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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表达自由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宪法权利，在知识产权领域是以私权及其限

制制度得以实现的。表达自由原则后延伸至商业言论领域，由此形成政治言论与商业言论

类型之分，并产生保护与规制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领域的表达自由，主要有新闻报道、戏
仿创作、安全软件警示、商标戏仿、广告宣传等情形，其受保护的条件及程度各有不同。在

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对商业言论在内的表达自由案件，应注重宪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等系统规范适用，同时考虑建构“公共利益”检验标准、“法益位阶”选择规则、“利

益平衡原则”作业方案等裁判规则。
关键词: 表达自由; 商业言论; 保护与规制; 司法裁判

中图分类号: DF52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 3969 / j． issn． 1001 － 2397． 2016． 03． 01

一、宪法与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表达自由

表达自由，即言论主体利用一定的传播媒介，

对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自由地表达意见、传递并

获取信息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表达自由几乎是世

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宪法权利，并得以私权形式在相

关法律制度中加以规定。

表达自由较早出现在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

言》中。该《宣言》第 11 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

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 因此，每个公民都

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美国宪法修正案》第

1 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 确

定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 剥夺人民言论出版的自

由; 剥夺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我

国《宪法》第 35 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表达自由的核心属性是

政治自由权利。从宪法意义上论及表达自由，较为

流行的观点是将该项自由界定为公民政治和社会

生活方面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上规定的表达自

由，意味着公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

题，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形下，享有使用各种媒

介或方式，以表明或传递思想、观点、主张、情感、信

息等而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自由。“在基本权利的

发生史意义上，表达自由的确是作为对抗专制统

治，表达政治理念的有利武器，而获承认为第一种

政治自由。”［1］有鉴于此，在我国一些宪法学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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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达自由原则几成“政治自由论”①。

表达自由在知识产权领域是以私权及其限制

制度得以实现的。宪法意义上的表达自由包括创

作自由、新闻自由、信息自由乃至传播自由。上述

自由权利在知识产权等私法中表现为权利的行使

与限制。《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国会有权

对作者或发明人就其个人作品或发明的专有权利，

赋予一定期限的保护，以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上述宪法条款被概括为著作权保护的三项政策: 一

是促进知识传播的政策; 二是“公共领域”保留的政

策; 三是保护创作者的政策。美国学者认为，上述

三项政策中隐含有第四项政策———“接触权”政策，

即公众有权利用著作权作品。申言之，著作权是一

个功能性概念，其作用在于鼓励作者创作与传播作

品，其目的在于推广知识与利用作品［2］。从一定意

义上讲，知识产权法的各项制度，有的是表达自由

宪法权利的具体表现，有的是与表达自由宪法思想

一脉相承，有的则与表达自由限制的宪法原则紧密

相连。

第一，规定表达自由的专有权利。在著作权权

能体系中，发表权既是著作人身权的重要内容，又

是著作财产权产生的基础，是表达自由的私权表现

形式。所谓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

利。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或在未发表之前，始终是作

者的秘密，是否泄露这个秘密应为作者的个人自

由。因此，是否愿意发表作品，是作者的第一种权

利。作者有权决定以出版、广播、上演的形式发表

作品，或是以其他的形式使用作品; 有权决定是在

取得经济报酬的条件下发表作品，还是在不索取报

酬而满足其他要求的条件下发表作品; 有权决定将

其某种作品全部发表，还是发表该作品的某些部

分。著作人身权的其他权能，如署名权、修改权、作

品完整权，都以发表权的成立为前提; 同时作品借

助发表权的行使而进入传播与使用领域，使著作财

产权得以实现。可见，没有发表权制度，表达自由

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将会毫无实际意义。

第二，规定表达自由的必要限制。知识产权法

对表达自由的内容及形式均设有限制，这种限制有

的是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设，例如不得利用表

达自由将有悖公序良俗的文字、图形作为商标使

用; 有些是基于保障他人合法利益而设，例如在商

业言论中不得诽谤、诋毁他人商业声誉和信用。关

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排除领域，各国有两种做

法，或在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作出

明确规定，或交由法院或知识产权主管机关进行审

查而裁定。

第三，规定表达自由的实现途径。有关知识产

权限制制度，被认为是表达自由实现的法律途径。

从知识信息受众的角度上讲，合理使用是公众对知

识产权专有领域的“接触权”，是对创作与分享社会

精神财富的“参入权”。其中，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

最为重要，它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保障表达自由权

利的实现: 一是保证个人学习、研究中的合理使用，

为个人创作活动及发表思想提供必要的条件; 二是

保证评论、新闻报道中的合理使用，使社会公众通

过传播渠道和媒体交流思想，获取信息和情报，实

现其知情权; 三是保证科学研究、课堂教学、公共图

书馆等文化科技活动中的合理使用。这些对于寻

求、接受、传递信息和思想，促进社会文化和科教事

业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宪法所保护的表达自由，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涉及商业言论领域。商业表达自由原则，本是美

国宪法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美国宪法视域

下，政治言论因其所具有的社会公益性而得到第一

修正案的绝对保护; 而在司法判例规则中，商业言

论与仇恨言论、情色言论等被视为“低价值言论”，

4

现 代 法 学

① 关于表达自由的性质，有政治自由论、精神自由论、思想自

由论、人身权利论、公共自由论、社会行为论、制度权利论等，其中政

治自由论是最为流行的观点。( 参见: 邓辉． 言论自由原则在商业领

域的拓展［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 4) ． )



