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宁权的司法保护
——
—基于对107个案例样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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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环境噪声、恶臭气体等污染源侵扰以及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各种APP和RSS等信
息媒介侵扰引发多起侵权诉讼，一些地方法院将这类案件当事人诉请的“安宁权”视为“其他
人格利益”
予以确认。安宁权的概念已在实践层面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以此权利为话语线
索，对有关案例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将有利于相关司法和立法的改进。从统计分析结果看，信
息侵扰类安宁权纠纷案件显著多于传统的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安宁权更多地被法院用于
抵御组织经营行为对个体的侵害；但当事人安宁权保护诉求在部分裁判中的满足度仍有待
提高。为有效保护自然人安宁权，宜进一步明确安宁权的人格权属性及其救济手段；加大安
宁权纠纷案件裁判说理的力度；确立受害方安宁权损害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机制；恰当配置相
邻关系纠纷案件中安宁权诉求方的证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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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宁权的保护，国内既有研究已涉及该权利的法律地位、基本内涵及权利边界、侵权类型、
〔1〕
保护限度、保护模式等问题。
但总体而言，研究主题仍多限于对该权利构建合理性、制度框架的抽象
论证与设计，着眼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尚付阙如。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安宁权
理论研究的说服力，对该权利理论面向我国司法生态的持续成熟构成了制约。为此，笔者拟收集我国
法院有关自然人安宁权保护的案例，通过案卷分析、调研，观测司法纠纷中侵害自然人安宁权的主要
事实类型、案件的处理结果及逻辑依据等，研判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创新性做法和存在的问题，
探讨破解问题的路径和保护制度的优化方向。
安宁于人，犹如水之于鱼，须臾不可分。安宁权普遍存在于自然人的人格实现和发展之中。然而，
法律所须关注的，则是现实生活中最易出现安宁权侵害且现行法对其缺乏有效救济途径的情形。因
此，安宁权侵害的类型化归纳是有价值的。在此问题上，有学者将侵害安宁权的具体形态概括为：侵
扰、不可量物侵入、欺诈性或错误性告知。〔2〕笔者认为，噪声、恶臭气体等不可量物侵入的主要损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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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仍体现为对住宅安宁的侵扰，所以不妨将其归入“侵扰”这一大类型。侵扰的常见形态表现为环境
噪声、恶臭气体等污染源对住宅安宁的侵扰和电话、
短信、
电子邮件、各种APP和RSS等信息媒介侵扰。
〔3〕
从加害人行为目的的角度，又可将侵扰分为商业经营性侵扰和非商业经营性侵扰。
鉴于侵扰是我国
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安宁权侵害形态，欺诈性或错误性告知的案例标本极为少见，故仅就侵扰的相
关案件数据展开研判。

一、
我国侵扰型安宁权侵害纠纷案件数据分析
笔者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之“司法案例”子库中分别以“安宁”
“不可量物”
“垃圾短信”
“侵扰”为
〔4〕
主题词进行全文同篇搜索，搜得相关案例总计118件，经过逐案甄别，共筛选出107件有效案例。
对该
107件有效案例统计分析情况如下：
（一）信息媒介侵扰类安宁权纠纷案件显著多于传统的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
据侵扰型安宁权侵害纠纷案件数量分布情况的统计显示：在107件有效案例中，住宅安宁侵扰类

案件有31件，占全部有效案件数量的29%；信息媒介侵扰类安宁权纠纷案件有76件，占全部有效案件
