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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体育运动伤害民事责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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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大学校园体育运动伤害事故频发，危害在校学生健康，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针对大学校园
体育伤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应当加强校园法治建设，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大学校园体育运动伤害纠
摘

纷，正确适用法律，确定学校责任、第三人责任以及受害人自己责任，正确平衡教育机构、受害学生和全
体学生的利益，创建和谐安宁的大学校园环境，确保大学生群体的人身安全。
关键词： 大学校园; 体育运动伤害; 侵权; 责任
中图分类号： D923．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3275（ 2013） 05 － 0174 － 07
*

近年来，大学校园体育运动伤害案件不断发生 ，亟须加强校园法治建设。本文试从民法的视角探讨
大学校园体育伤害侵权行为的类型与特点 ，并归纳此类案件中各民事责任主体间的责任划分规则 。
一、大学校园体育运动伤害案件概况
近年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①、广州某体育学院②、陕西科技大学③、新疆石河子大学④等多所高校发
生了学生在校内游泳时溺亡的事故 ，其中就包括在体育课上发生的损害 。2012 年 4 月 23 日，西安交通
大学城市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在体育课上突然晕倒，医院抢救无效后不治身亡⑤。同年 12 月 10 日，上海
杉达学院一名大二男生在篮球课上突然倒地猝死 ⑥。 几天之后，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体育专业大一
学生在经过一系列日常的体育测试和锻炼后突然昏厥 ，最终抢救无效死亡⑦。 近年来大学生参加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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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不断发生伤亡事件，令人惋惜，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
对这一民法问题进行研究，主要是考虑到此类案件的频繁发生对学校教学 、管理的重大影响以及对
校园、社会秩序的较大冲击，寻求民法上的妥善处理办法，加强对学生安全的保护。此外，在目前的司法
实践中，受害学生一方主张医疗费、残疾生活补助费等损害赔偿数额巨大 ，超过百万的案件并不少见，一
旦认定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则会造成教育经费的巨大消耗，导致取消体育课，抑制体育活动现象的出现，
不利于学生培养和教育发展。科学、规范、公正地处理此类案件，有利于促进教育法律关系清晰明确 、教
育法律法规走向完备、教育法治建设不断进步。
目前，关于大学校园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定义尚未统一 。有学者认为，学校体育伤害是指在体育教
学或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学校体育竞赛中发生意外伤害，造成重伤、残疾、死亡等重大事故②。 也
有学者认为，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是指因在学校体育教学 、课外活动、运动训练、体育竞赛中发生的肢体残
疾、组织器官功能障碍及其他影响人身健康的损害③。 还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在学校组织的体育课、课
外活动、运动训练、比赛等过程中，发生的致使学生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人身伤害
事故④。此外还有定义为在学校组织实施的校内外体育活动 （ 包括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体育竞赛和
课余体育训练） ，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体育场馆和其他体育设施内发生的 ，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
伤后果的事故⑤。
本文探讨的大学校园体育运动伤害案件以大学校园为地域限制 ，以在校大学生、未成年大学生的监
护人、学校为主体限制，以人身伤害的民事责任为类型限制 ，主要是针对大学校园内发生的体育教学或
者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体育竞赛中，因学校、教师、同学、学校工作人员及其他第三人或受害人自身
原因，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案件。体育运动的范围不但包括学校的体育课教学 、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
育训练和体育竞赛等体育工作，还包括学生自发组织、自愿参与的兴趣小组以及自发进行的体育锻炼等
与学校体育工作无关的体育活动 。
校园体育运动致损案件首先包括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 、体育竞赛或者体育课期间遭受人
身、财产权利侵害的情形。学校体育教学中的伤害事故具有频发性和不可避免性 ，国外有专家统计，体
育课发生的事故占学校全部事故的 30% —40% ⑥。 学校作为活动的组织方，应当根据其在事件中的过
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判断其承担的责任大小 。此外，学生在校园内自发进行激烈的体育活动造成人身
权利受到损害的案件也占有较大比例 ，按照自担风险的原则，如果学校不存在过错，则无须承担责任。
2002 年北京石景山区法院受理了《学生伤害事故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后的北京市首例校园伤害索赔案 ，
该案中 16 岁的武某与同学刘某等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操场踢足球期间被足球击中眼部 ，构成了十级伤
残。法院经审理认为，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及人身危险性，出现人身意外伤害属于正常现象 ，根
