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禁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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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国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的人格权禁令属于人格权请求权的独立实现程序，该程序性质

上属于非讼程序。人格权禁令程序是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的一般化，二者属于一般与特殊的适用
关系。人格权禁令程序与行为保全程序存在差异，不可互相替代，申请人可自由选择适用。人格权禁
令仅适用于人格权而非所有人格权益的预防性保护。适用人格权禁令的一项重要要件即“合法权
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应从被侵害的人格权的类型及人格权主体遭受的损害类型的角度加以理
解。人格权禁令不以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规则的适用为前置程序，法院在审查申请时亦无需考虑
申请人的胜诉率。人格权禁令申请错误的，申请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法院采取的责令行为人停止
有关行为的措施的类型应当依据被侵害的人格权的种类及违法行为的类型等因素并遵循比例原则加
以确定。
关键词：民法典；人格权禁令；人格权请求权；行为保全；人身安全保护令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997条规定：
“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
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
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这一规定旨在为人格权提供更全面的保
护，即通过建立一种高效快捷的人格权请求权的程序实现机制，以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为权利
人提供高效的救济，避免侵害行为给人格权主体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对于《民法典》第997条确立的这一制度，理论界有的称之为“侵害人格权的禁令制度”或“人格
〔1〕
〔2〕
权侵权行为禁令制度”，
有的称之为“人格权行为禁令制度”，
本文将其称为“人格权禁令”
。
《民法

典》颁布前，学界对人格权禁令的研究很少。〔3〕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颁布以来，一些民事诉讼法
学者已开展了对人格权禁令制度的研究。〔4〕但是，由该制度横跨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两大领域，涉及的
    *

清 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网络环境下民事权利的侵权法保护研究”（项目编号：
18AFX016）的阶段性成果。

王利明、程啸：
《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8页（本部分由王利明教授撰写）；张鸣起：
《民法典分编的编纂》，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3期，第20页；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88页。
〔 2 〕 张卫平：
《民法典的实施与民事诉讼法的协调和对接》，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942页。
〔 3 〕 相关文献参见王利明：
《论侵害人格权的诉前禁令制度》，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4期。
〔 4 〕 参见张卫平：
《民法典的实施与民事诉讼法的协调和对接》，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吴英姿：
《人格权禁令程序研究》，载
《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郭小冬：
《人格权禁令的基本原理与程序法落实》，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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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众多且复杂，
比较法上也无直接对应的制度。〔5〕故此，
对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禁令制度的研究仍有
待深入。具体来说，
有以下问题尚需研究：
首先，
人格权禁令制度的性质如何？《民法典》第997条是仅对
实体权利要件的规定抑或确立了人格权请求权的一种新的、
独特的实现程序？如果是后者，
该程序的性质
如何？是诉讼程序、
非讼程序抑或二者的混合？人格权禁令程序与现行法上的行为保全、
人身安全保护令
是什么关系？其次，
怎样理解人格权禁令制度的各项适用要件，
如人格权禁令仅适用于人格权还是适用于
所有的人格权益的预先保护？《民法典》第997条中“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
应作何解？如何判断“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再次，
人格权禁令的程序怎样设计，
是否需要设
置某种前置程序？法院在审查时应否考虑申请人的胜诉率？“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具体有
哪些？申请人是否要对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研
究，
以供理论界和实务界参考，
并为我国正在起草的“人格权禁令司法解释”提供理论支持。

