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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权行为在“文革”中，某矿务局矿工医院医生张某经常

发表一些评价林彪、江青等的“另类”言论，该院领导认为

其精神不正常，依据精神病院个别医生出具的为“精神分裂

症”的“门诊印象”和“初步诊断”，研究决定不允许张某

上班工作（如果不是这样，张某可能会被定为“恶毒攻击”

罪而被判刑罚），工资照发。“拨乱反正”之后，新的院领

导决定对张某按照病休待遇开工资，张某认为是领导决定自

己不上班并且工资照发的，如果扣工资，就坚持恢复工作。

院领导认为张某是精神病患者不能上班，并下发文件认定张

不具备自主行为能力，为其指定监护人（行使了法院的权力

）。张某不服。该院在未经张某本人及其家属同意的情况下

，派人强行将张用汽车送到精神病医院强制住院治疗38天。

医院的结论为：“病员自住本院一月余，未发现明显精神病

症状，故未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张某以侵害自由权和

名誉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

原告的名誉权，认定侵权责任；对于侵害自由权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 这是我国发生的第一件侵害身体自由的侵权行为

案件。尽管时间较长了，但是这个案件的重大意义仍然显而

易见，成为侵权行为法保护身体自由权教学的典型案例。在

今天，这样的案件时常发生。例如，在超市中，保安人员将

怀疑偷拿商品的人进行非法关押，限制其人身自由，就是侵

害身体自由的侵权行为。 人身自由权是自然人的一项重要的



人格权，分为身体自由权和意志自由权。侵害这两种人身自

由权的行为，都构成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身

体自由权的侵权行为，就是针对侵害身体自由而实施的侵权

行为。 构成侵害身体自由权的侵权责任，应当具备以下要件

： 第一，构成侵害身体自由的侵权责任，必须是行为人实施

了限制或者剥夺受害人的身体自由的违法行为。人的自由权

利，是法律赋予的，是人的固有的权利。未经法定程序，限

制或者剥夺他人的身体自由，就是违法行为，就具有违法性

。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司法机关也会对违法行为人实施身体

自由的限制，但是这是依法进行的自由限制，不具有违法性

，因此不构成侵权行为。 第二，构成侵害身体自由的侵权责

任，必须造成了受害人行动受限制或者剥夺，身体自由权无

法行使的损害事实。身体自由也称为行动自由，是人自主支

配自己的行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受到限制或者剥夺，使其无

法自主行动，就构成了对身体自由的侵害。限制身体自由是

对人的身体进行拘束，使其不能自由行动。剥夺身体自由是

宣称特定人的身体自由予以剥夺而不予享有。在现实中，侵

害身体自由的侵权行为一般是前者，后者较为少见。 第三，

构成侵害身体自由的侵权责任，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自由

受限制或者剥夺的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侵害身体自由

的侵权责任构成中，因果关系的要件很容易判断，行为人实

施了该种违法行为，受害人的身体自由受到了限制或者剥夺

，就构成了因果关系的要件。 第四，构成侵害身体自由的侵

权责任，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备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状态

。在一般情况下，侵害身体自由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故意的

心理状态，就是追求或者放任限制或者剥夺他人身体自由的



后果。但是，过失也可以构成侵害身体自由的侵权责任。例

如，错误认定他人为犯罪嫌疑人而将其逮捕入狱，错误认定

他人为行政违法行为人而予以行政拘留，都是过失地限制了

他人的身体自由，构成侵害身体自由的侵权责任。按照《国

家赔偿法》的规定，这些国家机关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非法限制他人的身体自由，侵害自然人身体自由的，受害人

