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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时代数字内容侵权中的“思想／表达二分”＊

徐珉川＊＊

内容摘要：数字内容生产的“众创”实践，引发了多样化的著作权非字面侵权争议。针对愈发复杂的数字
内容著作权纠纷，现有裁判实践对“思想／表达二分”的理解相对单一，在著作权侵权判定过程中通常将其简
化为著作权保护对象或权利范围的孤立判断。这一方面在法律效果上模糊了著作权个案中的具体权利界
线，极大压缩了“众创”条件下自由创作的合理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思想／表达二分”原则在著作权侵权
判定中的论理性功能长期被非字面侵权裁判实践所忽视，进而引发了对“思想／表达二分”规范价值的质疑。

著作权非字面侵权判定中“思想／表达二分”的适用，是一种三阶段结构，其构成方式与著作权侵权判定模式
紧密结合。通过三阶段的适用结构，“思想／表达二分”能够贯穿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各个环节，并对应发挥权
利对象区分、权利范围界定和行为性质认定的作用，从而实现著作权非字面侵权裁判论证的补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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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时代的数字内容产业中，由海量演绎性二次创作实践引发的著作权非字面侵权及其判定，是时下
著作权纠纷裁判的核心关注之一。“思想／表达二分”又是其中最为基础、最难统一认定标准的原则性规范。

构建“思想／表达二分”认定的具体标准，在高速变革的数字内容经济环境中，无异于缘木求鱼。本文将针对
“思想／表达二分”的框架性体系解释，重点关注“思想／表达二分”在侵权判定中的适用。通过厘清“思想／表
达二分”的解释构造，为著作权非字面侵权案件裁判中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提供更为清晰的论理逻辑。

一、当代著作权侵权裁判中的“思想／表达二分”

当代著作权纠纷正显现出其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有趋势。① 在著作权内容产业整体走向数字化、网络化、

平台化的大背景下，②除传统著作权直接侵权案件外，越来越多的著作权非字面侵权纠纷进入司法实践，成
为裁判的重要争议形式之一。相对复杂的案情，对裁判实践中著作权侵权判定规则适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其
中“思想／表达二分”适用的疑问尤为突出。

（一）“众创”环境中非字面侵权行为的扩散化
得益于互联网便捷的信息获取、传播渠道，数字内容创作传播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出版印刷时代的产业

运作形式。自 Ｗｅｂ２．０环境下用户创作内容的生产形式兴起以来，Ｖｌｏｇ、短视频、混剪、鬼畜等创作形式层出
不穷。利用在先作品进行业余、半职业化创作，已经成为互联网极为常见的创作方式。③ 即便在职业创作领
域中，使用经典或畅销作品改编电影、电视剧，制作周边产品，也已成为著作权内容产业极为普遍的商业模
式。作品衍生性使用授权许可费用，成为著作权人重要的收益途径之一。从数字内容产业整体看，以衍生性
二次创作为核心的内容拓展运营方式，大有超越甚至颠覆传统内容产品盈利模式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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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衍生创作形式的自身特质，决定了其必然存在更高的侵权风险。数字内容创作素材获取的便利性
带来的衍生创作浪潮，客观上丰富作品多元化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极大降低了抄袭剽窃的门槛。近年来“洗
稿”“融哏”“描图”“换皮”“缝合”等新颖形式，频繁出现在数字内容著作权纠纷中。侵权判定时“思想／表达二
分”适用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往往直接影响非字面侵权案件判决的统一性和可预见性，使得衍生创作活动的
潜在侵权风险，进一步扩散为非字面侵权纠纷的权益保障风险。“同案不同判”问题突出，不单影响到司法权
威，④更会实质性的影响著作权人权益，不利于充分发挥著作权司法保护功能。

（二）非字面侵权中著作权权益界分的多样化
衍生作品也是作品。衍生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合法性来源，首先自然是考察该作品的“独创性”要件，⑤

明确该创作成果具备著作权权利保护的基本条件。但衍生创作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行为直接关联在先作品
著作权人的演绎性权利。⑥ 这就决定了衍生作品著作权权利行使的界限，不同于原创作品著作权权利行使
的合法范围。仅明确衍生作品自身享有著作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并不能同时确定衍生作品传播、利用的合
法范围。一方面，著作权法对衍生性创作中的创造性智力成果需要给予保护。另一方面，在先作品著作权合
法权益也应当获得充分实现。衍生创作对在先作品要素的利用，在何种程度构成对在先作品合法权益的侵
害，就会转化为著作权非字面侵权的纠纷。而对于进入非字面侵权案件裁判中的纠纷，两造诉争的焦点，就
必然表现为衍生作品同在先作品之间权益界线的划分问题。

衍生创作一般会使用在先作品中不同类型的要素，并适度加以改变、转换或增添新内容来完成创作。例
如众创活动中的“同人”创作，⑦以追求一定程度上与在先作品的“相似”为特征。在先作品中最具识别性的
关键要素，往往成为利用的对象。比如使用原作角色设定、背景设置或是原作中代表性的特定细节。这些在
读者或者观众眼中标志性要素的使用，构成了衍生创作的艺术魅力来源。如果消费者无法识别衍生作品是
针对哪部在先作品的衍生性创作，这类创作就无法实现其原本的创作目的。但是衍生作品这一特性，使其与
原作之间的“相似”难以免除著作权侵权的质疑。⑧ 衍生创作直观上常游走于侵权与不侵权的灰色地带，针
对具体数字内容产品具体权益的判定结论，完全要依靠个案裁判中对具体事实的认定情况。

因此，衍生作品在创作方式和创作形态上的多样性，使得具体涉案衍生作品与在先作品之间的著作权权
益界分，也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个案样态。衍生作品是否构成侵权，需要考察衍生创作所使用的作品要素是
否属于独创性“表达”，再比较涉诉作品争议部分的表达是否“相似”，进而在规范层面上判断这种“相似”是否
属于“实质性的”，才能得出侵权与否的判定结论。⑨ 不同类型衍生创作方法以及对原作要素的不同利用方
式，决定了对原作权益范围的确定以及实质性相似与否的判断，需要结合涉案作品本身情况，对事实认定和
规范判断标准加以调整。衍生创作的多样化情形，由此进一步延伸为案件裁判中规范认定的多样性，并最终
在不同案件的判决结论中将这种多样化特性传递到涉案作品权益层面。“千人千面”既是数字内容衍生创作
侵权纠纷的常态，也是其关联非字面侵权规范判断的常态，更是衍生作品与原作之间权益界分的常态。

