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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能力研究
李富民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2）
要： 伴随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日益滋长之势，如何确立和适用证据来解决网络著作权纠纷，已
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需要直面的难题。在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方面，我国应该效仿其他大陆法系
摘

国家，在原有诉讼法体系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现有的证据制度，从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对法官认定事
实所依据的证据加以区分。同时，我们也应当在奉行“非歧视性”原则，在遵循现阶段“自由心证 ”主义、
力求“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适当地引用英美法系的证据可采性规则来限制法官“自由心证 ”的程度，为
法官的具体裁判行为提供一种可“授权性 ”的法律依据，从而在遵循法定诉讼程序过程中，推断出符合
法定证明标准的事实，作为法官裁判的基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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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无论是数量还是速度都出现了迅猛增长的趋势 ，
未经许可的随意转载行为、复制行为、超链接行为、网上浏览等等都给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构成一
定的侵害。但由于网络的特殊性，致使著作权人在维护其合法权益时 ，证据的取得或认定往往较传统证
据的取得和认定都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 而要保护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掌握充分的证据。
正如法谚所云： “无证据，就无诉讼”，然而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大都由传统证据以及新型的电子证据构
成。在网络著作权侵权诉讼之中，传统证据的适用与通行的证据规则无异，而与传统证据相比，电子证
据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特性，致使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因而，如何认定以及运用这些证据来解决
网络著作权纠纷，成为了知识产权界和诉讼法学界司法理论研究与实务应对的当务之急 。
一、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及定位
( 一) 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
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之所以具有较多的争议 ，与其所承载的属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网络
著作权侵权证据的承载者是电磁介质 ，非借助一定的电子显示设备不能为人所知晓； 其次，网络著作权
侵权证据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运转 ，且因为作品等相关信息较之单纯储存于电子设备的电子资料更易
被篡改，而且改动之后不易被发觉，除非专业的技术不能再现； 再次，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具有广泛性，
这是由于网络著作权作品在网络上不受时间 、空间的限制可以被浏览、引用等原因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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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类证据在生成途径、表现形式等方面有别于传统证据类型，且现行法律鲜有规定，因此在司
法实践中容易引发诸多矛盾。有的法官坚持在网络著作权侵权诉讼之中将电子证据列为间接证据 ，必
须在有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 ，电子证据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在认定事实的标准上，有
的法官认为电子证据因为其脆弱性的关系 ，因而仅在当事人能够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才能予以
认可。
本文认为，导致此类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网络著作权中的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存在不同的
认识，其对理论与实务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书证说”和“视听资料说”。
( 二) 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的定位
“书证说”学者认为： 书证与电子证据都是以其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只是之间存在记
载方式和介质上的区别，但没有本质的不可逾越的不同； “视听资料说 ”学者认为： 电子证据和电子资料
都以电磁设备为其存储终端，并通过一定的电子显示设备来转化为能够为常人所认知的文字 、声音和图
［1］

像等信息。正是由于这两种观点的影响，司法实践领域才会出现所谓的“原件”、“间接证据 ”等问题
但这些观点都是以电子证据转化的观点来审视问题 ，并不能从实质上反映出其本质问题所在 。

