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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对法官裁判的影响

孙海波 ∗

摘

要: 司法审判活动的独特性体现在法官应基于法律作出裁判, 依法裁判相应地成为拘束

法律推理的基本要求。 法律推理是否因此可以完全不考虑道德性因素, 学界对此有过不少争辩,
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法律推理活动的性质。 道德议题在很多时候与法律问题交织在一起, 实践中
存在立法与司法这两种应对道德议题的进路, 各具特色且各有局限。 以司法场域作为讨论背景,
法官不得不承担起解决道德议题的重任。 道德主要以三种方式进入法律推理活动, 即通过考量道
德因素来主导裁判结果, 以法伦理原则为根据裁判以及以道德理由强化释法说理。 但是, 应警惕
直接将道德作为法源、 以粗糙的道德判断直接取代法律判断的做法, 从而严格地坚持道德裁判与
依法裁判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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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纠纷的同时, 司法往往还承载着一些诸如制定公共政策、 引导道德风尚以及社会
治理等职能。 人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道德共同体, 司法推理不可能在道德真空之下进
行, 法官作为人而非神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势必会掺杂进某种道德考量。 中国司法面临着更
大的道德压力, 这是因为司法在追求专业性和职业化的同时也强调人民性, 需要不断对群众
的道德关切进行回应, 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另外, 社会公众对司法
的道德期许很高, 这也变相地加大了人民法院的道德压力。① 如此一来, 这导致判决结果稍有
争议, 就很容易触动公众早已紧绷的道德神经, 进而引发全社会对于个别热点和影响性案件
的激烈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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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频繁映入公众眼帘的焦点案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从早

些年的 “ 彭宇案” “ 许云鹤案” “ 许霆案” , 到近年的 “ 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 “ 于欢故意
伤害案” “ 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 “ 王鹏驯养贩卖鹦鹉案” “ 江歌案” 等, 都已向
我们充分表明, 法院如果不尊重社会公众的道德关切, 那么, 其所作出的判决将很难被接
受, 会丧失公众认同的道德基础。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有时候我们高歌赞颂道德考量填补
了价值空缺或增强了裁判的合理性, 有时候我们又极力批判道德考量逾越了界限, 在根本上
主导裁判而最终侵蚀了依法裁判的立场。 这两种不同态度背后的法理是什么? 司法推理可能
是道德无涉的吗? 如果不是, 那么, 它在多大程度上、 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 本文将尝试回
答这些问题。

一、 法律推理可以免于道德考量吗?
道德 ( 哲学) 对于法律推理而言是必要的吗?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的法官是否应当成为

道德 ( 哲学) 家, 将法律问题化约为道德问题, 并运用道德推理和哲学思辨的方式来解决争
议? 在法律思想发展历程中, 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也对该问题给出过互相对立的答

案。 法律形式主义主张法律推理具有自足性, 认为司法裁判是一种道德无涉的事业, 因此,
裁判的非道德性 ( amorality of adjudication) 成为其基本主张之一。② 相比之下, 法律现实主
义坚持一种法律与裁判之间的非决定论, 其内部又分野为 “ 心理特性派” 和 “ 社会学派”

两个阵营。 其核心主张在于, 法官行使着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 目的是要获得符合个人道
德品味和价值的裁判结果, 转而运用适当的法律规则和理由对结论进行事后的合理化。③ 不
得不说, 这两种裁判观分别走了两个极端, 一个完全排除道德考量, 而另一个则将道德考量
推崇到极致, 因此, 二者都不足为取。
该问题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中也产生过激烈争辩, 比如著名的德沃金与波斯纳之争。
德沃金主张, 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尤其是在应对疑难案件时, 必然要回溯到政治道德原
则, 以寻求对裁判结果的最佳道德证立。 他通过将道德哲学安置到司法裁判理论之中, 从而
达到辩护道德哲学有益于法官裁判实践的目的。④ 波斯纳则持有相反立场, 认为道德 ( 哲
学) 丝毫无助于法律推理, 而且并不是所有法律问题最终都可还原为道德问题, 事实上很多
时候人们争议的恰恰是事实问题, 将本来就不确定且不具体的道德概念和理论带入到裁判过
程, 这会加剧人们关于法律问题的分歧, 最终使得判决变得更加不确定和有争议。⑤ 波斯纳
坚持一种法律实用主义的立场, 强调裁判对经验、 社会后果、 未来影响以及整体福利的考
量。 这本质上是一种 “ 去理论” 或 “ 消解理论” 的倾向, 其认为如果非得将法律之外的理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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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带进来, 那么, 道德理论可能是最糟糕、 最无用的备选项, 经济学、 政治学、 社会学等社
会科学是相对更好的候选者。
法官到底要不要道德推理呢? 有人可能会认为, “ 法官根本不应进行道德推理。 他们主
张应以一种独立于自己价值和原则的方式发现法律, 并将其适用到眼前案件中” 。⑥ 但在理
论上, 我们又有很多理由不能放弃道德考量, 而且法官作为人无法彻底抹掉其道德品格和思
维, 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法官在裁判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进行道德推理。 从深层次来看, 以
上争论所指向的其实是司法推理与道德推理的关系。 如果说司法推理是道德推理的一个子类
型, 或者司法推理与道德推理之间存在交叉, 那么, 道德推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法律推理
的性质及运作。 反之, 如果说司法推理与道德推理之间存在逻辑差异, 二者无共同交集且互
不影响, 便可认为法律推理具有自主性。
这就将我们带向了如何理解法律推理的性质这个问题。 一般而言, 人们认为法律推理是
运用法律理由正当化裁判结论的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 法官会如何看待和理解自身的角色?
除了严格适用法律之外, 法官是否还有其它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
为, 法官有义务去严格执行法律, 除了适用法律得出判决之外, 他似乎不能够做得更多。 这
种强义务论的立场将法官的审判活动严格限定在适用法律的范围内, 其理由来自多方面, 比
如立法机关拥有至上权威, 法官通过宣誓负有守法的特殊义务, 三权分立下司法对立法具有
从属性等。 总之, 强义务论认为 “ 法律就是法律” ( It is the law!) , 这种刚性裁判观与实证
主义在法概念中排斥道德因素是一脉相承的。⑦ 一旦坚持这种立场, 法律渊源的范围就严格
限定在既存法体系内, 而不太可能允许法官搁置法律去考虑之外的其它理由。 这势必会得出
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 法律推理具有自主性或自足性, 没能给法官从事任何形式的道德推理
留下空间。
另外一种观点是温和的道德义务论, 认为法官在道德上有义务从既有法律中推导结论,
但当既有法律存在道德缺陷或无法可依时, 法官严格执行法律的义务可被废止或凌驾, 于此
情形下, 道德考量进入法律推理便成为可能。 这里应注意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法律
义务会产生法律上的强制力, 所施加的是一种不能随意摆脱的义务; 道德义务产生的是一种
弱意义上的约束力, 所施加的义务容易被更强理由击败。 可以说, 维护法律的法律义务与道
德义务是相互独立同时又有一定的关联, 一如伯顿所指出的: “ 这两种义务拥有相同的内容,
但却有不同的背景理由以及不同的道德强制力。 它们也有不同的功能。 如果法律要产生真正
的行动理由, 道德义务是至关重要的。 法律通过提供道德义务的内容来做到这一点, 赋予所
有法官以惯例法衍生的道德力量。” ⑧ 严格贯彻法律义务论, 这在某些疑难或极端案件中容
易滑向机械裁判, 案件裁判结果虽然合法但却不合理, 而道德义务论的立场给法官灵活适用
法律提供了宽松的空间。
流行观点主张, 法律推理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以法律理由为基础的推理。 拉兹对此提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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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 如果法律推理依赖于法律理由, 那么道德理由还有用武之地吗?” ⑨ 为了回答这个问
题, 他将法律推理分为 “ 关于法律的推理”

( reasoning about law) 与 “ 根据法律的推理”

( reasoning according to law) 。 前者是指有关法律是什么 ( 亦即关于法律渊源) 的推理, 后者
 迪克森认为, 上述两种关于法律推理的

