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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判定

———以侵犯人格利益个案为背景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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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侵权个案语境下, 新兴权利主张主要体现为一种具有主观性特点的人格利益诉求,

这反映出现代社会利益保护需求的扩大化, 对此, 司法裁判应积极应对。 从权利的利益论出发,
利益衡量可被视为权利概念本身蕴含的实践推理机制, 对新的人格利益的权利判定同样需要遵循
这一方法。 利益衡量与价值不可公度性命题并不抵牾, 其具有理性的可操作性并可接受审查。 一
方面, 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应当对新的人格利益的价值重要性进行确认; 另一方面, 更为关键的
是, 应结合个案对利益受侵害程度作出综合判断, 并在此基础上具体比较利益受侵害程度与活动
自由受干涉程度。 以权利和自由的均衡保护为基本功能, 侵权法应当通过个案裁判积累逐步建立
各种新的人格利益与个人活动自由之间的利益衡量规则, 为新兴权利的生成提供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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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当下中国社会, 随着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以及法治意识和权利观念的普及, 权利越来越
多地获得人们的认同和信奉, 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立场、 主张、 意见或评论几乎都借助权利话
语来表达, 其中,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式各样的新兴权利主张。 如果我们进一步聚焦新兴权
利发生的司法实践语境, 不难作出如下两点观察: 一方面, 侵权个案裁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承载了有关新兴权利的判定实践, 无救济则无权利, 当损害发生时, 当事人寻求通过侵权之
诉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 以期获得侵权法上的救济; 另一方面, 各种层出不穷的新兴权利主
张大部分落入人格权范畴之内, 如祭奠权、 接吻权、 贞操权、 眺望权、 安宁权、 生育权、 被
遗忘权等。 由于作为一种保护性的规范体系的侵权法呈现出权利保护的开放性和动态性特
征, 因此, 在侵犯人格利益个案背景下, 某项新兴权利主张可否成立并且是否应当受到保
护, 便构成理论上和实践上亟需解决的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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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侵权法的内在机理来说, 新兴权利的认定难题实质上是一个特定的利益衡量问题。

《 民法典》 “ 侵权责任编” 第 1164 条规定: “ 本编调整因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 在

侵权个案裁判中, 侵权责任的归结通常以 “ 权利侵害” 为前提, 侵权法上的赔偿责任的发生
首要关涉被侵犯权利之有无的问题。 不过, 自近代以来, 个人的活动自由乃重要的社会价
值。 出于尊重个人活动自由的考虑, 并非所有的损害都应当被视为权利侵害, 侵权法也不应
当被视为无关活动自由的单纯救济规范。 例如, 甲男追求乙女, 乙女始终拒绝, 甲男终日沉
浸在极度的痛苦之中。 虽然甲男的利益受损, 但是, 该情形算不上 “ 权利侵害” 。 鉴于个人
活动自由这一竞争性利益, 某一具体受损人格利益并不能被直接视为权利, 权利的认定和证
立依赖于对受损人格利益与个人活动自由的衡量。 因此, 作为一种话语诉求, 形形色色的新
兴权利主张是否构成一项真正的权利主张, 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诉诸裁判实践推理中的
利益衡量方法来判定。
从权利概念的理论层面来说, 利益衡量对判定新兴权利问题的关键意义还源自一种特定
的权利的利益论。 在权利概念问题上, 向来有利益论和意志论之间的理论分歧。 权利的意志
论强调权利主体对义务人的意志控制和支配,① 却难以回应两点质疑: 第一, 意志论无法说
明无行为能力人的权利; 第二, 意志论无法说明人格权这类重要权利。 由于无法被转让和放
弃, 所以人格权缺少意志论中对义务人的控制要素。 与意志论不同, 在权利的利益论那里,
拥有权利意味着个人从他人履行义务的行为中受益, 享有权利的人就是从他人履行义务的行
为中受益的那个人。② 虽然权利的利益论可避免意志论的解释困境, 但是, 利益论也有两点
缺陷: 第一, 利益论将权利人等同于他人履行义务行为的受益人, 而在存在第三方受益人的
情形中, 这会不当扩张权利人的范围;③ 第二, 利益论使得权利与义务产生概念混同, 实际
上, 以 “ 个人从他人履行义务的行为中受益” 来界定权利只不过是义务的另一种话语表述
形式, 权利有别于义务的独特内涵并未得到揭示。

不过, 在当代权利理论中, 利益论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 与传统边沁式的利益论不同的

是由拉兹提出的利益论。④ 据此, 权利概念内含的关切在于个人的利益或福祉, 权利人由此
对他人提出相对应的行动要求。 权利语言所要表达的是, 个人的利益如此重要, 以至于构成
了要求他人负担一项义务的充足理由。⑤ 质言之, 从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上说, 权利是一种
可证立他人义务的利益。 由于个人利益要素被看作他人义务的 “ 证立理由” , 而非他人履行
义务行为带来的 “ 后果” , 因此, 拉兹提出的利益论避免了权利人范围的不当扩张以及权利
①

②
③
④
⑤

作为当代权利的意志论的重要代表, 哈特认为, 权利主体可以控制另一个人履行义务。 “ 针对他人负担的义务
……在那个义务所涉及的行动领域之内, 对该义务拥有权利的个体便成为一个小型主权者 ( small-scale sovereign) 。” See H. L. A. Hart, Essays on Bentham: Studies in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83.
参见 [ 英] 边沁: 《 论一般法律》 , 毛国权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第 73 页。
参见 [ 以] 阿隆·哈勒尔: 《 权利理论》 , 朱振译, 载朱振等编译: 《 权利理论》 , 上海三联书店 2020 年版,
第 112 页。
有学者已经强调了边沁式利益论与拉兹式利益论的不同, 并主张以 “ 证立论” 来标识拉兹式利益论的独特主
张。 参见于柏华: 《 权利的证立论: 超越意志论和利益论》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 年第 5 期, 第 104-122
页。
See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Clarendon Press, 1986, pp. 16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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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义务混同的缺陷, 并且凸显出利益衡量对证成一项新兴权利主张的关键意义。 在侵权个案
中, 构成一项真正的权利主张的必要前提不啻为, 受损害的个人利益在分量上能够压倒他人
的活动自由, 从而足以成为证成他人义务的理由。
无论是基于侵权法自身的运作机理来理解, 还是从利益论的权利概念角度来理解, 围绕

各种人格利益诉求展开的利益衡量都是新兴权利判定无法避开的工作。⑥ 本文的目的正是对
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判定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以尝试为侵权法中各种新兴权利主张的甄别
和评判提供可检验的标准和结构。 以侵犯人格利益个案为基本观察点或背景, 本文第二部分
从权利的利益论出发, 界定人格权范畴内的新兴权利的意涵, 从而进一步确证进行新兴权利
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具体而言, 人格权范畴内的新兴权利既指向内容上的主观性人格利益,
也具有衡量规则阙如这一特殊规范性质。 同时, 基于主观性人格利益的新兴权利利益衡量方
法面临来自价值不可公度性的质疑。 文章第三部分会通过澄清利益衡量的结构, 对衡量方法
难题作出必要的回应。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 文章第四部分将结合涉及侵犯人格利益的具体
个案分析利益衡量的各项要素和环节, 为人格权范畴内新兴权利的证成确立可检验的步骤。
在侵权个案语境下, 围绕新兴权利展开的利益衡量以达到既能合理扩张权利保护范围, 又能
避免对个人活动自由施加不当限制为根本要旨。

一、 新兴权利的内涵界定与衡量判准
( 一) 新兴权利的内容: 主观性人格利益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现象, 新兴权利涉及形形色色的权利话语主张。 它是一个相当概括且

不甚严格的语词表达, “ 仅仅只是用以描述我国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某些具体权利诉求和权