数量的71%。在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中，商业经营性侵扰纠纷案件有6件，占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数量
的5.6%；非商业经营性侵扰纠纷案件有25件，占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数量的23.4%。在信息媒介侵扰
类安宁权纠纷案件中，商业经营性侵扰纠纷案件有71件，占信息媒介侵扰类安宁权纠纷案件数量的
66.3%；非商业经营性侵扰纠纷案件有5件，所占比例为4.7%。
以上统计结果说明，我国侵扰型安宁权纠纷案件数量分布已呈不均衡态势。信息媒介侵扰类安
宁权纠纷案件所占比例比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多出42个百分点，是后者的2.45倍。同时，商业经营性
侵扰纠纷案件所占比例比非商业经营性侵扰纠纷案件多出43.8个百分点，是后者的2.57倍。从结构形
态上看，传统的住宅安宁侵扰类案件中，商业性侵扰案件远少于非商业性侵扰案件；而此种结构在信
息媒介侵扰类案件中已被大幅反转，其中的商业性侵扰案件数量是非商业性侵扰案件的14.2倍。这些
数据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转型社会背景下个体安宁权纠纷的总体状况。它说明：在现代信息社会的
发展过程中，尽管对于传统的住宅安宁侵扰侵害的治理仍吸引着相当的司法资源的投入，但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是短信、
电话、
电子邮件、RSS等信息媒介侵扰已经成为侵害自然人安宁权的最大“杀手”
；
同时，商业利益的驱动使得此种侵扰和侵害变本加厉。相应地，对此类危害的防治，应是我国当下民
众安宁权司法保护所须面对的首要任务。
（二）民事司法在治理信息媒介侵扰中的介入力量较为有限
对侵扰型安宁权纠纷案件类型分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在侵扰型安宁权纠纷案件中，刑事案件的
数量所占比例为68.2%，比民事案件多出40.2个百分点，是后者的2.4倍。从次级结构形态上看，在刑事
案件中，信息媒介侵扰案件数量是住宅安宁侵扰案件的8.1倍；而在民事案件中，信息媒介侵扰案件数
量则小于住宅安宁侵扰案件，不及后者的1/2。这说明：相关刑事司法在治理侵扰侵害、保障自然人安
宁权中发挥着主力作用，公民安宁权的维护主要依靠公法领域中对相关犯罪行为的打击来实现。事
〔3〕有学者进而将非商业经营性侵扰细分为报复型侵扰、
无聊型侵扰、发泄型侵扰。参见张新宝：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
社2004年版，第297—298页。
〔4〕须予说明的是，在“垃圾短信”
主题项下搜得的97件案例中，有64件属于行为人利用“伪基站”占用通信公司网络工作频率群发
垃圾短信的犯罪案件，占全部搜得案例总数的66%。鉴于此类案件对于揭示信息媒介类侵扰在造成民众安宁权侵害的原因力
方面仍有分析价值，故而在进行案件总量结构分析时将其全部纳入有效案例的统计范围；同时，因为此类案件在加害行为特
后果（大范围用户通讯中断、受到侵扰）和判决结果（处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非法经营罪）上基本类同，所以，在进行诸
征、
“当事人诉求”
“判决结果”等案件的微观结构剖析时，仅从其中选取1例作为代表性有效样本。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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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法院往往通过对加害人处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故意伤害罪、编造和故意
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来实现对严重侵害自然人安宁权行为的惩治。在处理入室盗窃类案件的判决
中，一般均有严重侵犯
“住宅安宁权”一类的说理性宣告。在占全部垃圾短信侵扰案件66%之多的“伪
基站”犯罪案件中，法院处罪判决的重要事实依据之一亦在于加害行为造成大范围用户受到侵扰这
一危害结果。可见，我国当下抵挡各类商业性垃圾信息对自然人安宁生活侵害的最大“防火墙”是刑
事司法；民事司法在保护自然人安宁权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对住宅安宁秩序的维护，对于信息媒介
侵扰类安宁权侵害的治理则介入力量较为有限。
（三）当事人安宁权利意识及相应的维权习惯已有相当程度的启蒙和积淀
通过对入选案例当事人诉求中触及安宁权保护的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在甄选所得的41例
