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中的推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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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民法中推定规范的构成要素包括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在推定的情况下，当事人
可以通过证明基础事实（通常情况下证明难度低于直接证明），进而在法律上获得对推定事
实的确认。推定事实本身或推定事实与其他已证事实的组合能够引起一定法效的发生，在一
个推定规范中，基础事实必须是该法效要件事实以外的事实。推定规范在基础事实与推定事
实之间创设了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推定的构造是以多元价值取向为基础的。推定规范的法
律效果体现在对推定事实确认的强制性与可反驳性，它是一种特殊的证明责任规范，属于民
事实体法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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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
引言：
在我国学界，对推定规范的研究在诉讼法领域和民法领域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诉讼法尤其
〔１〕
是民事诉讼法既往的研究中，
推定受到了极大的重视。然而，由于其本身的理论难度，
尽管从诉讼法
〔２〕
角度对推定的论述已有很多， 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仍是繁杂而混乱的，甚至未能形成最基本的理论
—德国
共识。
“没有哪个学说会像推定这样混乱……迄今为止人们还不能成功地阐明推定的概念”
——
〔３〕
〔４〕
诉讼法大师罗森贝克教授于２０世纪初即指出这一点。 时至今日，百年过去，该论断依然适用。
而司
法实践也在为推定理论的混乱推波助澜，由于推定法效的发生意味着降低证明要求，因此，诉讼中往
往会产生一种运用推定的天然冲动，以至于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推定”在实践中喷涌而出。毋宁
〔５〕
此
说，推定仅仅是一个标签，
法院、
立法机关和评论者们都把操作证明过程的不同方法附着在上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1〕比如美国学者Laughlin教授就认为，在法律术语中，除了证明责任以外，推定是最难以处理的。See Charles V. Laughlin, In
Support of the Thayer Theory of Presumptions, 52 Michigan Law Review（1953）, pp.195—205。
〔2〕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多，
在后面的论述中也会涉及，
在此就不一一列出。
〔3〕
［德］莱奥·罗森贝克：
《证明责任论》，
庄敬华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第206页。
〔4〕推定理论上的争议非常多，
比如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之争、可反驳推定与不可反驳推定之争、
立法推定与司法推定之争、推定
法律效果之争，
等等。
〔5〕Ronald J. Allen, Richard B. Kuhns, Eleanor Swift, Evidence Text, Problems, and Cases, Aspen Publishers, 2002, p.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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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诉讼法领域内的研究通常侧重于推定的诉讼运行机制与法律效果，由于缺乏对民法实体规范及
其法效构成要件的准确认识和深入分析，导致这些研究往往缺乏实证法基础，也缺乏对民法中推定
规范的系统识别与整理。
在民法既往的研究中，则较少有涉及推定规范的专门论述，即使是对民法规范进行的专门研究
〔６〕
然而，
亦然。
对任何民事法律规定而言，诉讼程序是保证其得以落实的终极机制。在诉讼中，对法律
上事实的认定如果失之毫厘，
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以及对当事人实体利益的分配往往就差之千里。在
事实状态不明的情况下，裁判者首先需要依靠证明责任规范来认定事实，才能够适用法律进行裁判。
可以说，证明责任规范是连接事实与法律的桥梁。推定规范作为证明责任规范中的一种特殊且重要
〔７〕
却长期游离于民法学者的研究视野以外，不能不说是一种遗
的类型，也是民法中实体规范的一种，
憾。民法学界理应重视对推定规范的研究，立法中对推定规范的妥当配置，以及司法中对推定规范的
准确识别和正确解释，都应当成为民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此外，在民法理论的相关表述中，大量存
在着将生活意义上的推定与规范意义上的推定相混淆的情况。比如，一些通常被认为是表达出了过
错推定规则、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的法律条文，是否符合规范意义上的推定的构成要件，均值得深入探
