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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的比较法专题

译者按: 2013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世界侵权法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在黑龙江大

学召开。本次会议的议题为“产品责任”，针对由奥立芬特教授设计的“刹车片故障案”、“被感染的血液

案”和“桥梁垮塌案”等三个供讨论的虚拟案例，围绕由库齐奥教授拟定的引入严格产品责任的原因、严
格产品责任的正当性、与产品责任相关联的矛盾、概念性问题和实践中规则的不足等供讨论的基本问

题，就“世界侵权法学会”理事所来自的 20 个法域的情况进行了报告，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在会议总结阶段，三位执委会成员杨立新教授、奥立芬特教授、格林教授分别代表亚洲和俄罗斯法

域、欧洲和世界其他法域、北美法域提出了比较法报告。会后，奥立芬特教授和格林教授在发言稿的基

础上，专门为《北方法学》撰写了《产品责任: 欧洲视角的比较法评论》和《产品责任: 北美视角的比较法

评论》两篇文章。我们将这两篇文章翻译出来，组成专题，以飨读者。 ( 王竹)

产品责任: 欧洲视角的比较法评论*

［英］肯·奥立芬特著 王竹 王毅纯译

摘 要:“世界侵权法学会”设计的“刹车片故障案”、“被感染的血液案”和“桥梁垮塌案”
三个虚构案例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检验各个法域缺陷产品责任的适用范围和严格性。“合法期
待”测试与“消费者期待”测试存在两方面的区别。适用于缺陷问题的“风险—效用”测试与适
用于生产者过错问题的“风险—效用”测试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单一的理论不能对严格责任
在现有产品责任法适用范围内提供正当性依据。产品责任是包含消费者法引以为据的典型正
当性事由的自成一格的责任。对更广泛范围的人提供保护，可以基于普通人对市场销售或投
入流通的产品不存在安全性方面的缺陷具有合理期待而正当化。

关键词: 产品责任 “合法期待”测试 “消费者期待”测试 “风险—效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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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侵权法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三个产品责任案例①主要是为了突出两个

问题: 第一，在特别制度之下，我们所谓的“产品责任”的责任性质，即在何种程度上是严格责任而非最

终落脚于“过错”的概念? 其二，与普遍适用于侵权法的过错责任相比，在缺陷产品造成的损害方面采

用特殊的更为严格的责任的正当性何在? 笔者首先将对三个假想案例的设计思路进行简要的说明，然

后试图从欧洲视角来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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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三个产品责任案例设计思路的说明

“世界侵权法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三个产品责任案例的案情和设计思路简

述如下:

案例一:“刹车片故障案”
案情: X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自行车。2011 年，X 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使用其经过测试后发现比传统

材料更便宜、更耐用且总体而言更有效的新材料来生产刹车片。X 有限责任公司知道在特别情况( 温

度、地面湿度、油污等) 同时具备时，新刹车片材料可能存在突然失灵的微小风险，但是该公司认为此种

风险最终发生很有可能仅仅是非常罕见的，而且比起新材料的一般优点此种风险并不重要。在该公司

所有采用了新刹车片的自行车的产品使用说明书中，都用小字体对失灵的可能性做了说明。A 购买了

一辆这种自行车，是因为新刹车片故障发生的事故中受伤的少数人之一。A 的自行车损坏了。行人 B
也因为同一事故受伤。

设计思路:“案例一”主要关注设计缺陷，试图了解各法域产品责任是真正的严格责任还是最终基

于过错的责任，尤其是“风险—效用”规则在各法域的适用情况以及该规则是否对严格产品责任的定性

产生影响。由于 X 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在自行车附带的产品说明书中对刹车失灵的可能性作出的警示

是充分的，因此，警示是否充分的问题将引出营销缺陷问题。行人 B 的设计是为了检验各法域产品责

任是否适用于不是购买者的第三方。
案例二:“被感染的血液案”
案情: 2005 年 A 在 X 医院由于输血被感染了 N 型肝炎。感染的来源是 Y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给 X

医院的血液，而血液是从不知道自己是 N 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捐赠者 Z 采集的。当时，在献血中存在 N
型肝炎的风险已经被发表在某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所揭示，但世界上只有少量的研究室有能力检测其

