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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法律体系对产品责任的解决方式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但尚缺乏对建立
符合正义原则的产品责任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产品责任涉及合同法与侵权法
之间的互动，各国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模式。从引入严格产品责任的原因和严格产品责任的正
当性两个方面分析，产品责任的严格性仍显示出不合理之处，而且将无辜旁观者纳入被保护
人的范畴缺乏依据。提供服务的企业和不动产的设计者、建造者不需要承担严格责任，产生
了法律制度上的不协调。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广泛的赔偿保障，严格责任存在的必要性
也受到了挑战。建议由生产者承担与企业责任规则类似的过错责任，
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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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性评论
在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产品责任”，为法律人
士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去了解大量的其他法
律体系、法律文化方面的差别和差异较大的法律
思维习惯方式。这样做，能够使他们更好地了解
彼此。它的作用是比较法上的法律人士也将能
够认可个体法律系统的共有基础和不均匀性，他

们将会受到不同的触动。受到替代解决方案和
解决问题新工具发明的启发，他们的思想将会对
不同的想法更加开放，反之，这也将提升我们从
不同角度对基本理念的理解。
然而，毫无疑问，我们也将会体会到，要实现
这些目标必须克服许多困难。首先，当用不同语
言起草法典、行为条例、法院判决和来自不同法
律体系、相互竞争的律师们用不同母语交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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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交流障碍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仅仅指定一
种语言并将所有材料都译为它是非常困难的。
法律人士——和几乎所有其他学科领域的

然而，这个主题也有不利的方面，这就是全世界
关于这个主题发表了无数论文和专著，人们提出

研究者不同——必须认识到他们之间发生误读

了迥然不同的观点，
因此，
可能会陷入迷惑。①
虽然如此，我赞成以产品责任作为开始还有

的潜在风险更大，也更危险：法律和语言之间存
在一种特殊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十分紧密；不

另一层考虑。我们因此有机会讨论一些根本性
的问题，不仅是不同法律体系间的根本性问题，

仅如此，法律人士所使用的术语打上了他们所在

还包括亚洲、美洲和欧洲国内法律体系的融合问

地整个法律体系的烙印。因此，即使是使用相同
语言的私法法律人士，如德国法律人士和奥地利

题和跨国法典的起草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包
括：为什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确立一种更

法律人士，他们之间也存在误读的可能性：例如

严格的责任制度？确定产品责任所用到的法律

“sache”
（物），
“besitz”
（占有），
“rechtswidrigkeit”

工具是什么？法律条款有没有考虑到责任构成要
件和法律后果之间的关系？从侵权法的角度来

（违法性），
“verschulden”
（过错），这些在两国的法
律体系中都有不同的含义。同样以英语为母语

看：特殊规则是否适合侵权法或责任法的统一化

的学会理事们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所以，如果
法律人士之间要实现相互理解，就必须经历频繁
定义概念与术语的艰难过程。

体系？产品责任规则是否考虑平等对待的基本原
则？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建立一个符合正义原
则的法律体系，且该法律体系可以被认作是一种

无论如何，必须要指出的是，除了语言所引
起的困难之外，当人们希望理解某个国外的法律
体系，或者希望从中获得一些启示时，也潜伏着

法律秩序，
而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法律混乱。
可能这些问题在普通法法律人士看来有一
些奇怪，他们可能会指出他们的法院只需要对每

不少进一步的危险；法律体系间的差别越大，他
们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我所说的差异不仅
仅是我们正在讨论的属于私法范畴的侵权法之

个案件进行单独判决，而不需要对整个法律体系
进行设计。诚然，普通法体系下的法院甚至学者
可能不需要特别考虑整个法律制度及其统一

间的差异，还包括私法的其他领域之间的差异。
仅仅研究产品责任就可以看出侵权法和合同法
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我还要指出的是法

性。但如果大家打开一部普通法的教科书就会
发现，它和欧洲大陆的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基本
上没有多大的区别，甚至包括法院，尽管其以一

