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第 5 期·专 论

损害赔偿法中受害人共同责任的规范模式*

程 啸

(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 受害人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可归责地共同起作用时，可以相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

偿责任。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区分侵权赔偿责任与违约赔偿责任的基础上，在侵权赔偿责任

中适用过失相抵处理受害人共同责任的问题，而在违约赔偿责任中区分对待受害人与有过失与减损

义务，分别适用过失相抵与减损规则解决受害人共同责任的问题。这种二元规范模式的形成具有法

律继受上的历史原因，我国法应当转而采用一元模式，即确立作为损害赔偿法一般规则的过失相抵规

则，将其统一地适用于包括违约赔偿责任与侵权赔偿责任在内的所有私法上的以及公法上的损害赔

偿责任中的受害人共同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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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论是因侵权行为，还是违约行为，抑或其他法律事实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中，当受害人的

行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可归责地共同起作用时，如果仍令加害人就全部的损害承担赔偿

责任，显然有悖于公平的观念，也不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故此，在这种情形中，损害赔偿法上要相应

地减轻甚或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这就是损害赔偿法上所谓的受害人共同责任 ( Mitverant-
wortlichkeit) 的问题。在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有关规定中，规范受害人共同责任

的规则就是过失相抵( Mitverschulden) 规则，也称“与有过失”、“混合过错”。而在普通法系国家，解

决受害人共同责任的规则被称为“促成过失”(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或“比较过失”( comparative neg-
ligence) 。

现代民法中的过失相抵、比较过失规则建立于自己责任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之上，是对古罗马

法“庞氏规则”、普通法中传统的“要么全赔或要么不赔( all or nothing) ”规则进行修正后的产物。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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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现代民法以自己责任为最基本之理念，任何人都应当为且原则上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既然受

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错，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也具有因果关系，那么受害人当然也要为自

己行为的后果负责。因此，与对他人损害所承担的责任相同，对自己损害的责任义务涉及的也是归责

问题。尽管事实上损害确实在受害人身上发生了，但如果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错，也

应基于法律上的理由令受害人( 共同) 承担该损害的后果。② 另一方面，依据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原则，

不能仅仅因为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或受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存在因果关

系，就全盘否定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同理，在受害人自身以可归责的方式而共同地对于损害的发生或

扩大过失起作用时，如果仍然要求加害人就全部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也是不公平的，有违诚实信用原

则的要求，乃是自我矛盾的法律现象。③

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对于受害人的共同责任采取了不同的规范模式，这种差别影响了我国民事

立法，以至于在我国现行法中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的规范模式，即在侵权赔偿责任中适用过失相抵规

则，而在违约赔偿责任既适用减损规则也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值此我国民法典编纂之时，需要思考的

问题是: 我国现有的规范受害人共同责任的二元模式究竟从何而来? 该二元模式所继受的母法是什

么? 我国法是否依然要沿用现有的模式?

一、域外有关规定中受害人共同责任的不同规范模式

从域外有关规定来看，在受害人共同责任中，围绕着是否区分侵权赔偿责任与违约赔偿责任以及

区别对待受害人造成的损失和减少的损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规范模式。
( 一) 大陆法系的统一规范模式

此种规范模式以德国民法为代表，其特点如下。一方面，不区分侵权赔偿责任与违约赔偿责任，

而是统一适用过失相抵。该规则或被规定于民法典债编的总则部分，作为损害赔偿法的一般规则被

普遍适用; 或虽被规定在民法典债编的侵权法部分，但也适用于债务不履行责任。另一方面，同等地

对待受害人的与有过失和减少损失的义务，法院可能会因受害人的与有过失和未能减少损失而不支

持或仅部分支持其赔偿请求权。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254 条第 1 款规定:“在损害发生时，受害人

共同负担过错的，赔偿的义务人以及应于给付赔偿的范围，由情况，特别是由损害主要是由一方当事

人或者是由另外一方当事人引起的来决定。”该款是对受害人与有过失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受害

人在损害发生时，因违背对自己所负担之义务即存在对自己的过错而对损害的发生可归责地起作用

时，应当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进行损害的分担，即减少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该条第 2 款第 1 句

规定:“即使受害人的过错限于未提醒债务人注意有发生异常重大损害的危险，而此种危险既不为债

务人所明知，也不为债务人所应知的，或者限于未采取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害的，仍然适用此种规定。”
也就是说，所谓受害人的与有过失，也可以表现为其不提醒重大危险以及没有防止或减少损害。再

如，《意大利民法典》第 1227 条第 1 款规定:“债权人的过失行为导致损害发生的，将根据过失的程度

及其引起后果的严重程度减少赔偿额。”这是对债权人与有过失的规定，而该条第 2 款规定:“对债权

人只要尽勤谨义注意即可避免的损失，不予赔偿。”显然，该款是对债权人减少损害的义务的规定。
类似的立法还存在于《奥利地民法典》第 1304 条、《希腊民法典》第 300 条、《荷兰民法典》第 6: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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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捷克共和国民法典》第 417 条与第 441 条、④《日本民法典》第 418 条与第 722 条。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也采取了此种统一规范模式，其第 217 条规定:“损害之发生或扩大，被害人与有过失者，法院

