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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旅游市场较为混乱，旅行社等旅

游业相关经营主体恶性竞争，各种侵害旅游者权

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旅游合同本身存在着较为

复杂的交易结构，也使得实践中旅游法律问题得

不到妥当的解决。除了旅游市场上各种经营者恶

意违法侵害旅游者权益恶劣现象之外，在复杂的

交易结构之下，旅行社、旅游辅助服务者、履行

辅助人、导游人员等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划分也

显得稍有些混乱。其中通过转团、买团、炒团等

引发的零负团费、强迫购物等问题，已经引起了

社会各界普遍的关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

文以德国法为视角，拟对旅游合同的特殊构造、

各经营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尤其是作为旅游组

织者的旅行社的法律责任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

旅游合同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一、旅游合同的特殊构造

德国旅游法学界对旅游合同（Reisevertrag）①

旅行社转团中的责任承担

—德国法视角的考察

申 海 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国际法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德国法上，旅游合同与旅游中介合同不同，后者是一种事务处理合同。必须结合旅游产品说明
书的明示、旅游服务的组织过程综合判断旅游合同与旅游中介合同。德国法上的旅游组织者不仅可能根据旅

游合同承担旅游瑕疵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且可能因其违反以选择、监督为内容的交易安全义务而承担侵权责

任，不过由于旅游合同法上损害赔偿责任范围的不断扩大，旅游侵权责任呈现收缩态势。具体旅游服务的提

供者，通常被认为是旅游组织者的履行辅助人而非事务辅助人，旅游组织者对其过错承担合同法上的债务不

履行责任。从德国法上来看，我国旅游市场上的转团行为，应当认定为债务承担或合同承担，但未经旅游者

同意或追认的，应该认定为债务加入或合同加入，由组团社与受让社对旅游者承担连带责任。

关键词：旅游合同；交易安全义务；履行辅助人；转团；连带责任

作者简介：申海恩（1979—  ），男，陕西浦城人，法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法学院副教授，主

要从事民法总论、财产法、旅游法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旅游立法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BGL069）；国家旅游

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旅游法基础理论研究与实务应对”（项目编号：TYETP20150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93/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7)01-0083-13       收稿日期：2016-07-22
                                                                                                                                                                                             

①诚如陈卫佐教授所论，《德国民法典》第651a条以下的规定，更准确地应该称为旅行合同，因为旅行的旅游目的并非上述条文适

用的前提条件，因此商务旅行、会议旅行等都属于该法调整的范畴。当然，在立法论层面，也确有将该部分法律仅适用于旅游目的的旅

行之议，但毕竟尚属于讨论层面。然而，鉴于德国司法实践和教科书在讨论此部分立法时，通常均以旅游活动为假想对象，本文还是将

其译为旅游合同，文中所见的诸多案例正是个中明证。Vgl.Tonner，Der Reisevertrag，§651a，Rn. 3 ；德国旅游法协会1999年秋季论坛上

对此有所讨论，Krause 协会报告 RRa 1999，24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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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作广义理解，包括单项旅游（Individualreise）

和包价旅游（Pauschalreise）①。前者是旅游者自

己直接与所需旅游服务的提供者直接签订相应的

合同，如运输合同、租赁合同、服务合同等 ；后

者则是旅游者通过旅行社或者直接与旅游组织者

（Reiseveranstalter）②签订旅游合同。《德国民法典》

第651a以下诸条则主要规定包价旅游，本文的讨

论对象也仅限于包价旅游合同。

单项旅游合同因旅游者直接与旅游服务提

供者签订相应的合同，交易结构简单，在法律适

用方面并不存在过多的争议。而包价旅游合同

自身在交易结构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特殊性，一

方面体现在作为旅游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旅游组

织者既可以自己提供旅游服务，也可以通过第

三人提供旅游服务，而后者则为常态 ；另一方

面体现在旅游组织者的法律地位方面，换言之，

其与旅游者签订的究竟是旅游合同还是旅游中

介合同。

①Paul Kaller，Reiserecht，Rd.47.ff ；Tonner，Der Reisevertrag，

S.22 ；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5

②关于“旅游组织者（Reiseveranstalter）”的翻译，国内多数

《德国民法典》译本均将其译为“旅游举办人”、“旅行举办人”。

鉴于《德国民法典》第651a以下诸条系转化欧盟旅游指令而来，

而欧盟旅游指令中对此在英文本中使用了“organizer”一词 ；兼

顾中文习惯，本文放弃“旅行举办人”的译法，而将其译为“旅游

组织者”。参见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

HTML/?uri=CELEX ：31990L0314&from=EN.

③Tonner，Der Reisevertrag，§651a，Rn. 36.

④ Vgl.Bechhofer，S.153 ；Dewenter，S.45ff ；Soergel-Eckert，

Vor §651a，Rn.13 ；Fuehrich，§27，Rn.702 ；Seyderhelm，§651a，
Rn.56.Neuner认为，是以服务合同为标的的事务处理合同，

AcP193（1993），1.

旅游合同在交易结构上的特殊构造，在法律

适用和责任承担上就引起了如下几个问题：（1）旅

游中介合同与旅游合同如何区分？旅游中介合同

中与旅游者相对的当事人原则上仅承担委托代理

合同上的责任，而对于旅游服务本身的瑕疵、旅

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并不承担责

任，而应由实际的旅游组织者或旅游服务提供者

来承担 ；（2）旅游者在旅游合同履行过程中所遭

受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究竟是由旅游服务的实际

提供者来承担责任还是应由旅游组织者承担责

任，承担责任的基础是什么？（3）如果旅游组织

者承担了相应的责任，那么旅游组织者与实际的

服务提供者在责任的分担方面应该如何处理？

上述问题的解决，首先应从对旅游合同与旅

游中介合同（Reisevermittlungsvertrag）做明确区

分入手。旅游中介合同在德国民法典中未明确作

为一种合同类型（eigener Vertragstyp）规定。旅游

中介合同的标的是为旅游者和具体的给付提供者

（例如酒店经营者或者交通运输企业）之间的合

同提供中介服务，或者也可以是为旅游者和旅游

组织者之间的合同提供中介服务（Vermittlung）③。

根据德国主流观点，旅游中介合同是一种事务处

理合同（Geschaeftsbesorgungsvertrag），其标的是

一个承揽合同④。

实践中关于旅游者所签订的究竟是旅游合同

还是旅游中介合同，最为困难的情形是旅游者的

合同相对人是旅行社（Reisebuero）的情形。由于

旅行社是最为典型的旅游中介人，所以往往会发

生旅游合同和旅游中介合同的区分问题。对此，

德国法上的作法是，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

纯粹从中介活动或者从旅游者的视角来看，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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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转团中的责任承担

的给付之间联系极为紧密，均可以将中介活动看

做是组织者活动。自从1973年的度假寓所案判决

（Ferienhaus-Urteil）①以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

按照从旅游者的视角来判断，这样就可以允许在

考虑总体情况下，将其理解为旅游组织者。

根据这一裁判规则，在旅行社究竟是中介

人还是组织者的判断中，产品说明书的制作

（Ausgestaltung des Prospekts）就至为重要了。如

果产品说明书特别强调了旅游企业的名称，而未

提及给付提供者（Leistungstraeger）的名称的话，

旅游企业就会被认为是旅游组织者，而不是中介

人。最终就会使旅游者对旅游企业产生一种信

赖，即旅游企业设计旅游产品、组织人员、执行

包价旅游。在1992年的谢尔多-阿莫里凯案判决

（Cherdo-Armoric-Urteil）②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考虑的因素就包括，组织者在产品说明书上并未

