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場倫理分享篇(一)

律師



前設討論



• 何謂道德(morality)？The actual content of right and 

wrong; it deals with moral knowledge, it is the

result of ethical discussion; the what question

• 何謂倫理(ethics)？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right 

and wrong; it deals with moral reasoning and 

justification; the how question

• 兩者有何分別？



• Moral values: moral worth,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bad

• Moral duties: what should be done and what 

should not be done? 

• Something might have moral values, but it may not 

necessarily be a moral duty. E.g., sacrificing oneself 

to save the lives of others.  It has moral values, but 

it may not be a moral duty





基督徒律師面對的道德難題



基督徒律師面對的道德難題

1. 利益衝突

2. 客戶私隱

3. 專業失當

4. 玩弄程序

5. 歧視忽視



基督徒律師面對的道德難題

6. 教證人

7. 不當收費

8. 隱瞞證據

9. 妨礙司法公正

10. 對第三者的影響，特別小童



從「客人」當事人的角度來看，

何謂「有道德」的律師？

甚麼律師的行為是「無道德」的？



冤枉 逃避



從「市民」旁觀者的角度，

何謂「有道德」的律師？

甚麼律師的行為是「無道德」的？



從「基督徒」信仰角度來看，

何謂「有道德」的律師？

甚麼律師的行為是「無道德」的？



甚麼是道德律

(divine command,

natural law)？

如何成為有品格的

人(virtue ethics)？

倫理學兩個向度的考慮



「專業」的律師，

與「好」的律師，

有分別嗎？



「專業」的基督徒律師、

「好」的基督徒律師、

與「與蒙召的恩相稱」的基督徒律師

有分別嗎？



非基督徒的律師，

可以是位在道德上「好」的律師呢？



虔誠的基督徒律師，

可以是位「道德有缺」的律師嗎？



神論

(照管)

教會論

(成聖)

基督教倫理學的相連性

有相連性

無相連性

救恩論

(救贖)

人論

(良知)



倫理學與神論兩個不同的看法：

• 道德屬特殊恩典(special grace)

• 道德屬普遍恩典(common grace)



在神普遍的恩典下，擁有仁愛、良善、公義等道德素質，

代表他們能因這些素質得救嗎？這是救恩的問題！？這是

恩典的問題！？這是神主權的問題！？

從羅13:1-5可見，人間的政治制度是神對墮落世界的普遍

恩典，透過政治制度賞善罰惡，顯示不單止是個人，甚至

乎是群體，也有神賜的道德良知存在，當然與特殊啟示比

較，欠缺清晰、在沒有神恩典下，也難以遵守，但無論如

何，這與人的救贖是兩回事，與神的創造和看管更有關連



倫理學與人論兩個不同的看法：

• 全然敗壞、缺乏良知，道德需要殊恩

典(special grace)

• 全人敗壞、但仍存良知，道德屬普遍

恩典(common grace)



基督教道德論與救恩論(救贖)是相關連的：

• 得救全是恩典：靈裡死的人不懂道德律、即

或懂，也無能力作

• 道德屬特殊恩典(morality requires special 

grace)

• 惟基督徒才有道德(非基督徒行善動機也是錯)



基督教道德論與救恩論(救贖)無相關性：

• 人雖全然敗壞，但仍有良知

• 不信的人仍可行善棄惡(morality 

remains because of common grace)

• 神也可賜不信的人善的動機



基督教道德論與教會論(成聖)是相關連的：

• 成熟的信徒在任何處境也懂得甚麼是

應有的道德律，也有能力作出合神心

意的道德選擇



基督教道德論與教會論(成聖)無相關性：

• 哪怕是成熟的信徒，在面對道德衝突

的情況下，也難以有絕對的把握所作

的道德決定是正確的，需要恩典憐憫



律師的工作性質

• 提供法律意見(法律條款、範圍、權利、責任)

• 代表客人處理法律的事宜(談判、草擬文件、處理法

律程序、維護客人的權益)

• 為客人解決或提防法律問題

• 維持司法制度的誠信(integrity)



基督徒律師的工作性質

• 與非基督徒律師的工作性質應該有別嗎？

• 若然有別，別在何處？



神必報應善惡行為

6 神必按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7 對於那些堅忍行善，

追求榮耀、尊貴和不朽的人，就有永生回報他們； 8 但

對於那些自私自利、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人，就

有憤怒和怒氣回報他們。(羅2:6-8 新漢語)

誰是神道德審判的對象？



基督徒律師的工作性質

• 評價有別(神按照律師的行為報應律師)

• 目標有別(追求榮耀、尊貴和不朽，不單是為自己求財、

求名、求利)

• 態度有別(堅忍行善、不用自私的手段)

• 底線有別(順從真理、不順從不義)



目標與評價

• 為誰做？為誰不做？人在做、天在看

• 甚麼情況下不能(繼續)從事這行業？

• 天國身份 vs 職業身份

• 客人、同事、同業的評價會否重過神的評價？



態度

• 堅忍(起初的心)

• 信靠(手段)、信仰(道德實踐不會是徒然的)

• 放手、捨棄、身段、遠離事業的試探

• 主賜的份、自我觀

• 回饋社會、專業、以經驗、知識、能力作主工

• 若是神的心意、神定保守看顧



底線

• 客人

• 同事相處、toxic culture?

