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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之受侵的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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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

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

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这是对财产权受侵害时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损失额

计算方法的规定。这里所指的受侵害的财产权既包

括有形财产的财产权，也包括无形财产的财产权，亦

即既包括所有权及各种物权，也包括知识产权，甚至

包括债权及其他财产权益。

由于财产的形态多样，侵权形态多样，侵害财产

所发生的侵权责任也就会多样，而不仅仅为赔偿损

失这一种责任。即使在适用赔偿损失责任上，对不

同形态财产的损害的计算方法也会有所不同。例

如，侵害知识产权的损失与侵害网络财产的损失，在

具体计算方法上就与侵害物权的损失计算有所不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

则》）就将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与侵害财产权的

民事责任分别在第一百一十八条和第一百一十七条

作了规定。《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有将知识产权排

除在财产权之外之嫌。就此而言，《侵权责任法》第

十九条的规定没有作此区分是有道理的。但是，应

当看到，《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财产权

实际上是指物权。就此而言，《侵权责任法》第十九

条的规定未将物权与其他财产权区别也存在不足。

因为物为物权的客体，作为有形财产或有体物，其受

侵害时的损失的计算与作为无形财产或无体物的其

他财产受侵害时的损失计算显然是不同的。因此，

《侵权责任法》就财产侵害的赔偿责任仅作此一条规

定，又显得过于简单。由于“财产权益是民事权益中

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物权、知识产权、股权以及

虚拟经济中的财产权利”①，而对各种财产权益侵害

的后果又有不同，有必要分别予以规定。侵害他人

物权是侵害他人财产的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表现

形态，包括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动产等财产进行毁

损，致使该财产的外在形式、内在质量遭受破坏，甚

至完全丧失，直接影响其价值和使用价值②。 从《民

法通则》的规定看，侵害他人之物并不一定都发生赔

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另外，侵害物虽然为侵害物权

的行为，但侵害物权的行为未必就定会侵害物。例

如，妨害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行为属于侵害物权

的行为，依《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妨害人

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的侵权责任。而妨害所

有权行使的侵权行为并未侵害所有权之客体的物。

如此看来，侵害物的责任与侵害物权的责任也是有

区别的。

由此可见，值民法典编纂之际，在修订《侵权责

任法》时很有必要完善财产侵害的责任规则。这项

任务的一个重要内容应是对侵害物的侵权责任作出

具体规定。对物的侵害，从侵害后果上看有三种形

态：一是侵占，二是损坏，三是毁灭。相应地，也就会

发生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三种侵权责

任。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简述，以求方家指正和立

法者修法时参考。

二、侵占物的侵权责任

侵占物为侵占财产的行为，是指非法地占有他

人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侵占财产以对他人所有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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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非法占有为特点③，因此，侵占物的行为直接侵

害的是权利人对物的占有权能。当然，因为所有权

包含占有权能，所以侵害对物的占有权能也是对所

有权的侵害。但因为不仅所有权人享有占有权能，

其他非所有权人合法占有物的，其占有也受法律保

护。侵害非所有权人占有的，也应为对物的侵占，合

法占有人也就有权请求侵占人承担侵占物的侵权责

任。侵占物属于侵害财产权的行为，但这里的财产

权不能仅限于所有权或物权，也包括其他权利。例

如，甲将其物交付乙保管，乙对该保管物的占有是有

合法根据的，此时丙从乙处将甲的物抢夺走，不仅甲

可请求丙承担侵占其物的侵权责任，乙也可请求丙

承担侵占财产的侵权责任。

侵占财产最典型的表现形态是“位移”，即由所

有权人或者合法占有人占有、支配的特定的财产物，

转而被行为人所占有，物的所在位置发生了变化④。因

此，侵占的构成是以无法律根据地占有他人之物为

要件的，而不论占有人的占有是否有过错。这里的

占有仅指对物予以实际控制，而致使权利人不能控

制，不论占有人是否有为自己利益而占有的意思。

侵占占有的行为人应承担的直接后果就是将不法占

有的物返还给合法占有人，这也就是承担返还原物

的侵权责任。返还原物当然以不法占有人对原物的

占有为条件。如果原物已不存在，不论是物已毁灭

还是已被第三人取得，物的侵占人都不再承担返还

原物的侵权责任，而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如果

在物之不能返还或者在对物的占有上侵占人并无过

错，则其也会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

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

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返还原物也就是返还财产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九条、《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都规定了

