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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重构 ： 劳动者权利概念的类型化研究
曹

燕

（ 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要： 劳动法是以劳动者权利为中轴建立的法权体系，劳动者权利概念是劳动法学的核心概念。
现有研究资源囿于方法论的局限，进展不尽如人意。构建内部和谐与外部稳定的劳动者权利的概念体
摘

系应遵循法律类型化的思维步骤，勾勒出作为“规定功能法概念 ”的劳动者权利之于劳动法律制度体系
化功能的意义脉络。它必须清楚地表达原则与规范之间的关联方式。将类型化的劳动者权利的主导形
象通过权利的“元形式”结构表达其规范意义，使原则与制度之间错落有致地搭配，从而将劳动法秩序
的基本思想贯穿到劳动者权利规范体系的最深处，形成外部稳定的权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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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识
劳动者权利既是劳动法学的基础概念 ，也是劳动法律制度的载体，体现劳动法治的终极价值追
求①。劳动法是以劳动者权利为中轴而建立的法权体系 。 劳动法学构建劳动者权利概念的任务在于：
发现劳动者权利的个别规范与劳动法规整体之间及其与劳动法主导原则之间的意义脉络 ，并以体系化
的形式将其完整呈现。然而，从既有的研究资源来看，劳动者权利的概念研究似仍“任重道远 ”。 目前
主要的学术成果注重界定劳动者权利的内涵 ，却忽视对劳动法律关系的充分理解和区分 ，试图通过“比
喻”或者“描述”的方式将劳动者权利简单“描画”为“人权 ”，从而将劳动者权利体系类比为人权体系的
分支或者附庸，使劳动者权利规范失去了劳动法秩序的独特意蕴 ，这样的格局也是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
本劳动法学界的普遍现实。尽管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通过类型化的思维方法构建出精致化的劳动者权
利概念体系，但因没有遵循法律类型的传统思维步骤 ，致使其概念意义脉络晦暗不明，体系化规范的构
建难免呈现出“碎片化”的零乱。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类型化法学思维方法切入，反思现有研究的得失，
阐明构建内部和谐与外部稳定的劳动者权利的概念体系应遵循的思维步骤 ，勾勒出作为“规定功能法
概念”的劳动者权利之于劳动法律制度体系化功能的意义脉络 。这种宏观而抽象的概念构建需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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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劳动法学界也
① “劳动者权利”术语有不同的学术表达。我国多数学者主张称其为“劳动权”。常凯教授则力主使用“劳权”，
普遍使用“劳动权”（ 勤劳权） 概念。相关研究文献请参见： 冯彦君： 《劳动权论略》，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第 1 期； 常凯： 《劳权论： 当
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年版； ［日］菅野和夫： 《法律学讲座双书———劳动法》，日文原文，东京
弘文堂书房 2005 年版。然而，我国现行立法的表述为“劳动者权利”，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等。据此，本文使用我国立法术语———“劳动者权利”以避免学术分析因语词的差异而陷入某种不必
要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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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加以具体化，才能使其具有规范意义。这些意义应在劳动者权利体系化规范中顺乎逻辑的进展 ，自
然地展现出来必须借助法律构造类型的构建方法 ，将劳动者权利规范整体的“内在 ”意义脉络清楚表达
并使其维持彼此有意义地相互结合 ，以明确包含于权利类型中的个别特征 。然而，仅是建构类型仍不足
以完整呈现体系化规范的意义脉络 ，必须使类型化规整与法律原则协调起来才能超越个别规范 ，将规整
整体的法律思想及评价标准显现出来 。因此，劳动者权利类型化的规范意义只有在劳动法原则的指引
下才能找到具体化的方向，形成整体与局部、规范与经验相协调的内部体系。 同时，只有考虑不同程度
的具体化形式，并且使这些形式彼此间具有一定的关系 ，才能建构出稳定的权利规范体系。 因此，作为
“规定功能的法概念”，劳动者权利概念可以作为沟通劳动者权利原则与规范之间的“桥梁 ”，它必须清
楚地表达原则与规范之间的关联方式 。这就有必要仔细区分权利规范的生活事实与权利规范本身 。霍
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无疑对此助益甚宏 。 将类型化的劳动者权利的主导形象通过权利的“元形式 ”
结构表达其规范意义，使原则与制度之间错落有致地搭配 ，从而将劳动法秩序的基本思想贯穿到劳动者
权利规范体系的最深处，形成外部稳定的权利体系。
二、劳动者权利概念构建的学术反思
蔑视劳动的观念在人类历史上流传已久 ，并被不断固化。劳动与权利相结合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
［1］
关系产生之后才逐渐出现的制度创新 ，但是，劳动者权利被法学界广泛关注则是更晚近的事情 。 我
国对劳动者权利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权利本质的界定上 ，并发展出不同的分析方法与路径 ：
( 一) 比喻或者拟制的劳动权概念
霍菲尔德指出： “法律术语中的许多困难根源于下述事实： 多数语词最初仅表达物质对象，而当其
用以表达法律关系时，严格说来，皆属比喻和拟制 ”，即从物质世界借用术语且基本上在比喻的意义上
［2］

