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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虚拟财产物权定位的证立

*

——— 一个后果论的进路
许

可

要： 囿于传统民法的演绎体系和本质论的法学方法 ，网络虚拟财产在债权定位和物
权定位之间进退失措。在关注事实与结果的后果论进路下，物权定位与债权定位之争被具体
摘

化为不同救济方式的选择及其后果的配置效率 。 纠纷类型化和法经济学的交叉运用最终证
明： 网络虚拟财产物权定位下的救济在后果上优于债权定位，从而为《民法总则草案 》对网络
虚拟财产的物权定位提供了理据 。
关键词： 虚拟财产； 后果论； 物债二分
［1］
尽管我国早在 2003 年便做出世界上第一起网络虚拟财产判决 ，但网络虚拟财产的理论和立法却
多年踟蹰不前，乃至于网络虚拟财产究竟是物权还是债权———这一前提性的法律定位问题———都难以

达成共识，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 》对虚拟财产物权化引发的争议便是明证。②
2016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第 104 条终于承认了网络虚拟财产的物权定位 。③
然而，考虑到网络虚拟财产与既有民法的断裂与脱耦 ，其背后的理据仍有待进一步探明和证立 。为避免
传统民法话语在网络时代的凿枘不投 ，本文试图改弦易辙，舍弃既有法律规范的概念演绎，转而一种更
开放和更灵活的论证进路。我们相信，在民法适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的当代，只有法律方法的革新，才
能真正回应鲜活的现实，并在经验和学理的互动中发现网络虚拟财产的应对之道 。
一、方法论转换： 从本质论到后果论
在概念主义法学的脉络下，法学方法论的任务是将既存的事物以教条形式排定在由规则组成的架
［2］
构下，并由预先以规则排序的体系特定位置中 ，透过推论而导出特定的法律效果 。 然而，这种以抽象
规范为依归的思考，往往忽略社会经验事实的特殊性。以此观之，当下关于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定位的聚

讼纷纭，恰恰因为执着于物权和债权的先验二分 ，力图从中发现虚拟财产的“物性 ”（ thing － ness） 或“债
性”（ oblige － ness） ，而完全无视传统的物权和债权理论乃发轫于文艺复兴之初，扎根于工业革命时代，
而当下的网络社会早已在其想象射程之外。 更重要的是，物权和债权均属于拉伦兹所言的“类型 ”，而
［3］
非在逻辑上非此即彼的“抽象概念” ，因此是开放的和不周延的。故而对于包括虚拟财产在内的种种
作者简介： 许可，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博士后。
*
本文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2016 年青年学者研究项目”的阶段成果谢。
① 关于虚拟财产法律，定位主要有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新型权利说，详见林旭霞： 《虚拟财产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4 页以下。其中，虚拟财产与知识产权客体的抽象性完全不同，已经被我国司法实践否定，而新型权利并非对虚拟财产
的正面界定，不足以回应实践难题。因此，债权说和物权说是目前的核心争议。
② 参见该专家建议稿第 108 条： “网络虚拟财产视为物，受法律保护”。而在其第二稿中，却将“视为物”删除，仅保留了“受法
律保护”。引自民商法律网： http： / / www． civillaw． com． cn / zt / t / ？ 29169。
③ 该条规定： “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具体权利或者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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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权利，与其将其削足适履地纳入既有框架 ，毋宁暂时悬置“前见 ”，从私权设定之目的出发反思其法
律定位。这一基于制度设计之影响，而非先在观念价值的研究可称为“后果论 ”（ consequentialism） 的，
从而与之前惯常的“本质论”方法（ essentialism） 判然有别。
区别于任何实体都必须具备若干决定性特质的“本质论”，①“后果论”是一种把判断诉诸事实和后
［4］（ P． 73）
。将这一态度运用到法律之中，就意味着立法者或司法者对
果，而非概念和一般原则的理论态度
［5］（ P． 103）
，换言之，其决定的正当性并非法条自
其活动的后果，最少是意欲实现甚或深思熟虑的后果负责

身或事物本性推导出结论的正确性 ，而是来自后果的有益性。 法律的“后果论 ”进路不但是描述性的，
即它说明了“为什么在对立的社会行为模式之间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种选择 ”，因为在“具体的社会
情境中，适用 这 项 还 是 那 项 规 则 获 致 的 后 果 会 大 为 不 同，正 是 这 种 后 果 的 差 异 决 定 了 区 别 的 内
［6］（ P． 98）
； 而且，它还是规范性的，即要求当存在数个法律方案时，应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选项。 作为
容”
一种尚未定型的方法论，“后果论 ”有着广泛的指涉范围，从美国的“布兰代斯 诉 讼 方 法 ”（ Brandeis
brief） 到英国目的导向的成文法解释（ purposive approach to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再到德国的可行性论
［7］

证、
正义论证、结果评价论证、利益论证
明确“后果”的意蕴。

，不一而足。 因此，为获得可操作的方法论，我们必须进一步

［8］
后果首先包括了“法律后果”（ legal consequences） 与“事实后果”（ real consequences） 。前者指要件
满足后的法律效果和责任，
后者指法律实施后的客观影响和经验结果。在某种意义上，
前者构成了后者的

