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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上之人性尊嚴


 

德國基本法第
 

1 條第
 

1 項（略以）：
 「人之尊嚴不容侵害（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tbar），尊重及保
 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



從人性尊嚴到人類尊嚴


 

正面表述--每一個人都是自主、自決的獨立個
 體，都是具體存在並且具有意義的生命，國家
 不能損及其做為一個人的主體性


 

客體公式(Objektformel)
 

–當具體的個人被貶
 為客體、純粹的手段或是可任意替代人物時，

 其人性尊嚴即受侵害


 

均以個人為權利主體



家暴?人類尊嚴?



愛妻?人類尊嚴?



權利結構新思維之提出-  
人類尊嚴


 
跳脫「物權」與「人格權」之二元思維


 

「人類尊嚴」係超脫個人權利主體性而
 以人類社群為權利主體之人性尊嚴思維


 

基於吾人身為「人」而欲維持「人」自
 我形象之一種強烈的執念


 

本質上其實是人性尊嚴之另一面向


 

早已存於法哲學理論與憲法詮釋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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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尊嚴思維之存在(1)

德國BVerfGE 87, 209 (228) 「惡魔之舞蹈
 (Tanz der Teufel) 」乙案


 

「人之尊嚴並非只是各人之個別尊嚴(die 
individuelle Würde der jeweiligen Person)而

 已，更可以是人類作為物種上所擁有之尊嚴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als 

Gattungswesen)，任何人均不能剝奪之。」

Nozick Robert氏認為「人類具有理性、自律、
 過著豐富的內心生活之一般的特性，即使嚴重
 智能不足之人，只要是人，單是此一生物種族
 上的特性，就應該受到他人的尊敬」



人類尊嚴思維之存在(2)


 

Kant氏認為人之尊嚴非依存於單一個人之理性
 與自律而發生，此理性之完整發展必須憑藉無
 止境的學習過程，個人雖然會死，但是只要人
 類種族不滅，則人類歷史會遞延接續，因此，
 這種理性能力之展現是「人類史的目標課

 題」，是整個人類種族歷史之發展成果


 

經由人類種族全體、以歷史的長時間所發展之
 尊嚴，即「人類本質的尊嚴」，因為人類之理
 性本質就是這種尊嚴的源由


 

此人類本質的尊嚴可具體見於普遍性的立法上



人類尊嚴思維之法學操作

藉憲法第23條對個人基本權利加以限制

人類尊嚴強度-接近原則(Proximity 
Rule)



 

依狀態之不同其人類尊嚴強度亦不同



 

譬如當屍體狀態越是接近甫死亡時點、屍體之完整性
 越高者，則其人類尊嚴保護之強度越高



 

人體組織越接近人類人體原始存在之狀態、或人體組
 織的分離影響原人身的生命完整性程度越大者，其人
 類尊嚴強度愈高



 

細胞分化能力越強者，其人類尊嚴強度愈高



人類尊嚴之意義


 

人類社群之一種集體共同的尊嚴


 

尊重人類之有別於動物或是物


 

人類社群整體共同具有之本質


 

尊重人類所表現出之整體人類的性質


 

表現於人類社群全體之生活上


 

可補充物權與人格權此傳統二元結構上權利要
 素之不足


 

人類尊嚴尚表現在人類與其他不同種類動物間
 之相互關係上



個人尊嚴  v.人類尊嚴


 
人性尊嚴可區分為個人尊嚴與人類尊嚴

個人尊嚴 人類尊嚴

權利主體 個人 人類社群

權利性質 基本權利實現 基本權利限制

實踐方法 個人基本權利 一般性憲法原則

法學操作 憲法§
 

§
 

8~22 憲法§
 

23



人類尊嚴作為民事權利結構模型元素之檢討

德國法之人性尊嚴思維是一基本價值基準

人性尊嚴具多重之意義


 

效力不僅限於國家，在私人間亦得具體主張


 

人性尊嚴的保護義務可能與主觀權利相對應


 

可透過客觀法的反射(Reflex)請求國家保護與注意

依上述人性尊嚴之性質，將權利主體轉變為人
 類社群後，亦可推得人類尊嚴具有如上之多重
 性質



質疑一
 人類尊嚴以社群為權利主體之合適性?

集體性權利--法律上權利主體之適格性，並無
 事實上之必然，而必須是依照當時當地之社會
 背景下之具體需求而定，只要符合當時社會需
 求，人類社群集體當然可以是權利主體

法律制度上權利主體具可改變性之見解，並非
 本文新創，參酌國際法、公法、民法等各個範
 疇，其實早已可見權利主體於法律制度下之演
 變



對權利主體之觀察一(1)
 

法律上之權利主體之非先驗性


 
法制之始，團體或是個人?