是指有关法律争议应如何按照法律来解决的推理。

划分不甚清晰: 关于法律的推理要确认在个案中法律的正确内容是什么。 法官拥有宽泛的裁
量权来修改甚至填补法律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题, 如此一来势必可以考量非法律性的道德因
素。 根据法律的推理涉及的内容是法官应如何裁判案件。 在一个不公正的法律体系中, 法官
除了考虑成问题的法律之外, 还应考量其它方面的因素, 以至能获得一个道德上可欲的公正
 无论以上何种推理形式, 都不能将道德从法律推理中彻底排除。

判决。

其实完整的法律推理应该是 “ 关于法律的推理” 与 “ 根据法律的推理” 的统一。 法官

首先要确定在个案中法律是什么, 其次他要探求对个案来说何种判决结果是合理的或可欲
的, 法官应如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需要提供哪些理由来加以证成。 在这两个环节中, 道德
考量或道德推理的身影都有可能出现。
拉兹整体上认为法律推理并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 这种自主性的范围是有限的, 只是一

种局部自主性。 法律推理在本质上不可避免地会卷入道德因素, 具体而言: “ (1) 法律推理

不仅仅是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2) 通常情况下, 法院有修正法律规则的自由裁量权,
或者在适用中采取例外对待。 在法院享有这种自由裁量权的地方, 法官应当诉诸道德推理来
决定是否以及如何用它。 因此, 法律专业知识、 道德理解以及敏感性在法律推理中是完全交
 即便在其他一些辩护法律推理具有独特性的论者那里, 也并未完全拒绝道

织在一起的” 。

德对司法裁判的进入。 比如, 陈坤指出, 法律推理的独特性体现为长久司法实践经验中型塑
的规则取向、 概念取向与自治取向。 这三种思维取向看似都与法律自身的特性密切相关, 但
并不意味着在法律推理中能完全将道德理由排除在外。 假设在一些推理中, 裁判的依据来源
于法律之外的道德原则或理由, 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法律推理的性质, 这种推理仍然算得上
是法律推理, 因为法律推理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并不要求一定排除如道德这种外在标准, 而只
 可见, 一旦在理论上瓦解了法律推理的自主性命

是限制裁判者任意地援用非法律标准。

题, 那么, 道德因素进入司法裁判的主张便能立得住了。
道德权衡必然会影响法律推理, 只不过其作用方式不同于规则。 法律规则是一种断然性
或排他性理由, 能够直接作为法源被适用, 直接在推理前提与裁判结论之间建立联系。 而道
德性因素是一种一阶理由, 从法律推理形式合法性的角度来看, 道德权衡通常无法直接作为
裁判的根据。 从法律推理的理由性质来看 , 陈景辉区分了 “ 作为法律推理依据的理由” 和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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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法律推理结果导向的理由” 两类: 前者充当裁判的依据, 从根本上决定着法律推理的
性质; 后者并不直接影响裁判结果的性质, 而只对裁判结果的幅度或大小发挥引导性作
 可以说, 法律推理应同时兼顾形式与实质两个面向, 形式面向聚焦形式合法性, 着眼

用。

于以规则适用为基础的形式推理, 而实质面向强调裁判结果的妥当性或可接受性, 这就涉及
对规则本身正当性的考察和对裁判结果合理性的考察。 因此, 一个完整的法律推理过程难免
会涉及道德权衡的内容, 它是规则推理与道德权衡的统一体。

二、 解决道德难题的两种进路比较
司法推理难免会依赖道德考量, 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或应该进行道德
推理。 可以说, 在绝大多数简单案件中, 法律适用并不存在实质困难, 依靠形式逻辑所推导
出的结论基本上能够同时满足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两项要求。 一般只有面对疑难案件时, 尤
其在具有高度伦理争议的案件中, 道德层面的考量才显得迫切、 必要。 比如, 张某企图一文
不花将其老母亲的房子骗到手。 法官在处理这起母女间的房屋买卖争议时, 直接在判决书中

引用儒家经典 《 孝经》 , 指出: 古语说 “ 百善孝为先” 。 本案中女儿张某的行为违背了孝道,
 在某些特定情形下, 诉诸道德理由或道德考量被证明是一

且严重侵犯了母亲的合法权益。

种有效解决疑难案件的方式。

( 一) 解决道德难题的立法方案

考虑到实践中的道德难题纷繁复杂, 那么, 化解这些难题的方式注定也是多样化的。 除
了司法方式之外, 立法途径也不容忽视。 立法者需要处理的问题是, 哪些道德权利和义务可
以法律化? 哪些仍然只能停留在道德的范畴? 道德法律化指向的是立法的道德界限问题, 这
 比如, 在关于新兴权利问题的讨论中, 哪些道德权利足够重要以

属于立法法理学的内容。

至于能够被法律化从而转变为法律权利? 又比如, 为了拯救社会道德风尚, 立法者是否可将
见危救助设定为一项普遍的法律义务? 诸如此类的问题首先是道德问题, 然后才可能成为立
法争议的法律难题。
立法是否适宜于调整道德议题? 对此, 在理论上有过不少争论。 我们先来听听反对者的
声音, 这主要来自于自由主义阵营, 主张政府应该谨慎对待道德立法, 如有可能尽量不插足
道德争议问题, 以免让自己陷入舆论漩涡。 其观点和理由有多个方面: 第一, 在一个自由主
义社会中, 价值是多元的, 且不存在一个贯通性的标准能够衡量诸价值。 价值的内在异质性
 第二, 在涉及一些如宗教之类的问题

决定了立法者难以对诸种价值进行统一式的排序。














参见陈景辉: 《 规则、 道德衡量与法律推理》 , 《 法学研究》 2008 年第 5 期, 第 58 页。
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0) 东民初字第 948 号。
摩尔认为一种合理的立法理论包含三部分内容: 立法追求的正当目标、 道德上错误行为的法律意义及法律调
整、 立法的道德界限。 See Michael Moore, Placing Blame: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Crimi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39.
参见 [ 美] 威廉·盖尔斯敦: 《 自由多元主义: 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价值多元主义》 , 伍德志、 庞金友译, 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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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引导公民向善不是

时, 不能强行道德立法, 这可能会违背人们的良心或信仰自由。

立法追求的主要目标。 道德是一种反思性的善 ( reflective good) 。 一个人唯有通过内在化的
自省才能真正成为有德之人。 片面地通过立法强制公民践行某些道德要求, 可能会滋生道德
 总体来看, 立法在介入道德问题时须特别谨慎, 唯有当某些不道德行

的法律强制的风险。

为已明显伤害或冒犯了他人时, 道德性立法才有必要。
道德立法的辩护者多来自至善主义的核心传统, 它倡导人们向善、 最大限度地完善自己
的德性, 国家和政府有义务通过法律的手段惩恶扬善, 以不同程度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
依照立场的强度, 道德立法理论又有强主张和弱主张之别, 前者坚持一种不受限制的道德立
法论, 后者主张立法干预要以行为不道德的严重程度为前提。
在客观法律实践中, 很多时候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是彼此交叉在一起的, 立法者无法回
避对某些道德议题发表看法。 比如针对最近社会公众热议的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 有论者提
议立法机关应适当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 刑罚轻重的背后必须考量的是人之尊严这一
根本道德问题。 相比于司法机关, 立法机关是一次性且一般性地解决道德问题, 其所提供的
方案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
通过立法机关解决道德难题有不少优势。 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立法机关
具有民主优势。 通过民主讨论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 经过慎思和讨论就某些道德争议问
题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 尽管多数决的结果并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同意, 但这种集体决策程
序具有较强的正当性基础。 其二, 立法可以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 对某些道德问题进行实证
调研、 问卷和访谈, 以搜集大量的经验性证据和材料。 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人力、 物力
和财力, 而立法对这方面可以作出保证, 如此一来, 作出的决策方案经历了跨主体间性的检
验, 往往具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其三, 立法机关通过将道德问题化约为法律问题, 其向社会
提供的是一种一般性的法律指引, 换言之, 它施加给相关主体一种排他性理由, 后者无需再
行权衡而应直接参照该指示行动。 “ 制定规则是立法者的首要工作, 他们比法官更有可能也
 因此, 从后果主义的角度来看, 立法这种普遍性

更有优势考虑规则在未来产生的后果。” 

安排更高效和便捷。
当然, 立法路径也存在自身的问题, 此处简要列举几点: 首先, 立法机关既然要提供一
种普遍的解决方案, 它所经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德沃金在对比立法者和法官的职业角色时
指出了这一点。 他认为, “ 立法者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会受到法官没有的压力, 这必须被视为
支持如下假设的理由, 即至少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更有可能就权利问题得出合理的结论。 我
 其次, 个别