在特定数量的血液当中的存在。而且，多数科学团体并不相信此种情况( N 型肝炎) 真正存在。直到后

来此种情况的存在才被普遍接受，能够使医院和血液提供者筛选出血液被感染群体的检测方法才被开

发出来。
设计思路:“案例二”关注的焦点是生产缺陷，并了解“血液”在各法域是否被视为产品，以及这种是

否属于产品的定性对被污染的血液致害责任的法律适用造成的影响。“案例二”提出的进一步的议题

即为众所周知的发展风险抗辩，希望通过该案了解各个法域发展风险抗辩的判断标准，以及发展风险抗

辩事由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产品缺陷表面证据责任的严格性。
案例三:“桥梁垮塌案”
案情: A 是正在行使公共通行权的行人，由于 Y 委托 X 有限责任公司在 Y 所有的土地上建造的桥

梁垮塌而受伤，桥梁建设基于 Y 直接委托的 Z 建筑师所起草的设计图。后来发现 Z 的设计图是有缺陷

的并且导致了垮塌。Y 承担了指示另一位建筑师重新设计桥梁的费用，并且根据最初的约定，X 有限责

任公司有义务无附加报酬地建造一座新的桥梁。

③ 参见［奥地利］海尔穆特·库齐奥:《比较法视角下的产品责任法基础问题》，王竹、张晶译，载《求是学刊》2014 年第 2 期。

设计思路:“案例三”关注严格产品责任在各法域是否可以适用于缺陷不动产和缺陷服务，了解建

筑设计图本身在各法域是否能视为“产品”而据此承担严格产品责任。试图了解各个法域产品责任与

合同责任的关系和区别，不动产责任与动产责任的差异及其正当性，以及提供服务的责任和提供产品的

责任的差异及其正当性。

二、产品责任在本质上是否是真正的“严格”责任

在探寻产品责任的本质时，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它是否如同通常所称谓的那样，是严格责任，即

意味着其独立于过错。诚然，库齐奥教授将其界定为“极严格责任”，③但许多学者对此描述持有争议。
例如，加拿大的费尔德舒森教授认为，产品责任已经“瓦解为过错”且与过错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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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法国的博尔盖蒂教授则认为产品责任与过错责任“或多或少相同”。④

一种明显但略显老套的看法是，生产者并非对其所有产品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仅对其特殊类型

的产品，即缺陷产品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因此，尽管尚不能排除质疑，但至少应当承认，在缺陷产品方

面，产品责任是严格责任，即与传统的过错责任相比，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的确都具有严格或者至少更

为严格的特征。分析此问题的概念性框架即为三种缺陷类型的经典区分: 制造缺陷( 或称“不合格缺

陷”) 、设计缺陷和营销缺陷( 或称“信息性缺陷”) 。鉴于本次讨论的三个案例的焦点并非营销缺陷，下

文将主要讨论制造缺陷和设计缺陷。
( 一) 制造缺陷的严格程度

首先，关于不合格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已形成共识，即由于生产过程的某种瑕疵所造成的仅存在于

特定产品中的危险而构成的产品缺陷。⑤“案例二”中被感染的血液即因此存在缺陷而引发严格责任的

适用。在欧洲，这是适用《产品责任指令》规定的“合法期待”测试的结果，即“产品不能满足人们有权期

待的安全即为缺陷……”⑥类似的测试在澳大利亚、以色列和南非也适用。⑦这与在世界其他地区引发

争议的“消费者期待”测试在两方面存在区别: 第一，它是指人们的普遍期待，因此包括生产者、公正的

观察者和消费者的期待; 第二，它是对合法或合理期待( 人们有权期待的) 而非实际期待( 也许是不合理

地膨胀的) 的测试。也许仍然存有这样的质疑，在适当的案例中，产品变化的风险或许众所周知以至于

被认为普遍接受，导致不安全的不合格产品通过正当期待测试而不被视为存在缺陷。一些欧洲的法律

制度通过明确存在于特定不合格产品中的某种危险足以构成缺陷而对任何循此路径的分析予以明确的

排除。⑧

此种不合格缺陷的路径是否在本质上区别于在一般侵权法中适用的“过错”测试? 有学者认为，某

一产品中不合格缺陷的存在无论如何会造成这样一种强烈的推定，即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存在过错; 或许