有权请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受害人受到精

神损害的，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十三、侵害意志自由的

侵权行为 杨某是浙江省某县居民，与父母一起居住。一天，

突然接到发自黑龙江的一封电报，声称杨某在黑龙江某县工

作的哥哥遭遇车祸生命垂危，速去探望。杨某及其父母听到

这个消息，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立即购买火车票，赶往黑

龙江当地。当三人到达杨兄住地的时候，发现杨兄在家里好

好的，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家人惊魂未定，急问何故，才

知道杨兄与他人发生纠纷，该他人为了愚弄杨兄及其家人，

编造谎言，给杨某及其父母发电报。杨某与其父母受其愚弄

和欺骗，不仅造成了星夜赶乘火车急赴黑龙江的财产损失后

果，而且使其精神遭受严重的损害。 这种侵权行为使受害人

的意志自由受到侵害，构成侵害意志自由的侵权行为，行为

人应当承担侵害意志自由的侵权责任。 盗用、假冒他人名义

，以函、电等方式欺骗或者愚弄他人，侵害自然人意志自由

，造成其财产、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就

是，意志自由是人身自由的组成部分，自然人的意志（思维

）不受干涉、不受限制、不受约束，通过不正当手段使权利

人的意志或者思维受到限制、干涉、约束的，即为侵害意志

自由的行为。对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



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9条作过规定，效果是好的

。存在的问题是，在法律适用上，这一解释规定适用名誉权

保护的法律，不够准确。对于这种侵权行为应当直接认定为

侵害意志自由的行为，不必再类推适用名誉权的法律规定来

保护意志自由。 侵害意志自由权的侵权行为的主要表现，就

是诈欺和胁迫。诈欺是故意以使他人陷入错误为目的的行为

；胁迫是故意以不当的目的和手段预告凶险而使人产生恐怖

的行为。在历史上，欧洲萨克逊民法确认诈欺行为为侵权行

为，法国民法、瑞士民法以及德国现行法，也都认为诈欺行

为为侵权行为。我国台湾民法在解释上，也认为诈欺与胁迫

是侵害自由权的侵权行为。我们认为，诈欺和胁迫，均妨碍

、干涉、限制自然人正当的思维，致使其陷入错误的观念，

属于侵害意志自由权的违法行为。前述案件，杨某及其父母

的思维自由，由于行为人的诈欺电报而受到愚弄，使其陷入

自己的儿子身负重伤的错误认识之中，精神利益、财产利益

都受到了损害，构成侵权行为。学者认为，诈欺是故意以使

人陷于错误为目的，诈欺的成立，须诈欺人有虚构事实的行

为。诈欺行为人故意侵害他人的观念纯正，因此，行为人只

须有使被诈欺人陷于错误的故意，即可构成。胁迫是故意以

不当的目的或手段，预告祸害，使人心生恐怖。这两种行为

所侵害的，都是受害人的精神自由即意志自由。 另一种侵害

意志自由的侵权行为，是虚伪报告及恶意推荐。在一般情况

下，对于因劝告、通知、介绍等所发生损害，不能认为是侵

害自由权的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故意使他人陷入错

误而进行虚伪报告或恶意推荐，则是对意志自由权的侵害，

为侵权行为。 侵害意志自由的侵权行为，一般是由作为的方



式构成，就是行为人实施积极的行为，干扰或者影响受害人

的自由意志，使其不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做出不属于

自己自主思维所确定的决定。 侵害意志自由侵权行为人，在

主观上应当具有故意的要件。这一点，侵害意志自由的侵权

行为与侵害身体自由的侵权行为不同。侵害身体自由的侵权

责任的构成，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都构成侵权责任构成的主

观要件，但是侵害意志自由权的侵权责任只能由故意构成。

因此，构成侵害意志自由的侵权责任，行为人必须是恶意进

行诈欺、胁迫、虚伪报告或者恶意推荐，因而造成了受害人

的自主意志、自主思维的破坏，不能自主地做出决定。如果

仅仅存在过失，不可能侵害意志自由。 构成侵害意志自由的

侵权责任，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主要的责任方式是损

