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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倫理課程在許多方面都相當獨特，但最顯著之處莫過於其與所有實
務領域都有關。在每一法律專業領域的每一位律師，都會面臨律師專業責任
與專業角色的問題。大多數律師的日常生活往往涉及與委託人、同事、對
手、法官、政府官員、以及「法律」之關係，雖然平淡無奇，但至關重要的
抉擇。
本書探討律師如何鍛鑄其專業身分。本書的分析從兩個層面進行。首先
關注的是個人責任的問題；焦點集中在通往律師之路的個人抉擇，以及正當
化或質疑這些個人抉擇營造的團體專業自我形象。第二類問題則涉及律師界
所有成員共同承擔之集體責任。這些問題往往牽扯到更廣泛的社會正義問
題。例如，法律服務的提供、律師界的規範架構、以及倫理標準對律師界與
公眾的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律師執業法則」─律師行為準則與規範律師執業
之其他法律─是本書分析的架構，但我們的分析不以此一範圍為限。律師
專業身分是由比明文化規定的律師倫理規範中所述之更為複雜的價值觀和壓
力塑造而成。為此原因，本書雖以律師執業法則做為論述起點，但不是唯一
的準則。我們深信此一主題也要注意到律師執業的狀況，亦即律師實際執業
的狀況以及其賦予工作意義之道德理想。我們的目標是提供廣泛的資料。資
料來源不只是法學，也包括歷史、哲學、心理學、經濟學，與社會學，以期
能在更多元的脈絡中探討律師專業身分的問題。
多年以來，法律倫理這個課程一直是多數法學院的獨特學科，其原因不
只是其與所有實務領域都有關。這個課程算是課程中的醜小鴨，很多學生與
多數法學教授都厭惡這個課程。傳統上，這門課程的知識內容不多，盡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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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濫調：學生都被告誡不只要好，還要非常非常好。結果，整個學期都像是
在進行畢業典禮的演講，且往往是由工作量負荷過重的院長抽空講授或兼任
教授披掛上陣。
與所有實務領域都有關的課程怎麼會變成最讓人反感的課程之一呢？其
困難之處就在於法律倫理這個課程在實體法上的不足；直到 2004 年之前，
極少有涉及法律倫理之問題對簿公堂，也少有學者對這方面做研究調查。所
以，此一課程也給人一成不變的印象；倫理學與社會、經濟、或政治學的蓬
勃發展好像對法律倫理一點影響都沒有。二十年前，幾乎沒有關於法律專業
方面的實證資料；往往是以執業經歷事件填補缺口。所有這些缺失都是因為
這個課程給人既不是極具爭議性也相當無趣的感覺。有些學校甚至將這個課
程濃縮成一堂演講課，有一位著名法學院的院長將法律倫理內容精簡成一句
話告誡入學新生而聞名遐邇：「絕對不可以將個人資金與委託人資金混在一
起。」
過去二十年期間法律界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是法律界日益重視律師
專業責任與規範。有關律師倫理及其法律服務的提供，已成為律師界本身與
外界廣泛關注的問題。自 1970 年代以來，律師執業法則蓬勃發展；實證研
究的發展也不遑多讓；而律師專業角色的哲學基礎也已吸引愈來愈多的研
究。
律師執業法則與實證研究的快速發展，突顯出法律倫理課程之獨特性。
與其他實體法領域相比，這一學科的固定原則較少，而未解的基本問題較
多。因此，本書集中在問題上，再附帶討論的要點和問題。然而，在這些資
料中提出之問題很少只是假設性的；而是借鑒實際個案、實證研究、個人訪
談、新聞報導以及學術刊物的經驗，所以這些問題涉及真實的生活和實際的
後果。
我們依據的是實際問題的精簡版本，所以有其限制。課堂上的分析無法
複製工作保障、專業身分、經濟報酬、個人友誼、道德原則與社會後果所帶
來的律師執業壓力。然而，基於同樣的原因，因為學生在法學院的環境沒有
這種律師執業壓力，所以可以針對律師專業角色的基本問題自由討論，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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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從既定利益所得出的具體解決方法。我們希望學生透過這種比較不受
自利牽絆的自由討論，並且將討論專注在職場與時間所限而難以接觸之補充
資料，有助於學生知情而熟慮。因此，在日後真正執業時，也比較容易認清
與解決律師專業責任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接受問卷調查的律師，都一致支持
1