现在只是说, 立法者在制度上并不如法官能够更好地决定有关权利的问题” 。

道德问题争议较大, 现阶段通过立法尚不能有效解决, 比如同性婚姻、 代孕、 安乐死等问
题, 立法难以给予制度上的妥善安排。 再次, 道德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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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 道德有时往好的方向发展, 有时有可能会朝着坏的方向变化。 这意味着立法给
出的方案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立法决定自作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滞后了, 难以因应变化发展
的道德客观实践需要。

( 二) 应对道德难题的司法路径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看到立法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解决道德难题, 但同时又面
临着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 那么, 其就需要司法进路来加以配合和辅助。 相对于立法者
而言, 法官是否更擅长处理道德问题? 在事实上, 法官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角色都更需要道
德反思, 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 法官不断面临着规范性缝隙和冲突, 而其他人只是偶尔才会
遇到这种情况, 法官的特殊职业角色要求其比一般人更会运用道德理性。 第二, 法官的职责
要求其竭尽所能保护法律所表达的社会生活形式, 这就要求他们更加深思熟虑地理解法律背
后的道德目的和意义。 第三, 法官通过道德性反思来型构原则, 并发挥其引导价值的重要功
 但很显然, 法官所进行的道德反思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无法与道德哲学家的沉思活动相

能。

媲美。
法官在某些方面具备立法者所不具有的优势, 在处理道德议题方面表现得更加灵活。

“ 法官显然比立法者更擅长道德推理, 因此在道德推理很重要的那些案件中, 有充分的理由
 这些理由具体如下: 第一, 法官长期处理某个领域

允许法官而非立法者作出最终决定。” 

的问题, 对业务领域内的议题更加熟悉、 专业和敏感, 当出现法律与道德交叉难题时, 他有
更强的专业处理能力。 第二, 对于前述某些争议较大的道德问题, 暂不适宜交由立法者设定
一般法律规则, 可通过司法个案的方式先解决纠纷, 待司法实践中判例规则积累和客观条件
成熟之后, 再由立法者针对此类问题专门立法。 司法解决方式虽是权宜之计, 但却具有立法
无可替代的灵活性。 第三, 法官除了具备常人的道德品性之外, 还具有其他一些专业的司法
德性。 比如有论者指出, 为了使审判拥有道德品质, 法官必须充分拥有六种司法美德, 即司
 通常有德性的

法洞察力、 司法勇气、 司法节制、 司法公正、 司法的不偏不倚和司法独立。

法官可能作出道德上可欲的判决, 而很难期待道德败坏的法官作出真诚的、 道德上值得赞许
 可以说, 除了专业的法律思维之外, 法官潜移默化地也在自修一种道德推理思

的判决。

维, 以至于在个别复杂疑难案件中二者会通力合作。

谈及法官的道德品格或德性,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一种名为 “ 美德法理学” 的新理论, 它

在司法领域也构建了一套司法美德理论, 其所施加给法官的有些美德要求规格较高, 并不是
每个法官实际上都有能力客观履行的, 难以对司法实践提供一般性的指引, 只有道德情操过













See Anthony T. Kronman, “ The Value of Moral Philosophy” ,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1, ( 1998) , pp. 1762 1763.
Jeremy Waldron, “ Judges as Moral Reasoner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Vol. 7, No. 1 ( Jan. ,
2009) , p. 4.
See Iris van Domselaar, “ Moral Quality in Adjudication: On Judicial Virtues and Civic Friendship” , Netherlands Journal of Legal Philosophy, Vol. 44, No. 1 (2015) , p. 27.
什么样的法官是一个道德的法官呢? 当法官秉持着公正之心适用法律时, 若能对类似案件作到类似处理, 这
其实就实现了形式正义, 此时便可认为他是一个有德性的法官。 换言之, 在进行法律推理之时, 他考量了公
正或正义这个重要的道德因素。 See Raymond Wacks, Law, Morality, and the Private Domai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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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能够做到美德裁判更好, 即便做不到也无妨。 相比之下, 笔

高的法官会自觉践行之。
 良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根本道德或底线道德伦理, 它

者更认同一种 “ 良心裁判” 。

意指一种向善的义务, 诸如恻隐、 仁爱、 诚信、 忠恕、 敬义、 明理、 生生、 为为均是良心的
 良心是一种底线性或义务性要求, 每位法官都能通过客观努力达到这一

具体形式和要求。

要求。 如若真是这样, 那么, 法官也就能妥善处置道德问题了。

法官毕竟不是立法者, 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通常只对当下个案有拘

束力。 当然各国情况不同: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可以通过司法造法 ( judicial legislation)

来创设判例规则, 美国宪制史上种族隔离、 堕胎、 同性婚姻、 言论自由等重大道德议题多是
通过司法解决的; 而中国法官的个案判决难以产生这么强的普遍拘束力。 在个别时候, 比如
在同性婚姻议题上, 由于该问题本身具有极强的伦理争议性, 法官有时候会特意回避道德层
面的讨论, 将伦理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并在教义学层面上加以探讨。 与此同时, 法官毕竟不
 司法程序留给他们解

是道德哲学家, 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心思、 精力和能力思考道德问题,

决问题的时间十分有限, 难以像立法者那样去开展广泛的民意调查, 无法通过数据和经验说
话, 这些都是通过司法解决道德议题会面临的障碍。 除此之外, 法官过多地考量道德因素,
甚至以其作为裁判结果形成的根据, 因此, 人们担心法官会不当地放弃依法裁判的立场, 而
使得司法裁判最终沦为道德裁判。
沃尔德伦对法官擅长道德推理这个主张也提出了若干疑问: 首先, 法官适用法律的责任
如何影响其从事负责任的和高层次道德推理的能力? 其次,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个体所为的道
德推理与以整个社会名义进行的道德推理之间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吗? 再次, 以道德方式而非
其它方式推理意味着什么? 最后, 法官和立法者经常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体决策者的身份进行
 这些问题有的涉及法律推理的性质及其与道德推理的关系, 有的

推理, 这有什么不同吗?

涉及立法者和法官从事道德推理的比较。 这些质疑并不是说立法者擅长而法官不擅长道德推
 法官的特定制度性角色要求

理, 沃尔德伦想说的其实是立法者在这方面比法官略胜一筹,

其在道德推理方面尽可能克制。

上述这种批评或质疑声, 仍然主要聚焦于法官依法裁判的义务问题。 法官的义务是在法
源列表中找到合适的候选者, 然后将其与待决案件事实关联起来, 从而推导出裁判结论。 在
批评者看来, 如果法官除了单纯适用法律之外, 还通过道德考量将道德因素带入到法律推理
中, 这不但会扭曲或改变法律推理的性质, 而且会放弃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批评者由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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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结论认为, 法官履行严格适用既存法的角色义务与其从事道德推理活动会发生冲突。 相比
之下, 立法者无此种角色限制, 他可以综合使用多种方法来从事立法活动, 如社会调查、 历
史考察、 比较研究、 经济分析、 道德推理等。 只要能够妥善解决问题、 取得良好的立法效
果, 立法者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进行道德推理。
仔细分析, 以上批评理由看似有理, 实际上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 依法裁判对法官来说
至关重要, 法官无特殊理由不得任意摆脱这一义务的拘束。 但也应注意, 依法裁判立场并不
完全排斥法官考量法律之外的因素。 在所有法外因素中, 道德因素与法律的亲密关系更高,
法律本身就包含大量的道德要求, 甚至不少法律规范是从道德规范转化而来的。 疑难案件需
要道德推理, 这些案件的 “ 争议性来自它们的道德特征, 即使当法律决定在法律制度秩序的
 可以说, 某种形式的道德考

框架内解决问题时, 这些案件仍然保持着同样的道德特征” 。

量有助于法官更好地依法裁判。

笔者想调合立法与司法这两种进路, 它们在解决道德争议难题上各具特色。 从一般层面
上判断何者更优, 实在难以给出定论, 在不同性质的道德议题上, 它们很难决出胜负。 在中
国语境下, 立法机关的开会频次少、 活动周期短, 每次开会讨论内容繁重, 及时启动立法程
序解决社会公众急切关注的道德问题, 这不太现实, 立法须遵循严格的程序。 法院作为化解
社会压力的重要关口, 它的工作方式更为随机和灵活, 能够通过个案裁判比较好地抑制道德
风险和回应公众的道德关切。

