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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思想被認為是現代人權觀念的來源。 1葉爾特曼

(J祉gen Moltm虹回)論述「上帝的形象」是人的尊嚴和人

權的基礎。 2荻爾特斯托夫 (Nichol甜 Wol阻田torff) 則論述

上帝對罪人的寬恕顯示了上帝的愛，而這種愛是對人的價

值和尊嚴的認同。 3雖然人的尊嚴的基礎在神學上存在不同

的回答，但是基督教思想中的人格尊嚴概念被認為是人權

的基礎。同時，基督教神學意義上的人格尊嚴被認為是人

權觀念最堅實的基礎。基督教神學家看倫巴聲 (David

Hollenbach) 指出， I人格尊嚴可被一切人認識，包括基督

徒和非基督在內的一切人都可以宣佈自己具有人格尊嚴。

但是，要認議人格尊嚴的全部深度，只有從基督教的敗示

出哥哥才有可能J 0
4 

rx爾德倫 (Jeremy Waldron) 在論述洛克 (John Locke) 

的平等觀念的時候指出， I平等」這樣的理念本質上是基

1. E圈也ler D. Re吋'呢::hristi祖ity 咽d 國血血Rights"， in Thomas cu拉回祖(吋.)， ifI間晶叩，kof

Human Right3 (Oxford: R訊甜甜F九 2012)，即 231-243

Z 莫爾特壘， <基督矗信仰典λ植) ，體劉4 祖騙，聶慶等禪， <當代瞳治神學文選> (長

春吉林λ民出版社，血。2) ，買 136-141 0 

3. Nicholas Wol怯B個宜~Jus.甜'e: Rights and wi同時S 扭扭聞組nlOxfmd 扭扭"ωn Univ間ity

自電閥， 2008)， p, 3'2 
4 置信巴揖薯 ，1ï:車擇， <告共信仰的全暐面向敢抬‘人權典基督矗倫理> (香港過

風書社， 2013)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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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神學意義上的。 5如果把這種觀點延伸的話，有些人會

認為， I人權」這樣的理念本質上也是在基督教神學中才

有意義的。本文的目的不是去挑戰以上的關於人權的基礎

主義的觀念(foundationalism) 。本文希望回答儒家和現代

意義上的人權的觀念是否相容這一問題。如果儒家和現代

意義上的人權觀念是相容的，那麼似乎儒家也可以參與人

權的倫理學討論，可以和基督教神學就人權的基礎的問題

進行對話。

在論文第一部分我將綜述目前學界對儒家和人權是否

相容這一問題的討論。在論文第二部分我將從儒家倫理，思

想的大致路徑和人權討論的各種路徑出發，論述我的第一

個論點，即儒家典人權是相容的。在論文的第三部分，我

將從人的尊嚴一一人權討論的一個基礎一一出發，分析儒家

的人性和晶德概念為人的尊嚴以及人權觀念提供了一個比

自主性概念更堅實的基礎。這是我論文的第三個論點。在

論文的第四部分，我將回應第三個論點所面臨的一些批

戰。在論文的第五部分，我將就儒家與基督教在人權問題

上做進一步的對話。

一、關於倩家和人權是否相容的事論

對儒家和人權的關係，目前學界有如下三種觀點。 6第

一種觀點，我稱之為「儒家超越人權派」。這種觀點認為，

人權的觀念預設了人性的基礎主義(包且也血血個lism) 的理

念。人被理解成理性的、自主的個體。這種人性基礎主義

5. JI眩目叮 Waldron， God, Lock, and EIψw]ity 曲，當如n F.ω的血tions 01 John Locke 's Po/i;似叫

1'10"，信仰。呵呵 York: Cambridge Univc:目ity Pl范圍， 2個2)

6 安堉抽 (s坤，honA耳le) 認誨，中國傳統對B令人權勤奮東髓，可能存在三種不同的接睡

障礙、替代、來顫。喜且 Steph個 A耳1風啊uman Ri且"扭曲血seTradi且祉，

(Fm缸咀血且﹒或論文下聾的三個#頓與安靖曲的觀屬有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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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的基礎

同時有這樣的預設，即正義的社會建立在獨立自主的個體

基礎之上。「儒家超越人權派」學者認為，人性的基礎主

義是錯的:人的本質事實上不是理性、自主的個體;人也

不應該成長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正義的社會是建立在關係

性的個體基礎之上的。我認為， I儒家超越人權派」代表

人物包括羅思文 (Henry Rosemont) 、安樂哲 (Rog叮A血es)

和貝淡寧 (Daniel Bell) 0 7 

第三種觀點，我輔之為「儒家人權排斥派」或者「人

權超越儒家派」。這派的基本觀點是認同人權基礎主義的

立場，認為人權的觀念預設了人性的某種基本狀態。同時，

儒家倫理理論和道德實踐所具有的特徵典人權理念和實踐

是不相容的。而人權理念是普遍的，因此在儒家的理論和

實踐要進行變革以適應人權理念。很多新文化運動中的代

表人物都持以上的觀點，如陳獨秀等。

從以上的分類可以看出，不論是「儒家超越人權派」

還是「人權超越儒家派J '都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即人權

基礎主義的立場。而人權的基礎主義的觀念認為，任何對

人權的議別和認同，都先要接受這種對人性的理解。如果

一個道德傳統不認為人性本質上是理性的、自主的、獨立

的，那磨這個傳統就無法生成權利的觀念，也就無法生成

人權的觀念。更進一步說，這個傳統也是無法和人權相容

的。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出兩種不同的結論:儒家超越人權

論或者人權超越儒家論。如果我們認為這種對人性的理解

在事實上是錯的，或者在價值上是有問題的，不利於建立

一個美好的人類社會，那麼自然的結論就是，儒家超越人

權論。我們會認為應該放棄建立在如此理解人性的觀點基

7 壘且Willia血Theodore de Bary & Tu Wei血ng(吋5.)， Co吶咽間m and Hw咽11 RigJ岫

。呵呵 York: Columb旭 Univ間ity Pre珊， 1998) ;梁溝騙， (美德與權利一一跨文化祖撒下
的儒學典λ權)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6)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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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之上的權利和人權觀念，回歸到儒家的人性論及其道德

理論和倫理實踐，進而構建一個更好的社會。而另外一種

可能性就是，如果我們認為人權的理念是進步的，人權理

念所預設的人性事實上是正確的或者是一個值得擁有的價

值的話，那麼我們要傲的就是修改儒家倫理理論和道德實

踐，接受這種特定的權利理論甚至是其背後的人性預設。

除了以上討論的人權基礎主義對人性的特定理解，儒

家的人性論和人權基礎主義的人性論不相容以外，儒家自

身的很多理論特徵也讓很多學者認為儒家和人權觀念是不

相容的。陳祖為(Jos中h Ch血)指出，學界給出了四個理

由，說明為甚麼儒家和人權的觀念是不相容的。 8

首先，儒家主張，生活在社會中的人，扮演了各種社

會角色。而這些角色和人際關係定義了人的倫理義務。而

對於人權的維護似乎預設了人是作為一個自主個體的、非

社會性的存在。

其次，儒家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大家

庭。而在一個家庭中，成員之間的相互關愛才是最重要的。

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平等主義的。因此，社會大家

庭中的公民關係也不是平等主義的。權利在家庭關保中並

不扮演任何實質性角色或者重要角色。

再次，儒家相信，在社會機構，諸如家庭、婚姻和政府

中，應該存在某種家長制。比如，在五倫關係中，個人之間

不是完全平等的。儒家似乎提倡某種形式的等級和服從。

最後，儒家主張，人和人之間更重要的是和諧，而不

是爭議和競爭。但是，在一個平等主義的社會里，對人權

的強調，使得具有公民權利的個體會為了各自的利益爭待

8 陳祖轟， (當代中國儒軍人權觀初探) ，載舞濤誦， (曼德奧權利> '賈64-75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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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破血流，而訴訟和街突將是不可避免的。這典和諧社會