使用它

。我国学界对劳动权的主流解读不外乎将其“比喻”为“人权”，试图借用人权法律体系拟制出

劳动权的规范体系，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冯彦君教授在《劳动权论略 》一文中，将劳动权归结为人权
的派生概念。他认为： “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具有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属性而备受关注。
从历史上看，劳动权作为一种标示劳动者人格独立 ，蕴涵劳动者利益的人权类型，诞生于职业劳动得以
社会化，普遍契约化的资本主义时期。……劳动权是伴随着劳动从一种自然行为演变为一种权利需求 ，
进而得以国家的确认并上升为一种法律权利的 。”因此，他断言： “劳动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指劳动
者所享有的特定的角色权益，就其内涵而言，劳动权是一种与劳动相关联的利益 、自由、资格和能力。从
外延上看，劳动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劳动权包括一切与劳动有关的由宪法和劳动法所宣言
的权利。可见，广义上的劳动权与人权是等值概念 。狭义上的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 ，有时
也可以包括获得报酬的权利，狭义上的劳动权与人们通常使用的‘工作权 ’基本同义。”并进一步罗列出
［3］
劳动权的内容： 工作权、报酬权、休息权、职业安全权、团结权与社会保障权等 。 冯教授非常敏锐地觉
察到劳动权与劳动者身份（ 原文使用“角色”一词 ） 密切相关，但可惜的是，他没有沿着这一思路顺乎逻
辑地延伸下去，转而采用一种更为“省劲”的方法———“比喻”，但他也意识到劳动权论证的复杂性 ，因此
他的“比喻”也相当周全并且层次分明。说其将劳动权“比喻”为人权，是因为他并没有从概念的抽象意
义上说明劳动权与人权的包含关系 ，也没有认真分析劳动权不同于人权的本质特征 。 这种过于简单化
地处理会产生以下疑问： 既然劳动权是人权的一部分，那有什么必要将其当作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来论
证？ 文章将劳动权的外延“描画”为工作权、报酬权等，却没有论证劳动权利结构与蕴涵在劳动者身份
之中的自由、资格与能力之间的意义关联。须知，工作、报酬等，仅仅是权利的对象，或者说是一种事实，
单纯地描述事实，根本无法将法律概念的规范意义表达出来 。层层比喻的概念构建其实不过是对劳动
者在劳动关系中各种利益的罗列 ，并未实现法律概念的体系化功能 。
另一种看起来更为“精致”的劳动权概念建构出现在秦国荣教授撰写的《劳动权的权利属性及其内
涵》一文中。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 “如果说公民享有‘劳动权利’乃是一种宪法性权利的话，那么，劳动
［4］
权则是劳动法对公民作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领域中享有特定权利的具体规定 。” 他认为应当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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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公民身份与其在雇佣劳动中的权利联系起来考察 ，才能正确理解劳动权的内涵。然而，文章并没有
就此展开论证，而是简单地将劳动权分解为就业选择权、劳动契约权等，重复了“偷换概念 ”的逻辑错
误。他从劳动在劳动者权利变动过程中的功能入手 ，以契约论的范式展开劳动权的构建，但之后，文章
在分析劳动权利的结构时又偏离了契约论的立场 ，转而认为劳动者权利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概念 ，它
首先是指劳动者作为一个公民和人所享有的法律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基本人权 。 其次，是指劳动者
作为民法主体所享有的各项民事权利 。再次，是指劳动者作为以向资方提供约定的劳动活动获得工资
报酬和生活资料的群体所享有的与劳动有关的相关权利 。由于这些权利与劳动者劳动权的实现过程紧
密相连，因而，可以将其看作是与劳动权有着内在关联的基本权利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基本权利包
括工资权、人身权与社会权利。从权利性质上讲，工资权是债权，人身权体现的是劳动者的基本人权。
［4］
劳动权虽然不能涵盖社会权利，但社会权利却与劳动权实现密切相关 。 文中并没有具体解释工资
权、人身权与社会权如何与劳动者的公民身份实现相关联 ，又如何与劳动法律制度相联系。
综上，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劳动权是劳动者基于公民身份享有的基本权利 ，但都没有致力于
将蕴涵在劳动者身份中的法律思想透过权利体系完整地表达出来 ，而仅仅将其比喻为人权，试图以“偷
换概念”的方法建立稳定的劳动权利体系 ，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 二) 将劳动权作为功能性概念的初步研究
也许是抽象概念建构的劳动权理论难以尽如人意 ，有学者开始考虑以评价法学的功能性概念来解
释劳动权的意义。王旭撰写的《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 》
极富创见地摒弃了西方劳动权理论所采取的自由主义进路 ，转而将劳动权不仅看作一种法律意义上的
基本权利，而且将其看作一种政治结构的载体———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二元划分 ”，并认为这是我
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的逻辑起点与现实基础 。他意识到： 确定劳动者所享有的劳动权已经不仅仅是
宪法对自由主义意义上原子式个人的保护 ，而是对国家主义的识别，体现出一种“承认的伦理 ”，此种伦
［5］
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隐含的一种思想目标 ： 在权威和自由之间形成相互承认的稳定结构 。 他
将劳动权看作是劳动者公民身份的政治承认的工具 ，并结合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文本分析及其历史

演变的经验描述，得出我国劳动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属性： “劳动权在我国宪法实际上并非仅仅具有
自由主义立场下个人基本权利的性质 ，而是直接指向对共同体领导成员的承认 ，体现出一种黑格尔笔下
的主奴辩证法： 劳动者通过劳动不仅是获得了自己的物质保障 ，供养了主人，最终通过劳动获得了自我
意识，得到了主体性的承认，甚至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仔细分析了我国宪法规范中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承
认规范，认为我国宪法劳动权具有身份承认规范与权利规范的双重功能 ，劳动权利变动的根据使劳动者
因此享有权利，又因其担负义务，这就是劳动权的承认规范的内在结构 ： 公民有权利劳动，是因为他必须
被承认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独立的主体 ，是为了获得自己作为主人的自我意识 。公民有义务劳动，是因为
对于由劳动者联合的国家而言，这是他对国家的承诺，是为了获得他对政治共同体的承认 。为了证明劳
动权的政治承认功能，他进一步从我国宪法的历史文本中分析我国劳动权的政治承认的规范体系 ，将劳
动者作为公民（ 而非自然人） ，论证了劳动权的政治权利构成，十分出色地分析了我国劳动权的政治承
认功能，但过于强调与西方劳动权理论自由主义立场的区分 ，凸现出作者对劳动权认识上的某种褊狭，
以及对于将中国特色与海外经验协调起来的放弃 。如果熟悉西方公民身份理论，就不难理解，公民身份
是公民自由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复合范畴。 如果将其引入劳动法学，来论证劳动者作为公民
（ 而不是公民作为劳动者） 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构建，其主旨是要将这三个范畴协调起来，而不是相互
孤立地论证其中某一个部分。当然，王旭的论证限定于宪法范畴，也可以认为他只是关注劳动权的政治
面向，但如果不考虑部分与全局、个性与共性的联系，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论证劳动权的政治功能 ，其理论
的稳定性将受到质疑。同时，他也没有将劳动权的论证拓展到宪法之外 ，我们没有看到劳动权的政治功
能如何在其他法律部门，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得以实现的制度路径 。
( 三) “描述性”的类型化研究
劳动者权利类型化研究在我国早有学者论及 ，但他们并不倾向于权利类型化的规范研究 ，而是“巧
妙”地将类型化的形式与权利内容的描述嫁接在一起 ，构建出一种看似别致的劳动权体系。 常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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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劳权理论研究的先行者，“独树一帜”地主张使用“劳权”概念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
概念。他将劳权定性为社会权利，认为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或者认可的 ，处于现代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在
履行劳动义务的同时所享有的与劳动相关的社会权利的总和 ，而所谓的社会权利是一种专门赋予弱势
群体的权利，是分配正义的载体。在权利结构上，他借用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 劳权不是一个单一权利，
而是一个“权利束”或者说是一个权利体系。他根据劳动者主体的事实特征将劳权体系划分为“集体劳
［6］
动权”和“个别劳动权”，并据此进行劳动权体系化研究 。 陈布雷教授则将这种类型化的研究向前推
进。他认为，劳动者权利是指现代化产业关系中的劳动者 （ 被雇佣者 ） 所享有的，以就业和劳动报酬权
利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总体，它是劳动者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
领域的具体化成果。它不是理论法学中抽象的权利概念与劳动问题的简单结合 。他首次明确提出应当
以类型化的方法重构劳动权体系 ，但他却抛弃了法哲学中类型化的思维范式，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 ”
的进路。他在考察有关劳动者权利的国际国内规范性文件后 ，发现这些规范将劳动者的利益内容分门
别类地描述并将其归入到劳动者权利的范畴中 ，因此，他断言： 类型化仅仅是简略的、知识性的 （ 而非规
范性的） ，不做严格的规范意义的类型化，是基于这些权利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在曲解了法律类型化思
维方式之后，他将劳动权体系依据其利益内容划分为三个部分 ： 与劳动有关的人权； 法律 （ 明确规定 ） 的
劳动权利； 法律虽未规定，但因正当合理而应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 。 据此，他将劳动权的性质归结
［7］
为： 与劳动有关的基本人权，法律规定的权利和法律应当承认与保护的正当利益的总体 。
综上所述，我国劳动者权利概念研究存在某种共识 ： 致力于通过界定劳动者权利的内涵来构建劳动
权利体系的基础，并试图通过“描述”与“比喻”的方法阐释概念内涵与外延之间的意义脉络 。 学者们从
不同层面试图解释劳动权的内涵 ，有学者关注到劳动者权利的人权方向，有学者则关注其社会权利范
畴，也有学者力图拓展其政治权利的维度 ，但从未有人试图将这些权利范畴统一起来 。他们中很多人都
已经意识到劳动权是劳动者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却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将劳动者公民身份及其在雇
佣劳动中的权利协调起来的努力。 从概念分析的方法论来看，该等研究多采取“描述 ”与“比喻 ”的方
法，以权利的内容———劳动者的利益———这一事实出发将劳动者权利进行简单的概括与分类。 这种缺
乏规范分析的立场亦有被无限放大乃至合理化的倾向 ： 认为劳动权利研究应放弃规范意义的构建 ，坚持
“以事实为依据，以现象为准绳”来划分劳动权体系，以保持权利体系的开放性。 上述“共识 ”对于劳动
者权利概念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 ： 他们将这一问题提升到国内劳动法学的核心问题领域 ，其在方法论上
的尝试为之后的研究拓展了学术空间 ： 他们注意到劳动者权利作为一种主观权利的体系化功能 ，并试图
阐述其意义脉络，但其进展却十分有限。首先，将劳动者权利的内涵“比喻 ”为人权，以权利内容来“拟
制”权利体系，这种概念建构无法凸现劳动者权利的独特意蕴 ，也无法展现概念与规则之间的逻辑顺畅
的关联意义。其次，尽管他们都关注到劳动者权利与其身份变化之间的密切关联 ，却无法深入发掘两者
之间的深层关联，迷失了劳动者权利概念构建的正确方向 。最后，如果要从学术上归结其症结，方法论
的不足是“致命之伤”。法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个别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间的意义
［8］

