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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妨害人责任

以合比例性为中心    

余佳楠*

摘 要 基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当代信息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力,其应在一定程度上承担

他人权利保护的责任,域外主要有合同义务模式和法定救济模式。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法

定救济模式(妨害人责任)对于我国是更妥善的选择。这种责任的承担属于权利救济的方式,

在德国法上与物权请求权同源,在英美法上起源于针对无过错第三方的禁令,在我国法上属于

《民法典》第179条列举的“法律责任”的一种。在网络环境下,为保护权利人而采取的措施可

能给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额外成本,且牵涉他人的隐私与自由,乃至市场秩序以及社会发展的

可能性等一般利益。因此,妨害人责任应以合比例性为其核心的构成要件,并引入合理的费用

分担机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应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相区分。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

妨害人责任的构建应以《民法典》第1195条第1款、第2款前半句为基础,并将第2款前半句

与后半句作解释论上的切割,使其分别成为妨害人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的规范基础。

关 键 词 网络服务提供者 合比例性 妨害人责任 禁令 间接侵权

一、引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妨害人责任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产生了一种新的总体性图景,即以网络为基础的生产与生活

方式。从法律的视角观察,互联网成为权利妨害与侵害的新场景。网络服务持续地为用

户内容的生成、读取等活动提供技术基础,此种通过技术手段达成的即时性使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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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具备有效的、对他人行为事实上的控制力。这种事实上的控制力,将使网络服务

提供者处于何种法律地位?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用户侵权情形下的责任,比较法上多统称

为“媒介责任”(intermediaryliability),或者在“衍生责任”(secondaryliability)下讨论。以

上称呼均非常笼统,涵盖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其用户侵权时所承担的或为防止用户侵权

而承担的各种法律责任,除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外,还包括禁令(injunction)或妨害人责

任(Störerhaftung)。虽然世界各主要法域均存在避风港规则,但其通常仅适用于损害赔

偿责任的免除,而并不排除对于不被认定为(间接)侵权行为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妨

害人责任与禁令的可能性。〔1〕此类工具很好地契合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承担的问

题:一方面,此种责任的承担以责任人的事实与法律控制力为核心,且并不要求责任人构

成侵权法意义上的行为人,这使得它成为一种权利救济的灵活工具。另一方面,与事后

的、赔偿性的狭义侵权责任相比,此类责任体现为具体的行为义务,具有非常强的针对

性,可以精准地实现法律的干预。立法层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欧盟的相关规则,其要求各

成员国确保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有权针对其服务被第三方用于侵害相关权利的网络服务

提供者申请禁令(《信息社会指令》第8条第3款、《知识产权执行指令》第11条第3句)。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出台的《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

复》所涉及的,也正是此类责任。我国的司法实践也明确显示了对于此种制度的需求。

根据浙江省高院最近公布的数据,在2018年判决结案的涉及平台的知识产权民事一审

案件中,有约半数案件的权利人在网络平台删除相关侵权信息后,撤回了对平台的起诉

或者放弃了对平台的诉讼请求;而在其余半数未撤回起诉或放弃相关诉讼请求的案件

中,判决平台承担责任的,几乎均为停止侵害,仅有一例判决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且为

直接侵权。〔2〕根据以上数据可以认为,在用户直接从事的侵权活动中,权利人针对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诉求,主要是非金钱的救济。《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在信息的收集、存

储、加工等活动并非由信息的实际使用者实施时,亦将发生同样的情形,即权利人可能向

第三方主张采取删除信息等措施。

此类非金钱救济方式为本文关注的中心。结合域外相关理论和实践,本文认为网络

服务提供者所承担的此类责任有别于狭义侵权责任即损害赔偿责任,而属于我国法律文

本中所称“民事责任”的一种。本文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具体案情下的此类行为义务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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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欧盟法的规定,见《电子商务指令》第12条第3款、第13条第2款、第14条第3款,并参见立

法说明第45条。美国在其《数字千年版权法》的避风港条款中也明确允许针对作为非侵权人的网络服

务提供者作出禁令,see17U.S.Code§512(j),不过目前这似乎尚未发展成一种较常见的救济方式。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课题组:《关于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调研报告》,载中

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0/03/id/487110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

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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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妨害人责任”。〔3〕我国民法上,除损害赔偿外的其他“民事责任”的性质与适用本来就聚

讼纷纭,而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语境下这一问题则尚未被真正提出,对域外相关制度的介

绍甚至存在讹误。〔4〕从《民法通则》第134条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列为“民事

责任的承担方式”开始,经由《侵权责任法》第21条,再到《民法典》第1167条,我国侵权法一直

将此类责任作为“侵权责任”加以规定;〔5〕但是与损害赔偿责任不同,此类责任的承担并不以

行为人的过错为要件。〔6〕而在网络侵权的典型案情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扮演着消极的

角色(亦即所谓“间接侵权”的情形),而并非直接行为人。此时仍然可以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

担妨害排除与防止的责任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此时是否应当存在不同的适用要件?

