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平等的较量

——对我国法院传唤被告人辩护律师到庭作证问题的思考

王宇宁

问题引入

法律职业伦理课堂上，方教授提出如下问题并提示我们以《刑事诉讼法》第

48条为起点寻找答案：刑事诉讼中，法院传唤辩护律师到庭作证，被告人有无

理由要求豁免？

通过案例检索和法条研读并查阅部分“中国知网”辑录论文，我发现上述绝

非简明扼要即能回答完毕的问题，必须从不同角度如琢如磨。首先，它虽看似是

个从第 48条的法条逻辑出发就能推出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但这毕竟只在理论

上成立；若置于法律运行的现实中观察，仍需颇费周章地解释该问题本身的真实

性。其次，在排除前述讨论上的障碍后，对它的回答若只满足于对既有法律规定

的梳理，固能得出理论上有唯一正确答案的结论，但也未免简单武断；该问题同

样也应引起对刑事诉讼目的、模式云云宏大命题之省思。再次，考虑到它亦关涉

刑事诉讼中律师有法律影响的行动在伦理上正当性基础，我相信对此之回应绝不

应不假思索，相反须是犹豫迟疑的，甚至应该审慎地得出与现有规则不尽相同的

结论。

本文的讨论将按对如上问题一一回应之顺序展开。另对价值选择问题的反

思，应有可参照的样本进行比对，才不至沦入顾影自怜，所以本文将不时与美国

刑事诉讼以及律师职业伦理中对应情况进行比较1。

一、一个真实存在的命题

在展开对本文关注问题的讨论前，有必要对其是否真实存在进行说明。

我通过检索案例与新闻事件，不无遗憾地发现：首先，在我国当下似乎并不

存在法院传唤刑事被告人辩护律师到庭作证的著名或非著名案例；因此讨论被告

人在此情形是否享有主张豁免的权利，似是叶公好龙式的虚假命题。其次，我们

亦可以退为进地追问:在我国既缺乏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规则，又无对拒绝作证的

1 注：选择美国作为比较的样本是有原因的。一是美国的刑事诉讼被公认为标准的对抗制模式，与对抗制

比较能鲜明把握我国纠问制的特点，与标准模式进行比较也比同非标准模式比较更精准有效。再是美国刑

事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利益与检察机关平等对抗与法院周旋的职业伦理颇为有趣。三是经过半年前刑事诉讼

法课程训练，与美国对应情形的比较似本人力所能逮。



证人进行惩罚的举措情况下，即使法院传唤辩护律师到庭作证，若辩护律师断然

拒绝，法院又能“奈律师何”？毕竟已有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一审时 99%

以上的证人都不到庭作证2。照此推论，律师与刑事被告人也未必真的直面辩护

律师被法院传唤出庭作证的风险；而如果没有风险，则抗击风险也并无必要，本

文之探讨似乎并无真正的研究对象。

不过，与上述情形相映成趣的是，北大法宝在对刑事诉讼法第 48条进行解

读的“实务指南”3中，如是写道：

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看，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法也有相关内容的规定。因此，如果律师

在担任该案辩护人之前就对该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等案情有所了

解，就应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

务”——履行作证义务，充当证人而不得再接受被害人委托或司法机关指定去担

任该案的辩护律师。反之，如果律师在担任辩护人后，通过参与诉讼而了解到了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有关犯罪的情况，则不能违背上述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

规定而去作证、充当证人。

且不论如上实务指南的观点是否具有规范意义或果为“实务”之要求，其存

在本身即说明，现实中会的确存在令律师在辩护人和证人角色之间艰难选择的事

件。所以说，本文关涉的问题是存在的。

另外，仍有研究者对既无现实案例可考、可参照，又似无研究必要的问题进

行抽象讨论4。我相信研究者们的钻研绝非“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屠龙术；相反，

恰恰印证对前述问题的回应确有必要。因为《刑事诉讼法》第 48条规定：每个

知道案情的公民都有作证的义务；律师没有因其职业特殊而被排除在外，并豁免

该义务。在此情形下，虽然我也承认，律师被法院传唤到庭作证是小概率事件，

且即便律师被法院传唤，其仍可以不承担不利后果地拒绝作证；但是这两个因素

2 参见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 1版，

第 14页
3 北大法宝，律师作证资格，北大法宝，

http://clink.chinalawinfo.com/pkulaw/slc/slfc.aspx?Gid=13912&Tiao=48&km=jin&subkm=0&db=jin，最后访问

