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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哥|言

隨著科學研究和醫學技術的進步，生命倫理學的研究

範圍從討論安樂死、墮胎等傳統問題擴展到胚胎研究、輔

助生蘆技術、基因編輯、臨終關懷、器官移植等等。學者

們在討論這些問題時，總會或多或少地提及人的尊嚴。尊

嚴成為技術發明或應用是否能夠得到道德辯護的評價標

準。一些相闋的法律法規也突顯了對人的尊嚴的尊重。例

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世界人類基因組與人權宣

育>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也eH回nan Genome and Human 

Rights, 1997) 明確指出:人類基因組研究「應充分尊重人

的尊嚴、自由與人權，並禁止基於遺傳特徵的一切形式的

歧視」。何世界生命倫理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Bioe出自 and Human Rights, 2005) 將「充分尊重人的尊

嚴，普遍尊重並遵守人權和基本自由」作為指導倫理實踐

1.本主昕曹丑的研究工作帶到香港澳海基督教文化研究研 I尊腫、道德與權利一一基督載

神學與跨學科研究聲音項目 J 的實助，譴此車窗﹒同時，本主也置到中國人民大學二。

一八年直「中央南極建設世昇一祖大學(學科)和特色發展引導專項實金J 主持因本主

也壘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項目「λ的尊腫輿脆弱性J 1但X臼間的研究血果﹒

2. (世昇λ類基因組典λ權宜育> (h坤:11研w.ob世 "'f!I'間加閣SiD曲曲個組10'恤

姐.trum且包161.PDF ' 2018 年 9 月 27 日瀏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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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項基本原則。 3尊嚴概念顯然已經成為生命倫理學領域

的高頻詞彙。然而，尊嚴概念的內涵並沒有因為它的頻繁

使用而變德清晰明暸。隨著三00三年美國學者麥克林

(Ruth Mac姐in) 提出「尊嚴無用諭」的觀點， 4關於尊嚴

的內涵和地位的探討如 H 中天，從未間斷。儘管如此，學

界對尊嚴是甚麼的問題卻始終沒有達成一致的共識，即使

是由美國總統委員會發起的關於尊嚴概念的研究成果《人

的尊嚴和生命倫理學:> (Human Dignity and Bioethics, 2008) 

也無法最終為尊嚴概念找到一個可以體現人類共識的確切

定義。舒爾曼 (A也血 Schu1m血)在〈生命倫理學和人的尊

嚴) (Bioe出cs and the Q聞組on ofHuman Digni昕一文中

提出一種作為人性來理解的尊嚴概念，並認為該概念能夠

在生命倫理學中發揮重要作用。 5遺憾的是，人性在舒爾曼

那里依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作為人性來理解的尊嚴概念

則更是第襄看花。筆者贊同舒爾曼的這一提議，主張一種

基於人性的尊嚴概念。需要強調的是，人性在此不是單向

度的、靜止的，而是包括超越性和有限性的統一，前者表

現為理性自主能力，後者表現為人的脆弱性。

二、自主性與人的尊嚴

通過追溯尊嚴概念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優越

性是尊嚴概念的基本內涵。理性主義，思想家們將人的這種

優越性訴諸理性自主能力。在生命倫理學中，尊重自主原

3. <世昇生命倫理和 λ權宜盲> (h時:Jron..品..une品。a<g/imagesIOOl4i個 14:盟/

142825c.pd時唔e=112' 2018 年 9 月 27 日瀏覽) • 

4. Ruth M8(祖妞，啞申ity is a Useless Conc叩t: It Mea國 NoM間也血Respect for Persons or 

τheirA曲momy"， Bri由:hMedi，α'l1 JournaI327， pp.1419-1420

5. Adam Sch心血血，唱i個圖個阻d the Question of國血且因gnity"，旭扭曲d血，t'8 Coundl咀

Bioe血ics (1].8.) (ed.), Human Digni秒 and Bjo甜甜。&，呵18 Comm帥"那吋卸 th，

h四恤瓣'8 Coundl on Bioe的帥， (Wuh詛伊nD.C. WWWBIOETInCS.GOV, 2008),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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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討論尊嚴問題時不可迴避的內容。自主尊嚴模式在

