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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的完善
任

燕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 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并不保护著作人身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著作权立法

中均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但是著作人身权目前已成为许多国家著作权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
普遍承认的一种权利。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人身权理论之间存在着矛盾。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设置
的具体缺陷，主要有我国《著作权法 》对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自相矛盾，对著作人身权
的种类设计不合理，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不准确、内容限制不到位。对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应从
立法上进行完善，包括规范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避免条文之间的自相矛盾，不设置独
立的“发表权”，不将发表权列为著作人身权的范畴，署名权应是姓名权的延伸，署名权应是表明作者
“资格”的权利，删除“修改权”，保留“保护作品完整权 ”，准确表述我国《著作权法 》著作人身权的权能
内容，并对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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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人身权制度的沿革和现状
1709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安娜法令 》，从主要保护印刷出版者的权利
转为主要保护作者的权利。这可以说是著作权发展史上的一个质的飞跃 。 该法在序言中明确指出，颁
布该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刷者不经作者同意就擅自印刷 、翻印或者出版作者的作品，以鼓励有
学问、有知识的人编辑或者写作有益的作品。 正是站在保护作者权利的角度上①，我们看到了《安娜法
令》的重要历史地位，由此使作者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护②。 但是，该法令的立足点是放在维护作者及
［1］

其他权利人的经济权利方面的，并没有强调对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

。所谓作者的精神权利即指著作

权中的人身权利，也即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并不保护著作人身权 。实际上，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最初立
［2］

法中是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的

。 而且，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著作权立法中，也没有规定著作
［3］

权中的人身权。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一些国家才开始在著作权法中规定了著作人身权制度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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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对印刷商无偿地占有作者的精神创作成果提出抗议的是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
① 欧洲第一个要求享有“作者权”，
德。他在 1525 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对印刷商的警告》的小册子，揭露了某些印刷商盗用他人的手稿的事实，之后人们着重于研究和保护
“作者权”。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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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著作权立法中尽管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 ，但这并未影响著作人身
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作为著作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著作人身权在立法中的地位不断巩固 ，以致著作
人身权不仅已经成为一些主要国家著作权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普遍承认的一种权利 ，而且还受到
了越来越严格的保护。因此有学者认为，“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已成为多数国家著作权制度发展中不
［4］
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
从历史的沉淀看，许多国家早期的著作权立法中，是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的，但从现实的立法

上分析，许多国家对著作人身权制度又有着不同的规定 ，具体来讲著作人身权制度在立法上目前主要有
三种模式： 英美模式、德国模式和法国模式。 其中，英美模式认为著作权主要还是一种“财产权 ”，犹如
动产所有权一样，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可像动产一样通过转让、遗嘱处分或以执行法律的方式移
转”①，只是极为有限地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著作人身权 （ 精神权利） ，并且著作人身权是可以转让、遗嘱
处分或是放弃的； 与英美模式完全不同的是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在立法上非常重视著作人身权，认为著
作使用权受制于著作人身权； 法国模式，采用了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并存并重，但又相互分离的二
元模式，著作人身权一般不能转让、不能放弃，但著作财产权不再受制于著作人身权，是可以单独转让、
继承的，中国、日本等国以及《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立法模式即采用该模式。 不管哪种模式，
其共同点就是对著作人身权制度在立法上是明确认可的 。但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在实践中，存在着一
个明显的缺陷就在于其和民法人身权理论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包括著作人身权是否可以转让 、继承、
［5］
放弃，是否存在期限性，法人能否具有著作人身权，等等 。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人格权理论之间所
存在的矛盾，就使得许多国家在著作人身权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着众多的差异 ，在理论界也是观点众