脉络，并得以概观的方式，质言之，以体系化的形式将之表现出来 ” 。 依形式逻辑的规则建构之抽象
概念是实现这项任务的一种普遍方法 ，并在民法典中得以充分体现，但是面对主观性权利，尤其是与主
体身份的社会评价直接相关的权利概念构建中 ，往往因为涵摄能力不足而捉襟见肘。 前述劳动者权利
研究资源中的比喻或者拟制方法就是陷入这种窘境 ： 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基础不是抽象的人格 ，
而是公民身份在雇佣劳动中的实现 ，其内涵与外延都比人权更为广阔，并有赖于社会观念的道德评价，
并非简单地逻辑推演所能透彻分析 。当抽象概念不足以掌握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 ，
转而求助于类型化的思考方式也许是明智之举 。
三、劳动者权利概念类型化构建的意义脉络
法的构造类型在发现法律的意义脉络以及理解特定法规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卡尔·拉伦茨将
构建此等类型化概念的思维步骤概括为 ： 首先，探求———由多数法规范有意义之结合状况所显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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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主导形象，然后，以此为基准来解释个别规范。该主导形象就是理解该等法律概念的基础，它的
形成有赖于法学家对法律规整整体的目的与秩序伦理的规范性评价 ，任何规则如要纳入该法律体系中
都必须配合这类评价，同时，它也为其规范性提供了正当程序。其次，类型化规范的主导形象使用主观
评价的要素显示概念的本质特征 ，评价的主观性决定了类型化的概念体系 ，可以强弱不同的形态来展现
概念的典型特征。法的构造类型是彼此相关的多数规整的集合体 ，其构成要素包含规范体系内容及其
意指的生活关系，而在它们之间建立逻辑关联的是一种复数的原则体系或者正当化事由等要素的协作 。
因此，类型化思维构建的概念体系并非依照逻辑抽象形成外部规范体系 ，而是在原则—规则—秩序之间
建立关联的内部体系。该等概念称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该等概念从法律规制的目的出发，以法律
规制的基本原则作为外部规则体系建构的基础 ，以法律规制的基本纲领作为概念体系结合的依据 ，它的
主旨不是以客观事实要素作为逻辑推演的起点 ，而是将法律作为一种价值性事实 ，以该法规范之基本纲
领来归结法的构造类型的主导形象 。通过对法律规则的道德追问，形成原则—概念—制度—秩序逻辑
［8］
融贯的法律体系 。若将劳动者权利当作“规定功能的法概念 ”，依类型化的思维步骤，其意义脉络可
这样展开：
对劳动者权利构造类型的掌握，需明确劳动法的基本宗旨，其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直接相
关。劳动者的身份变迁体现了社会制度对待劳动者的理念嬗变 ，具体到劳动法制层面就是实现劳动者
在从属关系中的公民身份，并不断完善其权力体系。 马歇尔在论述公民身份概念时，提出这样一个疑
问： 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有无法超越的界限 ？ 他认为： “问题不在于是否所有的
人最终都会实现平等———他们当然不会，而在于进步能否稳步，哪怕是很漫长地直到每一个都成为绅士
［9］
为止，至少在职业上如此。” 马歇尔之问直面雇佣劳动与现代社会宪政理念的冲突。 雇佣劳动以“合
同自由”与“所有权神圣”作为将劳动者置于受人支配的“非人 ”地位的正当理据，而这显然与“人生而
平等之”的现代宪政理念相冲突。马克思给出的废除私有制的改革“药方”与社会结构变迁所能承受的
压力相比，似乎“猛烈”了些。现代社会劳动关系规制的问题意识集中于 ———在不变革或者不根本变革
现有所有权体制的前提下，如何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 马歇尔给出的改善计划是在劳动关系中重建劳
动者的公民身份。他认为公民身份是由公民的自由权利 、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复合的范畴 ，它们共同完
善了个人作为社会共同体完全平等的一员所必需的权利 。据此，劳动者的公民身份旨在实现处于从属
地位的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之内成为社会平等的一分子 ，简言之，在劳动关系中，劳资之间不再是古老的
主仆关系，而是相互合作的平等公民关系。只有当劳动者被当作平等公民来对待 ，而不是被当作“劳动
动物”或者“仆人”来对待，劳动关系结构性的不平等与社会正义之间才有可能相容。 实现劳动者的公
民身份，需要将权利规范与其身份的内涵相联系 ，才能构建出与劳动法规宗旨协调一致的权利体系 。
致力于公民身份构建以实现社会结构实质公平是社会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共识 。劳动者公
民身份作为劳动者权利类型化构建的“主导形象”，既体现客观的历史经验，也蕴涵社会观念的评价，因
此，构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的劳动者权利之意义脉络可以细化为几个层次分明又彼此联系的问题：
（ 1） 如何划分劳动者因在劳动关系中身份的多重性 ———作为“自由人”、“政治人 ”乃至“社会人 ”而产生
的利益群？ 作为权利的内容，劳动者的公民身份与其何种利益密切相关，并如何影响其公民身份的实
现，是判断权利赋予时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 2） 劳动者公民身份的界定取决于特定时空的社会观念
对其正当性的评价标准，如何通过这种评价为构建劳动者权利规范体系的基石原则提供合理说明 ，是建
立劳动者权利概念内部体系的核心问题 。（ 3） 实现劳动者公民身份需要规范化、具体化的路径，如何将
基本原则与权利规则合理搭配，是构建稳定的劳动者权利外部体系的分析技术问题 。
四、劳动者权利规范纲领———劳动者权利概念的内部体系建构
( 一) 劳动者权利的构造类型———劳动者身份的“三重门”
劳动者的人权利益是劳动者作为人之基本利益 。劳动者成为公民，首先得确保其人权在劳动关系
领域充分实现。人权利益主要包括： 1． 劳动者的自由。自由是人的基本利益。 雇佣劳动从属性使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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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劳动成为不自由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雇佣秩序可以剥夺劳动者的自由权利 。 要使雇佣劳动不
因从属身份而失去正当性，首先必须保证劳动者是自愿从事从属性劳动 ，因此，确保劳动者的下列自由
无疑是必需的： （ 1） 择业自由。在 1944 年《费城宣言 》中，国际劳工组织确认“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
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条件下谋求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 ”。 国际劳工组织
《1964 年就业政策公约》将其拓展为具体的就业目标：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满足对
人力的需求，并解决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问题 ，各成员国作为一项主要目标，应宣布并实行一项积极的
政策，其目的在于促进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 。这些政策应保证每个工人不论其种族、肤色、性
别、宗教信仰、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如何，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并有获得必要技能和使用其
［10］
技能与天赋最大可能的机会，取得一项对其很合适的工作 。 择业自由常常受到劳动力市场竞争、歧
视以及经济周期等外部因素的客观影响 ，劳动者的择业自由需要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以及社会公共政策