“条件式陈述”。其次，
“事实后果”可进一步分为直接对纠纷当事人作用的“微观层面事实后果”与间接对
社会群体作用的“宏观层面事实后果”。对上述不同后果的侧重，
衍生出不同的分析视角： “微观层面事实
后果”和“事后观点”（ ex post） 相联系，
即在某事已经发生的条件下，
解释、
修改、
制定法律，
使得善后工作能
“宏观层面事实后果”则启发了“事前观点”（ ex ante） ，即着眼于未来，希冀
在局限下实现个案正义； 相反，
透过法律规则诱使人们践行合理期待。由于法治是规则之治，
而非局限于一时一地的解决。因此，
后果论
［9］
以事前观点为重点，
意在综观全局、
考量法律的整体和长期效果，
而不以特殊案件为鹄的 。
有不同的后果，自然便有优劣之分，但究竟采纳何种评价标准？ 德国学者德斯科特 （ Deckert） 在其
后果导向的法学方法论中，列举出效率、正义、真理三大标准，以期彼此补充调和。尽管评价标准并不存
在“惟一正解”，但就不同的法律领域而言，仍有主次之别。 一般而言，民法偏重“效率 ”，公法偏重“正
义”。这是因为民法之理念恰在于生活资源的归属正确 、分配合理。而作为供人类维生功能的要素，生
活资源的取得、变更和消灭均应遵循“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之效率原则。 不唯如此，民法以
定纷止争为要务，不宜诉诸早已多元化的正义观念，而应尽量从客观化的标准加以研判，以避免因“合
［10］（ P． 302）

。据此，就民法而言，其后果评价的“配置效率 ”（ allocative efficiency） 标准
一方面契合了法律经济学主流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另一方面凭借技术性工具的引入，摆脱了主

理”的尺度聚讼纷纷

［11］
观性导致的人言人殊 。
对“后果”内容及其评价标准的梳理为“后果论 ”在网络虚拟财产定位研究中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质言之，后果论并不预设虚拟财产的本质 （ 物权或债权） ，而是将其法律属性视为相互竞争的规则设计 ，
从而基于规则的法律后果预测可能的事实后果 ，最终通过“配置效率 ”的比较发现最优的虚拟财产定
位。然则，物权或债权究竟有何差异？ 尽管从法律性质和规范意义上，各国已经发展出浩如烟海的学
［12］
说，②可从后果论上看，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却是法律后果，即基于该权利所能寻求的法律救济 。 质言
他曾批评本质论者对概念的本质意义比对理论真伪更感兴趣。参见卡尔·波普尔： 《客观
① 本质论最早由卡尔·波普尔所提出，
知识》，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2 页。
2006 年第 1
参见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 “萨维尼论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田士永译，《中德私法研究》，
② 德国的见解，
101 Colum． L． Ｒev． 773，
783 – 86 （ 2001） 。我
卷。美国法的见解，参见 Thomas W． Merrill ＆ Henry E． Smith，The Property / Contract Interface，
国通说，参见谢怀栻： “论民事权利体系”，载《法学研究》1996 年 2 期。新近的研究参见张永健： “物权的本质”，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14 年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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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当物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以主张确认权利、返还原物、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物权请求
权，并在标的物毁损和灭失等例外情形下时享有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 相反，当债权受到债权人侵害
时，权利人可以主张继续履行，继续履行不能或在经济上不合理时 ，享有赔偿损失的债权请求权； 当债权
［13］
受到第三人恶意侵害时，权利人可基于“第三人侵害债权 ”，请求侵权损害赔偿 。 鉴于法律后果的意
义必须在事实后果中显现，我们立足于既有案例，将围绕网络虚拟财产的现实争议归纳为“网络用户与
不特定第三人间纠纷”和“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商间纠纷”两种类型。
在“网络用户与不特定第三人间纠纷 ”中，虚拟财产被盗最为普遍，其中尤以非法登陆虚拟账号，即
窃取“虚拟入口”为典型。其一般表现为第三人利用木马或外挂程序入侵他人计算机或利用监视器 、与
他人共享之账号或其他方法，获取用户账号及密码，进而窃取该账号内的宝物、装备、虚拟货币以及其他
［14］（ P． 83）
。此外，利用网络软件错误，直接窃取“虚拟资产”亦不罕见。除虚拟财产失窃外，此类
虚拟财产
纠纷还可源于对用户使用虚拟财产造成侵扰以及直接导致虚拟财产毁损的情形 。前者如大量发送垃圾
邮件，妨碍用户对电子邮箱的使用； 后者如删除、修改组成虚拟财产的部分或全部数字记录 ，或用物理方
法直接破坏网络服务商的服务器 ，从而造成虚拟财产数字记录不可修复。 另一方面，正如诺斯笔下的
“国家”，网络服务商其不但是用户虚拟财产的保护者 ，也是威胁者。“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商间纠纷 ”
由此成为另一种常见形态。实践中网络服务商对虚拟财产的侵害可大致分为“积极作为 ”和“消极不作
为”。前者如冻结、查封、删除用户账号及其虚拟资产、终止或改变网络运营等，后者如因技术原因，导
致用户账号及其虚拟资产无法使用 ； 或未能提供安全防护系统，致使第三方利用木马、病毒、修改软件程
序及其他技术手段，窃取、破坏虚拟财产； 又或未能提供对服务器等网络硬件的保障 ，致使第三方以物理
方式毁坏虚拟财产电磁记录。
鉴于后果评价必须依托于具体场景 ，下文将从上述纠纷类型出发，使用案例类型化研讨方式，将物
权和债权的救济规则在网络虚拟财产两种纠纷中展开 ，从而以“配置效率 ”为指针，比较物权和债权定
位下的优劣，以期发现最优制度设计。
二、网络用户与不特定第三人间纠纷的救济选择
（ 一） 典型案例及其解答
案例 1： 甲系大型网络游戏“虚拟世界”的资深玩家，该“虚拟世界”系由公司乙运营。试问： （ 1） 某丙
采取非法手段窃取其账号及装备，
试问甲能对丙主张何种权利？ （ 2） 若丙已将该等账号及装备出售给戊，
则甲如何救济？ （ 3） 若丙在窃取的同时，
无意造成玩家丁的装备记录彻底销毁，
则丁又能获得何种救济？
就问题（ 1） 而言，若甲对其虚拟财产享有物权，则依据我国物权法第 34 条，其有权要求无权占有的
丙返还原物； 若甲对其虚拟财产享有得向乙主张的债权 ，则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 条，①在满足“侵害
债权”下述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其有权要求丙赔偿损失： 其一，丙明知或应知甲之债权存在； 其二，丙意
［15］（ P． 189 － 196）
。
欲侵害甲之债权； 其三，丙实施了不当干扰债权实现的行为； 其四，造成甲之财产遭致损害
在本案例 1 中，在虚拟空间中可见的账号及其虚拟主体和装备均为甲享有债权的外在表征 ，同时，甲与
乙达成的《用户服务协议 》（ Terms of Services Agreement） 或《最终用户协议 》（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 以下合称“用户协议”） 作为格式合同，均已在网站上公开披露，丙稍加检索便可清楚得知乙之债
权内容。因此，与其说丙不知甲之债权，毋宁说其目的即在于取得该等债权。 其次，无论丙采取何种手
段取得账号及装备，其都必然涉及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数据资料，从而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违法性当无疑义。最后，甲的账号和装备并非无偿取得。 根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 2010 年调查，中国大型网络游戏用户的平均月花费为 99 元人民币，平均单次

