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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

确定和维护司法权威就成为重要的议题。作为司法机构的组成部分，法官的

个人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本身的权威。从普世性的法官职业伦理看，

法官良好的行为应当符合正直、独立、公正无偏私、行为得体、勤奋等等原

则性的要求。 

透过各国普遍规定了相应的法官行为规范，一个具有本土性的命题值得

我们深思。随着博士生导师（下述简称“博导”）制度在我国的不断发展，

法官已经成为法学院中博士生导师的一支备选梯队。而就“法官本身兼任大

学博导”该现象来说，其是否有可能有悖于法官职业伦理或者说法官本身是

否有能力胜任大学博导等问题都等待着进一步的质疑和讨论。 

就以上提出的问题，笔者试阐述法官兼任大学博导会导致一定的危害。

就此立场，逻辑结构论证如下：第二章，本文将具体概括法官兼任博导该现

象在我国的情况；第三章，本文将从实证层面，试分析法官兼任博导的社会

和个人动因；第四章，在理论层面上，笔者将从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两方面，

详细论述为什么法官不适合兼任大学博导；第五章，本文将基于前一章具体

原因的分析，探讨由此导致危害。 

 

二、 现象概述 

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法官进行一定的学术演讲、创作甚至是教学都普

遍存在，其中一些国家也直接通过立法肯定了法官的类似行为。例如，美国

《法官职业道德准则》准则四规定，法官可以教学、演讲、写作。1德国《法

官法》规定，除审判职务外，法官可以从事大专院校、公里教育机构或者官

方教育机构的研究和教学职务。2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法官行为规范》

第 83 条也有类似规定：法官“在不影响审判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利用业余

时间从事写作、授课等活动”。 

而本文的命题范围实际上不止于上面的讨论范围。在研究生教育采用西

式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上，国内的教育体制通过“博士后”、“博导”

等名词创造了自身的语境。博导作为博士生培养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主要负

责博士生的研究及论文指导。现实中，对于学生而言，相较于本科学校本身

对其影响最大而言，博士生阶段博导的“能力”和“影响力”则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其博士学位的“分量”。而对于博导们而言，其称谓事实上已经远

远超出了教学范畴，而被认定为高于教授的一级职称。3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法官开始了博导的兼任工作，在

肩负着审判工作的同时，也开始在大学里选学生、做研究。 

 

三、 “法官兼任博导”现象的原因 

        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谈到的“存在即合理”的理念而言，法官

                                                             
1
 Model Code of Judicial Conduct (2011 Edition), RULE 3.7,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administrative/professional_responsibility/2011_mcjc_rule3_7.a
uthcheckdam.pdf (last visited Feb. 22, 2013). 
2
 谭世贵等，《中国法官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472 页。 

3
 胡保利，“我国博导选聘制度的完善与创新”，载《辽宁教育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91 页。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administrative/professional_responsibility/2011_mcjc_rule3_7.authcheckdam.pdf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administrative/professional_responsibility/2011_mcjc_rule3_7.authcheckda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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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博导这一现象的出现必然是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事物的需要。本

章中，笔者将从此问题涉及到的主体出发，分析其存在的动因。 

（一）法官自身兼任博导的动因 

        就法官而言，其兼任的最大驱动力恐怕就是“博导”这个头衔所折射出

的“学术荣誉”。笔者断然无法否认可能存在这样一部分法官，其从事博导

工作完全是基于自己的志趣，希望在学术上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若“以小人

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全国各级法院审判压力巨大，很多基层法院法官周末

都需要加班的情况下，法官基于朴素的热情而兼任博导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

实在不容乐观。而另一方面，当“博导”这一雅称给法官本身带来“儒官”

之感，当“博导”能给法官的考核晋升带来一定优势的时候， 法官兼任博

导的外部动力反而显而易见。另外，博导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本来就属于法

学教育的精英，其日后在法律界中也很有可能取得一定地位和成就。而这样

的人际资源也会转化成法官的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的发展也能

带来好处。 

（二）学生接纳“法官博导”的动因 

不同于本科，博士生博士学位的分量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在

法学界的能力和地位。不可否认，在法律人这样一个职业群体中，“血统”