三、 道德在司法推理中的作用方式
道德有时以明示且直接的方式进入司法裁判过程中: 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记载考量的
道德内容和公开道德权衡的过程。 法官这么做很多时候是为了发挥道德因素的修辞性功能,
增强裁判文书的情感说理, 进而提高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 然而, 在另一些场合, 法官会以
隐性的方式引入道德考量: 虽然判决书文本中不直接言明道德因素的作用, 但裁判结果在很
 从类型化的角度来看, 道德在法律推理中主要发挥三方

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德因素的支配。

面的作用, 即通过考量道德因素来主导裁判结果 ( 后果性功能) , 以法伦理原则为根据裁判
( 法源性功能) 以及以道德理由强化释法说理 ( 修辞性功能) 。 以下内容将围绕法律推理中
的三种道德作用方式具体展开。

( 一) 通过考量道德因素主导裁判结果

第一种将道德安置到司法过程中的方式, 就是将道德视为一种法外的后果性因素, 法官
通过道德直觉先形成一个预判, 然后再在法律上寻找能够证成这一结论的依据, 利用教义学
的解释或推理方法逻辑演绎出裁判结论。 由于这种裁判方式并不是首先以既有法律作为逻辑
思考起点, 而是以后果为诱因、 倒果为因, 从后果倒推法律、 再以法律武装后果, 因此在理







[ 英] 尼尔·麦考密克: 《 法律制度: 对法律理论的一种解说》 , 陈锐、 王琳译,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365 页。
隐性的实质权衡在外观上体现得不够明显, 很多时候需要深入到判决理由和结果中细致分析才能探明。 对于
疑难案件中法官所进行的隐性实质权衡的讨论, 参见陈坤: 《 疑难案件、 司法判决与实质权衡》 , 《 法律科学》
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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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 我们称之为后果主义的法律推理或法律论证。 除了道德之外, 常见的后果性因素还有
经济后果、 政治后果、 社会后果、 政策后果等。 在后果主义论证中, 这些后果对裁判结果的
形成及法源的选择起着根本性决定作用。
司法过程通常可以分为法律的发现与裁判的证立, 前者系指为个案寻找合适的法源, 后

 常规的司法推理沿着从法律的发现到裁

者指将所选法源运用到个案中来正当化裁判结论。

判结论的证立的顺序进行顺推, 而后果主义则沿着从裁判结果到法律发现再到结论证立的顺
序进行逆推。 从内容结构上看, 后果主义裁判包含预测性阶段与评价性阶段两部分: 第一阶
段是预测裁判的各种可能后果, 并在诸种后果中选择最可欲的那种形成裁判结果; 第二阶段
 回到基于道德的后果裁判中, 道德性因素在以上

则选择、 调适法律并以此正当化该结论。

两阶段均会发挥作用。 在多种后果中, 尤其是法律规范所蕴含的后果与道德后果并存时, 一
个道德后果主义取向的法官会优先选择道德后果, 并将该道德后果直接转变为裁判结果或结
论。 接下来, 法官会在既有法源库中选择能够证成该后果的法律。 既然判决不能凭空推断结
论, 要讲道理, 那么, 法官会利用常规的法律推理方法在形式上为判决提供证成, 但明眼人
心里都知道, 法律推理在这里发挥的仅仅是一种伪装性或修饰性的功能, 真正对判决结果起
着根本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道德因素。
从道德所起作用的性质来说, 以后果为导向的道德权衡会有两种不同的运作方式。 在两
种类型中, 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存在或多或少的不一致。 一种情形是, 个案中的行为可能符
合法律但不符合道德的要求,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合法但不合理, 法官考量道德后果得出了一
个 “ 合法” 同时又 “ 合乎道德” 的裁判结果。 另外一种情形相对不是那么常见, 即个案中
有待评价的行为合乎道德要求, 但却违背了法律的规定, 法官为了让判决获得公众认同, 以
道德后果为驱动作出了一个 “ 合乎道德” 且 “ 合法” 的判决。 为讨论方便, 我们将这二者
分别称为 “ 正向道德驱动的后果裁判” 与 “ 反向道德驱动的后果裁判” 。

首先, 在正向道德驱动的后果裁判中, 基于道德后果的评价起到了一个 “ 道德矫正” 的

作用, 道德评价最终凌驾于法律评价之上, 并直接主导裁判的结果。

在一些伦理性较强的争议中, “ 法官比较容易根据道德直觉而形成伦理层面的判断和结

 举一个大家熟悉的案例即曾轰动一时的 “ 泸州遗赠案” 。 在该案中, 当事人在病危之

论” 。

前以遗赠协议的形式将财产遗赠给自己的情妇。 争议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种遗赠协议在法律上

是否具有效力? 本案中遗赠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已被公证, 其行为符合 《 继承法》 中关
于遗赠的规定。 主审法官从一开始就认为将财产遗赠给情妇的行为是严重不道德的。 基于这
 接下来的工作只不过是寻找支持

种感性的道德直觉, 他内心已形成遗赠协议无效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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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果的法律。 因为由 《 继承法》 的规定推导出的结果与基于道德后果的预判相悖, 而
 所以, 法官径直选择适用公序良

《 民法通则》 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似乎能够支撑那一结论,

俗原则来追求那个在道德上早已形成的预判结果。

其次, 反向道德驱动的后果裁判则有所不同, 合法与合理的紧张在这里表现为 “ 合理”

但不 “ 合法” 。 此时道德后果考量会尝试缓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得基于道德预判的结
果能够部分或全部地朝着 “ 合法化” 转变。

在我国制度上, 安乐死虽不被承认, 但在实践中确实出现了大量的协助自杀的现象。 近

日, 26 岁的女子小芳因协助长期遭受病痛折磨的母亲自杀, 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
 类似的协助自杀案例有很多。 协助自杀虽有一定的法益侵害性, 但较之于一般

徒刑 3 年。

的人身伤害犯罪其社会危害性较小, 在客观方面多是基于受害人的苦苦哀求、 为减轻其痛苦
不得已而为之。 协助自杀行为在道德上具有一定的合理基础, 但在法律上被评价为非法, 但
道德评价会部分地抵消非法评价, 使得该类犯罪行为在定罪量刑上能够得到从轻处理。 从根
本上讲, 这是道德后果考量在发挥一种反向驱动作用。

又比如 “ 于欢故意伤害案” 。 于欢在目睹母亲被杜志浩等催债人员辱骂、 殴打、 以极端

方式性羞辱的情形下, 从桌上摸起一把水果刀将杜志浩捅死, 并致使另外两人重伤, 一人轻
伤。 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 对于欢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争议较大。 面对汹涌
的民意以及最高司法机关的关注, 社会中一种强烈声音认为, 于欢基于孝道, 在目睹母亲被
极端侮辱的情况下刺死滋事者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考虑到反击手段的特殊性, 可以通过判
 在母亲遭受极端侮辱的情况下, 保护母亲的人身安全和

断是否构成防卫过当来定罪量刑。

人格尊严是子女应尽的孝德。 社会中民意的呼声如此, 法官考虑到了这种来自道德的声音,
尝试将该行为朝着 “ 轻罪化” 甚至 “ 非罪化” 的方向使劲拖拽。 可见, 道德对裁判最终结
果的形成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二) 以法伦理原则为根据裁判

在法体系中, 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都是表征道德价值的重要载体。 一些法律规则会直接

蕴含某些道德要求, 比如 《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 “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
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 该条是要激励人们见危救助, 同时打消人们因救

助而可能承担责任的后顾之忧。 当法官演绎适用这一规则时, 也便实现了 “ 互助、 友爱” 的
道德价值。 除了明确的规则之外, 还存在着包含评价性或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规则, 比如 “ 显
失公平” “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 严重损害” “ 情节轻微” “ 社会危害严重” 等。 在涉及适用
 无论是直接演绎适用确定的

评价性术语的法律规则时, 法官会不可避免地进行道德评价。

包含道德内容的规则, 还是通过道德推理先将评价性术语或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后再适用
该规则, 都能将道德因素的作用发挥出来。