利主张现象的一个松散的概念” 。⑦ 虽然对何谓新兴权利, 学界有着种种不同的界定, 不过,
经由侵权个案裁判的背景限定并从权利的利益论立场出发, 新兴权利可以获得相对严格的概
念轮廓。 下面将分别从新兴权利的内容和规范性质两方面作出阐述。
若要把握新兴权利的具体内容, 我们需要借助利益论对权利概念深层结构的揭示。 如引
言部分所示, 本文支持和采纳拉兹式的利益论, 即权利意味着个人利益构成了他人负担义务
的证立理由。 根据利益论, 新兴权利可能具有两种意义: 一是已有利益在新的环境下证成他
人新的义务; 二是新的环境变化导致出现新的利益, 从而要求他人采取相应的保障性行
动。⑧ 新兴权利的第一种意义反映了权利所对应的义务的多样性和动态发展。 在权利和义务
的对应关系中, 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和促进导致不止一项义务的履行。 新的义务的产生反映了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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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从 “ 依法裁判” 这一前提出发, 侧重于厘定新兴权利扩张的合理裁判限度, 以避免权利泛滥和裁判过
分保守。 笔者认为, 这一问题意识虽不算错, 但是, 就新兴权利这个议题而言太过宏观, 无法触及新兴权利
法律推理中的关键难题。 参见王方玉: 《 新兴权利司法推定: 表现、 困境与限度———基于司法实践的考察》 ,
《 法律科学》 2019 年第 2 期, 第 14-24 页。
姚建宗: 《 新兴权利论纲》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0 年第 2 期, 第 6 页。
需要指出的是, 新的利益既可以是从未存在过的利益, 也可以是原有的利益在新的环境下变得脆弱而需要受
到保障。 被遗忘权可被视为前者的代表, 其反映了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数据自决利益对个人的日益重要性。 祭
奠权可被视为后者的代表。 祭奠这种活动本属于社会文化传统。 现代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给家庭内部伦
理关系带来了冲击, 使得缅怀亲人的情感利益变得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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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需求, 赋予原有权利以新的内容。

本文将忽略新兴权利的第一种意义, 只关注第二种意义。⑨ 这是因为, 新兴权利之所以

备受关注, 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新的利益本身的重要性有着广泛的分歧。 相比之下, 虽然已有
的利益固然可能带来新的义务, 但是, 人们对该种利益本身的重要性以及该种利益对应的法
律义务规范并无多少争议。 例如, 生命、 健康利益属于受生命权和健康权保护的对象, 现代
社会高层建筑的出现使得禁止高空抛物成为一项保障生命、 健康利益的当然义务。 再如,
COVID - 19 (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是一种新出现的传染性病毒, 基于生命、 健康利益,
自然产生了避免传播该病毒的义务, 传播者若给他人人身造成损害, 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因此, 不断被提出的新兴权利主张的真正问题焦点是 “ 新的利益主张是否应当被作为权利对


待” 。

从新的利益所要证立的义务对象角度出发, 还可对新兴权利作出进一步的概念区分: 一

种新兴权利产生于平等私主体之间的利益主张和冲突, 另一种新兴权利是私主体专门对国家
或公权力提出的要求。 本文对新兴权利的讨论是以侵权个案裁判为背景的, 因而仅以前一概
念为限。 基因编辑权、 同性婚姻权、 代孕权等新兴权利主张共同对应的义务主体显然是国
家, 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不是私主体的行为是否构成 “ 权利侵害” , 而是国家权威的界限问题
和公民自由选择的范围问题。

在这个限缩的新兴权利概念之下, 该如何理解所谓 “ 新” 呢? 如果我们仔细辨别侵权司

法裁判中的各种新兴权利主张, 不难发现, 这些主张可大致被归纳为各种新的人格利益诉
求, 此类人格利益难以被既有人格权覆及, 而且主要属于与人身性人格利益相区别的精神性

 从基本特征上观察, 新的人格利益的内容比较广泛, 具有较强的 “ 主观性” ,

人格利益。

表现为变动不居的主观情感。 祭奠权主张反映了人们借助各种祭奠行为抒发对故人的哀悼、
追思之情; 贞操权主张涉及一种关于性的品格利益, 体现了人们对性之纯洁性的心理愿望以
及一种源自内心的适意体验; 接吻权主张表达了人们向往在与爱人亲吻时, 因产生生理和心

理愉悦而获得的一种美好的精神感受。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 1956 年,
在发生于日本的轰动世界的 “ 水俣病” 事件中, 申请者以水俣病认定业务延迟导致焦躁不
安的心情为由请求国家损害赔偿, 最终, 日本最高裁判所承认了 “ 内心平静的感情不受侵害


的利益” 。

新兴权利主张主要指向主观性的人格利益, 这不仅符合侵权案件司法实践的经验事实,

更重要的是应因于人格利益自身的特点。 与前述意志论对权利的界定相切合的范例显然是财
产权, 其反映出主体对财产的支配和选择。 相反, 人格权并不具备这种自主选择要素, 人格
利益如若获得权利地位, 通常仅意味着法律保护权利人不受侵犯的生活领域。 “ 法律没有规
⑨











对新兴权利第一种意义的阐述, 参见于柏华: 《 权利认定的利益判准》 , 《 法学家》 2017 年第 6 期, 第 2 页。
值得注意的是, 基于新的利益主张的权利同样符合权利的动态性特征。 不过, 既有权利及其保障的某一利益
虽然可以为新的权利提供支持性论证, 却不能完全取代新的利益对新的权利的奠基作用。 关于权利的动态性
的论述, See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Clarendon Press, 1986, pp. 168-170; 对拉兹的权利动态性
概念的一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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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页。
关于人身性人格利益与精神性人格利益的区分, 参见王泽鉴: 《 人格权法: 法释义学、 比较法、 案例研究》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99 页。
[ 日] 吉村良一: 《 日本侵权行为法》 , 张挺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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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人身的 ‘ 权力’ , 至少没有规定人本来就没有的权力; 从而保护权利人作为人所应有的

 因此,

权利: 一切他人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不对人身和人的精神、 道德方面进行损害。” 

与侧重排他性保护的财产利益相比, 人格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出的交互性和关系性更强,
这导致我们需要在个案实践中针对不同的人格利益形态具体确立法律的保护范围和程度。
更进一步地, 在法律对财产关系的调整中, 财产权针对的有体物通常具有有形的外观,
特别是所有权, 其权利的边界相对清晰, 识别度高, 保护范围确定, 行为主体容易判断自己
行为的违法性, 立法者也易于作出统一的规定, 遑论物权法定的基本原则。 比较而言, 如果
说生命、 身体、 健康这样的人身性人格利益还具有某种程度的外在性, 那么, 那些主观性的
精神人格利益根本无法获得一种直观的外在形态, 行为人难以确认是否侵犯他人的人格利
益。 一方面, 立法者不具有事无巨细地精确规划所有具体人格权的理性能力; 另一方面, 尝
试构造一个囊括所有形态人格利益的人格权亦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元的、 统一的、 整体的人
 因此, 面对社会生

格权立法有损法律指引功能的实现, 人格权将空洞化而变得不可操作。

活发展带来的各种新的人格利益不断涌现的局面, 国家就有必要保持人格权体系的开放性并
通过司法裁判细致地甄别和认定这些新的人格利益。
对新兴权利的此种内容界定可能引发的一个质疑是, 由新的人格利益产生的新兴权利主

张难道不仍属于既有权利的范畴吗? 考虑到 “ 一般人格权” 的概念, 似乎应当认为侵权个案
中的各种新兴权利主张不外乎是既有一般人格权在新的环境下的具体化适用, 是被既有权利
本身容纳的内容。 对权利具体化的强调使得新兴权利沦为一种多余的主张, 缺乏讨论的必
 然而, 且不说一般人格权属于德国民法发展出来的理论, 具有独特的内涵。 权利具体

要。

化向来有不同的类型, 前文提到的只涉及义务内容变化的权利具体化的确无法标识出新兴权
利, 不过, 如果具体化可以在证立理由层面产生具有独特性的新利益, 那么, 权利具体化可
 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来看, 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 一般人格权通