律体系整体上所呈现出的基础性差异［1］（ff.167），包

种更加隐蔽的方式，但它的确是在考虑整个体
系。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回
避的：例如，在英国，尽管判例之间并非在每一个
细节上完全相同，但是如果英国法院必须根据先
例来宣判，它们也必须研究之前是否发生过类似
的案例。为此，它们必须研究关键要件是否相
同，在先前判例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更具一般性
的规则，以判断这个规则是否适用于当前的案
例。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它们必须在判决个别案
件的过程中应用到更具一般性的规则。判例法
体系和成文法体系的法院在判决活动中只有一
个区别，即后者需要一开始就考虑抽象规则，而
判例法体系下的法院则需要多完成一步工作。

括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法和刑法。我们之所
以必须具备这种广泛的研究视角，是因为这些领
域之间存在相互联系：侵权法，特别是产品责任
法与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存在相互联系，因此所
有法律领域都有可能会对侵权法产生重大的影
响。
我认为产品责任法这个讨论主题在几乎所
有的困难中获得经验，了解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方
面再合适不过了，而在另一方面这个主题有一个
巨大的优势，这就是这个概念从几十年前开始就
已经被全世界所熟知，而且不同法律体系对这个
问题的解决方式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

① 就此问题引人入胜的概括参见 Reimann, Liability for Defective Produc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mergence of a Worldwide Standar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LI （2003） ff. 751，进一步参见
Ebers/Janssen/Meyer （eds）,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Producers’Liability （2009），该书包含了不少特别报告和国别报告，
特别是编者详细的比较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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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判例法体系的思维起点在于研究针对个
案做出的先例判决，所以他们往往倾向于过分强
调个案判决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整体上的法律体

普通法中的过失责任追索权很少被适用，
例如，在
并非用于私人使用的财产遭受损失时，或者当
［2］
在美
1987 年法案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时。

系。另一方面，大陆法体系下的法律人士一开始

国，默示保证理论的引进影响更加的深远［3］（§3），因

就站在更具一般性的层次上，倾向于高估整体法
律体系的一般规则，而忽视了当前案件的具体特

为法院和《统一商业法典》发展了相对性规则的
例外情况［3］（§3.03, §5.03）；因此，产品购买者，甚至是他

点。因此从实质上看，他们的情况是相同的。

的家庭都有权向生产者提出赔偿请求。不仅如
此，生产者责任的合同性限制也被忽视了。 ③ 当

二、
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的互动
首先，产品责任的问题涉及范围之广，告诉
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视角仅仅限制在侵权法之
上，而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至少将合同法纳入其
中。很多学者都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① ，
而且如果作为买方的被侵权人是依据合同得到
了缺陷产品，那么这种认识似乎看起来就不牵强
了。当然，从规则来看，被侵权人是与产品的销
售者，而不是生产者建立了合同关系。但是，一
国法律体系下的合同法仍然提供了不同规定以
保护购买者权益，而且一些法律体系仅仅在合同

然，默示保证理论框架下严格责任所产生的问题
也被认识到了：这个术语本身暗示了具有相对性
的合同责任和进一步的合同限制。因此，生产者
［4］
（§402A）
的严格责任就被移入了侵权法。
《澳大利亚

消费者法》更进一步，规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商
需要对产品或服务符合某种质量标准做出默示
保证，如果产品或服务未达到这个标准，那么购
买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甚至“受影响的人”都
可以对其起诉；这包括了通过消费者对产品获
取所有权的人。然而，相对性规则在南非仍然

法的框架下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的则提
供了部分的解决方法，因此，合同法决定了侵权

被遵守。
在许多法律体系下，通过合同性保证的方式
来解决产品责任问题看起来是有吸引力的；法国

法下不同受害人的保护需求。
我们先谈判例法，基于默示保证，如果产品
没有达到要求的标准，那么销售者应承担严格责

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法国民法典》第 1641 条规
定，销售者必须为潜在的缺陷提供保证，根据第
1645 条，如果销售者知道产品或服务存在缺陷，

任。正如 Rogers 教授所强调的，判例法之所以确
定这种保证模式，是为了使购买者在获取质量低
劣产品而使利益受损时，能够就财产损失，即价
值上的差额，获得救济。但多年来人们一直接受
的认识是，可以允许对造成的其他间接财产损失
和人身伤害提供救济。正如 Rogers 教授所指出
的，这种合同上的严格责任意味着就购买者而
言，只有在销售者没有赔偿能力或者因有效免责
条款不能被起诉时，他才具有以过失为由起诉生
产者侵权行为的权利。由于这种相对性规则，购
买者之外的其他人，
例如其家庭成员、受赠人和第
三人根据侵权法可提出赔偿请求，但他们中的大
多数人，包括购买者自己，都可以根据《1987 年消
费者保护法案》起诉生产者承担严格责任。因此，