于 2011年 7月 3日
4 参见姜保忠，徐宜亮，一个两难的选择——律师作证义务与律师保密义务的冲突及解决，兰州学刊，2005
年第 6期，第 166至 167页；以及夏明贵，略论律师的证人特免权，广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第 15卷
第 4期，2000年 12月，第 20至 22页

http://202.205.72.204:8080/opac/item.php?marc_no=0000159451
http://clink.chinalawinfo.com/pkulaw/slc/slfc.aspx?Gid=13912&Tiao=48&km=jin&subkm=0&db=jin%EF%BC%8C%E6%9C%80%E5%90%8E%E8%AE%BF%E9%97%AE%E4%BA%8E2011%E5%B9%B47%E6%9C%883
http://clink.chinalawinfo.com/pkulaw/slc/slfc.aspx?Gid=13912&Tiao=48&km=jin&subkm=0&db=jin%EF%BC%8C%E6%9C%80%E5%90%8E%E8%AE%BF%E9%97%AE%E4%BA%8E2011%E5%B9%B47%E6%9C%883


都不能回应这个问题：当律师被法院传唤到庭作证的风险变为现实时，律师和其

所提供服务的刑事被告人是否享有豁免的权利，有无正当的、法律上抗辩理由？

这就牵涉到对《刑事诉讼法》第 48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若干条文的解释。

二、《刑事诉讼法》第 48484848条对律师作证义务的影响

前述对法院传唤刑事辩护律师到庭作证问题真实性的解释，目的无非证明：

该讨论有实益而非臆想——法院有权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48条传唤辩护律师

作证，这是律师和被告人随时可能面临的诉讼事件。我对第 48条“凡是知道案

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全称肯定命题式的条文之解读是：我国公民，只要

知道某案案情，就必须承担作证义务。而刑事诉讼中被告的辩护律师，既是中国

公民，又在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过程中知晓了案情，因此毫无疑问地具有作证义

务，必须按照法院传唤到庭作证。此处推断，亦能得到立法机关的条文说明支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对该第 48条说明称：“作证的义务是指了

解案情的人不得拒绝作证，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这是本法从打击犯罪，保护人

民的目的出发，对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做出的不得违反的规定，每个公民都应当予

以遵守”5。另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8条“辩护律师不得进行其他干扰司

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不难推断，

被告人辩护律师如果拒绝履行法院要求其承担的作证义务，极有可能被囊括至第

38条“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的宽泛范畴内，进而被追究法律责

任。故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辩护律师不但有作证义务，还要承担违反该义

务的后果。

至此，无论《刑事诉讼法》第 48条、相应立法说明，甚或第 38条，并未回

答本文最重要的问题，即虽辩护律师有义务接受传唤并作证；但相应地，被告人

有无权利主张豁免？我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56条、57条之规定，答案

是否定的。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故当辩护律师因负有作证义务而成为证人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赋予被告人以向

法院主张豁免的方式，来阻止辩护律师到庭作证的权利。同样，该论断也得到条

文说明的印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称，“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即被监视居住人不得以口头、书面等形