有效案件中，当事人（含所有利益相关方）在诉讼请求中明确提出安宁权概念的案件总计21例，总计
占比为51.2%；当事人在安宁权纠纷中主张非财产损害救济的案件（含原告诉求名誉或隐私维权的案
件）总计19例，总计占比为46.3%；虽属安宁权纠纷但当事人未提非财产损害救济诉求的案件总计13
例，总计占比为31.7%。这说明：在我国进入司法视野的侵扰型安宁权纠纷中，有超过一半的维权行动
有着自觉的安宁权利意识；并且，在遇到安宁权纠纷时，当事人选择主张非财产损害救济的案件比不
选择此种救济路径的案件多出14.6个百分点。〔5〕这说明民众对于安宁权受侵害状态的精神性本质亦
有相当程度的体认与表达。同时，实为安宁权损害纠纷却诉求名誉或隐私维权的案件数量仅占全部
案件的近1/7，亦说明在人们现有的权利意识里，对安宁权与名誉权、隐私权差异的感知大多数情况下
是明晰的，现行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将部分侵扰型安宁侵权归为名誉、隐私侵权的规定并未与民
众自觉的权利行动完全吻合。以上所述亦可从侧面说明，在我国人格权立法中，将安宁权上升为一种
法定人格权利有着较为充分的社会观念条件和实践基础。
（四）当事人安宁权保护诉求在部分裁判中的满足度有待提高
通过统计入选案件法院判决书对安宁权侵害与救济的叙明情况，结果显示：在甄选所得的47例
〔6〕
有效案件中，
判决叙明为侵害安宁权并支持非财产损害救济的案件有4例，占全部有效案件数量的
比例为8.2%；判决叙明为侵害安宁权但不支持非财产损害救济的案件有9例，占全部有效案件数量的
18.4%；按名誉或隐私侵权救济思路处理的案件有7例，占全部有效案件数量的14.3%；判决中未叙明
所犯何权的有5例，占全部有效案件数量的10.2%；判决中对当事人安宁（隐私）权受侵害诉由未作回
应的有9例，占全部有效案件数量的18.4%；判决不支持当事人因安宁权受侵害提出救济诉求的有13
例，占全部有效案件数量的26.5%。
以上统计结果说明：我国司法对于当事人安宁权的保护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将安宁权作为人格
权、
按非财产损害救济思路进行救济的做法仅在较小比例的案件处理中有所体现。就“判决叙明为侵
害安宁权但不支持非财产损害救济”的情况而言，由于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支持精
神损害赔偿，故对于其中多数刑事案件的如此处理情有可原，而对于其中的民事案件的类似处断则
有失恰当。将安宁侵权与名誉侵权混同的习惯性司法思维仍主导着法官对相当部分案件的处理。同
时，未叙明所犯何权、对当事人安宁（隐私）侵权诉由未作任何回应的判决明显存在着释权不明、说理
不足的瑕疵，而此类案件在全部案件中所占比例竟达28.6%，这不能说是完全正常的。此外，判决不支
持当事人安宁权保护诉求的案件也占有很高比例；其中的多数判决是合理的，但也不排除存在部分
说理不合逻辑甚至判决不当的案件。总之，部分案件未能按照安宁权作为人格权的固有属性及应有
〔5〕属于安宁权纠纷但当事人未提非财产损害救济诉求的案件主要为住宅安宁权益纠纷案件，对于此类案件，法院主要依据财产
法中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处理。相信随着今后对于住宅安宁秩序中相关人格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大，这“14.6个百分点”将会持
续变大。
〔6〕此处所列案件数量之所以比上述统计“当事人诉求”时所列案数多出6例，是因为此处在进行司法裁判统计时将涉及公民安宁
利益保护的刑事案件纳入了统计范围，而在这些案件中，受害方的私权损害救济诉求是无从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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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济规则加以处断，当事人安宁权诉求未能在司法审判中得到全面回应和合理满足。

二、
我国司法实践对于安宁权保护规则的发展
（一）对安宁权概念及其损害救济特点的司法阐释
值得肯定的是，已有法院充分认可了安宁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地位，并对该权利的法律依据及
相应的非财产损害救济的特点作了合理的司法阐释。比如在较早出现的“李跃娟与沈英琴侵扰安宁
权纠纷案”
（下称
“李跃娟案”
）〔7〕
“宋淑兰与为您服务报社侵犯安宁权纠纷案”
（下称“宋淑兰案”
）〔8〕和
〔9〕
“李某某诉超市侵权案”
中，针对商家误登电话号码致使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侵扰的行为，法
院明确认定居民的安宁权受到侵害，并支持受害方的非财产损害救济诉求。近年来，随着相关学理讨
论的日渐深入，安宁权的概念在部分司法实践中的确认和运用愈加清晰。目前法院在立法依据上对
此权利概念的解释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一般人格权的解释框架；二是隐私权的解释框架。前者如法