毕竟,如果沿用传统的构成要件,则将导致上述责任的适用范围急剧扩大。

比较法上各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早在2002年即有德国学者指出,欧盟关于禁令的规定

(《信息社会指令》第8条第3款、《知识产权执行指令》第11条第3句)看似不起眼,却埋下了

“炸药”,因其包含的要件极少,仅要求“第三方使用了网络服务从事侵权活动”,因而可能的适

用范围几乎无边无际。〔7〕举例而言,如果说商标权人有权要求购物平台下架侵权商品,那么

是否能够进一步要求平台阻止未来一切类似的侵权活动? 〔8〕著作权人是否可以要求网络服

·0461·

中外法学 2021年第6期

〔3〕

〔4〕

〔5〕

〔6〕

〔7〕

〔8〕

如何称呼这一责任,颇费思量。“妨害人责任”这一名称来自德国民法上的Störerhaftung,该责任

对应妨害排除与防止请求权(Unterlassungsansprüche),规定于物权法,后来在知识产权法、网络法等领域沿

用。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语境下,其在内容上基本对应英美法与欧盟法上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禁令。
对于我国而言,“妨害人责任”与“禁令”的用语各有短长。后文将述,“禁令”事实上更贴合此类责任作为一种

救济方式的属性,但其带有浓重的英美法理论背景,也较难契合我国的实证法体系;而“妨害人责任”作为网络

服务提供者责任时,构成要件已发生较大变化,继续沿用这一术语也容易造成误解。但是这一术语及其背后

的理论体系较为贴合我国一般民法理论,可以较为通畅地与狭义侵权责任、妨害排除与妨害防止责任、行为人

过错的要求等基本制度相衔接。其他的用语如“衍生责任”(secondaryliability),虽然可以准确表达网络服务

提供者在网络侵权中的地位及其责任来源,但其过于宽泛,所指不明确。综合上述考虑,本文采取“妨害人责

任”这一表述。下文在一般性论述时,将一并采用“妨害人责任”一词;在论及特定法域的制度时,则使用该法

域的惯常用语。
例如刘文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中外法学》2012年第2期,第400-401页;虞婷

婷:“网络服务商过错判定理念的修正———以知识产权审查义务的确立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
期,第132页。其未注意到比较法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妨害人责任与狭义侵权责任之间的区分,混淆了德国

法院在妨害人责任中确立的审查义务与侵权法上的义务。
因比较法上存在不同实践与学说,我国学界或也存在不同表述,为防误解,本文将侵权性损害赔偿

责任称为“狭义侵权责任”。
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知识产权法诸单行法上,妨害人责任的承担均以侵权行为的构成为前提

(《商标法》第60条,《著作权法》第47、48条,《专利法》第60、66条)。

Vgl.GeraldSpindler,EuropäischesUrheberrechtinderInformationsgesellschaft,GRUR2002,

105,119.
例如在最高院公报案例“衣念诉淘宝等”一案中,原告认为淘宝采取的删除侵权信息的措施并不充

分,应删除重复侵权人的账号。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40号民事判决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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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商关闭其为侵权网站提供的服务,〔9〕或者甚至阻止他人分享不设密码的 WiFi信号

呢? 〔10〕

本文将结合比较法上的实践,先从法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的正

当性;进而简要梳理其制度发展脉络,分析其学理位置,探讨其构成要件的安排,尤其是合比例

性作为其适用要件的涵义。随后以域外有代表性的案件为例,讨论合比例性判断的具体操作。
本文将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在我国法上的落实方案,即通过对《民法典》第1195条

第1款与第2款的解释论处理,将第2款前半句与后半句区分对待,使前半句成为网络服务提

供者妨害人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以为前述实践需求提供合理设计的制度空间。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的正当性:法经济学的视角

(一)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间赋权的实践与理论模式

在法经济学的视野下,本文的问题可以表述为:是否应当对权利人作出一种赋权,使
其能够向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某种行为,以保护其权利免受某第三方的侵害。假设网络

服务提供者获得赋权,则知识产权、人格权的权利主体没有向其主张采取特定行为的法

定权利;反之,如果权利人获得赋权,则其可以在权利受到网络用户侵害时,要求网络服

务提供者采取特定措施以保护其权利。结合域外相关立法与实践,在妨害人责任问题

上,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赋权模式。

1.网络服务提供者获得赋权:合同义务路径

第一种模式是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获得赋权,美国、加拿大等国主要采取此种模式。此种情

形下,权利人如果希望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或者不采取特定措施,应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事

实上,此类协议在实践中并不少见。例如阿里巴巴与多个品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11〕欧盟也

有多个品牌与网络平台之间的谅解备忘录。〔12〕此外,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可能在其企业政策

中单方面对其行为义务作出声明,例如谷歌关于关键词广告在商标保护方面的政策。〔13〕

2.权利人获得赋权:法定义务路径

与前种模式相对应,理论上来说,法律也可能使权利人获得赋权,使权利人一旦受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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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例如在“乐动卓越起诉阿里云”一案中,原告要求阿里云公司删除侵权信息,而后者表示基于其技

术,要达到删除、屏蔽的效果,即是要采取关停服务器或删除服务器内全部数据的措施。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2017)京73民终1194号民事判决书。

Vgl.BGHGRUR2010,633.
参见《2015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报》,https://world.taobao.com/wow/oversea/act/nianbao,最

后访问日期:2021年7月15日。

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ontheSaleofCounterfeitGoodsviatheInternet,4May,2011,

https://ec.europa.eu/growth/industry/policy/intellectual-property/enforcement/memorandum -under-
standing-sale-counterfeit-goods-interneten,lastvisitedon15July2021.

