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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杂志·2020 年第 6 期 著作权法上“作品”之相关探讨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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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归属意义上“可单独使用的作品”

之界定与权利行使研究

张 今

(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北京 100088)

内容提要: 涉及“可单独使用的作品”的著作权问题的争议和分歧源于其内涵界定的不明确、
权利行使规则的不明晰。鉴于立法上和司法中的模糊、理论研究的不充分，有必要对“可单独使用

的作品”的内涵和权利行使规则进行整体化研究。“可单独使用的作品”是相对于某个整体作品来

说可被分割而独立存在且符合独创性的创作成果，其一般存在于影视作品以及可分割使用的合作

作品当中。影视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作品”又可区分为“已有作品”和“为他作品”，两种情形下

的作品与影视作品的构成关系不同，著作权个别行使的规则有所不同。合作作品中的“可分割作

品”的作者对自己创作的部分享有著作权，但不能控制其他可分割部分的使用，单独行使权利时不

能影响作品整体的著作权。
关键词: 可单独使用的作品 影视作品 汇编作品 合作作品 著作权个别行使

“可单独使用的作品”并非《著作权法》规
定的一种作品类型，也不指向一个独立存在的
作品，而是指那些在复合作品之中的、符合作品
的构成要件、可以在作品整体之外由作者独立
利用的部分。由于“单独”总是相对于整体而
存在的，所以“可单独使用的作品”只有在复合
作品的语境之中才有其意义。例如，一部电影
或电视剧，除了影视片的著作权，剧本、音乐、美
术设计等可以从影视片分离出来构成独立作
品，它们的创作者因而享有独立于影视片的著

作权。又如，多人共同创作一本书，书中那些可
以分割的内容和章节，可以成为独立的作品，由
其创作者单独行使该部分的著作权。

在立法层面，《著作权法》有两个条款涉及
可单独使用的作品，分别是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
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
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
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第 13 条第 2 款
规定的“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
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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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对可单独使用的作品的规定相对
简单，其构成条件及权利行使规则并不明细。
现实中，人们对这一作品现象普遍缺乏认识，只
有在出现著作权纠纷时才意识到它已存在的事
实。司法实践中，涉及影视作品的案件里“可
单独使用”经常被提及，例如，“电视剧类似电
影作品，而剧本属文字作品，且可单独使用，故
电视剧《天》其实又是剧本《天》的改编作品”，①

“动画片的人物造型本身属于美术作品，其作
者有 权 对 自 己 创 作 的 部 分 单 独 行 使 其 著 作
权”。②在涉及合作作品的案件中也往往涉及可
单独使用的作品，如“音乐电视中包含词曲内
容，且词曲为可单独使用的音乐作品，词曲作者
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③在某些有关影视作
品的案件中，法院裁判意见还进一步区分了电
影作品著作权和可单独使用作品的个别著作
权。例如，在一个动画片角色形象美术作品著
作权案件里，法院认为，角色形象美术作品与视
听作品具有可分离性，角色形象的作者可以对
其单独行使著作权。④在“葫芦娃角色形象著作
权权属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葫芦娃”角色
造型美术作品属于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但在
角色造型美术作品进入影片之后，形成了包含
姓名、造型、声音、性格、人物经历等一个具有整
体性的“葫芦娃”形象。“当人们看到静态的
‘葫芦娃’形象时，它已不是单纯的一幅美术作
品”。⑤ 上述裁判意见认可作品整体之外存在可
单独使用的作品，并可由作者独立行使著作权，

但对于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如作者可单独使
用的作品是原始作品还是经过演绎的作品、可
单独使用作品与作品整体是什么关系、除影视
作品及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之外其他类作品
的组成部分是否适用“可单独使用的作品”、可
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该如何行使“单独的”
权利等未更深入地分析阐释。