参见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1) 纳溪民初字第 561 号;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 (2001) 泸民一终字第 621 号。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2021) 京刑终字第 92 号。
参见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16) 鲁 15 初 33 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
民事判决书, (2017) 鲁刑终 151 号。
See Larry Alexander, Emily Sherwin, Demystifying Legal Reaso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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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从体系论的角度来看, 对法律中一般性原则的解释与建构尤其需要参考道德因素。

规则相比, 法律原则是以内容为取向的, 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实质性理由, 在原则背后往往都
会直接或间接地表达某种政治道德价值。 法律原则作为一种概括性条款, 其适用通常需要借
助价值判断加以具体化, 此种价值判断的过程在很多时候其实是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的交
融、 统一。 借助于法律原则的适用来实现其所承载的道德性价值, 其具体方式可分为协调法
律冲突、 直接充当法源依据以及进行价值填补三类。
第一, 以原则协调法律冲突。 法律冲突包括规则与规则、 规则与原则、 原则与原则的冲
突。 其中, 规则与规则的冲突的解决主要依赖一些形式性的规范冲突协调规则, 比如上位法
优于下位法、 新法优于旧法、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 规则作为一种排他性理由, 其适用具有
明显的断然性, 准确来说它是以 “ 全有或全无” ( all or nothing) 的方式适用的。 一旦规则之
间发生冲突, 那么根据冲突协调规则, 胜出的规则得到适用, 被击败的规则在个案中失去效
力。 比较复杂的一点是, 如果两个道德性色彩较浓的规则出现冲突, 它们都包含一些不确定
的评价性概念, 此时该怎么办呢? 笔者认为, 对于规则之间的冲突应优先运用形式性的冲突
协调规则, 只有在形式性的冲突协调规则沉默之时, 可辅以实质性的道德权衡和价值判断。
在规则与原则、 原则与原则冲突中, 会更明显和直观地展现出形式理由与实质道德理由
之间的碰撞。 原则与规则的冲突实质上体现为合法与合理之间的紧张, 对此主要有两种解决
方案: 其一, 理论上规则优先使用。 除非规则的适用带来较为严重的问题或不可欲的后
 否则不得直接适用原则, 这也是穷尽规则方可适用原则的基本要求, 因此, 并不是在

果,

任何规则与原则冲突时都优先适用原则。 其二, 放在一个更深层次上进行比较。 原则与规则
的冲突, 其实可以转化为原则与作为规则背后深层次理由的另一个原则之间的冲突, 如此一
来就变成了协调原则与原则的冲突, 这依赖于权衡和通盘考量之后赋予哪一个原则更大的分
 但这同原则与原则的直接冲突不同的是, 被赋予分量更重的一方会排除另一方的适

量。

用, 不太可能在个案中出现最终同时适用原则和规则的情形。 至于原则与原则的冲突, 体现
为道德理由之间的竞争, 典型的解决思路就是权衡 ( weighing and balancing) , 原则可以被不
同程度 ( 分量) 地适用, 这一点有别于规则。

第二, 法伦理原则直接充当法源依据。 法律原则可看作是被实在法加以制度化的原则,

它与道德原则的区别在于本质上它已属于法律范畴。 法律原则主要但不必定来自道德原则,
 法律原则中的大部分来自于道德原

二者虽有交叉, 但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包含法律原则。

则的转化, 施塔姆勒给了它们一个 “ 正义法原则” 的身份, 有时简称为 “ 正法原则” 。 正义
法原则在内容上具有客观的性质, 能将法律和道德捆绑在一起, 此种正法原则可以说是兼具
 在实在法原则中, 还有个别原则源自于实在法规则的一般化, 多是纯

法律性和道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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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性或技术性的原则。 拉伦茨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主张并非所有的实在法原则都是正法原
 法伦理原则的力量

则, 有些原则在正义法的视角下是不正确的或在一定程度上是中立的。

源自两个方面, 一是其内容具有妥当性, 二是其在实在法体系中获得相应的制度性支撑。
法伦理原则虽具有高度的道德色彩, 但由于已具备法律的身份, 因而, 其可充当适格的
法源。 法律原则相较于规则更为一般和抽象, 但法律原则本身也有抽象程度之分, 有些原则
过于抽象, 虽能当作法源使用, 但须借助价值判断来具体化, 再落实到个案中得出具体的法
律判断。 另外一些原则相对具体, 甚至接近普通规则或法条的形式, 这些原则 “ 已经被凝练
 通常无需法官

成可以直接适用的规则, 其不仅仅是法律的理由, 毋宁已经是法律本身” ,

做太多的具体化工作, 这些法条式的原则就能被适用。 原则裁判是实现道德的一种途径。 原
则裁判从方法论上而言涉及如何适用原则的问题, 对此学界有过不少讨论和争论。 整体而
言, 一方面承认原则的重要作用, 主张充分发挥其所具备的而规则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 另
一方面认为原则具有扩张性和裁量性, 主张从方法论上谨慎限制对原则的滥用和误用。
一般来说, 法官只在特定情形下选择适用原则裁判: 一是, 法律规则与原则冲突, 法律
原则最终胜出, 法官避开规则而适用原则进行裁判; 二是, 法律原则与法律原则冲突, 法官
经过权衡最终赋予各原则以不同分量, 无论怎样选择, 最终都是以法律原则作为裁判依据;
三是, 对某个待决议题, 只有相应的法律原则而立法者未设定具体的规则, 也就是说, 在法
体系中只有原则可以被使用, 法官可具体化该原则并以此为基础作出裁判。
第三, 通过法律原则进行价值填补。 法律漏洞一般被认为是法体系出现了违反立法计划
圆满性的状况, 有些问题立法本应调整却实际上未作任何规定, 开放出了相应的空白地带或
漏洞。 法律漏洞的划分颇为复杂, 整体上分为法律内的漏洞与法律外的漏洞。 法律内的漏洞
又包括授权漏洞 ( 在法律文义内) 、 公开漏洞 ( 超出法律文义) 以及除外漏洞 ( 违背法律文
 除此

义) 。 法律外的漏洞涉及法律政策的缺陷, 属于按照将来法的漏洞或法律政策漏洞。

之外, 当制定法的适用将导致道德上无法接受的结论时, 法律出现了价值论漏洞。 而解决这
 法律体系由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构成, 外部体系更

类性质的漏洞, 须依赖道德价值判断。

多的是形式性规则, 而内部体系则主要是价值和秩序。 当内部体系出现规范空缺时, 相对具
有一定弹性空间的内部体系价值要素能够发挥一种填补或兜底性功能。

 基于

当法官超越制定法进行某些造法活动时, 往往会凭借某种道德要求来裁判案件。

政治和道德判断, 法官在适用法律的同时也在发展法律。 原则在填补法律漏洞和发展法律方
面起着重要作用, 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
第一种方式是, 借助整体类推来填补漏洞。 类推被认为是填补法律漏洞的一种主要方
式。 根据类似案件应类似处理的一般正义原则, 法官可以将新类型或特殊情形统摄到原则范
围之下, 使得原则潜在包含此种情形, 将该原则具体化为可直接适用的规则, 再借助类推将
















Vgl. Larenz, Richtiges Recht: Grundzüge einer Rechtsethik, 1979, S.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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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eksander Peczenik, On Law and Reason, Springer, 2008, p. 20.
See Joseph Raz,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Essays in the Morality of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50.

