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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之探讨
陈静忠
（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要： 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以过错责任为标准 ，表现是： 过错责任构成要件为一般规定，无过错责任
为特例。其对侵权行为的一般性规范作用不能完整体现 。对侵权责任中的客观构成要件与主观价值判
摘

断进行甄别，以客观构成要件之共性为前提，主观价值判断即归责依据的多样性为核心，提升该理论的
概括性，完善其作为侵权行为基本行为制度的指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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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26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
对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的相关制度作了统一的规定 ，使其从债法中脱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侵权
责任法体系。这既有利于实现侵权责任法权益救济的功能 ，也便于人们准确把握立法内涵，促进法律的
实施。在理论上，我们一直基于过错责任的传统，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限于过错责任构成要件，以特殊
侵权行为列举的方式限制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范围 ，强化过错责任的地位，弱化无过错责任的作用。 同
时，在制度建设中，把主观之外的侵权行为的形式要件与主观的过错归责原则统一起来 ，进行普遍性研
究，忽略其他种类的侵权行为的责任构成要件 ，构建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侵权责任构成理论，在认识
论上似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 。特别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和无过
错侵权行为快速扩展的现代社会 ，过错责任构成难以完整体现责任归责制度的指导功能 ，不能完整发挥
侵权责任构成理论的一般性作用 。
一、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就是责任归责制度发展变化的过程
（ 一） 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发展
侵权行为法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在奴隶制社会早期的法律制度中 ，
侵权行为法就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从公元前 1250 年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 》到公元前 450 年古罗
马的《十二铜表法》，都涉及了一些有关侵权行为的规定。 但那时的责任承担是基于道德的情感，以最
简单的公平观对待侵权行为，采取了结果责任的方式判断侵权责任的承担 。 并沿袭了氏族社会血亲复
仇、同态复仇的习惯，实行赔偿强制。《汉谟拉比法典》第 197 条规定： “倘彼折断自由民（ 之子 ） 之骨，则
应折其骨。”《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 2 条规定： “如果故意伤人肢体，而又未与 （ 受害者 ） 和解者，则他本
身亦应遭受同样的伤害。”结果责任就是不考虑行为人主观是否存在过错 ，只要行为造成了损害就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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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责任。史尚宽先生亦称之为原因主义，“古代法律，采用原因主义，以有因果关系之存在即足发生赔
［1］
偿损害之责任” 。结果责任与近现代民法中的无过错责任在性质上极其相似 。 在结果责任占主导地
位期间，已有过错责任的萌芽。如《汉谟拉比法典》第 24 条规定： “倘生命被害时，公社与长老应赔偿其
亲族银一明那。”但其仅具偶然性，难以动摇结果责任的统治地位。
随着罗马社会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 ，理性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罗马私法得到了长足发展。原有
结果责任虽然能实现对受害人的补偿功能 ，但并不能真正增强社会的责任意识 ，反而阻碍了人们参与经
济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因为人的活动就意味着承担责任的可能 ，而不管你是否有过错。于是为了
保障人的行为自由，给人的行为以最小的限制，过错责任开始出现。 罗马法时期，私犯制度也有了比较
完善的体系，与近现代的侵权行为相比，虽然适用的范围存在差距，但在性质上并无太大区别。 在私犯
的构成要件上强调了行为人的过错。 公元前 287 年制定的《阿奎利亚法 》包含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以过
错为构成要件的损害赔偿制度，经过大法官们的发展，过错责任成为确认私犯的一个基本准则。1804
年的《法国民法典》第一次把过错责任作为一般性规定写入其中 ，真正确立了过错责任在民法中的支柱
地位。随后，《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等相继确认了过错责任。 过错责任就是
将过错作为归责的准则，强调损害与赔偿责任并不具有必然联系，有过错就有责任，无过错就无责任。
