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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时代，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障碍值得进一步深入

研究。基于哲学家波兰尼对编码知识与意会知识的分类方法，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即

其属性与知识产权法预设保护的对象属性的不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障碍的深层次原

因，印证了调整对象决定调整方法的法理。进而，从实证角度分析了知识产权制度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制度中相同的“保护”称谓不同的现实含义，并从不同保护模式与对象不兼容度的角度，讨论

了现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尝试的局限及改进。
关 键 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知识产权法; 保护障碍; 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 D 9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0823( 2020) 05 － 0390 － 06

自 2011 年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来，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 的保

护研究不断深化。现有研究已经表明《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对非遗的“保存”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制

度保障，而对其“开发”即私权 ( 其中主要是知识

产权法) 保护并无太多支持，于是较多研究者将

研究重点转向分别从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

角度讨论对非遗保护的可行性及具体尝试，认为

应当充分利用上述私法制度，并适时改进它们以

加强对非遗的保护，例如加大地理标志这种最适

合保护非遗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推广应用［1］。以

上研究中对非遗保护障碍的分析，普遍是从法律

规范角度进行，而很少提及非遗的自身属性，即本

体，或者假定非遗自身本体已经清晰、明确。法律

规范相对于其调整对象而言，前者是第一性的，后

者是第二性的; 第一性的调整对象决定第二性的

法律规范，而不是相反。因而，对非遗本体的精准

定位是非遗保护研究的前提，进而非遗保护研究

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制约于非遗本体定位的水平。
现有关于非遗本体的研究不够充分及精准，这是

影响研究质量、导致研究结论分歧的重要原因之

一。本文从哲学视角讨论编码知识与意会知识的

区分、各自的特征及二者的关系。探究非遗的意

会知识属性、知识产权法预设保护对象的言传知

识属性，并指出这种属性上的区别，是非遗私法保

护障碍的深层次原因。并从实证角度分析了知识

产权制度和非遗制度中相同的“保护”称谓不同

的规范内含义，并从不同保护模式与对象不兼容

度的角度，讨论现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遗尝

试的局限及改进。

一、哲学溯源: 意会知识与言传知
识的分野

在知识认识史上，人类曾经对未经系统化的

知识不予承认，这种知识观在西方哲学史上根深

蒂固。其典型的观点认为，凡是知道的就一定能

言说，不能说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知道。这一观

点其实与现代普通人的直觉和生活经验并不相

符，例如我们通常会有“妙不可言”“可意会不可

言传”“茶壶煮饺子，有口说不出”等等体验。英

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 ( Michael Polanyi) 针对

此类常识，明确指出“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能

言传的多”，“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说成知

识的东西，像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公式表达出

的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不能系统阐述

出来的知识，例如我们对正在做的某事所具有的

知识，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我们称前一种

知识为言传的知识，后一种则为意会的知识。”［2］总

之，他把知识分为言传知识 ( explicit knowledge)

及意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 。前者是指像用书



面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表达出来的知识; 后者

是指还没有以符号规范化和编码化或不能规范，

甚至还没有意识到的知识［3］。也有人把两种知

识分别称为编码知识 ( codified knowledge) 和非

编码知识 ( non-Coding Knowledge) ［2］，或者分别

称为显性知识( 或明述知识) 及隐性知识( 或隐含

经验类知识、默许知识、隐会知识、内隐知识等) 。
意会知识的主要特点是难以被编码，是尚未

文献化的、零散的、非结构化的不系统知识，无法

通过语言、文字、符号、肢体等模式来传播，或者最

多只能通过面对面的口传身授、同步传递的模式

来传播。它主要根植于个人经历以及个人的行动

与经验中，高度个人化，不利于交流和传播，包含

个人的信息、经验和价值等无形的因素在内［4］。
这些因素包括: 个人信仰、观点、本能和价值观，非

正式的、难以表达的技能、技巧经验和诀窍等，以

及个人的直觉、灵感、洞察力和心智模式等无形因

素。意会知识具有客观和主观的成分。客观成分

例如古代农民、工匠的那些不可言传的经验，如疱

丁解牛，“得心”方能应手，厨师炒菜的“火候”等。
主观成分例如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方法。总之，