据《学生伤害事故管理办法》规定，学校对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
校园伤害不承担责任，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法院判决是考虑到体育运动的风险性、对抗性、
群体性特点，学校既非活动的组织者，也不存在过错，因此无须承担责任。
二、大学校园体育运动伤害案件的特点与产生原因
总结近年来我国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发生的一些伤亡事件可以发现 ，此类案件的民事法律责任问
题存在以下特点：
首先，主体的特殊性。尽管绝大多数大学生是成年人，但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招和大学生低龄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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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发展，很多大学生未满十八周岁又无经济来源 ，尚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于这类学生，虽然学
校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引导，但是由于大学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对学生
的自理、自律、自主、自护能力要求更高，大学生相比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小学生，应当对自己行为及行
为的后果有一定的控制和辨别能力 ，故在责任认定方面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其次，空间的特殊性。此类案件是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教学场所 、体育场馆和其他体育设施内发
生事故，造成校内学生或其他人员的人身损害后果 。大学校园虽然相对独立，但也是开放性的空间，校
外人员的流动性加大了对校园安全的管理难度 ，体育运动中由于校外第三人原因造成学生人身伤害的
情况也时有发生，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类型化更加复杂 。
再次，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学校对全体学生（ 包括成年学生、未成年学生 ） 承担教育、管理和保护的
职责； 监护人对于未成年学生负有监护职责 ； 学校与学生、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之间存在教育合同法律
关系。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39 条规定，学校基于安全保障义务对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在校
学生承担过错责任。
最后，责任承担的特殊性。由于引发事故的原因多种多样，例如教师动作不规范、教材选择不合理、
学生心理素质不过关、场地器材不达标、组织管理松懈、医务监督不力、活动的强度和难度超过学生承受
能力、学生自身方面的原因、其他学生的影响、其他单位或工人有错误或过失等①。 由于存在多个责任
主体以及混合原因的情况不在少数 ，因此应当结合具体案件中各方过错程度及各原因力的大小 ，确定责
任的分担。
出现大学校园体育伤害事故的原因主要有 ：
第一，教师训练方法不当，如违反教学大纲要求，未按照规定的活动强度、活动难度、活动时间等进
行训练，未考虑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承受能力 ，未及时要求和提醒学生相关注意事项，未充分进行运动前
的热身，未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上课过程中擅离职守或管理松散而导致学生遭受体育运动伤害事故 。
第二，学校设施不安全，如学校场地不达标，教师亦未仔细检查、妥善安排、严格管理。《体育法 》第
22 条第一款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标准配置体育场地 、设施和器材。《教育
法》第 44 条也规定，学校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设施，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具体标准参照教育部《普
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配备标准 》的规定。
第三，第三人责任，如校外第三人造成的突发性、偶发性伤害事故，学校、教师、学生及其监护人无法
预见和防范的，由第三人承担责任。
第四，受害人过错，如学生违反教学规范、训练内容、课堂秩序等，不服从教师管教，擅自从事危险性
活动。
第五，学生特殊体质，如学生的特殊体质或心理异常状态导致事故结果 ，而学生本人及其监护人、学
校均不知情或难以知情的。
第六，纯粹意外事故，如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校园体育伤害事故 。
三、大学校园体育运动伤害案件的民法调整
目前针对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对其学生及员工承担的作为义务的立法及研究相对于中小学来说较
为少见，但近年来我国大学校园内体育运动引发的伤亡事件却屡见不鲜 ，其中折射出了高校教育管理的
问题以及法律规范的欠缺，特别值得关注。由于大学教育并非义务教育，大学校园也不采取严格封闭的
管理方式，大学生的年龄和认知能力又远高于中小学生 ，大学与其学生的关系以及大学教师与大学生的
关系都不同于中小学。因此，对于大学校园侵权行为的立法和研究也应当区别于中小学校园侵权行为 ，
对有行为能力的成年大学生本人应当要求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人身 、财产安全，仅在他们能够证明大
学应当承担某种法律规定的特殊义务时才要求学校承担赔偿责任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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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学校对学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虽然高等学校的学生一般的入学年
龄超过 18 周岁，但即便是成年学生也仍旧是学生的身份 ，在经济上尚未独立，学校对他们依旧负有安全
保障义务。至于对高校中的未成年学生，则应当参照中小学校的标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学校在校内
对学生教育教学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以下几点 ： 一是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 ，需要对学生进行
