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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无法新兴吗?

———论既有权利具体化的有限性

张泽键 ∗

摘

要: 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要能体现出新兴权利的重要意义。 符合该条件的新兴权

利概念命题有情境命题和领域命题。 因为辩护领域命题是一种辩护情境命题的方式, 所以有学理
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命题只有情境命题。 可以通过论证权利的有限具体化理论辩护情境命题。 论
证该理论就是要解释: (1) 权利所要促进的事物有很多类别; (2) 证成既有权利的理由类别没有
穷尽所有能证成权利的理由类别。 一种内置于契约主义道德框架的利 益 论 解 释 了 ( 1) 。 至 于
(2) , 就道德权利而言, 证成既有权利的理由类别已经穷尽了所有能证成权利的理由类别; 就法律
权利而言, 既有权利由于受制于法体系本身的规定, 经常无法通过具体化的方式来应对新情境中
新出现的权利需求。 概言之, 法律权利的有限具体化理论能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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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近十年来, “ 新兴权利” 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在这场热烈的学界讨论中, 学者们

关注的大多是新兴权利的证成问题, 既包括具体新兴权利的证成, 也包括新兴权利的一般性
证成, 但针对新兴权利概念本身的讨论却并不多见。 然而, 新兴权利概念本身具有不可忽视
的重要性。 需关注的问题是: “ 新兴权利” 是什么? 一项权利因何而能够被称为 “ 新兴权
利” ? 以下简称这些问题为 “ 新兴权利的概念问题” 。 相比于新兴权利的证成问题, 新兴权
利的概念问题显然处在更深的层次, 因为它界定了相关证成问题的讨论对象, 从而影响了相
关证成问题的讨论质量。 任何对证成问题的讨论都要预设一种概念立场。 如果预设的立场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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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站不住脚, 那么关于新兴权利的证成问题的讨论, 要么将名义上讨论的是新兴权利, 实质
上讨论的是另一种事物, 要么将让人不知所云。 现有的讨论新兴权利证成的文章关注的核心
问题基本都是: 是什么使得一项新出现的权利主张成为真正的权利, 乃至于应该得到法律层
面的保护?① 我们不难发现, 这些讨论以证成新兴权利为名, 实际上是在讨论证成一项权利
的依据。② 新兴权利的甄别标准问题也只是 “ 权利的证成标准问题” 的另一个说法而已, 缺
乏独立意义。

这种 “ 尴尬” 现象肇因于论者们预设了这样一种概念立场: 新兴权利就是能够被证成

的 “ 新” 出现的权利主张。 在此, 新兴权利之 “ 新” 仅仅代表被证成的权利主张是 “ 新”

出现的, 没有带来任何规范性差异。 这样一来, 新兴权利就是一个不具备学理意义的概念,
自然也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论话题。
然而同时, 许多理论家都强调过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意义。 如姚建宗曾指出, 新兴权利
引领着法律权利在观念和制度方面的更新, 反映了关于权利的新观念和新意识。③ 侯学宾等
也曾怀有通过新兴权利研究实现权利理论变革的期待。④ 上述概念立场显然无法与这些革新
意义相匹配。 相反, 依据该概念立场所展开的研究将只能一如既往地像侯学宾等人敏锐地指
出的那样, 消费传统的权利理论。⑤
有鉴于此, 我们需要回过头来认真探讨新兴权利的概念问题。 我们需要讨论: 一个有学
理意义、 能承担起上述理论期待的新兴权利概念是否可能? 如果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 那么
我们就可以毫无负担地抛弃之前所有对新兴权利的幻想, 专注讨论更为根本的问题, 也无需

以 “ 新兴权利” 之名为装饰。 然而, 如果它是可能的, 那么我们或许就要以全新的方式来讨
论新兴权利。

在关于新兴权利的概念问题的既有讨论中, 陈景辉的 《 权利可能新兴吗?》 ⑥ 一文具有

重要意义。 在该文中, 他提出了一个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需要满足的条件, 还提出了
满足这一条件因而有学理意义的两个新兴权利概念命题: 情境命题和领域命题。 这对于讨论
新兴权利概念而言是一个大的进展。 然而, 在这篇文章中, 陈景辉最终得出来的是消极的结
论。 经过一番检讨, 他指出, 这两个命题都不成立, 因而不存在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
念。 这一结论随后得到了刘叶深的回应。⑦ 在其文中, 刘叶深试图论证, 陈景辉对两个命题
的批判都不成立, 新兴权利仍有存在的空间。 笔者认为, 刘叶深为领域命题所作的辩护是失
败的, 而他为辩护情境命题提出来的权利的有限具体化理论 ( 以下简称 “ 有限论” ) 在辩
护该命题上确实可行。 然而, 他未能为该理论提供有力的论证。 本文的目标是弥补这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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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 即说明为何该理论是成立的, 从而为新兴权利提出更有力的辩护。 在结构安排上, 本文
的第一部分将以批判性的视角回顾这一争论, 说明刘叶深针对陈景辉的分析所作之回应的不
足之处。 第二、 三部分则致力于为有限论提供论证。

一、 对既有争论的批判性回顾
要讨论 “ 一个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是否可能” , 首先要明确, 什么样的新兴权利
概念才是有意义的。 只有这一概念有意义, 才能进一步探讨该概念是否可能。 那么, 什么样
的新兴权利概念才是有意义的? 它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这就涉及以下问题: 为什么新兴
权利一开始就值得关注? 它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诚如陈景辉所指出的, 新兴权利的重要
意义在于, 在新的社会情境中, 人们无法从传统的权利中寻找到保护自身行动的依据, 而只
能诉诸新兴权利。⑧ 据此, 新兴权利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因为它具有规范意义, 即
能被援引作为保护某一行动或利益的依据; 其次是因为, 它具有无法被传统权利所吸收的功
能, 因而不会变成冗余。 只有能够凸显出这一重要意义的概念命题, 才是有学理意义的新兴
权利概念命题。
把握住了这一点, 便可以进入陈景辉和刘叶深之间的争论。 简单来说, 陈景辉指出, 能

够满足这一条件因而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命题只有两个———情境命题和领域命题, 但
它们都不成立。 对此, 刘叶深认同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命题只有情境命题和领域命
题, 但他反对陈景辉对它们的批判, 认为它们都能成立。 接下来是具体分析。
( 一) 对情境命题的争论

按照陈景辉的界定, 情境命题指, “ 出现一个值得保护的情形 B, 也存在一项权利 R, R

在传统上不适用于 B, 但为了有效保护 B, 有充分理由认为 R 应当适用于 B, 因此, 相对于
情形 B 而言, 原本不适用于它的 R, 就是一项新兴权利” 。⑨ 刘叶深认为, 该命题从表述来
看就不是新兴权利概念命题, 因此为了后续讨论的有效展开, 需要对其进行修改。 修改的理
由是, 根据该命题的表述, 尽管权利 R 被适用到了新情境中, 但它是原本就存在的权利, 并
且是通过动态性被适用到新情境中的, 所以它不是新兴权利。 然而, 这是对情境命题的误
读, 情境命题并没有主张, 既有权利 R 是通过动态性被适用到新情境中的。 相反, 情境命题

指出的是, “ R 在传统上不适用于 B” , 这恰恰否定了 R 可以通过动态性被适用到 B 情形中;
最后将 R 适用到该情境中, 是 “ 为了有效保护 B” 。 被这样适用到新情境中的 R 具有新兴权
利应具有的上述重要意义, 因此, 情境命题是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命题。

陈景辉批判该命题的方式就是, 否定其中的 “ R 在传统上并不适用于 B” 这一说法。 他

认为, 将既有权利 R 适用到新情境中, 就是通过权利的动态性实现的, 因此, 没有理由把 R

认定为新兴权利。 他的具体的论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权利动态性的讨论, 说明了
既有权利如何能够应对各种新出现的利益诉求。 第二部分是对权利观念的讨论, 说明了动物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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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权利这类无法通过探讨既有权利来回答的问题只能通过既有权利背后的权利观念得到
解答。 如果相关权利与权利观念不符, 那么它们就不是真正的权利; 如果相关权利与权利观
念相符, 那么也没有理由主张它们是新兴权利。 因此无论如何, 都没有理由主张存在新兴权