从事实的多样性到规范认定的多样性，再到权益界定的多样性，决定了通过抽象规则直接确定衍生创作
活动中各方主体相关权益的配置，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裁判者在案件判决中适用著作权法规则，承载了个案
裁断以外更多的规范性功能。特别是新兴数字内容产品非字面侵权的案件中，更加考验裁判者对著作权规
则解释适用、著作权规范功能意涵以及著作权权益制度价值的深刻理解。

（三）“思想／表达二分”适用的规范化功能
侵权与否，本质上还是规范性的判断。外观存在“相似”，并不意味着衍生作品就必然构成著作权侵权。

侵权判定过程中“实质性相似”的判断，需要明确导致涉诉作品“相似”的感观来源，究竟是“思想”还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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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采用不同创作形式的衍生作品，利用在先作品要素的情况多样，是否能够将侵权的“相似”归因于利用
了在先作品的“表达”，要结合具体事实才能得出相对明确的结论。非字面侵权裁判借助“思想／表达二分”来
裁断衍生作品的侵权纠纷，不仅是要确定在先作品要素属于受著作权保护的范畴，也同时是对涉嫌侵权的衍
生作品中构成著作权侵权“实质相似”部分的认定。在判定过程中，“思想／表达二分”的论证，为侵权与否判
决结论提供关键论理依据。

司法实践对“思想／表达二分”的规则适用已无疑议。但是裁判中“思想／表达二分”解释适用的标准，仍
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各个不同案件的判决中，“思想／表达二分”的具体适用情况相对复杂，很难系统梳理
出相对明确和一致的解释标准。而缺少统一标准的规则适用，客观上无疑增加了非字面侵权判决的不确定
性。数字内容衍生创作活动对潜在侵权风险难以预测，直接影响数字内容创作实践范围的自我界定。缺少
相对稳定的规范预期，衍生创作合法界限不清晰，既不利于在先作品著作权保护，也不利于数字内容平台上
海量非专业性创作行为的自我调整。�10 从更为宏观的数字内容产业层面看，对整个数字内容商业实践和具
体商业模式的运行也会构成不利影响。

因此个案裁判中适用“思想／表达二分”，不单是个案侵权与否的判断和证成，同时也是衍生作品与在先
作品各自权益合理范围的界分。个案判决中“思想”“表达”的区分标准，发挥着类型化规则适用的规范功能。
至少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法官对于同类案件尽量采取相互包容的裁判标准，从而规范司法裁量的制度化要
求。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表达二分”的个案适用，实践中就具有超越个案判决结论的更普遍规范性意义。

二、“思想／表达二分”一元化适用困境

“思想／表达二分”是著作权法上的基础性原则。�11 从规范性功能看，“思想／表达二分”具体适用标准不
能仅以个案裁判需要作为自身解释的唯一考量因素。不同适用情境中应当采用何种标准的司法选择，要同
时考虑著作权权利合理范围的体系化视野，对具体适用的认定结论作出制度性权衡。

（一）“思想／表达二分”的去规范化风险
按照著作权法学理的通常理解，作为规定著作权一般权利客体范畴的原则性要求，“思想／表达二分”是

特定对象“可版权性”，也即某种智力成果能否成为著作权保护对象的决定性要件之一。�12 在著作权侵权纠
纷语境中，原作中角色形象等可独立出来加以利用的作品要素，�13或者是作品包含的独立画面、音乐等要
素，�14要么能够从复合作品中完整分离出来作为独立作品，要么属于著作权法上的“表达”，当然应受著作权
保护。但是对于数字环境中衍生性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规范性判断而言，则需要重点考察衍生作品
“使用”原作的具体情况。�15 因此在个案侵权判定过程中，“思想／表达二分”规定了原作要素应受著作权保护
的范围。�16 著作权非字面侵权诉讼适用的“思想／表达二分”规则，不只是于请求权基础层面确定权利保护的
对象，同时还涉及界定涉诉对象上具体权利覆盖的合理范围。

衍生创作，字面上直接使用原作表达的部分相对而言较少，新创作表达构成作品的主要部分。因此至少
在字面侵权意义上，很难直接做出衍生创作数字内容产品与原作之间“实质相似”的认定。而从非字面侵权
的角度，需要借助对作品的“抽象”，明确特定作品中“思想”“表达”间的具体界线，才能够做出是否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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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17 以武侠作品为例，金庸作品中具体情节和表述属于最基础的“表达”，武侠类题材显然属于“思
想”，作品的故事结构、情节发展、角色形象性格、人物间关系的设定等作品的组成要素，则属于两端间的某个
抽象层次。�18 这些要素属于“思想”还是“表达”，还有待裁判中结合具体案情来进一步加以确定。个案纠纷
的具体认定，并没有普遍意义上清晰明确的适用标准，能够一劳永逸的区分作品的“思想”和“表达”。�19 法官
在裁判中适用“思想／表达二分”，似乎总是需要对“思想”“表达”各自概念外延作出界定。�20 这就导致了界定
结论极高的不确定性，以至“思想／表达二分”本身的规范性功能都受到了质疑。�21

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作品整体，著作权规范通过对“思想”“表达”的区分来否定部分创作成果的“可版权
性”，从而将其排除在著作权保护范围之外。但正如有观点指出，某些直观形式上符合作品特征的作品不受
著作权保护，其背后的理由在于符号功能层面上内在的经济逻辑，消解了“通用表达”由权利人个人独占的正
当性基础。因此，所谓作品中的“思想”，不过是裁判论证采用的“修辞”，并不具备实质性的规范内涵。�22 “思
想”界定难题正源于此，特别是面对人物角色这类作品构成要素的著作权保护依据问题时，具体著作权权利
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23 如果无法准确界定著作权法上的“思想”，那么通过确定“表达”所涵盖的具体范畴，
似乎也能够解决作品特定要素是否应受保护的问题。�24 正因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遵循“思想／表达二分”，现
行《著作权法》并没有为作品提供抽象上的保护，取而代之的是“作品表达”整体作为权利保护对象：“著作权
法所保护的是作品中作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25 在认定为“表达”的前提下，为情节、角色等要素提供保
护。�26 作品要素保护从属于作品保护，或者更准确的说从属于“作品表达”的保护。即便对“表达”进行界定，
也无法真正将其从“作品”中完全分离出来。个案裁判依然需要解决实际涉案作品中的合理区分问题，仍然
要面对“思想／表达二分”具体适用的潜在修辞性而非规范性的倾向影响。

