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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自损”的侵权法救济置疑*
李永军

[摘

要 ] “产品自损”是否应该包括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41 条规定的“损害”中，

从而获得侵权法救济，中国民法学界看法不一。从比较法的视角看，很少有国家一概对“产品
自损”给予侵权法上的救济（产品责任或者纯粹经济损失），从我国民法体系化的视角解释，
我国法上的“产品自损”从本质上属于违约问题而应由合同法规范调整，而不应由侵权法的产
品责任调整，否则将毁坏民法体系，特别是合同法与侵权法的制度价值。
[关键词] 损害产品自损
[作

者]

产品质量纯粹经济损失

期待利益

李永军（1964—），男，山东滨州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人

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2015）03-0090-09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产品自损”是指产品本身因缺陷或者瑕疵所遭受的损害，它往往连接着合同法与侵权法。因
此，适用侵权法上的救济或者合同法上的违约救济就成为学术探讨和争议的问题。具体以实例来
说：A为一消费者，到B商场购买了一台热水器。因热水器存在设计上的缺陷，当A在洗澡时热水器
爆裂损坏，同时也使A受到身体伤害。A的身体伤害自然属于各国产品责任立法或者学理上所谓的
“其他伤害”，得到侵权法的救济自无问题和争议，但热水器本身的伤害是否也可以获得侵权法上
的产品责任救济呢？还是只能作为合同法上的问题得到违约救济？这便是本文论题的关键所在。
各国学理或者司法实务在论及“产品自损”的救济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产品责任
法；二是纯粹经济损失理论。二者都属于侵权法上的救济问题。因此，上述就用“侵权法救济”概
括之。从比较法的视野看，绝大多数国家的产品责任立法或者侵权法拒绝将“产品自损”纳入到侵
权法的调整范围，而是交给合同法规范。但是，在有些国家的司法实务中，往往以各种理由时有所
突破，特别是美国法院尤其如此，但一概给予侵权法救济的却鲜有发现。而从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
侵权立法、学理和司法实务看，争议很大，颇值思量。
早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122条就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
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13JJD820011）。

·90·

·“产品自损”的侵权法救济置疑·

有权要求赔偿损失。1993年制定、2000年修改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
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将
“损害”进行了限缩，明确将“产品自损”排除在产品责任法的救济之外。但2009年通过的《侵权
责任法》却又回到了《民法通则》的规定，于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
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此法条中规定的“损害”一词如何解释，发生了争议：有的认为包括“产
品自损”；有的则认为不应包括“产品自损”，还是应该按照《产品质量法》解释之；有的则提出
虽然包括“产品自损”，但应该限缩解释；有的则认为包括“产品自损”，但应用违约为请求权基
础而与其他损害一并解决以避免当事人累诉的处理办法。〔1〕这些观点哪一种最符合民法体系的解释
及侵权法或者合同法的规范属性？
从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看，问题似乎要简单得多。有学者以中国法院的判例与美国法院的判例
进行了实证的比较研究，指出，以原告获得胜诉为标准，中国34个产品自损案件中原告获得胜诉的
有31例，胜诉率高达91%；美国45个产品自损案件中原告获得胜诉的有15例，胜诉率达33%。另外，
中国的法院一般不适用“纯粹经济损失”这一概念，甚至在有的案件中，很明显地能够判决原告败
诉的案件中，法院仍然倾向于对原告的保护，例如，在“龙新庆与石门县宏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案中，汽车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发动机舱突然起火，法院在未提到纯粹经济损失能否获赔的情况
下，判决原告获得车辆贬值损失、维修费、交通费这些典型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2〕在“袁志坚与
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涪陵销售维修服务店”〔3〕案中，在明显没有造
成人身伤害及其他损害的情况下，法院仍然判决被告承担“产品自损”责任。
上述这些法院的判决都是发生在《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前，即有《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的情
况下法院都能够以各种理由将“产品自损”纳入侵权法的调整范围之内，那么，在《侵权行为法》
颁行后，按照该法第41条之规定，真的能够将该条中的“损害”解释为包括“产品自损”的话，将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尤其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第15条中，几乎将所有民事救济措施统统
全面规定的情况下，侵权责任法是否会成为所有与“使用商品或者产品有损害”的情形的救济基础？
那样的话，合同法上的违约救济和物权法上的救济措施意义何在？就以上面提到的“热水器因缺陷自
爆”的例子中，即使没有伤及A，那么，仅仅是热水器的产品自损也能够请求侵权法救济〔4〕，是否过
度扩张了侵权法的适用？首先，这是否是一个用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或者瑕疵担保责任就很容易解
决的问题？其次，如果是侵权问题，也仅仅是侵犯了A对热水器的所有权，是否应适用“过错责任
原则”而不应适用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从而加大了生产者或者出售者的责任？
以上这些问题，颇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从体系化的视角进行研究。这不仅涉及“产品自损”
的适当救济这一个问题，而是中国法律面临的一个体系化的严重或者说严峻问题，即合同法上的救
济、物权法上的救济和侵权法上的救济如何协调的问题。

