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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解研究·

　　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及其相关问题

邹 海 林Ξ

一、案情和判决①

1993 年 11 月间, 为谈婚姻之事, 钟运娇和同村的郭带发从江西会昌县同去广东省。同月

16 日, 俩人一同乘车从广东省返回会昌县, 车行至福建省武平县东溜路段发生撞车事故, 钟运

娇受伤住院, 由郭带发护理。肇事单位补给钟运娇伤残补助费及其他费用共计 6707 元, 由郭春

江 (郭带发之弟)代为领取后转交郭带发, 郭带发收款后只付给钟运娇 500 元, 余款未付。为此,

钟运娇向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认为余款被郭带发私吞, 要求判令其如数返还。被

告辩称, 钟运娇的补助款确在其处, 已给付 500 元, 余款未付, 原因是被告为钟运娇住院支付各

种费用 6076133 元, 而钟运娇现时仍住其家并由其照顾钟运娇的生活。因此, 钟运娇要求返还

余款无理。

江西会昌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3 年 11 月, 钟运娇因婚姻之事, 由郭带发带到广东

省。因婚事未谈成, 俩人一同乘车返回会昌时, 车在福建武平县境内发生撞车事故, 致钟运娇受

伤住院, 由郭带发进行护理。后肇事单位赔偿给钟运娇伤残补助费等共计 6707 元, 由郭带发之

弟郭春江代表钟运娇亲属签名领取, 并转交给郭带发。俩人均未将赔款数额告诉钟运娇。钟运

娇于 1993 年 12 月 10 日出院后, 住在郭带发家继续治伤 20 天。期间, 郭带发付给钟运娇 500

元。后钟运娇得知真情, 要求郭带发返还余款。郭带发以应扣除钟运娇受伤后所花费用为理由,

予以推诿。钟运娇为此诉至法院。审理期间, 因钟运娇家庭生活困难, 无钱治伤, 会昌县人民法

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7 条的规定, 裁定郭带发先行给付未付的余款。郭带

发分两次给付了钟运娇 2810 元。会昌县人民法院认为, 钟运娇因车祸致伤所得赔偿款 6707

元, 是其合法财产, 理应受法律保护。郭带发在钟运娇受伤后能主动进行护理照料, 此精神可

嘉。但郭带发妄图侵吞钟运娇的赔偿款, 是严重的侵权行为。考虑到郭带发护理钟运娇付出了

劳动并支付了部分费用, 根据郭带发举证所列各项费用, 认定郭带发为钟运娇支出的各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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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郭带发应得之护理工资共计为 1676163 元, 应当由钟运娇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第 92 条、第 117 条、第 134 条第 1 款第 4 项之规定, 会昌县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除郭带发

已给付 500 元和先于执行所给付 2810 元外, 郭带发还应返还钟运娇 1720137 元。

二、本案的审判所提出的问题

本案的判决结果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在于: 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的行为, 可否成立不当得

利? 不当得利, 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 致使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不当取得利益的人,

应当将其所受之利益返还于受损失的人。民法通则第 92 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

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 因行为

人行为之不法性可以成立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人对于受害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

117 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 应当返还财产, 不能返还财产的, 应当

折价赔偿。”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 均为引起债的发生的根据, 属于法律事实的不同类型。

受案法院在审理中认为, 被告领取原告应得之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金并“妄图侵吞”, 是

严重的侵权行为。但是, 受案法院却依照民法通则第 92 条 (不当得利的返还)、第 117 条 (侵权

行为财产返还)和第 134 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作出判决, 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应得之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金。从本案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来看, 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利益, 尽管成立侵权

行为而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仍然可以成立不当得利。既然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可以成立

不当得利, 难免会由此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行为财产返还或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

竞合。

除此以外, 本案所确认的事实, 还包括被告对原告的无因管理行为 (尽管法院在判决中没

有引用民法通则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民法通则第 93 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 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

因为被告的无因管理行为而对原告享有的无因管理费用偿还请求权, 和原告对被告的不当得

利返还请求权等其他请求权之间, 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法院对之应当如何处理, 本案的审理并

不十分清楚, 故而存在疑问。

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利益, 可以成立不当得利, 并由此可能发生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的并

存现象, 这已为近现代民法理论所普遍承认。在古罗马法上, 不当得利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制

度, 只有具体的返还不当得利的个别之诉, 并以因给付行为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为返还不当得利