的理念大相徑庭。

儒家和人權關係的第三種觀點，我稱之為「儒家人權兼

容派」。這種觀點認為，人權的觀念並沒有預設人性的基礎

主義的理念。人權的觀念並不一定要求人是理性的、自主的

個體這樣關於人性的基本預設。人權的觀念也不一定蘊涵正

義的社會建立在獨立個體的基礎之上這樣的理念。同時，這

些學者認為，人性的基礎主義也是錯的。我認為「儒家人權

兼容派J;有如下代表人物:陳祖為、狄百瑞 (Wi血祖祖間dore

de Bary) 、突維斯 (Sumner Twiss) 、安靖宜日等人。雖然他

們持相同的論點，但是他們的論種路徑是不同的。

儒家人權相容派的第一種論證路徑，在我看來，狄百

瑞是代表人物。他認為，至少在宋明新儒學中，人的尊嚴

和平等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尊重。 9儒家人權相容派的第二種

論證路徑，我認為是以李承煥 (Seung-hw祖L間)為代表的。

李承煥認為，儒家理論中明顯包含了人權的觀念，雖然儒

家並沒有使用人權這一術語。他指出，雖然在美德為基礎

的道德和權利為基礎的道德之間有研謂的本質區分，儒家

作為一種美德為基礎的道德仍然是有權利概念的。 10儒家人

權相容派的第三條路徑認為傳統和權利的對立是虛假的，

傳統和權利之間並不存在這種抽象的對立。沈美華 (May

Sim) 指出，讓亞洲人在接受傳統否定權和j和接受權利而否

定傳統之間作出選擇，這是一種錯誤的對立。 11儒家和人權

相容派的第四條路徑強調儒家為人權提供了不同的道德基

礎。在儒家看來，人最主要不是作為理性或者自主的個體

9 載百端， (東明軒儒學與λ權) ，輯果轉蝠， (美德與權利) ，耳且8 品9.

10 李車艘， (儒車基甜美值的道德中存在權利觀意嗎?)，載舞磚鋪， (曼德與權利) , 

頁 123-138 ~ 

11 說龔孝， (λ權的儒學進路) ，輯梁溝鋪， (美種興權利) ，買 139-156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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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待的，而更多是從具有道德能力的角度來看待的。羅

哲海 (Heiner Roetz) 和華靄仁(Ir.個e Bloom) 是這一觀點

的代表人物。儒家和人權相容論的第五條路徑，認為儒家

和人權的理念是相互補充的。在這種路徑看來，儒家新代

表的以美德為基礎的道德，和人權討論中以權利為基礎的

道德，對於美好的生活來說，是相互補充的。季承煥認為，

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強調權利優先於善，而儒家認為

成為一個好人要優先於一個權利的主張者。李承煥的結論

是，我們需要的不是要在權利和美德之間做出簡單選擇，

而是權利和美德的和精融合。 12

二、儒家和人權是相容的

儒家和人權是否相容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儒家，也取

決於我們如何理解人權。通過以下對儒家和人權各自討論

路徑的釐清，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甚麼意義上，儒家

和人權是相容的。

儒家和人權是否相容，部分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儒

家，尤其是儒家倫理學。歷史上，儒家經歷了不同的發展

階設。例如，在宋明時期，儒家學者強調每個人都具有成

聖的潛能。狄百瑞指出， I正是人性本善的觀念賦予新儒

家思想類似於『人的內在尊嚴』以及『個人的肉在價值』

的前提，並作為其社會學說的基礎」。同時，他也認為，

對於宋明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朱熹來說， I他將普通教育當

做一種理想，並深信曾由聖王實現過，這強烈地暗示，每

個人內在的善性使他有資格在發展自己的能力時獲得統治

者新能給予的任何幫助J 0 13狄百瑞認為，在宋明新儒學中，

12. 李承煥， (自由主義權利和儒車美輝) ，載舞濤騙， (美德典權利> '頁 254-且6 • 

13 數百晴， (東明新儒學與λ權) ，頁且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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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嚴和平等在某種程度上也得到了尊重。論文前邊新

提及，李承煥認為即使在沒有使用人權這樣的術語情況

下，在儒家社會中，財產制度、合約等實踐之所以可能，

說明存在權利的觀念。安靖如也探討了從十九世紀開始，

儒家如何開始從識別出欲望的合法性到弓|入西方的權利觀

念，最終開始和西方進行權利對話。 [4

同時，在概念上，對儒家倫理學也存在不同的解讀。

比如，萬百安 (Bryan Van Norden) 等人把儒家倫理學解

讀成德性論。 [S而安樂哲等人把儒家倫理學解讀成角色倫

理學。 [6因為德性倫理學更加關注個體，而角色倫理學似

乎更加關注社群，德性倫理學的解讀似乎更加容易和人權

的觀念兼容。 [7不過，這並不意昧著德性倫理學的解讀就

是對儒家更準確的解讀。

儒家和人權是否相容，部分也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人

權。對人權的討論通常有兩種路徑:歷史的路徑和非歷史

的路徑。大部分哲學學者的討論走的是非歷史的路徑。非

歷史的路徑有很多種。以自主性概念為例。根據這種非歷

史的路徑，我們採用的是一種對人性的厚的概念。道德主

體被看作為是理性的、自主的、獨立的個體。這些個體因

為其理性、自主和獨立，具有作為人的尊嚴。我們應該尊

14. Sωph且巳Angle， Hw阻11 Rights and chi間/le Thoug恥 AO四's-Cultural Il呵血砂

(C血Ibridge: ca曲ridge UDÎv咽ty Pre間， 2002)， p. 74 ø 在讀書中，實用如也討論T十七世
紀的實宗矗、圖畫畫畫和戴震以且二十世飽的陳獨秀等λ的權利且祖﹒在男一本書中，實

清如討輸了二十世記的牟宗三的權利且想，且 S坤h間 C. An斟，e， Co1lt，師lpOrary Co，吶"""

PoliJ呵呵1月，帥。p你 T""研YJProgressive Confucianism (1臼mbridge: Poli妙'.2012) 0 

15. Bry血 V曲 NonI間，阿帥eEth間 and 自由呵U四1ialism i1l Early 由ineae Phi1，由四Iphy (New 

Y叮'k:Cat曲idge University pr田島， 2007)

16. Roger Am間• Con.fuci即 RDleE胡ics: A yi飢旭bulary (Honolulu: UJ且.versity of Hawaü pr冒島，

2011) 
[7. 輯晶超摳出，角色倫理制乎更容屬和人權觀意相兼容，且P血-口iul瓜，可岫且扭曲“

血d回到血血 C咽:fucian Dialogue"，晶晶g in Interrelig的“D凶'ogue23 (2013), p.1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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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這種尊嚴。尊重這種尊嚴的方式就是意識到這些主體是