先是处于保护场域之外，尔后又纳入有限保护范围

之内［3］。商业言论( Commercial Speech) 是一种非

政治表达，亦称为“商业性言论”或“商业语言”。有

的学者基于商业言论的载体特征，甚至将其指称为

“商业广告”［4］。在美国的宪法司法实践中，最高法

院对商业言论未能作出定义，但对某一言论是否归

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提出了“主要目的

检验”标准，即商业言论构成的核心要素，包括经济

动机、广告形式、特定产品［5］。笔者认为，在中国法

的语境下，商业言论可解读为: 经营者为获得交易

机会或经济利益，利用一定的传播媒体而对相关产

品或服务所作出的意见表达。从这一定义出发，商

业言论可以概括出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表意性。法

律所保护的商业言论“是一种意见表达，而非事实

主张”，它“包含评价与认识要素”［6］。表意性特征

说明，商业言论是经营主体由内及外的主观外化活

动的产物; 其表达的内容包括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新

闻报道、专业评论、文艺创作、商业广告、个人宣传、

负面言论( 此处主要指误导性商业宣传) 等［7］，以上

概为表意人对有关事物的评价和认识; 表达的对象

是他者，包括其他经营者和相关消费者，表达的目

的即让后者知悉表达内容，这可以说是商业言论的

实质所在; 二是商业性，法律所保护的表达可分为

政治言论、艺术或学术言论以及商业言论。与政治

言论相别，商业言论在主体上，概由各方经营者以

及相关消费者构成“言论市场”; 在形式上，多以传

递经营信息的商业广告为载体; 在内容上表现为具

有经济内容的意见表达，其传递的经济信息与一定

自由经济活动、自主经济政策有关; 三是非确定性。

法律所保护的商业言论须为有利于公益或无损于

他人利益的真实信息。就言论所达致的目的而言，

有“公言论”与“私言论”之分①。参照美国学者米

克尔·约翰的分析方法，以言论的公共性为标准，

对言论价值进行分类: 政治言论当为“公言论”，而

商业言论可以分为“公言论”的商业言论与“私言

论”的商业言论: 前者包括作为公共议题的商业言

论( 例如公司法人发表有关环保、能源、劳工、产业

政策的言论) 、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商业言论( 例如公

司法人发表公益性宣传广告) ; 后者则为经营类商

业言论，概以追求私人目的为主旨，与特定产品或

服务有关。在实际生活中，商业言论或是表现为一

种“混合言论”，或是虽为“私言论”的商业言论但具

有某种“非确定性”，其言论价值判断的复杂多样就

涉及到司法裁判的基本立场，即保护还是规制?

商业言论原则的要义，在于为商业言论提供表

达自由的相当保护。如上所述，表达自由的核心特

性是政治自由权利，但是，表达自由理应包含经济

自由权利的一般特性。在现代法治国家和市场经

济的语境下，表达自由的权利框架，包括政治表达

的自由和非政治表达的自由。将商业表达自由纳

入表达自由保护的范畴，其规范的正当性是以价值

的合理性为基础的。在法哲学理论那里，表达自由

的伦理价值，在于尊重表达本体性的人性价值，形

成文明社会的“表达生态”［8］。就商业表达自由的

价值追求而言，则是保证表意人和受意人都能自

由、自主地传播和接受有关商业信息，以满足自我

价值之实现，以达到社会进步之目的。将宪法规定

的表达自由保护有限度地延伸至商业领域，并在司

法实践中逐步形成商业言论原则，究其原因说来，

是为经济自由之必要。市场经济即是自由经济，换

言之，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在市场条件

下，经济自由是市场主体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尽管

各国对经济自由的表述和界定不尽相同，但都将经

济自由作为市场主体的基本经济权利载入了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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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认为，“公共性”、“公共

利益”是认定“公言论”的规定性内涵，反之，“追求私人目的”则是

“私言论”的本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米氏以公共性为标准，对不

同的言论表达进行分类，并肯定了“公言论”表达自由的优先性。
( 参见: 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 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M］． 侯健，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45． )



宪法［9］。市场经济的主体，亦为知识产权的主体，

其参与经济活动的自由，“包括了合同自由、竞争自

由、投资自由、生产自由、信息自由等”［10］。在这里，

信息自由既是商业表达自由的主要内容，亦是知识

生产和传播的权利基础。表意人( 即经营者) 享有

营业自由权，通过传播产品或服务信息以获得交易

机会，即为“说者”的权利，其本身构成商业表达自

由; 而受意人( 即消费者) 享有知情权①，通过传播媒

介了解经济信息以处理自己的经济事务，即为“听

者”的权利，其本身构成表达自由的另一方面。商

业言论之所以受到法律的保障，其重点在于透过自

由的表达和其后的自由传播过程满足受众获取经

济信息的要求，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实为确保表达自

由的终极实现而衍生出的一种权利，而此种权利之

生成亦为商业言论纳入表达自由体系的决定性

因素［11］。

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表达自由类型

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各类言论表达，传递着政

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不同信息，对上述言论种类

给予保护或进行规制是司法难题。在美国宪法司

法判例中，对言论依其内容而划分不同的类别并提

供不同程度的保护，这即是所谓的“表达自由分层

理论”。作为“高价值言论”的政治言论，受到宪法、

法律最高层次的保护，但这种表达自由又有边界。

博登海默认为，法律是保障人身的自由的，但在某

种情况下为了公众利益而分配各种自由或限制各

种自由，对法律来说也是必要的［12］。对于受到较低

层次保护的商业言论而言，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上

述情形导致了言论表达特别是商业言论保护与规

制的法律冲突。现就知识产权领域表达自由的主

要情形归类分析如下:

( 一) 新闻报道

新闻自由是宪法规定的表达自由在新闻活动

中的体现［13］。它作为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组成部

分已为各国宪法所确认。新闻自由是一种传播信

息、发表意见、交流思想、监督政府的自由。这一权

利的保护不仅在于新闻出版界本身，而且还在于公

众“获得信息和思想的权力”。从宪法的立法目的

来说，新闻自由的保护是以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不是

新闻出版界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14］。新闻报道又

称为新闻消息( News of the Day) ，是指“通过报纸、

广播或其他适当的工具报道关于最新事件或事实

的单纯消息”［15］。在新闻报道中，新闻自由的保护

与限制，在著作权领域对应为专有权利的限制与保

护，为解决上述法律冲突，一些国家的立法者与裁

判官作出了诸多努力。

第一，将无著作权的新闻限制到最小范围。

《日本著作权法》规定时事新闻不受保护，但通过司

法解释对时事新闻的含义和外延作了严格限定，

“所谓‘只是传播时事的杂文和时事报道’，是指关

于人事往来、讣告、火警、交通事故等日常消息。这

些东西没有版权。”［16］ 美 国 判 例 承 认，原 始 新 闻

( Ｒaw News) 以及资讯( Information) 不受著作权拘

束。凡当天的新闻实质资料，基于公共秩序之缘

故，任由公众采用。但编辑制作新闻资讯之方式，

包括文字之使用、出版新闻、资讯之形态，则享有著

作权［17］。从著作权立法与司法判例来看，时事新闻

和原始新闻概为新闻报道，不受著作权保护，但以

通讯、特写、评论、图片为表现形式的新闻作品以及

新闻媒体的版式、装帧设计，仍在著作权或相邻权

客体范围内。

第二，对无著作权的新闻提供其他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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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知情权”又称为“信息权”或“了解权”，是指知悉、获取信

息的权利和自由。知情权作为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必然要求和结果，

首先是公法领域的概念。现今，随着知情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的发

展演变，其外延已扩展到私法领域，成为民事主体享有的一种人格

权。



新闻报道无著作权，其立法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公众

获取知识和信息，防止大众传播途径发生阻滞。但

是，新闻产业存在着同业竞争的情况，如果某一传

播单位投入人力物力采访制作的新闻消息，无偿为

另一传播单位使用，未免有失公平。对此，一些国

家转而寻求与著作权类似的法律保护，以实现利益

的平衡。《意大利著作权法》确认在新闻报道中禁

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法规定: 在通讯社对其新闻

公报注明有确切的发布日期和时间的情况下，他人

“在实际公报发布 16 小时内，或在通讯社授权发布

的报刊发行前，转载与广播通讯社发布的新闻公报

的，应视为非法; 报刊社或广播组织为营利目的系

统地转载或广播的已刊载或广播的新闻报道”，也

在禁止之列［18］。美国是通过法院判例来解决这一

问题的。1918 年，美国最高法院即通过一项指导性

原则，规定新闻为“准财产”( Quasi Property) ，因此

剽窃新闻的行为适用于商业上的“不公平竞争”原

则。在美联社诉国际新闻社一案中，被告未经允许

“引用”原告耗费人力、物力获得的新闻材料，并出

售给与原告客户竞争的报纸，这种侵占行为构成了

对原告合法商业利益的损害。依衡平法裁定，该行

为属于商业上的“不公平竞争”［19］。

第三，规定新闻报道中合理使用的严格条件。

基于新闻报道目的对著作权作品的合理使用，在各

国立法中都可以见到。但立法文件并不是新闻报

道中自由使用的通行证，一件作品用于新闻报道是

否合理、合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对个案的

审理情况。在 1947 年“Phillips 诉 Constitution 出版

公司案”、1976 年“Wainwright 证券公司诉华尔街誊

印公司案”、1985 年“哈珀与罗出版公司诉‘国家产

业’杂志案”中，美国判例提供了新闻报道中合理使

用的一般规则: ( 1) 使用目的仅限于报道时事新闻;