返还财产是民事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因此，侵占

物的，应当依法承担返还财产的民事责任。权利人

在物被他人非法侵占时，有权请求侵占人返还财

产。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是否会受诉讼时

效的限制呢？对此学者中曾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

主张返还财产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而应适用

取得时效的，笔者就持此种观点；有学者主张返还财

产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的；也有学者主张返还原

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应区别对待，区分登记

的物权和不登记的物权，基于不登记的物权产生的

返还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⑥。《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

六条规定了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依该条第二

项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

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对该规定进行反面解释，未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

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

此，依《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除法律另

有规定外，权利人请求返还未登记的动产的诉讼时

效期间为3年，也就是说，自权利人知道其物被他人

非法占有及占有人之日起，3年内未行使返还请求

权的，侵占人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对抗权利人的

原物返还请求权，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保

护。

值得讨论的是，这里的动产物权中的登记是指

何种登记？是所有权登记抑或也包括其他权利即抵

押权登记呢？这是需要解释的。从《物权法》的规定

看，动产登记包括两种：一是特殊动产的所有权登

记。依《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船舶、航空器和

机动车等物的所有权登记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侵占这类已进行所有权登记的特殊动产，登记的真

正权利人要求占有人返还的请求权，是不适用诉讼

时效的，这应无疑问。那么，非登记的真正权利人请

求返还原物的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呢？这值

得讨论。例如，甲将其机动车转让给乙，乙已交付车

款，甲也将车交给乙使用，但双方未办理车辆登记过

户，该车仍登记在甲的名下。后该车被他人开走，事

后乙得知该车被丙开走，因碍于情面，乙没有向丙索

要。3年后乙要求丙返还车辆，丙提出乙的返还请

求权已过诉讼时效。因乙不是该登记的权利人，因

此，乙的返还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甲虽为登记的

权利人但其非真正的权利人，也不是占有人，不享有

返还请求权。但是，若此时乙将该车的权利转让给

甲，甲请求丙返还该车的请求权能否适用诉讼时效

呢？如乙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转让的，按本条文字

面解释，则不适用诉讼时效。为防止当事人规避法

律，立法应对此种关系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动产抵

押权的登记。依《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

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

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里的动产抵押，不

仅包括有所有权登记制度的特殊动产抵押，也包括

无所有权登记制度的动产抵押，如生产设备、产品、

原材料等的抵押。假设某人以这类无所有权登记制

度的动产设立了抵押权且办理了登记，而该抵押物

又被他人侵占，所有权人请求侵占者返还财产时，侵

占人以诉讼时效届满对抗的，所有权人可否以该动

产为登记的物权之物而主张不适用诉讼时效呢？从

诉讼时效的规定看，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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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财产的，不适用诉讼时效。这里登记物权的权

