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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无法停止的犯罪化趋势,刑法中法定的出罪事由相对供应不足。 基于法
秩序统一性的立场,出罪事由具有开放性特征。 《 民法典》 的通过与实施,为刑法出罪事由
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通过民法与刑法的对话,可以发现,一方面,民法和刑法整体的规范
指引方向是一致的,刑法可以从被害人同意、自甘风险、自救行为、赔偿和解等民法中更加
丰富的免责事由发现能够适用于刑法的出罪事由,从而充实刑法的出罪资源。 另一方面,
规制目的的差异以及刑事政策的作用,民法中的免责事由和刑法中出罪事由的判断并不
完全等同。 民法中的正当防卫与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在防卫限度的判断上存在着差异,形
式上可能导致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行为却被民法认定为防卫过当行为的矛盾,但此种矛盾
是二者基于不同规制目的形成的,并没有也不会从实质上消解法秩序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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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罪与出罪,本是犯罪论两个平行而经久不衰的课题。 在罪刑法定原则旗帜下,立法者通过确
定类型化的入罪标准努力塑造一个封闭的规范体系。 然而,刑法中明文规定的出罪事由并不多,行
为人的行为该当犯罪构成并侵害了法益以后,法秩序必须坚持制裁侵害法益的行为,除非有明显的
阻却违法事由的存在。① 因为刑法中出罪事由的稀缺,为了最大程度维护实质的公正与处罚的妥当,
理论大都主张,与入罪规范的封闭性不同,刑法中的出罪事由具有开放性。 人们可以从刑法规范之
外寻找出罪的依据。 其中,基于法秩序的统一性原则,非刑法规范中的正当化事由,无疑是刑法中
出罪事由的重要资源。 《 民法典》 通过实施以后,民法中更多的免责事由为刑法出罪事由的发展提
供了契机。 不过,基于民法和刑法不同的规制目的,民法中的免责事由能否一概发展为刑法中的出
罪事由,仍需要将民法的规定与刑法的理论实践进行有成效的对话,这样才有可能从民法免责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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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和资源中发现、发展刑法的出罪事由。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民法典的免责事由与刑法出罪事
由的关系以及若干典型事由的性质作初步分析。
一、民法免责事由对刑法出罪事由的影响机理
刑法与民法,属于不同的部门法。 基于各自分工、目的的差异,一个类似的现象,民法世界与刑
法世界中的语言描述未必一致,即使用同一言语所表达的概念,其内涵也未必一致。 如刑法中的
“ 占有” 与民法中的“ 占有” ,其解释就难以通约。 但刑法与民法并不是截然区隔而互不往来的。 在
民刑不分的古代,犯罪与侵权、刑罚与赔偿混同并相互替代。 即使在法律发达的现代,民法与刑法
仍有大量共通的概念,刑法中的一些规范需要通过民法的规定才能获得明确和合理的解释。 其中,
刑法中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与民法中的侵权法领域,双方的不法构成具有形式上的重合,因此,民
法与刑法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共同课题,理论成果以及开发的分析工具往往溢出各自的界限而相互
分享与借鉴。 且作为行为规范,民法和刑法整体的规范指引方向也是一致的,如犯罪后行为人从国
家领得的刑罚和实施侵权行为后根据民法要求对被害人进行的损害赔偿,“ 都是为维持在社会上的
行为规范而存在的,在有违反行为规范的场合下,服务于恢复被违反的行为规范。” ① 即刑法和民法
都是为维护国家整体法秩序的存在服务的。 在国外一些学者的刑法教科书或著作中,刑民关系经
常作为专门一章或专门问题予以研究。② 在我国,刑民关系的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议题。
尽管民法和刑法的相互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民法免责事由与刑法出罪事由的相互影响尤为明
显。 相比较而言,民法中的免责事由十分丰富,民事法律制度上的任何改变,或者创设或者放弃了
刑法中的正当化根据。③ 因此,作为补充,民法典的规范内容以及民法理论为刑法出罪事由发展提
供了不少基础性的依据。
民法中的免责事由何以能影响或者创设刑法中的出罪事由,基于违法性判断标准的基础理论,
并不难证成。 在刑法理论中,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否例外地不具有违法性,这涉及违法性的实质
判断问题。 当刑法与其他法律针对同一行为的性质可能存在着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行为的违
法性? 理论界历来存在着违法一元论和违法多元论( 相对论) 之争。 不同的立场在解决民刑冲突问
题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由于绝对的违法一元论和违法多元论多有弊端,现阶段缓和的违法一
元论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肯定。 其基本的观点是,刑法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在民法容许的场合,
刑法也应当认定其正当性,民法禁止且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在刑法上不一定具有违法性。④ 在德
国,理论界一般认为,法秩序仅仅承认统一的违法性,即坚持违法一元论的立场,而在日本,通常认
为缓和的一元论立场是可行的。 不过,无论是违法一元论还是缓和的一元论立场,共同之处均认为

①
②

[ 日] 高桥则夫:《 规范论和刑法解释论》 ,戴波、李世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 页。

例如,日本曾根威彦的《 刑法学基础》 ( 黎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高桥则夫的《 规范论和刑法解释论》 ( 戴波、李世阳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 美] 约书亚·德雷斯勒的《 美国刑法精解》 ( 王秀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都有专章或者专
节论述刑法与民法的关系。 更有日本学者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专门研究刑民关系的《 刑法与民法的对话》 ( 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3 年版) 。
③
④

[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刑法学总论( 第 1 卷) 》 ,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9 页。
[ 日] 曾根威彦:《 刑法学基础》 ,黎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4-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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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化事由应根据法秩序的统一性确定。 刑法中的合法化的事由也应当是从整体的法秩序归纳出
来的。 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里的合法化事由,均可以直接运用到刑法领域里。① 或者说,“ 当在任何
一个法律领域中得到许可的一种举止行为仍然要受到刑事惩罚时,那将会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
价值矛盾,并且也将违背刑法作为社会政策的最后手段的这种辅助性。” ② 在刑民关系中,刑法具有
“ 不对称的辅助性” ,因为刑法上的责任不可能比民法上的责任走得更远。 “ 在民法中被许可的,不
允许在刑法上予以禁止。 民法被禁止的,在刑法上也可能不被处罚。”

