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1

 

 

分手總是艱難1 

「在 1992 年 7 月 16 日左右，你是否知悉貴公司的法律顧問正

在研判莫菲上將能否將其業務轉向新公司，讓貴公司自然萎縮？」 

「從來沒有。我怎麼會那樣想？他們是我們公司的律師啊！」 

─Murphy & Demory v. Admiral Murphy 案中，莫迪氏公司員工 

瑪格•貝絲（Margot Bester）和詰問律師間的對話 

 

位於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的莫迪氏（Murphy & 

Demory）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公關顧問公司，於 1987 年由曾任前

海軍上將及中情局副局長丹尼爾•莫菲（Daniel Murphy），及身為

律師和經濟學者的威爾•迪墨力（Will Demory）共同成立。公司業

務蒸蒸日上，於 1991 年就有兩百五十萬美元的營收，而「上將」

（大家對他的稱呼）和迪墨力各拿了三十四萬美元的分紅。負責帶

來案源的上將加上負責公司經理的迪墨力似乎就是公司勝利的方程

式。可惜好景不常，兩人對於公司應該發展哪類業務，彼此的角色

定位，以及上將對迪墨力的表現的不滿，都導致彼此的緊張關係隨

著公司的成功不斷升高。因為兩人各擁有公司一半的股份，所以都

不可能對公司有主控權。而且公司的權力也藉由職責分配而分享，

上將擔任董事長，而迪墨力則是執行長。 

                                                      
1  本章是依據 James L. Kelley 之原始研究及文章所撰寫而成。因為 Kelley 法官僅

使用法院的原始資料來寫作，所以本章沒有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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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兩人每況愈下的關係，迪墨力的因應做法是跟公司切割，

獨力聘請自己的法律顧問。上將則採取了更激烈的作法：他沒有詢

問過迪墨力的意見，便開始探詢是否有可能取得公司的主導權，或

者若無法成功的話，能否成立一家新的公司，並帶走所有由他引進

的客戶。本章描述的就是莫迪氏股份有限公司如何分裂，最後導致

法院做出對上將和選擇站在上將這邊的莫迪氏公司法律顧問比爾貝

瑞聯合法律事務所（Pillsbury, Madison & Sutro）不利的判決。 

在 1992 年 6 月，上將和迪安•西莫（Deanne Siemer）會面，

她是總部位於舊金山的全國性法律事務所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

的華盛頓分所合夥律師。上將和西莫的關係，可以追溯到 1977 年上

將還是美國國防部政策事務副部長時，當時還不到四十歲的西莫是

國防部的法律顧問。上將離開國防部後，仍不時會諮詢西莫的意

見。西莫在莫迪氏公司於 1987 年成立不久後就為其提供服務，當時

她是威爾莫聯合法律事務所（Wilmer, Cutler & Pickering）的合夥律

師。她在 1990 年跳槽至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後，仍繼續在各類

事務上代表莫迪氏公司。她也為上將處理其個人事務，像是他的遺

囑，以及一些同時涉及其個人與公司利益，而不易區分的事務。無

論如何，所有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的帳單，不論是關於莫迪氏

公司或是上將的個人事務，都會寄給莫迪氏公司並由其支付。 

在與上將會面後，西莫指示一位受僱律師佛雷舍•菲維許

（Frazer Fiveash）研究莫迪氏公司登記設立所在地的維吉尼亞州

（Virginia）公司法，針對解散公司的法律問題撰寫備忘錄。七月，

西莫又要求菲維許撰寫備忘錄，說明上將是否有權將其業務轉到另

一家由其獨立掌控的新公司，而讓莫迪氏公司逐漸衰退。菲維許曾

表達他對於利益衝突的顧慮，但仍照西莫的指示執行。西莫檢視了

菲維許的備忘錄，並且以電話轉知上將相關內容。八月，另一位年

輕的受僱律師被指派撰寫起訴狀，以上將為原告，而莫迪氏公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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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請求法定解散莫迪氏公司。迪墨力則是在莫迪氏公司對上將

