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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抛掷物致害的“不赔”与“赔”
——以侵权案例的体系化分析方法为视角
王 竹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民商法学，北京
摘

要

对建筑物抛掷物致害应该采用侵权案例的体系化分析方法。侵权案例的体系化分

析方法，是以侵权行为形态的体系化分析和侵权责任形态的体系化分析为基本方法，依据侵
权法理论自身的展开路径，分步寻找请求权基础的侵权责任法适用方法。建筑物抛掷物致害
是一般侵权行为，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不适用建筑物搁置物、悬挂物致害和物件致害法理，
也不适用公平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殊类型的案件没有侵权法救济。从公共政策等多方面
考虑，特殊建筑物抛掷物致害可以根据其他侵权法理论建立特殊责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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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抛掷物致害，有学者称为高楼抛掷物
致人损害，是指高层建筑的所有人或者其他居住
人从其住所抛出物件致受害人损害，但不能确定
真正的行为人 。由于类似案件频繁发生，已经不
是极端个别的事件，同时因为在现行法中没有相
关规定，比较法上也罕见类似案例，于是成为了
侵权法上的新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理论热点。
年底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民法草案 侵权
责任法编》（下简称“法工委草案”
）和中国人民大
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
案 侵权行为法编》（下简称“人大草案”
）均对此
作出了尝试性的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的侵权行为法草案（下称“社科院草案”
） 中没
有涉及这一问题。杨立新教授主持起草的新版《侵
权责任法（草案）》（下称“新版草案”
） 采纳了
“社科院草案”的做法，以不规定的方式否定了此
类案件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本文是对该起草
思路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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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侵权责任法（草案）
》
相关条文的对比分析
学者普遍认为，两份草案的相关规定是根据重
庆“烟灰缸案”判决的法理而拟订的 ：
“法工委草
条规定：
案”第九章“物件致人损害责任”第
“从建筑物中抛掷的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脱落、坠
落的物品致人损害，不能确定具体的侵权人的，由
该建筑物的全体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使用人能
够证明自己不是具体侵权人的除外。
”“人大草案”
第三章“侵权的类型”第十节“动物和物件致人损
害”第
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致人损
害，抛掷人承担民事责任。
”“不能确定谁为抛掷人
的，由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全体使用人承担民事责
任。但能够证明没有抛掷该物品的人不承担责任。
”
对比两份草案条文，共同点在于：第一，均将
此新类型纳入特殊侵权行为中的“物件致人损害责
任”的范畴，适用替代责任。第二，均认为致害人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不作为侵权责任之研究”（

－ ，男，四川成都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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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致害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规定

在体系。侵权行为形态和侵权责任形态是本质上不

“由该建筑物的全体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未明
确责任的分担方式，给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

同的两个概念。侵权行为形态，是指侵权行为的不
同表现形式，是对各类具体侵权行为的抽象和概

便于协调处理该类案件。第三，免责条款的一致性。

括。侵权责任形态，是指侵权法律关系当事人承担

两份草案均规定了“但使用人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具
体侵权人的除外”的因果关系特殊免责条款。不同

侵权责任的不同表现形式，即侵权责任由侵权法律
关系中的不同当事人按照侵权责任承担的基本规

点主要来源于不同的问题解决思路：第一，均非直
接对致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致害进行的规定，

则承担责任的基本形式。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学说是对侵权行为的宏

而是进行了递进式的体系化安排。
“法工委草案”
条实际上是在涉及建筑物的致害人不明损害的框
架下，区分抛掷物和脱落、坠落物，而“人大草案”
条则是在抛掷物的框架下，区分致害人明确和

观研究，解决的是侵权行为的整体、共性、全部；
侵权行为类型化研究 是对具体侵权行为的研究，
是对具体侵权行为的细节揭示。而侵权行为形态的

致害人不明的两种情况，这体现出不同草案起草人
对该问题的定性不同。第二，条文的适用范围不同。
基于不同的起草思路，“法工委草案” 条涉及到
了“脱落、坠落的物品致人损害”问题，实际上是
建立了“建筑物坠落物致害”责任条款，而“人大
草案”
条实际上规范是“抛掷物品致人损害”。
第三，条文的结构不同。“法工委草案” 条是一
体化的设计，统一适用的是物件致害的侵权法理，
而“人大草案”
条分两款，第一款实际上是一
般侵权行为，第二款才是特殊侵权行为。
尽管两份草案思路不同，但对致害人不明的建
筑物抛掷物致害这一问题，却均作出了承担侵权责
任的规定，这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大争议。尽管有
学者通过在侵权行为法内部寻找请求权基础的方
法和引用西班牙、奥地利等国个别立法例进行论
证，但笔者认为，这些论证和两份《侵权责任法
（草案）
》的条文本身一样，均有理论和逻辑上的不
足。在笔者参加起草的新版《侵权责任法（草案）
》
中，项目组是通过体系化分析方法的适用，对该类
案件的请求权基础进行分析并最后作出结论的。