利。
对此, 刘叶深认为, 有一些新出现的权利并非通过诉诸既有权利来得到证成的, 把它们
称为新兴权利没有问题。 他的论证策略分为两部分: (1) 说明生存权、 派生权利这些具体的
权利类型的存在依据区别于既有权利的存在依据; (2) 构建一种有限论, 以一般性地说明既
有权利不能满足 “ 新情境中所有合理的确立权利的需求” 。 我们可以因此合理地主张, 有一
些新出现的权利并非通过诉诸既有权利来得到证成的。 然而, 他的回应是有问题的。
首先, 他关于生存权这类权利的回应存在问题。 刘叶深的论证步骤可被概括为: (1) 可
主张性是一项权利之为权利的必要条件。 (2) 对于生存权这类权利而言, 在分配制度被建立
之前, 它们不具有可主张性, 所以不是真正的权利; 在分配制度被建立之后, 它们具有了可
主张性, 所以是真正的权利。 (3) 在分配制度被建立之后, 使得这些权利成为真正权利的理
 其中, 问题出在 ( 2) 上。 可主张性指, 某项

由和既有权利无关, 所以它们是新兴权利。
权利对应的义务人可以被确定下来。 确实, 一项权利如果不具备可主张性, 就不是真正的权
利。 然而在分配制度被建立之前, 生存权或许对应了一项明确的义务, 即权利人所在社群的
公共机构有义务建立分配制度。 因此, 它仍旧是真正的权利。 当然, 即便 ( 2) 是错的,
(3) 也不一定是错的。 因为分配制度被建立之前的生存权是道德权利, 分配制度被建立之后
的生存权是法律权利, 后者可能是新兴法律权利。 然而, 这涉及领域命题的有效性, 因此,
后文将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其次, 他关于派生权利的回应存在问题。 派生权利与权利的动态性有关。 权利的动态性
意味着权利能够派生出新权利, 也即能够作为新出现的权利主张的证成依据。 这些新出现
的、 以既有权利为证成依据的权利就是派生权利; 相应地, 作为其证成依据的既有权利就是
核心权利。 刘叶深认为, 尽管派生权利与既有权利之间存在证立关系, 但派生权利也有自己
独立的权利依据, 因此, 将新出现的派生权利称为新兴权利是合理的。 他提供了两个依据。
一个是文本依据, 它说明了, 作为权利动态性的支持者, 拉兹不否认派生权利具有独立的依
据。 另一个是学理依据, 如民主参政的权利能够证立基本的财产权, 然而基本的财产权仍有
 然而, 这误解了拉兹, 也误解了派生权利。

自己独立的利益根据。
他提到的文本依据是, “ 权利人经常对派生权利所保护的东西有直接的利益。 但派生权
利不总是能够奠基于直接利益之上。 权利会基于某一利益, 该利益会在派生权利存在的证立
 这段引文来自

中发挥实质作用。 该利益与核心权利直接相关, 而与派生权利间接相关” 。
拉兹。 刘叶深认为, 引文的第一句说明, 拉兹认为派生权利以其直接利益为依据, 而该直接
利益与核心权利无关, 所以派生权利有自己的权利依据。 第二句的潜在含义是, “ 派生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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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这段翻译带

有时能够奠基于其直接利益之上” 。 因此, 上下两句的意思是一致的。

有意译的成分, 我们可将原文直译为: “ 权利人经常对其有派生权利的东西拥有直接利益。
然而, 那些并不总是它们的权利的根据。 一个权利是奠基于这样的利益之上的———该利益在
该项权利存在这一陈述的证成中属于本质的部分。 这个利益和核心权利之间有直接关联, 而
 明显被意译的是第二句, 它被意译为 “ 派生权利不总是能

与其派生物之间有间接关联。” 

够奠基于直接利益之上” 。 这导致刘叶深认为, 拉兹承认派生权利有时奠基于其直接利益之
上; 然而, 依据直译, 并结合上下文可知, 这一句并非在表达派生权利与直接利益之间的关
系, 而是在表达直接利益和权利之间的一般性关系, 即权利并不总是奠基于其直接利益之
上。 那么, 权利什么时候不奠基于其直接利益之上? 接着的这句就指出, 派生权利并非如
此。 因此, 与刘叶深所理解的正好相反, 拉兹在这里并没有主张派生权利可能奠基在其直接
利益之上, 而恰恰是要否认这一点。 至于刘叶深把引文中的第一句解读为派生权利以其直接
利益为依据, 这是过度解读。 这句话仅仅指出, 派生权利也可以有直接利益, 这里不涉及二
者之间的证成关系。 结合刚刚的解读, 拉兹提到这一点其实是要提醒读者, 尽管有这回事,
但派生权利奠基在其间接利益而非其直接利益之上。
这就引出了对前述学理依据的回应。 从学理上看, 派生权利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依据的,

否则就不叫 “ 派生权利” 了。 按照定义, 派生权利是以核心权利为证成依据的权利。 既然它
以核心权利为证成依据, 那么它就没有奠基在其他依据之上。 因此, 如果认为基本的财产权
由民主参政权来证成, 那么基本的财产权就没有建立在其他利益之上。 如果认为它建立在其
他利益之上, 那么它就不是民主参政权的派生权利。 总之, 如果认同新情境中出现的权利是
既有权利的派生权利, 那么就应承认它没有自己的独立依据, 因而不是新兴权利。

最后, 他对有限论的论证存在问题。 他的有限论主张, 既有权利的具体化 ( 或者说 “ 动

态性适用” ) 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 即其无法涵盖新情境中的所有权利需求。 因此, 新情境
中总有一些确立权利的需求无法通过诉诸既有权利得到满足, 它们被确立后就是新兴权
 实际上, 陈景辉认同, 总有一些与权利有关的争议无法借助对既有权利的探讨得到解

利。

决, 如有关动物权利的争议, 但他不认为这就说明新兴权利有了存在的空间, 这是他在 “ 权
利观念” 那部分致力于论证的观点。 从该论证中可以看出, 他实际上承诺了权利的无限具体
化理论 ( 以下简称 “ 无限论” ) 。 因为他的 “ 权利观念” 包含了某种证成权利的实质理由
 所以, 通过指出权利之为权利都是诉诸权利观念的结果,

 陈景辉无疑暗地里

( 即自主) ,

表明, 所有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看成自主的具体化。 需要强调的是, 这并不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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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性论证冲突, 因为通过诉诸既有权利得到证成, 本质上就是通过诉诸其背后的权利观念
 就此而言, 自主这一实质理由界定了权利在道德领域内的方位, 而且在权利所

得到证成。

占据的领域中, 自主的具体化是无限的。
如何反驳这一立场并论证自己的有限论, 对刘叶深来说至关重要。 他的回应可以被总结

为: 首先, 权利在道德领域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被抽象地概括为 “ 为了促进事物 S” ; 其次,
不同类别的权利促进不同类别的 S ( S′、 S″等) ; 接着, 当某一权利需求可以通过既有权利所
要促进的 S′得到证立时, 该权利需求对应的权利就是该既有权利具体化的结果; 最后, 既有
权利的具体化是有限的, 当新情境中某一合理的权利需求无法借助既有权利所要促进的事物
 不难看出, 陈景辉的无限论植根于他

得到证成时, 该权利需求对应的权利就是新兴权利。

对权利性质的看法, 而刘叶深提出了一个关于权利性质的替代性理论, 即认为权利在道德领
域中以促进事物 S 为目标, 并且 S 可以有很多类别。 然而问题是, 为什么权利所要促进的事