院对“阮益泳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侵权案”
（下称“阮益泳案”
）〔10〕的判决，尽管原告精神
损害赔偿的诉求因法院认定的“损害结果不严重”的理由被驳回，但法院明确地将通信经营方擅发短
信的行为认定为危害原告“自主选择权及安宁权”的侵权行为，并在判决中主动释明安宁权的成立依
“虽然我国民法目前……并未明确规定自主选择权和安宁权作为具体人格权。但是，
据；在法院看来，
我国宪法和民法同时也确立了自然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人格独立、人格平等的一般人格权利”
，
“自主选择权和安宁权”应当包含在一般人格权益之中，即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下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
） 第1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人格利
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益”。同样的解释路径和逻辑亦被法院运用于“朱玲诉沁阳市金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公司为排
（下称
“朱玲案”
）〔11〕的审判中。该案中,开发商安装的自来水增压设施产生噪声扰民的
除妨碍纠纷案”
行为被认定为侵害安宁权的行为，法院支持了原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同时认为《精神损害赔偿解
释》第1条第2款中的“其他人格利益”涵盖了“居民对生活的精神安宁权”，并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12〕
的
法》第61条解释“居住环境的安宁权”作为支撑。后者如法院对“倪某某诉陈某某隐私权纠纷案”
审理，其中将电话、短信侵扰界定为隐私侵权行为，并以“隐私权包括安宁权”的说理为依据，其隐私
权的解释路径已属显见。同时，对于与侵害安宁权相对应的非财产损害救济的特点，部分法院有较深
入的认识。比如在“杨寒秋诉第三航务工程局第六工程公司噪声污染致精神损害赔偿案”
（下称
“杨寒
〔13〕
秋案”
） 中，尽管原告并无明确的安宁权维权诉求，二审法院仍从铁件加工所生噪声扰民的事实出
发认定原告的“安宁权、健康权受到侵害”，进而支持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诉求；对于被告关于精神损失
不符合“严重后果”的抗辩，二审法院从无形损害固有的隐蔽性特征、损害的持续性及屡涉不改等情
节予以反驳。法官在充分审视情理、政策、社会利益后所作的判决，意图调适法律确定性和开放性之
间的冲突，实则是对现实社会需要的“回应”。〔14〕上述实践创新，体现了法院能动司法的原则，对于有
效促进自然人安宁权的司法保护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7〕参见江苏省无锡市（2001）郊民初字第251号民事判决书。转引自前引〔1〕，刘保玉、
周玉辉文。
〔8〕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源自“北大法宝”数据库，字号不详）；另参见马军：
《公民安宁权索赔有价》，
《检察日
报》2001年6月30日，第3版。
〔9〕参见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某某诉超市侵权案”，
《人民法院报》2005 年11月4日，第4版。
〔10〕参见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1）茂南法民初字第1604号民事判决书。
〔11〕参见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14）沁民王曲初字第00239号民事判决书。
〔12〕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3）徐民一（民）初字第5269号民事判决书。
〔13〕参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源自
“北大法宝”数据库，一审判决时间为2002年）。
〔14〕
《新兴隐私权纠纷的司法救济与权衡》，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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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安宁权主要用作抵御组织经营行为对个体侵害的
“武器”

通过对当事人安宁权受侵害后获得有效司法救济的案例的统计可以看出，法院主要在有关组织