（二）“思想／表达二分”的描述性解释
在著作权权利“保护”的思维模式中，《著作权法》为作品中要素提供的是同作品整体一致的权利保护形

式。由“作品—要素”这种一元化分析模式来确定“可保护对象”，很容易将“可版权性”的规范认知，通过“思
想／表达二分”的适用，传递到著作权侵权判定的整个论证逻辑环节之中。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思想／
表达”的界定难以做出客观判断。�27 因此，单纯从权利对象或保护范围视角理解适用“思想／表达二分”规则，
必然会极大受限于通过“思想”“表达”界定“保护对象”的逻辑，也就不可能摆脱“思想／表达二分”规则内在概
念的固有模糊，�28从而使规则的修辞性遮蔽了规范性。

对于著作权非字面侵权，涉诉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同在先作品之间构成“实质性相似”，是裁判的主要争议
焦点，“实质性相似”判断最为核心。�29 海量数字内容创作成果中或因巧合意外或是模仿借鉴，难免存在雷
同、近似。但若是要将所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情形，都放到著作权侵权判定中去考量，最终构成著作权侵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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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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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Ｓｅｅ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４５Ｆ．２ｄ１１９，１２０（２ｄＣｉｒ．１９３０）．
参见王迁：《同人作品著作权侵权问题初探》，载《中国版权》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同前注�12，卢海君文。

参见李雨峰：《思想／表达二分法的检讨》，载《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参见熊文聪：《被误读的“思想／表达二分法”》，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同前注�21，熊文聪文。

同前注⑤，梁志文文。

同前注�12，卢海君文。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８１号，“张晓燕诉雷献和、赵琪、山东爱书人音像图书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最高
人民法院（２０１３）民申字第１０４９号民事裁定书。

同前注�12，卢海君文。

同前注�20，李雨峰文。

Ｓｅｅ　Ａｍａｕｒｙ　Ｃｒｕｚ，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Ｂｉｇ　Ｉｄｅａ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Ｍｏｄｅｒｎ　Ｒａｍ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ｏｆ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ｉ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Ｌａｗ，Ｆｌｏｒｉｄ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８，１９９０，ｐｐ．２２４－２２５．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粤０１０６民初１２０６８号民事判决书。



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30 由于著作权是对作品“独创性表达”的保护，�31因此我们将构成侵权的“相似”情形，
限制在“表达”的范畴之内。�32 著作权侵权只是作品“表达”层面“实质性”的相似。�33 著作权侵权判定，在先作
品和涉嫌侵权作品间进行“实质”相似比较，�34需要将著作权所保护作品的整体中不应受保护部分加以排
除。�35 在这个前提下，“思想／表达二分”将涉诉作品中“思想”“表达”特征丰富化，并同时赋予其规范性。使
“二分”的抽象规则解释，转而成为能够在侵权裁判个案中适用的可操作标准。

个案涉诉作品的具体事实情况相对明确，案件判决最终必然要确定下来涉诉作品中属于“思想”和属于
“表达”的部分。但是如果将这个裁判逻辑简单理解为“对象化”的处理思路，过度扩张“二分”判断结论，则很
容易使建立在特定案件事实上具体结论的规范性意义，扩张为相对普遍的裁判标准。�36 而“思想／表达二分”
确定著作权保护对象的规范意义，也不自觉渗透到个案法律判断之中。“思想”“表达”的区分性结论，被混淆
为某个特定的抽象层次或要素成为著作权保护对象的“可版权性”判断标准。对于侵权纠纷个案中出现著作
权保护的“新类型”“新对象”，理论和实务中似乎更习惯以对象化的方式来对相关规则的解释适用问题进行
考察，�37学术讨论和裁判说理更倾向于将相似性认定的某个特定作品层次或特定要素固定下来。�38 将具体判
决涉及的对象区分结果进行一般化处理，试图从中获得更具有普遍性，能够相对广泛参照适用的裁判标准。
但是在这种逻辑下形成的标准，本质上是基于“对象”本身特性的描述性标准。它与涉诉作品的表现类型、创
作形式以及最终呈现方式等具体情况紧密关联，一开始就丧失了潜在普遍适用标准的规范功能。

（三）“思想／表达二分”描述性解释的负面效果
从纠纷中权利对象的客观特征出发，将社会实践中的新问题加以总结归纳，形成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

规范适用方法或标准，无疑对我国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功能性意义。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成文法的滞
后，既发挥了规范不同个案间的裁判尺度作用，也起到限制裁判者主观局限或偏见的功能。�39 裁判实践偏爱
对象类型标准，与知识产权法的观念也有一致性。�40 正因为“独创性表达”的抽象属性，使得司法实践在具体
适用时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客观解释。因此，不论是确定不同作品法定类型及其涵盖范围，还是界定作品中
的抽象层次或创作要素的“可版权性”，都是类似的客观化努力。

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将权利保护范围的法律判断，转变为事实的认定。作品的衍生性使用行为，借助“思
想／表达二分”确定的非字面“表达”，超出了原有权利的控制范围。不仅覆盖涉诉作品字面相似，还包含了未
来可能被归入非字面“表达”控制下的新创作成果。这就造成几乎所有衍生创作，始终要面对高度僵化状态
的授权许可壁垒。非字面表达确定的类型化标准，越是将各种抽象层次或特定要素从作品整体中分离出来，
就越有可能造成原作和衍生作品间权利的交织和重复。排他性权利在抽象资源上的过度配置，也即“反公地
悲剧”，�41在衍生创作的实践中愈发常见。近年来，著作权人主张对衍生性创作加以更多限制的大量诉争，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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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１９页。

同前注�25。

参见李琛：《树·阳光·二分法》，载《电子知识产权》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同前注�28，Ａｍａｕｒｙ　Ｃｒｕｚ文，ｐ．２３６．
同前注�16，Ｍａｒｋ　Ａ．Ｌｅｍｌｅｙ文，另可参见吴汉东：《试论“实质性相似＋接触”的侵权认定规则》，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８