那么除了原价赔偿之外，销售者还需要对缺陷造
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条规则在实际应用过程
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法院在消费者销售
合同中确定了一个不能反驳的推定，即专业人士
知道产品或服务具有的潜在缺陷，即使该缺陷是
不可发现的。因此，消费者总能向专业销售者提
起赔偿请求，有了直接诉权（action directe）之后，
消费者还可以要求制造者和销售环节的其他主
体进行赔偿。尽管在旁观者看来，在缺乏事实基
础的情况下做出这种不能反驳的推定令人惊讶，
而且缺乏说服力，但我们因此了解了很多不同的
思维方式，以及如何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应用
需要纳入考虑范围的法律工具。
最后，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另一类法律体

②

① 参见 Geistfeld, Principles of Products Liability （2006） ff. 9; W.V.H. Rogers Winfield and Jolowicz on Tort （18th
ed, 2010） nos 1.5 and 10.1; Schermaier, New Law Based on Old Rules: Antecedents and Paragons of the Modern
Law on Producers’Liability, in: Ebers/Janssen/Meyer （eds）,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Producers’Liability （2009） ff. 82。
② 对此问题的强调参见 Zweigert/Kötz,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 （3rd ed, 1998） § 42V （p.676）。
③ 更多详情参见 Dobbs/Hayden/Bublik, The Law of Torts II （2nd ed, 2011） §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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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下，根据合同法的一般性规则，缺陷产品的
销售商很少为购买者的损失承担责任：如果销售

规则源于美国［3］（§7.01，7.02），但这一理念很快在全世
界扩展开来。例如，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欧盟设
计了自己的《产品责任指令》
（委员会指令 85/374/

商没有过错，那么购买者可以根据保证法，只要

EEC，1985 年 7 月 25 日），这一指令不仅对欧洲产

①

生了影响，而且还对其他地区的新法制定提供了
理念基础。 ④ 例如，对中国的《侵权责任法》就产

系，例如德国和奥地利的法律体系。在这类法律

求销售者降低产品的价格，或者解除该合同。

进而，根据相对性规则，购买者通常无法成功地
向生产者提起赔偿请求，因为根据侵权法的规
定，他负有责任证明过错，通常会失败；此外，侵

生了影响。 ⑤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在鼓励全世界

权法下的替代责任规则也是颇具限制性的。在

采取更严格的产品责任制度之后，却往相反的方
［5］
（§450）
向发展演进，渐渐偏离了严格责任规则。
规

这类法律体系中，生产者对缺陷产品负有严格责
任的特殊规则无疑将会填补这一空隙。

定严格产品责任的普遍趋势和美国的反向运动
引发了根本性的问题。

但我必须要指出的是，奥地利法院和学者在

1. 引入严格产品责任的原因

特殊严格责任规则出现之前，就尝试着满足购买
者——不是无辜旁观者——的需求，采取的手段

全世界的国家——法国可能是例外——表
现出一种普遍趋势，即迫切地需要让将缺陷产

不是合同法，而是介于侵权和合同之间的工具②：

品投入市场的产品生产者承担更为严格的责

因为购买者对生产者谨慎生产和控制行为有特

任，因此，美国的理念也就迅速地传开了。但是
是否所有的法律体系都有这样的需求呢？如果
有，这种需求又为何会产生呢？在对购买者和第

殊的依赖性，由于购买者和生产者通过一连串的
合同而达成的特殊合同关系，人们认为这中间存
在一种特殊的关系，确立了特殊的注意义务，使
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带来了一系列类似于合同
关系的延伸替代责任。因此，购买者至少享有和
合同法类似的广泛的责任体系提供的保护。而
德国法学家则拒绝了这种方式。

三、
侵权法下的根本性问题
谈到侵权法的产品责任，我们必须提出一些
根本性的问题。作为问题的出发点——正如“调
查问卷”中强调的一样——在大多数法律体系
下，生产者需要承担的责任是一个特殊的责任制
度，而且这种责任制度似乎比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过错责任制度要严格得多 ③ ：生产者需要承担责
任，无论他们对于投入流通领域造成损害的缺陷
产品是否存在过错。这种更为严格的产品责任