85

法制与社会发展

具体化后的规则适用到眼前新事实之下, 即可完成法律判断。
第二种方式是, 通过解释将伦理原则转化为法伦理原则, 再以新造的法伦理原则处断案
件。 这种方式较为特殊。 我们知道法体系中以实在法形式展现出来的法律原则数量极其有
限, 针对某些实践中的新问题, 不仅无直接的规则可用, 就连既有的法律原则也被用尽了。
此时, 法官需要从伦理原则中寻找资源。 他首先将伦理原则诠释和转化为能够被法秩序所包
 然后再把该原则具体化到可以适用的程度, 最终以此为基础来为

含和承认的法伦理原则,

新问题谋求答案。

总之, 法律体系必然具有开放性。 法官穿梭于 “ 既定之法” ( settled law) 与 “ 未决之

法” ( unsettled law) 之间。 当个案面临未决之法的情境时, “ 法官可以通过使用道德、 社会
 法律原则在协调规范冲突、 提供妥适法源以及填

以及其它非法律性的论据来发展法律” 。

补法律空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三) 以道德理由释法说理

道德在法律推理中的第三种工作方式, 集中表现为它虽不能直接作为裁判的根据或依
据, 但可以作为一种裁判理由, 发挥着一种说理性或修辞性的功能。 法律推理虽然主要运用
法律理由来证成结论, 但是在推理过程中并不完全排斥法律之外的其它理由。 一般来说, 只
要法律理由在根本上决定裁判结果, 其它理由所起到的就是一种强化该结论的支撑性或说服
性作用。 佩雷尔曼将法律推理看作是实践推理的一种复杂形式, 指出, “ 在实践论证中给出
的理由, 根据决定要做出的领域来看, ‘ 好的’ 理由可以是道德的、 政治的、 社会的、 经济
的或宗教性理由。 对法官来说, 这些理由本质上必须是法律的, 原因在于他的推理必须表
 显而易见的一点是, 除了法伦理原则

明, 裁判结论与他有义务适用的法律是相一致的” 。

作为法源之外, 法官应摆正道德在司法裁判中的位置, 尤其要处理好依法裁判与考量道德之
间的关系。
某个裁判结果是否合乎道德, 已成为当下人们判断裁判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准。 面对实践
中频繁出现的各种机械性司法, 同时为了缓解民意与专业性法律判断之间的紧张关系, 最高
人民法院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作为改革方向, 要求各级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注重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司法裁判中, 以其作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重要依据, 将法律判断
与道德判断结合起来, 通过个案裁判充分展现出法律规定背后所承载的道德价值和法律目
的。 当法官的专业性法律判断与社会公共道德要求内在一致时, 司法裁判得到了社会公共道
德的襄助, 会更有助于推动裁判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高度统一, 让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从内心
信服和接受判决。
以道德理由释法说理的第一种方式是, 直接诉诸社会公共道德。 社会公共道德是贯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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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默指出法律原则多数时候有明确的表达形式, 有时候也是以一种隐含的方式存在的。 参见 [ 奥] 恩斯特
·A. 克莱默: 《 法律方法论》 , 周万里译,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28-229 页。 法律原则或法伦理原则的
一般发现路径是, 人们首先意识到对它的需要, 从可能的伦理领域中找到相应的存在, 通过解释技术澄清内
容并使其获得法定化的形式。 更为细致的讨论, 参见 [ 德] 卡尔·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第六版) , 黄家
镇译,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第 529-530 页。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9.
Ch. Perelman, Justice, Law, and Argument: Essays on Moral and Legal Reasoning, Springer Netherlands, 1980,
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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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之间的一种基本道德。 它更多地是一种义务性的道德,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尽力将
其作为根本行动准则, 比如平等、 公正、 互助等。 这些道德要求同时也为法律所包含。 在个
案中援引社会公共道德时, 法官实际上通过揭示和阐释法律背后的深层次道德理由, 来巩

固、 强化和支撑专业性的法律判断。 全国首例 “ 斑马线之罚案” 中, 法官认为, 机动车礼让
 该案以社会公共道

行人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 这背后关系到行人的生命安全问题。

德释法析理, 最终依法作出了有道德温度和人文关怀的判决。 又比如公众热议的 “ 江歌案” ,
一审法院认为, 刘暖曦与江歌双方形成一定的救助关系。 刘暖曦在对侵害危险有更为清晰的
认知的情况下未对江歌尽到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据此从法律上已能充分对刘暖曦进行
侵权归责。 但法官并未就此止步, 认为扶危济困和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 江歌无私帮助刘暖曦的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
 非常明显, 法官援引社会主义核心

俗相契合, 其所受之不法侵害理应得到相应法律救济。

价值观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说理, 使社会公共道德发挥一种积极修辞的作用。

在裁判文书中 “ 引经据典” 也是以道德加强释法说理的重要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经典书籍和典故虽不是正式性的法源, 甚至连非正式的法源都算不上, 但在裁判中时常被援
引当作一种判决说理的理由。 在传统经典中, 比如 《 道德经》 《 论语》 《 礼记》 《 孝经》 等
包含着大量的道德准则, 其中有不少经过传承和反复转化已经具有当代新的表达形式。 有论
者通过检索裁判文书, 梳理出法官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引经据典: 其一, 在一些知识产权纠纷
中, 引经据典能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理由。 其二, 在个别案件中, 法官找不到现成的法
源时, 偶尔也会通过引经据典来裁判。 在此种情况下, 引经据典发挥着一种类似于正式法源

的 “ 准裁判根据” 的功能。 其三, 更为常见的引经据典是在判决理由部分以其作为一种修辞
 法官引经据典尝试将某些道德文化要求作为某

手段, 借此来强化或削弱某个法律性判断。

种 “ 权威” , 通过阐明文理、 事理与法理, 来说服人们在情感上接受某个法律判断。

在实践中, 法官有时还会吸纳民意来影响自己的裁判。 严格来说, 民意只是一种公共舆

论, 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 其产生缺乏相应的检验机制, 难以确保合理性和正确性。 尽管在
个别场合下民意确实反映和代表了某种道德要求, 但仍不能在民意与社会公共道德之间简单
地直接划等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情理” 与道德的关联更为紧密, 国法、 天理、 人情是
相互交融在一起的。 情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道德规范, 人们知晓并承认它的存在, 但却很难
讲清楚它的确切内容。 如滋贺秀三所指出的, “ 情理不过是一种修辞, 并非具有明确定义的
术语。 法官并非只是根据某种特殊的意图, 在某些场合使用这一术语, 而在其他场合避免使
 苏亦工也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判

用。 无论口头上说与不说, 情理经常在法官心中起作用” 。

断, 认为, “ 情理不是具体的、 有形的法律、 规范、 原则或制度, 也不是习惯等任何可以实
证的东西, 甚至连概念都不是, 只是汉语中的一种修辞表达而已。 但是, 在中国的传统法制













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5) 浙嘉行终字第 52 号。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 鲁 0214 民初 9592 号。
参见谢晶: 《 裁判文书 “ 引经据典” 的法理: 方式、 价值与限度》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0 年第 6 期, 第 33
-38 页。
[ 日] 滋贺秀三等: 《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 , 王亚新、 梁治平编, 王亚新、 范愉、 陈少峰译, 法
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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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司法实践中, 情理却是制定、 修改、 运用和评判所有实证的法律以及审理和裁断各个具体



案件的价值基础和判断依据, 是潜在于人们内心的是非正误概念, 是公平正义的感觉” 。

相较于传统审判中情理的重要功能, 在当代司法中, 情理依据能够直接发挥修辞性作用, 但
如若作为裁判的依据或准依据, 则需要经过解释转化和方法论上的限制。

四、 道德裁判与法律裁判的界限
道德理性或道德推理在司法裁判中是否占有一席之地? 一些论者极端强调法官依法裁判
的义务, 认为即便在疑难案件中法官也应坚持一种道德中立的方式处理案件。 例如, 有论者
指出, “ 既然法官必须为自己的判决提供理由, 那么这些理由又是什么呢? 对他而言, 唯一
的选择是诉诸 ‘ 概念性’ 或 ‘ 范畴性’ 理由, 即是物理性或事实性的理由, 但要排除所有
 然而, 前文讨论让我们看到,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经验

道德 ( 或审慎性) 美容” 。

上, 法律推理都不可能将所有道德因素完全排除出去。 道德反思在简单案件中用处不大, 但
法官在处理疑难问题时尤其需要道德理性, 它时常能为裁判者打开一个新的思维窗口。 这正
像克龙曼在回应波斯纳的 “ 道德无用论或道德冗余论” 时所说的那样, “ 事实上, 与其它大
多数社会或政治性任务相比, 法官的工作为道德理性留出了更多的空间, 并且在更大程度上
 甚至相较于立法而言, 在司法领域中, 道题议题产生的频次更高, 法

