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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损害赔偿定期金规则的欠缺与具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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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典》第 1187 条规定的“分期支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期金赔偿，最高人民法院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
法解释规定的定期金赔偿具体规则，能够解决司法之急需，但是也存在明显的欠缺，没有将死者生前扶养人生活费
赔偿纳入定期金赔偿的范围之中，对于定期金判决的既判力和变更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等，都应当予以补充。对
此，
应当以《民法典》现有规定为基础，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补充。司法实务应当不断完善定期金适用规则，对符合定
期金赔偿目的的人身损害赔偿，基于权利人的申请都应当予以适用，保护好侵权赔偿权利人的权利，平衡好当事人
之间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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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 没有规定准确的定期金赔偿规则，第 1187 条规定
的是损害赔偿的分期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前后两个版本都规定了定期金，不过也存在欠缺。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定期金赔偿规则适用较
少，存在较多问题，使这一救济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的重要赔偿方法没有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
此，应当深入研究，纠正现有规则存在的问题，确定正确的定期金赔偿的适用规则 ，以更好地保护人身损
害赔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平衡好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一、《民法典》第 1187 条规定的赔偿方法的真实含义
（ 一） 《民法典》第 1187 条规定的分期支付不是定期金赔偿
提起侵权责任法中的定期金赔偿 ，一般会认为《民法典》第 1187 条已经作出了规定： “损害发生后，
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 。协商不一致的，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 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
的，可以分期支付，但是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这一条文来自于《侵权责任法 》第 25 条：
“损害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 协商不一致的，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 一次
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这两个条文的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只是改
变了提供担保的方式，原来是法官主义，《民法典》规定的是当事人主义，即由被侵权人请求赔偿义务人
提供担保。
这里规定的“分期支付”，就是定期金赔偿吗？ 立法机关有关人员认为，《侵权责任法 》第 25 条规定
的是定期金，指出，在赔偿原则上有三种立法例： （ 1） 绝对的一次性支付。（ 2） 以一次性支付为原则，以
定期金给付为例外。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 ”第 193 条规定。（ 3） 以定期金支付为原则，以一次性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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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为例外。① 主要是德国、俄罗斯等。如《德国民法典 》第 843 条规定。 我国侵权责任法借鉴有关国家
和地区的立法经验，结合中国法律已有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做法 ，对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作了三个层面的
规定： 一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赔偿费用的支付方法 ； 二是协商一致的一次性支付； 三是一次性支付确有
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② 按照这样的解释，这个条文规定的“分期支付 ”就是
定期金赔偿。
再看对《民法典》第 1187 条的解释。 立法机关有关人员在列举域外有关立法规定后，认为世界各
国和地区在赔偿费用支付方式上有以下几种模式 ： 一是绝对的一次性给付； 二是一次性支付为原则，以
定期金给付为例外； 三是以定期金支付为原则，一次性给付为例外； 四是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由法官自
由裁量。接着列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33 条规定
的定期金，认为实际上这一条文中规定的分期支付就是侵权责任法的定期金赔偿 。③ 对于上述四种立
法模式，学者概括为： 第一种以英国、美国、丹麦、西班牙为典型； 第二种以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为例； 第
三种以德国、俄罗斯为代表，第四种的典型立法为荷兰。④