该条中受保护的“财产权益”包括债权利益。参见王利明： “论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范围的特色”，载《中国人民大学
① 依通说，
学报》201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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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时间为 3． 1 小时。①
时间和金钱的投入使得甲不但因丙的窃取行为遭受经济损失 ，还可能引致精神损害。 上述种种足
以证明丙之行为业已构成侵害债权 。
就问题（ 2） 而言，
若甲对其虚拟财产享有物权，且戊并不符合我国物权法第 106 条所确定的“善意取
得”情形下，
甲仍有权要求戊予以返还； 在戊构成“善意取得”的情形下，
甲得依据我国物权法第 37 条，要求
②
若甲对其虚拟财产仅享有债权，鉴于戊并无过失，甲只可对丙主张其侵害债权。
丙赔偿损失。 另一方面，
最后，
对于问题（ 3） ，
若丁对其虚拟财产享有物权，既然装备已灭失，则仅能以我国物权法第 37 条，向丙请
求损害赔偿； 若丁对其虚拟财产享有债权，则在丙过失造成债权无法实现的情形下，不得主张债权侵害。
还须说明的是，
除以上救济外，
甲、
丁在相关法律要件满足后，
可另外向乙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由于这里仅
讨论网络用户与不特定第三人两造纠纷，
甲、
丁与乙之间的讼争将留在本文第三部分讨论。
表1

网络用户与不特定第三人间纠纷的法律后果

纠纷类型

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定位
物权定位下的救济

债权定位下的救济

故意窃取他人虚拟财产

返还原物请求权

侵害债权请求权

（ 1） 恶意受让他人虚拟财产

返还原物请求权

侵害债权请求权

（ 2） 善意受让他人虚拟财产

侵权赔偿请求权

侵害债权请求权

过失造成他人虚拟财产灭失

侵权赔偿请求权

无

如表 1 所示，在“过失造成他人虚拟财产灭失”纠纷中，债权定位无法为网络用户提供任何保障 ，而
在“善意受让他人虚拟财产”纠纷中，作为“侵权赔偿请求权 ”的子类型，“侵害债权请求权 ”固然在构成
要件上存在特殊性，但与前者在法律实效上几无差异。 故此，“返还原物请求权 ”和“侵害债权请求权 ”
便成为物权或债权定位的关键分歧 。在后果论的进路下，法律后果并无法自我证立，而有待从与之相连
的事实后果中做进一步检验。
（ 二） 返还原物请求权 vs． 侵害债权请求权
为比较返还原物请求权和侵害债权请求权在事实后果上的差异 ，我们拟从事前观点出发，对两者分
［16］
（ 1） 账号
别加以法律经济学解析。基于卡普洛和萨维尔（ Kaplow and Shavell） 的数学模型，这里假设：
和装备的公平市场价值（ fair market value） 为 50； （ 2） 对甲而言，由于其账号和装备的经济价值（ economic
value） 包含了市场价值和主观价值（ subjective value） ，因此该等价值可设在 50 到 70 之间； ③ （ 3） 丙或者
以经济利益之目的窃取，作为以自己占有目的窃取，考虑窃取的风险成本，账号和装备对丙的经济价值
将在较大区间中波动，因此可设在 40 到 80 之间； ④（ 4） 各方对虚拟财产的经济价值 （ 即“估值 ”） 不因占
有与否发生变化； （ 5） 诉讼成本为零； （ 6） 法院的判决可无成本地执行； （ 7） 各方当事人的风险偏好为中
性。此外，还需说明的是： 侵害债权请求权项下的救济措施在大陆法系存在“恢复原状主义 ”与“金钱赔
偿主义”两种立法例，我国在实践中基本以后者为原则，即根据损害的程度估计金钱，使赔偿义务人对
［17］
于受害人给付金钱，从而填补损害。 另外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19 条亦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
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据此，法院对甲方损失的认定以市场价值为基础 ，而

