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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侵权行为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研究
——— 以《 侵权责任法 》第六章到第十章为中心
王

竹

（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要：侵权责任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分为受害人责任 、过失相抵责任和比较责任三类。《侵权
责任法》在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对受害人过错制度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 ，特殊侵权行为部分对受
摘

害人过错制度的规定则分为明确规定 、适用特别法规定和无特别规定三种情况。《侵权责任法 》第六章
到第十章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具有特殊性 。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按照危险程度可以分为极端危险
责任、极度危险责任和高度危险责任三类 ，可以准用于醉酒驾驶和环境污染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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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侵权责任法上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基本理论与立法体例
（ 一） 侵权责任法上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基本理论
［1］

，因此受害人过错制度本身的
体系化主要应该着眼于受害人过错在不同情形下对侵权责任分担制度的影响 。 笔者认为，应该以法律
受害人过错制度主要是解决损害赔偿责任的有无和责任范围问题

［2］
规范的实际效果作为区分标准，将侵权责任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分为三类 ： 第一类，将受害人的行
为是损害发生的唯一的、排他的法律上原因的侵权行为形态称为受害人自损形态 ，其对应的侵权责任形

态即加害人责任的免除，称为“受害人责任形态 ”，规定在《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七条①。 第二类，将因受
害人的过错导致的加害人责任减轻的侵权行为形态称为受害人过失形态 ，其对应的侵权责任形态即减
［3］
轻加害人的责任，称为“过失相抵责任形态” ，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类，将法定的特
殊侵权行为类型中，因双方或者多方过错导致责任分担的侵权责任形态称为“比较责任形态 ”，其法理
［4］
与过失相抵责任形态类似，但应直接适用法律规定的比例分担损害 。 由于《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八条
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实质上“比

较责任形态”是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 二） 《侵权责任法》上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立法体例
在立法体例上，《侵权责任法》延续了《民法通则 》采纳的大陆法系 20 世纪中叶以来借鉴美国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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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法〉侵权责任分担立法体例与规则评析》，《法学杂志》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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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的体例发展出的受害人过错制度“总则 + 特别列举式”立法方式，即在一般侵
权行为类型部分对受害人责任形态和过失相抵责任形态进行一般性规定 ； 在特殊侵权行为类型部分，尤
［5］
其是在无过错责任领域中对受害人过错制度进行特殊规定的方式 。 具体来说，《侵权责任法 》在第二
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对受害人过错制度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 。而特殊侵权行为部分对受害人过错制度

的规定则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类是明确进行了规定，即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 ”
和第十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中分别对受害人过错制度作出了特别规定； 第二类是适用特别法的规
定，即第六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通过第四十八条引致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八章“环
境污染责任”基于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其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各部环境保护特别法 ； 第三类是没有对此
受害人过错制度作特别规定，即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①、第五章“产品责任 ”和第十一章
“物件损害责任”。
（ 三） 本文主要研究范围与展开顺序
鉴于侵权责任法上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立法体例 ，笔者将侵权责任法上特殊侵权行为中受害人过错
制度适用研究的范围主要限定在第六章到第十章 ，主要考虑是： 第一，第五章“产品责任 ”遗漏的对产品
误用的规定，属于产品责任领域的特殊问题，与侵权法上其他领域的受害人过错制度有所不同，笔者将
另行撰文说明。第二，第六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主要是特殊的“比较责任形
态”，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笔者此前已经撰文对该条第一款的一般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解
［6］
读 ，本文将仅对《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受害人故意免责事由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
条第二款的影响作出说明。考虑到《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二条规定的道路交
通事故特殊证据规则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上有一定特殊性 ，本文也将做一并说明。 第三，第四章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和第十一章“物件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没有特殊性 ，应该适
用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一般规定 ，也无需赘述。
在展开顺序上，考虑到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需要参照高度危险责任中
对危险程度的三个层次划分，下文将先探讨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 ”，再探讨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 ”中
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其他章节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章节顺序逐次论述。
二、第六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 一）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的影响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在 2003 年通过时，原条文为：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
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2007 年该款被修正为：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
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即增加了“碰撞机动车 ”的
［7］