( 2) 被使用的作品必须是已经发表的; ( 3) 符合“引

用”的数量限度和实质性要求; ( 4) 在报道中一般应

注明被引用的作品出处［20］。

( 二) 戏仿创作

评论与批评具有重要的表达自由价值。广义

中的“评论”包含有“批评”之意( 我国《著作权法》

作此类规定) ，但《美国版权法》、《法国知识产权法

典》、《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等则将“批评”与

“评论”并列。在各种评论和研究中，批评性言论往

往能最直接、最大限度地表现出言论、观点和思想

表达的多样性，因而被视为更为重要的著作权限制

理由。在这里，戏仿( Parody) 作为一种经典评论与

独特创作的批评方式，因而在评论自由、文艺创作

自由以及著作权制度中占有特殊地位［21］。戏仿手

法的构成是将讽刺与模仿结合起来以达致批评的

效果，其作品有两个要素: 一为模仿，即使用了原作

的部分表达; 二为讽刺，即改造成批评原作的新的

表达。在著作权领域，这是一种在内容安排和表现

形式上富有独创性的派生作品①。戏仿作品在创作

上具有特殊性，它不是原作艺术价值的简单重现，

而是引用原作中的部分内容，通常是最为突出、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达，但在创作目的、创作手法上

构成区别于原作的新作品; 在表达自由领域，戏仿

作品是以讽刺、揶揄的特殊方法对原作进行评论。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所列举的“滑稽模仿”、“仿

效”和“夸张模仿”等三种类型的戏仿作品，具有共

同的含义: 概以模仿原作为基本构成要素，都具有

诙谐、揶揄效果的艺术表现形式，且是通过讽刺达

到批评原作乃至评论其他事物的目的。

承认戏仿作品的表达自由价值并赋予法律保

护的效力，其制度基础是合理使用。在各国著作权

立法和司法判例中，戏仿作品的合理使用主张有两

个特点: 第一，戏仿作品虽以模仿为创作要素，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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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电子音乐和视频作者胡戈，是“恶搞作品”的网络红人。其

代表性戏仿作品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007 大战猪肉王子》、
《春运帝国》、《满城尽是加班族》等，曾险被大导演陈凯歌以侵权告

上法庭。一段时间，胡戈和“馒头”迅速成为国内娱乐圈的热门话

题，并引发知识产权界新一轮对戏仿作品属性的讨论。



同于演绎作品。同为二次作品，但演绎作品是原作

中派生出的新作品，即在原作基础之上进行改编、

翻译、注释、整理等，在演绎手法上具有区别于原作

的差异性，但未改变原作品的思想表达; 而戏仿作

品虽引用了原作的部分内容，但不是在原作思想基

础上的演绎，而表现为颠覆性表现手法和批评性创

作目的，这是考查戏仿作品独创性价值和表达自由

意义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这种戏仿

作品无需像演绎作品那样，须取得原作著作权人的

同意。如果戏仿受到约束，就等于判处了一个文学

创作种类的“死刑”，同时也判处了一种批评自由形

式的“死刑”［22］。第二，戏仿创作虽以合理使用为

正当性依据，但又不同于适当引用。同为引用他人

作品进行新的创作，适当引用的“适当性”条件，要

求引用部分不得构成原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

分; 而戏仿创作的“适当性”条件，不在于引用的数

量或实质内容，而是要求不得与原作构成混淆或在

市场上取代原作。

( 三) 安全软件警示

安全软件是一种管理电脑安全、清除有害计算

机病毒的程序工具，一般分为杀毒软件、系统工具

和反流氓软件。在数字技术时代，计算机以及互联

网带来了言论表达自由以及迅速传播的无限空间;

与此同时，计算机病毒的泛滥也对社会稳定、社会

经济以及言论表达安全产生了巨大威胁。因此，计

算机及网络用户迫切需要对自身数据、信息和隐私

寻求技术层面的保护。质言之，面对新媒体空间，

人们不仅需要表达的自由，也需要表达的安全，这

即是安全软件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安全软件的警示功能是其防护功能的重要组

成部分。安全软件在安装并驻守用户系统后，针对

病毒软件、木马程序、垃圾邮件、钓鱼网站等危害电

脑系统安全或网络安全隐患发出警示，这种警示内

容是安全软件发挥其防御保护功能的重要体现。

安全软件警示内容具有商业言论的一般特征。

该类警示包含有大量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的技术信

息和商业信息，这些信息将会引导、吓阻用户从事

或不从事某种操作，从而影响用户的消费行为( 包

括用户的金钱交易行为、对产品和服务的选择行

为，以及对时间、注意力的分配行为等) 。上述警示

内容发布主体、经济动因、产品或服务指向等特征

要素表明，安全 软 件 警 示 符 合 商 业 言 论 的 基 本

属性。

安全软件警示不是一般的商业言论，甚至有别

于其他软件包含的商业广告。如前所述，商业言论

具有表意性，但商业广告的表达结果多为受意人对

表意内容的“可认知性”; 而在安全软件警示的情况

下，受意人对警示内容通常表现为“可服从性”。这

是由于安全软件自身功能的特殊性和用户由此产

生的信赖度所决定的。从软件层级看，操作系统基

本上都对安全软件授予特别高的权限，允许安全软

件实施有关分配系统资源、修改系统基本设置、干

涉其他软件运行( 甚至包括系统软件自身的更新)