讨。
民法中的推定规范是一个跨越民法与诉讼法的研究课题，需要同时兼顾这两个领域的知识系
统。同时，
在学术研究中不能以自己的价值取向代替客观规律，更不能仅仅是为了维护预设条件下的
所谓理论体系的自我圆满而进行一些牵强附会的工作。因此，对民法中推定规范的研究应当遵循一
定的标准：一是体系强制，即要抓住推定规范的主要特征，使其在形式上应当与其它规范有明确的边
界，不存在重复规范领域，保证制度之间的协调性，维持整个法律体系的逻辑性；二是价值存储，即对
推定规范的界定应当体现其特有的价值，能够凝聚人们在此问题上的价值共识，并为后来者实现该
特定价值提供便利。

一、
推定规范的构成要素
民法中的推定规范在形式上表现为藉由证明基础事实而推断未知事实（推定事实）的规则，而从
推定规范的具体适用来看，至少就其外观而言也是如此。因此，推定规范应当包含两个基本的构成要
素：
一个是基础事实；
另一个是推定事实。其中，推定事实是一个未知的待证事实，也是当事人所欲发
生的法律效果的要件事实。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对它负有证明责任，通常情况下当事人要提出证据
直接证明该事实，
在证明困难导致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必须承担败诉风险。但如果存在推定规范，当事
人就可以通过证明基础事实（通常情况下证明难度低于直接证明），进而在法律上获得对推定事实的
确认。这两个构成要素基本上通过观察的方法便可知悉，在所有学术论著中对推定规范的描述几乎
都跳不出这个圈。但在具体对推定规范进行识别的过程中，就是这么两个简单的要素，还是出现了众
多的问题。可见看似简单的地方，
往往布满了陷阱。
〔6〕参见苏永钦：
《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
—从功能法的角度看民事规范的类型与立法释法方向》，
载苏永钦主编：
《走入新世纪
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王轶：
《民法典的规范类型及其配置关系》，
《清华法学》2014年第6
—凯尔森规范理论的修正性运
期；王轶：
《论物权法的规范配置》，
《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朱庆育：
《私法自治与民法规范——
用》，
《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
钟瑞栋：
《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公法与私法"接轨"的规范配置问题》，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
22—68页。有少数学者已经开始讨论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证明责任规范，但仍然不是对推定规范专门的、
深入的原理性论述，
—与德国法的比较》，
《中
而且在规范识别上也存在一定问题。参见周翠：
《
〈侵权责任法〉体系下的证明责任倒置与减轻规范——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证据规范》，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外法学》2010年第5期；王雷：
〔7〕即使是研究证据法的学者也承认，推定显然是实体法的内容，将其纳入证据法教科书中仅仅是出于习惯，是旧的写作风格的
遗留物。参见［英］克里斯托弗·艾伦：
《英国证据法实务指南》，
王进喜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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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事实
推定规范并没有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和分配方向，质言之，它的效果只是提供给了被课以
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另一个（可能更容易实现的）证明主题，即基础事实。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证明基
础事实，来获得对推定事实的确认。因此，一个推定规范中必须存在有基础事实这一要素，而不存在
〔８〕
正如表见代理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代理，表见
基础事实的无条件的推定在理论上则被称为表见推定。
证明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证明一样，表见推定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推定，尽管有时它把自己伪装成一
个推定。表见推定的作用实质上就是将证明责任指配给一方当事人，而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则是证
〔９〕
比如《法国民法典》第２２７４条：
明义务的免除。
“善意，始终得推定之，认为他人系恶意者，应负举证责
任。”
《日本民法典》第１８６条第１款：
“占有人，可推定为以所有的意思、善意、平稳且公然地占有之人。”
这两个法律条文中虽然都使用了“推定”的字眼，但无论是前者中的“善意”
，还是后者中占有人的“所
有的意思”
、
“善意、平稳且公然”这些事实，都是未经任何证明而无条件被认定，并把证明责任直接分
配给了反对该事实的当事人。很明显，表见推定的本质就是一个普通的证明责任规范，而不是推定规
范。
此外，还有解释规范。法律行为解释规范的作用就是对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的欠缺或瑕疵通过