它释放了被结果责任制约的人的行为自由 ，在行为自由与权利救济之间暂时寻求到一种平衡 。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飞速发展，法人制度普遍适用，许多高度危
险的行业和行为不断涌现，由此造成的非过错性损害行为也越来越多 ，而要让受害人证明侵害人的过错
则愈发不可能，受害人的赔偿请求难以得到实现 。为了保持法律的权利平衡，人们试图通过扩大过错责
任的适用范围，以过错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来满足侵权行为发展的需要 。 但其解决纠纷的范围
仍然有限，对越来越多的工业损害则难以适用。 于是，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人们通过判例，在矿山事
故、交通肇事等侵权纠纷中，开始突破过错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 》均有
19 世纪中后期，无过错责任得以确立。1838 年，《普鲁士帝国铁路法 》规定了无过
无过错责任的体现，
错责任。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通过判例确立了严格责任。 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
进入了多元时代。在立法模式上，无过错责任主要以判例的形式和单行法的规定出现 。 与结果责任相
比，这是一个矛盾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无过错责任在质上已经超越了结果责任 ，其适用对象的范围更广，
复杂性更高。但长期以来，由于过错责任形成的主导地位，无过错责任往往以特殊侵权行为的方式列举
出来，人们更注重对过错责任构成要件的研究 ，无形中使二者在认识上处于不同的层面 。
（ 二） 侵权行为法发展的核心是责任归责制度的发展
1. 客观的损害事实是侵权行为的共同前提
结果责任和和无过错责任以加害结果作为判断责任承担的依据 ，奉行有损害就有责任，有责任就有
赔偿的归责准则。损害既是结果责任的判断标准，也是其侵权行为的客观表现。 过错责任则以主观过
错为依据，实行有过错就有责任，有责任就有赔偿的归责准则。也就是说，根据过错责任的规定，有损害
不一定有责任，也就不一定有赔偿，损害结果只是过错侵权的一个表现，而且是它必不可少的要素。 损
害只能借助其他要件才能确定责任的承担 。作为损害结果这一直观而又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任何
侵权行为均不可或缺的。从静态看，结果就是行为的最终表现，它是一个单一的客观形式。 从动态看，
结果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由因到果的过程，不论是一因一果、一因多果、还是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因果
性是结果的实质。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侵权行为的客观表现来看，加害行为是加害结果的
原因。没有无原因的结果，也没有无结果的原因。鉴此，史尚宽先生也将结果责任称之为原因主义 。从
法律对行为的调整来看，法律首先考虑的是体现为客观表现的行为 ，而不是行为内在的人的主观形式。
行为的共性是对法律调整的各类行为进行划分的依据 。虽然人的主观恶意可以使合法变为非法，主观
善意也可以使非法行为正当化，但“法律的起始点是，责任应当取决于行为和精神状态，而不是行为的
［2］
理由和动机” 。行为是法律的出发点，不同的行为是不同的法律规范的基础 。 在侵权行为法中，侵权
行为是侵权法调整的前提，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要构成侵权 ，须具备动态的结果，即加害行为、加害结

果和二者的因果关系，这一个客观的过程构成了侵权行为的客观要件 。 李开国先生将这个客观存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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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客观构成条件，从客观性方面提升了侵权责任构成理论的普遍性 。 无论是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
任均以此为归责的事实基础，两者之间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
2. 归责制度是侵权行为法发展的核心
从侵权行为法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 ，人们对结果，即加害行为、加害结果和二者的因果关系所构成
的客观事实的认识始终是一致的 。而发生变化的是基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衍
生的不同的主观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 。古代社会匮乏的物质文化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了以人类
的本能情感为基础的价值观，结果责任作为侵权责任的归责依据也就成为必然 ，它体现了以牙还牙的古
代社会公平观，常常表现为野蛮的同态复仇形式 。它对于人们对所遭受的不法所做出的反应 ，就是“在
激情的盲目中忽略了过错要素……基于身体损害的同态复仇或者赔偿强制对于无过错的人和有过错的
［3］
人都同样适用的” 。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理性主义和权利本位思想的确立，自由与平等成为引领私
有制发展的旗帜，结果责任的专制和残酷约束了人的积极性 ，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罗马法时期的
《阿奎利亚法》开始推行过错责任，到《法国民法典 》真正确立过错责任的主导地位，充分体现了对人的
自由和权利的尊重，也激发了人类的能动性。生产的私有化，需要对责任进行限制以维护行为的自由，
保护加害人的利益。生产的社会化则要求法律在一定范围内承认损害的合理性 ，容许损害的存在。 过
错责任以无过错就无责任的主观归责制度否定了有加害事实就有责任的客观归责制度 ，实现了对行为