甲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立基于上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图示：
引自 https： / / www． cnnic． net． cn / hlwfzyj / hlwxzbg /201106 / P020120709345283675163． pdf。
① “2010 年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调研报告”，
但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8 年 5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工商行
② 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存在学理争议，
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
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承认了对善意取得对盗赃物的有条件地适用。
否则权利人将会转让而不是继续持有。有关于经济价值、市场价值和主观价值的讨论，参见张永
③ 经济价值一般高于市场价值，
健： “土地征收补偿值规范标准与实证评估”，载《东吴法律学报》2011 年第 22 卷 4 期。
完全将其与丙等量齐观，因此以下仅丙为分析对象。
④ 在戊为恶意的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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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原物请求权·侵害债权请求权的实际后果

经济价值

返还原物请求权效果

侵害债权请求权效果

甲

丙

甲

丙

甲

丙

A

50

40

50

0

50

－ 10

B

70

40

70

0

50

－ 10

C

50

80

50

0

50

30

D

70

80

70

0

50

30

显而易见，侵害债权请求权下甲之所得（ 50） 均不高于返还原物请求权下的甲之所得 （ 50 或 70） ，个
中缘由即在于后者与其经济价值相若 ，而前者则不涵盖甲的主观价值。不仅如此，考虑到甲对虚拟财产
的市场价值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却总对该等新型财产形态的价值心存疑虑 ，甚至并不认可其具有现实价
［18］

值。① 这在法院系统性低估财产价值的背景下

，进一步加重了法院误判的风险。 不管是对主观价值

的排除，还是对市场价值的贬损，都削弱了侵害债权请求权的救济力度 ，致使丙的赔偿无法弥补甲因账
号和装备丧失而受到的损失。从事前观点看，不同规则下的利益分配差异给未来行为和投资带来截然
［19］

不同的激励，从而深刻影响了甲和丙的行为模式

。总体而言，由于对甲补偿和对丙惩罚的双重不足 ，

［20］
，从而降低了未来的配置效率。
侵害债权请求权滋生了“反常成本”（ Denormalization Costs）

“反常成本”首先指向了因甲对虚拟财产投资不足引发的收益下降。 作为一种多方共同创造的财
［21］
。 这意味着用户有
产形式，虚拟财产具有鲜明的“用户可使其增值性 ”（ Value － Added － by － Users）

权以网络服务提供者允许的方式使用信息资源 ，从而实现个性化和某种程度的改进 。举例而言，当用户
初次进入“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时，他就可以取得服务提供者设定的一个标准账号，但只有用户积极增
加游戏角色经验值、搜集游戏装备、征服游戏怪物，该等账号才由“一张白纸 ”逐渐丰富。 由于账号所承
载的财富和等级的提升，无论是对用户（ 从主观效用的角度 ） 还是对第三方 （ 从市场交易的角度 ） ，账号
的价值都因用户的行为而增长了 。正因如此，在用户对虚拟财产的收益被严格保障的前提下 ，用户将持
续投入时间、金钱、体力、脑力直至其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效用为止 。然而，由于侵害债权请求权实质上
赋予了丙以低价强制取得甲之财产的权利 ，使其能够无偿占有了账号和装备的部分价值 ，从而降低了甲
的收益以及相应的投资。容易想见，这反过来增加了丙非法占有和发展窃取技术的激励 ，同时亦使得甲
更多地投资到防盗和保护措施上 ，市场上形形色色付费安全产品的出现即是佐证 。显然，对于社会全体
而言，这些都是无法产生任何价值的无谓损失 （ Deadweight Loss） 。
另一种主要的“反常成本”是“相互侵夺 ”（ Ｒeciprocal Takings） 。 鉴于侵害债权请求权允许一方通
过补偿取得另一方的虚拟财产，则在当事人的估值高于其可能支付的 、偏低的补偿时，其就会选取侵夺。
例如，B 种情形下，账号和装备对甲的经济价值为 70，而他实际得到的赔偿是 50（ 或者因法院误判只有
40） ，若意识到只要花费同等代价，就能从丙那里再次夺回原本属于他的财产，甲很有可能实施再次侵
夺。这一困境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法院判决后 ，赋予丙以物权请求权。 但其不但在理论上有悖于虚拟财
产的定位，在实践上也将鼓励越来越多的权利人采取这种方式创造出“物权请求权 ”，从而使得之前的
侵害债权请求权不再必要。无疑，“相互侵夺 ”将导致拥有和侵夺之间的恶性对抗，激发了人们使用强
力的欲望，最终将正常的社会秩序破坏殆尽 。
要之，在“网络用户与不特定第三人间纠纷”中，从配置效率看，返还原物请求权优于侵害债权请求
权。广而言之，即网络虚拟财产的物权定位下法律救济较债权定位为优 。
女方要求分割双方因共同玩游戏而获得的网游装备。但法院认为，虚拟财产与现实的社会关系发
① 在 2011 年一件离婚案件中，
生具有法律意义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财产价值。参见“虚拟财产分割： 离婚时的现实难题？”，《中国妇女报》2014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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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商纠纷中的救济选择
（ 一） 典型案例及其解答
案例 2： 甲系大型网络游戏“虚拟世界”的资深玩家，该“虚拟世界 ”系由公司乙运营。 试问： （ 1） 乙
因技术故障造成甲的账号无法登陆 ，试问甲如何救济？ （ 2） 乙出于公司盈利的考虑，不再运营“虚拟世
界”，则甲又将如何救济？ （ 3） 甲的装备被第三人丙窃取，则甲对乙能主张何种权利？
作为进入“虚拟世界”的第一道关口，甲必须在用户协议面前，点击“同意”按键，从而成为虚拟世界
的一员。用户协议由此成为连接、建构和塑造甲乙之间法律关系基础性规则 。因此，无论是虚拟财产的
物权定位，还是债权定位，都必须在用户协议以及我国合同法的阴影下展开 。 这意味着，若网络用户对
其虚拟财产享有物权，则其同时享有债权定位下权利人的所有救济 ，反之则否。这一结果看似物权定位
占尽上风，其实不然。法律制度的体系结构隐含思考和操作的经济性 ，如果传统合同法能够处理虚拟财
产这一新兴事物，那么就不必大费周章地将其导入早已定型的物权法之中，从而避免“物 ”的概念过度
繁杂。因此，我们这里仅聚焦于两种法律定位造成的请求权差异 ，希冀尽可能发现最适切的应对之道 。
就问题（ 1） 而言，基于物权之设定，甲可根据我国物权法第 35 条，要求乙排除其使用账号之妨害；
反之，基于债权之设定，甲有权依据用户协议或我国合同法第 107 条，主张乙未履行合同义务，要求乙继
续履行。就问题（ 2） 而言，虚拟财产固有的“互联性 ”（ interconnectivity） 要求多个网络用户围绕虚拟财
［22］
产，同时在一个“虚拟世界”中在线互动 。在此意义上，社会性沟通不但是虚拟财产被视为人们视为
“真实”的原因，其激发的网络效应（ network effect） 还提升了虚拟财产的价值。因此，一旦网络服务商提