生命倫理學中得到廣泛應用，儘管如此，人們對自主內涵

的木同理解導致尊嚴的規範性要求也不盡相同。在維護人

的尊嚴的具體實踐中，自主尊嚴模式固然發揮著重要的

作用，但其無法擺脫的局限性也逐漸突顯出來。

1. 尊嚴概念的基本內涵:優越性

隨著麥克林提出「尊嚴無用諭J '學界質疑並主張剔

除尊嚴概念的聲音持續木斷，然而，更多學者還是主張以

理性思辨的方式澄清這一概念。 6為了釐清尊嚴概念的內

涵，學者們分別從橫向和縱向的維度進行探討，前者通過

對尊嚴概念進行分類研究間釋其內涵，後者通過追溯尊嚴

概念的起源和發展歷程來壓清該概念。由於橫向研究涉及

的內容龐雜，且迄今為I上，學者們沒有在分類標準上形成

共識，因此，筆者在此將採取縱向研究的維度進行討論。

據相關文獻研究，尊嚴概念正式出現於古羅馬時期，

在古羅馬法典中，尊嚴首先是個人頭銜和社會地位的概

括，它被視為一個政治概念，只有少部分位於社會上層的

人才享有尊嚴。 7尊嚴表現為社會上層人士對其他人既擁有

的一種優越性或特權。受斯多亞派 (Stoics) 思想的影響，

西塞羅 (Cicero) 將尊嚴的運用範圍擴展到昕有人，並主張

人的尊嚴在於遵循理性的生活。 8基督教思想家們儘管在如

何理解上帝的形象問題上存在分歧，但他們基本上都認

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並且賦予人類管理自

然界其他物種的權柄，與上帝形象的相似使人擁有了高於

6 甘甜平， (人權倫理學) (~t:;.: 中國曹層出版社，叩開) ，頁 141 G 

7. OliverS扭曲."1<醋's Conc甲組血。fH阻血血F坤"，Kant-Stud師 1個 (20的1)， p. 312 
8. Cicero, De Offic間(因ns. Walter Miller; Cambri甸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咽S，

1913),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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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物種的尊嚴。 9教宗良一世(Leo 1, 440-461) 主張，這

種尊嚴就在於靈魂能夠獨立於肉體的慾求，並運用理性主

宰自身的能力。他說: I如果....肉體的慾求更為強太，

靈魂就會喪失與之相稱的尊嚴，並且成為它本應統活的東

西的奴隸，遣將是非常不幸的。但是，立口呆心靈服從於它

的統治者和天國的恩賜，蔑視塵世放縱的誘惑，並且不允

許『罪惡統給它的肉身~ ，那麼，理性將會掌握良好秩序

的領導權。 J 10儘管良一世訴諸上帝的形象來思考人的尊

嚴，但他依然贊同人因為具有理性能力而高於自然界其他

事物。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們高揚起性和自由，主張人

的自主選擇能力突顯了人的高貴和尊嚴。理性主義的傳統

在康德哲學思想中達到頂峰，嚴格來說，在康德那里，只

有理性存在者才有尊嚴，他說， I 自律 (autonomy) 是人

的本性和任何有理性的本性的尊嚴的根據J 0 11綜合觀之，

將尊嚴視為人在與其他人或其他物的比較中顯現出來的優

越性，這是自古羅馬以來尊嚴概念的基本內涵。優越性以

兩種方式表達出來，一種是社會中一部分人由於其德性、

地位、榮譽、功勳等對普通大眾產生的優越性，筆者將其

稱之為精英式的尊嚴;一種是人類由於自由和理性而高於

其他自然物的優越性，筆者將其稱之為平民式的尊嚴。尊

嚴概念的發展呈現為從精英式尊嚴向平民式尊嚴過渡的特

徵。理性主義，思想家們將這種優越性訴諸自主能力。

生命倫理學關注的是與生命的出生、發展、變化、消

亡等息息相關的問題，因此，生命倫理學語境中探討的尊

9. J缸智姐 Moltman血，曲I Humtm Dignj秒 Pol的目1 Theology and E;的i~ 加咽。 M. Doug恤

MoeI函; Philadelphia: Fo由四...官間， 1984), p. 17 

10. 1屆世he Gre瓜.-ω間扭曲 J. P. Fn起:1and & A. 1. Co閻明 W岫呵恤， D.C.: Thf; 

ca也曲c University of AH.回ica Pr田s， 1996)，即 [6τ[68

11. Immanuel K血丸。四耐帥'*for 的eMeta.肉相ics of Morals (1因ns. Allen. W. Wo叫;New

Haven且d London : Yale UJ凶V間ity Pre咽， 200旬，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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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主要指人的生命尊嚴。人既是動物性的存在，又是精神

性的存在，因此，我們不能將人的生命僅僅視作與其他動

物生命無異的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人的生命尊嚴就

在於它是理性主體的生命。他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生命形

態，高貴也好，卑踐也罷!正如皮科 (Pi∞ dellaMir祖dola)

昕指出的，世間其他一切存在物研服從的是上帝為自然研

頒怖的法則，而人則是「可以按照你的自由抉擇決定你的

自然J 0 12人既可以下降到低級的動物本性，也可以通過理

性上升到高級的神聖性。人的尊嚴就在於人有自主能力，

可以自主決定和塑造自己的生命形態。

2 自主一尊嚴模式的應用

尊嚴概念在生命倫理學中的大量使用源於二十世紀七

0年代開於過度醫療13和死亡權的討論，麥克林認為，在這

種語境中，尊嚴新指涉的無非就是對人的自主性的尊重。

這一討論始於一九七五年美國卡倫 (K虹en Quinlan) 事件。

卡倫是一位二十歲的女孩，在參加朋友的生日眾會，喝雞

尾酒後昏迷不醒，失去意穢，一直沒有恢復，卡倫長期處

於沒有意誠的「活著」狀態。卡倫父母希望醫院不再採用

延命醫療措施，醫院和法院都不同意。最後，在卡倫的父

母提供她生前的意向後，法院方才同意以隱私權的保障為

12 度科來商量彥拉薯，顧起一等禪， (諭λ的尊矗>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 
買 25 • 