5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9月第 1版，第 129页



式……阻挠证人作证”6。尽管我也承认，干扰证人作证的方式通常以违法地“威

胁、恫吓、引诱、收买证人”形式出现，相较而言，被告人主张豁免其辩护律师

作证义务更“合理而合法”，料应存在具体法律规定作基础；但遗憾的是《刑事

诉讼法》并未赋予被告人主张豁免的权利。因此被告人主张豁免不仅缺乏法律依

据，还由于落入“干扰证人作证”之范畴属于被禁止之列。

前述种种迹象表明，法院传唤被告人律师到庭作证时，律师、被告人均无权

要求豁免作证义务。这在现行《刑事诉讼法》制度安排下固是简明扼要的结论，

但推理至此就得出“确定无疑”的答案未免轻巧得令人生疑。我们理应合逻辑地

争辩，虽然律师和被告人没有豁免律师作证义务的权利，法院的传唤就一定是可

行的吗？

三、刑事辩护律师出庭作证的技术障碍

如前所述，律师和被告人几无正当抗辩事由以豁免律师的作证义务。不过值

得注意的是，法院传唤被告人辩护律师到庭作证的做法也并非无懈可击。对此之

说明，须从美国刑事诉讼的证人隔别原则和对质条款谈起。

在美国，由法院传唤被告人辩护律师出庭作证几乎无法成行，因为对于当庭

作证，有证人隔别原则和对质条款之限制。根据隔别原则的要求，对证人的询问

必须分别进行，证人作证完毕后必须退庭，不得参加、旁听本案审理。如是才能

有效防止证人之间相互影响，从而裁剪证据。而对质条款则指，辩方针对对被告

人不利的证人，有权在法庭上当场与之对质、辩论，并戳穿对方证言的虚假。该

条款的主要作用，一是保护被告人和辩护人与对其不利的证人进行面对面对质的

权利，再是帮助事实裁判者发现案件真实情况。由是，律师不得出庭作证有两个

具体原因：其一，这将违反隔别原则——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出庭参加审

理；法庭调查阶段他作为证人，如实发表证言；证言陈述完毕后，他作为辩护人

继续留在法庭为被告人辩护——问题是，如实作证之外律师在法庭的逗留，都将

背离证人不得参加庭审之隔别要求。其二，这将违反对质条款——律师作为案件

的证人，也是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在证人席位上如实作证，同时要作为辩护人

对自己进行盘问、辩论，以求戳穿自己证言的漏洞——这实在是极端可笑又强人

所难的一幅图景。

6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同上，第 160页



与美国刑事诉讼相比，尽管我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对质条款和证人隔别原则，

但对我国证人出庭问题的类似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或有端倪，因此，可以说法院传唤律师到庭作证同样存在技术上的限制。试看以

下规定：

1.《刑事诉讼法》第 156条：“当事人和辩护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

发问”。

2.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149条：“向证人发问应当分别进行。证人经

控辩双方发问或者审判人员询问后，审判长应当告其退庭，证人不得旁听对本案

的审理”。

如果我国的法院传唤被告人辩护律师到庭作证，根据第一个规则，法院将面

临律师作为证人同时又是辩护人，不得不自己对自己发问的窘境；根据第二个规

则，辩护律师在作证之后不得不离开辩护人席位并退庭，法官必须解决辩护律师

因作证完毕无法留在法庭辩护的问题。总之《刑事诉讼法》第 48条和第 156条

之间有着隐藏极深的冲突，尽管根据第 48条之规定法院有权传唤律师作证，但

是该做法的可行性在面对第 156条时为零。

或许有人争辩说，上述技术冲突完全可被无视：其一，我国证人出庭的比例

本来就近乎零，因此规则一与规则二不构成限制，大可忽略不计。其二，即便面

临上述窘境，用新的规则也可化解。比如由法院为被告人指定、或由被告人主动

委托新辩护律师与原辩护律师进行质证，足以避免辩护人自问自答情况出现；令

辩护律师作为第一个出庭的证人陈述证言，亦能防止其裁剪证据。

对这些争辩，我认为，虽然我国证人拒绝出庭的问题严重，导致前述规则无

甚用武之地，但只要尚有证人出庭、只要法院强令律师作为证人出庭，律师作证

义务与前述规则的矛盾就不容回避。并且，采用新的规则避免冲突，不过是“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其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更多——试问 1.让律师为作证