法學院增加法律倫理的課程 。
當然，在課堂上標榜「道德高度」遠比在真實生活中容易得多，即使
「高度」顯而易見。但是，本書的討論主要是聚焦在最適當的行為本身並非
不言自明的情況。我們關注的焦點不是像帳目不清這類問題，而是在其中涉
及價值取捨或仍無定論之教條與政策問題之領域。雖然接下來的很多問題都
沒有確定的答案，但是本書補充的資料能對正確的問題建議較好或是較壞的
分析方法。然而，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前，將焦點放在法律倫理的某些假設
上，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

註釋：法律倫理中的「倫理」是什麼？
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倫理」是狹義地指稱規範律師行為之專業法規系
統。然而，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法律倫理則泛指倫理的一種，一如哲學與宗
教所了解的傳統倫理。從這個廣泛的角度來看，法律倫理比法律規範還要深
入：它所關注的是我們身為律師在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層面。如蘇格拉底就
「 倫 理 」 指 出 ：「 倫 理 不 只 是 任 何 問 題 ， 而 是 關 於 一 個 人 應 該 生 活 的 方
2

式 。」
本書的組織前提是法律倫理的這兩個層面是不能分開的。只針對明文化
之倫理原則進行研究，而不研究更廣泛的倫理原則，是毫無意義可言；專業
行為守則若忽略那些被其規範之律師的道德承諾，就注定失其意義。另一方
面，純哲學的法律倫理研究，因為與法律實務之體制與理論基礎脫節，也是

1

Deborah L. Rhode, Pro Bono in Principle and in Practice, Journal Leg. Educ (2003); Robert Granfield
& Thomas Koenig, “ ‘It’s Hard to be a Human Being and a Lawyer,’: Young Attorneys and the
Confrontation of Ethical Ambiguity in Legal Practice” 105 W. Va. L. R. 495 (2003).
2 Plato, The Republic of Plato 31 (Allan Bloom trans. 1968), 35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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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無效。所以我們的目標是將倫理分析的兩個層面整合起來。
法規的研究在法學院課程中，是見習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它就是
法學院課程。另一方面，倫理學依蘇格拉底之定義，是在道德哲學的範疇
內，是很多律師、法學院學生與法學教授所缺乏的訓練。但是，就本書的目
的而言，不需要這種背景：即使是在廣義的蘇格拉底定義下，大多數學院派
的道德哲學所關注的，是與法律倫理沒有多少直接關係的技術性理論問題。
在本書中，我們會經常思考哲學論點，但不需要關注其技術層面。我們的分
析就從法律倫理課程中經常提起某些一再發生的問題開始。
倫理與道德
一個明顯的問題開端是，究竟什麼是倫理，以及它是否與道德不同。在
日常交談中，這兩個詞語有時有不同的含意。當我們責備律師或其他專業人
士「違反倫理」時，我們通常指他們不誠實，亦即他們說謊、欺騙、或涉及
利益衝突。反之，稱某人「不道德」時，則可能聯想到一種墮落形象，亦即
殘酷、淫亂、或其他不公不義的行為。但是，道德哲學通常不會將「倫理」
與「道德」這兩個詞語侷限於狹義用法；本書亦然。
這不意味著所有哲學家的用詞都可以交替使用。有些理論家，包括著名
的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Hegel），就只將「倫理」這個字專指一特定
3

社會的習慣標準，亦即社會風氣 。例如，荷馬時代的希臘重視個人榮譽勝
於其他倫理考量；而孔子時代的中國儒家則強調明辨、中庸與均衡。另一方
4

面，「道德」一詞則往往指涉及抽象的對與錯之普世標準之哲學體系 。康德
著名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人道對待，不論是自己人
或是其他人，都要做為目的去追求，而不僅僅是一種手段而已─即為這種
5