二、人格权禁令制度的性质
《民法典》第997条确立的人格权禁令究竟只是对民事实体法上请求权要件的规定，还是确立了人
格权请求权的独特的程序实现机制？如果是后者，
则该程序的性质如何？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保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以下简称《反
家庭暴力法》）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关系怎样？如果认为人格权禁令制度只是对民事实体法上权利
要件的规定，没有建立新的或独立的程序制度，就完全可以利用或改造现有的行为保全程序或人身安全
保护令程序作为人格权禁令的具体程序规则。倘若认为《民法典》第997条的人格权禁令制度本身就是
独立的、新的程序，则不能简单地将人格权禁令强行纳入行为保全或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中，而应单独
设计程序规则并实现三者间的协调与对接。
目前，学说上对人格权禁令制度的性质问题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民法典》第997条只是
规定了民事主体除了通过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外还可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属于实体法的规定，至于如何通过程序加以具体实现，其他法律对此有规定的，应当适用其他法律的规
定，如《民事诉讼法》第100条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以及《反家庭暴力法》第4章关于“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规定等，皆可适用于人格权禁令。〔6〕此观点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在撰写的
民法典释义书中提出的，可惜并未详述理由。第二种观点是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人格权
禁令是我国民法典所规定的独特制度，是人格权请求权发生作用的方式之一，性质上属于实体法上的禁
令，与《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的行为保全程序并不相同。首先，
二者性质不同。诉前行为保全的请
求权基础是诉权，其法律属性是诉讼（行为）保全制度；
人格权禁令的请求权基础是人格权请求权，
本质
上属于实体法上权利保护请求权的产物，是人格权的自我防卫功能的外化，其正当性则来自于人格权自
我保护的必要性，以恢复权利主体对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的自我控制为目的。〔7〕故此，
立法者将人格权禁
令规定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而非《民事诉讼法》中。其次，
二者目的不同。民事诉讼法上的行为保
 比较法上，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假处分中的保全性假处分（Sicherungsverfuegung）旨在保全某个不以金钱为内容的
在
请求权。至于普通法上经由衡平法发展出来的禁令制度（injunction）种类繁多，却又并非对应作为实体权利的绝对权请求权
的实现程序。故此，在比较法上很难找到对应我国法上人格权禁令制度的类似制度。
〔 6 〕 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3—44页。
〔 7 〕 吴英姿：
《人格权禁令程序研究》，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第134—136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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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无论是诉前保全还是诉中保全）制度的初衷以及行为保全概念本身都是以保全裁判结果的实现为
目的，是一项程序上或程序性措施。但是，
《民法典》规定的人格权禁令制度并不是以保全裁判结果为目
的的。〔8〕再次，二者在与诉讼程序的有无关联方面也有不同。人格权禁令的适用并不必然伴随着诉讼程
序，即民事主体申请禁令后，只是请求通过法院颁发禁令，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达到制
止侵害人格权行为的目的。法院颁布禁令后，该禁令即可生效，权利人在申请禁令后并不负有提起诉讼
的义务，而不提起诉讼也并不影响禁令的生效。〔9〕换言之，人格权禁令并不需要依托人格权诉讼而独立
存在，
《民法典》的制定者也将人格权禁令设计为一种独立的、无需通过诉讼判决程序就可以获得的命
令。〔10〕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从《民法典》第997条的起草过程来看，立法机关显然是吸收借鉴了我国法
律中已有的行为保全、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及知识产权诉前禁令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但不能据此认为，
《民
法典》第997条只是人格权请求权的实体法要件的规定，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等各个角度来看，都应当
认为人格权禁令属于《民法典》规定的一种新的、
独特的人格权请求权的实现程序，
具体理由阐述如下。
（一）《民法典》第９９７条不是对作为实体权利的人格权请求权的规定
人格权属于绝对权。所谓绝对权，是指权利人之外的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妨碍权利人享有和
行使权利的义务。绝对权意味着权利人有权要求所有的人尊重其合法利益，它具有绝对的和排他的效
力。从积极方面看，绝对权的权利人可以自行采取积极的行为（行使权能）以实现权利的价值；从消极
方面看，绝对权人也有权采取相应的措施抵御对权利圆满状态的侵害或妨碍。〔11〕人格权以维护人的尊
严和自由为目的，保护民事主体对其各类人格要素享有的相应的人格利益，权利人之外的一切人都有
不得侵害的义务。《民法典》第991条规定：
“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
害。
”第995条规定：
“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
责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的规定。”虽然理论界就该条中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与赔礼道歉这两类请求权是否属于人格权请求权
〔12〕
尚存争议，
但理论界均认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这三类请求权属于人格权请求权。这三类

请求权本身也属于我国法上侵权责任的三种承担方式（《民法典》第179条第1款）。故此，
《民法典》第
1167条规定：
“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既然《民法典》第995条和第1167条都已经对人格权请求权作出了规定，
很显然，
第997条就完全没有理由再重复规定了。况且从《民法典》第997条的内容来看，
也并未对停止侵害等人
格权请求权的实体构成要件作出规定。如果该条真是对人格权请求权实体要件的规定的话，至少其应
当明确停止侵害等人格权请求权不以过错和损害为要件。但从该条的文字表述来看，完全没有这样的
规定。所以，仅从第997条的文义来看，不能将其理解为对实体权利要件的规定。

 卫平：
张
《民法典的实施与民事诉讼法的协调和对接》，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942—943页。
王利明、程啸：
《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1—112页（本部分由王利明教授撰写）。
〔10〕 郭小冬：
《人格权禁令的基本原理与程序法落实》，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第148页。
〔11〕 Heinrich Hubmann, Das Persoenlichkeitsrecht, 2. Aufl., Boelau Verlag, 1967, S. 140.
〔12〕 不同观点参见王利明：
《论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崔建远：
《债法总则与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兼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定位》，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4期；
杨立新、袁雪石：
《论人格权请求权》，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张新宝：
《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
2017年第3期；程啸：
《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请求权》，载《人民法院报》2020年10月22日，第5版。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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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权禁令程序是人格权请求权的一种特殊实现程序
从立法目的来看，
《 民法典》规定第997条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更加全面地保护民事主体的人格权，
为人格权的保护提供一种较之以往更高效、更便捷的预防性保护措施。〔13〕自然人等民事主体在其人格
权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虽然有权行使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人格权请求权，但是，权
利人以往实现此等请求权的途径实际上只有一种，即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
除妨碍或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通过诉讼的方式实现人格权请求权，不仅存在成本高、时间长的缺点，
还很容易造成判决生效后侵害已经造成了损害或者损害被扩大，致使权利人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弊
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于2012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特别增加了行为保全制度，使包括人格权
主体在内的民事主体在起诉前或起诉后可以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由法院责令被告作出一定行为或禁
止其作出一定的行为。〔14〕但是，行为保全仍不足以高效快捷地预防和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其理由
在于：
（1）由于行为保全属于临时性的救济措施，
倘若申请错误，
则申请人要赔偿被保全人因此遭受的损
失。为了避免赔偿落空，故此对于诉前保全（包括诉前行为保全和诉前财产保全），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
）第152条第2款，
申
请人必须提供担保，如不提供担保，法院将裁定驳回申请。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人格权的预先保护措施
〔15〕
的实现成本。（2）法院对行为保全必要性的审查带有鲜明的“本案审理”特征，
也就是说，在审查是