在古代自然人而不得享有權利能力者(例如家屬、
 奴隸)，殆為普通現象，反之，親屬團體，反成為法律

 上之人格者，可見團體之人格，實先於個人之人格而
 發達


 

權利主體之變遷史

上古社會之親屬團體

→個人身分之家長及其他自由人

→家屬、奴隸

→一切自然人，又因近世對於封建社會之反動，排
 斥團體的觀念

→時至今日，團體之地位，又行擡頭，團體及財產
 之社會價值，日行增大，漸次成為社會獨立的直接構
 成分子



對權利主體之觀察一(2)
 

法律上之權利主體係依具體社會價值需求而定


 

民法上權利主體由古代社會下之親屬團體而演
 變至至現今之全體自然人，由近代之排斥團體
 觀念轉變而至今日之承認法人地位，藉此權利
 主體之發展過程，最能說明法律會因為社會生
 活之要求而賦予相對應之權利主體法律上之人
 格


 

權利能力既係法律上之地位，則其為法律所創
 設，故不待言。因此，何者始具有權利能力？
 又其權利能力之範圍如何？此等問題，均視各
 時代及社會之法律思想，予以決定



對權利主體之觀察二(1)
 國際法領域上之權利主體之可變化性

  傳統國際法均以國家作為主體，而歐洲
 人權公約則於體系架構上產生重大改

 變，公約第25條規定，受到人權侵害之
 任何個人、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或人群均
 得向委員會提起救濟之請求，此法條之
 設計使得個人能夠在國際組織對其所屬
 國家提起人權侵害之救濟，亦屬當時國
 際法所僅有之新制



對權利主體之觀察二(2)
 國際法領域上之權利主體之可變化性

  當以個人為權利主體之制度，具有法制
 保障上所欲達成之具體意義時，法律制
 度則將有所變革而形成承認個人為權利
 主體之新結構





對權利主體之觀察二(3)
 原住民特殊之集體權利


 

聯合國於2007年9月13日通過「聯合國原住民
 權利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明文承認原住民族作為集體與個

 人之權利，享有不受歧視、同化之權利，並有
 自主發展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集體權

 利，其傳統領土領域更受到強烈保障


 

此亦為集體權利主體之具體立法例



原住民之財富—土地、語言、森林、自然資源、
 知識


 

全球共有3億5千萬原住民，
 

占世界人口的百
 分之五。全球70個國家都有原住民，而且他們
 基本上屬於各國最貧困的居民。由於原住民的
 生活方式不同，他們成了森林大面積砍伐以及
 氣候改變

 
的首批犧牲品。但是他們也擁有巨

 大的財富。原住民共有5千多種語言。他們生
 活的地區有大量的植物種類。原住民還擁有豐

 富的保護自然資源的經驗。



對權利主體之觀察二(4)
 種族、語言、宗教等自成為一種獨特的團體均可

 成為人權的權利主體


 

人類生活的實際經驗裏，「個人」與政府或國家進行
 直接的互動，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事實上「個

 人」往往還以隸屬於各種不同的團體的「成員身份」
 在生活


 

比利時由三個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ies)所組
 成的，分別是法語社群、荷語社群和德語社群，因此
 比利時在他們的憲法中明文地規定，這三個社群的權
 利和權力都被憲法所保障


 

1972年美國最高法院於老雅米西社群(Old Order 
Amish)宗教案中認為「憲法中所保障的宗教自由，實

 乃包含著宗教社群保障其自身的權利，而且此種保
 障，足以取代與此種精神相衝突的威斯康辛州的法
 律」



對權利主體之觀察二(5)
 保護人之利益法律制度初期並非以個人為中心


 

初期觀念上，認為對於個人之傷害，係侮辱了
 其所屬團體之利益，因而與其說傷害個人是對
 於個人之侵害，不如說是因這樣的行為擾亂社
 會秩序而破壞社會利益


 

賠償金的支付制度，其支付目的也是為了社會
 的平和與維持秩序，並非為了保護個人之利益


 

個人生命、身體之侵害，不被思考為是對於個
 人之侵害，而被認為是對於其所屬團體之侵

 害。在當時的法制上，權利主體係團體而非個
 人



對權利主體之觀察二(6)
 2005年2月5日通過之「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13條規定：「政府對原住民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識
 及智慧創作，應予保護，並促其發展；其相關事項，
 另以法律定之。」


 

民國96年12月26日公佈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
 例，其第6條規定：「智慧創作申請人應備具申請書、
 說明書、必要圖樣、照片等相關文件或提供視聽創作

 物，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第1項)。前項申請人以原住
 民族或部落為限，並應選任代表人為之；其代表人之

 選任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2項)。」


 

將原住民傳統文化資產，以集體權利方式納入法律保
 障範圍之議。此種表明集體權利之概念，亦可見於其
 他國家之立法例之中。


 

必須跳脫民法上習慣以自然人或是法人作為權利主體
 之思維，承認原住民集體族群係一權利主體



小結：以社群為權利主體之適當性


 

無論是公法、私法，甚至是國際法，法律上之
 權利主體，實不以吾人所熟悉之自然人或是法
 人為限


 

公法上之族裔、民事智慧財產權法上之原住民
 族或部落、國際法上之個人或是特殊族群，對
 應社會變遷下之事實需要，均可能成為法律上
 之權利主體



質疑二(1)

 僅具有消極性限制因素人類尊嚴是權利否?

