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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立法的历史演进及其趋势 *
石佳友

[摘

要 ] 人格权制度相对于民法典的其他制度出现较晚，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民法典是

以财产权为中心而建构的。法国的人格权立法出现尤晚，其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民法典第 1382
条宽泛的措辞，侵权法对人格权提供了比较周延的保护 ；当代法国的人格权以第 9 条私生活受
保护为中心而构建。德国人格权保护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宪法保护体系，联邦基本法和宪法法
院成为人格权保护的坚实基石 ；法院判例发展出的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发展的母体。瑞士人格
权制度的特色是债法典与民法典的二元格局，民法典规定了人格权作为绝对权的效果，而债法
典则规定了侵权责任的效果。魁北克民法典中人格权的立法是对魁北克人权宪章的具体化，二
者之间的和谐一致关系确保民法典对宪法基本权利赋予有效保护。从总体上看，人格权立法存
在如下趋势 ：人格权保护具有明显的宪法维度 ；法官和司法判例在人格权保护中发挥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人格权立法仍然存在不断强化的趋势 ；身体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在当代具有越
来越重要的价值 ；一般人格权制度有其独特的制度语境，不宜简单照搬。
[ 关键词 ] 人格权 民法典 私法宪法化 一般人格权
[作

者]

石佳友（1974—），男，武汉新洲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 D99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602（2018）04-0140-22

人格权得到民法的承认，是民事权利体系的重大发展。瑞士著名学者、曾主持瑞士民
法典人格权部分修订工作的Pierre Tercier 教授曾这样形容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差异：“人格
（personnalité）”首先关注的人的“存在（Être）”，而“财产（Patrimoine）”关注的则是人的
“所有（Avoir）”。〔1〕与其他民事权利制度一样，人格权制度也经历了历史的演进与发展。
从历史渊源来看，人格权保护的制度发端于罗马法。在罗马法时代，并不存在现代的人格权概
念，罗马法所保护的人格要素限于（自由人的）生命和身体、尊严。罗马法后期，形成阿奎利亚法
之诉与侵辱之诉并存的二元格局。在阿奎利亚法之诉(Actio legis Aquiliae) 中，只能针对具有市场
价值的财产的损害给予赔偿，而自由人的身体是不可能以金钱来衡量其价值，因此，无法对身体伤
害给予赔偿。但这一原则也有例外，根据学说汇纂的记载，一位具有自由人身份的学徒的眼睛由于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 - 日内瓦大学种子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 16XNQ021）。
〔1〕Pierre Tercier, Le nouveau droit de la personnalité, Zürich: Schulthess, 1984,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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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师傅的原因而变瞎，学徒的家父 (paterfamilias)通过阿奎利亚诉讼主张赔偿，因为医疗费是有市
场价格的，因而可以获得赔偿；此外，家父还主张：其子由于残疾，在未来数年里将无法工作，因
此影响家庭收入，而家庭因此而减少的误工收入也是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来计算出来的；法官最后支
持这位家父的主张。为此，乌尔比安有一段论述，后来在中世纪产生重要影响：阿奎利亚法之诉对自
由人的确具有意义，不过他不能直接提起诉讼，因为任何人不能被认为是其身体的所有者。从上述内
容出发，中世纪的罗马法学家们认为，阿奎利亚法之诉阿奎利亚法之诉中，受害人可以就医疗费用和
收入损失来主张赔偿。1215年，博洛尼亚的法学家Roffredus Benventanus在其著述中，将收入减少的
损失扩张至受害人死亡后其近亲属遭受损失的情形。事实上，乌尔比安还曾提出过类似于“余生推算
法”的方法来计算赔偿。但这一方法后来遭到中世纪神学家们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一方法并不公平，
死者本应获得的收入并不应该偿付给其继承人；只有在近亲属与死者之间存在经济依赖关系的时候，
亲属才可主张因受害人死亡而遭受的收入损失。譬如，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对于致人死亡或者伤
残的案件，法官只应考虑侵权的具体环境和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据此，中世纪的自然法学家们认为，
并非是死者的继承人有权获得赔偿，而是那些其生活因受害人死亡受到威胁的人才有这样的权利。
罗马法时代还存在所谓侵辱之诉（actio injuriarum），“iniuria”一词本来指任何类型的不法
行为，包括攻击、殴打；侵辱之诉主要用来报复侵权人对自由人身体的侵害行为（尤其是杀人、侮
辱、殴打等行为）。侵辱之诉采取罚金的形式，以“阿斯（ass）”为单位计量。侵辱之诉仍然具有
很强的同态复仇的报复性（retaliatory）目的，带有惩罚性的刑罚色彩（例如，对于持械进行暴力
抢劫侵害他人人身者，罚金为所抢劫金额的四倍），而且并不要求损害要件，侵辱的主观意图也经
常被法官推定；而阿奎利亚之诉则是明显的补偿性（compensatory）特征。〔2〕与以市价为基础的阿
奎利亚法赔偿责任不同，侵辱之诉的赔偿是由受害人和法官根据侵辱事实共同作出的评估。〔3〕在阿
奎利亚法中，受侵害的是个人的动产和奴隶; 但在侵辱之诉中，受侵害的对象不仅是个人的身体、名
誉、尊严，而且包括城邦共同体的一般道德要求。对于人本身的“私犯”，不能仅仅使用填补财产损
失的方式来解决，其所遵循的法律路径是以补救和惩罚为双重目的来规定法律后果；与此相反，对于
物的“私犯”，其遵循的路径是纯粹以填补损失为目的来规定法律后果。用斯奇巴尼教授的话说：对
于人的尊严的侵犯，不是一种“需要赔偿的损害”，而是“应该使得被侵犯的人重新得到满意”。〔4〕
阿奎利亚法之诉与侵辱之诉并存的二元格局，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大陆法系国家的人格权法体系。