得减轻赔偿金额，或免除之。重大之损害原因，为债务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预促其注意或怠于避

免或减少损害者，为与有过失。”“前两项之规定，于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与有过失者，准用之。”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教授认为，此条之规定是“损害赔偿法”上的一般原则，适用于“私法”与“公

法”上的损害赔偿，其规定了五种与有过失的样态( 损害发生、损害扩大、损害警告、损害避免、损害减

少) ，分别适用于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与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⑤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有关规定之所以统一地适用过失相抵来解决受害人的共

同责任问题，原因在于: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者认为，无论是因债务不履行( 如违约行为) 还是因侵

权行为而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都属于损害赔偿之债。所谓损害赔偿之债，就是一方当事人请求他方当

事人给付，而他方当事人应为给付的法律关系。既然侵权赔偿责任与违约赔偿责任都是损害赔偿之

债，那么完全可以通过“提取公因式”( Ausklammerung) 的方式对基于违约行为、侵权行为和其他原因

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的共通之处做出统一规定; 然后，再就它们的独特之点分别规定。由此，就形成了

一个“总则分则”的损害赔偿法体系。例如，《德国民法典》第二编“债务关系法”的第一章“债务关系

的内容”中的第 249 条至第 255 条就是对损害赔偿法共同性原则和规则的规定，这七条分别规定了损

害赔偿的方法和范围、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的适用关系、所失利益的界定、精神损害赔偿、过失相抵、
赔偿请求权的让与等。作为损害赔偿法的总则，《德国民法典》第 249 条至第 255 条在适用上具有极

高程度的一般性，这些规定不仅适用于依据《德国民法典》各编中的规定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之债( 如

总则中的第 31 条、第 122 条、第 179 条; 物权编中的第 989 条、第 990 条、第 991 条、第 992 条等) ，也

适用依据私法上的但发生原因在民法典之外的法律如德国《商法典》、德国《民事诉讼法》的损害赔偿

之债，以及依据德国《道路交通法》、《航空法》、《原子能法》、《环境责任法》、《产品责任法》、《基因责

任法》等特别法产生的损害赔偿之债。⑥ 既然过失相抵是损害赔偿法的一般规则，当然就适用于所有

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完全没有必要区分侵权赔偿责任与违约赔偿责任，而对受害人的共同责任问题适

用不同的规则。受害人对损害发生的与有过错与其避免损害或减少损害的义务，完全可以同等对待。
也就是说，无论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还是受害人未采取适当措施避免损害的扩大，二者都

与损害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或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 。同时，受害人也都违

反了不真正义务( Obliedgenheiten) ，即没有尽到自我保护的注意义务，而非违反了对他人或为社会公

共利益所负担的法律义务。受害人导致损害发生或扩大的过错，在性质上也不同于加害人侵害他人

权益时的过错，前者属于所谓的“对自己的过错( Verschulden gegen sich selbst) ”，⑦也称“非固有意义

上的过错( Verschulden im unechten Sinne) ”; 后者属于对他人的过错，也称“固有意义上的过错”( Ver-
schulden im echten Sinne) 。

( 二) 普通法系的区分规范模式

在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就受害人的共同责任问题，没有如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那样采取统一

的规则予以解决，而是形成了一个区分的或者说二元的规范模式。申言之，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中，

如果受害人因其过错而导致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应当适用助成过失或比较过失的规则，相应地减轻甚

或免除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在违约赔偿纠纷中，不适用助成过失或比较过失的规则，而是由法律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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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非违约方负有避免或减少损害的义务，即当非违约方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来避免损害的发生或

扩大时，法院将会相应地减轻或免除违约方的赔偿责任。例如，在英国法上，受害人的与有过失原则

上要么不构成合同请求权的抗辩，要么根据损失并非违约所致的理论，完全不能引起损害赔偿责任。
只有当债务人同时负有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而原告也未能谨慎行事的情况下，才可以减少损害赔偿

责任。⑧ 这就是说，受害方的过失在违约诉讼中从来不被作为一种抗辩的理由，但在侵权诉讼中却常

常被作为一种抗辩的理由。⑨ 英国合同法很早就确立了原告的减轻损失的义务( duty of mitigate) 作为

对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一项限制性规则。在 1912 年的“British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 v． Underg-
ound Electric Ｒys Co． of London”案中，英国上议院首次确定了原告的减损义务，该案的判决指出:“基

本的原则是应当赔偿那些因违约自然产生的金钱损失。然而，这一原则受到第二个原则的限制，即原

告有义务采取所有合理的步骤减少由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他不能要求赔偿由于他未采取这些步骤所

