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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之诉抗辩权问题研究
章正璋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暨东吴公法－９比较法研究所，苏州２１５００６）
摘要：有请求一般就会有抗辨，针对占有保护请求权之抗辩权主要区分为８类，其中
原告方面未曾占有某物、被告方面不存在侵占妨害占有的行为以及除斥期间届满等抗辩事
由，其抗辩效果在于使请求权不成立或者消灭请求权，法官可以依职权予以释明。而对于
原告的占有为无权占有、原告对于损害的发生及其扩大存在与有过失（又称促成过失）、被
告享有本权、受害人之同意、紧急避险、自助行为以及无因管理等抗辩事由，其抗辩效果在
于对抗请求权，法官通常不得依职权予以释明。原告的占有为无权占有、被告享有本权对
于侵害占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一定的对抗效果，但是无法对抗其他的占有保护请求
权。正＂－３防卫是典型的侵权抗辩事由，一般无法成为侵害占有的抗辩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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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关注明显不足口１。传统民法上的占有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诉讼只包括占有物返还诉讼、占有排除妨害诉讼和
占有消除危险诉讼，系采狭义的占有诉讼模式，该

罗马法以来占有保护（可导致占有之诉）与本

模式为我国《物权法》所不采①。《物权法》第２４５

权保护（可导致本权之诉）即并列存在，二者互不隶

条在传统的、狭义的占有保护请求权之外，同时还

属，区别明显，各自承担不同的诉讼功能和社会功

规定了侵害占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此相应，

能，构成财产归属秩序从事实到权利的双重保护格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２００８］１１号、法发

局…。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

［２０１１］４１号）在“占有保护纠纷”案由项下，亦规定

在着重本权保护研究而轻占有保护研究、重本权保

了四个子类的占有诉讼案由，可见我国现行诉讼制

护而轻占有保护的现象，对于占有保护的理论研究

度采纳了广义上的占有保护诉讼模式…ｍ。
可以说，占有保护类诉讼是继公司诉讼、证券
诉讼之后我国民商事领域新增的一类极为重要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２４

诉讼形式。目前仅北大法宝网所收录的占有保护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物
权法与侵权法对占有的二元保护机制研究”（１３ＹＪＡ８２００７１）；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占有保护疑难法律问题研究”
（１５ＢＦＸｌ６３）；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ＰＡＰＤ）
作者简介：章正璋（１９７０），男，安徽来安人，苏州大学王健法
学院暨东吴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

①所谓狭义的占有诉讼模式，是指物权性质的占有保护请求
权诉讼模式。按照该模式，占有之诉只包括占有物返还之诉、占有
排除妨害之诉以及占有妨害预防之诉（我国物权法上称为占有消除
危险之诉），而不包括占有损害赔偿之诉这种债权性质的占有保护
诉讼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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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案件即达４５００余件之多。但是，由于我国确
立占有保护诉讼的时间较短，占有保护制度还面临

二、占有之诉抗辩权的具体类型

着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难题，目前这个方面的
研究才刚刚起步，尤其是对于占有之诉的抗辩权问