我国学界对这个问题关注不多，有关该主

题的研究文献数量极少。在著作权研究中，与

这一主题相关的影视作品、汇编作品及合作作

品著作权，较为偏重于作品整体的著作权归属

和利益分配方面，“可单独使用的作品”这一细

节问题很少受到关注，罕见理论上的探讨，也很

难看到回应司法实践的理论成果。
鉴于可单独使用的作品在立法与实践中存

在模糊和争议，理论研究不充分，我们有必要对
“可单独使用的作品”的内涵界定和权利行使

规则进行深入论证，为司法裁判正确理解法律

规定并准确适用法律提供指引。
一、“可单独使用的作品”的界定与范围
“可单独使用的作品”是指相对于某个整

体来说，可以被分割而独立存在并符合作品独

创性的创作成果，且该创作成果具有单独的利

用性。如电影作品中的剧本、音乐，动画片中的

角色形象、美术作品，合作作品中可分割使用的

部分亦构成“可单独使用的作品”。
可单独使用的作品可从“单独使用”和“作

品”两个层面加以解析。首先，可单独使用的

作品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作为著作权的保

护客体，作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

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具

有一定的独创性是作品的基本要件。作品的独

创性，既体现在其整体上，也体现在其各组成部

分表现出的个性中。若作品的某个部分具有独

创性，则该部分也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其次，

可单独使用的作品是作品整体中可被分割且可

独立存在、可单独利用的部分。尽管各组成部

分被融入一个作品，但每一部分又是一个独立

的作品，因而作者不仅对于作品整体，还对作品

的特定部分保持着独立的著作权利。
从存在形态和范围上来看，“可单独使用

的作品”一般存在于多人共同创作所产生的影

视作品以及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当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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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沪一中民五( 知) 终字第 43 号判决书。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浙杭知终字第 357 号判决书。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4) 甬余知初字第 113 号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 2013) 民申字第 368 号判决书。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2010) 黄民三( 知) 初字第 28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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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合作作品外，尚存疑惑的是关于汇编
作品。汇编作品是由若干基础作品或材料汇集
而成的作品，汇编作品和各个组成部分的作品、
材料之间的关系是否类似于电影作品与剧本、
音乐的关系呢? 司法实践中一系列有关央视
“春晚”电视节目及其录制品的案件，折射出人
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和困惑。在这些案
件的审理中，各地法院对“春晚”节目的性质认
识不同，出现过汇编作品、录像制品、类电作品
三种判决意见。⑥ 而原告央视国际公司在上述
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春晚”电视节目究竟
是汇编作品还是类电作品也没有很明确的主
张。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综合各种艺术元素创
作的艺术作品与汇编作品之间极其模糊、难以
界分的现实困境。

汇编作品是一种将可选择的作品或材料收
集、编排而成的派生作品。从选择、编排的角度
看，汇编作品的突出特点在于集中了传统文学
艺术作品创作手段上的共性，即任何作品的创
作离不开对素材、主题的选择及对内容结构的
编排。如果单从选择、编排来看，所有的创作成
果都是汇编而成的作品。但很不相同的是，从
汇编作品的构成看，汇编的内容既包括作品、作
品的片段，也包括材料、数据等非作品; 就汇编
作品的作者而言，既有不同作者作品的汇编，也
有同一作者作品的汇编，很多汇编仅由同一作
者的作品构成。汇编对于各单件作品并不做任
何改动而是将原作品“复制”到汇编作品里，⑦

因而单件作品保持着原始形态，得以直接地读
取。而汇编物的表现形式，则完全取决于各件
作品，汇编者从各件作品的作者那里取得复制
这些作品的授权，汇编物本身并不产生不同于
单件作品的表现形式。与此不同，影视作品对
原始作品的利用是综合各种艺术门类的艺术创
造。小说、剧本、美术等基础作品通过“蒙太

奇”手法被转化为电影语言，电影镜头、连续画

面中已显现不出基础作品的原始表现形式，更

无法被直接读取。以“春晚”电视节目及其录

制品为例。作为视听节目的春节晚会直播，是

场外观众通过电视、移动终端观看到的、现场拍

摄编辑后形成的伴有声音的影像。除了数十个

各种类型的作品外，“春晚”影像的呈现是在事

先制定好脚本 ( 剧本) 的基础上，调度导演、摄

影、美工、录音、剪辑等多种艺术元素和技术手

段加工制作而成的。即使单件作品，电视直播

的视觉形象也不同于现场场景，前者传递的内

容很多是来自于现场表演之外综合艺术的魅

力。因此“春晚”等综艺电视节目应作为视听

作品( 类电作品) 或者录像制品对待，而不是作

为汇编作品对待。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欧盟专

门保护汇编作品和数据汇编的《欧盟数据库指

令》就对此作出了规定。该指令一方面指出构

成数据库的基础材料可以是文学、艺术、音乐作

品，另一方面明确地将视听作品、电影作品、文
学或音乐作品的录制排除在汇编作品之外。⑧

这值得我们思考。也正是基于汇编作品与传统

文学艺术作品在作品构成、表现形式方面的不

同，《伯尔尼公约》将汇编作品放在传统作品之

外另行规定，其第 2 条第 1 款列举了受保护的

原始作品，电影作品列在其中，同条第 5 款又另

行规定了“汇编作品”。上述立法将原始作品

与汇编作品区分开来，显然是考虑到汇编作品

的特殊性而避免将其与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相同

对待。至此可以得出，可单独使用的作品与汇

编作品无关，汇编作品中的单件作品也不适用

可单独使用作品的规范。
概言之，可单独使用的作品通常与具有明

显“复合性”的客体同时出现。这既指内容构

成的复合性，突出的如视听作品，也指那些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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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央视国际诉广州网易案( 2013) 穗天法知民初字第 842 号; 央视国际诉北京智能科技 案( 2010) 海民初字第

