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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转换性使用的本土路径重塑

文  /  孙松

摘要：著作权转换性使用作为判定新型合理使用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着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在我国转换性使用的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对转换性使用体系认知

不足、释法路径不当，以及运作体系不畅的现实困境。从本质上而言，转换性使用蕴含着促

进公共利益的直接价值取向，但其并不具有独立判定合理使用成立与否的规则效力。基于此，

为了更好地发挥转换性使用的内在价值和功能，一方面需要确立开放式合理使用的一般规则，

进一步规范转换性使用的司法判定，以增强合理使用分析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

需要明确转换性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以提升合理使用分析的确定性和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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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版权法的立法宗旨和制度功能是通过利益

分配的结果来实现的，而版权法上的那些基本

概念和基本制度，即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具体体

现。1 著作权转换性使用概念的提出，充分体现

了著作权利益分配机制的再平衡。正如有学者

所言，现今著作权之重大课题应从二大面向观

察、思考：一为如何平衡著作权人与社会大众

之利益；二为如何妥善划分著作权人与媒介 / 科

技提供者之利益。2 对于转换性使用而言，其不

仅具有平衡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的调适功

能，而且具有划分著作权人与网络服务商利益

的分配功能。转换性使用作为判定合理使用的

标准要素之一，最早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一案中所确立的。3

在该标准的影响下，美国法院在审理合理使用

案件时，不仅打破了对使用行为是否具有商业

性意图的二元固有偏见，而且为新技术、新类

型案件的适用，提供了兼顾表达自由、技术发

展，以及文化繁荣的正当性解释空间。当然，

鉴于转换性使用标准的上述理论价值，我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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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也将其引入到新技术、新类型案件的司法适

用中来，并取得了良好的利益分配效果。4 可

以说，作为目前开放式合理使用模式的主导性

标准，转换性使用无疑成为我国处理新型使用

模式争议的风向标。5 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司法

实践来看，我国法院在主动引入转换性使用概

念的同时，也过分夸大了转换性使用的法律地

位，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我国《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所规定的“三步检验法”的限制功

能。6 此外，法院对于“转换性合理使用”的判

定，也表现出突破封闭式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

转而通过法官造法，7或者扩张性解释的方式，8来

回应当下司法实践的主观恣意。由此可见，我

国在新型使用行为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

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我国所规定的封闭式合

理使用的立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司法实

践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法院创新性引入的

转换性使用，也因缺乏一定的约束性配套机制，

而无法恰当地发挥出转换性使用的调适功能，

且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性。究其原因，主要在

于我国既有的合理使用制度，属于封闭式的立

法模式，而配套适用的“三步检验法”标准，

也因缺乏具体适用上的可操作性，而不具有在

新类型案件上的适用张力。有鉴于此，解决我

国上述司法适用上的难题：一是需要进一步厘

清我国在转换性使用问题上的本土困境，以便

于在后续的制度安排上有的放矢；二是需要进

4.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1) 一中民初字第 1321 号民事判决书。

5. 谢琳：《论著作权转换性使用之非转换性》，载《学术研究》2017 年第 9 期，第 61 页。

6. 例如，在王莘诉北京谷翔、谷歌公司著作权侵权案中，法院认为“这一行为已构成对原告作品的转换性使用，不会

对原告对其作品的正常使用造成影响，亦不会不合理地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由此可见，法院在认定二次利用行为构

成转换性使用的同时，即直接得出其“不会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合法利益”的结论，而并没有发挥著作权合理使用“三

步检验法”的限制功能；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1) 一中民初字第 1321 号民事判决书。此外，相关的案例，

还可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 73 民终 85 号民事判决书。

7. 关于“法官造法”的情形，是指法院已经突破了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的法律规定，进而将不属于十二种法定情形

的作品使用行为，认定为符合转换性使用的合理使用。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 1221 号民事判决书。

8. 关于“扩张性解释”的情形，是指法院通过对《著作权法》第 22 条关于“合理引用”条款的扩张性适用，来处理涉及

作品转换性使用的问题。相关代表性案件，可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 730 号民事判决书；广州知