物并非只有自主 ( 假设自主包含在里面) ? 此外, 即便权利所要促进的事物 S 有很多类别,
为什么既有权利所促进的类别未能穷尽 S, 而新情境会产生能够证成新兴权利的新类别? 刘
叶深并没有深入处理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 绕开这两个问题, 有限论的根基将不稳固。 本文
的目标是为有限论提供有力的论证, 因而这两个问题将构成后文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 二) 对领域命题的争论

按照陈景辉的界定, 领域命题指, “ 出现一件值得保护的事情 A。 原本只存在道德权利

MR 而不存在法律权利 LR, 但为了实现对 A 的有效保护, 应当将 MR 转变成 LR, 因此 LR 就
 相较于情境命题, 领域命题作为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命题则没

是一项新兴权利” 。

有什么争议。 毕竟, 由 MR 转变过来的 LR 原先并不存在。 这就表明, LR 无法通过诉诸既有
的法律权利及其背后的权利观念得到证成, 因此领域命题满足前述条件。

领域命题和情境命题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 陈景辉指出, 领域命题是关于新兴法律权利
的命题, 情境命题则既适用于新兴法律权利, 又适用于新兴道德权利, 因此两个命题相互独
 然而, 可以进一步追问, 领域命题和新兴法律权利的情境命题是相互独立的吗? 表面

立。

上看, 它们关注的法律权利的 “ 新兴” 方式确实不同: 这里的情境命题关注的 “ 新兴” 方
式是将既有的法律权利适用到新情境中, 领域命题关注的则是转化道德权利。 然而, 上述涉
及权利观念的讨论已经表明, 情境命题也涵盖了那些原先不存在相关权利的新兴权利的情

 陈景辉提出 “ 权利观念” ,

形, 否则, 动物权利之类的权利就不会构成对情境命题的支持。

就是为了回应这一无法用权利的动态性来解释的情形。 前面已经提到, 这一回应说的是, 动
物权利之类的权利如果要成为真正的权利, 需要诉诸既有权利背后的权利观念。 如果这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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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够被证成, 那么没有理由将它们称为 “ 新兴权利” ; 如果它们不能被证成, 那么它们根
本就不是权利。 很容易看出, 如果领域命题能够成立, 则陈景辉的这一回应将得到有力的反
驳, 情境命题将得到支持。 具体来说, 领域命题成立意味着, 存在这样一些权利, 它们并非
通过诉诸既有的法律权利及其背后的权利观念得到证成的, 但由于它们是从道德权利转变而
来的, 所以它们仍旧属于真正的权利, 同时也是新兴法律权利。 这就击败了陈景辉试图通过
“权利观念” 论证的观点———只有当一项权利能够通过诉诸原有的权利观念得到证成时, 这
项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 从而支持新兴法律权利的情境命题。 因此, 领域命题与情境命题之
间不是相互独立、 并列的关系, 支持领域命题是支持情境命题的一种方式。

显然, 领域命题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 从道德权利 ( MR) 转变而来的法律权利 ( LR 新 )

与既有的法律权利 ( LR 传统 ) 及其权利观念之间是否真的没有证成上的关联? 由于 LR 新 是从
MR 转变而来的,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 是否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 即一项法律权利有对应的
道德权利, 却无法通过诉诸既有的法律权利及其权利观念得到证成?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 那
么领域命题就成立; 否则, 该命题无法成立。 此外, 如果道德权利能自动转化为法律权利,
那么法律权利必然要以道德权利及其权利观念为依据, LR 传统 背后的权利观念最终还是道德
权利观念, 此时, 上述情形是不可能的。 因此, 道德权利能否自动转化为法律权利, 就成了
争论的焦点。
具言之, 陈景辉指出, 有两个理由能支持道德权利不会自动转化为法律权利, 但都不成
立, 所以领域命题不成立; 刘叶深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这两个理由都成立, 所以该命题成

立。 这两个理由分别是: (1) 法律权利可以获得法律强制力的支持, 但道德权利无法天然获
 对此, 陈景辉指出: ( 1′) 并非

得该支持; (2) 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有各自的权利观念。

所有的法律权利都能被强制实施, 而且道德权利也有可能获得法律强制力的保护; ( 2′) 法
 笔者认为, 在陈景辉的批

律权利必然以道德权利为正当化依据。 因此两个理由都不成立。

判中, (2′) 是最关键的, 因为 (1′) 最多只能消极地否定强制构成了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
之间的一个区别, (2′) 则试图在根本上挑战在两种权利之间作出的划分。 因此, 笔者接下
来只关注刘叶深对 (2′) 的回应。

刘叶深认为 (2′) 是错的, 尽管在概念上, 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有必然联系, 但是

法律权利并不必然以道德权利为正当化依据。 如果某个法律赋予某些人任意杀死另一些人的
 可以看出, ( 2′)

权利, 这些权利尽管无法在道德上得到证成, 但确确实实是法律权利。

正确与否, 涉及 “ 法律权利是否必然以道德权利为正当化依据” 这一难题。 笔者在此无意进
行深入探讨, 只想指出, 刘叶深的主张面临一个重大困难, 无法有力回应陈景辉的批判。 具
体来说, 其主张隐含了一个危险, 即会使得法律权利丧失前述的可主张性。 因为当一项法律
权利在道德上无法得到证成时, 所谓义务人并没有道德义务按照权利人的主张行动, 所以在
规范意义上, 这项法律权利不会对应任何义务。 刘叶深可能会辩护说, 有些法律权利确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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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意义上的可主张性, 但仍有法律意义上的可主张性。 然而, “ 可主张性” 或许必须具
有道德意义, 因为 “ 可主张性” 的规范意义在于使得权利能够发挥其所应具有的指引行为

的功能, 如果 “ 可主张性” 完全脱离了道德的支持, 那么权利将不再具有这一功能。 因此,

如果不想使法律权利不具备指引行为的功能, 沦为一个仅具 “ 修辞意义” 的概念, 那么我们
或许要认同, 它必然以道德权利为正当化依据。 是时候提出本文对新兴权利的辩护了, 现在
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二、 权利观念: 一种框架性解释
( 一) 辩护的对象及方向

1. 辩护的对象

本文的基本问题是, 一个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是否可能? 按照陈景辉的说法, 有

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命题有情境命题和领域命题两种。 然而, 前文已指出, 领域命题不
独立于情境命题, 前者是支持后者的论据。 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命题因而只有一个,
即情境命题。

陈景辉对情境命题的界定是, “ 出现一个值得保护的情形 B, 也存在一项权利 R, R 在

传统上不适用于 B, 但为了有效保护 B, 有充分理由认为 R 应当适用于 B, 因此, 相对于情
 前文指出, 这一表述仅仅指出了

形 B 而言, 原本不适用于它的 R, 就是一项新兴权利” 。

将既有权利适用到新情境中的 “ 新兴” 方式。 然而, 从对权利观念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陈景
辉把那些原先不存在相关权利的新兴权利, 如动物权利, 也视为情境命题所涵盖的情形。 因
此需要对情境命题进行修改, 以使它从表述上就能涵盖这些情形。 此外, 笔者认同, 将既有
权利适用到新情境中就是通过权利的动态性实现的。 综上, 笔者将情境命题修改如下 ( 情境
命题Ⅱ) :

出现一个值得保护的情形 B, 既有权利 R 并不适用于 B, 既有的权利观念也无法证

成对 B 的保护, 但为了有效保护 B, 有充分理由主张一项新的权利 R 新 , 因此, R 新 是一
项新兴权利。

通过考察情境命题Ⅱ, 我们能进一步明白为何领域命题不独立于情境命题。 具言之, 情

境命题Ⅱ其实是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命题所需满足之条件的 “ 翻版” , 其内容实质上
是: 并非通过借助既有权利及其权利观念得到证成的权利是新兴权利。 因此, 如果存在新兴
权利, 则这些权利肯定会被情境命题Ⅱ包含在内, 依据领域命题确立的新兴权利 ( 如果存在
的话) 也不例外。 仔细探究领域命题就会发现, 相较于情境命题, 该命题实际上指出了一种
新兴权利概念的条件能够被满足的情形, 即权利不是经既有权利, 而是经另一规范领域内的
权利得到证成的。 就此而言, 情境命题是新兴权利的一般性命题, 而领域命题只涉及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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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权利。 辩护领域命题就自然只是辩护情境命题Ⅱ的一种方式。 因此, 辩护新兴权利, 根
本上是要辩护情境命题Ⅱ。
2. 辩护的方向