供停止运营，即便账号和装备的数据能够毫发无损地下载到个人电脑中 ，它也不再是“虚拟财产 ”，而只
是一堆数字组合罢了。因此，若虚拟财产的性质为物权，则甲首先可根据我国物权法第 36 条，主张恢复
原状。当然，如乙可证明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显有重大困难，则应予以金钱赔偿。 这里的“重大
困难之情形”，除事实上困难以外，还包括恢复原状费用远超过其价值利益。 但不论如何，甲均得依虚
拟财产内容、受毁损之程度、乙的资力信用、市场供应情况以及自己之需要自行决定 ，要求恢复原状抑或
［23］（ P. 21）
。另一方面，若甲对虚拟财产享有债权，则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107 条要求其继续履
损害赔偿
行，或主张金钱赔偿的违约责任。但在实践中，该等请求权往往被用户协议之特约消解。 不仅如此，鉴
于用户与网络服务商之间构成服务合同关系 ，可准用我国合同法下委托合同规定 ，乙得以我国合同法第
410 条之“任意解除权”为由解除合同。一旦乙行使上述意定或法定解除权，甲都无权再要求乙继续履
行，而只能主张乙承担因合同终止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 。还需说明的是，该等损害赔偿在性质上并非因
［24］
乙违约产生，实属对甲信赖利益、而非履行利益的赔偿，其间差异，不可不察 。
针对问题（ 3） ，若甲对虚拟财产享有物权，则基于虚拟财产存储于乙之服务器、且遵循乙之技术规

则这一基本事实，乙应按照我国合同法第 60 条，承担保护甲之财产的合同附随义务 ，即合同法上的安全
［25］
保障义务 。因此，在遭遇第三人侵害虚拟财产时，如乙未能采取措施保证其设施和系统的安全性 ，则
甲有权请求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不过，伴随着 2010 年侵权责任法的实施，新的请求权得以产生，这就
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第 2 款“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的安全保障义务。 之所
以能够将上述“管理人”或“组织者”扩张解释至“网络服务商 ”，实因“开启交往空间者对其中的他人负
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照顾他人权益 ”这一安全保障义务法理亦适用于乙开启的“虚拟世
［26］
［27］
界” 。鉴于虚拟财产的生成、变更和转让都有赖于乙提供的硬件与软件 ，乙所负有的安全保障义
务恰好呼应德国学者瓦格纳（ Wagner） 的论断：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者毋宁是对物有事实上的支配力者 ，

因为他最能确保物的安全性”。此外，当第三方对甲的侵权发生之时，相对于在技术和信息上均处于劣
势的甲，乙占据着阻止侵权行为优先位置： 作为游戏系统的管理者和封包传输 （ packets traversing） 的监
［28］

控者，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得知入侵活动 ，从而通过端口扫描 （ port scan） 减轻损害 。 据此，作为侵权责
任法和合同法调整的重叠领域，侵权法上的安全保障责任和违约责任的安全保障责任并行不悖 ，甲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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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择一而诉。
与基于安全保障的违约请求权或侵权赔偿请求权不同 ，若甲对虚拟财产享有债权，在问题 （ 3） 中的
场景中，其仅能要求乙履行“协助受领”之附随义务，且在未履行的情形下，再行主张违约损害赔偿。 这
是因为，在债权论者看来，虚拟世界是由网络服务商向用户提供的服务和基本架构，虚拟服务 （ virtual
service） 而非虚拟财产才是事实的真相。故而，账号或装备本身并无价值，它只是用户得以向网络服务
商主张的一系列服务的形式凭证 ，即债权之受领凭证。当装备丢失，甲便丧失了受领乙之给付的条件，
［29］（ P． 454 － 455）
，甲之债权无法实现。 由于该等
按照债之履行乃“债务人给付和债权人受领 ”相结合的法理