意会知识的存在状态是游离的、无序的，而知识的

结构是非线性的、无规则的。
言传知识的主要特点是知识被“编码化”，即

已经通过逻辑工具得到清楚表达、明确分类的知

识，具有层次并且不断更新。它属于关于事实和

原理的知识，即知道是什么 ( know what) 和知道

为什么( know why ) ，反映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相当于“真善美”中的“真”，具有普遍性［5］。言传

知识又叫编码知识，它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

系统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一般表现为人工或自

然的语言、文字、手势语、旗语、图表、数学公式、图
像等诸种符号形式。对知识的编码，减少了知识

的主体依附性和背景依赖性，使其易于转移、共享

及存储; 同时明确了知识的内容及其应用范围，因

而减少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可能导致的机会主义

行为等知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从而也促进

了知识的资本化和商品化［6］。总之，编码知识的

存在状态是相对普遍的、有序的，而知识的结构是

线性的、有规则的。
有学者进一步归纳了意会知识与言传知识的

特征［3］，如表 1 所示。
从知识的发展规律来看，知识从古代的意会

知识，经由近代的编码知识，再发展到现代和未来

的意会知识［5］。有学者认为，大体上说，波兰尼

所说的言传知识和意会知识分别相当于知识的客

表 1 意会知识与言传知识的特征

意会( 隐性、非编码) 知识 言传( 显性、编码) 知识

模拟量 数字量

下意识的和无意识的 规范表达的

不易察觉的 意识到了的

难于表达和言明 明确的

基于体验的 编码的

存于行为和相应的故事及叙述中 存于数据库和知识库中

主观的 客观的

难于定价的 可定价的

背景依赖的 去背景化的

洞察和领悟 推动和拉动

干中学 报告和学习课程

通过交谈和学徒转移 文本化转移

共享是自上而下的关系 共享是自发和友好的

观形态和知识的主观形态［7］。知识的主观形态

是一种内化于主体头脑之中以无声的语言符号操

作及概念转化为根本特性的信息组合过程和信息

储备形式。作为主体内容世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的知识的主观形态，是一个具有内稳结构的开放

的具有涨落变化特征的可塑造较强的可“膨胀”
系统。“知识的客观形态是指被主体客观化了以

物理基质作为中介形式、以文化传统和精神观念

作为信息编码内容的一种精神性存在系统，它是

物理基质的符号形式和精神基质的信息内容的客

观统一形式。”［7］知识的客观形态在一定意义上

有某种“客观精神”的特征。知识的客观形态同

主观形态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它脱离了人的

大脑、脱离了人的主体认知储备和认知活动，采取

了客观化的形式［7］。知识的客观形态是感性的

物质中介形式和知识信息内容的有机统一体［7］。
知识客观形态的意义，除了承载信息的形式是客

观的外，还隐含着另一种客观性，那就是知识中的

精神内容从其来源说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7］。
知识的客观形态，既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内在中介，

又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表征方式［7］。知识的主观

形态和客观形态是互为中介的。在主观形态和客

观形态之间，存在着知识客观形态的主体化和知

识主观形态的客体化双向互动式关系，也正是这

种展开过程，推动着人类知识的增长与进化［8］。
按照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三个世界”［9］的理

论，意会知识即知识的主观形态，属于“第二世

界”，即思维世界，而言传知识即知识的客观形

态，属于“第三世界”，即符号世界。例如，我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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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画家郑板桥所谓“胸中之竹”①属于意会知识和