上述对《民法典》以及原《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分期支付的释义，都来源于原《民法通则》第 108 条规
定，即： “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
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执行。”无论是原《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 》还是《民法
典》规定的“分期支付”“分期偿还”，都是关于赔偿具体支付方法的规定 ，而不是定期金赔偿。
（ 二） 人身损害赔偿中定期金赔偿的准确含义
无论是《民法典》第 1187 条还是原《侵权责任法 》第 25 条，都是对赔偿金支付规定的两种不同方
法，而不是传统民法对将来的损害进行赔偿的一次性赔偿和定期金赔偿 。 对损害赔偿责任确定判决之
后发生的损害赔偿，即将来的损害赔偿包括对扶养来源丧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 、残疾赔偿金赔偿和
残疾辅助器具费赔偿等，才存在一次性赔偿还是定期金赔偿进行选择的可能 。 对这种将来发生的损害
的定期金赔偿，我国民法从来没有规定过，只有在司法解释中规定过。⑤ 前述关于定期金规定的解释，
其实是一种对立法的误读，认为规定了损害赔偿的一次性支付和分期支付就是规定了定期金赔偿 ，显然
是不正确的。
侵权法法理认为，在判决确定之前发生的损害赔偿 ，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常态。这种损害赔偿不发生
定期金赔偿问题，因为是判决确定之前发生的损害 ，赔偿数额在判决确定时就固定下来，对这个确定的
赔偿数额可以一次性支付，也可以分期支付，不适用定期金赔偿。《民法典 》第 1187 条规定的一次性支
付为原则，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的前提是“损害发生后 ”，这
意味着对于已经发生的损害的赔偿 ，可以一次性支付，也可以分期支付，当然不存在定期金。 这里的分
期支付，与《民法通则》第 108 条规定的“分期履行 ”同义，不存在特别的困难。 对于定期金赔偿适用的
判决确定后发生的将来损害的赔偿 ，并不在其中； 如果将其解释为包括定期金赔偿，必须对“损害发生
后”进行扩大解释。
定期金给付是与一次性给付相对的一种赔偿支付方式 ，是指赔偿义务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按照一
定的期限（ 如按年或者按季、月 ） 向权利人支付赔偿金额 （ 的赔偿支付方式———笔者加 ） 。⑥ 定期金，其
实就是在法院判决确定后的未来一段时间发生的损害按照一定的期限向被侵权人支付的赔偿金额 。⑦
简言之，定期金赔偿是对将来发生的损害进行赔偿的方法之一 ，与将来发生的损害的一次性赔偿相对
应。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3－135 页。
①参见王胜明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3－136 页。
②参见王胜明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0－73 页。
③参见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
载《现代法学》2017 年第 6 期。
④参见林剑锋： 《既判力视角下定期金判决变更之诉的解释论展开》，
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规定。

——兼论定期金给付制度的适用》，载《法律科学》2019 年第 6 期。
⑥参见毋爱斌： 《变更判决之诉的立法论—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64 页。
⑦参见杨立新： 《侵权责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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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权法法理中，对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损害发生的时间在判决确定之前还是之后为标准，
分为现在的损害赔偿和将来的损害赔偿 。这就是以判决确定为时间节点，在判决确定之前发生的损害，
是现在的损害，或者已经发生的损害； 在判决确定后发生的损害，是将来的损害，或者未来发生的损害。
以判决标准时为界限，基于同一侵权的损害赔偿，可以分为债务履行期限已到来的损害赔偿与债务履行
期限未到来的损害赔偿。① 对判决确定之前发生的损害的赔偿 ，是对现在的损害赔偿，或者称为已经发
生的损害赔偿； 对判决确定之后发生的损害的赔偿 ，是将来的损害赔偿，或者称为未来发生的损害赔偿。
与此相对应，对于已经发生的损害赔偿，赔偿方法分为一次性支付和分期支付，对于将来发生的损害赔
偿，赔偿方法分为一次性赔偿和定期金赔偿 。
对将来发生的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法典将其称为“因身体或健康之侵害，被害人之职业能力丧
失或减少，或发生其需要之增加者”②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或健康者，对于被害人因此丧失或减少劳
动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 ③ 也表述为“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还应当赔偿其
未来的收入损失”“因侵害身体而导致死亡，则不仅所有的相关费用必须得到赔偿 ，而且，死者根据法律
规定应当扶养的亲属因扶养丧失而损失的利益也必须得到赔偿 ”。④ 被害人的职业能力的丧失或减少，
就是劳动能力的丧失和减少； 发生其需要之增加，是对残疾辅助器具增加的费用和对被扶养人的生活费
赔偿。这些都是将来发生的损害。
综合起来，依照我国立法，将来发生的损害赔偿主要是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以下三种赔偿： （ 1） 残疾
赔偿金，是赔偿劳动能力的损失。这种赔偿可以按照判决确定的标准，按年支付，可以使造成残疾的被
侵权人在生活上得到保障。（ 2） 被扶养人的生活费，通常数额较大，而且具体数额与被扶养人的身体状
况有密切关联，故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采用定期金赔偿是较佳的赔偿方式 ，可以不必受上述时间的限
制，直至赔偿权利人死亡时才终止，使被扶养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消除赔偿与实际生活状况错