的有力扶助。因此，反对歧视的法律规则、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对劳动者择业自由进行社会帮助的社
会政策都将成为保障劳动者择业自由制度设计考虑的因素 。（ 2） 人身自由。 必须保证从事从属性劳动
是出于劳动者的真实意愿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 。 国际劳工组织《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将下列
形式的劳动称为强制劳动而呼吁成员国政府禁止之 ： 作为一种政治强制或政治教育的手段 、或者作为对
待又或者发表某些政治观点或表现出同既定的政治 、社会或经济制度对立的思想意识的人的一种惩罚 ；
作为动员和利用劳动力以及发展经济的一种方法 ； 作为一种劳动纪律的措施； 作为对参加罢工的一种惩
罚； 作为实行种族、社会、民族或宗教歧视的一种手段。强制劳动使劳动者完全丧失了个人自由与尊严 ，
导致劳动者被当作奴隶或者动物来对待 ，极大地损害了雇佣劳动秩序的正当性 ，对强制劳动的禁止保证
劳动者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与雇主进行有尊严的合作 ，它禁止雇主滥用权利去损害这种自愿的真实基础 ，
并保证公权力不会将劳动者置于受奴役的境地 。规则体现为保证择业自由、辞职自由以及豁免对非法
的强制劳动纪律的服从义务等。当然，并非所有的强制性质的劳动都是非法的。 国际劳工组织《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将下列带有强迫性质的劳动排除在禁止强迫劳动范围之外 ： 根据义务兵役制的法令，
为纯军事性质的工作而要求从事的任何劳动或服务 ； 作为完全自治国家公民的正常公民义务一部分的
任何劳动或服务； 根据法院判决强制任何人从事的任何劳动或服务 ，但是这种劳动或服务系置于公共当
局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而且该人不得由私人、公司或社团雇用或安置； 在紧急情况下，即发生战争、灾害
或灾害威胁，如火灾、水灾、饥荒、地震、恶性流行病或动物流行病、动物、昆虫或有害植物寄生虫的侵害
等，总之，在一切可能危及全体或部分居民的生存或安宁的情况下强制付出的劳动或服务 ； 村镇的小型
公用事业，即由该村镇的成员为该村镇直接利益从事的事业 ，由此可视为该村镇成员应尽的正常公民义
务，但是村镇成员或其直接代表应有权要求就此类公用事业有无需要的问题和他们进行协商 。2． 劳动
者的安全。安全是人生存必需，也是法律之基本价值，维护雇佣劳动者的安全要求雇主保证合乎安全需
要的劳动条件，并努力改善工作环境，使其适应劳动者的人身健康发展的需要。 同时，禁止雇主滥用权
利，“酷使”劳动者。劳动者的安全利益包括： （ 1） 标准工时制的确定以及对夜间劳动、未成年工劳动时
间以及海员等特殊从业人员工时的限制性规定 ，以严格限制雇主使用劳动力的合法时间 ，充分保障劳动
者休息的时间。（ 2） 保护工资。禁止克扣、延迟支付以及各种变相减低工资的不法行为。 保障劳动者
对工资的自由支配，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维护劳动者生存安全与生活自由。（ 3） 职业安全和卫生以及工
作环境安全。国际劳工组织《1981 年职业安全和卫生公约》强调各成员国应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 ，把工
作环境中内在的危险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 ，以预防来自于工作与环境相关或者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事
故和对健康的危害。这使对劳动者安全利益的维护上升为雇主义务与国家的责任 。3． 劳动者的平等待
遇。反对工作中的歧视，不仅能够彰显人类尊严和个人自由 ，社会正义和社会凝聚力的价值，它的好处
超出了个人的范畴并扩展到经济和社会方面 。它有利于改善人力资源和各种才能的利用效率，从而提
高了劳动力的积极性，有利于更高的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 。反歧视在劳动世界的核心理念可以被概括
为： 将不同种族、性别、年龄和民族血统以及体能的人员聚集在一起并公平地对待他们 ，公平对待劳动者
不仅是政府责任，而且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企业、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歧视的受害者及其协会在实
［11］
现工作中的平等方面均应发挥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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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作为公民的政治权益体现为对劳动关系结构的公平决定 。公民身份的民主性以公民的自由
权利为基础。劳动者的身份从奴隶向自由劳动者的转变是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公民政
治权利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它创造了新的权利以充实已经为所有人享有的身份 ，而在于它把一切既有
权利授予了更多的人。雇佣劳动关系中雇主无疑处于统治地位 ，并因为财产所有权以及雇佣契约而获
得对劳动者的支配权。马克思在分析雇佣劳动的特征时 ，强调雇主不仅支配了劳动的过程 ，而且还决定
劳动成果的分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被划分为三个部分 ： 工资、利润
与地租，工资归劳动者所有，利润与地租则由资本家与地主所有，但是，这三个部分如何划分是由“市
场”来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者的劳动发生在商品的生产领域，在这里需要听命于雇主，劳动
成果的价值却是在流通领域实现的 ，在那里，劳动者变成了消费者，无权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那是商业
［12］
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或者地主们决定的事情 。 马克思精辟地揭示了雇佣劳动关系因为分配问题所
形成的隐而不显的不公正秩序，但这种秩序的合法性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被契约法所维护 。 劳动者
因雇佣契约而负有对雇主的忠诚与服从义务 ，也似乎使其无法“僭越 ”从属身份去参与决定本应由雇主
决定的分配问题。但是，“隐晦艰涩 ”的法理念叙述没能让劳动者安于此种境况。 他们自 18 世纪以来
坚持不懈以提升劳动条件为目的的集体行动最终获得合法性 ，这是劳动者身份变化的重要节点。 他们
因此拥有与雇主对等决定劳动条件的权力。 这种权力并未改变其在劳动中处于从属地位，而只是将
“劳动”与决定劳动条件的“行动”区分开来，形成制衡雇主滥用优势地位、破坏契约的真实自愿基础的
对等力量，它将本应属于劳动者公平参与劳动成果分配的权利还给劳动者 。 它意味着社会进步是通过
加强公民权利而不是创造社会福利 ，是通过开放市场中的公平机会，而不是实施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来
实现。政治权利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延展无疑是现代劳动法制发展的核心。《费城宣言 》确认了集体谈
判作为工人基本权利的原则： 国际劳工组织的庄严使命是在世界各国协助实施使集体谈判权得到切实
承认的计划，并认为，此原则完全适用于世界各国。这一原则是国际劳工组织多项公约的基石 。
劳动者境遇的改善无论依靠“个人奋斗 ”，还是集体行动的努力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政府与社会