〔1〕 这些观点及理由下面还要详细提到，这里就不一一列出，见下面的注释。
〔2〕 龙新庆与石门县宏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10）石民三初字第 127 号，转引自董春华 ：
《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
较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5 页。
〔3〕 袁志坚与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涪陵销售维修服务店，
（2009）黔法民初字第 01285 号，
转引自董春华 ：
《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5-1319 页。
〔4〕 按照“袁志坚与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涪陵销售维修服务店纠纷案”的判决理由，就
能够请求侵权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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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产品自损”救济的观点及比较法观察
（一）我国学理、立法及司法观点
在《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和学者们围绕有关“损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
论。尤其对于是否需要对“损害”进行重新界定，侵权法中是否要明确规定“损害”的种类等问题
争论尤其多。同时，产品责任造成的财产损害是否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还是仅指产品缺陷以
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失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通过后的《侵权责任法》在第五章产品责任中
多次使用了“造成他人损害”，但并未对损害进行明确界定，由此，给一些学者留下了“重新解
释”的空间。学界对“损害”的解释也大相径庭，主要体现在“财产损害”是否包括缺陷产品本身
的损失〔5〕，从而适用侵权法上的救济。这些不同观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肯定说
在负责《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机关相关学者编写的著作中，就持肯定观点。在解释《侵权责任
法》第41条时写道：“本条的财产损害，既包括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害，也包括缺陷产品
本身的损害，这样，有利于及时、便捷地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6〕
2.限制的肯定说
这种观点认为，按照新法优先于旧法的规则，关于损害的概念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确定，
只要造成了他人民事权益的损害并且产生损害后果，都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加以救济。由于损
害在《侵权责任法》中属于基础性概念，对于此种概念的含义理解应当自始至终保持统一。尤其应
当看到的是，按照立法者的解释，《侵权责任法》实际上修改了《产品质量法》的上述规定，即认
为损害也包括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7〕并认为其合理性在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司法实践中的请求
权竞合情况，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第二，便利救济，减少诉讼成本；第三，这种做法也是我国
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就采取此种方式处理产品责任纠纷，获得了当事
人的充分认可。〔8〕
但这种观点同时认为，应当进行限制，《侵权责任法》对损害概念的扩张安排，并未否定《合
同法》第122条所确立的竞合规则，只不过是因此可以使受害人更为简便地提起侵权之诉，进而在诉
讼中获得全面的救济。同时，如果仅造成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而没有造成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或
人身的损害，其仍然属于履行利益的范畴。因为其仍然属于不适当的履行问题，其违反的仍然是合
同约定。〔9〕这种主张实际上与日本学理基本相同，下面详细介绍。
3.否定说
如有学者认为，产品质量责任中的损害不应当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其理由在于: 第一，
从立法过程的考察看，虽然有人提出过“损害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的观点，但是最终通过的