等行为，从而实现系统安全; 而从用户感受角度来

看，绝大多数是基于对安全软件技术的信任，或是

对系统、网络安全隐患的知情缺乏，因而对安全软

件警示抱持“言听计从”的态度［23］。

对安全软件警示内容提供表达自由的相当保

护，较之一般商业言论有更多的必要和客观的合理

性。在正常情况下，安全软件警示能为用户提供强

大指示功能，避免安全隐患的爆发，保障了用户权

益和社会整体安宁。在警示内容真实的前提下，即

使安全软件对其他软件产品或服务进行了否定性

评价，导致了安全软件厂商与其他软件提供者之间

构成了广义上的竞争后果，我们都应当基于安全的

考虑对这类商业言论予以容忍; 即使在警示内容具

有信息上的非真实性或者表述的片面性的情形下，

笔者认为仍要基于社会安全这一较高位阶法益对

其予以适当容忍。这是因为，安全软件的开发与运

行具有一定滞后性，如果要求防御等级较高的安全

8

现 代 法 学



服务，客观上会存在难以避免的误查率或误杀率。

这种情况下的错误警示内容，实则是由技术缺陷造

成的，如果安全软件厂商不具备主观恶意，就不宜

于在法律上严苛。当然，安全软件警示作为一种商

业言论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 安全软件商利用警示

功能的特殊性，对其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进行与

事实不符的负面评价( 例如根据不存在或不客观的

标准将他人软件形容为“恶评软件”、“存在安全隐

患”等) ，或者就自身产品 /服务与其他来源的产品 /

服务进行脱离事实或不恰当的对比评价( 例如故意

夸大竞争产品 /服务的某些缺陷，以“更安全”等表

述诱导用户使用自己的产品 /服务) ①。这些“不实

陈述”或“不当陈述”所包含的信息，实际上会侵犯

消费者的知情权，从而做出错误的消费决策。鉴于

前述安全软件因其特殊功能获得的较高权限和较

大信赖，一旦安全软件实施该类行为，其主观恶性

和危害结果更甚于一般软件商业言论造成的不正

当竞争后果，理应受到法律规制。

( 四) 商标戏仿

在现代社会，商标不仅是表示商品来源的标

记，更是一定社会文化的象征，正如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前总干事卡米尔·伊德里斯所言，“当前世界，

商标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标志”［24］。在符号学

理论中，商标已经成为仅次于语言进行信息交流和

观点表达的工具。“在市场和交易环境下，商标已

超越日常语言，成为商家与消费者信息沟通的主要

媒介”［25］。

商标戏仿即是一种超越标识符号功能，拓展商

标社会意义的行为。对特定商标的发音、文字或其

组合进行滑稽模仿，以表达对该商标背后所代表的

某种社会文化进行评论或讽刺，这是特定环境下大

众心理的需求，也是社会成员言论表达的一种方

式［26］。商标戏仿与戏仿创作有相同之处，即有戏仿

的创意和效果。在著作权领域，戏仿创作通过对原

作某些内容特征进行夸张的模仿，从而达致调侃、

讽刺的批评效果; 而在商标权领域，商标戏仿是对

特定商标的构成要素进行创造性模仿，传递出与原

商标不同的文化内涵，形成具有独特意蕴的表达效

果，原商标所有人创立的理想形象与戏仿人对该商

标的不恭表现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照。在“表达自

由分层理论”框架中，商标戏仿有非商业性表达和

商业性表达之分②，并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美国

1976 年判例认为“非商业表达即使不实也受到宪法

第一修正案( 关于保护表达自由的条款) 的保护，而

商业 表 达 只 有 属 实 才 能 受 到 第 一 修 正 案 的 保

护。”［27］可以认为，在商标戏仿中，如果戏仿者没有

指代特定商品，仅是出于戏仿的单一目的，属于政

治、文学、艺术等公共话题的探讨，即使有失真实或

误导，仍可以作为非商业性表达对其提供表达自由

的优先保护。倘若戏仿者在戏仿的同时有宣传特

定商品的目的，则属于商业性表达，须以“非虚假

性”和“非误导性”为条件，对该商业言论是保护还

是规制应进行司法审查。

商业性表达的商标戏仿，存在着商标专用权与

表达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方面，商标所有人希

望凭借专有权利以防止他人对其标志的擅自使用;

另一方面，戏仿人又希望借助商业表达自由的保护

对他人商标进行最大限度地利用［28］。受到商业表

达自由有限保护的商标戏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

件: 一是主观上戏仿人无替代使用之目的，即没有

“将他人商标作为商标使用的意图”［29］。正当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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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 2011 年腾讯科技公司诉奇虎科技公司不正当竞争案