界定，进一步将这种受害人故意限定为“碰瓷”。对此立法限缩，学者大多持有异议 ，并不得不将第一
款第二项中规定的过失解释为过失及故意碰撞之外的故意 ，因而产生了如何判断“故意碰撞 ”及其扩张
［8］
解释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按
照该规定，受害人故意是免责事由，这样就出现了《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七条与《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

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效力冲突问题 。这进一步涉及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中“承担赔偿责任 ”是否包括免
责事由适用的理解问题。笔者认为，“承担赔偿责任”仅仅是指侵权责任构成，而不包括抗辩事由，主要
理由是： 第一，《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受害人故意免责事由 ，作为一般规则属于我国侵权法上
的新增规则，特别法非有足够正当的理由，不应与之发生冲突。至于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比较责任

①

第三十五条后段规定的“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个人劳务

关系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不同于侵权法上的过失相抵责任形态。对此问题，笔者将另行撰文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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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正是由于《侵权责任法》没有对比较责任制度作出一般性的规定，因此才继续适用。 第二，《侵权
责任法》第二章的题目为“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第三章的题目为“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 ”，在
整个《侵权责任法》对于侵权责任构成制度和抗辩事由制度都有清晰的区分 。 第三，在引致条款中也区
分对侵权责任构成规则的引致和对抗辩事由的引致 ，前者如《侵权责任法 》第七条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
规定： “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后者如第六十六条对污染者抗辩事由举证责任的规定： “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
［9］

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 因此第四
十八条的引致对象，应该仅限于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侵权责任构成制度 。第四，从机动车交通事故中侵权
法规则与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规则的协调来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二十
一条第二款规定： “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该条规定与《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故意碰撞机动车”之间，存在所谓的“故意碰撞之外的故意 ”，
不能适用该条第一款导语部分“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
的规定，将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不必要的疑难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
第二款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存在效力冲突，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建议未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时将该款规定中的“碰撞机动车 ”字样删除，恢复到该法 2003 年通过
时的原样。
（ 二） 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以买卖等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 ，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 。”草案起草机关特别说明： “转让拼装的或者已达到
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本身即具有违法性，上路行驶又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此，本条……适用无过错责任
［10］

原则且没有法定免责事由，并由买卖、赠与等转让人和受让人、赠与人和受赠人承担连带责任。” 可
见，立法者特别将第五十一条规定为无过错连带责任以加大这种违法行为的责任成本 。 按照无过错责
［11］
任原则的受害人责任抗辩事由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 ，与有过失制度适用特别法规定的基本规则 ，考
虑到起草机关的本意以及驾驶拼装或者报废汽车的高度危险性 ，笔者认为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转让拼装
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情形中，《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均不适用 ①。
（ 三） 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2011 年《刑法修正案 （ 八） 》新增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将醉酒驾驶
近年来，醉酒驾驶成了社会公害，
机动车入罪，随后《道路交通安全法 》再次修改，重点对第九十一条醉酒驾驶的行政处罚予以加强。 笔
者认为，应该在侵权法上加重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 ，将其视为《侵权责任法 》第六
十九条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行为 ，比照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极度危险责任 ，仅仅在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
有重大过失的情形，才能减轻醉酒驾驶人的责任②。
（ 四） 道路交通事故特殊证据规则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二条是对道路交通事故特殊证据规则的规定，该条第一款规
定： “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 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
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第二款规定： “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对比
这两款规定可知，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情形 ，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和《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但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七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
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情形，上述规定均不适用。