识产权法院（2017）粤 73 民终 85 号民事判决书；广州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佛中法知民终字第 159 号民事判书。

9. 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 页。

10.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1) 一中民初字第 1321 号民事判决书。

一步考察转换性使用标准在原有法律体系中的

应然定位，来进一步分析转换性使用在我国具

体司法适用中的障碍和不足；三是需要基于对

上述内容的梳理和考察，合理调整我国转换性

合理使用的本土路径，以实现著作权利益分配

结果的动态平衡。

二、著作权转换性使用的本土困境

在移植他国某个法律制度时，继受者首先

应当分辨其在他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如果从

该体系中孤立地抽取出来是否会影响原来的效

果，即移植的可能性问题，以及要考虑如何将

移植的制度在本国进行体系化，即移植对象的

安置问题。9 然而，从目前移植的情况来看，我

国对于转换性使用的引入，并未及时解决该移

植对象的安置问题。这就使得我国对于转换性

使用标准的移植和内化，呈现出本土适用上的

现实困境。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

面的内容：

（一）对转换性使用的地位认知不清

我国法院对于转换性使用的概念移植，最

初是用于解决“缩略图”技术所带来的合理使

用的新问题，10 而非意在解决美国法院所面临地

过度依赖“商业性使用”的二元偏见。然而，

法院在引入转换性使用概念以后，却超出了其

在既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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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判定构成转换性使用的同时，会直接得

出其“不会对原告作品的正常使用造成影响 , 亦

不会不合理地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的裁判结

论。11 然而，事实上，转换性使用标准，并不具

有判定合理使用成立与否的规则效力。进言之，

转换性使用所表征的法定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

之间缺乏因果关系上的传导机制。因此，法院

不能排他性地适用转换性使用标准，而是应该

结合“市场因素”以及其他判定标准，予以综

合性判定，进而才能充分保障合理使用制度之

于著作权体系的内在功能和价值。

（二）对转换性使用的释法路径不当

与美国开放式合理使用模式不同的是，我

国的合理使用模式属于列举式的封闭类型。基

于此，我国法院在引入转换性使用概念的同时，

需要在既有的十二种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中，

为其寻找一个司法适用的具体路径。从目前的

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大多将其纳入到“合理引

用”的法定类型之下。12 对此，笔者认为上述释

法路径，主要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和不

足：第一，上述扩张性的释法路径，将会破坏

我国著作权法关于“权利例外”的既有利益平

衡。正如有学者所言，对作者权体系的法官而

言，如果一项使用行为不符合立法列举的“权

利例外”，“权利例外”的规定本身并不能提供

扩大解释的依据。13 因此，将转换性使用纳入到

“合理引用”的法定条款之下，不仅将会造成法

官对于“合理引用”条款的无所适从，而且有

可能导致合理使用判定的有失公允。因为转换

性使用是一种基于不同方式或目的的创造性使

11.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1) 一中民初字第 1321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6）粤

0115 民初 4345 号民事判决书。

12.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 730 号民事判决书；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 73 民终 85 号民事

判决书；广州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佛中法知民终字第 159 号民事判决书。

13. 李琛：《论我国著作权法修订中“合理使用”的立法技术》，载《知识产权》2013 年第 1 期，第 15 页。

14. See Bill Graham Archives v. Dorling Kindersley Ltd.,448 F.3d 605,609(2nd Cir.2006).
15. 参见吴伟光：《著作权法研究—国际条约、中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01 页。