引起的损失。”瑏瑠减损义务包括两方面的涵义: 其一，原告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减少其损失; 其二，原

告不能采取不合理的措施扩大其损失。如果原告违反此项义务，无权就因此而造成的或增加的损失

请求被告给予赔偿。学者们认为，所谓原告减轻损失的义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义务，没有履行该义务

也并不导致责任的发生，只是须相应地减少原告能够获得的赔偿额。瑏瑡

在侵权赔偿案件中，当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错时，早期的英国普通法采取了所谓

“要么全赔或要么不赔”的规则，即受害人的“促成的过失(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将使其无法获得

赔偿，除非侵权人主观是故意的。Blackburn 勋爵曾指出: “法治意味着，如果损害是由于双方的过错

而发生的，那么无论其中一方的过错如何微小，损害都应停留在其发生的地方。”瑏瑢由于这样的规则对

受害人十分不公平，英国法对侵权赔偿责任逐渐废弃了“要么全赔或要么不赔”的规则，而是逐渐采

取了损害分担的方法。1945 年英国颁布了《法律改革( 助成过失) 法》( Law Ｒeform( Contributory Neg-
ligence) Act 1945) 。该法第 1 条第 1 款规定:“任何人因自己的部分过错与其他一人或数人的部分过

错而遭受损害的，其损害赔偿请求并不因受害人的过错而丧失，但是与此相关的赔偿金将依据法院在

考虑请求人于损害赔偿责任中的作用以其认为正义公平的方式加以减少。”此外，依据该法第 4 条，

所谓“损害”包括财产的损害以及生命与人身的损害，而“过错”包括过失，违反成文法或其他产生侵

权责任的作为或不作为，或除该法之外可能产生的助成过失的抗辩。然而，在合同损害赔偿纠纷中，

如果非违约方的过错并没有中断违约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只是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

作用，能否适用上述《法律改革( 助成过失) 法》的规定? 原告是否会因为本身对损害发生的过失而减

少可得到的赔偿呢? 对此，存在很大的争议。瑏瑣 目前的判例只是承认，在那些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

合的案件中，可以适用《法律改革( 助成过失) 法》关于受害人助成过失的规定; 在单纯的合同纠纷案

件中则不能引用，在欺诈的案件中也不能引用。
美国法受到英国法的极大影响，也在区别侵权赔偿责任与违约赔偿责任的基础上，分别适用不同

的规则处理受害人共同责任的问题。《美国侵权法重述( 第二次) 》第 17 章对侵权赔偿案件中受害人

与有过失以及赔偿责任的减免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同时，《美国合同法重述( 第二次) 》则规定了

非违约方的减损义务。该重述第 350 条规定:“( 1) 除本条第 2 款另有规定外，受害当事人就无须承

受不当危险、负担或屈辱之情形下得避免之损害，不得请求赔偿; ( 2) 受害当事人采取了合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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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注④，巴尔、克莱夫主编书，第 813 页。
［英］P． S． 阿蒂亚:《合同法导论》，赵旭东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3 页

参见冯大同主编:《国际货物买卖法》，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9 页。
G． H． Treitel，The Law of Contract，11th． ed． ，Sweet＆Maxwell，2003，P． 977，P． 976．
Ｒ． F． V． Heuston ＆ Ｒ． A． Buckley，Salmond ＆ Heuston on the Law of Torts，20th． ed． ，London: Sweet ＆ Maxwell，1992． ，499 ～ 500．
参见何美欢:《香港合同法( 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6 － 657 页; 何宝玉:《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96 － 697 页。



却仍未避免的损失，不适用第 1 款的排除损害赔偿的规则。”
综上可知，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侵权赔偿责任中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

错时，可以适用与大陆法系国家过失相抵规则相同的助成过失规则或比较过失规则，减轻甚至免除侵

权人的赔偿责任; 违约赔偿责任中非违约方只是负有减损义务，如果其不履行该义务导致损失扩大或

增加，则不能就该部分损失获得赔偿，至于非违约方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的情形，除非构成因果关

系中断而不发生违约责任，否则不能适用助成过失规则减轻违约方的赔偿责任。
( 三) 两种规范模式对国际公约及国际示范立法的影响

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对受害人共同责任的上述两种规范模式，先后影响了一些国际公约和国际

示范立法文本。这一点突出的表现在由两大法系专家学者共同参与起草的以下两个国际公约和国际

示范立法文本之上。
其一，《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CISG) 。该公约由两大法系中主要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政

府官员参与起草完成，但在对受害人共同责任的规范问题上，其中的有关规定受到了普通法的影响，

没有采纳德国法的过失相抵规则，而是明确规定了非违约方的减损义务。《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公约》第 77 条规定:“声称另一方违反合同的一方，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减轻由于该另一方

违反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如果他不采取这种措施，违反合同的一方可以要求从

损害赔偿中扣除原可以减轻的损失数额。”不过，从该公约第 80 条来看，似乎又很有一些过失相抵的

味道。瑏瑤 该条的中文官方译文为: “一方当事人因其行为或不行为而使得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

