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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侵权责任法》从形式上看固然已经从传统债法体系中独立出来了，但《侵权责任法》中规
定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与传统债法依然息息相关。学界中，既有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
中规定多元化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是对传统侵权法理论的突破，也有学者认为其只是对传统侵
权法理论的扩张性解释而已。有鉴于此，从债的基本属性———即相对性和给付性入手，对我国
《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八种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做一探讨，以期揭示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本
质都可能为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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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orm，
the tort liability law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independ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debt law system，
but
the methods of bearing liability for torts are still closely related to traditional debt．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diversified methods of bearing liability for torts in our country are the breakthrough of traditional
theory of tort law，
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they are just an expans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ort law． In view of this，this paper tries another way，from relativity and payment for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debt to study on the eight methods of bearing liability for torts regulated in the tort liability
law，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nature of the methods of bearing liability for torts likely belongs to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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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的实施，侵权责任法从形式上看固
然已经从传统的债法体系中独立出来了，但是该法在立法过程中所存在着的诸多争议并不会戛然而
止，其缘由就是侵权责任法从实质上看仍然无法完全从传统的债法体系中割裂出来，比如我国侵权责
任法中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方式无不与传统债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①。自从《侵权责
任法》实施以来，学界对与该法相关的若干问题仍旧一直怀着非常浓厚的研究热情，其研究范围大则
谈到整部侵权责任法的体系以及如何纳入未来的民法典，小则谈到侵权责任的形态及责任的承担方
式等问题，尤其是关于我国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问题，可以说一直都是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尽管目
前对侵权责任承担方式进行探讨的学术成果较多，但是在笔者看来，仍然在有些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
留有空白，比如这些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几乎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其结
果就是恐怕很难对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另辟蹊径，从债
的基本属性入手来揭示我国侵权责任之承担方式的本质。
一、债的基本属性分析
债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可谓源远流长，现代民法上的债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学家盖尤
斯的《法学阶梯》中，债就已经作为财产法的部分出现，而且已经有合同之债与侵权行为之债的区
［1］

分

，法学阶梯体系后来在自然法的影响下形成学说汇纂体系，在学说汇纂体系中，债单独成编，其内

容颇为丰富，地位备显突出，《德国民法典 》就是其著例②。在社会的变迁史上，债之所以在民法学的
殿堂中如此发达而经久不衰，在笔者看来，除了大部分的债能充分彰显意思自治的理念，从而作为民
法乃私法之核心的最强有力的保证外，债在经济社会制度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原因，
债之所以能发挥这些重大作用，正是债的基本属性使然。尽管有不计其数的学者探讨债的本质、债的
功能、债的特征等问题，但似乎很少有学者去认真思考债的基本属性是什么？ 债的基本属性无非就是
指决定债的一切相关制度的源头。但到底何为源头，不无疑问，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恐怕应该从债的
法律内涵中去寻找答案。关于债的法律内涵，传统民法的通说认为债为特定当事人之间得请求为特
定行为的法律关系③。也即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为特定的行为，债务人有义务为满足债权人的请
［2］

求而为特定的行为

。从其法律内涵可以看出，一方面债是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的，也就是说在同一

债的关系当中，不可能出现不特定的一切他人； 另一方面债是一种特别的结合关系，其表现为某种特
定的行为，即给付。除此之外，再也无法从债的法律内涵中寻找出其他解析，可是似乎有些遗憾的是
学界一直在大谈债的一揽子问题时，却没有从债的法律内涵本身入手去诠释债的基本属性。 在笔者
看来，债只能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这一法律内涵实乃蕴含着债的相对性，债表现为某种特定的给付行
为这一法律内涵实乃蕴含着债的给付性。 从债的这种法律内涵本身中找寻到的相对性和给付性，毫
无疑问将是债最基本的特性，它们决定着债的成立以及债之一系列功能的拓展。 其他诸如债的平等
当初主张将侵权责任法从传统债法体系中独立出来的学者们却认为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需
① 尽管如此，
要，
已使侵权行为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 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
此，
侵权行为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王利明： 《论侵权行为
2003 年第 4 期。
法的独立成编》，载《现代法学》，
② 翻开德国民法典，
便可知债法章节的内容在整部法典中最为丰富。
③ 法学家保罗将债解释为： “债的本质不在于我们取得某物的所有权或者获得役权，
而在于其他人必须给我们某物或者做
或者履行某事。”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 意） 彼德罗·彭梵得： 《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版，第 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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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财产性、期限性、相容性和交易性等特性并不能从其法律内涵本身中找寻到，并非债的基本属性，
而只是债的基本属性之延伸而已①。
债的相对性，就是指债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得向特定的债务人主张权利。债务人的义务与债权人
［3］