普世道德原則的一個示例 。康德認為，「定言令式」是放諸四海皆準且是亙
3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266-94 (A. Miller trans. 1977); 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5-7 (1989).
4 Id. at 364-74.
5 Immanuel Kant,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46 (Lewis White Beck trans. 1959 2d
ed.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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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不變的道德定律，他提供了一個純哲學的真理論證。
以理論為基礎之道德及以習慣為基礎之倫理兩者之間的差異，表徵日常
判斷與哲學理論之間的明顯區隔。但是大多數的當代理論家卻懷疑有任何明
顯區隔之存在。如理論家們所說，道德的哲學理論通常是反映及強化文化的
主流道德標準與常識，例如康德的「定言令式」就有兩項獨特的規約，都與
抽象哲學無關。首先，康德堅持道德法律適用於每一個人：它是泛指「人
道」。其次，康德教導我們視他人為目的，而非只是手段。第一道命令─
完全以道德考量對待每一個人，包括不同種族、國籍或宗教之人─幾乎不
能算是個學院派哲學家的創見。同樣地，在每日的生活中，我們經常批評別
人把人當做工具利用。例如，「他只是在利用她」，幾乎成了一個熟悉的口頭
禪，也成為道德說教的老套話語。康德哲學的獨特性不在於其核心道德見
解，而是所依據之論證。由於哲學的道德理論，如康德之理論與我們習慣的
倫理傳統重疊（世俗及宗教），倫理與道德之間的一般區別似乎沒有幫助。
然而，接受習慣上的倫理信念以及對倫理信念進行批判性的反思，這兩
者之間仍然有一個重要差異。哲學家於是藉由區分實然性道德與批判性道
德，以闡釋這項差異。實然性道德指的是一特定社會的主流道德傳統。批判
性道德則是有系統地檢驗這些傳統以決定是否應該遵守、修正，或廢除。法
律倫理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對法律實務之實然性道德進行批判檢驗。在本書
後面的章節，一些傳統的標準，例如對委託人忠誠、保密、與法律服務之利
用，都要接受這樣的分析。
道德相對論
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問題，與道德判斷的基礎有關。特定社會之內與外之
間，其價值觀明顯不同。從這個不言而喻的道理，許多人都認為道德是一個
見仁見智的問題，沒有人有權將他或她的價值觀強加於其他人身上。哲學家
形容這種觀點是道德相對論（moral relativism），因為此一種道德相對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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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道德並非普世性，而是與個人或文化相關的價值 。這種相對論源於一種
健康的本能，亦即寬容的本能。我們有理由懷疑是否我們應該遵循「不可妄
7

斷別人，免得被人所妄斷」（judge not, lest you be judged.）之類的訓誡 。似
乎只有在我們自己非常確定我們的判斷是正確時，道德譴責才有正當性。鑑
於很多倫理問題非常複雜，因此也往往欠缺這種確定性。道德相對論似乎是
值得稱讚之謙虛本能的自然表現。
但事實上，即使是那些自稱為道德相對論者，也幾乎沒有人願意全盤接
受相對論。如果有人無端侮辱我們，竊取我們的財產或背叛我們的友誼，這
些行為自然會受到譴責。某些極端行為，例如奴隸制、恐怖主義和種族屠
殺，在任何辯護分析中也似乎令人憎惡。如果違反相對論者本身之標準，相
對論者也可譴責這類行為。但不論如何，言行一致的相對論者必須承認，另
一個人從事這類行為，只要不違反其原則，即完全具有正當性。一方面譴責
這類行為，一方面又堅持其他人可以正當從事這類行為，應該很少有人願意
或能夠做這種不合邏輯之事。例如，假設有一個被你視為好友的人，拿走你
的工作並聲稱這是他自己的，或做了不誠實的行為卻指責是你做的。一個真
正的相對論者就不得不承認「我想那是錯的，但從他的觀點，也許他的所作
所為是對的。我憑什麼說人家？」如果這樣的反應沒有道德說服力，那麼就
是告訴我們，以相對論作為一種道德理論似乎有些問題。此外，相對論者主
張，因為不存在普世的道德標準，因此強加自己的價值觀是錯的，這豈非自
相矛盾。如果沒有普世原則，則相對論者以何種標準認為道德譴責是「錯
的」？
相對論也忽略一種可能性，亦即道德問題雖無正確答案，但有些答案卻
6