义务而放弃辩护职责，有何正当性？2.逼迫被告人更换辩护律师，是否充分保护

了其诉讼权利？3.即便被告人同意更换辩护律师，前后律师如何交接？4.后一个

律师在短时间内，如何了解案情并对既比自己更了解案情，又对案情如实作证的

律师进行有效的发问？5.即便辩护律师第一个作证，若其逗留法庭之内对其他证

人发问，如何让法院判断，其证言与其反驳其他证人的辩词孰真孰假？凡此种种



问题靠修改规则并不能解决，反有按下葫芦浮起瓢之势，不再赘述。

另外，在素有“重程序轻实体”之说的我国，法律规则带来的技术障碍屡被

轻易忽略、置若罔闻。譬如，《刑事诉讼法》第 168条对法院最长不超过二个半

月的审判期限之规定，显然是再无任何余地的刚性限制。但在近日被广泛关注的

“广西北海四律师涉嫌《刑法》第 306条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事件中，

法院对四名律师提供服务的被告人审而不判长达十个月之久，明显突破第 168

条的规定，被陈有西律师斥为“法院违法”7。试问，在此，《刑事诉讼法》那些

没有复杂深刻法理、却明白无疑、必须得到遵守的基本规则，哪里被司法者遵守

了呢？

由上我想到，既然现有规则已有隐形冲突，而且法院对自己司法却违法的行

为并不以为意，那么律师被法院传唤到庭作证的风险只会被强化，不会被限制（即

便这种做法有技术性的障碍）。因此，仅从既有规则出发思考问题显然不够，必

须深入反思：法院要求被告人的律师作证满足何种目的?体现我国对刑事诉讼的

何种态度?动机为何?如此价值选择是否理性？进而回答现有这种避免赋予律师

和被告人豁免权利的现实做法是否正当，应否改进的问题。

四、从刑事诉讼目的与模式反省传唤律师出庭作证的正当性

（一）为了“真实”，是否应当高度地牺牲对被告人保护

《刑事诉讼法》第 44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的诉讼文书必须“忠于事实真

相”。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把查明真实作为唯一目标在法律条文中的体现8。与中国

不同，美国刑事诉讼追求的目标是通过正当程序保障被告人的各项基本权利，查

明真实不过是该目标的副产品。基于对刑事诉讼目的不同理解，我国把保障真实

查明作为刑事诉讼法律程序的唯一价值，进而“反对任何形式证人特权”9；美

国却从保护被告人基本权利、与律师的信任关系出发，承认反对被告人自证其罪

的特权和律师—客户特权。

以上区别绝非不关痛痒，而是大有深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93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按说不给予犯罪嫌疑人沉默

权、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的做法，已足以保障真实查明目标的实现，但我国法院似

7 陈有西，北海律师案的《刑诉法》意义，2011年 7月 2日，新浪微博“陈有西律师在上海”，

http://weibo.com/profile.php?uid=1803570001&page=2，最后访问于 2011年 7月 3日
8 郑旭，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7月第 2版，第 47页
9 郑旭，同上，第 48页

http://weibo.com/profile.php?uid=1803570001&page=2%EF%BC%8C%E6%9C%80%E5%90%8E%E8%AE%BF%E9%97%AE%E4%BA%8E2011%E5%B9%B47%E6%9C%883


