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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职业伦理的法治功能
王淑荣
（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和手段，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公正司法的法官。法官是否能够公正裁判，
取决于其伦理水平，法官职业伦理直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终极目标能否实现，更关乎法律
的尊严能否得到维护，因此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然对法律职业伦理提出更高要求。要维护法律的公
正，法律人的职业伦理水平是关键要素，故法官职业伦理的理论研究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地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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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是否能够正确践行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官的职业伦理水平尤为重要。近年来无论是法
治国家还是非法治国家，对法官职业伦理问题都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法律界已逐渐意识到司法裁决并
非全部由法律决定。如果司法裁决并非全部客观，也就是说审判虽然最终靠强制力来完成 ，但法的效
力并非全部来自于法的强制力，除了法官的裁判技术和专业知识外， 法官的职业行为显得格外重要，
法官的司法行为不仅限于裁判活动 ，而且也包括一个法官在职务外的行为 ，应该保持对审判制度和对
法的忠诚，这是法官职业伦理的主要问题。法官职业伦理的发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推动 ，加大了法治
进程中对法官职业伦理的关注度 ，因此探讨法官职业伦理与法治的同质性及在法治建设中的功能就显
得尤为必要。①

法官职业伦理的基本要义与功能
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职业伦理的特殊性 。② 法官职业伦理是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形成的
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以及一种内心自律。它主要包括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价值
观念和道德品质。根据现代司法活动的性质和要求 ，法官的职业伦理融合了基本的法律价值因素 ，如
公平、正义、独立、忠诚等。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有一定的能动性 ，面对具体案件的时候，他会根据具
体的法律条文和相应的法律精神进行价值判断 。 因此在审判中必须严格恪守法律行为规范和职业伦
理，必须按照既定的规则逻辑和价值取舍 ，对个案法律纷争作出谨慎处理。因此法官的行为就应该遵
循一定的规则，并具有特殊的职业功能。
首先，法官应遵守的伦理准则。法官必须依法办事，这是法官最起码的职责，也是法官职业伦理
中的核心部分。法官职业伦理是法律人或者法官在从事职业活动时的一般性的自我约束 。法官要心存
正义，独立公正是法官应然之责，正义应成为人类的一种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 ，它是个人、国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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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一种应然之责，正义的实现一般是依靠伦理的途径内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 、 责任感、 荣誉感等，
凭借人们的善恶观念、心理和道德舆论来实现。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 公正是个人的美德， 然而，
对于法官来说，公正是其最基本的素质， “理想的法官就是公正的化身 ”， 而缺乏公正意识的法官根
本不是真正的法官。法官在审判中要始终心存正义观念 ，保持中立、独立、公正，并要有追求正义的
良心与品德，法官的独立公正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实现 ，也意味着法律权威的树立。
其次，法官职业伦理的功能。法官的工作充满活力，它时时处在发展之中，同时与它的环境相互
作用，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法官的职责中推出 。为什么要关注法官职业伦理？ 或者换句话说，它们可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回答这个问题就应该认识法官职业伦理的功能 ： 第一是激励功能。法官职业伦理
最明显的功能是通过刺激某种行为或劝阻其他行为来激励法官更好地工作 ，通过影响行为来提高司法
质量。法官必须修炼其身，端正其行，提高素养，尽最大努力以一种近乎完美的行为与姿态面对审判
工作。第二是追责功能。法官要为他们的职业行为负责，职业伦理规范在法官行为的惩戒评价中是一
个重要工具，将这些规范法典化会使这种评价更加透明 。第三是传递功能。法官职业伦理的一个重要
功能就是向新职业者传递价值、责任与规范。在不同的传递情景中，法官职业伦理有益于对新法官的
教育。这通常是一种归纳性传递， 就是说， 知识通过涉及具体道德困境的案例传递。 第四是创新功
能。法官职业伦理为法官这个特殊的职业在变化了的社会中进行变革提供了场所 ，社会给法官提出了
新的要求，因为法官职业的特点使其不容易应对社会的快速变化 ，但面对变化了的社会问题又不得不
给出某种解答。法官职业伦理就为寻找答案提供了空间， 它不仅仅为日常司法工作提供了生存的土
壤，也为司法工作时常遇到的两难境遇提供反思的场所 。① 这就使这些解决办法能创造性地更新与丰
富司法职责。②
规范法官职业内外的行为是公正裁判的关键 ，裁判一旦作为终极判断被确定，就证明已经实现了
国家的强制力，国家强制力的顺利实现就可能为法治建设提供一个可靠的保障 。