位⑤的弊端。（ 3） 残疾辅助器具费，对将来发生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赔偿也可以实行定期金赔偿，因为
身体残疾的被侵权人需要辅助器具的辅助 ，又不是余生只要一次赔偿残疾辅助器具费就足够 ，可能需要
多次更换。对此，采取定期金赔偿方式，对保护残疾被侵权人的权益更为有利。 总之，定期金主要适用
于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继续治疗费用、护理费用、更换辅助器具费等需要以后继续支付费用等
场合，⑥其中继续护理费用也可以适用定期金赔偿 ，继续治疗费用则不适宜定期金赔偿，应以赔偿实际
发生的医疗费用为宜。
适用定期金赔偿的多数是人身损害的终身赔偿 ，只有对未成年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是到其 18 周岁
截止。对人身损害的终身赔偿适用定期金方式是最合理的 ： 第一，定期金赔偿的期限不确定，是按照被
侵权人的实际寿命，即生命延续多久就赔偿多久，而不是像一次性赔偿方式那样，按照平均寿命赔偿，可
能造成有的赔偿权利人已经死亡却对死亡以后已经作了赔偿 ，有的赔偿权利人超过平均寿命还在继续
生存却不能再给予赔偿等不合理现象 。第二，把定期金赔偿改为现在的一次性赔偿 ，等于将赔偿义务人
在若干年以后的赔偿义务强令其在现在立即执行 ，造成赔偿义务人在支付赔偿金上的利息损失 ，而定期
金赔偿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德国等立法方主张人身伤害须终身赔偿的主
要采用定期金赔偿方式，只有具有特别的情况或者重大原因的 ，才可以请求一次性终身赔偿。 第三，尽
管定期金赔偿存在赔偿责任人可能丧失赔偿能力形成赔偿风险 ，但是可以采用担保方式予以保障。 因
此，在对将来发生的人身损害适用定期金赔偿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比现在的一次性赔偿 20 年的方法要
合理得多。
载《现代法学》2017 年第 6 期。
①参见林剑锋： 《既判力视角下定期金判决变更之诉的解释论展开》，
参见《德国民法典》，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台大法学基金会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42 页。
②《德国民法典》第 843 条第 1 款，
③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93 条规定。

1327 条的内容，参见《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周友军、杨垠红译，周友军校，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④《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 1325、
219 页。
即赔偿权利人的实际生存期间往往长于或者短于一次性赔偿所预定的赔偿年限。
⑤这里的所谓“错位”，
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⑥参见刘竹梅： 《论人身损害赔偿金的定期金给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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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小结
综上分析，《民法典》第 1187 条规定的分期支付，主要是指对已经发生的损害确定赔偿责任的支付
方法，从字面上看不出其中包含对将来发生的损害的定期金赔偿 。

二、我国司法解释对侵权责任定期金赔偿规则的补充与不足
（ 一） 我国司法解释对定期金赔偿规则规定的发展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往的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过定期金赔偿制度 。最早使用定期金概念的司法解释
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5 条规定： “依照前条规定
计算的各种费用，凡实际发生和受害人急需的，应当一次性支付； 其他费用，可以根据数额大小、受害人
需求程度、当事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确定支付时间和方式 。如果采用定期金赔偿方式，应当确定每期的
赔偿额并要求责任人提供适当的担保 。”这是侵权法专家在制定这部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建议增加规定
的内容，并最终写进了司法解释，是我国侵权法司法解释第一次规定定期金赔偿。 不过，这部司法解释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的司法解释整理中已经被废止 。
2003 年 12 月 26 日公布、
2004 年 5 月 1 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①第 33 条规定： “赔偿义务人请求以定期金方式给付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
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的，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赔偿义务人的给付能力和提供担保的
情况，确定以定期金方式给付相关费用 。但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发生的费用 、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
损害抚慰金，应当一次性给付。”第 34 条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在法律文书中明确定期金的给付时间 、方
式以及每期给付标准。执行期间有关统计数据发生变化的 ，给付金额应当适时进行相应调整。”这两个
2009 年制定《侵权责任法 》以及 2020 年编纂《民法典 》都
条文规定的是准确的定期金赔偿规则 。不过，
没有采纳这些意见，仍然坚持一次性支付和分期支付的赔偿方法 ，没有特别规定对将来发生损害的定期
金赔偿规则。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 》第 25 条在法律层面对定期金赔偿制度作出了回应。②
这与前述立法机关有关人员的解释相似 。