③就此角度看,民法起到了对

刑事责任加以限制的出罪功能。
笔者也认同国家的法秩序应该是统一的。 就行为规范的要求而言,不同法律的违法性评价也
应该是统一的。 民法上的禁止行为不可能成为刑法上允许的行为,例如,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尽
管因为数额不大不构成刑法上的处罚行为,但不能说刑法上允许这种盗窃行为。 同时,基于违法性
的统一性,民法上免责的合法行为,也不应成为刑罚的对象,否则,公民在国家法规范面前就无所适
从。 只是从裁判规范而言,不同的法律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国家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
规定了不同的处置模式,或者作为共同规制的对象,或者仅仅作为某一法律的规制对象。 从这个角
度看,刑法和民法又有区别,因此,缓和的违法性一元论立场具有合理性。 基于国家行为规范统一
性,依据民法免责事由而进行的出罪,与其说是超规范出罪事由,毋宁说是广义上的法定出罪事由。
二、民法中的防卫行为与刑法中的正当防卫
根据《 民法典》 第 181 条和《 刑法》 第 20 条的规定,正当防卫分别为民法中的免责事由和刑法中

的法定出罪事由,免责与出罪相呼应,同时,无论是刑法还是民法,成立正当防卫都是建立在一定的
条件基础上,都有防卫过当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 然而,理论与实务界长期争议并未形成共识
的问题是:刑法与民法关于正当防卫认定标准是否一致,尤其是刑法上认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防卫
行为是否绝对排除民事责任的存在,或者说,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行为是否可能在民法上认定为防卫
过当?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从刑法和民法的现行立法规定看,不排除上述刑法与民法对正当防卫有不
同标准的把握以及形式上相互矛盾的认定。 虽然刑法和民法在防卫的起因、防卫的对象、防卫的目
的等条件是一致的,但对于防卫的限度,两法的规定并不相同。 并且,刑法与民法对防卫过当的责
任作不同的认定,也完全可以得到理论上的证成。
如何确定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刑法理论界有基本适应说和必要( 必需) 说之争。 《 刑法》 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 根据立法机关相关

解读,此处“ 必要限度” 是指“ 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防卫的强度” ,“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
“ 是指一般人都能够认识到其防卫强度已经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所必需的强度” ,“ 重大损害” ,“ 是

①

[ 德]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上) 》 ,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38 页。

③

[ 德] 亨德里克·施耐德、彼得·戈特沙尔特:《 合规讨论的刑法视角》 ,蔡仙译,载李本灿主编:《 合规与刑法:全球视野的考察》 ,

②

[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刑法学总论( 第 1 卷) 》 ,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7 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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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由于防卫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或者其他人人身伤亡及其他严重损
害。” ①由此,现行《 刑法》 在防卫限度上吸收或者体现了必需说的精神。 《 民法典》 第 181 条第 2 款
规定,“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此处
的“ 不应有的损害” 是否与刑法“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的内涵一致,理论上有肯定和否
定两种不同的观点。 肯定的观点认为,防卫的限度是一种价值判断,既包括民事法上的价值判断,
又包括刑事法上的价值判断。② 有学者进一步强调,由合法的一元论所决定,无论在民法还是刑法
上,防卫过当都应当被统一解释,不应当作相反的界定。③ 有学者认识到现行刑民法律对正当防卫
限度的不同表述,也不否认按照民法的规定,正当防卫的限度采取的是“ 基本适应说” 的立场,但认
为刑民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有冲突的情况下,应采取民法从属型的一元论,即对民法必要限度的解
释从属于对刑法防卫限度解释的“ 必要说” 。④ 否定的观点则认为,立法上的不同表述,反映了立法
对刑法和民法中防卫限度有不同的把握,这种不同的把握“ 较好地区分了正当防卫的民事责任形式
与刑事责任形式二者之间的区别” 。⑤ 在此二元思路下,民法中的防卫限度,通常以不法侵害的手段
和强度以及防卫权益的性质为依据。⑥ 否定的观点实际上仍坚持“ 基本适应说” 的精神来判断防卫
行为的“ 必要限度” 。

笔者认为,刑法与民法中的防卫必要限度应作相同的把握。 无论是刑法还是民法中的防卫行

为,其必要限度应采取基本适应说的立场,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手段和强度以及防卫权益的性质
等大致相当的,就应该认定在必要限度内的正当防卫行为,反之,则应认定为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
行为。 不过,刑法基于特定的刑事政策的立场,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未必是防卫过当的行为。
刑法中的正当防卫事实上涵盖了三种情况:(1) 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即防卫行为与不法
侵害的手段和强度以及防卫权益的性质等大致相当。 (2) 超过了必要限度但并不明显,且没有造成
重大损害的防卫行为,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围。 基于鼓励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利的刑事政策,刑法
并不处罚所有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 轻微超过必要限度的不成立防卫过当,只是能够被清楚、
容易地认定为超过必要限度时,才可能属于防卫过当。” ⑦ (3) 超过必要限度,客观上已经过当,但由
于防卫行为的被动性,在防卫人主观上对过当缺乏故意和过失的情况下,刑法上仍作不负刑事责任
的正当防卫认定( 也有学者认为是意外事件) 。 对于第(1) 种情况,无论是按照刑法还是民法,都属
于典型的正当防卫,这在理论和实务中没有争议。 对于第(2) (3) 种情况,刑法虽然作正当防卫的评
价,但仅仅阻却防卫人过当防卫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并不必然同时消除防卫行为超过必要限度后所
产生的民事责任。 首先,第(2) 种情况,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仍可能残存民法上的违

①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刑法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杨秀朝:《 民法上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立法与适用———兼论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 ,载《 求索》2019 年第 9 期,第 169 页。

④

于改之:《 刑民法视域视野下防卫限度之确定》 ,载《 东方法学》2020 年第 3 期,第 48 页。

第 30 页。
③
⑤
⑥

陈航:《 “ 民刑法防卫过当二元论” 质疑》 ,载《 法学家》2016 年第 3 期,第 136 页

参见王利明主编:《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1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条文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4

页;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研究” 课题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草案建议稿》 ,载
《 河北法学》2010 年第 11 期,第 9 页。
⑦