法律并没有采纳这一观点，也没有对“损害”进行界定。不能将讨论中提出过但是没有被立法采纳
的观点解释为立法的观点，违反法解释学的基本法则，篡改立法本意。第二，根据比较法的经验，
〔5〕 参见张新宝 ：
《我国产品责任制度 : 守成与创新》（下），《北方法学》2012 年第 3 期。
〔6〕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4 页；王胜明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0 页。
〔7〕 参见王利明 ：
《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 期。
〔8〕 参见王利明 ：
《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 期。
〔9〕 参见王利明 ：
《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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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关产品质量责任的损害通常是指缺陷产品之外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第三，如果将缺陷产品本
身的损失包含在产品责任案件的“损害”范围内，当事人非法取得产品，由于无须证明买卖等合同
关系之存在，在发生产品责任事故时该非法取得产品本身的损失也会依据侵权责任法得到赔偿，这
显然违反民法基本原则之“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的原则。第四，如果将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失包
含在产品责任案件的“损害”范围内，势必破坏债法内部体系的和谐。任何违反瑕疵担保义务交付
瑕疵产品的违约案件，都会被错误地当作“侵权”案件。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有最高人民法院有关
案由的司法解释存在，当事人选择某一诉权就必须将该诉权纳入某一案由，其结果是无论选择何种
诉权都可能无法全面地救济各种损害。因此，笔者建议，在一个具体的产品责任案件中，如果产品
本身发生损害同时也存在被侵权人人身损害或其他财产损失，应当允许受害人同时提出侵权的诉讼
请求和违反瑕疵担保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二者可以并立。即受害人得依据产品责任法规范请求人
身损害赔偿和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赔偿，同时依据合同法请求对自损产品的损害赔偿。这些损
害赔偿互不重叠和交叉，但是请求的法律和依据各不相同。〔10〕
另外一种否定说观点认为，尽管《侵权责任法》第41条使用的是“他人损害”，但是由于该法
第5条规定了“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而《产品质量法》属于规范产
品责任的特别法，因此，在赔偿的问题上仍应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不
应被包括在内。〔11〕
4.折中说
这种观点承认《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财产损害，既包括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害，也
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但是，在具体救济方面，却主张产品责任中的损害首先是指固有利益的
损害，即缺陷产品损害之外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其次才是缺陷产品的自身损害。前者是侵权责
任，后者是违约责任，性质不同。受害人在起诉缺陷产品造成自己人身、财产损害的同时，一并起
诉缺陷产品本身损害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不得强制被侵权人必须分别
提起两个诉讼。但是应当明确，这是两个诉的合并，而不是一个诉。在这两个诉的管辖不同的时
候，按照《侵权责任法》第41条规定，可以合并在一个法院管辖，而不是依据不同的管辖由不同的
法院审理。当然，如果受害人愿意在两个法院起诉的，法律也不禁止。〔12〕
判例的观点，也多持肯定说，即使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例如，在上述“袁志坚与重庆百
事达汽车有限公司、重庆百事达汽车有限公司涪陵销售维修服务店纠纷”一案中，被告提出：“本
案不属于产品质量侵权纠纷，而是一般的产品质量合同纠纷。适用产品质量侵权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
造成人身损害，二是造成缺陷产品以外的其它财产损害。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则不属于‘其它财产损害’
的范围。本案中，自燃车辆的自燃没有造成人身伤害，也没有造成其他财产损害，因此，本案就不适用侵
权途径救济，而应当适用合同法。”法院仍然在认定汽车存在缺陷的基础上，依据《产品质量法》第43条
〔13〕