时，不得声称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然而，如果将其英文原文直译成中文则是: “一方当事人

的行为或不行为造成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履行义务，按照所造成的不能履行的程度( to the extent that) ，

当事人不得声称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由此可见，另一方的免责也应当与当事人的行为或不行为造

成另一方不履行义务的程度相适应。瑏瑥

其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PICC) 。该通则是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历经十余年，组织了数十个

国家的专家、学者和律师于 1994 年共同起草完成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违约损害赔偿中受害

人共同责任的问题，兼采大陆法系的过失相抵与普通法系的减损规则。一方面，该通则的第 7． 4． 7 条

规定:“如果损害部分归咎于受损害方当事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或是由该方当事人承担风险的其他

事件所导致，在考虑到每方当事人的行为的情况下，损害赔偿的金额应扣除因上述因素导致的损害部

分。”另一方面，该通则的第 7． 4． 8 条规定:“( 1 ) 不履行方当事人对于受损害方当事人所蒙受的本来

可以采取合理措施减少的那部分损害，不承担责任。( 2) 受损害方当事人有权对试图减少损害而发

生的一切合理费用要求赔偿。”至于上述两个条文的关系，《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释义指出，第 7． 4． 7
条必须与第 7． 4． 8 条结合起来理解，前者涉及的是受损害方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的起因，而后者涉及

的是该方当事人之后的行为。瑏瑦 换言之，该通则第 7． 4． 7 条规范的是受害人的行为与加害人的行为

共同导致损害发生的情形，而该通则第 7． 4． 8 条规范的是加害行为发生后，受害人的行为导致了损害

扩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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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瑏瑦

我国有学者认为，该公约第 80 条规范的是双方都存在违约的情况，即双方都存在“行为或不行为”，但后者的违约必须是前者造成

的，因此，当后者要求免责时一定要证明其不履行是完全由于前者所造成的而且仅在此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后者的免责一定要与

前者的行为或不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参见张玉卿:《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 第三版) ，中国商

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18 页。
有学者认为，该条是该公约第 7 条诚信原则的体现，它阐明的原理和规则是: 当事人本来就不应该拥有某些权利，如果他本身的不

当行为使他失去了获得这些权利的理由。参见李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 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2 － 383 页。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8 页。



二、当前我国法上受害人共同责任的规范模式及争议

( 一) 我国法上的二元规范模式

1986 年颁布的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如同《德国民法典》那样设立债编( 章) ，并确立损害赔偿法

的一般规则。在我国《民法通则》的起草者看来，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是民事责任，

而非单纯的损害赔偿之债。故此，我国《民法通则》单列了“民事责任”一章，其中分列三节，即“一般

规定”、“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与“侵权的民事责任”。然而，受害人的共同责任问题并未规定在“一

般规定”这一节中，而是在“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与“侵权的民事责任”这两节中通过不同的规则加

以规范。首先，就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中受害人共同责任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过失相

抵规则，而是确立了非违约方的减损义务，即该法第 114 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

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 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

失要求赔偿”。其次，对于侵权赔偿责任中受害人的共同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在第六章“民事责任”
第三节“侵权的民事责任”中确立了过失相抵规则，即该法第 131 条规定的“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

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这样一来，原本在德国法中被作为损害赔偿法上一般性规则的过失相抵，在我国法中就仅仅是一

项侵权法上的规则。而在违约损害赔偿中，我国法则借鉴普通法系国家的规定确立了减损规则。我

国《民法通则》所显示出的这种区分侵权赔偿责任与违约赔偿责任，分别规范受害人共同责任的二元

规范模式，被此后陆续颁布的我国《合同法》、我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进一步强化。1999 年通过的

我国《合同法》延续了我国《民法通则》的做法，继续在第七章“违约责任”中的第 119 条规定了减损规

则，同时该条借鉴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 77 条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7． 4． 8 条

的规定，对减损规则的内容做了更完善的规定，即明确了非违约方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应由违约方承担。2009 年通过的我国《侵权责任法》更是明确地将过失相抵作为减轻侵权人赔偿责

任的事由，规定于该法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中的第 26 条。
如果仅有我国《民法通则》、我国《合同法》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那么我国现行法对

受害人共同责任的规范模式应当说与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大体相同，即区分对待受害人的与

有过失与受害人的减损义务，前者适用于侵权赔偿责任，后者适用于违约赔偿责任。从法律继受的角

度上说，这种规范模式也无可厚非。然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却打乱了这一格局。2009
年 7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 法发〔2009〕40 号) 第 10 条第 1 句明确指出，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

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

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

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此后，2012 年 3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45 次会

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买卖合同解

释》) 更是明确规定了买卖合同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中也适用过失相抵规则。该解释第 30 条规定:“买