害赔偿，包括对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和对造成的精神损

害进行赔偿。在杨某的案件中，支出的旅差费等损失，就是

对受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对于受害人所受到的精神痛苦，

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如果要求行为人承担赔礼

道歉等侵权责任方式的，应当予以支持。十四、发短信进行

性骚扰的侵权行为最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酒仙桥法庭刚刚

判决了一起发短信进行性骚扰的侵权案件。原告闫女士的丈

夫与被告齐某为同一公司的同事，关系较为密切。2003年12

月22日，闫女士接到齐某的短信，邀请其与齐某夫妇一起逛

商场。闫女士到达齐某家后，发现只有齐某一人在家，便挣

脱回家。嗣后，齐某不断给闫女士发短信，开始是道歉，接

着就发内容淫秽的短信进行骚扰。原告向法庭出示了8条带有

淫秽性和威胁性内容的短信，这些短信的内容都是被告专门

针对原告编写的。齐某承认这8条短信都是自己发的，但是认



为闫女士是自己的“嫂子”，双方很熟，发短信都是在开玩

笑，只不过是言词过火一点，并无恶意，也没有侵权，因此

，只同意道歉，不同意赔偿。法庭审理认为，被告对原告出

于性意识的故意，在违背原告主观意愿的情况下，以发送淫

秽性和威胁性手机短信的方式，引起原告的心理反感，侵扰

了原告保持自己与性有关的精神状态愉悦的性权利，其行为

已经构成性骚扰，应当停止侵害并道歉，由于被告的性骚扰

行为已经对原告及其家庭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后果，理应

进行赔偿。故判决被告齐某停止性骚扰的侵害，赔礼道歉，

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侵权

案件，其典型意义在于： 第一，确认语言方式是进行性骚扰

的行为方式之一。在最近判决的几件性骚扰的侵权案件中，

确定构成性骚扰侵权责任的，都是以行为的方式对异性进行

性骚扰，即侵权行为人对异性受害人的身体以及身体的隐私

部位、性感部位进行骚扰，很少有以单纯的语言方式实施的

性骚扰行为。事实上，对于性骚扰，不仅仅是这样的身体接

触的行为方式才能构成，以语言方式对异性进行骚扰，也是

常见的性骚扰侵权行为的方式。语言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

言，只要是在语言中具有淫秽性的内容，并且是针对特定的

异性发出的，达到一定的程度，应当认定为性骚扰行为。 第

二，确认发送手机短信能够构成侵权。对于手机短信究竟属

于什么性质的行为，一直是有不同看法。事实上，手机具有

媒体的某些性质，在手机上发表的言论，就是在发表书面语

言。但是，由于手机带有私密性，因此，在手机上发表的言

论，不具有“公布”的性质，而相当于当事人之间的交谈，

不是公开。因此，手机短信中的语言，是属于仅仅针对手机



机主的书面语言。使用这种语言方式进行性骚扰，当然构成

侵权。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仅仅在手机短信中传递诽谤性的

语言，不能构成诽谤，因为没有将其诽谤的内容对第三人“

公布”，而公布是构成诽谤的必要条件，因而只能认定为是

对名誉感的侵害，不能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第三，确认性骚

扰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性权利。本案判决明确认定，性骚扰

的行为侵害的是“保持自己与性有关的精神状态愉悦的性权

利”，这是在法院的裁判文书中第一次明确认定性骚扰行为

侵害的客体是性权利。很多学者和专家对性骚扰行为所侵害

的是何种权利意见不统一，有的认为侵害的是人格尊严，有

的认为是侵害身体权，甚至有的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性权利。

本案判决认定性骚扰行为侵害的就是性权利，是完全正确的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实践中，确认以手

机短信形式进行性骚扰的侵权责任，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有具有性骚扰内容的手机短信语言。以短信形式