有權利的。

除了人權討論的非歷史主義的路徑以外，我們仍然有

另外一個選擇:人權討論的歷史主義路徑。突維斯指出，

人權理念在二十世紀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可以分別稱之

為三代人權。 18第一代人權主要關於公民政治權利和自由

權，同時也涉及到某些社會經濟權利。對第一代人權的認

同主要是在三戰之後形成的。第三代人權主要是對社會經

濟權利的強調，諸如對重要財產、公共服務所享有的權利

以及它們的公正分配。對第二代人權的認同主要是二十世

紀七0年代諸多人權公約的簽署研行成的共識。第三代人

權主要強調在全球範圍內重新分配權利、財富以及事關人

類命運的共同財產，諸如生態資源。第三代人權的認同一

直到現在仍然處於討論和爭議之中。

我們可能會發現，如果我們堅持對人權討論的歷史主

義的路徑，至少儒家和第三代和第三代人權之間有很多相

遇之處。儒家似乎也強調民眾昕具有的社會經濟的權利。

儒家似乎也會認同全球範圍內的分配正羲。 19

當然，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探取歷史主義還

是非歷史主義的路徑來思考人權。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我們是否接受人權基礎主義。如果人權觀念，確實要

求我們對人性採取某種特定的理解的話，那麼，人權的非歷

史主疆的路徑至少是應該得到嚴肅對待的。但是，如果人權

觀念並不要求我們對人性採取某種特定的理解的話，那麼我

們至少可以採取歷史主義的路徑。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人權

觀念似乎可以和多元文化相容，其中就包括儒家。

18. 實維斯. (備學典λ權討論的一個建設性架構) .載難講攝. (美德興權利).買 19-45 0 

19 矗訂颺. (天下的當代性)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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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認為，如果我們對儒家倫理學採取德性論的

解讀，同時，對人權採取歷史主羲的路徑來理解，那麼很

明顯，儒家和人權是相容的。這是本文的第一個論點，即

儒家和人權確實是相容的。

不過，很多人可能會質疑這種對人權採取歷史主義的

路徑來理解。接下來，我將論音量本文的第二個論點:即使

我們對人權採取非歷史主義的路徑來理解，儒家和人權也

是相容的，甚至，儒家所提供的人權的基礎，比傳統的以

自主性為基礎的人權概念，能更好地回應一些挑戰。

三、作為人權基礎的人的尊嚴:品德還是自主性?

除了基督教傳統以外，當代對於人權的辯護存在不同

的路徑。下面是五種辯護人權的路徑.直覺主義

(intui世o血m) 、制度主義 (insti個世ona1ism) 、利益理論

(int，目目扭曲eory) 、內在價值理論 (intrinsic va1ue 曲曲ry)

和理想理論 (idea1 theory) • 20 

宜覺主義認為，人權是人類生活中木可分割的一部

分。而這個判斷是自明的。例如，諾齊克 (Robert Nozick) 

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 (Anarchy. SI個缸'. and Utopia) 

一書開篇就提到， I個人是有權利的，有些事情，沒有任

何人和團體可以對個人實施J 0 21 

制度主義認為，權利是從建立在制度規則之上的行為

中得出的。例如，在保守承諾這個實踐中，如果張三答應

為李四買單，那麼李四有權利要求張三實現自己的承諾。

而承諾這種實踐有內在的規範性。而權利的論斷就是這個

20. A1an GeWU曲• Human Rights: &，呵IS 011 Jus昕α甜'on and Appli，α啊。'n (Chicago: Univ四ity

of血icago pr珊.1982)，帥。 43-45.

21. R曲目Nozick，血E官峙~Stat島國d日'topia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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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力量的一部分。哈特 (H. L. A. H甜)是這種路徑的

一個代表性人物。且

利益理論認為，人權是人的基本利益的一部分。而人

的基本利益的規範性辯護了人權。諸如芬尼斯 (John

F扭曲) 、如奈 (Bry血 S. Rurner) 、努斯鮑姆 (M甜ha

Nussbau血) 和阿馬提亞﹒森 (A血artya Sen) 等人是這一

路徑的代表。

內在價值理論認為，人的內在價值或者尊嚴要求我們具

有權利。人的權利是人的尊嚴的表達或者內在構成部分。格

汶斯(Al祖 G開廿血)是這一路徑的代表人物。我認為基督

教神學中對人權的辯護也是採取的這個路徑，通過為人的內

在價值和尊嚴提供神學的基礎來辯護人權的舍理性。

而理想理論認為，如果作為理想主體的我們能夠選擇

我們社會的基本結構的話，我們會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具

有基本的權刺。而羅爾斯 (John Rawls) 是這一路徑的代表

人物。 23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很多學者傾向於把人權建立在

人的主體性 (agency) 和自主性之上。比如，格汶斯認為，

一個人的生活要求自由和福祉，而真正的自由和福祉又要

求其他人尊重該個體的自由和福址。24而這種尊重就是人權

的基礎。同時，格里芬 (Jam目Griffi且)也持這一觀念，他

認為，追求自由和福祖上的主體性和自主性要求他人對我們

的尊重。而這是人權的來源。自我認為，這里所討論的自主

22. HL.A 由此，“虹e There Any Natural Rigl由妒，間e PhiJ090phical Rtn研w 64 (1955)，即
175-191. 

且有些λ會認..暗貝屆斯也是理揖理論的代是﹒串且 1祖祖Habe<祖國，叮he C阻呵t of 

國血且 Dign甸血d The Realis由 U個阱。fHum血Righ妞"， Met句'Jhilosophy 41 (201冉冉

464480 
24. Gew扭曲， Hum冊 Rights

25. JI阻e. 曲曲盟，曲I Human RigJ恤(Oxford: Oxford Univ，間ity Pr間， 2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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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理性和理性能力是緊密關聯的。而這里的理性和理性

能力可以理解成對目的的理性選擇能力和如何實現目的的

理性能力。 26

我認為以自主性為基礎的人權確實尊重人的主體性和

尊嚴。這里的論證有兩步。第一步:我們有人權是因為我們

有尊嚴。第二步:我們有尊嚴是因為我們有自主性。我們很

多時候認為，這種人研具有的自主，陸在很大程度上區分了人

和其他動物。而這也解釋了為甚麼人應該得到尊重。

而以上的兩步論證所涉及的論斷對很多人來說，充滿

了爭議。「我們有尊嚴是因為我們有自主性J .這個論斷，

有些人可能不接受。他們可能認為，自主性既不是人的尊

嚴的必要條件，也不是人的尊嚴的充分條件。那些沒有自

主性或者沒有理性選擇能力的個體，他們仍然是有尊嚴

的。同時，很多有自主性的個體，他們可能已經喪失了人

的尊嚴。我同意以上論斷。

第一，自主性並不是人的尊嚴的必要條件。那些沒有

自主性的個體，我們仍然認為他們是有尊嚴的。比如，那

些兒童，他們不能夠做出理性選擇，沒有我們所認為的自

主性，但是，我們認為他們是有尊嚴的。還有一些諸如患

上寢呆症的老人，即使他們已經失去了理性選擇的能力，

但是我們仍然認為他們有尊嚴。

當然，這里我們需要區分，一個道德主體有尊嚴，以

及如何有尊嚴地對待另外一個道德主體(間過.tano也叮 moral

agent with dignity) 。一個道德主體有尊嚴，通常要求，另

26 這晝的自主性並'l'限制在道德的圖面，這和庫德主義哲學中的民服位置寄自我立輯和普遍

巍則的自由童車不同﹒壘且P."J G可眩，"K血t 00 也.e Th間cy 阻d P，研組閣。fAu:個oomy"，

K帥的冉街tem 01 M曲lTe and Freedom (New York; Oxf(咽 Univ間ity 恥珊， 200月，開

115-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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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個道德主體有尊嚴地對待她。比如，一個兒童有尊嚴，