相应的安全教育，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对学生的安全加以保护 ； 二是学校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保证不组织或者不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不宜未成年人参加的劳动 、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
三是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应给予必要
的注意和合理的保护①。
总体上，我国目前关于规范在校未成年学生人身伤害案件学校责任承担问题的法律规定相对较少 ，
主要依据《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教师法》、《体育法 》等基本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22 条则规定了学
定。《教育法》第 44 条对学校对体育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规定，《体育法》第 21 条、
校应当配备合格的体育教师，配置标准的体育场地、设施和器材，学校违反以上规定内容导致事故发生
的，确定为有过错，应当承担与过错程度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1990 年公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第
8 条和第 21 条规定，体育课教学应当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教学内容应当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符
合学生年龄、性别特点和所在地区地理、气候条件。 学校应当制定体育场地、器材、设备的管理维修制
度，并由专人负责管理。2002 年教育部颁布实施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但对于责任性质、责任主
体等问题的规定仍然不够详尽。
这些部门规章和法规作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依据 ，主要规范的是教育主管部
门的管理职责和学校的保护、管理责任，属于对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7 条虽然完善了对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责任方式的规
定，但是在如何认定学校的过错问题上的规定仍然模糊 ，可能导致审理案件的法院对法律的适用和理解
不一致，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侵权责任法 》将受害人的年龄因素纳入归责及构成要件中，区分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分别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和过错责任 ，第 39 条明确规定了教育、
管理机构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承担过错责任 ，为处理相关问题提供了进一步明确的法律依
据。
预防和解决大学校园内体育运动伤害案件的办法还有很多 ，例如目前我国大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
时突发意外猝死的现象屡屡发生 ，虽然这多与学生的特殊体质有关 ，但并非不可预防和避免的。学校应
当在体检环节高度重视，全面排查，及早发现，通过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力求防患于未
然。此外，《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 31 条等法律法规明确了学生参加对抗性较强 、风险较大的体育
赛事或者竞技比赛时，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或者活动组织方可以组织学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 因此，对
于一些要求身体素质较高的、易引发潜在病因的或者爆发性、耐力性强的项目，可以通过购买意外伤害
保险分担风险。
四、大学校园体育运动伤害案件的责任承担
( 一) 关于学校的责任承担问题
学校责任的划定应当区分未成年受害人与成年受害人 ，区分学校对物的安全管理责任以及对人的
安全保障义务，据此确定学校是否存在过错。 在确定学校负有过错的前提下，应当区分体育活动的类
型，确定学校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 ，具体分析学校应当承担的责任。
高校对物的安全管理责任主要包括应当控制好校园内的危险物 、危险环境，妥善管理、维护校内体
育设施、运动场馆等义务。例如对于校内道路、操场、楼道等的清理，安装照明设施，设置警示标志，对于
游泳馆的妥善管理等。2001 年 7 月厦门市集美大学学生董某在学校游泳池游泳时溺水身亡 。 据调查，
①

2010． 165．
洪伟，余甬帆，胡哲锋． 安全保障义务论［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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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泳池长 100 米，宽 50 米，面积是标准泳池的两倍，深、浅水区无明显标志，能见度低，也没有配备安全
设施和救助人员。最终法院判决该大学对自己校园内的游泳池应当进行管理而未尽管理职责 ，故应当
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高校对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则涉及对学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 ，这种关系包含了管理、保护、
教育等内容。在大学校园体育运动伤害案件中争议的焦点往往不是侵权事实和证据确认 ，而是归责问
题。如何平衡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的适用条件 ，如何权衡学校与第三人之间的责任分担 ，如何处理受害
人过错或者意外事件等特殊情形下的责任等 ，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
为实现学校保障未成年人安全的义务和学校享有的权利相一致 ，将二者统一到合理、适度的范围
内，必须合理界定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学界曾有监护权转移说、部分监护权转移说、监护
代理关系说、特别权力关系说、契约关系说等不同主张。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学校对学生负有的职责是