张明楷:《 刑法学( 第五版) 》 ,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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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对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所形成的损害认定为侵权行为,依照民法的规定应当就逸出正当
防卫限度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实务中,不乏这种刑法上正当防卫与民法上的防卫过当作分别认
定案例。 例如,2014 年 3 月 29 日凌晨 4 时许,鲁某、苏某与王某及其朋友黄某在一烧烤店门口发生
口角,经他人劝解,鲁某、苏某离开烧烤店,走了 5、6 米远后,王某、黄某各拿一把菜刀追上鲁某、苏
某,对二人进行攻击,鲁某、苏某受伤后即进行了还击,二人将王某踢倒在地上后,还用脚继续踢王
某,王某被打伤后送往医院治疗。 经鉴定,王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 案发后,王某作为刑事自
诉人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鲁某、苏某系正当防卫,无罪;
由鲁某、苏某赔偿自诉人伤后经济损失 29052 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鲁某、苏某上诉提出,既然二
人的行为属正当防卫,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鲁某、苏某的行为虽然
造成王某轻伤的后果,但未造成重大损害,二上诉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 但在防卫
过程中,苏某、鲁某二人造成王某轻伤的后果,正当防卫行为客观上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对王某的身
体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依法应承担适当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原判民事部分判处不当,改判由鲁某、
苏某某赔偿王某经济损失 14526 元。① 第(3) 种情况,防卫行为已经过当,只是存在着责任阻却事由
而免除刑事责任,并不必然同时免除民事责任。 有些防卫案件,在侵害人客观上大体被制服的情况
下,防卫人在激情中对不法侵害人侵害能力无法作出理智的评估,防卫人出于防卫的意思对不法侵
害人进一步实施防卫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应作为阻却责任的防卫认定,实务中也笼统地称之为正当
防卫。
如此分别认定,会不会造成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行为却被民法认定为违法行为的矛盾,从而有悖
本文主张的法秩序统一性立场? 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因为民法上认定为防卫过当的情况,事实上
在刑法上也是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刑法上之所以仍认定其为正当防卫,一是溢出必要限度的量不
足,达不到引发刑罚效果的程度,基于缓和违法一元论的立场,民法禁止且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在
刑法上不一定具有可罚性。 二是虽然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客观上达到了违法的量,但刑法上的防
卫过当是建立在主客观相一致基础上的,如果该过当行为及其结果是基于慌乱、恐惧、惊吓等原因
形成的,则阻却了责任,刑法上仍然可以作正当防卫的认定,但民事责任更多地注重损害事实,较少
考虑责任阻却,因而对溢出防卫必要限度的结果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析言之,这只是刑法与民法
在责任判断上的差异,并不会影响到违法判断统一性的立场。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还包括特殊防卫制度,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
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负刑事责任。 特殊防卫是否也是民法上的免责事由? 笔者查阅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认定为特殊
防卫的案件,回答似乎是肯定的,认定特殊防卫的同时均认定防卫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本文认为,
即使成立特殊防卫,也不能绝对排除民法上的防卫过当。 根据立法机关的相关解读,特殊防卫的规
定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因为特殊防卫针对的都是严重威胁人身安全的犯罪,被侵害人面临正在
进行的暴力侵害,很难辨认侵害人的目的和侵害程度,也很难掌握防卫行为的强度,为了鼓励群众
勇于同犯罪作斗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因此刑法规定对一些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危及公民人身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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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祥:民法免责事由与刑法出罪事由的互动关系研究

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作了不存在防卫过当的特殊规定。① 由此可见,特殊防卫虽然作正
当防卫的认定,但其中既有刑事政策的需要( 放宽防卫限度) ,也有责任阻却的因素( 紧急的情况下
很难辨认侵害人的目的和侵害程度) ,而民法上没有特殊防卫的规定,刑事政策的效果也不应施及
于民事责任,特殊防卫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需要以民法正当防卫的限度( 基本适应说) 来确定。
三、民法中被害人同意、自甘风险与刑法中的出罪事由
在民法和刑法学界,被害人同意、自甘风险( 危险接受) 常作为民法中的免责事由、刑法中的出
罪事由加以讨论。 被害人同意、自甘风险,都体现了被害人对原因行为的同意。 民法上,通常对于
原因行为表示同意的人,即使利益遭受损害,原则上也不能寻求法律上的救济。② 这一原则能否完
全适用于刑法,进而成为刑法上的出罪事由,鉴于被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存在着区别,需要分别对
其作进一步分析。
( 一) 被害人同意与出罪
德国学者曾经指出,刑法中的被害人同意与民法中的意思表示制度十分相似,本质上与当事人
在民事法律上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创设权利和义务、招致特定法律后果的情形大体相同。③ 但现代刑
法理论形成的通说认为,被害人同意与意思表示是不同的法律制度。 “ 意思表示涉及的是建构性
(konstitutiv) 规范,要对将来发生的法律关系和行为方式作出定义,以奖励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
并没有禁止作出或者命令作出某一特定行为的意思。 反之,同意则主要涉及( 刑法上的) 规制性
( regulative) 规范,其内涵是通过界定利益并通过禁止或命令特定行为的方式对其加以保护。 在这
种规范结构之下,同意只是具有通知的功能,告知对方某一法益目前对其已经不再有意义,因此可
以排除规制性规范的效力。” ④据此,“ 学界几乎无争议地认为,即便被害人曾明确承诺行为人可以损
害自身利益,其也可以在行为实施前或实施过程中随时撤回承诺,而不必履行‘ 义务’ 容忍行为人的
行为。” ⑤
笔者认为,虽然民法中的意思表示不同于刑法中的被害人同意,但无论是作为民法中的免责事
由,还是刑法中的出罪事由,二者的理据应该是共通的,都是建立在人的自我决定权基础上的。 人
具有自主性,有权利自由地规划生活,并能够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正因为这种自由意志决定的自主
性,“ 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 成为公认的法谚。⑥ 《 民法典》 总则第五章规定了公民的“ 民事权利” ,
公民可以在权利限度内,自我决定具体民事权利的行使,进行自我控制与支配,使权利人针对自己
的人格发展要求,做自己权利的主人,决定自己的权利行使,实现自己的人格追求。⑦ 在刑法中,基

①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刑法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 日] 曾根威彦:《 刑法学基础》 ,黎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4 页。