自称为中介人，且其自行接受“租金”支付、未标

明中介佣金、表示自己负责接受投诉，并在一般

交易条件中写入了《德国民法典》第651g条第1

款所规定的除斥期间。如果旅游企业在旅游者报

名表中明确自称为旅游中介人，则即使存在相反

的情况，也不应将其视为《德国民法典》第651a条

第2款所规定的旅游组织者。中介人身份应当是

能够清楚明确、不容误解地识别出来，如果有任

何疑问的话，中介人即应被认定为旅游组织者③。

从欧洲法院（EuGH）的“俱乐部旅游判决”中

可以看出，法院更多地会认为旅行社就是旅游组

织者④。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对于旅游中介合同和

旅游合同的区分非常困难。除了旅游产品说明书

的明示之外，按照Tonner的观点⑤，二者之间的区

分点应该还是从旅游给付的打包（Buendelung）着

手 ：即旅游合同中给付是在合同订立之前就已经

被打成一个包，之后是以整个旅游服务包的形式

一揽子进行预订 ；而在中介合同中，要么是预订

其他旅游组织者的这类预先打好的旅游服务包，

要么就是旅行社直接为具体、个别的旅游给付提

供中介（比如仅仅是航班、住宿的预订）。在商事

登记方面，后者的经营范围也仅仅是旅游中介⑥。

此外，在德国司法实践中，经常还会出现就

他人给付（Fremdleistung）的中介条款，这些他人

给付不属于旅游组织者提供的旅游服务本身，不

包括在总价内，例如供旅游者选择预定的度假地

的旅游项目。这种在我国旅游界被称作为另行付

费项目的旅游活动，在德国原则上是允许的，而

且是作为中介服务出现的，其前提是合同中一定

要非常清晰地说明，这些旅游项目是包价旅游之

外的，由他人提供的。这样，在具体情况下，旅游

组织者何时对于当下的旅游活动承担责任，就极

为困难。对于他人给付的最重要的证据在于，另

行付费（getrennte Berechnung）。

以前，司法裁判对他人给付的采信表现出了

相当的宽容，但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骑马事故

案（Reitunfall-Entscheidung）中对此状况予以扭

转⑦。该案中，旅游者被安置在一家度假俱乐部，

在未拆阅俱乐部旅游指南的情况下，旅游者在该

俱乐部预定了一个旅游项目，而后骑马时发生了

事故。对此，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原则上旅

游组织者应当对骑马事故的后果承担责任。其中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旅游产品说明书中暗示了

骑马的可能性。从另一方面来讲，德国联邦最高

法院所持观点就是，旅游组织者只能在“清晰明

确（eindeutlich undausdruecklich）”地说明其中介

身份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责任予以限制⑧，仅仅

在一般交易条件中包括他人给付条款尚不足以实

现责任限制。

Tonner的观点是，对于那些具有包价旅游特

征的旅游给付，旅游组织者不得使用他人给付条

款⑨。就像旅游组织者不得通过拆分旅游团、分别

计算价款、通过第三人提供旅游服务的方式，规

避自己的责任一样。他认为，在此具有决定性作

用的标准在于，按照产品说明，所谓被“中介”的

给付，是否构成旅游的根本性要素。

综上所述，旅行社虽然是典型的旅游中介

人（Reisevermittler），但也可能存在旅行社自身

即为旅游组织者的情况⑩。一般来讲，旅行社在

实际中可能以如下四种方式活动 ：（1）为其他

①BGHZ61，275.

②BGH NJW 1992，3158.

③AG Nuernberg RRa 1997，242.

④ EuGH，Slg.2002，I-4051-Club Tour，Viagens e Tourismo= 

EuZW 2002，402.

⑤Tonner，Der Reisevertrag，§651a，Rn. 41.

⑥AG Baden-baden RRa 1995，182.

⑦RRa 2000，85=NJW 2000，1188.

⑧AG Bad Homburg RRa 2004，170 ；OLG Celle RRa 2002，

159.

⑨Tonner，Der Reisevertrag，§651a，Rn. 43.

⑩Tonner，Der Reisevertrag，§651a，Rn. 36.

Tonner，Der Reisevertrag，§651a，Rn.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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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旅游给付提供中介 ；（2）作为旅游组织者

的预定部，从而也是旅游组织者的履行辅助人① ；

（3）提供自己的具体旅游服务，例如一家大巴公

司运营一家旅行社 ；（4）自己本身就作为旅游组

织者活动。这样，就必须结合旅游产品说明书的

明示、旅游服务的组织过程综合判断，在旅行社

与旅游者之间究竟是旅游合同关系还是旅游中

介合同关系。在旅游中介合同中，还应当注意的

是，如果旅行社持续性地接受旅游组织者的委

托，通常则签订代办合同（Agenturvertrag），这样

旅行社就属于 §§84ff. HGB意义上的商事代理人

（Handelsvertreter）。如果旅行社例外地先接受旅

游者的委托而与旅游组织者联系，则可能构成商

事居间人（Handelsmakler）。

二、旅游组织者的自己责任

当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发生人身、财产损害

时，作为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相对人，旅游组

织者往往会基于不同的法律基础承担不同的责任。

这些责任既可能是旅游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也

可能是侵权法上违反交易安全义务的侵权责任。

（一）旅游组织者的违约责任

出于对旅游者的特殊保护，《德国民法典》在

第651c-第651e条规定无过错的瑕疵担保责任之

外，还在第651f条规定了一项基于过错的合同不

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由于旅游合同中瑕疵担

保责任属于特殊规定，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

原则，在损害赔偿问题上无须回到《德国民法典》

第280以下诸条，尤其是无须按照《德国民法典》

第281条处理②。这是旅游合同损害赔偿请求权与

一般的合同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同之所在，因为按

照《德国民法典》第281条的规定，原则上因不履

行或未按所负担的提出给付的，代替给付的损害

赔偿请求权原则上以设定期限为前提。

不 履 行 的 损 害 包 括 瑕 疵 结 果 损 害

（Mangelfolgeschaden）③，如人身损害、物之损害、

行李损害或者无益的、额外的花费，但《德国民

法典》第843条、第844条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并不包括在内。上述基于侵权行为产生的请

求权，是旅游组织者有过错地违反交易安全义务

的结果，应该由受害人举证证明。

按照德国主流观点，仅当因过错违反旅游合

同上与给付无关的附随义务，而且不构成旅游瑕

疵时，才有必要适用《德国民法典》第280条、第

241条第2款关于积极违反合同的规则④。而实际

上很难想象到旅游组织者或其履行辅助人违反

合同义务，却并不构成旅游瑕疵，从而不能适用

《德国民法典》第651f条的瑕疵担保请求权的情

形⑤。旅游组织者违反义务时，大多数时候都是

对主义务的违反。由于旅游瑕疵的广泛适用范围

以及附随损害和瑕疵结果损害被包括在《德国民

法典》第651f条第1款中，积极违反合同的适用

范围就非常的小了。另外，组织者方面违反附随

义务，原则上也都应该归为旅游合同不履行的损

害赔偿⑥。对于所有旅游组织者承担的有形给付

（Sachleistungen）和与旅游者人身财产有关的保护

义务，均可以纳入到《德国民法典》第651f条第

1款规定的旅游合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之

下。自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护照案（visumfall）⑦

以来，甚至对于很多信息提供义务的违反，例如

对包括护照、签证要求等作为旅游组织者的主合

同义务的违反，都被认为是旅游瑕疵。这样一来，

基本上都可以援用《德国民法典》第651f条第1

款的规定来处理了，而不需要援引积极违反合同

义务规范。

（二）旅游组织者违反交易安全义务的侵权

责任

旅游组织者的侵权责任最主要的来源，是其

违反交易安全义务的行为。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823条第1款、第249以下诸条和第253条第2款、

第842-845条，旅游组织者就其自身及根据合同

选择的给付提供者（Leistungstraeger），如酒店、度

假住处、飞机或者游船的交易安全义务承担侵权

责任。该项经营者义务源于，旅游组织者将他人

的旅游给付作为自己的而予以提供，只要这些给

付本身就附随着责任，那么这些责任自然转由旅

游组织者承担⑧。旅游组织者在此所承担的是一

①至于是否是《德国民法典》第278条意义上的旅游组织者

的履行辅助人，则有争议。Tonner，Der Reisevertrag，§651a，Rn. 