有人承认，在特殊产品责任制度下形成的责任，将很可能与以生产者过错为基础形成的责任竞合。

④ 参见王竹、王毅纯、邵省:《全球视野下的产品责任典型案例分析》，载《判解研究》2013 年第 2 辑。

⑤ 杨立新:《有关产品责任法的亚洲和俄罗斯比较法报告》，载《求是学刊》2014 年第 2 期。Willem van Boom et al，European Submission

231，284 ff ( Donal Nolan) ，Enrique Barros Bourie et al，Ｒest of the World Submission 375，409 ff ( Ｒonen Perry) ，in WOＲLD TOＲT LAW

SOCIETY CONFEＲENCE ＲEPOＲTS ( Sept． 2013) ． 但 Ｒonen Perry 指出“消费者能否期待产品不存在未知的或未被检测出的风险是

存在疑问的”( ibid，409) 。

⑥ Art 6( 1) PLD．

⑦ Enrique Barros Bourie et al，Ｒest of the World Submission 375，374 ff，in WOＲLD TOＲT LAW SOCIETY CONFEＲENCE ＲEPOＲTS ( Sept．

2013) ． 在南非，“缺陷”只是触发法定严格责任制度的五种原因之一( ibid，377ff) 。与世界其他法域联合报告所涵盖的不同，智利

尚无特定的产品责任制度( ibid，375) 。

⑧ Willem van Boom et al，European Submission 231，285 ( Donal Nolan) ，in WOＲLD TOＲT LAW SOCIETY CONFEＲENCE ＲEPOＲTS

( Sept． 2013) ，介绍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立法。

⑨ 假设对责任的科加不存在其他障碍( 如《血液保护法》) 。

⑩ A v． National Blood Authority［2001］3 All England Law Ｒeports 289．

瑏瑡 District Court of Amsterdam，3 February 1999，Nederlandse Jurisprudentie 1999，621 ( Scholten v． Sanquin Bloedvoorziening) ．

但并非总是如此，“案例二”事实上描述了在生产者方面不存在过错的情形，其产品是社会公益性

的，且仅存在实际上不能排除的统计意义上的微小风险，因而其责任更可能以缺陷为基础而产生。⑨事

实上，“案例二”中“不合格缺陷”是更恰当的术语，因为问题产品( 供输血的血液) 并不是真正“被生产”
的，而是从捐献者处收集的。在这个与已经在英国⑩和荷兰瑏瑡以及其他地区的法院出现的真实案例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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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假想案例中，血液因其包含( 假想的) N 型肝炎病毒而有缺陷( 大多数报告人对此倾向于赞同) 。瑏瑢

这属于不合格缺陷，因为用于输血的标准产品不应感染此种病毒。
( 二) 设计缺陷的严格程度

尽管博尔盖蒂教授对此予以否认，但普遍认为，欧洲《产品责任指令》下的测试已沦为“风险—效

用”比较。在“案例一”中，法庭最终需要权衡使用刹车片新材料的优势是否比由此造成的额外的风险

更重要。尽管此问题最终是一个需要法院解决的问题，但欧洲报告中的表述给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

即法庭在实践中可能更倾向于保护在事故中受损害的受害者。瑏瑣

同样地，也许有人质疑，此处适用的“风险—效用”测试是否实质性地区别于在一般侵权法中适用

的对“过错”的探究。在风险已知的情况下，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别: 若产品的风险超越其效用即为

缺陷，而提供明知存在风险的产品也等于存在过错。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当产品风险并不明知、不能被

合理发现或被合理低估时，两种测试则存在区别。在此种情形下，至少当某人以现在明知而非当时明知

的后见之明评估风险时，产品的生产者和供应商都并非具有可责难性，但产品仍被视为有缺陷。但并非

所有法域都接受对此种后见之明予以考虑的做法。这在美国或许是有疑问的。瑏瑤但是，在此种情形下，

扩张生产者的责任具有两个重要的优点: 第一，避免对在风险明知之前的缺陷产品的初始受害人与生产

者应当意识到风险并对其予以保护的后续受害人之间进行区分; 第二，避免因确定生产者可被视为“知

道”系争风险的具体日期而耗费诉讼程序。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适用于缺陷问题的“风险—效用”测