利人是抵押权人而非所有权人。因此，只有已登记

的动产抵押权人请求返还抵押物的请求权不适用诉

讼时效，而抵押权人只有于抵押权实现时才得以行

使该项请求权。

因占有是对物加以使用的前提，侵害使用人对

物的占有的，当然也会使权利人无法行使其使用权

能，即使用权能受到侵害，但使用权能的受侵害并非

侵占的直接后果。因此，对于物的侵占，其救济的方

式就是恢复物的占有；而对使用权因受侵害所造成的

损失，则只能通过赔偿损失解决，其损失额依使用权

受侵害的损失计算方法确定。可见，返还财产的民事

责任是可以也会与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并用的。

三、损坏物的侵权责任

损坏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损坏有的

称为损毁，“损坏财产是以对他人所有的财产进行毁

损为特点，使该财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受到破坏，使

原所有权人的财产拥有量减少，以致丧失”⑦。这种

广义上的损坏包括物的毁灭和损坏。狭义的损坏不

包括物的毁灭，是指将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予以破

坏，使“其外在形态被破坏、变形或者内在质量降低，

影响原有的使用功能，降低了原有的使用价值”⑧。

笔者这里使用的是狭义损坏物的概念。损坏物，使

物不能与受侵害前一样得到使用，损害了物的使用

价值，因而侵权人承担的应是使物恢复其原有的使

用功能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方式就是《民法总则》和

《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恢复原状。《物权法》第三十

六条规定：“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

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侵权责任

法》中规定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中只有恢复原状，而

无修理、重作、更换。那么《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恢复

原状的责任是否包括修理、重作、更换呢？对此有不

同的观点。有学者指出，恢复原状有广义与狭义之

分，广义的恢复原状，是指恢复权利被侵害前的原有

状态，而狭义的恢复原状仅指将受到损害的财产修

复⑨。这种广义的恢复原状是他国法上规定的损害

赔偿的一种方法，所谓“损害赔偿以恢复原状为原

则，以金钱赔偿为例外”即指此义。但笔者认为，我

国法上的恢复原状的含义与他国法上的恢复原状之

含义不同，仅指狭义的恢复原状。有学者认为，恢复

原状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指通过修理、重

作、更换等方式对受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失进行救济⑩。

从《物权法》的规定看，这一解释是有道理的。但是，

在《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

方式中，恢复原状和修理、重作、更换是不同的责任

方式，而《侵权责任法》中也没有将修理、重作、更换

规定为侵权的责任方式。因此，笔者认为，《物权法》

的规定有必要修正。修理、重作、更换是违约责任的

承担方式，而不是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侵权责任

中的恢复原状仅指将损坏的物修复，以恢复其原有

的使用价值。

由于恢复原状须侵权人以自己的财力为之，即

其付出自己的财产承担其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因

而，一般情况下，损坏物的恢复原状的责任成立，须

侵权人有过错。只有在法律规定的适用无过错责任

的情形下，才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即只要损坏他人

之物，侵权人就应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例如，高空

作业的塔吊倒塌砸坏他人的房屋，不论作业者有无

过错，均应承担将该房屋修复的恢复原状的侵权责

任。

恢复原状的责任承担，以被损坏的物有修复的

可能和必要为条件。如被损坏的物已无修复的可

能，则自不能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在此情形下，侵

权人的行为已不是损坏物，而是毁灭物，而使物毁灭

的，侵权人只能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在被损坏的

物可以被修复，但是或因修复费用过高，从经济上看

不合算；或因修复对于物之权利人已无意义，其不要

求修复的，物的损坏视为毁灭，侵权人也只能承担赔

偿损失的责任。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

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

或者折价赔偿。”在物之损坏被视为毁灭的情形下，

折价赔偿是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恢复原状的责任

和赔偿损失是否可以并用呢？有观点认为二者不能

并用，只有在依该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害人因此遭受

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就该重大损失赔偿的，才可

并用。笔者认为，能否并用取决于如何理解重大损

失。依笔者所见，恢复原状与赔偿损失是可以并用

的。如果侵害人损坏物，该物可以修复，则侵权人应

当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尽管物之修复可恢复物的

使用价值，但受害人仍会因物之损坏导致使用价值

与交换价值的损失。例如，损坏房屋的，因修复期间

房屋不能居住受害人另租他屋居住的租金损失，被

损坏的车辆修理期间因不能营运而发生的营业收入

损失等，此类损失即为因物之损坏而导致的使用价

值损失。因受损的物即使修复，权利人将该物转让

时其价格也会低于未受损时的价格。此种价格降低

的损失即为交换价值受损的损失。可见，在物之损

坏的场合，无论是造成权利人使用利益损失，还是造

成权利人交换利益损失，权利人都应可以要求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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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赔偿损失。恢复原状与赔偿损失的责任，不仅可

以并用，并且是常常需要并用的。

四、毁灭物的侵权责任

在物之毁损不能恢复原状或不必恢复原状时，

物之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完全丧失，属于物之毁灭

或灭失。此时，侵权人只能承担赔偿损失的侵权责

任。赔偿损失是否包括实物赔偿呢？对此有不同的

观点。有观点认为，赔偿损失不包括实物赔偿，实物

赔偿属于恢复原状；有观点认为，实物赔偿也是赔偿

损失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这与对恢复原状与赔偿

损失的含义理解不同有关，但在实务上没有多大实

质意义。笔者主张，实物赔偿也是一种赔偿方式，赔

偿损失主要是指金钱赔偿。

赔偿损失的基本规则就是完全赔偿。所谓完全

赔偿，也就是对受害人因物之被侵害所造成的全部

损失予以全部赔偿。因此，损失如何计算，也就成为

是否坚持完全赔偿原则的关键。

《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财产损失按照损

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法计算。之所以以

财产损失发生的时间点计算赔偿价格，是因为一个

侵权案件审判终结需要一段时日，如果对于价格标

准不作确定，则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引起混乱。有学

者指出，以该条规定的“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

格”作为基本计算方法，并不特别准确，其实应当按

照确定判决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更为准确。这一观

点值得赞同。仅以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损失，在市场价格下降时对受害人不会有影响。但