否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时，法院原则上奉行的是两造对立言辞辩论审理原则，要根据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事
实和证据情况，要求当事人双方言辞辩论，从而作出行为保全的裁定。只有因为情况紧急而法院认为不
适宜两造陈述意见或对立辩论的，才可以采用书面审理。〔16〕如此一来，人格权请求权实现的效率就会降
低。（3）作为临时性的救济措施，人格权最终能否得到保护还是要取决于最后的诉讼结果。如果申请行
为保全的人格权主体不起诉或者其起诉后诉讼请求被驳回的，法院将裁定解除保全措施。〔17〕不仅如此，
申请人还可能因为法院采取了诉前行为保全措施而自己没有及时起诉或申请仲裁而需要向被申请人承
担赔偿责任。〔18〕由此可见，行为保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人格权的预先保护的力度，但仍然存在
成本高、效率低的弱点，无法满足在急迫且必须的情形下对人格权预先保护的现实需要。那么，在行为
保全程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高效便捷的程序制度来保护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呢？《民法典》颁行前，
《反家庭暴力法》就确立了这样的一种程序——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程序不同于行为保
全，其既可以在诉讼程序中适用，也可以完全与诉讼程序脱离；既不以申请人此后须提起家事诉讼为前
提，也无须申请人提供担保。故此，理论界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审查、执行、变更和撤销均具有
一定的独立性；如果是在诉讼中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则可将其理解为行为保全；如果独立于诉讼单独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又可以被视为一种特别程序。〔19〕由此可见，人身安全保护令实际上是从《民事诉

〔13〕
〔14〕
〔15〕
〔16〕
〔17〕

〔18〕
〔19〕

 薇主编：
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1页。
王胜明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页。
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
《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252—253页。
江伟主编：
《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50条规定：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诉前财产保
全后，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裁定准许行为保全
后也准此办理。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1项规定，申请人在采取行为
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应当认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05条规定的“申请有错误”。
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
《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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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中的行为保全制度发展出来的一项新的法律制度。〔20〕正是看到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的这种独特
之处，
《民法典》第997条才以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为样本，
建立了适用范围更广、
能够为所有的人格权在
急迫且必要的情形下提供高效便捷的预先保护的程序机制，
即人格权禁令制度。换言之，
《民法典》上的
人格权禁令制度实际上是借鉴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将其一般化，这就使得原本仅适用于家庭暴力行为，
保护遭受家暴行为的家庭成员“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被一般化为保护所
有民事主体的人格权（无论它们遭受来自何人的侵害行为）的更一般化的程序。在人格权禁令制度建
立后，原本产生在先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反而成为了人格权禁令的一种特殊适用程序。
（三）人格权禁令程序性质上属于非讼程序
民事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通过对
该纠纷进行裁判以保护民事权利，维护私法秩序，解决纠纷。后者原则上并不具有争讼性，强调的是迅
速、裁量权及展望性之决定。〔21〕既然人格权禁令程序属于人格权请求权的特殊实现程序，那么该程序究
竟是诉讼程序还是非讼程序呢？一种观点认为，人格权禁令程序应当以准诉讼程序或准司法程序来建
构，即该程序的基本属性是诉讼性质的，故此在程序的设置上必须给予双方当事人尤其是相对方当事人
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确保禁令能够准确、及时、顺畅地送达相对人并给予相对人陈述意见和表达观点
的机会。〔22〕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格权禁令程序兼具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特点。一方面，法院处理人格
权禁令申请的核心在于判断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具备实体法上规定的要件，该审查过程是法律事实的确
认过程，而非居中裁判的过程。人格权禁令程序的简便与高效的要求与非讼程序遵循的职权主义、自由
证明、简易主义的程序法理相互契合；另一方面，在人格权禁令程序中也要遵循程序规则，给予被申请人
最低限度程序保障，即赋予被申请人和其他关系人参与、异议的权利，包括陈述权、知悉权、申请证据调
查权、查阅笔录权等。其中，被申请人的听审和异议权是程序保障的重心。〔23〕
笔者认为，人格权禁令程序属于非讼程序，未来我国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将人格权禁令程
序作为一类特别程序加以明确规定。首先，人格权禁令程序本质上并非是要求解决人格权纠纷，也就是
说，这一程序不是为了认定侵害人格权的民事责任是否成立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而是要高效快捷地
预防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以免给人格权主体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被申请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申请
人人格权的侵权行为及如何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应当交由此后申请人（可能）提起的人格权侵权诉
讼加以解决。如果将人格权禁令程序理解为诉讼程序，进而引入诉讼程序的两造对立言辞辩论等原则，
赋予被申请人以陈述权、听审权和异议权等各种程序性权利，就混淆了人格权禁令程序与人格权诉讼程
序，直接导致人格权禁令程序的效率低下、手续繁琐。因为一旦引入被申请人的各种程序性权利，就必
然会导致时间的拖延，使法院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裁定。如此一来，
《民法典》建立人格权禁令程
序的目的将无法实现。其次，一些学者之所以要将人格权禁令程序界定为诉讼程序（准诉讼程序）或认
为需要引入诉讼程序的一些规则，根本原因在于担心人格权禁令程序可能产生限制被申请人的言论自
由、损害其正当权益以及危害公共利益的弊端。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一方面，人格权禁
令程序中法院应当依职权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主动的、全面的审查，尤其是要对申请人是否“有证据证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
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105页。
姜世明：
《民事诉讼法》（上册），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5页。
〔22〕 张卫平：
《民法典的实施与民事诉讼法的协调和对接》，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943—944页；郭小冬：
《人格权禁令的基
本原理与程序法落实》，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第149页。
〔23〕 吴英姿：
《人格权禁令程序研究》，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第138—144页。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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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且“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
弥补的损害”这两个要件进行审查。对此，申请人负有全面的举证责任，即其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使得
法院确信上述构成要件是满足的，否则法院就要裁定驳回申请。事实上，法院审查申请人的证据时，要
进行各种利益的权衡包括考虑是否损害公共利益的问题。法院当然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依职权对被
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但这并不是必须的，也不属于被申请人在人格权禁令程序中依法享有并必须加以
保障的程序性权利。另一方面，即便法院作出裁定，发出人格权禁令，该裁定也不具有既判力，不是对侵
害人格权的侵权责任的确认（在此后的人格权侵权诉讼中，
审理法院不受该裁定确认的事实的约束）
。
此外，被申请人对人格权禁令不服，也可以比照《反家庭暴力法》第31条的规定赋予其向法院申请复议
一次的权利，无非复议期间不停止人格权禁令的执行而已。再次，人格权禁令的作出并非都是对被申请
人是不利的。在有些情形下，法院作出了人格权禁令会在客观上使得被申请人免除了此后可能产生的
人格权侵权责任。这一点在名誉权纠纷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民法典》第1028条规定：
“民事主体有证据
证明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其名誉权的，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采取更正或者删除等必
要措施。”所谓请求该媒体及时采取更正或删除等必要的措施，就包括了民事主体在有证据证明媒体报
道失实的情况下依据《民法典》第997条请求人民法院责令该媒体限期更正。一旦该媒体限期更正了，
只要其不存在《民法典》第1025条规定的“捏造、歪曲事实”“
、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
核实义务”或“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等三种情形，媒体就可以无须为采取更正措施前的
〔24〕
不实报道造成的损害向民事主体承担民事责任。
此外，
人格权禁令本身是存在有效期的，
是临时性的，