這要求我們有尊嚴地對待她。

不過，有尊嚴地對待某個對象，並不意昧著這個對象

是一個有尊嚴的道德主體。比如，我有尊嚴地對待我養的

寵物狗小強，這並木意昧著寵物狗小強是有尊嚴的，甚至

不意昧著寵物狗小強是一個道德主體。再比如，我有尊嚴

地對待孔廟，這並不意昧著這座孔廟是有尊嚴的，甚至不

意昧著這座孔廟是一個道德主體。

當然，這襄還需進一步要澄清「有尊嚴地對待」是甚

麼意思?首先，我們可以採取擬人的手法，把另外一個對

象想象成一個我們通常會有尊嚴對待的個體，比如我們的

父母、朋友或者同事。我們以對待他們的方式來對待這個

個體。其次，我們木會去在生理上傷害這個個體，我們不

會去在情感上或者心理上傷害這個個體。換句話說，我們

會「尊重」這個個體。當然，以上是採取最小限度的方式

來理解「有尊嚴地對待J '這並沒有要求我們去關心該對

象的福祉，去增加這個對象的幸福程度。

不過，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至少發現， I有尊嚴地

對待」某個對象，似乎和這個對象是否一個道德主體，或

者是否一個有尊嚴的道德主體，沒有任何關係。當然，這

個結論可能下得太早。因為質疑者所關心的真正問題是，

當我們「應該」去「有尊嚴地對待」某個對象的時候，是

否意昧著這個對象是有尊嚴的?我的觀點是，即使當我們

「應該」去「有尊嚴地對待」某個對象的時候，這也不意

昧著這個對象是有尊嚴的。「應該」這個詞，在這里是有

規範含義的，可能是習俗的層面，比如，我們應該謝謝那

些幫助我們的人;可能是道德的層面，比如，我們不應該

撒謊;可能是法律的層面，比如，我們不應該毆打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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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說， I我們應該有尊嚴地對待基督教教堂里的十字

架」。這種「應該」可能是習俗、道德或者法律層面的。

所以，即使在規範意義上，我也不認為可以從「我們應該

有尊嚴地對待某物」推導出， I某物是有尊嚴的」

因此，有尊嚴地對待某個對象，並木意昧著這個對象

是一個有尊嚴的道德主體。我們有尊嚴地對待它，可能是

因為其他附帶的原因，或者是為了尊重這個對象相關的其

他道德主體等等。我並不需要去進一步解釋尊重的原因，

因為我已經說明了，有尊嚴地對待某個對象，推導不出，

這個對象是一個有尊嚴的道德主體。換句話說，尊重本身

推導不出來，這個對象是一個「道德主體」或者這個對象

是一個具有「尊嚴」屬性或者地位的「道德主體」

類似地，我們有尊嚴地對待某個人，也推導木出，這個

人是一個有尊嚴的道德主體。以希特勒為例。假設希特勒在

三戰結束的時候活了下來，在監獄中渡過餘生。我們不應該

在監獄中虐待他，我們有尊嚴地對待他，這並不能推導出他

是一個有尊嚴的道德主體。我們如何對待他，有時候也是我

們自身道德修養的表達。在某些晶德理論的要求下，我們應

該去有尊嚴地對待那些沒有尊嚴的道德主體。

第三，自主性並不是人的尊嚴的充分條件。如前新述，

這里的自主性被理解成廣義的「對目的的理性選擇能力和

如何實現目的的理性能力」。我這里的觀點是，擁有如上

理性能力，並不是人的尊嚴的充分條件。有些個體，即使

具有了如上理性能力，也沒有人的尊嚴。如前邊的例子，

希特勒以及類似希特勒這樣的道德惡魔，諸如那些連環殺

人犯等，這些人具有理性選擇的能力，也具有實現目的的

理性能力，但是，我認為這些人不具有人的尊嚴。

正如我前邊做出的關於「有尊嚴地對待某個對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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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對象是有尊嚴的」之間的區分，即使這些道德惡魔

不具有尊嚴，這並不能推出，我們可以沒有尊嚴地對待這

個對象，或者我們可以虐待這個對象。我們有尊嚴地對待

這些道德惡魔可以是我們自身晶德的要求或者出自其他原

因。所以，一個有尊嚴的道德主體是我們有尊嚴地對待她

的充分條件，但並不是必要條件。

第三個論斷， I我們有人權是因為我們有尊嚴J '對

於很多人來說，也不成立。他們可能會認為，尊嚴既不是

人權的必要條件，也不是人權的充分條件。如果一個人採

取制度主義的視角來看待人的尊嚴的話，他可能就不會認

為尊嚴對於人權討論是相闋的。

我意識到以上挑戰的力量。同時，我並不認為，辯護

人的尊嚴或者人權只有一種路徑。我並木認為人的尊嚴是

人權的必要或者充分條件。我也並不認為自主性是人權的

必要或者充分條件。不過，我的確認為，如果我們採取一

種非實用主義的態度來討論人權的話，人的尊嚴是一個很

好的備選項來辯護人權。另外，我們對人的尊嚴概念的排

斥，可能是來自我們在人的尊嚴概念和自主性概念之間的

關係所做的理所當然的預設。我們直覺上可以感受到自主

性為基礎的人的尊嚴概念的有限性。我們認為，那些沒有

自主性的個體也仍然值得我們的尊重。換句話說，我們對

自主性的懷疑導致我們對人的尊嚴概念的排斥。封

一般來說，以自主性為基礎的人的尊嚴概念和人權的

概念會面臨兩個嚴肅的挑戰.權利持有者問題和權利清單

不完整問題。如果我們只是把權利賦予給那些理性和能夠

27 我章識到，即便在庫德哲學中 a 闢請自主性和人的尊嚴之間的關輝也壘祖哩，壘的國例姐

森實 (Oliver S祖祖)論述，對.~康輯來說， λ的尊嚴並不壘某種斯有人都具有的值對

的內在價值，而是因搞自由既具有的極提升的地位﹒喜且 Olive重 Sen咽，哇血肉

C咀G旬包血。.fHum且o;gn;呼". Kant-Studl朋 1曲。0個)，再 3個-3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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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自由選擇的自主性個體的話，那些不具有自主性的個

體，諸如孩童和精神疾病患者，他們該怎麼辦?同時，當

權利的清單拓展的時候，很難把這些新增加的權利和純粹

的個人利益訴求區分開來。 28比如，有些人要求在公共場合

裸體的權利。如果自主性是辯護權利的基礎的話，我們將

很難決定哪些主張應該被尊重。

對於權利持有者問題，有兩個可能的回應。我們賦予

權利給那些不自主的個體。或者我們不賦予權和j給那些不

自主的個體。關於不自主的個體，可能存在三個不同的範

疇.尚未自主的個體、不再自主的個體、木自主的個體。

那些尚未自主的個體，他們雖然還尚未完全自主，但是假

以時日，他們可能會變成自主的。許多孩童，尚未自主，

但是成長之後會自主。那些不再自主的個體，即使他們以

前是自主的，但是他們已經不再自主。而一些心智不健全

的個體，可能因為出生的原因，不具有自主性。如果我們

認為這些人沒有或者不應該具有權利，那磨我們可以像對

待媽蟻一樣對待他們。 2.這一結論是反宜覺的。但是，如果

我們認為他們應該具有權利，那麼自主性就對於一個人是

否應該被給予權利不具有相關性。

因此，如果我們認為自主性是人的標誌性特徵，或者

是作為權利基礎的人的尊嚴的來源的話，我們將面臨這個

悸論。而這個悸諭意味看，自主性並不是我們賦予人類權

利的理由或者標誌性特徵。不過，問題仍然存在，為甚麼

我們賦予人類權利?