法官职业伦理的法治功能
各国因对法治的追求而把法官推到了特殊位置 ，要求其独立公正地执法。在法治条件下，赋予法
官职业共同体独立、公正司法所必需的特权，同时也给予他们特别的义务和责任 。法官享有的特权以
及其对社会承担的特殊义务和责任使他们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意识 ，这是推动法官群体
不断加强自律，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维持其职业信誉和声望的内在动力。 自 20 世纪 70 年代，
英美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特别重视法律职业伦理的研究，经过近代、现代西方一些发达的法治国
家的法律职业主义和司法独立原则已经成熟 ，对法律职业伦理的研究已形成体系 ，并形成了具有各国
特点的伦理规范，尤其对于法官的公正与独立，对于法官的审判良心与法理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 ，特
别是对法官与政治团体的关系都予以严格地要求 。在西方法治国家，法官职业伦理也面临着在新形势
下不断进行再造和重构的问题，这恰好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了共同点 ，这也使我们以西方法
律传统和法治经验为背景探讨法官职业伦理问题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
为法官职业伦理的法治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法官职业伦理促进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
从西方自然正义到程序公正、从各国对公正的规定和期待到现代裁判功能的扩大对法官职责的再
探讨，无不对法官职业伦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法官职业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公正 ，法官是要把抽象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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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se of Casuistry，a History of Moral Reasoning，Pres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8，met name p. 23－47．
②

王淑荣： 《法官职业伦理———现代法治建设与法治教育必破之掣》，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6 页。