的核心内容, 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并无显著性。继承古罗马法传统的德国民法典、法国民

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旧中国民法典等诸多立法例, 仍然以因给付行为而发生的不当

得利作为规范的重点。但是, 不当得利由于并不以给付行为为发生的唯一依据, 非因给付行为

同样可以发生不当得利。这一现象日益受到立法者和学理的重视, 在“给付不当得利”的类型之

外发展了“非给付不当得利”的独立形态。非给付不当得利扩大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适用

范围和规范功能, 使不当得利制度更加趋于完善, 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②非给付不当得利, 以侵害他人权益而取得之利益为典型。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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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而受益、非法出租他人财产而收取租金、占有消费他人之物、侵害他人知

识产权或者人格权而取得收益、侵害他人财产权益而受益等主要表现形式。

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利益, 可否成立不当得利? 我国民法理论讨论的并不多。当行为人侵

害他人权益而构成侵权行为时, 侵权行为可否和不当得利并行存在, 在理论上始终没有划上一

个完整的句号。我国近年来的民法理论原则上并不主张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相互排斥, ③但是

在司法实务上 (或者对司法实务有相当影响之观点) 却仍然坚持侵权行为排斥不当得利之存

在。这种观点认为, 依照不当得利产生的返还请求权, 是行为人在没有过错的情形下产生和适

用的请求权; 以违法行为损害他人而使自己获得利益, 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不能成立不

当得利而只能成立侵权行为, 受害人能够依照侵权行为返还或者赔偿之理由向致害人提出请

求时, 不能提出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④正是因为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产生的请求权相互排斥

的观点在司法实务界占有相当的地位, 本案的判决对于我国司法实务重新审视不当得利返还

请求权和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请求权之间的关系,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侵害他人权益和不当得利

构成不当得利, 应当具备取得利益、致他人损失、取得利益无法律上的原因三个要件。侵害

他人权益而使他人受损害, 不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 行为人因其行为而受有利益, 所受之利益

或者具有违法性, 或者违反权益归属而欠缺继续保有利益的正当性, 构成无法律上的原因, 符

合不当得利之构成要件, 应当成立不当得利。民法通则第 92 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

利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照该条规定的不当得利,

并没有将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之利益排除于不当得利之外, 更没有给不当得利之构成规定行

为人主观上没有过错的“消极要件”。不当得利的本质特征在于, 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

原因, 而不论受益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受益人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所以, 不当得利可以因

为受益人毫无过错的行为 (例如受损人为非债清偿)而发生, 也可以因为受益人的过错行为 (例

如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而发生。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利益, 当属不当得利制度的规范内容之一。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不当得利的最初形态为因为给付行为而发生的不当得利, 但近现代

各国法律基于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和规范目的创设和发展了非给付不当得利, 其典型形态为

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这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我国民法通则产生于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 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 其开放性结构和原则性规定, 应当能够包容和吸纳各

种不同类型的民法制度。充分注意吸收和运用近现代民法关于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的有

益经验, 应当为完善我国民法不当得利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民法承认侵害他人权益之不

当得利, 不仅无害于我国现行之不当得利制度的运用, 而且有助于扩展不当得利制度的规范功

能, 改善我国民法理论上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歧见, 从而对不当得利制度有一个更为全面和

深刻的认识。总之, 依照我国民法, 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 可以发生不当得利。行为人故意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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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穆生秦主编:《民法通则释义》, 法律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11 页; 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经济纠纷疑难案例研

究》,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4 页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1994 年第 4
辑, 第 86 页。

王利明:《论返还不当得利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载《改革开放中的民法疑难问题》,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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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 或者非可归责于行为人的事由侵害他人权益, 并由此取得利益而造成受害人损失的, 对

受害人而言, 依照民法通则第 92 条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

受害人依照民法通则第 117 条对行为人更有损害赔偿或者返还财产请求权。

承认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当得利制度对于自己

权益被侵害而受有损失的人可以提供比侵权行为制度更为灵活周到的救济。侵害他人权益而

取得不当利益的, 并非在所有情形下均构成侵权行为; 行为人侵害他人权益并不构成侵权行为

时, 应否返还其所获得之利益, 此为不当得利制度所应当回答的问题。首先, 任何人均不能因其

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而获利。英国法院早在 1870 年的 Jegon v. V ivan 一案中, 肯定一项名言:

“法院不允许以不法行为获得利益 (th is cou rt w ill never a llow a m an to m ake p rofit by a

w rong)”。⑤依照这一观念, 侵害他人权益的人, 应当返还其所获得之利益。其次, 侵害他人权益

构成侵权行为, 受害人若请求损害赔偿, 必须以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并造成权利人损害为

前提, 在行为人欠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而侵害他人权益之场合, 受害人显然不能依照民法通则

第 117 条请求致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这对于权利人之利益的保护并不周全; 事实上, 行为

人侵害他人权益纵无过失, 也不应当保护其所获得的利益, 这是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 不

当得利制度在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之场合, 可以对权利人提供周到的补救。最后, 不当得利请

求权的功能在于剥夺受益人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所取得之全部利益, 一方之获利之返还, 不以他

方财产上受实际损失为必要。侵害他人权益而取得之利益的返还, 对于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和人

格权而难以证实“损害实际发生”的案件, 具有特别显著的补救意义。总之, 侵害他人权益, 不论

侵害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也不论侵害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侵害人对因其侵害

行为所取得之利益, 依照不当得利制度负返还不当得利之义务。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法 (经) 复[ 1985 ]53 号解释认为,“在侵害商标专用权案件中, 被侵权

人可以按其所受的实际损失额请求赔偿。也可以请求将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的利润
(指除成本和税金外的所有利润)作为赔偿额。对于以上两种计算方法, 被侵权人有选择权。”最

高人民法院法发[ 1992 ]3 号解释认为, 专利侵权的损失赔偿额可“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

全部利润作为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是: 侵权人从每件侵权产品 (包括使用他人专利方法生产

的产品)获得的利润乘以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所得之积, 即为侵权人所得的全部利润。”上述司

法解释关于“因侵权所获利润”的赔偿, 用不当得利返还加以说明, 恐怕更为简捷和妥当。以致

害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作为“损害赔偿额”, 只是一种积极的假定 (假定权利人所受到

的损害等同于致害人所获得的利润) , 事实上可能违反以损害事实为基础的损害赔偿原则。运

用不当得利返还, 显然可以避免此种解释上的不周。对此, 更有学者认为, 侵害他人知识产权而

获得利益, 即使侵害人的行为欠缺侵权行为成立的要件而不能成立受害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

权, 受益人亦应按照不当得利之原理返还其所受之利益。⑥

不当得利的返还义务, 不同于赔偿损害或者因为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返还财产的责任, 它的

目的仅在于纠正受益人不当获得之利益。受益人侵害他人权益, 不一定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

若受益人更无故意或者过失 (何况权利人负有举证责任) , 受益人由此取得并保有该利益, 在社

会观念和法律上均不能说符合公平正义。再者, 若受益人侵害他人权益并造成他人损害, 但其

·551·

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及其相关问题

⑤
⑥ 曾陈明汝:《专利商标法选论》, 1977 年版, 第 186 页。

前引〔2〕, 王泽鉴书, 第 197 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获益价值多于损害额, 仅负赔偿损害的责任而能够保有超出损害以外的利益, 岂不无助于遏制

受益人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 在任何情形下, 任何人没有法律上的原因, 均不能利用或者侵害

他人的财产或者权益以图自己的利益。总之, 不论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形如何,“损人而利己, 违

反衡平”。基于衡平观念而产生和运作的不当得利制度, 在依循法定构成要件的范围内, 可以有

效地调节因为侵害他人权益而发生的财产或者权益的归属变动。

事实上, 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 成立不当得利应当没有疑问, 但是否同时成立侵权行为, 则

应当依循侵权行为之构成要件加以判断。因为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责任,

和不当得利之返还义务, 在构成要件和规范目的方面显有不同。在侵害他人权益之场合, 成立

侵权行为须具备加害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不法性、损害和因果关系等四要件, 其目的在于

直接填补相对人所发生的损害。在侵害他人权益之场合, 成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较为单纯,

以加害人一方受益、受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和致他人损害为要件, 不以受益人的主观恶意为要

件, 其目的在于返还受益人所受利益, 而非填补相对人的损失。所以, 致害人因为侵害他人权益

而受有利益的, 在判断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时, 应当

分别依照其各自的构成要件进行, 二者彼此间独立运作而不发生当然的排斥。因侵害他人权益

而受有利益, 致害人同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不当得利返还义务时, 受损人对致害人的受益行

为发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竞合。

需要注意的是, 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形极为复杂, 除上述情形外, 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是否