经营行为对个体侵害的案件中支持受害方的安宁权主张。其中，前述“朱玲案”
“杨寒秋案”属于企业
经营产生的噪声这种不可量物对居民侵害的事件，法院基于自来水增压设施和铁件加工产生噪声的
明显事实，在没有课予受害方对噪声超标的举证义务的情况下，支持了受害方的安宁维权诉求；在
“杨寒秋案”中，法院甚至还从无形损害的固有特征、加害行为的持续性等角度释明损害的严重性，反
驳加害方的抗辩意见。而在虽同样涉及噪声污染问题但属于个体间邻里纠纷类案件中，法院常以受
害方未能证明噪声超标、因果关系等理由，驳回其非财产损害救济诉求，如法院对“宋长云诉王洪志
〔15〕
〔16〕
等相邻权纠纷案”
和
“王兰芳诉徐小燕噪声污染侵权纠纷案”
的处断即是如此。当然，也有个体
间邻里噪声污染纠纷中受害方获赔非财产损害的案例，如“张怡等与沈乐平等相邻损害防免关系纠
〔17〕
纷上诉案”，
但总体较为少见。同样，在上述
“宋淑兰案”
“李跃娟案”
中，针对商家误登电话号码致使
居民生活受到严重侵扰的行为，法院也果断地祭起安宁权的大旗，立场鲜明地支持受害方的维权行
动。此外，在上述“阮益泳案”的判决中，法院也通过对遭受短信侵扰的用户的安宁权的确认，表达对
通信公司技术管理失误行为的谴责。应该说，法院运用安宁权理论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体现了对社会
交往中相对弱势方利益的保护，符合追求实质公平的现代法治理念，应予以充分肯定。
（三）对侵害安宁权行为与侵害名誉权行为已有初步区分
由于在现行民事法律中没有关于安宁权的规定，
《民法通则》中勉强能与安宁利益接近的“其他
人格尊严”被置于有关名誉权维护的条款里。所以，在司法实务中，当出现侵犯公民安宁利益的案例
时，法官往往将其归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但是，安宁侵权与名誉侵权在侵害行为的表现形式及侵害
〔18〕
后果等方面均有不同；关于此点，学理上的辨析是没有问题的。
所幸的是，在相关案例判决中，已有
〔19〕
“李国仁与成武县公安局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
中，县公安局和县法
法院对两者持区分立场。如在

院误将“以打电话方式点对点侮辱、恐吓”行为归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二）项规定的侵害名
誉权的情形，实际上应为该条第（五）项规定的侵害安宁权的情形；对此，二审法院释明“点对点”侮辱
〔20〕
非
“公然”侮辱，其作出的纠正判决无疑是正确的。另如，在“曾春龙诉汪贤权名誊侵权纠纷案”
中，
一审法院也明确地将为泄愤“点对点”发送辱骂、威胁短信的行为与捏造事实或宣扬隐私以“公然丑
化他人人格”
的名誉侵权行为相区分。

三、
安宁权司法保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破解
（一）进一步明确安宁权的人格权属性及其救济手段
以上相关统计显示，在处理安宁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于安宁权的人格权属性及其救
济手段把握不清的问题。其表现为有些法院将当事人的安宁权诉求混同在相关的财产权益诉求中而
单纯以财产损害救济手段给予救济。这种混同在相邻关系纠纷案件的审判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其原
因在于：作为私人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相邻关系场合富含了财产的占有、使用、支配以及人身
安全、自由等多方面的民事利益，人格与财产利益有着事实上的紧密结合关系；主体对相邻生活环境
〔15〕参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4）沈铁西民一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
〔16〕参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06）渝北法民初字第3833号民事判决书。转引自前引〔1〕，胡德旭文。
〔17〕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877号民事判决书。转引自前引〔1〕，刘保玉、周玉辉文。
〔18〕参见方乐坤：
《论精神安宁权的界限及其构成》，
《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9〕参见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菏行终字第52号行政判决书；成武县人民法院（2013）成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
〔20〕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中法民终字第236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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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宁权的司法保护