解释进行弥补。解释规范也不符合推定规范在基础事实方面的要求，因为基础事实的缺乏正是解释
规范适用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欠缺意思表示时才有解释规范适用的余地。当然，解释规范中
也包含意思表示，但是该意思表示不是基础事实，因为它的内容本身需要由解释规范来确定，它更类
似于推定事实。所以，如果以推定的结构来作比喻，通过解释规范相当于直接获取了推定事实，而基
础事实则根本不存在。比如《日本民法典》第１３６条第１款：
“期限，推定为为债务人利益而定。”
该条款
规定在第五章“法律行为”的第五节“条件及期限”中，其效果是，对于一项法律行为（如合同）进行解
释时，如果对其中约定的期限有复数的解释可能时，应当以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为准。第４２０条第３
款：
“违约金推定为赔偿额度的预定。”
该条是关于“赔偿额的预定”的条文，根据该条第１款，当事人可
以就债务的不履行预定损害赔偿的额度。因此第３款的效果就是，如果一个合同中没有预定赔偿额
度，但是却约定了违约金，则将该违约金的数额解释为预定的赔偿额度。类似这样的条文中，都看不
到需要当事人证明的基础事实，
它们实际上是解释规范，而非推定规范。
在对我国民法推定规范的识别上，
不少学者未能将其与解释规范妥当区分。比如《合同法》第２１１
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即有观点认
〔１０〕
“不支付利息”是通过该条文直接获得的一个意思表
为这是一个意思表示推定规范。 在该条文中，
示，而需要证明的基础事实则完全没有，因此该条文在性质上应为解释规范而非推定规范。在《合同
法》中与第２１１条类似，
第２３２条前半段也以“视为”
的形式表达一个解释规范。而有的条文虽然采用了
“推定”的形式，但仍是一个解释规范，如第７８条，该条解释的结果就是法律行为的内容保持不变，类
似的还有第１２５条第２款第１句，
通过这些解释规范可以确定法律行为的内容。类似这样的法条很容易
被误认为是推定规范，但如果将这些词藻去掉，就会发现它们与那些更为普通的解释规范〔１１〕没有任
何区别，
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就是相同的。
我国民法中的解释规范通常有一个标志，即“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但有两个条文
是例外，
即《物权法》第１０３条和第１０４条，这两条是对权利存在状况的推定。通常的事实推定规范的法
效发生模式是“法律规范→获取事实→权利变动”，但因为权利推定规范的推定事实直接是权利的存
〔8〕表见推定在大陆法系理论中有时也被称为“暂时状态的事实”
“"暂定性真实”
、
或
“前司法推定”。
〔9〕
［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
《法国民法总论》，
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第659页。
—关于推定范畴的反思》，
《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10〕参见何家弘：
《从自然推定到人造推定——
156条、
159条、
160条、
161条、
170条、
178条、
205条、
206条、
217条、
226条、
250条、
263条、
〔11〕比如《合同法》第111条、139条、154条、
310条第2句、
312条、338条第1款、341条、354条、
366条第2款、
376条第2款、
379条第2款、
391条、
418条第2款、
426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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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状况，因此没有获取事实这个环节，所以其前提条件除了一般的基础事实外，还可以是权利状况或
关系本身的
“不明”。〔１２〕比如第１０３条中，已知存在一个共有关系，但是却无法确定共有人之间是按份
共有还是共同共有；
再如第１０４条中，按份共有人之间的份额不明，也不能通过出资额确定。在这些情
况下，就可以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关系直接进行法律上的推定。但是，对于什么是“权利存在状况”，
需要对法律关系进行实质性判断，
不能仅根据法条文字表述得出结论。比如《合同法》第２５０条：
“出租
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
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该条仅从文字上来看似乎在说所
有权的归属，但对条文内容进行分析，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属本身就是租赁关系当事
人之间所作的约定内容。这里的所有权归属是租赁法律关系的一部分，是由法律行为决定的法律效
果，而非一种权利存在状况，尤其结合《合同法》第６１条来看更是如此，因此该条也是一个解释规范而
非推定规范。再比如《物权法》第９６条：
“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虽然该条与《物权法》第１０３条、第１０４条都是有关
共有关系的法律，但第１０３条和第１０４条是直接决定了物权关系存在状态的条文，因此这两条是权利
状况推定规范，而第９６条所决定的是债权法律关系，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作为他们之间的行为约束，