期。

参见卢海君：《版权客体论》，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页。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综艺节目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
答〉的通知》，载《中国版权》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参见陈林林：《裁判上之类比推论辨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参见“刘三田诉周梅森等《人民的名义》著作权侵权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沪０１１５民初８４５５１号民事判
决书。

参见张骐：《论类似案件的判断》，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Ｓｅｅ　Ｂｒａｄ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Ｌｉｏｎｅｌ　Ｂｅｎｔｌｙ，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１７６０－
１９１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３９－４１．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Ｈｅｌｌｅｒ，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ｏｍｍｏｎ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ｘ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１１，１９９８，ｐ．６２１．



后动因也部分来源于此。�42 当然这并不是说侵权判决确定下来的作品中特定要素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判
断，获得了与具体权利内容相一致的规则效力。本质上，两者依然处于著作权权利结构的不同层面，处理不
同法律性质的问题。但只要依然受限于“思想／表达二分”描述性的解释结构，衍生创作者必然面临这样的困
境：除改编权等著作权演绎类具体权利内容控制范围之外，在原作品上划定出的抽象层次或特定要素，也同
样以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利范围形式，出现在侵权判定裁判的更具一般性的整体权利框架中。诸如情节设置、
故事背景设计、人物角色形象等，成为涉案对象在侵权判定中具备直接适用效力的通用标准。而其规范性后
果，必然是将原作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独立出来，成为能够单独规制的对象。衍生创作活动能够合法存在的空
间，就相应被大大压缩了。

（四）“思想／表达二分”描述性解释的规范局限
针对特定案件情形补充相对体系化的涵摄规则，从而有效勾连个案中的具体事实与一般规范，当然是保

障个案判决中正确解释、适用规则的基本方法。�43 著作权侵权纠纷裁判的特殊之处，在于著作权权利本身不
断受到新对象、新实践的冲击。权利对象不断更新变化，既有规则针对新对象的具体适用标准的需求更加凸
显，这给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具体裁判带来了规则适用上的压力。裁判者立足于司法实践归纳总结出对象的
特征，进而类推补充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类型化判断标准，就成为纾解裁判中规范解释压力的重要手段。但
裁判者对这种解释路径的依赖，很容易忽视其潜在规范性局限。

从具体对象的角度提供类型化标准，是建立在具体作品类型基础上的。不同类型作品，只能采取不同的
“思想／表达”区分标准。如文学作品需要明确具体描写、角色设定、故事情节乃至更为宏观的类型、风格；美
术作品则需要区别素材、构图等形成图像的要素。即便属于同一种作品类型，不同表现手法也使区分“思想／
表达”时存在不同关注。�44 对这些具体对象加以考察后得出的判断结论，即便尽可能进行提炼，依然极为庞
杂和琐碎。相较于“思想／表达二分”的原则性规定，针对案件对象类推适用这些具体标准，实质是将相对模
糊概括的原则解释，转换为对象特征意义上类型化标准的涵摄。直观看，其提供了客观的参照标准，试图克
服“思想／表达”区分时存在的任意性。但是繁杂标准适用涉诉作品具体情况，依然摆脱不了法官运用涵摄方
法时的主观影响。�45 改变适用方式的同时，天然继承了“思想／表达二分”一元化规范结构。

“思想／表达二分”本质上带有强烈政策色彩，体现裁判对著作权规范目的及价值追求上的衡量。�46 因此
不存在抽象上确定的作品“思想／表达”。�47 著作权侵权纠纷中“思想／表达”的具体界定，很难摆脱具体纠纷
中对各方权益的权衡，案件裁判得出的判断结论的规范性意义是孤立、个别的。基于个案作品及具体情况所
确定下来的“思想”或“表达”，并不当然扩张成为具有普遍规范性意义的可类推适用标准，更遑论通过“思想／
表达二分”一元化规范适用，而使得某种作品抽象层次或特定要素独立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48 当然，从
制度设计的角度上看，“思想／表达二分”确实是解决一般著作权权利对象“可版权性”问题的核心规则。�49 但
是借助这一规则确定的具体作品抽象层次或要素是否属于“表达”，其规范效力只能限定在特定案件中，不能
当然形成一般性标准。

对于侵权判定而言，“思想／表达二分”及其衍生出的抽象规则，本身就已经是相对具体的适用标准了。
尽管该标准在脱离具体案件所涉作品的实际情况时，看起来相对含混。�50 确定特定抽象层次或作品要素应
受保护的观念，不论用以阐释的理据为何，大多能追溯到“抽象测试法”的解释。�51 但是在侵权判定过程中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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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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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浦民三（知）初字第８３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８页。

参见（２００８）陕民三终字第１６号判决书。

参见李雨峰：《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载《知识产权》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同前注⑨，崔国斌书，第３９页。

同前注�35，卢海君书，第１８页。

同前注�42。

同前注�35，卢海君书，第２７页。

参见何怀文：《著作权侵权的判定规则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０－１２页。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４５Ｆ．２ｄ１１９（２ｄＣｉｒ．１９３０），ｃｅｒｔ．ｄｅｎｉｅｄ，２８２Ｕ．Ｓ．９０２（１９３１）．



定“实质相似”比对的范围，并不表明二分法确定的某个抽象层次或作品要素本身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可版权
性”。�52 换句话说，个案中特定作品的“思想”或“表达”所涵盖的具体范围或特定要素特征并不具有适用标准
的意义，只有对二者加以“二分”的区分方法才具有相应的规范价值。

三、“思想／表达二分”的三阶段适用结构

（一）“思想／表达二分”一元化适用的克服
“思想／表达二分”一元化规范结构下的解释适用，导致该规则以涉诉对象所具有的类型化特征，误用为

侵权判定的客观标准。对象化标准扩张到著作权侵权裁判的解释适用中，就会将著作权侵权判定中前置性
权利确认层面“著作权不保护思想”的判定，同后续“使用作品行为”的性质判定混为一谈。而两者混淆最直
接的规范性后果，则是使得侵权判定中涉诉作品“实质性相似”比较的司法判断，与权利前置性审查�53中的
“可版权性”问题交织在了一起。