知识的主观形态，“纸上之竹”属于言传知识和知

识的客观形态。又如，不善于语言表达 ( 甚至是

无法表达) ，也不识字的民间非遗传承人，以身

教、心授的模式传承给其徒弟的技艺，就是知识意

会知识，而徒弟将这些技艺用语言、文字记录下

来，则转化成了言传知识。

二、法理推导: 不同的知识对应不
同的法律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产生和发展

决定于经济基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因知

识的利用而产生的利益关系需要常态化进行分配

和介入时，就产生了知识产权法的客观需求。而

在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下，一些传统知

识例如本文所讨论的非遗濒临消亡、曲解等风险。
在此背景下，非遗立法客观需求产生了。

从知识产权角度讨论非遗保护的可行性及具

体尝试的研究，往往或多或少地具有解决非遗面

临的“反向歧视”问题的动机。所谓“反向歧视”，

是指非遗的拥有人( 持有人) 使用知识产权法保

护的知识不得不付费的同时，而持有人持有的这

些非遗却不能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只能被划

归为“公有领域”而被免费使用。这明显违背持

有人们的直觉: 都是“知识”，但却“同命不同价”。
然而，根据上文的分析，它们各自的本体即属性的

不同，并 非 相 同 的 知 识，即 二 者 实 质 上 并 不 同

“命”，这样一来，对它们进行调整的法律供给也

当然必将不同，即不同的知识决定了其应当适用

不同的法律来调整。以上相关研究的文献，一般

是忽视了作为知识产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调

整对象的知识的显著区别，而这是本文在上述意

会知识与言传知识的分类的基础上，需要深入讨

论的问题。
法律不能调整人力不能控制的对象，“能够

以编码的符号组合方式存储和传播是知识产权保

护的前提条件”［9］。这在知识产权法的三个主要

分支中分别体现为: 专利法保护的对象是具有实

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的产品或方法，方法显然能

够以文字或图案表达，而产品则依然是可以用文

字、图案等符号进行说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作品的法定构成要件之一

就是能够以有形形式进行复制。商标法保护的对

象是具有显著性的文字、图案、声音或气味等商业

标识。商业标识作为一种符号，其法定构成要件

具有显著性，具体而言，要求被保护的符号要么是

臆造的，要么是非臆造的，但已经获得区别于通用

符号“第一含义”的“第二含义”［10］。显然，商标

是从分别能被人类视觉、听觉或嗅觉感知的丰富

符号组合中，专门挑选出来，能够被相对精准识

别、重复或表达的符号。对照上述意会知识、言传

知识二分法，可以明确得出结论，专利法、著作权

法和商标法保护的对象明显具有言传 ( 显性、编

码) 知识的特征，例如，明确的、编码的、客观的等

等②。总之，知识产权法调整的知识是波兰尼所

谓言传知识、客观形态的知识、波普尔所谓“第三

世界”的知识或郑板桥所谓“纸上之竹”。而意会

知识、主观形态的知识、“第二世界”的知识或郑

板桥所谓“胸中之竹”，不是知识产权法预设调整

的知识。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

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包括: ( 1) 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 2) 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

技; ( 3) 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 4 ) 传统礼仪、节

庆等民俗; ( 5) 传统体育和游艺; ( 6 ) 其他非物质

文化遗产。”而根据该法第二条第二款“属于非物

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可知: 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只

作为载体之用，并不单独成为非遗的一部分。与

作为知识产权法保护对象的产品或方法、作品、商
业标识相比，作为我国非遗法保护范围的前述六

项遗产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是创作周期、贡献上的

传承性，它不像作品那样是著作权人在其一生中

某段时间内完成的，而是几代人努力创作的结果;

其二是创作主体的广泛性，它比知识产权的主体

性更广泛; 其三是状态的变异性 ( 活态性) ，它是

口传身授的活态文化，而专利权中的技术或产品，

著作权中的作品、商标权中的商标都应当是可以

稳定的状态; 其四，归属的共享性( 集体性) ，它往

往是一个团体的创造物; 其五，使用上的环境依附

性，它隶属于特定的环境。这些特征与上述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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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郑板桥认为画竹有三阶段: 从“眼中之竹”( “林中之竹”) 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 “纸上之竹”) 。他在画作《竹》的题

话中写道，“江馆清秋，晨起看竹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非眼中之竹也。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至于这种符号是称为信息，还是知识，与本文主旨无涉，故此处将二者在相同意义上使用。



知识的特征高度契合，例如，它们是下意识的和无

意识的、难于表达和言明、存于行为和相应的故事

及叙述中、主观的、难于定价的等。由此可见，非

遗的这些不同于作为知识产权法保护对象的特

征，构成了用知识产权法保护它的深层次、客观障

碍。

三、实证审视: 不同的知识对应不
同的保护思路

1. “保护”的不同含义

在保护知识产权及保护非遗的语境中，虽然

使用的表述形式完全一样，即“保护”，但由于如

上所述它们的本体各不相同，故而，其指代的符号

含义却并不一样，即它们指代的制度的方向并不

一样。
知识产权制度的原理是，将达到法定构成要

件的对象列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对其代表的

法定的符号利益进行合理分配，以鼓励新的符号

的创造。依此原理，知识产权视域中的“保护”，

对应的英文是“protect”，其含义是授予权利人排

他权，以鼓励其创造新的符号。知识产权( 保护)