以与新兴权利主张相容。

常要依据个案适用条件得到具体化, 并可在保护范围确定的情形下实现进一步的类型化, 从
而使受保障的人格利益形成更为明确的具体人格权。 例如, 相较于受既有权利保护的人格利
益, 受隐私权保护的人格利益就具有特定内容, 因此, 隐私权可被视为一项具有概念独立性
的权利主张。 有学者就此指出, 在改革开放初期, 隐私是被作为阴私来对待的, 并没有成为
法律保护的对象。 后来, 隐私利益是作为名誉权的一种形式受到保护的。 再后来, 隐私权才
 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项重要权利, 隐私权的确立和发展源于现

获得了明确的类型化承认。

代陌生人社会交往方式相对于传统熟人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变, 以及传媒、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
术与科技通讯手段的发达。 在这个意义上, 为应对新环境而被确立的隐私权如果不属于新兴
权利, 那将明显是不合常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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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卡尔·拉伦茨: 《 德国民法通论》 , 王晓晔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78 页。
参见薛军: 《 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模式研究》 , 《 暨南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年第 3 期, 第 18
页。
基于权利具体化的视角否定新兴权利讨论之必要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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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页。
权利具体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议题。 对权利具体化与新兴权利之间关系的一个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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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8 页。
参见王利明: 《 论人格权的法定性与开放性》 , 《 经贸法律评论》 2018 年第 1 期, 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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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必须承认, 相较于生命、 身体、 健康这类人身性人格利益, 偏重个人心理感受、
意识和信念的主观性精神利益显得不稳定, 甚至会被认为具有偏狭、 随意的特性, 容易增加
社会个体之间的摩擦、 冲突和碰撞, 加剧社会合作成本。 因此, 对新兴权利话语的批评并非
 然而, 这种偏重主观性的人格利

偶然, 我们有理由对 “ 权利泛化” 现象保持必要的警醒。

益诉求确实反映了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复杂性、 主体意识的强化和价值观的多元性, 扩大利
益的法律保护范围并非没有合理的社会根基。 对这些新的人格利益的甄别和衡量成为权利实
践推理不可回避的工作。

( 二) 新兴权利的规范性质: 利益衡量规则的阙如

除了从内容方面界定新兴权利的内涵之外, 我们还应当从形式方面说明新兴权利的规范
性特点。 对此, 可来看一种殊值商榷的流行观点。 有学者认为, 新兴权利是未经法律制度化
 还有

的社会性权利主张, 新兴权利从属于道德权利或自然权利的范畴, 区别于法定权利。

观点更进一步地指出, 新兴权利区别于法定权利的关键之处是, 新兴权利不具有 “ 排他性理
 对上述看法可提出几点质疑:

由” 的规范性地位。

第一, 新兴权利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道德权利。 各种新兴权利主张表达的无非是个人的
一种利益诉求或要求, 对于它们是不是真正的权利这一问题, 尚需我们在概念层面展开实践


推理, 或者诉诸理由进行证立。

第二, 新兴权利未必与法定权利完全分离, 它们更接近 “ 非明示法律权利” 的规范地

位, 毕竟, 行得通的说法是, 司法实践力图保护已存在的权利, 而不是创设法律体系之外的
 才有可能透过法律实

权利。 这就是说, 某种新兴权利只有具备 “ 法律体系的可容纳性” ,

践推理得到确证。 以非实证性来定位这些权利的观点过于唐突, 无法反映法律权利体系的相
对开放性。
第三, 无论是新兴权利, 还是已被明文规定的法定权利, 都不具备排他性理由的绝对地
位。 由于权利的利益本质使得个案情形下的利益衡量成为权利的定义性要素, 因此, 法律权
利的规范效力难以自始具有阻断性。 严格来说, 作为排他性理由发挥作用的只能是有关权利
的利益衡量规则, 实际上, 被明文规定的法律权利得到普遍认可并具有稳固性的一个主要原
由正是其附有一系列明确的利益衡量规则。 例如, 《 民法典》 第 1024 条规定: “ 民事主体享

















对权利泛化现象的讨论, 参见陈林林: 《 反思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泛化》 , 《 法学研究》 2014 年第 1 期, 第
10-13 页; 陈景辉: 《 回应权利泛化的挑战》 , 《 法商研究》 2019 年第 3 期, 第 40-49 页。
代表性的观点参见谢晖: 《 论新型权利的基础理念》 , 《 法学论坛》 2019 年第 3 期, 第 5-19 页; 王方玉: 《 新
兴权利司法推定: 表现、 困境与限度———基于司法实践的考察》 , 《 法律科学》 2019 年第 2 期, 第 145 页。
代表性的观点参见朱振: 《 认真对待理由———关于新兴权利之分类、 证成与功能的分析》 , 《 求是学刊》 2020
年第 2 期, 第 111 页。
有学者主张道德权利构成了法律权利的基础, 认为我们无法不诉诸道德权利来说明法律权利, 他由此批评了
新兴权利的 “ 领域命题” 。 该命题声称, 新兴权利主张实际涉及从道德权利领域向法律权利领域的迈进, 从而
实现对道德权利的保护。 本文同样反对领域命题, 但是, 并不认为新兴权利由此就是一个多余的主张。 这是
因为: 一方面, 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一项新的利益主张是否构成真正的权利这一问题, 而非对某项道德权利
是否要提供法律保护的问题; 另一方面, 在当代社会中, 法律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权利论证的重要制
度性商谈领域。 有关领域命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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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6 页。
参见雷磊: 《 新兴 ( 新型) 权利的证成标准》 , 《 法学论坛》 2019 年第 3 期, 第 24-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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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该条文表明,
在侮辱、 诽谤的情形中, 名誉利益的分量大于言论自由利益的分量, 因此, 名誉权可获得规
范性效力。 当然, 类似于生命、 健康这样的利益具有极大的分量和显著的重要性, 它们在个
案利益衡量中通常都会胜出, 并证立他人的义务。 不过, 即便最稳固的生命权也会面临涉及
利益衡量的个案情景, 比如, 对于落水者的生命利益可否证立路人的施救义务这个问题, 立
法便给出了衡量规则。 《 民法典》 第 1005 条规定: “ 自然人的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受到
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的, 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 该条文
相当于间接否定了路人对落水者的施救义务。
不可否认, 在侵权个案实践中, 对于那些法律明示的稳固性权利来说, 实践推理的重心
会略过权利认定环节, 而侧重于考察侵害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 换言之, 在原则上, 对这类
传统权利可不作利益衡量。 例如, 甲在骑自行车时撞伤乙, 我们对乙的健康权是否存在这一
问题不会有争议, 有争议的是甲是否违反了对乙的注意义务, 这一问题也属于有关侵权责任
过失要件判断的范畴。 然而, 一旦侵害行为的对象涉及非明示权利, 那么, 我们就无法绕开
权利认定环节, 而利益衡量的思维运作自然也会牵涉义务违反的问题。 如此一来, 作为违法
性要件的权利侵害和作为有责性要件的注意义务之违反这两个方面会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在
这个意义上, “ 新兴权利是否存在” 与 “ 新兴权利是否被侵害” 这两个问题被同一化了。

就新兴权利的概念来说, 对内容和规范性质这两个方面的界定缺一不可。 一方面, 如果

离开侵犯人格利益个案的背景, 忽视主观性人格利益这一内容, 那么, 新兴权利内涵的丰富
性和特殊性就无从显现。 另一方面, 如果不能从缺乏利益衡量规则这一点来理解新兴权利的
规范性质, 我们就无从理解新兴权利利益衡量的实践难题。 例如, 虽然声音权在内容上涉及

声音利益这一新的人格利益, 但是, 由于 《 民法典》 已经对声音权的衡量规则给出较为明确
 因此, 声音权作为新兴权利的属性就比较弱。 相反, 假设在 《 民法典》 中, 某项

的指示,

人格利益虽凭借 “ 权利” 的标签得到明文规定, 却没有相对应的、 明确的衡量规则, 那么,

它的新兴权利属性就会更强。 在这个意义上, 把新兴权利视为 “ 非明示法律权利” 并不是指
法律对这一权利完全没有规定。 是否拥有 “ 权利” 的法律标签并不重要, 缺乏具体的衡量规
则才是新兴权利具有的真正规范性质。