8629 号; 央视国际诉广东动景案( 2018) 京 0108 民初 1714 号。
由于汇编没有导致原作的内容和形式的改动，汇编与复制无异，汇编的实质是复制。一些学者认为汇编行为应

受复制权控制，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汇编权”并无独立存在的意义。参见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153 － 155 页; 张今:《著作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14 页。
参见韦之:《知识产权论》，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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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呈多数的作品如合作作品。由于复合性的
特点，作品上既存在一个整体著作权也存在作
者个别的著作权。此时，对作品中多个组成的
部分进行区分具有权利归属和权利行使的意
义。在这些语境下，需要用“可单独使用”来描
述那些可以从整体权利中分离出来的部分，若
某一部分因为符合独创性要求且具有特定的表
现形式而构成作品，理论上在其上就能够产生
个别权利，可以单独使用。借由这样的区分可
以明晰复合作品的构成，明确权利的归属和行
使，也可与复合作品中那些不可分离的部分形
成对应。

二、影视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作品”之界
定及其权利行使规则

以电影为代表的影视作品是一门综合艺
术，除了技术手段外，电影中还涉及文学、音乐、
美术等艺术门类。小说、剧本是电影中的文学
因素，电影插曲、主题歌等是电影中的音乐因
素。融于影视片中的编剧、作词、作曲等按照创
作时间、创作目的可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拍摄
电影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即“已有作品”; 另一
类是为了某个电影而专门创作的作品，即“为
他作品”。已有作品和为他作品在内涵界定和
权利行使规则上有所不同，需要分别阐述。

( 一) 已有作品的界定及其权利行使规则

已有作品是指在影视作品创作之前业已存
在的作品。例如，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它们
在影视作品拍摄之前就已经由作者独立创作出
来，有的业已出版。影视作品拍摄时，已有作品
作为影视作品的“原著”而被引入。例如《平凡
的世界》是路遥先生 1986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

近些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陆续上映。
对于电视剧来说，路遥先生的同名小说是已有
作品。一般来说，已有作品在创作时间上早于
影视剧的拍摄，而且创作目的具有独立性，作家
独立创作并不为任何其他作品服务。因此在客

观形态上，已有作品和影视作品之间比较容易

区分。利用已有作品改编影视作品的，制片者

应当取得作品作者的授权许可。
尽管利用已有作品摄制、改编制作影视片

具有明显的演绎特征，《著作权法》第 15 条却

没有明言电影作品是已有作品的演绎品，第 12
条关于演绎作品的规定也未将摄制作为演绎的

一种方式，因此，电影作品和小说等已有作品的

关系是否能够适用演绎作品规则，学者观点和

意见并不相同。有论者认为，在先创作的可单

独使用的作品和影视作品之间是特殊的演绎关

系，一旦影视制片人获得原作者许可拍摄了影

视作品，原作者就无法再控制影视作品的任何

使用，二者之间的关系被切断。“无论影视作

品的制片者如何利用其影视作品，均与基础作

品的著作权人无关。”⑨另有观点认为，已有作品

作者许可制片人对其作品进行演绎创作之后，

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影视作品的使用。
“电影制片者对电影作品以改编成其他艺术形