组织恰如其分地介入其中，努力消除阶级差别所导致的劳动贫困 ，无论是对劳动关系的稳定，还是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都是有益而不可或缺的。它加速了社会权利被纳入劳动者公民身份结构的历
史进程。然而，以消除阶级贫困的目标的公民权利从一开始就是以“救济 ”的形式出现的。 马歇尔认
为，“社会能够直接影响不平等的模式 ，这是因为它们容许提供各种形式的救济，这些救济可能导致公
民的真实收入比其货币收入更多得多 ，当经济价值可以获得，并且作为一种普遍的公民身份权利而外在
于市场交换时，通过市场交换所形成的不平等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 。当救济不仅体现为转移支付，而
且体现为不需经过市场交易而是通过国家所管理的社会服务所提供的服务和资源时 ，情况尤其如
［13］
此” 。根据他的观点，劳动者得到社会服务的权利不仅是提高了合法的不平等责任，而且规定了某种
保障性质的限度。马歇尔描述并倡导的这种救济措施成为劳工权利发展的重要趋势，并深刻影响着今天
的世界格局。国际劳工组织《1982 年维护社会保障权利公约》将劳动者可获得的社会服务权利的范围界
疾病津贴、
残疾津贴、
老年津贴、
遗嘱津贴、
工伤和职业病津贴、失业津贴、家庭津贴等社会保障
定为： 医疗、
项目。国际劳工组织倡导会员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致力于通过经济再分配解决劳动者的贫困问题，为
劳动者生活构建社会安全网。也许是关注到自由市场经济在应对贫困问题上的进退失据，世界经济与政
［14］
治领域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应当建立一种机制，
负责保证全球的共同利益和行使经济和社会权利” 。借
助于经济援助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机制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国际劳工组织更将其上升为“体面劳动”
“社会保障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重要需要，但其潜在的益处要深远得多，在迅速变
的核心目标之一，
并认为，
化着的世界上，
社会保障能维持稳定，
使社会不安定降到最低点限度，并帮助各国更容易适应社会和政治
［14］
，
，
变化 还可以为经济做出贡献 帮助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提高效率，并使工人更易于接受变革” 。基于
此种认识，
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建设与活跃的世界经济相一致的活跃的社会保障制度。
( 二) 劳动者权利体系构建的宗旨与原则
劳动者权利构造类型是以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乃至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 ，基于公民身份所应得之
实际利益的性质划分而来。每一类型都展现了劳动者的公民身份的不同面向 ，并最终复合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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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形象，并成为法律权利的载体与基础。然而，必须指出，劳动者权利的构造类型仅是基于公民身
份的主导形象而产生的利益。这些利益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以及观念转变
或者不同国家、社会的观念差异而有所增减。劳动者权利构造类型显示出劳动者权利的本质———乃劳
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实现其公民身份所需之利益的法律手段与能力 。劳动者权利的构造类型显现出的劳
动者公民身份之生活“实像”，以此构建劳动者权利体系，需要复数性的原则加以正当化，形成一种基于
社会观念评价的内部体系。它将超越劳动者权利构造类型的个别规整 ，将劳动者权利整体规整之法律
思想和评价体系标准显现出来。简言之，阐明内部体系的基点在于解释“开放性原则 ”以及原则中显现
的评价基准。如果说，劳动者权利概念的主导形象是“劳动中的公民 ”，那么劳动权利之内部体系构建，
需要从道德观出发为劳动者的身份评价提供一种间接标准并使之成为劳动者权利体系构建原则的基
础，并将其同劳动法律制度协调起来 。从道德观层面论证劳动者公民身份及其权利的正当性就不得不
诉求于已经历史地蕴涵在法律观念之中 ，并具有相当高共识度的“权利”、“公正”、“信赖 ”等理念来丰
富其说明，而能够担当这一说明任务的则是能够把这些观念融贯在一起并揭示其丰富内涵的正义观 。
正义观与一定社会观念相联系，体现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并随之更新演进。功利主义正义观一直在英
语世界的社会制度设计、评价与改革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强调社会制度只要能够满足全部成员利益最
大化，那么，该制度就是正义的。它将社会合作看作是个人“精明 ”选择的在利益最大化前提下扩大成
为社会选择的结果，并认为正确的社会决定本质是一个管理问题 。据此评价劳动关系秩序，劳动者的权
利会被雇主利益最大化所取代。因为依照功利主义的计算，只要雇佣劳动创造出的总财富大于劳动者
利益的损失的价值，那么牺牲劳动者利益来满足社会经济增长就是划算的买卖 。 功利主义并不否定将
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制度道德性，并将其作为劳动关系自由契约规制的伦理基础 ，从而为自由雇佣制度大
开方便之门。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劳动者被当作自愿出卖自己去换得工钱的“精明 ”的个体商人，但他
决定将自己作为商品出卖给雇主之后 ，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放弃在雇佣劳动中被当作平等公民去对待的
权利。“卖身为奴”的契约自由足以使劳动者的权利在劳动关系中成为无根之木 ，当劳动者被当作商品
出卖后，他并没有打开通往自由之门，因为，“权利 ”与“劳动动物 ”不会发生任何联系。 然而，功利主义
正义观对劳动秩序的道德评价与劳动世界的理念发展并不一致 ，越来越多的人对劳动力成为商品以及
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雇佣自由秩序的道德性提出质疑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 · 索马维亚 （ Juan Soma
vie） 撰文批驳了国际社会的一些部门力推的某种流行看法 ： 低廉的劳工成本是有益的，而高昂的社会开
支应该削减，劳动力的重新安排与转包，比拥有固定劳动力更为有效，他指出： “这些社会历程，构成了
一种脆弱的全球化形势，它的发生，并非由于获得了合法性，而是由于强力所为，过去，我们已经见证了
诸如独裁和种族隔离政权等看似不能动摇 ，牢固并处于掌控之中的体系，而今天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
下，我们同样目睹一个类似思潮，但是，经过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之后，我们发现这一方面发生变化，甚
［14］
至是崩溃。” 他重申了《费城宣言》的首要价值———“劳工并非商品”。劳动不能仅仅被看作市场上我
们寄予某些“成本价值”的一种商品，诚然，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包括劳动成本计算，而劳动成本以劳