因此是一个解释规范。与第９６条类似的解释规范还有《物权法》第９８条、９９条、
１００条第１款等。
在我国民法中，与解释规范相对的，真正的意思表示推定规范体现在《民法通则》第６６条第１款第
３句、
《合同法》第４７条第２款前半段、
第４８条第２款前半段、第１５８条、第１７１条、第３１０条第３句。在这些条
文中，即使是当事人的“未作表示”
、
“怠于通知”等，也是法律关系变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事实，而非
初始约定中意思表示的缺乏。
（二）推定事实
推定事实是当事人所欲发生法律效果的要件事实。在一个民法规范中，若是缺乏推定事实，通常
而言是非常明显的，一般不会再把这样的法律条文识别为推定规范。唯一的问题可能来自于拟制规
范。拟制是指立法者虽然明知由法律上重要之点（构成要件上所指称的特征）论其拟处理的案型与其
所拟引用的法条本来处理的案型所涉法律事实并不相同，
但仍将两者赋予同一的法律效力的情况。〔１３〕
将拟制与推定相比较，则拟制的含义是明知Ａ不是Ｂ，但是把Ａ视为Ｂ；而推定的含义是不知是否为Ｂ，
但是根据Ａ推定为Ｂ。〔１４〕在推定规范中，推定事实是一个未知事实，而在拟制规范中则不存在未知事
实，未知的只是被拟制事实的法效而已，因此不符合推定规范中在推定事实方面的要求。比如我国
《民法通则》第１１条第２款：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１５〕
的，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有观点认为该条款是对民事行为能力的推定。
然而，十六周岁以上
不满十八周岁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并不是一个未知的事实。因为依据我国法律，年满十八周
岁的自然人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这类人明显不属于此范围之内。法律上对于此类人，明知
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条件，而在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情况下，赋予其
等同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律地位。因此，这个条文是一个拟制规范而非推定规范。我国民法中
类似这样的拟制规范还有《民法通则》第１５条、
《合同法》第４５条第２款、第２１５条和《物权法》第１８２条
等，
不能将其认定为推定规范。
推定事实的选取从立法论角度而言也殊值讨论，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推定规范是与实
体法紧密联系的，能作为推定事实的必须是某个实体规范的法效要件事实，这样在法律上通过推定
〔12〕通常而言，权利推定的主要方法是将权利上的拥有与事实上的拥有关联在一起，通过比较容易证明的事实上的拥有来推定
权利上的拥有。参见王洪亮：
《权利推定：
实体与程序之间的构造》，
《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
〔13〕黄茂荣：
《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
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第194页。
〔14〕何家弘：
《论推定概念的界定标准》，
《法学》2008年第10期。
〔15〕参见陈朝阳：
《论推定在证据学中的运用》，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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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该事实才有意义。第二，综合考虑立法目的和技术上的可行性，所选取的推定事实应当具有一定
的抽象层级。虽然越具体的推定事实越有利于实现诉讼证明的目的，但如果推定事实越具体，在推定
规范立法过程中的论证负担就越重。甚至如果通过逻辑或法政策所赋予的立法理由不够充分，该推
定规范的设置就会缺乏正当性。试举例说明，比如关于因果关系推定规范，有观点认为，因果关系是
一种事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事实，只能作为推定原因事实的根据，因此“因果关系推定”的表述
不严谨，应为“原因推定”
。〔１６〕此种关于推定事实选取的观点妥当性就是值得怀疑的：首先，
“原因推
定”与既有的实体法理论不符。在民法理论中，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身就是侵权责
任法效的构成要件事实。怎能凭主观判断认为因果关系只是事实之间的关系，而非具有法律上意义
的事实？其次，
“原因推定”
与思维逻辑不符。原因事实与结果事实之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维
逻辑，
从逻辑角度来看，
仅从结果无法推定原因。比如，在环境侵权中，假设某条河流的水体受到污染
导致沿岸居民受损，
仅凭该损害结果，
如何推定水质变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所导致？如果
是人为因素，
那污染主体是谁，
以及该主体如何实施了排污行为？这些都不是仅从损害结果就能推定
的。再次，
“原因推定”
在立法技术上无法实现。法律条文中不可能指明道姓、
绘声绘色地推定某化工
厂用怎样的方式实施了环境污染的侵权行为，这些都只能在具体的诉讼中予以证明。如果需要设立
推定规范，正确的立法形式只能是，在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已经得到证明的情况下，通过其他一些基