三方利益的合理保护之间是否存在着空白呢？
一般性规则曾经具有和现在仍然存在的缺点是
什么呢？
提到需求，我想简单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说明了不仅将侵权法，也不仅将私
法，还应将整个法律体系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的相
关性。在人身损害领域，侵权法的不足之处在很
大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弥补。这种情
况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欧盟成员国，至少适用于德
语国家［6］、英国［7］、法国［8］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
家［9］，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之下则不那么
全面。在这些国家，由于大多数法律制度确定了
广泛人身损害赔偿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实现，
因此，侵权法规定的全面赔偿制度就显得不那么
急需了。⑥因此，尽管很多人认为，受到最高级别

① 就此普通法和欧洲大陆法系的决定性差别，参见 Zweigert/Kötz,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 § 36 IV, § 42
V，p.672。
② 进一步的详情参见 Karner/Koziol, Mangelfolgeschäden in Veräußerungsketten （2012） ff. 65。
③ Kötz/Wagner, Deliktsrecht （11th ed, 2010） No. 615，该书认为欧盟的指令仅仅规定了基于违反交往安全义务
（Verkehrssicherungspflichten）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违反注意义务不是要件，并且生产者也不能主张证明
其行为符合所有注意义务的抗辩。进而，就应该被特殊产品责任解决的特定案件，即“漏网之鱼”
（Ausreisser），已经预设
了这些缺陷不能被避免，因此没有不当行为是关键的。
④ 看起来《2008 年南非消费者保护法案》并未受到影响。
⑤ 参见中国《侵权责任法》第 41 条和 Koziol/Zhu, Background and Key Contents of the New Chinese Tort Liability
Law, Journal of European Tort Law（2010），ff.350。
⑥ 非常有趣的是，在美国严格责任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必需的，尽管与那些倾向于严格责任的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
保障制度提供的保护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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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利益需要通过侵权法的全面保护性规则
来加以实现的流行观点显得不再适用，因为这种
保护已经通过另一种法律工具得以实现。在这
个领域，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看，只有在社会保障
制度无法提供全额赔偿的情况下，才需要有全面
的侵权法保护。也许这一漏洞没有考虑到受害
人最重要的利益。因此，从赔偿的角度来看，我
们得出的结论是：
“受到最高级别保护的利益需
要通过侵权法的全面保护性规则来加以实现”
这一原则并不像一开始看起来的那样具有说服
力。那么，受害人的角度是否真的就是唯一的，
至少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考虑要素呢？难道我
们不需要另一些根本性观点吗（如责任分担）？
难道我们不应该说确定企业的责任，并将社会保
险承保人的责任转嫁到生产者一方相对于将经
济赔偿负担从侵权人转嫁到社会保障机制更有

泛认可，立法者也缺乏理论支持的合理正当性：
在该指令的说明部分，已经阐明：
“鉴于无过错责
任仅适用于工业化生产的动产。”因此，关于缺陷
产品，该指令规定无过错责任的目的在于——这
在此前的学术讨论中已有展示——保护购买者
免受伴随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而来的“异常情况”
的特殊风险。要证明这点，有人提出尽管采取了
各种合理的措施，但只要是大规模生产，产品缺
陷就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产品检测也无法总是避
免缺陷产品进入市场，也就是所谓的“漏网之鱼”
或“逃之夭夭”。然而，指令的措辞仍然降低了对
工业产品的限制，这样指令所确定的责任也适用
于工匠、土地所有人、农民和艺术家生产的缺陷
产品。此外，尽管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不可避免地
会带来异常情况的风险，但却不能使因缺陷设计

示了在设计侵权法条款时，侵权法和社会保障法

或不充分的说明而导致的损害责任具有正当
性。④立法者甚至从未试图证明扩展严格责任适
用的正当性，而且也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观点支

律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重要。进而，是什么
原因使得这种相较而言更加严格的生产者责任
制度具有正当性？这个问题似乎具有更多的重