发生竞合, 法院在审判中应当作具体分析: 11 成立不当得利而不构成侵权行为的情形。例如,

甲非因过失不知其继承的遗产中的某物非属于被继承人所有, 将之出售与他人而获取价金的,

就其所取得的价金利益成立不当得利, 但不构成侵权行为。21 成立侵权行为而不构成不当得

利的情形。例如, 明知为他人之物而予以处分但未受有利益的, 不成立不当得利而仅成立侵权

行为。31 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均不成立的情形。例如, 甲非因过失不知其继承的遗产中的某物

非属于被继承人所有, 将之赠与乙而转移其财产所有权, 乙又将该财产转让于善意第三人丙,

该财产的所有人对甲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因甲没有受利益) 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甲无过错)。

在本案中, 原告因为车祸而应得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共计 6707 元, 被告明知其没有据

为己有的权利或者理由, 在代表原告亲属签名领取后, 以其为原告受伤后支出费用为由, 予以

推诿而拒不给付原告。被告的行为构成侵害原告之合法权益, 构成侵权行为无疑。被告依照民

法通则第 117 条, 应当向原告承担返还财产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或者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

同时, 被告侵占原告应当取得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而受有 6707 元的利益, 因其行为违反法

律而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可以继续保有该利益, 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 92 条的规定, 向原告承担

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对此, 受案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 92 条、第 117 条、第 134 条第 1 款第 4

项之规定, 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其受领的财产。受案法院判决的依据认为, 本案原告对被告的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行为财产返还请求权发生竞合。

四、竞合状态下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原则上, 对发生竞合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和民法上的其他请求权, 当事人可以选择行使。请

求权竞合, 是指同一权利人对于同一义务人, 就同一标的发生数个请求权的情形。在发生请求

权竞合时, 各请求权在性质上彼此独立, 不相关联。在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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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发生竞合时, 因其权利性质之不同以及适用诉讼时效期间之差异, 在请

求权行使的问题上, 对权利人而言, 存在有利的一面, 又有不利的一面, 不妨允许权利人择其有

利的请求权加以行使。⑦日本的判例和学说认为, 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

求权在目的和构成要件上, 不尽相同, 但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考虑, 不妨使两种请求权并存, 允

许当事人择一行使。德国的判例认为,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为辅助性的请求权, 可以与其他请

求权并存而同时行使。⑧ 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竞

合, 在行使的效果上会发生重合 (如填补相对人的损害) , 以至于二者具有相斥属性, 不能保证

受害人可以无条件地行使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

这个意义上, 当事人选择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其利益获得满足时, 其他请求权归于消

灭, 否则, 当事人仍然可以行使其他请求权。⑨这就是说, 当事人选择不当得利返还作为请求权

基础的, 其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并不当然归于消灭, 在不当得利返还不足以

填补受害人损失之情形下, 受害人还可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填补其损害。

当事人选择适用不同的请求权基础, 直接与案件的处理结果相关。以侵权行为作为请求权

基础的, 其构成要件特别强调加害人行为的违法性、加害人的主观恶意程度、损害的发生程度,

并以此决定加害人应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而以不当得利作为请求权基础, 其构成

要件以加害人因侵害行为而受益 (无法律上的原因) 为特别, 目的在于迫使加害人返还其所受

的利益, 若加害人没有受益或者所受利益不存在的, 无不当得利返还之问题。虽然不当得利返

还的目的不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 而在于要求受益之加害人返还其所受的利益, 但是不当得

利返还在效果上可以起填补受害人损害或者恢复受害人对原物的占有或所有利益的作用, 因

此, 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发生竞合时, 仅就损害赔偿

或者返还财产而言, 当事人可以选择不当得利返还以实现其填补损害或者返还财产的目的, 这

在加害人取得之利益多于受害人的损害或者受害人难以证明损害程度而加害人的受益甚为明

显的情形下, 意义尤为显著。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

发生竞合时, 若原告选择请求权为不当得利返还, 无需原告承担证明被告主观有过错及其行为

违法的举证责任, 优于主张因为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请求权, 对原告甚为有利。法院在处理不当

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竞合的案件时, 应当尊重当事人的

选择。当事人对请求权基础没有作出选择时, 法院可以通过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具体

因素, 选择适用侵权行为或者不当得利制度。

在本案中, 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其领取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 并没有明确提出以不当得利