2020 年 12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修订了
为了补充《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定期金赔偿规则的问题 ，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③于 2021 年 1 月 1 日与《民法典 》同时生效。
其中有关定期金，第 16 条规定： “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 。”第 20 条规定： “赔
偿义务人请求以定期金方式给付残疾赔偿金 、辅助器具费的，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赔偿义务人的给付能力和提供担保的情况 ，确定以定期金方式给付相关费用 。但是，一审法庭辩论终结
前已经发生的费用、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应当一次性给付。”第 21 条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
在法律文书中明确定期金的给付时间 、方式以及每期给付标准。执行期间有关统计数据发生变化的 ，给
付金额应当适时进行相应调整。定期金按照赔偿权利人的实际生存年限给付 ，不受本解释有关赔偿期
限的限制。”其中第 16 条替换了原版解释第 28 条规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计算方法 ，第 20 条规定有
所修改，第 21 条规定内容有所增加。
（ 二） 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关于定期金赔偿规定存在的问题
新版和旧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关于定期金赔偿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 ，差别在于： （ 1） 旧版第 33
条规定定期金赔偿适用于给付残疾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三种赔偿，新版第 20 条规
定定期金赔偿的适用范围不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 ，只适用于残疾赔偿金、辅助器具费的赔偿。
（ 2） 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新版规定在第 16 条，即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
偿金，计算方法规定在第 17 条。（ 3） 新版规定第 21 条第 2 款增加了“定期金按照赔偿权利人的实际生
存年限给付，不受本解释有关赔偿期限的限制 ”的内容，旧版没有规定。这样，形成的结果是，将被扶养
或者原版解释。
①以下称原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载《现代法学》2017 年第 6 期。
②参见林剑锋： 《既判力视角下定期金判决变更之诉的解释论展开》，
或者新版解释。
③以下称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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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费赔偿计入残疾赔偿金，可以适用一次性赔偿或者定期金赔偿 ，而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计入死
亡赔偿金，只有适用一次性赔偿的一种可能 ，不存在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适
用定期金的可能性，因为定期金赔偿排除了死亡赔偿金的适用 。受害人死亡前扶养的间接受害人适用
死亡赔偿金受到只赔偿 20 年的限制，超过 20 年后，该间接受害人仍需要给付生活费赔偿的，其请求就
没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依据。而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21 条第 2 款恰恰规定“定期金按照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生存年限给付，不受本解释有关赔偿期限的限制 ”。两相对照，其矛盾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的形成原因，在于原《侵权责任法》第 16 条在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范围时，遗漏了被扶
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立法的原本想法，是将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包括在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
金中。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残疾赔偿金赔偿的是造成残疾的收入损失 ，与被扶养人生活费存在实
际上的区别； 而死亡赔偿金则不是收入损失的赔偿 ，而是对死亡的赔偿金，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生活费赔
偿需要单独赔偿。这就是原《民法通则》第 119 条规定“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
的人必要的生活等费用”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 试行 ） 》第
147 条补充规定： “侵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依靠受害人实际扶养而又没有其他生
活来源的人要求侵害人支付必要生活费的 ，应当予以支持，其数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将被扶养人生
活费赔偿规定得十分清楚。在《侵权责任法（ 草案） 》的立法讨论中，有过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的动
议； 后来由于对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有过采取一揽子赔偿的方案 ，因而不再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赔
