出来；道德立场又

是功利的，每个法官都会或多或少地去包装自己的裁判；道德立场更是文化的，

是中华法律泛道德化传统的承继。有了这么多的原因和作用，法官的道德立场焉

有不存在之理？这时，追问法官的道德立场是否正当就更加紧迫。 

三、 法官道德立场的妥适性追问 

（一）从实然法出发——解释论的进路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28 [德]韦伯《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版，第 203 页

注释 2 有关于卡迪审判的介绍，第 218 页-第 259 页有关于法律形式理性化与实质理性化的介绍。 
29 林端教授、张伟仁教授与贺卫方教授、高鸿钧教授对于中国传统司法是否属于卡迪审判的争论，可参见

林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卡迪审判”或“第三领域”——韦伯与黄宗智的比较》，北京：《中西法律传统·第

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尤文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新解读与韦伯旧论的颠覆—

—〈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评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 年第 2 期。高鸿钧《无

话可说与有话可说之间——评张伟仁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政法论坛》，2006 年第 5 期。 
30 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社会转型》，法律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该书将中国法律传统归结为十

五个特点，本文列举了与道德伦理关系较多的三个特点。详见该书的第一章、第五章和第七章。 
31 黄源盛《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元照出版公司 2009 年 3 月版，第 187 页-第 188 页。 
32 柳立言主编《中国史新论·法律史分册》，“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10 月版，第 236 页。 
33 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 4 月版，第 65 页。 
34 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09 年 4 月版，第 3 页。 



法官作为法律的重要实现者，我国的既有法律给了法官的道德立场哪些空间？ 

 

1、司法独立 

《宪法》§126，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组织法》§4 用了同样的表述，（《民事诉讼法》§6；

《刑事诉讼法》§5；《行政诉讼法》§3）。首先应明确的是，我国法院采取的是集

体负责制，法官不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行使审判权，而是法院组织的一部分，

通过法官的合议甚至政法委的决定来实现审判35。这是对司法独立原则的规定。

但是，法官的道德立场是否与司法独立相冲突呢？从法条的表述上看，似乎要求

法官只是坚持法律，而未为明文规定，自不应解释出日本宪法上的依“良心”这

种道德立场的内容。但是，《法官法》§3 则打开了一个缺口，“法官必须忠实执

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一来，法律至少可以有一种道德立

场，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而《法官法》中对法官的选任（§9.1 第四项）、

考核（§12；§23）、奖励（§30 第五项）都强调法官的道德。这些条文中的道德

范围已经超出了§3 所规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范围，如果我们承认，

法律不能让人做不可能之事36，那么，似乎我们也不应否认法官的一般道德立场

会或多或少地带到审判之中，也即法官在审判中的道德立场合乎对现行法律的解

释。 

如果我们把法的渊源从法律走向司法解释，可以得到更为完整的图画。最高

院 2010 年修订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3 规定了法官职业道德的核心是公

正、廉洁、为民。这就从内容上丰富了法官道德的内容。而§8 规定“在审判活

动中独立思考、自主判断，敢于坚持原则，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的干涉，不受权势、人情等因素的影响。”这里已经把审判中司法独立的内涵阐

述得很清楚了，就是，法官个人要坚持自己独立思考，保有独立的人格，“坚持

原则”实际上也包括《法官法》中所要求的个人道德原则，所以，法官的道德立

场不但不是司法独立的背反，还是司法独立的题中之意。 

 

2、司法公正  

循着相似的法解释的思路，法官的道德立场与司法公正也可以得到阐释。《法

院组织法》§15 规定了回避制度中提到了“公平审判”（《民事诉讼法》§45；《刑

事诉讼法》§191；《行政诉讼法》§47 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及了“公正审判”的问

题），《法官法》§1 将，“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司法公正”作为了《法官

法》的立法目的，但是对于法官的道德立场是否有悖于司法公正的规定则未尽说

明。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6 规定“恪守法官良知”、“以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为己任，认真履行法官职责”，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法官只有恪守“良知”，坚

持自己的道德立场，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所以，从现行法律的解释中，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都不仅允许法官有道德立

场，而且要求法官要勇于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以维护司法的独立与司法公正。另

                                                        
35《法院组织法》§9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简单的

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 

  合议庭由院长或者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案件的时候，自己担任审

判长。 
36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11 月版，第 83 页-第 94 页。 

javascript:SLC(46441,0)
javascript:SLC(37756,0)
javascript:SLC(37756,0)


外，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两者都以法官的

道德立场为其基础。 

 

（二）从诉讼法理念和法官角色伦理去思考 

法谚有云：“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说明司法具有中立性，只有司法

中立才能保证审判本身的公正性。“中立性是司法权的首要特征，也是对于法官

最基本的要求。”37正如古希腊神话所昭示的，只有带上正义的蒙眼布，正义女

神 Themis 才能真正做到不偏不倚。那么，法官的道德立场是不是有悖于司法中

立的理念呢？ 

因此学界有观点认为“法官必须认知中立之价值，以客观第三人之地位，公

正无私地对待各方当事人”38。但是，这种观点笔者并不能完全认同。 

其一，如果这里的法官的“价值中立”是上文所讨论的韦伯“形式合理性”