在市场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从受侵害至案件审判终

结之期间受害人的损失应由自己承担吗？而这一损

失确也是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依市场价格

确定，强调的是损失的确定应依客观标准，而不依主

观标准。既不能以受害人感受的损失为标准，也不

能以侵害人的主观过错为标准。受害人的损失为因

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但实际损失

并不是指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即实际可得利

益的损失。如前述的交易价格降低的损失、车辆的

运营收入损失等，即属于可得利益的损失。在确定

实际损失上，为保障损失确定的准确，还须贯彻与有

过失规则和损益相抵规则。

与有过失，是指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或者扩大也

存在过错的，要减轻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

这里所说的贯彻与有过失规则，要求受害人对于损

失的发生也有过错，应当将因受害人的过失而导致

的损失部分从受害人的损失额中扣除，亦即侵权人

对这部分损失不予赔偿。这实际上仍是贯彻“责任

自负”原则。因为受害人的损失既然与其过错有关，

其就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一般来说，在侵权人侵

害物致该物损毁上，受害人是不存在过错的。在侵

权人故意侵害时，即使物的权利人在物的保管、放置

等方面有不妥，也不能认为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有

过错。因此，在物之毁损的赔偿中，难有与有过失规

则的适用。但是，笔者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特

别是侵害人并非故意而受害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时，也应有与有过失规则的适用。例如，某人将其车

辆停放在明令禁止停放的位置，因他人之物坠落而

将该车损坏。在此情形下，受害人即车主应当承担

部分损失。此外，两车相撞造成车辆受损，也会发生

与有过失规则的适用。

损益相抵，又称损益同销，是指受害人基于损失

发生的同一原因而获得利益时，应当将该利益从赔

偿额中抵销，加害人仅对抵销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损益相抵规则实际上要求侵权人仅对自己造

成的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负赔偿责任。与有过失规则

在物之侵害的赔偿中少有适用，损益相抵规则在物

之侵害的赔偿中却多有适用。例如房屋被毁，若房

屋的材料为权利人所得，则其所受的房屋被毁的损

失应从房屋的价值中扣除权利人因此所得到的材料

的价值。

在物之毁损的赔偿损失责任上，尚有两个问题

值得讨论：一是在确定侵权人赔偿损失的范围上是

否限于可预见损失，二是人格物之损害是否可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物之毁损的赔偿，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

间接损失。但是在损失的范围如何确定上，存在不

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因侵权行为造成的

损失，无论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属于应赔偿

的损失；另一种观点主张，不能因为保护受害人的利

益而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负担，《侵权责任法》不仅是

权利保护法，同时也是合理划定人们行为自由界限

的法律，如果对侵权人要求过多，则会影响其行为自

由，有违利益平衡的原则，可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有学者根据现实中出现的天价葡萄等案件，认为对

财产损害赔偿应当适用预期利益损失规则。如果按

照实际损失赔偿，亦不公平；如果适用预期利益损失

原则，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较为妥当。笔者认为，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侵权责任不同于违约责

任，在违约责任中，对于损失的计算应适用可预见规

则，这也是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侵权责任的赔偿损

失中对于财产损失一般不能适用预期利益损失规

则，因为这不存在双方事先的利益安排。当然，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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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责任原因事实可能造成一系列不利后果，

在结果形态上可分为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两者

在可赔偿性、赔偿目的、赔偿计算规则等方面存在质

的区别，很难建立一个统摄两者的损害赔偿范围模

式；又由于人身伤亡中的财产损害赔偿或采用项目

列举式赔偿方式，或采用定型化赔偿方式，故本文原

护行为自由和人们的财产权益的平衡上，只有在行

为人非故意造成物的损毁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根

据行为人的过错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行为人是否

应当赔偿和行为人是否赔得起是两回事。

人格物，是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物，不同于

一般的动产或不动产。人格物的价值是没有或者难

有市场价格的，因此，侵害人格物的侵权责任应与侵

害一般物的侵权责任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其一，在侵占人格物的情形下，只要该人格物

还存在，就应适用返还原物的责任方式。对于人格

物不应适用善意取得规则，人格物的返还请求权也

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其二，在损毁人格物的情形下，

不能以市场价格或者以估价方式来确定赔偿的损失

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象

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

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

理。”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解释，肯定了对于毁损人

格物的，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侵权责任

法》中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分别规定侵害财产的赔偿和侵害人身权益

的赔偿，第二十二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该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

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由于

人格物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不是财产利益，因

此损毁人格物是对他人人身权益的侵害，而非财产

权益的侵害。因此对于人格物损毁的赔偿不能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但是，由于毁损人

格物，也不是对所有人的财产造成损失，因此，也不

能适用第二十条的规定。笔者赞同这种观点，认为

侵害人格物的赔偿，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修订《侵权责任法》时，

应对侵害人格物的精神损害赔偿作出明确规定。当

然，哪些物可归入人格物，哪些物不能归入人格物，

需要根据司法实践和人们的认知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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