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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由于环境污染行为的复杂性尧渐进性和多因性以及损害的潜伏性和广泛性袁其因果关系

之证明较之普通侵权行为案件更为复杂遥 基于环境侵权下因果关系具有其特殊性袁在环境侵权中
适用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袁但对于该规则仍然需在适用情况尧证明
标准和举证责任倒置区别等方面进行明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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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袁 环境问题
对社会大众生命健康权的侵害日益严重袁 引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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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内在联系 咱猿暂遥 环境侵权中的
因果关系推定是指在损害发生以后袁 数个行为人都

对环境侵权的高度关注遥 由于环境污染行为的复杂

受到损害袁但是不能确定谁是真正的行为人袁或者因

性尧渐进性和多因性以及损害的潜伏性和广泛性袁其

果关系难以确定时袁 法律从公平正义和保护受害人

因果关系之证明较之普通侵权行为案件更为复杂咱员暂遥

的角度出发袁 推定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

得重视遥

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人遥 受害人

在此情况下袁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应值

一尧环境侵权下因果关系推定的法律分析
渊一冤因果关系推定的法律内涵
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袁对因
果关系的认定是认定行为人责任的基础遥传统侵权法
理论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袁即某一事实在现在的情
况下发生某种现实结果袁还不能就认为该事实与损害

果关系咱源暂遥 实行因果关系推定袁实质上是直接将证明
证明基础事实的方法有很多袁但标准只有一个袁即须
达到高度盖然性袁 加害人对基础事实的反驳属于反
证袁而对推定事实的反驳则是本证 咱缘暂遥 和相当因果关
系理论不同袁 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推定在责任证
明上更侧重于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遥

二尧环境侵权下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结果有关系袁只有在一般情况下就会导致某种结果的

因果关系推定从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利益出

发生时袁它才会被视为是该结果的原因 咱圆暂遥 该理论注

发袁以加害人结果为依据袁原告受害人不需要做严格

重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直接必然因果关系袁

的证明袁只需做表面性证明袁倘若被告加害人不能做

要求受害人对因果关系进行直接确切的举证袁方可

出推翻的反证袁便认为因果关系存在袁减轻了环境侵

确定加害人的法律责任袁不仅需要事实上的因果关

害受害人的证明责任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遥推行因果

系判断袁把行为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存在的事实

关系推定究其原因袁 主要是基于环境侵权下因果关

作为观察的基础袁同时也需要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判

系具有其特殊性遥
渊一冤环境侵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断遥
渊二冤环境侵权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法律价值

环境侵权一般是以环境为媒介袁 通过污染物在

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是指造成环境污染或者

环境中迁移尧转化等多种形式袁间接作用于受害人袁

破坏的行为和特定被害者所蒙受的损害之间具有个

由于很多环境侵权造成的诸如人身健康伤害等后果

别的尧事实上的无此就无彼的联系袁体现着环境侵权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袁环境加害行为往往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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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遥同一危害后果可能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加害行为

权因果关系取证上的困难遥 基于保护作为弱者的环

引起的袁 污染物进入环境发生诸如毒理与病理转化尧

境污染受害者这一公平正义理念袁 需要降低受害人

扩散尧吸收等物理尧化学或生物反应的过程相当复杂袁

的举证负担遥

甚至根据现有的科技水平也难以对有害物质的影响
方式及其危害性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咱远暂遥 正是环

境污染的侵权行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袁所以在
追究环境侵权责任时对于因果关系常常难以明确遥

三尧对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的理解
对环境侵权适用推定 原则对因果关系进行认
定袁不仅需要借助科技手段进行必要的逻辑证明袁注

渊二冤环境侵权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重以法律的正义尧公平理念为指导的法律价值评判袁