在很多时候决定了其在群体中的初始位置。而理所应当，“博导”作为博士

生攻读过程中其研究的主要指导者，成为了“血统论”中的决定学生血统的

关键因素。 

那么，就选择导师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学生自然不得含糊。事实

上，在多数人眼中，选择一个在圈中“地位高”、“有关系”、“有网络”的导

师是他们博士生研究阶段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在这样的价值衡量下，法官作

为博导中的一个备选项，就显得特别具有吸引力。作为实务中纠纷的解决者，

法官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案件以及当事人，仅就这一点来说法官导师即相较

于传统的纯学术性导师具有优势。不仅如此，尤其考虑到真正能在高校兼任

的往往都是法院系统的高层或骨干，选择这样的博导很可能就意味着更广更

优质的社会关系、人脉资源、以及课题资金等。4或者对于学生来说，无论其

日后从事的是律师、学者还是法官等工作，仅仅提及自己的博导是哪一位名

声赫赫的法官就可能给他带来无数的隐性利益。 

（三）高校吸纳法官作为博导的动因 

    对于高校来说，接纳法官作为博导的原因可分为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两

部分。 

在国内的“官本位”体制下，“高校行政化”常被诟病。5尽管高校自身

也在努力摆脱行政化的束缚，但就目前而言，行政机关等对于高校可施加的

影响仍不能忽视。所以就法官兼任博导而言，站在法官背后的可能就是法院

这样的类行政机关。在这样的行政体制下，在这样的法学生态中，事实上当

法院系统向高校发出一个博导兼任的“要约”，高校能够选择是否做出的“承

诺”的空间也许并不那么多。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在一些情况下高校也是很乐于接纳法官在本校从

                                                             
4
 王鹏伟、廖淑莉，“高校兼职博导的问题及加强管理的设想”，载《高教论坛》2011 年 3 月第 3 期，第 119

页。 
5
 李立国、赵义华、黄海军，“论高校的‘行政化’和‘去行政化’”，载《中国高教研究》2010 年 05 期，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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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博导教学任务的。相比于没有法官博导的高校，那些吸纳了法官作为教学

成员的高校便显得更加多元化。另外，在法律职业群体的生态中，除了血统，

团体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就上述所提到“博导”头衔给法官带来的学术荣

誉，其对合的正是“法官”头衔给高校在法律职业群体中提升的学校地位和

扩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在法官兼任博导的过程中，高校和法官们就自然演

化了若干个“非政府团体”，“抱团”之后互相假借影响力，形成更大效应。

除此之外，作为高校的决策者，其领导者往往也因为这样的互惠关系与法官

或者说法院系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实际上就可能成

为其日后在职业群体中继续发展和提升的优质资源。 

（四）法院接受其法官兼任博导的动因 

如同上文所讨论的法官动因一样，其个人利益和机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

是相符的。法院允许一部分法官在高校兼任博导，实际上是因为受益于由此

给其创造的一手政治好牌。假借高校之名，法院也可以又在形象宣传的时候

给自己再加上一块“学术性法院”的牌匾，标榜自身在不断在理论中实践、

在理论中提高。另除此公关效应，法官兼任大学博导也可以帮助其所在法院

在内部的评优评级等活动中加分。其原理与上述兼任给法官考核的利益相似。 

 

四、 法官与兼任博导的冲突 

本文开篇即表明立场，认为法官兼任博导将产生诸多危害。故在此章，

笔者将具体分析并尝试论证法官与兼任博导之间冲突的原理。就此，笔者将

主要从法官的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两方面阐述其与兼任博导之间的冲突。 

（一）法官的职业技能与兼任博导的冲突 

所谓职业是这样一种工作，人们认为它不仅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一般的

聪明能干，而且还要有一条专门化的但相对（有时则是高度）抽象的科学知

识或其他认为该领域内有的某种智识结构和体系的知识。6即便其共享一套抽

象的科学知识，法官与法学者的确选择了不同的阵营。既然在职业分布上出

现了这样的分工，那么二者自然在职业技能上有所偏重。 

1. “通才”与“专才” 

法官作为各种案件的裁判者，其需要了解其领域内所有法律法规的具体

规定，并依照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每一位法官都是一位通才，需

要在对分派他的各种案件撰写司法意见。7参考我国的法官任职条件，通过国

家司法考试就是成为法官必不可少的条件8。可见，对于法官的法学知识要求

往往着重于广度。 

而另一方面，在研究生体制内，博士生往往所研究的课题都是在一个大

的部分法下某理论问题的细致研究。那么作为其导师，博导所具备的职业技

能便也是能在这样的细致理论问题上有过一定研究或者研究能力，学术造诣

较深。一般来说，博导的考核和遴选都将科研项目、学术成绩作为衡量标准。
9所以，对于作为法学者的博导来说其职业要求往往更看重知识的深度。 

                                                             
6
 刘小吾：《走向职业共同体的中国法律人：徘徊在商人、牧师和官僚政客之间》，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第一