①

某种意义上，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是侵权责任法上最为严格的

绝对责任，因而不能比照下文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对危险责任类型的分类而适用对应的抗辩事由。
② 参见下文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对危险责任类型的分类而适用对应的抗辩事由。笔者之所以比照第七十二条而非第七十三
条的考虑是，醉酒驾驶的机动车比高速轨道运输工具更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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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 一） 医疗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的一般规则
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一般规则规定在《侵权责任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
项，该项规定的“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 一 ）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
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相当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五项规定的“因患
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 但《侵权责任法 》第六十条第二款是较之
“三审稿”新增的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这两个款、项的规定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医疗损害责任领域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与其他侵权行
为类型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先规定侵权责任构成 ，再规定因受害人过错减轻或者免除侵权责任的体例不
同，该条文采用了先免除责任再规定“相应的赔偿责任 ”的体例。 第六十条第二款和第二十六条一样，
使用了“也”字，这样的用语使得二者尽管“也”字前后规则的相对位置相反，但实质上具有了相同的效
果，即过失相抵。这种特殊体例的形成，源于 2002 年的《民法典（ 草案） 》第八编“侵权责任法”未规定医
2008 年底的“二审稿”新增了该章，但未规定免责事由，直到“三审稿 ”才借鉴《医疗事故处
疗损害责任，
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在第六十条列举了三种免责事由。 由于在列举的这三种情形下，完全不考
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一概免除其侵权责任一直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弊
［12］
病，因此在《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中，增设了第二款的规定 。
（ 二） 医疗机构过错推定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①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 一） 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 二 ）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 三） 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应该指出，该条规定名为“推定 ”，实为“认定 ”，但三项情形中过错
的认定方式及其对应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规则各有不同 。
该条第一项的实质是对违反各类诊疗规范情形的规定 ，可以直接认定为有过错，而无需进行推定，
相当于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可以适用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一般规则 。
该条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规定的是消极的拒绝提供和积极的修改销毁作为证据的病例资料 ，在内
在精神上与上文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逃逸和第二款规
定的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情形是一致的，因此过错推定的特殊证据规则，也不可被推
翻。相应地，在第二项规定情形下，允许医院举证证明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 ，减轻医疗机构
的赔偿责任。而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则不能减轻 。
四、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对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领域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分析 ，首先要厘清第七十条至第七十三条的结构及
其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才能进而分析第六十九条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并以
此为基础探讨第七十四条和第七十五条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而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则是较为独特的自
甘风险规则。
（ 一） 第七十条至七十三条列举的四种高度危险责任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条“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和第七十一条“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 ”，明文将“受
害人故意”作为免责事由，第七十二条“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严格地区分了故意和重大过失，并将责任
减轻限于重大过失。但第七十三条“高度危险活动致害责任”却将责任减轻扩大到了过失，这只能理解
为立法者有意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基础上，在高度危险责任领域区分这两种无过错责任侵权
行为类型的危险程度，明确受害人的一般过失和轻过失是“高度危险活动致害责任”的免责事由。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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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分析可以确定，第七十条至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将四种高度危险责任分为三个不