GoogleAdWordsTrademarkPolicy,https://support.google.com/adwordspolicy/answer/6118? hl
=en,lastvisitedon15July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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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侵害,即可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特定措施。此种权利类似于传统的物权性请求权。

但是该种模式在经济上的合理性难以证成(下文将详述),各国家与地区也并不存在这样的立

法或实践。

3.折中方案:个案权衡式的法定救济路径

第三种模式以欧盟及英、德等国为代表,可认为是前两种模式的折中,其使权利人得到一

定程度的赋权。但此种赋权并不具有明确的可预期性,而更接近于一种救济:权利人有权诉请

法院,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针对网络用户侵权活动采取特定措施;但在个案中是否认可网络服

务提供者应承担相关义务,实质上取决于司法机关对于相关措施“合比例性”的判断。
(二)一般性成本收益分析的困难与法定义务路径的排除

对于赋权问题,卡拉布雷西与梅拉米德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一套解决方案:〔14〕首先,如果

能够清楚确定赋权与否的经济效率,亦即如果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得出明确结论,则以此为

标准确定赋权;其次,如果难以通过前述方法确定,那么应当使最适于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计算

的一方承担成本;在事故或污染等特殊情况下,这意味着应使能够以最低廉的价格避免这些成

本的一方承担成本;再次,如果前述主体也不能确定,那么应使交易成本最低的一方承担成本,

因为该方能够以最低的成本纠正赋权的错误;最后,鉴于市场存在交易成本而并不完美,所以

往往必须选择是通过市场交易还是通过集体规则来达到最优结果。
遵循上述方案,首先应考虑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确定权利的分配。不过在本文关注的场

景下,一般性的成本收益分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权利人是否有权向网络服务提供者

主张某种行为,其所基于的并非一种同质化的场景,所牵涉的权利在性质、内容、重要性上也有

相当大的差异,下文的分析还将展示这一点。目前在经济学上,也未见关于权利人—网络服务

提供者之间赋权的效率问题的一般性研究与论断。

如果无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则应使最适于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计算的一方承担成本,或者

使交易成本最低的一方承担成本,以便其以最低的成本纠正赋权的错误。依据此种方案所确

定的主体将获得赋权。鉴于网络侵权的易发与多发,同时考虑网络服务提供者技术干预的能

力,在具体场景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是处理侵权行为的“最小成本损失防范人”(cheapest
costavoider)。这或许可以为前述第二种模式提供正当性,即权利人获得完全赋权的法定义

务模式。在当代信息社会的图景中,网络服务构成了生活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成为了侵权活动

开展的空间。比较法上和我国的文献中,也不乏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开辟了侵权活动的新场

景、提高了侵权风险的说法。〔15〕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使相关主体基于对风险的控制力承担责

任,可以促使物品的所有人或控制人通过改进技术、加强管控等手段,尽可能降低物品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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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SeeGuidoCalabresiandA.DouglasMelamed,“PropertyRules,LiabilityRules,andInalienabili-
ty:OneViewoftheCathedral”,HarvardLawReview,Vol.85,No.6,1972,pp.1096-1097.

例如冯术杰:“论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过错形态”,《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第194-
195页。当然,该文是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狭义侵权责任的语境下论及这一问题,其认为互联网服务与危险物

类似,均为一种危险源,因而与危险物责任类似,互联网的“管理者”也应因此而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责任。该观

点颇值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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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即,此时物品造成的社会风险被重新内部化。生产者为此付出的费用,也可以计入总

体的生产成本,最终反映于产品的价格。因此在不少场景下,以风险归责为前提而换取危险物

得以进入市场,是一种有效率、有意义的安排。

但是,“控制力”本身并不能正当化法律责任的承担;控制所涉及的客体至关重要。虽然网

络服务为侵权行为提供了新的空间,但其与通常的危险物品在危害、管理和控制方面存在本质

差别:当论及“危险物”时,一般预设是一种实体的物,其所有人或控制人对其施加控制时,几乎

不涉及他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在法伦理上并不需要特别的正当性。而互联网则并非一个类

似于有体物的物理性实体存在,要对互联网可能存在的风险加以控制,实质上就是对他人的行

为加以控制。此时牵涉的不仅是针对网络侵权进行权利保护的问题,还更为一般地牵涉其他

网络用户的行动和自由,以及技术创新的潜在可能。例如纯技术而言,设置关键词过滤并不困

难,在个案中或许也能够更早、更为预防性地阻止侵权行为发生;但宽泛的事前筛查无疑将一

般性地损害基于网络的行为自由、技术发展和商业创新。〔16〕因此,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更易

于转移成本而使权利人获得完全、明确的赋权,这一结论过于简单化,其在经济学上的合理性

难以证成。
(三)合同义务路径与法定救济路径的比较分析

总体而言,通过意思自治形成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行为义务,系以市场的方式逐渐发展而

成。在有效市场的假设下,其理论上能够达成有效率的资源分配。通过协商,权利人可以获得

其所希望的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可以综合考虑相关成本,维持其运营发展。此种模式下,

相关活动可能较少受到国家干预,从而更好地容纳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此种模

式在效率上的问题可能在于各个协议达成和执行中的交易成本。如果存在一种可以使社会福

利最大化的安排,而双方因协商成本过高无法达成此种交易,则产生社会福利的损失。

法定救济模式的正当性则可能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以最廉价的方式纠正权利配置

的错误。无论相对于众多用户来说,还是相对于大多数权利人而言,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处于

较为有利的谈判位置上。这意味着,即使法律在难以获知确定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时不当地

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而产生成本,网络服务提供者也能够更容易通过与用户、与权利人