多。就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来讲，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明确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 ： 发表权、署
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四项权利在立法上为著作权制度之必需 ，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似乎
也具有合理性，但严格来讲这些权利本身是不属于人身权范畴的 ，与民法上的人身权之间是没有直接关
系的。这就产生一个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从诞生之日就伴随的一个痛 ： 名不正言不顺。 发表权、署名
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些权利既为著作权制度之必需 ，但其又不属于人身权的范畴，著作人身
权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而且这些缺陷使得我国现行《著作权法 》在著作人身权制度的规制上或与国际
公约不一致或与外国的一些著作人身权制度相悖 ，使我国的著作人身权制度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
二、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人身权理论的矛盾
我国著作人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四项权利，但这并非是民法人身
权明确规定的权利。在民法理论中，人身权主要是针对自然人，人身权是自然人人格权与身份权的合
［6］

称

。人身权是一个总的称谓，它有许多具体形态。 这些不同形态的人身权处在不同的分支和位阶

上，形成一个逻辑体系。首先，人身权依其客体究竟是人格抑或身份 ，而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其次，在
人格权这一分支上，而再支分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 。再次，物质性人格权细分为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和劳动能力权； 精神性人格权分为标表型精神人格权 、自由型精神人格权和尊严型精神人
［7］
格权 。因此，在民法理论中，并不包含著作人身权的四项权利。 但也有学者认为发表权实为隐私权
［8］
的延伸，署名权为姓名权的延伸，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则是名誉权的延伸 ，认为“著作人身权的
［9］
确立，赋予了作者保护其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武器 ” ，学者的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认为著作人身

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人身权。但实际上，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的设置是存在着缺陷的 。
著作人身权制度的特殊性与民法人身权理论是根本无法统一的 。 在绝大部分国家的民事立法中，
对于人身权的主体资格上，法人是否享有人身权许多国家民事立法有着不同规定 。 法人一般不能享有
1978 年《匈牙利民法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
人身权，据徐国栋教授考察，只有我国《民法通则 》、
［10］
典》以及《巴西民法典》承认法人的人身权，其他均不承认 ，人身权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 对于法人

①

英国《1956 年版权法》第 35 条第 1 款与《1988 年版权法》第 90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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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有人身权，我国学界有两种不同意见，王利明、杨立新、薛军等学者持肯定说，认为法人应当享有
人身权； 尹田等学者持否定说，认为法人不享有人身权。持否定说的认为人身权是为保护自然人这样的
伦理实体创立的，法人不是伦理实体，而是人格化的资本①。 但是，在著作权立法上，绝大部分国家的立
法中均承认法人是能够成为著作权的原始主体的 ，因此法人就应当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
作品完整权所谓的著作人身权，这样的话，著作人身权的权利主体不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而
民法理论认为人身权的主体一般情况下应是自然人 ； 同时，人身权是人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因
［11］
素，因而不可放弃或授权他人行使 ，但著作人身权则可以放弃或授权他人行使 ，例如对于保护作品完
整权来讲，作者可以委托授权编辑予以修改 ，也可以通过协议方式承诺放弃对作品的修改，这与民法人

身权与其主体不可分离也是不一致的 。此外，民法人身权具有期限性，依赖于自然人主体，如果主体不
存在，人身权自然就不存在，但是著作权的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没有期限性 。 因此，著作人身权
制度的设置本身是存在着缺陷的 ，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法人身权理论的逻辑性和人身权制度的统
一性。
三、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设置的具体缺陷
2001 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
我国《著作权法》于 1990 年颁布，
2010 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 著作权法的修改
一次修正，
顺应了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对著作权法提出的新的要求 ，同时也缓解了国内广大著作权人强烈呼吁修
［12］
改著作权法不合理规定的压力，从而使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走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但是由
于著作人身权制度本身存在的设置缺陷 ，使得我国《著作权法》有关人身权制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
陷不足，使得我国《著作权法》在今后的修正时应充分予以考虑 。
( 一) 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自相矛盾
民法理论认为“人身权的作用，在于对本身人格和身份的支配，因而属于支配权。 同时，也属于绝
［7］