持这种广泛的严格责任。
绝大多数严格责任规则的合理性来源于一
种观点，即危险物品的保管人，或从事危险活动

要性。
2. 严格产品责任的正当性
我们必须强调一个问题，即这种严格责任是

的人不应只享受物品或活动的便利，而且还应承
担风险。然而，生产者的严格责任却缺乏其正当
性，或者至少仅凭危险性这一概念，不应该确定

如何融入一个一致的整体责任制度的。确立责
任应遵循什么标准？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明确
产品责任的合理范围，解决细致的概念问题，以
及解释法律条款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给大家举一些欧盟产品责任方面的例子②

生产者的严格责任：产品责任的首要一点是损害
由产品缺陷引起。对缺陷进行描述可以看出，问
题的症结在于缺陷性所导致的危险性并非这类
产品的普遍特点；具体来说，考虑到所有情况，只
有当产品无法提供一个人有权期待的安全性时，
产品才具有缺陷。然而，缺陷带来的危险性往往
不能被算作高危险性，因为许多产品即便处于缺
陷状态也不会带来广泛的损害，或者大幅度提高
损害发生的频率。典型的例子包括回形针或变
质的食物，只会带来无害的划痕或暂时的恶心。
因此，和物品或设施带来的一般性、抽象的危险

合理性吗？ ① 无论如何，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显

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我参考的是《委员会指令
85/374/EEC》。根据这一指令，产品责任非常严
格，独立于未尽到注意义务——发展风险和法律
另有规定除外——因为没有免除责任的情况，特
别是不可抗力。
生产者需要承担严格责任的客观正当性不
是不证自明的，也不是因为在规则确立之初就明
确了这一做法。③事实上，该指令的颁布，依据的
生产者责任概念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得到广

性不同，在完全不考虑任何不当行为的情况下，
产品责任规则所要求的缺陷产生的特定危险，不
足以使责任正当化。这种责任即由于缺乏任何

① 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和波兰的法律制度已经废止了对攻击者的追偿。
② 在以色列，1980 年通过的《缺陷产品责任法案》更早地规定了严格责任。
③ 就此问题参见例如 Lunney/Oliphant, Tort Law. Text and Materials （5th ed, 2013） ff. 573。
④ 就在美国法上反对在该领域适用严格责任，参见 Dobbs/Hayden/Bublik, The Law of Torts II （2nd ed, 2011） §
450，p.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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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抗辩理由，是真正的和极端严格的基于危
险性的责任。进一步的观点以 B.C.Steininger 为
代表［10］（ff.35），类似高速摩托车所引发的一般危险
性符合摩托车占有人的利益：因此危险性和有用
性是相互联系的。 ① 另一方面，个别案例中因缺
陷引发的具体危险性无论如何对企业是没有益
处的，因为缺陷不符合企业的利益。必须考虑的
是，涉及产品责任，隐藏在附属于某人的范围后

体④：当消费产品被生产出来之后，经济因素使得
产品没有遵守最高点技术安全和质量标准，但这
并不意味着整个过程涉及不法）之间的相互关
系，是否至少部分地证明了企业为缺陷产品承担
极端严格责任的正当性？生产的安全标准越低，
导致生产成本就越低，从而导致产品价格的降低
和损害风险的增加。然而，这种观点认为，受到
缺陷产品损害的消费者需要承担损害，而其他消
费者则从中受益，因为他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

面的还有不同的观点，而不是以其他方式。如果
是建筑物、道路和交通工具，缺陷物品归责于产

买该商品，而造成低价的原因则是较低的安全要

品的保管人范围；产品满足的是保管人的利益，

求。如果所有的购买者都享受到了低价带来的

保管人对产品能够施加影响。 一旦生产者将争

便利，少数受到缺陷损害的购买者则不应该独自
承担缺陷产品造成的损害。生产者应该对损害

［11］

议产品投入市场，那么所有的标准都不再适用于
生产者。生产者只能提前在生产过程中施加影
响，尽量保证产品没有缺陷。
同时，尽管我们经常听见有人 ② 提出的建议

进行赔偿，因为生产者能够通过提高价格将这部
分成本转嫁给所有消费者，也就是所有的受益
人。 ⑤ 这就是说，所有的购买者作为一种风险共

隐含着赞成更加严格的企业责任的观点，但其本

同体连带承担了不利因素。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身也无法使严格的无过错产品责任正当化。另
一方面，要和企业责任相匹配就必须具备一个原
则，即收益和风险都属于其中一方，因此都集中