因此, 作为一种主张的新兴权利的规范性质不在于非法律性, 而是在于利益衡量规则的
阙如。 无疑, 新兴权利的这一规范性质与其内容紧密相关。 新兴权利包含的精神性人格利益
诉求的强主观性给利益衡量带来了较大的复杂性和争议性, 这不仅使司法裁判在新兴权利的
利益衡量判定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还使得在学理上探讨新兴权利利益衡量的实践难题成
为必要。

( 三) 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判断标准

对新兴权利概念内涵的上述界定敦促我们依据利益衡量来判定新兴权利的真伪, 只有通
过利益衡量检验的新兴权利主张才有资格被称为一项真正的权利。 在本文的讨论语境下, 从
权利的利益论出发, 新兴权利的构成要素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存在某种新的人格利
益; 二是该利益之满足要求他人采取某种积极行动或消极行动; 三是该利益能够压倒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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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自由利益, 从而给他人施加从事行动的义务。 要言之, 新兴权利的衡量判准是, 人格利
益在与活动自由利益之间的分量比较中胜出。
新兴权利的这一衡量判准意味着, 在基于某项人格利益证立他人义务时, 我们不能单向
性地仅考虑此项人格利益的主张者向他人提出的保障性要求所带来的 “ 收益” , 还要考虑这
种要求对他人的活动自由利益造成的 “ 成本” 。 如果成本大于收益, 那么该项人格利益就丧
失了成为权利的基础。 在这个问题上, 人们对利益论的权利概念观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或混
淆是将权利等同于正当利益。 实际上, 在以证立理由角度来理解的利益论那里, 正当利益并
不一定能够被作为证立他人的义务的充足理由。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孕妇固然有获取座位的
正当利益,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乘客必须让座。 溺水者对获救有正当利益, 却不能说其
对任何人都有要求实施救援的权利。 “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 只有在正当利益同时构成证立
他人相应义务的充足理由时, 我们才有可能主张一项权利的存在。 权利与利益或者正当利益
之间的区分再次否定了以静态的个人受益要素理解权利的做法。 权利概念真正蕴含的是一种
有关利益衡量的动态实践推理机制, 它的核心要素在于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或可证成性。
需要强调的是, 针对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不能完全脱离具体个案语境。 利益对他人义务
的证立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 不同的情形或条件会影响权利的认定, 因此, 权利具有一定的
语境依赖性。 同一种利益在不同语境下既可能证立一项权利, 也可能否定一项权利。 以名誉
权侵权为例, 对他人名誉的贬损通常会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但是, 如果行为人为公共利益
实施新闻报道、 舆论监督等行为, 影响到他人的名誉, 名誉利益主张可能会因为言论自由的
价值考量而遭到否认。 因此, 在抽象层面谈论一项权利固非不可, 但是, 我们无法脱离具体
情形, 预先把它精确地镶嵌在权利体系的图谱之上。 在具体个案情形中, 对于某项权利主张
究竟是否应当给予法律上的保护和救济, 只有通过结合语境的利益衡量才可以得到回答。 尤
其是, 权利的存在意味着对他人设定义务, 意味着对可能的义务人造成了负担或利益减损,
因此, 对双方利益的厘定、 甄别和比较就成为一项极为严肃的实践推理工作。
由于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要结合具体语境, 因此, 我们不难理解侵权个案裁判的实践背
景何以成为萌生新兴权利的深厚土壤。 而且, 重要的是, 经由利益衡量确立的权利反映了权
利概念的关系性内涵, 即在权利概念结构中, 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不仅是指他人负有义
务, 还意味着这种义务是一种 “ 针对权利人的义务” , 不履行义务是一种 “ 针对权利人的错
 要言之, 权利是针对相应的义务人提出的主张或要求, 义务则是施加给相应的权利

误” 。
人的负担。 由此, 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推论, 权利的可实施性或制度性是权利概念的必然内
容。 设想一下, 如果权利人无法针对可能的义务人进行主张并获得在实施、 救济方面的必要
 在这个意义上, 正如有学者所言, “ 在任何一个号称

保障, 那么, 权利也就失去了价值。
法治的社会中, 权利不仅是表达利益的语言形式, 也是人们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与救助的主








See Francis Kamm, “ Rights” , in Jules Coleman and Scott Shapiro ( eds. )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
Philosophy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77.
有学者认为, 可主张性是权利存在的必要条件。 笔者认为, 权利的可实施性在概念外延上可以涵括可主张性,
也比可主张性更能全面地说明权利的特性。 对可主张性的一个详尽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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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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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管道; 权利背后是一套制度化的社会建制, 在现代社会人们也只能求助于这一权威性建
 从本文的主题来说, 侵权个案实践构成我们思考新兴权利利益衡量判定问题的一个

制” 。

基本背景框架。

二、 基于主观性人格利益的新兴权利衡量方法难题
( 一) 价值不可公度性命题对利益衡量方法的挑战

在基于主观性人格利益展开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判定之前, 我们需要先行回应对利益衡
量方法本身的一个普遍性批评。 学界对利益衡量不乏质疑, 直觉、 潜意识、 主观偏好或者所
谓法感被视为利益衡量的决定性因素。 赫克认为, 法官在长期从事司法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直
 有学者甚至把利益衡量形容成

觉性的、 本能性的裁判经验是利益衡量的关键要素之一。
 究其根本, 对利益衡量方法的质疑主要源自无法对利益进行比较

“ 方法论上之盲目飞行” 。

和排序的担忧, 这反映了价值哲学中被广泛讨论的 “ 价值不可公度性” 命题。 拉兹对价值不
可公度性有过一个精确的定义。 他认为, 对于甲和乙这两个选项, 当甲不优于乙, 乙不优于
 根据这个命题, 价值不

甲, 而且两者也不具有相同的价值时, 甲和乙就具有不可公度性。

存在可比较性, 在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时, 我们无法运用合理标准进行调和。
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判定有必要回答价值不可公度性命题带来的方法难题。 我们首先关

 有学者认为, 作为需求的

注一种不太成功的回应方式: 遵循以 “ 需求” 界定利益的进路。

利益有 “ 程度” 的特性, 这表现为需求的持续性、 稳定性和强度等, 对不同的利益, 可根据
 质言之, 该回应的要点是反对把利益与价值混为一谈, 利益除了价值

需求程度加以衡量。

成分外, 还包括 “ 需求” 这个构成要素。 相较于价值而言, 需求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而且更
容易被量化和比较。 然而, 对此可提出三点质疑: 第一, 价值不可公度性命题并没有否认价
值的客观性, 价值同样可以是客观的。 第二, 单纯的需求未必真的客观, 剥离价值成分的需
求更像是一种主观偏好。 我们完全可以说一个虐待狂对虐待他人有着持续且强烈的需求, 却
不能说这个需求有客观价值。 第三, 对需求的比较和排序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个具有躁
狂症倾向的人可能会把情感需求放在生理需求之上, 如果前者得不到满足, 其可能会作出自
残、 自杀等伤害自身的行为。
可见, 用需求来解释利益的做法即便可行, 价值的成分也依然不可或缺, 与其说是利益

反映需求, 毋宁说利益反映的是一种 “ 有价值的需求” 。 实际上, 著名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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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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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判定———以侵犯人格利益个案为背景的分析

到的生理、 安全、 社交、 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求都离不开价值的预设。 更重要的
是, 利益和价值之间的紧密关联性符合实践哲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在权利的实践推理中, 证

立他人义务的利益无疑构成了他人负担义务的理由, 这就是说, 利益具有 “ 理由” 的性质,
利益衡量可被视为一种理由衡量。 同时, 说明和指导行动的理由并非属于个人的认识和信