对权。人身权与其主体不可分离，无从出让，从而又是专属权 ” ，我国《著作权法 》第十条第一款规定
了著作权所包含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其中第（ 一） 至（ 四） 项为著作人身权，第 （ 五 ） 至 （ 十七 ） 项为著作财
产权。该条第二、第三款规定： “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 （ 五 ） 项至第 （ 十七 ） 项规定的权利，
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 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 （ 五 ） 项至第
（ 十七） 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②，根据此规定，第 （ 五 ） 至 （ 十七 ） 项的
著作财产权“可以许可他人行使”，也“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 ”，并可“获得报酬 ”； 而第 （ 一 ） 至 （ 四 ） 项
的著作人身权是不属于“可以许可他人行使”，也不属于“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 ”的范围的，即人身权
不享有“许可使用权”、“依法转让权 ”的，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是不可分离的，这与民法的理念并不冲
突； 但实际上我国《著作权法》个别条款的规定并不是如此，在某些条款中出现了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
分离的情况，从而使条文之间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 。比如，我国《著作权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③，根据此规定，对于特定情形下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 ”，著作
权的其他权利则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这样规定，就使得著作人身权中的所谓发表权、修改权及
保护作品完整权就与著作权的主体 ———作者分离了，从而归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享有了。 相同的
情况还有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0—42 页； 杨立新： 《人格权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① 参见王利明： 《人格权法研究》，
年版，第 31 页； 薛军： 《法人人格权的基本理论问题探讨》，载《法律科学》2004 年第 1 期； 尹田： 《论人格权的本质》，载《法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尹田： 《论法人人格权》，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 4 期； 郑永宽： 《人格权的价值与体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三款。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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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
酬”①，根据此规定，影视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 ”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 ”等作者享有
“署名权”，这样规定，使得影视作品的著作人身权中的发表权 、修改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同样与作者
分离了，从而归属于“制片者”享有。 这些条款的规定使原本应当属于作者的人身权，立法者通过立法
的规制将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相分离 ，由他人来享有了。因此我国《著作权法 》在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
能否分离的规制方面存在着理念上和技术设计上的矛盾 。 从国外的立法实践看，尽管“各国著作权法
对著作人身权原则上都否定了其可转让性 ，但在立法文件或司法实践中又都不同程度地允许作者将部
［13］
分权能许可他人行使或允许作者放弃部分著作人身权 ” 。 不仅我国《著作权法 》条款存在着自相矛

盾的情形，而且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也同样存在一定缺陷，例如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 “作者身
份不明的作品，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 。作者身份确定后，由作者或者其继承
人行使著作权”②，根据这一规定，著作权的其他三项人身权发表权 、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可以由
作者以外的人享有此项权利的，著作人身权与作者的主体身份就分离了 ，而且著作人身权还可以由“其
继承人行使”，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在著作人身权与主体相分离情况的矛盾性规定是现实存在的，作
为立法者，在再次修正《著作权法》时应采取高超的立法技巧，避免法条彼此之间的自相矛盾。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和十六条作为作者身份权的署名权 ，是由作者享有的，是否意味着“署名
权”也可以与作者这一主体相分离？ 对这一问题我国《著作权法 》的规定是不明确的，技术上也是存在
着矛盾的。一方面依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著作财产权“可以许可他人行使 ”、
“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但是包括署名权在内的著作人身权是不能“全部或者部分转让 ”的； 另一方
面该法第十七条规定： “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 。合同未作
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③，该条中的“著作权 ”的范围应当是既包括人身权
又包括财产权的，因此，本条款中的“著作权”当然包括“署名权 ”，依此规定，署名权是可以通过合同约
定著作权的归属确定主体的，这样的规定显然与我国《著作权法 》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又是自
相矛盾的。立法上多次出现这样相互对立矛盾的规定 。正因为立法上的这些不严谨，甚至于矛盾的规
［14］
定致使我国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署名权可以通过约定的方法进行移转 ； 另一
［15］
种观点认为“署名权只能归属于作者，不能由委托合同确定” ，由此看来，法界理论认识的不一致与立