不会永久存在，申请人也可以申请撤销或变更。最后，在将人格权禁令程序定性为非讼程序时，通过科
学合理地设置其与诉讼程序的转换衔接，也可以有效地避免损害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这方面可以借
鉴《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解释》中担保物权实现程序的规定，从而建立人格权禁令程序与人格权
侵权诉讼程序（包括行为保全程序）的转换。换言之，
如果法院在审查申请人提交的人格权禁令的申请
时，发现并不符合《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的要件，那么法院在作出裁定驳回申请的同时，可以告知申请
人向人民法院提起侵害人格权的诉讼，
同时申请人也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诉前行为保全。
在将人格权禁令程序定性为非讼程序后，需要考虑的是协调其与行为保全程序、人身安全保护令程
序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认为，首先，人格权禁令程序与行为保全程序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格权禁令程
序不与诉讼程序相关联，申请人不需要提供担保。此点必须予以明确，否则人格权禁令程序就将丧失独
立性。在适用关系上，人格权禁令程序与行为保全程序应当属于选择关系。具体来说，人格权主体在其
人格权遭受侵害或有侵害的危险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如证据的多少、情况的紧急程度等）自行选择
适用人格权禁令程序或者行为保全程序。如果人格权主体在选择人格权禁令而提出申请后，未被法院
支持的，可以继续选择适用行为保全程序。其次，人格权禁令程序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属于相同性质
的程序，都属于非讼程序，二者在适用上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一方面，人身安全保护令虽然是为了
〔25〕
保护自然人的人身权益，如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也不需要提供担保，
但其仅适用于当事人“因遭

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
《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第1款）
。所谓家庭暴力，
是指家庭

〔24〕

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80页。

〔2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第2条规定：

“关于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需要提供担保的

问题。同意你院倾向性意见，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请求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人不需要
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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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人格权禁令则不仅适用于侵害生命权、
健康权、
身体权的情形，
也适用于侵害
其他人格权如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领域。人格权禁令所针对的行为人不限于家庭成员，更不限于自
然人，其包括实施侵害人格权行为的任何主体，如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另一方面，人格权禁令
的申请人可能是各种人格权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人原则
上只能是遭受家庭暴力的自然人，且当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其因受到强
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时候，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第2款）。由于《反家庭暴力法》是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的特别法，故因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危险的，只能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不能适用人格权禁令程序。