法官职业伦理的法治功能

181

律规则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并把法中所包含的应然的正义观变为社会宣示的正义 。法治确保制度的公
正，法律本身就有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 ，代表着一种理想信念和文化力量 ，法治的本质就是实现国
家正义。法治国家建设在严格依照法律办事的同时 ，也要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树
立法治观念，并将法治观念内化为相应社会主体的自觉意识 ，没有良好的法治观念，就不可能有真正
法治的建立，其终极价值即是实现社会的公正。 我们所追求的 “法治 ” 一定是 “现实 ” 的法治， 而
“现实” 的法治需要法官去公正司法才能真正实现 。司法的基本职能是公平而有效地解决纠纷 ， 进行
公正的裁决，在司法过程中，“法律的权威” 和 “司法的权威”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治在思想层面
与行为层面的统合，也是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拘束力的统一 ，体现出尊崇法律和尊重法律权威的一种理
性，裁判公正是法官职业的终极目标 。实现裁判公正，也相应地促使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
2. 有利于扼制司法腐败，促进法治进程
扼制腐败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法治社会即需
要公正的司法制度，更需要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在法官必须具备的诸品性中，公正居于首位，只有公
正才能对良心精心守护，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官 。法官在正当的法律程序制约下，根据自
己对法律娴熟的理解及信奉，通过独特、敏锐的分析和判断力， 以其中立的地位、 毫无偏私的良心，
在内心确信的状态下，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裁判，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的精英化的职业群体。
法官养成应有的职业品德与职业精神 ，而且把法官职业伦理作为一套独立的 、自成系统的规范，放在
突出的位置，内化于司法活动的全过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实现司法应有的品格，体现出法
官对司法内在品质的价值功能，实现社会正义才有保障。正如西方一位哲人所说，法官的人格是正义
的最终保障，作为伦理规范，要依靠法官的良知来完成。① 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始终保持中立、 超然的
姿态，真正使公正裁判所形成的价值判断逐渐融入社会价值体系 。对于法官职业伦理从理论层面剖析
并进行系统研究，规制法官体制内外的行为，避免法官行为超越其伦理规范，扼制腐败因子的滋生。
否则，将会出现柏拉图所说的 “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
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剥夺了 ，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
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② 的结果，司法的主体是法官，公正裁判是对法官最基本的要求， 裁决
不公正，不但不能平息争讼，甚至可能使矛盾激化导致社会不安定 ，使法律失去权威。法官职业伦理
可以使法律人超脱于权力，超然于舆论与大众，做到司法的实质公正，扼制司法腐败，成为树立法律
权威，进行法治建设的最后安全阀。
3. 保障实现法律的尊严
提倡和强调维护法律尊严有助于扭转只注重法律制度而忽略法律施行效果的局面 ，因为法律制度
的建立不能保证法治的实现，法律体系的建立也不代表法律的实现 ，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主动守法必
须以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任和法律权威的确立及效力的真正发挥为前提 ； 提倡和强调维护法律尊严有
助于克服现实生活中轻视法律的现象 ，尤其是法官在裁判中对法律的尊重 。法官的独立与公正是法律
权威树立的关键，一个没有法律尊严的国家根本不可不能称为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基本要素是国家
公权力受到法律支配，这是法律尊严的原则，也是法治的实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官既是裁
判者也是公权力的执掌者，确立法律的尊严就要破除官本位的思想和经济基础 。 从法律尊严的现实
看，要明确法官的角色定位，法官职业要受到普遍尊重，法官职业的地位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基本
标志，在法治机制健全的国家，法律的尊严直接表现为法官的尊严 ，法官是最崇高的职业，对法官职
业的尊重就是对现代法治精神的尊重 ，中国当代社会的法律尊严就产生于此。 法治的发展水平越高，
越强调法律的权威性，社会就需要一个独立自治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其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社会大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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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伯涛： 《论法官的职业道德》，载万鄂湘主编 《中国司法评论》2002 年春之卷。
转引自贺卫方 《司法公正需要合理的制度环境》，《检察日报》199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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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价值的信仰程度。有高水平的法官职业伦理， 可以使法官拒绝诱惑， 拒绝堕落， 在法律的名义
下，真正扮演好维护法律尊严的守卫者和完善者的角色 。
4. 促进法治建设中制度与人的相融
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国家走上法治道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法律秩序与法律职业 。程序是制度的基
石，职业乃是人的因素，只有两者之间达到平衡与协调才能使法治得以实现 。现实中法律对人的非理
性的抑制在实施上存在被拒绝的可能 ，而伦理对人的理性的激励常会被内化为精神而自然接纳 ，要使
伦理在法治建设的社会性与法律在法治建设中的决定性相融合 ，只有通过法官职业伦理的研究才能得
以实现。法律职业伦理可使法官特别是法官的道德与法律之间 ，使程序与职业达到和谐，使伦理与法
理达成一致，使二者共同对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建构职业伦理，发挥法官裁判的主
观能动性，实现客观的法律规则与主观的职业伦理的统一 。如果司法裁决并非全部客观，法官在体制
内外行为的主观要素参与裁判则成为 “必然”，裁判结果则是客观的法律规则与主观的职业伦理的统
一。多元价值观的社会，无不渗透着多元的伦理，因此法官在裁判中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实现
使法治建设中起决定作用的两因素 ———制度与人的有机融合。
总之，现代法治社会在解决各种危机以及人权保障方面 ，愈来愈倚重司法部门。法官充当着解决
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决者，因为法官不但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而且可以通过裁决使法律得以执
行，从而使社会正义得到实现。法官职业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为法官者必定是品行良好 、职业操守
很强的人。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也使职业伦理建设成为法治建设的基础 ，公众对法官的职业伦理期望
值很高，远远超出普通的道德标准； 而业内对法官的要求很严格，超越了对其他职业的品德要求。无
论是法治国家还是非法治国家，都认识到了拥有非腐败的法官的必要性 ，这一点在数量逐渐增多的法
官行为准则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也充分体现了法官职业伦理的建构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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