以教育和管理为基本内容的一种公法关系 。根据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应当始终
得到其父母等监护人的监护，学校不承担监护义务，应当承担的是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教育、管理和保
护的职责，未成年大学生的监护人仍然承担监护责任 ，对于学生在校期间参与体育运动对他人造成的损
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此，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 38 条和第 39 条确立的原则，即学校对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过错责任 。过分苛求学校的责任，将会限制
学校督促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 ，不利于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身体健康 。
学校对未成年大学生负有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教育是学校首要的职责和目的，而管理和保护
是学生获得良好、完整教育的外部秩序保证，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即存在过错，由此导致
未成年人人身伤害，且学校的行为与人身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 ，学校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大学校
园内发生的未成年人体育运动伤害事故 ，适用民法过错责任原则，学校作为管理者存在过错，即对学生
在校期间发生的体育伤害事故有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懈怠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在确定学校负有过错的前提下，应当区分以下体育活动的类型，根据学校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
，
小 正确确定赔偿责任。
1． 正常教学中发生在学校体育课上的伤害事故 。
国外有专家统计，体育课发生的事故占学校全部事故的 30% —40% ①。 有学者将教学中事故分为
可预见性事故和非预见性事故，前者是指对在教学中可能发生的伤害事故事前就有所意识 ，但不去防范
它，而任其发生。后者是指教师对练习对象或练习器具及环境有较清晰的认识并有所防备之情况下所
发生的伤害事故②。而授课教师应当承担责任的大小，应根据其在某种情况下对某一行为应当注意和
能够注意的程度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
2． 学校组织参加的体育竞赛、运动会和体育训练中的伤害事故 。
学校是教育、管理学生的教育机构，学生处于一定的服从地位。 在一般情况下，学生受到学校的指
派参加运动会、体育比赛，主要是听从学校的安排，不能随意拒绝参加。 如果取得比赛荣誉，学校、个人
均会受益，主要荣誉属于所在学校。此时，学校作为组织者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竞技性运动会是
具有对抗性和风险性的体育活动 ，在竞技活动中不慎受伤属意外伤害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作为组织者的
学校一方在竞技活动中存在管理上的疏忽而造成学生受伤 ，则学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此
时可以出于公平原则的考虑，由学校对受害人给予适当的补偿。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把运动项目的风
险分为固有风险和衍生风险，对于固有风险造成人身伤害，赛事的组织者可以免于注意义务或责任 。而
衍生风险是赛事组织者可以控制的 ，应当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由此给运动员造成的人身伤害是不能限
制责任的③。这种责任划分方式值得借鉴。我国《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 12 条也规定，因某些情形
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法律责任。 其中有关学校体育活
①

2002． 199．
吴志宏，杨安定． 中小学生伤亡事故案例［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②

2002，（ 4） ．
冯萌，宋军生． 论学校体育运动中伤害事故的归责与处罚依据［J］． 浙江体育科学，
2008，（ 8） ．
王立武． 体育参赛协议限制责任条款的法律效力［J］． 体育学刊，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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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两种情形为“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 ”和“在对
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 ”。
3． 课间休息或课外活动等非授课时间学生自愿参加的体育运动中的伤害事故 。
对于课间休息或课外活动时发生的体育运动伤害事故 ，如学生自发成立的兴趣爱好小组 ，或者学生
自发的校内锻炼活动等，应当考虑教师在活动中的作用： 学校的课外活动也是学校教育活动的一部分，
无论是教练顾问等指导者、监督者还是学校，对学生都有指导监督和防范事故发生的一般性注意义务。
在一般的兴趣爱好小组、体育俱乐部等课外活动中，一方面应当考虑到学生进行自主性管理的责任，另
一方面也要判断教练顾问等指导者 、监督者及学校的责任，综合考虑体育活动的性质、危险程度、学生的
年龄、认知能力、体力耐力、技能水平等要素，根据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划分责任 。
此外，学校对于教师职务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责任 。例如，教师对高难度的体育项目或者
高危险性的技术动作保护不力； 进行超出教学大纲要求及学生个人身体承受能力的训练 ； 知道或应当知
道学生的特殊体质、特殊疾病或不适合运动的某些原因 ，而未予以必要关照； 对器材的挑选有误或者准
备、使用不当； 教学中擅离职守等等，学校应当对其员工职务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
( 二) 关于受害人一方的责任承担问题
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损害 ，应当考虑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以及过错程度 ，结合体育运动的高风