16. 袁锋：《论新技术环境下“转换性使用”理论的发展》，载《知识产权》2017 年第 8 期，第 56 页。

用，而“合理引用”条款下的作品使用，则不

需要满足上述作品利用方式上的特定要求。进

言之，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出发，两者并不具备

相同的法律内涵，以及事实构成要件。第二，

上述扩张性解释的释法路径，将会缩小转换性

使用所具有的正当性解释空间。从具体的司法

实践来看，转换性使用并不限于批评、评论的

作品使用目的，14 还涵盖于戏仿、讽刺为目的的

言论表达范畴，以及数字网络技术发展下的新

兴商业模式范畴。但是，“合理引用”条款作为

合理使用的例外情形，仅是一种单一维度的政

策考量，即为了保护公众的表达自由。15 因此，

将转换性使用纳入到“合理引用”条款之下，

不仅存在类型化归属上的不自洽问题，而且具

有释法路径的不周延性。正如有学者所言，仅

仅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 22 条第（二）项的

规定来完全适用“转换性使用”理论是不够的，

难以应对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利用行为。16 由此可

见，将转换性使用纳入到“合理引用”条款之

上的释法路径，并不是一个成熟而恰当的做法，

而需要立法者对此做出相应的调适和完善。

（三）对转换性使用的运作体系不畅

如上所述，转换性使用作为合理使用分析

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不具备司法适用上的规

则属性。因此，对于转换性使用的安置问题而

言，需要借助于合理使用分析的一般规则，来

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和功能。然而，从我国

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对于合理使用分析的一

般规则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法院将“三

步检验法”作为判定诉争行为是否属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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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种合理使用情形之一的一般规则；17 而有的

法院实际上却借用开放式合理使用的判定标准，

作为其合理使用分析的一般规则。18 由此可见，

一方面，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所规定的

合理使用的一般规则，不仅缺乏合理使用上的

灵活性，而且缺少司法适用上的可操作性，以

致法院在处理转换性使用的案件时，不得不突

破原有的封闭式立法模式，进而引入开放式合

理使用的判定标准。然而，上述合理使用的一

般规则的勉强使用，既导致了法院对于转换性

使用的过度依赖，也造成了法院对于合理使用

判定标准的混乱性适用。究其原因，合理使用

分析的一般规则，不仅是转换性使用得以有效

适用的运作机制，也是确保转换性使用不被过

度依赖的限制手段。此外，对于转换性使用的

范围和界限而言，在没有确立新界限的情况下，

是没有任何保障措施能够确保法官是基于著作

权法的总体原则，而不是主观臆断，来做出相

应司法裁判的。19 有鉴于此，为应对新技术、新

模式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问题，需要一个更加灵

活而有效的合理使用分析的一般规则，来确保

转换性使用的司法适用范围和界限，进而才能

充分释放转换性使用的既有功能和价值。

三、著作权转换性使用的应然定位

转换性使用的提出和适用，源于对“创造

17. 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2015) 粤知法著民终字第 227 号民事判决书。

18. 法院认为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一般应当考虑使用作品的目的和性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性

质、所使用部分的性质及其在整个作品中的比例、使用行为是否影响了作品正常使用、使用行为是否不合理地损害著

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等。参见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6）粤 0115 民初 4345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 730 号民事判决书。

19. Laurie Tomassian,Transforming the Fair Use Landscape by Defining the Transformative Factor, 90 S.Cal.
L.Rev.1329,2017,P.1355.
20. Matthew D. Bunker, Eroding Fair Use: The Transformative Use Doctrine After Campbell,7 COMM.L.&POL'Y1,2002,PP.3-5.
21. Lydia Pallas Loren，Redefining The Market Failure Approach to Fair Use in an Era of Copyright Permission Systems,5J.
Intell.Prop.L.1,1997,P.31.
22. Pierre N. Leval，Toward a Fair Use Standard,103 Harv.L.Rev.1105,1990,P.1111.
23. Ty, Inc. v. Publ'ns Int'l, Ltd.,333 F.Supp.2d705,712（N.D.III.2004）.