动力市场来定义，但是，在生产过程中作为成本的，同时又是人的“某种东西 ”付费，此时，正是道德 / 伦
［14］
理 / 价值观发展角色的时机 。显然，功利主义正义观并没有为劳动秩序构建提供一种正当的说明 ，对
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检讨在西方伦理哲学界广泛而深入 。罗尔斯发展出“作为公平的正义 ”观，无疑是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罗尔斯敏锐地察觉到功利主义的致命弊端 ： 在产生最大利益的前提下，容许对一
部分人的平等自由的严重侵犯，这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结构的公平。他所发展出的公平正义原则由两部
分构成： 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差别原则。这两个原则的要义是要完全平等地分配各
种权利和义务。同时，虽然容许有差别，但还是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
种职务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 ，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的利益的不平等分配 。 所谓
“公平的正义”意味着正义原则是在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的，或者说，意味着社会合作条
［15］
件是在公平的条件下一致同意的 ，所达到的是公平的契约，所产生的也将是一种公平的结果 。 比功
利主义进步的是，罗尔斯注意到正义观必须敏感于人类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平等 。 他提出公平正
义原则为解决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提供了一个利益补偿方案 ———社会的“不平等 ”必须对处于最不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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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人有利，它才是正当的。据此，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就成为劳动关系正义秩序的基础 。与功利主义对
劳动者困境彻底的冷漠不同，罗尔斯主张的正义理论强调劳资关系的规制必须有利于处于他人权力之
下的劳动者，但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虽然为论证从属性的雇佣劳动关系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可以正当存
在，却没有为构建劳资之间实质公平提供说明。 在不追求与雇主的实质平等时，劳动者是被当作“人 ”
而不是“公民”来看待，其权益范围只涉及人权，而不是更为广阔的公民权利。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在狭义契约论的基础上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修正 。他仍然坚持将处于不利地
位的人当作纯粹承受者，以分配结果来论证分配过程的正当性 。涛慕思 · 博格教授直斥这种结果主义
进路的正义理论的致命缺陷： 不管评断什么对象，唯承受者论仅考虑承受者获得多少利益，承担多少不
利而忽视了这些抗议或不利在因果链上到达承受者身上的方式 ，…… 唯承受者论不区别社会规则产生
伤害的方式，没有特别加重社会规则明令或授权产生 （ 相较于没有去防止或没有去降低 ） 的伤害。 他认
为，在社会规则做出道德评价时，要紧的不仅是这些规则是如何影响承受者的 ，还有这些规则是如何对
［16］
待承受者的 。博格教授指出： “正义”这个概念实质上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评价一个对象 （ 例如某
个人、某个集体行动者、某个机构或制度 ） 是否正义，涉及到评价这个对象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对其承
受者的对待。公正对待承受者并不等于在他们当中促进最好的分配 ———重要的是社会规则如何对待承
受者，而不仅仅是如何影响承受者。博格教授发展出的关系正义理念一改传统分配正义理论的结果主
义评价范式，转而将正义秩序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对待关系 ，制度设计不是以促进利益的最好分配
结果为要务，而是以构建公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宗旨 。与罗尔斯不同的是，博格教授认为差别原则
所提出的利益补偿方案并没有将最不利地位者作为社会平等的一分子予以公平地对待 ，它隐含着以赔
偿的方式固化处于不利地位者的不利境遇 ，从而彻底否定了他们也是平等的社会公民以及由此所应具
备的追求平等的能力。尽管博格教授论证关系正义的优越性时是以遗传病救助为例进行说明 ，但将它
运用到劳动关系领域也同样适用 ，若以关系正义评价雇佣劳动关系 ，问题意识就从保护劳动者权益转向
塑造劳动者的平等公民身份。关系正义强调劳动法律制度应公平对待劳动者 ，追求的不是通过救助或
者补偿的方式去平衡劳资之间的利益分配 ，而是要使劳动者获得与雇主对等的权利 ，使其成为劳动关系
中的公民，赋予其平等地追求公平对待的自主能力 ，而不仅仅是作为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 ”，甚至是被
酷使的“劳动动物”。关系正义理念将劳动者的权利从“人权 ”扩展到“公民权 ”，使劳动者在劳动关系
中从“自然人”上升为“公民”，它实现了在阶级差别尚存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实现宪法平等。 日本学者
野田进教授则将关系正义理念下的劳动关系规整宗旨归结为一系列复数性原则 ：
1． 对等决定劳动条件原则。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应获得与雇主平等决定劳动条件的权利 。劳动条
件是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是劳动者基本利益的载体。在雇佣劳动关系中，劳动条件的提供是雇主义务，
但由于劳资之间实际力量的不对等 ，压低劳动条件，迫使劳动者陷入贫困是雇主滥用优势地位的主要方
式，这极大地损害了劳动关系正义秩序 。关系正义理念倡导的公平对待劳动者首要的是使其获得自主
决定自身生活条件的法律能力。劳动条件如果只能由雇主决定或者由国家援助来实现 ，劳动者将始终
没有自主决定能力，当劳动者连自己该过怎样的生活都无法决定时 ，很难说他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更
不用说是公民了。然而，要使其获得与雇主平等决定劳动条件的权力 ，就必须解释它与劳动者从属身份
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 首先，现代人权法的基本理念永远不会支持“卖身为奴 ”的正当性，因此，劳动者
虽因劳动合同而应服从雇主的劳动管理 ，但并不因此失去其独立的人格。作为一个公民，劳动者之所以
服从于雇主，不是因为他愿意或不得不为雇主利益服务，他只是以“服从 ”的形式与雇主合作来实现自
身的全面发展。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反思 ，劳动过程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 ，雇佣劳
动创造的价值是由劳动者与雇主合作实现的 ，雇主虽然有权管理劳动，但却无权独享对劳动创造的价值
分配权。劳动者因其劳动理应获得与雇主平等决定分配方法的身份与权利 。 因此，公平对待劳动者首
要的是承认劳动者有与雇主平等决定劳动条件的权利 ，劳动者应当具有在不改变劳动关系从属性的前
提下，实现改造劳动关系结构使之变得公平的自主能力 。当他有能力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在劳动
关系中实现公民身份的政治权利 。可以说，对等决定劳动条件原则为劳动者政治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伦
理说明与制度构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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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护劳动者人权原则。劳动者的公民身份是自由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复合体。 对等决
定劳动条件原则是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政治权利提供说明 ，但是，此项权利的发展受到经验、政治
与经济社会的进展以及观念的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劳动者政治权利的实现，决非一日之功，但劳动
者作为人的基本利益的维护，却须臾不可无。因此，利用公权力乃至社会力量为劳动者基本人权构筑一
道“安全网”无疑是必需的。保护劳动者人权原则旨在为劳动者基本权利提供强制性保障措施 ，它与对
等决定劳动条件原则一起形成构建劳动者公民身份权利体系的基本原则 。 它包括： （ 1） 均等待遇原则：
雇主不得以劳动者的国籍、信仰等社会身份或者性别、种族等自然因素而在劳动条件决定上采取不公正
的区别对待以侵犯其合法权益。这一原则将平等贯彻到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防止雇主滥用权利限制劳
动者行使其公民权利并为塑造公平竞争秩序奠定基础 。（ 2） 排除中间榨取原则： 对职业介绍、劳动者募
集以及劳动供给等行业存在的有形或无形的通过出卖劳动力直接谋取差价的行为应予以禁止 ，还应注
意防范以差别待遇形式出现的变相的中间榨取行为 。 例如，我国目前“泛滥成灾 ”的劳务派遣业，很多
企业使用派遣劳动者而不给予其同等待遇 ，用人单位借此巧妙地从劳动者身上榨取某种差价 ，这根本不
是所谓的歧视，而是一种赤裸裸的中间榨取行为 ，应视为侵权并严厉禁止之。（ 3） 劳动者公民权行使的
保障： 劳动者因行使公民权利而向雇主请求豁免劳动义务时 ，雇主不得拒绝。（ 4） 劳动者生活自由与安
全卫生的保障： 劳动者在劳动中其人身健康安全必须得到保障 ，雇主有责任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与环
境，同时，劳动者在宿舍等雇主提供的私人处所的生活自由不受干预 ，雇主有责任保证宿舍环境适宜劳
动者身心健康。（ 5） 劳动者人格利益保护： 劳动者的人格利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雇佣机会均等、劳
动者不应受到歧视、劳动纪律不得侵犯劳动者人格尊严 、雇主不得侵犯劳动者个人隐私、雇主应定期为
［17］
劳动者提供健康检查等 。
五、劳动者权利的规则结构———劳动者权利概念的外部体系构建
关系正义倡导的“公平对待劳动者 ”的理念将劳动者公民身份的主导形象的评价标准归结为两项
基本原则———对等决定劳动条件原则与保护劳动者人权原则 ，并在劳动者权利构造类型与法律权利之
间形成内在的评价关联。然而，法律原则虽通常具有主导法律思想的特质 ，却不能直接适用于裁判，它
只能凭借具体法律制度与裁判基准 。要建立起原则与制度之间的意义关联必须借助于概念。 因此，劳
动者权利的原则与制度之间仍需要概念去沟通联系 。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权利的意涵究竟为何 ”一直是困扰法学界的难题。 权利以及其被省略的背
后所蕴涵的内容应该如何理解，是判断权利主张正当性或者说在面对权利争执时应该如何掌握众多主
张内容的真正意涵，并做出妥适且应当的判断所不可或缺的理解 ，然而，由于共同内涵中词汇的共享使
问题变得十分棘手。美国学者霍菲尔德发展出的权利分析理论为破解这道难题提出了一个纯粹法律概
念的构建方案。他认为： “权利”一词蕴涵着四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分别对应着八个概念，并以实务判例
作为分析对象，为不同的权利类型进行定性说明 。正因为他采取的分析方法不涉及价值判断而系透过
法律关系规制，对概念外延进行设定，因而避免陷入语义混淆的困境。
霍菲尔德提出的基本法律关系概念自成一体 ，定义它最得体的方法或许是先把各种法律关系纳入
下列相反或者相关的概念因素，再举例说明诸关系在个案中的分野及应用 。
相反关系
相关关系