础事实推定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以法效要件为视角
二、
构成要素间的关系之一：
虽然，通过推定规范我们得以在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建立联系，但是推定事实仍然是唯一
能导致最终法效的情况，
基础事实并不与最终法效直接相联系。因此，需要对构成要素间的关系作进
一步的精细化分析。推定事实本身或推定事实与其他事实的组合能够引起一定法效的发生，从法效
要件的视角来看，在一个推定规范中，
基础事实必须是该法效要件事实以外的事实。而如果将基础事
实与最终法效的要件事实相混同，
则会造成法律规范理论的混乱。
〔１７〕
第一种情形：假设某法效的要件事实为Ｂ，Ａ为Ｂ的唯一要件事实，规则为“如果Ａ，那么推定Ｂ”，
此时，
Ｂ在该法律规范中就显得没有意义，因为对Ａ的证明就能直接导致法效的发生。换言之，因为Ａ
是Ｂ的唯一要件事实，
一旦能证明事实Ａ，该事实导致推定，那么事实Ｂ就绝对确立，反对该推定发挥作
用的当事人也不可能进行反驳，这就形成了理论上所称的不可反驳推定。一项不可反驳推定仅仅只
是一个有着笨拙用语的实体法律规则：如果法律说原告必须证明事实Ｂ才能胜诉，并且如果根据事实
Ａ的证明，事实Ｂ能够最后推定存在，那么真正的法律规则在于，原告只要能证明要么事实Ａ要么事实
〔１８〕
一般认为此种推定形式没有证明或者证明责任后果，事实上就是直接导致实体法律后
Ｂ就能胜诉。
〔１９〕
果的规范。 不可反驳推定的典型例子是《德国民法典》第１５６６条：
“配偶双方自１年以来分居，且配偶
双方申请离婚或被申请人同意离婚的，即不可驳倒地推定婚姻已破裂。配偶双方自３年以来分居的，
即不可驳倒地推定婚姻已破裂。”可以看出，该条文中的两句话都没有在陈述一项推定，而只是表达
出一条法律规则而已。在我国民法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实体法规则，比如《合同法》第１５条第２款、第１６
条第２款，
虽然它们没有使用
“推定”
的字眼。从规范意义上而言，所有的推定都应当是可以反驳的，
不
可反驳推定在法律概念体系中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内容，其本身是一个多余的概念，应予取消。
何家弘文。
〔16〕参见前引〔10〕，
〔17〕要件事实也可以更多，
比如某法效的要件事实为C，
A和B为C的充分要件事实，
规则为"由A+B推定C"。
〔18〕前引〔5〕，Ronald J. Allen等书，
第519页。
〔19〕
［德］普维庭：
《现代证明责任问题》，
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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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第二种情形：
此时，这项规则实质上就
假设某法效的要件事实包括Ａ和Ｂ，规则为“由Ａ推定Ｂ”
，
是一个复杂形态的表见推定。笔者以《德国民法典》第２２５５条为例进行说明。该条规定：
“遗嘱也可以
以这样的方式撤回，即：被继承人以废止遗嘱的意图销毁遗嘱证书，或对它进行通常表达废止书面意
思表示的意愿的某些变更。被继承人已销毁遗嘱证书或以前句所称方式更改它的，推定被继承人有
废止遗嘱的意图。”
分析该条文的结构：其法效为
“被继承人撤回遗嘱”。该法效有两种构成要件：第一
种为“销毁遗嘱证书”
（Ａ）＋“废止遗嘱的意图”
（Ｃ）；第二种为“对遗嘱证书进行更改”
（Ｂ）＋“废止遗嘱
的意图”
（Ｃ）。该条第二句表明，
如果具备Ａ或Ｂ，则可推定Ｃ。在该条中，Ａ＋Ｃ或Ｂ＋Ｃ在形式上同为条文
法效的要件事实，
由于Ａ或Ｂ本身就是法效发生的必证事实，而通过Ａ或Ｂ的证明又可以直接“推定”
Ｃ，
在这里除了Ａ、
Ｂ以外实际上看不到Ｃ的任何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主张Ｃ的人根本不对任何额外的事

实承担证明责任。从法效发生的角度来看，在Ａ或Ｂ得到证明的前提下，与其说Ｃ是被推定出来的，不如
说Ｃ是被无条件直接给定的。对该条文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废止遗嘱的意图并非撤回遗嘱的要件事
实，而欠缺废止遗嘱的意图则是撤回遗嘱效果发生的阻碍事由。该条正常的表达方式实际为：
“遗嘱
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撤回，即：被继承人销毁遗嘱证书，或对之进行更改。但被继承人不具有废止遗
嘱意图的情况除外。”
通过此种形式上的转换可以看出，表见推定其实是一项对某种法律效果提出争
议的对方当事人就该法律效果的要件事实之不存在课以证明责任的立法技术，我们可以将其视同类
〔２１〕
该条文通过假定的方式分配证明责任，主张遗嘱未被撤回的当事人应当对“被继承
似但书的规定。
人不具有废止遗嘱意图”
等阻碍事由承担证明责任。可见，复杂形态的表见推定与简单形态的表见推
定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都是以推定的形式出现的普通的证明责任规范。其中，简单形态的表见推定的
转换形态通常是证明责任的正置规范，而复杂形态的表见推定的转换形态通常是证明责任的倒置规
范。必须指出的是，
将通常的证明责任规则以推定的形式描述出来，尤其是对欠缺所谓的权利妨碍的
〔２２〕
事实进行推定，在立法技术上而言是错误的，这将使推定理论中出现难以消除的混乱。
立法上没必
要借助推定的语言来实现想达到的目标，完全可以简单和直接地分配证明责任。
在我国民法中虽然鲜有复杂形态的表见推定，但是复杂形态表见推定的转换形态，即正常表述
下的普通证明责任规范，却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推定规范。比如《民法通则》第１２６条：