念, 而是一种 “ 事实” 。 事实要么包含价值, 要么预设价值, 甚至可以说, 理由就是价值,


没有价值的预设, 事实就无从成为理由。

( 二) 对利益衡量方法的澄清

承认利益的价值预设意味着价值不可公度性命题重新成为悬在利益衡量之上的 “ 达摩克

利斯之剑” 。 然而, 这个命题不当然使得利益衡量成为非理性的思维运作。 在权利的判定过
程中, 利益衡量至少涉及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既包括利益的客观价值确认, 也包括对所权
衡利益可能受干涉程度的确认。 这两个方面均可遵循理性的标准, 而且, 虽然客观价值之间
很难被比较和排序, 但是, 我们对客观价值的受干涉程度可以进行量化、 评估和比较。
在利益的客观价值属性方面, 价值不可公度性命题不意味着否认价值的客观性, 这二者
是两回事。 反对利益衡量者倾向于认为, 价值自身无法被认知或者理由不能起到指导作用,
价值或理由只能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志, 这个见解实属哲学上的非认知主义。 非认知主义认
为, 价值判断只是被用来表达非认知的情感和愿望。 然而, 作为理由的价值同物理实体一
样, 都属于客观世界的一部分, 有自身的内在结构, 人们能够运用理性认知和理解价值本
身。 如果不去承诺那种强的、 形而上的实在论立场, 而仅考虑价值话语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
角色, 我们就很难否认价值判断的客观性维度。 质言之, 在价值领域里存在运用理性的可能
性, 我们有能力使价值观点接受理性的检验。
就权利概念而言, 前文虽指出正当利益不等同于权利, 但是, 利益无疑只有在具有客观

价值时才有 “ 资格” 经由利益衡量成为权利。 新的人格利益虽然呈现出精神感受的主观性
特点, 但是, 和名誉、 荣誉、 隐私这类人格利益一样, 它有可能因为自身对个体人格的价值
重要性而被视为具有独立性的人格构成要素。 相反, 虐待狂通过虐待他人获取的精神利益就
断然不会被认为具有价值, 这一事例根本就不处在价值不可公度性命题支配的领域内, 理由
和价值直接把虐待狂的利益排除在外。 可见, 我们恰恰需要引入客观主义的价值观来说明和
理解价值不可公度性命题中的冲突性价值选项, 两者之间绝非相互排斥关系。
一方面, 价值不可公度性命题没有否认利益之客观价值属性; 另一方面, 针对异质利益

或不同价值之间的衡量困难, 关键是需要区分 “ 利益” 和 “ 利益受干涉程度” 。 在阿列克西
根据比例原则的相称性要求提炼的权衡法则中, 被强调的衡量内容正是主要指向利益受干涉
的程度。 该法则的内容是, “ 不满足或侵害某个原则的程度越大, 满足另一个原则的重要性
 在很大程度上, 那些反对利益衡量的声音忽略了这个区分。 国内有学者对

就必须越高” 。

阿列克西的权衡法则作出如下批评: “ 在尊重个人价值和主体间性的民主社会中, 若要制定
一张具有说服力的、 抽象的价值序列表或刻度表, 不但失之空想, 也违背了利益法学和评估








有关理 由、 事 实 和 价 值 之 间 关 系 的 看 法, See Joseph Raz, 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7-19.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itional Rights, 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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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象的价值序列表固然难以被获取, 但是,

法学关注个案正义、 反对抽象理论的基调。” 

在特定情形中, 对利益受干涉程度的判断可以遵循理性衡量标准。 例如, 苹果和橙子之间虽
然不可通约, 但是, 从受虫害程度的情况来看, 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作出何者受损害更重的
 再打个比方, 作为两项有价值的活动, 读书和旅游对于美好生活的意义并不具有明

判断。

显的可比较性, 但是,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存续期间, 我们不难判断, 相比之下, 旅游
价值的受损程度要更大。
按照权衡法则, 利益衡量可分为三个环节: 一是确认侵害或不满足某个利益的程度; 二
是确认满足与该利益相冲突之利益的重要程度; 三是确认获得满足的利益是否比被侵害的利
益更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 权衡法则关注的是冲突利益彼此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第二个步
骤, 涉及的不是抽离语境的冲突利益的重要性, 而是特指对前一利益的干涉相应地对后一利
益带来的满足程度。 因此, 这个法则虽然不排斥对利益重要性的抽象比较, 但是, 它的要点
是围绕利益受干涉程度展开衡量。 例如, 个人名誉利益和言论自由利益在抽象程度上可能是
相似的, 但是, 在侮辱他人的情形中, 名誉利益的受侵害程度可被认定为严重, 而侮辱他人
的言论又没有实质性地增进和提升言论自由的利益, 如此, 我们便可认定名誉利益构成了权
利, 证成了不得侮辱他人的义务。 因此, 利益衡量的方法之锚主要应被设定为个案情形中的
利益受干涉程度, 在这个层面上, 利益衡量是可经受理性审查的。 当然, 对利益受侵害程度
 在侵犯人格利益个案的背景下, 利益衡量方法难题会具体体

的理性衡量免不了遭受质疑。

现在对主观性人格利益受侵害程度的确认上。 对此, 我们在下文分析新兴权利的判定过程时
会一并进行讨论。

三、 新兴权利利益衡量判定的展开
 在侵权

“受害人权益保护与人们行为自由维护在侵权责任法上构成了一对基本矛盾。” 

个案语境下, 与原告一方的利益相冲突的是被告的活动自由利益, 因此, 新兴权利的利益衡
量判定意味着要在新的人格利益主张与活动自由利益之间进行衡量。 在这个过程中, 对新的
人格利益主张进行价值确认是首要的步骤, 在此基础上, 我们应当结合个案进一步确认利益
的受侵害程度, 从而对利益受侵害程度与活动自由实现的价值程度进行衡量。 经衡量后胜出
的新的人格利益若要成为新兴权利, 还要受到教义学规则的约束, 并取决于衡量规则的稳固
程度和类型化程度。

( 一) 新的人格利益之价值属性确认

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首先涉及对新的利益之价值属性的确认, 这大致可包括三个递进式

的判断标准, 即利益内容的确定性、 利益的 “ 合法律性” 、 利益本身的价值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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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判定———以侵犯人格利益个案为背景的分析

利益内容的确定性标准是指, 利益有相对分明的内涵和界线, 具有一种可归属于主体的
确定内容。 对新兴权利的一种宽泛界定方式可能是, 只要法律没有禁止, 新兴权利便应当作

为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相当于将 “ 法律不禁止即自由” 视为权利推定原则。 对此, 有学
者正确地指出: “ 未禁止者皆得为之, 然而法未禁止的领域是无穷尽的, 这里没有确定的内

容, 因此不是一项主观权利。 可以想象, 这种 ‘ 皆得为之’ 的权利, 实则为一切他人设定了


不干涉的义务, 即无确定内容的权利必然产生不确定、 无边界的义务, 这显然不可接受。” 

这一粗糙的权利推定原则有违利益的确定性标准, 将导致权利话语的滥用。
前文提到, 侵权语境下的新兴权利的特性在于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原则上, 主观性的
人格利益并不会妨碍其内容的确定性, 作为法律明示规定的精神性人格权, 名誉权或隐私权
均未导致确定性利益内容的丧失。 不过, 我们的确需要细致甄别各项新兴权利主张中的人格
利益内容, 确定性标准有助于先行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兴权利主张。 例如, 接吻权主张诉
诸的利益内容就显得模糊不清。 支持者可能会强调这项利益的确定性内容是人在亲吻时获得
的一种美好的精神感受, 但是, 从该利益可能产生的义务要求来看, 这项利益的确定性内容
无非是禁止侵害人体特定器官的特定功能, 因此, 确定性的利益内容并非亲吻的精神利益,
而是身体利益, 属于传统身体权的范畴。 确定性标准也有助于我们准确划定新兴权利的利益
内容。 例如, 祭奠权主张除了涉及参加葬礼等利益之外, 还被认为包括保持坟墓完整的利
益, 但是, 后者实属一种财产利益, 不需要用祭奠权涵盖。 再有, 贞操权这种权利主张形式
也不甚妥当。 贞操权的主张者并非要强调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性的纯洁性, 而更多地是指向反
对强迫和欺骗的性自主利益, 因此, “ 性自主权” 或许是更为妥当的权利话语表达形式。