抗辩权具有广狭二义，广义上的抗辩权不仅包

题的研究和关注尚付阙如。该问题对于《物权法》

括实体法上的抗辩权，亦包括程序法上的各种抗辩

占有保护制度的理解和适用，对于占有保护与民事

在内，是指一切对抗请求权以及其他诉讼主张之抗

抗辩权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辩；狭义上的抗辩权专指实体法上的抗辩权，包括

义。德国法系的请求权基础理论和请求权基础之

永久抗辩权和一时抗辩权旧１。下文所谓的抗辩和

诉讼思考模式已经广为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

抗辩权，如无特别说明，取其广意。

所接受，有请求一般就会有抗辩，这是一个问题的

侵害占有与侵权行为既存在共同之处，又存在

两个方面。①对于物权法上占有保护请求权之理论

根本性区别，此处不赘。因此，侵权法上之一般抗

研究，离不开针对上述四类占有保护请求权之抗辩

辩事由，比如受害人与有过失、受害人同意、不可抗

或者抗辩权问题之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

力、紧急避险以及自助行为等，亦能够有条件地成

体系上把握占有诉讼以及占有保护制度，此乃其

为占有之诉当事人之抗辩事由，这部分内容因为具

一。其二，物权法上所规定的四类占有保护请求权

有共通性因此本文在论述上从简。而对于原告方

以及伴随而来的大量占有保护类诉讼，对于我国理

面未曾占有某物、被告方面不存在侵占妨害占有的

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属于新鲜事物。由于理论

行为、除斥期间届满、原告的占有为无权占有、被告

研究和理论储备不足，司法实践中业已产生了诸多

享有本权等专属于占有之诉的抗辩权，鉴于国内学

的疑问与困惑，诸如民法上的抗辩权对于占有保护

界目前尚无专门研究，司法实践中在上述抗辩权能

诉讼是否均得以适用，哪些抗辩权之行使以当事人

否行使、如何行使、行使的范围等事项上仍然存在

无过错为前提，哪些抗辩权法官可以依职权予以援

诸多争议，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处理这些抗辩事

引或者释明，哪些抗辩权法官不得依职权予以援引

由的问题又存在迫切需要，故本文将对其予以重点

或者释明，物权性占有保护请求权与债权性占有保

关注和研究。

护请求权之抗辩权是否应予严加区别等等疑问，在

（一）原告方面未曾占有某物。占有保护的首

许多占有保护诉讼中一再出现，理论与实践两个方

要前提是“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妨害

面均无法回避。本文拟对此加以研讨，希望能起抛

（《物权法》第２４５条），如果侵占妨害行为发生之

砖引玉之效，也希望学界和实务部门能够重视和思

时，原告方未曾实际占有某物，那么占有保护的前

考这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提便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争端即无法通过占有之

本文将首先对于占有之诉抗辩权的具体类型
进行研究，同时对于实践关注度较高的一些问题，

①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１日，“北大法宝”一中国法律信息总

例如哪些民法上的抗辩权对于占有保护诉讼可以

库“司法案例”栏目项下所收录的占有保护类司法裁判案例总数计

适用而哪些不可以适用，有关抗辩权之行使与当事

４５００余篇，其中“占有保护”类案例３７４篇，“占有物返还”类案例
３０８０篇，“占有排除妨害”类案例４９１篇，“占有消除危险”类案例７

人过错之关系，物权性占有保护请求权与债权性占

篇，“占有侵权”类案例７篇，“占有（物）损害赔偿”类案例２０７篇，

有保护请求权在抗辩权方面的区别等问题逐一进

“占有物返还、赔偿”类案例３篇，等等。据笔者粗略统计，在上述

行探究，在此基础上将着重研究哪些抗辩权法官可

“占有保护”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方面至少８０％以上提出了内
容各异的抗辩事由，其中主要的抗辩事由包括原告方面未曾占有某

以依职权予以审核、提醒或者释明，而哪些抗辩权

物、原告的占有为无权占有、原告亦具有过错、被告享有本权、损害

法官不可以依职权予以审核、提醒或者释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侵害行为和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除斥
期间已经届满．等等。而受诉法院对于被告方面所提出的各种抗辩
事由之处理，亦颇不一致，有时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法官释明
权之处理同样标准不一。由此可见，对于占有之诉抗辩权问题之理
论研究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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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予以解决。在我国目前的占有诉讼司法实践中，