版，转引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一版版，第 44 页。 
7
 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一版，第 189 页。 

8
 我国《法官法》第十二条规定：“初任法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

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9
 如中山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科研条件基本要求（2009 年 3 月修订）就有规定要求博士生导师申请者

“近五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名义在国内核心期刊（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最新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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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法官的通才定位，那么博导的定位则是“专才”。如果说法官职

业的知识框架是一个面的话，那么作为法学者的博导的知识框架就是一个向

下不断钻研的点。所以说，在几何学上，二者的职业技能并没有多大的交集。

那么如果一个法官要有足够的能力兼任博导，其就必然既是“通才”又是“专

才”。从应然层面看，一个人本身又是专才又是通才在逻辑和定义上本来就

是冲突的，否则这类人只能被定义为“全才”；从实然层面看，一个法律从

业者既能对所有法律条文的详细规定有所掌握，又能在某一特定学术问题上

学贯中西饱览群山的概率也并不高。所以，即便在共同的法学知识平台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官很可能并不掌握成为博导的职业技能。换言之，一个好

的法官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博导。 

2. “遵循法律”与“创造性研究” 

“法官”和“博导”两职业就技能层面的第二冲突就在于二者从业者的

职业思维习惯不同。作为司法正义的实现者，法官要做到的就是严格遵从法

律的规定并将其如同复制一般适用到具体的个案中。法律制度都高度珍视法

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0。可以说，在司法裁判中，法律的明文规定永远处于

第一位。形象的说，法官就犹如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他依照模板，做着繁

琐、大量而又重复的生产和组装工作。 

而博导则不同。作为学者，其学术的创新性和原创性往往被珍视。博导

不必每年完成定量的命题作文，而可以每年就一两个自己有点原创想法的题

目撰文一两篇文章，而不会失去学术地位。11他可以在咖啡厅、在办公室、

在家以自己惬意的速度慢慢思考。 

与法官相比，在博导的角色定位下，一个法律人不需要不断的回忆很多

条文，因为实在法本不一定是真理，也不一定蕴含着学术创新。他不需要拘

泥于法条的包围中。若对应上文中将法官比为流水线的工人，那么法学者更

像是诗人、文人，可以超出实在法模板的范畴，更多的思考，批判和构建。 

那么，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集于一个个体，集与一个是博导的法

官和一个是法官的博导时，这两种思维模式能否兼容就或许要打一个问号。

或者说，在这样大相径庭的思维模式，法官能够自由的运用两种思维模式而

胜任两份不同的工作就值得疑问了。 

（二）法官的职业伦理与兼任博导的冲突 

如果说上一段落主要探讨的是就法官能力而言，其能不能胜任大学博导

的职务的话，那么这一段落从法官的职业伦理出发，其着重阐述的就是法官

应不应该担任大学博导的问题。显然，本文的立场是法官的职业伦理使得其

并不适合兼任高校博导。 

作为正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者，法官的一举一动无疑直接影响了司法

的权威和公众对其的内心确认。所以，在各国法律中都有相应对于法官行为

的规范。如在联合国《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12中，法官良好行为的七个

原则分别是:行为得当、独立、正直、公正、平等、能力与勤奋和责任。同样，

                                                                                                                                                                               
或国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属于申请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8 篇，其中一类刊物论文至少 1 篇、二

类刊物论文至少 3 篇；”。 
10

 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一版，第 189 页。 
11

 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一版，第 189 页。 
12

 The Bangalor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Conduct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corruption/publications_unodc_commentary-e.pdf (last visited Feb. 22, 
2013).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corruption/publications_unodc_commentary-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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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美国律师协会所起草的《法官行为示范法典》13中，其涉及的法官职业