一、法国的人格权立法
就法国而言，在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诞生之时，囿于时代的局限，法国民法典显然谈不上对人
格权的重视与保护。〔5〕法国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所有权为核心而构建，这种所有权中心不仅体
现于上述第544条“以最绝对的方式”的措辞，而且还体现于整个民法典的体例架构上的“所有权
中心主义”：合同仅被视为实现所有权的手段，因为正是通过买卖、租赁、完完全全赠与等合同方
〔2〕Laurent Waelkens, Amne Adverso, Roman Legal Heritage in European Culture ,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64.
〔3〕肖俊 ：
《人格权保护的罗马法传统 : 侵辱之诉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117 页。
〔4〕汪洋：
《罗马法上的人格保护及其现代传承—以“侵辱之诉”为研究中心》，载《法商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147 页。
〔5〕Gert Brüggemeier,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law of delict/torts in Europe : mapping out
paradigms”, in Gert Brüggemeier, Aurelia Colombi Ciacchi & Patrick O’Callaghan (eds.), Personality Rights
in European Tort Law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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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有权人才得以实现使用、收益所有物的目的；故此，在法国民法典中合同与继承等制度都被视
为是“取得财产的不同方法”（第三编），服务于所有权的取得和流转；尽管该编的许多内容（例如婚
姻财产制度）其实与所有权的取得没有太大关系，但是通过将改编命名为“取得财产的不同方法”，民
法典的起草者传递出强烈的象征意义：新的社会将立足于个人所有权而构建：“对于民法典而言，个人
所有权是社会组织的基石。所有的财产权（物权、债权）以及其取得与丧失的方式（继承、合同等）都
要根据所有权来加以研究和规定”！〔6〕另外，在物权体系内部，受到17-18世纪英国（洛克）、荷兰
（格劳秀斯）和德国（普芬道夫）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波蒂埃在18世纪后期提出所有权“权能分离”
的思想。由此，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543条首次在近代民法上规定他物权制度，以分割所有权的具体权
能为手段，使得所有权的经济价值能得到更好的实现；显然，这里所体现的仍然是所有权中心主义的立
法逻辑。正因为如此，Bonnecase曾讥讽民法典其实是“财产法典（Le Code des biens）”。〔7〕
不过，法国民法典著名的第1382条的宽泛措辞，为法院对人格权进行保护提供广阔的舞台。由
此，在1858年的Rachel案中，一名著名演员临终时的肖像被媒体所刊载；法院认为，未经其家属的
同意，对他人临终状态肖像的复制和刊载，损害近亲属对死者最为亲密和尊重的感受；近亲属享有
阻止复制和刊载死者肖像的绝对性权利。 〔8〕这是法国法第一次承认肖像权。到19世纪后期，法国
法学家普遍承认肖像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这并非基于所有权规则，或者基于文学艺术作品的有
关规则，而是基于每一个人的人格应当得到尊重的权利。 〔9〕另外，姓名权也逐渐被得到承认；但
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的很长时间内，姓名被视为是一项财产而非人格要素。〔10〕另外，刑法
规范也开始保护人格权，1868年5月11日的新闻法规定，期刊杂志非法刊载他人隐私，可判处500法
郎罚金。这一法案后来被美国学者Warren和Brandeis在其著名论文“论隐私权”中被认为是法国法
对隐私权的正式承认。〔11〕这一法案其实比较短命（为后来的1881年法律所废除），不过仍然促使
法院做出一些制裁侵害隐私的判决。法国法院仍然是通过援用侵权法规则来予以保护，并非明确承
认其为一项独立的主观权利。不过，就通信秘密，法院则以判决承认其是一项绝对性权利。到20世
纪初，法院将其与人格保护相关联，并以此作为保护隐私权的起点。〔12〕另外，法国法院也开始承
认在著作权中存在精神权利，与作者的人格存在内在联系；这也是今天所说的著作人格权。另外，
就对名誉的保护而言，法国法院显然是受到了罗马法侵辱之诉的影响。就对名誉的保护而言，在很
长时间内，法国法对名誉的保护一直主要由刑法来承担。除了刑法所规定的侮辱诽谤罪之外，1881
年新闻自由法也规定对诽谤行为的制裁。根据该法，对名誉权的侵害主要是公开或非公开的诽谤
（diffamation）；被告可援引的抗辩事由有：真相例外、媒体出于善意、三个月短期时效等。在19
世纪末期，法国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人格权问题；然而，有趣的是，率先关注人格权这一领域的是
一些法哲学学者，而非是实定法学者。
〔6〕François Terré,“L’évolution du droit de propriété depuis le Code civil”, in Droits, 1985, p.33.
〔7〕Bernard Beignier, Le droit de la pesonnalité, Paris: PUF, 1992, p.72.
〔8〕Le tribunal civil de la Seine, Affaire Rachel, le 16 juin 1858.
〔9〕Pouillet, Traité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e la propriété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et du droit de
représentation, Paris, 1879, p.182.
〔10〕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48.
〔11〕Samue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
, in Harvard Law Review , 1890, vol. 4, p.214.
〔12〕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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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法典第1382条是典型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法官可以依据该条文，广泛地对未经授权
而使用他人姓名或肖像的侵权行为进行制裁，而毋需明确这些权利的性质为何。恰如由比较法学
者所指出的，显而易见，“法国通过侵权法对人格利益进行了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保护，这反而
限制了人格权理论在法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譬如说德国的情形相反”。 〔13〕由此，不难理解的
是，法国法上系统的人格权理论出现于20世纪初，晚于邻国的德国和瑞士。法国民法上对人格权
的研究，始于1909年Perreau在《民法季刊》杂志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论人格权（Des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他指出，人格权是一个新型的权利范畴，性质属于非财产性权利，其客体并非外
在于人的事物。该文并提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的区分；他指出，这些权利具有绝对性对
抗效力，不可转让、不受时效限制、不能继承。针对人格权这一新的权利类型是否属于主观权利，
1939年，Nerson发表了其博士论文“论非财产性权利（Les droits extrapatrimoniaux）”。他指
出：人格权的主体是人，所保护的客体并非是人而是人格利益（bien de la personnalité）。他否
认人格权是主观权利，认为人格权仅仅赋予主体以诉权；不能认为一个人具有对生命的权利、对身
体完整的权利、对名誉或荣誉的权利等等。在损害发生之前，受到民法典第1382条保护的受害者完
全没有什么“抽象的”权利；其权利仅仅在损害发生之后才出现。〔14〕 Nerson的上述观点得到其老
师Roubier教授的赞同。Roubier在1963年出版的“主观权利与法律情势”一书中指出，所谓的人格权
缺乏主观权利通常所具有的外观。因此，完全不存在对注入肖像、名誉等人格要素进行占有支配的问
题；这些要素根本不能成为占有支配的对象。〔15〕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人格权在性质上属于主观
权利。1952年，比利时学者Dabin在“论主观权利”一书中给人格权进行定义：人格权的客体是组成人
格的各要素，包括多个层面：物质性和精神性的，个人和社会的维度。〔16〕赞成派学者认为，从主观
权利的范式来看，人格权完全符合主观权利的构成，因此，应当承认人格权的主观权利属性。〔17〕
就立法层面的进展而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二战结束后，法国政府即着手开始修订法国民法
典，并成立了“民法典改革委员会”；委员会随后陆续出版了其研究成果和草案。委员会在19501951年出版了第六卷报告，主要内容有权利滥用、人格权、姓名、住址、亲子关系、特留财产等。
其中，人格权草案一章一共包含了18节；草案的很多规定具有创新性。例如，第164节规定，人格权
不得转让；限制他人人格权行使的协议，如果违法或者违反公序良俗，则无效。第165节规定，受害
人可以请求禁令救济形式来制止对人格权的侵害。草案还对身体（包括遗体）的处置做出规定。草
案还特别规定，未经许可，禁止拍摄、刊载他人葬礼和遗体的有关照片。草案还规定对通信秘密的
保护。尽管民法典修订的草案最终由于政治原因未能通过，但是，这一事实说明战后各国普遍开始
重视人格权，并尝试进行立法上的努力。〔18〕
另外，受德国和瑞士的影响，法国民法典的修订者们曾建议在法国民法典中引入一般人格权，
但是这一主张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1959年，Nerson曾表示：“有一件事是大家所一致接受的：
〔13〕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op. cit., p.151.
〔14〕R. Nerson, Les droits extrapatrimoniaux, thèse de droit, Lyon, Edition Bosc et Riou, 1939, pp.356-363.
〔15〕P. Roubier, Droits subjectifs et situations juridiques, Dalloz, 1963, pp.73-74.
〔16〕J. Dabin, Le droit subjectif, Dalloz, 1952, p.169.
〔17〕P. Kayser, Les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 Aspects théoriques et pratiques, in 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 1971, pp.471-473.
〔18〕Travaux de la Commission de réforme du Code civil, Année 1950-1951, t. VI, Dispositions générales,
Droit de la personnalité, Nom, Domicile, Filiation, Biens réservés, 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 1952, p.3 e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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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每个人都认为在技术层面并不存在着一个所谓的一般人格权”。〔19〕尽管后来有一些学者仍
然尝试继续探讨这一问题，但是，整体上，法国学界主流并不认为有必要采纳德国法的一般人格权
概念。〔20〕 恰如有比较法学者所指出的，“一般人格权的概念确实不适合法国法。个体的人格可能
是独一无二，在所有的方面都值得保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格所有方面的保护都必须采取主观
权利的方式。很多利益受到法律保护，但并不需要将其承认为主观权利。所谓的一般人格权的模糊
不清和发散式的属性，并不针对某一具体特定的要素，似乎很难与主观权利的定义相契合……实际
上，法国并不承认存在着一个一般性的人格权，而只有对人格进行保护的一般性原则”；〔21〕显而易
见，法国学界反对纳入一般人格权，其根源仍然在于法国民法典具有第1382条这样的一般条款，足
以对人格利益进行广泛的救济。
与此同时，人格权的民事权利（主观权利）属性在司法判决中逐渐得到承认。1955年，巴黎上
诉法院在著名的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案中指出，私生活是个人的精神性人格权利的组
成部分，未经许可他人不得公开。〔22〕考虑到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法院史无前例地
判决被告承担120万法郎的赔偿义务。在1966年的菲利普案中，法国最高法院针对隐私泄露的风险首
次采取了禁令的责任形式，并明确禁令这一责任形式针对“对私生活无法忍受的侵犯”。
法国人格权立法的关键性改变是1970年7月17日的立法。受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的直接影
响，该法在法国民法典中增加了著名的第9条：“每个人均享有其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这是法国
民法典所承认的第一项人格权（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法国民法典中唯一的一项人格权）；加上此前为
判例所承认姓名权和肖像权，三者共同构成法国人格权的核心。法国法院经过大量的判例，确定私生
活的范围包括：肖像、情感生活、家庭生活、性关系、财务状况、私人回忆、健康状况、政治和宗教
信仰等；〔23〕 私生活受保护的权利还包括声音权、名誉权和荣誉权。法国刑法对于侵犯私生活的罪行
也进行制裁，包括：侵犯住宅、侵犯通信秘密、侵犯商业秘密等。法国民法典第9条在1999年被法国宪
法委员会确认具有宪法价值，与《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10条和1789年人权宣言第11条具有同等的
宪法价值；宪法委员会并认为：当这些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必须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24〕
身体权是当代人格权立法的重要内容；经过长期的探索与争鸣，立法机关最终决定将伦理法的
有关内容纳入到法国民法典之中。经1994年7月29日的法律修订后，法国民法典第16条规定：“法律
确保人的优先性（primauté），禁止对尊严的一切侵害；自人的生命伊始（dès le commencement
de sa vie）即确保对人的尊重”。这是法国民法典直接对尊严这一基本原则做出规定。自人的生命
伊始即确保对人的尊重，这意味着对人体胚胎要给予特殊保护的措施。
民法典随后的多个条款详细规定了人体完整权的具体内容。第16-1条规定，每个人的身体均有
权受到尊重。人体不可侵犯。人体、组成要素和产品不得成为财产权的标的。这是对人体商业化利
用的禁止。第16-1-1条规定，对人体的尊重不因死亡而终止。死者的遗骨，包括火化后的骨灰，应
〔19〕Nerson, De la protection de la personnalité en droit français, in Travaux de l’Association Henri
Capitant, t.13, Dalloz, 1963, p.86.
〔20〕Marino, Responsabilité civile, activité d’information et média, PUAM-Economica, 1997, p.210.
〔21〕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 op. cit., pp.153-154.
〔22〕Cour d’Appel de Paris, Affaire Marlene Dietrich, le 16 mars 1955, in Dalloz Recueil, 1955, p.295.
〔23〕Gert Brüggemeier,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law of delict/torts in Europe: mapping out
paradigms”, op. cit., p.8.
〔24〕Conseil constitutionnel, Décision n° 99-419 DC du 9 novembr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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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有尊重、尊严和体面的方式来处理。第 16-2条规定： 法官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或责令
停止对人体的不法侵害或对人体的组成或产品的不法行为，包括在他人死亡之后。第16-3 条规定：
对身体完整的损害只能在对医疗必需的情况下进行，或者基于治疗他人的目的的例外情况下进行。
治疗必须征得本人事先的同意，除非情况紧急确有必要采取治疗措施。第16-4条禁止优生实践，以
及以繁殖与另一生存或死亡的人相同的婴儿的生殖性克隆。第16-5条规定，涉及人体、组成部分及
其产品的有偿协议无效。第16-6条规定，不得给予自愿接受医学实验的人以报酬。第16-7条规定，
代孕协议无效。在民法典中直接规定代孕协议无效，这在全球的民法典中也是少有的，足见法国立
法者对人的尊严及身体不得进行商业化利用的重视。
其余一些条文，规定了人体组织、器官的捐赠、遗传信息的检查等。第16-8条规定，有关机构应
该对人体器官或者组成部分的捐赠者的信息严格保密，禁止泄露；捐赠者和接受者彼此不应知晓彼此
的信息。在医疗紧急情况下，仅有捐赠者和接受者的医生可获得相关信息。第16-9条规定，上述规定
为公共秩序的内容。这意味着禁止当事人以协议规避其适用。第16-10条规定，人的遗传特征的检查
只能基于医疗或者科学研究目的。为此，应该得到本人事先在了解其性质和目的之后的书面同意；此
种同意在任何时候可以任何形式撤销。第16-13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基于其遗传特征而遭受歧视。
无罪推定也被法国法视为是为一项人格权。2000年6月15日法律在法国民法典中增加第9-1条，
规定所有人享有无罪推定的权利。法官可根据具体情况，对于损害他人无罪推定权利的行为责令其
停止侵害，或者责令更正或者发表声明。

二、德国的人格权立法
许多欧洲大陆国家，譬如德国和意大利，对人格利益的保护是由1945年后的新宪法所发起和支
撑的；其表现为民法和宪法法院的大量判例。〔25〕德国的人格权发展历程在大陆法系中富有代表性；
事实上，德国人格权保护最显著的特征是德国宪法对人格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不过，在德国民法典诞生之际，“德国民法对于一般性的人格权制度比较陌生（alien）”。〔26〕其
原因有：
首先，囿于时代的局限性。与法国有1789年人权宣言和美国有1791年人权法案（宪法第一修正
案）列出了基本权利的清单不同，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年宪法中没有任何基本权利的内容。德国历史
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强调人的基本权利的传统实现了决裂。萨维尼本人深受19世纪自由主义哲学的影
响，受洛克“对身体的所有权”比喻和黑格尔法哲学的启发，他拒绝承认人格权，而是将其理解为类
似于对身体的所有权。另外，基于人的尊严和相互尊重的人格权与强调财产权（物权与债权）、强调
契约自由和经济权利和财产损害的赔偿的德国民法不相兼容。德国民法典具有明显的财产法的气息，
因为强调财产权是这一历史时期市场导向的法律科学所关注的中心点。这就很好解释为何德国法上直
到非常晚近才承认非财产损害（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27〕显然，19世纪所流行的自由主义哲学与
〔25〕Gert Brüggemeier,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interes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the examples of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and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Niall R. Whitty & Reinhard Zimmermann (eds.), Rights
of personality in Scots law, Dunde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46.
〔26〕Gert Brüggemeier,“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Law of Delict/torts in Europe : Mapping out