關於權利清單不完整問題，如果我們把自主性定義成

對目的自由的選擇的話，那麼，在原則上我並不認為我們

28 撞車的跳戰可阻擋崗道祖權剩車者λ權﹒下面的討論也適用B普通幢幢利和人權﹒

2' 在權利相尊重之間似乎有比較買賣會闌珊。如果一個人認晶權利不是尊重的必要條件的
話，她可能會麗君奇聞種或者需車也可以辯護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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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把出自利益的訴求和自主性的選擇區分開來。我們的

取向和利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目的的選擇。

任何出於取向和利益的訴求都可以被看成是權利的諭斷。

因此，對很多人來說，在公共場舍裸體的訴求是一個權利

的合理要求。這就是悸論所在。在一方面，權利可以被看

作為滿足取向和利益的訴求。而在另一方面，權利不僅僅

是滿足取向和利益的訴求。並不是所有的訴求都可以被作

為權利訴求來對待。

對於以上的批評，有些人認為可以用權利街突來解釋

公開露體的案例。不過，我認為這種解釋是不成功的。首

先，這裹的論點是用自主性作為人的尊嚴乃至人權的基

礎，會導致權利清單不斷擴張。間時，有些自主性既要求

的主張是不合理的。如果公開露體的訴求可以理解成自主

性訴求的話，也會成為一種權利主張。當然，有人可能認

為這就是一種的合理的權利主張。同時，他們會認為，即

使是「合理的權利主張」也不意味者在任何情景中都應該

得到實現。

我認為這里爭議的焦點是如何理解「合理的權利主

張」。一種觀點認為，凡是「合理的權利主張」在任何時

候都應該得到尊重。另外一種觀點認為， I合理的權利主

張」在有些時候不應該得到尊重，比如權利街突的情景中。

根據第一種觀點，如果言論自由作為一項權利是合理

的，那麼吉論自由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得到尊重。即使一個

人在網絡上散步虛假事實，這個人也有這樣的權利。當然，

這意味者，這個散佈虛假事實的行為不應該受到懲罰。如

果宗教信仰作為一項權利是合理的，那麼宗教信仰在任何

時候都應該受到尊重。即使一個人相信的特定宗教得不到

絕大多數人認同，這個人也不應該因為這種信仰而受到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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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如果公開露體是一項權利的話，那麼一個人在任何場

合公開露體都不應該受到懲罰。很明顯，我們並不認為公

開露體可以在任何場合出現。那麼根據第一種觀點，公開

露體就不是一項權利。

根據第二種觀點，即使言論自由作為一項權利是合理

的，這並不意昧著言論自由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得到尊重。

而至於」合理的權利主張」在特定情景中是否能夠得到實

現，有人認為可以運用傷害原則 (h缸m principle) 或者冒

犯原則 (offi血.ce principle) 來討論。如果某人的這種權利

主張傷害或者冒犯了其他人的尊嚴或者權利，那麼即使這

種主張原則上或者孤立地來看是合理的，也不應該得到實

現。這種不能實現本身更多是因為情景，而不是因為這種

權利主張本身是不舍理的。換句話說，如果其他人沒有覺

得這是對自己某項權利的侵犯的話，那麼公開露體的這項

權利就可以得到實現。

對此我有兩個回應。第一個回應是.我並不反對通過

權利街突來解釋在特定情境下哪些權利需要得到尊重。但

是，這種解釋面臨很多挑戰，有些挑戰非常難以回答。如

何定義被侵犯、比較的尺度和標準何在等等都是難題。第

三個回應是 用權利衝突來討論很難體現權利的普遍性。

如果一個自主性的訴求是合理的，是一項權利，那麼似乎

不論何時何地，該項訴求都應該得到尊重，而不應該受到

境遁的影響。如果民眾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那麼某些人對

於社會穩定的訴求不應該成為阻礙宗教信仰自由的理由。

其次，自主性作為基礎的權利清單的擴張有時候背離

了我們的尊嚴概念。如果商L倫和買賣器官可以理解為兩個

成年人之間自主性的表達的話，那麼這種表達已經違背了

我們最直覺的尊嚴概念。我們認為首L倫和買賣器官，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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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兩個成年人之間達成的協定，這種協定也是對人的尊

嚴的一種傷害。按照我們之前對於自主性的定義，即「對

目的的理性選擇能力和如何實現目的的理性能力 J '兩個

成年人之間的亂倫和器官買賣可以理解成理性能力的表

達，那麼這兩個成年人也是自主的。這種自主的訴求可以

理解成一種權利。但是，我們並不認為，我們應該尊重這

種主張。我們認為這種主張傷害了我們的尊嚴。類似的，

我認為公開露體的主張也傷害了我們的尊嚴。 3。

因此，我認為以自主性來作為人的尊嚴乃至人權的基

礎，會導致權力清單不斷擴張，囊括一些原本不應該被納

入作為權利的自主性主張。而這個困難是無法通過引入傷

害原則或者冒犯原則來解決的。

我並木認為以自主性為基礎的人的尊嚴的觀念可以成

功地回應權利持有者問題或者權利清單完整性問題。相

反，我認為受儒家敢發的以德性為基礎的人的尊嚴理論能

夠回應這兩個嚴肅的挑戰。如果我們採用德性倫理學來解

讀儒家的話，人類主體的尊嚴可以來自儒家對人性的理

解，而這並不是以自主性為基礎的。

不過，這襄存在兩個複雜的因豪。首先，儒家關於人

性存在爭議。孟子似乎認為人性是善的，人是充滿同情心

的。而萄子似乎認為，人性是惡的和自私的。 31其次，即使

在那些認為我們的道德本性使待我們區分於其他動物的儒

家中，他們關於人的尊嚴的基礎仍然存在爭議。有些人認

為是道德潛能構成了人的尊嚴的基礎，而另外一些人認為

是道德成就。例如，安樂哲認為， I在孟子看來，人的存

3。這蓋說盟有對直覺上的「尊置」觀意進行極意告折回我們有一些對「尊嚴」的直覺，但

壘，如何給出對「尊嚴1 的清晰宣讀，超出了本主討論的純國﹒

31. Winnie Sung，‘甘開•• 聞血dXunzi 咀 xing (Human Nature)", PlUlos.句句 Comp咽， 11 
(2016)，閉目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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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格地說不是靜態的，而是動餘的，是行動之後取得的

成果J 0 32安樂哲認為人的本性來自人的出生和成長的過

程，而這種過程並不是先天的。培養我們關愛家庭和社區

的天性「把人從動物世界中提升出來了 J 0 33作為一種對比，

許多其他的學者認為，我們潛在的道德能力，諸如同情的

能力，是人的規定性的特徵。"具有潛在道德能力的人和動

物不同，這種道德潛能使我們配得作為道德主體的尊重。

即使孩童和某些精神殘疾的人也沒有丟失這些道德潛能。

他們也應該值得我們尊重。他們應該被給予權利。不過，

對於那些完全喪失任何道德潛能的個體，他們不值得我們

的尊重。比如我們稱之為道德惡魔的人，如果這些人真的

存在的詣。

孟子或者萄子，到底誰具有對人性的正確理解;或者

道德潛能還是道德成就是定義儒家對人性的理解，這兩個

問題的討論，超越了本文的範園。因此，下面我將作出的

是一個條件性的論斷:如果孟子對人性的理解是正確的

話，同時，如呆道德潛能是定義儒家人性觀的關鍵的話，

那麼，儒家以德性為基礎的人權觀將能夠滿足之前面對以

自主性為基礎的人權觀的兩個挑戰。

關於第一個挑戰，因為道德潛能，諸如同情的能力，

和年酷、性別、種族、教育、文化、宗教等都沒有關僚，

那麼道德潛能可以辯護為甚麼幾乎所有人都應該具有尊

32 安樂哲， (以禮儀晶權利一一儒車的禮揖) ，載果轉繭， (美蝕與權利> '頁剖4.