抽象属性的形态确定和区分。侵权行为的主要形态
包括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基础形态）、

二、侵权案例的体系化分析方法概述
如前所述，两份草案的差别源于对此类案件的
定性，而定性的不同是因为依据的侵权法理论分析
路径不同，所以其论证也不同，尽管得出了同样的
结论，却不能说是达成了共识。这就涉及到侵权案
例的体系化分析方法。
（一） 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的区分与
体系化
侵权案例的体系化分析方法建立的前提是区
分侵权行为形态和侵权责任形态，并分别建立其内

研究是对侵权行为的中观研究，是对具体侵权行为

单独侵权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积极侵权行为与共
同侵权行为等。其中共同侵权行为包括狭义的共同
侵权行为和共同危险行为，这一形态区分对于本文
涉及问题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另外，由于是对客
观事实的描述，从逻辑上讲，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
描绘标准，侵权行为形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侵权责任形态包括基础形态（自己责任和替代
责任）、基本形态（单方责任和双方责任）和分担
形态（单独责任和共同责任）。其中基础形态的自
己责任和替代责任，与侵权行为形态的一般侵权行
为与特殊侵权行为具有对应性，体现了侵权法体系
化的两个步骤的内在一致性；单方责任与共同责任
是在基础形态下的责任承担基本形态，也是完全的
划分；单独责任和共同责任，是在基础责任形态划
分下，责任方内部的责任形态划分。
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既相区别，又有
密切的联系。侵权行为形态是侵权责任形态的基
础，侵权责任形态是侵权行为形态的必然后果。按
照侵权法的理论构架，以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为核
心。侵权行为形态的基础形态（一般侵权行为与特
殊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形态的基础形态（自己责
任与替代责任）的划分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对应性，
是侵权行为类型化研究的基础，不同的侵权行为基
础形态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不同的归责原则决定
了不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侵权行为形态的单独
侵权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形态划分，与侵权责任形
态的分担形态（单独责任和共同责任）具有对应
性，并藉此确定侵权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和份额。
可见，侵权行为形态体系化和侵权责任体系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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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法体系脊梁和关键，由此可将侵权法的理论体

如果根据公共政策和实质性的公平正义考虑，

系立体化，以此作为体系化分析方法的理论框架。
（二） 侵权法体系化的展开结构

确有必要改变原有规则，则必须通过立法创造新的
侵权责任类型，进而创造新的请求权基础。这是对

根据侵权法体系化分析的基本理论，侵权行为

侵权法理论的突破，非有较强的正当性理由和公共

形态概括的是侵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侵权责
任形态则是在侵权行为责任构成之后，解决责任应

政策配套，不应随意增加，而冲击整个侵权法体系。
由此可见，侵权法体系化分析本身，既是利用

当由谁承担的问题，因此逻辑顺序上，应该先进行
侵权行为形态分析，再进行侵权责任形态分析。
侵权行为形态体系化的交叉结构

侵权法自身的理论体系解决损害赔偿问题的法律
适用方法，同时也是寻找侵权法漏洞，引发侵权法
新发展的逻辑起点。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法律方