偿，统一计入一揽子赔偿范围之中。后来又否定了人身损害赔偿的一揽子赔偿方案 ，仍然规定死亡赔偿
金和残疾赔偿金，却再也没有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 。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
为了补充这一遗漏的赔偿项目，
的通知》（ 以下简称 2009 年《通知》） 。第 4 条规定： “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 ，如受
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这是司法解释对原《侵权责任法 》
没有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的补充 。
《民法典》第 1179 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仍然没有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而这一赔偿项目在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中是必须的 ，因此，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6 条根据实践所需，
补充这一立法漏洞，仍然作出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 ”的规定，这是仍
旧沿着解决原《侵权责任法》该立法漏洞的补救方法，继续作出相同的规定。在原《侵权责任法 》颁布实
施后，最高人民法院除了颁布前述《通知》作了上述规定之外，并未制定新的侵权法司法解释，也没有修
改原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由于该司法解释第 33 条规定定期金赔偿适用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项
目，因而没有出现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不能适用定期金赔偿的问题 。 在《民法典 》颁布后，对于侵权责
任编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修改了旧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定期金赔偿条款形成了上述缺陷 。
《民法典》第 1179 条没有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仍然采用
2009 年《通知》规定的办法弥补立法缺陷，就显得不妥。这是因为，《民法典 》第 1179 条在“关于侵害他
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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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 造成死亡的，还
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中规定的赔偿项目，并非穷尽式列举，其中的“等 ”字就是最好的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在修订该司法解释时 ，以 2009 年《通知》第 4 条规定的办法取而代之，却为了保持第 16 条
与第 20 条之间的协调，将旧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33 条明文规定的定期金赔偿适用范围中删除
了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的规定，最终出现了被侵权人死亡时对被扶养人生活费不能适用定期金赔偿的
后果。其实，由于《民法典》第 1179 条中规定有“等”字，完全可以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在新版人身损
害赔偿司法解释中继续保留，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定期金赔偿规则的规定中存在这些问题 ，在司
法实践中具体操作的法官最有体会 ，对于原版司法解释中如何设定担保、定期金赔偿的申请、定期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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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等，认为都有改进的余地，需要不断探索改进，使之更趋合理和便于操作； ① 更何况新版解释存在如
此多的新欠缺。
对于上述问题，必须在适用法律上提出妥善的解决办法 ，真正能够让定期金赔偿制度在保障被侵权
人合法权益中发挥其职能作用。

三、对未来的损害适用定期金赔偿的方法与具体规则
面对《民法典》第 1179 条和第 1187 条规定存在的问题，以及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定期
金赔偿规则存在的不足，为保障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的权利实现 ，本文建议对我国侵权法未来损害的定
期金赔偿制度作出全面的解释，保障其正确适用。
（ 一） 解决定期金赔偿司法解释不当规范的法律适用规则
1． 直接适用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确定定期金赔偿方法 。诚然，《民法典》第 1187 条规定的分
期支付确实不是定期金赔偿制度 。，可以说《民法典》没有规定明确的定期金赔偿规范。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救济因侵权行为丧失扶养来源的间接受害人应当适用定期金赔偿的 ，究竟应
当采用何种法律规范作为其请求权的基础 ，是值得研究的。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案，一是对第 1187 条规定进行扩张解释，二是直接适用现行司法解释的规
定。扩大解释《民法典》第 1187 条，将“分期支付”解释为包括定期金赔偿，也是有可能性的。 当立法出
现缺陷，现有条文中没有相应的规范需要补充时 ，可以采用扩张解释的方法，弥补立法漏洞。 这是与立
法目的和立法意图相比较，法条的字面含义过于狭窄，通过解释使法条的字面含义扩张，以符合立法目
的和立法意图。② 这样就能够补充立法不足，满足司法的需要。《民法典》第 1187 条与定期金赔偿最为