自由的充分保护。过错责任也成为了近代民法的一大支柱 。耶林对过错责任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
将过错作为法律责任的衡量标准贯穿于所有以损害赔偿为主的法律关系是古典法学的一个伟大创举 ，
［4］
因为“导致损害赔偿义务的不是损害，而是过错” 。但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工业致损的纠纷
日益增多，矛盾愈发突出。工业文明助推了私有制的发展，使两级分化也进一步加深。按照传统的过错

责任也难以实现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要求 ，法律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面对工业化带来
的各种危险和产生的各种损害，即使人们采取了最为完备的防范措施，这类损害也是无法避免的。 因
此，必须另辟蹊径，建立相应的救济补偿机制，尽可能减轻损害后果。于是，过错责任的主导地位受到了
挑战，其对责任构成的决定作用被削弱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和客观化的趋势 ，在延
续过错责任及其适用范围的同时 ，一方面，扩大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采用过错推定的形式，另一方面，
确立无过错责任准则，更多是在特别法中规定无过错责任 ，逐渐扩大无过错责任的赔偿范围，以适应工
业化发展的需要，保护受害人利益。结果责任遵循的是一种感性的绝对公平 ，无过错责任与过错责任互
补，追求的是相对公平，并调整着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 。
可见，从结果责任到过错责任，再到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法始终围绕着责任的归责依据在发展 ，其
核心在于是否以主观过错为标准 ，以及各归责制度的适用范围。其演进历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否定之
否定过程，也揭示了归责制度在侵权行为法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
二、传统立法与侵权责任构成理论
（ 一） 法国立法与侵权责任构成
侵权行为在《法国民法典》中被称为加害行为与准加害行为。《法国民法典》对侵权行为的规定，采
取的是概括式的立法模式，以一般性条款对侵权行为作了规定 。条文主要规定在民法典第三卷第四编
第二章“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仅有 5 个条文（ 第 1382 条至第 1386 条） 。 其中，第 1382 条规定： “人
的任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因其过错致该行为发生之人有义务赔偿损害。”第 1383 条规定： “任何
人不仅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而且对因其懈怠或疏忽大意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该两条
规定从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不作为两方面对自己行为的过错责任作了抽象概括的规定 ，使过错责任作
为一个抽象的原则被确立起来。第 1384 条至 1386 条规定的是非自己行为的过错推定责任 。 法院在适
用第 1384 条第一项时，创制了无过错责任。在法国，无过错责任多由判例创设，立法较少，主要规定在
一些特别法中，如法国的《民用航空法》、《矿业法 》。 法国的立法模式是首先在其民法典中规定了抽象
性的具有指导作用的过错责任。这无疑确立了过错责任的主导地位。 其次是通过判例和特别立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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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无过错责任。虽然立法是朝着多元化归责原则方向发展 ，但民法典与判例法、特别法之间形成的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感性差异，在理论认识上使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之间也形成了一个主次关系 。
（ 二） 德国立法与侵权责任构成
德文把侵权行为称作不被许可的行为。《德国民法典》对侵权行为的规定，在一般概括与个别列举
之间采取折中的立法模式。 条文主要规定在第二编第七章第二十五节“侵权行 ”，共有 31 个条文 （ 第
823 条至第 853 条） 。其中，第 823 条规定： “（ 1） 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
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 。（ 2） 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者，
负相同的义务。如果根据法律的内容并无过失也可能违反此种法律的 ，仅在有过失的情况下，始负赔偿
义务。”第 826 条规定： “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对他人施加损害的人 ，对他人负有赔偿义务。”德国
民法列举了三类典型的侵权行为 ，并对它们分别作了概括性规定，其中的共同之处是突出了行为的主观
过错，并无无过错责任的规定。在德国，无过错的严格责任的发展采取了特别立法的模式 ，自 1900 年以
来，德国相继制定了产品质量法、环境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特别法。 虽然德国在侵权行为的概括
式规定上与法国不同，但在确立过错责任的一般性作用和主导地位 ，以及一般规定与特别立法互补的立
法形式上是一致的。它们在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中都坚持了过错要件 。
（ 三） 日本立法与侵权责任构成