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

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司法解释起草者明确指出，该条规定的是过失相抵，该规则是“公平原则

的具体化，不仅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领域，在侵权损害赔偿领域也有其适用”。瑏瑧 如此一来，我国法对

受害人共同责任的规范模式就变得比较混乱了: 一方面，在侵权赔偿责任中就受害人的共同责任问

题，单独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加以处理; 另一方面，在违约赔偿责任中，对于受害人的共同责任问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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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66 页。



适用两项规则，即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于违约损害的发生都有过错的，应当适用过失相抵规则，而非违

约方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时，适用的是减损规则。这就使得我国现行法上规范受害人共

同责任的二元规范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也不同于普通法系，而与两大法系学者共同拟定的《国际

商事合同通则》极为相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民法学界就违约责任中有无必要同时规定过失

相抵规则与减损规则、是否应当在损害赔偿法中统一适用过失相抵规则等问题产生了极大的争议。
( 二) 学说上对违约赔偿责任中应否规定过失相抵规则的争议

就违约赔偿责任中是否仅需要减损规则，还是应当同时规定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抑或完全

可以通过过失相抵规则统一解决损害赔偿法中的受害人共同责任的问题，学说上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原有的对受害人共同责任的二元规范模式并无问题，只是因为司法解释错

误地在违约赔偿责任认定中确立过失相抵规则而产生了问题。也就是说，在违约赔偿责任中只需要

规定减损规则即可，完全没有必要同时规定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首先，从我国《合同法》的起

草过程来看，对于是否在违约赔偿责任中规定过失相抵规则经历了一个“否定—肯定—否定”的历

程，最终立法者既未采纳学者建议规定过失相抵规则( 而删除减损规则) 的方案，也未采纳《国际商事

合同通则》并行规定过失相抵规则和减损规则的方案，而是依旧坚持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我国
《民法通则》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立场，只是规定减损规则，而否定了过失相抵规

则。瑏瑨 其次，从违约形态分析，不宜规定违约责任的过失相抵规则。因为在债务不履行、迟延履行和

瑕疵履行等三种违约形态中，只有瑕疵履行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时候，才会发生受害人与有

过失的问题。在迟延履行和不履行中，均不会发生受害人与有过失的问题，故此，在违约赔偿责任中

规定过失相抵规则的意义不大。事实上，很难就违约责任适用过失相抵规则举出适当的案例。再次，

我国《合同法》坚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立场不承认过失相抵规则，而以减损规则( 该

法第 119 条) 和不可预见规则( 该法第 113 条第 1 款末句) 来协调违约方与受害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足以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公平。瑏瑩 且因减损规则和不可预见规则采取客观化判断方法，回避了判断主

观过失的困难，具有方便操作的优点，易于使法院裁判实现这一立法目的。因此，《买卖合同解释》第
30 条在违约赔偿责任中确立过失相抵规则是一个错误的规定，应予废除。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法在违约赔偿责任中应当兼采过失相抵与减损规则，这是完全正确

的。瑐瑠 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规则，存在很大差别。首先，过失相抵不仅在发生违约后，也在发生违

约前，而减损规则主要适用于发生违约行为后。瑐瑡 在我国法上，同时承认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其分

界线就是以时间来划分，即过失相抵分管的是损失发生的阶段，减损规则分管的是损失扩大的阶

段。瑐瑢 其次，在过失相抵规则适用的场合，债权人就因其损失的事件部分承担责任，而减轻损失规则

场合，债权人仅仅就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以避免被告违约导致的损失承受后果。瑐瑣 再次，二者违反的

义务不同。减损规则中债权人违反的义务是法定义务，而与有过失场合债权人违反的义务中有些是

约定的义务。瑐瑤

第三种观点认为，无论是侵权赔偿责任还是违约赔偿责任，对于受害人共同责任的问题，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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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过失相抵规则予以调整即可，完全没有必要区别规定。一方面，在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中，仅规

定非违约方的减损义务也不全面，因为“在违约的情形下，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亦属有

之; 在侵权行为的情形，被害人未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的，亦属有之”。瑐瑥 另一方面，如果非

违约方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第 114 条而怠于防止损失的扩大，就是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此

时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即可解决，无须效仿普通法规定一个所谓的减损规则。瑐瑦

笔者认为，在讨论违约赔偿责任中是否应当在减损规则之外再行认可过失相抵规则的问题之前，

必须先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就违约赔偿责任不适用助成过失或比较过失

的规则，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就可以针对违约赔偿责任和侵权赔偿责任统一适用过失相抵规则?