试与适用于生产者过错问题的“风险—效用”测试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若将后见之明纳入考量，则前

者比后者确立了实质上更为严格的责任。瑏瑥

严格责任在何种程度上被发展风险抗辩( 在对此予以认可的法域) 的适用削弱，这是一个重要的问

题。至少在欧洲，此抗辩仅被有限地承认，甚至当风险仅被一小部分的科学团体认可( 如“案例二”) 且

实际上并不能被消除时，此种抗辩也被排除。瑏瑦因为在提供血液时，瑏瑧N 型肝炎的存在是被科学界普遍否

认的，尽管有一些科学家接受其存在，但也不能在特定数量的血液中检测到它的存在，世界上只有少数

几家研究实验室有进行此种测试的技术。而在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立法的表述基本一致，此种抗辩似乎

被更为广泛地承认，因此在“案例一”中可以适用。

瑏瑢 See Willem van Boom et al． ，European Submission 231，287 ( Donal Nolan) ，Bruce Feldthusen et al． ，North American Submission 327，359 ff ( 对几

乎美国所有州颁布《血液保护法》之前的侵权诉讼进行了介绍) . Enrique Barros Bourie et al，Ｒest of the World Submission 375，409 ff ( Ｒonen

Perry) ，in WOＲLD TOＲT LAW SOCIETY CONFEＲENCE ＲEPOＲTS ( Sept． 2013) ． 注意某些法域采用特殊规则，就产品责任法而言，血液不视

为产品。See Feldthusen et al． ，354 ff.《侵权法重述·第三次·产品责任编》第19 条第 C 款规定:“人类血液及人类组织器官，即使是商业性

提供的，也不适用本重述的规则。”事实上，美国有49 个州都颁布了《血液保护法》，使血液供应者就受污染的血液造成的损害免于严格责任

或违反担保诉讼。Feldthusen et al，357 f． 看起来欧洲普遍认可血液是《产品责任指令》所称的产品。Van Boom et al，282 ( Nolan) ． 澳大利

亚、智利、以色列和南非采取何种路径还需要确定。Barros Bourie et al，406 f ( Perry) ．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以色列，血液制品并非是商业性供

应的，因此依据《缺陷产品责任法》，国家作为供应者不承担责任。ibid，408．

瑏瑣 Willem van Boom et al，European Submission 231，267 ff and 273 f ( Jean － Sébastien Borghetti) ，in WOＲLD TOＲT LAW SOCIETY CON-

FEＲENCE ＲEPOＲTS ( Sept． 2013) ． See also Bruce Feldthusen et al，North American Submission 327，346． 持怀疑态度的观点参见 En-

rique Barros Bourie et al，Ｒest of the World Submission 375，401 f ( Anton Fagan) ．

瑏瑤 Cf Bruce Feldthusen et al，North American Submission 327，347，( 指“后见之明偏见”) ，in WOＲLD TOＲT LAW SOCIETY CONFEＲENCE

ＲEPOＲTS ( Sept． 2013) ．

瑏瑥 参见 Abouzaid v. Mothercare ( UK) Ltd ，The Times ，20 February 2001 (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ALASTAIＲ MULLIS ＆ KEN OLIPH-

ANT，TOＲTS ( 4th edn，2011) 194．

瑏瑦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Case C － 300 /95 Commission v. United Kingdom［1997］ECＲ I － 2649; Willem van Boom et al，European Sub-

mission 231，290 ff ( Donal Nolan) ，in WOＲLD TOＲT LAW SOCIETY CONFEＲENCE ＲEPOＲTS ( Sept． 2013) .