销售者与生产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认定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负连带责任。〔14〕

〔10〕 参见张新宝 ：
《我国产品责任制度 : 守成与创新》（下），《北方法学》2012 年第 3 期。
〔11〕 转引自王利明 ：
《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 期。
〔12〕 参见杨立新、杨震 ：
《有关产品责任案例的中国法适用》，《北方法学》2013 年第 5 期。  
〔13〕 第 43 条规定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
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
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14〕 参见董春华 ：
《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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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法上的观察
前面提到，“产品自损”能否获得侵权法上的救济，主要有两种途径实现：一是产品责任法；
二是纯粹经济损失理论。必须指出，与产品责任的侵权法救济不同，纯粹经济利益的损失之侵权法
救济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的。
美国侵权法中的产品责任明确排除欠缺安全性商品本身的损害。 按照美国《侵权法重述》（第
三版）关于产品责任之规则，当产品的缺陷对其本身造成损害，规范商业交易的法律全面阐述了购
买者与销售者之间的权利结构。对产品自身的损害表现为两种形式：产品缺陷可能导致该产品无法
使用，因此必须修理或者更换；此种缺陷也可能导致购买者的重大损失。例如，停止运转的机器可
能导致其所在的生产流水线瘫痪，对拥有机器的企业造成广泛、重大的经济损失。根据美国《侵权
法重述》的规则，此类损失不能得到侵权法上的救济。如果产品的缺陷使其具有不合理的危险但并
未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失，这种危险或者是由于产品的缺陷被及时发现并没有造成损害，或者对产
品本身造成损害但未伤及人身或者其他财产，大多数法院的结论是：《统一商法典》规定的补偿—
修理和更换的费用在适当情形下的重大经济损失，是足够的。因此，本重述的规则不适用于此类情
形。〔15〕在美国，绝大多数法院采取的立场是，案件受侵权责任法还是商法规范，其关键取决于原
告遭受损失的性质。如果原告仅仅因为该产品缺陷发生故障或者自损而遭受损失，该损失被认为是
《统一商法典》调整的经济损失。与之类似，如果原告遭受的损失并非源于对原告的人身或者其他
财产损害，此种损失将受《统一商法典》调整。〔16〕简单地说，如果电视机因为缺陷而引起火灾，而
火灾损毁了昂贵的地毯，也许还有他的整栋房子，所有这些都是对消费者其他财产的损害，因此，
在一般的侵权诉讼中（包括在严格责任诉讼中）清晰地属于可获赔偿的范围。然而，如果电视机因
为缺陷而着火对其自身造成损害，美国各个法院的立场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几乎全部是否定的。〔17〕
除此之外，在产品自损可否依侵权法获赔这一问题上，商业关系规则有重要的意义。在产品责
任法中，合同双方属于商业性主体时，二者的关系通常也被称为商业关系，以区别于一般消费者与
销售者或生产者的关系。美国法院认定，若当事人之间属“商业关系”，而非一般消费关系，任何
情况的产品自损都只能接受合同法的调整，不能依据侵权法获得救济。这一主旨被美国法院总结为
“商业关系”规则，实则是将产品责任局限于消费者个人消费或者使用产品这一范畴的变异，意即
“处于商业关系中的生产者没有过失或严格产品责任之下的义务来阻止产品伤害自己”〔18〕。
欧洲许多国家因受《欧盟产品责任指令》的影响，一般都将产品自损排斥在侵权法大门之外，
该指令第9条第2款规定，损害是指对缺陷产品之外的财产造成的损害或毁坏。例如，德国于1989年
颁布的《产品责任法》，被害人仅于人身伤害及对其他财产之损害，始得请求产品责任法的损害赔
偿，至于经济上的损失或者所谓继续侵蚀性损害，均不得请求赔偿。所谓“继续侵蚀性损害” ，即
为产品自损。〔19〕在解决纯粹经济损失问题时，德国比其他国家都更加广泛地利用了合同救济。扩大
合同法作用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除了允许侵权之诉与合同之诉的竞合规则外，侵权法
被认为在保护需要法律救济的所有经济利益方面都过于薄弱和狭窄。另一方面， 对那些担心打开侵
〔15〕 参见许传玺主编：《美国法律重述之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产品责任》，肖永平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20 页、
第 421 页。
〔16〕 参见许传玺主编 ：《美国法律重述之侵权法重述第三版 ：产品责任》，肖永平等译，第 423 页。
〔17〕 参见毛罗·布萨尼、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
《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
，张小译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5 页。   
〔18〕 董春华 ：
《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5-1317 页。
〔19〕 参见陈聪富 ：
《商品责任法保护之客体》，《2012 年海峡两岸第十届民法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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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诉讼闸门的人来说，合同法上的请求权似乎是相对安全的道路。〔20〕英国法也是如此，即对于产
品本身的损害或者对于产品整体或者提供于产品使用的任何部分所生的损害，都不属于产品责任的
范畴。〔21〕
不仅如此，《欧盟产品责任指令》还明确排除“商用物”适用产品责任的可能性。只有当被损
害的其他物根据其性质通常是服务于个人使用或者消费的目的，且确实被受害人用于个人使用和消
费时，才能适用指令第1条意义上的“损害”。例如，轿车有制造缺陷并导致驾驶员或者其他道路使
用者受到损害时，就属于指令适用的范围。如果导致了物的损害，则只有当该车是私人车辆、被损
害的物至少是私人占有的物时才适用指令。否则，如果是公司的车辆，则完全排除指令的适用。〔22〕
这与上述美国的做法十分相似。   
日本《制造物责任法》第3条规定，制造业者，就制造物缺陷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及财产所生
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此项损害仅发生于该制造物时，不在此限。按照日本通说，仅仅发生制造物
本身损害时，应依据瑕疵担保责任及债务不履行责任加以救济。但在发生扩大损害时，为保护被害
人，依不法行为制度的基本原则，制造物自身损害也可以作为赔偿对象。〔23〕也就是说，在产品导致
他人其他损害及产品自身损害并存时，可以请求侵权法救济。
总之，大多数国家都拒绝给予产品自损侵权法救济，即使救济也存在特定条件。像我国这样以
立法的形式将产品自身损害明确规定于《侵权责任法》中的立法例，实属罕见。