发布的性骚扰语言，是认定手机短信性骚扰行为的基本事实

根据，证据必须确实。如果在手机中传递的短信仅仅是一般

性的开玩笑语言，不能认定为性骚扰行为。二是具有性骚扰

性质的短信内容必须是对受害人即机主发出，当然，短信语

言不一定就要求仅仅是针对机主，发那些具有淫秽性的笑话

、“黄段子”等，并没有明确的指向，但是是对机主发出的

，也应当认定为性骚扰行为。三是行为人应当具有主观故意

，即明知发送具有淫秽内容的短信能够对特定的异性进行性

骚扰，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此，短信性骚扰

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最后，受害人的损

害事实，就是性权利受到侵扰，只要短信是对受害人发出的



，短信中具有淫秽性质的语言内容，违背了受害人的主观意

愿，就可以确认受害人的性权利受到了侵害，发短信的行为

与损害后果之间就具有因果关系。十五、冒犯他人身体的侵

权行为2004年3月19日早上，河北省某县农村某小学五年一班

的学生到校上课。教师刘某某在上课后，对学生进行体罚，

让全班学生都站着，一直站了一节课。第二节课开始后，刘

让前排左边的学生开始依次伸出手来，自己手持削铅笔的刀

子开始在学生的手上划。第一个被划的学生叫赵某，刘是用

刀背划的。对第二个学生，刘是用刀锋划，学生被划得哭了

。后来有的学生迟迟不伸出手来，刘就威胁：“不伸出手来

就直接在脸上划。”学生只好伸出手来，让老师划。在划到

最后一排时，一个男生被吓得大小便失禁，晕了过去。全

班41名学生的手全都被该老师用刀划过，有的没有划破，有

的被划破出血。刘某某对41名学生的行为，就是对他人身体

的冒犯行为。 冒犯身体，是一种侵害身体权的侵权行为。

在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的《关于确定民事侵

权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侵害

身体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意见，就已经确立

了这种侵权行为及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制度。 身体权是一种

物质性人格权，是与生命权、健康权并列的人格权。这个人

格权所维护的利益，是自然人的人身组成部分的完整性的不

可侵犯。这种完整性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实质性完整，是

自然人的身体组成部分不能残缺、缺失，造成残缺、缺失的

，构成对身体权的侵害。当然，这种残缺、缺失是指一般性

的残缺、缺失，不包括已经造成健康权损害的严重残缺、缺

失。另一个是形式性完整性，是指自然人的身体不可冒犯。



恶意对他人的身体进行冒犯，就构成对身体的形式性完整的

侵害。后一种，就是本案教师刘某某所实施的侵权行为。 冒

犯身体的侵权行为具有特殊性，因而与其他侵权行为责任构

成所有不同： 第一，冒犯他人身体的侵权行为是过错责任。

行为人冒犯他人身体，必须具有过错才能构成侵权责任。由

于这种侵权行为要求是对身体的恶意冒犯，因此，只有在故

意的情形下，才能构成侵权责任。本案教师刘某某故意对本

班学生的身体进行冒犯性的触击，就是一种故意的心理状态

，是一种直接故意。冒犯身体侵权行为的故意，不一定仅仅

是对他人身体的冒犯，就是具有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

而实际上触击了他人的身体，但是并没有造成伤害的后果，

那么，这种触击他人身体的行为也具有冒犯他人身体所要求

的故意内容。对于只是由于过失而对他人的身体进行触击的

，一般不应当认为是侵权行为。 第二，冒犯他人身体的行为

应当是一种作为的行为方式，即行为人采取确定的行为方式

，以自己的身体的某一部分，或者持工具，对受害人的身体

进行实质性的触击，即通常所说的肢体接触。什么叫作冒犯

性？冒，就是不顾，就是没有经过本人的同意；犯，就是侵

犯、冲撞。冒犯就是未经本人同意而恶意地侵犯和冲撞。具

有这种性质的行为，就具有冒犯性。对他人身体冒犯行为具

有违法性，其表现是行为人违反了不得侵害身体权人的身体

的法定义务，不得侵害而侵害，违反了不作为的法定义务，

其性质就是作为的侵权行为方式。 第三，冒犯他人身体行为

的损害后果，要求是一种行为的状态，不要求造成一定损害

的客观结果。在判断这种侵权行为的时候，只要行为人的身

体或者所持的工具对受害人的身体进行了冒犯性的触击，就



构成了这种行为。因此，冒犯身体行为的结果不要求要达到

某种伤害的程度，只要是对身体构成了冒犯，达到了触击的

程度，就构成了侵权的损害事实。在这种侵权行为中，因果

关系要件也就显得不那么难以判断，实施了这种行为，同时

对受害人的身体进行了非法的触击，因果关系的要件就已经

构成。如果侵害身体的行为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构成轻微

伤或者轻伤或者重伤，则构成侵害健康权的侵权行为。 冒犯

他人身体的侵权责任承担，与其他侵害物质性人格权即侵害

生命权、健康权的侵权行为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冒犯他人

身体的侵权行为并没有造成人身的实质性伤害，不会造成因

为伤害而支出的财产损失，因而无法通过人身损害赔偿的一

般方法来对受害人进行救济，对行为人进行法律制裁。所以

，对冒犯他人身体的侵权责任形式，就是精神损害赔偿。法

官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身体所受到的损害程度、行为人侵权行

为的故意程度以及行为的具体情节，确定适当的精神损害抚

慰金，以此实现侵权行为法的职能。 十六&#8226.对儿童未尽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 军事部队某部在某山区举