本文意图通过论证有限论来辩护情境命题Ⅱ。 这种辩护方向与从领域命题入手的辩护方

向之间有什么关联或区别? 有限论认为, 既有权利的具体化只能满足新情境中部分确立新权

利的需求, 此意义上的具体化是 “ 有限” 的。 尽管另一部分需求无法通过诉诸既有权利得到
证成, 但仍旧存在确立这些需求所对应之权利的理由, 这些最终被确立的权利就是 “ 新兴权
利” 。 因此, 论证有限论自然会涉及这样的问题: “ 确立这些需求所对应之权利的理由” 是
什么? 领域命题实际上指出了其中一种可能性, 即该理由来自另一个规范领域。 因此, 对有
限论的论证有可能最终会走向对领域命题的讨论。 如此, 我们将沿着辩护领域命题的方向完
成这一论证。

前文指出, 论证有限论就是要分别回答: (1) 为什么权利所要促进的事物并非只有自主

( 假设自主包含在里面) ? (2) 即便权利所要促进的事物 S 有很多类别, 为什么既有权利所
促进的类别未能穷尽 S, 而新情境会产生能够证成新兴权利的新类别? 这一部分的剩余内容
将解决问题 (1) , 对问题 (2) 的解决则留待下一部分。

( 二) 对权利观念的框架性解释 ( a structural account)

1. 一个方法论上的探讨

在讨论问题 (1) 之前, 需要指出的是, 对问题 (1) 的回答不能否定 “ 新情境会产生

新类别” 的可能性, 否则将无从讨论问题 ( 2) , 有限论也将因此失败。 那么, 什么样的回
答才能满足这一条件? 这就涉及对 “ 权利观念” 的理解。

在讨论 “ 权利观念” 时, 陈景辉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论点: 一项权利之为权利, 是其

满足权利观念的结果 ( 以下简称 “ 论点一” ) 。 他从该论点中得出如下结论: 由于权利观念
 显然, 我们

是已经存在的, 所以所有权利都不可能是新兴权利 ( 以下简称 “ 论点二” ) 。

无论对权利所要促进的事物有什么分歧, 必然都会同意, 只有特定的规范性要求才能被视为

一项权利, 而 “ 权利观念” 指的正是使得一项规范性要求成为权利的条件, 因此, 论点一无
可置疑。 结合这一点, 问题 (1) 所追问的就是: 权利的观念是什么, 以致权利所要促进的

事物并非只有自主? 由此, 无论对权利观念具体作何解释, 或者说无论如何回答问题 ( 1) ,

似乎都无法避免论点二, 这也就杜绝了 “ 新情境会产生新类别” 的可能性, 除非我们主张新
情境中有可能出现新的权利观念。 然而, 这会遭遇另一个质疑: 如果新的权利观念和原有的

权利观念完全不一样, 那么前者为何也能被称为 “ 权利观念” 呢? 这就是有限论支持者在回
答问题 (1) 时面临的难点。

笔者认为, “ 新的权利观念” 这一解决思路确实不可行。 因为权利观念实际上是关于权

利之性质的解释, 而针对一个事物不可能出现两种以上的解释。 然而, 论点一与论点二之间
的上述关联确实可疑。 承认论点一必然要支持论点二吗? 权利观念本身必然会否定存在新兴

权利的可能性吗? 并非如此。 依据情境命题Ⅱ, 新兴权利之 “ 新” 在于, 新兴权利的证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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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景辉: 《 权利可能新兴吗? ———新兴权利的两个命题及其批判》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 年第 3 期,
第 101-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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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与既有权利无关, 也就是说, “ 新” 关涉的是一项权利之所以被证成的实质理由, 该实质
理由不同于任何既有权利的实质理由。 显然, 承认不同的权利有着不同的实质理由并坚持它
们都是真正的权利, 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这表明, 关于权利之性质的权利观念不必然和权利
的实质理由是同一的。 当它所指的并非证成既有权利的实质理由时, 论点一就不会支持论点
二。 这种看法能在陈景辉的论证中得到验证。 前面的讨论表明, 陈景辉在权利观念上采取的
正是一种实质解释 ( a substantive account) , 即他把权利观念与特定的实质理由 ( 自主) 关
联在了一起。 正因加上了这个前提, 论点一的成立才会支持论点二。 因此, 对权利观念作出
一种不关联于特定实质理由的框架性解释, 就是有限论支持者在回答问题 (1) 时要采取的
方式。

2. 内置于契约主义道德框架的利益论

作为一种规范性要求, 权利具有两个重要且使得其独特的特征: 规范力和指向性。 权利

观念作为对权利之性质的解释, 就是要说明, 权利是什么, 以使它具有这两种特性。 简言
之, 规范力指, 在通常情况下, 能直接将权利作为限制他人行动的依据; 指向性则指, 权利
对应的义务是指向性义务, 若该义务被违反, 则义务人不仅犯了一个错误, 还错待了权利
 关于权利之性质的理论主要有意志论和利益论两种。 陈景辉曾指出, 利益论无法同时

人。

解释这两个特征。 具体而言, 规范力说明, 权利对权利人利益所施加的保护的强度超过了该
个人利益自身的重要性, 因此利益不足以充分解释规范力。 尽管拉兹试图通过引进经由保护
权利人的利益被促进的共同善来补强个人利益的分量以解决该难题, 但这一做法使得利益论

 笔者认为, 意志论在解释这两个特征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失去了对指向性的解释力。

因为意志论所看重的自主可以被视为利益的一种类型。 因此, 对权利性质的探讨需要引进新
的资源。
实际上, 拉兹一开始提出的利益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他指出:
“ X 拥有一项权利” , 当且仅当 X 能拥有权利, 并且同等条件下, X 的福祉 ( 其利



益) 的某一方面是将他人置于一义务之下的充分理由。

 的优势在于, 它能解释受益第三人情形。

 然而,

相比于其他利益论, 拉兹版利益论

如上所述, 该理论仍无法克服利益论在解释规范力上的先天劣势。 尽管拉兹曾试图通过引入
共同善来补救, 但结果不尽如人意。 笔者在此试图以另一种方式补救该理论。 笔者认为, 个
人利益在解释规范力上力有不逮, 这与道德哲学上的道义悖论问题如出一辙。 此外, 诚如一
 因此, 笔者将尝试把利益论

些哲学家所指出的, 斯坎伦的契约论能很好地解决道义悖论。



















参见陈景辉: 《 权利的规范力: 一个对利益论的批判》 , 《 中外法学》 2019 年第 3 期, 第 589-590、 599 页。
参见陈景辉: 《 权利的规范力: 一个对利益论的批判》 , 《 中外法学》 2019 年第 3 期, 第 592、 600-601 页。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66.
后文提到的 “ 利益论” , 如无特别说明, 均指拉兹版利益论。
See Gopal Sreenivasan, “ A Hybrid Theory of Claim-Rights” ,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5, No. 2 ( Summer, 2005) , p. 265.
See Paul Hurley, “ Agent - Centered Restrictions: Clearing the Air of Paradox” , Ethics, Vol. 108, No. 1 ( Oct. ,
1997) , pp. 131-133,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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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到这一契约论中, 借助该理论所提供的证成道德义务的一般模式, 说明个人利益如何能
够解释规范力。 同时, 这种做法并未使得利益论丧失其只关注个人利益的色彩, 因而保持了
它对指向性的解释力。 这就是笔者在权利观念上的思路, 最终被提出来的将是一个被放置于
“ 契约主义道德框架 ( a contractualist moral framework) ” 内的利益论。 这一理论是框架性的,
因为它并没有将权利与某种 ( 些) 实质利益绑定在一起。
( 三) 利益论的困境与道义悖论
详细的讨论从权利的规范力开始。 在权利实践中, 一方面, “ 这是我的权利” 通常就足
以证成对他人行为的要求。 例如, 在还债的场合中, 当债务到期时, 如果债权人要求债务人
给付一定的钱款, 则债务人应当给付, 仅仅因为债权人对其享有债权。 然而, 另一方面, 当
 比如, 当