“建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有观点认为该条文是一个过错推定规范。〔２３〕
该条文中，推定过错的基础事实“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
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是本来就需要证明的侵权责任法效的要件事实，而非法效构成要件以外的事
实。在诉讼中，过错实际上并不是法效发生的前提条件，而过错的欠缺则被作为法效发生的阻碍事
由。从规范要件与法效的关系来说，过错这一要件并不是推定出来的，而是初始给定并依此来分配证
明责任的。类似这样的条文有很多，比如《侵权责任法》第３８条、６６条、７０条、
７１条、７２条、７３条、７５条第２
句、
７８条、８１条、
８５条第１句、
８７条、
８８条、９０条、
９１条第２款。我们决不能把这样的普通证明责任规范与
推定规范混淆。真正过错推定规范的典型例子是《侵权责任法》第５８条：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
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二）隐匿
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该条中所规定的三种情
形均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以外的事实，
因此才是真正的过错推定规范。
具有与《民法通则》第１２６条相近的内容的是《侵权责任法》第８５条第１句，有学者虽然把包括该条
文在内许多类似条文认定为过错推定规范，但是同时又认为这些条文的功能在于证明责任倒置。〔２４〕
比如某法效的要件事实包括A、
B和C，
规则为"由A+B推定C"。
〔20〕要件事实也可以更多，
〔21〕
［日］新堂幸司：
《新民事诉讼法》，
林剑锋译，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第402页。
〔22〕前引〔3〕，
罗森贝克书，
第216页。
〔23〕参见前引〔10〕，何家弘文；
席建林：
《试论推定证据规则》，
《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3期；
前引〔15〕，
陈朝阳文。
〔24〕参见前引〔6〕，
周翠文；
前引〔6〕，
王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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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观点在民法学界比较普遍，许多民法理论中认为发挥了推定效果的条款，实质上并不是规范意
义上的推定规则，而是对某些事实在当事人之间直接分配证明责任的普通的证明责任规范。所以，有
必要区分生活意义上的推定和规范意义上的推定，因为两者的法律效果和诉讼要求完全不同。生活
〔２５〕
如果从规
意义上的推定通常都可以用但书形式，即“但能证明……的除外”这样的形式表达出来，
范意义上而言，其性质就是一个证明责任倒置规范。而规范意义上的推定以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规
范论为理论基础，强调从法效发生的角度来对民法规范进行分析，要求基础事实应当是推定事实法
效要件以外的事实，这样对民法规范的分析才具有诉讼意义。如果只是通过民法规范对证明责任进
行了分配，即使在其中使用了“推定”
、
“视为”或“除外”等词语，它仍旧只是一个普通的证明责任规
范，
只不过在人们的生活意义上，
它带有一些“推定”
的逻辑感觉而已。

以价值取向为视角
三、
构成要素间的关系之二：
推定规范在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创设了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之所以说是法律关系，是因
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而非事实意义上的。这种法律关系就是推定规范的构造基
础，它存储并体现了推定规范本身的制度价值。推定规范的创立者依据何种关系在法律上将基础事
实与推定事实联系起来，体现了法律在这一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在推定规范的立法理由书中要特别
明确其构造基础，
这对推定规范的解释与适用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２６〕
推定规范的构造基础是什么？有人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入手，认为推定建立在哲学中的因果关
〔２７〕
体现了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必然性与人类逻辑推理的高度盖然性。〔２８〕有人从事
系理论基础之上，
物之间逻辑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推定是在两个事物或两组事物之间的关系存在一般与个别、常
规与例外两种情形时，根据择优原则，将其中的一般关系、常规关系确定为他们之间的充分条件关
系的一种行为或结果。〔２９〕有人强调了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认为推定是对基础事实
与推定事实之间常态联系的肯定。〔３０〕这些观点虽然在表述上有一定差别，但其思路基本上都是相同
—建立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并以事实之间自然联系的盖然性为单一的价值取向。这些观点都未
的——
能逃脱传统知识结构的樊篱，