④

曹斐:《 刑法上瑕疵同意的处理原则———从阿梅隆的方案论向传统刑法视角的回归》 ,载《 中德法学论坛》 第 14 卷下卷,法律出版

第 31 页。
③

参见王钢:《 被害人承诺的体系定位》 ,载《 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31 页。

社 2018 年版,第 41 页。
⑤

王钢:《 被害人自治视阈下的承诺有效性》 ,载《 政法论丛》2019 年第 5 期,第 60 页。

⑦

参见杨立新:《 侵权责任法( 第三版) 》 ,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99 页。

⑥

参见张明楷:《 刑法格言的展开( 第二版)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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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个人自行决定危害或者侵害自己的法益,如果从中没有危害或者侵害其他个人的或者集体的
法益,那该行为就是行为人自己答责。① 说到底,刑法设置不法构成要件,目的是实现对法益主体特
定法益的保护。 对于法益主体有权处置的法益,个人基于自我决定权,放弃了法律保护而对法益作
出自由处分,刑法就没有必要为了保护法益而去违反法益主体的意思,国家刑罚权根本没有介入的
必要。②
刑法理论上,通常将作为犯罪阻却事由的被害人同意分为三种类型:
1. 作为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的承诺。 刑法中的构成要件与被害人的意志直接联系,只有违背

被害人意志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肯定其反面就意味着否定其正面,既然只有违背被害人意志的情
况下才能成立犯罪,那么得到他人承诺而实施的行为,就直接阻却了构成要件的实现,从而排除构
成要件的该当性,两者存在着排他性的互斥关系。 “ 通过承诺,权利人将行为人的行为转化为自己

的行为。 依照这种理解,行为人是在为权利人行事,因为是为后者执行事务的工具。” ③在笔者看来,
法律保护某种法益,就包含了保护法益主体对该法益的支配和利用,即法益的自由支配和利用本来
就是法益应有之义。 所以学者认为,同意排除行为构成的效力,来自宪法权利保护的行为自由,正
是同意人行使的行为自由,使得同时损害一个其享有权利的法益以及相关的行为构成的满足,成为
不可能。④ 如违背被害人意志的强奸等犯罪,在妇女有效同意的场合,意味着性行为并不违背所谓
“ 被害人” 的意志,在妇女同意的场合,性行为成为妇女行使性自由权的组成部分,而行使性自由本
身就是刑法保护的法益,这就直接阻却了强奸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 又如,《 民法典》 第 1037 条规
定,收集、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在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实施的行为,行为人不承担
民事责任。 《 刑法修正案( 七) 》 增设的《 刑法》 第 253 条之一规定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根据
“ 两高”2017 年印发的《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 未
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属于《 刑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
的‘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 。 易言之,如果得到了被收集者同意,则阻却犯罪的成立。 从这一意义上,
排除构成要件的同意实际上是不存在被害人的,此处所谓被害人同意只是用语习惯而已。

2. 具有违法性阻却效果的同意。 虽然得到了被害人的承诺,但该行为本身仍具有构成要件的

该当性,只是在被害人承诺的情况下,被害人对法益保护的自我放弃,阻却了行为的实质违法性。
进言之,此种情况下的同意并没有消弭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其行为本质上是“ 与被害人意思无关的
对行为客体的侵害自身就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性的犯罪” 。⑤ 只是由于被害人同意,取得了阻
却违法的效果。 正如有美国学者所指出,“ 没有人能够正当地干涉一个理性的成年人自愿实施仅损
害其本人的行为( 因为这一损害并非‘ 不法’ ) ,同时也无法正当地阻止某人实施损害另一人的行为,
只要后者在自由且知情的情况下同意且自愿承担损害自己的风险。” ⑥

①

[ 德] 赫尔穆特·萨茨格:《 作为客观归责问题的所谓“ 救援者案件” 》 ,梁奉壮译,载《 中德法学论坛》 第 14 辑·下卷,法律出版社

②

[ 韩] 金日秀、徐辅鹤:《 韩国刑法总论》 ,郑军男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7 页。

④

[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刑法学总论( 第 1 卷) 》 ,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8 页。

2018 年版,第 226 页。
③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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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金日秀、徐辅鹤:《 韩国刑法总论》 ,郑军男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9-240 页。
[ 美] 乔尔·范伯格:《 刑法的道德界限( 第一卷) 》 ,方泉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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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和刑法对被害人同意没有作统一的规定,但是在一些具体条文中仍能反映经被害人
同意的行为可以作为民法免责或刑法阻却违法的事由。 如《 刑法》 第 234 条之一第二款规定,“ 未经
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 ,依照
《 刑法》 第 234 条故意伤害罪、第 232 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易言之,如果得到已满 18 周岁
以上的人同意而摘取其器官的,如母亲为了救儿子而同意摘取一个肾脏为儿子作肾脏移植的,摘取
者不构成故意伤害罪。① 又如,根据《 民法典》 第 1219 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需要实施手术或
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应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的明确同意。 一旦得到同意,该诊疗行为不但
成为民法的免责行为,也当然阻却了刑法上的违法性。 实践中,行为人通过爬虫软件,从商贸网站
和政府部门公开的企业信息网上搜集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信息,存入
数据库供他人付费查询使用,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学者分析认为,既然法定代表人或联
系人同意并授权将个人信息公开,是其行使个人信息自决权的表现,行为人获取并公开这些信息的
行为并没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换句话说,个人自愿公开信息行为阻却了爬虫行为的违法
性。② 这一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

3. 推定承诺。 是指被害人没有明示承诺,但站在被害人的立场上,根据被害人的个人愿望、利

益以及价值观,对其真实意思做出可能性判断。③ 推定承诺与被害人同意不同。 被害人承诺反映了
被害人真实的意志,而推定承诺是一种规范上的同意,未必反映被害人的真实意志,因此,推定承诺
只是被害人同意的一种补充,不能对抗被害人的明确不同意表示。 根据受益主体的不同,推定承诺
分为两种情况:
(1) 为法益主体利益的利益代理( 也称之为事务管理) 。 “ 行为时虽然没有被害人的承诺,但为

救助被害人的紧急事项,可以推定如果被害人知道行为时的紧急情况就会当然作出承诺,而法律上
认可基于对被害人意思的推定而实施的行为。” ④ 如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按照《 民法典》 第 1219