37 ；AGEmmerich，RRa 1995，110.

②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387.

③BGHZ 92，177，180=NJW 1985，132 ；BGHZ 100，157，180.

④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205，391；Tonner，

Der Reisevertrag，§651f，Rn. 16.

⑤Vgl. Dazu BGH NJW 1985，1165.

⑥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391.

⑦BGH NJW 1985，1165.

⑧ BGHZ100，157，166=NJW 1987，1331 ；BGHZ130，128=

　NJW 1995，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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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照管义务（Ueberwachungspflicht），其背后的指

导思想在于，那些在其所负责的范围内制造、持

续开放一项对于第三人而言的危险的人，原则上

应当消除此项危险，并对他人负有预防、保护的

义务。因过错而违反此项义务者，就应该根据《德

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对他人承担侵权法上

的损害赔偿责任。

就旅游组织者而言，其承担违反交易安全义

务的侵权责任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交

易风险设施的选择和控制义务的违反（《德国民法

典》第823条第1款），其二是对于未适当选任或监

督的事务辅助人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德国民法

典》第831条）。由于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31条

对事务辅助人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以给付提供

时必须是受指示的事务辅助人（weisungsgebundener 

Verrichtungsgehilfe）为前提。由于二者之间缺乏

必要的隶属关系（Abhaengigkeit）和命令服从关系

（Weisungsgebundenheit），给付提供者并不是旅游

组织者在《德国民法典》第831条意义上的事务辅

助人（Verrichtungsgehilfe）①，通常则无法据此让

旅游组织者承担责任。因此，旅游组织者承担违

反交易安全义务的侵权责任，最主要的来源就在

于对交易风险设施的选择和控制义务的违反。

旅游组织者对于交易风险设施的选择和控制

义务最典型地体现为对酒店和交通两个方面的给

付提供者的选择、审查和监督义务方面。

就旅游组织者对于酒店住宿设施的选择和控

制义务来讲，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旅游组织

者对于住宿设施的选择、审查和监督义务，甚至

可能发生在酒店预订合同签订之前、在占用的通

常间隔中，也可以是没有具体问题的情况下，对

于住宿设施的建筑和防火安全性进行检查②。至

于监督的频率和范围需要根据酒店及其设施的建

筑方式、由于经常的客人更换引起的磨损程度、

通过人员的保养、旺季的持续时间长短以及地方

的企业检查情况，具体来确定③。监督人员也不能

仅仅是草草看一下，经人介绍在外面看一眼就了

事，而必须对酒店的设施进行试用并予以检查。

另外在范围上仅仅是酒店范围的重要设施包括通

往酒店场地的道路，按照普通人仔细看一眼就能

够发现的标准进行检查，对于一些隐藏的缺陷不

包括在内④。就监督人员来讲，不需要是专门的技

术人员，只需要具有一定的职业经验就可以了，

以便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如果给付提供者是欧盟内部的，那么组织者按照

最低标准和最低程度上的监督就足够了，所以随

机抽样检查即可。但是，对于非欧盟的给付提供

者则不适用这一标准，因为德国标准在给付提供

者所在地并不适用⑤。酒店范围的重要设施包括，

楼梯、电梯、电气设备、防火设施、餐厅、客房、

餐厅的入口处、有浴盆、淋浴及瓷砖的浴室、酒

店的外部设施等。

德国法院在旅游法中适用侵权法的最经典案

例是“阳台跌落案（BalkonsturzUrteil）”⑥。该案中，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正确地认定了旅游组织者广泛

的交易安全义务。但是，侵权责任并不以给付提

供者的交易安全义务为根据，因为原则上给付提

供者并不是旅游组织者在《德国民法典》第831条

意义上的事务辅助人，而且即使在例外情况下，

构成事务辅助人的话，旅游组织者大多数情况下

也可以免责。因此，所违反的一定是旅游组织者

自身的交易完全义务。阳台跌落案中，旅游者因

为栏杆松动而掉下阳台，严重受伤。德国联邦最

高法院认为，旅游组织者违反了其通常应当审查

酒店所有安全设施的义务。此种审查义务应该由

专业、尽职的代表来完成，必要时在每个旅游旺

季开始之前进行此类的检查，才能够尽到最低限

度的交易安全义务。

此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滑水道案判

决（Wasserrutschen-Enscheidung）⑦意味着对旅游

组织者责任的极大提高。该案中，一个孩子用胳

膊去够滑水道的吸水管，这个吸水管没有加盖防

护栏，孩子就被吸水管水流吸住，未能摆脱而淹

死。虽然滑水在旅游组织者的旅游目录中并未写

入也未做此描写，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旅游

组织者还是有责任。法院认为，游泳池属于酒店

的体育休闲设施，费用由酒店工作人员收取就足

以支持其应当承担责任，而且根据上诉法院的认

定，滑水道是酒店设施整体中不可或缺和重要的

①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426.

②OLG DuesseldorfNJW-RR1997，81.

③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430.

④LG Frankfurt a.M.RRa 1995，62 ；LG Frankfurt a.M.RRa 

1995，48 ；OLG MuenchenRRa 1999，174.

⑤BGHZ 103，298；OLG Celle RRa 2004，156，158；LG Koblenz 

RRa 2005，27.

⑥BGHZ 103，298=NJW 1988，1380.

⑦BGH NJW 2006，3268=RRa 2006，206.

