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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私侵权法律适用
——— 以英国隐私法的发展为参考
□ 刘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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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侵权责任法肯定了隐私权的独立性，却没有为隐私权保护提供明确的法律适用指引。隐私权作为自然人享

有的对个人信息与个人空间的支配权，其保护需要进行个案的三阶层利益衡量，即通过合理期待规则判断是否存在
隐私权，通过冒犯规则判断是否存在过错侵害行为，通过审查合法抗辩事由判断是否可以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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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概念最早确立于美国，后逐渐见采于其他诸国。
反观我国，虽然理论上早有对国外相关法律制度的引介 ，但

地区，对于何者为隐私权侵害行为都有不同的认识 。如在美
国，隐私权的侵害有四种类型： 侵害他人的幽居独处或私人

隐私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是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 ，
难以影响立法，亦无法给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引 。侵权责

事务、公开揭露使人困扰的私人事实、公开揭露致使他人遭
［2］
受公众误解、为自己利益而使用他人的姓名或特征 ； 在香

任法的出台，是隐私权保护真正的开端。然而，仍有许多问
题需要理论去总结与回答。 本文旨在参考英国隐私法的经

港，立法建议则只认为前两种构成隐私权侵害 。 将侵害方
式纳入权利内涵，将过度限定隐私权的发展，不利于建立适

验，尝试建立隐私权保护的法律适用框架 。

应我国国情的隐私权制度。
关于隐私的范围，大致有如下几种表述： 个人、个人信

［3］

一、研究的基础： 隐私权的内涵及性质

［4］

息、个人生活、生活安宁。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
理由》将私人空间、私人信息和私生活安宁并列作为隐私 。

隐私权保护的法律适用必须建立在隐私权的基础研究
之上，其中隐私权内涵与性质是隐私权法律制度的基础 。

王泽鉴先生则认为，隐私权指个人对其私领域的自主权利 ，

（ 一） 隐私权的内涵

其保护 范 围 包 括 私 生 活 不 受 干 扰 及 个 人 信 息 的 自 我 控
［5］
制。 本文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个人信息与个

关于隐私权的定义大致有两种表述方式 ，一种是通过
界定隐私的范围定义隐私权； 一种是通过界定隐私的范围

人空间的支配权。隐私权涵盖个人信息和个人空间两个核
心支配对象； 其他的对象均非隐私权的支配范围 ，而且可以

［1］

与列举侵害方式定义隐私权。 本文认为，定义应该揭示定
义对象的核心内涵，无需涵盖定义对象的枝节属性。关于权

被上述两个对象概念所涵盖。 如“个人生活 ”可以被“个人
空间”概念所涵盖，因为所有的生活事实均需于具体的空间

利侵害方式，不应作为隐私权内涵，因为任何一种试图穷尽
权利侵害方式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 隐私的侵害方式层出不

（ 领域） 展开，侵犯个人生活必然表现为侵犯个人空间 （ 领
域） 。生活安宁亦非隐私权必要内涵，而应该是隐私权侵害

穷，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即便在同一法系内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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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之一种。但隐私权侵害并不必然伴随着生活安宁的侵
扰； 侵入他人空间而当事人茫然无知或者完全没有影响生

独立的权利类型纳入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 。 但侵权责任
法并没有提供具体的适用指引。有的观点认为，侵权责任法

活安宁的情况亦可有之，但仍可以成立侵权行为———权利
人得主张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救济。再如，对个人健康信

出台后，可以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请求侵害人承担侵权责
［8］
任，即认为该款是独立的请求权基础 。 但更加普遍的观点

息的获取，即便该个人完全健康，信息的泄露不会影响生活
安宁，仍可成立侵权。质言之，个人生活、生活安宁等概念均

认为，第二条不能作为独立的请求权依据 。 本文认为，隐
私权侵权责任的具体构成要件仍然可以讨论 ，但在目前侵

非隐私权的必要内涵。作为隐私权对象的个人信息，包括身
体信息（ 身高、体重、血型等 ） 、身份信息 （ 家庭情况、工作情

权责任法等法律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 ，隐私权的保护应
适用一般侵权责任条款，即侵权责任法第 6 条第 1 款； 侵权