返还为依据, 法院查明被告之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 并未明示被告应当负不当得利返还义

务, 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第 117 条和第 134 条作出判决。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 117 条和第 134 条

判决被告承担返还原告应得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 属于侵权行为制度的范畴。原告因为被告

承担返还财产的侵权责任, 其受损害的利益已经得到弥补, 其依照民法通则第 92 条对被告享

有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归于消灭, 因此, 受案法院不能再引用民法通则第 92 条作为判决的

依据。已如上述, 原告对于请求被告返还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 并未明示其请求权基础, 受案法

院依照侵权行为制度判决被告返还财产, 并非唯一和绝对的选择, 受案法院可以依照不当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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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依照本案的具体情形, 受案法院基于特定目

的, 例如原告应当偿还被告无因管理所支出的费用而有必要运用抵销手段时, 在适用不当得利

返还不损害原告的利益的情形下, 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第 92 条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应得之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金。若原告因为被告返还不当得利, 其受损害的利益已经得到弥补, 其依照民法通

则第 117 条对被告享有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归于消灭, 法院不能再引用

民法通则第 117 条和第 134 条作为判决的依据。

在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的情形下, 若发生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竞合, 原告没有对请求权基

础作出选择, 仅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财产的, 法院可以依照侵权行为制度判决被告承担侵权

责任, 或者依照不当得利制度判决被告返还不当得利。不当利得制度的功能, 在于要求受益人

返还不当取得的利益, 对受益人不起任何积极的教育或者惩戒作用, 即使受益人取得不当利益

在主观上有过错以及行为具有违法性, 受益人也仅以其不当取得之利益为限, 承担返还义务,

对于受损人利益的维护欠缺周密。侵权行为制度不考虑致害人是否受益以及受益的程度, 而着

重考虑致害人的主观过错、行为的违法性以及受害人的损害或者利益丧失程度, 并要求致害人

对其行为造成的全部后果负责, 对因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适用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害的救济,

有助于突出侵权行为制度对致害人行为的违法性的制裁功能。所以, 发生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

竞合时, 原告没有对请求权基础作出选择, 仅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财产的, 法院依照侵权行

为制度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一定程度上更为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是, 法院依照侵

权行为制度判决被告承担返还财产的责任, 已如上述, 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总之, 本案的受案

法院同时引用民法通则第 92 条、第 117 条和第 134 条作为判决的依据, 有承认不当得利返还

请求权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财产返还请求权可以竞合的积极意义, 但在个案的法律适用方

面也存在明显的不妥。

五、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的抵销

二人互负同种类的债务, 且债务已届清偿期时, 当事人可以在等额范围内予以抵销。抵销

为消灭债的一种方式, 一方面可以方便当事人履行债务, 另一方面可以对无力清偿债务的债务

人之相对人的利益提供救济。不当得利之债和无因管理之债, 在给付标的种类相同, 例如给付

标的为金钱利益, 并在等额范围内, 可以抵销。受益人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取得利益, 应当向受损

人返还不当取得之利益; 但是, 受益人对受损人为无因管理而支出费用的, 对受损人享有无因

管理费用偿还请求权。于此情形, 受益人可以依照抵销的规定, 以其不当得利返还义务抵销受

损人的无因管理费用偿还责任。无因管理费用偿还请求权, 为金钱债权;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并非均为金钱债权, 所以, 因为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而发生之请求权, 适用抵销的情形以给付

金钱者为限。

无因管理, 是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对他人事务予以管理

或者提供服务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 必须满足两个要件: (1)管理人以他人利益之谋取而管理

他人事务; (2)管理人没有管理他人事务的法定或者约定义务。我国民法通则第 93 条规定:“没

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 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

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 (试行)》第 132 条规定:“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的可以要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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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 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 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

际损失。”总之,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为两项独立的制度, 具有各不相同的构成要件, 各自发挥

自己的不同功用并具有不同的法律效果。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人对于不当得利的受益人因为

在管理其事务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或者受到的损失, 应当依照无因管理制度偿还不当得利的