旅行社转团中的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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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滑水道在酒店的支配范围之内，从而

也属于旅游组织者的监控范围。因此，旅游组织

者就应当确信这些设施的安全性及其符合相关安

全标准，并对其进行持续性的监控。而上述这些

要求均未被遵守，不仅仅是缺乏应有的防护栏，

而且也没有通过地方建设和安全机关对设施进行

验收。因此，旅游组织者违反了其交易安全义务。

旅游组织者即使在其给付说明中并未将该具体的

部分列明，也需要对此承担责任。①应予说明的

是，滑水道案之所以根据侵权法进行判决，是因

为《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的新抚慰金规则还不能

适用于该案，原告因此上也只能是依赖于《德国

民法典》旧法的第847条。现在适用《德国民法典》

第651f条第1款时就可以适用抚慰金请求权，藉

此应该能发挥滑水道案判决所起到的预防效力，

避免此类悲剧性事件的发生。

与此同时做出的玻璃门案判决（Glastuer-

Entscheidung）②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定了

旅游组织者的责任。如果旅游组织者承诺的是适

合儿童的设施，那他就必须排除任何可能由于

儿童突然的、不可预见的行为而产生的危险。因

此，入口处的玻璃门就应该使用防碎玻璃并配

上醒目的标识。另外，在骑马事故案（Reitunfall-

Entscheidung）③中，旅游组织者在俱乐部休假产

品招徕的说明中，如果可能提供了骑马的话，最

终也要保证，所预定使用的马匹应该是适当的。

从阳台跌落案开始以后，虽然初审法院裁判

有意弱化这类案件中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

但与之相对的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则在轮胎事

故案中明确坚持了阳台跌落案的上诉审判决，有

意强化组织者的交易安全义务标准。该案中，一

辆埃及大巴因为瑕疵轮胎、无经验司机引起的事

故导致旅游者死伤，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旅游

组织者，尤其是作为其代理人的导游人员，违反

了自身选择安全大巴和称职司机的义务④。此后，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在滑水道案判决中更加激

烈地提高了其裁判尺度。

各州法院和州高等法院的判例中确实存在

着认定交易安全义务已经完全履行的案例。美

茵河畔法兰克福州法院在格鲁吉亚大巴事故案

（Busunfall in Georgien）的判决中⑤即认为，在旅游

组织者对于大巴的选择无法施加影响时，因此旅

游组织者既没有《德国民法典》第831条的责任，

也没有基于交易安全义务的责任。Duesseldorf和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州高等法院在很多案件中都曾

经一再认定旅游组织者已经尽到其安全保障义

务。这些案件包括泰国游船上旅游者碰到木棱上

受伤案⑥、在外国度假餐厅中的不安全的一米底

座上跌落案⑦、门缝下渗入雨水形成积水滑倒案⑧、

不平稳柜台案⑨以及匈牙利马车案⑩。除了积水案

外，上述这些案件的判决在滑水道案判决之后，

都已经过时而不具有参考意义了。

就旅游组织者对于交通运输方面的选择和控

制义务而言，原则上，判例中对于酒店设施的要

求也适用于那些为旅游组织者提供运输服务的给

付提供者，比如飞机、去酒店的转送车、大巴经

营者、小艇经营者、机动车辆郊游以及邮轮旅游

等 。组织者应当以谨慎、勤勉的商人的注意审

查，是否拥有当地必须的官方许可。对于大巴的

使用，还应当适用当地的安全标准。

综合上述情形，可以认为，旅游组织者在选

择和定期监督给付提供者时，如果有下列行为即

被认为是有过错地违反了《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款的交易安全义务 ：未能定期通过随机

抽样检查确信遵守了当地的安全规范 ；对于任

何人只要仔细看一眼就能够发现且对组织者来

说是可以预见的明显的安全隐患 ；对于监督未

聘请专业、勤勉的专门人员 ；导游未督促就危

险状况进行报告 ；未立即消除已经发现的瑕疵

且对给付提供者表示拒绝、终止给付提供合同及

警示旅游者 。

（三）旅游组织者交易安全义务的边界

虽然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意强化旅游组织者

①Tonner，Der Reisevertrag，§651f，Rn. 26.

②BGH NJW 2006，2918=RRa 2006，210.

③RRa 2000，85=NJW 2000，1188.

④OLG Muenchen 29.1，1988，8U2885/87.

⑤NJW 1990 520=VUR 1990，86.

⑥OLG DuesseldorfVuR 1990，153=NJW-RR 1990，825.

⑦OLG DuesseldorfNJW-RR 1993，315.

⑧OLG Frankfurt a.M. NJW-RR 1990，188.

⑨OLG DuesseldorfVuR 1995，135.

⑩OLG Frankfurt a.M. NJW-RR 1993，1329.

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433.

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429.

OLG DuesseldorfNJW-RR1990，825；NJW-RR1993，315；

OLG KoelnNJW-RR1992，1185.

BGHZ 103，298=NJW 1988，1380.

LG Frankfurt a.M.NJW1985，2424.

BGH NJW 2000，1188，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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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安全义务，但旅游组织者的交易安全义务

并非没有任何边界。

首先，对于旅游组织者而言，像飞机、游轮

这种具有高度专业性的设施的监督来讲，应该严

格限制其监督、审查义务，因为本身其缺乏此项

专业技术知识。对此类设施的监督义务，仅限于

取得了相应的批文即可①。对于像飞机、游轮甚至

包括游艇经营者，导游的监督义务和专业知识。

只有在请来履行合同的游艇司机不合适或不靠谱

时，旅游组织者才应该采取措施防范风险②。对于

大巴车，在司机第一次发生疏忽的时候，也不宜

进行干涉③。仅在有特别明显的交通安全技术缺

陷线索时，才可能涉及到监督义务的履行问题，

比如任何人只要仔细看一下都能够很明显地看到

轮胎是坏的④。在特别严重的缺陷时应当认定存

在采取措施防范风险的义务，但是对于港口中的

轮船楼梯是否有扶手栏杆、给付提供者使用的吉

普车按照德国标准是否安全，则不能认为旅游组

织者存在此项义务等。

另外，对于因为突然发生的、不可预见的因

素导致的危险状况，组织者不会有违反监督义务

的问题。因此，旅游组织者仅仅对于那些超出日

常生活风险之外的、因旅游而增加的特殊风险承

担责任。换言之，对于那些可以期待旅游者自己

识别、并自行做好应对准备的风险，旅游组织者

就不必承担责任⑤。在判定发展中国家的露天餐

厅的安全性要求时，未考虑德国建筑法规在露台

之间不安全的高度差方面的规定，未能发现像露

台松动这样的隐藏瑕疵、未检查通往酒店所有的

停车场的开放式基地上的台阶、未监督酒店中日

常的清洁工作，这些义务的违反都不会产生责任。

还有一种情形，即一般的生活风险，即并非

旅游所特有的事故，其在私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完

全可能发生。根据新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

例，此类事故也不应当由旅游组织者来承担责任。

例如在事前已经提过的台阶上滑倒案⑥、在游泳

池的瓷砖地面上滑倒案⑦、酒店迪厅昏暗台阶上

滑倒案⑧、酒店大门受伤案⑨、不隔热塑料咖啡杯

受伤案⑩、椅子倒下受伤案 。在此类案件中，旅

游者不应当认为，在国外会有和在德国同样的安

全和建筑标准。更确切地讲，旅游者自己通过旅

游而将自身置于更高的生活风险之中的话，旅游

组织者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

尽管如此，旅游组织者任何情况下都要在

充满危险的地方做好最基本的安全预防措施

（einfachst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以将风险降

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例如，在游泳池的入口处

使用增加摩擦力的地面，而不是平滑的、像玻璃

一样的地面 。如果旅游组织者或其履行辅助人

增加了旅游者的风险程度，就应当对因此所导致

的损害承担责任。如果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为旅

游者安排替代航班作为被取消航班的履行替代

（Erfuellungsstatt），而为了赶上航班，旅游者必须

带着行李跑着穿过候机大厅，其间旅游者摔倒，

旅游组织者应当对此损害承担责任。在该案中，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负有

义务，确保安排的替代航班不会是旅游者处于更

高的危险情形中，也就是说应该提供帮助使其能

够安全登机 。

但是，对于旅游者能够认识到并为之做好准

备的危险，旅游组织者及其履行辅助人并不承担

保证其不受此种危险损害的责任。例如，旅游者

在水球比赛中被突然飞过来的球打伤，即使比赛

已经通过扩音器预告结束时，旅游组织者也不会

因此违反交易安全义务 。如果旅游者不理会旅

游组织者及其给付提供者的警告和建议，也同样

免除旅游组织者的责任 。但是在没有挂好的热

水器案 、主楼配楼之间不安全的支路案 中，却

是违反交易安全义务的。旅游组织者也应当审

①LG Muenchen I RRa 1997，199.