货币不适用占有物返还请求权进行抗辩。但是古

有些法官意识到了这一占有保护之前提，舍此前提

钱币、纪念币或者客体范围能够确定之货币除外，

占有保护不能成立。例如在“上海勤帆纺织有限公

这些货币属于特定物，其客体范围明确具体，返还

司与朱国娟排除妨害纠纷上诉案”、Ｍ¨‘孙红福与洪

原物没有现实障碍，占有保护请求权得以成立，可

谦益等排除妨害纠纷上诉案””１等占有诉讼纠纷案

以适用占有返还之诉。而对于占有返还之诉外的

中，判决书中即明确指出占有保护须以原告方占有

其他占有保护请求权，尽管货币能够成为占有标

或者曾经占有某物为前提，现原告方无法举证证明

的，亦可以成为侵害对象，但其他请求权之内容与

其占有或者曾经占有过争讼标的物，占有保护的前

原物返还无关，所以被告无权进行上述抗辩归１。

提并不存在，被告方的抗辩理由成立。但是，也有

最后，占有可以区分为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

一些法官尚未注意到占有保护的这个前提条件，对

作为占有保护抗辩权之“原告方面未曾占有某物”，

于一些诉请归还出资款、补偿款、赔偿款以及安置

包括原告方面未曾直接占有某物和原告方面未曾

费等金钱债务以及投资纠纷，仍然按照占有保护案

间接占有某物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被告不得仅

件立案审理，并且援引《物权法》第２４５条占有保护

仅以原告之占有不是直接占有而是间接占有而主

之规定进行判决。例如“吴兆娃诉吴营军占有物返

张“原告方面未曾占有某物”以作抗辩。因为我国

还纠纷案”、。６卜‘张某娥等诉米某泽等占有物返还纠

现行民法上的占有保护请求权，按照学界通说，其

纷案”，‘７。‘‘钱某诉万某占有物返还纠纷案”旧１等案

请求权人包括了直接占有人和间接占有人。如果

件即如此。在上述案件当中，直到起诉之时，被告

直接占有人不能或不欲行使之，那么间接占有人有

方面并无侵夺妨害原告方面占有的行为，原告对于

权代替行使…”。此乃目前大陆法系之通说，亦为

讼争财产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亦未曾占有过，占有保

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护之逻辑前提并不存在。笔者认为，被告方的抗辩

《（２０１１）穗中法民一终字第１２８０号民事判决书》中

成立，受诉法院依照占有保护之规定进行判决，法

对于“吴锦潮与于小红财产损害赔偿上诉案”之判

律依据有待进一步补充。在另外一些案例中，被告

决即体现了这一法理。

占有原告一方之金钱财物等系基于投资合同、联营

（－－）被告方面不存在侵占妨害占有的行为。

合同，当事人之间对于特定财产占有之转移开始时

占有保护以存在侵占妨害占有的行为为前提，如果

系基于自愿，此种情形下原告能否行使占有保护请

被告方面不存在侵占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之诉和

求权，学界仍然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对于此种依

占有保护请求权自然无法成立，被告方面当然可以

据合同而自愿转移占有之情形，一般不宜认定原告

以此为合法抗辩。例如被告能够举证证明，其占

一方有权主张占有保护请求权，因为当事人之间原

有、使用讼争标的系基于有效的租赁合同等，属于

先的占有转移系基于合意，现在的占有结果并非基

正常的占有和使用关系，所谓的侵占妨害占有的行

于“侵夺妨害行为”，而是执行原先合意行为之结

为根本不存在，此时该项抗辩无疑能够对抗原告方

果。罗马法以来，大陆法系占有保护请求权之立法

面之请求权。

目的在于禁止以私力改变占有现状，以维护社会和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公务的行为，

平。对于上述隋形，并不存在私力侵夺妨害占有之

例如海关监管部门依法查扣走私物品、警察依法暂

情形，因此不宜认定原告一方有权主张占有保护请

扣违章车辆、城管部门依法拆除违章建筑等，因其

求权。每一种制度的设置均有其目的和调整范围，

不具有违法性，属于正常的履行公务，因此不属于

各项制度之间不能越俎代庖。

侵占妨害占有，因此能够成为对抗占有保护请求权

按照两大法系目前之通说，对于货币的返还原

之合法抗辩事由；但是，如超越法定权限、不当的履

物请求权通常不适用占有保护之规定。因此，对于

行公务而侵害占有时，有关的行为人以及国家机关

货币所有人所提起的占有物返还之诉，被告有权以

不得行使该项抗辩权。《民法通则》第１２１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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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有保护制度中所谓的“侵害”或者“妨害”，即是否区