瑏瑧 也就是说，由从捐献者 Z 处收集血液的 Y 有限责任公司( 假定是营利性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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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产品责任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到底是什么

库齐奥教授认为，学说上对严格产品责任的一些可能的正当性的论述要么是不足的，要么是过头

的，应该开放性地接受批判。瑏瑨一方面，它们并未涵盖实际适用严格产品责任的所有情形; 另一方面，它

们论证的正当性并非局限于缺陷产品而是扩展到了更广的范围，如缺陷建筑和缺陷服务。值得讨论的

正当性学说包括:

第一，“危险责任说”，即缺陷产品构成生产者对其有足够控制的危险物品，因而适用严格责任。正

如库齐奥教授所指出的，并不能说明严格责任在存在造成并不比轻微割伤、擦伤或胃部不适更为重大的

危险的产品缺陷中的适用，因其欠缺严格责任通常适用的特别的或者重大的风险。瑏瑩“案例一”提出了此

种例外情形，即虽然严格产品责任适用于产品，但其本身并非风险来源，而仅作为控制由其他产品引起

的风险的方法的情形，正如该案例中自行车刹车片的情形。正如许多报告阐明的那样，没有法律制度将

严格产品责任从那些具有可能导致对危险物品控制进一步怀疑的产品中予以排除，以此作为特殊责任

的原理。
第二，“固有风险说”，即已被觉察到的针对工业生产所固有的风险提供保护的需要。假想案例同

样试图对此论断的充分性进行验证。在“案例二”中，问题产品是由捐献者 Z 提供给 Y 有限责任公司，

再由其提供给 X 医院用于病人 A 的感染了 N 型肝炎病毒的血液。在此种情况下，并不能说最初的风险

源自于任何工业环节; 与此相反，是自然产生的。然而至少在欧洲，大多数法律体系将此视为产品责任

的可适用案例，瑐瑠而且同样适用于手工产品或农产品。似乎可以明确，这种正当化理由并不能为严格产

品责任在目前已被认可的此种范围内提供充分的正当性。此外，该论断在工业生产中固有的异常产品

的风险范围上，责任将仅限于制造缺陷，而这与通说相违背。
第三，“企业责任说”，即企业从给他人造成风险的活动中获益，且有条件通过保险或产品定价分散

损失，因此应当承担责任而非仅仅享受利益。该理论在对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主体科加责任的情况并

不恰当，其中可能包括“案例二”中的医院 X，或许是血液供应机构 Y，至少就欧洲法律体系而言即为如

此。在欧盟的《产品责任指令》之下，产品供应不是出于商业目的可以作为抗辩，但商业被广泛地解释

为涵盖了提供公共服务。瑐瑡

瑏瑨 参见前引③; ［奥地利］海尔穆特·库齐奥:《产品严格责任的正当性》，王竹译，载《法制日报》2013 年 9 月 4 日第 12 版。其中列出

了严格产品责任的以下可能的正当性理由: ( 1) 对危险物品的控制; ( 2 ) 针对工业生产固有风险的保护; ( 3 ) 企业责任; ( 4 ) 风险社

会; ( 5) 其他正当性理由。此处对所有可能的正当性理由不再赘述，仅论述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瑏瑩 参见前引③。

瑐瑠 See A v． National Blood Authority［2001］3 All England Law Ｒeports 289．

瑐瑡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Case C － 203 /99 Veedfald v． Arhus Amtskommune ［2001］ECＲ I － 3569; Willem van Boom et al，European

Submission 231，289 ( Donal Nolan) ，in WOＲLD TOＲT LAW SOCIETY CONFEＲENCE ＲEPOＲTS ( Sept． 2013) ．

第四，“风险共同体说”，即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视作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前者支付的价款即为对后者

提供针对风险的高程度保护。但这并不能使“案例二”将病人 A———至少若 A 免费接受输血，置于严格

责任的保护范围正当化，亦不能使“案例一”将受伤的行人 B 置于严格责任的保护范围正当化。
因此，至少在欧洲，上述有争议的理论都不能对严格责任在现有产品责任法适用范围内提供正当性

依据，而且在许多其他国家似乎也是如此。同时，上述第三种和第四种理论应当认为在商业目的的缺陷

服务中承认相应的严格责任，但“案例三”清晰地表明，在大多数国家不存在此种责任; 除了合同性的保

障之外，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以过错为基础。的确，曾经有一份被提交审议的欧盟指令试图对服务提供者