所指涉的范围，那么，本文第二部分已经从法官道德立场的客观存在性上加以阐

明，价值中立实际上是在要求人为不可能之事。 

其二，如果结合后面的语境去理解，这种“价值中立”如果是在“公正无私

地对待各方当事人意义上”的一种“客观第三人之地位”，则实为笔者所赞同。

并且，笔者以为这种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实际上与法官的道德立场可以并行不

悖。法官的道德立场实际上法官对法律的“前理解” 39的一部分，法官的道德立

场是法官对社会民情的体验、凝聚了其对法律精神的感悟、以及对个人道德操守

的追寻，它是使法院审判不同于机械法学式的自动售货机的源泉。他的道德立场

不是偏向某一方，而是一种相对客观的社会道德在法庭审判中的存在，这种存在

对法律本身是有意义的，它使法院的判决更加与民众的法感情相融合。实际上在

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英美法中陪审团制度的作用，它代表了一种社会主流的价值导

向。使法律不致在逻辑的孤岛上沉没。 

从实践的角度，我国一位法官这样写到：“法官不仅应该有感情，而且还应

该有比普通大众有更加坚定、更加深沉的感情！‘毫无私情’所说的是没有一己

‘私情’而已。”40另一位法官写道：“如果把法律看成冷冰冰的武器，并且试图

用这些武器摆平人世间一切恩怨情仇的时候，中国的法官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41

 

而且，我国学界定位法官的中立性主要是，贺卫方教授所说的“不允许法官

以偏见影响司法的过程和结果”，王晨光教授也将法官的中立性与法官的社会良

知和责任感并论，陈卫东教授将法官的独立与廉洁、正直相联系，42可见，二者

不是矛盾关系，“价值中立”之观点的韦伯式解读不仅有悖于司法实践，也与学

界的认识存在偏差。本文意义上的法官的道德立场与司法的中立性其实并不冲

突。 

                                                        
37 东吴大学法学院主编《法律伦理学》，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6 月版，第 402 页。 
38 东吴大学法学院主编，前揭书，第 403 页。 
39 前理解（Vorurteil）一词由伽达默尔提出，哲学界多将其译为“前理解”，梁慧星先生将其译为“成见”，

指由历史给予人的、人无法选择的，通过语言而保存的历史、文化、传统对人的认知所起的影响。参见梁

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 月版，第 129 页-第 130 页。 
40 田成有《法官的修炼》，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 2 月版，第 60 页。著者现任云南高院副院长。 
41 《法官的思索印迹——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理论研究成果集萃》，法律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版，第 77

页。 
42 以上学者的观点，引自孙笑侠等著《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版，第 129 页。 



（三）法官道德立场的“边际约束曲线” 

既然法官道德立场是代表着一种超越了个体的普遍良知，并不违反司法的中

立性，而更是法律保持生机的源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果法官存在一种

不同于社会主流价值的道德立场（不同于本文第一部分对本文所论述的道德立场

的定义），其应否得到支持？笔者以为，如果法官有着一惯的、为人们所公认的

伟大的人格，并且他的决定不是草率的，而是沉思熟虑的，并没有辜负人们对他

人的信任，那么，他在个案中的异质的道德立场也应当是得到认可的，霍姆斯大

法官被称为美国法上“最伟大的异议者”，它是美国人的骄傲，我们找不到否定

他的异议的理由。但是，如果法官的异质道德立场未能满足上述条件，也就是说

他可能有草率、偏私、报复，笔者则对此持保留态度。这算是给法官的道德立场

提一个限制吧。但是，退一步说，如果法官的草率、偏私和报复是来自人类的普

遍的人性的弱点，笔者以为可以通过回避制度和正当程序等制度手段将这种危害

减小到最低。 

承认法官的道德立场并不是承认法官可以将自己的个人道德（或者社会主流

道德）上升为法律，以这种道德的判断代替法律的判断来审判。法官的道德立场

无法取代法律的地位。法官仍然是“法律的化身”而不是道德的化身。法官的道

德立场，其实只是调和法律与具体案件的整合剂，它只是司法中不可回避又不可

专恃的一个考虑因素，是给审判结果以校正和活力的保障因子。 

四、 结语——审美情趣与法官的道德立场 

李庚香博士在《法美学》中说，法律实际上不同于求真的“纯粹理性”和求

善的“实践理性”，它是一种审美理性，这种理性要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

一。换言之，这种理性要求法律、天理、人情的统一，而它就必然面对一种处境：

“在这个两难困境中的两极构造，是以不变性、普世性、约束性与客观性为特征

的法律与以可变性、情境式、自发性与显著的主观性为特征的良知之间的对立关

系而出现的。”43而如何能使这两者保持一种有机的互动？当代学者哈贝马斯提

出了一种商谈理性，就是在各个环节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它罗尔斯的进路

相近，就是设计出一种理性程序，至于获至何种结果，则持一种开放态度。这种

方法避免了域外价值中心主义对本土价值的强加，也合乎人类反复试错而不断接

近真理的认知路径。但是，我觉得，在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中，大部分是一种域内

的问题，另一方面，法官本身就是认知体系内的成员，这就给本文提出一种比商

谈理性和程序理性更强约束的更多内容的路径的可能。所以，笔者以为，本文所

论述的法官的道德立场就不失为一座实现法律审美更改的一座近便的桥梁。 

综观本文对法官道德立场概念的提出、原因分析及应然性追问，笔者更加坚

定了给法官一个道德支点的信念，法官的道德立场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功利，

是一种文化归属，是法律的原有之意，是法律理念之求。 

给法官一个道德支点，它将让法官担当起承载法治大厦的重任！ 

 
 

                                                        
43 [法]保罗·科利《论公正》，程春明译，法律出版社，第 16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