13 例如，臨床醫療上的體外循環裝置，它可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心肺運動的功能。醫療器

攝的誕生盡昧著，一且某人心跳和睜眼都停止了，抽果及時運用適些設備，仍然可臥在

相當一直時間內維持生命體擻，也就是說，可以便連個λI一直梧下去」。暑期叫來，

λ們丹田地理解醫學「請病數λJ 的神聖使命，韓福「齒:ll!cJ 是醫學的使命， r放棄」

說壘醫學的失敗﹒害，主醫學撞肅的便利和主酷」對「數」的片面理解，令處世生命末

期的車者，即使車里看更多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也只能「卓生不能卓死不得I地「括看」﹒

追不是對生命的挽麓，而是對生命的摧費。請壘，有學者指出，與其說醫學桂樹是在延

長帶命，不如說是在延長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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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允許放棄治療。 14卡倫事件引起了全球純國的關注，日

本在報道該事件時首次採用“death wi也 dign句"的譯

名。隨後， I有尊嚴地死」在人們討論過度醫療和死亡權

的語境中經常被提及。這些討論促使美國當局意識到患者

擁有作出「事先指示J (advance directiv，臼)的權利。一九

七六年加利福尼亞州制定了一條浩令: I認識到患者有權

利期望尊嚴和隱私，立法機關因此宣佈，加剩福尼E州的

法律應當認識到，成人有做出文字指示的權利，以指導醫

生在臨終條件下是保留還是撤掉生命維持程序。 J 1S中國大

陸目前還沒有相關法律法規，但有一些自發的組織在推廣

告量一理念。如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就是中國尊嚴

死的推動者。二00六年，羅點點和朋友成立了「選擇與

尊嚴」網站，並成立了「不插管俱樂部J '提倡「尊嚴死」

呼籲人們在意識清醒時在網上簽暑「事先指示J (又稱「生

前預囑J) • I尊嚴死」的理念實質上是倡導患者在具有

自主能力時，對死亡進行深思熟慮的思考，事先選擇死亡

的方式。在生命的終末期，讓患者安詳地面對死亡，有尊

嚴地走向生命的終點。誠如麥克林昕言，尊嚴在這種語境

中的含義並沒有超出尊重自主原則所表達的內容。

尊重自主原則在生命倫理學中最廣泛和有效的運用就

是簽署知情同意書。國際醫學科學組織理事會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1 Organizations of Medica1 Science) 在《涉及人

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國際倫理準則} (In阻mational Ethica1 

Guidelines on Biomedica1 Research Involving Hum血

Sul討ec個)中，就知情同意內容的表述達到二十二項。知情

同意基本上等同於尊重人及其自主選擇。中國大陸二0一

14. '1{m田I_Ann_1心血泊n"， W疇，“晶。11tps://en.w祖戶地ia.org/wi區忽E回I_A血LQ<血恤，歐-

27Sp間叫間2018)。

IS 弓|自"""恤血，‘四研ty is a Useless C臨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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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版《病例書寫規範》第十條強調: I對需取得患者書

面同意方可進行的醫療活動，應當由患者本人簽署知情同

意害。患者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時，應當由其法定代

理人簽字。 J 16在臨床實踐中，當遇到關於患者的重大決定

時，醫生首先會徵求病人的知情同意，這已經成為臨床決

策的必要條件。這一規定被視為對病人自主和尊嚴的充分

尊重，受到學俯界和醫學界的一致擁護。

3. 自主一尊嚴模冀的局限性

在生命倫理學中，在回答為甚麼要尊重自主原則時，現

代自由主義學者們往往會指出，只有行為者才知道自己真正

想要的是甚麼，甚麼樣的選擇能夠給自己帶來最大的收益。

儘管有時候，我們會遇到有些人的決定不盡然符舍他們的利

益，我們最好還是首先承認存在一種普遍的自主權，我們應

該尊重這種權利。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的判斷也可能是

錯誤的，另一方面，從長遠來看，允許當事人為自己的生命

作主更好。不少學者認為，現代自主概念的源頭可以追溯到

康德的自律概念。 17然而，康德雖然與現代自由主羲一樣使

用「自主J (扭扭>flomy) 一詞，但強調的重點卻不同。首先，

在康德看來，自由選擇的理，性能力只不過是使人性提升到動

物性之上而己，卻沒有因此突顯人性的高貴。人性尊嚴的彰

顯在於人的自由選擇能力也是遵循規律的。康德非常重視

no:血田在扭扭-nomos 中的意義， 18因此，康德的自律概念強

16. (衛生部印曹〈晴歷昏庸基本組範>) • <中國軒聞網) (h呻/卅ww曲扭曲呵s.com/jk/

newal20101血~/2110514且個1 ' 2018 年 9 月 27 日瀏覽)
17 屆了知顧現代自由主義者和康緯運用“四岫個電y"' 的區別，本文在現代自由主義語境中討