道德准则包括正直与独立、避免不当行为、公正与勤勉、职务外活动及政治

活动等方面。另外，英国《法官行为指南》中也将政治、司法独立、公平、

通通晓法律内容、行为端正作为基本准则。14事实上，我国的《法官法》也

提出了以上类似要求。所以，归纳而言判断法官是否适合兼任博导的标尺就

是以上提到的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正直、独立、避免不当行为、公正、

勤勉。 

1. 与“正直、无偏私”的冲突 

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司法体制下，公众对法官队伍的信任十分关键，它直

接关系到以法治为保障的民主制度。因此，各国法官行为准则都有关于正直

原则的相关规定。正直原则与维护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密切相关，法官们在法

庭内外的任何行为都影响着公众对法官的正直无私、公正和良好判断的信任，

这要求法官在在为私人行为时，也要向人们展示对法律和正直的信任。15由

此可推知的法官职业伦理一项基本内容则是法官不得在公共场合谈及自身

审理的案件，包括对于案件审理的事实性重述和具体的价值观点表达。就其

原因，可作如下阐述。首先，法官在公众场合向他人谈论审判的具体事实，

可能会泄露其中涉及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对当事人权益造成损害。更重

要的是，法官所袒露出的关于案件的观点由于本身带有了法官个人的价值性

判断，很有可能出现对某方当事人一定的倾向。而这样的倾向，在公众看来，

也很有可能转换为法官对某方当事人的偏袒从而影响未决案件的审理和司

法公正。另外，法官对于已决案件的观点可能会动摇案件的终局性。简而言

之，对于法官来说，其无法像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相反，其

必须将自己的部分言论自由的私益让渡，以树立司法机制的权威。16 

而与上述言论克制相反的， 正是身为博导所应当发扬的“学术自由”。

引用学者江平的话，“大学应当是独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独立和学术

上的自由。这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没有它，大学就没有灵魂”。17所以，法学

者做学问，应当是在其胜任的范围内探索、发现、发表及讲授他们所见的法

学真谛而不受其他权力约束。这样的探索，当然也应该不仅及于法学理论，

而更可能涉及司法判例等。 

由此，即出现了悖论。法官一方面要基于职业伦理保持言论抑制，而另

一方面又要秉承学术精神对学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到底要不要说，

说什么，说到什么程度必然成为一个问题。而有趣的是，从法官兼任博导的

初衷来说，其最大的优势正在于其在实务司法中的经验与累积。如果法官在

讨论判决方面受到了不少的言论限制，那么担任博导的合理性似乎也值得质

疑。在冲突的职业伦理下，言论的边界似乎并不是理论上能够真正划清界限

的。稍有不慎，这样的兼任就可能违反其中任一职业伦理，甚至损害司法权

威。由此，法官兼任博导的正当性也值得质疑。 

2. 与“独立、避免不当行为”的冲突 

                                                             
13

 Model Code of Judicial Conduct (2011 Editio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americanbar.org/groups/professional_responsibility/publications/model_code_of_judicial_conduct.h
tml (last visited Feb. 22, 2013). 
14

 怀效锋主编，《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第一版，第 390、511、567、571 页。 
15

 张媛媛，“论法官职业伦理”，山东大学法学院 2010 年 3 月，第 20 页。 
16

 Jonathan Soeharno, The Integrity of the Judg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91 (2008). 
17

 江平于中国政法大学六十年校庆庆典上的讲话，详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2dxt5.html。 

http://www.americanbar.org/groups/professional_responsibility/publications/model_code_of_judicial_conduct.html
http://www.americanbar.org/groups/professional_responsibility/publications/model_code_of_judicial_conduct.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2dxt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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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的核心，而法官独立又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因此，

独立性是法官职业的最重要特征。18司法独立需要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只依据自身的判断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而不受来自任何可能会影响裁判的外