式的方式加以使用的，应当根据演绎作品著作

权行使的一般规则，获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

可。”瑏瑠上述观点均不否认影视作品与已有作品

之间具有改编( 演绎) 关系，分歧在于影视片放

映、发行乃至改编成其他种类的新作品是否应

当按照演绎作品规则取得已有作品著作权人的

许可。
现代各国著作权法大多认同已有作品和影

视作品之间的演绎关系，瑏瑡但在处理电影作品著

作权与已有作品的关系上却有不同做法。例

如，法国、意大利明确地将剧本作者、改编作者

等原有作品的作者视为电影作品的合作者。瑏瑢

这种模式之下，电影被视为合作作品，电影的编

剧、原著者被作为合作作者对待，他们对电影作

品具有一定的权利，包括所谓“二次获酬权”。瑏瑣

德国、日本则是从消极的角度，将拍摄电影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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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曲三强:《论影视作品的法律关系》，载《知识产权》2010 年第 2 期，第 19 页。
王迁:《“电影作品”的重新定义及其著作权归属与行使规则的完善》，载《法学》2008 年第 4 期，第 89 页。
演绎是指对作品进行改动而产生的作品。改编是最主要的一种演绎方式，故而改编和演绎又被视为同义语。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 113 － 7 条，《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44 条。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 132 － 25 条，《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4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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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存在的作品的作者排除在电影作品的作者以
外。其没有明文规定已有作品的作者是电影作
品的合作作者，瑏瑤而是首先区分了电影作品中被
改编的已有作品和为电影的目的而创作的为他
作品，然后在电影作品著作权专门章节规定电
影片中已有作品作者对电影制作享有的权利。瑏瑥

我国电影著作权制度，如前所述，是一个比较原
则的规定。该条规定既未明确电影作品是来源
于原作的演绎作品，也未涉及电影作品与原有
作品的著作权关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
《著作权法》的规定却与《伯尔尼公约》的电影
著作权规定大体一致。这种规定的背景和理由
是什么? 我们回到《伯尔尼公约》一探究竟。
《伯尔尼公约》首先将电影作品作为一种

原始作品对待。在《公约》第 2 条第 1 款“受保
护的作品”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
方法表现的作品”名列其中，权威解释认为，该
款列举的是原作或者“原始作品”，即其中没有
一件是直接派生于已有作品或已有客体的。瑏瑦

紧接着，《公约》第 2 条第 3 款规定了与原始作
品相对应的派生作品，包括翻译、改编、编曲和
其他改作物。其中的改编是一种最为概括的概
念，实际上与演绎为相同概念，而文学戏剧的电
影片自然构成一种改编形式。由于电影作品应
作为原始作品受到保护，《公约》并没有将电影
片作为改编来适用演绎作品。然而《伯尔尼公
约》的制定者并非无视或忽视电影作品的演绎
作品属性。考虑到电影作品的特殊地位，《公
约》增补了第 14 条之二专门解决电影作品著作
权问题。该条第 1 款先是进一步明确“电影作
品应作为原作受到保护”; 第 2 款( b) ———一个

容易被忽视的条款，则针对未实行制片人制度
和法定转让制度的国家规定了一项“合法化推
定”，即在没有相反或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那些
参与电影制作的作者实际上被推定为已授权电
影制作者人取得利用电影的权利; 第 3 款规定
了“推定例外”，即上述推定不适用于剧本、台
词和音乐作品的作者。按照常识，剧本、台词通
常是电影拍摄前已存在的作品，是被用来拍摄
电影的原作品，其著作权原本就是独立于电影
作品著作权的。由此可看出，《伯尔尼公约》试
图通过合法化推定和推定例外来表明以下态
度: 电影作品是一种演绎作品，被改编的已有作
品独立于电影作品而存在，原作者当然地享有
电影著作权之外的原作品的完整权利，电影著
作权不得影响原作品作者的著作权。
《伯尔尼公约》之所以一方面认可电影作

品是根据已有作品改编而来的演绎作品，另一
方面将电影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原始作品给予
保护，据分析，这是为电影制作人可以被视为作
者而享有电影著作权的制度留出余地。瑏瑧我国
《著作权法》与《伯尔尼公约》基本一致，没有将
电影作品的著作权置于演绎作品规则之下，瑏瑨除
了《伯尔尼公约》考虑的上述因素外，主要是从
确定电影作品著作权的需要权衡的。因为决定
电影作品著作权归属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制片者
和众多创作者之间的关系，要解决的问题是由
他们中的谁来享有电影著作权更加有利于电影
作品的投资创作和电影作品的有效流通，而已
有作品的作者和电影制片者的关系并非主要矛
盾，因此将电影类作品作为演绎作品对于电影
的著作权归属没有多大意义。当然，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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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德国著作权法》第 88 条第 1 款，《日本著作权法》第 16 条、第 2 条第 1 款第 11 项。
《德国著作权法》第 89 条第 3 款，《日本著作权法》第 27 条。
［澳］山姆·里基森、［美］简·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邻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 第二版) 》，

郭寿康、刘波林、万勇、高凌瀚、余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08 页。
［澳］山姆·里基森、［美］简·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邻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 第二版) 》，