論該概章時將其翻譯屆「自主J '在討論庫德語墟中的“甜岫咀Ly" 時將;其翻譯轟「自樟」國

18. Thom圖E. HiU Jr, ''Kantian Autonomy 血d Con絃mporuy [<1<抽 of Autonomy", in Oliver 

S間開(ed.)， Kant on Moral Autono可 (C血bridge: ca血跡idge Univ開ity pr棚.2013)，開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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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對理性法則的遵從，是理性的自立法自守法。其次，現代

自主概念強調獨立於外在權威而自己做決定，康德自律概念

則不僅要求獨立於外在權威，而且還要求獨立於自己的感性

偏好做決定。如果一個人在做決定時遵從的是自己的本能欲

望、感性備好，那麼，他傲的決定看似符合現代尊重自主的

原則，卻違背了康德的自律要求。

由此可見，基於現代自主的尊嚴概念和基於康德式自

律的尊嚴概念研呈現出來的狀態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呈現

出一種在木得己情暫且下承認且屈從人的有限性的精神面

貌，後者則呈現為一種不屈不攤，克服有限性的「聖鬥士」

般的精神面貌。這就導致康德的自律原則運用於生命倫理

學領域時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家長主義的色彩。奧妮爾

(Onora O'Neill) 主張回到康德，以康德式自律為理論基

礎。 19然而，完全回到康德，以康德式自律取代現代自主原

則同樣會遭遇諸多困難。康德式自律最終強調的是尊重理

性主體的道德能力，彰顯作為道德存在者的崇高和尊嚴。

然而，在生命倫理學中，這顯然是一個過高的要求。在實

踐生活中，沒有一套理論是完美無缺，可以直接用來指導

實饋的，自主也不是唯一的價值，更多時候需要運用實踐

智慧來捍衛人的尊嚴。

綜上所述，以自主為根據的尊嚴模式表現出兩層含

義。第一層是以現代自主概念為根據，尊嚴表現為人因為

有自由選擇能力而擁有高於其他物種的優越性。在生命倫

理學中，其規範性的要求就是尊重自主個體的自由選擇。

一般情況下，尊重其自主能力本身就是對其尊嚴的尊重。

然而，在臨床或研究參與中，病人或研究參與者往往因身

19. Onora O'Neill, A岫IJOmy and Trual in lJjoethica (1自血制dge: Cam加idge University pr棚，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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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環境的因素，無法作出理性的決定。有時，他們會因