侵权行为形态具有法定性、客观性和交叉性的
法律特征 。其中交叉性作为本质性特征表明，各

法的尝试，既致力于实现既有的法律，又寻求生成
新的法律 。

种不同的侵权行为形态是从不同维度对侵权行为
进行的划分，这正体现了侵权行为形态是对侵权行
为的法定类型的客观描述特点，交叉结构是侵权行
为形态体系化的展开方式。
侵权责任形态体系化的树型结构
与侵权行为形态的交叉展开方式不同，侵权责
任形态的体系化展开方式是数个层次逐步递进。因
此，其展开方式也是树型结构。例如在对于损害的
发生双方当事人都无过错的情况下产生的公平责
任，是一种双方责任的典型形态，因此适用公平责
任就必须首先满足侵权责任形态体系化路径上基
础形态和基本形态检验，这对于回答致害人不明的
建筑物抛掷物致害是否能够适用公平责任是非常
必要的理论基础。
（三） 侵权法体系化分析思路
侵权法的体系化分析包括侵权行为形态的体
系化分析和侵权责任形态的体系化分析两个步骤，
即以这两种侵权法基本形态的体系化为前提，依据
其自身理论体系的展开路径，通过对侵权责任形态
体系、侵权行为形态体系的检索，分步寻找侵权法
上的请求权基础。
需要明确的是，正如法谚有云：“不幸事件只
能落在被击中者头上”，侵权法对于损害的基本态
度是不赔偿和限制赔偿。在国家福利尚不能达到对
任何损害都予以救济的层次时，原则上，公民须自
负所受的损害，除非他人具有可归责性，从而应赔
偿受害人的损害，实现损害的移转 。如果在现行
的体系中，案件的法律事实无法通过侵权行为形态
检验的，直接就能得出不承担侵权法上民事责任的
结论，就不需要进入侵权责任形态检验，否则体系
化分析方法的逻辑就会被打乱，侵权法也将陷入自
身的逻辑混乱。

三、
侵权行为形态的体系化分析及结论
在侵权行为形态的体系化分析中，我们首先对
建筑物抛掷物致害的基础形态进行分析，以明确其
到底是一般侵权形态还是特殊侵权形态。然后我们
再将致害人不明的因素加入，分析致害人不明的建
筑物抛掷物致害在侵权行为形态中的定位。
（一）建筑物抛掷物致害的侵权行为基础形态
分析
侵权行为基础形态及其判断标准
侵权行为基础行为形态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
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是指侵权行为法的
一般条文规定的侵权行为，即行为人基于自己的过
错而实施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侵权责任的一般
构成要件的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为是相对于一般
侵权责任而言的，是指欠缺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
件，并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的
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的区分标
准实际上是致害行为标准，即由法律明文规定的致
害行为类型，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形态，每一种特殊
侵权行为形态的适用范围由法律严格限定，体现了
一定的立法政策考虑。除此之外，均属于一般侵权
行为形态，其适用范围具有开放性。
抛掷物致人损害并非建筑物自身缺陷造成，而
是建筑物意外的物从建筑物向外抛出致人损害 。
其致害行为是抛掷物品致害，其致害行为发生地点
是建筑物内。如前文分析，两份草案均将致害人不
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致害纳入特殊侵权行为中的“物
件致人损害责任”的范畴，不同的是，“法工委草
案” 条规范的是“建筑物坠落物致害”责任条
款，而“人大草案”
条实际上规范是“抛掷物
品致人损害”，两者侧重点不同，分别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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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坠落物致害不能类推适用搁置物、悬
挂物致害
建筑物中抛掷物与搁置物、悬挂物的本质
不同

年

适用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定 的结论。
建筑物抛掷物致害不能适用“物件致害”
法理
根据“人大草案”的思路，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根据“法工委”草案的思路，致害人不明的建
筑物坠落物致害与所有人不明的搁置物、悬挂物致

品致人损害是一般侵权行为，但如果“不能确定谁
为抛掷人的”，就适用物件致害的法理。让我们分

害，概括称之为“建筑物抛坠落物致人损害责任”，
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建筑物

步对建筑物抛掷物致害进行分析：首先，建筑物抛
掷物致害是一种抛掷物致害，是指致害的抛掷物源

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

于建筑物中的特别情况，这并不否定其抛掷物致害

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之所以承担过
错推定的侵权责任，通说认为是根据法谚“物件等