无过错产品责任规则的效果就是，从功能性的角
度来看，企业的定位类似于保险人：企业在计算
产品价格时考虑到了这一法律领域所产生的责

于企业。但单有这一要素似乎并不足以确立严
格责任，且只有一个额外的因素支持更严格的责
任：和企业相对立的受害者所面临的是一种复杂

任风险，因此消费者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风险共同
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共同体最终承担
［12］
（ff.84）
了企业责任风险所带来的成本。
但该原理

的组织，他们往往很难证明公司内部发生了与诉
讼相关的疏忽。 ③ 具体说来，受害人对辅助人和

并没有证明生产者对外部第三方的责任的正当

技术设备的部署、机器的维护和控制过程等不了
解。然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举证责任倒
置的支持，而不是严格责任制度（比较：
《欧洲侵
权法原则》第 4：202 条）。因此，即使可以接受企
业责任的观点，但这一观点本身并不足以使非常
严格的生产者责任正当化。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上述观点和决定性的
企业责任标准（即企业和购买者组成的风险共同

性，该观点只是用于产品获得者受到损害的情
况。假如仅是产品缺陷导致的风险引发了危险
性，那么这一危险性要素的表现程度是无法和其
他严格责任的情况相提并论的，因此就应该给予
如不可抗力等抗辩理由更多的考虑。
然而，Michael Green 教授⑥指出，风险共同体
的观点在事实上是否能够成为生产者严格责任
正当化的基础，这一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当出现
了人身损害，收入较高的缺陷产品受害者将遭受

① 就此问题请比较 Müller-Erzbach, Gefährdungshaftung und Gefahrtragung, AcP 106 （1910） ff. 365; Esser, Grund⁃
lagen und Entwicklung der Gefährdungshaftung （1941） ff. 97; Koziol, Österreichisches Haftpflichtrecht I3 （1997） no 6/11。
② 就美国法请参见 Dobbs/Hayden/Bublik, The Law of Torts II （2nd ed, 2011） § 450 p.895; Shapo, Products Liabili⁃
ty § 7.02［E］。
③ B.A. Koch/Koziol, Comparative Conclusions, in B.A. Koch/Koziol （eds）, Unification of Tort Law: Strict Liability
（2002） 411; B.A. Koch, Enterprise Liability, in European Group on Tort Law, Principles of European Tort Law（2005） ff.
94f; G. Wagner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V6 （2013） § 823 no 83.
④ 就美国法上同样提到的损失分散观点请比较 Dobbs/Hayden/Bublik, The Law of Torts II （2nd ed, 2011） § 450
p.895。
⑤ 参见 Gilead 提交的以色列报告和 B.A. Koch 与 Koziol 提交的奥地利报告，载 B.A. Koch/Koziol, Unification: Strict
Liability,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20, 194 & 197.
⑥ 在一篇即将发表在2014 年出版的 Koziol（ed）,Basic Questions of Tort Law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的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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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入的人则无法获得赔偿，但却需要为产品支
付同样的价格。因此，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者必须

是对于诸如 David Owen 教授［13］提出的反对这一
结论的观点，我们不应该放弃讨论。他指出，由
于产品责任的成本将会被转嫁于生产者的股东

支持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者。这种通过产品责任

和其他消费者，因此应该对上述主体的利益给予

实现再分配的方式既不公平也不令人满意。但

与受害人利益同等程度的考虑。但我认为他的
观点缺乏说服力，因为对受到缺陷产品损害的人

更高的损失，并获得更高的赔偿；但那些几乎没

我不太确定 Green 教授的反对意见是否正当：只
有当我们考虑一种同样的产品时，他的观点才具
有说服力；通常情况下，高收入人群购买的产品
也更昂贵，我认为他们对企业的“责任基金”作出
的贡献总体上也就更大。因此，我认为风险共同
体，
至少粗略地来看，在设计上是公平的。
考虑到不同法律体系采取的不同做法，我认

来说，他们应受到高级别保护的利益遭受到了损
害，也就是身体损害、健康损害、财产损害；而股
东遭受的仅仅是经济损失。不仅如此，受害人还
必须独自承担损失，而产品责任的损害则分散到
数量众多的股东和其他消费者身上。Owen 教授