Paradigms” , op. cit., p.10.
〔27〕B. Markesinis & H. Unberath, The German Law of Torts. A Comparative Treatise , 4th ed., OxfordPortland 2002, p.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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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保护主义的人格权制度之间难以相容，这也是德国民法典更强调行为自由的原因所在。
其次，德国当时的法律科学由于其发展和认识水平，认为人格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构成
人格权制度法典化的主要技术障碍。罗马法上的侵辱之诉（actio iniuriarum）既可以保护身体的完
整，也可以保护名誉和荣誉；19世纪的潘德克顿法学派认为这是人格权保护的典范，因此致力于研
究这一诉讼的现代适用形式。但是，在当时的大多数罗马法学家来看，这一诉讼过于模糊和宽泛，
难以为法院所有效实施。而且，当时的法学理论以主观权利理论为基础而构建，而人格权难以有效
纳入以所有权为样本所构建起来的主观权利范式之中。〔28〕由此，较之于财产权利而言，德国民法典
中的人格权制度严重滞后：〔29〕德国民法典除侵权法第823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生命、身体、健康、自
由（与所有权不同，它们没有使用权利的称呼）之外，仅仅规定姓名权（第12条）、信用权（第824
条）、贞操权（第825条）等寥寥几项权利。在很长的时期内，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所保护的
权利中甚至不包括名誉权，因为名誉权主要由刑法来保护，只有构成了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受害
人才能在民法上请求损害赔偿。
第三，萨维尼的观点对德国人格权制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萨维尼看来，主观权利是
法律主体（权利人）与法律客体之间的某种联系，主观权利授予主体按照其自由意志来处分客体；
对于萨维尼来说，所有权是主观权利的典范；而所谓人格权是“对于自身”的权利，欠缺外在的权利
客体，他认为这纯粹是一个错误和的多余的概念。萨维尼拒绝接受“对自己身体的权利”的概念，因
为他认为这等于承认人有自杀的权利。尽管在当时，基尔克、科勒尔和Gareis等法学家已经发展出了
人格权理论（例如，科勒尔曾指出，人格权不同于知识产权的重要特征在于其不可转让性）， 〔30〕却
未能得到当时主流学界的采纳。〔31〕当然，在今天看来，萨维尼关于人格权的观点其实是混淆了权利
的主体和权利的客体。人不可能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因此，人不可能对自己享有权利。但是，就人
格权而言，其中一部分权利旨在保护人的精神世界的完整，其客体实质上是关于人的某些信息（譬
如姓名、肖像、隐私等），这些信息是独立于人之外而存在的，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另一部分权
利旨在保护人的身体完整，即其物质上的完整，这些权利的客体是人体及其组成部分；人体及其组
成部分是广义上的物，也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如同法国学者Nerson所指出的：“人格权的主体是
人，所保护的客体并非是人而是人格利益（bien de la personnalité）”。〔32〕
由此，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对于侵权法的立法模式产生分歧。一些人主张借鉴法国民法典第
1382条一般条款的模式，广泛地对侵害各种权利的不法行为进行制裁，对不同的利益提供救济。而
另一些人基于行为自由的考虑，主张设立特别的侵权法规则；这样的结果是出现二者的折中与妥
协。〔33〕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一方面区分所有权与“其他权利”，另一方面也规定了部分人格
〔28〕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 op. cit., p.96.
〔29〕Gert Brüggemeier,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law of delict/torts in Europe : mapping out
paradigms”, op. cit., p.20.
〔30〕S. Strömholm, Le droit moral de l'auteur, en droit allemand, français et Scandinave, avec un aperçu
de l'évolution internationale, étude de droit comparé, t. I, L'évolution historique et le mouvement
international, Stockholm: P. A. Norstedt och Söners, 1966, p.249.
〔31〕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op. cit., pp.96-98.
〔32〕R. Nerson, Les droits extrapatrimoniaux, these Lyon, Edition Bosc et Riou, 1939, p.356.
〔33〕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op. cit., 2005,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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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益，譬如健康及自由，立法者对它们刻意没有使用“权利”的措辞；这一措辞后来被认为是发
展出一般人格权的障碍。比较法学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第823条第一款基于康德的法哲学思想和萨
维尼的理论，以主观权利理论为基石；主观权利为主体确定某些特定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内，主体
可以按照其自由意志行事；对这些权利的侵害引发行为人的侵权责任。〔34〕在1950年代以前，多数德
国法学家都认为“其他权利”主要是指与所有权类似的财产性权利，而诸如名誉、荣誉等人格权利
益由于没有在第823条第一款被明文提及，因此不能认为受到该条的保护。不过，第823条第一款也
为随后的第二款所补充，该第二款款被认为是德国侵权法的第二根支柱，该款规定违反保护他人的
法律者与第一款中的义务人负担相同的义务。这就解释为何起草者在第823条第一款所列举的人格利
益中为何不包括名誉和荣誉：如同起草委员会所明确解释的，刑法典中已经规定侮辱诽谤罪；这些
条款可以被视为第823条第二款中所指的“保护他人的规范”；对于这些刑法规范的违反同样引发行
为人的侵权责任。不过，这也意味着，除了民法典第12条姓名权之外，其他未被刑法规范所保护的
人格权，被排除在民法典的保护范围之外。〔35〕至于肖像权，在1899年俾斯麦遗体偷拍案后，德国才
于1907年制定《艺术著作权法》( Kunsturheberrechtgesetz，简称KUG)，强调对肖像权的保护。
第四，鉴于德国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立法的疏漏，德国法院和学理一直在进行补救，其重要成果
就是一般人格权制度的诞生。众所周知，一般人格权制度源于著名的1954年Schacht判例，有两个重
要前提：其一，德国1949年联邦基本法规定了一整套具有约束力的基本权利清单，这显然是吸取了
1919年魏玛宪法的教训，防止其沦为没有司法可诉性的具文；其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依
据联邦基本法第1条人的尊严和第2条人格自由发展所进行的法律解释，推导出一般人格权的存在；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般人格权也是受到联邦基本法保护的基本权利，既约束国家，也同样约束私
法当事人，这导致了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的产生。第三人效力理论是对基本权利双重属性（客
观法和主观权利）承认的逻辑后果，侵害基本权利引发与侵害主观权利相同的私法后果。在后来的
多个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解释认为一般人格权制度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所保护的
“其他权利”。德国法院通过大量的判例发展，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所保护的“其他权
利”包括：（1）隐私；（2）肖像；（3）关于主体在公共领域的身份的权利；（4）信息自决权；
（5）荣誉与名誉。〔36〕其三，一般人格权被拉伦茨和卡纳里斯认为是德国民法典制定后侵权法领域
最为重要的变革，一般人格权被认为是包含了人格的所有方面，是所有具体人格权的基础；这些具
体人格权可以是由成文法已经加以规定的具体类型，也可以是法院通过过去和未来的判例所发展出
来的新类型，譬如隐私权、彰显身份的权利（肖像、声音等）。一般人格权在性质上已经发展成为
一种一般条款，是人格保护赖以扩展的基石。因此，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就没有必要再对具体的人
格权进行列举。〔37〕
关于慰抚金(Schemerzensgeld)，《德国民法典》原第847条第1款曾规定:在侵害身体、健康以
及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受损害即使并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可以因受损害而有权请求合理的
〔34〕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op. cit., p.97.
〔35〕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op. cit., pp.97-98.
〔36〕Gert Brüggemeier,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Law of Delict/torts in Europe : Mapping out
Paradigms”, op. cit., p.25.
〔37〕Johann Neethling, “Personality Rights: a Comparative Overview”, in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 2005, Vol. 38, No. 2, p.21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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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赔偿。这一条文所保护的对象仅限于身体、健康和自由三种人格利益，范围过于狭窄，使得联
邦最高法院不得不进行“反法（contra legem）”解释，将慰抚金的给付对象扩大到其他受到严重
侵害的人格权。这一做法为联邦宪法法院所肯定，后者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可以进行创造性的法律解
释，以填补法律漏洞，而没有必要等待立法后来的介入。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后的德国法学界普遍承认德国民法典在人格权方面存有疏漏，因此，
德国政府不但没有认为德国民法典不需要规定人格权制度，相反，德国在战后曾多次进行修订德国民法
典的努力，期望在德国民法典中纳入较为完善的人格权制度，尤其是希冀将一般人格权条款纳入德国民
法典：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38〕第二次努力是在在20世纪70年代的末期；第三次则是在20世
纪80年代初期。但是，由于对传统制度的惯性力量和复杂的政治原因，这些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39〕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媒体担心一般人格权等权利如果写入民法典，可能对言论自由产生限制性效应。〔40〕
因此，德国民法典中最终没有系统的人格权制度，但究其原因，非政府所不为，而是其所不能。