病虛弱而失去常有的判斷力，進而做出明顯不符合自己最

佳利益的決定。在這種特殊情況下，訴諸以現代自主為根

據的尊嚴概念，無法保障病人或研究參與者的新j益，甚至

極有可能讓其陷入痛苦的境地。這時，訴諸第二層意義上

的自主尊嚴概念，即以康德式自主為根據的尊嚴模式能

夠較好地解決問題。這種意義上的尊嚴模式要求自主個體

做出的決定必須首先有利於保存生命，其次有新J於發展和

完善理性能力。如果個體此時的理性能力受損，無力做出

符合其最佳利蠱的決定，醫護人員及家庭成員應該幫助他

恢復理性，進而做出正確的選擇。這是自主一尊嚴模式的

第二層含義。綜合觀之，無論是以現代自主為根據，還是

以康德式自律為根據，自主一尊嚴模式都是建立在一種

「強」人性基礎上。其基本出發點是，人因為自主而具有

高於其他物種的優越性。然而，誠如生命倫理學家麥克林

所說，如呆尊重自主就等同於尊重尊嚴，那麼尊嚴就是一

個多餘的概念，應該將其從倫理學詞彙中剔除。且這是自主

一尊嚴模式面臨的第一個挑戰。

另外，有學者認為，以這種強意義上的人性為根據的

尊嚴觀，可能會縮小尊嚴的適用範圈，由此也必將導致尊

嚴保護範圓的縮小。且在臨床實踐中，人們經常需要面對諸

如阿茲海默症末期病人、已經喪失意識的植物人、重症昏

迷病人等等這樣一些喪失自主能力的個體。無論訴諸哪種

意義上的自主一尊嚴模式都無法j照顧這些人的利益。概言

之，單純訴諸或過分強調自主尊嚴模式都會不可避免地

導致對人類大家庭中脆弱群體(如不具有或喪失理性自主

20. Ma世垣J啞ignity is a Useless C個<ept".
21 甘紹平， (作攝一項權利的λ的尊嚴) , ('哲學研究)，個8 年第6 期 z 買自身'2 • 

65 



王福玲

能力的群體)的漠視。這是自主尊嚴模式面臨的第二個

挑戰。麥金泰爾(Al扭曲jr Chalmers M部h助巴)指出，幾乎

沒有任何哲學家充分看到並毫無保留地承認人的動物性以

及由此而來的脆弱性。即使有少數哲學家意識到這一點，

也只是浮光旅影地進行描述。 22

三、脆弱性與人的尊嚴

作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類固然憑藉理性自主具有

了高於其他物種的優越性。然而，人類的理性畢竟是有限

的。與此同時，人類也是動物性的存在者，其肉體具有易

逝性、易腐性、易被侵入性的特徵，人類很容易受到惡劣

環境的威脅。疾病時時刻刻在暗示看人類的脆弱性，而死

亡則是對人類脆弱性最強有力的提醒。除此之外，由於社

會性屬性，人類始終生活在與他人的相互聯紫、相互依賴

中，這種依賴性也使得脆弱性成為人類生活的基本特徵。

這一特徵敢發我們在思考尊嚴問題時避免因過於強調自主

與尊嚴的關僚，忽視人的脆弱性，進而陷入上述困境。

1. 人性的事實脆弱性

根據馬科斯 (Alfredo Marcos) 的研究，脆弱性

(vulnerability )一詞源自拉丁語“vuInerabilis" ，意思是

某物的易受傷害性。在許多由拉丁語演變而來的語言中，

動詞「傷害J (h缸四)來自拉丁語“feri甜"，意思是穿破

或切割。換言之，易受傷害意味看容易被穿透，因此，某

物的脆弱性就是指某物的易被穿透性。從邏輯上來講， I易

被穿透」暗含了內部和外部的區分。如果外部的東西穿透

了某實體，並造成該實體功能上的毀壞，那麼，該實體就

且麥童泰冒著，劉暐i暉. (值賴性的理性動物> (北京禪輯出版社， 2013) ，買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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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傷害，該實體就具有易受傷害性，即脆弱性。站在這

個意著上，J!，時有生物都具有脆弱性。以人類為例，如果我

們將皮膚視為一道屏障，那麼皮膚及其內部的一切構成了

人的「內部」結構，而皮膚以外的一切，無論是環境還是

他人，都構成了人類的「外部」。如果將人視為一個有機

體，那麼，該有機體的正常運轉需要呼吸外界空氣，需要

食物才能維持;除此之外，人還需要與他人交往、合作。

正因此，人很容易受到來自他人或社會的傷害、歧視甚至

是壓迫，疾病的侵擾，以及會不可避免地死去。麥金泰甭

說， r我們的肉體是動物的肉體，與動物的肉體具有同一

性和連續性」。且在此，麥金泰甭提醒我們，人類的脆弱性

來自於人類首先是一種動物性的存在。

人首先是動物性的存在，從這一視角審視人類的生存

境遇，我們將看到一幅遵循自然規律、生老病死的間景。

麥金泰爾為我們生動地描繪了這一圖景的真實經驗。我們

在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總會遇到一些生理或心理上的傷

害。在我們生命的早期，如果沒有愛護我們的長輩或其他

關愛我們的人的幫助，我們的生命幾乎不可能生存下來。

晚年是生命的最後一個階餒，對於多數人而育，讓自己體

面而有尊嚴地渡過這樣一個階段往往並非老年人自己能夠

做到。另外，還有很多人終生都處於無能或殘疾的狀態，

如那些肢體殘疾、有生理疾病或精神疾病的人，這些人的

生存更離不開他人的關照。自除此之外，人類還面臨著各種

各樣的天災人禍，在這些災難面前，人的生命更是不堪一

23. Alfr甜.Moro咽，“V叫nerability as a Part of Hum血N曲曲:"， in Ani聞to Masfi闊前 &E出lio

""祖戶S曲曲目(曲)， 111酬咽且!gnl抄 01 的e Vu/nerable in 伽 Age 01 Rights, 

Inte吋ïscipli間ryPersp酷的團(CIu血. Swi包""阻d: Springer In師團組血01 Publi血詛g， 2016), 
開 29-44， 34

割麥金華爾薯，劉瑋褲， (植賴性的理性動輛) ，頁 10 • 

25 同上，頁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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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人的脆弱性暴露無遺。在令世人不堪回首的第二次世

界大戰中，德國納粹黨人對猶太人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屠

殺，結束一個猶太人的生命猶如踩死一隻蜻蟻般不足為奇。

基督教現實主義最為重要的特徵就是在看到人的理性

作用的同時，又對人性的陰暗抱有警燭。作為基督教現實

主義的代表人物，美國神學家萊茵賽爾德尼布爾 (Re且hold

Nieb由毛 1892-1970 見證了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沉

重災難，這促使他對人的本性和命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並將其理論的運用擴大到整個社會層面，身體力行，影響

深遠。尼布爾對理性的局限性有著清醒的認議，既看到人

性的可能性，又看到了人性的局限性。在解釋人的「憂慮」

狀態以及罪的問題時，尼布爾從形而上學的層面上揭示了

人的受迪性、有限性和依賴性。他說: I作為自然界的赤

子，他本身是有限的、脆弱的;人世的無常，自然界的興

衰變遷，他的肉身之必然死亡，都在支配看他。 J 26人終究

是一個被造者，他的生命受自然限制，無法擺脫必死的命

運。誠然人性中也有「靈性自由」的一面，能夠超脫於客

觀世界和作為客觀對象的「我」去認識客觀世界和自身，

且做出自由的決斷。但是，人的靈性是沒有「歸宿」的，

是有限的，他的選擇「不能超出這被造世界所已定的範

圍 J 0 27概言之，人是被造的這一事實，決定了有限性和依

賴性是人類無法擺脫的命運。儘管如此，尼布爾認為，有

限性和依賴性本身並非惡，它們是上帝的創造計劃，因此

是善的 ， I對這事實我們必須以謙卑敬虔的心來接受J 0
28 

依賴性和有限性本身不是惡，但卻為惡的產生提供了機

會，因此，深刻揭示人的依賴性和有限性具有重要的倫理

26 尼布爾薯，普普晴等擇， (λ曲本性與命運>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6) ，頁[ • 