的目的，通说认为是鼓励创造性智力成果的生产，

以及商品或服务与其来源之间联系的区分。质言

之，知识产权语境中，其保护的直接目的在于维护

专利权人、著作权人、商标权人的排他性经济利

益①，而促进社会整体知识总量的增加，只是其保

护的间接目的、附带或终极目的。私权保护的前

提，是界定保护对象及其范围，若无法界定，就得

承认无法进行私权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上述运

行原理与保护目的背后的法理依据是: 作为知识

产权调整对象的知识，可以言传或编码化，进而可

以识别、区分出来并划分权益的边界。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语境中的“保护”

的渊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UNESCO ) 制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UNESCO 在其公约中所

提出的“保护”，区别于知识产权法中的“保护”。
UNESCO 中“保护”的寓意是:“保存”( preservation)、
“维护”( safeguarding ) 和“加强”( enhancement) ，

主要是行政性的保护措施，即是国家从文化主权

出发对传统文化资源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和措施，

所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第一条立法目

的条款中使用的表述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保存工作，制定本法”。而知识产权法中

“保护”寓意是“开发”。当然，也要看到 UNESCO

对“保护”含义的扩大解释趋势。例如，UNESCO
于 1991 年成立世界文化和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

在 1998 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宣称，“文化产品和

服 务 不 应 像 其 他 商 品 一 样 处 理”。2004 年

UNESCO 召开的专家会议提出，“文化遗产和文

化服务业的文化价值优先于其商业价值”。2005
年 UNESCO 通过的《文化多样性公约》确认文化

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是并列的

和互补的［11］。这一保护内涵扩大的趋势同样也

体现在我国的理论及实践中，例如 2012 年原文化

部颁布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出，“在做好抢救与保护的前

提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经济资源加以合理

开发，科学利用其经济价值，在市场化、商品化的

时代背景下发挥其经济价值，实现文化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互动，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

促进保护。”
而作为全球保护知识最重要国际组织之一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WIPO ) ，并未对非遗保护中

的经济动机给予太多承认。WIPO 的成立旨在保

护非知识产权对象的知识( 即非遗这一类知识)

的遗传资源委员会 ( WIPO-IGC ) ，其经修订的目

标是: 承认价值; 增进尊重; 满足各社区的实际需

求; 防止盗用和滥用传统文化表达形式; 对各社区

赋予权力; 维护习惯做法和社区合作; 帮助保障传

统文化; 鼓励社区创新与创造; 按照公平条款促进

思想和艺术自由、研究和文化交流; 帮助实现文化

多样性; 促进社区土著人民、社区和传统及其他文

化社区的发展; 合法贸易活动; 预防未经授权的知

识产权; 增强确定性、透明度和相互信任［12］。
综上所述，非遗语境中，保护的直接、主要目

的是确保传承人传承的维系和非遗呈现活态，以

能够正常依附于其载体，顺利传承和共享。显然，

这是一种非金钱，甚至是实用功能不强的，但文化

功能却较强的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上述运行原理与保护目的背后的法理依据是，作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调整对象的知识，可以意会、
难以或不能编码化，进而难以识别、区分出来并划

分权益的边界。
2. 非遗与不同保护模式的兼容度不同

尽管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保护非遗，但二者的

兼容度不高，这就导致非遗保护不够全面和充分。
以专利法为例，授予专利的条件是满足实用性、新
颖性及创造性，而作为拟保护对象的非遗，即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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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知识产权的权能中包括有人格权内容，但它往往占比是微乎其微的。