相近，且很多学理解释也将其解释为定期金赔偿制度 ，因而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最简洁的方法是第二
种，即直接适用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20 条和第 21 条规定。这两个条文，前一条规定的是定期
金赔偿的适用范围和方法，后一条规定的是定期金赔偿给付的时间 、方式、标准及变更。 两个条文存在
的主要问题，只是在适用范围上缺少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的内容 。
我国的法律实践经验是，在立法存在欠缺时，通常并不采取扩张解释方法，而是直接由法院作出司
法解释，在司法操作中直接适用司法解释的规范作为法律依据 。既然我国的司法解释已经对定期金赔
偿作出了规定，因而不必绕弯子走扩张解释法律的方法 ，解决定期金赔偿的立法欠缺问题。 因此，这个
问题其实已经明确。
2． 对《民法典》第 1179 条的不确定内容具体化为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民法典》第 1179 条规
定的是人身损害赔偿的具体方法和内容 。这个条文具有开放性。该条文确实没有明文规定被扶养人生
活费的赔偿项目，但是，由于该条文是开放性条文，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应当包含在“等 ”字之中，
当然说“可以”包含在“等”字之中更准确。只要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明确是概括在该条文的“等 ”字
这个不确定内容中，就会使问题迎刃而解。 这不是对条文的扩张解释，而是对不确定条款的内容具体
化。
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没有这样做 ，采取了更难操作的方法作出规定，即采用 2009 年《通知 》
第 4 条规定的做法，“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 这种做法本来就是不适当
的，因为放着更加便捷的法律适用方法不用 ，采用将不明确的赔偿“计入 ”与此不相干的残疾赔偿金或
者死亡赔偿金中，使之变得更加难以操作。 在《民法典 》即将实施、存在纠正这一不当司法解释的机会
于不顾，采用这种“计入”的方法，浪费了这个弥补立法不足的机会 。在原《侵权责任法 》第 16 条规定和
原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背景下 ，采用 2009 年《通知》第 4 条规定，对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还存在
适用定期金赔偿的可能性，操作还比较顺利，经过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民法典 》第 1179 条解
释的改造，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载《人民司法》2006 年第 7 期。
①参见郑汝伟： 《定期金的应用及立法之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29 页。
②参见王利明： 《法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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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20 条扩张解释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 。 目前，将新版人身损
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6 条和第 20 条、第 21 条规定存在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不能适用定期金赔偿的弊
病进行解释，存在较大的难度。第一，第 16 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
表述过死，“计入”之前没有副词限制，因而使其就是“计入 ”，没有其他选择，如果表述的是“可以计
入”，就成为选择性的规定，还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余地。第二，第 20 条规定定期金赔偿的适用范围没有
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也是规定得太死，没有缓和余地。 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是人身损害赔偿中最
常见的将来发生的损害赔偿，是可以适用定期金赔偿方法进行救济 ，且比一次性救济效果更好的方法，
将这一种对损害的救济方法在司法上完全堵死 ，是不应该的。其后果是，将造成死亡的受害人生前扶养
人生活费赔偿只能先算出来，然后计入一次性赔偿的死亡赔偿金之中。 被扶养人有两种，一是未成年
人，应当赔偿到其 18 周岁为止，二是成年人，应当赔偿到其死亡或者恢复生活来源之时 。这两种情形的
特点都具有时间的不确定性，用一次性赔偿是不方便的做法。 对于未成年人，尽管是赔偿到 18 周岁为
止，但是，每一个被扶养人的年龄不同，因而赔偿的时间不同，尽管对于个案能够计算出一次性的数额。
对于成年被扶养人，其死亡时间不能确定，要计算、赔偿就只能计算、赔偿 20 年，被扶养人没有生存 20
年，或者在 20 年之后仍需继续赔偿的问题。所以，完全有必要适用定期金赔偿，而不采用一次性赔偿方
法。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形成的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 ，是必须解决的。
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首先是修改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将新版第 16 条规定的“计入 ”之前
加上“可以”二字； 在第 20 条内容中增加“被扶养人的生活费 ”赔偿项目。 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 其
次，在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没有修改之前 ，直接适用《民法典 》第 1179 条，确认“等 ”字中包括被
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同时确认当事人请求依照定期金方法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 ，以适用该司法解