33 庭主書(Randall P留咽岫個)也持撞一觀點，轟且其''Confu血n J'聞自e: A曲i軒inga

HumaneS叩ety". lnternational Philoaophical Q阻rterly， 30 (1 990)，開 17-32 .個堵民個乎
也持是一觀虛，且 p，血旭間，可臨別Y曲研U Find It; Let 臼國 YouW旭Lose It 

Exploring a C咀fucian Approa曲toHum血D站nity"， D曲 13 (201份，開 173-198 圖

34. QUmfim且血g， H..... 血F旬I j" Cl，間間t 曲inese Phil.凹呼喊y (New York: pa加‘明
岫祖h且.2016)，彈。 17-44 ;羅哲悍， (內在的尊動，單單胃錯，續續與權楠，

買[.，←[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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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而這進一步也能夠辯護人權。 35

不過，很多人認為即使像希特勒這樣的道德惡魔，也

有人權。我認為希特勒及類似希特勒這樣的道德惡魔都沒

有人權。我認為沒有道德能力的人沒有尊嚴，同時也沒有

人權。希特勒沒有道德能力，沒有尊嚴，同時也沒有人權。

與之相關的，我認為，並不是所有人都有人權。人權

並不是一個自然人與生俱來的某項自然屬性。

同時， I一個人應該得到尊重」和「一個人有人權」

這兩個論斷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如前新述，一個

人應該得到尊重，可能有很多來源，比如道德主體既具有

的晶德要求該道德主體去尊重自己，同時也去尊重他人。

比如，我們不去侮辱一具屍體，並不是因為這個屍體具有

人權或者尊嚴，而是因為作為一個人，我們的晶質要求我

們去尊重這具屍體。

不過，這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當我們說希特勒有人

權和希特勒沒有人權，如果希特勒遲浩看，這在實踐上意

昧著基麼?

首先，如果希特勒二戰後還活著，當我們說他沒有人

權的話，他就沒有了人權清單上的那些權利，比如公民的

政治權利和自由權;對重要財產、公共服務所享有的權利

以及它們的公正分配。

其次，如本文中多次強調，希特勒沒有人權，並不意

昧著我們就可以虐待他。這更不意味看我們可以隨意剝奪

他的生命。至於死刑是否適用，還涉及我們如何理解死刑

的目的等等問題。

35. 因轟「道禪潛能」鹽:ltT昕有闖世道體規則的討論，道攝相對主真對撞撞觀動就不構成

揖戰﹒文化;1;元性革者道德多元性幢視作對λ植普遍性的一個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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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會指出，希特勒具有得到我們道德治療的權

利，就好像一個得了癌症的人具有得到身體治療的權利一

樣。首先，以上的類比並不準確。瘤症和道德惡魔是兩個

完全木同的病症。我們不應該譴責一個患上癌症的人，但

是我們應該唾棄一個道德惡魔。其次，至於我們是否有救

治希特勒的義務，這要取決於很多變量。他是杏已經無可

救藥、我們如何理解他犯下的罪行等等。我並不認為我們

可以無條件地承諾我們有義務去救助一個道德惡魔，或者

一個道德惡魔具有得到我們道德治療的權利。另外，即使

一個道德惡魔具有得到我們道德治療的權利，這種權利和

我們所討論的人權也並不屬於一個範疇。道德治療的權

利，更多是我們識別出這種需求的舍理性，要求我們去關

注他、尊重他。在有些情景下，剝奪他的人權，並不是不

尊重他。

有人可能會進一步指出，道德能力是我們要求一個人

尊重他人人權的理由，卻不是某個人具有人權並值得我們

加以尊重的理由。我同意前半部分的觀點。如前所述，我

們尊重他人，包括他人的人權，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我

們自己的道德能力或者道德修養，要求我們這麼傲。我並

不同意後半部分的觀點。我認為他人的道德能力恰恰是這

個人具有人權的理由。一個沒有道德能力的個體是沒有人

權的。

關於第二個挑戰，我認為，成為有道德的人，培養這

些道德能力，能夠幫助設立對牙利益論斷的限制。道德可以

被理解成具有個體內部的維度和個體之間的維度。 36道德規

範可以幫助道德主體建立人格完整性，幫助他們和其他人

36. David Wong，騙你ral Moralities: A Defe1.帥 01P/vra站時 &1.枷叡閻明開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官間， 2曲旬， pp.3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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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以及合作。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既是自指的(selι 

由garded) ，也是他指的(。也er-regarl也d) 。成為一個有道

德人不僅僅關注自己的利益和自由，也關心他人的幸福和

自由。因此，建立在品德基礎上的權利清單不會隨著個人

利益和傾向而拓展。對他人的關心會為利益論斷設置邊界。

四、挑戰和回應

我以上的條件論斷是，如果孟子對於人性的理解是正

確，同時，如果道德潛能是定義儒家對人性理解的關鍵的

話，那麼，儒家以德性為基礎的人權觀念將能夠回應以自

主性為基礎的人權觀念新面臨的兩個挑戰。

不過，有人可能會輕易地指出以德性為基礎的人權理

論會面臨新的權利持有者問題。例如，如果我們把同情能

力定義為成為有品德之人的道德潛能的話，那麼那些沒有

同情能力的個體就不應該給予權利。而這個結論是違背我

們的宜覺的。例如，那些自閉症患者被認為沒有同情的能

力。那麼，這些自閉症患者不應該被給予人權嗎?很顯然，

有自閉症的人應該具有人權。因此，以德性為基礎的人權

理論和以自主性為基礎的人權理論一樣容易面臨挑戰。

我認為以上的挑戰只是說明了同情能力並不是人的道

德能力的標誌性特徵。以上的批戰並沒有說明以德性為基

礎的人權理論失敗了。人權的倫理辯護理論，通常通過人

類學的屬性來區分人和動物，而對於這一理論的一般挑戰

是，如何讓這一人類學屬性儘可能地具有包容性。如果任

何缺少這一屬性的個體被拒絕人權，那磨這一特定的理論

必須能夠辯護這種排除。

如果張三認為只要是一個人的話，這個人就應得人

權，那麼張三就不需要對人權進行任何倫理的辯護。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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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三認為，即使是一個道德惡魔，諸如希特勒，也應得人

權的話，那麼張三就不需要去尋找關於人的某種特定屬性

來辯護人權。任何對人的定義性特徵都會排除掉某些人。

我認為張三可能對人的特殊地位有一個預設。只要我們是

人，我們就應得人權。

我認為人的尊嚴和人權之間的關係可以得到不同的解

讀。當然，對於人的尊嚴也存在各種不同的理解。例如法

爾德倫指出， I尊嚴是和權利的概念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一一

尊嚴作為權利的基礎，同時是某些權利的內容，甚至可能

是權利的形式和結構性的特徵J 0 37不過，決爾德倫不認為

尊嚴應該被理解成道德價值。他把權利的概念理解成普遍

的社會等級，這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地位。很顯然，這種對

人權的理解路徑和建立在人性特徵基礎上的人的尊嚴討論

的倫理路徑差暴很大。

我認為儒家德性倫理學探討人的尊嚴的路徑可以回應

新的權利持有者問題。我認為道德行為確實需要動機的成

分，而這種成分可以是情感的或者理性的。對於那些缺少

同情能力的人，諸如自閉症患者，他們可以通過遵守道德

規則來驅動自己的行為。 38那麼，這裹的潛在的道德能力指

的是情感的或者理性的能力，而這些能力可以滿足道德行

為驅動的功能。 3.我認為絕大部分人，包括那些有自閉症的

人，確實擁有(潛在的)情感或者理性的能力，以使他們

來進行道德的行為。岫

扭扭扭叮Wo1<h咽， D旬，申" RDnk. 冊dÆ&加。呵呵YOI'k:O率fordUnivenrity Pr搗亂 2012)， p.15

38. Uta 扭曲~ Autiam: A V.呵， Shortln帥ductioll (NI聞自治Oxford University pre闕， 2曲8) ，

pp.8-14. 
3. 我認海對"1ft.孟于來說自道德主體確實擁有情感的和理性的動攪成分﹒串且 S四&嘲"""'''