日本民法将侵权行为称为不法行为。《日本民法典 》在第三编第五章规定了“侵权行为 ”，共有 16
个条文（ 第 709 条至第 724 条） 。其中，第 709 条规定： “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之权利或法律上之利益
者，负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除了一般性规定外，还列举了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的监督者责任、雇
用人责任、定作人责任、动物占有人责任等特殊侵权行为。 其中第 717 条关于土地工作物的占有人、所
有人的责任的规定，对所有人适用的应为无过错责任 。在汽车损害赔偿保障法、制造物责任法中则以危
险责任为基础。《日本民法典》借鉴了法国和德国的立法经验。 对侵权行为的规定，采取了一般概括与
个别列举的立法模式。在一般规定上，仍然以主观过错作为其侵权行为的出发点 。
从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来看 ，民法典一般只对过错责任作原则性规定。 因民法典的基本法地
位，也就决定了这类一般规定的统领地位 。无过错责任则规定于特别法和判例中 ，也突出了特别法的特
殊性。这种立法传统形成了过错与无过错之间主次有别的理论构建 。
三、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
在古代法中，不论是我国，还是古罗马，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实际上是不作区分的。 当一个侵权行
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还要受到刑事性质的惩罚。在罗马法对不法行为作出“公犯”和“私犯 ”的区分
后，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区分才逐渐得到认同 ，并随着民法与刑法的区分而得到普遍承认。“古代社
会的刑法不是‘犯罪’法，而是‘不法行为 ’法，或者借用英语术语，就是‘侵权行为 ’法 …… 在法学的初
［5］

期，公民赖以得到保护以对抗暴力或欺骗的不是‘刑法’，而是‘侵权行为法’。”
在理论上两者的区别是很清楚的 。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是民事主体的权益，其目的是要实现对受
害人的权益救济。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则是一定的社会关系 ，其法律效果是对行为人的刑事惩罚。 前
者是私权的保护手段，属于私法范畴； 后者是公权的保护手段，属于公法范畴。同时，两者又是相互联系
的。
犯罪构成要件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 ，什么样的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 它对
认定犯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由于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凡是刑法规定的犯罪都要承担刑事责
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虽然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 ，如果法律未规定该种犯罪，行为人也
就不承担刑事责任。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决定什么样的行为能构成侵权 ，不同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侵权
责任的依据是什么。一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他人权益的侵害 ，如果他不符合相应的归责标准，或者
这种侵害是法律所容许的，行为人也不用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行为不采法定主义，而是类推适用。
主观要素在侵权行为中发挥的作用要小于在刑法中的作用 。刑法的目的是制裁破坏社会秩序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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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的行为，预防犯罪的发生。主观过错是其不可或缺的要件，其中以故意为原则，过失为例外。 过
错程度还影响着惩罚的轻重。侵权责任的目的是填补损害，救济权益，过错并不是侵权行为所必需，有
些侵权行为不以过错为要件。过错的大小一般不影响损害赔偿数额。 因为刑法是以行为人为中心，主
要关注的是罪犯而不是受害人。没有过错要件就不会有刑事责任。 侵权责任则与之相反，它的目的是
保护权益和填补损失，它更关心受害人的利益，并不是去关注过错的程度。
可见，由于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 ，调整和保护的客体和对象不一样，对主
观过错要件的认识也不同。主观过错是所有犯罪必备的构成要件 ，因而其犯罪构成理论是一元论，具有
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侵权行为则不同，虽然侵权行为的客观构成都是一致的 ，但主观过错只是判断某类
或某几类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 ，并不是一切侵权行为都应具备的要件 ，它对侵权行为的构成不
具有一般性意义。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在外延上的互补 ，才能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完整的归责
体系。
四、对侵权责任构成理论普遍性的思考
不论是侵权行为法还是侵权责任法 ，其内容都应由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两部分构成 ，侵权行为包括