险特性，由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 12 条中规定，“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
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 ”，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
1998 年北京某高校新生在入学初的体育课上踢足球时 ，因先天性
并无不当的，不承担法律责任。例如，
心脏病突发猝死，事后发现该生入学前没有如实参加体检 ，入学后学生和家长也没有按规定向学校报告
该学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情况 ，学校属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教学计划正常组织体育课 ，不负担赔偿
责任。受害人存在明显过错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应的责任 。例如，哈尔滨某高校的田径运动会
上，一名学生随意穿越投掷区，被正常投掷飞行的铁饼击中头部昏倒 。该事故的发生原因既包括该生随
意穿越投掷区，又包括学校对于现场秩序的管理不严 ，所以受害人和学校都应当承担与自身过错程度相
当的责任。
( 三) 关于校外第三人侵权责任的问题
校外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在校大学生人身损害，应当由该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学校未
尽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侵权责任法 》第 40 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 ，该侵权行为人当然是侵权责任的承担者，同时，如
果学校的不作为行为与学生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学校可以合理预见该危险的发生
却疏于防范或者怠于救助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 四) 普遍实行大学校园体育赔偿保险
由于体育竞技活动本身的高风险性和高强度性 ，亟待建立相关制度转移运动风险 。目前，西方国家
多通过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法解决此类案件的赔偿问题 ，通过对多种保险方式的选择，使体育团体成员
身体受到的损害得以补偿。例如，法国《大众与竞技体育活动的组织和促进法 》第 38 条规定： “体育团
体必须告知其成员签订人身保险合同的利益所在，该项保险在人身受到损害时可提供多种一次性补
偿。”①在德国，政府设立专款投入保险公司解决对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 日本则推行国家行政赔
偿责任制，政府建立专项资金对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
我国应当借鉴国外成熟的校园体育赔偿保险机制 ，逐步建立以商业保险为主，社会保险及政府扶持
补贴为辅的保险救济体系。通过学校体育保险在教育机构与保险机构之间分担赔偿责任 ，有利于减轻
学校与受害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保证了在学校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 ，受害学生也能及时获得救
济。大学校园体育赔偿保险制度将是解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纠纷的有效途径 ，对于缓解家长和学
校之间的矛盾，分散体育运动的损害风险以及我国体育和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 。
①

2012，（ 10） ．
李圣博． 学校体育侵权的认识与规避［J］． 体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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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ivil Liability of Injury Caused by Sports on University Campus
Tao Ying
（ Law School，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re are many disputes about civil and criminal liability relating to injuries caused
by sports on university campus，which have aroused wide public concern． Actively preventing and well dealing
with such injuries mentioned above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protec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a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life on university campus．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leg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have been tested as well． When researching on injury’s liability caused by sports on university campus，we must take many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such as the liability of university and the liability
of third party，the victim’s fault and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disputes above from civil law aspect and concludes the liability dividing rules between subjects of
liability in such disputes．
Key words： university campus； injury caused by sports； tort； liability of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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