郭寿康、刘波林、万勇、高凌瀚、余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18 － 320 页。
2014 年 6 月《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 19 条第 1 款规定“制片者使用小说、音乐和戏剧等已有作品制作视

听作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如无相反约定，前述已有作品的著作权人根据第 16 条第 2 款( 演绎作品双重许可) 对

视听作品的使用享有专有权”。该修改建议清晰地体现出一个意图: 从立法上明确影视作品是已有作品的改编物，从已

有作品到影视作品是一种演绎创作。笔者认为这样的修改并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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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电影作品著作权由制片人享有的规定并
未否定电影类作品的演绎属性，现实中绝大多
数影视作品是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改编而来
的。小说、剧本改编影视作品是一种演绎行为，

即使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影视作品也自然
构成一种改编物，属于演绎作品，这是由影视作
品的创作规律体现的。相应的，拍摄电影使用
已有作品应当事先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也是
电影行业商业运作所遵循的行业惯例和基本
守则。

小说、剧本等已有作品的作者对其特定作
品享有权利，首先表现为可以对作品另行使用，

如小说作者可以授权出版社以其他文字出版发
行其作品，编剧可将剧本另行改编为舞台剧，这
是单独使用的普遍做法，一般不存在争议。如
前所述，存有争议的是，已有作品的作者是否可
以控制影视作品的使用，这个问题在《著作权
法》修订过程中引起了一番讨论。2014 年 6 月
公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 19 条第
1 款规定，“已有作品的著作权人根据第 16 条
第 2 款( 演绎作品双重许可) 对视听作品的使
用享有专有权”，这里的“使用”是指多大范围、
何种方式的使用，是讨论的焦点。对于电影作
品而言，“使用”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正如著作
财产权是一个权利束，将各种使用方式集结在
一起，既有发行、放映、播放、网络传播等直接使
用方式，也有改编、汇编等二次使用方式。如果
对使用一概而论不作区分，可能在电影作品和
已有作品之间引起一些矛盾。因此已有作品的
作者对电影作品的使用权应当根据不同的使用
方式分别而论。

首先，涉及影视片的放映发行等符合电影
商业运行的正常使用，无须原作者的许可。制
片者向已有作品的作者取得小说的改编权来制
作电影，就是为了将其制作成电影进行放映、发
行，因此放映电影、播放电视剧是影视作品正常
的必需的使用方式。从交易成本和作品传播的
角度来分析，已有作品的作者许可将作品改编
成影视片时，对于其作品被改编的目的、改编成
影视片的使用方式均有合理的预期，并基于此
来决定授权范围和许可费。作者一旦授权许可

已有作品的影视摄制，即意味着允许制片者在
合同目的之下使用影视作品，无特别约定的，不
得反对制片人在电影的正常商业运作的使用类
型下进行使用。反之，如果利用已有作品制作
成的影视片不能发行放映，就没人愿意去获得
改编权，如果制作成的影视作品每一次放映、发
行、播放都要取得原作者的许可，就会增加影视
作品制作的交易成本和商业风险，影响影视作
品的传播和流通。这种与改编合同的目的相背
离的情况，绝非合同当事人双方所愿。

其次，涉及影视片的二次使用，需要经过原
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二次使用”一般是指
在拍摄合同目的之外对影视片的利用，主要是
改编，例如将电影电视剧改编成舞台剧、将电影
改编成图书或者其他形式。从二次使用可能带
来的经济收益或市场开发的角度看，影视作品
的二次使用而产生的新作品会带来新的市场，

产生无法预期的收益。原作著作权人许可制片
者制作影视作品时，无法预估也不可能将这些
因素考虑进去进而获得与之相应的对价。从原
作品的声誉和作者的精神利益的角度看，二次
使用可能使作品产生较大影响，原作品的作者
会有所顾虑不希望他人对其作品进行再次改
编，或者这种二次改编会对原作品造成歪曲、丑
化等不良影响，以致于损害到作者的人格利益。
因此，如果一件根据已有作品制作的影视作品
被改编，必须经过原作的作者以及影视作品著
作权人的许可。

( 二) 为他作品之界定及其权利行使规则

为他作品是指为了影视作品而专门创作的
作品。影视片中的音乐、美术作品往往是在影
视作品创作计划启动之后根据影视作品拍摄需
要而定制的。这些作品在创作时间和创作目的
上服从于影视剧拍摄的目的，在主题、风格、形
式上也与影视剧高度契合。相关的例子很多，