{
{

权

利

特

权

权

力

豁

免

无权利

义

务

无权力

责

任

权

利

特

权

权

力

豁

免

义

务

无权利

责

任

无权力

霍菲尔德将其分为四类法律关系 ：
（ 1） 权利关系。他认为权利是某人针对他人的强制性请求权，而义务与其正相关，是其对应性概
念，而无权利则是与其意义相反的概念 。它意味着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请求权，债务人对其负有义务，
但不享有对债权人的任何权利。（ 2） 特权关系。 特权是某人免受他人的权利或者请求权约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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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与义务相反而与“无权利”相关。 例如，某人享有的人身自由权即为特权，它意味着没有人有权利
使其放弃该自由，或者说，他自身不负有应他人请求而放弃该特权的义务 。（ 3） 权力关系。 权力则是对
他人特定法律关系的强制性支配的能力 。质言之，权力人自主意志可以改变其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
而使自己处于支配地位的法律能力 。法律权力与无权力相反，而与法律责任相关。 法律责任是指某人
因违约或违反其承担的任何义务所处的那种不利状况 ，也可称其为职责。 权力人依自主意志为相对人
设立一个法律关系且使其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而负有某种义务 。相对人没有能力改变此项义务或者说他
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受支配地位，因此，如果他违反该义务就会承担某种法律责任 。（ 4） 豁免关系。 豁免
则是在特定法律关系中，某人免受他人法律权力或者支配约束的自由 ，它与责任相反而与无权力正相
关。这八对概念建立起一个意义单纯但外延无限广泛的概念体系 。由于它本身与价值无涉并避免了语
义混淆所引起的概念分歧，因此，将其与任何价值导向的法律原则相互嫁接都不会产生评价冲突 。选择
这样一套纯粹法 律 概 念 系 统 建 立 劳 动 者 权 利 原 则 与 制 度 之 间 的 联 系 ，使 其 成 为“规 定 功 能 的 法 概
念”———劳动者权利系统，形成原则—概念—规则—体系逻辑自洽的法学体系是十分恰当的 。
( 一) 对等决定劳动条件的权利体系
劳动关系从属性使劳动者在劳动条件决定中实际处于不利地位 ，他的自主意志有可能因为其身份 ，
或者雇主滥用权利或经济社会变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被削弱 ，考虑到劳动条件决定劳动者的生活境
遇及其尊严，有必要通过法律制度赋予其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的法律能力 ，这是劳动者公民身份的政治
权利实现的必然要求。对等决定条件原则旨在赋予劳动者与雇主实际对等的力量来形成公平的劳动条
件，它的可能性是由劳动关系组织性的事实特征决定的 。雇佣劳动以机器化大生产为基础 ，客观上决定
了劳动过程不是由单个劳动者，而是依靠劳动者组织合作完成。劳动过程的组织化形成其对劳动者组
织的依赖性，只要劳动者组织拒绝劳动，那么整个生产系统将陷入瘫痪，劳动过程也就无以为继，当劳动
停止时，利润也就无从谈起。雇主将承受沉重的打击，因此，雇佣劳动组织性特征使劳动者具有以劳动
团体与雇主对等决定劳动条件的能力 ，它需要下列法律权利系统的支持 。
1． 劳动者特权———团结权。国际劳工组织《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 》强调工人有权
不经事先批准建立和参加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 ，工人组织有权制定其组织的章程和规则。 充分自由地
选择其代表，自行组织和安排活动计划，这种劳动者为实现维持和改善劳动条件而组成的暂时或者永久
性代表团体的自由权利，劳动法称之为团结权。就权利的性质而言，它可以被归入劳动者的特权范畴。
因为特权与义务是相反而与无权利相关 ，劳动者团结为自治组织的权利不应受到不当干预 ，也不应使其
因此而承担义务。国际劳工组织《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公约》对此做出回应： 工人应享有充分的
保护，以防止在就业方面发生任何排斥工会的歧视行为 ，这种保护应特别应用于针对含有以下目的的行
为： 将不得加入工会或必须放弃工会会籍作为雇佣工人的条件 ，由于工人加入了工会或者在业余时间或
经雇主评价可在工作时间参加了工会活动而将其解雇或以其他手段予以打击 。
2． 劳动者的权力。劳动者以团体组合为主体与雇主对等决定劳动条件的法律能力 ，即为劳动组织
之权力。这种权力的产生与运用有不同的法律制度构造 ： 首先，是集体谈判与集体行动权制度。集体谈
判权是指劳动者组织与雇主就劳动条件维持与提高展开磋商 ，并达成合意的权力，它赋予劳动者组织与
雇主对等的法律地位，使劳动者组织有能力与雇主平等控制劳动过程 。如果，雇主同意与劳动者团体进
行平等谈判并达成合意则罢，如若不能，劳动者有权采取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权是劳动者团体在集体谈
判请求被拒绝或者谈判破裂时采取瘫痪劳动过程的对抗性行为 ，以迫使雇主提高或者维持劳动条件的
权力。集体行动权是保护集体谈判而派生的权力 ，其表达方式是劳动者的争议行为： ①罢工： 劳动者拒
绝履行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直到集体谈判成功才重新开始。②联合抵制： 旨在将雇主排除出经济活
动为目的的集体行动，一般只有大型工会做得到。他们可以采取强制本工会会员或者呼吁其他工人团
体不与其抵制的雇主签订雇佣合同 ，使该雇主招不到工人而被驱逐出某劳动市场。 ③占领企业与封锁
企业。前者是指工会占领工厂迫其停工 ，后者则是工会采取措施切断该企业与外界的联系 。例如，封锁
［18］
为供应商和自愿劳动者提供的通道等 。主要表现不仅于此的争议行为使劳动者的集体行动获得威
慑雇主的力量，这对于改变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无疑立竿见影 。然而，由于这种权力的运用对劳动秩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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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甚巨，且极有可能有损社会秩序安定，因此，集体劳动关系法一般对该权力规定了严格的程序 ，并对滥
用该权力的不当劳动行为予以惩处 ，使劳动者权利保障不至于矫枉过正。 集体谈判与集体行动权秉承
“底线依赖”的互惠理性，它体现的是狭义契约论的交换正义 。 它所采取的劳资对抗的形式并非实现劳
资平等决定劳动条件的唯一途径 。现代劳动关系发展中民主参与形式在劳动条件平等决定中发挥了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劳动者的民主参与，一方面包括对企业与公司特殊事项的参与决定 ，另一方面则是对
公司生产性财产与利润性财产分配的参与决定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参与企业和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
权力，此种管理模式或可称之为“劳资共决制”。劳资共决多在企业或者公司一级的企业委员会等特别
机构实施，而当某种事项超出了公司与企业的范围 ，上升到行业层面时，只能交由集体谈判或者由国家
或者社会等第三方力量介入的社会协商机制解决之 。简言之，劳资共决是企业范围内劳资之间共同决
策的民主管理制度。它使劳动者“和平 ”地享有劳动条件的决定权，此时，劳动者被当作雇主的伙伴而
不是其“仆从”来对待，但是，这种民主参与管理的制度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劳资冲突 ，当劳资矛盾超出
企业层面时，当然可以借助劳资竞争的集体谈判来解决，但也可以寻求例如“三方机制 ”等社会力量介
入来解决社会共同参与劳动条件决定的形式 。
3． 劳动的豁免。劳动者在集体行动时得豁免其承担的劳动义务 ，不应因进行集体行动承担拒绝劳
动的法律责任。
可见，对等决定劳动条件原则的具体化是通过劳动者的团结权 、集体谈判权与集体行动权来实现
的。团结权是劳动者的特权，集体谈判权与集体行动权是劳动者的权力，在劳动法上，它们统称为“劳
动三权”。它赋予劳动者与雇主平等决定劳动条件，改变劳动关系中不公平对待的阶级关系的法律能
力，因此，对等决定劳动条件原则下的集体劳动权利体系是劳动者特权与权力的复合结构 ，它是使劳动
者公民身份的政治权利范畴得以具体化的法律路径 。
( 二) 劳动者人权保障体系
A． J． M． 米尔恩在他的那本著名的人权论著中强调 ，既易于理解又经得起推敲的人权概念只能是一
种最低限度标准的观念，这种观念必须与人的多样性相协调。 他将“人性 ”作为人权的道德基础，认为
把所有的人都是人类共同同胞这一基本平等原则纳入共同道德并将其作为人权观念的最低限度标准 ，
［19］