三、人格权禁令适用的要件
（一）人格权禁令的保护范围
人格权益包括人格权和人格利益，二者都受到法律保护，但受保护的强度有所不同。人格权属于绝
对权、支配权，具有排他效力和支配效力；而人格利益只是受到法律一定程度的保护，免受特定方式的侵
害。
《民法典》仅在第990条第2款使用了“人格权益”的表述。其他地方使用的都是“人格权”一词，
甚至《民法典》第989条在界定人格权编的调整范围时，也仅规定：
“本编调整因人格权的享有和保护产
生的民事关系。”〔26〕同样，
《民法典》第997条只是规定“人格权”被侵害时可以适用人格权禁令。这样
一来，就产生了人格权禁令适用范围上的三个具体问题：
其一，
个人信息权益是否适用人格权禁令？《民
法典》人格权编在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出了规定，虽然《民法典》
考虑到个人信息受保护的权利与其他人格权在考量因素上有所不同，为平衡信息主体的利益与数据共
享利用的关系而没有使用“个人信息权”的表述，
但可以肯定的是，
《民法典》中规定的个人信息受保护
的权利应当属于人格权益。〔27〕那么，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正在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其能否向法院
申请人格权禁令呢？其二，
《民法典》第185条对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
名誉等的保护作出了规定，
同时，
在第994条还对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的保护进行了规定。死者不享有人格权，通
说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人格利益。值得研究的是，死者的配偶、父母或子女等近亲属能否适用《民
法典》第997条申请人格权禁令呢？其三，
《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规定了自然人除了享有该条第1款所
列的具体人格权外，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这是我国民法典对一般人格
权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人格权纠纷主要包括就业歧视纠纷、
侵害性自主权（贞操权）纠纷、
侵害人
格尊严纠纷等。那么，在自然人的上述其他人格权益受到侵害时，
其能否申请人格权禁令呢？
有观点认为，由于《民法典》第990条第1款列举了人格权的具体类型，而第2款规定了人格权益的
一般条款，故此《民法典》“人格权编第1章关于人格权的一般规定中所出现的‘人格权’这个语词，一
般就包括了法律所明确列举的人格权，也包括了自然人所享有的除明确列举的人格权之外的，基于人身
 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将《民法典》第989条修改为“本编调整因人格权益的享有和保护产生的民事关
在
系”，从而使得人格权编的调整范围得到扩大，表明人格权编调整的是所有的人格权益而非单纯的人格权。参见《民法典立法
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
《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55页。
〔27〕 程啸：
《论我国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权益的性质》，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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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28〕显然，依据该观点，
《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人格权”一词
就是指“人格权益”，既包括人格权，也包括人格利益。倘如此，则无论是个人信息权益、死者的人格利
益还是自然人享有的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皆可适用人格权禁令。笔者认为，
从基本的文义解释规则来看，上述观点显然无法成立，
毕竟“人格权”不等于“人格权益”
。即便不考虑
这一点，将人格权禁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个人信息、死者的人格利益甚至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
的其他人格权益，也会抹杀人格权与受保护的人格利益的区分，过分强化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强度，可
能对人们的行为自由构成不当限制。一方面，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而言，申请人显然只能是死者的配
偶、父母或子女，而这与《民法典》第997条关于“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
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的要求不符。从该条的文字表述可知，
申请人必须是其自身的人格权遭受侵害
或即将遭受侵害的民事主体。故不应当由死者的近亲属来申请人格权禁令。况且，死者的近亲属也完
全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过诉前行为保全或诉讼行为保全来实现提前预防和制止侵害的
目的，不是只能适用人格权禁令程序。另一方面，在一般人格权受侵害的场合，申请人享有的基于人身
自由、人格尊严而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并非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格权，而只是新产生的需要保护的人格
利益。自然人究竟是否享有此等人格权益，本身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必须交由法院通过审判程序确
定，而不能在人格权禁令中予以确认。故此，笔者认为，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人格权请求权的实现程序，
人格权禁令的适用范围不应被任意扩大，不应直接将其适用于那些保护强度较弱的人格利益。
（二）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的涵义
在《民法典》中，
“侵害”一词通常意味着行为的非法性或违法性，这一点在人格权编中体现得特
别明显。例如，
《民法典》第1002—1004条分别明确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
身
体权、健康权。此后，在关于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的规定中，也都只使用了不得“侵
害”的表述。然而，奇怪的是，
《民法典》第997条在表述侵害人格权的行为时，
却有一个特别的限定——
“违法”行为，似乎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中既有合法的行为也有违法行为。从立法资料来看，
本条出现“违
法行为”的表述可能与人格权编草案征求意见时有的单位提出的下列意见有关，
即有单位认为，
“有些侵
害是合法的，如受害人同意、正当防卫、攻击性紧急避险等，此时无法适用人格权请求权”，草案关于人格
权禁令的规定没有强调“违法性要件”，不利于该制度的准确适用。〔29〕笔者认为，
受害人同意、
正当防卫
等本身就是违法阻却事由。存在这些事由时，所谓的“侵害”行为就不再具有违法性，该行为也就不构
成“侵害”行为。因此，在性质上已经被界定为违法行为的侵害行为前，
再加上“违法”的限定，
毫无必
要，也与《民法典》的其他规定矛盾。未来在适用人格权禁令程序中，
应当将《民法典》第997条关于违
法行为的表述仅仅看作是一个提示性的规定，
即“违法行为”一词提示了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时应
当考虑被申请人是否存在阻却违法性的事由。
（三）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判断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的人格权禁令的最重要的一个适用要件就是，申请人必须证明“不及时制
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该表述借鉴自我国民事诉讼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法律的

〔28〕

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8页。

〔29〕 《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

《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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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30〕
《民法典》第997条的规定凸显了人格权禁令的适用以必要性与急迫性为前提。如果不是非
常必要和非常急迫，人格权主体完全可以通过起诉来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侵害人格权的责任。就如
何理解“难以弥补的损害”，多数观点认为，所谓损害后果难以弥补是指这种对人格权益的侵害无法通
过金钱弥补或者说这种损失具有不可逆性，无法通过金钱赔偿予以恢复原状或者事后的恢复已经属于
不可能或者极为困难。如果损失能够通过金钱方式在事后进行充分赔偿，则不认为该损失是不可弥补
的。〔31〕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难以弥补的损害”，就不应笼统地看待侵害人格权所造成的损害，而应当从
被侵害的人格权类型以及申请人可能因此遭受的损害类型等方面加以认识。就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这三类物质性人格权而言，一旦遭受侵害而未及时制止，就会导致人身伤亡（死亡、残疾或身体健康受
损）。虽然就人身伤亡的财产损害（如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
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
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以及死亡赔偿金），通过赔偿可
以得到弥补，但生命的失去、肢体的残疾和身心健康的损害，对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而言，主观认识上当然
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毕竟，无论财产损害赔偿还是精神损害赔偿，都不可能使死者复生或人身伤害恢
复如初。故此，只要是对这三类人格权实施和即将实施的侵害可能产生人身伤亡后果的，就应当认定构
成“不及时制止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对于姓名权、
名称权、
肖像权、
名誉权、
名誉权和隐私权等精神
性或社会性人格权，所谓难以弥补的损害，主要是指因侵害这些人格权而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因
为精神损害一旦发生，无论是精神损害赔偿或者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实际上都难以完全弥补
损害，使受害人回复到倘若侵权行为没有发生时其本应处的状态。比如，泄露受害人隐私的行为一旦发
生，就覆水难收，精神损害赔偿、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充其量只是事后对受害人的抚慰或替代意义上的
〔32〕
补偿而已，
此种精神损害是难以弥补的。故此，在侵害上述精神性或社会性人格权时，只要具有造成