②LG HannoverRRa 2003，218.

③LG Koblenz RRa 2004，206.

④OLG Frankfurt a.M. NJW-RR 1993，1329；OLG Duesseldorf 

NJW-RR2000，787.

⑤LG Frankfurt a.M.NJW-RR2002，1485.

⑥LG Bonn RRa 1996，82 ；OLGR Frankfurt 2001，41.

⑦LG Muenchen.RRa 1996，89 ；AG Baden-Baden RRa 2005，

68 ；OLG Frankfurt a.M.RRa 2001，243 ；LG Duisburg  RRa 2006，

20（该案涉及的是酒店大门范围被雨淋湿了的瓷砖地面）.

⑧LG Duesseldorf RRa 2005，26.

⑨LG Frankfurt a.M.RRa 1995，84.

⑩LG Frankfurt a.M.RRa 1994，158.

LG Frankfurt a.M.RRa 2000，22.

LG Duesseldorf RRa 2005，26.

AG Duisburg  RRa 2006，279.

BGH NJW 2005，1420= RRa 2005，112.

OLG Duesseldorf RRa 2005，21.

AG Hannover  RRa 2005，30.

OLG Frankfurt a.M. VuR 1994，87=NJW-RR 1994，560.

OLG Bamberg RRa 19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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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酒店是否遵守了当地关于火灾情形的相应安

全标准①。另外，在野外游泳训练中，如果课程主

任未能确保参加者能够没有任何危险地跳入水中

时，旅游组织者也应当承担责任②。

就旅游组织者是否在国外尽到其交易安全义

务不以德国的安全标准为准，而应该以度假地适

用的标准和特点来确定③。基于包价旅游的规模

特性，旅游者也不应该期待其能够如单个旅行那

样的安全标准④。但是无论如何，旅游组织者都应

该审查酒店是否达到当地的安全标准，比如说当

地的有关机关是否已经审查并验收了该建筑物⑤。

旅游组织者绝不对酒店在具体场合中不完全妥当

的运作负责。举例来讲，旅游者在自助餐厅里面

湿滑的地面上滑到，之所以湿滑是因为此前同行

旅游者将饮料洒在了地上，如果酒店已将液体擦

掉并放置了标识阻止进入还湿滑的地面（但该措

施当时并未使地面完全干燥），在此种情况下，旅

游者不能对旅游组织者主张《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款上的请求权（但并不一定排除基于履行

辅助人的责任）⑥。

（四）违约责任的扩张与侵权责任的收缩

对于旅游组织者违反交易安全义务的侵权

责任请求权可以在《德国民法典》第651f条之外

主张，即发生了请求权的竞合。从而，对于交易

安全义务的违反而产生的请求权也可以通过主

张因违反保护照顾义务而作为旅游瑕疵主张合

同上的请求权。此外在转化了欧盟包价旅游指

令之后，根据《德国民法典》第651h条第1款的

规定，在身体伤害上的请求权不得进行限制⑦。

在此之前，对于身体伤害的侵权责任请求权还是

可以基于约定进行限制的。由于债法现代化将

侵害生命的请求权修改为适用30年时效期间，

再加上基于《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第2款，新损

害赔偿法允许对合同上的请求权予以非财产上

的损害赔偿，即意味着对旅游合同上的抚慰金请

求权成立。伴随于此，侵权法的重要性就大大降

低了导致侵权责任较此前而言所能够发挥的作

用小了很多⑧。

通常情况下，根据《德国民法典》第651f条

第1款关于因违反保护照顾义务的旅游瑕疵而生

的合同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更容易获得支持。在

此，给付提供者是组织者的履行辅助人，根据《德

国民法典》第278条，其过错即可归责于旅游组

织者。从而《德国民法典》第651f条第1款上的

合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要容易一些。相反，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31条要将其作为事务辅

助人成立旅游组织者的责任，由于缺乏对旅游给

付提供者指示依赖性（Weisungsabhaengigkeit der 

Leistungserbringer），往往很难成功。此外，根据

《德国民法典》第651f条第1款的规定，在合同法

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采取过错推定，而侵权法上

必须由请求权人证明过错，这也导致了《德国民

法典》第823条第1款在旅游法上的意义大大降

低⑨。

三、旅游组织者的履行辅助人责任

德国法上，旅游组织者除就自己违反交易安

全义务或合同不履行承担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之

外，还大量地因旅游给付提供者的行为承担责任。

此项责任的承担以其与旅游给付提供者之间的合

同关系以及后者作为旅游组织者的履行辅助人为

前提。

旅游组织者与给付提供者（例如运输企业和

住宿企业）之间通常存在着各种具体的合同关系，

如运输合同和住宿合同。但是，像旅游组织者的

租船合同（Chartervertraege）或者酒店预订合同

（Hotelreservierungsvertraege）一样，这些合同都是

在旅游组织者与给付提供者之间订立的，由于没

有旅游者的意思表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无

法将旅游者作为合同当事人⑩。

但是，旅游组织者与给付提供者之间的合同

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旅游者的利益在内，即使是以

旅游组织者的利润利益为前提，也不能否认这一

点。为此，德国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该类合同

是《德国民法典》第328条意义上的利益第三人合

同（Vertrag zu Gunsten Dritter），因此旅游者对于

①OLG Koeln NJW-RR 1992，1185.

②OLG Muenchen.RRa 1995，204.

③LG Koblenz RRa 2006，75 ；LG Koblenz RRa 2005，27 ；LG 

Muenchen.RRa 1993，25，该案涉及的是在博茨瓦纳的越野车 ；

OLG Muenchen.RRa 1995，204.

④LG DuesseldorfRRa 2003，215.

⑤BGH NJW 2006，3268= RRa 2006，206.

⑥AG Duisburg  RRa 2004，264.

⑦Tonner，Der Reisevertrag，§651f，Rn. 24 ；BGHZ 100，157 ；

100，185 ；103，298.

⑧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425.

⑨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425.

⑩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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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提供者享有直接的履行请求权①。由于旅游

者以旅游组织者为合同当事人，所以通常旅游者

不会介入旅游组织者与给付提供者之间的合同关

系中，但是当旅游组织者进入破产程序或者处于

支付不能的时候，给付提供者是否也对旅游者直

接承担责任则显得非常重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1985年1月17日的判决中，赞同了利益第三人

合同的观点，从而对于旅游组织者与航空公司之

间的包机合同（Chartvertrag），旅游者对于给付提供

者航空公司享有直接的履行请求权，而航空公司

不得以旅游组织者尚未支付包机合同价款为由对

旅游者的请求权提出抗辩②。在此德国联邦最高法

院非常正确地排除了《德国民法典》第334条的适

用，根据该规定，抵偿关系（Deckungsverhaeltnis）

中所生的抗辩也可以针对第三人主张。如果航空

公司拒绝运送旅游者的话，就要对旅游者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在内部关系上，旅游组织者与航空