的意见（试行）》第１５２条等对此具有明文规定，此

分“侵害”或“妨害”的行为与其后果。否定说只考

处不赘。

虑到妨害已经消失或者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以及妨

由于不可抗力而侵害占有的情形，例如因为龙

害或者危险持续发生的情形，但是对于“侵害”或

卷风导致树木倒伏从而侵入邻人之地，使得邻人的

“妨害”的后果持续存在的情形却没有顾及，该观点

汽车受损、车位不能正常使用等情形，针对受害人

明显有误。如果对于“侵害”或“妨害”的行为与其

的占有保护诉讼，树木的所有人能否以不可抗力而

后果不加区分，那么对于侵占他人之物的行为，只

为抗辩事由呢？对此问题，国内学界目前鲜有专门

要侵害人不返还侵占物，则侵害的后果一直持续，

研究。笔者认为：在不可抗力侵害占有的情形下，

那么原占有人也就一直有权行使占有物返还请求

侵害人往往并无过错，但是，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对

权，这种理解有悖我国《物权法》设立占有保护请求

于不可抗力可以免责之抗辩，其适用情形大多仅限

权一年除斥期间的立法目的。因此，以除斥期间届

于损害赔偿之诉，而对于侵害占有的返还原物、排

满作为抗辩权应该具有抗辩所有的物上请求权性

除妨害以及消除危险之诉，其诉讼目的并不在于损
害赔偿，亦不以侵害人具有过错为要件。因此，对

质的占有保护请求权之效力，建议将来的《物权法》
司法解释能够对此予以明确规定。

于占有人的这三项请求权，笔者认为侵害人无权以

（四）原告的占有为无权占有。无权占有遭受

不可抗力而为抗辩¨０｜。而对于侵害占有的损害赔

侵害，无权占有人是否享有占有保护请求权，侵害

偿请求权，应该适用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通

人能否以原告之占有为无权占有进行抗辩，目前学

常须侵害人具有过错，侵害人无过错的可以免

界尚存争论。有学者认为，非法占有概念本身即体

责¨“。因此，对于因为不可抗力侵害占有而导致的

现出法律的否定性评价，非法占有不受占有保

损害赔偿请求权，侵害人可以不可抗力而为抗辩①。

护ｕ“。“恶意占有、非法占有，不应该也不可能受到

无权处分人处分占有标的，从而侵害权利人之

法律的保护”¨“。因此，针对非法占有人的占有保

间接占有时，例如出租人出卖租赁标的物给善意第

护诉讼，侵害人当然得以原告之占有为无权占有进

三人，如果标的物已经交付，那么善意第三人即时

行抗辩。也有学者认为：占有是事实而非权利，权

取得无权处分之标的物，权利人针对善意第三人提

利保护之逻辑无法完全适用于占有保护，无论是有

起占有保护之诉时，善意第三人有权以善意取得进

权占有、无权占有抑或是权属不明之占有，只要占

行抗辩…２３５埘７。

有受到侵害，占有人即可行使占有保护请求权，这

（三）除斥期间届满。《物权法》第２４５条为占

与占有属于有权占有抑或无权占有无关¨“。例如，

有物返还之诉规定了一年除斥期间，由此除斥期间

甲向乙购买某狗，并已付款，乙迟不交狗，尽管此时

届满能够成为占有返还之诉的抗辩权。该项抗辩

乙依约负有交狗的义务，但甲亦无权自行牵狗¨７｜。

之效果，并不在于对抗请求权，而在于消灭请求权。

因此，针对非法占有人的占有保护诉讼，侵害人不

除了返还原物请求权，有学者认为《物权法》第

得以原告之占有为无权占有进行抗辩。

２４５条所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应该统一适用于所

针对上述两种对立观点，笔者认为：占有是事

有的物权性质的占有保护请求权，仅侵害占有的损

实而非权利，狭义占有之诉的目的与功能在于保护

害赔偿请求权除外¨“。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异

占有，并不直接涉及本权，也不以占有人享有本权

议，认为占有人的排除妨害和消除危险请求权没有

为保护前提。占有保护与本权保护亦存在根本性

必要也不应该受一年除斥期间之限制¨３｜。笔者赞

区别，不容混淆。对于无权占有人所提起的狭义占

同将《物权法》所规定的返还原物的一年除斥期间

统一适用于所有的物上请求权性质的占有保护请
求权之主张，此项争议的焦点实质在于如何理解占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９条规定：因不可抗力
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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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诉，侵害人不得以原告之占有为无权占有进行

方法有利有弊，利在于允许被告以享有本权进行抗

抗辩，而对于无权占有人所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

辩，可以终局性解决纠纷。弊在于允许被告以享有

侵害人通常得以原告之占有为无权占有进行抗辩。

本权进行抗辩，混淆了占有之诉与本权之诉的界

总之，无权占有不受占有保护的观点仅仅能够有条

限，不利于占有之诉的时效性和占有保护立法目的

件地适用于侵害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情形，被告

之实现，使得占有之诉被本权之诉取代或架空。

仅仅在此情况下才享有抗辩权，无权占有不受任何
占有保护的观点难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法系传统民法上的占有之