况等） 、行为信息 （ 消费记录、通讯记录等 ） 等。 个人空间则
指个人私生活展开的特定空间，包括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

责任法第 2 条第 2 款只是引介条款，并不具有独立适用的功
能。侵权责任法第 6 条第 1 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采用密码等防护措施的不对公众开放的 QQ 空间、博客等均
可构成个人空间。

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隐私权侵权一般而言，
应符合如下构成要件： 1． 权益侵害 （ 以权益存在为前提 ） ； 2．

［9］

过错； 3． 因果关系。损害后果并非隐私权侵权责任必要构成
要件，因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责任方式恰恰是保护隐私

（ 二） 隐私权的性质
1. 隐私权为基本权利
隐私权作为个人自由、人格尊严的基础，是一种可以排

权的更为重要的方式，并不以损害为要件。 在此一般框架
下，需要对各构成要件进行深入讨论 。

［6］

除任何人干涉的基本权利。 在权利位阶上，隐私权高于一
般权利。确立隐私权的基本权利属性，对隐私权的保护有着

本文认为，隐私权的保护须进行三个阶层的利益衡量 ：
第一阶层，就隐私权存在范围进行利益衡量 ； 第二阶层，就隐

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隐私权的限制需要更为充分、审慎
的理由。

私权的侵害程度进行利益衡量； 第三阶层，就隐私权的合理
限制进行利益衡量。

2. 隐私权为支配权
隐私权人有权支配自己的隐私，即个人信息和个人空
间，对其为占有、使用，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利用； 对

（ 一） 第一阶层： 合理隐私期待
权利的存在及其保护，需要以权利的确定性为前提。但
隐私权缺乏明确的权利公示方式，乃至于比债权这种相对

于隐私中有财产价值的部分，可以通过出售、授权使用等方
式将支配使用权让渡给他人行使。同时，放弃 （ 公开 ） 亦是

权更具有私密性，难以为外人察觉。究竟什么信息属于个人
信息，什么空间属于个人空间，需要进一步明确，进而确定隐

隐私权行使的方式。隐私权人有权将自己的隐私向公众公
开，从而在公开范围内消灭隐私权。但特定的公开不能视为

私权的存在边界。

［7］

为了解决隐私权的边界问题，英美侵权法司法实践总
结出了 合 理 隐 私 期 待 规 则 （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

默许新的公开。 公开的方式或目的不得超越隐私权人同
意的范围。

cy） ［10］，认为若依照一般理性人的认识，个人得对一定空

3. 隐私权为混合权
隐私权作为保障个人自由、人格尊严的权利，主要是一
种具有精神价值的权利，但同时是一种财产权利，因为作为

间、信息具有私密的期待，信赖在该等空间可以自由作为，认
为该等信息不应被他人所知，则对该等空间及信息得成立

隐私权客体的隐私本身具有财产价值 。 特别是在当下这个
大数据时代，个人的生活 （ 隐私 ） 信息是市场主体看重并积

隐私权。日本法上也有判决认为，隐私权的成立，须被公开
之私事的内容为私生活事实或有被误为私生活之事实 ，尚

极获取的重要信息，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具有重要的财产价
值。作为混合权，隐私权受侵害的后果既可能表现为精神损

未为一般人所知，依一般人的通常感受，居于该私人的立场，
［11］
不欲被公开，因公开将致该私人感觉不愉快或不安 。 具

害，也可能表现为财产损害———侵权责任后果的认定、侵权
损害赔偿的范围亦因此受到影响 。

有合理隐私期待，是保护的前提，也是进一步利益衡量的基
［12］
础。 是否具有合理隐私期待，应以客观标准进行判断，并
综合考量当事人身份、发生地点、行为态样、相关题材、事务
［13］
等因素。