侵犯权利所促进的利益大大超过权利本身所保护的利益时, 这种侵犯是正当的。
我为了救一个朋友而不得不未经某一电话的所有权人的同意就使用该电话时, 尽管我的行为
侵犯了其所有权, 但它是可允许的。 权利的规范力就包含了这两个方面, 即它意味着: (1)
权利对权利人利益所提供的保护的强度超过了该利益本身的分量。 这来自第一个方面。 (2)
 这来自第二个方面。 利益论在解释规范力上

权利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本身具有非绝对性。
的困境主要源于第一个方面, 即个人利益本身如何能够证成超越其自身分量的保护强度? 这
是很可疑的。
 这类特殊的道德要求

至于道义悖论, 它指的是道义性规则 ( deontological restrictions) 
本身所包含的悖论。 道义性规则的特性在于, 在违反该种规则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同一规则
 禁止侵害无

被违反的次数且无其他相关道德后果时, 该违反 “ 至少有时候” 是被禁止的。
辜者的规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该规则禁止侵害无辜者, 即便侵害某一无辜者能避免 5 个其
他无辜者各自遭受同等程度的侵害, 这种侵害也不会被允许。 谢弗勒指出, 道义性规则的这
种特性是令人困惑的, 因为既然作出一个道德上受反对之行为的效果是使得受同等反对之行
为的发生总数达到最少, 又没有其他道德上相关的后果, 那么, 禁止作出这样的行为难道不
会不符合理性吗? 最大程度地减少道德上受反对之行为的发生次数怎么会是道德上不可接受
 这就是道义性规则的内在悖论。

的?
笔者认为, 道义性规则的特性与权利的规范力本质上是一样的。 首先, 道义性规则通过
禁止能减少同种侵害行为之发生次数的行为, 为其所保护的价值施加了超过该价值自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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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权利就此完全失去了其规范性力量, 因为权利持有人仍可以事后要求受益人等作出
补偿 ( compensation) , 这就是权利的剩余力量 ( residual force) 。
对 “ 本身” 的强调在这里是重要的, 因为这样就不会否定某些权利可能在实践中获得具有绝对性的效果。 例
如, 汤姆森认为, 当特定条件被满足时, 侵犯权利是正当的, 但是对于某些权利而言, 相关条件永远也无法
得到满足, 因此它们永远无法被正当侵犯。 这些权利就在事实上获得了具有绝对性的效果, 汤姆森将其称为
“ 最严苛 的 主 张 ( maximally stringent claims) ” 。 See J. J. Thomson, The Realm of Righ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8-169.
道义性规则也被称为 “ 行动者中心的规则 ( agent-centered restrictions) ” 。
See Samuel Scheffler, “ Agent-Centred Restrictions, Rationality, and the Virtues” , in Samuel Scheffler ( ed. ) , The
Rejection of Consequent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33.
See Samuel Scheffler, “ Agent-Centred Restrictions, Rationality, and the Virtues” , in Samuel Scheffler ( ed. ) , The
Rejection of Consequent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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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道义

性强度的保护。 其次, 道义性规则的辩护者并不主张该规则的要求具有绝对性。

性规则和权利之间的这些相同点, 我们将能理解为什么权利通常会被视为典型的道义性规
则。 此外, 道义悖论包含了道义性规则所保护的价值在证成该规则上的困境。 仍以禁止侵害
无辜者的规则为例, 该规则禁止通过侵害一个无辜者来避免更多的无辜者受到侵害的行为。
这样, 避免一个无辜者受到侵害的价值看起来就无法为其提供辩护, 也即无法被用来证成该
规则。 这一困境与利益论所面临的上述困境如出一辙。 这一相似性使人有理由相信, 针对前
者的分析及相关解决方案能够为对后者的处理提供有益的启发。 笔者接下来将先简要介绍已
有的对道义悖论的讨论, 介绍的重点在于, 斯坎伦的契约论如何解决道义悖论。 而后, 笔者
将说明契约论如何能有助于解决利益论的困境。
( 四) 契约论对道义悖论的解决

解决道义悖论要从分析该悖论产生的根源开始。 通常认为, 道义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

 按照斯坎伦的说法,

道义性规则无法与一种特定的价值观 ( a conception of value) 相协调。

这种价值观认为, “ 价值的主要承载者 ( bearers) 是事态 ( states of affairs) ……作为行动者,
我们与事态的关系在于, 我们能够去实现它们, 防止它们发生, 或者提高或降低它们发生的
可能性。 按照这种观点, ( 至少就价值问题而言) 我们有理由采取的行动是那些能够实现最
 斯坎伦把这种价值观称为目的论价值观 ( tel
佳事态 ( 即拥有最大价值的事态) 的行动” 。

eological conception of value) 。 道义性规则与该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就体现在, 道义性规则通过
禁止能最小化同等侵害的行为, 禁止了那些能够实现事态最佳化的行动, 而按照这种价值
观, 这必定是不合理的。 当然, 这一冲突还不足以对道义性规则构成威胁。 毕竟, 道义性规
则涉及的是行为之道德对错的问题, 而目的论价值观涉及的是关于价值的看法, 二者从属于
不同的领域。 因此, 只有同时主张道德领域从属于价值领域, 才有可能得出 “ 道义性规则包
含悖论” 的结论。 笔者将这一论证过程总结如下:
(1) 价值具有一种目的论框架。
(2) 道德领域从属于价值领域。
(1) + (2) 可得:

(3) 道德也具有一种目的论框架。
由于:

(4) 道义性规则具有这样一种特性, 即它禁止能使得同种侵害行为的发生次数达到最少

的侵害行为。

(4) 说明:

(5) 道义性规则禁止能够实现事态最佳化的行为, 因而不符合目的论的要求。
(3) + (5) 可得:
(6) 道义性规则包含悖论。










See Victor Mardellat, “ Contractualism and the Paradox of Deontology” ,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177, No. 12 ( Jan. ,
2020) , pp. 3766-3772.
See Paul Hurley, “ Agent - Centered Restrictions: Clearing the Air of Paradox” , Ethics, Vol. 108, No. 1 ( Autumn,
1997) , p. 122.
T. M.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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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 解决道义悖论的方式至少有以下几种: 第一, 从 ( 1) 入手, 提出一种有别

于目的论价值观且能够合理解释道义性规则的新价值观, 这是斯坎伦采取的方式; 第二, 从

 第三,

(2) 入手, 否定道德领域之于价值领域的依附性, 这是一些道义论者采取的方式;

从 (5) 入手, 否定道义性规则与目的论的要求之间的冲突, 这是一些后果论者采取的方
 鉴于本文的目标, 此处仅讨论斯坎伦的解决方式。

式。

斯坎伦指出, 目的论价值观认为, 对于有价值之事物, 我们唯一有理由做的就是去促进

或提升它的存有 ( existence) 。 该价值观最大的缺陷是, 它不符合我们谈论价值的方式。 尽
管在论及某一有价值的事物时, 我们通常会认为, 我们有理由去促进或提升它的存有, 但这
 例如, 友谊是一种有价值的关系, 但对其

里的理由没有穷尽有价值之事物所提供的理由。

采取目的论的理解是荒谬的, 因为这将意味着, 我们有理由去促使这个世界上存在更多的友
谊, 即便可能要为此牺牲掉某些友谊。 更重要的是, 我们珍视友谊的方式是多样的, 这意味
着友谊所涉及的理由也是多样的, 我们除了有理由促进它的存有 ( 如有理由追寻友谊、 帮助
 简言之, 以目的论的观念