从本质上体现出在推定研究中对推理／推论理论的路径依赖。然而正是
这种研究路径的依赖，不仅无法正确揭示推定本应具有的价值，而且模糊了推定与推理／推论在概念
上的界限，
这会导致在推定概念中缺乏独有的价值内容。
有的推定规范中所含的逻辑推理成分较高，比如《合同法》第１５８条第１款：
“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
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
通知的，
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类似的还有该法第１５８条第２款、第３１０条第３句。但再
看《民法通则》第２３条这个推定规范：
“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
他死亡：
（一）下落不明满四年的；
（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战争期间
下落不明的，
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
类似的还有该法第２０条。这样的推定规范中
的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完全以逻辑推理解释。推理所关注的是结论的正确概率，
《论不可反驳推定》，
《法学论
〔25〕有学者认为此种语言范式的存在与否是区分可反驳推定与不可反驳推定的标志，参见张海燕：
坛》2013年第5期。笔者见解与此不同。
〔26〕比如在推定规范的冲突适用时，就需要比较两个推定规范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比较两个推定规范的构造基础中的
法政策或价值的位阶，
以适用其中具有较高位阶价值的推定规范，
详见下文论述。
〔27〕参见前引15，
陈朝阳文。
〔28〕参见前引23，
席建林文。
—兼论推定与拟制的关系》，
《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
〔29〕参见王学棉：
《论推定的逻辑学基础——
〔30〕参见裴苍龄：
《再论推定》，
《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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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定则不一定。比如《民法通则》第２３条中，法律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个人究竟有没有死，而是别的一
些东西。一个人如果多年下落不明，
与他有关的社会关系就会处于不稳定的状况，其个人财产也处于
闲置浪费状态。如果宣布一个人死亡，
则他的财产会被继承，继承人可以按照最符合经济效益的方式
对这些财产进行利用或处分；他的债权可以由继承人来收取，他的债务可以得到适当的履行或清偿；
夫可再娶，
妻可再嫁，
孩子可以被收养，
从而重新建立家庭关系，开始新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下落不明
多年也不能推定其死亡，这一切都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因为通过
推理认定了死亡的事实，才发生了这些效果，而是为了要发生这些效果，法律才推定出死亡的事实。
这个推定的目的并不在于确认一个人的死亡状态，而在于保持法律关系与权利关系的可预期性与稳
定性。此外，如果一个人“多年”下落不明，从思维逻辑而言他确实可能已经死亡，但是第２３条这个推
定规范的基础事实为什么是下落不明满四年，为什么不是更短的二年、三年，或者更长的五年、六年？
可以看到，当涉及具体数字的时候，思维就打结了，因为这很难从我们的逻辑思维中得到解释。这是
一个感性的、形象的突破口，也能让我们意识到，这个推定规范中所包含的肯定不是单凭推理所能得
出的结论。这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就事实认定价值而言，下落不明三年或四年并没有太大不同，但
因为有该条文的存在，在法律效果上，四年产生的就是一个可反驳的推定，而三年产生的只是一个可
能的事实推论。
在一般意义上而言，推定规范中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以多元的价值取向作为
其构造的基础的，这使推定在价值内涵上得以与推理或推论区别开来。正如前述对《民法通则》第２３
条的分析，每个具体的推定规范中都包含了特定的价值取向，作为联结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纽带。
要了解其价值取向，
必须对具体的推定规范进行分析。虽然如此，笔者在此还是尝试对推定规范通常
可能的构造基础作一个不完全归纳，以管窥推定制度的价值内涵：第一，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达
到一定程度盖然性的联系；第二，保持法律关系与权利状况的稳定性及可预期性；第三，支持社会正
义，保护通常在社会中地位或经济实力处于弱势的一方当事人，并加重实力较强一方当事人的责任；
第四，社会或公共政策的考量；第五，缓和难以举证的一方当事人的证明难度，并促使易于举证的一
方当事人提出证据；第六，避免因客观上的证明难度，缺乏对推定事实的证据而导致程序或裁判上的
僵局；
第七，
省却对诉讼中非严重争议事实的证明；等等。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构造基础中，一
项具体的推定规范的创设通常会兼具其中多项理由。

四、
推定规范的法律效果及体系定位
推定规范的法律效果体现在对推定事实确认的强制性与可反驳性。一方面，对推定事实的确认