环境侵权常常会涉及到化学尧生物尧地理尧医学

而且在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理解上更应需明确清晰袁

等专业知识袁要证明环境侵权和损害后果的因果关
系袁一般须具备诸多专业知识袁并且须借助相关专业

才能有助于该规则的构建和完善遥
渊一冤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的适用

的仪器设备袁不同的人员尧不同的仪器设备袁对环境

任何法律规定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和目的袁

侵权的认定都可能造成偏差袁尤其科学发展存在阶

环境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不例外遥 环境侵权的损

段性和局限性袁环保部门在人尧财尧物方面的限制袁以

害事实往往是经年累月的多种因素复合而成袁 其中

及环境损害长期性尧潜伏性尧反复性和广泛性的特

牵涉的高科技知识和专业理论是常人所无法具备

点袁无疑会造成取证上的困难遥很多造成环境损害的

的袁其因果关系链相当复杂袁也不是通常手段所能确

原因袁即使是用当代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也难以形

定的遥 在无法完全证明因果关系要件时袁只要受害人

成确定性的判断遥 如果按照传统的因果关系认定可

举证证明到一定的程度袁而被告加害人不能举证证明

能有悖于法律公平袁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易遭受侵害遥

自己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袁就可推定违

渊三冤环境侵权损害的严重性导致因果关系难以

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袁因果关系推定
规则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弱者的利益遥 但是环

认定
环境损害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和现象袁由于人为

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和民法中普遍推行的

原因引起环境污染与破坏袁既对环境要素造成损害

相当因果关系规则还存在明显区别袁在适用时必须有

从而导致野环境公益冶损害袁大部分时候也通过野环

法律上的明确规定袁并且要谨慎对待咱怨暂遥 对此袁笔者认

境冶这一媒介造成人身和财产等野环境私益冶损害曰既

为在时间上袁作为原因的违法行为必定在前袁作为结

包括已经造成的损害袁也包括现实的危害性 咱苑暂遥 环境

果的损害事实必定在后袁 如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

损害具有长期性尧潜伏性尧反复性尧广泛性等特点袁给

之间存在盖然性联系袁 则应解释在法律上存在因果

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可能是极为严重的袁对于这种损

关系袁 受害人对此应当承担盖然性因果关系的举证

害会因其严重性在分辨加害因素时难以明辨袁何种

责任袁 作为平衡加害人可以通过提交反证来获得免

为主要因素袁何种为次要因素袁作用又如何袁损害越

责袁如果加害人不能做出反证袁即可解释为法律上的

是严重就越难以厘清袁因果关系也就越难认定遥

因果关系得到了证明遥基于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袁可

渊四冤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人具有不平等性

以在立法上对受害人加强保护和对环境侵权行为人

在环境侵权中袁有关损害的认定尧证据的获得尧

起到警示和预防作用遥当然袁我国有关的法律规定也

环境标准的确定尧环境法律法规的引用等均是对相

应当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救助袁 以解决明显处于弱

关信息和数据处理后的结果袁占有信息的质和量袁直

势地位的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的问题遥

接影响到环境损害的认定 遥 由于环境加害行为蕴
咱愿暂

含着复杂的专业知识袁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
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常常需要受害人具备专业科学
知识尧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袁但这往往是环境侵权中
受害人所不具备的袁而且环境损害长期性尧潜伏性等

渊二冤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推定不能被举证责任
倒置替代
根据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曳 第 源 条第 猿 款确立了环境侵权民事纠纷案件
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袁 如果环境侵权加害人能够证

诸多特点袁都会造成取证上的困难遥 与此相反袁在环

明其行为与受害人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袁

境侵权中的加害人一般为具有经济尧科技知识和技

则可以免除其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袁 否则即推定其

术实力的企业袁掌握着环境损害的第一手信息资料袁

加害行为与受害人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遥 但

却通常会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甚至故意隐瞒与

从理论上讲袁 因果关系的客观存在和举证责任倒置

环境污染相关的信息资料袁进一步增加了对环境侵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咱员园暂遥首先袁只有原告承担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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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成立遥

举证倒置的情况下袁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自始至终

综上所述袁 在环境侵权事件中适用因果关系推

均是由被告承担的袁 也就不存在因果关系推定曰其

定规则袁 将有助于维护作为环境侵权中弱者的受害

次袁因果关系推定中袁由于原告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

人一方袁体现了法的公平与正义遥但是针对环境侵权

责任袁在证明方向上袁需证明因果关系野成立冶袁是一

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尧不确定性尧多样性袁因果关系推

种正向的证明袁举证倒置则正好相反袁是一种反向的

定规则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明确袁 让其在司法实

证明曰第三袁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下袁只要被告难

践中更具操作性遥

以证明因果关系不成立袁就须承担法律责任袁但是因
果关系推定将证明责任移转的前提是原告就因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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