的属性。其次，抛掷物是在比较法上再也普通不过
的一般侵权行为。既然抛掷物适用一般侵权行为形

同于人的手臂的延长”，所有人没有及时发现或者

态，那么如果要适用特殊侵权行为形态，其理论基

消除可能的危险，即推定为有过错。在抛掷物与搁
置物、悬挂物的差异性上，应该特别考虑两者致害

础只可能是建筑物本身。需要特别明确的是，这里
讨论的是从建筑物中抛出的物品，而非建筑物本

之间的物理性不同。众所周知，地球上的物体都受
到地球引力的作用，搁置物、悬挂物依托于建筑
物，因此克服了地球引力，所有人或者管理的推定
过错，在于没有发现搁置物、悬挂物与建筑物的依
托关系因为非人为因素发生了危险，可能因为地球
引力的作用而落下致害。抛掷物显然是由于人力的
作用使得物品脱离了建筑物的依托，再经由地球引
力致害。可以进一步设想，建筑物一楼的抛掷物致
害可能导致严重的损害，而一楼不会发生搁置物、
悬挂物致害。因此，抛掷物致害与搁置物、悬挂物
致害，有本质的不同，从法理上分析，不能类推适
用搁置物、悬挂物致害
公共政策分析——城市化进程与高层建筑
物
从比较法上看，尽管有极少数的学说和立法
例，如根据西班牙学者的观点，认为建筑物属于一
种危险物，因此《西班牙民法典》
条规定从
建筑物上扔下之物致人损害，由建筑物的实际占有
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适用危险责任理论 。但我
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初期，从全球
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城市化进程将必
然带来高层建筑的产生。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如
果因为抛掷行为发生的地点在建筑物中，就由建筑
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必然会提高
建筑物的建筑、销售和运营成本，阻碍这一城市化
进程的核心要素。况且，正如德国学者所认为的，
居中在建筑物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并不带有
任何特殊的危险 。有学者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
也得出了类似案件不宜适用危险责任的规定，而应

身。纵观各种物件致害的法理，均是以致害物本
身，而非致害物发出地体现其特殊性。究其缘故，
乃是因为物件致害的适用特殊侵权行为形态的基
础是致害物的特殊性而非致害物所处地点的特殊
性。因此，建筑物作为抛掷行为发生的地点，无法
适用特殊侵权形态。
因此笔者认为，建筑物坠落物致害既不应类推
适用搁置物、悬挂物致害的法理，也与一般的抛掷
物无重大区别。建筑物抛掷物，适用一般侵权行为
形态。
（二） 建筑物抛掷物致害的交叉形态分析
侵权行为形态的树型结构与交叉结构的表
面矛盾
如前所述，侵权行为形态的展开方式是交叉结
构，这样才能从不同角度揭示侵权行为的特征。在
单独侵权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的完全分类中，共同
侵权行为又分为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与共同危险
行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共同侵权行为形态
的展开方式是树型结构而不是交叉结构，因此必须
在侵权行为形态体系内进行交叉结构的还原，这是
本文研究问题的关键。
侵权行为形态的树型结构与交叉结构的本
质关系
侵权行为形态的交叉标准
单独违法行为与共同违法行为
从侵权行为的树型展开结构，我们难以直接还
原，因此需要对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一定的拆
分还原。所谓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或
者在法律特别规定的场合不问过错，违反法律规定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第

期

王

竹

建筑物抛掷物致害的“不赔” 与“赔”

的义务，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侵害他人人身权

态检验

利和财产权利及其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
法律后果的行为 。一般认为，侵权行为有四个构

对任何一个致害行为进行侵权行为形态体系
化分析的前提，是根据交叉标准，确定该致害行为

成要件，即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与主观

的形态属性，即对客观事实进行法律抽象，以此作

过错。对侵权行为主体数量的划分，实际上是基于
对违法行为主体数量的区分而产生的。侵权行为与

为体系化分析的对象。
从主体数量形态看，致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

违法行为的关系是，如果一个违法行为满足了侵权
行为的过错要件、因果关系要件，就成立侵权行

物致害只有一个致害行为，这不同于共同危险行
为。对于两者的区分，学者多有论述，笔者不作重

为，承担侵权责任。此区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精

复。关键在于，由于受到了共同危险行为理论的影

确的分析侵权行为的客观部分，便于对违法行为本
身进行完全分类。对致害行为的定性，辅以过错和

响，学者在论述中往往忽略了这个侵权行为形态属
性，因此导致了论证难以展开。

因果关系要件，就可以完成对侵权行为的定性，因

从致害行为人明确的标注看，致害人不明的建

此对于侵权行为的客观分类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根据致害行为的行为主体数量的不同，可以将致害

筑物抛掷物致害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实际致害的
行为人无法查证，这正是导致类似案例难以处理、

行为分为单独致害行为与数人致害行为两种形态，
这是一种完全分类。
违法行为人是否明确：致害人明确与致害
人不明
根据致害人是否明确，我们可以将违法行为分
为致害人明确的违法行为和致害人不明的违法行
为，这也是一个完全分类标准。作出这一区分的目
的，是为了研究体现侵权法与刑法重大差别的共同
危险行为在民法中的定位。共同危险行为人在《刑
法》上不承担刑事责任，在侵权法上就责令全体共
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这是由于侵权
法与刑法的不同立法目的所决定的。因此可以发
现，侵权法不但调整致害人明确的违法行为，还调
整致害人不明的违法行为。
还原侵权行为形态的交叉结构
辅以过错和因果关系要件，根据上述两条完全
形态分类标准，可以将侵权法调整的所有致害行为
纳入下表，还原侵权行为形态交叉结构：
过错 因果关系致害人明确致害人不明共同违
法行为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等单独违法行
为单独侵权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
通过上表我们不难理解，侵权行为形态之所以
在共同侵权行为领域表现为树型结构，并不是对侵
权行为形态交叉结构的否认，而是在提示我们，致
害人不明的单独致害行为，在侵权法上表现为不构
成侵权行为，在这一问题上，侵权法与刑法是一致
的。因此，侵权行为形态表现出来的树型结构，是
对本质上的交叉结构的最有力支持。
致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致害的交叉形