条的规定,对患者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需要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的明确同意。 但《 民
法典》 第 1220 条同时规定,“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近亲属意见
的” ,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此种情况就是典
型的为了被害人自身利益的推定同意。

此种为法益主体本身的利益而推定的同意,法益冲突产生于被害人的内部,因此,被认定为正
当化的范围甚广。⑤ 其正当性根据是,“ 所实施的侵害法益行为在事前具有与法益主体意思一致的
高度盖然性,承认这样的侵害法益行为才是( 至少中长期意义上) 法益主体的乃至社会全体的利益,
这是优越利益的考虑方法。” ⑥

①

不过,在德国,根据德国《 器官移植法》 的规定,只有在为了救助有亲属关系和紧密关系之人的情况下,生者的器官捐赠行为才能

得到允许。 因此,如果某人基于利他主义,想通过捐赠一枚肾脏的方式去拯救一名陌路之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匿名的———的生
命 ,那么这种捐赠是不被许可的。 若某位医生违反该禁令摘取了器官,则对其应以犯罪论处。 ( 参见[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对批判立法
之法益概念的检视》 ,陈璇译,载《 法学评论》2015 年第 1 期,第 56-57 页。)
②

刘艳红:《 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 ,载《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 年第 6 期,第 31 页。

④

田国宝:《 论基于推定承诺的行为》 ,载《 法学评论》2004 年第 3 期,第 133 页。

③
⑤
⑥

[ 德] 埃里克·希尔根多夫:《 德国大学刑法案例辅导( 进阶卷·第二版) 》 ,黄笑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34 页。
[ 日] 曾根威彦:《 刑法学基础》 ,黎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3 页。

[ 日] 佐伯仁志:《 刑法总论的思之道·乐之道》 ,于佳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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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行为人或第三人利益的推定承诺( 也称之为权利侵害) 。 此种情况,是为了行为人自己的

私利或者他人的利益而损害法益主体的利益,可以说是被害人单方受损,与事务管理型相比,其正
当化的范围需要受到限制。① 例如,甲的邻居家水管爆裂,为了防止流水漫灌,甲未经不在家的邻居
同意而进入到邻居家关闭进水阀门,该行为明显有利于甲自己的利益。 行为人为法益主体的利益
而推定同意,行为人完全是善意,符合社会善良风俗的追求。 但为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利益而推定同
意法益主体放弃法益保护,应该具有实质性的根据以及紧迫性。 所谓实质性依据,是指在社会一般
观念中,行为人行为一般都会得到法益主体同意。 紧迫性,是指利益的实现来不及等到法益主体的
事前同意。 此外,与人格有关的决定,通常不允许行为人从一种推定的同意出发实施相关的法益侵
害行为。② 例如恋人在恋爱期间,双方有过接吻、拥抱等亲密行为,但未曾发生过性关系。 某日,女
方喝醉,男子乘机与其发生性关系。 男子以为女方应该是同意的,但实际上女方并不同意。 此种情
况,推定同意缺乏实际依据,不应阻却行为的违法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刑法和民法中的被害人同意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大的差别。 民法中,意
思自治是基本原则,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可以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自由处置。 刑法中,“ 这种不得损
害他人利益的义务,不是像民法中那样( 只是) 相对于利益的各个持有者而言的,而是( 还) 在公共利
益的层面上,相对于国家而言的。 因此,侵犯他人利益的,如果得到了持有者的承诺,虽然在民法上
不存在( 需赔偿的) 损害,因为利益持有者免除了行为人只针对他自己( 利益持有者) 的义务。 然而,
针对国家性质的刑法规范,利益持有者没有处分的权限,因而也不能自作主张地为行为人免除遵守
刑法规范的义务。” ③在我国,有学者认为,聚众斗殴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属于无被害人的
犯罪,应非犯罪化。④ 实际上,双方斗殴,似乎是同意约架,民事上可以免责,⑤ 但斗殴是背离公序良
俗的行为,其主要不是对个人法益的侵害,而是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意不能成为阻却犯罪的
事由。
此外,民法与刑法都将同意建立在同意能力基础上。 同意能力,是指同意人在智力以及道德上
成熟,能够认识到放弃法益的本质、意义以及影响,并对此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⑥ 其中,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同意效力,民法和刑法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判断。 《 民法典》 第 22 条规定,“ 不能完
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
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也就是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之人,仍然可以独立实施相应的民事行
为。 在与其民事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情况下同意,应该是有效的。 不过,刑法上规定对限制责任能力
的精神病人实施了犯罪行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限制责任能力人的同意行为效力却常常作全盘否
定性的认定。 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妇女同意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实践中,一般都认定为被

①

[ 日] 曾根威彦:《 刑法学基础》 ,黎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4 页。

③

[ 德] 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 刑法总论教科书( 第六版) 》 ,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8 页。

②
④
⑤

[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刑法学总论( 第 1 卷) 》 ,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40 页。

杨兴培:《 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 ,载《 法学》2011 年第 11 期,第 8 页。

如根据 2009 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和江苏省公安厅联合下发的《 关于办理聚众斗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 的规定,对聚众斗殴中受到重伤或死亡又构成犯罪的人或其家属提起民事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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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无性自卫能力,进而行为人构成强奸罪。 这可能形成刑民认定的不统一。 这种民事行为能力
和刑事责任能力分别认定是缺乏根据的。 被害人系民法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民事上承
认他对某种行为具有行为能力,如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妇女可以结婚,可以有自己的恋情,其同
意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则刑法就不能一概认为其丧失了性自卫能力,否则,她与自己的丈夫或者恋
人发生性关系该如何定性呢? 因此,被害人的同意能力,宜根据民法确定的标准认定,对于尚未完
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应承认其与其民事行为能力相适应的同意能力,从而阻
却刑法上的相关犯罪。
( 二) 被害人自甘风险( 危险接受)