性使用”概念的传承和发展。20 通常意义上讲，

作品的转换性使用，即是一种“创造性使用”，

但并非所有的“创造性使用”都符合作品的转

换性要求。21 就著作权转换性使用的应然定位而

言，一是要厘清转换性使用的基本内涵，进而为

合理使用的司法判定，提供一个正确的参考标准；

二是要廓清转换性使用的应然法律地位，进而为

后续的制度安排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导理念。

（一）转换性使用的基本内涵和适用进路

转换性使用作为“创造性使用”的同义词，

需要二次利用行为必须是创造性的，并且是以

不同的方式或者目的利用原作品，而不是对原

作品的重新包装或者复制性代替，进而能够产

生一些额外的创作价值，如新的表达、美感或

者洞见等。22 进言之，如果二次利用作品与原

作品有着相同的创作目的，则该作品不具有转

换性。23 此外，对于作品的转换性使用而言，其

具有直接促进公共利益的内在价值取向。而这

种价值取向的集中表达，不仅表现出对法院过

于注重营利性使用目的的适度纠正，而且呈现

出对新技术环境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内在协调。

由此可见，对于“转换性使用”的基本内涵而

言，需要从价值层面予以合理解读，而不宜过

多地停留在语义表达的层面。正如有学者所言，

法院应该专注于考察二次利用行为是否具有促

进知识和科学进步的能力，而不是将所谓的合

理使用归类为“转换性使用”或“非转换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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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4 其实，关于后续作品与原作品在创作动

机、目的，以及意义方面的不同之处，是很难

做出司法判定的。25 此外，关于作品的转换性使

用，是指“作品”的转换性结果，还是指“使

用行为”的转换性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对此，有学者甚至认为对“作品”转换性与

“使用行为”转换性的混淆，不仅是后来许多法

官与学者之间分歧的原因，也是转换性使用标

准迄今为止被证明为不太有用的原因。26 有鉴于

此，笔者认为作品的转换性使用，一是要满足

创造性使用的内在要求；二是要符合作品使用

方式或者目的上的形式要求。倘若二次使用行

为能够基于不同的方式或者目的，创作出具有

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新作品，则其属于作品的

转换性使用。换言之，转换性使用与创造性使

用都具有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但是

转换性使用有着不同于创造性使用的作品使用

方式或目的。因此，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需

要透过转换性使用的表象，来重点把握转换性

使用的效用价值，进而才能充分发挥转换性使

用的利益协调功能，而不至于动摇著作权法激

励创作理论的制度根基。

（二）转换性使用的应然地位与内在功能

Campbell 案以后，美国法院在合理使用的

具体判定过程中，开始呈现出对转换性使用标

准的过度依赖。27 对此，有学者认为在合理使

用的分析中，以前的“市场中心”范式已经被

24. Lydia Pallas Loren，Redefining The Market Failure Approach to Fair Use in an Era of Copyright Permission Systems,5J.
Intell.Prop.L.1,1997,P.32.
25. David E.Shipley, A Transformative Use Taxonomy: Making Sense of the Transformative Use Standard, 63 Wayne 
L.Rev.267,2018,P.282.
26. Jisuk Woo, Redefining the Transformative Use of Copyrighted Works: Toward a Fair Use Standard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27 Hastings Comm.&Ent.L.J.51,2004,P.65.
27. 相靖：《Campbell 案以来美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演变》，载《知识产权》2016 年第 12 期，第 18 页。

28. See Neil Weinstock Netanel, Making Sense of Fair Use, 15 Lewis & Clark L.REV.715,2011，P.734.
29. See Diane Leenheer Zimmerman, 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Less They Seem “Transformed”: Some Reflections on Fair 
Use，46 J. Copyright Soc'y U.S.A. 251,1998,P.268.
30. See Thomas F. Cotter, Transformative Use and Cognizable Harm, 12 Vand.J.Ent.&Tech.L.701 ,2010,P.706.

“转换性使用”范式所取代。28 当然，也有不同

的观点，认为转换性使用标准并没有真正为合

理使用的判定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而更

多地发挥着口号宣传的作用，反而在实际上削

弱了当下合理使用分析的明确性。29 也有学者认

为，尽管转换性使用可能与合理使用的分析相

关，但它自身却很少提供一个理论说明，来将

未经授权的使用行为从侵权责任中予以免除。30

对此，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着一定

的片面性。对于前者而言，该观点过分夸大了

转换性使用的法律地位，很有可能损害著作权

人的创作诱因，进而影响著作权法的利益分配

机制；对于后者而言，该观点又过分低估了转

换性使用标准的价值和功能。究其原因而言，

虽然转换性使用标准并不具有直接的规则效力，

但其作为合理使用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

仅能够有效地纠正合理使用分析中对于商业性

与否的二元偏见，而且能够为一些新技术、新

业态和新模式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对于转换性使用的法律地位而

言，需要将其置于合理使用分析的整体语境中，

来加以准确把握。具体而言，二次利用行为是

否构成转换性使用，既不是决定合理使用成立

与否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影响合理使用成立与

否的充分条件。对于前者而言，在转换性使用

标准提出之前，法院对于大量合理使用案件的

司法认定，即是充分的事实论据；对于后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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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也已有明确