在明确了利益内容之后, 第二个不可或缺的思考环节是利益的 “ 合法律性” , 即利益是

否被现有法律体系容纳。 在抽象意义上, 由于侵权语境下的新兴权利可被理解为对某类人格

利益进行保护的要求, 因此, 我们可以参考 《 民法典》 中有关人格权的规定。 一般而言, 在
对这种利益进行合法律性审查时, 我们可依据 《 民法典》 第 990 条第 2 款 “ 自然人享有基于
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之规定进行法解释, 以容纳新的人格利益。 不
过, 为了避免一般人格权或者人格尊严概念本身的含糊不清带来的解释困境, 相较于对一般
条款的抽象解释, 更好的方法是以类比的方式考察新的人格利益与法律明示的具体人格权的
关联度。 例如, 采光权、 安宁权等新兴权利主张中的人格利益与健康权之间存在紧密关系,
住宅的日照和安静的睡眠明显为健康生活所必需。 再如, 从人格利益的分类来看, 法律尤为
重视保护内在的人格利益, 而祭奠权主张涉及外在于人的人格利益而非内在的人格利益。 祭
奠活动中的主观情感以骨灰、 坟墓和入葬仪式等外在形式为依托, 从法律体系的容纳性角度
来说, 此类人格利益显得弱于其他内在的人格利益。

在明确利益内容并审查利益的 “ 合法律性” 后, 我们要对新的利益的价值重要性进行

确认。 一般来说, 新的利益的价值越重要或越强有力, 自然就越有机会作为权利, 成为法律
的保护对象。 我们在厘定利益的价值属性和强度时, 应当涉及几个方面的考量因素:

第一, 根据利益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把利益区分为 “ 基础利益” 和 “ 理想

利益” , 并赋予前者更重的分量。 理想利益表现为一系列人生理想, 而基础利益则表现为实




于飞: 《 侵权法中权利与利益的区分方法》 , 《 法学研究》 2011 年第 4 期, 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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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利益相当于罗尔斯所说的基本善 ( primary goods) , 即每个有理性

现理想的必要条件。
 生命和

的人都想要的东西。 不论一个人的合理生活计划是什么, 这类善一般都对其有用。

健康这类利益即属于典型的基础利益, 而物质富裕和精神生活的富足则可以被视为理想利
益。 在抽象层面上, 虽然反映价值的利益难以被衡量, 但是, 由于基础利益可以被视为实现
理想利益的基本条件, 因此, 基础利益的价值分量至少比理想利益的价值分量更重。 不过,
对于本文关注的新的人格利益来说, 我们似乎难以简单地根据此种区分对利益进行归类。 例
如, 生活安宁的利益有时确实可能构成满足正常生活的最低需要, 因为如果缺乏一个可容忍
的生活环境, 理想利益是很难被满足的, 但是, 有时对静谧生活环境的利益追求也可能超越
最低限度而具有生活理想的色彩。 如此看来, 基础利益和理想利益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意义
上的分类, 两者之间有着流动的模糊地带, 新的人格利益之具体受侵害程度更应成为利益衡
量判断的主要依据。 当然, 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新的人格利益更偏向基础利益, 我们自然应
提高保护力度, 反之则应当减弱保护力度。 例如, 眺望权主张所诉诸的良好视野带来的精神
愉悦利益过于偏向理想利益, 因此, 这个利益诉求在价值分量上可能会大打折扣, 我们也不
用那么迫切地给予其权利保护。
第二, 对一项利益的价值属性的认知离不开对该项利益的公共性维度的考察。 在拉兹看
来, 权利的利益论不限于对个人利益重要性的强调, 权利背后既存在权利人的个人利益, 也
 就财产权而言, 财产所有人的个人利益并不足以证立对财产权的法律

蕴涵 “ 普遍利益” 。

保护, 财产权保护的深层承诺实际上来源于培育一种尊重财产的公共文化, 这种公共文化超
越了对个人财产利益的关切而服务于社会中的每个人。 以此而论, 如果一种利益诉求单纯停
留在个人感受的主观层面, 而无法捕捉到蕴含于其中的普遍利益, 那么, 其价值根基就颇值
怀疑, 也就谈不上与作为普遍利益的活动自由相抗衡。 在这个意义上, 各种具有较强主观性
的新人格利益诉求必须以反映当今社会尊重人格的普遍理念为前提, 对这些利益诉求的法律
保护则能够回馈和服务于这种理念。
第三, 在对新的利益进行价值确认时, 我们应当结合支持性的社会实践。 利益不会凭空
被认为具备重要的价值属性, 只有在存在诸多支持利益诉求的社会实践时, 利益具有的价值
根基才可被辨识和理解。 价值不能在独立于社会实践的情况下获得解释, 这就是拉兹提出的
 由于价值依赖于人的实践, 人的实践可以展示价值, 因此, 通过对特定

社会依赖性命题。

 例如, 在我国,

的社会实践及其共享信念的观察, 可以有助于我们确认利益的价值属性。

祭奠故人、 寄托思念向来是一项重要且严肃的社会活动, 祭奠权主张中的利益诉求就不可被
轻易否认。 当然, 一旦新的利益被视为权利, 法律对权利的制度性保护又可被视为价值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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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基础利益与理想利益的类型分析, 参见于柏华: 《 权利认定的利益判准》 , 《 法学家》 2017 年第 6 期, 第 4
页。
参见 [ 美] 约翰·罗尔斯: 《 正义论》 , 何怀宏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62 页。
See Joseph Raz,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Essays in the Morality of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2.
See Joseph Raz, The Practice of Valu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
美国的 《 侵权法重述》 对 “ 权益” 作出如下界定: “ 如果社会承认一项欲求的正当性并因而规定干扰该欲求
实现的人须承担民事责任, 该权益即受法律保护……” [ 美] 肯尼斯·S·亚伯拉罕、 阿尔伯特·C·泰特编:
《 侵权法重述———纲要》 , 许传玺、 石宏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3、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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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应当注意的是, 社会实践对利益之价值重要性的支持是变动发展
的, 侵权案件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的具有主观性特点的新人格利益诉求无疑反映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价值判断的变化。
( 二) 利益受侵害程度的确认

个人利益反映的价值重要性是抽象的, 但是, 利益受到的侵害则是具体的, 其总是与个
案相关, 并且表现为程度上的高低。 新的人格利益在抽象重要性上既难以被把握, 也无法与
生命、 健康这类基础利益被简单地相提并论, 因此, 我们在判定新的人格利益是否足以证立
他人的义务时, 就更依赖于对个案中利益受侵害程度的确认。
阿列克西依照轻微、 中度、 严重三个层级涵括利益受侵害程度, 这一划分有助于量化比
 然

较, 从而以清晰的、 直观的方式展示冲突利益的现实关系, 特别适合法律论辩的实践。

而, 作为 “ 形式构造” , 这种层级划分本身没有告诉我们判断不同层级侵害程度的依据。 在
确认新的人格利益的受侵害程度时, 由于主要涉及主观性的精神性利益, 被侵害人的自我主
观感觉既会给裁判带来较大的认知障碍, 也为法官的自由裁量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进而
使得新兴权利的判定充满分歧, 甚至瓦解利益衡量方法。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 “ 权衡可能因
 例如, 有人在乎通过祭奠行为

为引入非理性的前提, 而在其结构中导致非理性的结果。” 

表达对亲人逝世的哀思, 有人则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 有人珍视性纯洁的良好品行, 有人则
视其无足轻重; 有人对安宁生活、 不受他人干扰有着较低的要求, 有人则有着严苛的要求。
这些主观方面的差异无疑使得祭奠权、 贞操权和安宁权这些新兴权利主张中的人格利益的受
侵害程度变得让人捉摸不定。 由于新的人格利益的受侵害程度难以被把握, 这既使得利益衡
量变得困难和令人怀疑, 也可能使得新兴权利主张无法被证立或证伪。
不过, 新的人格利益具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更少的客观性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利益受侵害
程度的判断必然会陷于恣意。 我们不能因为人与人的情况各不相同, 就把对此类利益受侵害
程度的确认完全交由个人的感知自行决定。 建立一种常人的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合理理解是
必要的, 而这自然要求通过司法裁判的积累确立一些明确的客观判断标准。 例如, 日本通过
有关公害的司法判例逐步建立起所谓 “ 忍受限度论” , 其指向社会上一般人认为的忍受限
度, 即某一行为如果未超出社会观念一般承认的被侵害者所能忍受的限度, 就不应当被认定
为不法行为。
更具体地说, 对利益受侵害程度的确认应当涉及侵害行为的侵害力度、 持续时间、 频
次、 侵害概率和主观侵害形态这几个因素。 以生活安宁权中免受噪音侵害的主张为例, 在侵
害力度上, 噪音侵害的强度、 持续时间的长短、 频次的多少以及制造噪音影响他人的概率大
小都会影响我们对利益受侵害程度的判断。 在有些新兴权利主张中, 主观侵害样态也显得格
外重要, 恶意、 故意等样态在权利侵害要件的判断上有着关键性影响, 这相当于把有责性考
量掺入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判定中。 例如, 就贞操权主张而言, 双方合意的性行为很难被认