There is vast literature on relativism.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and useful treatments are Gilbert
Harman & Judith Jarvis Thomson, Moral Relativism and Moral Objectivity (1996); Gilbert Harman,
“Moral Relativism Defended,” 84 Phil. Rev. 3 (1975); Bernard Williams, 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 20-26 (1972). For good overviews of the relativism debate as it relates to legal ethics see Paul
Tremblay, “Shared Norms: Bad Lawyers and the Virtues of Casuistry,” 36 San Francisco L. Rev. (2000);
W. Bradley Wendel, “Teaching Ethics in an Atmosphere of Skepticism and Relativism,” 36 U. San
Francisco L. Rev. 720 (2002).
7 Matthew 7:1. See also John 8:7 (“He who is without sin among you, let him cast out the first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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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比其他答案更有辯護力、更有條理、更前後一致、更有關聯性等等。事
實上，個人與文化對於道德問題雖然各有不同意見，但不足以證明道德正當
化是不可能的。科學主張也受到同樣廣泛的爭議。很多社會相信地球是平
的，但並未因此使我們否定地理學的正確理論。的確，我們有時對自己的道
德觀遠比對事實的評估更有信心。例如，有人說種族屠殺是錯的，而有人說
有關人類免疫系統的某些科學理論是正確，這兩者之中，我們可能更相信前
者。而且，很多道德信念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不確定。那些決策者往往也有
相同的基本道德觀。若給予充分資訊與做出公正無私判斷之機會，則個人似
乎較同意某 些基本價值 觀，例如誠 實、忠誠、 仁慈，及避 免不必要的 傷
8

害 。評估道德爭議所依據之標準與評估科學理論所依據之標準，都有相同
的客觀性：亦即判斷所依據之標準是明確的、內部一致，並且廣為使用。對
於日常決策來說，如希拉蕊．普特南（Hilary Putnam）所說，「客觀性已經
9

足夠」 。
當然，如何在特定個案中應用廣泛共識或解決其間之衝突，仍有爭議。
但是，道德問題的很多爭議涉及關於事實而非原則之爭議。多數爭議性很大
的法律倫理問題亦然。律師對於保密義務有不同意見，不是因為他們對於何
謂重要價值觀意見不一，而是因為他們對於何種規則最能實現這些價值意見
分歧。要求律師披露某些機密資料以保護第三者，會不會因此嚴重侵蝕委託
人對律師的信任與坦誠？從長遠來看，對律師施加更多的披露義務，會有助
於律師防止更多或更少的傷害嗎？
還要強調的是，並不需要相信相對論才能在道德上展現寬容。我們可以
在道德層面不贊成別人的行為，卻不試圖支配他們的行為。的確，這就是寬
容的意義。思考一下任何具有爭議性的道德問題，例如，安樂死的道德問
題。以下之推理並無不合邏輯之處：「我相信安樂死在道德上是錯的，但此
一問題很複雜。我承認我自己的判斷可能是基於有限的事實和經驗，或因為

8
9

Alan Wolfe, Moral Freedom 168 (RA ); Tremblay, supra note 6 at 696, 709.
Hilary Putnam, 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 178 (James Conant ed. 1990).

007

法律倫理（上冊）

自身利益而有偏見。既然我有可能是錯的，所以我不準備譴責那些施行安樂
死的人」。這種常識性的展現寬容與道德相對論，有兩個重要差異。第一，
與相對論不同的是，這種常識性展現寬容的做法並不否認道德問題有正確的
答案。它只是不認為有人會有足夠確定的答案去譴責另有想法的人。第二，
展現寬容只適用於複雜的道德問題，而相對論則對於所有道德判斷都抱持不
10

可知論，甚至顯而易見的問題，例如種族屠殺罪行亦然 。
同樣重要的是，不要混淆對倫理原則之評估與對那些抱持倫理原則者之
評估。一個人可以在個人歸責方面是相對論者，而在道德價值觀方面不是相
對論者。例如，我們相信殺嬰是錯的，但是在食物匱乏、沒有可靠的生育控
制以及這種殺嬰行為未曾受到嚴格審查的社會，我們對進行殺嬰行為的人展
11

現寬容。道德譴責可能是相對的，但道德判斷不一定是 。
簡而言之，承諾寬容不等於承諾相對論。而相對論也不是我們多數人在
執行律師業務時準備採取的立場。相反，我們不需要放棄道德信念，也可以
對道德傲慢的危險性保持敏銳感。
當我們面對的問題是複雜或有爭議時，我們如何能夠確定我們的道德判
斷是對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我們無法確定。我們所能做的是設法誠
實思考這個問題，考慮反對的意見，以及為可能扭曲我們判斷之各種影響力
預留餘地。但是我們為什麼要求更多？我們往往須在面對事實不確定性之情
況下做決定，但這不會因此使我們對事實真相抱持相對論。當我們面對一個
道德問題時，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照我們認為對的去做，即使我們認識到我
們也可能會有錯誤。畢竟，以為最好的判斷也可能就是最壞的判斷。