被害人自甘风险( 危险接受) ,是指被害人明知行为( 活动) 存在危险,仍甘于冒险自愿实施该行

为或者参加该活动。 “ 在现代民法上,自甘冒险作为一项抗辩事由,通常也会产生减轻或者免除加
害人赔偿责任的后果。” ①例如,日常生活中的拳击、足球、柔道、飞车跨越等格斗性活动以及高难度
的杂技表演,都具有一定的风险。 对此,《 民法典》 1176 条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
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但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危险接受的案件如何处理的
规定,理论研究也不甚深入,“ 导致司法实践对危险接受案件的处理缺乏理论指导,出现了对于相似
案件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而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奇怪现象。” ②
自甘风险不同于被害人同意,被害人同意是明知可能遭受的法益受损后果,放弃了法益保护,
希望或者放任这一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 因此,罗克辛教授指出,“ 同意的对象不仅仅是行为人的
行为,而且还有结果;因为结果是行为构成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③ 我国有学者也指出,“ 承诺者不
仅承诺行为,而且承诺行为的结果( 承诺对象) 。 只有当法益主体承诺法益侵害的结果时,才能认为
其放弃了法益。” ④因此,被害人同意本质上是法益保护的放弃。 而自甘风险,受害人自己介入了不
确定的危险,认识到了行为带来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不等于接受危害结果的发生。 对被害人
而言,仅仅接受的是行为人危险行为的实施,并不接受该行为带来的危险转为现实的结果,其法益
仍然需要和期待得到刑法的保护。 民法上,对于自甘风险通常采取过失相抵的规则解决,其法律责
任可以是免除、减轻。 刑法上,在被害人充分了解行为危险性也具有回避可能性的情况下实施自甘
风险的行为,是否阻却了行为人的违法? 理论上并没有形成共识。
国外有不少学者持肯定的态度,如有学者指出,“ 自愿风险承担是第一个未能写进法律的免罪
条件。 在风险状况下,有可能会出现某一犯罪构成要件中规定的后果( 如死亡、身体伤害、损失、妨
害等) ,但同时也存在某种对社会有利的目标达成的真实可能性。 自愿风险承担旨在为尚可承担的
危险和承担该危险可带来的社会好处之间创造出一种优化比例。” ⑤我国也有学者持相同的观点,被
害人认识到他人的行为具有给自己的法益造成损害的危险,却参与他人对该危险行为的实施,并且
被害人自己的行为使他人行为的危险不能消除或者甚至使他人的危险行为变得更加危险的,也应
①

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条文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1 页。

③

[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刑法学总论( 第 1 卷) 》 ,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69 页。

②
④
⑤

张明楷:《 犯罪论的基本问题》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7 页。
张明楷:《 刑法学( 第五版) 》 ,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24 页。

[ 匈] 珀尔特·彼得:《 匈牙利新〈 刑法典〉 述评》 ,郭晓晶、宋晨晨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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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由被害人对由此而产生的损害结果承担责任。 如果被害人参与并且强化了他人的危险行为,被
害人就必须“ 自担风险” 。① 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区别对待。 可以将被害人危险接受分为同意他人参
与被害人自己的自我危险行为和同意他人对被害人自己实施危险行为两种类型。 前者是指法益侵
害的结果是由被害人自己故意实施的行为直接造成,行为人仅处于次要的参与者的角色。 后者是
指被害人意识到他人行为对自己法益的危险性,却同意他人实施给自己造成危险的行为。② 罗克辛
教授认为,这一区分是很重要的,“ 因为加功于他人自我答责的自我危险行为总是不可罚的,相反,
合意性的他人危险只是在有限的、充满争议的前提下才不可罚。” ③ 应该说,区别对待的观点更具有
合理性,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
首先,同意他人参与被害人自己的自我危险行为。 对此,理论上多主张通过被害人教义学发展
起来的被害人答责观点解决。 该观点认为,“ 被害人根据自己的积极态度,在一定现象上,具有发起
地位的话,所发生的行为危险性的结果就应当归属于被害人自身的答责领域,行为人对所发生的结
果不承担责任。 其根本思想是,对于作为刑法目标的法益保障,不仅对意图侵害法益的他人,连法
益主体( 潜在的被害人) 也要承担固有的责任。 法让其承担责任,期待其不要随便使法益处于危险
状态。” ④换句话说,对于前者,被害人的自我答责能够阻却行为人参与的刑事责任。
其次,同意他人对被害人自己实施危险行为。 此种情况能否成为阻却犯罪的事由,学界观点不
一。 例如,与普通诈骗罪不同,“ 金融诈骗罪中的被害人对于犯罪的发生并非完全不知情,如集资诈
骗罪的被害人对于犯罪的发生往往有所怀疑,对于可能被骗并非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仍然基于贪利
动机,向行为人提供资金,可见被害人对于犯罪的发生有或大或小的‘ 贡献’ 。” ⑤ 据此,有学者认为,
“ 投资领域尽量去罪化” ,“ 投机者对被骗风险有抽象认识,属于自陷风险的承诺” ,“ 投机领域无诈

骗” ,“ 如果行为人在实施欺诈行为时又公开身份,表明其愿意通过民事法律解决责任纷争的态度,
至少说明了具有民事诉讼的可能性,如无特殊情况,完全可以通过柔和的私法手段由第三方居中裁
决” 等。⑥ 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是偏颇的。 被害人意识到投资有风险( 实际上通常认识到投资有市
场风险) ,并不意味着被害人因此就失去了“ 需保护性” ,因为诈骗等犯罪本来就是交往型的犯罪,法
律关注的是行为人有无实施了诈骗行为,至于被害人是因为贪婪还是无知或者不谨慎等过错,并不
是立法所关心的,更不能以被害人同意或者危险接受而否定行为人诈骗行为的成立。 进言之,被害
人虽然接受了危险,但放弃的只是自己对法益的管护责任,始终并没有放弃国家对该法益保护。 只
是由于介入了被害人的责任,行为人的非难程度有所降低,在大多数案件中,“ 这种共同责任总是还
导致实质性不法的减少,并且在量刑中会发挥减轻的作用。” ⑦

①

冯军:《 刑法中的自我答责》 ,载《 中国法学》2006 年第 3 期,第 102 页。

③

[ 德] 克劳斯·罗克辛:《 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 ,何庆仁、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 页。

②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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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曾根威彦:《 刑法学基础》 ,黎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3 页。