二、隐私权的保护： 三阶层利益衡量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
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

1. 当事人身份
根据一般法律原则，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不应因其身
份受到限制。但对于隐私权而言，身份因素将起重要影响。

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
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

不同身份的主体可能享有不同范围的隐私权 。其中，最常被
讨论的是公众人物身份对隐私权边界的影响问题 。Prosser

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至此，隐私权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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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私人空间的边界变得模糊，需要借助其他因素来判断何
者属于公共空间，何者已经从公共空间转变为私人空间 。其

将公众人物界定为“因他的成就、声望或生活方式，或因他
所选择的行业或职业使公众有充分理由关注他的活动 、事
［14］

务及品格而成为社会重要人物的人 ”。 欧洲议会提供了
类似的定义： 公众人物指担任公职及 （ 或 ） 使用公共资源的

中，以下两个因素需要给予重点考量： （ 1） 空间的相对独立
性。一个空间能够成其为私人空间，必须具备相对独立性，

人，及（ 更广泛而言） 所有在公共领域 （ 不论是在政治、经济、
［15］
艺术、社会、体育还是在其他范畴 ） 扮演某个角色的人。

可与其他空间相对隔离。 这种相对独立性可以是物理隔断
造成的，也可以是临时行为所促成的。如一个酒店大厅，原

英国判例认为，“求名”行为（ seek publicity or court publicity）
是认定公众人物身份的一个重要考量 。 当一个人以自己的

本可以是一个公共空间，但若一人预定了整个大厅作私密
［21］
使用，大厅便成为了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 。 （ 2） 保密措

行为表明其追求公开、寻求关注，如曾经主动将自己的信息
提供给媒体、通过媒体进行公开的争论等，则可能被认定为

施。保密措施的采取有利于增强个人信息及个人空间的私
密性，同时具有一定的对外公示作用。一旦当事人采取了慎

［16］

公众人物。 一般而言，公众人物因政治、社会的需要，或
者因其自身的获利行为，自愿使自己接受更大程度的“窥

重的保密措施，对隐私的合理期待随之增强。换言之，采取
屏蔽、警戒等保密措施，客观上彰显了独处的期待。

视”，其隐私权范围自然受到限制。如普通人一天的行踪可
构成隐私，而公众人物一天的行程安排却往往不构成隐私 。

（ 二） 第二阶层： 高度冒犯的侵害
即使通过前述的合理隐私期待规则对隐私信息和空间
进行筛选，可以想象对于个人而言，仍有许多隐私事实得成

故美国的丹尼尔大法官认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对选民公
开，乃为公共利益所必需，此种情况下隐私权并不存在。献

立隐私权。然而，隐私本性排斥他人参与，同时在自己与他
人之间划清界限。若任何触碰隐私的行为均构成侵权 ，则隐

身公共事务，其私人社会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职业完全
［17］
分开者，则隐私权不存在。

私诉讼将泛滥无边，个人行为自由亦会受到掣肘。因此，在
确定了个人得享有具有合理期待的隐私权之后 ，需要考察

2. 自主公开行为
作为隐私权客体的隐私，必须保有其私密的属性。若个
人自愿选择将自己的隐私公开，则可能对该隐私不再成立

何种行为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为侵害行为划定边界。根据
过错客观化理论，行为人的行为不符合特定环境下理性人

隐私权。但隐私亦有外在和公开的一面，不局限在亲密的生
活圈子，而可具有一定的公开程度，除非当事人接受或容忍

的行为标准即具有过错，故意或者过失均可以通过行为人
外在行为予以考察。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不是被侵害人