法律以權利抑或義務為本位，乃順應社會發展
 之結果，並非永遠固定不變

法律之存在目的，並非為保護其特定利益，而
 在使事物得妥善處置，以維持社會秩序，促進
 人類繁榮，故現今之權利多有社會化之現象

人類尊嚴可以單獨之權利形式存在，亦可以其
 他權利上之社會性限制因素形式表現



觀察一
 法律規範之最初原形係為義務之概念，從而因社會發達而

 至今日以權利為核心之樣貌


 

吾人法律生活之中心，最初依義務之觀念而發達，此
 等義務觀念之始，如勿盜勿殺、勿淫人妻女，原為對
 於社會中心力之服從義務，因其服從之結果，團體構
 成員相互間法律上之義務，始行確定


 

譬如有勿殺之義務，於是人類之生命始有保障；因有
 勿盜人財物之義務，從而有物權之觀念，足証法律規
 範發生之始，實以義務為本位，迨人類社會進步，法
 律觀念發達，權利之觀念，始行發生


 

我國固有法制，主為刑罰法之規定，人民之於私法上
 所受之利益，要不外法律之反射作用，權利云者，實
 為近世發生之法律思想，權利之存在，後於法律，且
 係由於法律之創造，從可知已



觀察二(1)

 法律本位，初為義務本位，趨為權利本位，進於社會本位


 

因人類進化初期，為抵抗天然侵略，必須團結禦敵，
 而團結要件，則在於犧牲私利以謀公益，首須服從團
 體約束，法律遂以義務為中心觀念


 

迄於中世紀，權利觀念逐漸發達，認法律不過為規定
 權利之工具，遂以權利為中心觀念，一變而為權利本
 位之法律


 

迨十八世紀末葉，十九世紀以來，因個人權利主義發
 達之結果，顯現社會不平衡現象，發生種種毛病，學
 者遂否認法律以權利為中心觀念。社會本位中心觀念
 法律之內容，既須以社會福利為依歸，自須在求權利
 與義務平衡，以維持社會秩序，促進人類繁榮，初非
 置權利或義務任何一方於不顧


 

因此所有權之限制、契約自由之限制、無過失之損害
 賠償責任、遺產繼承之限制，均是社會本位法律之具
 體展現。



觀察二(2)

 民法制度下所具體存在之社會本位思想

我國現今之民法，仍然依循所有權之限制、契
 約自由之限制、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遺產
 繼承之限制即足觀察到社會本位之思想

我國民法物權編之制定，更特重公共利益之維
 護，與全民福祉之促進，所有權社會化表現於
 民法之犖犖大者，例如明定權利之行使應符合
 公共利益(第148條I項)，所有權之行使，應受
 法令之限制(第765條、第773條)等



觀察三(1)

 人類尊嚴可以單獨之權利形式存在，亦可以其他權利上之
 社會性限制因素存在


 

如果人類全體、同一國家、或是同一社會中，其人民
 之種族、文化、宗教有極大之差距而造成不同之族群
 時，人類尊嚴即具有其同一社會或國家下，不同社群

 權利主體間能夠相互主張上的實益，將人類尊嚴予以
 單獨權利化之思維，具有實益


 

如果係單一法制下之議題討論，且該法制社會背景並
 無不同種族、社群之不同人類尊嚴考量問題時，該法
 制之人類尊嚴主體即為該法制成員之全體，此際將人
 類尊嚴僅定義為社會拘束意義層面上之公共利益，與
 將人類尊嚴予以單獨權利化之作法，二者所達成之實
 際效果上即無差別


 

人類尊嚴可以不以單獨之權利形式存在，而僅是其他
 權利上之社會性限制因素而已。



觀察三(2)

 人類尊嚴可因時代之變化，改變其表現形式


 

新加坡之人體器官移植法1987
 

修訂，如果未選擇退
 出，就等同於自願捐獻其器官，醫生將有權在他腦死
 後將其器官取出，為其他病人進行移植，可捐獻的器
 官是腎臟、心臟、肝臟和眼角膜，但伊斯蘭教徒除外


 

原因為伊斯蘭教徒與非伊斯蘭教徒，兩種社群間，對
 於人體本有其文化上宗教上之差異


 

2007年新加坡伊斯蘭教理事會裁決委員會修改對伊斯
 蘭教徒捐獻器官的裁決，此後即允許伊斯蘭教徒也納
 入新加坡人體器官移植法內


 

藉由新加坡人體器官移植法之變遷，可以觀察到不同
 社群間之不同人類尊嚴考量表現於人體器官之處置權
 利限制之上，並且該社群之人類尊嚴內涵會隨時代變
 化而作修正。



胚胎幹細胞?人類尊嚴?
 

(2009年3月9日加州再生醫学院發布照片是由纖维原细胞（深藍）

 培養出人體胚胎幹细胞（淺藍）的顯微圖)



胚胎幹細胞製造人體組織?人類尊嚴?
 (2009年1月)



胚胎幹細胞複製?人類尊  
嚴? (資料來源美国Stemagen公司,2008年)



人獸胚胎?人類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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