侵权行为的客观构成要件、归责制度、抗辩事由和相应的侵权行为，侵权责任则主要规定侵权责任的承
担方式等内容。
（ 一） 关于过错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个性和共性
我国大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有三要件说 ，有四要件说。其中，王利明教授主张损害事实、因果关系
和过错组成的责任构成三要件说 ，张新宝和杨立新两位教授主张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
组成的责任构成四要件说。过错责任构成要件是侵权行为责任构成理论的核心 。这继承了大陆侵权法
的传统。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其民法典中的侵权行为均以主观过错为基本判断标准 ，确立了过错责任
的主导地位。法律条文的表述包括了侵权行为的客观事实判断和主观价值判断 ，即客观构成要件和主
观过错归责原则。以判例和特别法创立的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相应地则处于次要地位 。反映在理论
研究中，也突出了这种主次差异。这也是长期以来过错侵权行为范围相对比较广造成的 。 但在现代社
会中，基于工业化产生的工业损害纠纷越来越多 ，虽然在类型上还较有限，但也呈现发展的趋势，而且，
这些类损害造成的损害范围越来越广 ，损害价值越来越大，伤害的权益主体宽泛，其适用范围和适用率
甚至超过了传统的过错责任。对这类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就是不考虑行为主体的主观状况。 在
民法典中仍然以过错要件构建一般性的侵权责任构成理论 ，其实也不再具有共性。“故意或过失非属
侵权行为概念所必要，侵权行为的成立不以故意或过失为要件的亦属有之 。 侵权行为的本质在于侵害
［6］

他人权益的不法性。” 在理论上将侵权行为的客观构成要件与主观价值判断区别开 ，把主观要素纳入
归责制度这个框架进行研究，既可以形成侵权行为客观基础的一般性地位 ，又可以提高归责制度的整体
地位，充分发挥归责制度的指导作用。 无过错侵权行为的发展趋势，已经削弱了过错责任的作用和地
位，过错不再是一切侵权行为的共同要素 。况且，侵权行为客观构成要件与主观归责原则的关系就如法
律行为的成立与效力关系一样，“法律行为的成立，属于事实判断问题； 法律行为的有效，属于价值判断
［7］
问题” 。
（ 二） 关于过错要件和过错归责原则的关系
过错责任构成和过错归责的关系是侵权责任构成理论的一个基础 。 过错是主观要件，过错归责是
用主观价值判断来衡量责任的承担 。 这是否是主观决定客观，是主观价值判断决定客观构成要件呢？
唯物辩证法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任何意识的结果都源于客观存在。 无论
是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它们都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产物 ，而是根据每个社会具体的经济、政治、文
化的客观状况，结合具体的个案，提炼出来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准则。 过错归责原则既是归责依据，
也是侵权行为划分的一个标准。它相对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存在。 如果没有无过错侵权行为的存在，
过错归责和过错要件只不过是同语反复 ，没有任何意义。同样，过错责任以侵权行为的客观构成要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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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既然过错要件已经确定了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 ，在过错侵权中抽象出过错归责准则又有什么价值
呢？ 过错归责原则来源于过错责任中的过错要件 ，当过错不再是侵权责任承担的唯一标准时 ，过错归责
原则则成为决定责任承担的依据 ，过错要件也就上升为过错归责原则 ，不再是侵权行为的共同要件。过
错责任构成和过错归责原则的关系就是具体与抽象的关系 。因此，区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客观事
实判断和主观价值判断，以具有共性的客观构成要件为基础 ，以多元化的价值判断为核心构建完整的归
责制度，可以加强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归责制度的概括性 。
（ 三） 关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在侵权行为法中的地位
从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发展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归责原则作为主要的归责标准判断侵权责任的承
担。古代社会以结果责任为主，从罗马法开始，到近现代民法，则以过错责任为主导。 而今归责原则呈
客观化、多元化趋势。从侵权行为法的实质看，就是侵权行为法保护什么样的权益，其保护对象通过主
观的归责原则表现出来。结果责任和无过错责任是以权益救济为目的 ，填补受害人的损失，惩罚加害
人。过错责任虽然也有权益保护的功能 ，但实质是为了阻止结果责任的泛难 ，给人们的行为以合理的空
间，就是为了保护人们的行为自由。损失填补和行为自由成为不同的价值选择 ，而两者之间的平衡则是
侵权行为法追求的目的。“侵权行为法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构建法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矛盾关
［8］

系。” 因此，将无过错责任置于与过错责任同等重要的位置是侵权行为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可以