乎仍嫌不够，还利用第 48条韬晦地保留要求律师为被告人有罪作证的职权。诚

然，从客户信任律师、律师是客户在诉讼中（除自己外）唯一能依靠的人之角度

出发，传唤律师作证无疑提高了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之效率。但是这种做法没有想

到（或故意忽略）的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好、逃避责任的固有弱点也罢，

客户或许能自行抵挡司法机关的讯问，避免自证其罪；却无法阻止自己充分信任

的律师将案情和盘托出，通过作证代其再次“自证其罪”。法院做法产生的客观

效果就是：犯罪嫌疑人不但在侦查阶段必须自证其罪，到审判阶段，还要被本来

指望能够帮助自己的辩护律师更加严重地“自证其罪”一次。我想，法院这种做

法既非必要，也让人感到悲观。言非必要，是因为如果犯罪嫌疑人承担了如实回

答侦查人员提问的义务，那么侦查人员获得的案情、证据料应足够，律师重复就

其从被告人处了解的案情作证，并无实际意义。说悲观，是因为被告人基于对律

师的信任对案情知无不言，最终由于律师不可豁免的作证义务，律师向国家披露

的案情甚至比被告人向国家披露的案情更多。与其说被告人为实现自己的辩护权

聘请对己有利的辩护律师，不如说其为满足国家对犯罪的惩罚，以金钱和心无芥

蒂的配合资助侦查人员。《刑事诉讼法》“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宣称何以为继！

不承认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反映出我国对真实查明的追求到了丧失理性程

度；忽视令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对被告人有罪到庭作证，更使国家机关在微妙利用

被告人和律师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发动强迫被告人第二次自证其罪的指控，使被

告人的权利保护雪上加霜。注意到我国已加入而尚未批准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

利公约》中，有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从这个现实出发，我认为我国有必要放弃

对案件真实情况的狂热追求，而对被告人反对强迫自证有罪、获得律师帮助（而

非不利作证）的权利予以保护。

（二）对抗制是否完全不值得纠问制借鉴

拜美国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力求控辩平等的内核所赐，刑事诉讼要求控辩双

方平等武装，控方起诉被告人必须遵循强制程序。前者指控辩双方参与诉讼的手

段必须均衡，积极方面即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和辩护，消极方面即控方地位

不能凌驾于辩方。后者指对公民犯罪行为的追究，必须由检察官提起诉讼并举证

证明——律师的责任就是确保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公平地与国家对抗，此外再无

特殊义务；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只在检察官和警察一方，不由被告人律师



承担。

对比对抗模式，我国打击犯罪为主要任务的纠问模式，其痼疾一目了然：律

师在承担证明被告人罪行的义务时，早已脱离其辩护人地位，而实质成为司法机

关的一员，代行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追诉犯罪的职责。这固然助益惩罚犯罪，但明

显能从中体会被告人诉讼权利与司法机关诉讼权力的严重失衡。被告人作为个

体，本就难与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抗衡，再加上被害人在庭上的控诉怨恨，被告

人面临来自国家和被害人的双重压力；此外，本来帮助其应对两个方向指控的辩

护律师，由于承担着证明其有罪的义务，也突然站到被告人对立面，对其进行不

利控诉。这意味着，被告人一方面被解除了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武装，另一方面

要面对三个方向空前绝后的打击，当即被围垓下。更悲剧的是，对于作证证明其

有罪的辩护律师，被告人仍要付出金钱和信任，也就是必须为政府对其的不利指

控提供金钱、信任乃至帮手。被告人的地位何其悲凉。

另外，法院在要求律师作证的过程中，实际是用双重标准对律师言论进行评

价——巩固对被告人指控的言论，自是多多益善；质疑对被告人指控的言论，则

不可容忍。譬如，法院或是煞有介事地将“用眨眼和眼神使其（龚刚模）猜测是

让其翻供”10认定成李庄涉嫌《刑法》第 306条的罪行；或是蛮不讲理地认为广

西北海四律师证明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证据，“就是最大的伪

证”11。如是刑事辩护中检察官和律师诉讼难度显然有云泥之判，让我为刑事辩

护律师尤抱不平。为什么律师质疑公安机关的行为，动辄被轻易认定为伪证罪；

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的行为，却必须符合极高的“伤亡标准”才不

至被熟视无睹？这样一场标准不一的较量，公平性何在？

五、从律师执业规范与职业道德质疑强令律师作证的正当性

在极特殊情况下，律师确实有可能在与被告人对立的立场上指摘其犯罪行

为。但注意到，这或是为阻止尚未发生的严重犯罪，或是由于律师受到被告人的

指控，为了自己利益不得已而为之；其目的绝非指控被告人犯罪行为，而是更好

地履行律师职责。所以一个宽泛但确切的论断将是：律师最主要的职业道德在于

维持与客户的信任关系、为客户的信息保密；而背离保密义务应是罕见的例外，

10 参见吴红缨，激辩李庄案，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 12月 31日
11 参见陈有西，北海律师案的《刑诉法》意义，2011年 7月 2日，新浪微博“陈有西律师在上海”，

http://weibo.com/profile.php?uid=1803570001&page=2，最后访问于 2011年 7月 3日

http://weibo.com/profile.php?uid=1803570001&page=2%EF%BC%8C%E6%9C%80%E5%90%8E%E8%AE%BF%E9%97%AE%E4%BA%8E2011%E5%B9%B47%E6%9C%883


不应成为律师职业规范的主流内容。

美国律师协会颁布的注释版第六版《美国律师执业行为标准规则》在序言中

精炼而深刻地写道：作为辩护者，律师必须积极地在对抗制的规则下维护客户的

立场12。而美国律师协会对规则 1.6“信息保密”的评论又称：律师和客户之间

的关系中的一个基础原则是律师保守秘密，因而客户被鼓励全面、坦诚地与律师

交流令人尴尬、甚至会引起不利法律后果之问题13。由此，美国刑事诉讼中律师

的首要职责就是为客户（被告人）辩护；这个职责必然要求律师以遵守保密原则

来建立与客户的信任关系。值得说明的是：在美国，保密原则不仅体现为律师职

业伦理上的保密义务，也体现为美国联邦证据法上的律师—客户特权。

由上所示，尽管我国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法也有对律师保密义务之规

定，但是与美国之情形有本质不同：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既没有规定律师

的保密义务也没有规定律师保密的特权，所以严格地讲，刑事诉讼本身并不要求

刑事辩护律师考虑保守被告人秘密的问题。其次，观察《律师法》第 38条“律

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之规定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 9条相似规定，我国对于保密原则只