之间达成的协议,而将这一成本重新转移出去。相对于合同义务模式而言,法定救济模式或许

可以更好地解决因无法达成协议而产生的福利损失问题。但是,法定救济模式在其他方面也

存在效率上的疑问。此种模式或许更易于鼓励权利人尽量执行和贯彻其权利,但网络服务提

供者采取相关措施、所采取措施使得其他用户收益减损等,都将带来成本;国家确认法定救济

的存在,可能会导致权利救济的成本(包括创新受到抑制的福利损失)高于其所带来的收益。

以上为两种模式的一般考察。但是对于二者的效率问题,目前均尚未见经济学上的证明。

结合我国的立法情况与实践环境,本文认为法定救济模式更为妥当,理由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权利保护的效率与有效性方面。要与网络服务提供者达成协议,通常需要具备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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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通常体现为禁止一般事前审查的规则与理念,可参见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15条及相关立法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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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谈判地位,且需要为此付出相当的成本。前文列举的几个备忘录的签署方均为奢侈品集团

等商业巨头,且目前实践中存在的此类协议也是以商标权为主。不具备此类地位的权利人,则

难以通过协商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美、加等国采取完全自愿的模式,存在其他的社会与法律

制度支持,例如积极作为的消费者团体、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于企业政策的有力执法

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单个权利人难以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商的弱势地位。而我国并

不具备前述条件;这意味着,权利人为协商付出的总成本将增加,因未能达成社会福利最大化

的安排所导致的福利损失也将增加。从法政策的角度观察,此时对于并不具备谈判地位的绝

大多数权利人而言,如果不留有法定救济的途径,则单纯的合同义务模式实际上很难为其提供

权利保护的可能性。而在私法意义上的权利保护协议、企业政策、行业规范等机制并不令人满

意的情形下,〔17〕法律也将欠缺对其进行干预的抓手。此时,保有司法干预的路径就显得尤为

关键。

第二,竞争政策方面。为达成权利保护协议及采取相关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同样需要因

协商、制定及执行相关措施支出相当费用。而那些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一方

面更有能力采取需要较高费用的措施,另一方面因规模效应,也通常能够在单位成本上采取更

为廉价的措施。这使得其他竞争者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在结果上可能提高市场进入门槛,进

一步强化前者的市场优势地位。相比之下,考察目前域外法定救济模式的实践,法院在个案中

可判决权利人承担执行相关措施所产生费用。〔18〕基于这一制度空间,法定救济模式能够相

对灵活地应对竞争政策方面的顾虑。

第三,既有制度支持方面。权利保护也意味着国家对此的费用支出,包括规则制定与法院

为提供权利救济所支出的费用。其中,法院为运行权利救济机制所需的开支集中体现为诉讼

及执行中产生的费用,合同义务模式下同样会发生此类成本。需要重点考察的是规则制定的

成本。我国在实证法上(《民法典》第179条)认可“民事责任”作为救济方式,具体的规范基础

(《民法典》第1195条第1款、第2款前半句)亦可通过解释论得出;〔19〕在实践层面,此类权利

救济方式广为人所接受,其在法律体系与学理上也可得到融洽处理。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无需

为采取法定救济模式而在立法层面引入一套全新的规则。虽然未来或可能为此问题制定相关

司法解释等规范,但总体而言,相较于采取合同义务的模式,采取法定救济模式在规则制定方

面并不会增加显著成本。

第四,避免遏制创新方面。权利保护可能以牺牲技术与商业创新为代价,带来福利减损的

间接成本。在这一方面,两种模式均存在一些疑问。总体而言,在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合同义

务模式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机会评估因采取相关措施导致的成本,包括技术或商业模式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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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对于行业规范在互联网治理方面作用的疑虑,seeMatthiasLeistner,“StructuralAspectsofSec-
ondary(Provider)LiabilityinEurope”,JournalofIntellectualPropertyLaw &Practice,Vol.9,Issue1,

2014,p.89.
具体案例与立法,见下文第四部分第(四)节。
详见下文第三部分第(四)节、第四部分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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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间接成本。但是,其有动机考虑的成本也仅是与自己直接相关的部分,尤其在权利人

强势的情况下,很难设想合同双方会在具体交易中全面考虑因遏制创新而导致的福利减损。

而在法定救济的模式下,亦可能出现司法机关对于此类成本考虑欠周的情况,例如使 WiFi持

有人负担设置密码的义务以防止著作权侵害,〔20〕导致可供使用的无线网络热点大量减少,在

整体上影响技术创新、生活便利及其他可能的长远发展。总而言之,两种模式均存在一些遏制

创新的疑虑,在这一点上很难抽象地比较其优劣。但如果采取法定救济模式,这一问题可以通

过强调个案中合比例性的把握加以应对。

最后,法定救济模式并不排斥合同义务模式。在法定救济模式下,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

者仍可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权利保护的相关协议。综上所述,法定救济模式提供了一种救济

可能性,这对于通常不具备谈判地位的一般权利人而言具有重要价值,也为司法介入互联网治

理提供渠道,对于我国而言总体上是一种有意义的制度安排。其实质上是将立法者赋权与否

的判断推迟到了司法阶段,由法官决定具体情形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四)法定救济模式的问题与克服

法定救济模式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前文也有所论及。这些问题可以在制度的构建及实

践中加以克服。

第一,遏制创新问题及克服。法定救济模式可能导致技术与商业创新的压制,随之产生福

利损失。为此,在制度构建时须注意,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的成立与否,不应仅考虑当

事人双方的利益,还应当容纳多元价值和利益的考量空间,这在域外实践中体现为合比例性的

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应对此予以充分重视。

第二,成本的识别与分担问题及克服。虽然网络服务提供者相比而言更能将权利保护所

产生的费用转移出去,但并非完全、精确地转移给侵权行为人,尤其是日常的、预防性的措施所

产生的费用。这些费用将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成为企业经营的成本;这意味着,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一般用户将补贴权利保护的部分费用。这可能过度地激励权利人主张权利保护措