三、瑞士的人格权立法
瑞士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建立起现代的人格权保护制度、对侵害人格权的行为提供广泛救济的国
家。〔41〕而且，瑞士的人格权制度对其他国家也产生过影响。譬如，自1957年起，受瑞士债法典第49
条启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突破了德国民法典关于非物质损害的严苛规定，开始对受害人授予精神
损害赔偿。〔42〕瑞士民法主要在民法典（CC）和债法典（CO）中规定人格权的保护，其间历经了一
个多世纪的发展与演进；我们有必要对瑞士人格权法百年来历史演进的脉络作一个梳理。
1881年瑞士债法典包含两个保护人格权的条文，分别受到德国法和法国法的启发。第一个条文是
该法典第54条（后改为第47条），根据该条规定，在遭受身体侵害或者死亡的情况下，除了赔偿损害
之外，法官还可判决给受害人或其家属支付“合理数额的慰抚金（somme équitable）”。此前，受德
国法上的慰抚金制度启发，瑞士的德语区各州几乎都已经采纳了慰抚金制度；而1875年7月1日法律第7
条规定，铁路或者蒸汽轮船企业如果致人死亡或者身体受到伤害，应支付慰抚金。此条文成为了后来
的瑞士债法典第47条身体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范本。此外，瑞士联邦法院也就新闻侵权发展出一系
列判例，尤其是就媒体侵权的免责事由以及对真实回应的刊载义务，形成了一些判例法规则。
瑞士债法典中的另一个条文是第55条（后改为第49条）。该条规定，在“人身状况（situation
personnelle）”遭受严重的不法侵害时，受害人有权获得损害赔偿。该条最初是由瑞士罗曼语区的
起草委员基于法国法院的判决经验而提出的；该条后来成为法典的第49条，率先承认精神损害赔偿
的一般性权利；这也是瑞士法上第一次明确保护人格权。〔43〕
1909年，瑞士债法典修订，新的第49条沿袭原来第55条的规定，继续规定了损害赔偿和精神损
〔38〕王洪亮译 ：
《（1959 年）德国民法人格与名誉保护新规则法草案》，载王洪亮、田士永、朱庆育、张谷、张双根 ：
《中
德私法研究》第 12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17-324 页。
〔39〕Gert Brüggemeier,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law of delict/torts in Europe : mapping out
paradigms”, op. cit., pp.23-24.
〔40〕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op. cit., p.96.
〔41〕Johann Neethling,“Personality Rights: a Comparative Overview”, op. cit., p.214, 215.
〔42〕BGH 2.4. 1957, UFITA 52, 208 (211 et s.). See also BGH 19.9. 1961, BGHZ 35, 363 (369).
〔43〕Pierre Tercier, Le nouveau droit de la personnalité, Zürich: Schulthess, 1984,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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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赔偿；该条承认即使受害人没有感受到精神损害的情况下，亦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新条文具有
以下特点：首先，要求存在“特别严重的损害”，而原来第55条仅要求“严重侵害”；其次，新条
文要求具有特别严重的过错，而原第55条并未有此要求；第三，新条文还规定法院可判决其他的慰
抚形式。显然，新条文相对于1881年债法典第55条明显有所倒退，其原因在于来自于媒体的压力，
后者担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能被滥用，从而钳制媒体的发展。
1912年 瑞 士 民 法 典 第 2 8 条 被 公 认 为 是 人 格 权 保 护 的 基 石 ； 该 条 规 定 ， 受 害 人 “ 人 身 利 益
（intérêts personnels）”遭受任何不法侵害，均有权获得救济。第28条第一款赋予所有受害人要
求法官判决停止侵害的权利；该条形成了与瑞士债法典前引第55条所不同的救济方式。该条文源自
1896年7月24日第一稿草案第11条；此条后来一直得以保留，没有引起任何争议，并相继成为1896年
草案第20条、1900年草案第26条、1904年草案第29条等。根据民法典起草人胡贝尔教授的说明，前
引瑞士债法典第55条已经包含了对人格权的保护。他在联邦委员会解释说，停止侵害诉讼的目的就
在于排除侵害行为，而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存有过错；而过错在此前的诉讼中都是被要求证实的。
第28条第二款规定了损害赔偿诉讼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并将精神损害赔偿限定于法律规定的情
形。最初，联邦委员会曾想在第28条引入两类侵权诉讼的归责基础（过错与损害）；但是议会则希
望将这两类诉讼仍然保留在侵权法的框架之内。另外，为了避免媒体所担忧的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
度的滥用，受德国民法典第253条（慰抚金仅得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才可被授予）之启发，瑞
士民法典第28条第二款也将精神损害赔偿限定于法律有规定的情形。〔44〕
根据瑞士民法典第28条，瑞士联邦法院进行了十分重要的发展与造法：首先，尽管该条仅仅提
到停止侵害诉讼，法院认为该条也隐含了预防侵害的诉讼，甚至确认侵害行为违法性的诉讼；其
次，尽管该条仅包含了一条非常宽泛的陈述，法院从其中发展出多项责任形式，特别是判决的刊
载、侵权报道的撤回或者更正。第三，该条文涉及实体问题，实践中法院经常采取临时性措施；而
这些措施的具体条件，则由各州的程序法予以规定。
就瑞士债法典第49条而言，首先，判决给受害人的慰抚金的数额通常十分有限；考虑到比值贬
值的因素，实际赔偿的金额甚至出现降低的趋势；其次，除要求刊载判决、判决一瑞士法郎的象征
性赔偿之外，法院基本不会采取其他的赔偿形式；第三，精神损害赔偿发端于侵权领域，法院后来
逐步将其推广到合同领域。〔45〕
自1960年代起，由于科技的进步，个人私生活所受到的威胁与日俱增；而且，由于媒体业的发
展，部分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对个人隐私的侵害手段愈演愈烈；一些议员和学者建议对人格权法进
行相应的修订。1970年，在来自洛桑地区的联邦法官A. Lüchinger的主持下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史
称Lüchinger委员会），成员包括法官、学者、政府官员、律师、媒体代表等。Lüchinger委员会于
1974年12月提交了一份报告，名称为“修订民法典和债法典关于保护人格的联邦法律草案”。该草
案主要涉及媒体侵权时行为的不法性的定义、管辖法院、临时措施、回应权、数据库企业的义务、
精神损害赔偿、返还不当得利、媒体和数据库企业的无过错责任等。1975年6月，报告被公布，公
开征求意见。根据所征集到的意见，所有回复均承认修订的必要性；但其中部分意见认为，草案的
某些内容应当留给单行法去规定；多数回复认可草案的大部分内容，但少数回复对个别条款持有保
留意见。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给媒体设定的刊载报道所涉当事人的回应的义务以及媒体和数据库企
〔44〕Pierre Tercier, Le nouveau droit de la personnalité, op. cit., p.6.
〔45〕Pierre Tercier, Le nouveau droit de la personnalité, op. cit.,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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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客观责任方面。除了伯尔尼和沃州之外，此前在州法层面已规定了回应权的各州都对草案表示
欢迎；而媒体则严厉批评草案，尤其是关于临时措施、回应权和客观责任的有关条款；媒体声称引
入这些条款将无异于引入新闻审查制度，会钳制新闻的自由报道。鉴于草案所引发的批评，联邦政
府司法部1978年决定设立一个新的专家委员会，由弗莱堡大学教授Pierre Tercier主持（Tercier委员
会），仍然由学者、法官、媒体代表等专家所组成。
Tercier委员会自1978年起开始运作，先后举行了17次会议；其间，委员会并邀请了部分知名的
外国专家进行质询。委员会也与媒体业和数据库行业的有关协会进行了沟通。1981年12月，Tercier
委员会提交了报告以及新的法律草案；新的草案保留了Lüchinger委员会草案的主要内容，并对涉及
媒体的有关条文进行了缓和。值得注意的是，Tercier委员会还曾研究了数据库在个人信息收集方面
的保护义务；委员会并就向司法部提交了报告和法条草案；但后者认为，这一问题更适宜留给专门
负责此问题的其他委员会去研究；因此，相关内容未能纳入本次修订的草案之中。1982年，Tercier
委员会草案和报告被公开，以征求各界的意见。1982年5月，瑞士联邦委员会通过了草案。草案受到
普遍好评，一方面是因为新的草案考虑到了部分舆论对旧草案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
整体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一些媒体已经承认其读者享有回应权。
1981年11月，Tercier委员会草案被提交至瑞士议会的联邦院（上院）；1983年3月，联邦院在
稍作修改后通过了该草案；随后草案被转至议会的国民院（下院）。当年10月，在没有异议的情况
下，国民院通过了该草案。草案随后被发回联邦院，以消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最终，草案于
1983年12月16日被联邦议会表决通过。该法案于1984年7月被公布，自1985年7月1日起生效。
Tercier草案的主要修订内容有：其一，对瑞士民法典和债法典关于人格权内容的完善。草案总
结了判例的经验，形成了民法典新的第28条和第28a条。第28a条第一款规定了法官可以采取的三种
救济形式：禁止即将发生的侵害行为，对正在持续的侵害判令停止侵害行为；对已经结束的侵害行
为（譬如侵权报道已经刊载），确认其违法性。第二款授权法官可以责令采取更正，或者将判决告
知第三方，或将判决公布。第三款授权法官在判令损害赔偿和精神慰抚金之外，根据无因管理的有
关规定判令侵权人返还不法得利。
其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要件进行了改革。此前，受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需证实侵权人具有
非常严重的过错；草案取消了这一要件，对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与损害赔偿相同的要件和过错程度。
Tercier委员会对原有的第27条整体上没有大的修改，尽在措辞行文方面稍有调整。新条文规
定：“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放弃其人格权的享有或行使；不得转让其自由，亦不得以违反法律或
善良风俗的方式禁止他人行使其自由”。该条被认为用来防止当事人做出过度的承诺（engagements
excessifs），损害其人格的发展；因为根据契约应当严守的原理，人应当忠于其诺言，但是，如果
过于严格地坚持这一原则，有时候可能会损害债务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此条是一项措辞比较宽泛
的一般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该条被法官大量地与其他条款结合适用（譬如限制瑞士债法典第19
条第一款契约内容的自由）、竞业禁止无效（瑞士债法典第340条第二款）、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
权（瑞士债法典第404条）、情势变更（瑞士债法典第375条）、基于重大理由而解除持续性的承诺
（瑞士债法典第269条租赁合同、第291条转租合同、第337条雇佣合同等）。
根据瑞士的联邦体制，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权限原则上保留在各州；但如果私法的实施要求制定
某些法律规则，则联邦亦可立法。鉴于人格权的侵害，通常要求司法机构尽快做出裁决，而且，某
些人格权的侵害后果通常超过了某一个州，有必要在全国统一司法的适用效果。为此，草案在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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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中设立了第28c-28f条，涉及管辖法院以及临时措施；不过，这些条款后来为2008年12月19日法律
所废除（2011年1月1日起生效）。
Tercier草案推出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强化针对媒体侵权的人格权保护。修订后的瑞士民法
典第28g条使用了“媒体（法文为médias）”这一术语，它比“报刊杂志（presse）”的含义
更为广泛。第28g条所使用的“媒体”术语，包括“报刊杂志（presse）、电台（radio）、电
视台（télévision）”。但第28g条仅将回应权（droit de réponse）的义务主体局限于定期性
（périodique）的媒体。回应权可能是对抗新闻侵权最为有效的救济手段之一，其目的在于“赋予
媒体报道所针对的人以机会，在最短时间内向阅读、收听或观看过原始报告的公众发表其自己的看
法”。〔46〕为此，瑞士民法典新增的第28g至28l条规定了回应权。根据这些条文，回应权是指定期
出版发行的媒体（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如有涉及他人人格之报道，则被报道者有权作出回
应。如果所报道的事实系公权力机构所组织的公共活动，则被报道者无回应权。回应必须简明扼
要，直接针对系争报道所涉事实；若回应的事实显然不正确或违背公序良俗，则媒体有权拒绝刊
发。回应须在知晓系争报道后20天之内作出，最迟应在该报道刊发后三个月之内作出。媒体收到回
应后，应及时就刊发回应的日期或者拒绝刊发的理由告知被报道人。
有趣的是，可能是受1949年德国联邦基本法影响，Tercier草案曾建议以瑞士民法典第28条第
一款规定“人格自由发展权”。尽管这一新的权利看上去颇有新意，议会联邦院最后却未能同意这
一提法；它认为这一表述过于抽象和一般化，因此，在私法中，当事人很难依据此条文向义务人主
张新的积极性义务；这种积极性义务，只有在确定的语境和清晰界定的条件下方有可能，这意味着
为此需要制定特别法。〔47〕最终，第28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格遭受不法侵害者，为保护其人格有
权对一切侵害者提起诉讼”）仍然措辞十分宽泛（“为保护其人格”），为法官留下了宽泛的裁量
余地，使得法官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和观念、习俗的演进，来为人格保护设定相应的具体条件。另
外，其他许多的问题也都留给法官去应对和处理，由于人格权保护案件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审理完
毕，初审法官因此在人格权的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此，立法者有意选择没有以更明确的方式去
阐释有关的原则，在法律中去列举所保护的人格权类型或者详细规范各种免责事由。Tercier草案的
立法理由报告中指出：“人格的范围不能也不应该以严格的方式去界定。应该交由法官根据社会观
念和对人格的各种危害的变化，来逐渐填补其内容，如同迄今为止的做法一样”。显然，法官在人
格权保护领域所享有的宽泛裁量权，与瑞士的司法传统有直接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瑞士民法典
著名的第1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未规定者，法院得依习惯法；无习惯法时，得依其作为立法者所提
出的规则，为裁判”；也即是说，在没有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时候，法官自己就被视为立法者，享有
与立法者同等的造法权力。
当代瑞士民法理论将人格权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物质性（physique）人格权，包括生命
权、身体完整权、人身自由、性自由、遗体处置权。第二类是情感性（affective）人格权，主要是
指情感生活、家庭生活方面的权利，包括对已故亲属的遗物、名誉等的维护等。第三类是社会性
（sociale）人格权，包括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声音权、经济自由权等。〔48〕所谓的经
济自由权是指“自由从事经济活动以获取所必须的生存条件的权利”；经济自由权显然涉及到反不
〔46〕Pierre Tercier, Le nouveau droit de la personnalité, op. cit., 1984, p.5.
〔47〕Pierre Tercier, Le nouveau droit de la personnalité, op. cit., 1984, p.19.
〔48〕Olivier Guillod, Droit des personnes, 4e édition, Basel: Helbing Lichtenhahn Verlag, 2015, pp.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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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竞争法（LCD）以及卡特尔法等法律；诋毁他人商誉的行为即侵害了此种权利；而未有充分理
由对教练处以禁赛一个赛季的处罚，也被认为是侵害了其经济自由权。〔49〕除民法之外，瑞士还有一
些特别法也规定了部分人格权，包括个人信息（1992年6月19日法律）、劳动法（譬如禁止性骚扰、
劳动场所尊重职工隐私）、有关媒体的法律、医疗法等。
从诉讼机制来看，瑞士民法典和债法典规定了不同类型的人格权诉讼，实际上仍然是绝对权请
求权诉讼与侵权诉讼的二元模式；相关内容分别由民法典和债法典来规定，而非是单一的侵权法保
护模式。
其一，防御性诉讼（actions défensives）。瑞士民法典第28a条第一款规定了防御性诉讼
的类型：
1.预防诉讼：其目的在于禁止、即将发生的、对人格的不法损害（第一项）；譬如，法官可判
决禁止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文章刊载，或者对有关的侵权书籍进行扣押；
2.停止侵害诉讼：针对正在持续的不法侵害行为（第二项）；譬如，法官可判决销毁有关的侵
权照片或者书籍；
3.确认权利之诉：如侵害行为虽已结束但损害仍未完全消除，因而请求确认侵害行为的不法性
（第三项）；譬如，侵权的书籍或者照片已经出版或刊发；法官可判决恢复受害人名誉的措施，譬
如判决登报或公告。较之于前两项诉讼来说，确认权利之诉具有辅助性特点。
其二，赔偿性诉讼（actions réparatrices）。赔偿之诉旨在消除侵害人格行为的后果尤其是
财产法上的后果，力图将受害人置于侵害行为没有发生的状态之中。赔偿之诉并未由瑞士民法典规
定，而是由瑞士债法典的一般条款加以规定，特别是瑞士债法典第41条（侵权一般条款）和第49条
（侵害人格权）的规定。赔偿性诉讼包括：
1.损害赔偿之诉；针对侵权行为已经结束但造成损害的情形，用以解决侵害人格权导致财产损
失的问题；
2.精神损害之诉；值得注意的是，瑞士联邦法庭的判例承认对于无意识者和法人，均可授予精
神损害赔偿。
3.返还侵权得利之诉。瑞士民法典第28a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可依据有关无因管理的规定请求侵
权人返还所获利益；这是一种不完全的无因管理，主要目的是让受害人获得行为人所获取的利益；
这尤其适用于侵权人所获利益远高于受害人所受损失的情形，譬如，一个无名小报靠一篇侵害名人
的报道而发行量大增，所获得的广告收入也因此而大幅增加。返还侵权利益的诉讼仅需要三个要
件：侵害行为、获有利益、因果关系；与前两项赔偿性诉讼不同，它并不要求过错，因为此诉讼的
目的旨在实现财产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转移；法院认为，由于瑞士民法典第28a条第三款规定依
据无因管理的原理，因此无须要求过错要件；但是受害人必须证明利益的存在及其范围。〔50〕
上诉两类诉讼的差别在于：
1.赔偿诉讼往往要求证实过错的存在，而防御性诉讼并不要求过错；
2.赔偿性诉讼适用瑞士债法典第60条所规定的消灭时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害之日起一年，
最长不得超过行为发生之日起十年），而防御性诉讼不受时效限制；
〔49〕Pascal Pichonnaz & Bénédict Foëx, Code civil I, Art. 1-359 CC, Commentaire Romand, Basel: Helbing
Lichtenhahn Verlag, 1ère edition, 2010, p.256.
〔50〕Pascal Pichonnaz & Bénédict Foëx, Code civil I, Art. 1-359 CC, Commentaire Romand, op. cit., p.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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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赔偿之诉着眼于损害，可采取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形式，而防御性损害的目的则只在
于预防和消除侵害；
4.赔偿诉讼的管辖法院为当事人的住所地法院（瑞士民事诉讼法第20条），而预防性诉讼的管
辖地为行为或结果地法院（瑞士民事诉讼法第36条）。如果当事人混合提起赔偿之诉和防御之诉，
则可以在住所地法院和行为地、结果地法院之间进行选择。〔51〕