提起訴訟之後，才知道有這兩份備忘錄和起訴狀。 

上將和迪墨力一直都以非正式的方式經營公司，其運作模式更

像是合夥，而非公司。董事會只是個形式，並不會進行任何實質的

工作。但無論如何，此時上將已經從迪安•西莫身上學到足夠的公

司法知識，而知道即使他和迪墨力擁有同樣多股份，但只要董事會

投票通過，就可以將公司的控制權移轉到他手上。公司董事會包括

三名成員：上將、迪墨力以及從公司成立之初就一直參與公司營運

的瑪格•貝絲律師。上將相信如果他能夠說服貝絲站在他那一邊，

他們就能夠喚醒休眠中的董事會，透過投票將實質控制權移轉給

他。 

上將顯然是推測認定做先生的都能掌控太太，而在八月底指示

莫迪氏公司的員工傑夫•古力格（Jeff Grieco）與貝絲的丈夫布魯

斯•馬克威茲（Bruce Markowitz）見面。古力格馬上打電話給馬克

威茲，並安排當天稍晚在馬克威茲的法律事務所會面。古力格描述

他的任務是：「上將請我去探詢如果上將要重組本公司或是要成立新

公司，布魯斯認為瑪格會怎麼做？」 

古力格和馬克威茲是在社交場合認識彼此。他們都是水牛城比

爾隊（Buffalo Bills）的熱情粉絲，是會爭辯球隊選秀優劣的那種死

忠球迷。在閒聊「比爾隊最近如何」之類的開場白後，古力格簡述

了上將對於莫迪氏公司的想法及他打算奪取控制權或乾脆離開公

司。古力格指出迪墨力在個人和專業方面的多項缺失和違法行為：

例如迪墨力牽涉到與利比亞和伊拉克的非法交易，曾為了逃稅而在

外國銀行開戶，對於莫迪氏公司的業務毫無幫助，還暗中扯其他人

的客戶的後腿，企圖將客戶爭取到自己手上。古力格似乎怕這樣的

詆毀還不夠，甚至聲稱迪墨力正在服用抗憂鬱藥物。 



 
 
 
 
 
 
 
 

 
 

 

004 

法律人：十個真實故事 越 
界 

馬克威茲認為古力格是為了「說服他勸瑪格離開威爾（迪墨

力），加入上將的新公司，才試圖詆毀迪墨力在馬克威茲心中的形

象」。對於古力格的言論，馬克威茲覺得「極度的不安和不滿」，他

相信他的妻子可能會面臨專業的風險，所以在古力格離開後隨即以

電話通知瑪格。但瑪格告訴馬克威茲，古力格的指控是毫無根據

的，而如果有任何關於控制權的爭執，她會選擇和迪墨力站在同一

邊。馬克威茲事後覺得，「古力格認為我對我太太有那樣的影響力，

真是太可笑了。瑪格是個律師，而且她的辦公室跟上將的辦公室只

隔著兩個門，他大可以自己去問她」。 

法蘭西斯•葛瑞（Frances Gray）是這段分手期間的莫迪氏公司

經理。在上將辭職前幾天，古力格要求葛瑞將保險箱內的文件影印

一份；葛瑞應其要求完成影印，這些文件包含與客戶的契約、報稅

資料、資產負債表、財務報表和目前銀行帳戶餘額及貨幣市場投資

現值等資料，並同樣依據古力格的要求，把這些文件以專人送達比

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而在分手之後，葛瑞必須決定要繼續為莫

迪氏公司工作或加入上將的新公司。葛瑞認為：「這是我所做過最困

難的選擇之一，但我認為威爾應該無法自己繼續經營下去。」  

眼看著分手已經勢在必行，完成這件事情的法律工作主要落到

凱斯•麥道森（Keith Mendelson）的頭上。麥道森在 1984年以受僱

律師的身分進入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在 1991 年被晉升為「資

深律師」，而在 1992 年 8 月西莫將他拉入莫迪氏公司的問題時，他

正被考慮是否可升任為合夥律師。麥道森在 8 月 28 日星期五時第一

次參與這個案件。當時他被受邀參與會議，表面上的理由是因為他

在公司法方面的專長，與會者包括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的其他

律師、古力格及另一位莫迪氏公司的員工。麥道森的筆記記載著他

「對於我們試圖刺探自己客戶的資訊感到不安」，但他並沒有不安到

拒絕涉入其中。會議後，西莫應上將的要求，要求麥道森隔天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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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找迪墨力談談。 