对此，我国一些学者认为，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两大法系中违约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不同。在英

美法上，违约责任就是严格责任，并不强调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而只关注客观行为，强调违约行为之损

害赔偿只具有补偿性，惩罚过错是侵权行为法等部门法的任务，合同法并不发挥惩罚过错的功能，因

而在合同法中很难引入与有过失或比较过失的规则。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债务不履行通常

以过错为要件，因此不存在英美法上引入与有过失或过失相抵的障碍，加上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固有

的体系化偏好，自然对于债务不履行责任和侵权责任适用统一的与有过失或过失相抵规则。瑐瑧 笔者

认为，这一解说并无说服力。事实上，过失相抵的法理基础并非惩罚有过错的当事人，其乃基于公平

与诚信原则而产生的规则，是建立在损害的分担与平等原则这两项法律原则基础之上的。况且，过失

相抵中受害人的过错本身并非德国法上的“固有意义上的过错”，受害人违反的也不是不得侵害他人

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而只是自我保护的义务，这是一种不真正义务。故此，过失相抵中受害人的

过错，是指受害人没有采取合理的注意或者可以获得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免受损害，以

致遭受了他人的损害或者导致了损害结果扩大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此种过错被称为“非固有意义

上的过错”或者“对自己的过错”瑐瑨

在笔者看来，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在违约赔偿责任中不规定过失相抵规则，根本原因在

于: 普通法虽然在侵权赔偿责任中修正了传统的“要么全赔要么不赔”的规则，转而采用助成过失或

比较过失的规则，但就违约赔偿责任而言却依然奉行传统的“要么全赔要么不赔”的规则，即受害人

的与有过失原则上要么不构成合同请求权的抗辩，要么根据损失并非违约所致的理论，根本就不会导

致损害赔偿。除非债务人同时负有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而原告也未能谨慎行事的情况下，才可以减

少损害赔偿。瑐瑩 也就是说，受害方的过失在违约诉讼中从来不被作为一种抗辩的理由，但在侵权诉讼

中却常常被作为一种抗辩的理由。瑑瑠 应当说，普通法的这种在违约赔偿责任中完全否定过失相抵规

则适用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正因如此，1993 年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就曾明确建议，

修改 1945 年的《法律改革( 助成过失) 法》，以便在至少是基于过失而承担合同责任的案件中，也可以

依据受害人对损害发生的过失来确定损害赔偿的比例。瑑瑡 此外，由德国著名法学家克里斯蒂安·冯

·巴尔教授、英国法学家埃里克·克来夫等二百多名欧洲法律学者共同完成的、旨在为官方的《欧洲

示范民法典》提供可行范本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也改变了普通法否定违约赔偿责任中过失相

抵规则的做法，而在该草案的第 3 卷“债及相关权利”第 3 章“不履行的救济”中，就违约赔偿责任中

的受害人共同责任问题，同时规定了过失相抵规则与减损规则。前者旨在规范由于债权人的原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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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六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7 页，注 2。
朱卫国:《过失相抵论》，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 第 4 卷) ，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0 页。
参见前注瑐瑠，韩世远书，第 645 页; 前注瑐瑠，崔建远书，第 368 页。
Medicus /Lorenz，SchuldrechtⅠAllgmeiner Teil，18． Aufl． ，S． 354．
参见前注④，巴尔、克莱夫主编书，第 813 页。
参见前注⑨，阿蒂亚书，第 473 页。
同上注，阿蒂亚书，第 473 － 474 页。



致损害发生或扩大时减轻债务人赔偿责任的问题，即该草案第Ⅲ － 3: 704 条之规定: “债权人促成了

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其结果的，债务人在相应范围内就债权人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后者旨在规范因

债权人本来可以采取适当措施减轻或消除不履行所造成的损失时减轻债务人的赔偿责任问题，即该

草案第Ⅲ － 3: 705 条之规定:“( 1) 债务人对债权人所遭受的若采取合理措施本可以减轻的损失不承

担责任。( 2) 债权人就其为减少损失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得请求赔偿。”瑑瑢

然而，在我国法上，虽然我国《民法通则》与我国《合同法》仅在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中规定了减损

规则而没有规定过失相抵规则，但却不存在普通法系中无法解决违约人与受害人的共同原因导致违

约损害发生时如何分担损害的问题。因为我国《民法通则》第 113 条与我国《合同法》第 120 条规定

的双方违约即可解决该问题。所谓双方违约，是指同一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形，其

包含了部分过失相抵的内容。这两条中“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表述本身就体现了损害分担的思

想。瑑瑣 当然，双方违约的类型较为复杂，按照双方的违约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将之分为以下三种情

形。其一，双方当事人都存在违约行为且因各自的违约行为分别对对方造成了不同的损害。例如，在

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 A 出租给承租人 B 的房屋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瑕疵，给 B 造成了人身

伤害，而承租人 B 也一直拖欠了 A 的租金。在这个例子中，A 和 B 都存在违约行为，但分别给对方造

成的是不同的损害，不涉及损失分担的问题，瑑瑤而应由 A 和 B 各自向对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当然，双

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依法抵销。其二，双方都存在违约行为，但一方的违约行为是导致另一方发

生违约行为的原因。这实际上就是前述《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 80 条所规范的典型情形