释第 16 条规定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理由拒绝适用 ，比照适用该司法解释第 20 条规定，确定被
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适用定期金方式 。这样，在适用法律上也说得通。
（ 二） 适用定期金赔偿的具体方法
依照上述方法和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 ，适用定期金赔偿的具体方法，包括以下内容。
1． 赔偿权利人申请还是赔偿义务人申请 。 在我国，对将来发生的损害的赔偿方法是以一次性赔偿
为主、定期金赔偿为辅，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请求定期金赔偿的并不多 ，应用不广泛。在通常情况下，对于
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将来损害的赔偿权利人的请求 ，法院就按照一次性赔偿，计入死亡赔偿金或者残疾赔
偿金； 如果当事人有请求定期金赔偿的 ，可以适用定期金赔偿。
请求定期金赔偿究竟是权利人请求 ，还是义务人请求呢？ 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是赔
偿义务人请求。依笔者所见，定期金赔偿方法比较公允，对各方利益的协调比较均衡，应当是赔偿权利
人的权利。如果赔偿权利人认为一次性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对自己不利 ，主张以定期金赔偿的，应当予
以支持。如果赔偿义务人请求定期金赔偿 ，则须征得赔偿权利人的同意； 如果赔偿权利人不同意采用定
期金的方式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等 ，则应当以赔偿权利人的意见为准，不能采用定期金赔偿。 同时，也
不实行职权主义，法官不能自行决定适用哪种方法赔偿将来发生的损害赔偿 。
2． 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适用定期金方法是否适当 。 从原则上说，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是适合
于用定期金赔偿方法赔偿的，主要是因为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的期限具有不确定性 ，不过情况也不一
样。例如，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身体残疾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对于其扶养的未成年被扶养人
的扶养来源丧失，直接可以确定赔偿至其 18 周岁，因而能够确定具体的赔偿期限，一次性赔偿并计入残
疾赔偿金，是比较方便的； 造成直接受害人死亡的，对于未成年被扶养人的扶养来源丧失的赔偿 ，也存在
一次性赔偿的便宜性。但是，如果丧失扶养来源的被扶养人是成年人 ，无论是确定计入残疾赔偿金还是
死亡赔偿金，都只能计算为 20 年，超过 20 年仍然在世的被扶养人，虽然可以依照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
法解释第 19 条规定请求继续给付相关费用 5 － 10 年； 可是，即使继续给付 10 年被扶养人仍然在世的，难
道不能继续请求赔偿吗？ 何况适用计入死亡赔偿金的方法 ，本来就与应当赔偿的年限不相洽 ，因而存在
适用定期金赔偿的便宜性。可见，凡是未来发生的损害赔偿都适宜定期金赔偿 ，只要符合要求的条件，
当事人有适用定期金赔偿请求的 ，就可以适用定期金赔偿。如果采取定期金方式给付将会实际增加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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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权利人的负担，法院则不应决定采取定期金方式给付 。①
3． 责令赔偿义务人提供担保。采用定期金赔偿是有风险的，即是赔偿义务人在日后的赔偿无能力 ，
如赔偿义务人破产，而使赔偿权利人的权利无法实现。此外，实行定期金赔偿还存在一些困难，如定期
金赔偿时日遥远，执行较为麻烦等。为此，在确定赔偿义务人的定期赔偿金责任后，应当责令赔偿义务
人提供担保，以避免赔偿义务人将来逃避赔偿责任或无法赔偿 。借鉴国外有关的立法例，新版和旧版人
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也规定了定期金赔偿的担保问题 。 由于司法解释并未对具体的担保方式作出规
定，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应当以我国《民法典 》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为依据，结合具体的情况作出规定。
在人身损害赔偿定期金赔偿中最主要的担保方式应当为保证和抵押 。 除此之外，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
进行担保，如由银行代管、代发赔偿金等。②
4． 判决定期金赔偿的给付时间、方式、每一期给付标准。 实行定期金赔偿方式的，必须在法律文书
中明确定期金的给付时间、方式及每期给付标准。
（ 1） 定期金赔偿的给付时间。定期金赔偿的给付时间，是指每月、每季或者每年，在什么时候给付。
定期金赔偿可以按月、按季，也可以按年。但按月、按季赔偿支付的次数太多，过于烦琐，按年支付较为
合理并容易执行。法院在法律文书中应当确定每年的赔偿数额 ，每年年终或者年初一次赔偿一年应当
赔偿的数额，直到执行完毕或者赔偿权利人死亡为止 。
（ 2） 定期金赔偿的给付方式。定期金赔偿的给付方式，是指采用什么方法给付，或者当面支付，或
者通过特定机构给付等。在定期金赔偿中，可以采取由赔偿义务人定期送款的给付方式 ，也可以采取通
过银行划拨、邮局汇款、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方式。
（ 3） 定期金赔偿的每期给付标准。 定期金赔偿每期给付的标准，也就是每次应当给付的数额。 由
于定期金赔偿的适用范围为残疾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残疾辅助器具费等 ，所以在确定定期金赔偿
的每期给付标准时，应当按照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2 条、第 13 条和第 17 条规定的标准进行。
（ 4） 定期金赔偿的期限。定期金赔偿的终期，按照赔偿权利人的实际生存年限给付 ，不受一次性赔