具有强制性，是从法官的角度而言的。在法律上有推定规范存在的情况下，只要主张推定的一方当事
人提出证据并完成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而对方当事人没能提出反证或反面证明，则法官没有任何自
〔３１〕
所谓强制性的实质就在于，推定的阀门不是掌握在法官
由心证的余地，必须对推定事实予以确认。
手里，不是法官依其判断来对推定事实进行认定，而是法律自动推定出这一事实，这使得推定得以区
别于普通的诉讼证明。另一方面，
对推定事实的确认具有可反驳性，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而言的。在主
张推定一方当事人完成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后，受推定不利影响的对方当事人可以选择对推定的基础
事实提出反证，或者对推定事实进行反面证明。这两种方法均能达到反驳对方当事人主张的目的。也
就是说，
受推定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反驳的主题。但须指出的是，反面证明在性质上
是一个本证，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和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而反证只需引起合理的怀疑，即可达到动
亦即指示法官从方法上如何解决问题。推定规范十分准确地命令法官，把某个既定的要件事
〔31〕推定规范是对法官的直接命令，
实视为已经被证明，
尽管实际上法官无法从生活事实中获得对该要件事实的心证。参见前引〔19〕，
普维庭书，
第7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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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推定的基础的目的。因此，反面证明的难度要大于反证，即反驳推定事实的难度要大于反驳基础事
实。
就对推定事实确认的强制性而言，前述的解释规范是不符合要求的。解释规范的适用不是强制
性的，而是补充性的。只要当事人先前存在另外的约定，或者事后能够达成补充协议，就没有解释规
范的适用余地，法官也没有强制适用解释规范的义务。就推定事实的可反驳性而言，前述的不可反驳
推定显然是不符合要求的。此外，前述拟制规范也是如此。由于在拟制规范中不存在未知事实，未知
的只是被拟制事实的法效，没有可供反驳的推定事实，因此它与不可反驳推定在法律效果上具有高
〔３２〕
拟制规范赋予了被拟制的
度相似性，
它们虽然可能具有推定的形式，但反面证明都是不被允许的。
法律要件最终的法效，
而推定规范并没有此等效果。
推定规范最主要的法效意义在于转移证明责任。也就是说，根据法律规范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
当事人，如果能提出证据证明基础事实，那么根据推定规范，推定事实就得到了确认，此时证明责任
就转移给了对方当事人。但是，如果受到该推定不利影响的对方当事人能提出反证基础事实或反面
〔３３〕
当然，这是只有一个推定规范存
证明推定事实的充分证据，
那么该推定就会像气泡一般爆裂消失。
在时的情形，但如果在同一要件事实上存在两个相冲突的推定规范，该如何解决呢？首先，应当根据
法律效力的一般判断规则进行确定，即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新法优先于旧法，特殊法优先于一般
法；其次，在通过以上方法仍无法确定时，应当比较两个推定规范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比较
两个推定规范的构造基础中的法政策或价值的位阶，以适用其中具有较高位阶价值的推定规范；再
次，如果两个推定规范的价值位阶相同，此时推定规范应被视为不存在，而直接比较双方的现有证
据，并结合其他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判断。
推定规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证明责任规范，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证明责任规范。一般意义上的
证明责任规范是指在实体法律中直接对证明责任进行分配的规范。而推定规范的法律效果概括言
之，则是证明责任的减轻或缓和，它允许当事人选择通过证明基础事实，进而在法律上获得对推定事
实的确认，通常情况下此种证明难度低于对推定事实的直接证明。之所以说推定规范的法律效果只
是证明责任的减轻或缓和，是因为它具有前述的影响证明责任的法律效果，但并没有改变证明责任
的分配规则，
只有在完成相应证明后，
它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才会发挥出来。证明责任规范毫无疑问
是属于实体法的范畴，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证明责任规范，推定规范广泛存在于民事实体法之中，理应
被纳入民法规范体系研究的范畴。我们只有加深对民法中推定规范的原理性认识，才能在立法中更
好地配置推定规范，
在司法中更好地识别和运用推定规范。

〔32〕前引〔3〕，
罗森贝克书，
第220页。
〔33〕James B. Thayer, A Preliminary Treatise on Evidence at the Common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8, pp.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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