西莫和麥道森在隔天的星期六早上，和迪墨力在莫迪氏公司會

面。根據麥道森回憶當天會議的情形，西莫以和緩的語氣說明他們

來此是要「幫助你們解決你們之間的問題」。根據麥道森的記憶，迪

墨力這時像是快要落淚地說：「迪安，我無法形容我有多麼高興妳採

取這樣的立場。」但是隨著會議的進行，迪墨力回答西莫的問題時

逐漸趨於迴避而且防衛（根據麥道森所述）。會議結束時，西莫力勸

迪墨力在這個週末和上將見面，「看看他們能否把事情解決」。 

但這場會議在迪墨力的記憶中卻有些不同。西莫在會議開始就

表明她是代表莫迪氏公司，既不代表迪墨力也不代表上將個人。會

議氣氛溫和有禮，都在討論公司的業務和展望。但是後來西莫提出

她與上將在過去一年中曾多次會面，並討論應否重整或是分割莫迪

氏公司，讓迪墨力感到相當震驚。之後會議的氣氛就改變了。迪墨

力覺得自己被審問，西莫像是對他在興師問罪，並且暗示他可能涉

及非法行為。 

在西莫和麥道森離開公司之後，迪墨力打電話給瑪格•貝絲，

向她說明剛才的會議內容，以及他認為西莫是依照上將的指示行

事。這場會議，加上上將的代理人古力格在本週稍早對貝絲的丈夫

所說的話，讓迪墨力和貝絲決定對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解除委

任，僱用新的公司法律顧問。同一天的星期六早上，他們打電話給

約翰•達德（John Dowd），他是位於華盛頓的亞金聯合法律事務所

（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的律師。達德立刻聯絡西莫的

事務所，並留言告知西莫他的事務所現在代表莫迪氏公司，且迪墨

力這個週末將不會和上將會面。西莫卻認為達德的留言只表示他代

表迪墨力個人而已，對她而言，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仍然代表

莫迪氏公司以及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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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中午，麥道森幫上將草擬了一封文件給迪墨力，提議將莫

迪氏公司的控制權移轉給他，而迪墨力星期天早上就在自己家大門

口看到這封以專人送達的文件。同時，上將再次試圖讓瑪格•貝絲

支持他接收公司的提議。上將打給貝絲，貝絲不甚情願地同意與麥

道森在她家會面。麥道森在星期天中午時拜訪了貝絲位於馬里蘭州

波多馬克（Potomac, Maryland）的家。貝絲的丈夫布魯斯•馬克威

茲也參與了這次的討論。麥道森一開始就說明他是莫迪氏公司的法

律顧問，並非為了上將個人而來。這讓麥道森獲得冷淡的回應。貝

絲告訴他，她認為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有利益衝突問題，而她

身為莫迪氏公司的董事，無法默認麥道森以該公司法律顧問的身分

出現在她們家。馬克威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公司破產律師，經常處

理有關利益衝突的問題，他也提出意見表示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

所「有相當明顯的利益衝突」。馬克威茲之後證稱：「我認為這很過

分。我無法相信這件事就發生在我家客廳裡。你在法學院上第一堂

法律倫理課時就應該學到這種行為是不應該的。」這場會議無法再

繼續進行，麥道森隨即離開。 

麥道森在星期天與貝絲會面之前，就曾向西莫表達他對於利益

衝突的憂慮。迪墨力強烈反對上將的接收計畫，而且他確實擁有莫

迪氏公司一半的股權，並擔任公司的執行長。麥道森一離開貝絲

家，就立刻在電話亭聯絡西莫，再次表達他的憂慮。西莫也再度向

他保證他們並沒有利益衝突。西莫當天中午為了其他公務前往加

州，接著轉往歐洲，留下麥道森獨自應付之後迅速急轉直下的情況。 

這個星期天中午，迪墨力開車前往上將的家，並且親手交給他

一封拒絕公司重整提案的信。他們倆就坐在廚房的桌邊，等上將讀

完這封信。雙方沒有進行任何討論。迪墨力離開上將家後，隨即傳

真給西莫，解除莫迪氏公司對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的委任。隔

天上將知道這件事情之後，便表示會重新僱用該事務所為法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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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即使聘僱的權限應該屬於擔任執行長的迪墨力。 