别人获得友谊) , 还有理由对朋友保持忠诚、 照顾其利益等等。

来理解价值会掩盖 “ 某一事物是有价值的” 这一判断所涉及的理由的多元性, 因而是错误
的。 那么, 这些多元的理由是什么? 斯坎伦认为, 这事关该被理解的事物的自然属性 ( natu-

ral properties) , 这些属性会表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珍视该有价值的事物才是合理的, 从而给
 例如, 公园是一个令人放松的地方, 这给了我们一个去那里游玩

我们提供各种行动理由。

的理由。 需要注意的是, 价值并非事物的自然属性, 而是其规范属性 ( normative property) ,
因此它本身无法提供理由。 因此, 总地来说, 某事物是有价值的意味着, 该事物的其他属性


( 其自然属性) 能给我们提供以某种方式行动的理由, 同时, 这些理由是多种多样的。

既然目的论价值观是错误的, 道德自然就不具备目的论的框架, 即某一行为的道德对错

与该行为所产生的事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因此, “ 存在道义悖论” 是过于匆忙的判断。 然
而, 这里仍需要对道义性规则作出解释。 斯坎伦认为, 道德与一种至上的价值密切相关, 即
人类生活 ( human life) 的价值。 按照上述对价值的理解, 人类生活具有价值意味着, 它的
自然属性能给我们提供某种行动理由。 人类生活最显著的自然属性就是其是一种理性生活

( rational life) , 即作为生活主体的人类有能力对诸种理由进行评估, 并且在其中作出选择,
决定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依据自己的选择来管理自己的行为、 生活。 珍视或者说尊
重人类生活, 就是以恰当的方式来对待这一属性。 对待这一属性的恰当的方式就是, 以人们
所不能合理拒绝的原则所允许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因此, “ 不能合理拒绝” 就成了理解道德
的锁匙。 所谓道德原则就是人们所不能合理拒绝的原则, 道德上对或错的行为就是不能被合
 道义性规则所涉及的问题自然就是, 在相应的问题

理拒绝的原则所允许或禁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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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如在如何对待无辜者的问题上, 人们所不能合理拒绝的原则是什么。 斯坎伦认为, 无论
回答是什么, 如果某一原则要求仅仅以行为所产生的事态作为如何行动的判断依据, 那么它


肯定是可以被合理拒绝的, 因此, 所谓道义悖论并不存在。

( 五) 利益论对权利规范力的解释

现在可以回到权利这个话题了。 保护权利所产生的事态主要指权利人的利益受到保护,
因而, 按照对道义悖论之产生根源的分析, 权利为权利人利益施加的保护的强度超过了该利

益自身的分量。 这意味着, 仅就 “ 权利人的利益受到保护” 这一结果看, 保护权利所产生的
事态往往不是最佳的, 因此, 权利人的利益无法解释权利的规范力这一观点实际上预设了目
的论式的道德观, 即认为证成道德要求的方式只有一种, 就是证明其产生的事态是最佳的。
然而, 上述契约论否定了这种认识。 道德要求的根据不在于道德要求能产生最佳事态,
而在于它是无人可以合理拒绝的原则所要求的。 权利是一种道德要求意味着, 它也来自无法
被合理拒绝的原则。 那么, 为什么要求保护权利的原则是无法被合理拒绝的? 这与权利人的
利益又有什么关系? 斯坎伦指出, 一方面, 由于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对于权利人而言至关重
要, 且权利的要求对保护相关利益来说是必要的, 否定这一保护意味着忽视了该利益之于权
利人的重要性, 因此, 否定该保护的原则是权利人可以合理拒绝的; 另一方面, 按照权利的
要求保护该利益会给行为人及其他人带来相应的代价, 尽管这些代价在重要性上可能超过权
利人的利益, 但它们属于可接受的代价 ( acceptable cost) , 因而, 要求保护权利的原则是其


他人无法合理拒绝的。

这里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保护权利所产生之代价的 “ 可接受性” 。 一个相关的质疑是:

如果该代价在重要性上超过了权利人的利益, 那么它怎么可能是 “ 可接受” 的? 如果该代价
在重要性上低于权利人的利益, 那么 “ 可接受性” 的说法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这个貌似合
理的质疑其实暗含了一个反常识的前提, 即当且仅当一个人所遭受的代价在分量上小于他人
或社会为此而获得的收益时, 该代价对于此人来说是可接受的。 当然, 说它违反常识不足以
完全否定它。 关键在于, 在此情况下, 这个人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份代价? 或者说, 在保护权
利的情形中, 当保护权利给他人造成的代价在重要性上可能超过权利人的利益时, 有什么理
由要求他人仍接受这份代价? 笔者认为, 这是因为, 他人因保护权利而遭受的很多代价尤其
是那些巨大的代价的发生具有盖然性; 更重要的是, 有许多其他的道德原则能够确保他们不
会因为保护权利而遭受这些代价, 即这些代价所关涉的利益可以借助这些其他的道德原则获
得合理的保障。 举个例子, 对他人身体权的保护有时候会使得我们有丧失生命的危险。 比
如, 在自己身体的某个器官出现问题而生命垂危时, 我们无法恣意地攫取他人身上的某个器
官, 即便这不会危及他人的生命。 即便保护他人身体权有可能使我们承受这样的代价, 这种
代价仍然是可接受的, 因为有许多其他的道德原则确保这种情形不会发生, 比如, 允许我们
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禁止他人侵犯我们的身体等。
借助契约主义的道德框架,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权利为权利人利益施加的保护的强度超







See T. M.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5.
See T. M. Scanlon, “ Rights and Interests” , in K. Basu, R. Kanbur ( eds. ) , Arguments for a Better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Amartya Sen: Volume Ⅰ: Ethics,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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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该利益的重要性, 但利益论的主张仍旧是合理的, 即权利所施加的保护是由权利人的利
益来证成的。 主张一项权利存在意味着, 某一利益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以至于我们应以一
定的方式来保护它。 总之, 一种内置于契约主义道德框架的利益论足以解释权利的规范力。
同时, 如前面所言, 这种利益论并未丧失原有的利益论只关注个人利益的色彩, 从而保留了
后者对指向性的解释力。
( 六) 小结

前文指出, 辩护新兴权利的根本在于辩护情境命题Ⅱ, 同时, 本文试图通过论证有限论

来辩护后者。 为此, 本文试图回答: ( 1) 为什么权利所要促进的事物并非只有自主 ( 假设
自主包含在里面) ? (2) 即便权利所要促进的事物 S 有很多类别, 为什么既有权利所促进的
类别未能穷尽 S, 而新情境会产生能够证成新兴权利的新类别?