〔21〕
所拥有的人格利益同时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需求。
但即使这样，也应能从权利客体、
侵害

结果的表现等方面将安宁权侵害与财产权侵害区分开来，而以非财产损害救济机制保证安宁权作为
人格权的应有地位。
在欧洲大陆部分国家，对于对相邻关系场合下遭受噪音、气味等侵扰的受害者的救济，亦存在着
适法路径的选择问题。惯常适用的相邻关系规则和健康侵权救济思路均不能实现对相关利益的全面
且有操作性的保护。对此，葡萄牙法律和司法实践则提供可以借鉴的方案。依据《葡萄牙宪法》第66条
规定：
“每一个人都有权……（得到）人道、健康与生态平衡的环境”。作为该项宪法权利的具体化，
《葡
萄牙民法典》第70条规定：
“法律保护每个人在身体和精神上的人格权不受非法侵害或即将到来的侵
害。”根据该条规定，葡萄牙司法界和学术界均认为，在健康权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人格权——
—休息
和安静的权利，且只要符合《葡萄牙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该权利受侵害者也能就非财产损失获得
赔偿。在1977年的里斯本市中心居民因地铁修建过程中的噪音污染而索赔的案件中，葡萄牙最高法
院即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直接授予原告的安宁、平静和休息的权利，故判决赔偿原告因噪音
导致的劳动能力降低、原疾病恶化的财产损失和安宁侵权导致的非财产损失。在一起居民与咖啡店
的噪音和空气污染纠纷的处理中，法院甚至认为：依据《葡萄牙民法典》第335条，个人休息与恢复体
力的权利在法律上比另一个人经营一家造成噪音污染，或者其他不快的商业或者工业企业的权利更
为重要。同样的司法立场体现在保护个人免受邻居、养猪场和学校活动场的噪音和臭气侵扰的相关
判决中。〔22〕鉴于以上情况，同时考虑到我国一些地方法院在相关裁判中已对“安宁权”
“住宅安宁权”
“精神安宁权”有所确认，并从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其他人格利益”的角度寻找其制定法依据，而且，恰
能为相关受害人的安宁利益损害救济提供合理说明，故不妨将安宁权确立为一项具体人格权，以为
自然人相关人格利益损害救济提供明确的权利依据。
（二）将
“安宁权纠纷”
列为独立的民事案件案由
从本文的案例统计结果看，我国司法实践中，诸如垃圾短信、侵扰电话等侵权案件和住宅安宁类
侵权案件已具备了相当大的体量。为方便该类案件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规范人民法院民事立案、审
判和司法统计工作，宜将“安宁权纠纷”
列为独立的民事案件案由。
〔23〕
根据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有可能涵盖
“安宁权纠纷”
的既有的第二级案由
有：
人格权纠纷、
所有权纠纷和侵权责任纠纷。而后两种案由皆不合适。因为
“所有权纠纷”
案由项下勉强
能够与笔者所列案型贴近的第三级案由仅有
“相邻关系纠纷”
，
而如上文所述，
相邻关系场合中的安宁权
纠纷同时包含了人格权法律关系，
同时，
短信、
电话侵扰案件反映的也主要为人格权益纠纷，
这些均不能
为
“相邻关系纠纷”
案由所涵盖。同样，
“侵权责任纠纷”
项下的
“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案由也不能全部涵盖
本文所列案型。因而，
可行的思路是将
“安宁权纠纷”
作为独立案由归集到
“人格权纠纷”
项下。
具体而言，以“人格权纠纷”案由涵盖“安宁权纠纷”，有两个可选方案：一是将“安宁权纠纷”增列
为“人格权纠纷”项下与“名誉权纠纷”
“隐私权纠纷”
“ 一般人格权纠纷”并列的第三级案由；二是在
“隐私权纠纷”或“一般人格权纠纷”项下增列“安宁权纠纷”作为第四级案由。笔者认为，以上第一种
〔24〕
方案更为合适，理由是：安宁权与名誉权、隐私权不可混为一谈；
便于实现对相关案型有针对性地
归集；德国法实践中没有将安宁权纳入一般人格权范围的惯例。
（三）加大安宁权纠纷案件裁判说理的力度
裁判说理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推崇。一般认为，加强判决说理，对于增强司法的公信
〔21〕参见张璐：
《邻避冲突中公众环境权利保护的法律逻辑与路径选择》，
《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22〕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第99—101页、第
714—715页。
（法〔2011〕42号）。
〔2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