同的危险责任等级，即第七十条规定的“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 ”和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民用航空器致害
责任”为极端危险责任①，第七十二条规定的“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 ”为极度危险责任，第七十三条规定
的“高度危险活动致害责任”为高度危险责任②。因此，在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上，也是从最为严格的
仅适用受害人故意免责事由，逐渐过渡到还可以适用于被侵权人过失减责事由 。
（ 二） 高度危险责任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与特别法的协调
高度危险责任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还涉及与特别法的协调问题 。 笔者认为，按照《侵权责任法 》第
五条的规定，特别法上另有特别规定，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但有悖于《侵权责任法 》规定的除外。 我国现
行侵权特别法上需要与侵权责任法上高度危险责任的协调主要涉及第七十一条和第七十三条 。
第七十一条将民用航空器致害的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限于受害人故意免责事由 ，而《民用航空法 》
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句后段规定： “应当承担责任的人证明损害是部分由于受害人或者其受雇
人、代理人的过错造成的，相应减轻其赔偿责任。”我国作为缔约国的《华沙公约 》第二十一条规定： “如
果承运人证明损失的发生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所引起或助成 ，法院可以按照它的法律规定，免除或减轻
承运人的责任。”可见，《华沙条约》并非强制性要求受害人过错作为民用航空器致害的减责事由，因此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句后段因有悖于《侵权责任法 》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而不再适
用。
第七十三条规定的高度危险活动中受害人过错制度与特别法的协调问题 ，主要涉及高压致害和高
速轨道运输工具致害两种侵权行为类型 。根据原电力工业部 1996 年发布的《居民用户家用电器损坏处
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电力运行事故是指在供电企业负责运行维护的 220 /380 伏供电线路或设备上因
供电企业的责任发生的事故。因此，《电力法 》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
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 （ 一） 不可抗力； （ 二） 用户自身的过错 ”。 本来就只适用于 1 千伏以
下，实务中主要表现为 220 /380 伏的供电线路或设备致害的情形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1］3 号） 将高压电界定为 1 千伏以上的电压，因此，在 1 千伏
以下电压致害的情形，则应该适用《电力法 》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用户自身的过失可以免除电力企
业的责任； 在 1 千伏以上电压致害的情形，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 》第七十三条第二句的规定，被侵权人
的过失仅具有减轻责任的效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 “因高压电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 ……（ 三） 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
而引起触电事故； （ 四） 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在高压电致害领
［13］
域，受害人的违法行为也被视为受害人故意的表现形式 ，可以免除侵权责任 。
《铁路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 ，铁路运
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铁路运输企
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对比可知，该规定一方面是特别法规定，另一方面又部分有悖于《侵权责任法 》第
七十三条第二句规定，将被侵权人过失规定为免除责任 。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区分铁路行车事故中
第七十条至第七十三条为按照危险程度递减的四种高度危险责任类型，参见张玉东： 《对〈侵权责任法〉高度危险
① 有学者认为，
2011 年 8 月 16 －
责任问题的几点思考》，载《借鉴与融合： 侵权法的统一———第二届国际民法论坛暨东亚侵权法学会 2011 年会论文集》，
17 日，复旦大学法学院。但对比第七十条和第七十一条的抗辩事由可知，第七十条规定的“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可以适用战争及其类
似的不可抗力作为抗辩事由，而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则不适用任何不可抗力作为抗辩事由。因此，从抗辩事由范
围判断危险程度的逻辑中，无法得出“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较之“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危险程度更高的结论，尽管从可能的致害范围
和程度来看，民用核设施致害的危险性可能会更大。笔者将二者均归入极端危险责任，就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二者并无差别。
在受害人故意、不可抗力和被侵权人过失三种抗辩事由类型上，法
②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对高度危险责任的抗辩事由规定，
律效果与第三章的一般规定相同。参见王竹、刘雨林： 《“high pressure”抑或“high voltage”———对《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高压”的本
意解读》，载杨遂全主编： 《民商法争鸣》（ 第二辑） ，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笔者只能理解为，该条规定意在排除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第三
人原因抗辩事由的适用，考虑到第七十条到第七十三条的危险性递减顺序，举轻以明重，可以认为因第三人过错造成的高度危险责任适
用不真正连带责任。对此笔者将另行撰文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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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侵权行为和高度危险活动 。按照草案起草机关的权威解读，铁路时速 200 ～ 400 公里称为高速，
时速 400 公里以上称为特高速。另外，尽管地铁的速度并不快，但因为地铁列车本身重量大、体积大，产
［14］