曾經身為第六艦隊指揮官的上將後來將這個星期一稱之為發動

攻擊日。在這個早上，上將手持麥道森為其所寫的聲明，並在麥道

森的陪同下，與莫迪氏公司的員工會面。上將指出他和迪墨力「在

過去三個月來漸行漸遠」，同時表示後悔授予迪墨力「過多的管理權

限」，並聲明他「再也無法忍受這樣的情況」。上將概略說明了他打

算移轉足以控制公司的股權及管理權限到自己身上，但迪墨力在前

一天拒絕了這個提案。上將強調他願意與迪墨力「試圖解決這些問

題」。若無法達成共識，他將會「試圖清算解散莫迪氏公司，並自己

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如果結果真是如此，他歡迎所有員工加入他的

新公司。 

接下來三天，上將和迪墨力會面了幾次，企圖解決他們的歧

見，卻都沒有結果。接著在 9 月 4 日，迪墨力在沒有徵詢上將的情

況下開除了他的左右手古力格。古力格直接去找上將，而上將也當

場重新僱用他。迪墨力認為：「有鑑於古力格先生上週的種種行

為」，必須先開除他，才可能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但從上將的

角度看來，古力格被開除則代表「談判破裂，一切到此為止。」 

董事會即將在 9 月 9 日下午召開。麥道森於是在這天早上先與

上將、古力格和其他員工會面，審視他們的辭呈，以及為新公司招

攬業務而寫給莫迪氏公司的客戶的信件。麥道森也為上將草擬要在

董事會提出的辭呈和聲明。在會議開始之前，麥道森再次和比爾貝

瑞聯合法律事務所內其他律師討論了有關利益衝突的顧慮，他回憶

道：「我想確認我到底是以什麼身分進去。在那時候，很明顯的，莫

菲上將是我們的客戶，而且是唯一的客戶。」 

董事會相當簡短，因為會議結論早已註定。上將宣布會議開

始，並提議莫迪氏公司自行解散。如同大家所預期，這個提案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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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附議而未通過。上將接著遞出他及其他幾位員工的辭呈，他

們當天下午就搬到與公司位於同一棟大樓的新公司辦公室。隔天，

莫菲公關股份有限公司（Murphy & Associates）就在理奇蒙市

（Richmond）辦妥公司章程登記。 

瑪格•貝絲留在莫迪氏公司，她形容這次的分手具有「毀滅

性」。短時間內，「員工離開了，主要的客戶也離開了，這對公司收

入有重大影響，也間接造成我們無力僱用能引進新業務的員工」。 

更糟的情況還在後頭，莫迪氏公司近期曾簽訂了一份新辦公室

的租約，預定要支付七年的租金共計一百五十萬美元。上將的新公

司原本可以有效使用該辦公室，但上將卻拒絕接手這份租約。 

分手幾個月後，莫迪氏公司在維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郡

（Fairfax County, Virginia）的巡迴法院，對上將、西莫、麥道森和

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提起訴訟。原告主張上將違反契約及受任

人忠實義務，而西莫、麥道森和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則有業務

過失責任。亞金聯合法律事務所是莫迪氏公司在該案的訴訟代理

人。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委任了另一家事務所為其業務過失的

指控辯護。上將則選擇由費爾法克斯郡當地的律師代理，可能是認

為當地律師會跟當地法官有比較好的關係，但結果證明這個理論是

錯的。經過一段期間的證據發現程序之後，本案於 1994 年 4 月 25

日開始由珍•洛許（Jane Roush）法官在沒有陪審團參與的情況下進

行審理。審判程序持續了六天，十五名證人前來作證，提出四百多

件證據資料。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叫來餐廳服務生，對

他說：「拜託收走這個布丁，它缺乏主題。」一個案件，就像一個布

丁，都需要主題，需要有一個強烈的訊息來形塑事實，讓法官認為

你的訴訟理由符合正義。本案原告的主題可能就是聲稱遭到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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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稱自己是詐騙計畫下無辜的受害者，因為上將在比爾貝瑞聯合法