在影响和压力。而在职业伦理的语境下，司法独立不仅向法官提出了自身独

立的要求，也要求法官不能给公众以任何印象认为其可被影响。综合对于法

官避免不当行为的要求，我们可以理解为法官职业伦理要求其避免实施任何

可能减弱公众对司法信任的行为，使得公众怀疑或者不信任法官的独立与无

偏私。 

如在第三章中所述，现在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其他学科中，目前都存在

学术团体化、朋党化的现象，甚至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那么，当法官作为

一个博导，具体指导若干个学生的时候，这种朝夕相处的关系理所当然的会

加深其之间的关系。久而久之，法官门下可能络绎不绝，于是法学界中又会

多出“李门”、“张门”等等。在这些门第之间，博士们不仅以同门相称而网

罗社会资源，而更可能以导师的大名争取利益。且不用说导师真的给予学生

什么实际利益，光是顶着某法官博士的这块招牌，也能换取不少的信用利益。

试想一下，当一个作为执业律师的博士，向其客户透露其导师正是受理案件

的某位领导时，在客户看来他的办案能力是否能够增加可想而知。 

所以，在当今的高校体制内，兼任博导使得公众知悉法官身边有这样固

定的一群人，他们时常可以与其交换法律观点，甚至私交甚密。人们也许不

能接近法官，却可以通过接近这些学生以达到影响其导师的作用。至少，人

们会存在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们可能通过学生接近法官为自己谋取利益。简

而言之，“法官兼任博导”会给公众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而这样的信息是

损害法官形象，与其职业伦理向违背的。如方流芳教授提到的那样，所谓“惟

名与器,不可假于人”，法官在这一点应当是非常小气和敏感的。 

3. 与“勤勉”的冲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司法系统的审判压力可谓日益增加，对于各

地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加班已成为常事。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为例，

2012 年，朝阳法院收案量达到 60670 件，比收案量排在第二位的基层法院多

出近 1.7 万件。记者了解到，这个数量级意味着，朝阳法院 233 名办案法官

去年平均每人结案 252.2 件。其法官基本已做到满负荷甚至是超负荷工作。19 

同样，博导工作也并非闲差。作为法学者，尤其是指导博士生的法学者，

博导们需要通过阅读大量的国内外著作以了解及掌握其学科领域内的理论

知识。不止于此，除与前沿理论的更新保持一致外，博导们还需要大量的时

间来进行反思、推敲、构建，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出创新性的学术贡献。与

实务工作不同，理论研究并非在快节奏中完成任务，其要求人能够真正静心

和沉淀。 

于是，冲突再次产生。在司法压力巨大的背景下，法官们似乎分身乏术，

并无足够多的时间进行学术创造与思考。在不违背法官职业伦理的情况下，

兼任博导的法官就可能违背了教师的学术伦理，不能充分了履行职责真正给

予博士生的研究工作以指导与帮助。但若法官投入足够多的时间精力保障博

导工作的完成，审判工作则很有可能受到影响。正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所强

调的一样，法官只有在不影响审判工作的下，才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授课等

                                                             
18

 张森年，《司法职业道德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一版，第 116 页。 
19

 法制日报，《法官年均结案 252.2 件保质压力大》，2013 年 0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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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20审判工作的优先性、严肃性和庞大工作量再次挑战了法官兼任博导

的正当性。 

4. 与法官“政治伦理”的冲突 

我国的法院虽然不实行直接领导，但是其行政色彩的浓厚也成为不争的

事实。所以，当扮演法官的角色中，行为人必然也合乎情理的会考虑到政党

的影响力、民众的承受力以及其在机构中的职位晋升等等问题。简而言之，

法官的职业伦理中还含有一部分隐性的政治伦理。 

法学者则不然，其遵从的永远是学术伦理，其必须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

精神。 

于是，当行为人在“法官”和“博导”两个角色中穿梭的时候，其针对

特定案件、法律现象等的评价就会由其角色而分化，甚至可能得出完全不同

的结论。就如同之前所谈到的“言论抑制”一样，法官在兼任的过程中能否

时刻明晰自己彼时彼刻的角色而发表适当的言论，法官自己会不会对这样的

矛盾的身份定位产生困惑，在不同定位下法官表达的不同观点是否会对公众

造成疑惑并引发司法的信任危机都是需要进一步质疑的。需要说明的是，笔

者在此并对法官现存的政治伦理持肯定态度，而是站在实证立场上，探讨法

官不适合兼任博导之原理。 

 

五、 法官兼任博导的危害 

在分析了法官兼任博导的动因和兼任的冲突原理后，自然需要最后讨论

的就是法官兼任的危害。事实上，其危害的推导正是基于法官兼任现象产生

原因的正当性质疑以及法官、博导二者间职业技能和伦理的冲突分析。 

（一）“法官”无法胜任“博导” 