如电影《上甘岭》即将拍摄完成之时，词作者和
曲作者接受了创作任务，最终为电影创作了
《我的祖国》这首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歌曲。
又如，美术形象是影视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
情况下，在动画片制作任务确定之后，布景、场
地设计、人物造型等美工制作便投入先期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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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画片制作提供基础作品。此外，当下视听
作品有一种“边拍边播”的方式，某些“边拍边
播”的电视连续剧会在拍摄一两集之后根据观
众的反馈和市场行情再创作后续剧本，同步拍
摄播出。在剧集拍摄完结时，剧本就成了为影
视剧而创作的作品，与影视剧中的音乐、美术作
品一样属于为他作品。

为他作品的作者和制片人的关系是一种委
托合同或劳动合同的关系。故而为他作品的单
独使用，不仅要遵照《著作权法》关于电影类作
品的第 15 条规定，还须遵从第 17 条( 受委托创
作的作品) 的规定。也就是说，为他作品是否
可以单独使用、如何单独使用，要受到委托合同
或者劳动关系的约束。根据《著作权法》第 17
条的规定，如果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
了著作权归属，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委托作品，即
约定“可单独使用的作品”的权利归属和使用;

但如果事先没有明确约定或约定不明，则受委
托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对这一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又作出补充加以完备:“按照
著作权法第 17 条规定委托作品著作权属于受
托人的情形，委托人在约定的使用范围内享有
使用作品的权利; 双方没有约定使用作品范围
的，委托人可以在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范围内
免费使用该作品”。瑏瑩 上述规定从委托人角度规
定了作品的使用，但其基于委托创作的特定目
的使用作品的思路对于受托人即创作者对其可
单独使用的作品单独行使著作权，亦有指引作
用。由此，可以作出如下推论:

第一，单独使用的对象是原始作品。作者
可单独使用的对象或者交易的标的只能是原始
作品，而不应旁及在该原始作品上二次创作产
生的演绎作品。例如，画家为动画片绘制的人
物形象草图、设计手稿，这些设计图如满足独创
性可成为可单独使用的作品。影视片制作过程
中，原始设计草图不断添加新的创作元素，最终
固定和反复呈现在动画片的人物形象是一个经
过二次创作的美术作品，属于原始设计草图的
演绎作品，该美术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

对于原作者而言，可单独使用的只是其独立创

作的设计草图，对动画片中最终呈现的人物形

象美术作品则不能主张“单独使用”的权利。
第二，单独使用系存在于原始作品之上的

权利。《著作权法》第 10 条列举了 16 项使用作

品的权利，每一项权利都对应着不同种类的作

品，即作品类型不同使用权有所不同。电影类

作品以放映、发行、播放为主要使用方式，文字

作品、美术作品的使用方式主要是复制、发行、
改编。可单独使用作品的作者可以根据其作品

类型对作品加以使用或进行著作权交易，但无

权行使超出该作品使用方式的权利。例如，为

电影而创作的唱腔设计，作者对该音乐的单独

使用可以是录制唱片、现场表演、电台播放等，

但是放映含有音乐的电影片，是对电影作品的

放映，显然超出了作品之上应有的权利范围。
第三，单独使用不应与委托合同的目的相

冲突。为制作影视作品而创作的部分，符合独

创性要件具有独立表达形式的构成作品，作者

在单独使用该作品时应当以委托合同约定范围

之外的使用方式进行使用，合同约定不明的，作

者仅保留以非影视的形式利用其作品的权利，

即不得授权他人以制作影视片的方式使用其作

品，作者的单独使用不应与影视摄制合同相

冲突。
三、合作作品中“可分割使用”的作品之界

定及其权利行使规则
( 一) “可分割使用”的作品的含义和特征

合作作品是指两个以上作者共同创作完成

的作品。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合作作品”是

广义的概念，包括可以分割的合作作品和不可

以分割的合作作品。在合作作品的使用方面，

《著作权法》只规定了可以分割作品的使用，第
13 第 2 款规定“合作作品中可分割使用的部

分，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

权，但行使著作权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

作权”。根据著作权原理可以推出，可分割作

品的合作作者对合作作品享有“双重版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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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02) 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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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合作作品的共有著作权人，又对作品的特