一般而言，相对简单的字面侵权情况中，两种不同规范层面上的“思想／表达二分”适用差异表现的并不
明显。将不同规范层次的“思想／表达二分”各自作为判决理据所带来的规范效果上区别，可能还不足以导致
最终判决结果的显著差异。但是对非字面侵权纠纷的裁判而言，涉诉作品及其要素的“可版权性”以及“实质
性相似”的双重判定结构，使侵权判定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在衍生创作情形下，原作及其后续衍生作品在
单纯权利客体意义上的“可版权性”认定，并非案件核心争议焦点。在对衍生创作行为进行侵权判定的逻辑
中，原作和衍生创作作品整体上各自成为“作品”，获得独立著作权权利并无争议。但利用原作要素进行衍生
创作，后续创作出来的新作品对于原作的使用行为是否应受，在多大程度上应受法律的负面评价，才是这一
类纠纷裁判需要聚焦的核心。衍生创作使用原作要素行为的规范性质，尤其是该行为在著作权侵权意义上
的法律评价，才是衍生作品个案裁判中“思想／表达二分”适用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从更为宽泛的创作活动层面来看，任何作品多少都是建立在先前既有作品的“思想”或者“表达”之上
的。�54 这也是“可版权”客体排除明显属于“思想”智力成果的主要原因。�55 而衍生创作活动之所以更为特殊，
恰恰在于它明确，甚至是刻意使用了原作中要素作为自身创作的基础。在两个作品均拥有独立著作权的前
提下，衍生创作实现自身权利时就需要结合原作著作权作区别处理。涉及“非法”使用原作要素的情形，就需
要获得原作著作权人的许可，否则构成侵权。若是属于“合法”使用，就可以归为“自由使用”的范畴，�56而不
受原作著作权的限制。在著作权侵权判定过程中适用“思想／表达二分”，也正是为“合法／非法”的抽象区分
提供相对确定的判断标准，将概念上相对抽象的“思想／表达”，还原为针对涉诉作品“是／否实质性相似”这种
客观层面上的判断。�57

（二）侵权判定语境中“思想／表达二分”的解释性进路
“思想／表达二分”区分标准的客观化，不应当等同于该标准适用的客体化。克服“思想／表达二分”一元

化的不利影响，消除个案判决“二分”具体结论的规范性扩张，需要在规则解释和裁判逻辑层面寻找更加可靠
的规范合理性基础。

首先，“思想／表达二分”具体认定标准作为裁判规则，并没有制定法条文上的直接支持。根据《著作权
法》的规定，衍生创作成果利用受限于原作著作权。�58 衍生创作所涉及的著作权纠纷，主要关联著作权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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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34，吴汉东文，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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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著作权的边界：信息社会著作权的限制与例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７页。

同前注�28，Ａｍａｕｒｙ　Ｃｒｕｚ文，ｐｐ．２４８－２５０．
同前注⑥，王迁书，第４９页。



产性权利的具体权利内容，其权利性质当然具有排他性。�59 如果说原作著作权具体财产性权利内容提供的
排他性控制，建立在既有作品范围之内，那么，超越了个案裁判客体层面上对象化的“思想／表达二分”判定标
准，就使得原作权利最终能够实现的权利控制范围，拓展到原作既有著作权权利范围之外。在“作品权利”提
供的相对概括权利范畴中，除了具体权利内容对衍生性使用作品行为的规范性控制力，还不得不将“思想／表
达二分”区别出来的特定作品要素上权利的规范效力纳入到侵权判断的考察范围之中。

显然，这种规则适用的规范效果并不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则意旨。反观国内外的相关司法实践，裁判者
面对类似衍生创作引发的纠纷诉争中，也总是在既有作品合法著作权权益保护与后续创作空间充分保障这
二者间小心拿捏平衡。�60 从“思想／表达二分”审判实践中的解释适用以及相关学说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这
一规则始终将著作权领域中新旧创作间各自权益的平衡，作为其在实践和理论上持续演化的重要动力。毋
宁说，围绕“思想／表达二分”的绝大多数法律争议，本质上源于著作权规则通过不同权利配置方案调整具体
创作行为时，不得不兼顾两种不同价值面向所形成的规范实践张力。在这个意义上，对“思想／表达二分”的
认识和理解不能是虚无主义的。不能将规则提供的规范解释力，庸俗化解读为简单服务于功利性目标的修
辞工具。�61 另一方面，“思想／表达二分”的个案解释适用，更不能陷入现实操作标准的教条，试图将“二分”判
断的具体结论固定为类型化情形，而回避个案中较为棘手的法律价值判断争议。

其次，从更一般性的理论基础上说，通过“二分”模型处理作品及其要素的具体权利保护范围的理论正当
性，已经具备相对充分的逻辑基础和理论传统。�62 当下法律争议的核心关键，还是在个案裁判实践中如何更
为妥当的处理后续创作行为和既有创作成果之间的权益关系。“思想／表达二分”这种直观上相对抽象含混
的原则性规定，实际上为裁判者在诉求高度多样化的著作权权益网络中寻求个案裁判合理解决方案，提供了
重要的规范性解释工具。意图要准确理解、适用“思想／表达二分”规则，就无法脱离个案裁判自身的司法实
践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思想／表达二分”在现实规则运行情境中呈现的规范性构造，同著作权侵权纠纷的
裁判思路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由著作权侵权判定的论证逻辑结构所决定。

因此，始终将规则解释的关注聚焦侵权裁判司法实践，是“思想／表达二分”裁判适用的实践性基础。一
方面，“思想／表达二分”在制定法层面提供受著作权保护对象的抽象界定原则。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二分”
的规范性解释，在个案具体裁判中确定合理的“实质性相似”比较的基本范围。前者主要处理著作权侵权判
定中前置性权利基础范围的界定，后者服务于涉诉衍生作品对原作要素使用行为的法律性质判断。尽管可
能多数案件的具体判决情形中，两种不同性质适用阶段之间的划分并不清晰明确。根据具体案情的差别，裁
判中可能仅有部分判定环节会成为集中处理的争议焦点，或者判决论证并不直接将侵权判定的具体环节明
确加以区分，而采用侵权与否的整体论述方式来阐明判决依据。