三、“产品自损”之救济的请求基础思考——基于理论及实证法的思考
（一）理论性思考
从理论上说，笔者坚决同意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1条作限缩性解释，即其中的“损害”不
包括“产品自损”在内，无论是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产品责任之特别规定，还是从侵权责任法对于
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都不应对“产品自损”给予侵权法救济，理由是：
第一，如果将“产品自损”纳入侵权法的规范之内，将击毁传统民法的基本体系结构，摧毁合
同法与侵权法的基本原则和界限。
美国学者格瑞尔德指出，理论家和法官通常认为，被告违反了某项法定义务是法律强迫其履行
对原告的赔偿义务的原因。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被告必须是违反了哪一类法律义务才会产生
其赔偿损失的义务呢？〔24〕
必须强调，合同法与侵权责任法规范的主体及方式是不同的：侵权责任法是调整“素不相识”
的一般人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规定“法定注意义务”及以此为标准进行衡量的“过错责任归责原
则”为核心、以“不作为”作为基本要求保护彼此的安全，违反此法定义务就让其承担侵权赔偿义
务。而合同法则是调整有交易关系的当事人，相互之间的义务重点在于履行利益（交易标的物及相
〔20〕 参见毛罗·布萨尼、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 ：
《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译等译，第 111 页。   
〔21〕 参见陈聪富 ：
《商品责任法保护之客体》，《2012 年海峡两岸第十届民法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2〕 参见克雷斯蒂安·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张新宝校，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4 页。《欧
盟产品责任指令》第 9 条第 2 款规定，“损害”是指 ：对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造成的损害，且该财产（a）原本属于私人使
用或消费类型，且（b）主要系受害人自己私人使用或消费。德国《产品责任法》第 1 条第 1 款规定，所损害财产通常是
用于私人使用或消费，且受害人主要为这种目的而获得该财产。
〔23〕 参见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8 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7 页。
〔24〕 参见格瑞尔德·J. 波斯特马：
《哲学与侵权行为法》
，陈敏、云建芳译，易继明校订，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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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利益）而非对方的交易之外的固有人身或者其他财产，因此，在合同法之外需要侵权法通过上述
方式实现对对方人身及其他财产的保护，而标的物本身是合同法的主要任务，其义务也多为约定而
非法定。
如果让被告对“产品自损”承担侵权法上的赔偿责任，是因为他违反了什么义务，是契约法上
的义务，还是侵权法上的义务？如果原告欲寻求侵权法上的救济而让被告承担侵权法上的赔偿责
任，必须证明被告违反了侵权法上的“法定注意义务”。那么，被告对履行标的物是否有法定注意
义务呢（这里的注意义务是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而非合同法上的瑕疵担保义务或者其他义务）？
就如在本文的开头笔者所举的“热水器”例子，如果让热水器的出卖人对交付的标的物质量和安全
承担法定注意义务，一旦出现问题，就属于违反了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而承担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
任。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合同法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有学者指出，产品因瑕疵
而导致本身的毁损或价值减少，甚至是利润的丧失，这都是购买者作为交易主体没有取得交易的预
期利益所致，而对这种交易中的预期利益提供保护正是合同法的价值所在。而侵权法特别是产品责
任法，关注的公共政策是保护消费者免受产品所造成的危险。如果用侵权法对此种纯粹经济损失给
予保护，则侵权法适用范围势必会无限扩张，合同法将被淹没在侵权法的汪洋大海之中。〔25〕王泽鉴
教授也指出，民法关于买卖所设的规定，将失去意义，成为具文。〔26〕
正是因为看到这种破坏性后果，王利明教授一方面承认《侵权责任法》第41条中的“损害”包
括“产品自损”，但积极主张对其适用进行限制，指出：区分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和缺陷产品以外
的财产损失的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这是从合同法和侵权法所保护的利益的区别所决定的。合同
法所保护的利益主要是履行利益，即在债务人依据合同规定履行时，债权人从中所得到的利益。另