中，法院认为: 涉案“360 隐私保护器”对相关监测结果的描述缺乏

客观公正性，足以误导用户产生不合理的联想，对 QQ 软件的商品

声誉和商业信誉带来一定程度的贬损，应按不正当竞争行为论处。
非商业性戏仿，是出于讽刺或评论某一商标背后所代表的

生产者或社会文化，或者单纯出于娱乐目的，而不是获取商业利益。
例如喜剧电影《大腕》中出现“可笑可乐”商标，使观众产生联想便

是对著名品牌“可口可乐”的戏仿。商业性戏仿，则出现于不具有竞

争关系的商业活动和有竞争关系的商业活动之中，戏仿者将戏仿后

的商标作为自己的商业标记使用，实际上构成“商标性使用行为”，

其正当性与否以是否造成消费者混淆为要件。



标模仿行为不是表达原有标记的信息，而是意欲通

过该商标传达某种商业信息; 二是客观上消费者无

出现混淆之可能。戏仿者在戏仿他人商标的同时

亦有宣传自己商品之意思，如果属于真实性言论，

可受到商业表达自由的有限保护。反言之，如果使

消费者产生混淆，则应认定为误导性的商业言论而

受到法律规制。

( 五) 广告宣传

以广告为主要形式的商业宣传，是经营者将其

商品或服务广而告之的商业性表达。根据我国《广

告法》的规定，广告是经营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

介或其他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商品

或所提供服务的商业活动。与公益广告不同，商业

广告具有较弱的公共产品特性，属于一种私人产品

的范畴，其传达信息的大多数利益可以由经营者获

得［30］。此处所讲的广告宣传是商业广告，具有商业

言论的一般特征即表意性，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

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信息、普及商品知识、树立经

营者及其商品形象，由此在表意人与受意人的“言

论市场”形成商业信息的自由流通; 同时，广告宣传

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信息的特殊功能，即“诱导

性”［31］。在营销活动中，广告宣传往往是购买者选

择商品的基本依据，其功能不仅是传递商品信息，

更在于激发购买动机，即唤起购买者的好奇心和购

买欲望，诱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接近其促进销售的

经营目标。

广告宣传须以其“本身真实”为前提，以“商业

诚信”为原则，这是其获得商业表达自由保护的重

要条件。《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将“商业诚信”

原则作为公平竞争的一般条款，并特别列举了应予

禁止的三种行为，即市场混淆行为、虚假宣传行为、

商业诋毁行为。其中，后两者都与广告宣传有关，

且违背商业诚信要求，应该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规制。列入商业表达自由排除领域的广告宣传有

两种类型: 一是误导性的广告宣传。误导性商业行

为是指广告宣传的任何陈述，无论其是否真实，但

足以使消费者在交易决定方面产生误解的行为。

“虚假宣传的要害不在于做出了虚假描述，而在于

这种虚假描述误导了市场上的消费者，同时还损害

了其它竞争者的利益”［32］。按照《巴黎公约》第 10

条之第( 3) 款第 3 项的说法，误导性广告宣传之构

成，是以误导后果之虞为问题关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列举了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三种情

形: ( 1) 对商品作片面宣传或对比的; ( 2) 将科学上

未定论的观点、现象等当作定论的事实用于商品宣

传的; ( 3) 以歧义性语言或其他引人误解的方式进

行商品宣传的。二是诋毁性广告宣传。诋毁性商

业行为与误导性商业行为，都是一种以广告为主要

载体的虚假宣传，但前者有明确的针对目标，即特

定的同类竞争的经营者; 且宣传内容是以片面介

绍、夸大事实、歪曲优劣等方式来贬损特定对象的

商品或服务，以达到降低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丑

化其商业形象、使竞争对手失去有效竞争的目的。

而商业诋毁性行为采用以虚假陈述损害竞争对手

商誉的方式，比照宣传或突出自己的商品和服务，

同样会导致消费者错误选择交易机会的误导性后

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业诋毁行为应当视为

虚假宣传行为的特别行为”［33］。

三、知识产权领域表达自由案件的司法裁判

知识产权领域的表达自由，其所涉问题主要有

表达自由特别是商业言论表达自由的认定、对不同

类型表达是否提供保护以及提供何种程度的保护、

表达自由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相互关系等。回

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表达自由保护

与规制的法律适用和裁判规则。

( 一) 法律适用

法律适用是法的一种实施方式，特指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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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定方式将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活动。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表达自由问题，其法律适用主要

有以下情形:

1． 宪法适用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宪法能否被司法机关作为

审判活动的依据，学术界对此虽有分歧，但宪法所

具有的一般法律属性以及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表

明，宪法适用不仅是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而且也

是法治国家加强法治建设、树立宪法权威的重要内

容。有关表达自由的宪法规范“具有最高法律效

力”，主要通过具体私法规范来作用于具体案件，从

而产生“解释适用控制”的间接效力; 同时，宪法权

利规范应能作为裁判依据适用于私法领域，即具有

“依宪而治”的直接效力①。蔡定剑教授曾通过西

方国家宪法司法实践的考察，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提出宪法实施由两种解决纠纷机制构成: 一是宪法

中的国家权力纠纷和国家权力侵害纠纷，通过违宪

审查机制实施; 二是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国家

权力以外的侵犯或两种公民宪法权利相冲突的私

权纠纷，通过宪法私法化的宪法诉讼方式实施［34］。

在表达自由特别是商业表达自由的私法案件中，依

宪解释私法中一般条款的“合宪性”，②或对所涉言

论表达所包含的“宪法基本价值”进行司法审查，概

为宪法适用的具体路径。

2． 知识产权法适用

对于表达自由而言，知识产权具有两重意义:

一是专有权利的授予，其本身即是表达自由的私权

化结果; 二是专有权利的限制，其目的就是表达自

由的制度性保障。这即是说，知识产权在效力上具

有独占性与有限性的“二律背反”③特点，即权利主

体对其知识财产是独占的，但这种独占又是受到限

制的。表达自由案件的法律适用，主要是知识产权

限制规范，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公共领域保留。公

共领域是公众因限制独占权利而得以自由使用的

空间。英国《安娜法令》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

法，即设定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公共领域”。其要义

是: 规定著作权保护期限( 以对抗出版商永久著作

权的主张，保证作品在一定期限后得自由使用) ; 规

定著作权人在印刷、出版和出售方面享有有限的权

利( 即著作权人对作品再次出售时权利穷竭) ［35］。

美国宪法的知识产权条款规定的“公共领域保留”，

将创造者的专有权利限制在一定时间和范围之内，

并赋予非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他人知识产品

的权利［36］。在精神生产领域，知识产品的创造，即

是思想、信息的表达，无一不是来自对已有知识形

态资源的借鉴和利用，因此对这种创造性成果不能

给予无限制的独占权利，以免阻止他人进行新的创

造和表达。二是权利行使限制。知识产权的行使，

涉及权利人控制和利用其知识产品的行为自由。

行为自由与自由行为边界的问题，在知识产权制度

内部，即是权利的保护与限制; 在社会权利体系中，

即涉及本权与他权的冲突和协调。在知识产权限

制制度中，合理使用为公众利用他人专有的知识信

息而进行自由表达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三

是禁止权力滥用。知识产权滥用，是相对于知识产

权的正当行使而言的，意指权利人在行使其知识产

权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正当的界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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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15 年，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在中国银行

诉信用卡欠费人沙 XX 一案判决中，引述《宪法》第 33 条之规定，以

宪法权利“平等权”规定为据作为判决说理论证，认为“不能任由商

业银行脱离法律体系来解读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定，以此作为自身高

利、高息的依据”，驳回银行有关信用卡滞纳金的诉讼请求。有媒体

称，此案意味着“宪法走进判决书”，“该判决必将记入史册”。
目前在反不正当竞争案件中，较多判决书将《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 2 条作为“一般条款”适用: 有学者认为，运用一般条款判

案，需要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即是从一般条款中生长出个案规范之

时，才可以予以适用。在这一过程中，宪法权利规范所蕴含的价值

必须考虑。就商业言论案件而言，在解释“一般条款”的“诚实信

用”原则时，应注意不要损害表达自由的核心价值。( 参见: 应振芳．
言论自由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解释使用之影响———以广药诉加多

宝虚假宣传案为例［J］． 电子知识产权，2014( 4) ． )

“二律背反”( Antinomies) ，是 18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

提出来的哲学基本概念，意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

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



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滥用知识产权

的行为并不导致知识产权本身的无效，但因其滥用

可能导致两种法律后果: 第一，违反知识产权制度

规范，产生私法规制的结果。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本

身并非是可以起诉的侵权行为，但权利人由此丧失

了请求救济的可能，包括获得权利使用费或金钱赔

偿等。第二，违反反垄断法规范，产生公法规制的

结果。该类权利滥用属于滥用其市场支配力、限制

市场竞争的行为，涉及市场竞争的公共政策，因此

有必要以反垄断法加以规制。

3． 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

在制度功能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

法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反

不正当竞争即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有机制度构

成; 换言之，知识产权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要

调整对象。我国诸多学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为

知识产权提供兜底保护［37］。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在 1988 年所宣传的那样，“反不正当竞争法实际

保护着专利法、商标法等专门法所保护不到的那些

应予保护的权利”［38］。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反不

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有所不同: 后者是“基本

权利法”，即以专有权利为中心，形成主体、客体、内

容、取得、行使、限制以及救济的规范体系; 而前者

是“行为规制法”，即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为核心，

对各种利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作为市场行为进行规

范，构建了一个“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反不正当竞

争行为”的规范体系。对于商业性表达，反不正当

竞争法律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当商业言论同时涉及

竞争利益和公共利益之争时，首先进行不正当竞争

规制的“合理性审查”，即通过该言论商业性质、意

图或效果分析，以确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

件。如不具备，则给予表达自由的宪法保护; 进而

进行表达自由的“合宪性审查”。即使商业言论符

合不正当竞争的构成要件，仍需依宪法权利规范对

该言论所含基本利益进行考量，如果事关重大公共

利益，商业性表达仍可受到宪法保护。反之，则适

用不正当竞争规制。

( 二) 裁判规则

裁判规则或说是司法规则，是法院裁判案件的

具体依据，在我国存在着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的

二元模式［39］。现将知识产权领域表达自由案件的

裁判规则，归纳总结如下:

1．“公共利益”检验标准。

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主体的共享性利益。

“合法合理性”与“公共受益性”是理解和适用公共

利益原则的两条重要尺度。公共利益是宪法基本

权利所蕴含的基本价值倾向。“公共利益”检验标

准在不同的言论表达中有着不同的意义: 对于一般

言论表达( 此处指非商业言论) ，无论是新闻报道还

是评议批评，即使属于“非主流言论”或是“令人不

快的言论”，都应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给予表达

自由的保护，不必受到知识财产专有权利和不正当

竞争的规制。如果遇有“混合言论”，是保护还是规

制，公共利益仍是有效的检验标准①。对于商业表

达自由的限制，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经营者利

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考量: 如果经营者因商业言论

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超过公共利益的减损，其商业言

论就难以获得表达自由的豁免。在这里，消费者整

体利益②、国家安全、公共福利等构成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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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商业表达中，有一种“新闻广告”( 俗称“有偿新闻”或