生的动能也非常大，因此运营速度较低的地铁、轻轨列车等也属于高速轨道运输工具

。 在这些情况

下，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第二句的规定，被侵权人的过失仅具有减轻责任的效果 ； 而时速
低于 200 公里的铁路，就应该适用《铁路法 》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如果人身伤亡是由于受害人自
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就不承担赔偿责任 。
（ 三） 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一般条款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15］
按照《侵权责任法》一般规则与特殊规则的立法体例 ，特别规则中的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的抗

辩事由本应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 。但第六十九条作为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一般条款 ，并未规定抗辩
事由，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第七十条至第七十三条列举之外的其他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 ，如果没有特别
法上的抗辩事由规定，就一概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章的规定，也就不能适用受害人过错制度呢？
这显然不符合立法者的基本思维 ，因为其他高度危险作业不可能全部都比民用核设施和民用航空器更
加危险，否则不会不适用受害人故意制度 。从“合理性推定”的取向出发，笔者倾向于认为，立法者是有
意不在第六十九条规定包括受害人过错制度在内的抗辩事由 ，而交由法官比照第七十条至第七十三条
规定的危险程度的三个等级适用 。例如，未来民用航天器可以比照民用航空器适用第七十一条 ，传染性
微生物研究可以比照高度危险物适用第七十二条 ，高压水、高压气作业① 可以比照高度危险活动适用第
七十三条。
（ 四） 第七十四条和第七十五条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方式
第七十四条规定的“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 ”和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
致害责任”尽管是对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的延伸规定 ，但因其侵权行为类型的特殊性，不能直接套用第
七十二条关于受害人过错制度的规定 。笔者认为，鉴于国家对高度危险物品的生产和储存实行统一规
划、合理布局和严格控制，并对高度危险物生产、储存和处理制定了严格的规范，遗失、抛弃或者被非法
占有状态下的高度危险物的社会危害性就更大 。因此立法者不但规定了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的所有
人和非法占有者承担侵权责任，还规定了所有人、管理人在有过错情况下的连带责任，这代表了立法者
加重责任的意图。因此，第七十四条和第七十五条不应该比照第七十二条适用受害人过错制度 ，而应该
比照更高一级的极端危险责任，即第七十条和第七十一条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仅限于受害人故意作为免
责事由。即使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 ，也不能减轻责任，这也可以理解为对第七十二条规
定的“可以”的限制性适用。
（ 五） 高度危险作业人对侵入者的自甘风险抗辩事由
应该指出，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
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 ，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 ”，未对受害人的主观状态
作出描述，而是采纳了类似英美法上“侵入者 ”（ trespasser） 的立法模式。 在适用范围上，不应包括第七
十一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及其类似的极端危险责任 ，否则将架空该程度高度危险责任的受害人过错
制度的适用限制。因此第七十六条应该仅适用于第七十二条和第七十三条及其类似的极度危险责任和
［16］

高度危险责任，更不能将其扩张解释为适用于所有的侵权责任类型

。

对于第七十六条的立法意图，草案起草机关的权威解读认为此类高度危险作业“并非积极、主动实
施对周围环境造成高度危险的活动 ，而是因其管理控制的场所、区域具有高度危险性，如果未经许可擅
自进入该区域，则易导致损害的发生……这一类高度危险活动是静态的，不像高度危险作业活动一样对
［17］
［18］
周围环境实施了积极、主动的危险 ” 。 这实际上是对自甘风险的描绘 。 笔者认为，自甘风险是从
受害人过错的表现形式上对部分受害人过错情节的描绘 ，即受害人的过错，有时通过自甘风险的方式表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高压”，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高压”一样，应该仅指高电压。对
① 应该指出，
此问题的分析，详见王竹、刘雨林： 《“high pressure”抑或“high voltage”———对《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高压”的本意解读》，载杨遂全主
编： 《民商法争鸣》（ 第二辑） ，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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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与自甘风险在同一层次的话题，是受害人“自我疏忽 ”未能预防损害发生。 即自甘风险是对积
极性的受害人过错的描绘，而自我疏忽是对消极性的受害人过错的描绘 。也就是说，自甘风险与自我疏
［19］