为有一个观点是值得强调的，因为这一观点有利

还进一步强调，受到损害的消费者不仅选择了商
品，而且使用商品的方式也助成了自身的损害。

于在考虑到与上述观点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证成
生产者的责任：人们可能会怀疑普通法的如下观
点，即生产者责任以保证为基础，因为它并不重

但他提出的这条反对意见可以被忽视，因为比较
过失的一般性规则已经考虑到了受害人的不当
行为。因此，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这些反对观点

视相对性规则。然而，有一种观点确实是具有说
服力的，即生产者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手法，宣称
自己的产品符合消费者合理的安全预期；尽管不

都不足以推翻前面所陈述的观点。

能认为这是一种对购买者有利的保证，但至少它
向所有潜在的购买者提供了一个对他们的购买
［3］
（§6）
另一方面，由于购买者
决策造成影响的信息。
无法自主寻找信息，因此他们会依赖于生产者的

对值得我们讨论的诸多问题进行一个小结：
由于产品责任的严格性仍显示出不合理之处，而

宣传，而且通常不得不这么做。 ① 这正是所谓信
赖责任（Vertrauenshaftung，基于信任原则而产生
的责任）成立的前提条件。这一概念的设计者为
C.W. Canaris 教授 ② ，这一观点被世界上很多国
家，特别是德语国家所接受。这一理论之所以如
此重要，是由于发布信息的一方和依赖信息的一
方之间存在特殊的合同关系，所以确定了广泛的
注意义务，而替代责任和合同法规定的责任一样
严格。当然，我必须承认，基于依赖性的这种责
任是一种以过错为基础的责任。但上述观点是
否可以为确定生产者的严格责任，或者至少是更
为严格的责任提供支持，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进
一步探讨。
尽管看起来，当然不止一个理由——我的确
不是单一原因理论的信奉者——而是一束理由，
但至少能够在部分上证成生产者的严格责任，而

结 论

且将无辜旁观者纳入被保护人的范畴缺乏依据，
因此欧洲各国是否真的必须得出如下结论呢，即
欧盟规定的产品责任规则可以被正当化——如
果可能的话——或者是仅能够部分被正当化？
另一方面，对于提供服务的企业，或设计和建造
不动产（如摩天大楼或桥梁）的企业不需要承担
严格责任，这种观点是否不协调？进一步说，这
种严格责任真的会造成不公正的再分配吗？由
于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广泛的赔偿，严格责任真
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我认为通过对这些问题和怀疑的讨论，我们
能够学到更多，最后能够论述为合理因此又成为
引发兴趣的产品责任领域解决方案而做好准备。
在笔者看来，没有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对生产者
苛加严格责任。宁可生产者承担与企业责任规则
一致的责任。这样的责任应当是过错责任，但是
应该比一般以过错为基础的责任更加严格，通过
在案件中企业主一方举证责任倒置。这个理念

① 这一观点可能对荷兰最高法院产生了影响，使其在 1989 年将“合理安全预期”
引进到了荷兰侵权法的一般原则。
② 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 （1971）; 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Lichte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gerichtshofs, in: 50 Jahre Bundesgerichtshof I （200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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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了《欧洲侵权法原则》的第 4:202 条：
“（1）一

年遵循此思路通过：
“ 第 1302（1）条：非出于商业

个长期企业经营者为了经济或者专业目的使用
辅助设备或技术设备是对企业或他的产品缺陷

和行业利益的企业经营者也对企业或产品或服
务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企业主如果证明了规避

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除非他证明了他已经遵

损害的注意义务已经履行就可以不承担责任。
”

照了必须的行为准则。”奥地利侵权法草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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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have similarities in dealing with product duty in a certain sense
but lack deeper exploration into the basic issue of product duty system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justice principle. Product duty is related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tract law and tort law and dif⁃
ferent countries adopt different ways to deal with it. In light of reason and rightfulness of strict prod⁃
uct duty, the strictness of product duty is still improper and lacks basis to include innocent bystand⁃
er into the field of protégée. It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legal system to exclude service providing
enterprise, designer of real estate or builder out of strict duty. As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 provides
extensive compensation, the necessity of strict duty is challeng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oducer
shoulder the same responsibility as that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inversion of citing duty can by ap⁃
plied.
Key words: product duty；strict duty；rightfulness；
fault duty；
inversion of citing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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