陈兴良、周光权:《 刑法学的现代展开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12 页。

高艳东:《 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的规范超越》 ,载《 中外法学》2012 年第 2 期,第 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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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法中的自救、赔偿、和解与刑法中的出罪
民法中的自救、赔偿、和解都是解决或者化解民事纠纷的重要制度。 晚近以来,这些问题也成
为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的热点。 刑法所关注的是上述制度是否影响到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或者说,
刑法能否借助于民法上的这些制度发展成出罪事由,《 民法典》 的内容为深化刑法研讨提供了契机。
( 一) 自救行为

自救行为( 民法上也称之为自助行为,私力救济) ,是指法益受到侵害的人,若其恢复权利而履

行法律上的正式手续,等待国家机关的救济,就会丧失机会,使其事实上不可能或者难于恢复的时
候,便根据自己的实力来恢复权利的情形。① 我国《 民法典》 1177 条规定,“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
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
人可以在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自救行为不同于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是试图防止侵害于未然,而私力救济的特征是,针对已经发生
的侵害,试图进行事后的恢复、救济。” ②
关于自救行为的合法性,无论是民法理论还是刑法理论上历来都有争议。 否定的观点认为,
“因私力救济,易生流弊,弱者无从实行,强者每易仗势欺人,影响社会秩序。 故国家愈进步,私力救

济的范围益缩小。 至于现代法律遂以禁止私力救济为原则,私力救济往往在民法上构成侵权行为,
在刑事上成为犯罪行为。” ③刑法学界同样有观点认为,“ 自救行为因属未经正当程序的事后私力救
济,不宜提倡,如在立法上对之明确规定,更易生流弊。” ④ 肯定的观点认为,自救行为则有利于及时
制止不法行为造成的后果,降低社会成本,减少社会损失,尽快地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 所以,应承
认自救行为的适法性及现实意义。⑤ 大陆法系国家主流的刑法理论大都将自救行为视作超法规的
阻却违法事由,认为“ 既然现实上国家的救助机关不可能是万能的,在难以依靠国家机关的紧急事
态中,就不能否定存在应该把被害人自己实施的权力恢复行为视为合法的余地。” ⑥质言之,“ 在国家
的法的救济无法即时实现的空白状态下容易发生的私人间的现实矛盾状况,刑法应该站在渴望请
求权的被害者一方并给予支持。” ⑦
笔者认为,一定条件下的自救行为应该得到合法性的评价。 首先,虽然从社会秩序维护的角度
看,自救绕开了国家公权力救济途径,有可能导致因为自救能力的不同而出现无法公平保护法益的
结果,因此,现代社会原则上禁止自救。 但公权力的救济也常有不周延不及时之处,一概禁止自救,
在特殊的情况下,等待公权力的救济可能使权益保护无法实现,法律例外地容许权利人进行自力救
济,有利于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 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权利已经遭受侵害的场合,国家的公力救

①

[ 日] 大谷实:《 刑法讲义总论( 新版第 2 版) 》 ,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8 页。

③

梁慧星:《 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2 页。

②
④
⑤
⑥
⑦

[ 日] 高桥则夫:《 规范论和刑法解释论》 ,戴波、李世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8 页。
赵秉志等:《 中国刑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 ,载《 法学研究》1996 年第 5 期,第 17 页。

游伟、孙万恒:《 自救行为及其刑法评价》 ,载《 政治与法律》1998 年第 1 期,第 43 页。

[ 日] 大塚仁:《 刑法概说( 总论) 》 ,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6 页。

[ 韩] 金日秀:《 刑法上的自救行为》 ,郑军男译,载《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1 期,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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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固然是现代社会权利救济的常态。 但众所周知,法治的力量是有限的,现代公力救济程序设计复
杂,其运作的效率也不尽如人意,导致现实生活中权利得不到及时救济的情况比比皆是。 自救行
为,表面上绕开了公力救济的法治模式,但“ 紧急时无法律” ,在紧急状态下,应当允许人们实施法律
在通常情况下所禁止的某种行为,以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 换句话说,在当时紧急情况下,等
待国家公权力救济,权利可能永远无法回复或者实现的难度会显著增加,私力救济有着成本低廉、
及时有效的优势,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了公力对权利救济的不足。 其次,自救行为的合法性也是社
会上一般人情感所认可的。 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性,这种人之常情既然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认同,社
会或国家也应给予容忍,可见,自救行为的正当性也是对人性的一种体谅。 再则,站在缓和的违法
一元论立场,既然民法上将一定条件下的自救行为作为合法行为认定,“ 从政策论上讲,如果在某一
法领域被昭示从而阻却了违法性,却被其他法作为违法行为对待,那么,该正当化事由的‘ 明定’ 就
没有起到鼓励、支持国民如此而为的作用,也就没有人考虑去实施这种允许的行为了。” ①因此,在德
国刑法学界,通说也认为,根据《 德国民法典》 第 229 条规定,在不能及时取得官方的援助,并且不立
即处理就存在无法实现或者严重妨碍实现请求权的危险时,可以进行自助。 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
取走、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扣留逃跑嫌疑的人,制止义务人对其有义务容忍的行为的抵抗。② 我国司
法实务中,也认为刑事被害人自救行为是超法规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正当行为,不过,在司法中的
适用应具备严格条件,避免其负面效应。③
总之,无论是刑法理论,还是民法的规定,都能得出一定条件下的自救行为应当成为出罪事由。
( 二) 赔偿损失与和解

一般认为,刑法与民法所关注的焦点不同。 “ 在具体案例中,刑法关注的是公共利益,而民法则

不同,它仅仅关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④由此,违法责任的性质也有别。 刑事责任是公法上的责任,
是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人追究责任,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不平等的属性。 民事
责任属于私法上的责任,是侵权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私法与生俱来的平等属性。
侵权责任,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可以就责任的内容进行协商,被害人可以免除因
非故意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 刑事责任的承担则不允许这种意思自治,对于非自诉的
犯罪,犯罪人不能因为被害人主动的放弃或自愿宽恕而免予承担刑事责任。⑤ 然而,传统的刑罚功
能,无论是报应还是预防,都无法消除犯罪带来的社会冲突。 况且,“ 刑罚和损害赔偿都是为维持在
社会上的行为规范而存在的,在有违反行为规范的场合下,服务于恢复被违反的行为规范。” ⑥ 这也
使得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方法都服务于共同的目的。 如《 民法典》 第 179 条规定的民事侵权
行为“ 赔偿损失” 与《 刑法》 第 37 条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的“ 赔偿损失” 具有相似之处。 因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得以滥觞,“ 从作为社会统治手段的法的机能的角度出发,