律事務所律師的協助下，摧毀了他和迪墨力共同辛苦成立的公司。

但對造這一方的律師則會將上將描繪成一位務實的商人，已經盡力

尋求具建設性的妥協方案，所以他才是講理的那個人。他們將主張

迪墨力「顯然缺乏常識」，結果「造成自己和莫迪氏公司的災難」。 

身為原告的莫迪氏公司必須負責舉證證明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

務所悖離了注意義務的標準─這是主張業務過失責任的基礎。換言

之，本件的爭議在於一位「理性的律師」在類似的情況下，是否會

做出跟該事務所相同的行為？法律倫理規則就本案這樣的案件訂有

詳細的行為規範，而這些規範對於判斷注意義務的標準會有很大的

幫助。 

莫迪氏公司仰賴他們的專家證人─大衛•艾普斯坦（David 

Epstein）來建立注意義務的標準，並且證明西莫及麥道森違反該注

意義務。艾普斯坦的資歷令人印象深刻，他畢業於哈佛法學院

（Harvard Law School），曾擔任哥倫比亞地區專業責任委員會（the 

District of Columbia’s Board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的創會委

員。他曾在喬治城大學法學中心（ the 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教授專業責任課程，在開始個人執業生涯前，還曾擔任聯

邦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他曾為遭控違反

倫理的律師辯護，並在涉及專業不當行為的案件中擔任專家證人。 

艾普斯坦作證的基礎是融合原告案件基礎事實的幾個假設性問

題上。他被要求假設：上將向西莫尋求重整或離開公司的意見時，

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與莫迪氏公司間仍有律師當事人關係；事

務所的律師確實對上將的諮詢提供了法律意見；上將和律師都沒有

向莫迪氏公司揭露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正在為上將個人提供法

律服務；以及他們協助上將實現了分裂公司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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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中其實一直深植著這個原則：「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

主。」（馬太福音 6:24）、「我吃誰的麵包，就唱誰的歌」（德國諺

語）。利益衝突是律師所面臨最普遍，最困難，而且後果嚴重的問

題。在哥倫比亞地區及超過四十個法律管轄區現行有效的美國律師

公 會 專 業 行 為 模 範 規 則 （ ABA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就包含了八項以上關於利益衝突的規範，比模範規則中

的其他主題都更受重視。 

兩造皆同意以比爾貝瑞聯合法律事務所為上將提供服務的主要

行為地─哥倫比亞地區的法律為本案準據法，作為判斷業務過失責

任爭議的法律依據。艾普斯坦引用哥倫比亞地區專業行為規則 1.7

（依據美國律師公會模範規則改寫而成），作為本案注意義務標準的

最佳佐證。該規則禁止律師同時代理兩個「利益相反」的客戶，這

是最典型、直接的利益衝突。教科書上的例子包含律師在離婚訴訟

中同時代理丈夫與妻子，或在不動產買賣中同時代理買方和賣方，

在上述情形之下，律師不可能在不犧牲另一造利益的情況下，充分

代理一造當事人。 

依照艾普斯坦的觀點，當莫菲上將開始試圖接收莫迪氏公司

時，他的目標就已經與由執行長和董事會代表的公司本身利益背道

而馳了。艾普斯坦闡述道：「一旦第三人（指上將）開始轉向僅考慮

自己的利益，而公司的執行長（指迪墨力）和董事會卻沒有被告知

這樣的轉變，那麼身為法律顧問的事務所就應該告知董事長和董事

會相關的利益衝突。」除非雙方皆同意由該事務所繼續處理業務，

否則該事務所應該完全退出，讓雙方自由聘請獨立的法律顧問。 

早在六月時，當西莫指示菲維許研究上將的各種選擇，卻沒有

告知迪墨力時，利益衝突就非常明顯了。艾普斯坦認為比爾貝瑞聯

合法律事務所在當時沒有馬上退出，就是開始持續違反該規則，直

到事務所在 8 月底遭到解任為止。就算 6 月的情形不能被視為立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