阻dXunzi on xmg (Hum且 N'"明，)"，悍的各641 • 
40 對1ft.那些極度衰老的人群，讀認轟他們還具有道祖記恤車者道德個議。對於那些完全~

央理智的λ，讀祖品對他們的照顧不是來自 I草.J 或者 I權利」的概會，而是來自「需

求J .這些λ需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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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會進一步指出，這種理性能力，難道希特勒

就沒有嗎?如前昕述，如果一個人是一個道德惡魔的話，

那麼這個人就沒有人權。同樣的，如果一個自閉症患者是

道德惡魔的話，同樣的，這個人就沒有人權。當然，這里

涉及到如何定義道德惡魔的問題?很明顯那些原本有道德

能力，但是後來不斷作惡，最終失去了道德能力的人，論

為道德惡魔，這樣的人，就不應該再享有人權了。

當然，還有一些人，可能天生不具有道德能力。這裹

的道德能力，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道德情感能力和道德

推理能力。我們通常理解的自閉症患者，可能缺少的是道

德情感能力，但是可能並不缺少道德推理能力。當然，如

果一個自閉症患者，天生既缺少道德情感能力，又缺少道

德推理能力，當然，這並不意昧著他們就是道德惡魔。但

是，如果這個自閉症患者，或者一個反社會者(即使是天

生如此的) ，確實不具有任何道德能力(道德情感或者道

德推理能力的話) ，我認為他不具有人的尊嚴，因此，也

就不具有權利。如我之前所述，這並不意味看我們不應該

尊重他。對另外一個對象的尊重有很多來源。該對象具有

道德能力，只是其中一個理由。當然，這與那些天生具有

道德能力，但是後天不斷作惡，進而變成道德惡魔的人相

比，道德惡魔似乎更讓我們痛恨。

可能有些人會認為道德惡魔也未必喪失了道德能力。

如果道德能力是一個人具有尊嚴乃至人權的基礎的話，道

德惡魔也未必就沒有尊嚴和人權。我認為，關於道德惡魔

是否已經喪失了道德能力，這是一個經驗問題。不過，我

們通常並不認為屠殺了上百萬猶太人的希特勒仍然具有任

何道德能力，因為任何具有道德能力的人都不可能做出這

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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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會指出，以晶德為基礎的人權理論不能為權

利清單完整性問題提供合理的答案。有人也許會認為，為

權利清單提供一個道德的邊界是乘謬的。例如，生命權或

者財產權和我們的道德成長似乎沒有任何關僚，就像宗教

自由的權利似乎和我們的道德成長沒有關係一樣。儒家德

性倫理學家可以認為，權力清單上的權利有助於道德培

養。否則，該權利就不應該被納入到該清單中。例如，在

公共場所裸體的主張就無助於一個人的道德成長，因故，

它不應該被納入到該清單中。那麼，生命權或者財產權呢?

我認為生命權或者財產權是我們道德成長的前提條件。而

宗教自由的權利也是和我們的道德成長相闋的，因為宗教

追求也是一個人人格完整性建構的一部分，而人格完整性

是道德成長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意識到以上觀點可能

會潛藏道德泛化既有選擇的危險。但是我認為，這是為權

利清單設置邊界的可行的方法。

有人可能會認為，我以上的提議把善 (good) 和應當

或者權利 (right) 混淆在一起。同時，也把私人領域和公

共領域混潛在一起。而這些概念或者領域是應該被區分開

來的。一個人是否希望培養自己的道德潛能是一個私人的

決定。我認為以上的反駁意見誤解了我這襄所提出的建

議。我並不是論述，每個人必須培養自己的道德潛能。我

僅僅只是論述，在儒家倫理學中，我們的道德潛能可以成

為人的尊嚴的基礎，而人的尊嚴似乎可以辯護人權。在這

里，我並沒有提出，道德培義是一個絕對的道德律令。是

否以及如何進行道德培養確實屬於私人領域。不過，我確

實提出了道德為權利清單設置了邊界。在這個意義上，善

確實規範了權利。 41

41 或認1lI迪是特會儒囂的精神的﹒討論追→觀勵的具體E聲響起出了本主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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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儒家和基督教比較視野下的人權觀念

有人可能會質疑以上儒家對權利持有者問題和權利清

單完整性問題研做回答的充分性。我認為基督教神學關於

人的尊嚴和人權的超越性，在這里似乎可以為儒家的回應

提供額外的支持。如果人性有其超越性的維度，那麼作為

受造物的我們，我們的能力並不是偶然的，我們在自然世

界和道德世界中的位置也不是偶然的，我們彼此的關係也

不是偶然的。這種超越性保證了人的尊嚴和人權的完整性

和木可翁l奪性。同時，這種超越性也為權利清單設置了一

些邊界。個人利益和主觀愛好不足以拓展權利清單。人的

尊嚴和人權的超越性，無論是具有超越色彩的人性，還是

具有超越色彩的人與造物主的關係，都給權剩清單設置了

一些界限。

如前所述，儒家是否和人權相兼容是一個複雜的問

題。而基督教神學意義上的人格尊嚴概念被認為是人權觀

念最堅實的基礎。基督教神學關於人權和人格尊嚴概念的

討論，有助釐清本文所論證的兩個論點.一、儒家和人權

是兼容的;二、道德能力與自主性相比，可以為尊嚴和人

權觀念提供更堅實的基礎。在這一部分，我將討論如下三

個問題.第一、基督教神學是如何理解人權的?第三、基

督教神學和儒家在理解人權上的融合之處在哪里?第三、

基督教神學和儒家在理解人權上的差異之處在哪里，

第一個問題，即基督教神學是如何理解人權的，學者

給出了很多不同的答案。瑞德 (Es也前 D. Reed) 總結，在

歷史上，羅馬天主教更多強調人權是來自自然法的，而新

教更多把人權根源於基督論。但在自然法傳統中，自然法作

為上帝的理性和意志的反映，自然秩序是上帝和受造物關

42. Reed, ''Christi血1帶回dHu血血血且妞"， p 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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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一種表現。而強調戲示作為人權基礎的學者，認為通

過耶穌基督的救贖，人類重新獲得了尊嚴和權利。不過，

不管在理論上的分歧有多大，在實踐中，很多基督教學者

參與了二十世紀重要人權宣言的起草和討論。

懸置歷史上的爭論，在當代基督教神學學者中，相當

數量的人認為人權的根源來自於人的尊嚴。但是，問題的

複雜性在於，他們關於人的尊嚴和上帝的關僚的理解存在

爭議。這里以莫爾特曼和法蘭特斯托夫之間的爭論作為例

子。他們都認為人是以上帝的形象被創造出來的(血ago

Dei}。但是，在莫爾特曼看來，人類的尊嚴的基礎是建立

在人是上帝的形象之上的，而上帝對人的權利恰恰是人是

上帝的形象的基礎。人的生存權、自由權等等都是上帝對

人的權利的反映。而人性尊嚴的基礎就在於每個人具有上

帝的形象和樣式。咱當然，這里也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 44

第一種理解認為，人之所以有尊嚴，來自人類諸如思考和

表達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可貴之處，恰恰在於其類似上

帝的能力。這種類比論證，有一定的說服力，讓我們看到

了自然秩序的超越性和價值。但是這種理解的問題在於很

難解釋那些缺少該能力的個體的生命價值所在。第二種理

解認為，人作為受造物本身，而不是任何和上帝的相似性，

給予了人類尊嚴和權利。但是這種理解很難解釋自然界的

其他受造物和人之間在價值上的差具。換句話說，我們仍

然需要求助於人的獨特的能力，來辯護人的特定的價值和

尊嚴。這實際上滑向了第一種理解。

決爾特斯托夫認為上帝的形象不足以莫定人權的基

礎。在他看來，如果上帝平等地愛每個擁有上帝形象的受

43. 莫爾特壘， (基督教信仰典λ權) ，頁 150 0

44. Re甜，吃l>ri甜甜句血dHum血趾且ts"， p.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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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那麼每個受造物都具有平等的價值和尊嚴。 4S而作為