就如同用人单位在考核应聘者是否适合其职位时，接收一个员工后最不

幸的就是发现其无法胜任其职位的工作。而如前所述，法官无论是基于知识

的体系结构、法律思维模式以及其能够贡献给“博导”岗位的工作时间，都

与一个真正博导所需要达到的工作要求相距甚远。这无疑是法官兼任博导的

最直接危害。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下，兼任博导的法官无法给跟随

其作学术研究的博士生们以尽职的指导，也无法全身心投入审判工作，可谓

得不偿失。 

（二）由角色的混淆而带来的困惑 

由于角色混同而带来的困惑往往是基于职业伦理的差异和不兼容，法官

的“正直、无偏私、独立、避免不当行为”、“政治伦理”等与博导作为学者

的“学术伦理”显然产生了矛盾。所以，当法官将自身置于这样的伦理冲突

时，往往会面临身份困惑。不仅如此，当公众面对这样的身份混同时，也会

产生相应的法律观念困惑。 

首先，“法官兼任博导”导致自身身份困惑。如前所述，显然“法官”

与“博导”二者的职业伦理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当其集中于一个行为人的

时候，该个体往往很难在灰色地带分清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换言之，

当同时担任“法官”和“博导”时，法官至少需要耗费很大的成本来判断和

组织其行为，以免遭致指责。而这样的成本，与其收益相比较实际上并不合

算。因为在高校中我们其实并不缺乏人才，大学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寻

找更合适的博导人选，并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给予学生实务方面的教学。

                                                             
20

 《法官行为规范》第 8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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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在很多情况下，即便法官谨小慎微，花费了极大的成本小心翼翼

的维系两份工作，在灰色地带中法官行为的边界有时候根本是很难被预知的。

法官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在理论上都可能产生极大的争议，即

便是学术顶尖的法学家们，也可能无法给出确定答案。事实上，也没有一个

详尽的职业准则，能够真正明确的知道法官进行行为。那么，在这样模糊的

界限下，法官如何在职业间转化必然成为一个问题。在“法官”与“博导”

已经进行了角色异化的情况下，我们又人为的将其角色混同，立场的重叠不

免会导致法官思维模式的混乱。在一片漆黑的夜晚行进，法官又怎么能分清

自己是站在陆地的哪一端。在兼任的过程中，法官可能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是谁？”。身处于这样的身份困惑中，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法

官很有可能不能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而这势必会对司法系统的运行带来

不利益。 

其次，“法官兼任博导”也会带来公众的法律观念困惑。在并不清晰的

灰色地带内，法官们的行为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其行为可能基于法官职

业伦理也可能基于博导的学术伦理。实际上，针对同一法律现象或者司法案

件，“法官”和“博导”完全可能基于不同的立场给予完全不一样的评价和

表达。走在钢丝线上的法官们，也就可能传递出前后观念不一致的言论。那

么，当公众面对这样具有不确定性的行为时，法律在公众中的内心确认必然

受到影响。此时，公众往往会产生疑惑：哪一言论是可信的？哪一言论是正

确的？为什么法官传递出来的言论会与其司法实践相冲突？也许这样的冲

突对于法律职业群体来说是可以理解或者接受的，因为其自身已经养成了一

定的法律思维，也可以接受角色异化后产生的差异。可是对于法律意识、观

点并未成型的公众来说，这样的冲突就会带来不解。犹如对于学龄前的儿童

来说，父母总希望给他一致的信息，否则他也会产生观念困惑，不知谁对谁

错。 

（三）负法律文化的形成 

        在本文的语境中，法官兼任博导的动因的正当性本身就值得怀疑，也就

是说，兼任在价值理性层面是站不住脚的。从上述的动因而言，在法官兼任

博导这个制度中，法官得到了学术荣耀和升迁资本，学生倚靠上了法官的职

业声望和社会资源，高校获得了相较于其他竞争对手的更高影响力和地位并

且其领导也由此与法院系统加固了“关系”，而法院也由此获得了政治资本，

以帮助其进行各种评优评级。对于这其中的四个主体，可谓是各取所需，实

现了多赢。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这样制度下所被创造出来的利益并不具有正当性。

换言之，该四主体所各取的利益对司法制度、法学教育或者整个法学界并没

有带来多少正外部性。法官获得的学术荣耀并不等于其学术造诣，而兼任也

只被当做一种手段。当法官并不带有教育的热情和真心时，很难想象其真正

能拿出多有质量的学术研究，又真正能潜下心来指导多少个学生的学术研究；

当一个学生不以学术为目的，总期望狐假虎威式的借助导师声望以谋求利益

时，其能够投入于学业的精力又有多少；当一群学生都以导师的影响力而非

学术能力为标尺选择老师的时候，这一群学生或者说这一个学校的学术理念

又会受到怎样的冲击；当一所高校在行政化的阴影下毫无选择的接受法官作

为其博导时，学术自由以及以学治校的理念又被置于何处；当一所高校不再

看重博导的学术成就以及科研能力，反盯着怎么打一手政治牌的时候，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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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创新和深入又如何进行；当一个法院指望从“法官兼任博导”中获得