四、魁北克的人格权立法
1991年颁布、1994年生效的魁北克民法典可谓当代人格权立法的典范，其中涉及人格权领域
的，至少有66个条文，可谓蔚为大观，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1976年魁北克人权宪章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基本人权和自由，其中有不少涉及人格权的内容。
第1条规定了生命权、安全权、身体完整和人身自由；第4条规定了尊严、荣誉和名誉受到他人尊重
的权利；第5条规定了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
魁北克民法典在其序言部分以明确的措辞规定：民法典应当与1976年魁北克人权宪章和法律一
般原则“保持和谐一致”。这一规定首先强调了人权宪章及法律一般原则作为法律渊源的地位；它
也强调了宪章相对于民法典及其他法律的优先性。鉴于民法典作为全部私法的普通法的基础性地
位，人权宪章与民法典之间的互动关系尤为重要：与人权宪章之于其他法律的关系相反，人权宪章
与民法典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这一关系是其他法律相关条文的基础。由此，人权宪章与民法典之
间的互动并非根据它们的文本所确定的各项具体权利来逐一去分析，而是基于二者在人格权保护中
所发挥的角色。宪章是人格权的直接渊源，确立了人格权保护的一般原则，宪章在第1-9条也详细列
举了具体的权利，赋予其基本权利的性质。民法典确认这些权利的存在，并进一步巩固宪章所确立
的原则；民法典也规定人格权的具体范围和行使条件，并结合多年来依据宪章以及依据侵权法所作
出的判例，将法院的一些法律解释纳入其中。民法典通过纳入人格权，使其成为私法中对人格权保
护的主要渊源；民法典还是其他法律的解释基础，并填补其他法律的空白。
与1976年魁北克人权宪章相对应，魁北克民法典第3条规定：“任何人均享有人格权，包括生
命权、人身不可侵犯和身体完整权、姓名权、名誉权和隐私权。此类权利不得转让”。此条类似于
人格权的一般条款；该条所列举的权利具体由第一编第二分编规定，该分编为“某些人格权”（第
10-49条）。第一章为身体完整权；第二章为儿童权利；第三章为名誉及私生活的尊重；第四章为对
死后身体的尊重，这是对前引第3条的具体细化。第三分编题为“与人的状况相关的某些要素”；其
第一章为“姓名”（第50-74条）。
身体权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魁北克民法典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关于身体权，最为核心
的是自决权（auto-détermination）和知情同意权（法文为consentement libre et éclairé，直
译为“自愿和经过思考的同意”）。这些原则逐步取代了过去的“医学父爱主义（paternalisme
médical）”；为此，需要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保证其有权获取一切必要之信息〔52〕。就知情同
意权是否得到保障，法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法院被视为诊疗决定的适当性进行审查的“最后
〔51〕Pascal Pichonnaz & Bénédict Foëx, Code civil I, Art. 1-359 CC, Commentaire Romand, op. cit.,
pp.276-277.
〔52〕 Barreau du Québec et Chambre des notaires du Québec, La réforme du Code civil I: Personnes,
successions, bien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1993, 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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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者（gardien ultime）”。
魁北克民法典第 11 条规定，
“诊疗”包含检查、取样、摘取、治疗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医学介入 ；
所有的诊疗行为均必须得到本人的知情同意。作为例外，第 13 条第一款规定 ：
“如果人的生命出于
危险状态或者其身体完整受到威胁，在合理时间内无法取得本人的同意，则无需要求本人的同意”
。
这是此前就已经确立的规则。更值得注意的是其第二款 ：
“如果进行非常规的治疗，或者治疗无用处，
或者治疗的后果非常人所能承受，则治疗需征得本人同意”
。此款可谓“例外的例外”
，由此回归到
知情同意的一般性规则。此条款被认为避免病人临终前的无望抢救（acharnement thérapeutique），
体现了强调“生命质量（qualité de vie）
”的理念。不过，这一条款引发了民法典间接承认安乐死的
质疑 ；但主流观点对此加以否认。〔53〕在司法部的官方评论中，有这样的论述 ：
“安乐死意味着为终
结生命的某种积极介入，而尊重病人拒绝治疗则更多的是强调病人有权拒绝除了减轻痛苦之外的治
疗方式”。〔54〕临终前的许多抢救行为的目的在于尽可能采取一切方法来延长生命，但是却很可能是
没有结果的，无法治愈病症，却可能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生命权”并不意味着人有“生存的义
务（obligation de vivre）
”；正如 Sopinka 法官所指出的 ：
“生命的神圣性价值并不意味着一切生命
〔55〕
都必须以一切代价去保存”；
因此，前引第 13 条第二款尊重病人本人就其生命终结所作出的选择。