［18］

这样做，否则其他人不应进一步公开这些活动 。 隐私权
的边界受自主公开行为影响而发生动态变化。“当事人可

的期待值———因为这是被侵害人是否享有隐私权所需要解
决的问题，而是应该考虑行为是否达到社会意义的侵害程

以放弃所有或部分的隐私权； 亦可以为某一目的放弃隐私
权但同时为另一目的声称享有隐私权 ，亦可以就某一个人、

度。从行为人的角度看，是评判行为是否合理； 从权利人的
角度看，则是考虑侵害是否应该容忍。这里需要借助的分析

某一类人或某次发布而言放弃隐私权 ，但就所有其他人、其
［19］
他类别的人或其他发布而言仍然保有隐私权 。” 具体而

工具仍然是合理人标准： 一个具备正常感知能力的人在特
定情境下是否认为该行为是高度冒犯 （ highly offensive） 的行

言，合理隐私期待与公开的强度及范围 、公开是否可控等因
素直接相关。如在 Ｒocknroll v News Group Newspaper Ltd 一

为。若是，则行为人具有过错，侵害行为成立； 若不是，则行
为人没有过错，侵害行为不成立。

案中，法院就认定私密照片在朋友之间的公开与分享并不
等于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对有限度公开的信息在更广

是否高度冒犯应该以受害人 （ 权利主张者 ） 的立场而非
普通的第三人的立场进行考察，即假设一个具有正常感知

［20］

［22］

范围内的私密性仍享有合理期待 。
3. 公共空间

能力的人置身于受害人的处境下，会否感到冒犯。 具体
而言，仍需要考虑权利人身份、侵害对象、侵害行为态样、行

公共空间是与私人空间相对的概念 ，指不特定的第三
人可以随意进入的空间。通常而言，一个人选择置身于公共

为空间等因素。对于性生活、疾病信息、个人住宅等个人最
隐秘的部分，轻微的窥探、传播可能已经构成侵害； 而在公共

空间，则在一定程度上自愿让渡自己的隐私信息 ： 开放街道
上的消费行为、与朋友的大声交谈、不经意的摆弄身姿等等

空间，一般而言则需要忍受更多的关注和接触 。
（ 三） 第三阶层： 免责抗辩事由

均暴露在不特定的第三人的观察之下 ，对此，很难说还有合
理隐私期待。当然，个人的隐私行为亦需要在特定的空间内

在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地区，违法性是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一，发挥着利益衡量的重要功能。在侵

展开，而该特定空间可能与公共空间构成重叠 。如一个人可
以在一家对所有人开放的餐厅就餐 ，但为了保有其私密性，

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我国应否采纳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
构成要件是讨论的重点议题。最终的结果是，侵权责任法没

可以选择一间封闭的不对他人开放的房间 。此时，公共空间

有采纳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而采用了抗辩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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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框架，对受害人故意、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等一般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情形作了具体规定 。 就隐

与法律无涉。在 Mosley v News Group 一案中，英国法院就明
确表示与犯罪无关的道德堕落并不能成为公开 、侵害隐私

私权的保护而言，往往涉及复杂利益冲突，需要建立取舍的
标准。现有的抗辩事由规定并未能满足隐私权保护的需要 ，

的合理抗辩。判决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确保不因某个新闻人
或法官认为该行为令人讨厌或者违反道德或宗教训导而拒
绝提供救济 …… 某特定关系是通奸，或者某人的品味是非

受害人故意、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均非典型的隐
私权侵权抗辩事由，未能反映隐私权保护中的典型利益冲

传统的或“变态的”，这些都不能成为给予媒体 （ 可随意披露
［25］
该关系细节的） 空白授权委托。 诚然，道德监督是社会监

突，故可认为法律规定存在漏洞，须通过立法、法解释的方法
予以填补。下文围绕常见的隐私权侵权抗辩事由 （ 典型利

督体系重要的一环，但道德与法律两分的进步仍然应该坚
守。若每个人均可以高举道德的旗帜践踏隐私的领域 ，则隐

益冲突） 进行讨论，以供参考。
1. 符合法律规定

私将荡然无存。若从这个角度看，同居、炫富、私生活糜烂等
可能受到道德非难的行为，仍未足以成为侵害隐私的合法

侵权责任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可能与其他法律
发生冲突。当侵权责任法保护隐私权时，其他法律可能授权