行演习结束后，对现场进行了初步清理，并在进入演习场的

各个出入口贴出告示：“演习场尚未清理，有危险，村民不

得进入，违者后果自负。”当地村民李某、曾某、朱某均

为11岁至13岁之间的儿童，在其父母“捡炮弹片可以卖钱”

的思想引导下，在部队现场清理分队还未完全撤出前，从其

他非正式出入口进入演习场，在捡拾一枚未爆炸的130型火箭

炮弹时，发生争抢，引发炮弹爆炸，导致朱某当场被炸身亡

，李某、曾某被炸成重伤。事后虽经驻军医院抢救脱险，但

李某、曾某伤害后果为二级伤残。两位伤残的孩子和死亡孩



子的父母诉到法院，请求判令部队赔偿丧葬费、医疗费、伤

残补助费、假肢费等共计70万元。 有的学者在报刊上撰文，

认为这个案件部队不构成侵权，但可以适当补偿。我认为，

这种意见不妥，本案构成对儿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

为。 对儿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

侵权行为。在这种侵权行为类型中，对儿童未尽安全保障义

务的侵权行为是其中的一种具体形式。 确认对儿童未尽安全

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制度，其意义在于加强对儿童的保护。

儿童缺乏正常的判断能力和必要的社会经验，且其好奇心强

，对陌生的、新奇的事物和事件都有特别的关注。同时，儿

童对危险缺乏识别能力和防范能力，对于一般成年人能够避

免的危险不能正确认识，即使有所认识也不会有效地防范或

者避免，因此极容易造成儿童的伤害。法律对儿童加以特别

的保护，除了这些理由之外，还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是

国家未来的生产力。因此，对儿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儿

童损害的侵权行为相对于其他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

而言，就需要有特别的规则。这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

1．经营者或者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所进行的经营或者活动，及

其场地或者设施、设备等对儿童须具有吸引性。吸引性，就

是儿童基于其好奇心对某种事物产生的新奇、关注或者诱惑

，因此，经营或者活动能够使一般儿童产生好奇、关注或者

诱惑心理活动的，就应当认为具有吸引性。如果这种经营、

活动以及场地、设施、设备对儿童具有吸引性，那么，就构

成这个要件，就要适用安全保障义务的特别规则。 2．经营

者或者从事社会活动的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并且认识或应当



认识到，其经营或者活动以及场地、设施、设备具有造成死

亡或者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 3．对于这种危险，儿童由于

年幼而不会发现危险，或者发现危险但无法认识到可能发生

的伤害。如果受到伤害的儿童没有超过一定的年龄，没有达

到一定的认识能力，就应当认为其“无法查知”。诉讼时，

原告只要证明受害人属于年幼无知，没有达到认识该种危险

环境的年龄或者智力，即为完成了对这一要件的证明。 4．

经营者或者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改变危险环境所需要的努力，

相对于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危险来说显然为轻。其标准是，

如果改变危险环境所需要的努力较低，显然低于造成人身损

害的危险，则应当认为符合本要件的要求。如果消除环境危

险耗资巨大，则应当采用防范、避免儿童受到损害的其他必

要措施。 5．经营者或者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没有尽到合理的

注意义务消除经营或者活动领域的危险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保

护儿童，存在过错。这种侵权行为的过错要件是过失，而不

是故意，并且过失的认定采推定形式，因此，是依据客观事

实推定其过错的存在。 6．进入经营或者活动领域的儿童因

该危险环境已经造成了人身损害的结果。这个要件包括损害

事实和因果关系的内容。 构成对儿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侵

权责任，经营者或者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种赔偿责任是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是对儿童的人身损害后

果承担赔偿责任。按照人身损害事实的不同，区分为死亡、

重伤丧失劳动能力和一般伤害三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对此

规定了详细的赔偿标准和计算方法。对于一般伤害，应当赔

偿常规的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对于造成残疾丧失劳动能力，

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工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赔偿项目。对于儿童受害人，这项赔偿更为重要，应当特别

精细，以保护好儿童的利益。对于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

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