但不论判决论证的呈现方式如何，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基本逻辑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正是由于几
乎所有侵权裁判的判决结论背后，都遵循着相同的侵权判定论证逻辑，“思想／表达二分”的解释适用，总是会
显性或隐性的呈现出同著作权侵权判定逻辑相一致的规范构造。尽管在严格意义上，目前学界对于著作权
侵权判定的基本规则构成，并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结论。但是侵权与否的判定，需要通过多个规范上的论证
推理环节来加以展开，这一点并不存在争议。因此，在具备多个规范层次的著作权侵权判定逻辑中，如何形
塑“思想／表达二分”的规范结构，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的问题。

（三）“思想／表达二分”三阶段适用的构成基础
试图深入分析司法运行实践中“思想／表达二分”的规范构造，就不能脱离著作权侵权判定自身所具有的

特征。著作权权利相对一般民事权利的特殊性，决定了著作权侵权同一般民事侵权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63

这种特殊性于个案裁判实践中的直接体现，就是著作权侵权判定有其特定的判定构成要件。根据经典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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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１７页。

参见蒋舸：《论知识产权许可费损失的计算》，载《东南法学》２０２０第１期。

同前注�21，熊文聪文。

同前注�28，Ａｍａｕｒｙ　Ｃｒｕｚ文。

参见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４４－２４６页。



产权的理论，知识产权侵权通常理解为对专有权利控制范围的侵犯。�64 侵权与否判定的关键，更多表现为裁
判者需要判断涉嫌侵权的具体行为，是否属于侵犯著作权专有权利范围的“不法行为”。个案裁判的具体判
定结论，需围绕着涉嫌侵权作品对原作品的使用情况做出法律上的判断。

进一步讲，使用原作行为“不法性”的判定，也即涉诉作品之间“相似性”是否满足了“实质性”程度的判
断。�65 而这种“程度”上的判断，也即对涉嫌著作权侵权行为对原作“作品价值”所造成影响的规范性评价。
这里同时涉及到衍生创作使用原作品的行为本身及该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两个层面的考量。尽管表述上采用
“是／非实质性”二元区分的表述方式，但是在字面上表现出来的单一化逻辑，更多是由于文字表述的天然局
限，而非审判活动中裁判者对具体行为进行法律判断时内在规范思维的真实呈现。正因为这种规范性评价
针对的是“程度”问题，具体界定时难免会存在标准模糊，相应判断结论难以统一的情况。这就使得著作权侵
权判定，更加依赖较为严谨的论证结构对裁判推理过程给予一定控制，以避免自由裁量的因素过多影响到不
同案件之间规则适用的一致性。而在著作权侵权裁判中得到普遍适用的逻辑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也就为“思
想／表达二分”规范结构提供了必要的稳定性。

相对于一般性的民事侵权认定方法，著作权侵权判定规则的主要规范任务，是将原则性的侵权构成要
件，具体化为裁判中适用的推理逻辑及相应认定标准。要将一般民事侵权抽象行为，具体化为判定著作权侵
权纠纷中相关事实行为属于特定著作权专有权控制范围的“未经许可使用作品”行为的判定标准。衍生创作
侵权纠纷中，由于最终的法律判断依赖于在涉诉对象层面上明确法定权利及侵权行为各自的具体范围，从而
将涉嫌侵权衍生作品同侵权行为事实统一起来。

（四）《民法典》时代“思想／表达二分”三阶段适用的构成形式
从当前世界范围内主流著作权侵权裁判实践情况看，总体上存在两种表述不完全一致，但本质上是相近

论证结构的侵权判定逻辑。一种是英美法系司法传统下使用的“复制（使用）行为”加“实质性相似”模式；�66

另一种则为大陆法系和我国主要采用的“接触＋实质性相似”模式。�67 尽管在字面上两种模式均使用“实质
性相似”判定要件，但两种“实质性相似”各自对应的规范内涵并不完全一致。

在我国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审判实践语境中，通常由“接触”要件对涉嫌侵权的使用原作行为进行初步判
定。由于使用原作的确切事实行为，通常情况下缺少直接证明方法，因此利用接触后存在使用可能性这一基
本条件，再进一步结合涉诉作品之间存在“实质性相似”情形来形成具备高度盖然性的法律推论。而判断该
行为属于著作权侵权上的“不法行为”，则属于“实质性相似”所涵盖的涉诉作品之间“相似”程度的判断。在
美国普通法司法传统中，司法实践处理著作权侵权构成的问题，则是将判定逻辑区分为使用作品的行为以及
该行为性质的认定两个环节。两种著作权侵权判定模式的各自优劣暂且不论，单就针对“思想／表达二分”规
范结构的分析而言，两种差异化的司法传统均清楚表明著作权侵权判定的推理，决定了“思想／表达二分”应
当至少具备两个不同层次的规范性构造。

因此，在著作权侵权判定情境中对“思想／表达二分”的规范性适用，需要同时在具体侵权行为和侵权行
为结果两个不同的侵权判定层面发挥其规范性功能。也即是说，“思想／表达二分”需要为“相似”与否以及该
相似“实质”与否这两种法律上的判断，提供相应的妥当认定依据。至少在我国的著作权侵权判定本土司法
实践中，“相似”判断承担着将个案事实与侵权行为有效关联的规范作用。除直接字面抄袭可能涉嫌侵权的
情况外，裁判实践中几乎所有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判定都需要转换视角，使具体使用作品行为的认定变成对于
涉诉作品外在呈现情况的判断。“思想／表达二分”针对涉诉作品具体情况，提供了规则适用上的二元逻辑框
架，裁判推理能够通过“从表达到思想”的“抽象”来确定一个相对明确的“点”。在涉及著作权非字面侵权的
司法判定时，由于“相似与否”的判断原本缺少清晰的具体标准，因而往往表现为主观色彩较强的权衡。通过
“思想／表达”间区分的“抽象点”的确定，“相似”的判断标准得以具体化，从而能够部分摆脱严重依赖法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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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迁、王凌红：《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页。

参见王春燕：《作品中的表达和作品间的实质性相似》，载《中外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同前注�16，Ｍａｒｋ　Ａ．Ｌｅｍｌｅｙ文。

同前注�34，吴汉东文。



由裁量的规则适用困境。而对如何判断“相似”的问题，“思想／表达二分”适用时所体现出来的规范性质变
化，是从行动事实认定到对象表征认定的变化。

与之相对的，相似“实质”与否的判断，则是“思想／表达二分”规范性质变化的另一面。由于涉诉作品之
间使用作品行为在事实层面上的“相似”认定问题已经解决，因此进一步对使用原作行为的性质上评价，也即
进行相似“实质”与否的规范性价值判断。�68 这就要求裁判者将“实质相似”判断在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做进一
步功能性的延伸，从“相似程度”的事实性判断拓展到“相似实质程度”的价值性判断。在个案裁判实践中，该
判断具体表现为对涉诉作品间通过“抽象点”所确定的不同抽象层次进行比较，进而评价它们之间的相似是
否达到了“实质”的程度。