精神损害的可能，就可以认定存在难以弥补的损害。至于因侵害精神性或社会性人格权造成的财产损
失，尤其是对那些能够商业化使用的人格权（如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通过财产损害赔偿就完全可
以实现使被侵权人处于倘若侵权行为没有发生时其应处的状态，不存在难以弥补的损害。即便这些损
害本身可能难以计算，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82条的规定，即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
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或者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因此，不能仅仅因损害难以计
算或确定就认定构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国《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1款第1句规定：
我
“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
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
全措施。”《著作权法》第56条规定：
“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
利、妨碍其实现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
财产保全、责令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等措施。”《专利法》第72条规定：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
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妨碍其实现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
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责令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措施。”
〔31〕 王利明：
《论侵害人格权的诉前禁令制度》，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4期，第11页；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
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2页。
〔32〕 精神损害赔偿的补偿功能的实现机制不是如财产损害赔偿那样遵循等价的原则，
而只是通过对受害人的赔偿使受害人或近亲
属获得与所遭受的痛苦和丧失的生活乐趣大体相当的生活愉悦与舒适便利而已。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I, 18. Aufl., 2008,
Rn. 62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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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格权禁令适用的程序法问题
（一）人格权禁令不应设置前置程序
在网络侵权责任中，我国民法典第1195条以下确立了所谓的“通知规则”，也称“通知移除规则”、
〔33〕
“通知删除规则”或“通知与取下程序”，
即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网络服务实施侵

权行为的，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知道且不应知道该侵权行为时，其负有在接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后及
时采取必要措施等义务；如果没有履行该等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就需要对被侵权人损害的扩大部分与
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通知规则原本只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适用于特定类型的网
络服务提供者涉嫌侵害著作权的规则，但是我国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将该规则创造性地转换为适
用于所有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一项基本规则。因此，无论是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格权、知识
产权抑或其他人身财产权益，皆可适用该规则。就人格权禁令制度的适用而言，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当
侵害人利用互联网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行为时，申请人在向法院申请禁令前，是否必须先依据《民法典》
第1195条以下规定的通知规则，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侵权内容或断开链接？该规则的适用应否确
定为人格权禁令的前置程序？有观点认为，应当将通知规则的适用作为人格权禁令的前置程序，理由在
于：如果民事主体未经“通知删除”程序而是直接申请人格权禁令，即使人民法院依法及时作出禁令
裁定，但仍然需要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执行删除或断链等行为，反倒延长了救济的期限。因此，对于网
络侵犯人格权的行为，应当设置必要的前置救济程序，如果民事主体未经前置程序而直接申请人格权禁
令，难以认定情况紧急，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其禁令申请。〔34〕
笔者不赞同上述观点。人格权禁令与网络侵权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具有共性，如二者都可以高效便
捷地预防和制止利用网络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但它们仍然存在以下明显的差别：首先，主体不同。依据
通知规则，应当由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而人格权禁令是由法院以裁定的方式作出，要
求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其次，适用要件不同。人格权禁令的适用要件非常严格，申请人必须有证据
（有相当的证明力而非初步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倘不及时
制止则将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法院对该申请进行的是实质性审查。但是，通知
规则中，权利人只需要在发给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通知中提供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权利人的真实
身份信息即可，网络服务提供者只需要进行形式审查；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行确立过高的审查义务，
就可能会使其因此拖延或未采取必要措施，从而要向权利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再次，法律效力不
同。网络服务提供者依据权利人发出的侵权通知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并非是终局的、确定的。因为依据
《民法典》第1196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将网络用户不侵权的声明转送给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
如果没
有收到该权利人已经向有关部门投诉或向法院起诉的通知的，就必须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但是，在
人格权禁令中，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是终局性的，无论权利人是否提起诉讼，都不影响其效力。最后，有
无赔偿责任不同。《民法典》第1195条第3款第1句明确规定了权利人错误通知的赔偿责任，即“权利人
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民法典》并未规定

 利明、周友军、高圣平：
王
《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440页；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
权责任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23页。
〔34〕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研究》（内部资料），2021年3月（课题主持人：董建中；课题负责人：
邹治；课题组成员：王磊、袁芳、董红、龙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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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禁令申请错误时的赔偿责任。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网络侵害人格权的场合，人格权主体有权
自主决定究竟是适用通知删除规则，还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在《民法典》同时规定了通
知规则与人格权禁令且并未对它们的适用关系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不应当任意剥夺民事主体的选
择自由，不应将通知规则作为人格权禁令的前置程序。
（二）法院审查中无需考虑申请人的胜诉率
在行为保全的审查中，法院在判断行为保全的必要性主要应当考虑申请人的胜诉可能性等因
〔35〕