引起理论争议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也是从这一角度
展开论证，但这只是侵权行为形态属性的一方面。
根据上述两个侵权行为形态属性的分析，致害
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致害属于致害人不明的单
独违法行为，不承担侵权责任。
（三） 两份草案不必要重复规定的产生原因及
修正意见
条规定“从建筑物上脱
“法工委草案”第
落、坠落的物品致人损害”。而根据物件致害的法
理，无论致害人是否明确，均属于共同致害行为，
自然“由该建筑物的全体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
”
而“人大草案”第
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致人损害，抛掷人承担民事责任”是典型的单独
致害的一般侵权行为，均属于不必要的重复规定。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立法技术困境，究其原因就是从
思路上，没有根据侵权行为形态体系的交叉展开路
径，不当的将致害人不明的单独致害纳入侵权行为
的范畴，导致在条文设计上，不得不作此无奈重复
规定，导致了不必要的理论争议。从上文侵权行为
形态的体系化分析来看，这两条规定应该直接删
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中国民法典
侵权行为编（草案）
》没有作此规定，反而显得更
加清晰。根据同样的思路，新版《侵权责任法（草
案）
》对此也未作规定。既然未作规定，也无其他
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也就否定了高空抛物的侵权
请求权。

四、
侵权责任形态的体系化分析及结论
尽管通过侵权行为形态的检验，我们已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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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承担侵权责任的结论，且由于适用的交叉形态

权法体系构建下得出的结论。

检验属性标准的抽象性，该分析的结论还适用于其
他可抽象为致害人不明的单独致害行为。那么，根

我国《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尚在起草中，现
有的侵权法规定并未将该类案件纳入调整对象。未

据侵权法体系化分析的理论框架，已经没有必要再

来侵权责任编对于侵权法理论体系的构建选择，并

进行侵权责任形态的体系化分析，似乎已经可以停
笔。但考虑到两份草案均规定了物件致害法理下的

不影响体系化分析方法的研究和适用，前者是法律
适用基础，后者是法律适用方法。因此本文的写作

替代责任，同时部分学者提出可以适用公平责任的
观点，似乎提出了一种体系化分析方法之外的侵权

目的，决不仅限于对该类案件作出一个理论性的结
论，更是希望通过这一类型案件，展示体系化分析

法理论适用方法。在此笔者将继续单独适用侵权责

方法。

任形态的体系化分析方法，以达解惑明理之目的。
（一） 侵权责任基础形态检验

本文的结论，并不代表此类案件中的个别特殊
案件，完全没有侵权法救济的理论空间。从体系化

根据侵权行为形态的体系化分析，建筑物抛掷

分析方法自身的逻辑上讲，如果能够另辟蹊径，通

物致害的侵权行为基础形态是一般侵权行为，因此
应当适用对应的自己责任。需要说明的是，侵权法

过展示致害行为具有侵权行为形态价值的特殊属
性，寻求不同于建筑物抛掷物致害的侵权行为形态

体系具有强制性，不能越过侵权行为形态的检验，
寻找所谓的特殊性理由，进而直接进行侵权责任形
态检验，得出适用替代责任的谬论。
（二） 公平责任形态分析
有学者认为，抛掷物责任的实体法依据为公平
责任 。这种观点可能由于公平责任在我国侵权法
理论中的特殊地位可能造成侵权责任形态体系化分
析上的混淆。但根据笔者的考证，我国《民法通则》
第
条是 年代中期民事立法由起草“民法典”
向起草《民法通则》转轨特殊时期，总结 年代和