诉，专指狭义上的占有保护诉讼，只包括行使物权

（五）占有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及其扩大存在与

性占有保护请求权而引发之诉讼，而不包括行使债

有过失。如果占有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存

权性占有保护请求权而引发之诉讼，即侵害占有的

在与有过失，那么侵害人之赔偿责任得以减轻。而

损害赔偿诉讼在内。侵害占有损害赔偿之诉，其立

如果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被害人一方，也就

法目的主要在于填补损害，对于时效性并无过高要

是损害主要是由被害人方面所引发，或者被害人方

求，应该允许以本权直接抗辩ｎ引１４０－１４２。因此，笔者

面能够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害之发生而

认为，被告享有本权仅能够有条件地对抗债权性占

未采取，则被害人无权要求侵害人赔偿，侵害人可

有保护请求权——占有人所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

以与有过失进行抗辩（Ｅｉｎｒｅｄｅ）¨９｜。对此问题，《德

对于占有人所提起的物权性占有诉讼，本权人（被

国民法典》第２５４条有明文规定。我国《民法通则》

告）不能以享有本权进行对抗。被告如欲主张本

第１３１条、《侵权责任法》第２６条对于被害人与有

权，应该通过本权之诉解决。

过失的情形，只规定了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

（七）受害人同意。罗马法以来，受害人同意一

任，而没有规定可以免除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该规

直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之一。所谓受害人

定明显与《德国民法》之规定有别，但是被害人存在

同意，是指受害人自愿承担某种损害后果的明确意

与有过失无疑可以成为侵害占有损害赔偿之诉侵

思表示。例如受害人同意侵害人利用自己的墙壁

害人要求减轻赔偿责任之抗辩事由。

发布广告，受害人同意侵害人占有、使用自家闲置

（六）被告享有本权。例如，租赁期满承租人拒

的车库、车位、杂物间等。

不返还租赁物时出租人强行取回，此时如果承租人

受害人同意作为抗辩事由，其成立要件主要包

请求占有保护那么出租人能否以享有本权进行抗

括：第一，同意之内容必须明确、具体，仅仅表示出

辩。对此问题，《日本民法典》第２０２条、《德国民法

“我同意”、“我愿意”或者在上述字样下面签名，此

典》第８６３条、《韩国民法典》第２０８条等均设有明

项抗辩尚不足以成立。第二，受害人同意系出于真

文，对于占有之诉法院不得依本权进行裁判，当事

实和自愿，侵害人方面不存在欺诈、胁迫甚至暴力

人亦不得以本权进行抗辩。当事人如欲援引本权，

干涉等情形。第三，受害人具有同意能力。德国学

应该反诉或者另行起诉，我国台湾地区在司法实践

界通说认为，受害人的同意能力通常不能以受害人

中亦持占有之诉不依赖于本权的原则Ⅲ１。

有无行为能力作为判断标准，而应根据个案具体情

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看，本权人

况加以衡量。但是，如果同意系以合同方式约定，

与占有人之间频发利益冲突，而《物权法》等现行法

那么同意人必须具有行为能力旧１。英美侵权法也

律对于占有之诉能否以本权进行抗辩的问题则法

认为同意能力不同于行为能力，儿童、醉汉、神志不

无明文。例如在“胡某与冯某物权保护纠纷上诉

清者、精神病人以及弱智者不具有同意能力Ⅲ１。第

案”［２¨以及“姜美妍与贾海涛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四，加害人尽到充分合理的告知义务，尤其是对于

上诉案”陋３等案件中，受诉法院对于本权人侵害无

侵害的方式、方法、期限以及后果，应该尽量详细地

权占有的情形并未为无权占有人提供占有保护，而

予以告知，尤其是对于消除加害后果、恢复原状的

是直接依据本权人之本权抗辩进行裁判。该裁判

代价亦应明确告知。第五，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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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禁止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等。Ｉ．珊ｅｉｉｚ教授指