。

本文认为，在网络著作权侵权诉讼之中，应当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加以明文规定并
在实践中付诸实施。这是因为电子证据本身所固有的独特属性使得其区别于以往传统类型的证据而成
为全新的证据类型，它无法简单地涵盖在任一种证据类型之中 ，即使是扩大解释和采取特例规定也不能
合理规避其在理论与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 。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 》第 9 条第 1 款指出： “在任何的
法律程序中，在应用有关证据的任何规则时，如果涉及一条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就不能以它
仅仅是一条数据电文为理由加以拒绝 ，更不能在当它是提供者在合理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最好证据时 ，仅
以它不是原初形式为理由加以否认 。”这对于各个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
二、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由于两大法系本身的诉讼制度不同 ，对证据能力的含义也有不同的理解 。在英美法系国
家因在诉讼中采用了陪审制，对证据能力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陪审团受到不良证据的误导
而设计。因此，证据能力制度的主要作用体现为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过滤器 ”，故而在定义上更倾向
［2］
于采用证据的“可采性”来阐释证据能力问题 。
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存在一个需要得到法律特殊保护的事实认定者 ，没有必须在开庭之前就排除不
被法律容许之证据的压力。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自由心证主义原则 ，所以程序制定者十分
注重从诉讼程序的角度规定只有在以合法的方式呈现给裁判者的证据才能作为法官自由心证的基础 。
证据能力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主要作用在于限制法官对证据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方面 。
由此可见，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据能力概念并无二致 ，都是指证据的采用标准。本文将不对其作何区
分，遵从其习惯，在介绍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时 ，采用证据的“可采性 ”这一概念，“证据能力 ”则适
用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中 。
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由于其属性的特殊性 ，在认定阶段更难界定，其具备何种资格才能在法庭上出
示，成为裁判案件的基础，一直困扰着司法和实务界。两大法系国家由于诉讼制度的不同，对于网络著
作权侵权证据这一新型网络电子证据在法学理论层面究竟给予何种地位亦有明显的差别 。
( 一) 英美法系国家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的可采性
英美法系国家认为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并非单一的证据 ，其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存储记录 、计算机
生成记录和计算机合成记录。存储记录是指人为地以电子形式表现出来的书面材料，如 E-mail 等； 生
成记录是指不经过人手而由计算机程序输出的信息 ，如计算机的日志记录等； 合成记录则是指那些既包
含计算机存储信息也包含计算机生成记录的记录 ，如对程序或数据的增、删、改而形成的不同于存储记
录和生成记录的新纪录。
在英美证据法律制度中，证据的“可采性 ”，亦可称为“证据资格 ”。 所谓“证据资格 ”，也是指某证
129

2012 年第 5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3］
据所具有的属性或特征符合有关法律对证据的基本要求 ，可以作为该项证明活动中的证据 ” 。 英美
法系国家有繁杂的证据规则体系 ，许多国家都以单独的证据立法对这些规则加以归纳整理 ，且这些证据

立法是由大量而精确的专门性规则所构成 ，原本在英美证据法中，网络证据是被排除在证据制度之外
的，阻碍网络证据成为证据被采纳的规则主要是 ： 传闻证据规则和最佳证据规则。但随着计算机和网络
技术的迅猛发展，英美证据法逐渐改变了对网络证据的态度 。
1． 以关联性为核心的证据可采性规则 。
关联性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规则的核心成分 。 在英国这一规则甚至被冠以“皇家规则 ”的称
号。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401 条以更简洁、易懂的方式将关联证据定义为： “证据具有某种倾向，使
［4］
决定某项在诉讼中待确认的争议事实的存在比没有该项证据时更有可能或者更无可能 。” 关联性在
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以经验和常识为基础的判断过程 ，法官依据理性即可以作出相应的裁决 。
但是，关联性并非等同于可采性，须把两者做必要的区分。某一个具备关联性的证据完全有可能由
于排除性规则的存在或者基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最终没有被采纳 。 因此，关联性的审查也只
是在证据规则中基于逻辑的角度考量而已 。
在网络著作权诉讼过程之中，证据的关联性与否往往与证据本身的属性无关 ，而在于其所传达的内
容是否与案件的事实相联系。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只有在具备了与案件的关联性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
进入审判程序，当然，具体能否被采纳，则应视法官的判断而定。
2． 与传闻证据规则的冲突。
传闻的原意是道听途说的信息或者二手信息 ； 证据法上的传闻是指“由陈述人在审判或听证程序
以外作出的、作为证据证明主张事实真实性的陈述 ”①。一项传闻如果被当事人提出用作证明该陈述所
主张事实的根据，那么它就构成传闻证据。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最重要的排除法则之一，曾被称为“英美证据法的基石 ”。 所谓传
闻证据规则，简言之，即除法律规定情况外，传闻证据不具有可采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第 802 条规
定： “传闻证据，除本证据规则或其他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立法授权或国会立法所确认的规则另有规定
外，不得采纳。”据此，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出庭证人转述他人的庭外陈述以及目击证人用书面记录代替
到庭陈述，均不得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进行调查质证 ； 已经在法庭出示的，不得提交陪审团作为评议的根
据。排除传闻证据的基本理由，是基于对这类证据价值的担忧。 因为，传闻证据未经宣誓和正式确认，
而且未给予对方反询问的机会，从而有误导陪审团的危险。
传统学说认为传闻证据仅限于人的供述 ，后来扩展到所有提交至法庭并具有事实主张的陈述证据 。
对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诉讼而言，英美的理论与实践者认为，由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大部分是由电子终
端设备输出的书面材料，当传闻规则适用于书面材料时，就产生了如果材料书写者不能就其所写内容在
法庭上作出相应的说明，这些书面材料将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以采纳 。
但是，是否所有的传闻证据都一概加以排除 ？ 答案是否定的。传闻证据虽然有其内在缺陷，但是在
很多情况下传闻证据是可信的，而且排除一切传闻证据，则有可能导致相当一部分案件的真相根本无法
查明，或者查明真相的成本过大，尤其是在网络著作权大量纠纷接踵而至的情形下 ，不采用网络著作权
侵权证据即不能认定案件事实，因此应当允许有例外。 正如台湾学者李学灯所言： “在世界法制史上，
［5］