这一部分旨在处理问题 ( 1) 。 前文指出, 问题 ( 1) 所追问的其实是, 权利观念是什

么, 以至于权利所要促进的事物并非只有自主。 前文亦指出, 有限论支持者对权利观念的解
释只能是一种框架性解释。 为此, 这一部分通过提出一种内置于契约主义道德框架的利益论
作出了相关回答。

三、 新兴权利何以为 “ 新” ?
上一部分通过提出一种框架性的权利观念回答了问题 (1) , 这一部分将进一步处理问题
(2) : 即便权利所要促进的事物 S ( 在本文中, S 指 “ 个人利益” ) 有很多类别, 为什么既
有权利所促进的类别未能穷尽 S, 而新情境会产生能够证成新兴权利的新类别?
( 一) 一种次佳的回答

按照本文所支持的权利观念, 权利代表了那些相当重要的、 需要以一定方式保护的利

益。 据此, 回答问题 (2) 就是要说明, 新情境中出现了与证成既有权利的利益具有本质区
别但同样重要到足以证成相应的权利的新利益。 存在这样的新利益意味着, 既有权利的具体
化是有限的, 而由新利益证成的权利自然就是新兴权利。 是否可能存在这样的新利益呢?
可能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 新利益当然存在, 这样的例子遍地都是。 在网络被发明之
前, 人们并不享有与网络有关的诸种利益, 比如个人电子信息不被泄露的利益。 但在网络被
发明之后, 这种利益难道不是因之而产生的新利益吗? 确实, 有很多利益是人们因为新情境
的出现才享有的, 而且其中一些利益也确实重要到足以证成一些权利; 然而, 往往很难说,
这些利益与证成既有权利的利益之间有本质区别, 更常见的情形是, 它们从属于原有的利
益, 即前者可以被合理地视为后者的一种具体情形。 因此, 我们之所以说这些利益重要到足
以证成一项权利, 是因为保护它们是保护那些一般性利益的具体要求。 因此, 在思考这个问
题的时候, 记住这里的新利益到底在何种意义上为 “ 新” 是必要的。 具体来说, 新利益的

“ 新” 意味着, 这一利益与证成既有权利的利益之间有本质区别, 即它是一个新的利益类型。
然而, 难题也由此产生。 如上所述, 由新情境产生的利益往往是系于该具体情境的具体

利益, 因而可以被归类到更具一般性的利益之中, 那么, 新情境中怎么可能出现新的利益类
型? 在讨论既有权利具体化的有限性时, 刘叶深反复提到隐私权的例子。 他认为, 该例子能
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具体来说, 隐私权旨在保护隐私利益, 而在布兰代斯等人提出隐私权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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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 原来的权利体系中没有一项权利能满足保护这一利益的需求, 因此它构成了新的利益
 这个例子很容易引起的质疑是: 隐私利益难

类型, 既有权利具体化的有限性得到了说明。

道不是原本就存在的吗? 它怎么可能是新的利益类型?

对此, 刘叶深可能回应道, 这个质疑对既有权利预设的理解是错误的, 即该质疑将既有

权利理解为了原先就存在的权利 ( 以下将这种理解简称为 “ 存在式理解” ) , 但既有权利应
该被理解为已经为前人所认识到或者说证成的权利 ( 以下将这种理解简称为 “ 认识式理
解” ) 。 我们能够从刘叶深的原文中找到证明他采取的是后者的依据。 在反驳权利的无限具
体化理论时, 刘叶深指出: “ 这种理论对过去盲目信任, 认为前人已经做了所有的事情……
 从这里就能看出, 他对既有权利采取的是认识式理解。

这种无根据的信而好古非常可疑。” 

确实, 如果采取认识式理解, 那么, 隐私权在经由隐私利益被人们证成之前, 不在既有

权利之列。 因此, 隐私利益相对于证成既有权利的利益而言就是新的利益类型。 然而不能忽
视的是, 这种回应方式使得有限论本身发生了改变, 也影响了该理论所要证成的新兴权利的
内涵。 具体来说, 在这种回应方式下, 有限论所主张的仅仅是原先人们认识到的权利的具体
化是有限的, 它不否认原先存在的权利之具体化是无限的。 这样一来, 新情境中新的利益类
别以及由此被证成的新兴权利之 “ 新” 并非指这些利益和权利本身是新出现的, 只是指它

们的存在是被人们新认识到的, 即人们借助新情境认识到了新的可以证成权利的利益类别,
也因此认识到了一种新的权利类型。
可以预料到, 有些无限论的支持者会反对存在式理解和认识式理解之间存在区别。 他们
会指出, 即便人们对那些最核心的权利, 也即不派生自其他权利的权利之认识曾经是不完备
的, 但是那已经成为了过去。 人们现在认识到的权利已经包括了所有最核心的权利, 所以就
算对既有权利采取认识式理解, 就当下而言, 既有权利的具体化也是无限的。 更进一步说,
即便在过去, 我们真的能在二者之间作出有效区分吗? 毕竟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么多人, 我们
怎么知道完全没有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段认识到某一核心权利的可能? 以隐私权来说, 沃伦
和布兰代斯的文章使得隐私权广为人知, 很多人由此第一次知道了隐私权的存在, 但这能说
明这是人类第一次认识到隐私权本身吗? 当然, 对于这些质疑, 刘叶深有可能作出进一步的
回应, 就像他在文章中提出的反问:

“ 难道财产权在人类历史上没有横空出世的那一刻

 他也可以对隐私权作这样的反问, 而且可以进一步反问: 你怎么知道人们现在已经

吗?” 

将所有最核心的权利认识全了呢? 这难道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自大吗?

笔者认为, 即便存在式理解和认识式理解之间的区别能够在一定程度内得到维持, 但是
这会使新兴权利所获得的辩护的力度不可避免地被削弱, 因为上述辩护方式已经默认了权利
本身无法新兴的主张, 它所认定的新兴权利不是那些本身是新的、 并非通过诉诸原本就存在
的权利得到证成的权利。 就此而言, 这种理解与导论中批判的主流观点———把新兴权利简单
理解为 “ 能够被证成的 ‘ 新’ 出现的权利主张” ———没有质的区别, 尽管它因注意到了权
而相对来说意义更大。 总地来说, 就算不能说这种辩护完全失败, 这种辩护

利的基本分类













参见刘叶深: 《 为新兴权利辩护》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 年第 5 期, 第 94、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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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很弱的。

( 二) 本身为 “ 新” 的权利

刘叶深试图以隐私权为例来说明既有权利的具体化是有限的, 但证成隐私权的隐私利益
原本就存在这一事实使他不得不对既有权利采取认识式理解, 而这最终导致其整个辩护的力
度变得很弱。 那么, 我们是否有可能在不绕过存在式理解的情况下, 为有限论提供一种更强
的论证呢? 笔者认为, 在道德权利领域里, 这一目标难以实现, 但是在法律权利领域里, 这
是有可能的。 因此, 道德权利本身无法新兴, 法律权利却有新兴的可能。
1. 对道德权利的讨论

按照存在式理解, 既有权利指的是原本就存在的权利。 这涉及应该如何理解存在一项权

利这一问题。 按照前文提出来的权利观念, 存在一项权利的意思是, 存在一种足够重要的利
益, 它能证成特定的义务。 因此, 权利的存在与它的可证成性是关联在一起的, 说一项权利
存在就是说它可被证成。
更进一步说, 在契约主义的道德框架内, 某项要求在道德上是可证成的, 意味着它得到

了理由的充分支持 ( 当然, 对于权利而言, 理由就是个人利益) , 以至于无法被合理拒绝。
这迥异于相对主义的看法。 相对主义认为, 行为之道德对错的判断标准在于, 相关行为是否
为某一社群成员所共享的生活方式所认同。 这一立场的特别之处在于, 其否定了存在普遍的
 然而, 契约主义也能容纳道德标准在不

道德判断, 强调道德标准在不同社群中的差异性。

同社群中的多样化形态, 因为社会条件的变化有时候能影响人们所拥有的理由, 从而影响能
 更重要的是, 契约主义不会完全否认道德原则是普遍的, 因为

够被证成的具体道德原则。

存在一些理由, 它们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成立。 因此, 斯坎伦指出, 其契约论所划定的道德领
域存在两个同心域 ( concentric domains) 。 其中, 中心领域包含的是普遍的道德原则, 中心

 那么,

领域之外包含的是依赖 “ 人们只能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拥有” 的理由的道德原则。

就权利来说, 也存在一些普遍的权利, 因为存在一些每个人都享有的、 本身就重要到足以证
成特定义务的利益。 那些最核心的、 不派生自任何权利的道德权利无疑就处于该范围之内。
普遍性表明, 这些最核心的道德权利之存在不依赖特定的社会条件、 传统或文化, 它们
自始至终都存在, 或者说, 原本就存在。 因此, 从存在式理解的角度看, 道德权利本身无法
新兴, 既有的道德权利已经包含了所有最核心的权利, 而由新情境所产生的、 重要到足以证
成权利的利益只可能是原先就存在的、 更具一般性的利益的具体化, 新情境下不可能出现新
的利益类型。