为构成权利侵害, 但是, 如果一方存在强迫、 欺骗 ( 如谎称未婚) 等主观心理状态, 这种权







参见 [ 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 《 论权衡与涵摄———从结构进行比较》 , 刘叶深译, 载郑永流主编: 《 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 ( 总第 10 期)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84 页。
雷磊: 《 为权衡理论辩护》 , 《 政法论丛》 2018 年第 2 期, 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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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张就更有理由得到较多的支持。 就祭奠权主张而言, 也存在主观侵害形态的考量因素,
对权利主张人故意隐瞒祭奠信息的行为与过失致使其丧失参加葬礼机会的行为或许不应被等
同视之。 各种多样化的新的精神性人格利益可能无法具有基础利益的重要性, 但是, 结合有


责性大小的因素, 权利主张仍有可能获得支持。

此外, 虽然如前文所述, 每一种权利都有特定的公共利益或共同善为其背书, 但是, 有
的新兴权利主张直接以公共利益为对象, 典型如环境权。 由于权利主张涉及的主要是个人利
益诉求, 因此, 环境权这类诉诸公共利益的权利形态是否可以成立就成为学界的一个争议焦

 不可否认, 公共利益是由共同体成员共同享有的, 但是, 个体对它的享有是单独的,

点。
 例如, 景观权主张涉及一种源

因此, 我们可以在个案情形下辨识该利益的个体受侵害者。
 该利益虽然不专属于特定的个人, 但是, 作为一种可被个人

自景观审美的精神享受利益,

享有的公共利益, 它有资格经由利益衡量而被判定为权利。 此外, 利益一旦具备明显的公共
利益属性, 即便该利益在受侵害程度上显得微弱, 但从侵害行为的反社会性角度来说, 该行
为通常也可被视为严重的侵害行为, 法律应当对此种利益提供权利保护。
总而言之, 利益受侵害程度的确认并非容易之事, 我们需要结合个案情境下相互交织的
各种要素进行综合判断。 从侵权法的权利保障功能出发, 利益受侵害程度的确认在利益衡量
过程中占据极其关键的地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对利益受侵害程度的判断会产生一种边际
效用递减效应, 即在特定情形下, 如果参酌这些要素可知利益的受干涉程度极为严重, 我们
甚至可以认为, 即便支持侵害的理由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也不能在分量上获得优势地位。
( 三) 对受侵害利益与个人活动自由的衡量

就侵权个案中的新兴权利诉求而言, 与受侵害利益一起被衡量的另一方是个人活动自由
的利益。 利益受侵害一方对他人提出的行为要求要么体现为消极不作为的要求, 要么体现为
积极作为的要求, 这均对他人的活动自由构成或多或少的限制或者负担。 实际上, 侵权法的
目标就在于缓和权益保护和活动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 具体手段集中表现为以保护权益的方
 侵权法本身承载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各项个人利益主张与活动自由进

式界定活动自由。

行有益的、 合理的调和。
在对新的人格利益进行权利判定的问题上, 对阿列克西的衡量法则的应用便体现为对利

 由于参与衡量的双方处于一种

益受侵害程度与活动自由所实现的价值程度进行个案衡量。

紧密联动的关系之中, 因此, 对自由价值实现程度的确认可以被转换为如下方法, 即判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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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从侵权损害赔偿范围出发指出, 纵使被侵害的权益并非重大, 其重大性的缺失也可能因有责性要素的
充足而得到弥补, 因此, 可赔偿性仍然具备。 参见王磊: 《 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机制》 , 《 法学》 2021 年
第 4 期, 第 75 页。
对环境权主张的一个否定性看法, 参见雷磊: 《 新兴 ( 新型) 权利的证成标准》 , 《 法学论坛》 2019 年第 3 期,
第 23 页; 对环境权的支持性论证, 参见于柏华: 《 权利认定的利益判准》 , 《 法学家》 2017 年第 6 期, 第 12、
13 页。
See Andrei Marmor, Law in the Age of Plu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38.
景观权主张不仅涉及审美、 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精神性利益, 还涉及对公民财产利益的侵害。
参见朱岩: 《 侵权责任法通论·总论》 , 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86 页。
阿列克西本人的衡量法则主要被应用于宪法基本权利领域, 旨在解决基本权利冲突问题以及基本权利与公共
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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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个人利益主张而给活动自由带来的负面影响, 或者判断在活动自由利益需要让步时, 其
受侵害程度如何。 活动自由利益的让步意味着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以避免对特定利益主
张的侵害, 这就进一步导致预防损害成本的判定问题。 在负担成本低的条件下, 衡量的天平
会倾向于受侵害的利益。 在司法实践中, 祭奠权主张获得支持的一个可能理由正是, 近亲属
之间履行简单的告知行为就可以满足相应的精神性利益需求。 反过来说, 假设受现实条件的
制约, 利益冲突双方无法有效地进行通信联络, 这会产生较高的自由成本, 祭奠权主张将不
易被认可。 概言之, 预防措施的成本大小和难易程度对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具有比较关键的
影响。
对于活动自由利益的受影响程度, 我们还可直接根据作为和不作为的行为形式区分来判
断。 相比于消极不作为, 积极作为对行为人施加了更重的负担, 对活动自由利益的侵害程度
更高。 性生活权和生育权这类主张就产生了要求相对方积极作为的义务, 性生活和生育都属
于男女双方的共同行为, 不可能只靠单方实现, 这种对活动自由的过高程度的侵害无疑增加
了这类主张获得权利地位的难度。
虽然新兴权利判定的重点步骤在于在新的人格利益的受侵害程度与活动自由利益的受影
响程度之间进行比较, 但是, 在承认价值不可公度性命题的前提下, 我们也不能否认, 在受
侵害利益之价值重要性与自由利益之价值重要性之间可进行有限度的比较, 抽象价值之间的
 一方面, 如前文所述, 根据对基础利益与理想利益的区分, 新

比较对衡量具有补充意义。

的人格利益如果更偏向理想利益, 那么, 它的分量就显得更轻。 例如, 如果要质疑要求子女
履行探望父母义务的探望权主张, 我们不仅可以强调在现代社会中 “ 常回家看看” 对活动
自由造成较大的经济和时间成本, 还可以主张这种被探望的利益更多地属于一种追求家庭和

睦、 幸福的理想利益。 另一方面, 就活动自由利益来说, 我们要注重在 “ 质” 的层面对自由

价值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辨识。 活动自由属于一种宽泛的利益, 其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对自由价值的彰显程度因此也会有所差异。 无可否认, 在名誉权侵权认定中, 与名誉权相冲
突的言论自由在言论表现形式上究竟是属于一般的自由表达, 还是属于新闻报道或者政治言
论, 会成为关键争点, 因为政治言论通常被看作深刻反映了人之自主性这一核心价值内涵,
其在自由价值的分量判定上会取得相对优势。 与之相似, 性生活权和生育权这类新兴权利主
张涉及的冲突性活动自由利益体现了我们珍视的个人自主和身体自由, 承认这类权利会给自
由价值带来极大的侵害, 因此, 这类新兴权利便很难被承认为一项合理的权利要求。