“法律承认人在死亡面前享有自由，或者承认人有平静死去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有‘获得
死亡的权利’
。二者的区别是重大的 ... 这里涉及一项自由，但是它是一项受到限制的自由，它并不
能构成一项真正的死亡权”
。〔56〕根据魁北克法律，享受临终关怀的有关治疗，要求提供有关的医疗
手段以协助其结束生命者，需具备以下条件 ：年满十八周岁 ；可以做出知情同意 ；为魁北克医疗保
险所覆盖 ；患有无法治愈和致死性的严重疾病 ；经历无法控制的生理或心理痛苦 ；生命处于临终状态。
另外，
前引第 13 条第二款中的“非常规或无用处的治疗”的措辞在实践中也难免引发争议。“非常规”
强调治疗的罕见性，属于例外性措施 ；而“无用处”则是指没有治疗方面的积极意义。对这些关键
术语要更多地从客观角度去判断和衡量。
魁北克民法典第12条对代替他人做出同意或拒绝治疗的情况做出了规定。该条第一款要求代替
他人做出此种表达，只能基于所代理的本人的利益，并尽可能考虑本人曾经表达过的意愿。该条第
二款规定：“如代替他人做出对治疗的同意，该人须确保：1）尽管会带来某些严重或持久的效果，
治疗仍然是有益处的；2）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治疗是适当的；3）治疗所可能引发的风险与所预期
的受益之间并非不成比例”。该款由此确立了三个标准：1）有益处。此要求强调治疗将能改善患者
的健康状况，甚至有可能导致病情的治愈。这就是医学上的首要标准即有益标准：“首先至少不得
有害”。2）适当性。这就要求对患者的病情与其整体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是否合适要根据医学、
社会学的经验和患者本身的生活经历等去评断。3）成比例。此要求意味着必须将所追求的目的与所
使用的手段所引发的负面效果进行评估并追求二者的平衡考虑；如果所采取的治疗手段可能带来巨
〔53〕 Barreau du Québec et Chambre des notaires du Québec, La réforme du Code civil I: Personnes,
successions, biens, op. cit., pp.23-24.
〔54〕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du Québec, Code civil du Québec, Textes, sources et commentaires, livre 1, 1992,
p.17.
〔55〕Rodriguez c. Procureur général de la Colombie-Britannique, 1993, CanLII 75 (CSC), [1993] 3 R. C. S.
579.
〔56〕Barreau du Québec, Personnes et successions, Collection de droit 2017-2018, volume 3, Éditions Yvon
Blais, 2017, p.48. 值得提到的是，基于人的尊严，2016 年 6 月 17 日，加拿大联邦政府修订了刑法典，允许对临终者提
供医学协助以结束生命（所谓“医疗协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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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痛苦，而对于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并无大益，则应考虑别的治疗方案。
魁北克民法典将治疗分为健康状况必需的治疗（soin requis）和非必需的治疗（soin nonrequis），前者是基于患者的健康状况所必须采取的必要治疗措施。而非健康状况所必需的治疗则是
选择性的。以此为基础，魁北克民法典区分了五种不同的情况：
1）对于无法表达同意的成年人，如果治疗为其健康状况所要求，则根据第15条，第三人可以单
独做出同意，前提是遵守前引第12条的标准；
2）如为健康状态所要求的治疗，第三人表示同意但无法做出同意的成年人却表示了笼统拒绝，
则根据第16条，必须请求法院做出裁决；这也是自决原则的体现。魁北克司法部的官方评注中指
出，“这一拒绝必须是患者自愿和经过深思熟虑所作出的，与不同于其意愿表达的简单的生物学意
义上的反应要有所区别”。〔57〕
3）根据第16条第一款，对为患者健康状况所要求的治疗，如果第三人被阻止表达同意，或者其
不当地加以拒绝，则必须要求法院做出裁决。
4）关于非为无法表达同意的成年人或者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健康状况所必需的治疗，根据第
18条，第三人（监护人、代理人或保佐人）可以做出同意。
5）对于非为无法表达同意的成年人或者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健康状况所要求的治疗，如果治
疗对其健康可能带来重大风险或可能造成严重或持续性的不良后果，则根据第18条，治疗必须征得
法院的许可。
魁北克民法典第18条及以下条款规定了器官移植与捐赠的有关规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比例性
原则，譬如所引起的风险与所合理预见的利益（包括精神利益，或者让特定第三人受益）之间是相
称的（第19条）。第19条允许未成年人和无法表达其意愿的成年人捐赠其身体的部分，前提是经过
第三人（监护人、代理人或保佐人）或法院的授权，以及该部分可以再生且此部分的移除不会对其
健康造成重大风险。第25条第一款规定，人对其人体器官或者组成部分的让与应为无偿；这就确立
了人体不得商业化处分的“绝对性规则”，而此前的规则曾经允许可再生器官的有偿转让。〔58〕该
条还规定，人对其人体器官的让与如果对其健康造成风险，则不得重复进行。在司法部的评论中，
对此有这样的解释：“这些规则的修订考虑到医学实践的发展，目的在于以更为明确的方式强调，
人体不得成为商业化的标的，以保护某些群体，防止他们迫于生计而成为他人权利滥用、身体遭受
损害的对象”。〔59〕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魁北克民法典强调人对于其身体的决定权一直延续到其死
后。第43条规定，为医学或者研究之目的，成年人或者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后，
可以在其死后捐献其遗体或者器官、组织。此等捐献意愿必须得到尊重，除非有重大理由。此处所说的
重大理由包括：违反公共秩序，意愿无法执行，缺乏受赠者，用于移植的器官或者组织处于不适宜移植
的状态，捐赠者意愿的改变等等。此外，对身体的尊重还包括对死后遗体的尊重，因此，第42条规定成
年人或者未成年人在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后，可以自由决定其葬礼的形式和遗体的处置方式。
魁北克民法典还对人体的医学实验做出了规定。根据其第20条，对于人体医学实验，知情
同意原则的适用尤其重要；必须对接受实验者予以充分的告知义务，使其充分了解试验的性质
〔57〕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du Québec, Code civil du Québec, Textes, sources et commentaires, op. cit., p.20.
〔58〕 Barreau du Québec et Chambre des notaires du Québec, La réforme du Code civil I: Personnes,
successions, biens, op. cit., p.31.
〔59〕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du Québec, Code civil du Québec, Textes, sources et commentaires, livre 1,
1992,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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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特别是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根据第21条第四款，所谓“创新性治疗（soin
innovateur）”不构成医学试验，该款规定：“经医疗伦理委员会批准，基于患者健康状况所采取
的创新性治疗，不构成医学实验”。所谓的创新治疗，应具有以下特点：治疗方案并非为某些研究
计划的内容；治疗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甚至治愈患者的疾病，而非出于一般的研究性目的；治疗
方案是完全个性化的，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情而作出的。关于医学实验，第25条第二款规定，除了针
对接受实验者给予适当的补偿以外，禁止对其基于任何报酬。这是为了避免出现一些以专门接受人
体医学实验为职业的人（法语为cobaye professeionnel，意为“职业试验品”）；这是基于人体的非
商业化原则的必然要求。
魁北克人权宪章第4条和第5条规定了尊严、荣誉、名誉、隐私等基本人权。由此，民法典第3条
承认了对这些人格权的保护，包括名誉权和隐私权；第35-41条进一步细化了对这些权利的保护。其
中，对荣誉感的判断，尽管与受害人周边的其他人的评价有关，但更多地应采取主观标准，主要考
虑受害人内心的感知。由此，性骚扰被认为是对受害人荣誉感和尊严的一种侵害。而名誉权则必然
参考周围的公众意见，更多地与他人良好的社会声誉而非与内在的尊严感相关，意味着特定范围内
的其他人对其价值、优点的承认；而名誉的受损必然比意味着他人对其的尊重和评价的降低。〔60〕还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新闻媒体侵害名誉等人格权，其他的单行法规定了特殊的诉讼时效。魁北克新
闻法规定，针对新闻媒体的起诉，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报道刊发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至迟
不得在报道刊载之日起一年后提起。
关于人对其肖像所享有的权益，与法国法一样，魁北克民法典将其视为人的私生活的组成部
分，对肖像的侵犯也通常被认为构成对私生活的侵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名誉权、荣誉权、
隐私权这些都由魁北克人权宪章加以规定的基本权利不同，人权宪章并未规定肖像权，因此，肖像
权不能被视为是一项基本权利；因此，对肖像权可以设定相应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公共利益、
公众的知情权、他人的表达自由等。
就私生活而言，这是一个被公认为极其难以定义的范畴：“对私生活概念的所有定义必然是不
准确的，如同对私人活动的判定标准也必然是模糊的一样，因为不同的人的情况差异很大。私生活
的范围具有浓厚的主观性色彩，与特定主题的身份、社会角色、所实施的特定行为的性质等密切相
关”。〔61〕私生活受尊重的权利被认为包括两类最重要的内涵：阻止他人对自己私生活进行调查的权
利，以及阻止他人泄露自己私生活范围内的信息的权利；这两项内涵分别对应于两项不同的权利：
保持独处（solitude）的权利和保持匿名（anonymat）的权利。〔62〕根据这些理论，魁北克民法典第
36条列举了对私生活的侵害手段：
1）侵入他人住宅或从其中取走任何物件；
2）故意监听或使用他人的私人通信；
3）偷拍或者使用他人处于私人场合下的照片或声音；
4）使用任何手段监视他人的私生活；
5）基于满足公众获取合法信息之外的其他目的，使用他人的姓名、照片、画像或声音；
〔60〕Barreau du Québec, Personnes et successions, Collection de droit 2017-2018, volume 3, Éditions Yvon
Blais, 2017, pp.66-67.
〔61〕H. Patrick Glenn, Le droit au respect de la vie privée, in Revue du Barreau, 1979, vol.39, p. 879.
〔62〕H. Patrick Glenn, Le droit au respect de la vie privée, op. cit., p.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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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使用他人的信件、手稿或者其他私人文件。
毋庸置疑，个人信息权如今已成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人格权。从世界范围内来看，1991年魁北
克民法典很有可能是最先规定个人信息的民法典，该法典以第37-41条的五个条文规定了个人就其身
份信息所享有的权利；当然，在民法典之前，魁北克曾经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单行法，民法典进一步
改进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63〕。根据民法典第38条，信息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有：
--免费查询其信息的权利；
--免费更正信息错误的权利；
--以合理价格复制其信息的权利；
--获取可以辨识的信息复制品的权利；
--纠正不确切、不完整或不明确信息的权利；
--删除过期或者缺乏合理性的信息的权利；
--就其信息发表书面评论的权利。
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权利的具体行使及其限制，交由相关的单行法予以明确和细化；关于
个人信息保护的单行法对侵害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规定了一些刑事制裁手段。