偿期限的限制。对未成年被侵权人的抚养损害赔偿支付至其满 18 周岁； 对其他的未来的损害赔偿，至
被侵权人的终生。
5． 定期金执行期间的给付金额变化 。由于定期金赔偿很多是在直至赔偿权利人死亡的时间内进行
，
的 时间较长，涉及赔偿的统计数据标准会发生变化 ，因此，在执行期间有关统计数据发生变化的，给付
金额应当适时进行相应调整。定期金赔偿的变化必须由法院作出确定 ，并体现在法律文件中。
这种“执行期间有关统计数据发生变化的 ，给付金额应当适时进行相应调整 ”，称为变更判决之诉，
即定期金给付判决作出后，作为判决给付内容所依赖的基础事实发生显著变化 ，如依原判决继续履行显
失公平，当事人有权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法院对于原判决作出适当变更。 依照学者的研究，认为司法解
释规定“相应调整”时，尽管意识到定期金给付判决的变更问题，但我国并未从既判力 （ 前诉和后诉关
系） 的角度来审视现有制度的合理性 ，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根本未有意构建专门的变更判决之诉 。③ 因
此，应当将定期金的相应调整与变更判决之诉有机地衔接起来 ，构建成完整的定期金判决变更之诉制
度。在当前，可以将“相应调整”作为变更判决的基础，依照变更判决之诉的规则，确定定期金判决的相
应调整。至于立法的制度构建，学者建议，面对德、日两个变更判决之诉对定期金赔偿变更之适用采取
宽松与限制两种对立态度，我国应借鉴日本做法，以维护定期金判决之诉既判力为宗旨构建定期金赔偿
变更条款，要求作为定期金赔偿变更依据的新情况 、新理由必须发生在前诉口头辩论终结之后，客观上
不可被预见并具有重大性的意见 ，④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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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关于定期金赔偿的规定没有完全解决《民法典 》第 1187 条没有明文规
定定期金赔偿的缺陷。对此，应当通过对《民法典》第 1179 条的不确定内容具体化，对第 1187 条规定的
分期支付扩张解释为包含定期金赔偿制度 ，进而对新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16 条、第 20 条的规定
进行补充，形成我国完善的定期金赔偿制度 ，以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保护人身损害中被扶养人扶养来源
损失的救济，同时平衡好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 。

Subject： The Lack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Ｒules of Periodic Payment for Tort Damages
Author ＆ unit： YANG Lixin（ The Ｒesearch Center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Juris Prudence，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installment payment stipulated in Article 1187 of the Civil Code is not a fixed－term periodic payment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word． The specific rules of periodic compensation stipulated in the new version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Personal Injury Compens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can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the judiciary． However，there is a clear
deficiency in this rule，which does not include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living expenses of the deceased＇s dependents in the scope
of periodic compensation，nor does it specify the judgment and change of the fixed － term payment judgment． These elements
should be supplemented．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supplement it with judicial interpretation，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Code． Judicial practice shoul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rul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fixed－term benefits，and the application
of rights holders on the basis of claims for personal injury that meets the purpose of periodic compensation shall be applied． In this
way，we can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right holders of parental compensation and balance the interests between the parties．
Key words： periodic payment for tort damages； tort liability ；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lack of the rules； specific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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