一方面，产品缺陷本身的损害，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合同瑕疵担保制度所调整的范围，因而应依合同
法加以调整。过度扩张侵权法的适用范围，将使得合同法和侵权法的界限混乱，给法官适用法律造
成困难。尤其是法官不准确地确定被违反的义务来源的性质，而是笼统地将所有的损害一并处理，
这就会形成合同法的危机。〔27〕
因此，不能将侵权法上的法定注意义务扩大至合同履行标的物（产品自损），就如美国法院在
East River Steamship Corp. v. Transamerica Delanval Inc.案中所指出的：“当产品导致自身
伤害时，施加侵权法义务的理由就很薄弱，而让当事人获得合同救济的理由却非常充分。与人身伤
害带来的身体伤害、时间精力和健康损失相比，产品自损时，商业使用者只失去了产品的价值，因
产品未满足需要而使其客户不满意，或者提高了提供服务的成本。让生产者为产品自损负侵权法责
任而导致大众成本的提高并无正当理由。”〔28〕
第二，如果将“产品自损” 纳入产品责任的保护范畴将会破坏侵权法归责原则体系。
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即使将“产品自损”纳入到侵权法的调整范
畴，也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不是严格责任原则，而对纯粹经济利益损失的侵权法救济就要求更加
严格，必须是故意。如果将“产品自损”纳入到产品责任中，加重了侵权行为人的责任，破坏了侵
权法归责原则体系及其基本价值判断。
〔25〕 参见郭洁 ：
《美国产品责任中的纯粹经济利益损失规则探析》，中国民商法律网，2012 年 6 月 14 日。
〔26〕 参见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8 册），第 249 页、第 250 页。
〔27〕 参见王利明 ：
《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 期。
〔28〕 董春华 ：
《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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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果将“产品自损” 纳入产品责任的保护范畴将会损害“契约自由”原则。
合同法的基本精神为“契约自由”，允许当事人就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双方可以就标的
物的风险转移方式和时间、瑕疵负担等问题作出事先约定。如果让侵权法调整“产品自损”问题，
合同法的契约自由原则将遭受损害。美国法院在East River Steamship Corp. v. Transamerica
Delanval Inc.案中所指出：“卖方可通过免责声明或限制救济条款来限制自己的责任范围。相应
地，买方可以支付更少的钱。我们没有理由干涉当事人的风险分配。” 〔29〕对此，王利明教授也指
出，如果将当事人的各种权利都交由侵权责任法进行调整，则当事人就失去了进行意思自治的空
间，从而将会损害私法自治的实现。〔30〕
第四，如果将“产品自损” 纳入产品责任的保护范畴将会损害合同法的制度功能—预期利益保护。
美国学者指出，契约是相互期待获益的，亦即正值的交易关系。无论是作为哪一方当事人，都
可以期待获得利益。契约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并促进合理创设的期待。〔31〕而侵权法法的制度价值
在于对固有利益的补偿而非获益。因此，如果把“产品自损” 纳入产品责任的保护范畴将会损害合
同法的制度功能—预期利益保护，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二）基于我国实证法上的思考
尽管从理论上思考，我坚持产品责任的保护对象必须限制在“产品自损” 以外的人身或者其
他财产损害，但是，基于我国目前的《民法通则》（第122条）、《产品责任法》（第41条）、
《侵权责任法》（第41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32〕的实证法规范，我认为，可以
有三种解释：
第一，坚持《侵权责任法》之前的学界共识，即“产品自损”不包括在产品责任之内。这种解
释是有理由的，（1）从一般法与特别的的关系可以解释；（2）从历史沿革也可以解释，因为《民
法通则》第122条本身就是作出了与《侵权责任法》第41条相同的规定，对此，梁慧星先生认为本条
中的“财产”应指因缺陷产品造成消费者其他财产的损害。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及因缺陷产品本
身损害造成受害人可得利益的损失不包括在本条所谓“损害”概念之中，理由是，缺陷产品本身的
损害及因此所受可得利益损失，应依《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其是否赔偿，应视违约情节及合同规
定约定。〔33〕当时，就能够作出如此的解释，今天为什么就不能呢？（3）考虑到上面阐述的作出扩
大解释后的种种不利后果，也可以作出限缩性解释。既然王利明教授和杨立新教授（上面已经阐述
了）都主张限缩解释，那么限缩的范围应该依价值判断而定而非逻辑而定。
第二，直接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字面解释，将包括“产品自损”在内的所有与购买和
使用产品有关的损害都包括在内，直接适用侵权法上的产品责任规范救济。
第三，采取王利明教授的解释，即《侵权责任法》第41条包括“产品自损”，但应作出限缩解
释，即当仅仅造成产品自损但未造成其他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不适用产品责任而适用合同法规