“实质性程度”判断之所以属于法律上的价值判断，关键在于这种判断就其所指向的侵权判定规范功能
而言，并不仅仅只是简单对涉诉作品之间在客观层面上相似性的“量”和“质”等因素间的直观比较。�69 在具
体个案中，涉嫌侵权作品与原作间“相似”的“实质性”程度判断，一方面需要通过对有关涉诉作品事实情况上
的具体相似情形客观表征加以考察，明确“相似实质性”程度的比对基准。这里的基准不同于“相似”判断的
比较范围，而是“实质性”作为一种程度性判断，在逻辑上当然需要提供相应的参照基础。另一方面，在“实质
性相似”判定的“实质性”程度判断规范目标，是在著作权侵权意义上对使用作品的行为性质加以认定。由于
“实质性”程度判断本质上并非简单的事实认定问题，很难仅仅通过证据上提供的证明，就能够得出妥当的判
断结论。�70 因此，尽管个案中“实质相似”的具体司法认定，在直观上是在客观层面比对两个作品之间相似的
程度，但其达到了“实质性”的判定结论，还需要规范性价值判断渗透在司法认定的论证过程之中。这样，裁
判者才能够真正确定对涉嫌侵权作品在客体层面比较所得出的结论，体现了特定使用作品行为在著作权规
范层面上的何种特性，从而确定该行为在规范性质上是否属于著作权侵权行为。

具体来说，确定相似“实质性”判断的比对基准之后，涉诉作品之间相似“实质性”的这种程度意义上的判
断，是裁判者对涉诉作品客观事实在认知层面上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过程。�71 因此，这个规范性评价是综合了
多种因素所进行的高度整体性的司法权衡。结合个案特定案情，裁判者往往需要把“使用作品的客观情况”
“作品独创性”“创作空间”“消费者欣赏体验”“市场替代效应”等一系列可能对涉嫌侵权作品的使用原作行为
性质评价造成影响的因素。�72 而在对“实质性”判断的过程中，“思想／表达二分”依然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
也正在于裁判者对“实质性”进行规范评价这种高度综合性的特质。

在传统“思想／表达二分”的讨论中，不论是从“思想”和“表达”的定义出发，还是将问题转化为不同抽象
层次的“二分”界定，都存在相当大的理论及实践争议。�73 一旦进入个案具体情境，裁判者很难直接从“思想／
表达二分”的规则本身获得清晰明确的判定结论。对于所有的创作行为及其创作成果而言，其中蕴含的思想
无法脱离表达而独立存在。�74 因此，“思想／表达二分”规范与著作权侵权行为事实之间始终存在论证推理逻
辑上的断裂，而无论采用哪一种解释进路都无法真正将“思想”与“表达”截然“二分”。

相对的，涉诉作品间“实质性”判断的规范目标在于确定使用作品行为的性质，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将“思
想”“表达”以及“二分”清晰的界定，实际上并不会影响“实质性”的规范性评价本身。“思想／表达二分”在这
个裁判环节中作为一个完整规则来加以适用，与具体侵权判定方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比对的过程，同时
也是针对所比较的对象和比较得出的结论在侵权规范层面的认知和评价。因此，进行这里的认知和评价，需
要重新将涉诉作品作为民事权利对象的整体重新纳入考察范围。当然，进行具体判断时可能会采用“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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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Ｊｏｎｅｓ，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ｉ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Ｌａｗ，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

１９９０，ｐ．５６６．
同前注�50，何怀文书，第６８、７８－８１、１０４－１０６页。

同前注�50，何怀文书，第６２－６３页。

同前注�50，何怀文书，第７９－８１页。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ｓｔｅｒｂｅｒｇ　＆ Ｅｒｉｃ　Ｃ．Ｏｓｔｅｒｂｅｒｇ，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Ｌａｗ，Ｐｒａｃｔｉｓｉｎｇ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５．
同前注�68，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Ｊｏｎｅｓ文。

Ｓｅｅ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４５Ｆ．２ｄ１１９，１２１（２ｄＣｉｒ．１９３０）．



察”“抽象—比较”“抽象—过滤—比较”等不同的“实质性相似”判定模式。�75 但是，就“实质性”与否的判断本
身而言，综合理据的运用就需要再次借助“思想／表达二分”来对多种理据适用上的取舍加以支撑。此时“思
想／表达二分”不再直接处理侵权判定所涉及的对象、权利保护的范围，而成为“实质性”判断具体结论所采用
标准的论理依据。

将著作权侵权判定的整个推理过程，同一般民事侵权、知识产权侵权的判定结构放到一起进行观察，能
够比较清楚的看到在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完整推理过程中，“思想／表达二分”具备一种“１＋２”式的三阶段规范
适用结构。第一个层面，是“思想／表达二分”在制定法层面解决著作权权利对象的“可版权性”问题，在事前／
立法的意义上提供法定对象排除规则，为请求权基础提供规范依据。�76 第二个层面，则属于从事后／司法的
层面重点以司法界定上“程度问题”的形式，介入“保护范围界定”“行为性质认定”这两个环节来补充具体司
法判断理据，为“接触＋实质相似”著作权侵权判定规则运用提供论理支持。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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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志文：《版权法上实质性相似的判断》，载《法学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参见吴香香：《请求权基础：方法、体系与实例》，载《政法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四、“思想／表达二分”适用的论证补强功能

尽管“思想／表达二分”一向被视为《著作权法》上最为基础的原则之一，�77但是由于其表述上的抽象性，

在司法实践中的规范定位一直难以明确。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著作权非字面侵权裁判均无法回避“表达”的
界定问题，而必须将“思想／表达二分”作为最重要的，甚至是直接的侵权判定依据之一。�78 另一方面，将高度
抽象的“二分法”作为具体规则进行适用时，往往存在相对更高的不一致性并进而导致更高的不确定性，使其
在侵权判定中发挥的作用受到诸多质疑。�79 因此有观点认为，“思想／表达二分”更像是针对已有判决结果在
事后不愁正当化理由，而不是推导出裁判结论的严谨论证。�80 在完整的著作权侵权判定过程中，现有“思想／
表达二分”的认知多数相对单一片面，实际上只阐明了其规范结构中的部分功能。因此对“思想／表达二分”