进一步完善归责制度。仍然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处理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关系则有失偏颇 。
（ 四） 关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与侵权行为客观构成要件
侵权责任构成理论统领了责任构成 、归责原则和抗辩事由，也决定了它针对过错责任的单一性，使
其难以真正总揽其他归责原则和行为 。按照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的划分，以侵权行为作为承担侵权责
任的基础，可以形成一个容纳侵权行为客观构成要件 、归责制度、抗辩事由和相应行为的侵权行为体系 ，
并与侵权责任体系相对应。长期以来，侵权行为是在债法中进行规范的，侵权是债的一种根据，侵权之
债属于法定之债。侵权行为是原因，以损害赔偿形式出现的债是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具体表现 。据此，
有侵权就有损害赔偿，有损害赔偿就有债。但事实上，侵权不应该是一个狭窄的概念。侵权与责任不具
有必然性。一个客观的侵权行为只有在主观上符合一定的归责原则时 ，行为人才承担侵权责任，才与相
对主体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 。损害是事实，过错与否是标准。为了维护人们的行为自由，法律
容许一定的合理侵害。在无过错责任产生之前，工业损害并不是未侵权，而是在客观的侵权事实面前，
过错责任难以让加害人承担责任 。此时，需要法官作出判断的不是他是否侵权 ，而是他应否对他的侵权
行为承担责任。正如刑法对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规定一样 ，一个人的行为可能符合犯罪构成 ，属于犯
罪，但他不一定承担刑事责任。因为刑法实行的是罪行法定原则。更何况侵权行为采取的是类推适用
原则。特别是在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多元化的时代 ，用债来定义侵权行为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 侵权行
为客观构造要件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 ，侵权责任承担与否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况且，侵权责任构成要
件不仅具有过错要件单一的有限性 ，而且，其严谨性有待确定。“因为就责任而言，即使有了这些构成
要件，也还要考虑抗辩因素、责任能力 （ 在国外侵权行为法中，责任能力是加害人承担责任的一个重要
［9］
考虑因素） 等，因此‘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概念在此处具有不周延性。”
此外，侵权行为是侵权责任的客观前提 ，侵权责任是侵权行为的结果，归责原则是连接侵权行为与
侵权责任的桥梁。由于人的行为的个体差异和社会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化 ，将行为和责任整齐划一，形
成一个统一的模式是不可能的。但其客观表现具有共同的模式，那就是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
系。这并不是将侵权行为作为侵权行为本身的构成要件 。这是法律对侵权行为与其他行为进行甄别的
必然要求，也是归责制度存在的基础。归责制度依侵权行为客观构成要件而存在，没有这一客观事实，
归责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归责需要判断的对象，通过归责原则的适用，也使其成为划分不同侵权行为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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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Theory of Tort Liability
Chen Jingzhong
（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Institute，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ort liability is formed based on fault liability． The presence of fault liability is a kind of
general regulation，while no-fault liability is a kind of special provision． no-fault liability cannot completely represent the general standardized function of tort liability． This thesis aim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objective
elements of tort liability and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of value judgment，premised with the similarities of the objective elements． Based on the subjectiveness of value judgment and the diversity of liability，the author tries to
improve the high generality of this theory and complete the domain role of tort liability as a basic behavior system．
Key words： tort liability elements； objective elements； liability fixation system； fault liability； no-fault liability

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