施,造成资源的浪费或不恰当分配。为克服这一问题,法院可根据情况判决权利人承担或者分

担权利保护的费用。

第三,过度合规问题及克服。首先应注意,这并非法定救济模式独有的问题,其在自愿协

商的合同义务模式下也同样存在。〔21〕过度合规问题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为避免经营上的

风险,在事先采取更为严格的自我合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标服务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

即尽可能地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合规的目的,而措施所牵涉到的其他重要价值则无法得到完整

考量。在一些情形下,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措施可能牵涉其他用户的隐私(例如大规模的信

息过滤与筛查),可能影响正常合法的交易(例如强制下架所有特定品牌的商品),也可能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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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Vgl.BGHGRUR2010,633.
关于过度合规的“寒 蝉 效 应”,seeJenniferM.UrbanandLauraQuilter,“EfficientProcessor

‘ChillingEffects’? TakedownNoticesUnderSection512ofthe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Santa
ClaraComputer& HighTechnologyLawJournal,Vol.22,Issue4,2006,p.621.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理地对特定用户施加惩罚(例如关闭被投诉用户的账号)。过度合规所采取的措施可能的确能

够防止侵权的发生,但随着可见的侵权行为的消失,这些网络服务提供者内部的措施也就落入

了司法的盲区。在另一些情形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许宁愿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无意采取更

为良好的治理措施,因采取措施对其而言并非最佳利益的选择。考虑到我国倾向于将网络服

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构建为一种不作为侵权,〔22〕这种“采取必要措施”的责任又很容易转换

为损害赔偿责任,这一问题就更为严重了。为防止过度合规问题并避免使一般用户补贴权利

保护的费用,司法机关应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方面保持合理克制;在一些情况下,法院可以

判决权利人承担或者分担权利保护的费用。

第四,法定救济影响自愿协商的问题及克服。有学者指出,在法律上规定妨害人责任,可
能影响当事人的自愿协商,影响已达成协议的稳定性:如果权利人能够在诉讼中获得更好的保

护,则已达成的协议将非常脆弱,这将破坏自愿协商的价值。〔23〕为防止这一问题,法院在个

案中对具体的行为义务作出判断时,应考虑行业中业已形成的标准,原则上应对当事人的约定

予以尊重。

三、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的基础:法教义学的视角

以上从法经济学视角得出的结论如何落实于我国法律体系,是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

权利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并不以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而
直接侵权行为亦不是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本身作出。那么从教义学的角度出发,此类责任的基

础究竟是什么?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基于其网络服务而开展的活动固然具有控制力,但这种事

实上的能力在何种意义与程度上,能够转化为某种规范意义上的义务或责任? 本部分在制度

史回顾的基础上分析这一责任的学理定位与法律属性,并在现行法上奠定其基础。
(一)非侵权行为人的妨害人责任:制度基础与源起

本文所关注问题的核心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既然只是侵权活动外的第三方,那么为何使

其承担妨害人责任。这一问题即是权利人为何得以向其主张权利的问题,须从权利和权利保

护基本理论谈起。一般认为,我国民法的权利保护采取了德国法的框架,即区分绝对权与相对

权,并相应地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在我国实证法体系上,物权、人格权、知识产权被归为绝对

权。对于绝对权的保护主要存在两类机制,即防御性请求权(negatorischeAnsprüche)和狭义

侵权责任。除原物返还请求权外,其余的防御性请求权所产生的责任即为妨害人责任,也即为

我国法律上(以略有不同的名称)反复出现的“停止妨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请求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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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冬:“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移植与变异”,《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第1340-
1356页。

SeeMartinHusovec,InjunctionsAgainstIntermediariesintheEuropeanUnion - Accountable
butnotLiable?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7,p.35.

我国法律体系中该类责任的用语,参见茅少伟:“防御性请求权相关语词使用辨析”,《法学》2016年

第4期,第2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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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妨害人责任本身的适用要件与责任人问题,在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中较少得到阐发。〔25〕

一般认为,妨害人责任的发生以绝对权受到妨害为前提,只要权利受到了(除丧失占有外的)任

何妨害,〔26〕而偏离完满状态,则所有权人即有权向应当对此妨害负责(zugerechnet)的人主张

妨害的排除以及未来可能的妨害的防止。〔27〕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不同,妨害人责任不要

求请求权指向的责任人具有过错,法律后果也并非损害赔偿责任,而是一定的行为义务。〔28〕

遵循这一思路,妨害人责任中的妨害人,自然也可以是除直接行为人以外的其他人。这是对世

权的题中之义:权利人得以向一切人主张此类权利。例如租客对邻居造成妨害时,房东也可能

成为妨害人。〔29〕

不过,妨害人责任的构成固然不问“过错”,却应存在其他要求。德国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

一套处理方式,可以归纳为两个要件:第一,请求权相对人应有能力排除或防止这一妨害;第

二,妨害必须能够以某种方式归责于请求权相对方的意志。〔30〕第一个要件更多是事实性的,

可以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前提;第二个要件是实践中控制妨害人责任适用的关键。根据法院的

长期判决,可归责性要求权利的妨害在相当程度上由行为人的行为引起(adäquatverursa-

cht),〔31〕或者受妨害的状态因其决定性的意志(maßgebendenWillen)而持续。〔32〕

英美法系传统上也存在可发挥类似功能的构造,即针对“媒介人”的禁令。在涉及例如承

运人等媒介人的场景下,法院可以对非侵权人而被“卷入”(involve)侵权行为的“无辜第三方”