素。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第

1项就把“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包括请求保护的知识产权效力是否稳定”作为
人民法院审查行为保全申请应当综合考量的第一个因素。在比较法上，美国法院发布所谓预先禁令时
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原告在实体上胜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法院要站在发布永久性禁令的角度，对于
致害倾向、无法弥补的损害和政策考虑等问题进行初步的审查。此外，还要考虑错误的风险以及公共利
益。例如，在Winter v. 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寻求预先禁
令的原告必须确定他能够在实体方面胜诉，在没有预先禁令时他会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平衡的天平会
〔36〕
倾向于他，
并且禁令符合公共利益。
”
在英国，
自1891年的Bonnard v. Perryman案起，
法院认为，
如果侵害

名誉权的案件中被告可以举证涉案言论大体上是真实的，除非原告可以证明被告没有胜诉的希望，那么
就不得颁发临时禁令。〔37〕1998年英国制定《人权法案》以后，该法第12条第3款对于申请者申请临时禁
令提出的证明胜诉的可能性有不同于Bonnard v. Perryman案的要求。在Bonnard v. Perryman案中要求，如
果申请人想要获得禁令，就必须证明被告并无胜诉的希望，而依据《人权法案》第12条第3款，原告只要
证明自己有可能胜诉就行。针对这一区别，英国上诉法院在Greene v. Associated Newspapers案中认为，在
侵害名誉权案件中不应当用《人权法案》第12条第3款的可能性标准来替代Bonnard v. Perryman的严格
〔38〕
标准。
这种在行为保全程序考虑申请人未来胜诉率的要求是否也同样适用于人格权禁令呢？换言之，

法院在审查人格权禁令申请时，是否必须考虑申请人在取得禁令后提起的人格权诉讼的胜诉率？对此，
有学者持肯定的观点，即法院应当对胜诉的可能性进行初步判断，只有当权利人所申请禁止实施的行为
确有可能构成侵权，而且行为人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时，法院才有必要颁发诉前禁令。否则，人格权禁
令可能损害正当的言论自由或行为自由，也可能使被申请人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特别是当禁令与最终
的判决不一致时，更可能损害司法的权威性。〔39〕
对上述观点，笔者难以苟同。首先，人格权禁令的申请人在取得禁令后，可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也
可能不起诉。尤其是对于即将实施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只要通过禁令予以了阻止，也就不会再发生诉
讼，甚至如前所述，法律上就免除了媒体的此前失实报道的侵权责任。这与行为保全显然不同。行为保
全（以及财产保全）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只有在申请人会胜诉的情形下，才可能出现因为被申请人
一方的行为或其他原因导致将来的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申请人的其他损害。故此，法院在审查是否
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时，当然要考虑申请人的胜诉率，否则保全的目的就不存在。但是，我国法上的人格
权禁令程序与诉讼程序并无关联性，简单地类比行为保全而要求法院审查申请人胜诉的概率，正当性明
 亚新、陈杭平、刘君博：
王
《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253页。
[美]理查德·L.哈森：
《民事救济法案例和解释》，吴国喆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08—209页。
〔37〕 Bonnard v. Perryman [1891] 2 Ch. 269.
〔38〕 Greene v. Associated Newspapers Ltd. [2004] EWCA Civ. 1462.
〔39〕 王利明：
《论侵害人格权的诉前禁令制度》，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4期，第11—12页。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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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不足。其次，
《民法典》第997条已经规定了法院作出禁令的各种要件，这些要件充分凸显了人格权禁
令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其中，就包括了被申请人是否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的认定
等。只有符合《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的要件，
法院才应当裁定作出人格权禁令。故此，
不应当额外考虑
所谓的胜诉率。最后，要求法院在审查人格权禁令时就作出预判，强人所难，究竟胜诉率达到90%以上抑
或有50%以上的胜诉率即可，难以确定。因为人格权禁令本身是非讼程序，不是诉讼程序，并不以两造对
立言辞辩论为原则，法院很难在短时间内且信息不充分的情形下作出胜诉率的预判。
（三）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的类型
《民法典》第997条只是规定了法院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这些措施究竟包括哪些
呢？从文字来看，一方面，所谓有关行为应当是指侵害人格权的行为或即将侵害人格权的行为，而责令
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意味着法院通过人格权禁令来实现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请求权。另一
方面，该措施仅限于“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即要求行为人消极的不作为。值得研究的是，法院能
否要求被申请人采取某种积极的行为呢？笔者认为，由于《民法典》第997条的人格权禁令程序主要是
实现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请求权的，
故此，
不能脱离这三类请求权来过分扩大地解释“责令行
为人停止有关行为”，认为法院可以责令行为人向申请人进行赔礼道歉等积极行为。这已经超出了人格
权禁令程序的适用范围。法院只能在实现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和排除妨碍的目的范围内要求行为人采
取积极行为而消除此前行为的危险或对人格权主体行使权利造成的妨碍。综上所述，责令行为人停止
有关行为的措施应当依据被侵害的人格权的种类及违法行为的类型等因素，遵循比例原则加以确定，具
体而言，至少以下措施可以包括在内：其一，对于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行为的，可以禁止侵
害人停止实施该行为。例如，在校园霸凌事件中，责令经常欺负申请人的被申请人停止欺负行为；即将
发表的文章或著作或举办的活动将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的，可以责令报刊杂志社或出版
社暂停发表或活动举办者暂停举办该活动；以发送微信、短信等文字、图像或以言语、肢体行为等方式对
他人实施性骚扰的，责令骚扰者停止实施该行为；其二，依据《民法典》第1028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
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其名誉权的，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采取更正或者删除等必要措
施。据此，名誉权主体可以通过人格权禁令程序请求法院要求媒体及时采取更正或者删除等必要措施；
其三，其他能够实现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人格权请求权的必要措施。
（四）人格权禁令裁定的法律效力
作为非讼程序的人格权禁令，应当由法院以裁定的方式作出，一经作出即发生效力，当事人即便可
以申请复议，也不停止执行。至于该禁令的期限多长，
《民法典》和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可以
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形加以决定，但是原则上不应当超过六个月。因为在家暴而侵害生命权、身体权与健
康权这些严重的侵害人格权的情形下，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最长期限也不超过六个月（
《反家庭暴力法》
第30条），侵害其他人格权的情形不可能比这更严重，所以，将六个月作为人格权禁令的最长有效期限具
有一定合理性。当然，申请人可以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期限。值得研究的是，人格权禁令的裁定是
否产生既判力呢？一般来说，我国法上的裁定主要是针对程序问题，多数裁定不涉及既判力的问题，与
既判力有关的裁定就是两类，即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40〕人格权禁令的裁定与前述对程序问题作出的
裁定不同，其涉及到对实体事项的处理，是对实体法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人格权请求权的认可。该
〔40〕