受造物的每個人都是兄弟姐妹，這種上帝對受造物的愛可

以轉變為人與人之間彼此的愛，而人的尊嚴和權利就是以

這種平等和普遍的愛為基礎的。

第二個問題， I基督教神學和儒家在理解人權上的融

合之處在那里J '我認為兩者存在很多契合之處。

首先，正如賴晶超指出的，儒家和基督教都對於人權

的個人主義基礎提出了懷疑。46儒家並不認為人的自主性是

人的尊嚴的基礎，也木是人權的基礎。而基督教也不認為

這種狹養的自主性是人的尊嚴或者人權的基礎。

其次，儒家對人權基礎的理解，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

討論。有些儒家學者強調普遍人性是人的尊嚴的基礎。以

萬百安為代表的德性論解讀派，把儒家對人性的道德潛能

作為人的尊嚴的基礎。在這個層面上，基督教神學也有類

似的討論。人作為受造物，分享普遍的能力，而這種能力

是上帝賦予的，是人的尊嚴的基礎。而以安樂哲為代表的

儒家學者從角色倫理的視角出發，把諸如家庭等關係作為

人的本質的定羲。人的尊嚴是來自於這些關僚的。而在這

個層面上，有些基督教神學家認為，人和上帝的關係以及

這種關係對人和人之間關係的影響構成了人的尊嚴的基

礎。那麼在個層面上，普遍能力並不是人權的基礎，關係

是人權的基礎。

第三個問題， I基督教神學和儒家在理解人權上的差

異之處J '我認為還是有一些差異的。首先，在基督教神

學中，無論是「上帝的形象」還是「上帝之愛J '人的尊

嚴和人權都具有超越性的特徵。而這種超越性是基督教神

45. Wolters~ Juatice: Righfll and Wnmgs, p. 343. 
46. Lai，'世um血趾且"阻d回函祖祖 C個:fucian Dialogue",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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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解人權的首要特徵。雖然，賴晶超指出，儒家關於人

性的理解，諸如「性自命出 J '或者人性來自於天命，也

是有超越性的成分。前但是，如黃冒銳所傲的，對儒家人性

的內在性進行一種非超越性的解讀，也即一種自然主義的

解讀，也是可行的。 48其次，在對「闌係性」的理解方面，

在基督教看來，人性、人的特殊地位、人的尊嚴都必須是

在與上帝的個人關係中才能得到理解的。而在儒家看來，

人性、人的特殊地位、人的尊嚴可以在人與人之間的個人

關係中就可以得到理解。「仁」和「恕J 可以很好地解釋

我們對他人福祉和權利的尊重。49人的尊嚴的普遍性是很多

基督教神學家的共識。到另外，基督教也從制度的角度來反

思具有人格尊嚴的道德惡魔諸如，他們的形成是否有制

度性的原因，他們的存在和上帝的愛之間的關係等等。到

我認為，基督教神學中對人的尊嚴和人權的超越性維

度的理解，無論是人性層面，還是人的關係性層面，可以

為儒家對人的尊嚴和人權的討論提供很多敢發。

六、結論

本文綜述了目前關於儒家是否和人權相兼容問題上的

爭論，也解釋了對人權和儒家的不同理解會對該問題的回

答產生影響。之後我論述了儒家為人權的觀念提供了另外

47 間上，買 143 • 

48. WOl嚕， M晶間lMoralil臨妞， pp.37-44

49. L函，官iunan Righ個阻dC出胞回.-c咽扭曲D旭1ogue"， p. 144 
5。當然，也存在事當﹒倒如，布魯格(且由血組阻Bro晶宮)指出托聶斯阿畫那(四咽間

Aqw團，)祖誨， 個十惡不赦的人喪失7λ的尊置，可11.(當做野獸來對待，教串碧岳

十二世(到圓圓)也說摳，→個危險的單犯，週過自己的單衍，暈暈了清署的權利(蠱

E. C:扭曲世間 Bro且缸'， G申阻lPunishm帥，副dRoman Catholic Moml Trad回on [S01曲B目且，

因 Uni閹割tyofN回e Domop'目叫田旬， p 屆)

51 壘見Timo也y P. Jackl阻.Poli甜al匈中e: ch問個n Lm棺 a.nd L必erOI Dem帥，可(Gnmd

R時ic泊. MI: E扭曲E血s， 201旬; Reinhold Ni曲u尬" Moral Man and lmmora1 Soci，峙，

(LouisviUe, Kentucky: Wes固固樹John K.n暉，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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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基礎，以晶德為基礎的人權理念解決了以自主性為基

礎的人權理念研面臨的挑戰。我的結論就是，儒家和人權

的觀念是相容的。基督教神學作為西方人權觀念的基石，

和儒家對人的尊嚴和人權理解存在很多可以融合的地方。

但是，在儒家的語境中，探討其自身關於人權的概念演鑼，

不僅有助理解儒家和人權的關僚，而且也有助於理解在多

元時代下，人權的辯護的多元路徑，將最終有助普遍人權

得到尊重。 52

關鍵詢:人權尊嚴儒家基督教晶德

作者電郵地址: liyonginw前四l@拘hoo.com

52. 1圖晶超也強調基督教神學車在討論人權的基礎時，磨該更辜的尋找共擻，而不壘突顯基

督教人權基噓的值越性。因聶追種實顧可能最終輔助於普遍λ權的實現，且Lai. '世祖扭

扭曲旭血dG國甜血-confucian Dialogue", p. 14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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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of human rights is deeply rooted in Christian 

甘adition. Some scholars even argl揖 that we can only fully 

unde:扭扭扭d 血d justify the value of human righ姐姐 C世is世祖

theology. This article does not challenge 血is idea. Inst間d，也is

article 缸gues that Confucianism is compatible with the idea of 

human rights. Firstly, it surveys 也e current debates on whether 

Confuci祖sm is compatible with the idea of human righ個

τE間， it discusses 也e historical and non-historical appro血h 個

hum缸1 righ悟， a且d the v廿tue ethics readiog and role ethics 

reading of Confucian moral theory. The first 也esis 扭曲is

article is 個 agn扭曲at Confucianism is indeed compatible wi曲

曲.e idea ofhu血.an rights. After 也吼叫也 regard to a possible 

foundation of hum祖 righ妞， human digo旬，也e Confucian 

id間。f human nature and virtues can provide a better 

foundation曲曲 the idea of autonomy.τ'his is the second thesis 

of 也e paper. It also addresses some objections 扭曲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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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gu血ent. Finally，也is article sugges個 fur也er dialogue 

between Confuci祖ism 祖d Christianity on 也.e issue of human 

rights. 

Keywords: Human Righ個;Huma且 Di伊甸; Confucianism; 

Christianity; Virtues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