〔29〕 East River S.S. Corp. v. Transamerica Delavel, 转引自董春华 ：
《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研究》，《中国民
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6 页。
〔30〕 参见王利明 ：
《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 期。
〔31〕 迈克尔·D. 贝勒斯 ：
《法律的原则》，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5 页、第 176 页。
〔3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11 条规定 ：
“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
得赔偿的权利。”
〔33〕 参见梁慧星 :《论产品制造者、销售者的严格责任》，《法学研究》199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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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只有在“产品自损”与其他损害并存时，才适用产品责任。〔34〕
在以上三种解释方式中，第二种解释显然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国学理主流。如果采取这种方
式，又没有像美国和欧洲共同体那样区分商用物与消费物，中国的《侵权责任法》几乎就是民法的
全部，因为如果该法的第41条的损害包括所有损害，而且其第15条几乎都包括了民法的所有救济措
施，那么其他法律的存在就是多余的。《侵权责任法》颁行后，法院已经有这样的案例，福建龙岩
中院在丘汉进VS龙岩众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一案的判决中就写道：“从《侵权责任法》第41条‘因
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看，未再区分缺陷产品以外的其
他财产的损害和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被上诉人丘汉进就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主张产品质量损害赔
偿，原审判决据此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35〕这一判
例很说明问题,具有代表性。因此,我认为,既然《侵权责任法》第15条在救济措施方面已经远离了其
规范属性,即《侵权责任法》并没有考虑其规范属性和基本使命就规定了所有民法的救济措施，而不
是自己应有的救济措施,就不能再对第41条作出任意的无限制的扩大解释。
现在就剩下第一种与第三种解释方式了。其实，我更倾向于第一种解释方式，即“产品自损”
属于违约问题，而除了产品自身损害以外的损害属于产品责任法的救济范围。就如杨立新教授与张
新宝教授提出的，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损害，分别诉讼。但在管辖方面，可以统一又同一个法院受
理一并解决。也许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四、结