发出命令,要求其从事或停止某行为。在思想的渊源上,英国衡平法上的禁令制度与民法传统

上的妨害排除与妨害防止请求权有非常相似之处。在针对第三人禁令的基石性案件Norwich
案中,巴克利(DenysBuckley)大法官以“对于权利人的责任”来论证案中媒介人披露侵权人相

关信息的义务:即使媒介人并未从事侵权活动,但如果他任由涉及侵权的货物流出,则是“违背

了他对于权利人的职责”(derelictionofhisdutytotheproprietor)。〔33〕亦即媒介人的这一责

任,并不来自其本身从事的任何不法行为,而是产生于某种特定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下,媒介人

对于他人权利的保护负有衡平法上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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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相关的介绍似乎仅见刘凯湘:“论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页。
需要注意的是,在知识产权法的用语中,“侵权”(infringement)常常包含了一般民法语境下的妨害

(Beeinträchtigung/Störung)和狭义的侵权(tort,Delikt),相关分析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第126-128页。本文在涉及一般理论时,将在区分妨害与侵权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

Vgl.ChristianBaldus,in:MünchenerKommentarzumBGB,7.Aufl.,2017,§1004,Rn.149.
我国关于物上请求权与狭义侵权责任的区分,可参见崔建远:“物权救济模式的选择及其依据”,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6-129页;王洪亮:“妨害排除与损害赔偿”,《法学研究》2009
年第2期,第57-70页。

事实上,这正是《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的第一个引起较大关注的案件,参见帝国法院于1900年

的判决,RGZ47,162。较近的案件参见Baldus(Fn.27),§1004,Rn.176.
Vgl.Baldu(Fn.27),§1004,Rn.153.
Vgl.Baldus(Fn.27),§1004,Rn.60.
Vgl.BGHNJW1985,2823.
NorwichPharmacalCovCustoms&ExciseCommissioners[1974]AC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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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妨害人责任:归责标准的新发展

对于那些依赖其服务而存在的活动而言,网络服务提供者具备控制力。如果认可知识产

权、人格权等权利应当受到保护(无论在特定法域中是否被认定为“绝对权”),那么就很难否认

为保护这些权利,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妨害人责任或禁令的可能性。出于这一考虑,欧盟

及英、德等国均认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本身并未从事侵权行为时,仅仅是因为其用户侵权、或

者为预防其用户侵权而承担妨害人责任或者禁令责任的规则。在制度上,其各自延续了前述

妨害人责任与第三人禁令。但是,欧盟《信息社会指令》与《知识产权执行指令》在针对禁令责

任的条款中均未进一步确定其要件,而是将该问题留给各成员国立法与司法机关。〔34〕而传

统的妨害人责任的要件也没有包含更多的区分性内容。以Norwich案为例,判决认为媒介人

控制侵权商品而被卷入了侵权行为,强调此时媒介人对于权利人的责任和职责。这一系列论

述,看起来很难说不符合用户侵权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处的位置。德国法的情况与此类似,基

于网络技术而被侵权的状态,要“回溯至请求权相对方的某一有意的行为”或“因其决定性的意

志而持续”并无障碍。

但如果将传统妨害人责任的要件适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相关案件,则几乎意味着一切

对侵权行为或状态具有控制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均产生相应责任。这在结果上难以接受,以

至于在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适用妨害人责任或禁令时,各法域实际上采取

了与传统规则与实践不同的标准。其共同的核心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禁令或妨害人

责任应具备合比例性(proportionality)或期待可能性(Zumutbarkeit)。这种合比例或期待可

能性的要求,在具体的操作中体现为利益衡量。从制度史的脉络观察,合比例性或期待可能性

标准,即为妨害人则传统上的归责标准在网络环境下的新发展。

英美法上的禁令本身就是在普通法之外发展出的衡平法上的规则,因而公平合理的考量

从一开始就是禁令适用的前提。不过在互联网时代,这种衡平的考量在新的技术与社会场景

下展开。在欧盟层面,欧洲法院首次申明网络服务提供者禁令适用的合比例性要求,是在L’

OréalveBay一案中:禁令必须公平、有效、合比例、具有阻却性(dissuasive),且不得造成过多

费用、不得妨碍合法交易。〔35〕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民一庭在著作权与商标法领域,〔36〕也基于物权法上妨害排除与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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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不过,两个指令在立法理由及几个其他条款(《信息社会指令》第8条第1款、《知识产权执行指令》
第3条第2款)中一般性地规定,权利的执行措施、程序和救济,应当有效、合比例、具有阻却性(dissuasive),
并应当避免妨碍合法交易,避免此类措施、程序和救济的滥用。

CaseC-324/09L’OréalandOthers[2011]ECLI:EU:C:2011:474,paras.139-144.
专利权案件则采取不同的路径,统一由专利帮助侵权处理。这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著作

权、商标权而言,典型的情况是数量众多的网络用户从事侵权行为,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干预措施就具有重

要意义;而专利侵权在典型情况下涉及更大的商业技术行为,专利权人可直接向侵权人主张权利,网络服务提

供者介入的必要性有限。SeeLeistner,supranote17,p.81.但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最近的《专利法》修正草案

一般性地增加了妨害排除与妨害防止请求权执行中的合比例性条款(§139Abs.2),vgl.BT-Drucks.19/

2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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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请求权(《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的类推适用,通过持续的判决发展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

的妨害人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间接妨害人”承担妨害人责任有三个前提:①网络服务

提供者有意地协助了他人的权利侵害,且协助与侵害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②网络服务提供

者对于权利侵害的排除或防止,具有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可能性;③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排除或

防止直接的权利侵害,应具备期待可能性。〔37〕这里的“有意协助”,并非侵权法上的帮助,而
是与传统上的妨害人责任一致,指相关行为出于责任人的意志。此处的三个要件中,最关键的