充分体现了关系正义的公平对待的道德观

。 据此，当劳动者人身处于雇主控制之下时，保障劳动者

的自由与安全等人格利益是构建劳动者公民身份的基础 。（ 1） 劳动者的特权。 自由是人权的基本维
度，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特权范畴，不应对其附加任何义务。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就是他最主要的特权，应
受到法律的强制性保障，《禁止强迫劳动公约 》将“自愿劳动 ”作为劳动者人身自由受限的唯一合法依
据，它意味着只要劳动者不愿意为雇主劳动 ，那么他的人身自由就应该全面恢复，不必征得雇主同意。
最能反映劳动者特权的制度是劳动者辞职违约金的禁止规则 ，劳动者辞职只要履行法定程序，即可产生
消灭劳动关系的法律效果，不需要雇主同意。 这之所以不是权利而是特权，因为它基于人身自由而产
生，而不是基于劳动合同的契约权利 。如果劳动者辞职须征得雇主同意 ，可能形成变相的强制劳动。既
然辞职是劳动者的特权，那就不构成违约，也就无从谈起违约金了。 除此而外，劳动者的择业自由以及
不受歧视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人权利益也可以纳入特权保护的范畴 ，它不应被附加任何法律义务并
受到法律的强制保障。（ 2） 劳动者的权利。 依据劳动合同，劳动者给付劳动就有向雇主请求给付劳动
条件的权利。这是基于契约的请求权，因为，它的实现有赖于雇主的积极作为，但劳资关系结构的不平
等使劳动者很难根据合同自由秩序实现该等权益 。因此，通过国家法定基准强制保障劳动者最低限度
的生活条件就成为劳动者人权利益实现的基础 。
综上所述，劳动者权利的外部体系在关系正义原则之下形成对等决定劳动条件权利体系与劳动者
人权保障体系的分野。前者的权利构造是以“特权 + 权力 ”的模式，属于劳动者的政治权利类型，后者
的权利构造则以“特权 + 权利”的模式，属于劳动者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类型。它们共同构成了劳动者
公民身份的权利规范体系，所不同的是，对等决定劳动条件权利体系赋予劳动者以自主行动改变劳动关
系结构的权力，形成劳动者公民身份权力塑造的模式 ，而劳动者人权则要依靠法律强制保障，形成劳动
者公民身份的权利保障模式，它们共同构成互为因果又不可或缺的劳动者权利的外部体系 。
76

曹

燕: 反思与重构: 劳动者权利概念的类型化研究

参考文献：
［1］薛长礼． 劳动权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22．
［2］［美］霍菲尔德． 基本法律概念［M］． 张书友编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18．
［3］冯彦君． 劳动权论略［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 1) : 168．
［4］秦国荣． 劳动权的权利属性及其内涵［J］． 环球法律评论，
2010，( 1) : 62．
［5］王旭． 劳动、政治的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J］． 中国法学，
2010，
( 3) : 76．
［6］常凯． 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M］．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7］陈步雷． 类型化与开放性: 劳动权利体系若干理论问题［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05，( 6) ．
［8］［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37．
［9］［英］T． H． 马歇尔，安东尼 · 吉登斯．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 郭忠华，刘训练编译． 南京: 江苏人
2008． 8．
民出版社，
［10］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 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 ( 1919—1993) 》第 1 卷［M］． 北京: 国际劳工组织，
1994． 378 － 389．
［11］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 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 ( 1919—1993) 》第 2 卷［M］． 北京: 国际劳工组织，
1994． 252 － 258．
［12］［德］马克思． 资本论( 第 3 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 人
2004． 921．
民出版社，
［13］［英］特纳． 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M］． 郭忠华，刘训练编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16．
［14］体面的劳动［M］． 北京: 国际劳工局，
1999．
［15］［美］罗尔斯． 正义论［M］． 何包刚等译．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0．
［16］［美］涛慕思· 博格． 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M］． 刘莘，徐向东等译． 北京: 译文出版社，2010．
483．
［17］［日］菅野和夫． 法律学讲座双书———劳动法( 第七版) ［M］． 东京: 弘文堂书房，
2005． 128 － 142．
［18］［德］杜茨． 劳动法［M］． 张国文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611．
［19］［英］A． J． M． 米尔恩． 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 夏勇，张志铭译． 北京: 中国大百
1995．
科全书出版社，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the Types of Laborers’Rights Concept
Cao Yan
（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Xi’an，Shannxi 710063）
Abstract： Labor law is the legal system to establish the rights of workers． The laborers’rights concept is the
core concept of labor law． Existing research resources have been limited by methodology so that the progress is
not much．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harmony and external stability of laborer’s rights concept system should follow the legal types of thinking process，making the outline of the laborer’s rights in the legal system as“provisions of function concepts”． It must clearly express the principles and norm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odes． The dominant image of a type of workers’rights should express its normative meaning through right
“element”structure to make the principle and the system well proportioned，so that the labor law order and
basic idea can be carried deeply into workers’rights norms system，forming an external stable right system．
Key words： laborers’rights； concept； the legal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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