结果不得归责于乙的给付障碍，因此无法适用我国合同法第 121 条“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
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① 尽管如此，考虑到网络服务商为虚拟世界的秩序维护者 ，通常而
言，其能够保存虚拟财产如何从一个账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的数据记录 ，在甲提出请求后，乙应当采取
［30］

提供必要信息，协助其取证和追索

。虽然该等义务往往被误认为“安全保障义务 ”，但如王泽鉴先生

所指出的，合同中的保护义务在性质上相当于侵权法上的交往安全义务 ，旨在维护他方当事人人身或财
［31］（ P． 44 － 45）

产上的利益，与给付义务较远

。而上述“协助受领”义务意图使网络用户的给付利益获得最大

可能的满足，其发挥了辅助功能，而非保护功能，不能以“安全保障义务”视之。
表 3 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商纠纷的法律后果
纠纷类型
虚拟财产无法正常使用
网络服务商停止运营
第三人侵害虚拟财产

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定位
物权定位下的救济

债权定位下的救济

排除妨碍请求权

继续履行请求权

恢复原状请求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
基于安全保障的违约赔偿请求权 /
基于安全保障的侵权赔偿请求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
继续履行请求权
违约赔偿请求权

根据表 3 的梳理，在虚拟财产因网络服务商无法正常使用时，用户享有“排除妨碍请求权 ”（ 物权 ）
或“继续履行请求权”（ 债权） 。从法律后果上看，两者皆使得用户能够行使对虚拟财产的权利，从事实
后果看，两者均是对虚拟财产的绝对保护 ，本质为“未经权利人同意，不得转移”这一“财产规则 ”（ property rule） 的不同面向［32］，因而名异而实同。故此，下文对虚拟财产不同法律定位的比较将在“网络服务
商停止运营纠纷”和“第三人侵害虚拟财产引发的用户与网络服务商纠纷 ”展开，从而依次检讨“恢复原
状请求权”vs．“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安全保障的违约 / 侵权赔偿请求权 ”vs．“继续履行请求权 / 违约
赔偿请求权”的配置效率。
（ 二） 恢复原状请求权 vs． 损害赔偿请求权
“恢复原状请求权”彰显了网络用户对“虚拟世界”永远存续的情感渴望和网络服务商结束“虚拟世
界”的商业理性。在如此尖锐矛盾的面前，我们可以将两者想象成同一个主体，把“与对方交易 ”变成
“和自己交易”，自然能得到最大化的配置效率。基于该等“单一主人 ”（ single owner） 的思维方法，可以
得到恢复原状请求权的限制性条件 ，即虚拟财产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恢复成本 。 更进一步的数学计
算证实，仅当恢复原状成本不过分高于虚拟财产的市场价值 ，且甲的估值高于虚拟财产的市场价值时，
恢复原状请求权才是有效率的。② 在其他情形下，更优的解决方法则是请求损害赔偿。 这里的“损害 ”
在效果上类似于司法实践中因银行卡和存折被复制引发的储蓄合同纠纷的处理，但理由上有微妙
① 这一解释缩限了该条的适用，
不同。参见周江洪： “《合同法》第 121 条的理解与适用”，载《清华法学》2012 年第 5 期。
364ff 和 BGHZ115，
375ff 两个案件中，法院
恢复原状不予支持的情形限于其花费不合比例。例如，在德国 BGHZ115，
② 通说认为，
认为，恢复原状费用超过重置费用 130 界限的，视为经济上不合理，仅能请求金钱赔偿。该等标准只考虑到物的客观价值，未能注意当事
人的主观价值，有待再加斟酌。参见黄立： 《德国新债法之研究》，元照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3 － 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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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两种含义，在基于物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 下称“损害赔偿请求权 I”） 中，“损害 ”指虚拟财产市场
价值的丧失； 在基于债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下称“损害赔偿请求权 II”） 中，“损害 ”指虚拟财产信赖投
资或称信赖利益的丧失。由于后者以“没有订立合同”时的收益状态为基准，其数额一般少于合同订立
［33］
后所获得的市场价值 。总之，“恢复原状请求权”有条件地保证了甲乙合作，从而增进了配置效率，另
一方面，在双方无法合作的情形下，损害赔偿请求权因赔偿范围不同产生了迥异的事实后果 。
对合同的经济分析表明，只有当事人的活动最大化了一项交易预期的盈余时 ，他们的投资才是有效
［34］