形象，才可能进入侵权责任形态检验程序，最终证
成侵权责任的承担。有台湾学者建议，从损害承担、
预防损害、效率和公平多角度考虑，应该仅适用于
非供不特定人或多数人进出适用的高层建筑 。对
此概括，笔者认为还需要细分具体情况，考虑不同
的公共政策和其他因素。以下是笔者初步考虑可能
承担侵权责任的特殊建筑物抛掷物致害种类，供学
界讨论和未来立法参考，有待进一步斟酌：
第一类：违章建筑抛掷物致害。为了提高违章
建筑的法律风险，可以立法方式对违章建筑苛以补
充责任。其原因在于，如果未出现该违章建筑，就
可以避免致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致害的发生，
因此在致害人不明时应该由违章建筑人负责。
第二类：经营性建筑抛掷物致害。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根据风险利益负担原则，对于开放性的供消
费者进出的经营性建筑，如宾馆、商场、娱乐场所
等，可以扩展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建立补充责任。
第三类：建筑过程中的建筑物抛掷物致害。有
学者认为，建筑物人处于建造过程中，或者已经建
造完毕但是还没有售出，此时发生致害人不明的建
筑物抛掷物致害，可以由施工单位或者开发商承担
责任 ，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建筑过程中的建筑物，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应该由施工单位负责其安全，
防止不必要的损害，这样也可以促使施工单位加强
安全措施。
上述几种特殊建筑物抛掷物致害，可以通过侵
权法体系化分析得出结论，其侵权行为形态均是不
作为的一般侵权行为，侵权责任形态是自己责任。
致害人是否明确，或者虽然致害人明确但不具有赔

年代两次民法典起草经验，引进南斯拉夫债法修
订贯彻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综合借鉴
年和
年《苏俄民法典》的产物。
《民法通则》第
条应仅适用于第
条和类似情形 。“公平责任”
相关条文实际适用范围分为 大类 小类，而该
条文所规定的是侵权法之外的民事责任 。根据前文
侵权行为形态的检验标准，致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
掷物致害不承担侵权责任，从逻辑路径上看，公平
责任的适用不具有前提性结论。因此我们只能从体
系化的角度认为，不能以公平责任作为其责任基础。

五、特殊建筑物抛掷物致害
可能承担的侵权责任类型
至此，笔者的结论是：建筑物抛掷物致害是一
般侵权行为，承担自己责任；致害人不明的建筑物
抛掷物致害，不承担包括公平责任在内的侵权法上
的责任。但客观的说，上文的侵权法体系化分析结
论所否定的侵权责任，是将该类型案例抽象为“致
害人不明的建筑物抛掷物致害”，在笔者所持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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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能力，建筑物管理人或者所有人均承担的补充责
任 。一旦发现真正的责任人，可以进行追偿，因此
不同于两份草案规定的物件致害的替代责任法理。

王利明主编：《民法 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麻锦亮：《抛掷物侵权责任——在价值与逻辑之间》，《判解
年第 辑。
研究》
郑永流：《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载郑永流主编：《法
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
年第 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年版。

注释：
王利明：《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载《政法论坛》
第 期。

年

梁慧星主编：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 侵权行为编、
继承编》，法律出版社
年版。
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
明》，法律出版社
年版。
谢哲胜：《高层建筑坠落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月旦民商法》
第 期。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
版社
年版，第
页。
侵权法的体系化分析方法是一种侵权法的法律方法。限于本
文对写作目的是对建筑物抛掷物致害定性求解，仅在此作简
要介绍，以达到初步印证其实用性的目的，笔者将另行撰文
详细研究该方法。
关于侵权责任形态和侵权行为形态的相关基本理论，最早提
出的文献是杨立新：《侵权责任形态研究》，《河南省政法管
理干部学院学报》
年第 期。详细内容请参见杨立新：
《侵权法论》（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
年版，第四编
侵权责任形态第十五章侵权责任形态概述相关内容。
关于类型化侵权行为的研究思路，参见杨立新主编：《类型
侵权行为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年版。

王利明：《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政法论坛》
年第
期。
克里斯蒂安 冯 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张新宝
译，法律出版社
年版，第 页注释 。
克里斯蒂安 冯 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张新宝
译，法律出版社
年版，第
页注释
。
关涛：
《对高层建筑坠落物致害案件中集体归责问题的研究》，
《月旦民商法》第 期。
杨立新：
《侵权法论》
（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
王利明：《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政法论坛》
期。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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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竹：《我国侵权法上“公平责任”源流考》，《甘肃政法学
年第 期。
院学报》
王竹、郑小敏：《我国侵权法上公平责任的类型化研究》，最
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民事审判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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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扩大补充责任形态的适用范围，是一种社会本位的考
虑，笔者将对此问题另作单独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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