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 二) 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的种类设计不合理
1． 著作人身权将“发表权”设计为内容之一这与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的规定不一样 ，也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人身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 “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同时，我国《著作
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也规定： “著作权法所称已经发表的作品，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许可他人公
之于众的作品”，这里如何来理解“公之于众”？ 发表就是将作品“公之于众”，是著作权人的一种真实意
思表示，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作品利用方式 ，同发行、复制、改编等行为应当是同样的，同发行、复
制、改编等权能一样，发表权也是一种著作使用权能。但我国《著作权法 》却将发表列为人身权范畴，而
将发行、复制、改编等列为财产权范畴，显然不合适。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至今未将“发表权 ”列入保护的条款。 发表权主要是大陆法系国
家著作权法承认并予以保护的一种著作人身权，在英美法系国家著作权立法中，很多是不承认“发表
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发表行为常常跟复制、发行、表演、改编等行为融合在一起，故而不需要设置独
立的发表权，发表与上述行为一样是一种著作使用权能 。作为一种著作使用权，发表权不仅可以行使一
次，而且也可以反复行使，比如对自己的作品再版； 不仅可以自己行使，而且还可以授权他人行使，不仅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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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转让而且还可以继承。在作者死后，其未公开作品的发表由继承人或者作品手稿的持有人决定 ，
《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24 条就规定： “遗作的发表权属于作者的法定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但作者生前
明确禁止发表或委托他人发表的除外”，《法国著作权法 》则将此权利先授予作者指定的遗嘱执行人行
使，如无遗嘱执行人，则由其继承人或遗赠人行使。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 17 条也明确规定： “作
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亡后 50 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
赠人行使； 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 ”①，因此，不论是国际公约根本不提
及“发表权”，还是各国关于发表权的相关规定 ，都不难发现，发表权实际上体现的是其著作使用权的特
征，而不是人身权的特征。此外，《法国著作权法 》第 6 条规定： “作者人身权终身享有，不可转让和剥
夺”，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但是
发表权如果是人身权的话，它的保护期应当也不受时间限制，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发表权在我国《著作
权法》中是有时间限制的，例如公民作品的发表权就有时间限制 ，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公
民的作品，其发表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 ，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 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 ”②，因此，发表权严格意义
上不属于人身权的范畴。所以，在今后修正我国《著作权法 》时要么和国际公约保持一致不提及，要么
不列入人身权范畴。
2． 我国《著作权法》立法中对“署名权”的解释表述不确切。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 “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根据此规
［16］
定，有学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署名权还隐含着另一种权利，即作者资格权” ，或者认为署名权就
［17］

是作者身份权

［18］
，署名权与确认作者身份权“二者讲的是同一意思”
。笔者认为，署名权应是姓名权

的延伸，依其内容，应属于人格权，而不及身份权③，此处所讲的作者身份权应当是指“作者基于其创作
［19］
行为而产生的要求他人承认其对作品的创作资格的一种权利 ” ，或者是指作者“享有的主张或者否定
［20］
其为某作品之作者的权利” 。因此，此处的“署名权并不是民法理论的身份权之内容，作者在其作品
［21］

上的署名（ 真名、假名、匿名或者伪装名） 及于一切复制本，它们均须保有此种署名状态

，也就是说作

者有权在作品上以真实姓名署名 ，也可以在作品上以笔名、化名、代号或者以其他形式署名，也可以在作
品上以匿名方式署名； 而且还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擅自改变其署名方式，禁止非作者擅自在其作品
上以作者身份署名，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民法上的身份权，由于“从身份到契约 ”的变迁，
身份权主要包括： 亲属权、亲权和配偶权，因此，将“署名权 ”的解释用“表明作者身份 ”来表述是与民法
理论不一致的，在修正《著作权法》时应表述为“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
3． 我国《著作权法》将“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列为两项独立的权利属于重复分类 。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 “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保护作品完
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在“修改权 ”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的制度设
计上，是将其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利种类而单列开来的 。 有学者已经认为“作品完整权同修改权有
［22］
密切联系” 。笔者认为，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依照我