27 同上，頁 105 0 

28 同上，買 1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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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尼布爾對人性的洞見為我們進一步理解脆弱性提供

了重要的思想淵源。脆弱性作為人性的事實，正是有限性

和依賴性的體現。尼布爾提醒我們，基於「被造」的事實，

脆弱性是人類無法擺脫的命運。但是脆弱性本身卻並非

惡，相反，忽視或拒絕承認人的脆弱性才是惡。對脆弱性

抗拒的態度是人類陷入災難和憂慮的重要原因。在這個意

義上，重視人性中的脆弱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 尊重脆弱性﹒生命倫理學的-條原則

近年來，脆弱性在生命倫理學中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

視。丹麥研究委員會 (Danish Research Councils) 一項關於

生命倫理與法律 (Bioethics and Law, 1993-1998) 的研究項

目提出了四條生命倫理學原則，包括尊重自主、尊嚴、完

整性和脆弱性。該項研究認為，保護脆弱性可以視為在道

德陌生人之間的一個橋棵。三00五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頒佈的《世界生命倫理和人權宣言》也將尊重脆弱性視為

一個獨立的生命倫理原則。儘管脆弱性在生命倫理學中得

到人們的普遍認同，但是人們卻未能在脆弱性的含義、內

容和範圍方面達成共識性理解。在生命倫理學中，脆弱性

最初被用來指臨床上的病人由於在醫療權力和醫學知識方

面與醫學專業人員的不平衡而被置於一種依賴性的處境

中。疾病往往讓病人產生一種無力感，不得不依賴醫生。

在研究領域，脆弱人群指那些由於年齡、身體或精神狀況

等因素而容易受到歧視或不公平對待的受試者。一般來

說，脆弱的研究參與者包括新生兒、兒童、老人、罪犯以

及患有生理或精神疾病的病人。生命倫理學雖然確立了尊

重脆弱性的原則，但卻鮮有從人性的層面對其進行闡釋，

而是將其僅僅理解為對特殊脆弱群體的尊重和保護。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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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脆弱性不僅僅是特殊群體的特性，它植根於人類本性，

事實上，所有人類都是潛在的脆弱群體。因此，筆者認為，

在生命倫理學中，我們應該從兩個層面對尊重脆弱性原則

進行闡釋:第一個層面是對作為人性之脆弱性的尊重，第

二個層面是對特殊脆弱群體的尊重。前者表現為在承認和

接受脆弱性是人的本性的同時積極呵護人類的脆弱性，使

人類免受傷害;後者表現為對特殊脆弱群體給予特殊的保

護，例如在臨床實踐中重視病人的身心感受，採取積極有

效的措施緩解痛苦和焦慮，尤其是重病患者的痛苦，在研

究倫理學中保護受試者的利益不受侵害等等。

目前生命倫理學界學者們對第二層意這上的脆弱性給

予足夠的關注，相闋的規範也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但對

第一層意義上的脆弱性給予的關注則較為缺乏。基督教關

於人類有限性和依賴性的揭示為我們理解第一層意義上的

脆弱性在生命倫理學中的意義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淵源。當

今時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已經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

面面，對傳統的價值觀念提出挑戰。例如，不少人對基因

美容、強化記億力基因或尋找長壽基因有濃厚的興趣。基

因增強技術似乎成為人類自身進化的助推擇。基於對人性

的深刻認識，基督教生命倫理學家們在回應現代科技對人

類生活和傳統觀念的挑戰時，提出「不要掛演上帝」的警

告。支持者認為，基因技術畢竟能夠改變或增強人類的性

狀，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確實扮演了上帝的角色，甚至試

圖代替上帝，這是人類的狂妄。反對者則認為，這一警告

將阻礙科學的進步和發展。「不要扮演上帝」這一警告對

於現代科技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到底意昧著甚麼?我們又

該如何理解這一警告的規範性意義?筆者認為，科學技術

的創新是人類理性能力的體現，彰顯了人類的靈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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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人類對無限和完美充滿渴望，這種渴望激發著人的

創造性，令他能夠「層出不窮地超越自己」。然而， I與

這種能力相連的，乃是他欲將那偏私有限的自我和偏私有

限的價值，變化為無限的良善 J 0 29人企圖憑藉這種能力逾

越自己被造的地位和身份，逃脫他的有限性，正是這種對

有限性和脆弱性的拒錯、這種狂妄和驕傲之心使其陷入

罪。尼布爾指出，這就是人的本性。因此，無論科學技術

發展到何種程度，人類始終都不能忘記「人仍然是一個被

造者，他不能，也不可期望充作上帝」。站在這個意義上，

筆者認為 ， I不要扮演上帝」可以時刻警醒人類牢記人類

靈性自由的邊界，在發展科技和醫學時，始終抱有一種敬

畏的態度，敬畏生命、敬畏大自然。只有懷著這樣的態度，

才能避免因為狂妄和急躁心里帶來不必要的傷害。

如前昕述，人類在身體和靈性雙方都是被造的和有限

的，因此是脆弱的。尼布爾反復強調，人的脆弱性是一個

不容否認的事實，試圖掩飾或否認人的脆弱性，才構成惡。

醫學技術在幫助人類戰勝疾病、免除痛苦方面功不可沒，

但是，人類如果因此而忘記脆弱性的本性，試圖借助靈性

自由獲得永生，則會不可避免地陷入災難。恰到好處地闡

釋和處理人類靈性自由和有限性之間的關係，需要在兩者

之間尋求平衡，甚麼樣的平衡對於我們來說才是最好的?