的权利，乃同一给付关系的两面

。实践中，这种债之关系的发生要么是源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要

么是源于法律的硬性规定，前者如契约，后者如不当得利之返还，侵权损害之赔偿，无记名债券等。但
无论是在哪种债的关系中，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特定的。债只能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效力，对
其他的第三人原则上并没有任何效力 ②。 债权人只能请求债务人负给付义务，同时也只有债务人才
向债权人负给付义务。不过就债之相对性而言，也切不可机械地去理解，比方说在无记名债券的情形
下，
或许有人会追问，尽管债券上的债务人必须是确定不变的，但是债权人似乎并不确定，任何人只要
持有该债券，就可以成为债券上的债权人，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债权人似乎就不特定了。笔者认为这种
追问站不住脚，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是法定的债权转让之著例，一旦某个人将其拥有的债券交
付给另外一个人时，实际上是发生了债权的转让，对于特定债务人言，此时的受让人正好是特定的债
权人。同理，在债务承担的情形下，债务的承担人也正好是特定的债务人。总之，只要是在债务关系
成立的时候，笔者认为都能够从其中找到一个相对应的特定权利主体和特定义务主体，这与物权关系
成立时不同，因为在物权关系成立时，只有权利主体是特定的，而义务主体不特定，物权人以外的所有
不特定的人都负有不妨害或不干涉物权人实现其权利的义务。 此种义务，梅迪库斯教授将其称之为
“一般性法律义务”，除非是权利人和某个特定的义务人事先有特别的约定，否则就不符合债的相对
［1］

性，从而不足以构成债之关系

。

相对性作为债的基本属性，实际上也正是债的实质之表达，不管债务关系的具体表现如何，其实
［4］

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法律效果的相同性，即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另外一方当事人请求给付

。深知债

的相对性，对债之体系、债之原理、债之功能以及债的一系列相关制度之理解颇有实益。在以私法自
治为理念的民法中，债编里的任意性规范是最多的，是民法里面最显私法自治的部分，从而在债的殿
堂里，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命运更多都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的，这些实乃债的相对性使然。
债的给付性，就是指债务人基于债之关系，能向特定的债权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在一项债
的关系当中，债权和债务都指向同一个对象，即为债务人的特定行为，只有当债务人的特定行为完成
之后，才可能满足债权人的利益。这种特定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前者如买卖合同中
约定的交付货物，后者如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者不泄露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无论是作为还是不
［2］

作为，都表现为一定的给付性，故债法理论上索性用“给付 ”来指称债务人这种特定的行为

。 在债

的关系构成上，传统民法上也用“给付”来指称债的标的③，而且已经成为债法理论上的通说。现代债
法正是在继承和发展这种债的标的观念之基础上，以给付为核心来构建债的关系。 以传统民法中常
笔者认为不太合理，一乃债必须具备财产性无法从债的法律内涵中找寻，
① 不少学者将债的财产性看成是债的基本属性，
二乃债是否必须具备财产性恐怕还是一个很深值研究的问题，《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期的权威意见就对债必须具备财产
性的观点给出了否定性的回答。请参见（ 德） 霍尔斯特． 海因里希． 雅科布斯： 《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
2003 年版第 135 － 136 页。
法律出版社，
② 即便是在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情形下，
一旦第三人不愿意接受其利益时，债务人就只能向债权人给付。这再次说明了相
对性是永远嵌在债之基本属性的内核之中。
③ 我国民法学者多采用债的客体概念，
传统民法学则多采用债的标的概念。在理论上，标的与客体的含义以及二者的区别
是一个被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但在债的理论上，学者一般认为，标的与客体只是用语上的不同，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区
1997 年版第 112 页。
别，它们都被用来指债权债务所共同指向的事物。请参见张广兴： 《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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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四种债为例，无一没有体现债的给付性，在契约之债中，契约义务人需对契约权利人进行约定的
给付，在不当得利之债中，得利人需对受损人进行不当得利的返还给付，在侵权行为之债中，侵权人需
对受害人进行损害赔偿的给付，在无因管理之债中，管理人需对被管理人进行相关费用的给付，同理
在其他非常见的债之情形下，也一样毫不例外的体现出债的给付性，比如亲属之间的抚养请求，离婚
时的损害赔偿请求等规定。
给付性作为债的基本属性，能很有力的将债务关系与物权等其他关系区分开来。由于给付作为
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只可能请求债务人为给付行为，因此凡不以相对人的行为为客体，而以对物 （ 物
权） 、智力成果（ 知识产权） 、人格利益（ 人格权） 以及身份利益 （ 身份权 ） 为支配对象的法律关系，均不
［5］