五、结语：人格权立法历史演进的趋势
从前文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民法的其他部门，人格权的理论和立法明显出现较晚，肇
端于19世纪中后期。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民法典包括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是以财产法
（所有权）为中心而构建的，Bonnecase形容法国民法典其实是一部“财产法典”的讥讽，得到了
后世学者的普遍认同，说这些传统民法典“重物轻人”的确也不为过；这是人格权制度到很晚才出
现的根本原因。不过，人格权制度自诞生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受人权保护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和影
响，发展十分迅速。从比较分析的角度来看，人格权立法存在着以下的发展趋势：
1.人格权保护的宪法维度。英国学者Charlotte Waelde 和 Niall Whitty指出：在人格权领域，
宪法对私法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尤其是在阿根廷、意大利、德国和荷兰；在南非亦是如此。〔64〕冯巴
尔教授也曾指出，在欧洲国家，“只要是属于宪法意义上的人权的内容，私法就必须对其提供相应
的保护”。〔65〕在荷兰，隐私权由民法典和宪法共同保护；而身体完整、自由、名誉等权利则直接
由宪法加以规定。由于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和主观权利双重效果，民法典无另行规定这些人格权的必
要；故此，荷兰民法典第6:162条直接规定，侵害权利（包括宪法权利）的行为系不法行为；宪法上
规定的人格权受侵权法的保护。〔66〕在意大利，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一个判例中指出，对宪法所保护
的人格利益的侵害可以让受害人获得非货币性赔偿。
人格权保护的宪法维度，尤以德国为典型。德国的人格权保护体系具有十分明显的宪法维
度，这是德国人格权法体系“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德国学者Brüggemeier教授指出：“在今
〔63〕 Barreau du Québec et Chambre des notaires du Québec, La réforme du Code civil I: Personnes,
successions, biens, op. cit., p.30.
〔64〕Charlotte Waelde & Niall Whitty, “A rights of personality database”, in Niall R. Whitty & Reinhard
Zimmermann (eds.), Rights of personality in Scots law, Dunde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94.
〔65〕克里斯蒂安·冯·巴尔 ：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焦美华译，张新宝审校，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下册，第 70 页。
〔66〕Charlotte Waelde & Niall Whitty, “A rights of personality database”, in Niall R. Whitty & Reinhard
Zimmermann (eds.), Rights of personality in Scots law, op. cit., p.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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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权对私法的影响是明显的。除了家庭法和劳动法之外，私法领域中基本权利产生了公认的
（acknowledged）影响的当属于人格权，尤其是隐私权。〔67〕德国联邦基本法中关于人的尊严和人
格自由发展的规定以及基本权利的清单是德国人格权法最为坚实的宪法基石；而尤为重要的，是德
国联邦宪法法院（BVerfG）对人格权的保护，以及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普通法院可以直接援引
宪法。而这样的结果是，“在一个隐私侵权案件中，德国法官比他们的美国同行们更愿意去审查其
中所涉及的宪法利益”。〔68〕因此，正如张新宝教授所指出的，《德国民法典》虽然没有对人格权作
出详细规定，但由于《德国基本法》对人格权保护有比较全面的规定，因此并不妨碍对人格权的司
法保护。而且，德国有专门的联邦宪法法院，专注于基本权利、人格权方面的案件审理。〔69〕从更
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格权是“私法宪法化”现象最为典型和集中的领域。譬如，1991年魁北克民
法典中的人格权，基本上是1976年魁北克人权宪章的具体化，民法典在人权宪章之外并无创设新的
人格权。考证民法典这些条文的渊源，研究者都无一例外地指出：“很难否认民法典中的人格权与
1975年魁北克人权宪章之间的亲缘联系（kinship）”。〔70〕正因为如此，魁北克民法典在序言中才
专门强调：民法典应与魁北克人权宪章保持和谐一致。〔71〕
显而易见，这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我们既不存在着宪法司法机构，法院也不能援引宪法；
由于不存在宪法救济制度，在我国对人格权保护的使命主要由民法来承担，对人格权（隐私、名
誉、身体等）的日常侵害也只能主要通过民事责任进行制裁—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只是在侵害行为
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目前则受到了严格限制。基于这样的原因，在中
国显然不可能期待法官依据宪法对人格权进行保护，而只能由民法典承担其保护人格权的使命，这
就决定了我们需要有完善的人格权民法规则；在中国，单纯强调仅需宪法对人格权进行保护的论
调，看上去似乎是提高了人格权保护的层次，而实际上这样的后果是将人格权束之高阁，弃置于民
法之外，显然不利于人格权的保护。恰如Brüggemeier 教授所指出的，“宪法对人格权的保护是起
点，但私法必然要走得更远”。〔72〕
2.法官和司法判例在人格权保护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作为大陆法系的德国的比较法
分析，同样揭示出法官在德国人格权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杰出作用。在德国，1869年最高商事法院
（Reichsoberhandelsgericht）得以建立；1879年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组建，德国法官并获得
独立地位；它们通过积极的造法活动对德国法律的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19世纪终结之时见证了
一个强大的法院体系（judiciary）的崛起。1902年，Bernburg非常正确的指出法院现在具有比此前
要大得多的信心……一个自信（self-confident）的法院体系对塑造帝国的影响范围经常被人们所低
估。其实，令人不足为奇的是，即便在民法典颁行以后，法官仍然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见行事，仿佛
〔67〕Gert Brüggemeier,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Law of Delict/torts in Europe : Mapping out
paradigms”, op. cit., p.16.
〔68〕Paul M. Schwartz and Karl-Nikolaus Peifer, “Privacy" and the German Right of Personality: Are four
privacy torts better than one unitary concept?”in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10, Vol. 98, No. 6, p.1952, 1986.
〔69〕张新宝 ：
《我国人格权立法 ：体系、边界和保护》，载《法商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6 页。
〔70〕Adrian Popovici,“Personality rights- A civil law concept”, in Loyola Law Review , 2004, vol.50, p.355.
作者并认为，魁北克民法典人格权制度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私法的宪法化”进程 ；因为加拿大最高法院对 1982 年加拿
大人权宪章的解释主要受普通法的影响，并不承认大陆法系主观权利的概念。以隐私权为例，普通法中的隐私权的概念比
民法上的通行含义要宽泛得多，还包括个人的选择自由等不同内涵。
〔71〕石佳友 ：
《人权与人格权的关系—从人格权的独立成编出发》，载《法学评论》2016 年第 6 期，第 103 页。
〔72〕Gert Brüggemeier,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Law of Delict/torts in Europe : Mapping out
Paradigms”, op. cit.,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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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他们愿意服从于新颁布的法典的意愿是非常有限的。19世纪确实铸就了经过
科学训练和自信胆大的法官—这正是萨维尼所一直为之奋斗的”。〔73〕有趣的是，在立法者-法官法学家的三者角力中，法官成为最终的赢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历史背景是19世纪末的法律社会化运
动：德国民法典被批评为“自由主义的晚生婴儿（维亚克语）”，契约和所有权这些制度由于过于
自由而被认为是“反社会（anti-social）”和“误导性（misguided）”的。然而，“社会化而非自
由化是当时私法的主动机（leitmotif）。当时的主导性问题根本不是私法是否应当社会化，而只是
如何社会化。德国民法典并没有达到社会的这些预期，因此，在整个二十世纪它为许多法学家所憎
恶”。〔74〕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只能由法官来满足法律社会化的需求，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对民法典进
行必要的变通、矫正或者创新。
在当代，判例的作用也仍然不可忽略：如同卡纳里斯所指出的，人格权领域从前被视为法律政策
的大量问题，在过去只能诉诸立法来解决；而在如今则被视为法律漏洞的填补，交由法官去承担。〔75〕
以隐私的保护为例，当代都是为判例法所驱动，以至于成文法和非成文法国家的区分如今“显得陈
腐”，因为此种区分“难以再准确的反映法律现实”。〔76〕故此，有学者指出，就隐私权争议而言，
“在德国，一个胆大自信的法院体系愿意承担条分缕析地细致分析工作，来审查公开的信息是否仅
仅出于‘娱乐’目的”。〔77〕而在瑞士，Tercier草案的立法理由报告中强调：人格的范围不能也不
应该以严格的方式去界定。应该交由法官根据社会观念和对人格的各种危害的变化来逐渐填补其内
容；赋予法官在人格权保护领域所享有的宽泛裁量权，与瑞士的司法传统尤其是瑞士民法典著名的
第1条有直接的密切关系。
3.尽管判例在人格权保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格权立法仍然存在不断强化的趋势。
如前所述，法国和德国的政府在二战后都曾经进行过人格权立法的努力（德国还曾经进行过多次立法努
力）；只是由于各种政治原因，这些立法努力最终没有成功。而瑞士和魁北克在修订民法典的时候，都
增加了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条文数量；魁北克则更是以多达六十多个条文的立法而令人瞩目。人格权立
法不断强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显然在于人格权保护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得到各国政府的一致肯认。
而促使各国加强人格权立法的另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重要原因是科技的影响。人格权立法的演
进一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法国，肖像权的出现是由于摄影技术的发展；而在德国和
瑞士，针对新闻侵权的名誉权与隐私权保护，是随着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78〕恰如
Brüggemeier教授就德国的人格权立法的变迁所指出的：人格权领域所发生的“法律革命”与德国
民法典的体系架构显然不符，其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是“战后时期社会对个人保护所无可否认的需

〔73〕Hans-Peter Haferkamp,“The Science of Private Law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56, No. 3, p.687.
〔74〕Hans-Peter Haferkamp, “The Science of Private Law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op. cit., p.686.
〔75〕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op. cit., p.100.
〔76〕Charlotte Waelde & Niall Whitty, “A rights of personality database”, in Niall R. Whitty & Reinhard
Zimmermann (eds.), Rights of personality in Scots law, op. cit., p.494.
〔77〕Paul M. Schwartz and Karl-Nikolaus Peifer, “Privacy" and the German Right of Personality: Are four
privacy torts better than one unitary concept?”in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10, Vol. 98, No. 6, p.1985.
〔78〕Huw Beverley-Smith, Ansgar Ohly & Agnès Lucas-Schloetter, Privacy, property and personality: civil
law perspectives on commercial appropriation, op. cit.,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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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种需求源于对为私生活选择所保留的领域威胁的不断增加，其手段是国家、混合型机构
和私人主体对关键性个人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在越来越具有进攻性的广告和营销实践的媒体的驱动
下，对私生活事务的入侵和公开越来越多；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从纳粹国家对个人和信
息的总体式控制的压迫经历中，全社会认识到对个人隐私的残存领域进行保护以对抗对各种信息的
个人信息的不法取得和转让，是绝对必须的”。〔79〕
4.正是由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主体客体化”的挑战，身体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这些新型的人
格权，在当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它们也是当代人格权立法所着力强调的人格权类型。以身体权
为例，法国民法典和魁北克民法典都为此规定了大量的条文。而且，身体权的争议层出不穷，身体权
并且往往与其他权利（譬如，私生活受尊重的权利、人有知晓其身世的权利等）发生交叉或纠葛。譬
如，2017年，西班牙爆出了轰动一时的“达利开棺验亲”案。〔80〕而有趣的是，该案中从死者尸体上
提取DNA来进行遗传学鉴定的做法，在法国法上则是禁止的；因为这被认为是对死者及其遗体的不尊
重，与前引法国民法典第16-1-1条规定不符（“对人体的尊重不因死亡而终止。死者的遗骨，包括火
化后的骨灰，应以具有尊重、尊严和体面的方式来处理”）。〔81〕而欧洲人权法院则没有如此严格。
根据人权法院的判例，针对可能存在血缘关系的子女的要求，如果拒绝同意开棺从死者遗体上提取
DNA信息，可能构成对声称与死者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的私生活的侵犯，因为这侵犯了其知晓其身世的
权利。〔82〕但在另一个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并未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可能的祖父母身上。〔83〕
5.德国的一般人格权制度有其独特的制度语境，不宜简单照搬。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体系的
开放性的重要表征；一般人格权被判例发展为典型的“源权利（source right）”和“框架性权利
（framework right）”，这是人格权创造非常富饶的源泉；以此为基础，其他具体的人格权得以
建构起来。不过，应当看到的是，德国对人格权的侵权法保护模式的开放性，是以宪法（联邦基本
法）关于人的尊严的基础性条款所决定的。一般人格权是德国联邦法院以联邦基本法第1条人的尊严
和第2条人格自由发展为基础所推导出的；由于德国民法典措辞的封闭性，判例最后只能将其列入第
823条第一款的“其他权利”。基于这种一元性的统一模式，判例得以不断创设新的人格权类型，
“这与宪法关于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的要求密切相关……由此，人格权才得以像所有权
或自由这些概念意愿，具有弹性，向未来的发展保持开放。这导致了对立足于（基本法）的尊严和
人格的一长串人格利益的创设。总体说来，一般人格权被用来保护荣誉、名誉、空间中的隐私、个