的指导意见。31 另外，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无论是“商业性利用”还是“转化性利用”，皆

不是合理使用的绝对判断标准 , 因为二者的本

质，都是防止利用行为在经济上损害著作权人

创作与传播的诱因。32 由此可见，在合理使用

分析的过程中，不宜过度依赖转换性使用标准，

而需要结合其他判定因素，来加以综合认定。

此外，廓清转换性使用的法律地位，还需

要充分释明转换性使用标准与“市场因素”标

准在合理使用分析中的法律关系为何。首先，

转换性使用标准作为开放式合理使用分析的一

个重要因素，具有非排他性的要素特征。申言

之，“新作品的转换性越强，其他判定因素的重

要性越弱”的司法适用观点，33 不宜被理解成转

换性使用标准在合理使用分析中占有绝对比重。

正如有学者所言，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索尼

案中所讨论的关于“创造性使用 / 非创造性使

用”的司法意见一样，对二次利用行为是否构

成转换性使用的分析，是有帮助的，但并不是

评估合理使用的决定性因素。34 其次，在转换性

使用标准与“市场因素”标准的关系方面，笔

者认为转换性使用标准不应取代“市场因素”，

成为影响合理使用分析的范式标准。第一，转

换性使用标准的提出 , 并不是为了否定合理使用

分析中的“市场因素”，而在于纠正合理使用分

析中过度重视“商业性使用”的固有偏见，进

而为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营造一

31. 在 Fox News Network v. TVEyes 一案中 , 美国联邦巡回第二上诉法院认为尽管 TVEyes 公司的利用行为符合作

品的“转换性”，但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原告的经济利益，因此不构成合理使用。参见 Fox News Network v. 
TVEyes,Inc.,883 F.3d 169（2d Cir.2018）. 相关案例，另参见 Warner Bros. Entm't Inc. v. RDR Books, 575 F. Supp. 2d 513(S.
D.N.Y.2008).
32. 熊琦：《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载《法学家》2011 年第 1 期，第 93 页。

33. See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510U.S.569,1994,P.579.
34. David E. Shipley, A Transformative Use Taxonomy: Making Sense of the Transformative Use Standard, 63 Wayne 
L.Rev.267,2018,P.270.
35. 李钢：《“转换性使用研究”—以著作权合理使用判断的司法实践为基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49 页。

36. Ashten Kimbrough, Transformative Use vs. Market Impact: Why the Fourth Fair Use Factor Should Not Be Supplanted by 
Transformative Use a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in a Fair Use Analysis,63 Ala.L.Rev.625,2012,P.635.

个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第二，转换性使

用在内容上呈现出抽象的道德化特征，而并不

具有使得合理使用的调整范围得以明晰化的功

能。35 反观“市场因素”标准，不仅可以为著作

权人提供有效的创作诱因，而且具有司法适用

上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正如有学者所言，转

换性使用标准不能成为最具影响因素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在于该概念不具有司法适用上的一

致性，以及缺乏明确的指导。36 由此可见，对于

转换性使用标准的法律地位而言，其在合理使

用分析中仅具有要素式的司法影响力，且并不

构成对“市场因素”的范式取代。进言之，关

于转换性使用的具体路径，是以开放式、要素

式的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为应然导向的。因此，

关于转换性使用的具体适用路径，需要立足于

相应的一般判定标准，一则发挥其所具有的利

益调适功能，二则也约束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

四、我国著作权转换性使用的本土路径

调适

我国对转换性使用的引入，既是应对网络

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完善合理使用制度

的理论所需。然而，考虑到我国目前关于转换

性使用的本土困境，以及转换性使用所具有的

基本内涵和法律地位，因此需要进一步妥善安

置转换性使用在我国的本土路径，进而才能更

好地维护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蕴意。对此，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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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我国转换