之一，依据该条，“一方当事人因其行为或不行为而使得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不得声称该另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例如，A 公司为 B 公司代理出口 5 万盒桔子罐头，A 公司与 C 公司就该货

物签订了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C 公司越过 A 公司，直接与 B 公司签订了购买该 5 万盒桔子罐头

的合同。显然，A 公司无法履行买卖合同，但其违约行为乃是 C 公司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所导致的，

故 A 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瑑瑥 此案中，由于只有一方需要承担违约责任，而另一方无须承担违约责

任，也不发生过失相抵的适用。其三，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了损害，但是受害人

也存在违约行为或其他具有过错的行为且该行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部分的原因力，只不过此种原

因力尚未中断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形中就可以依据我国《民法通

则》第 113 条与我国《合同法》第 120 条规定的双方违约制度，减轻违约方的赔偿责任。例如，原被告

之间订立服装加工合同，约定由被告为原告加工制作服装并包装成箱，同时原告有义务为被告提供相

应的纸箱用于包装制作好的服装。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提供 100% 包装成箱的服装，因此被

告存在违约行为，应当就由此给原告造成的包装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然而，被告这一违约行为产生

的主要原因是原告未按约向被告提供辅料( 即纸箱) 的违约行为所致。故原告也存在违约行为，对损

害的发生具有过错。不过，原告虽未向被告提供纸箱，但因被告系从事服装加工行业的厂家，根据诚

信原则，被告应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现被告并未履行该义务，故被告对其违约行为的产生亦存在一

定的过错。由此可见，此案中原被告双方都存在违约行为，可以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第 113 条与我

国《合同法》第 120 条规定的双方违约加以处理。瑑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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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参见前注④，巴尔、克莱夫主编书，第 809 － 814 页。
我国一些学者正确地指出，尽管该条是规范双方违约及其责任的分担，但举重以明轻，不论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有无过错，债权人对

此不履行合同的情形也具有过失，应当减轻债务人的责任，所以该条含有与有过失规则的内容。参见前注瑐瑠，崔建远书，第 366 页;

前注瑐瑠，朱广新书，第 599 页; 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17 页。
这种情形下，双方违约与过失相抵是不同的。有些学者只看到了双方违约中的此种情形，没有考虑其他两种情形。参见前注瑐瑠，韩

世远书，第 642 页; 前注瑏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第 472 页。
参见前注瑏瑥，李巍书，第 155 页。
以上案例根据“上海纬一针织服饰有限公司与上海慧峰针织服装制衣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案”的案情改写而成。参见上海市奉

贤区人民法院( 2013) 奉民二( 商) 初字第 3301 号民事判决书。



此外，即便受害人的行为不构成违约行为，但如果其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由于我国法上广泛

地认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我国《合同法》第 122 条、我国《民法总则》第 186 条) ，而基于请

求权自由竞合说，在原告针对被告提起侵权赔偿之诉时，被告完全可以主张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第
131 条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6 条的过失相抵规则而减轻赔偿责任。因此，在对被告违约行为的产

生存在重大过错时，而被告对其违约行为的产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可以根据过失相抵规则，相应地减

轻被告的违约赔偿责任。例如，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原告购买了被告出售的一辆货车。
在原告驾驶该车运货的时候，因汽车轮胎的钢圈破碎导致翻车，给原告造成了损害。经查，被告出售

的汽车的质量不合格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但原告的汽车运送的货物超过承载负荷即超载也是事

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案件中，被告虽然存在违约行为而给原告造成了损害，但原告超载这一行

为也是导致损害的原因，故该损害是双方的行为共同造成的。瑑瑧 显然，这种情形可以适用过失相抵规

则，从而减轻被告的侵权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我国《民法通则》与我国《合同法》立足于违约赔偿与侵权赔偿的责任区分，分别适用

减损规则( 以及双方违约) 来处理违约赔偿中的受害人共同责任，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处理侵权赔偿中

的受害人共同责任，大体上来说是可行的，并无太大的问题。可是，司法解释一旦在违约赔偿责任中

也引入过失相抵规则，就会发生如何处理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的关系问题。此外，随着我国《民

法总则》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颁布，我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进入快速推进状态。如何规范受害人

共同责任的问题不得不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

三、未来我国法中受害人共同责任的规范模式

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未来的我国民法典应当确立债法总则编，瑑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来

的我国民法典不会如同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那样专门规定债法总则编。这是因为，从国家立法机关

明确的立法规划来看，一方面，作为债的主要发生原因的合同与侵权行为，由于我国《合同法》、我国
《侵权责任法》已有规范，只需要将这两部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增删修改，分别规定于我国民法典的合

同法编与侵权责任法编即可; 另一方面，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其他债的发生原因，已经被规定在我国
《民法总则》的第五章“民事权利”中。我国《民法总则》第 118 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

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

一定行为的权利。”我国《民法总则》第 119 条至第 122 条分别对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和不当利