要件仍然是期待可能性;前两个要件只能发挥很有限的责任范围控制的效果。为防止将妨害

人责任完全 推 给 网 络 服 务 提 供 者,德 国 最 高 院 民 一 庭 在 判 决 中 发 展 出 了“检 查 义 务”
(Prüfungspflichten),其范围限制的标准为:对于被主张权利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要求其

采取相关措施,根据个案情况是否合理。〔38〕在司法实践中,该“检查义务”成为了一项灵活的

工具,对其判断存在一系列考量因素,包括顺畅经营的一般利益、妨害人被其他人主张权利的

可能性、妨害人的功能和任务、直接侵权人的责任、妨害人经营是否并无营利目的而只是为了

公共利益、妨害人是否能够立即识别出权利的侵害等。〔39〕

(三)合比例性要件与妨害人责任的救济属性

以合比例性或者期待可能性为妨害人责任前提,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应当认真回答的

问题。合比例性的要求,对于私法而言是相当陌生的。通常认为,合比例性为公权力行使所需

接受的检验,而(民主社会中的)私主体处于平等关系之中,本不能互相施加强制,自然也没有

“权利行使合比例”之说(当然,有禁止权利滥用的一般边界)。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妨害人责

任的合比例性或者期待可能性要求,实际上是在回答归责原则方面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确定

谁应承担不利后果,如何使这种不利后果的归属具备正当性。质言之,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妨

害人责任这一制度中,合比例性扮演归责要件的角色;这意味着,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妨害人

责任,其条件和理由在于这种责任总体而言合比例。

这种以权衡为基础的司法决断、以个案利益衡量为要件的责任,对于民法而言是罕见

的。〔40〕以合比例性为要件,实际上是在规范的层面,将权利于何处存在、义务于何处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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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Vgl.LouisaSpecht-Riemenschneider,inDreier/Schulze,Urheberrechtsgesetz,6.Aufl.,2018,

§97,Rn.28ff.
Vgl.stattvielerBGHGRUR2004,860(InternetversteigerungI).
Vgl.Specht-Riemenschneider(Fn.37),§97,Rn.28.
一个传统的例子是紧急避险。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比例原则引入私法的议题引发了学界较多关

注,不过无论是持赞成还是反对的立场,几乎均聚焦于规范内容的实质正当性层面,即以私法自治为基本原

则,强制性规定为对其的限制,而比例原则作为“限制之限制”,在这一意义上借鉴基本权利约束的合比例性审

查,判断相关规则合理与否。此时,合比例性是作为法律规范实质正当性的基础或控制手段的面目出现。参

见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143-165页;纪海龙:“比例原

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第95-103页;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

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第163-179页;戴昕、张永

健:“比例原则还是成本收益分析———法学方法的批判性重构”,《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第1519-1545
页。本文不拟对该问题进一步展开,仅在此提示本文讨论的并非这一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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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断权交给司法机关。亦即立法者原则上认可此种救济的可能性与正当性,但以个案中的妥

当性、均衡性为前提,决定是否产生相关的权利与责任。这将在权利理论方面提出一个基本性

的疑问:权利究竟何时产生? 如果说合比例性要件的满足与否有待个案认定,且其认定恰恰与

潜在责任主体的预期与过错并无实质关联,那么这种权利或责任就很难认为是由先在的法律

规范所规定,毋宁说是判决时才以此具体形态产生。

因此,如果在“权利—救济”区分的视野下观察,则其更偏向于救济,而并非直接根据知识

产权、人格权等权利本身所蕴含的、某种内涵确定的权能所产生。除责任的发生以“合比例性”

为前提这一显著区别于其他责任的特征外,对此还存在其他两个明显的佐证。第一,在网络服

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下,迄今未发生关于不当得利的实践与讨论。依循绝对权的一般保护体

系,即使行为人不存在过错,其在承担妨害人责任之余,也应返还所获取的不当得利。在本文

关注的案情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当然也可能存在不当得利,例如个体卖家贩售侵权商品而给购

物平台带来流量利益。第二,如前文分析及下文将论及的,欧盟、英、德等法域的相关立法与实

践均容纳了权利人分担费用的机制,本文亦肯定这一机制的合理性。如果不认为妨害人责任

是对权利的救济,则此种机制在法理上殊难解释。
(四)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在我国法上的规范基础

以上制度构建的宏观与细节考量,如何落实于我国的实证规范体系? 本文认为,《民法典》

第1195条第1款、第2款前半句实际上包含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妨害人责任。从文本观察,

第1195条第1款规定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第2款规定网络服务

提供者“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这里所规定的正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妨害人责任。应当认为,第

1195条第1款和第2款前半句即为相关的请求权基础。

此处较为棘手的问题是,第1195条第2款后半句接续规定,“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
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结合第2款前半句的表述,似乎可以认为该款

旨在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是否采取了“必要措施”则构成了注意义务的标

准。在此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第1195条第2款是否规定了一种直接被视为过失的违法(negli-

genceperse)。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法律直接规定了特定的行为义务,那么从逻辑上说,只
要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则过失要件即已具备,整个第2款可以逻辑自洽地落入

损害赔偿责任的范畴,不存在将前半句单独解释的空间。

本文认为,第1195条第2款后半句所规定的确实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损害赔偿责任。纵

观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规定以及《民法典》第1197条的表述,第1195条第2款后半句规定的

情形为第1197条“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形所涵括,系为权利人明确通知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损