属于债的关系

。从而可知债的给付性能决定某种法律关系为债务关系，此乃债的关系与其他非债

关系的分水岭。
通过对债的相对性和给付性进行分析之后，不得不说它们承载着债的生命和根基。债的相对性
和债的给付性是相辅相成的，凡是不具备这两种基本属性的肯定不是债，只要是债，就一定具有这两
种基本属性，反过来说，只要具备这两种基本属性的法律关系一定是债的关系①。只有对债的这两种
基本属性进行深入的思考，方可能感受到债的发达和其博大精深的原理，进而从整体上更好的去把握
债的全貌，深知债的精髓。
二、从债的基本属性考察我国侵权责任之承担方式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15 条明确规定： “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 一） 停止侵害； （ 二 ） 排除妨
碍； （ 三） 消除危险； （ 四） 返还财产； （ 五） 恢复原状； （ 六 ） 赔偿损失； （ 七 ） 赔礼道歉； （ 八 ） 消除影响、恢
复名誉。”该条明显是采用了多元化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王利明教授进一步认为，在此背景下，我们
［6］

不能说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都是债的关系了

。魏振瀛教授也认为这些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从性质上

［7］

。也有学者认为这些责任承担方式能够被传统民法上的“损害赔偿 ”所包

看并不都属于债的关系

揽，其理由就是包含在“损害赔偿 ”之内的“回复原状 ”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可以用于满足一切权
［8］

利（ 利益） 填补的需要

。笔者认为，这些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否属于债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加以