受益人。

在本案中, 受案法院认定被告在原告因为交通事故受伤后能主动进行护理照料, 此精神可

嘉; 被告护理原告付出了劳动并支付了部分费用, 被告为原告支出的各种费用及被告应得之护

理工资共计 1676163 元, 应当由原告承担。原告和被告之间为同乡关系, 原告因为交通事故受

伤后, 被告对其住院治疗和出院后的养伤, 并没有法律上或者合同约定上照顾护理的义务, 是

一种自动为他人利益管理其事务的行为, 构成无因管理。βκ 被告有权要求原告偿付被告为其治

疗而支付的各项护理费用以及被告因为护理行为而应得之护理工资。受案法院作出的上述认

定, 不仅依据被告护理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上或者合同上的义务这样的基本事实, 而且直接源于

民法通则第 93 条规定之无因管理制度。可惜, 受案法院没有明示被告对原告享有的无因管理

费用偿还请求权, 更没有引用民法通则第 93 条作为判案的依据。对于本案所涉及之无因管理

费用的偿还, 受案法院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 93 条的规定, 判决原告向被告偿付无因管理费用

1676163 元。

依照本案的受案法院认定的事实, 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为 3397

元。被告代原告领取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为 6707 元, 本应在领取后全部给付原告; 但是, 被

告在诉讼前仅向原告给付了 500 元, 在诉讼期间因为法院先予执行的裁定, 又分二次向原告给

付了 2810 元, 先后已向原告给付了 3310 元。原告因为交通事故而应得之损害赔偿金为 6707

元, 因被告的侵权行为所发生的实际损失为 3397 元。同时, 被告因其侵权行为而实际受有之利

益, 亦为 3397 元。所以, 受案法院不论以民法通则第 92 条抑或第 117 条之规定为依据, 均应当

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3397 元。本案被告应当给付原告 3397 元, 为金钱债务; 若原告对被告亦

负已到清偿期的金钱债务, 例如无因管理费用的偿还义务, 被告在履行给付义务时, 可否主张

抵销?

抵销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互负同种类债务的情形。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为侵权行为所

发生的债务, 致害人不得主张与受害人对其负担的给付标的相同的债务为抵销。βλ 本案中, 原

告对于被告的无因管理行为, 负有给付 1676163 元的责任。若受案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 117 条

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3397 元, 则被告所负担的给付责任为侵权责任, 不得主张抵销原告对其

负担的 1676163 元的无因管理费用偿还责任。在此情形下, 除非原告主动提出抵销, 法院应当

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3397 元, 原告向被告给付 1676163 元, 不得径行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1720137 元。与之不同, 若受案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 92 条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3397 元, 则被

告所负担的给付责任为不当得利返还义务, 可以主张抵销原告对其负担的 1676163 元的无因

管理费用偿还责任。在此情形下, 受案法院可以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1720137 元。本案的判决

结果与后一种情形一致, 但法院引用的法律条文并不十分妥当, 理由亦不十分清楚。

本案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其领取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 并没有明确提出以不当得利返还

为依据, 法院查明被告之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 就其给付 3397 元的责任, 可以依照民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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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117 条和第 134 条作出判决, 也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第 92 条作出判决, 但不能同时引用民

法通则第 117 条和第 92 条作为判决依据, 理由已如上述。法院依照不当得利制度判决被告返

还 3397 元对原告的利益没有任何影响, 也可以顺利通过抵销实现原告和被告间给付义务的简

化。相反, 法院依照侵权行为制度判决被告返还 3397 元, 并没有给原告带来额外利益, 除非原

告主动提出抵销, 法院不得依照被告请求或者径行判决适用抵销, 这将增加原告和被告间履行

相互给付义务的负担, 恐怕有所不妥。本案的判决结果, 要求被告向原告给付 1720137 元, 实际

为原告和被告间互负金钱债务进行抵销的结果, 受案法院在判决时应当予以说明。受案法院基

于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可以相互抵销的原则, 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 92 条和第 93 条的规

定, 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 1720137 元。

六、结　论

本案的判决肯定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在我国民法上的存在, 对于我国司法实务重新

审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请求权之间的关系,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侵

害他人权益而获得利益, 不论是否成立侵权行为, 均有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 若成立侵权行为,

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行为返还财产请求权或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在请求权发

生竞合时, 受害人可以选择请求受益人返还利益的权利基础, 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请求权基

础的选择; 对于当事人没有选择请求权基础的财产返还, 法院可以选择适用侵权行为或者不当

得利制度予以处理。若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的受益人, 对受害人更有无因管理费用偿还请求权

时, 法院可以判决等额抵销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基于上述考虑并就本案的具体情形而

言, 受案法院在实体法的适用方面, 应当以民法通则第 92 条和第 93 条的规定作为本案判决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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