可以说是有完全接受传闻的，从来没有完全排除传闻的。” 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是传闻法则的重要组
成部分。
英美证据法理论认为，一项传闻证据具备下述条件之一的，可以被采纳： 一是具有“可信性的情况
保障”。即综合考虑该传闻证据的各相关情况，可以相信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或者不具有通常情况下
传闻证据的不真实之危险性，即使未经当事人的交叉询问也不会对当事人利益构成危害 ； 二是已经给予
［6］
反对询问或质问的机会 。英国颁布的《1995 年民事证据法 》第一条规定： 在民事诉讼中，不得因为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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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801（ c） 的表述，现在已被奉为“传闻”的经典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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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是传闻而予以排除； 至此，在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中，对网络著作权侵权诉讼中的传闻证据规则设置
障碍的历史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
我国许多学者也志在网络著作权研究中引入传闻证据规则 ，以解决网络著作权侵权诉讼中的证据
问题。然而证据规则的运作并不是简单地加减 ，其不仅仅需要当事人对证据具备相当的获取能力 、法院
对证据判断的绝对审查权力以及控方和辩方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还需要与证据可采性规则相配套的
一系列诉讼程序及对上述程序的相当的透明度的要求 。而这些问题都不是证据规则或一部单纯的证据
法能够解决的。如果不顾证据规则和我们法律传统和文化有冲突 ，可能使我们所移植的制度失去生命
［7］
力和适应性 。
3． 与最佳证据规则的冲突。
最佳证据规则，又称原始证据规则，是指提出最原始的书证、记录或者照片来证明一项内容的规则 。
该项规则是在普通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通过要求在审判中提供原始文件的方式来避免不准确或错
［8］