国《著作权法》之规定，修改权原则上应由作者本人行使 ，但也可以授权他人代为行使进行修改 ，委托人
一般是作者所信赖的人； 而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是指作者“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从实际生活
来看，如果他人歪曲、篡改作者的作品，势必会对作品进行修改，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修改从而达到歪
曲、篡改作者作品之目的，没有修改，就不会存在歪曲、篡改的问题； 同时，如果他人未经作者许可而对作
者的作品进行了修改，本身就是对作品完整性的破坏，有损作品的完整性。 有学者指出： “修改权与保
护作品完整权实际上是一项权利的两个方面 ，从正面讲，作者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 从反面讲，作者有权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

即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此处之身份，并无相应的民法上的身份权之内容，本义
③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 二） 署名权，
应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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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禁止他人修改、增删或歪曲自己的作品。” 实际上这两项权利原本就属于同一项权利，立法者人为地
将其分割成两项权利，不仅破坏了法律的完整性，而且也使得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因此，在今后再次
修正《著作权法》时，可将此两项权利合并为一项“保护作品完整权”。
( 三) 我国《著作权法》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不准确、内容限制不到位
我国《著作权法》以定义的方式解释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 ”，它的
［24］
任务“是指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具有的特殊属性 ，从而明确概念的内涵 ” ，定义规则要求定义时应尽
可能地抽象概括，但这种抽象概括的定义方式，就不可避免地无法准确地将著作人身权的各项权能内容
完整而清晰地表达出来，就会出现权能内容表述不准确等缺陷。 比如，我国《著作权法 》关于署名权的
表述方面就不准确。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依此规定“在作
品上署名”是不应当包括作者“不在作品上面署名 ”的。 但立法者的本意应当是“作者有权决定在作品
［25］
上署名或不署名，也有权决定署真名、假名、笔名或艺名” ，是否署名是作者的一种意志，因此，在今后
修正《著作权法》时，可将署名权表述为“表明作者资格，决定是否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著作人身权属于“私权”范畴，世界各国大多采用“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对私权进行这样或者那样
的限制。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的确进行了一些限制，但是这些限制是不到位的。
例如，对署名权的限制，如果作者署名可能会损害作品合法使用人的利益 ，而且从利益均衡原则出发立
法者倾斜于合法使用人利益时，对作者的署名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就很有必要 ； 在保护作品完整权方面，
如果作品的合法使用人基于更合适的理由需要对作品进行改动以维护自身利益时 ，作者的保护作品完
整权也应受到限制。对于这些应当限制的权能内容，现行立法并没有给予必要的限制 。
三、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的立法完善
( 一) 规范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避免条文之间的自相矛盾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 “人身权利是终身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日本《著作权法 》
也规定： “著作人人格权，属著作人个人享有，不可转让 ”，作出类似规定的国家还有德国、意大利、英国
［26］
以及俄罗斯等 ，可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立法都明确规定了著作人身权是不得转让的内容 ，也就是著
作人身权的主体是专属的，是不能随随便便转让给他人的。但是司法实践中和现实生活中，著作人身权
与其主体分离的情况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并且这种存在是得到立法者的认可的。 在前面笔者的论述中
已提到的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的影视作品和职务作品中已涉及著作人身权的转
让了，与作者主体分离转让给他人的情况 ，也就是说立法者对著作人身权转让的事实 ，是予以承认的。
问题的关键是，既然我国《著作权法 》对著作人身权的转让是认同的，怎样从立法上规制使得法条
之间不自相矛盾，通过立法使著作人身权制度更加完善。 笔者认为对于“署名权 ”是表明作者的资格
的，因而立法上应当禁止其转让； 对于“保护作品完整权”，立法上可根据具体权能内容分别允许或禁止
其转让。在立法技巧上，可以采用“但书”模式，在规定著作人身权原则上不得转让的前提下，通过“本
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的立法模式，解决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分离转让的情况 ，从而解决立法中出现的各
条文之间自相矛盾的规定。
( 二) 规范著作人身权的种类，使其顺应国际公约和国际趋势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国《著作权法》在著作人身权的种类划分体例结构上是存在缺陷的 ，因此，笔者
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规制：
1． 不设置独立的“发表权 ”，不将发表权列为著作人身权的范畴，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
约》保持一致。在英美法系国家著作权立法中，很多是不承认“发表权”的，而且《伯尔尼公约》至今未将
“发表权”列入保护的条款。
2． 保留署名权，将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修正为： “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资格，决定是否在作
品上署名的权利。”署名权应是姓名权的延伸，署名权应是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
3． 删除“修改权”，保留“保护作品完整权”，因为国际公约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采用“保护作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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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权”的立法例。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及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
斯等国家的著作权立法中，都没有将“修改权 ”作为一项独立的权能加以规定，而是将修改权的内容规
定在“保护作品完整权”之中。修改权是我国《著作权法》特别设立的一种著作人身权，笔者认为其实质
还是一种“保护作品完整权”，因为对于作者而言，是否修改，怎样修改，是否授权他人修改，完全属于其