阿列克西的权衡法则除了主要涉及 “ 权衡的实质性规则” , 还包括 “ 权衡的知识论规

 所谓知识论规则, 是指衡量的经验法则。 这就是说, 假如确认某一新的利益的受侵

则” 。

害程度越重, 那么, 隐含在此一判断中的经验性前提的可靠性就越高。 权衡的知识论规则已
不满足于衡量的逻辑形式, 而是涉及对利益受干涉程度这一变量本身的判断, 因此, 对衡量
的结果实乃举足轻重。 就主观性精神利益的受侵害程度的认定而言, 在经验性判断中必然会
涉入规范性考量, 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确立起新的人格利益的受侵害程度的客观化标







参见雷磊: 《 为权衡理论辩护》 , 《 政法论丛》 2018 年第 2 期, 第 30 页。
[ 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 《 论权衡与涵摄———从结构进行比较》 , 刘叶深译, 载郑永流主编: 《 法哲学与法社
会学论丛》 ( 总第 10 期)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91 页。

81

法制与社会发展

准, 此点前文已作阐明。
在确认新的人格利益与活动自由的各自受侵害程度之后, 我们即可通过比较确定新的人
格利益与活动自由何者具有优势地位。 本文并不旨在对某项新兴权利主张专门给出利益衡量
判定的结论, 但是, 上述讨论可以初步揭示新兴权利利益衡量的大致结构。 一方面, 通过对
新的人格利益的价值确认和对特定活动自由本身的价值评估, 新的人格利益与活动自由之间
会形成相对抽象的比较关系。 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活动自由遭受较高程度的侵
害, 而新的人格利益遭受的侵害又显得比较轻微, 那么, 就不易判定新兴权利成立; 反之,
如果新的人格利益遭受的侵害程度明显高于活动自由受侵害的程度, 那么就可能构成 “ 权利
侵害” 。 当然, 上述两个方面相互结合, 形成了一种复合的衡量结构。 考虑到在缺乏法律明
示规定的情况下, 新的人格利益主张如果轻易地获得权利地位和受到法律保护, 可能会妨碍
个人活动自由以及与实际生活不相协调, 因此, 新兴权利的判定必须足够严格并且足以压倒
冲突性的理由。

对利益衡量步骤和结构的上述讨论印证了拉伦茨的乐观判断: “ ‘ 法益衡量’ 并非单纯

的法感, 不是一种无法作合理掌握的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其仍须遵守若干可具体指称的原
 不过, 需注意的是, 在新兴权利的衡量工作中,

则, 在此程度上, 它也是可以审查的。” 

不分伯仲的情形同样会出现, 此时会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留有余地, 在这个空间里, 利益衡量
免不了会呈现非理性的面向。 然而, 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利益衡量的基本理性结构。
( 四) 权利与利益的再区分

最后, 并非不重要的是, 在侵权法语境下, 利益衡量虽然是新兴权利判定的基本方式,
但是, 在经过衡量之后, 相比于活动自由利益, 受侵害的利益如果在分量上胜出, 也未必就
一定等于构成了权利。
侵权法面对的保护对象是一张权利和利益相互交织的网络, 无论是权利, 还是利益, 均
有可能受到侵权个案司法实践的保护。 有学者甚至认为, 应坚持权利保护的形式主义解释方
法, 强化权益的区分保护, 只有获民事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才是民事权利, 其他的都是利益
 确实, 经衡量之后胜出的受保护的利益即使不被称为权利, 也不影响其受保护

保护问题。

的法律效果。 如果说某个法官可以在个案中直接创设权利, 那不啻是一个过于激进的看法;
但是, 一方面, 至少从本文的主题来说, 无论话语表达形式是利益保护还是权利保护, 利益
衡量的方法都构成个案裁判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环节, 对权益区分保护的强调并没有推翻衡
量方法本身, 另一方面, 完全否认利益向权利的转化以及个案裁判对权利创设的作用和影响
也不尽合理, 面对不断变动、 发展的现代社会, 司法个案裁判自下而上地发挥了渐进式的权
利塑造功能。
如果从法教义学的视角来看, 权益区分的问题可以通过归属效能、 排除效能和社会典型
 根据法教义学的这个评判标准, 新兴权利主张的成立需要具

公开性这三个因素得到解决。

备界定上的清晰性、 明确性, 并且有着社会与文化上的可识别性基础, 即明显可被感知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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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权利的利益衡量判定———以侵犯人格利益个案为背景的分析

社会知晓。 实际在很大程度上, 这几个法教义学标准又有赖于我们通过个案的利益衡量逐步
建构相对成熟的、 系统的一系列衡量规则, 借此进一步对新兴权利的内容和边界进行定型
化, 不断强化新兴权利的社会认同和共识, 使得这些规则本身能以更少的争辩性以及更为确
定的方式示明新的人格利益的优势地位。 相反, 围绕新的人格利益的个案衡量假如总是给出
偶然化的判断结论, 那么, 该利益就无法被视为一项真正的权利主张。 这倒不是说该利益不
值得或不需要受到保护, 而是说该利益缺乏清晰的边界以及相关的确定性衡量规则, 因而不
适合被给予法律权利的地位。 质言之, 只有新的人格利益具备充分的可识别性, 并且其具有
相对重要性的个案情形能够被明晰化和类型化, 这些新的利益才有可能被 “ 权利化” , 新兴
权利才可获得稳固的基础。

四、 结论
侵权个案的司法实践面对的新兴权利诉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新兴权利课题的场合和
机会。 一方面, 伴随着现代社会交往的复杂化和权利意识的勃兴, 在侵权法领域中出现了主
观性人格利益扩大化和多样化的新趋势; 另一方面, 侵权法具有保障个人活动自由的功能,
如果在所有造成损害的场合下都由行为者背负责任, 必将不当压缩活动自由并使社会失序。
面对这种两难境地, 如何对权利侵害要件进行准确判断, 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
在加强权利保障与避免权利的泛化以及侵权责任的扩大化之间, 我们应对新兴权利的主
张展开个案式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是权利概念内在的实践推理要求, 任何一项新兴权利主
张要获得权利的地位, 均必须蕴含足够产生义务要求的利益。 在利益衡量过程中, 我们既要
对新的人格利益主张进行价值确认, 又应结合个案进一步确认利益受侵害的程度, 而后对利
益受侵害的程度与个人活动自由所实现的价值程度进行衡量。 具体来说: 其一, 在对新的人
格利益进行价值确认时, 要分别考量利益内容的确定性、 合法律性以及价值重要性三项标
准。 其二, 在厘定新的人格利益的受侵害程度时, 要结合侵害力度、 持续时间、 频次、 侵害
机率以及主观侵害形态等因素作出综合判断。 其三, 活动自由所实现的价值程度可被转化为
活动自由利益的受干涉程度, 对此, 我们应从实施预防措施的成本和难易程度方面进行认
定。 其四, 对抽象价值的比较亦不可或缺, 受侵害利益是否属于基础利益以及活动自由本身
的价值属性对利益衡量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 其五,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 在现代社会, 不断
扩大和变化着的被侵害利益不可能经由一次裁判便一劳永逸地获得权利的稳固地位。 随着社
会的发展, 新兴权利的产生处于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之中。 只有通过个案裁判的累积, 逐渐
把新的人格利益要求与个人活动自由利益之间的冲突解决模式类型化, 相应地形成一系列重
要的衡量规则, 才能最终使新兴权利获得坚实的法理基础以及稳固的统一性。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ort cases, the claim of new - rights mainly shows a subjective appeal

to personal interests, which reflects the expansion of the demand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judicial judgment should give a positive respo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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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est theory of rights, balance of interest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ractical reasoning mecha-

nism contained in the concept of rights, and the judgment of new personal interests should also follow

this method. Balance of interests is not in contrast to the proposition of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
and it has rational operability and can be examined. In the course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for new rights, on the one hand, the value importance of new personal interests should be confirme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more crucial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judgment on the degree of infringing interests
based on individual cases, and on this basis, making a concret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infringing interests and the degree of interference in individual freedom of activity. With the basic function of balanced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freedoms, tort law should gradually establish all kinds of bal-

ance rules of personal interests and individual freedom of activity through accumulation of individual
cases so as to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eneration of new - rights.
Key Words: New - Rights; Personal Interests; Individual Freedom of Activity; Balance of In-

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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