认定，而关键是要看我国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否具备债的基本属性，如果具备，侵权责任的承担方
式就属于债的关系，如果不具备，则不属于债的关系。以下笔者试图从债的基本属性入手，来具体分
析我国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②。
（ 一） 停止侵害
当权利人的权利遭受他人的不法侵害时，权利人完全可以请求该不法侵害人停止其侵害行为③，
此时权利人的请求权正好指向特定的不法侵害人，而不能指向其他第三人，具有债的相对性； 同时权
利人请求的具体内容是不法侵害人需停止其侵害，对于不法侵害人来说，他对权利人是一种不作为的
比如物权请求权似乎就并不是债的关系，但也可能会
① 有人可能会说具备这两种基本属性的法律关系不一定是债的关系，
发生在特定的相对人之间。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物权请求权实际上是源于物权本身的追及力，当它产生效
力的时候，其请求权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只是这种效力要想得以实现，又不得不向某个具体的人发出而已，它不像债在
产生效力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特定的相对人。考虑到此问题不是本文专门研究的对象，更详细的思考另叙之。
② 学界关于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分析，
大多都是从侵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等绝对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层面来分析的，并以
此为出发点来探讨侵权责任法与债法之间的关系。本文仅仅从债的基本属性出发，来考察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与债的
关系。
③ 传统民法上物权编中所谓的请求除去侵害，
是指所有权被以侵夺或扣留占有以外的方式进行侵害，比如噪音污染、堆放
垃圾等。此种侵害实际上是妨碍，不同于本文这里所说的侵害。具体的法条规定，请参见陈卫佐译著： 《德国民法典》，
2006 年版第 354 页。
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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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具有债的给付性。因此，停止侵害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具备债的基本属性，应该纳入债的关系。
（ 二） 排除妨碍
在传统民法中，由于侵权法的功能就是填补损害，在没有损害的情况下，是无法得到侵权法救济
的，
从而排除妨碍在性质上便归属于物权请求权，是物权效力的延伸，但是随着侵权法的变迁和发展，
其功能从单一的填补损害转向兼具有填补损害和预防损害发生之后①，排除妨碍之性质恐怕不再仅
仅只归属于物权请求权。当权利人的权利招到他人的妨碍，并且不属于权利人所容忍的义务范围内
时，权利人完全可以请求该妨碍人除去妨碍，此时权利人的请求权正好指向特定的妨碍人，而不能指
向其他第三人，具有债的相对性； 同时权利人请求的具体内容是妨碍人除去其妨碍，对于妨碍人来说，
他对权利人是一种作为的给付，具有债的给付性。因此，排除妨碍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具备债的基本
属性，应该纳入债的关系②。
（ 三） 消除危险
在传统民法中，消除危险与排除妨碍一样，在性质上也归属于物权请求权，是物权效力的延伸，但
同样由于侵权法的变迁和发展，其功能从单一的填补损害转向兼具有填补损害和预防损害发生之后，
消除危险之性质恐怕也不再仅仅只归属于物权请求权。 当权利人的权利由于他人的行为而产生危
险，并且不属于权利人所容忍的义务范围内时，权利人完全可以请求该行为人消除危险，此时权利人
的请求权正好指向特定的妨碍人，而不能指向其他第三人，具有债的相对性； 同时权利人请求的具体
内容是行为人消除危险，对于行为人来说，他对权利人是一种作为的给付，具有债的给付性。因此，消
除危险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具备债的基本属性，应该纳入债的关系。
（ 四） 返还财产
返还财产在民法中的运用极其广泛，其因不同的法律事由呈现出多样性，比如在租赁合同期限满
之后，当事人一方请求对方返还财产； 在发生不当得利的情形下，当事人一方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得利
人返还财产； 在故意侵占他人之物的情形下，权利人可以请求该故意侵占人返还财产； 在无权占有他
人之物的情形下，当事人一方可以基于物权的追及效力请求占有人返还原物。针对前三种情形，当法
律事由一旦出现时，权利人的请求的对象就特定了，而且不可能发生改变，具有债的相对性，对于被请
求的特定人来说，他们都需要对权利人为一定的行为，具有债的给付性。从而可知返还财产的侵权责
任承担方式具备债的基本属性，应该纳入债的关系。而针对最后一种情形，当法律事由一旦出现时，
无权占有人并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可能随时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权利人可以基于物权的追及效力向不
特定的无权占有人请求返还财产，显然不具有相对性，从而可知在该种情形下，返还财产的责任承担
方式不能纳入债的关系。

首先强调
① 恩斯特·冯·克默雷尔教授在其所著《侵权行为法的变迁》一文中论及“德国侵权行为法变迁的主要特征”，
“一个由司法实践超越制度法所创造的重大制度是，允许正在面临客观违法侵害的当事人提起预防性的不作为之诉。”
2007 年第 3 卷，北京大
具体参见（ 德） 恩斯特·冯·克默雷尔： 《侵权行为法的变迁》（ 上） ，李静译，载《中德私法研究》，
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教授也认为预防性法律保护是侵权行为法的必要部分，它是私法损害赔偿
法的一部分。具体参见（ 德）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下卷） ，焦美华译，张新宝审校，法律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166 页。
但是梅迪库斯教授却是在以损害赔偿给付为内容的债务关系中将
② 虽然排除妨碍在传统民法里是被规定在物权编中的，
其作为边缘性问题加以研究的，从中不难看出，排除妨碍也可能是债的一种形式。具体请参见（ 德） 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71 － 7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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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又称回复原状，在传统民法上，它与“金钱赔偿 ”一同构成损害赔偿。根据德国、我国台
湾地区等的立法例，“回复原状”恰恰是损害赔偿的原则，即只有在回复原状不能时，才使用金钱赔偿
［9］