公司是共同债务人（Gesamtschuldner）③。这一原

则也适用于旅游者与其他的给付提供者之间，例

如酒店经营者。不过应该注意的是，鉴于旅游活

动经常跨越国界，该规则适用的前提是，旅游组

织者与给付提供者之间的抵偿关系适用德国法规

范，或者有类似于《德国民法典》第328条的规则。

从旅游合同履行的角度来看，给付提供者作

为旅游组织者的独立的履行辅助人（selbstaendige 

Erfuellungsgehilfe）直接提供各项旅游服务，例

如运输企业、酒店经营者和交换学校等。给付提

供者与旅游组织者在经济上并未形成联合，在

企业组织上也并不属于后者④，给付提供者原则

上对自己的活动负责⑤。给付提供者仅仅是通过

履行合同义务间接地服从旅游组织者的指示权

（Weisungsrecht）⑥。就此来讲，独立性，是给付提

供者最为清晰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导游人员

和旅游组织者的工作人员也是其履行辅助人，但

这种履行辅助人隶属于旅游组织者的企业组织之

内，同时也是直接地服从旅游组织者的指示权，

有学者将其称作为单纯的履行辅助人（einfacher 

Erfuellungsgehilfe）⑦。这两种履行辅助人区分的意

义在于，根据《德国民法典》第651h条第1款第2

句，对于旅游组织者因给付提供者这种履行辅助

人而负的责任可以协商进行限制。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给付提

供者是旅游组织者与旅游者之间旅游合同的履

行辅助人。履行辅助人是指那些依照旅游组织者

的意思作为辅助人履行其义务的人。旅游组织者

对于给付提供者的过错负责，但同时根据《德国

民法典》第651h条第1款第2句，可以根据国际

公约（如蒙特利尔公约）或者一般交易条件对此

项责任予以限制。虽然存在此种责任限制的可能

性，但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是会经常强调旅游

组织者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78条对其给付提供

者的给付和过错承担责任⑧。

如果合同约定的旅游给付是为旅游组织者而

提供的，旅游组织者根据各种具体的请求权基础

的标准，就给付提供者的行为承担自己责任⑨。实

践中，旅游组织者通常肯定不会将各个给付提供

者的名称信息提供给旅游者，这些名称信息只是

旅游组织者自己在执行旅游计划的时候使用。以

适用德国法为前提，给付提供者原则上仅依《德

国民法典》第823条以下之规定，就其侵权行为

对旅游者承担责任。

在德国司法实践中，下列企业或者个人经常

被视为旅游组织者的履行辅助人，当然前提是

他们提供了旅游组织者的部分给付 ：酒店经营

者（Hotelier）、航空公司（Fluggesellschaft）、给付

提供者个人（Personal der Leistungstraeger）、旅

游组织者在当地的代表（oertliche Reiseverstalter

repraesentanten）、船舶公司（Reederei）、徒步旅

行向导（Safarifuehrer）、登山向导（Bergfuehrer）、

组 织 者 的 文 体 活 动 组 织 员（Animateure des 

Veranstalters）、旅游组织者在度假地游览的大巴

公司（Busunternehmen）⑩。

那些并不提供旅游组织者组织的给付，而是

在此之外提供自己服务的人，则不是履行辅助人，

这些人包括 ：非受组织者委托运行的酒店大巴、

①Larenz，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II/1，S.381 ；Fuehrich，

Reiserecht，5.Aufl.2005，Rn.101；Tonner，Der Reisevertrag，§651a，
Rn. 10 ；BGH NJW 1985，1457 ；BGH NJW 2002，2238=RRa 

2002，154 ；MK/Tonner，§651a，Rn. 40ff ；Palandt/Sprau，§651a，
Rn. 10.

②BGHZ93，271=NJW 1985，1457.

③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101.

④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100.

⑤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8.

⑥Larenz，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II/1，S.380.

⑦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8.

⑧BGH NJW 1983，449，449；BGHZ 100，185，189；BGHZ93，

274f.

⑨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102.

⑩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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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旅游者要求在酒店保险箱中保管贵重物品的酒

店经营者、轮船上的医生、空中交通管制员、行

使其空中警察职权的飞机机长、海关工作人员、

回答入境规定和获取签证的领事馆、机场、仅仅

为组织者提供居间服务的给付提供者、辱骂、殴

打旅游者的酒店职员①。

由于缺乏必要的隶属关系和命令服从关系，

给付提供者并不是旅游组织者在《德国民法典》第

831条意义上的事务辅助人（Verrichtungsgehilfe）。

对此，旅游组织者仅对其自身未能尽到交易安全

义务承担侵权责任。组织者自己经营的度假俱乐

部、自己的航空公司、自己的酒店及其自己的员

工，由于属于旅游组织者自己企业的组成部门，

则构成组织者的事务辅助人②。

《德国民法典》第651f条第1款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是以旅游组织者的过错为前提的，根据《德国

民法典》第276条，该过错是指，旅游组织者未尽

到交易上应该尽到的注意。因为给付提供者是旅

游组织者的履行辅助人，因此给付提供者的过错

原则上也归责于旅游组织者。关于过错，《德国民

法典》是采取了举证责任倒置（Beweislastumkehr）

的方式，由旅游组织者承担。这一规则是在1994

年转化欧盟包价旅游指令（EG-Pauschalreise-

Richtlinie）时以现在的表述方式规定在条文中，但

是这一规则实际上基于1987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做出的尼罗河船案判决（Nilschiff-Entscheidung）③

就已经作为判例法产生实际约束力了。该案中，

因为船上失火导致行李丧失，至于失火原因无法

查明。根据举证责任倒置应该由旅游组织者承担

举证责任，证明损害事故不应由其，更准确地说

是其给付提供者承担责任。对旅游组织者来讲，

要证明这一点和旅游者一样是很困难的。但是鉴

于给付提供者是为旅游组织者而行为，就此点而

言也属于旅游组织者负责的范围，这样的话此种

风险分配还是妥当的。按照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

二号骑马事故案（ReitunfallII-Entscheidung）④，

旅游组织者要想完成其举证责任，就必须解释并

证明，他对于所有被认真纳入考量的过错要件事

实都没有过错。这样他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在

骑马项目中所载明的马匹是经过谨慎挑选和监管

的。否则，他就应该对旅游者因惊马而受伤的事

故承担责任。如果旅游组织者也仅仅是存在重大

可能应予负责，而这也仅仅是纳入考虑的原因之

一的话，旅游组织者还是负有证明责任。

应予说明的是，旅游组织者根据《德国民法

典》第823条第1款对交易风险设施的选择和控

制义务的违反而承担的侵权责任，往往是从总体

上、损害事件发生之前来考虑 ；而旅游组织者对

于履行辅助人负责，则是从其具体的履行行为层

面考察。因此，这两种责任虽然经常会发生重叠，

但有时也会形成互补关系。即使从交易安全义务

履行的角度来看，旅游组织者无法对给付提供者

的具体给付行为实施监督，而无需根据《德国民

法典》第823条第1款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给付

提供者在提供具体服务时有过错，旅游组织者还

是应当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78条、第651f条第

1款承担合同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

四、旅行社转团的德国法观察⑤ 

旅行社转团，是指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

旅行社（以下简称“组团社”）将旅游团队转交其

他旅行社（以下简称“受让社”），由后者向旅游者

提供旅游服务的行为。《旅游纠纷规定》第10条

将此种情形规定为，“旅行社将旅游业务转让给

其他旅行社”。我国旅游法学界通常将转团行为

认定为“合同转让”、“合同承受”或者“合同权利

义务的概括移转”，即是以旅游合同为转让标的

的法律行为，转让旅行社与受让旅行社之间存在

的所谓“旅游业务转让”合同，就其法律性质来

讲，一般认为是组团社将其在旅游合同中的权利

义务转让给其他旅行社，由受让旅行社取代组团

社成为组织旅游合同当事人的行为。换言之，转

团之前，旅游合同关系存在于组团社与旅游者之

间，转团后则存在于受让社与旅游者之间。但是，

从德国法观察，旅行社的转团行为，可能涉及的

问题包括 ：（1）债务承担（Schulduebernahme）⑥ ；

（1）债务加入（Schuldbeitritt）⑦ ；（3）履行承担

①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104.