忽是对受害人过错表现方式的分类

。因此，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自甘风险制度应该视为第七十二条和

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受害人过错的特殊表现形式 ，仍然需要区分侵入者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状态 ，仅仅
在故意的情形下免除侵权人的责任 ，在重大过失情形下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对于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
则应该区分侵权行为类型，仅在“高度危险活动致害责任”中，才能减轻责任。
五、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侵权责任法》在起草过程中始终未能统一环境污染责任领域的抗辩事由体系，尤其是《环境保护
法》未涉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不能不说是缺憾。 纵观环保诸法，仅有 1984 年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 》
第四十一条第四款关注了受害人过错制度 ，该法 2008 年修订后的第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水污染损害
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水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减轻排
污方的赔偿责任。”这种规定模式与《侵权责任法 》第七十二条对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的受害人过错制
度的规定是类似的，可以将二者视为同一危险程度的高度危险物致害 。 建议参照《侵权责任法 》高度危
险作业责任对危险程度的三个层次划分 ，未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不同类型环境污染责任领域的受害人
过错制度适用规则，具体建议为： 放射性污染参照极端危险作业，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参照
极度危险作业，环境噪声污染参照高度危险作业 ，分别适用受害人过错制度。
六、第十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
（ 一） 第七十八条中受害人过错制度法律效果的具体认定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八条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该条文
脱胎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七条前段和中段，并对受害人过错的抗辩效果进行了细化 。 由于该条文
混合规定了受害人责任形态和过失相抵形态 ，因此立法者仅选用了“被侵权人 ”的用语，也无可厚非。
只是在司法适用中，结合前文对“被侵权人”的术语分析，应该明确该条文只有在受害人故意的情形下 ，
才能够免除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的重大过失，只具有减轻责任的效果，而一般
过失和轻过失则不是减责事由。
（ 二） 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对受害人过错制度的排除［20］
值得注意的是，《侵权责任法》在第七十八条之后，又连续规定了两种特殊的饲养动物致害无过错
责任，与第七十八条一道形成了十分独特的三个并行的无过错责任条款 。第七十九条规定： “违反管理
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八十条
规定：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有
意思的是，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均未规定受害人过错抗辩事由 ，对此应作详细分析，以探求立法本意。
2008 年 12 月 22 日《全
回顾《侵权责任法》的起草过程，第八十条的规定是在“二审稿 ”中增加的，
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草案） 〉主要问题的汇报》中说明的理由
是： “近年来，各地动物致人损害增多，对人身安全的危害加大。为了更好地规范饲养动物的行为，进一
2009 年 10 月 27 日《全国人民代
步明确饲养人的责任。”而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是在“三审稿”中增加的，
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 草案 ） 〉修改情况的汇报 》中说明的理由是： “不
少地方和专家提出，近年来动物致人损害的纠纷日益增多，应对侵权责任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从上
述两个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官方说明中可以看出 ，草案起草机关连续增加两个饲养动物损害无过错
责任条款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侵权责任。 但这种增加并行条款的方式，却
带来了适用上的选择问题。即是否意味着被侵权人可以任意选择这三个条款之一作为起诉的依据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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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选择可能带来的差异。在草案起草机关的权威解读中，并未对这三个饲养动物损害责任条款的
适用规则作出说明，因此只能按照侵权法的基本理论进行学理解读 。
从侵权责任构成论的角度看，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都是饲养动物损害无过
错责任。因此，被侵权人可以选择这三个条文中的任何一个 ，按照无过错责任原则提起诉讼。但比较三
个条文可以发现，如果依据第七十九条提起诉讼，被侵权人除了要履行无过错责任的一般证明责任之
外，还要证明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违反管理规定 ”，且“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 ”。 这种证明责任的
履行，是以存在相关的管理规定为前提的，而且还必须对“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 ”进行证明，实为不
易。如果被侵权人依据第八十条提起诉讼 ，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即不但要履行无过错责任的一般证
明责任，还要证明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饲养的动物为“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 ”，这其中涉及
如下的证明细节： 第一，何谓“禁止饲养”？ 对禁止饲养的规范效力级别是否有要求 ？ 例如，建筑物区分
所有的小区的管理规约可能会对禁止饲养的动物作出规定 ，是否属于“禁止饲养 ”之列？ 第二，何谓“烈
性犬”？ “烈性犬”的认定是以禁止性规定列举为限，还是等同于“大型犬 ”？ 各地规定不同，如何处理？
第三，如果不是犬类，而是其他动物，如猫类，是否属于“等危险动物 ”如何认定？ 是否由行政法规规定，
抑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且不论上述三个问题如何解决，该规定必然导致被侵权人一方无故增加证明负
担。
按照上文的分析，既然被侵权人依据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起诉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如此麻烦 ，
而第七十八条和这两个条文一样 ，也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且损害赔偿的数额并无差异。那么理性的原
告，是不会选择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提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 ，而应该选择构成要件更为简单的第七
十八条提起诉讼。也就是说，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尽管承载着草案起草机关明确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侵权责任的美好立法目的，但很有可能因为构成要件上的限制 ，成为具文。
笔者认为，从“合理性推定”角度出发，如果我们推定《侵权责任法 》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不是具
文，那么就应该认为，这两个条文在增设过程中，除了承载明确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侵权责任的立法
目的之外，还具有侵权法上规范意义。那么，我们可以尝试性地作出如下解释： 立法机关在起草第七十
九条和第八十条的过程中，一方面增加了限制性的无过错责任构成要件 ，另一方面有意地删除了相关的
受害人过错抗辩事由条款。这种规定的实际法律效果是，如果被侵权人选择依据第七十八条提起诉讼 ，
那么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可以以“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为抗辩事由，请求
法院免除或者减轻侵权责任。而如果被侵权人选择第七十九条起诉 ，在尽到了饲养动物致害无过错责
任一般性的证明责任的基础上，再证明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
施”，造成被侵权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得依据第七十八条后段规定的“损害是因被侵权
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请求法院免除或者减轻侵权责任。同理，如果被侵权人选择依据第八十
条起诉，在尽到了饲养动物致害无过错责任一般性的证明责任的基础上 ，再证明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饲养的是“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被侵权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得依据第
七十八条后段规定的“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请求法院免除或者减轻侵权责
任。
（ 三） 第八十一条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规则
学者一般将第八十一条规定的“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
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认为是过错推定责任，因此在学说上会出现拥有专业场地、专业人
员的动物园承担了比普通大众饲养动物责任更轻的责任 ，这不符合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大众的普遍期待 。
按照草案起草机关的权威解读，所谓“尽到管理职责 ”是指“动物园能够证明兽舍设施、设备没有瑕疵、
有明显的警示牌，管理人员对游客挑逗、投打动物或者擅自翻越栏杆靠近动物等行为进行了劝阻 ”
［21］