受害人的财产损失

。恢复原状，顾名思义，就是要恢复到财产原先的状态，权利人的恢复原状请求

权指向的是造成其财物损坏的人，而不能指向其他第三人，具有债的相对性； 同时权利人请求的具体
内容是恢复其财物的原状，对于不法侵害人来说，他对权利人是一种作为的给付，具有债的给付性。
因此，恢复原状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具备债的基本属性，应该纳入债的关系。
（ 六） 赔偿损失
当权利人的权利遭受他人的不法侵害，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时，权利人还可以请求不法侵害人赔
偿其损失①，此时权利人的请求权正好指向特定的不法侵害人，而不能指向其他第三人，具有债的相
对性； 同时权利人请求的具体内容是不法侵害人需赔偿其损失，对于不法侵害人来说，他对权利人是
一种作为的给付，具有债的给付性。因此，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具备债的基本属性，应该纳
入债的关系。
（ 七） 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源于道德责任，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而产生的内疚感，从而向受害人承认错
误，表示歉意。“承认错误、表示歉意 ”主要是通过话语完成的，这是赔礼道歉的内核。 道德责任在
“化”为法律责任过程中，不是内核的改变，而仅仅是增加了法律外衣而已［10］。赔礼道歉责任承担方
式适用于精神损害的场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 ”第 195 条第一项规定，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
［11］

为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如登报道歉启事

。 当权利人在精神上遭受他人恶意的不法侵害时，权利

人完全可以请求该不法侵害人向其赔礼道歉，此时权利人的请求权正好指向特定的不法侵害人，而不
能指向其他第三人，具有债的相对性； 同时权利人请求的具体内容是不法侵害人向其赔礼道歉，对于
不法侵害人来说，他对权利人是一种作为的给付，具有债的给付性。因此，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承担
方式具备债的基本属性，应该纳入债的关系②。
（ 八）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侵权责任法》第 15 条之所以将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放在一项中规定，主要是因为二者关系密
［12］

切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责任承担方式乃精神上的恢复原状，与上述赔礼道歉一样适用于精神损

害的场合③。当权利人在精神上遭受他人恶意的不法侵害时，权利人完全可以请求该不法侵害人消
除其影响，恢复其名誉，此时权利人的请求权正好指向特定的不法侵害人，而不能指向其他第三人，具
有债的相对性； 同时权利人请求的具体内容是不法侵害人消除其影响，恢复其名誉，对于不法侵害人
来说，他对权利人是一种作为的给付，具有债的给付性。因此，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侵权责任承担方
而后者的就是金钱赔偿。由于这两个术语在表达
① 我国法律中所使用的与“损害赔偿”最接近的一个用语是“赔偿损失”，
上的相似性，许多学者就是在“赔偿损失”的意义上理解“损害赔偿之债”，从而指责传统侵权法的救济手段过于单一。
2004 年第 4 期。
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魏振瀛： 《论请求权的性质和体系》，载《中外法学》，
② 不少主张债必须具备财产性的学者，
认为该责任承担方式因不具备财产性，而否定其性质为债的关系。笔者认为财产性
不应该属于债的基本属性。还有学者主张赔礼道歉不宜作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应从法律责任还原为道德责任，更详
2012 年第 2 期。笔者也比较赞同姚辉教
细的论述请参见姚辉： 《“赔礼道歉”的异化与回归》，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授的观点，考虑到该问题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故不加探讨。
恢复名誉的一种措施或手段。就责任承担方式的内部体系而言，将赔礼道歉与消除影
③ 赔礼道歉实质上是属于消除影响、
响、恢复名誉相并列，难免在逻辑体系上产生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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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具备债的基本属性，应该纳入债的关系。
结语
在侵权形态越来越多样化，侵权法所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呈现扩张化的今天，我国《侵权责任法》明
确规定了多元化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本文仅仅是从债
的基本属性———即相对性和给付性入手来考察这些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性质归属。通过一番分析之
后，便可知绝大多数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性质其实都属于债，尽管有些较特殊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
性质可能由于基础法律关系不同，也可能由于传统民法的理念与现代民法理念有异，从不同的角度看
会有不同的归属，但无论如何，这些较特殊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都有可能属于债。 而且《德国民法
［13］

典》、《日本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等也都对债务与责任不作明确区分

。总而言之，我国

所有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性质都有可能属于债①。从而可见，我国《侵权责任法 》固然在形式上从
债法中独立出来了，但依然与债无法真的完全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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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有三种学说，分别是债务与责任形影不离说、责任包含
① 所有民事责任在本质上都应该是债。关于责任与债的关系，
债务说和债务包含责任说。具体请参见魏振瀛： 《制定侵权责任法的学理分析———侵权行为之债立法模式的借鉴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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