得的法律效力或法律效果做出了简单的规定。
这样一来，就损害赔偿法中的受害人共同责任的问题而言，未来的我国民法典基本上就不可能如

同大陆法系民法典那样，在债编总则部分确立一个统一的规则。可是，如果维持我国现行法律以及司

法解释的规定，未来我国法中就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规范模式，即合同法编中过失相抵与减损规则并

存，而侵权责任法编中仅有过失相抵规则。笔者认为，这种规范模式并不可取，比较妥当的模式应是

建立统一的规范受害人共同责任的规则并将之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的“民事责任”这一章中，这不仅

可以使得民事法律规范的体系结构更加严谨，也能够减少法官适用法律上的麻烦。
首先，应当同等看待受害人的与有过失与减损义务，进而将过失相抵与减损规则加以整合，并做

统一规定。完全没有必要在侵权法中不区别对待受害人的与有过失与减损义务，而在合同法中区分

二者。一方面，从性质上说，减损规则是共同过错归责的一种特别规定，是在责任范围因果关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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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例案情参见前注瑏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第 470 页。
参见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中外法学》2001 年第 1 期; 崔建远:《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清华大

学学报( 哲社版) 》2003 年第 4 期; 柳经纬:《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第 7 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王利明:《债权总则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地位及其体系》，《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 7 期。



出现的共同过错。瑑瑩 无论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还是对损害的扩大有过错，从而减轻甚至免除

赔偿责任，都是解决受害人共同责任问题的法律规则，均建立于损害分担和平等原则基础上，区分二

者并无实际意义，徒增混乱。另一方面，在违约赔偿责任中，不仅非违约方在损害发生后负有采取合

理措施减轻损害的义务，而且其在损害发生前也应负有采取措施防止损害发生的义务。同理，在侵权

赔偿纠纷中，被侵权人不仅于损害发生之前负有防止损害发生的义务，在损害发生之后亦负有减少损

害的义务。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6 条只规定了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时，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赔偿责任，却没有规定被侵权人在损害发生前防止损害发生的义务以及在损害发生后减少损害的

义务，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其次，受害人共同责任问题在几乎所有的损害赔偿责任或损害赔偿请求权中都会产生，无论是侵

权赔偿责任、违约赔偿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等私法上的赔偿责任，还是国家赔偿责任等公法上的损害

赔偿责任，都涉及受害人的过错行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可归责地起作用的问题，需要适用过失相

抵规则。即便是排除妨害请求权以及不作为请求权的适用中，也会出现被妨害人因与有过失而适用

过失相抵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所有权人对于妨害的产生具有过错，那么排除妨害和不作为的费用

应当依据所有权人与妨害人之间的责任程度分配。瑒瑠 因此，只有在民法的总则部分中规定受害人共

同责任的解决规则，才有利于将这些规则适用于违约赔偿责任、侵权赔偿责任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损害

赔偿责任中。事实上，我国《民法总则》第八章“民事责任”已经对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紧
急救助、见义勇为等减轻或免除民事责任的事由作出了规定，同为减责或免责事由的过失相抵规则出

现于这一部分的法律规范群之中也是合理的。
最后，对受害人共同责任采取统一规范的模式也可以避免因我国法对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采取

请求权自由竞合说，瑒瑡而产生的在处理受害人共同责任上的一些弊端。例如，甲搭乘 A 运输公司的汽

车出行，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侧翻而导致其受伤，经查甲在乘车时未按照规定系安全带，而受害人

的该行为是导致自己受伤的一个重要原因。依据我国《民法总则》第 186 条以及我国《合同法》第 122
条，该案中受害人甲既可以依据客运合同，要求 A 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也可以依据侵权法的规

定，要求 A 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当甲依据客运合同起诉要求赔偿时，由于不系安全带而造成的

损害本身不能看做“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这种行为只能认为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

有一般过失，加之受害人不系安全带的行为并非违约行为，也不符合减损规则的适用要件。因此，无

法因为受害人的与有过失而减轻 A 公司的赔偿责任。但是，在受害人依据侵权法要求 A 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时，A 公司即可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6 条的规定主张受害人与有过失，从而减轻赔偿责

任。当然，人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我国当前司法实践对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采取请求权自由竞合理论

的后果，但这种结果显然是不妥当的。因此，通过统一的规则来规范损害赔偿法中的受害人共同责任

问题，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法完全可以不必延续现有的对受害人共同责任的二元规范模式，而是可以转而采

用统一规范模式，即不仅将过失相抵规则与减损义务统一规定，且明确规定受害人在损害发生之前负

有防止损害发生的义务，在损害发生后负有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同时，明确因防止损

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赔偿义务人承担。

( 责任编辑: 陈历幸)

19

损害赔偿法中受害人共同责任的规范模式

瑑瑩

瑒瑠

瑒瑡

参见前注瑑瑣，王洪亮书，第 420 页。
［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 第 7 版) 》，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66 页。
程啸:《侵权责任法( 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