〔79〕Gert Brüggemeier,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law of delict/torts in Europe : mapping out
paradigms”, op. cit., p.24.
〔80〕达利是西班牙的著名画家，超现实主义艺术流派的代表性人物。据媒体报道，西班牙 Martínez 女士于 1956 年出
生于加泰罗尼亚的菲格雷斯 ；她声称，其母亲曾告诉她，自己曾在卡达克斯的一户家庭做女佣，其时结识了作为邻居的
达利，并与之发生了一段秘密恋情 ；直到 1955 年她离开。Martínez 女士表示，其母曾多次跟她表示，她是达利的女儿。
而达利已于 1989 年去世，并且生前没有子女。因此，自 2007 年起，Martínez 女士要求西班牙政府对达利的坟墓进行开
棺提取 DNA，证实自己与达利的血缘关系。如果证实她确实是达利的女儿，那么她将有权继承达利生前遗留的巨额财产
及数量可观的版税收入。2017 年 6 月，马德里的一名法官下令法医开棺，从达利的遗体上提取了 DNA。但后来的遗传学
鉴定表明，Martínez 女士与达利并无血缘关系。BBC News, “Salvador Dali's body exhumed for DNA tests”, 21
July 2017.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0677828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3 月 20 日。
〔81〕CA Paris, 6 novembre 1997, Dalloz Recueil, 1998, p.161, observation par H. Gaumont-Prat.
〔82〕CEDH, J?ggi c. Suisse, 13 juillet 2006, in RTD civ., n° 4, 2006, p.727, obs. J.-P. Marguénaud.
〔83〕CEHD, Menéndez Garcia c. Espagne, 5 mai 2009, in RTD civ., n° 4, 2009, p.679 et s., obs. J.-P.
Marguénaud et P. Remy-Cor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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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人格的商业化利用”。〔84〕而在相邻的法国，主流意见从来都反对引入一般人格权，其主要理由
在于：一般人格权的措辞过于宽泛和模糊，无法与严格的主观权利范式相契合；更重要的是，法国
民法典著名的第1382条一般条款的宽泛性措辞，能够为各种新型利益的保护提供有效的法律框架；
引入一般人格权的构造毫无必要。恰如冯·巴尔教授所指出的，在这些国家看来，“在侵权行为法
一般条款中在加进另一个一般条款（即一般人格权）实在毫无意义”。〔85〕反过来，采用了一般人格
权概念的国家如德国和荷兰，都不再对具体人格权进行列举；拉伦茨和卡纳里斯就认为对具体人格
权的列举是无用的，因为一般人格权的特点就在于其开放性和无所不包。而采取了具体人格权列举
模式的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南非等，都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承认所谓一般人格权。此外，特别重要
的是，从这些国家的法律文化和传统来看，“一般人格权的概念过于抽象，缺乏实践价值；对特定
人格权的具体化因此仍然是必要的”。〔86〕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我国而言，《民法总则》第111条详细列举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侵权责任法》第2条列举了
“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尽管这两
个条款中都采取了“等”的措辞，表明其非为完全性列举，但是，这两个条文仍然属于列举性条
文（而且是过分详细的列举），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一般条款，难以成为法官创设新的人格权的规
范基础。但无论如何，这些条款所列举的权利，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具体人格权清单。在这样的语境
下，《民法总则》第109条关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规定是否属于德国法意义上的一般人格权，就
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责任编辑

陈夏红）

〔84〕Paul M. Schwartz and Karl-Nikolaus Peifer, “Privacy and the German Right of Personality: Are four
Privacy Torts Better than One Unitary Concept?”op. cit., p.1952.
〔85〕克里斯蒂安·冯·巴尔 ：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第 108 页。
〔86〕Johann Neethling,“Personality

Rights: a Comparative Overview”, op. cit., p.214, 2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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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ompany Law IV 95
GE Weijun/Professor and Ph.D. Tutor of School of Law,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Article 71 of the Company Law in China stipulates that the shareholders of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have right of preemptive in the transfer of shares. This stipulation is based 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rule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ts
ambiguity has long been criticized by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ields.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any
Law IV (referred to as Explanation IV)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n September 2017 has adjusted certain
rules for shareholders’ rights of preemption and solved the difficult problems in practice to some extent. In spite of
these, preemptive rights serve as unique stipulation of the company law in China, and there are no identical rule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or other regions. The preemptive rights of shareholders will become a price mechanism for
other shareholders to find a suitable purchase price. Whether this right could play its original role or even if it is
necessary to remain is still in doubt.

Poetry Creation and life Experience: On the Defamilarization Language of Mu Dan’s
Poe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 Poetics 106
SONG Chunxi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a
Abstract: “Defamilarization” poetics permeates the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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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which provides
a broad theoretical space for poetry creation and poetry interpretation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Mu Dan’s poetry is a peak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d one of its language features is the application of
Defamilarization techniques reflected in the aspects of language rules, language meanings, language sentences, etc.
The poet uses the “Defamilarization” techniques of sequence inversion, collocation misplacement, word inflection,
exaggerated lexical meaning, metaphorical image, negative affirmation, unquestioned question sentence and compressed
narration, and makes poetry in the languag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tyles of poetry art are displayed, and many intriguing modern poems are created, constructing the unique life poetics
system of Mu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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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WANG Liming/Doctor of Law, professor, PhD supervisor, Law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searcher, Research Center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n autonomous book on personality rights is a concrete reflec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Party’s
Nineteenth Congress report. It is also a major innovation in China’s civil code system that complies with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t fully guarantees the personal integrity of a new era. Dign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s
decent lif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Draft of the Book on Personality Rights of Chinese Civil Code has many
important highlights, such as the stric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ncept of personality rights and personality, the
concept of personality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The draft provides for the right of personality of legal persons and
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s.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also of great value for the future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course, the draft also needs to explicitly confirm the concep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personality rights, and enhance the special protection rules of
personality rights,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The Legal Basis of a Separate Civil Code Chapter on Personality Rights:Analysis of
the Four Reasons for That Personality Rights Cannot Be Independently Stipulated in the
Subsection of Civil Law 126
YANG Lixin/Professor, Law School of Tianjin University; researcher, Research Center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debates about whether personality rights should be set up independently in the Civil
Code. After the legislature drafted the “Personality Rights of the Civil Law (Draft)”, the other side objected by
presenting four representative reasons, pointing out that personality rights are uncertain concept in civil law which
could not be expressed in a systematical way. Personality rights are not the same as other types of civil rights
because it is not independent civil rights. The object of personality right is personality. It should be governed by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especially the Constitution. A Separate Civil Code Chapter on personality rights breaks
the structure, logic, and system of civil law. These four reasons are not sufficient to shak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personality rights draft. The draft complies with the completeness and self-consistency of the logic system of the Civil
Code and will become a solid and reliable part of the civil cod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rend of Personality Rights Legislation 140
SHI Jiayou/Doctor of law, professor, law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searcher, Research Center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der the Nation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ersonality rights system appeared relatively late with respect to other systems of the Civil Code.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civil code was mainly developed with property rights. French personali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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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on appears particularly late. The main reason is the broad meaning and wording of Article 1382 of the French
Civil Code. Tort law provides relatively extended protection for personality rights. In modern times, personality rights
in France are established by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ivate life stipulated in Article 9.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of
German personality rights protection is its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system. The federal basic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have become the solid found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The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developed
by the court’s jurisprudence, served as the core of personality right development. The personality system of Switzerland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binary pattern of the debt code and the civil code.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e effect of the
right of personality as an absolute right, while the code of credit stipulates the effect of the tort liability. The legislation
of the right of personality in the Quebec Civil Code is a concretiz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harter.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nsures that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 basic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general, the personality right legislation has the following trends.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has a clear feature
of constitutional dimension. Judges and judicial precedent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The legisla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 still has the tendency of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Body rights, privacy right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have much more important values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e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system
has its unique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should not be simply copied.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Right in Civil Law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ts
Theory:Discussing China’s Choice of Legislative Models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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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refers to legal qualifications. There is no property
if there is no personality. The practice of adopting the personal interest protected by judicial precedents has been used up
to now. The core of the modern personality is free will.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begins with the protection
of name rights and portrait rights, and gradually moves to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rest, privacy, and
commercialization rights. The general trend is an obvious shift from the protection of physical interests to the protection
of spiritual interests and the interes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rom the passiv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to the protection of positive assets. Personality rights independently stipulated in the subsection of civil law has histor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rationality, reflecting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

Review on the Debate over a Separate Chapter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Chinese Civil
Code 179
SHI Guanbin/Doctor of Law,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debate

professor, Law School of Hainan University.
over a separate chapter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Chinese civil code is legislation
technique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theory of personality right in China and the quality of the
final legislation.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search, a separate chapter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Chinese civil code is not a
simple copy of the Ukrainian Civil Code. Personal non-property rights in the Ukrainian Civil Code and the personality
rights in China are not equivalent concepts. The personality rights attribute and its independently compiled system are
not controversy. The formation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legal system has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t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ality right should be ensured. It is not possible to negate the rationality
of independent compilation by the legislative example of the traditional Civil Code. There is no logical obstac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ight to personality, even existing self-consistency. However,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and the tort liability of the civil code is really a question
worth consideration. The successive two drafts have taken the basic position of integrating existing norms and summing
up practical experienc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Codification of Civil Code”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current draft is conservative and fails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new era. It also learns too little experience from judicial refereeing
disputes over personality rights, which remains room for improvement.

On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Personality Rights as Independent Section:Focus on
Existing Norms 190
PANG Weiwei/PhD
Abstract: The law of

student, School of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ersonality right now has the proper condition of volume, structure, specific provisions
for independent compiled. It is mature for a separate chapter of personality rights in Chinese Civil Code. In fact,
independent compilation not only conforms to China’s legislative tradition and judicial condition, but also complies with
the trend of extraterritorial legislation. Although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personality right law should be compiled
independently is indeed a political decision, the political decision must be subject to the previous decisions and the
conditions of reality. Combined with the constrain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ersonality right law can only be compiled
independently. On the substantive level, since some personality rights lack effective reference, vary from subject to
subject and have obvious limitations, accurate rules are required.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exercise of some personality
rights, strict procedures and specific purposes of exercise, special rules of exercise are needed. Because the personality
rights law pays more attention to infringement, damage prevention and spiritual comfort, it needs unique relief rul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ersonality rights law is actually a set of rule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rom contract law and
tort law.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civil law embodies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the concept of new times and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 As a separated part in Chinese Civil Code, the personality rights are in line with the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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