定部分单独享有著作权。由于可分割作品处于

合作作品之中，每个人的创作都是彼此联系的

合作作品的一部分，作品在主题思想、表达方

法、表现风格等方面会表现出一些共性或者相

似性。如何界定可分割的作品，单独使用应满

足什么条件，单独使用如何避免侵犯合作作品

整体，这些细节问题有待深入分析。
《德国著作权法》上的合作作品是狭义的，

仅指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在合作作品外，德

国又规定了“作品的结合”，《德国著作权法》第

9 条规定“当多名作者为把各自作品一起进行

利用的目的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时，任何作者都

可以要求其他作者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准许自己

对相互结合的作品进行利用和修改”。根据德

国雷炳德教授的观点，“作品结合的本质在于

各个彼此联结在一起的作品所具有的单独利用

性。只有在各个组成部分彼此联结在一起的作

品具有了单独的利用性并且这种结合不被作为

汇编作品的时候，才被看作是作品的结合。”瑐瑠由

此看出，德国的“结合作品”类似于我国可分割

使用的合作作品。结合作品与合作作品区分的

关键在于作品的组成部分是否具有单独的利用

性。如果具备这种属性，该作品属于结合作品，

否则属于合作作品。瑐瑡可分割使用的作品不仅在

表达形态上能够与作品整体相分离，并且具备

独立使用的可能性。易言之，单独的利用性是

构成独立作品的必要条件。
《美国版权法》第 101 条将合作作品定义

为“由两个或者更多的作者为使其各自的创作

形成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或者相互依存的部分

而共同完成的作品。”这里“不可分割”和“相互

依存”相并列，分别指向两种情形的合作作品。
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由作者共同创作，各部分

被吸收或合并于完整的单位中，合作作者是该

合作作品的共同著作权人。相互依存的合作作

品由作者分头创作再加以合并，各部分形成相

互关联、互为依赖的单位，例如歌剧或歌曲的词

与曲。瑐瑢这种合作作品在作者共同享有著作权之

外，合作作者之创作部分也能够独自获得著作

权保护。可见，美国版权法上相互依存的合作

作品相当于我国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或者

说，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合作作品的规定与

《美国版权法》的做法相似。
从上述比较法视角可见，可分割作品的特

征可概括为分离可能性和利用可能性。前者指

作者各自创作的内容可与作品整体或者其他部

分相分离，足以形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后者指可

独立存在的部分具有单独利用的可能性。上述

特征体现在德国“结合作品”之中，概括为“单

独的利用性”。《美国版权法》虽然未使用“可

分割”“单独使用”的措辞，但法律解释上认可

可分 割 使 用 的 合 作 作 品 是 合 作 作 品 的 情 形

之一。瑐瑣

鉴于我国的法律解释并未明确可分割使用

的作品含义和使用作品的条件，结合上述分析，

我国著作权法上“可分割使用的作品”可以解

读为相对于某个作品整体来说，在表达形式上

可与整体相分割而独立存在且符合作品独创性

的创作成果。可分割作品的作者可以单独享有

著作权，可许可他人使用或者自己使用该作品。
作者单独行使著作权的前提是该作品具有可利

用性，能够给作者带来经济收益。但是，从我国

实际情况看，无需特别强调利用的可能性条件，

因为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对于一些可以分

割使用但不一定具备利用可能性或者经济价值

尚不明显的作品，仍然构成可分割使用的作品，

·8·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德］M·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3 － 194 页。
参见卢海君:《论合作作品的立法模式———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 13 条的修订》，载《电子知识产权》2012 年第

9 期，第 63 页。
参见［美］谢尔登·W·哈尔彭等:《美国知识产权法原理》，宋慧献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65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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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 作 者 保 留 其 应 有 的 单 独 行 使 著 作 权 的