率的

。而欲实现预期盈余最大，其条件是各当事人每一单位的合同投资获得一单位的边际收益，换

言之，只有各方完全内化了自身投资，才能实现社会（ 合同） 最优投资。 然而，这在赔偿制度中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为了使施害人完全内化所有成本，其必须对被害人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 。相反，为了受害
人完全内化成本，其必须不能从施害人处获得任何赔偿 。但在私法中，施害人支付的赔偿等于受害人获
［35］
得的赔偿，因此，法律不能按配置效率要求同时提供能令双方成本完全内化的激励 。基于这一“赔偿
悖论”（ paradox of compensation） ，在案例 2 中，无论是何种请求权都无法达到最优解 ，因为其必然造成了
用户将其成本外部化导致的过度投资 （ over － investment） 。 不过，总体而言，损害赔偿请求权 II 比损害
赔偿请求权 I 更无效率，其理由恰恰在于较诸“市场价值”赔偿，“信赖投资”赔偿更容易激发投资过度。
用户对虚拟财产的投资和收益始终受制于经济学上“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或“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
这意味着若其他要素固定不变时 ，连续地增加某一种投入达到一定程度后 ，所新增的产出将越来越少。
设想一下，一名玩家每天的游戏时间从 1 个小时提高到 3 个小时并不难，而从 3 个小时提高到 6 个小时
就不容易了； 同样，他花了 100 个小时将战绩排名从 500 名提高到 400 名，但他再花费 100 个小时，排名
也可能只提高了 30 名而已。依据上述规律，假设当信赖投资为 30 时，甲对虚拟财产的估值是 60，市场
价值为 50。当信赖投资增至 40，估值变为 75，市场价值变为 65。 此时，后两者的升值超过了前者的增
幅。但是，若信赖投资进一步增加到 50，估值和市场价值分别变为 80 和 70。 虽然后三者仍同步提升，
但后两者的边际值 10 已经小于信赖投资的边际值 5。 显然，此时投资在社会总体福利上看是无效率
的。然而，鉴于损害赔偿请求权 II 对信赖投资的全面保护，且该等投资仍会改善虚拟财产的经济价值 ，
可以预见甲必将过度投资。相反，在损害赔偿请求权 I 下，甲只能获得虚拟财产的经济价值，而在上述
过程中，其可得的边际赔偿 5 少于其自己的边际投资 10，这构成过度投资的有力制约，从而令物权定位
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更优。
（ 三） 基于安全保障的违约 / 侵权赔偿请求权 vs． 继续履行请求权
为便于比较，这里延续之前的假设，即： （ 1） 装备的公平市场价值为 50； （ 2） 甲对装备估价在 50 到
70 之间； （ 3） 丙对装备的估价在 40 到 80 之间； （ 4） 鉴于在协助受领义务只限于数据监控、追踪、报告以
及暂时拒绝用户访问和恢复存储数据等工作 ，这里将乙为此支出的费用设定为 10。 此时乙所承担的成
本远远小于违约赔偿请求权下支付履行利益损失 ，故而其基本不可能在甲方请求后违约，因此，以下仅
考虑“继续履行请求权”的事实后果。（ 5） 乙的安全保障义务有赖于当下科技水准和成本收益的综合考
量，其本身系以“合理性”为核心的不确定概念，因此，与其说对该义务的违反不但存在“有 ”或“无 ”的
问题，还存在“多”或“少”的问题。这里，我们用 p 来描述乙的过错程度。 同时，无论对于违约请求权，
还是对于侵权赔偿请求权而言，p 都与赔偿责任密切相关。 前者固然遵循完全赔偿原则，可根据“责任
成立”和“责任范围”二分的学理，其实际赔偿范围仍应斟酌其违约对于所发生损害的客观归责程度 ，合
［36］（ P． 729 － 731）
。类似地，后者明确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与其过
理限制责任范围，以免过于责任泛滥
错大小相对应，从而乙只在它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 6） 在违约 / 侵权损害赔
偿请求权下，乙在承担责任后固然可以向丙追偿 ，但受限于网络的匿名性和跨地域性，其存在无法全额
获赔风险，此与继续履行请求权下甲从丙处实现权利回复的风险相同 。这里，我们用 q 来描述丙赔偿的
可能性。（ 7） 各方估值不因占有与否发生变化； （ 8） 诉讼成本为零； （ 9） 法院的判决可无成本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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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各方当事人的风险偏好为中性。此外，还要说明的是，从赔偿范围和责任承担上看，基于安全保障
的违约请求权和侵权赔偿请求权只是法教义学的技术性问题 ，两者作为救济手段的工具性并无实质区
［37］

别

。基于上述，我们将甲、乙、丙三方一并纳入配置效率的分析架构 ，得到各方在表 4 中的收益情况。
表 4 违约 / 侵权赔偿请求权 vs． 继续履行请求权的事实后果
经济价值

违约 / 侵权赔偿请求权效果

继续履行请求权效果

甲

丙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50

40

50p

－ 50p（ 1 － q）

40 － 50pq

50q

－ 10

40 － 50q

70

40

70p

－ 70p（ 1 － q）

40 － 70pq

50q

－ 10

40 － 50q

50

80

50p

－ 50p（ 1 － q）

80 － 50pq

50q

－ 10

80 － 50q

70

80

70p

－ 70p（ 1 － q）

80 － 70pq

50q

－ 10

80 － 50q

尽管丙所实施的窃取是有意为之 ，但对于甲或乙而言，它都是外生性风险，因此我们可以借用意外
［38］
事故法的模型加以分析 。从事前观点看，意外事故法的功能在于减少有关损害的社会总损失至最
小。这里的社会成本既包括虚拟装备被窃取的预期损失 （ 损害额度与概率的乘积 ） ，也包括当事人为减
少损失而采取安全措施的成本，两者此消彼长。因此，只要增加的成本小于降低的预期损失，就应进一
步增加成本，直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为止 。在问题（ 3） 的场景中，甲和乙都能采取一定的措施来
防范虚拟装备丢失。譬如，甲可以经常更新操作系统、安装正版软件、不使用作弊工具、定时查杀计算机
病毒、不在网吧登陆账户、甚至购买账号找回服务，等等； 乙则可以加强对基础设备的安保、提供性能良
好的服务器、及时改进认证技术、填补软件漏洞，等等。就该等双方当事人共同预防模型，法律能够通过
［39］
为双方各自设定最优行为标准，并要求不符标准者承担风险和责任，实现配置效率最大化的目标 。
而风险和责任标准的拟定，则应根据当事人的防范能力而异： 对于具有较高能力者，应多要求其从事防