• 案件類型

• 事業階段、角色

• 若是神的心意、神定保守看顧

• 人在江湖，是否真的身不由己



倫理討論的四個向度

• 道德行動本身(Moral Action)

• 道德行動的動機(Motives of the Moral Actor)

• 道德行動的結果(Consequences of the Moral 

Action)

• 道德行動者的德性(Character of the Moral Actor)



如何處理不同的道德價值觀？如何愛他們？

• 客戶

• 老闆

• 合伙人

• 同事

• 下屬



基督徒之間的道德倫理觀會有別嗎？如何理解？

• 歷史分別：從舊約到新約(聖經神學)到教會歷史的道德原則、規範有別嗎？

• 文化分別：從教會及神學思想歷史中有別嗎？

• 個人分別(原世界觀)：成長背景經歷及屬靈遺產有別嗎？

• 屬靈分別：對神的認識、跟聖子的榜樣、回應聖靈的感動

• 神主權分別：在不同的道德情況下，特別是道德矛盾時，聖靈、聖經、

群體和/或聖經對不同的信徒(包括不同文化、時空)有不同的指引嗎？

• 耶穌的典範：其獨特性和典範性



基督信仰倫理觀如何定？誰定？

如何知？如何能作？



17 你既自稱為猶太人，以律法為倚靠，仗著神誇口， 18 又從

律法中受了教導，知道他的旨意，能夠辨別甚麼是真正重要的；

19 又自信是瞎子的嚮導，是在黑暗中的人的光， 20 是愚昧人

的指導，是小孩子的老師，在律法中得到知識和真理的典範—

21 那麼，你這教導別人的，卻不教導自己嗎？你這宣講不可偷

竊的，自己卻偷竊嗎？ 22 你這說不可通姦的，自己卻通姦嗎？

你這憎惡偶像的，自己卻搶劫廟宇嗎？ 23 你這以律法誇口的，

自己卻違反律法而羞辱神。 (羅2:21-23 新漢語)



其實，神的旨意是要你們聖潔：要你們避開淫亂， 4 要你

們各人懂得控制自己的身體，保持聖潔和尊貴， 5 不放縱

邪情私慾，像那些不認識神的外族人一樣。 6 人不可在這

事上越軌，佔自己弟兄便宜，因為，正如我們從前告訴過你

們，又鄭重地勸戒過你們，凡是這等事情，主必定施以刑罰。

(帖前4:3-6 新漢語)



7 再者，神呼召我們，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而是要我們聖潔。

8 所以那拒絕這命令的，不是拒絕人，而是拒絕那位把自己的聖

靈賜給你們的神。 9 論到弟兄相親相愛的事，用不著我們寫信

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領受了神的教導，知道要彼此相愛。 10 

事實上，你們正是這樣對待整個馬其頓的所有弟兄。不過，弟兄

們，我們勸你們還要更進一步； 11 又要立志過安靜的生活，做

自己的事，親手工作，正如我們從前吩咐你們的。 12 這樣，你

們與外人交往，就能夠行事端正，也無須倚靠別人了。 (帖前

4:3-12 新漢語)



在舊約：神的律法、其總綱「 盡心、盡性、盡力愛神」(出

20:3-11; 申6:5; 首四誡; 申5:6-21)，然後基於愛神從而愛人

(第五至十誡;出20:12-17; 申5:6-21)

在新約：神的教導、其總綱「愛神愛人」(太22:37-40)



聖經的道德教導清楚嗎？絕對嗎？



「不可殺人」 (出20:13; 申5:17)

「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要得為業之地，從你面前趕出許多國民，

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

耶布斯人，共七國的民，都比你強大。 2 耶和華你神將他們交

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他們滅絕淨盡，不可與他們立約，也不可

憐恤他們； 3 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

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4 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

跟從主，去事奉別神，以致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速速地

將你們滅絕」 (申7:1-4)



「但這些國民的城，耶和華你神既賜你為業，其中凡有氣息

的，一個不可存留。 17 只要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將這

赫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

滅絕淨盡。 18 免得他們教導你們學習一切可憎惡的事，就

是他們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們得罪耶和華你們的神」

(申20:16-18)



如何在道德墮落世界活出道德的人生？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箴26:4-5)

需要聖經的教導、聖靈所賜的智慧和引導、在個別處境中多

向度考慮對行動者、受影響者和群體的影響等，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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