运用了道德理性” 。

官遵循一种更类似于道德推理的工作方式。

( 一) 法律推理中道德考量面临的问题

在法律推理中妥善安置道德至少会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 道德推理可以供给判
决理由, 能为司法裁判提供说理的资料, 实现裁判理由来源的多样化; 其二, 法官进行适度
的道德推理, 能够避免机械性司法, 增强裁判灵活性的同时, 也能使司法裁判更有德性和尊
严; 其三, 将普遍性能力较强的社会公共道德融入裁判中, 以其作为释法说理的重要参考,
拓宽裁判说理的深度、 广度和温度, 如此能够让人们感受到裁判的公正, 提升裁判的实质可
接受性; 其四, 道德论证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 在规范冲突以及规范阙如的场合, 道德论证
能发挥相应的协调和填补功能。
当然, 我们在看到道德在司法推理中具体重要地位和功能的同时, 也应注意到对道德的
误用和滥用可能会带来多种严重的问题。 运用法律理由裁判, 这是法官的义务, 道德理由充
其量只应发挥一种辅助性或补充性的作用。 如果过分夸大或抬高道德的功用, 那么, 可能会
出现以道德理由支配甚至取代法律理由的风险。 同样地, 如果任意地凭借道德是非感来主导
裁判, 那么, 司法裁判结果也会丧失确定性和客观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 道德进入法
律推理可能会产生以下问题:
第一, 道德哲学本身不太具体, 道德哲学方法也不够成熟和确定, 以至于难以提供像法
教义学那样的较为稳固的思维方式。 就连一般的哲学家都很难胜任反思复杂的道德争议,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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诓论普通法官了。 波斯纳断言, “ 即使道德理论思考可以为某些道德判断提供一个合用的基
础, 也不应当用它来作法律的判断。 法官对它感到不自在或不可能感到自在, 不擅长也不可
 相较于形式性的

能擅长; 社会对它的分歧很大; 并且它与法律案件中的争议也不相称” 。

规则, 道德作为一种实质性理由既然以内容为取向, 势必具有较强的可争议性。 允许法官在
裁判中诉诸道德, 无异于将他们推向道德辩论的深渊。 道德争论是没有止境的, 在一定程度
上只会加深分歧。 法官们在具体道德问题上难以达成一个共识, 无法就争议问题得出确定的
 故而道德争辩的非终局性会影响法律推理的确定性。

结论、 定分止争,

第二, 道德论证具有较强的利益色彩。 司法中的道德论证难以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论

辩, 它突显了鲜明的利益导向, 其中强制和说服并重, 是一种附条件的交往理性, 较大程度

 这种个殊化体现为, “ 法律推理所面对的是利益纠纷,

地限制了自由和平等的商谈程序。

是矛盾各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的一种利益争抗活动。 此时, 各方所持的主要道德标准不
是社会性、 公共性、 普遍性的伦理要求和伦理规范, 而是个体的需要和利益支配下的道德要
 个体道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相对性特点, 以此为基础辩护

求, 体现了道德的个体性” 。

特定的法律决定难免有失公允。

第三, 道德冲突难以协调, 且解决成本较高。 道德作为一阶理由, 在法律推理中主要依
靠权衡或通盘考量发挥作用。 对道德的权衡在一般的层面上可能会带来三个问题: 一是, 效
率上存在缺陷, 每次都要权衡所持的所有理由之后再作判断, 会导致效率极其低下; 二是,
考虑到个体的道德反思能力有限, 自行衡量可能会出错; 三是, 自行衡量难以实现社会合作
 抛去如何确保道德的正确性不谈, 道德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势必会引发道德冲突现

的任务。

象, 法律推理中如何应对道德冲突并非容易之事。 在事实上, 无论是诉诸直觉式的道德推
理, 还是诉诸情感式的或决疑术的道德推理, 都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法官在运用
实质理由解决争议时应尽可能确保该理由本身无严重争议, 否则运用有争议的道德理由最终
获得的裁判结论必定也是存在争议的。

第四, 道德理由就其自身的本质而言是一种法外理由 ( extra - legal - reason) 或非法律性
理由 ( non - legal - reason) 。 它与法律性理由的关系无非就两种: 一种是它倾向于支持和强化
法律理由, 能够里外呼应、 形成一种更强的理由链条, 如此, 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 判断的
合法性与合理性也就实现了高度的统一。 另外一种是它倾向于侵吞或抵消法律性理由, 此时
道德判断与法律判断不一致, 道德理由的引入是为了某种程度地改变法律判断。 在后一种情
形下, 如果道德理由最终击溃并取代法律理由, 并直接运用道德理由得出一个貌似合理的判
断结论, 那么要尤为谨慎和注意。 因为此时虽然判断结论因蕴含道德要求而具有较高的实质
可接受性, 但判断的法律性根据却被彻底消解或冲散了, 司法裁判相应从法律裁判退化为一

















[ 美] 理查德·A·波斯纳: 《 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 ,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4 页。
若在形式规则尚无法得到充分尊重和践行的情况下, 就盲目推行实质价值, 非但实现不了实质法治, 甚至就
连不纠缠伦理争议、 内容有限、 最低限度的形式法治都难以确保。 在司法裁判领域, 过度地注入不确定的道
德或伦理价值, 只会进一步加深分歧和争议, 给法官施加更为严苛、 繁重的判断负担, 影响法律判断的可预
期性和稳定性, 并最终损害法治。 参见张翔: 《 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 , 《 法学研究》 2012 年第 6 期, 第 7 页。
参见许娟: 《 司法判决过程中的道德论证》 , 《 法学论坛》 2012 年第 2 期, 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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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道德裁判, 最终侵损了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在司法裁判中引入道德因素或道德推理, 可能还有其它
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针对在法律论证中运用道德评价的做法, 佩岑尼克认为这种道德论证
仍有待回答一些问题。 他至少列举了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 道德陈述部分具有描述性意义,
部分具有情绪性的意义, 但是这些意义成分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第二, 道德原则是可普遍化
的, 也就是说, 它们可能不使用专有的名称或明确的描述, 但普遍化是否会迫使人们采纳任

何特定的道德观点? 第三, 在某种意义上, 不同人的道德观可能相互矛盾, 但 “ 矛盾” 这个
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第四, 好的理由能够证成道德陈述, 但什么样的理由是好的呢? 第
五, 正确的道德观点必须考虑对具体案件的直觉评价、 赞同的原则、 他人的偏好、 社会确立
 当然, 以上问题大多是关于道德推理本身的疑问, 具体落实到

的原则和确立的推理规范。

法律推理中这些提问方式仍然是有效的, 只不过在法律推理中运用道德理由所带来的问题可
能更复杂和严峻。

( 二) 法律推理中道德考量的方法论限制

在由将道德引入法律推理中所可能产生的以上诸问题中, 有些问题是本体论的, 有些问
题是认识论的, 还有一些问题是方法论层面的。 在很多时候它们又是彼此缠绕在一起的, 共
同制约着道德论证正常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囿于篇幅所限, 此处笔者集中关注道德裁判与法
律裁判的界限问题, 即一方面如何发挥道德的应有价值, 使其对法官的推理及结果产生一定
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能将道德的作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避免让道德理由任意凌驾或取代
法律理由, 以确保法官在考量道德因素的同时, 不至于放弃依法裁判的基本义务或立场。
这也就回到了文章开头所呈现的那个困惑: 有时候我们极力赞颂道德对司法裁判的进
入, 认为道德因素和后果考量增加了裁判结果的道德性和合理性, 这能够赢得人们内心对裁
判的接受和尊重。 而另一些时候, 我们又小心谨慎地对待司法中的道德, 甚至在个别案件中
严厉批判道德过多地影响甚至支配了法律判断。 为何会产生这种紧张或矛盾的态度呢? 根源
就在于司法论证既要对道德理由保持开放, 又要防止过度滥用或误用道德的做法将司法裁判
异化为道德裁判。 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 从正面来看是要确保依法裁判立场, 从反面来说实
质上是要限制道德作用的发挥。
首先, 道德本身必须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 道德作为一种法外标准, 它的使用会给法官
带来较大的认知负担、 心理负担和证成负担。 在具体个案中, 需要依赖或援引何种道德? 这
通常需要法官自己寻找和定夺。 道德的不确定需要法官讲清楚, 道德之间的冲突亦需要法官
 这些都是道德反思施加给法官的额外论证负担。 想要充分且适当地发挥道

去评估和协调,

德的功用, 就必须对道德本身作出上述论证和探究。 用于法律推理的道德必须是社会公共道
德, 而不能是个人感性的道德直觉、 道德情绪或道德体验, 如公正、 平等是最基本、 底线性
的道德要求, 它们也容易被法体系和法秩序所包含。 或者用富勒的话来说, 司法应注重援引
 应注意