①

王骏:《 正当化事由的刑民关系初探》 ,载《 法治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③

尹振国:《 刑事被害人自救行为的正当化———浙江宁波北仑法院判决何朋等职务侵占案》 ,载《 人民法院报》2013 年 9 月 19 日,第

②

6 版。

[ 德] 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 犯罪总论 I———犯罪论》 ,杨萌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2 页。

④

[ 德] 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 刑法总论教科书( 第六版) 》 ,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5 页。

⑥

[ 日] 高桥则夫:《 规范论和刑法解释论》 ,戴波、李世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 页。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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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认为民事责任中具有惩罚的要素,而刑事责任中也具有损害赔偿性质的机能的新动向。” ①其
基本的理念是,犯罪人通过补偿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行为人和被害人实行和解,来消除犯罪
引起的社 会 冲 突。 这 种 针 对 犯 罪 行 为 赔 偿 的 特 殊 功 能, 偶 尔 也 被 视 为 刑 法 的 “ 第 三 轨” ( dritte

Spur) ,其目的在于重建被犯罪所破坏的法秩序。② 将赔偿、和解与实体法上的刑罚结合起来,“ 在科
赋制裁之际,行为人应该遵守尽力恢复犯罪产生的损害这一事项,对遵守的行为人可实施赋予特典
的制度( 比如实行保留刑罚的警告、为保护观察的自由刑的延期等) 。 另外,加害人的损害恢复行为
或者‘ 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 也作为量刑事由被导入。” ③ 如《 德国刑法典》 第 46a 条规定,行为人
努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 行为人———被害人和解) ,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全部或大部予以补偿,或认
真致力于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的,或在行为人可以自主决定对损害进行补偿或者不补偿
的情况下,他对被害人的损害进行了全部或大部分补偿,法院可以依照第 49 条第 1 款减轻其处罚,
如果可能科处的刑罚不超过 1 年自由刑或 360 单位日额金的罚金刑,可以免除其处罚。 就是说,行
为人和被害人和解、赔偿可以成为轻罪的免除处罚事由。

在我国,赔偿和和解在一些轻微的犯罪中能否成为事实上的出罪事由,曾经有过理论上的争
议。 最高人民法院 2003 年印发的《 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2

条规定:“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三) 造成公共财产或
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 此解释出台
后,有学者旗帜鲜明反对,认为民事赔偿不能取代刑事责任,行为人事后对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
消解或减弱行为人严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这一行为本身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侵害实质,也无法
消解或减弱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恶性程度。④ 而且可能导致的后果是,“ 经济富裕的行为人
预期了违法行为的成本,甘受此成本而实施犯罪行为” 。⑤

从传统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分离的视角看,上述质疑不无道理。 但从另一角度看,“ 自愿履

行了损害恢复的行为人,由此表明了承认自己所违反的行为规范是有拘束力的,其结果满足了所谓
的积极一般预防之目的” 。⑥ 此外,“ 从刑法所具有的补充性、最终手段性的角度来看,为被害人提供
赔偿损失的利益的同时,也在考虑对行为人进行非刑罚化处理的赔偿思想,可以说为将来的刑罚制
度和理论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⑦进言之,“ 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法问题,因为它在
本质上是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只有在损害得到赔偿之后,被害人和一般公众———经常甚至
不取决于惩罚———才会承认由这个构成行为造成的社会紊乱已经得到了消除。” ⑧而且,不赔偿就定
罪,赔偿就不定罪,起到一种“ 以刑逼民” 的效果。 学者指出,大力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动力就
在于实现受害人民事赔偿的问题,经验表明,被告人即便具有赔偿的能力,如果其仍然避免不了判
刑入狱的结果,就会本能地拒绝赔偿,甚至积极转移财产,使法院的相关附带民事裁决也得不到执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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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日] 高桥则夫:《 规范论和刑法解释论》 ,戴波、李世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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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相反,如果被告人认识到在与被害人达成和解赔偿损失后能够获得从轻处理,在民事赔偿方面
则会有积极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通常情况下被害人通过和解能够得到比民事诉讼要高得多的物
质赔偿。① 根据《 刑事诉讼法》 第 290 条的规定,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
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对于
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
人从宽处罚。 如果检察机关依据赔偿和解的情况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则事实上起到了出罪效果。
与此不同的是,在审判阶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赔偿与和解可以
成为轻罪的刑罚减免事由,并没有提升为出罪事由。 学界不少学者呼吁应建立我国的轻罪体系,实
行犯罪分层处理的思路。 笔者深以为然,对轻罪,不但应配置较轻的刑罚,同时应采取不同于传统
犯罪的一些特殊措施,包括发展专门适用于轻罪的出罪事由,这其中,对有被害人的轻微刑事案件,
将被害人得到赔偿且与当事人和解的情况下,明确作为可以出罪的事由,是最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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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xoneration Cause in Civil
Law and Decriminalization Cause in Criminal Law
SUN Guo-xiang

( School of Law,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In the face of the trend of endless criminalization, the legal decriminalization cause in

criminal law are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unity of legal order, the decriminalization caus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The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criminalization causes. Through the dialogue between civil law and criminal law,
it can be found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direction of norms and guidelines of civil law and criminal law

is consistent on the whole. Criminal law can develop more decriminalization causes from civil law, such as
consent of victims, voluntary risk, self-rescue behavior, compens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so as to enrich
the resources of crimes of criminal law.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regulation purpose and
the role of criminal policy, the judgment of exemption cause in civil law is not the same as that of

decriminalization causes in criminal law.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lf-defense in civil law and the

self-defense in criminal law in the judgment of defense limit, which may cause the self-defense behavior in
criminal law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contradiction of excessive defense behavior in civil law. Besides, such
contradiction is formed based on different regulatory purposes, and will not eliminate the unity of legal
order in essence.

Key Words: Civil Code; exemption cause; decriminalization causes; self-defense
本文责任编辑:李晓锋
青年学术编辑:张永强

①

170

刘承韪:《 刑事和解制度的民法解读》 ,载《 环球法律评论》2010 年第 2 期,第 3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