等

。可见，动物园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过错而免责 ，而必须证明自己在设施和人员

两方面尽到管理职责这种具体的过错才能免责 。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第八十一条规定的仍然是无过
错责任，只是增设了“尽到管理职责”作为免责事由。按照上文对第七十九条和第八十条进行分析的逻
辑，如果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只要动物园没有尽到管理职责，仍然不能免除或者减轻其侵
86

王

竹： 特殊侵权行为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研究

权责任。
（ 四） 第八十二条和第八十三条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规则
在第十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条文结构上，第七十八条至第八十一条是对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
一般性规定，第八十二条规定的遗弃、逃逸动物致害责任和第八十三条规定的第三人过错导致饲养动物
致害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既适用于普通大众饲养动物 ，也适用于动物园饲养动物的情形 。因此，上文关于
第七十八条至第八十一条规定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规则 ，也同样适用于第八十二条和第八十三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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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pplication of Comparative Fault in Special Tortious Acts
—Based on Stipulations from Chapter Six to Ten of Tort Liability Law
Wang Zhu
（ Law Schoo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5）
Abstract： In Tort Liability Law，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omparative faults，namely，contributory negligence，comparative negligence and comparative responsibility． Article 26 and 27 of Tort Liability Law are general rules of comparative fault，but in terms of special tortious act，comparative fault is stipulated in three
modes，namely，specific stipulation，application of special law，and no specific stipulation． Comparative fault
stipulated from Chapter Six to Chapter Ten is special in application． In Chapter Nine，ultra-hazardous acts are
divided into extremely hazardous act，excessively hazardous act，and highly hazardous act according to its respective hazard degree，and this classification can be applied to cases of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fault； special tortious act； hazard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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