②Fuehrich，Reiserecht，5.Aufl.2005，Rn.104.

③BGHZ 100，185=NJW 1987，1938.

④BGHZ 161，79=NJW 2005，418=RRa 2005，12.

⑤转团行为，就笔者有限的阅历所及范围，旅行社转团问

题，无论是在德国旅游法文献中还是在判例中，均未能发现直接

论述。为此，以下均属笔者根据德国法的规定，对我国旅行社转

团的法律结构和相关责任承担问题进行的分析。

⑥Harke，allgemeines Schuldrecht，2010，S.393 ；Medicus/

Lorenz，AT Schuldrecht，20.Aufl.，2012，Rn.749.

⑦Brox/walker，AT Schulrecht，37.Aufl.，2013，S.406 ；Medicus/

Lorenz，AT Schuldrecht，20.Aufl.，2012，Rn.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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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fuellungsuebernahme）①；（4）契约承担（Vertrag- 

suebernahme）②；（5）契约加入（Vertragssbeitritt）③。

至于具体属于何种情形，还需要结合旅行社转团

的实际操作进行分析。

如果将转团行为认定为是契约承担的话，其

法律结构应该是，原合同当事人（组团社）将其在

整个旅游合同中的法律地位一并移转给新的当事

人（受让社）④，既包括旅行社作为债权人可向旅

游者主张的旅游费用给付请求权、旅游者协助履

行请求权、抗辩权和解除权，也包括旅行社作为

债务人时所承担的提供旅游服务的义务、对旅游

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协助旅游者返程的义务等。

《德国民法典》并未规定此类契约承担合同，但是

基于合同自由的原则，并不妨碍当事人之间基于

合意订立契约承担合同⑤，就其规则则应该分别

适用《德国民法典》第398以下诸条关于债权让与

和《德国民法典》第414以下诸条关于债务承担的

规定⑥。换言之，转团行为事实上是由旅行社对其

在组织旅游合同中的债权让与和债务（转由第三

人）承担两个交易组成的，在法律适用上也是分

别适用不同的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债权让与还是债务承

担，都必须是在保持债权、债务内容不发生变化

的前提下完成的。《德国民法典》旧法第399条第

1项即明确规定，“如果不变更其内容即不能向原

债权人之外的人进行给付”的话，即不得让与债

权⑦。而债务承担中如果改变了债务内容，则无法

发生使新债务人向债权人负担与本应由原债务人

履行的同样给付的效力⑧。我国学者将其称为债

权、债务的同一性，即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均不

改变所移转的债权、债务的内容。⑨在旅行社转团

过程中，债权让与部分，即旅行社可以向旅游者

主张的权利，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旅游费用请求

权、旅游者协助履行请求权通常不会发生改变，

是符合债权让与中保持债权同一性的要求的。但

是，债务承担部分则有所不同。实践中，旅行社

通常并非自行向旅游者提供全部的旅游服务，而

是通过交通、餐饮、地接旅行社等履行辅助人向

旅游者提供旅游服务，而不同的组团社选择的履

行辅助人完全不同，所提供的服务在内容、标准

上也会存在诸多差异。由于各组团社与其履行辅

助人具有商业上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具有

商业秘密的性质，转让方基于保护自身商业秘密

的考虑，绝不会将其与履行辅助人之间的合作关

系转移给受让的旅行社。

就此来讲，实践中旅行社转团的法律性质

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德国债法理论上的契约承担

（Vertragsuebernahme），是存在疑问的。实际上，

我国旅游行业运作过程中，很多组团社自始就没

有履行旅游合同准备，组成旅游团队之后通过将

团队转让而获利、侵害旅游者权益（此即为所谓

的转团、炒团），更加剧了转团行为对旅游者权益

侵害的程度。例如，A旅行社招徕旅游者组成旅

游团，然后将旅游团转让给B旅行社，并从中抽

取团费的20％作为转让收益，B旅行社随之又将

旅游团转让给C旅行社，再抽取团费的20%作为

转让收益⋯⋯如此层层盘剥下去，最终向旅游者

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所获得的团费极低，没有

收到团费甚至还要在没有收到团费的情况下支付

买团的费用，形成了所谓的零负团费的情况。在

此，最终提供旅游服务的旅行社不可避免地会采

取降低服务标准、强迫购物等种种非法手段，侵

害旅游者合法权益。正是看到旅行社转团存在着

这种风险，《旅行社条例》第37条第1款规定，“旅

行社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的，应当向接

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不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费

用 ；接受委托的旅行社不得接待不支付或者不足

额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的旅游团队。”

因此，我国实践中旅行社的转团行为，不能

当然视为契约承担（Vertragsuebernahme），甚至免

责的债务承担（Befreiende Schulduebernahme）⑩，

使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旅行社获得免责的优

待。正确的做法是，针对具体的案例进行具体分

①Medicus/Lorenz，AT Schuldrecht，Rn.795 ；Brox/walker，AT 

Schulrecht，37.Aufl.，2013，S.401 ；

②Harke，allgemeines Schuldrecht，2010，S.417 ；Medicus/

Lorenz，AT Schuldrecht，20.Aufl.，2012，Rn.800 ； 

③Medicus/Lorenz，AT Schuldrecht，20.Aufl.，2012，Rn.863 ；

Brox/walker，AT Schulrecht，37.Aufl.，2013，S.401 ；

④Vgl. BGH NJW 1985，2528.

⑤Erwa BGHZ 95，88，94f. ；Medicus/Lorenz，AT Schuldrecht，

Rn.800 ；Larenz，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I，S.618.

⑥Vgl. Larenz，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I，S.616ff ；

⑦Brox/walker，AT Schulrecht，37.Aufl.，2013，S.399.

⑧Harke，allgemeines Schuldrecht，2010，S.393.

⑨参见马俊驹、余延满 ：《民法原论》（第3版），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第596页 ；崔建远主编 ：《合同法》（第5版），法律出

版社2010年版，第207、228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3版），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57、495页。

⑩Brox/walker，AT Schulrecht，37.Aufl.，2013，S.399.