〔24〕参见前引〔17〕，方乐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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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限制法官司法裁量权、确保当事人对司法决策过程的实质性参与乃至促进法律的发展，均具有显
著意义。〔25〕判决说理的基本要求：一是对当事人诉请的回应、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须有充分的说理，
二是说理须正当、符合逻辑。
然而，如上述法院判决书对安宁权侵害与救济叙明情况的统计显示，在全部甄选所得案件的判
决中，有近1/5的判决对当事人生活安宁（隐私）权损害救济诉请未作任何回应。尽管此类案件多为相
邻关系纠纷案件，法院大多将安宁权与财产权混同，从而按物权损害救济规则加以处理，但从安宁权
作为人格权的本质属性来看，此种处置尚有可商榷之处，毕竟对于人格利益，是不能纯粹作财产形态
〔26〕
的衡量。同时，对当事人安宁权救济诉请不作回应，显然有悖于裁判说理的全面性要求；
法官无论
〔27〕
支持当事人的诉请与否均应对其主张作出详尽的答辩。
同时，还有一个对当事人的安宁权诉由回应不当的问题。例如，在因改装换气扇致油烟气侵害邻
里的案件中，法院仅支持了原告排除妨碍的请求，而驳回包括赔礼道歉在内的其他诉求；理由是赔礼
道歉“属人格权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被告安装换气扇的行为并未对原告的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

利造成损害”。笔者认为，被告行为同时构成对原告安宁权的侵害，既然如此，未尝不能处以赔礼道歉
的救济；此种判决说理舍安宁权而言名誉、
荣誉权，未免有环顾而言它、未中肯綮之嫌。另有法院对当
事人提出的“住宅安宁权”损害救济诉求，在判决说理中以权利无“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笔者认
为，此种说理未免过于武断。因为安宁权概念既有宪法关于住宅安全的上位法依据，也有民事法律中
有关隐私权规定作为依据；即使无“法律依据”是事实，也不能以之作为驳回安宁权救济诉求的理由，
至少还须就缺乏法理支撑作合理的排除说明吧。而在“高建波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常德分
〔28〕
法院针对手机用户因不堪垃圾短信侵扰以“安宁权”受侵害为由诉请
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中，
通信公司“书面赔礼道歉”的要求，以原告“未举证说明为垃圾短信”，受损利益“并未上升为民事实体
“垃圾短
权利，原告据此主张民事侵权缺乏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此种判决说理明显不当：其一，
信”本身即为内涵不确定的概念，课予原告对此说明的义务未免过于严苛；其二，以安宁利益未上升
为民事权利为由不予以保护，显然是对《侵权责任法》已将保护对象扩至“民事权益”之规定的错误适
用。判决一方面认定构成生活安宁侵权，同时又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理由是损害结果不严重；笔者
以为此种将非财产损害救济途径限于精神损害赔偿一格的做法未免过于狭隘，对于受到侵害的安宁
权，未尝不能处以其他非财产损害救济手段加以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人格利益全面保护的角度考虑，对当事人的所有安宁权侵害的诉由，法
院均应区分情况有所回应，包括是否予以支持的叙明及相应理由、支持到何种程度的理由以及处以
何种非财产损害救济手段的裁断等。
（四）确立受害方安宁权损害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机制
如前文所述，我国当下抵御各类商业性垃圾信息对自然人安宁生活侵害的主要力量是刑事司
法，民事司法的介入力量有限。比如在统计案件中占绝对多数的利用“伪基站”群发商业短信的案件
中，法院对行为人多处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至于该行为“致大范围用户受到侵扰”这一侵害安宁
权的情节，仅在证成犯罪严重危害性时有所提及。实际上并未见到有“受到侵扰”的手机用户直接向
该类罪犯提起安宁侵权之诉的案例。在“周兵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等损害
〔29〕
我们看到的情景却是“受到侵扰”的手机用户以安宁权受侵害为由起诉通信
赔偿纠纷上诉案”中，
〔25〕参见［美］迈克尔·D·贝勒斯：
《法律的原则——
—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万
毅、林喜芬：
《从“无理”