误的发生

。

英国的证据法学家吉尔伯特在出版的《论证据》一书中，是最早对最佳证据规则进行理论阐释并极
力推崇褒扬的，并醒目地将最佳证据规则列为证据法中占第一位的规则： “与证据有关的第一且最为重
要的规则就是，人们应当提交最符合争议事实本身之性质的证据 …… 即，如果就事实本身而言，当事人
还拥有更好的证据，则其他任何证据都不得容许。”此处所谓的“其他任何证据 ”当然也包括网络著作权
侵权证据，因其是以二进制代码为基础的计算机语言形式存在 ，并以其他电子设备终端显示出来的，在
某种意义上，这些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都是复印件 。如此一来，必然导致网络著作权侵权诉讼无法正常
进行。
然而，文书证据规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应当由于他不能控制的原因而丧失其实体上享有的权利 。
与传闻证据规则一样，英美证据法同样有最佳证据规则的例外 ，这些例外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当事人对附件或者副本无异议； 第二，原件已丢失或者毁损； 第三，原件掌握在对方或第三人手中； 第
［9］
四，官方记录 。
与中国的证据规则相比，
英美的最佳证据规则基本上是着眼于证据的可采性，属于强制性的规则，适
用起来较为明确。中国的最佳证据规则却同时侧重于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但总的来说，实践中奉行的都
在对待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上，与判断传统证据证明力不同的是，判断网
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然而，
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所依赖的“经验”是非常专业的电子技术。对于远离电子技术的法官来说，即使他们是
证据的专家，
也不可能是电子的专家，
谈不上具有关于电子证据的丰富经验甚至最起码的经验。
中国在最佳证据规则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不必困于自己的审判制度而对能够约束法官
自由心证的证据可采性规则充耳不闻 ，也不必困于自己短暂的历程而满足现状进而固步自封 。
( 二) 大陆法系国家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能力规则
在大陆法系国家，采纳证据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法官可以依据理性与良知自由决定证据的取舍 ，除
非法律对法官的这一权利作出明确的限制 。因为，单独的证据立法并不多，对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的
立法更是无从谈起，证据问题只是作为诉讼制度中一个专门性问题而存在 ，对于证据能力的规定更多地
体现为限制法官自由心证主义原则的约束和限制上 。
因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能力规则是在法官有采纳或者排除证据的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 ，以动态
调整为主，以静态调整为辅的方式限制法官使用证据的行为而非直接针对证据本身的调整规则 。 采取
动态调整为主，静态调整为辅的调整方式是由于在大陆法系国家 ，证据能力规则被认为是诉讼法的分
支，这种依赖关系决定了证据能力规则具有很强的程序性 。所以，能力规则的规范对象也非静态调整的
证据本身而是动态调整所要求的通过对证据的收集 、使用、辨认等程序，从而做出的对证据资格的程序
性要求。
这一点在法国相关制度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法国《民法典》第 1316 条规定： “当证据是由一系列文
字、字母、数字或者其他任何具有可理解的内容或者符号或标志组成时 ，不论其载体和传输方式如何，均
为书证。”这是有关证据能力规则的静态调整方式，以形式性的要素来规定证据的范围，但这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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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于这些电子证据可以无条件地适用 ，其第 1316 － 1 条又规定： “以电子形式做成的文书与书面载体
的文书一样被视为证据，前提是做成该文书的人能够正式地得以识别 ，该文书的制作与保管应能保持其
完整性，签字应与签名人相一致，并代表当事人对该行为所产生的义务的同意 。”如此一来，法国就直接
给予网络著作权证据以书证的地位 ，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就可作为书证在法庭上出示 。
另外，日本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只有一条有关电子证据的规定 ： 准用于有关视图、照片、录音带、录像
［10］
带这些电子证据虽不属于文书，但援引书证的相关规则，包括书证的提出、留置、成立与法则 。 从这
些相关规则可以看出，日本有关网络著作权的侵权证据也有比较明确的适用规定 。
当然，基于大陆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在证据的判断和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大陆法系的法官仍然享
有自由裁量的权利。但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一般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说明其判决所依据的理由 ，即
以书面的形式来说明其心证是如何形成的 。这样在形式上对于法官使用证据的行为有了一定的限制 。
( 三) 我国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能力规则
按照我国理论界的通说，证据要想能够在法庭上出示，成为裁判案件的标准，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
性、合法性。在网络著作权侵权诉讼之中，证据的客观性是指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数据电文必须是
真实的客观存在，但这种真实的客观存在不等同于物质形式的客观存在 ，而在于其内容，因此网络著作
权侵权证据的客观性在于其内容必须是可靠的 ，虚构的、篡改的数据电文不具有客观性； 证据的关联性
是指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有一定的联系 ； 证据合法性是指证据取得、变现形式等符合法律规定的要
求。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者构成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成
［11］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由于在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方面 ，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与普通诉讼证据
无异，本文不再多加赘述。
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无论是文字 、图像还是声音，都是以一种二进制的形式生成，存储于计算机终
端并通过一定的电子终端设备显示出来 ，归根结底是一组数字化的信息，即通过以 0 和 1 这两个数字不
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来编码记录信息 。这就导致了网络著作权侵权相关证据的无形性和脆弱性 ，并受电
子技术的影响，证据本身容易被伪造、篡改且不留痕迹，在诉讼过程当中备受“歧视 ”，从而加重当事人
的举证责任。因而理论与实践的争论焦点往往集中在其客观性的问题上 。
然而有关客观性的描述却存在理论上的缺憾 ： 如果我们要裁断一项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相符 ，就必
须先要了解案件事实是怎样的，然后案件事实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了解必然需要进行推理，我们通常
所知的案件事实正是通过推理得出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被要求用推理的结论去反证推理依据的
正确性，这在逻辑上显然是混乱的。
总之，将证据的客观性作为审查证据的标准做法在实践应用中处于一种特别尴尬的境地 ，坚持它就
会违背逻辑推理的基本规律，背离它又是对证据规则权威性的嘲弄 。
三、构建我国的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能力规则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民事诉讼证据法 ，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更加无从谈起，且现行的《民事
诉讼法》也没有对民事证据的证明能力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导致审判实践中由于案件的性质、诉讼主
体所处的环境、收集和提供证据的难易程度、法官的认知等因素影响证明标准的具体实施 。
目前随着计算机技术愈发成熟，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推广和普及，越来越多的网络著作
权案件在诉讼过程中需要依靠电子数据才能正确处理 ，作为其中的典型，网络著作权诉讼更是显得尤为
迫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电子证据成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是必然的趋势 。虽然在发达国家，针对
这一问题的立法亦不多见，但并不能否认其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存在 。所以，我们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的
立法经验，以弥补我们在相关法律制度方面的不足 。
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9 条第 2 款规定了一个判断电子证据合法有效的指导性原则 ，即在评
估一项数据电文的证据力时，应考虑到生成、储存或传递该数据电文的办法的可靠性，保持信息完整性
的办法的可靠性，用以鉴别发端人的办法，以及任何其他相关因素。目前世界许多国家正在以《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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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务示范法》为蓝本制定本国的电子商务法，承认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 。
因而，笔者认为，在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方面，我国应该效仿其他大陆法系国家 ，在原有诉讼法体系