的规范作用缺乏准确认知，并不奇怪。而且就现实案件纠纷情况而言，在相当数量案件裁判中“思想／表达二
分”的适用隐含于“接触＋实质相似”的推理过程，并没有在判决文书的说理过程中直接表现，甚至可能裁判
者自己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潜在的论理过程。尽管处在隐而未现的状态，并不代表“思想／表达二分”的三阶
段适用结构在裁判推理的过程中不发挥作用。只不过在直接字面侵权的情况下，典型侵权形式通常为文字
表述的直接抄袭，在事实层面就能够归于“表达”的范畴，“思想／表达二分”的界定是相对理所当然的。因而
在规范价值层面的“二分”界定，并非案件裁判的主要争议焦点，判决说理自然也着墨较少。要清晰的观察
“思想／表达二分”的规范结构，非字面侵权特别是衍生作品侵权纠纷是更为合适的裁判情境。

衍生作品的创作，利用原作要素开展创作活动是其事实特性，因此对著作权侵权的判定而言，裁判的法
律争议焦点就转变为利用原作行为在规范性质上是否能够等同于直接字面侵权行为，从而构成著作权侵权。
这里的规范性质认定，必须能够准确反映出著作权侵权判定所要体现的著作权规范价值取向。因为按照创
作的一般传统，模仿、借鉴甚至直接使用在先作品要素进行再创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往往是绝大多数
创作活动不可避免的环节。�81 著作权权利内容涵盖调整的衍生类行为，将一定范围的利用在先作品行为界
定为“非法”，归根结底还是意图实现规则对著作权人的有效激励。

一般而言，著作权权利内容直接调整的行为，多属于作品传播范畴，�82而《著作权法》规则本身并不限制
创作的自由。因此，要实现对衍生作品的合理规制，并非仅仅通过“思想”“表达”概念的界定，就能够准确厘
清其在规范价值体系中的限度。衍生作品使用原作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对相关纠纷是否侵权的判定必须
同时兼顾衍生创作的自由和原作作品合法权益的保护。显然，裁判需要超越一般简单事实上的认定，而提出
相对具有政策性色彩的价值判断。这样的判决结论在论证上，就需要更为充分的推理论证过程。界定著作
权侵权判定论证充分与否，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来自于侵权判定规则本身的构成。著作权作为一种民事权
利，其侵权论证结构应当在满足自身权利特殊性的同时，具备与知识产权侵权判定和一般民事侵权判定相一
致的推理论证基础。�83 也就是说，著作权侵权“接触＋实质相似”侵权判定的论证环节，需要实现与知识产权
侵权和民事侵权在判定逻辑要件上的等同或等效。

这种等同或等效的实现，在字面侵权的案件事实条件下还不会构成法律上的难题，但以衍生作品为代表
的非字面侵权情形，由事实认定本身提供的论证证明力就会显著下降。正如前文所述，著作权非字面侵权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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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Ｌｅｓｌｉｅ　Ａ．Ｋｕｒｔｚ，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Ｇｈｏｓｔ：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ａｍｉ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７，１９９３，ｐ．１２２２．
参见“李鹏诉石钟山、作家出版社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８）二中民终字第０２２３２号

民事判决书；“北京国联医药经营有限公司诉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４）朝民初字
第４３２９号民事判决书；“张铁军诉王晓京等侵犯著作权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５）二中民终字第０００４７号民事判决
书；“刘三田诉周梅森等《人民的名义》著作权侵权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沪０１１５民初８４５５１号民事判决书。

同前注�11，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ｍｕｅｌｓ文。

同前注�77，Ｌｅｓｌｉｅ　Ａ．Ｋｕｒｔｚ文。

参见李斯特：《评金庸诉江南案》，载《读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参见李杨：《著作权法个人使用问题研究：以数字环境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１页。

同前注�34，吴汉东文。



定的“接触”和“实质相似”，都是裁判中无法直接通过证据做出认定的侵权判定构成要件。结合前文，可以看
到在裁判论证中，是以“接触可能”结合涉诉作品间基本“相似”来推定存在“接触”从而构成了“权利妨碍”。
而“实质相似”，则以“相似”是否达到了“实质”的程度，推定其构成了“权利损害”。直接字面侵权的相似“实
质性”自不待言，而非字面侵权“相似”的实质性程度就需要进一步做出“实质”程度上的价值判断。因此对于
非字面侵权，不论是“接触”还是“实质相似”的司法认定过程，都呈现为借助于规范性论证的法律推定。这也
就意味着，不论现实纠纷的具体案情如何，证据是否充分，侵权判定的论证都只可能建立在侵权判定构成要
件的“推定”基础之上，其规范性论理的证明力，相对于知识产权侵权以及一般民事侵权的“判定”而言是不充
分的。如果试图弥补这种论证中天然带有的证成缺陷，就需要在裁判推理中重建一部分能够协调著作权侵
权判定和知识产权侵权判定的补充性阐释构造。

在著作权侵权判定规则中，“接触”以及“实质性相似”都是针对涉诉对象客观情况在结果意义上的构成，
具体判定的规则依然要将这种客体化表现，通过更加细致、具体的判定模式、判定标准还原为针对侵权行为
的阐述。也即是通过“可版权”“抽象／过滤”“比对（整体观察）”的著作权侵权判定模式，将“法定保护对象排
除—权利范围界定—行为性质认定”这个“思想／表达二分”三个阶段适用结构建构起来的证成理据，映射到
“接触＋实质相似”的著作权侵权判定逻辑之中。这样，“接触＋实质相似”的推理就把涉诉作品的客体化事
实与侵权行为界定有效联结在一起，从而共同形成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充分论证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表达二分”三阶段适用的规范结构对于司法认定实践中“接触可能”结合“相似”并
拓展为“实质性相似”来“推定”侵权的论证，发挥着侵权判定结论上论证补强的作用。“思想／表达二分”将非
字面侵权裁判中构成侵权的“推定”补强为“判定”，从而使著作权侵权判定获得民事侵权判定相一致的规范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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