10 For arguments that the record of Nazi Germany made relativism untenable, see Bertrand Russell,

Human Societ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20 (1955); Morris Ginsberg, “On the Diversity of Morals,” in
Essays o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1956).
11 Wendel makes a similar point about slavery. We do not criticize the founders of the Republic who held
slaves as strongly as we would someone today who advocated a return to the practice. Wendel, supra
note 6, at 7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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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與法律
對某些學生來說，法律倫理顯得籠統或「軟性」，而相比之下，法律規
則似乎較為清楚及「硬性」得多。從他們的角度來看，為什麼不學習規範律
師執業的法律就好？但是每一位有經驗的律師都知道，法規往往訂得很複
雜、語意不明，以及不夠明確。對於「合理之人」標準、商業判斷法則、或
憲法法益衡平檢測，什麼是清楚且明確的？道德判斷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並不比相應的法律判斷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更大。事實上，很多法律學說納
入了一些條件和除外情況，讓決策者可以考量倫理規範。法律的「軟性」不
比道德少；的確，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對自己的道德判斷比對法律或甚至事
實之判斷更有信心。例如，律師事務所不得有利益衝突，這項倫理原則我們
是確定的，但在特定狀況下，例如大型律師事務所成員調派於不同辦公室，
而不同辦公室又各有大型公司委託人，而大型公司委託人旗下又有多家子公
司，這種情形讓我們很難判定是否存在利益衝突。
這並不是否認法律上有「容易處理的案件」（當然，倫理上也有「容易
處理的案件」），而且有時規範律師執業的法律顯然可以解決一個問題，而因
此將之踢出良知與自由裁量權的範圍。然而，即使在明顯適用正式的倫理規
則與其他法律之案件中，還是不可避免地仍有道德問題存在。
首先，也是最基本的，總是有要不要遵守法律或基於良心而不服從法律
的問題。這問題在哲學上存在爭議，而且也會持續爭辯下去，但是對於該問
題也沒有嚴謹的理論基礎，可以否認不服從有時是具有道德正當性。有時
（希望這種情形很少）確立的法律規定清楚地要求律師採取他認為是道德敗
壞的行動，則天人交戰是在所難免。只是因為法律明確規定而不理會這個問
題，不過是將決定合理化而已，卻非決定的理由。第二，即使是在比較不嚴
重的兩難局面，若無法以良心為理由不服從法律，則仍然需要基於道德考量
決定是否至少遵守法律規定的最低限度，或是否更完整遵守。
在任何情況下，很多正式的倫理規則最後還是要由律師裁量決定。因
此，例如美國律師協會專業行為模範規則允許但不要求律師揭露委託人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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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密資訊，「以防止合理確定會發生的死亡或嚴重的人身傷害 。」律師協會
的倫理規則允許但不強制公司律師得在公司最高階主事者堅持以可能傷害公
13

司之方式違反法律時，揭露公司的機密資訊 。律師協會的倫理規則也允許
但不強制律師得在委託人堅持採取律師認為「惡劣」之行動時，終止委任關
14

係 。律師協會的倫理規則允許但不強制律師在向委託人提供意見時，也考
15

量「道德、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 。」律師協會的倫理規則建議但不強制
16

律師每年無償提供 50 小時的律師服務 。對於這些問題以及法律實務中所
產生的許多其他問題，法律本身亦呼籲律師考慮他們自己的道德價值觀。
事實上，如本書後面幾個章節闡明，律師執行律師業務時的一項明顯特
徵，是律師在日常執業中所做之判斷的複雜性及自由裁量性質。有些判斷無
可避免會涉及倫理原則。如本章之案例研究的總結，律師對其專業角色之定
義和伴隨之責任受道德價值觀的影響很大。
道德理論
道德哲學是在討論是什麼讓一項行為是對或是錯的問題。探討這種問題
基本上有三種方法：著重於行為的結果；強調行為的本質；以及著重於行為
人之特質。
「結果主義論」（consequentialism）是以其結果論斷行為是對或是錯。
最為人所知之結果主義論就是「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主要由傑瑞
米．邊沁（Jeremy Bentham）、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7

與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所發展 。功利主義最為人所知之形

12 Model Rule 1.6(b)(1).
13 Model Rule 1.13(c).
14 Model Rule 1.16(b)(3).
15 Model Rule 2.1.
16 Model Rule 6.1.
17 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in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Wilfrid Harrison ed.
1948);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Mary Warnock ed. 1962); Henry Sidgwick, Methods of
Ethics(7th ed. 1962). For useful overviews, see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