“软广告”) ，即以新闻报道的形式提供某种商业宣传。广告的主体

内容是纯粹商业行为还是与公益行为有关，是言论属性的识别标

准: 如果报道内容概为特定产品推销，应认定是间接不正当竞争; 如

果新闻广告披露信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如治疗某种疑难疾病) ，仍

可归于公益行为一类，在不正当竞争和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上可适

当放松。( 参见: 郑友德，蔡祖国． 不正当竞争规制与商业言论自由

［J］． 法律科学，2011 ( 2 ) ; 林海． 惊人广告、不正当竞争与言论自

由———评《星》杂志宪法诉讼案［J］． 中财法律评论，2010 年号。)
消费者利益并不当然构成公共利益，须以“合法合理性”为

前提。在 2013 年“优酷土豆公司诉猎豹浏览器不正当竞争案”中，

被告以一般消费者使用浏览器插件而省去看广告时间作为公共利

益的抗辩事由，被法院驳回。在这里，消费者利益需进行正当利益

与不正当利益的基本区分。( 参见: 薛军． 质疑“非公益不干扰原

则”［J］． 电子知识产权，2015( 1) ． )



成为某一商业言论是否受到反不正当竞争规制的

重要标准。

2．“法益位阶”选择规则

在我国法律理论和实践中，如果两种法益发生

冲突，一般采取法益位阶分析以确定优先保护的法

价值，这即是“法益优先保护原则”。表达自由在宪

法基本权利体系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相对于

经济自由等权利而言，表达自由应当具有“优越地

位”［40］。在这里，确定“法益优先保护”涉及两个问

题: 一是表达自由与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位阶选

择。总体而言，知识产权的独占性质不应构成思想

表达和信息交流的障碍。对此，美国学者认为:“著

作权提供的保护可以对抗非法的竞争者，但不能阻

碍公众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信息的公开传播非常

重要，因此不能使自由之公益和民主社会屈从于传

统著作权观念下的私人独占权”［41］。即使是商业言

论涉及到表达自由与反不正当竞争双重法律关系，

商业表达自由的法价值仍然不应忽视，可以作为反

不正当竞争规制的豁免。二是受保护表达类型价

值的位阶选择。根据言论价值的不同，可以将受保

护的言论表达分为政治言论、艺术言论和商业言

论。三种言论具有不同的法价值，从而在受保护的

程度上有所不同，依次呈现出保护程度递减的趋

势［42］。美国司法实践所形成的“表达自由分层理

论”将言论表达分为“高价值理论”( 如政治言论)

和“低价值言论”( 如商业言论) ，前者受到最大程度

的保护，后者受到有限制的保护，即是如此规则。

3．“利益平衡原则”作业方案

利益平衡是指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主体之

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观

念。利益平衡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也是

“人权思想和公共利益原则的反映”［43］。在知识产

权领域，利益平衡既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一项司

法原则。法院在相互冲突的法益之间进行权利协

调时，应尽可能将抽象的“利益平衡原则”演绎为具

操作性的“利益平衡方案”。从“利益平衡原则”到

“利益平衡方案”，是具体案件中“最小伤害结果”的

发现，或说是“效益最大化”结果的选择。与市场相

关的“言论场”，往往充斥着竞争者的“口水战”。近

年来，蒙牛与伊利( 乳制品) 、中联重工与三一重工

( 机械装备) 、王老吉与加多宝( 软饮料) 、金锣与双

汇( 肉制品) 之间的广告大战，多以商业言论的形式

对竞争对手进行批评乃至诋毁。在这种情况下，司

法机关负有发现利益平衡的“最佳选择方案”之义

务。美国法官波斯纳从法律经济学的“帕累托标

准”出发，曾试图建立著作权领域的“平衡机制模

型”［44］。在知识共享权( 表达自由) 与知识专有权

( 知识产权) 之间进行利益平衡，构建一个精确计算

权利边界的标准模型是困难的，但以和谐共存的理

念制定具体方案以解决权利冲突却是可行的。在

具体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应坚守表达自由“原则保

护、例外限制”的法律精神，对言论表达规制秉持谨

慎和宽容的态度。即使是商业言论具有一定的逐

利性，或是对其他市场主体存有负面评价，只要未

足以 造 成 误 导 或 诋 毁，就 不 必 进 行 干 预 和 规

制①。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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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9 年，在上海市测绘院诉上海红邦企业策划有限公司商

业诋毁案中，法院认为，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时，要实现公权干

预与商业自由的平衡，既要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也要保证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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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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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Ｒegulation
WU Han-dong

( Intellectual Property Center，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recognized by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hich is realized through private right and its restriction in the area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tended to the area of commercial discourse and divided into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commercial discourse，which give rise to the legal issue of protection and regulation．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es news report，performance，warning of security software，commercial perform-

ance and advertisement with varying protection conditions and degree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when dealing with cases concern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ommercial discourse，constitution，in-

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should be applied accordingly，meanwhile public interest test crite-

ria，selection rule of legal interest level and interest balancing principle shall be established as rule to render

judgment．

Key Words: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mmercial discourse; protection and regulation; judicial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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