旅行社转团中的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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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只有那些转团前后旅游服务的实质性内容并

未发生变动的，才能认定为契约承担或者免责的

债务承担。即使旅游者同意转团，也同样要进行

上述分析。至于那些形式上看似符合债务承担、

契约承担构造，但实际提供的旅游服务与旅游合

同约定的内容不符的，则可能需要追究旅行社的

违约责任和行政责任。

五、擅自转团的责任构成

从德国法的角度来看，组团社应当履行旅游

合同而未履行，可能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81条

第1款第1句第1种情况和第323条第1款第1种

情况，构成“债务人没有提供到期给付”的不给付

（Nichtleistung）①，从而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问题是，组团社自己虽未履行，但与组团社签订

转团合同的受让社向旅游者履行了旅游合同，且

旅游者接受了此项履行，组团社是否还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呢？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415条的规定，作为原债

务人与承担人的组团社和受让社之间可以订立合

同，达成债务承担协议。但是，由于组团社与受让

社之间签订的合同，支配的对象是旅游者的债权，

是对旅游者债权的无权处分。因此，根据德国法关

于债务承担协议的处分说（Verfuegungstheorie）②的

要求，依《德国民法典》第185条的规定，组团社和

受让社之间的债务承担合同必须经债权人，即旅

游者的同意，方可发生效力③。如果未经旅游者同

意，则不能发生转团的效力，组团社对于旅游者依

然承担其基于旅游合同的义务。至于旅游者接受

受让社的履行，能否认定为以默示的方式做出了

同意，则存在争议。本文认为，虽然根据《德国民

法典》第182条第2款的规定，同意可以以默示的

方式作出，但是认定默示方式的同意应该考虑具

体的社会背景和案情，给予严格的限制。④最基本

的思想应该是，在认定默示方式的同意时，不会导

致债权人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例如，《德国民法

典》第416条在拟制沉默的同意时，即考虑到债权

人在此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享有充分的担保⑤，而

无后顾之忧。而旅游者接受受让社提供的旅游服

务，并不能等同于旅游者就同意了组团社与受让

社之间的债务承担合同。其理由有二 ：一方面，旅

游者在事先未告知的情况下，往往是在到达机场、

出发地，甚至目的地时，才发现自己被转团，此时

如若不接受旅游服务，必然导致假期泡汤，甚至可

能面临违反减损义务的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我国

旅行社行业通过转团侵害旅游者权益的情况极其

严重，法律拟制旅游者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同

意转团，不仅不利于旅游者自身权益的保护，也不

利于行业的整肃。

此外，旅游合同能否转让，还需对旅游服务

的可转让性予以考量。通常来讲，旅游服务具有

鲜明的人身属性［1］120，即使旅游目的地、旅游线

路相同，但由于旅游组织者不同、给付提供者不

同，所提供的旅游服务也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在当前旅行社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背景下，旅

游者选择一个资质高、口碑好的旅行社，正是旅

游者赋予旅游合同具有一定程度人身属性的体

现。甚至有观点认为，擅自转团可能构成利用其

品牌对旅游者进行欺骗，剥夺旅游者对旅行社的

品牌选择权。［2］156正因为如此，旅游服务在相当

程度上是重视旅行社人身属性的债务，此种人身

属性构成债务承担和合同权利义务概括移转的障

碍。因为无论是在债务承担还是在合同权利义务

概括移转中，债务的可转让性和合同地位的可让

与性均因为债务或者合同地位的人身性导致债务

不可移转、合同权利义务不能概括移转。⑥ 

就我国的情况来讲，旅行社能否转让旅游业

务，在旅游纠纷处理实践和《旅游纠纷规定》的起

草过程中，是存在争议的。而且在相关旅游立法

中，也确实存在禁止、限制旅行社转团的相关规

定。例如，《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35条规定，

仅当发生约定的解除旅游合同的情形时，旅行社

在征得旅游者的同意的前提下，才可以将旅游者

推荐给其他旅行社组织、接待，并由旅游者与被

推荐的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 ；《海南省旅游条例》

原第39条更是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将已签订

旅游合同的旅游者转给其他旅行社接待 ；《辽宁

省旅游条例》原第36条规定了一定的限制条件，

①Looschelders，AT Schuldrecht，9.Aufl.，2011，Rn.487.

②Larenz，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I，§35，Fn 6；RGZ 134，

185（187），BGHZ 31，321（326）.

③Medicus/Lorenz，AT Schuldrecht，20.Aufl.，2012，Rn.789 ；

Looschelders，AT Schuldrecht，9.Aufl.，2011，Rn.1155.

④Looschelders，AT Schuldrecht，9.Aufl.，2011，Rn.1158.

⑤Medicus/Lorenz，AT Schuldrecht，20.Aufl.，2012，Rn.789.

⑥参见马俊驹，余延满 ：《民法原论》（第3版），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第600页 ；崔建远主编 ：《合同法》（第5版），法律出

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第3版），法

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87、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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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旅行社只有在不能出团时，方可将已签订旅游

合同的旅游者转给其他旅行社出团。所有这些社

会、法律背景，在考虑旅行社转团时，能否认定

旅游者默示同意债务承担合同时，均应纳入考虑。

此时，由于旅行社擅自转团的法律性质是，

未征得旅游者同意而不履行旅游合同规定义务的

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在转团情况

下，旅游者在接受旅游服务过程中遭受人身财产

损害的，组团社当然应当根据其是否违反合同义

务、未尽到交易安全义务，来确定相应的损害赔

偿责任。

问题是，旅游者可否要求组团社和受让社一

起承担责任呢？换言之，在契约承担或者债务承

担因未获债权人同意而无效时，承担人是否对债

权人承担何种责任？

在德国法上，在债权人追认（Genehmigung）之

前，债务承担待定无效（schwebend unwirksam）①。

如债权人确定地拒绝追认，则债务承担确定无

效，不能发生债务承担的效力，不发生债务人

更换的效力，也不会免除原债务人的责任。但

是，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务承担合同并不

因此而无效，在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还可能成

立《德国民法典》第329条意义上的履行承担

（Erfuellungsuebernahme），即债务人还是可以请求

第三人向债权人进行清偿②。

另外，在债务承担确定无效之后，还有可能

将债务承担转换为债务加入（Schuldbeitritt）③，

即无须征得债权人的同意，而由原债务人与

第三人订立合同，使第三人一并承担债务

的履行义务，因此也称作并存的债务承担

（kumulative Schulduebernahme）或债务共同承担

（Schuldmituebernahme）。通过债务加入，原债务

人并不免除其债务，新的债务人加入进来共同承

担债务。对于债权人来讲，债权的实现可能性得

以增强，完全是有益无害，其仅仅是增加了一个

可以对之主张权利的债务人④。债务承担因为原

债务人的免责和债务人的更替，也是对债权人债

权的处分，因此在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承

担合同应当征得债权人的同意（《德国民法典》第

415条第1款第1句）⑤。而债务加入由于仅仅是

对债权人地位的改善和债务实现可能性的增强，

故此没有必要必须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在旅行社转团未得到旅游者同意的情况下，

债务承担合同还是会发生履行承担的效力，而且

债务承担也完全可能转换为债务加入，使旅游者

的地位得以增强。债务加入的情况下，原债务人和

加入人根据《德国民法典》第421以下诸条作为连

带债务人（Gesamtschuldner）对债权人承担责任⑥。

旅行社转团，是对其在组织旅游合同中权

利、义务的概括移转，其中的债权让与并不受旅

游者（不）同意要件的阻碍，仅其中的债务承担行

为受旅游者同意行为的限制。从上述关于债务承

担的构成来看，旅游者同意仅构成免责的债务承

担的生效障碍，而对于债务加入不构成障碍。事

实上，理论上也将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合同权

利义务概括移转，肯定为债权让与和并存的债务

承担的结合，而达到经济上接近于全部的合同权

利义务概括移转的结果，理论上称之为契约加入

（Vertragsbeitritt）。⑦就旅行社转团而言，虽其转团

行为未经旅游者同意，但也可认为是由受让的旅

行社加入原旅游合同之中，与原旅行社共同对旅

游者承担提供旅游服务的责任。从而，由组团社

和受让社对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所遭受的人身伤

害、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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