是在义务的角度上加以规定，没有将之作为律师执业活动中一项应被保护的权利

——这也和前文多次提到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用微妙手法确定了辩护律师不可

豁免的到庭作证义务的结论相呼应。

再次，对比两国律师保密义务之范围不难发现：美国要求律师对客户的所有

资料都要保密，只有特殊情况下才能背离保密义务地披露客户资料；而我国《律

师法》和《执业行为规范》却以列举方式将保密义务限定于国家机密、商业秘密

和个人隐私三个方面。这一方面将国家机密置于其中，加重了律师保密义务；另

一方面，有意地将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案情排除在外，进而给法院依《刑事诉讼

法》第 48条之规定强令律师到庭作证留足空间。《律师法》和《执业行为规范》

并不是在考虑律师和客户信任关系的角度对保密原则进行规定，根本不能体现律

师职业伦理的特殊之处（若把它视作军人、法官等职业的责任与义务，也不会产

生任何不妥）；而这样鸡肋般的规定，对律师职业根本不构成自律的要求，也没

12 注：英文原文为 As advocate, a lawyer zealously asserts the client’s position under the rules of the adversary
system，参见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notated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Sixth Edition, 2007，
转引自方流芳，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法律职业伦理课程资料，第 91页
13 参见方流芳，同上，第 112页



有任何助益。

最后，美国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保密义务虽也有例外，但是在这些例外的情

形下，律师背离保密义务是有充分正当理由的：1.或是为客户利益正当使用保密

资料；2.或是由于客户行为可能会将律师牵连进犯罪活动；3.或是客户首先占到

了与律师对立之立场上。如上情形可以被归纳为“出于保护律师利益、维护法律

尊严的目的，才允许律师背离保密义务而站在客户对立面”。

我国相应规则并非如此。我国律师，一面既可不考虑客户的利益，为高度抽

象的“国家利益”之需摆脱保密义务约束；另一面也对法院传唤律师就其所知案

情作证的要求无力拒绝，不得以将客户利益置若罔闻。对比于美国重视律师和客

户信任关系的态度，我国这种律师执业行为规范，无疑惯常地逼迫律师时刻准备

以各种原因轻易站在客户对立面上，却不考虑律师职业忠于客户的需要和全部价

值。试想，被告人有何动力去聘请随时都可能因为作证而“出卖”自己对其的信

任的律师为其辩护？进而，作为随时可能脱离为客户辩护之立场，轻易就丧失辩

护能力的律师行业，存在之正当性与必要性又何在？所以我认为，虽然律师在任

何时候都应当守法，但在接受传唤到庭作证的问题上断不能“仰法院之鼻息”。

这从破坏律师与客户的信任关系，损害律师职业的特有的伦理基础的角度看，不

能容忍的，也不公平。

结论

尽管现实法律运行中法院传唤被告人辩护律师到庭作证的情况确属罕见，但

是在我国刑事诉讼“知道案情的公民皆有作证义务”的规则下，律师和被告人不

得不随时面临律师被传唤作证的风险。对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虽然没有

为律师和被告人提供豁免作证义务的权利，但不能说法院就被允许这样行动，因

为这种行动显然与刑事诉讼法上证人当庭作证若干规则冲突。即便无视冲突，从

保障《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角度讲，被告人也应有如许豁免

律师作证之权利。并且，对于法院传唤作证的要求，律师无力反驳；相反却随时

可能因为履行辩护职责而陷入被控违反《刑法》第 306条的危险。这种双重标准

并无正当基础。故应考虑赋予律师豁免特权，以使律师得以安全履行职责，不被

司法机关裹挟着、无奈声讨自己本应支援的被告人。唯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才将是

平等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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