范工作，因此标准应较高； 反之，则相应调低。这是因为具有较低能力者，为减少一单位社会损失，防范
的成本较高； 具有较高能力者，为减少一单位社会损失，防范成本较低。故此，风险和责任标准应与防范
［40］（ P． 134 － 136）
。若该等标准设置不当，不管是本应具有较高责任标
能力正相关，从而将社会总成本最小化
，
准的当事人导入较低行为标准 还是本应具备较低责任标准的当事人被迫采取较高标准 ，都会造成社会
［39］（ P． 228 － 229）
。
资源配置不当的结果
上文已申明，由于网络服务商居于守门人的位置 ，所有网络活动──无论合法与非法──均须透过

网络服务商才能进行。对于窃取虚拟财产而言，若其直接入侵服务商系统，则由其负责预防责无旁贷，
即便发生在用户电脑系统之中，服务商也能凭借技术手段做防御性对策或采取提醒措施 。综合来看，在
高度专业化的虚拟世界中，相对于个人，网络服务商的预防能力更强，由其负责预防网络侵权的发生成
本更小，理应遵守更高的风险和责任标准 。网络用户和服务商有关义务规范性图景的确立，为违约 / 侵
权赔偿请求权和继续履行请求权的事前配置效率的比较提供了基准 。
首先可以观察到，在继续履行请求权下，乙的责任（ － 10） 是固定的，因此它并没动力付出成本以减
少甲之装备丢失的几率，虽然它在总体上有着减少虚拟财产失窃的动机 ，毕竟，其成本会随着案发数量
而上升。相反，在违约 / 侵权赔偿请求权下，乙的责任 （ － 50p（ 1 － q） 或 － 70p（ 1 － q） ） 与乙过错程度反
相关与向丙追偿几率正相关。 这里“过错程度 ”应根据乙就防范装备丢失是否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
务，①即是否实施“合理的安全保障机制 ”加以判定。 同时，这里的“追偿几率 ”亦与乙是否建立完善的
电子认证系统、稳健的系统架构和妥当的数据存储相关 。故此，为避免可能遭受的不利，违约 / 侵权赔偿
请求权向乙施加了积极进行防范工作的激励 ，促使其行为向最优安全标准移动。另一方面，由于在继续
①

页。

通说认为，安全保障义务和注意义务等同，参见王利明主编： 《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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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请求权下，乙并不承担因防范措施缺失造成的损失 ，这反过来增大了甲对虚拟装备丢失的风险，令
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防范成本。不惟如是，考虑到违约 / 侵权赔偿请求权间接提高了向丙追偿的几率，
这带来了另一个意外后果： 那就是为甲向丙主张原物返还请求权提供了便利 ，最终使得甲可能获得的救
济（ 50 或 70） 大大超过基于继续履行请求权的赔偿 （ 50q） 。 权利回复的范围扩展削弱了甲对虚拟财产
丢失的不安预期，无需在安全防范上过度花费，其行为从而向最优安全标准移动。
总之，较诸继续履行请求权及违约赔偿请求权 ，基于安全保障的违约 / 侵权赔偿请求权最大化了网
络用户和网络服务商的防范激励 ，从而在配置效率上更优。
结

语

本文采用后果论的进路，证明了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
权等网络虚拟财产物权定位下的救济 ，在配置效率上比侵害债权请求权、继续履行请求权、损害赔偿请
求权、违约赔偿请求权等虚拟财产债权定位下的救济更优 。这为《民法总则草案 》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物
权定位提供了佐证。放宽视野来看，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探讨并不只是建构至善理论 ，更重要的是在社
会变迁中追寻可欲的事实后果。在急遽变化的网络时代和日新月异的虚拟空间里 ，我们有必要放弃传
统演绎式的本质论范式，而采取“论题学”方法，围绕虚拟财产的种种争议事实，发展出在不同面向上的
观点集合，最终产生出合理性和开放性兼具的理论体系 。职是之故，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定位刚刚是研
究的开端，其权利内容为何、如何公示和流转等疑难均有赖更丰富的个案积累和更细致的后果检视 ，我
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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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fication of the Cyber Virtual Property
as the Ｒight of Thing： an Approach of Consequentialism
Xu Ke
Abstract： Trapped by the deductive system of traditional civil law and essentialism of legal method，the
position of cyber virtual property is in a dilemma between the right of obligation and the right of thing． With
the approach of consequentialism，which focuses on the fact and consequence，the debate of position is materialized into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remedies and their allocative efficiency． By combining the analysis of typological disputes and legal economics，it is ultimately justified that right － of － thing － oriented remedy is better
than obligation － right － oriented remedy on their consequences for virtual property． As such，the findings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virtual property as the right of thing，which are established in the General Ｒules
of the Civil Law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 Draft） ．
KeyWords： Virtual Property； Consequentialism； Dualistic Structure of the Ｒight of Thing and the Ｒight of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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