义务性道德 ( morality of duty) , 即这种道德对社会中每一个正常人所施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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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多元性和流变性。 过去的道德真理可能成为今天的谬误, 反之亦然。 法官在论证道德
的合理性时, 注意引入一些批判性道德 ( critical morality) 作为标准, 它们能够帮助揭示道
 只有经过严格论证且为真的道德才有资格进入法律推理的门槛。

德是否为真,

其次, 构建一种道德的法律转化机制。 道德如果不被法律化, 永远只能停留在道德的范

畴。 在将道德作为一种裁判理由或修辞性理由时, 基本上不会出现司法裁判异化的风险, 这
是因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法律理由, 道德在根本上只是对法律理由起到了一种补充和
强化的作用。 但是, 在用尽法律理由需要依靠道德进行价值填补时, 或者在以道德理由废止
法律理由时, 法官很容易直接诉诸道德形成一个判断, 然后将该判断视为从法体系中推导出
来的一样。 即便在无法可依需要以道德填补法体系开放出的漏洞时, 法官仍需时刻谨记不得
 因为一旦将道德作为法源或根据, 那么, 司法裁判势必随之异化

直接援引道德进行裁判,

为道德裁判。

以中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案为例。 一对年轻夫妇因生育困难在医院培育了几枚冷冻胚
胎。 后因为这对小夫妻因车祸意外丧身, 双方父母对簿公堂要求继承医院保存的冷冻胚胎。
冷冻胚胎在法律上如何定性是现代生物科技带来的新问题, 尽管在学术讨论中可以找到一些
零星的观点, 但在案发当时我国现有立法对此并没有相应的规定, 并不明确是否能够像继承
财产那样来分割人体冷冻胚胎。 可以认为针对冷冻胚胎问题出现了立法漏洞。 此时如何要求

法官坚守依法裁判立场呢? 这里的 “ 法” 从何而来? 法官在判决本案时, 恰恰是通过传统伦
理或道德来编织新法、 填补漏洞。 从伦理上来看, 受精胚胎具有潜在的生命特质, 包含双方
 从方法论角度

父母两个家族的遗传信息, 双方父母与涉案胚胎都具有伦理上的密切联系。

审视, 法院并没有缜密、 成熟地实现伦理向法律的转化, 而是直接诉诸伦理道德来确定胚胎
的权利归属。 严格而言, 既然认识到受精胚胎在伦理上具有重要地位, 似乎可以通过法律解
释的技术, 进一步衍生和抽象出一个更高的法伦理原则, 即能够孕育潜在生命的胚胎具有特
殊的法律地位, 不得被随意当作财产物来处置。 这个法原则能够被 《 宪法》 中规定的 “ 人
格尊严不受侵犯” 以及 “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所涵盖。 如此一来, 虽然最终获得的结果
一样, 但法官在诉诸道德的同时并未放弃依法裁判。

再次, 迈向一种法律与道德并重的二阶裁判理论。 从法律推理的结构来看, 单纯依赖实
在法的演绎逻辑是一种简单版本的法律推理形式, 法源的圆满性足以排除法外因素对裁判的
进入。 而一旦法源清单出现问题, 那么就为法外因素进入司法制造了空间。 此时会随之出现

一种复杂版本的法律推理形式, 它由法律判断和非法律判断相复合而成, 通常采纳 “ ( 法外
判断和论证) 为法律推理准备大前提” + “ ( 简单版本的) 演绎推理” 的形式。 法外因素的
功用主要在于帮助后续的法律推理论证和完善大前提, 一旦大前提准备妥当, 在后续的推理
中基本上是法律理由在起决定性作用, 一般只有在疑难案件中才会展现这种复杂形式的推理
结构。
复杂形式的法律推理具有明显的二阶结构。 基于法律理由的逻辑推理是一阶, 而通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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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理由的论辩则属于二阶。 麦考密克认为, 演绎推理在某些疑难场合中难以直接运转, 这就
需要二次证明的帮助。 二次证明涉及对裁判规则的解释和选择, “ 意味着随作选择所依据的
 实际上, 道德反思的

理由进行论证, 即论证如何在相互对立的裁判可能之间作出选择” 。

功用就体现在为法官锻造得心应手的裁判规则。 阿列克西的内部证成指的就是基于法律理由
的演绎推理, 而外部证成基本上等同于麦考密克的二次证明,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作为推理大
 道德作为规则合理化的重要实质理由, 在检讨裁判规则正确性时能够

前提本身的正确性,

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避免法官直接诉诸道德直觉或道德原则来衡平裁判, 瓦瑟斯特罗姆提出
了一种类似的二阶证成程序: 第一, 一阶证成程序着眼于判决最终是从法体系所蕴含的裁判
规则中演绎推导出来的; 第二, 二阶证成程序要确保这样一个事实, 即法官所援引的裁判规
 言外之意, 这是当下在道德上能够实现最佳证立的

则比任何其它规则都更加具有可欲性。

规则, 相应地, 由该规则所逻辑演绎出的结果也能得到最佳的证立。
不难看出, 在上述种种二阶性的裁判证成理论中, 二阶证成程序能够以一种妥当的方式
最大限度地发挥道德的补充性或矫正性作用。 一阶证成程序坚持不放弃法官适用法律的义
务, 维护依法裁判的司法底线, 确保案件的裁判结果最终建立在既有法体系中的依据之上。
二阶证成程序为道德施展拳脚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它可能在多个冲突的裁判规则中为法官指
明选择方向, 也可能是通过道德反思辩护某个规则的合理性, 还可能是通过规则再造来填补
立法空缺。 总之, 二阶证成程序能够有效地打通法律理由和道德理由的藩篱, 使得道德以一
种方法论上妥当且易于受到理性限制的方式进入到裁判论证过程之中, 从而有效预防法官简
单依据道德直觉或直接诉诸道德判断向法外道德裁判逃逸。

五、 结论
严格来说, 是否善于在法律推理中使用道德理由, 这通常并不是评判一个好法官或好裁
判的必要标准。 尽管法官注重运用道德理由释法说理或填补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裁
判的说服力和实质可接受性, 但实践中仍然经常出现假借依法裁判之名行道德裁判之实的情
形, 或者在根本无需引入道德理由的情况下 “ 为赋新词强说愁” , 这两种极端情形均已歪曲

了道德的原本功能。 上文的讨论让我们清晰地看到, 道德的确在司法推理中占有一席之地,
任何试图将道德从裁判中抽空的做法都是不现实、 不科学的。 正常运用道德理由并不会从根
本上改变法律推理的基本性质。 道德判断指向二阶证成, 它要接受一阶法律裁判的统辖, 二
者相互交融, 共同致力于在法律的框架体系下解决纠纷。
在道德性司法研究方面有卓越建树的德沃金, 曾对法官的工作职责提出了如下劝告:

“ 说出真相 ( Come Clean) 和脚踏实地 ( Get Real) 。 弄清楚哲学概念在我们法律构造中的宏
大设计和精巧规定中扮演的角色, 脚踏实地干好这个辛苦的工作, 去落实这些概念所允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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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对法官裁判的影响
 说出真相是一种坦率的美德, 意味着当法官需要引入非法律性因素时, 应以说理

一切” 。

和论证的方式讲明原委。 比如, 为何要引入道德考量? 引入的是何种道德因素? 道德在法律
推理中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 脚踏实地, 代表着一种细致的、 有序的、 沉稳的工作方式。 法
官要顶天立地, 承担起作为法律适用者和正义矫正者的特殊角色, 踏踏实实地运用规范的推
理方法落实法律和道德要求, 从而最终实现个案正义。

Abstract: The uniqueness of judicial adjudic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judges should

make judgments based on the law, and judging according to law has accordingly become the basic re-

quirement for restricting legal reasoning. Whether legal reasoning can completely be free of moral
considerations has been debated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this concerns how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legal reasoning. Moral issues are often intertwined with legal issues. In practice, there are two
ways to deal with moral issues: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adjudication, which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

istics and limitations. With the judicial field as the context for discussion, judges have to undertake

the important task of solving moral issues. Morality enters into legal reasoning activities in three main
ways: considering moral factors to dominate the results of judgments, adjudicating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legal ethics, and strengthening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reasoning with moral reasons. However, we should wary of directly taking morality as the source of law and directly replacing legal judg-

ment with rough moral judgment, so as to strictly adhere to the boundaries between moral judgments
and legal judgments.

Key Words: Public Morality; Legislation; Judicial Adjudication; Legal Reasoning; Moral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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