如何尋求這種平衡?事實上，幾乎新有道德哲學理論都無

法逃避對兩者關係的闡述，稍有不慎就會有所偏頗。正如

尼布爾所言， I關於人的獨到地位及其對自然世界之親密

關係的雙方，要說得恰到好處的困難，可從這一點證明:

那些著重人的理性才能或他的自我超越性的哲學，往往趨

妞，同上，頁 80 • 
30 同上，買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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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於忘記了他對自然的關僚，以致太隨便地、太漫無限制

地把他列為神聖及永恆的同僚」回到追求永生、健康、強壯

是人類永恆的目標，但是對該目標的過度強調容易導致對

人類脆弱性的漠視，進而造成對脆弱個體的歧視。因此尊

重脆弱性要求在人類追求完滿和人類有限性之間找到平

衡。作為一種對人類有限性的接受，尊重脆弱性可以視為

我們時代倫理學的基礎。 32

3. 尊般是對脆弱性的固.. 

以斯多亞派和康德主義為代表的理性派思想家們雖然

也看到了人類脆弱性的一面，但是在他們看來，脆弱性是

應該被戰勝和克服的，它本身沒有甚麼值得稱讀的。如前

所述，傳統尊嚴概念的基本肉酒是優越性，而這種優越性

是在「法弱 J (inVl血叮ability)的意義上討論的。在當今

時代，傳統理性主義這種「法弱」的思想在解決社會問題

時遇到諸多困境。現當代倫理學家們開始直面人類的脆弱

性。啥里斯 (George W. Ha.r由)試圖打破康德主義或理性

主養傳統在理解尊嚴概念上的壟斷地位。他在《尊嚴與脆

弱性) (D智nity and Vulnerability) 一書中對尊嚴和脆弱性

的關係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哈里斯主張， I理性不是

尊嚴的唯一載體J ' I我們的尊嚴概念包含了康德主義者

木會允許的脆弱性思想」。白人性作為一個整體，既包括強

的方面，也包括弱的方面，在哈里斯看來，尊嚴的根據應

該是後者。哈里斯認為，脆弱性是人類不可迴避的一個事

31 同上，頁 4'

32. Jaoob D曲1 R血dωdf. 唱“ic E圖個1 P，旭ciples i且 E咽，戶祖且 Bioethics 血d Biolaw 
An跑回'my，因p旬" In1egrity and Vu1n回h且.ty Towar由 a Foun血泊。_0 of Bioe出血血d

Biolaw"，M晶耐e， 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 5 (20且).即 235-244

33. 串且George W. Harris, Dignj秒 and V.帥rerability: strel咯的回d Qo叫申 of Character 

個erlre1叮'， CA:Univl目ity of Califomia pr四帽. 1997), pp. 7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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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脆弱性本身也可能是一種「善 J '它讓我們每個人都

有被愛、被關懷的需要，進而產生人對人的讀務，這使得

德性或值得稱讀的品質成為可能。因此， I我們精讀人並

賦予他尊嚴是因為他的脆弱性J 0 34然而，儘管哈里斯試圖

論證脆弱性是擁有尊嚴的根據，但是他的尊嚴概念始終是

模稜兩可的。他時而將其視為一種內在價值，時而將其視

為一種德性或晶質。另外，脆弱性到底如何構成尊嚴的根

據，這一點在哈里斯那里依然不清晰。努斯鮑姆 (M缸由aC.

Nussbau血)也考察了脆弱性的問題，在她看來，如果否認

脆弱性，傳統的德性就沒有意義了。 35但與哈里斯不同的

是，她雖然承認脆弱性是善的必要的背景條件，但不主張

脆弱本身就值得稱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在反思戰

爭罪惡的同時也意識到人類生命的脆弱性，意識到避免災

難和悲劇的再度重演需要築起捍衛人類尊嚴的屏障。於

是，各個國家和民族紛紛從法律上確立了尊嚴神聖不可侵

犯的地位。正是基於這樣的歷史事實，甘紹平指出，人的

尊嚴來自人際問基本的相互尊重的普遍需求，而人之新以

有這種需求就是由於「自我」或「個體性」具有脆弱性和

易受傷害性。36筆者在此強調脆弱性與尊嚴的關係也並非主

張脆弱性是人享有尊嚴的根據。因為脆弱性是所有生物都

具有的層性，以脆弱性為尊嚴的根據雖然可以將所有人類

大家庭的成員都納入保護範圍之肉，但同時也造成了尊嚴

泛化的問題。

基督教思想家們在提及人的尊嚴時往往訴諸「上帝的

形象」這一命題，大家一致認為，人的尊嚴就在於人是上

34 同上，耳 67.