害占有背后之本权，并且该本权亦属《侵权责任法》

出，对于杀人、放火行为所表示之同意，因其违反强

保护之列，则发生请求权竞合。当事人可以选择一

行法以及公序良俗，该同意无效，行为人无权以受

个于已有利之请求权提起诉讼Ⅲ１。

害人之同意作为抗辩∞１。

那么，针对侵害本权的抗辩事由，例如紧急避

《民法通则》以及《侵权责任法》等现行法对于

险、自助行为以及无因管理等，对于占有保护请求

受害人同意没有明文，仅仅规定了被侵权人对损害

权能否适用呢？对此问题，学界鲜见讨论。笔者认

的发生存在与有过失时，可以减轻侵权人之赔偿责

为，占有虽非权利，但是亦属法律所保护之利益。

任（《民法通则》第１３１条、《侵权法》第２６条）。自

罗马法以来，侵害占有一直属于广义上的侵权行

解释论的角度而言，受害人之同意完全可以为受害

为，我国学界通说亦认为侵害占有也是侵权行为。

人存在与有过失所涵盖，从而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

按照举重以明轻之原则，侵害本权之人，如其行为

任。从司法实践来看，受害人之同意大多表现为合

符合紧急避险、自助行为以及无因管理等构成要

同，比如租赁合同、承揽合同等，也有一些表现为单

件，况且因为违法阻却而得以免责，而占有与本权

方的允诺，但是随着另一方对于合同标的或者允诺

相比明显属于次级法益，那么侵害占有之行为如其

标的持续不断的占有和使用，当事各方对于占有和

符合紧急避险、自助行为以及无因管理等构成要件

使用的方式、方法、期限和范围等发生了争

时，当然得以抗辩和免责。但是，正当防卫之情形

议∞Ｍ州。对于此种争议，首先应该考虑在《合同

通常构成例外，因为正当防卫主要是对于加害人之

法》第１２２条以及《物权法》第２４１条的框架内予以

人身进行钳制和反击，通常与占有无涉，因此正当

解决。

防卫构成典型的侵权抗辩事由，但是一般无法成为

最后，在不动产相邻关系中，相邻各方应该为

侵害占有的抗辩事由汹】４４５。

他方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便利，例如为邻人的
“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提供必要的便利

三、关于法官的释明权

（《民法通则》第８３条），为邻人的“建造、修缮建筑
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

与占有之诉抗辩权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

提供必要的便利（《物权法》第８８条等），提供必要

诉讼中，如果被告方面享有某种抗辩权但是被告忽

的便利也就是对于他方的行为表示同意并且予以

略了该抗辩权而没有提出，或者被告对于其享有某

配合，因此对于己方的权利予以某些限制，对于由

种抗辩不知情，此时承办案件的法官可否提醒或者

此而发生的轻微的侵害、妨碍和造成的不便，同意

释明？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甚少，比较具

人有容忍的义务，行为人有权以受害人之同意作为

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对于诉讼上之抗辩，当事人纵

抗辩。但是，相邻关系只要求为相邻方提供基本的

未提出，法院亦应审查事实，如认为有抗辩事由之

必要便利，超出相邻关系之合法限度，行为人即不

存在，为当事人利益，须依职权作有利的裁判。反

得以受害人之同意作为抗辩。

方的观点则认为，对于抗辩权，其效力不过是对已

（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以及无因管理

存在的请求权发生一种对抗的权利而已，义务人是

我国现行《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明

否主张，有其自由。义务人放弃抗辩的权利时，法

确区分了本权保护与占有保护，对于侵害占有与侵

院不得予以审究。所谓诉讼上之抗辩，是指程序法

害本权，由不同的法律规范确立不同的请求权基

上的抗辩，包括权利障碍的抗辩和权利毁灭的抗

础。占有之诉与本权之诉在请求权基础、立法目的

辩。所谓抗辩权，是指实体法上的抗辩权，包括永

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区别。本权之诉无法完全取

久抗辩权和一时抗辩权旧“。德国学界通说也认为：

代占有之诉的立法功能¨７坤。占有一旦成立，即与

权利（包括请求权）之不存在与权利之行使遭受抗

本权关系相对独立，如果侵害占有的同时亦构成侵

辩等阻碍并非一回事，权利不存在、未形成、或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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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已消灭之事由应依职权予以审核和释明，而对于

权利行使的抗辩则必须当事人自己提出，法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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