难满足实用性，但往往碰到这样的障碍: 一方面，

因为其主体的团体性，会存在已经有申请人以外

的人在使用或能够在出版物上找到 ( 即公开) 的

情形，而难以证明新颖性; 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可

深度“开发”可能性，与现有技术相比，往往明显

缺乏创造性。以著作权法为例，拟主张权利的人，

要么因为只是集体创作团队中的一分子而无权单

独主张权利，要么因为已经接触过在先作品而不

满足作品的独创性要件，要么根本就是用已过保

护期的成果主张权利。再以商标法为例，通常认

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制度能够较好地保护非

遗，因而此种保护方法倍受推崇，不过，不得不承

认的是其毕竟不能直接保护非遗本身。总之，现

行知识产权制度与非遗的本体契合度很低，勉强

将二者搭配，“排异反应”明显。
因此，一些论者不得不论证知识产权具有开

放性，并寄希望知识产权制度的改良来证成知识

产权制度可以保护非遗的可行性。但是，即使假

定同意一些论者的观点，循着开发式保护的思路，

用知识产权法保护非遗，一方面给权利人带来经

济收益，另一方面为非遗的传统提供自生的经济

来源，从而增强其“造血”功能而反哺非遗保存、
传承。不过，我们无法否认目前如此实践的难度，

例如在国际上协调改良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非

遗，以美国为代表的不具有非遗资源优势的国家

会轻易同意么? 进而，也不能忽视如此实践可行

性障碍。例如，界定权益边界的难度及成本。又

如，假定不考虑在国际范围内努力，而是仅仅在一

国范围内改良知识产权制度以保护非遗，那么知

识产权制度一定程度上的排他性对非遗传承的阻

碍作用，是否会大于知识产权制度给权利人带来

的经济收益，以及为非遗的传统提供自生的经济

来源等预期制度收益? 显然，基于经济全球化、移
动互联网对信息传输空前便捷的时代背景，第二

种假设本身不能成立。
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设定私权，保护权利人对

特定知识排他性的财产权，以此补偿或鼓励其创

造新知识即新的符号的行为，其直接目的在于保

护权利人的财产权，并最终惠及社会整体知识增

长。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的直接目的是

传承人传承的维系和非遗呈现活态，换言之，其直

接目的是追求文化价值，而非经济价值，并最终为

社会整体知识增长提供可以共享的文化资源的基

础。申言之，知识产权制度即使改进后，也要直面

的事实是: 其制度优势在于保护言传知识、编码知

识，而不在于非遗;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才是为非

遗这类意会知识保护量身打造的制度。而且，从

我国人口大国、贸易大国的实际，从建设文化强

国、文化走出去刚刚起步的视角看，不宜将传承人

或团体权利人的权利过分扩大，甚至上升到“文

化遗产权”，进而将其私权化的高度。因为，一个

丰饶的公有领域，对社会整体福利和知识传播，同

样很有利
［13］。实际上，促进社会知识总量增加，

既可以以界定( 私人) 产权这种知识产权保护的

模式达成，也可以以其他模式，如共有或公有模式

来达成。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把部分区域性国

际组织或部分国家高强度保护非遗、将其私权化

的做法仓促拿来，盲目照搬。
诚然，以上论述并不能也无意否认知识产权

制度保护非遗的重要意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

及知识 产 权 的，适 用 有 关 法 律、行 政 法 规 的 规

定”，这为非遗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指出了方向。
尽管至今我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尚无保护

非遗的明确规定，尽管保护非遗不是知识产权法

的比较优势，但在明确知识产权法对非遗保护的

客观障碍的基础上，我们仍然可以在可为之处有

所作为。

四、结 论

上文通过引入哲学上知识分类方法，进行本

体溯源: 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属于编码知识，而非

遗保护的对象属于意会知识。在此基础上，依据

调整方法与调整对象相适应的法理，分析了知识

产权制度、非遗保护制度与各自调整对象本体的

契合性。换言之，非遗属性与知识产权法预设保

护的对象属性的不同，是非遗知识产权法保护障

碍的深层次原因。从实证角度，分析知识产权制

度和非遗制度中相同的“保护”称谓不同的现实

含义，并从不同保护模式与对象不兼容度的角度，

讨论现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遗尝试的局限

性，认为非遗保护中也不应过分突出知识产权的地

位，同时在明确知识产权法对非遗保护的客观障碍

的基础上，我们仍然可以在可为之处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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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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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aw era，the obstac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o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eserve further study． Based on the philosopher Polanyi’s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coded knowledge and tacit knowledge，it can be discovered that the ontology，or
the attribut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different from the attribute of the object protected b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It is the deep-seated causes for the obstacles of private law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which confirms the legal principle that the adjustment object determines the adjustment
method． From an empirical point of view，the different practical meanings are further analyzed of the same
appellation of“protection”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And the limit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xisting attempts are discussed to prote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protection modes and object
in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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