 卫平：
张
《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60页；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
《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高等教育出版
社2021年版，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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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的目的是要预防和制止侵害或即将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但是由于人格权禁令属于非讼程序，并无被
申请人的参与，所以人格权禁令的裁定不应当具有既判力。也就是说，即便法院作出了人格权禁令的裁
定，该裁定认定的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这一事实在此后的人格权侵权纠纷中也不发生约束作用，当事
人对这一事项在人格权侵权诉讼中可以继续争议。
（五）申请错误时申请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997条并未如《民事诉讼法》第105条那样规定申请错误时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
的损失。在民法典人格权编起草过程中，曾有观点提出，应当在关于人格权禁令的规定中明确申请错误
时申请人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41〕但是，最终《民法典》第997条没有规定申请错误时申请人的民
事赔偿责任。不过，理论界有观点认为，错误申请人格权禁令的，申请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害
人可以另行起诉申请人赔偿。〔42〕对此，笔者难以苟同。首先，从人格权的法益位阶来看，应当认为申请
人在申请错误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人格权在法益位阶中处于很高的位阶，尤其是生命权、身体权和
健康权更是处于整个民事权益体系中的最高位阶。更加全面充分地保护人格权是贯彻落实我国宪法保
护人格尊严以及党的十九大关于“保护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要求，人格权禁令本来就是在
急迫且必要的情形下实现对人格权预先保护的特殊程序，倘若还要规定申请错误的民事责任，势必使得
申请人在申请时产生顾虑，无法真正实现人格权禁令制度的立法目的。其次，如果要求申请人就错误申
请承担赔偿责任，势必产生以下难以解决的问题：申请人在申请人格权禁令时应否提供担保？如果要求
申请人提供担保，那么人格权禁令程序与行为保全程序有何区别呢？如果不要求提供担保，申请人即便
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了损害，却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规定赔偿责任有何意义？再次，通过法院
对当事人的申请人进行审查，尤其是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对“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要件的判断，
也不会因为人格权禁令而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害。特别要注意的是，人格权禁令的主要内容是法院采取
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法院在确定采取何种措施时，应当依据比例原则（der Grundsatz der
〔43〕
Verhaeltnismaessigkeit），
选择既有利于保护申请人人格权，又能避免出现因错误申请给被申请人造成

损害的最缓和的方式。

五、结论
综上所述，人格权禁令程序是我国民法典为了贯彻落实宪法保护人格尊严的规定、党的十九大报告
关于保护公民人格权的要求而确立的一种旨在高效快捷地保护人格权的新型程序，不能将其与我国民
事诉讼法上的行为保全程序相互混淆，更不能通过设置不合理的要件使之沦落为解决人格权纠纷的普
通诉讼程序。未来我国应当修订民事诉讼法，将人格权禁令程序规定一种非讼程序。此外，既不应当为
人格权禁令程序的适用设置任何前置程序，也不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法院审查时也无需考虑申
请人的胜诉率。从实体要件上说，人格权禁令程序仅适用于作为绝对权的人格权，而不适用人格利益的
保护，尤其不应当适用基于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的保护。但是，法院在决定是否适
用人格权禁令程序时应当认真考察《民法典》第997条的要件是否满足，尤其是申请人必须证明“不及

〔41〕 《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

《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16页。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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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在决定适用人格权禁令程序时，法院应当依据被侵害的
人格权的种类以及违法行为的类型等因素，遵循比例原则确定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具体措施。
总之，未来我国民法典上的人格权禁令程序能否实现立法者的预期目标，既有待于民事程序法中配套
的、细致的规定，也应当根据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和优化。

On the Injunction in Personality Rights Protection in Civil Code of China
Cheng Xiao
Abstract: The injunction stipulated in Article 997 of Civil Code of China is an independent non-litigation procedure to claim personality rights. It is an extension of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 and in
nature, its application is general, while the application of latter is special. It differs from the injunction
in the procedural law, and cannot replace the latter or vice versa, but the civil subjects can freely choose
either. It is a preventativ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that only applies to the condition that "failure to
timely stop the act will cause irreparable harm to one's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can only be considered from the nature of the personality rights and the harm incurred on the subject. Such an injunction
doesn't entail the prerequisite of the notice rule in tort liability of internet, and the court in reviewing the
application does not need to consider the applicant's winning rate. If the application is on a wrong ground,
the applicant shall not bear civil liability. The type of measures taken by the court to order the wrongdoer
to stop the related act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infringed personality rights and
of the illegal act,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Keywords: Civil Code; injunc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claim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junction in procedural law;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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