私力支配的范围，根本就不需要设立独立的修改权 ，修改权也不存在为他人所侵害的情形 。如果他人擅
［27］
自行使其“修改权”，则涉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障问题 。
( 三) 准确表述我国《著作权法》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并对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
我国《著作权法》采用定义的方式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因此一定要准确，同时对该限制的
内容应进行必要的限制。如在今后修正《著作权法》时，可将署名权定义表述为“表明作者资格，决定是
否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在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中准确表述作者署名权的权能： 第一，作者有权
在其所创作品上署名； 包括署真名、假名、匿名或者伪装名①。 第二，作者有权不在其所创作品上署名。
第三，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 。第四，作者有权否定他人为其所创作品的作者。 此外，
在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还应准确表述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权能： 第一，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对
其所创作品进行歪曲、篡改或贬损。第二，作者有权或者授权他人对其所创作品进行修改。 第三，作者
对他人未经其授权而为的修改行为有追认的权利 。需要注意的是，立法上在准确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
能内容时，还应当就有关著作人身权权能内容的限制进行必要的规制 。
综上所述，著作人身权是著作权制度与民法人身权制度错误联姻的产物 ，它们本不是人身权，却被
称之为人身权之名； 它们本是有时而尽，却被认为是永世长存。不管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理论如何冲
突和自相矛盾，著作人身权制度毕竟通过对署名权 、保持作品完整权的特殊保护，具有维护文化发展利
益的实际功能，这也许就是著作人身权制度尽管本身存在着缺陷但依然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 需要说
明的一点是，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目前还没有设置接触权、收回权等私益性辅助权，这些权利不仅范围
较窄，而且行使起来困难也很多，基本没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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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of Moral Rights of Authors
Ren Yan
（ Law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The first copyright law in the world didn’t protect the moral rights of authors，which was not accepted in the early copyright law of both common law system and civil law system． Now，the moral rights of authors
has been universally accepted in copyright laws of many countr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Some contradictions exist between the system of moral rights of authors and the civil law personal
rights theory． The main defects in our copyright law are explained as follows． Self-contradictions exist in the
problem on whether the moral rights of authors can be separated with the‘authors’． Many defects exist in the
specific rights and limitations to the rights． To perfect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moral rights of authors，we
should specify whether the moral rights of authors can be separated with the authors，right of disclosure
shouldn’t be independently set up and put in the category of moral right，right of authorship should be the extention of right of name which function is to indicate the right‘author’，the right of alternation should be deleted and the right of integrity should be kept． We should also specify the content of personal rights and make
necessary limitations．
Key words： moral rights of authors； right of authorship； right of integrity；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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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Scope of Commissioned Work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n-independent Works Types
Xu Huimeng
（ Law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Unrefinement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legislation have led to confusion，expansion，contraction and
misuse in the scope of commissioned works of Chinese copyright law．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standards of
works type and insufficient works type have caused this phenomenon．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make legislative changes accordingly． Before amending the law，it is necessary to give legal interpretations in order to correctly apply the provisions of commissioned works．
Key words： commissioned works； scope； non-independent w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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