性使用的制度安排和路径重塑。

（一）确立开放式合理使用的一般规则

合理使用一般规则的确定，有助于建立

和统一各类作品使用行为的司法裁判标准，以

及具有补充适用“列举式规定”不足的解释功

能。37 然而，在我国合理使用的一般规则问题

上，却存在着很大的路径分歧。有观点认为应

以三步检验法作为法院裁判具体案件中使用行

为是否合法的标准，以替代我国理论和实务中

占主流地位的要素检验法；38 也有观点认为在一

般条款的设定上，判断的标准应该借鉴“四要

素标准”。39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应确立开放式

合理使用的一般规则，即采用“要素标准式”

合理使用的检验方法，以解决我国在“转换性

合理使用”上的本土困境。首先，开放式合理

使用的一般规则，能够更好地契合我国转换性

使用的司法实践。尽管三步检验法源自国际条

约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立法”引导“司

法”的全盘统筹规划；而要素检验法则是一种

自下而上、立足于司法个案判断、由判例法向

成文法缓慢积累的范式。40 但是，一方面，从目

前“三步检验法”的国内法立法体例来看，绝

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明确将其单纯作为判断合理

使用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三步检验法”是

国际条约对各国立法的约束标准，是立法的指

导原则，作为司法认定的原则显得过于抽象。41

此外，从我国合理使用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

在新型合理使用分析上的具体判定，也主要采

取“要素标准式”合理使用分析的论证方式

37. 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92 页。 
38. 参见朱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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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页。

39. 曾琳：《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正下的“限制与例外”制度应用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 页。

40. 张陈果：《解读“三步检验法”与“合理使用”》，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 年第 5 期，第 22 页。

41. 李琛：《论我国著作权法修订中“合理使用”的立法技术》，载《知识产权》2013 年第 1 期，第 17 页。

42. 参见熊琦：《著作权合理使用司法认定标准释疑》，载《法学》2018 年第 1 期，第 182 页。

43. See Jo Oliver，Panel Discussion :Copyright in the WTO: The Panel Decision on the Three-Step Test，25 Colum. J.L. & 
Arts 119,2002,P.155.
44. 参见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2014 年 6 月）第 43 条的规定。

和说理过程。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也

有学者提出对“三步检验法”进一步释义的方

式，来使其作为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司法认定标

准。42 不过，笔者认为上述解决思路，在一定程

度上忽略了“三步检验法”在具体释义过程中

容易出现“循环论证”，43 以及很难形成“统一共

识”的关键问题。换言之，在合理使用一般规

则的司法适用方面，法官更看重的是规则的明

确性和实用性。可以说，就新型合理使用的司法

案件而言，“三步检验法”的具体适用，也将很

难发挥出转换性使用标准所具有的利益调适功

能。其次，“三步检验法”作为权利限制的一般

原则，将其仅规定为合理使用的一般规则，将会

极大限缩“三步检验法”之于整个著作权权利限

制制度的指导功能。最后，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

展，合理使用的一般规则，往往还将承担着发挥

司法适用方面的灵活性的制度功能。然而，在

我国合理使用的列举式模式下，“三步检验法式”

的一般规则，却很难实现限制功能与弹性功能的

有机调和。从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的立法尝

试来看，立法者试图提高合理使用规则的灵活性

尝试，反而将“三步检验法”限缩为“两步检验

法”。44 由此可见，在转换性使用的本土化语境

下，我国需要采取开放式合理使用的一般规则。

（二）规范转换性使用的司法适用

转换性使用标准的提出，意在纠正法院在

合理使用分析上过度偏重于营利性与否的二元

固有偏见，而非是对整个合理使用分析的另起

炉灶。在涉及转换性使用的司法实践中，法院

对于合理使用的具体判定，一方面，需要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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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合理使用分析的整体因素，而不宜过度弱化