2. 对法律权利的讨论

前文在讨论领域命题的时候, 笔者接受了陈景辉的看法, 即法律权利必然要以道德权利

为证成依据,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如果道德权利本身无法新兴, 法律权利也一样呢? 并非
如此, 因为法律权利有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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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权利要以道德权利为证成依据, 这意味着对于一项法律权利的存在而言, 能获得道

德权利 ( 或者道德权利观念) 的支持是一项必要条件。 然而, 这不是充分条件, 该项权利还
需要获得法体系的认可, 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法律权利, 而完全是道德权利了。 因此, 一项

法律权利的存在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 它应得到道德权利 ( 道德权利观念) 的支持;
(2) 它应得到法体系的认可。 现在, 进一步的问题是, 这两个条件对法律权利来说分别意味
着什么? 是不是道德权利的内容完全决定了法律权利的内容, 而法体系的认可只能使得它成



为法体系中的一员? 在相关讨论中, 陈景辉指出, 法律权利来自对道德权利的社会理解。

也就是说, 法律权利并没有只机械复制道德权利的要求, 它的内容还包含了对道德权利的特

定理解。 显然, 在上述两个条件中, 只有 “ 法体系的认可” 才能使得法律权利具有这样的面
向。 反过来说, “ 法体系的认可” 不仅是对道德权利的消极认可, 还在更为积极的意义上确
定了理解及实现道德权利的方式, 从而部分地决定了法律权利的内容。 因此, 法律权利相对
于道德权利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形式层面, 还体现在实质层面, 即法律权利的内容无法被完
全还原为道德权利的内容。
陈景辉认为, 法律权利的这一特殊性仅仅能支持法律权利的非冗余性, 但无法支持新兴
 然而, 这一看法

法律权利的存在, 即无法支持能够出现新的、 原本就不存在的法律权利。

轻视了法体系对法律权利的塑造意义。 诚然, 当法体系对法律权利的规定根本上有悖于道德

权利的要求时, 所谓 “ 法律权利” 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 然而, 法律权利的特殊性已经
表明, 法律权利并不必须与道德权利完全保持一致, 法律权利来自对道德权利的特定理解。
这产生了一个实践差异, 即我们通过法体系的规定对某个法律权利作出的解释与直接诉诸对
应的道德权利作出的解释, 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这有可能导致对应的道德权利受到的法律
保护不充分的情形。

《民法典》 第 1032 条对隐私权的规定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规定的是自然人的私

密信息等免受刺探、 泄露等。 可以看出, 它主要以消极的方式对隐私权这一道德权利予以确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隐私权本身

认和保护。 这种对隐私权的理解无疑符合传统的理解,

已经具备了新的内涵。 比如, 由于网络的大规模普及, 自然人原本自愿公布的信息在被上传
至网络后, 其传播程度和可接触性达到了该自然人原本所料想不到且不愿意接受的境地。 此
时, 为了充分保护自然人的隐私利益, 有必要赋予其要求相应的网络平台或数据控制者等删
除相关信息或者解除对信息的索引的权利, 也即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隐
 然而显然, 如果我们从

私权等既有的道德权利如何能通过动态性适用适应新情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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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规定上对隐私权作出解释, 那么, 作为法律权利的隐私权将无法以动态的方式证成被

遗忘权, 这将进一步导致对隐私权这一道德权利 ( 或者说隐私利益) 的保护不充分的局面,
新情境中的利益诉求也无法得到满足。

此时, 如果在法律上保护新情境中涉及的利益这一需求足够紧迫且强烈, 或者像王凌皞
所说的, 出于更充分地保护隐私利益这一需求, 有必要通过诉诸道德权利在法律上确立被遗
忘权。 由于这一权利不是通过诉诸原先存在的法律权利得到证成的, 所以它就是新兴法律权
 尽管像陈景辉说的: “ 之所以落实这些要求……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道德权利的要

利。
 但它们不是既有法律权利的要求, 所以这不妨碍该权利属于新兴法律权利。

求” ,

敏感的读者可能已经察觉到了, 前面的这些讨论实际上也是在说明领域命题为何能够成

立。 就像前文提到的, 本文最终会以辩护领域命题的方式完成对有限论的论证。 因此, 在本

文行将结束之际, 将这里的讨论与前文关于领域命题的讨论进行 “ 对接” 是必要的。 前文指
出, 领域命题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于, “ 道德权利能否自动转化为法律权利” 。 在两个可能否定
这一点从而支持领域命题的理由中, 最关键的理由是 “ 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有各自的权利观
念” 。 陈景辉对领域命题的批判就包含了对这一理由的否定。 然而, 此处的讨论实际上说明
了, 即便承认法律权利以道德权利为证成依据, 领域命题仍能成立。

结

语

本文的基本问题是, 一个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是否可能? 本文指出, 一个有学理
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需要呈现出新兴权利的重要意义。 该重要意义表现在: 在新的社会情境
中, 人们无法从传统的权利中寻找到保护自身行动的依据, 只能诉诸新兴权利。 情境命题和
领域命题是符合这一条件的两个新兴权利概念命题。 然而, 由于领域命题的成立会构成对情
境命题的支持, 因而有学理意义的新兴权利概念命题在根本上只有情境命题一种。 刘叶深提
出来的权利的有限具体化理论在辩护情境命题上是可行的, 但是他未能对其提供有力的论
证, 本文弥补了这一缺憾。 有限论认为, 既有权利的具体化是有限的, 无法满足新情境中所

有合理的权利需求。 对该理论的论证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1) 为何权利不必然与特定的实质
理由 ( 如自主) 关联在一起? (2) 为何证成既有权利的实质理由没有穷尽所有能证成权利
的实质理由? 对此, 本文通过对权利观念提出一种框架性解释, 即通过内置于契约主义道德
框架的利益论, 来回答问题 (1) 。 接着, 本文指出, 在对待问题 (2) 时, 要区分道德权利
和法律权利。 对于道德权利而言, 既有的道德权利的实质理由穷尽了所有能证成道德权利的
实质理由, 因而既有的道德权利的具体化是无限的。 对于法律权利而言, 既有的法律权利因
受制于法体系本身的规定, 有时候无法通过具体化的方式来应对新情境, 即其具体化是有限
的。 当那些无法通过诉诸既有的法律权利得到满足的利益诉求迫切需要法律权利的保护时,
有必要通过直接诉诸道德权利来确立相应的权利, 新兴法律权利由此产生。 法律上的有限论







64

参见王凌皞: 《 “ 被遗忘” 的权利及其要旨———对 “ 被遗忘权” 规范性基础的批判性考察》 , 《 华东政法大学学
报》 2021 年第 5 期, 第 42-43 页。
陈景辉: 《 权利可能新兴吗? ———新兴权利的两个命题及其批判》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 年第 3 期, 第 110
页。

权利无法新兴吗? ———论既有权利具体化的有限性

因此成立, 新兴法律权利是可能的。

Abstract: A meaningful concept of new - rights needs to imply the significance of new - rights.

The conceptual theses that meet this condition are the context thesis and the realm thesis. Since de-

fending the realm thesis is a way to defend the context thesis, the context thesis is the only meaningful thesis of new - rights. The defense of the context thesis can be carried out by demonstrating the

theory of restricted specification of rights. Demonstrating this theory is to explain: ( a) what rights
mean to promote involves many categories; ( b) the categories of reasons that justify existing rights do

not exhaust all the categories of reasons that can justify rights. An interest theory built into the moral
framework of contractualism explains ( a) . As for ( b) , as far as moral rights are concerned, the ex-

isting rights have exhausted all the categories of reasons that can justify rights; as far as legal rights
are concerned, the existing legal rights ar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legal system itself, so it is
not unusual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respond to changes in new situations through their specification.

Generally, the theory of restricted specification of legal rights can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New - Rights; Idea of Rights; Normative Force of Rights; Interest Theory; Lega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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