论

无论是法律的解释者还是司法者，都应该在法律的体系中解释并适用法律。《侵权责任法》中
的产品责任，无非是民法体系中的一个小的部分。从法律的解释看，任何一个规范的具体解释不能
仅仅看该规范的文义，而是要放在体系中解释。往往体系的解释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比某个条文本身
的解释更加可靠，这种方式甚至可以纠正某些规定错了的条文。如果把《侵权责任法》的第41条中
的“损害”放在民法体系中解释的话，应该得出它不包括“产品自损”，这种结论更加符合产品责
任的定位及各个不同法律之间的协调，特别是合同法与侵权法的协调。
其实“产品自损”及人身与其他财产损害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在合同法上获得救济，再加
之，按照通说，我国《合同法》上归责任原则为严格责任，合同法上的违约救济比侵权救济更加简
便，更方便原告。〔36〕仅仅就“其他财产和人身损害”的救济，可以采用“竞合”理论，即原告可
以主张违约也可以主张侵权法上的救济，之所以给原告以选择权，主要是针对造成人身损害时伴随
“精神损害”的发生的情况下，原告如果寻求违约救济，就不能获得补偿。这样一来，其实，《侵
权责任法》第41条的真正作用，也就是在缺陷产品造成原告人身伤害并伴随有精神损害的情况下，
或者销售者无责任清偿能力而追究生产者时，才具有实际意义。
（责任编辑

朱 芸）

〔34〕 参见王利明 ：
《论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法学》2011 年第 2 期。
〔35〕 龙岩市众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丘汉进，（2012）岩民终字第 632 号，转引自董春华 ：
《中美产品自身损害赔偿比较
研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论文集》（下），第 1319 页。
〔36〕 必须清楚，这里规定的是“加害给付”而不是所谓的“竞合问题”。即使选择了侵权法救济，也不能排斥原告主张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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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ce of the ancient system of criminal trial time and the spirit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rough
som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it now has become a modern litigation system under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As the origin of contemporary system of criminal trial time, the ancient system was both complete,
scientific and of reference value today. On the other hand,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eudal autocratic society,
the ancient system of criminal trial time was strongly instrumental and met constraints from other related systems,
which influenced its practical effect. Only in the modern context of the rule of law can the system of criminal trial
time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judicial efficiency under the premise of trial fairness.

On The Colleges’ Develop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MIT as an Example
LI Yun/Associate
Abstract: MIT’s

84

professor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General Education has achieved a unique and successful mode which is of distinc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strategic promotion of Chinese specialist universities. The prime factor of
MIT’s achievement was the ideas full of foresight from her founder President Rogers. The educational target, which
means training students to not technical workmen but chief scientists, sh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general education
dominated b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President Campton and President Killian completed MIT’s strategic
promotion. They set up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and systematic curriculum of general education so that
general education became the necessary component of the target and MIT got rid of the crisis of technicalization and
became the topping university. Proper curriculum is the core of general education. The history of curriculums of MIT’s
general education proves that virtuous interaction among strategic target, exterior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 proper is the
kernel to set up upstanding curriculum of general education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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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inions have always been divided among Chinese experts on civil law about whether to include
“product self-devaluation”in the “injuries” by Article 41 of China’s “Tort Liability Act” so as to receive
compensation by tort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few countries totally provide compensation (product
liability or pure economic loss) on“product self-devaluation”in accordance with “tort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ivil law system, “product self-devaluation”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breach which should be adjusted bythe
norms of Contract Law rather than the product duties of Tort Law, otherwise, it will impair thecivil law system,
especially the system value of Contract Law and Tor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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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TO Security Exception clauses area self-decision right which is entitled to members but also
restricted by objective condi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rade tool by WTO members has to be restricted by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by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and conditions
of such clauses, and by common practiceaccumulated by the member states in the last sixty years. As regards to
whether a member state applies security exceptions legally and in good faith, WTO has the right to make inquisition
and judgment when it comes to nuclear materials and trade in certain military goods and military service out of the
control of WTO rule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medies for the sanctions to safeguard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 The
theory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urrently adopted by nations should not disturb the implementation of WTO
Security Exception clauses. China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WTO Security Exception clauses, and if necessary, take
economic sanctions within the limits of WTO laws to maintain basic security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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