理据，相反，个人的与违法无关的性生活等信息反而构成典
型的隐私，应该得到尊重，毕竟隐私权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

得对隐私权为一定程度的限制。 若行为人能够举证证明其
行为符合其他法律规定，得成立免责抗辩。

个人自由的生活，确保个人不受社会、他人目光注视，从而在
这自由的空间中发展和享有其尊严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只

2. 使侵害合理化的合法权益
隐私权并非至高无上的权利。有些权利可能被认为在

有违法行为才能合法地予以公开，是否可以合法公开的关
［26］
键在于能否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公共讨论 。 信息的公开可

权利位阶上更高于隐私权，因而为了保护该等权益，对于侵
害隐私权的行为无需负侵权责任。一般而言，国家安全、人

能会引起公众的兴趣，丰富公众的生活，也可能为发布者带
来经济利益、名声等收获，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侵害隐私权

身安全等利益可认为位阶高于隐私利益 ； 对犯罪行为、违法
行为的纠正行为即使有害隐私，亦得不负侵权责任。《欧洲

的合法抗辩。只有符合公共利益的信息公开才是合法的抗
辩，而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开与公众感兴趣的公开不同 。欧洲

人权公约》第 8 条第 2 款规定，对私生活受尊重的权利所施
加的限制，必须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经济

人权法院认为，判定信息公开是否具备公共利益，应考虑信
［27］
息公开是否有助于促成有关总体利益的讨论 。 英国司法

的健康发展，防止骚乱或罪行的发生，保护卫生或道德，或保
障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隐私小组的咨

实践亦采取了相同的判断规则。 在 Ｒocknroll v News Group
Newspaper Ltd 一案中，法院强调必须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 ，

询文件更是建议，任何人如被起诉侵犯另一个人的隐私 ，应
［23］
可以以保护另一人的人身或财产为免责抗辩 。 公众认知

考虑被公开的信息是否有助于真正的公共讨论 ，若只是为
了满足读者对名人和富人的猎奇心理 ，则信息公开不具有

的纠正亦可能成为一种限制隐私权的公共利益 。 英国法院
在 Campbell v MGN 一案中就提及了对社会公众认知予以纠
正的必要性，并将其作为限制隐私权的考量因素 。该案中，

［28］

公共利益，不能免责。

余论

报纸公开了明星 Campbell 女士的吸毒、治疗信息，包括其有
吸毒史、正在接受治疗、治疗的周期、地点等信息，并配以图

本文希望通过对英国判例的参考借鉴 ，建立我国隐私
侵权的法律适用框架，但主要参考了关于公开宣扬他人隐

片。虽然绝大多数法官认为这些信息都是隐私 ，但一致认为
报纸公开其吸毒经历、正在接受治疗的信息不构成对隐私

私这一侵害类型的判例，盖媒体公开宣扬隐私已经成为现
代隐私权侵害的最主要类型。但本文认为，其他侵害类型亦

权的侵害，理由是 Campbell 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没有吸毒，误
导公众并从中获利 （ 包括获取好的名声及其他经济利益 ） ，

可以在本文分析框架内展开，即循隐私权是否存在———侵
害行为是否严重———是否存在合法抗辩的思路进行法律适

［24］

对此，有必要消除其误导，引导形成正确的公众认知。
3. 符合公共利益的信息公开

用和分析。特别值得再次强调的是，隐私权的保护涉及个案
的利益衡量，需要在分析框架中纳入个案的具体细节 ，对个

为了非难某种不道德的行为，能否公开他人的隐私？ 这
是目前浩浩荡荡的人肉搜索所需要明确回答的问题 。 仔细

案具体情况给予重点关注，以找到隐私权与其他权益的平
衡点。

观察，常见的人肉搜索案件又可区分为两种类型 ： 道德与法
律混合型、纯道德型。前者存在道德与法律的重叠，如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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