评优表上的那几个加分项的时候，法院又真的能从这样的兼任中吸取到多少

学界的建议和意见。事实上，在这样的动因中，原本谋求将法官作为媒介并

联司法系统和学术界的目的已经荡然无存。 

相反，法官兼任博导不仅没有带来正外部性，反而累积出问题。事实上，

通过该兼任中的利益分析，与其说兼任是一种交流，不如说它是一种交易，

买方卖方心照不宣。那么，如果让这种交易继续存在，势必会在法律职业群

体中养成一种职业惯性。通过一种简单的制度设计，分属于各个阵营的法律

人就可以完成利益的交换。在这个市场，无论是对于买房还是卖方，他们的

交易成本都很低，而相较而言，收益却很高。由此下去，供求的增加和市场

的繁荣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法律文化，就培养出什么样的法律

人才。我们很难相信，在这样惯性养成下的法律文化，能够真正培养出实务

界或者理论界的真正人才。 

（四）司法权威的减损 

如同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1可以说，法

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最终力量来源于公众对其的内心确认。事实上，法

律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公民内心的法律情感，而法律的权威性也应

该更加体现于其被规制者内心对其的信仰与维护。 

而公众内心的法律情感的养成自然与法官司法及超司法领域的言行举

止是分不开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身体力行的公正，从内心深处唤起了人们

对法律的信赖和亲近的情感，这种情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和信仰，

相反又可以成为支持法律的实施和自觉遵守法律的强大精神力量，而这种力

量正是司法独立得以维持的民众基础。反之如果法官司法不公，民众就会远

离法律，规避法律，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法律，司法独立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

民众基础。22 

在法官兼任博导很有可能违背法官自身的职业伦理，与“正直、无偏私、

独立、避免不当行为、勤勉”等准则相冲突时，其实兼任的危害已经显而易

见，事实上，本文在第四章所论述的种种冲突就是危害本身。当公众看到法

官的门第前络绎不绝的门客时，公众会怀疑法官还能否如同原本一样，“像

隐士一样”生活而不受旁人观念的左右以实现“独立”；当公众发现一篇篇

以法官名义发出的学术论文的时候，他们会怀疑法官原本的审判精力是否被

分散，法官是否还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和大脑空间来认定案件事实、分析法律

关系、准确适用法律。 

面对法官兼任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公众有理由相信作为司法的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法官无法实现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与公平。从法官的身上看到

这样的冲突后，人民不免对其内心所向往的法官的正直、不偏倚等等形象失

望。而这样的失望，就直接影响公众内心的法律情感。当人民不再坚定的信

仰法律的时候，其对法律的内心确认也就随之改变了。由此，司法权威失去

了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根基。这才是法官兼任博导的最大危害！ 

 

六、 结语 

在法官兼任博导现象层出不穷的背后，本文首先从实证角度出发，阐述

                                                             
21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一版，增订版译者前言。 
22

 王淑荣，《论法官职业伦理——一种法官职业化视角的研究》，吉林大学法学院，2007 年 10 月，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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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现象产生的动因。其次，在理论层面上，从职业技能与职业伦理两角度，

试论证了法官不适合兼任大学博导的原因。由此，基于该现象实证产生原因

的不正当性以及理论上二者职业冲突的分析，进一步讨论了法官兼任博导的

危害。事实上，法官自身从职业技能角度并不能很好胜任博导的职务，并且

也有违法官“正直、无偏私、独立、避免不当行为、勤勉”等行为准则。兼

任带来的可能是法官角色定位的混淆以及其自身和公众对此产生的困惑，也

可能是所谓“名利互易”的交易惯性和逐渐形成的负法律文化，更可能是公

众对于司法的内心确认的降低以及司法权威的减损。笔者认为，无论从事实

层面还是价值层面，法官都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兼任博导。要达到司法实务与

学术研究的交流，法律人完全可以寻求其他更好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