权利。
( 二) “可 分 割 使 用”的 作 品 的 权 利 行 使

规则

可分割的合作作品的作者在行使权利时会

受到一定限制。一方面，作者只对自己创作的

部分以及整体作品享有权利，而不能控制其他

可分割部分的使用。例如，在“崔某某与固原

市人民政府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中，瑐瑤上诉

人诉称其为《固原》《我在画中唱宁夏》《毛主席

来过宁夏川》等歌曲的合作创作者，固原市人

民政府制作的《新世纪新固原》光盘未经许可

反复多次使用这几首歌的曲旋律，却没有为上

诉人署名，构成侵权。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涉

案歌曲属于崔某某作词、他人作曲的可分割的

合作作品，固原市政府在《新世纪新固原》光盘

中未使用上诉人崔某某的词作品，只使用了周

某某等三人的曲旋律音乐作品，同时不存在对

四首歌曲整体著作权的侵害情形，因而上诉人

无权向固原市人民政府主张权利。该判决的思

路和观点是正确的，可分割作品的作者的权利

限于特定部分，对于其他作者创作的部分，既无

权控制作品的使用，也不能向使用人主张权利。
另一方面，第三人在利用可分割作品时不得因

不当使用而影响作品整体的著作权。有论者指

出，必须区分对合作作品的“分割使用”和“割

裂使用”: 前者是指“在不改变原作外貌的条件

下，合作作者将自己独创的相对独立的部分另

行使用”，瑐瑥后者则是在使用自己创作的部分时，

通过修改、删减文本，影响或扭曲了整体作品共

同的创作原意和初衷，这种行为有可能造成对

其他合作作者精神权利的侵害。现实中某些滑

稽模仿行为存在损害合作作品整体形象的风

险。如近年来网络上曾出现“恶搞”《黄河大合

唱》的视频，其中《保卫黄河》乐章被改填低俗

的歌词，加上夸张搞怪的动作表演，这种滑稽模

仿行为可能构成“割裂使用”。《黄河大合唱》
是一部民族精神的伟大赞歌，歌词和音乐在人

们心中是作为一个完美结合的整体而存在的。
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经典作品容不得歪曲篡

改。事实上，利用《黄河大合唱》音乐恶搞表演

的行为，不仅受到广大网民的批评抵制，也受到

词曲作者后人的谴责。瑐瑦

与权利相对应，作者需要对可分割的部分

负完全的责任。在“商某某与程某某等侵犯著

作权纠纷上诉案”中，瑐瑧上诉人商某某认为《马

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典作家卷》一书第

二编“列宁经济思想史”中大部分内容与其创

作的作品《列宁经济思想发展史》相关内容一

致，因此将该书的主编程某某诉上法庭。但是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史》一书属于可分割的合作作品，涉嫌侵权的

第二编“列宁经济思想史”的作者为周某某，尽

管程某某是主编，但对涉嫌侵权的第二编内容

并不享有著作权。因此，商某某提出的程某某

为全书著作权人、应对全书每个部分的侵权行

为负法律责任的上诉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这

一裁判意见体现了上述观点，合作作品中可分

割部分的作者应当对自己创作的部分负责，没

有参与该部分创作的其他合作作者，无需为此

承担法律责任。
当然，由于合作作品中必须存在各作者合

作创作的合意，而且在合作作品使用过程中也

大都需要作者间的协商，合作协议在分配合作

作者间的权利义务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者

们可在创作之前通过合作协议商定对合作作品

的著作权归属、可分割作品的使用及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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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03) 宁民知终字第 6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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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样既尊重了各作者间的意思自治，也为司

法实践中妥善解决问题提供了依据。
四、结语

相对于 根 据 表 达 媒 介 区 分 的 作 品 类 型，

“可单独使用的作品”是在著作权归属和权利

行使意义上存在的作品形态。涉及可单独使用

作品的著作权争议和分歧源于其内涵模糊、权
利行使规则不明晰，笔者通过解构综合艺术门

类的电影作品分离出已有作品和为他作品，从

广义合作作品中分离出可分割作品，探讨了可

单独使用作品的构成和权利行使的规则。电影

作品中“可单独使用作品”须在尊重制片人著

作权的前提下行使个别权利，其中的已有作品

应分区使用方式，按照演绎作品规则行使著作

权; 为他作品还应遵照委托创作合同或职务作

品关系，在不影响电影正常商业运作的限度内

行使个别著作权。合作作品中可分割作品的使

用较为复杂，在合作程度不同的作品中，可分割

作品的使用均以不影响合作作品整体著作权为

限。一般情况下，可分割的部分可以单独使用，

但不得因不当使用改变作品整体原貌。

Ｒesearch on Definition and Ｒules of the Works Which
can be Exploited Separately

Zhang Jin
Abstract: The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issue of“works which can be exploited sep-

arately”stem from the ambiguous definition and the ambiguous rules for the exercise of rights up-
on such works． In view of the ambiguity in legislation and justice and the inadequate theoretical
research upon such issue，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definition and
rules of the“works which can be exploited separately”． In terms of the definition and the scale，

“works which can be exploited separately”is a creative work that can be divided and exists inde-
pendently and is consistent with originality，and，such works generally exist i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nd collaborative works that can be used separately． I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works which can be exploited separately”can be divided into“existing works”and“works for
others”，these two kinds of works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rules． As for the collaborative
works that can be used separately，the author only enjoys the rights on the part he created and the
whole work，and，he cannot control the use of other divisible parts，meanwhile，he cannot influ-
ence the overall copyright of the work when exercising the right．

Keywords: works which can be exploited separately; audiovisual works; collections; coop-
eration works; works that can be used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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