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现有的证据制度 ，从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对法官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加以区
分。符合静态调整规则的证据材料就具备了证据能力的实质性要件 ，符合动态调整规则的证据材料就
具备了证据能力的程序性要件。总之，某一项证据能否成为网络著作权侵权诉讼中的证据取决于该证
据是否同时具备了证据能力的实质性要件与程序性要件 。
另外，我们也应当在奉行“非歧视性 ”原则，在遵循现阶段“自由心证 ”主义、力求“客观事实 ”的基
础上，适当地引用英美法系的证据可采性规则来限制法官“自由心证 ”的程度，为法官的具体裁判行为
提供一种可“授权性”的法律依据，从而在遵循法定诉讼程序过程中，推断出符合法定证明标准的事实，
作为法官裁判的基础事实。
总之，我国在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立法上应根据现实情况 ，及时修订或颁布相应法律、法规，使网络
著作权侵权诉讼中的电子证据成为可直接采用的独立的证据类型 ，以便使电子证据更好地为认定网络
著作权侵权案件事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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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ort Proof Ability of Copy Right of Net Work
Li Fumin
（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It is paradox to which theory and practice field of jurisprudence have to face that how to apply and
establish proof to dispose the continued increase tort dispute of net work copy right． In this field，we should imitate other continental law system countries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perfect our current proof regime in intrinsic procedure law system，to distinguish from static and dynamic state those proofs which the judge will depend on when affirming facts． 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also stick to non-discriminatory principle and submit
to current discretional evidence，pursue to substantial fact as well，and under this foundation，properly introduce
consummate rule of admissibility from system of Anglo-American law which aim to limit the extent of discretional evidence，so that it can provide with the judger a kind of authorization legal basis，with this，during the
process of submitting to legal litigation procedure，infer that facts which accord with legal standard of proof，it is
also the judgment foundation sued by the judge．
Key words： net work copy right； electric evidence； ability of proof； admi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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