对“市场因素”的权重性考量；另一方面，需

要重点把握转换性使用的内在价值，而不能过

度依赖转换性使用的外在形式。进言之，即使

二次利用作品具有转换性使用的外在特征，也

并不意味着其就属于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可以

说，对著作权人市场利益的有效保护，依然是

判定合理使用成立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究其

原因，一是激励创作的制度理念，依旧是著作

权法律制度赖以有效运作的基石；二是“转换

性使用”判定因素的权重，并不具有高于其他

判定因素的内在地位。因此，在转换性使用的

司法判定中，不仅需要准确界定作品的二次利

用行为是否构成转换性使用，而且需要在合理

使用分析的整体框架下，来加以综合权衡，以

充分发挥合理使用制度的利益平衡价值。质言

之，任何扩大“转换性使用”因素在合理使用

规则中法律地位的司法尝试，无疑将会破坏著

作权法所努力维系的利益平衡，进而严重损害

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对此，一是在开放式合

理使用一般规则的前提下，综合考量合理使用

的各个具体判定因素；二是在权衡各个具体判

定因素的比重上，需要不偏不倚，不能过分扩

大“转换性使用”因素的法律地位；三是“转

换性使用”因素和“市场因素”并非严格对立

的。在具体的司法判定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

弱化对“市场因素”的具体考量，否则将会严

重侵蚀著作权法激励创作的内在机制。

（三）增设转换性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

对于转换性使用的具体情形而言，通过类

型化的列举式规定，不仅能够弥补我国合理使

用封闭模式的不足，而且有助于法官对于特定

转换性使用情形的司法判定。事实上，从我国

转换性使用的司法实践来看，滑稽模仿、功能

性转换等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已经具备充分

的类型化基础。然而，从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

45. 参见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2014 年 6 月）第 43 条的规定。

修改的具体情形来看，立法者意在采取的却是

“兜底式规定”的具体方式。45 对此，笔者认为

“兜底式”的列举规定，不仅将会大大增强合理

使用分析的不确定性，而且还会造成对特定转

换性使用情形的立法回应不足，以及对国际条

约中“三步检验法”规则的义务违反。其实，

在合理使用的列举式模式下，实现对“转换性

合理使用”情形的具体规定，既是回应当下司

法实践的现实需求，也是优化合理使用立法模

式的创新表现。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在我国合

理使用的列举规定中，增加两款关于“转换性

合理使用”的特定情形：一是为讽刺、批评或

者滑稽模仿为目的，在作品中转换性使用他人

已经发表的作品；二是以提供公共信息检索服

务为目的，在作品中转换性使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当然，值得强调的是，上述“转换性

合理使用”的特定情形，仍然需要接受合理使

用一般判定规则的内在要求，进而才能从体系

化设置上体现合理使用制度的内在价值和功能。

五、结语

在合理使用分析的语境下，著作权转换性

使用概念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

义。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转换性使用并

不具有独立判定合理使用的规则效力，需要将其

置于合理使用分析的一般框架下，来予以综合性

考量。对此，既需要充分把握转换性使用的基本

内涵和适用进路，也需要准确依照转换性使用的

法律地位和规范路径。有鉴于此，在我国合理使

用制度的列举式模式下，一方面需要确立开放式

合理使用的一般规则，进一步规范转换性使用的

司法判定，以增强合理使用分析的灵活性；另一

方面，需要增设转换性合理使用的法定情形，以

循应合理使用立法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进一步

提升合理使用分析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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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ve Path of Copyright Transformative Use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judging the new fair use behavior, the transformative use of copyrigh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transformative use in China, there is a real dilemma 

of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ystem of transformative use, improper path to interpret the law, and imperfect operation 

system. In essence, the transformative use implies a direct value orientation that promotes public interests, but it does not have 

the rule effect that independently determine whether fair use is true or not. Therefore,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intrinsic value and 

fun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ve use,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opening-up fair use and 

further regulate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ve fair use to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and operability of the fair use 

analysi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add legal situ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ve fair use so as to improve the certainty 

and exhaustiveness of the fair use analysis.

Key words: Copyright; Transformative Use; Fair Use; The Three-Step Test; The Four-Factor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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