35. Martha C. N咽.bau血• The Fragility 01 Goo曲曲 (C阻出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間，

2曲 1)。

36 甘紹平， (作攝一項權利的λ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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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形象。在基督教傳統中，沿襲形象教義鼻祖伊里奈為

他扭扭us) 的觀點，理性是人與上帝相像的證明。當代不

少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開始主張「人作為上帝的形象是典

人的身體及其生物性維度脫不開關係的。按照《聖經〉的

立場，上帝的形象是關乎人性的全部，而不是單單指稱某

些特殊的蒙質、能力或特徵J 0 37這一思想的轉變也為我們

從人性整全的視角來理解尊嚴提供了激發。目前，學術界

關於尊嚴概念的爭論恰恰說明尊嚴是一個能夠涵蓋不同層

次的概念，它既能夠呵護人類的脆弱性，也能夠彰顯人類

的卓越。這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尊嚴植根於整全的人性。

「當處於最高的靈性地位時，他仍然是一個被造者，

而即使在他自然生活的最卑劣的行為中，他仍顯示出若干

上帝的形象。 J38尼布爾對人類本性的深刻揭示，提醒我們，

單純地以理性自主或脆弱性為根據的尊嚴理論都不免失之

偏頗。傳統理性主義思想家們將尊嚴典人性的崇高、超越

緊密聯繫在一起，主張通過努力實現優秀、卓越來彰顯人

性的尊嚴。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的災難讓人類的脆

弱性暴露無遺，基於對戰爭的深刻反d忠和對人類脆弱性的

認識，尊重尊嚴的理念成為人類共識，該理念要求人類共

同直面人類的脆弱性，進而呵護之。綜合觀之，筆者認為，

將尊嚴的根據訴諸人性而非片面的指涉自主或脆弱性能夠

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爭論。理性自主和脆弱性共同構成了整

全的人性，如果沒有脆弱性的事實，則人與上帝無異，超

越和崇高對於人來說也失去意義。正因此，筆者主張，當

我們提及「人的尊嚴」時，應該指一種以人性為根據的尊

嚴，或者說，人性本身就是一種尊嚴，而這里的人性是指

37. 許志偉. {基督教神學且祖導論>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帥6) .頁 118.

38 尼布蘭薯，揭晴等暉. {人的本性輿命運> .買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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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包括理性自主和脆弱性的完整人性。人類意識到自身

的脆弱性，提出尊重脆弱性、捍衛尊嚴的訴求，這本身就

是人的尊嚴的體現。對人類而言，有尊嚴的生活是一種從

「脆弱性被認真對待、被呵護的生活狀態」到高尚的生活

狀態。在不同的時代，尊嚴概念的具體內酒會隨著歷史文

化以及觀念的變遷而有所增滅。在此，筆者也不敢妄盲本

文已經恰到好處地處理了人的脆弱性和自主的關係，只是

想跟隨麥金泰爾的指引進行思考.宜面人類的脆弱性，會

給道德哲學帶來甚麼，會給我們，思考尊嚴問題帶來甚麼?

關鍵詢:自主脆弱性優越性尊嚴

作者電郵地址: wfl世間198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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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conse:血祖祖 bioe出i自由at hu血祖 di但ity c祖

nev叮 be violated by clinical d自lS10n-ma祖ng as well as 

medical research. However, when people have access to 也e

principle of human dignity in specific medical practices，也ey

could draw very different conclusions. By tracing 也e history 

of 也e concept of dignity, we c祖 find 由at 也.e basic 

∞nnotation of digoity is superiority. According to 由e

rationalist tradition, human beings are elevated above other 

C扭過tures 血d 也us have di伊ity because of 也e autonomy 

po回自sed. However, the au個nomy-di耳oity model is based on 

也e “strong" side of hum祖i旬， which would inevitably take the 

m血erability of human nature ligbtly and result in 

discrim且a世on of 也e vulnerable. In fact, vulnerability is als。

阻 aspect of human na個血. After World Wi缸 ll，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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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晶is on 也.e u血versa1 human di伊ity is a respo田e to 

v叫且叮ability. In bioe也ics， resp目t for the vulnerable has 

gradually become 祖 import血t principle. C出stian thought 

about finitode and dependence of human nature inspir閻明扭

曲且k about v叫且.erability 扭曲.e metaphysica1 sense. The 

C趾isti扭曲a1ysis of spiritual 企eedom and 也e finitode of 

human nature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dignity 壺um 也e perspective of a comprehensive 

hu血anna固自.A∞or也ng to Re旭hold Niebuhr，扭扭曲e 間fusa1

of finitude 祖d vuln叮ability of hu血an nature 也at makes 

human beings fall 姐to s迦.In也is sense, the principle of 

respec世ng 也e vulnerable and 也e warning of “'Oon't Play 

God's Role" contain great implication. Autonomy and 

vulnerability are two 晶pec個 ofhu血祖田間血， based on which 

dignity not only can prot臼t 由e vulnerable, but a1so can show 

也e superiority of h回nan reason 

Keywords: Autonomy; Vulnerability; Superiority; Dig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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