的判决到判决书“说理”——
—判决书说理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法学论坛》2004年第5期；王卫明：
《判决
说理与司法权威》，
《读书》2009年第12期。
《论民事判决说理的原则及方法》，
《人民司法》2008年第13期。
〔26〕参见刘乔发：
〔27〕唐仲清：
《判决书制作应确立判决理由的法律地位》，
《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
〔28〕参见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3）武民初字第01172号民事判决书。
〔29〕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商终字第423号判决书。

· 70 ·

论安宁权的司法保护
公司，法院以被告非直接侵权主体，现有技术条件不足以支持对所有垃圾短信实施拦截为由驳回起
诉。同样，在数量众多的入室犯罪类案件以及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类犯罪案件中，法院虽有关于“严重
侵犯住宅安宁权”一类的宣告以及“致大范围民众恐慌”的描述，但充其量也仅是作为构罪处罚的依
据而已。可见，在此类刑事案件中，民事侵权责任被淹没于刑事责任追究过程中附带性的维权宣告之
中，民事责任的独立性与优先性规则未能得到有效贯彻，被侵害权利无从得到相应的民事救济。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为了加大对侵害民众安宁权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此类违法犯罪的成本，
宜建立受害方对于罪犯的安宁权损害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机制；对于诸如“伪基站”、散布虚假恐怖信
息等涉公众安宁类犯罪，除了可支持受害方以个体的名义提起民事维权诉讼以外，还可考虑将该诉
讼机制纳入公益诉讼的框架内加以设计、推行。
（五）恰当配置相邻关系纠纷案件中安宁权诉求方的证明责任
在搜索有关相邻关系纠纷的案件中，法院对安宁权诉求方的证明责任配置总体比较混乱。比如
同是不可量物侵害纠纷，有些法院以诉求方未能证明噪声、电磁辐射污染与损害结果间有因果关系
为由驳回其诉求，而另有法院则在此种因果关系的证成上明确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还有法院
主动根据生活常识判定油烟侵入致害的因果关系存在。同样是噪声污染纠纷，有法院以安宁权诉求
方未能证明噪声超标为由作驳回判决，另有法院从加害方在法院据受害方申请组织鉴定前撤走设备
的事实推定噪声超标，还有法院以原告自行委托鉴定的单位无资质为由驳回诉求。所以，这里显然有
一个统一适用标准的问题。
关于此类案件诉求方证明责任配置统一化问题，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根据当事人
请求权类型适用相应的证明规则。若为相邻财产权救济诉求，则适用有关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若为
安宁权救济诉求，则应顾及精神权益损害无形性的特点，不可要求诉求方对损害结果负过于严格的
证明责任。某些情况下，加害行为方式、行为危险性本身即能说明问题；若为因环境污染而生的安宁
权救济诉求，则须考虑《侵权责任法》有关环境污染责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第二，必须正确理
解和适用环境污染责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是安宁权救济诉求方毋须主动证成因果关系的存在。
对于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应严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只要受害方证成了危害行为、危害结果
的存在，即推定因果关系存在，加害方对不存在因果关系负证明责任。二是安宁权救济诉求方毋需对
污染指数超标负证明责任。因为既然《侵权责任法》对环境污染责任规定了无过错归责原则，则加害
方即使证成了污染指数不超标，也不能因此而免责；超标与否只能作为衡量加害方责任大小的依据，
不能作为判定其责任有无的依据。相较之下，若判定受害方因未能证成污染指数超标而败诉，则课予
受害方的证明责任未免过于严苛；这也与更多强调环境利益分配中对弱者救济的环境伦理相背。〔30〕
而且，污染指数是否超标，更多地是一个应被纳入政府环保部门检测职责范围的问题。故不应将对污
染指数超标的证明责任课予安宁权诉求主体。

〔30〕参见李明耀、黄金梓：
《我国法院环境能动司法模式及完善》，
《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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