科加严格责任，但最终被否决了。“案例三”还提出了缺陷建筑物的责任问题，在某些法律制度中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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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责任，但其不属于《产品责任指令》的适用范围，且要求证明过错。
依笔者之见，这说明，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尚不存在支撑严格产品责任的单一的、一致的理论。我们

进行检视的上述四种理论还不能充分地解释现行制度适用的全部范围。库齐奥教授认为，严格产品责

任更好的正当性可能存在于消费者对产品营销所形成的安全性合理期待的信赖。瑐瑢受到这一观点的启

发，笔者认为，产品责任是介于传统的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且包含某些( 并非全部) 消费者法引以

为据的典型正当性事由的自成一格的责任。这种责任与合同责任在生产者负有对产品安全性的担保义

务方面( 所有法域均认可的合同担保) 是相似的。但它因扩张至合同链条之外与生产者并无相对关系

的第三人而与传统的合同责任相背离。附属担保、关联合同、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等机制在某种程度上

缓和了这一问题，但仍旧存在限制。无论如何，承认产品责任独立于任何违约行为的存在是十分重要

的。例如，若我付钱雇人按照我自己的设计建造不安全的物品，向我遵守合同义务的行为并不能在受伤

的第三人提起的诉讼中作为抗辩事由。相反，产品责任与传统侵权责任在范围上具有共性，没有“相对

性”的限制，但在适用的责任标准上，尤其是对与过错无关的责任的承认上存在差别。

瑐瑢 参见前引③。讨论德国的“信赖责任”概念( 建立在信赖原则基础之上的责任) ，尽管需要注意，目前在德国法上这是过错责任。

瑐瑣 他们的救济扩展到对其损失的赔偿，而不仅仅是在经典消费者法之下对其购买价格的赔偿。

产品责任更类似于特定的消费者法，因为它要求商业活动担保其投入流通的产品的质量( 或更确

切来说是安全性) ，但此种担保的保护并不限于消费者，而是扩张至所有因产品缺陷而被侵害的人。瑐瑣笔

者认为，对更广泛范围的人提供保护，似乎可以基于普通人对市场销售或投入流通的产品不存在安全性

方面的缺陷具有合理期待而正当化，且这依赖于他们在日常事务中的期待。不可否认的是，这并不是以

虚假陈述或者责任承担为基础而科加责任所通常要求的“特定的信赖”，但可被表述为“普遍的信赖”。
这与支撑大部分消费者法的观点是一致的，且为消费者法领域典型适用的严格的质量和安全性的担保

提供了正当性，也为产品责任法许多难以正当化的方面提供了正当性理由。例如，针对设计缺陷或自然

产生的风险( 如在血液或农业生产中) 的严格责任。然而，它并不能解释有人同样认为的过错责任在普

通人依赖于对安全性的普遍期待的其他领域的继续适用。例如，在服务提供领域。总而言之，对这一颇

具争议的问题而言，笔者建议此处的“缺陷”意味着法律上的缺陷，并不是产品责任法固有的，而尚不能

将同样的严格责任扩张至潜在的正当性以同样方法适用的其他领域。

Product Liability Comparative Ｒemarks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Ken Oliphant

Abstract: The World Tort Law Society designs three Hypothetical Cases，namely the Brake Pad Failure
Case，the Infected Blood Case and the Bridge Collapse Case，to test the application extension and strictness of
liability for defect products of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from several perspectives． The Legitimate Expectation Test
and Consumer Expectations Test are different in two aspect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Ｒisk － U-
tility Test as applied to the question of defect and the Ｒisk － Utility Test applied to the question of producer
fault． There is no single，coherent theory that underpins strict product liability as it is today to be found around
the globe． Product liability is a sui generis liability that embodies the reliance － based justifications that are
typical of consumer law． The protection of broader class of persons can be justified by the idea that ordinary
people have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goods sold on the market or otherwise put into circulation are free
from safety defects．

Key words: Product Liability Legitimate Expectation Test Consumer Expectations Test Ｒisk － Utilit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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