害赔偿责任的特殊情形。但是,前述关于第1195条第2款规定了违法即过失的理解,其合理

性殊值怀疑。对于究竟何种规范直接规定了违法即过失的问题,通常认为,法律为此所作的规

定必须意图明确、具体特定。例如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二次)》第286条所确立的标

准,须确定相关规范的目的是保护特定群体,且所保护的是特定利益或保护利益免受特定伤害

或特定危险。德国法上的要求亦与此类同,须考察受害人是否属于某部法律旨在保护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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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并确认其所遭受的损害是否属于该法律旨在保护的内容。〔41〕

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面对的复杂的具体场景下,其是否采取措施、采取何种措施、何种措

施被认为“必要”,存在广阔的衡量空间,也因此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民法典》第1195条第

2款除了使用“必要措施”一词概括网络服务提供者此时的义务外,并未作任何具体化的展开;

其所保护的权利人并非特定群体,所保护的利益并不特定,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何种

措施也未作任何具体规定。因此,第1195条第2款并非规定了必然导向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

义务,而只是宽泛地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种责任基础。基于此种基础,在符合特定构成

要件时,产生具体的责任形态。具言之,则是在违反注意义务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1195
条第2款后半句),在并未违反注意义务但是符合合比例性要件时,承担妨害人责任(第1195
条第2款前半句)。

如此,则第1195条第2款前半句的规定应区分处理,而不应纳入损害赔偿责任的解释体

系。第1195条第2款的前半句和后半句互相独立,应区分两个“必要措施”的不同意涵,避免

妨害人责任与狭义侵权责任的“无缝对接”。质言之,后半句中“必要措施”之“必要性”的把握,

应遵循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加以确定,而不应直接衔接妨害人责任意义上的“必要性”(合比例

性)。这同时也可以防止第1195条第2款上(以及第1197条上)损害赔偿责任的不当扩大

化。〔42〕退一步说,即使搁置第1195条第2款相关表述的争议,第1195条第1款仍然明确地

规定了不以过错为要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

四、合比例性要件的展开与适用

(一)合比例性的分析框架

“合比例”是一个极为宽泛的表述,因而需要通过一些细化的标准使其具有可操作

性。论及合比 例 性 考 察,目 前 民 法 学 界 多 有 引 入 德 国 公 法 上 比 例 原 则 分 析 框 架 的 主

张,〔43〕即一个前提、三个步骤:前提为正当目的,三个步骤分别为适合性、必要性、狭义的

合比例性。事实上,比较法上常见的具体标准均可以落入该分析框架内:对于禁令或妨

害人责任应当“有效”的强调,大致可对应合比例性审查的第一个步骤“适合性”;对于“是
否存在负担更小的措施”的考虑,大致可对应第二个步骤“必要性”;而“是否影响其他合

法内容的获取”“如不采取措施则权利人可能遭受侵害的程度”“是否妨碍合法交易”“是
否造成显著负担”“不得造成过多费用”“顺畅经营的一般利益”“营利目的与公共利益”等

考虑,则落入第三个步骤“狭义合比例性”的讨论范围。

不过域外法律实践与私法学界并未采纳前述公法上的框架,就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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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06-309页。
关于网络服务者狭义侵权责任的合理构建,亦参见薛军:“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研究:以法解释论

框架的重构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1-144页。
参见郑晓剑,见前注〔40〕;纪海龙,见前注〔40〕。不同观点参见戴昕等,见前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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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而言也同样如此。在私法领域,合比例性审查的前提即“正当目的”是无需讨论的,权利与利

益保护作为目的很难有不正当可言。适当性固然同样是整个讨论的先决条件,不过至少在本

文关心的场景下,其关涉的基本上是网络技术可行性的问题,通常不会产生疑问。同时,适当

性与必要性会成为一组相对的权衡,很多时候法官会需要在“低有效—低影响”和“高有效—高

影响”的措施之间选择,〔44〕而这实际上进入到了狭义合比例性考察的领域。因而在讨论此处

的合比例性要件时,只需初步排除完全无效果的情形,以及在完全相同的效果下显然有更低影

响的其他措施的情形,即可进入狭义的合比例性考察,其核心为利益权衡。
较能展示这一点的是域外司法实践中的网站屏蔽禁令,即要求网络接入提供商对特定网

址实施屏蔽。〔45〕在网站屏蔽案的案情下,通知—删除程序通常也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因而也

是一种有效的措施,且对网络接入提供商负担更小。但在CartiervBritishSkyBroadcasting
案中,主审的阿诺德(RichardArnold)法官认为,通知—删除的措施过于低效,实际上最多只

能对目标网站形成短期的干扰,因而在效果上并非一种可以与网站屏蔽相提并论的措施。基

于合比例性的考察,他认为网站屏蔽措施的效果,能够正当化其所带来的更高花费。〔46〕

(二)合比例性判断所须考虑的权利、利益与价值

在最为理想的预设下,法院在面对具体案情时应综合考虑各方利益,计算不采取任何措

施、采取某个措施或多个不同措施的成本与收益,最后对这些结果进行比较,选取最优策略。
但是要进行这种量化的计算是一个非常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的任务。要对各利益进行价值排

序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涉及核心的基本权利,否则以上诸利益很难抽象地被评价为更重要或更

不重要。在比较法的实践中,法官也往往不是从正面描述或界定某权利的性质与重要程度,而
是从反面切割不符合一些重要价值的情况。例如在ScarletExtended一案中,比利时版权协

会试图要求电信服务提供商Scarlet安装过滤系统以阻止非法下载,这一要求被欧洲法院拒

绝。法院认为此种禁令的内容不但构成了一种一般性的监视、造成个人信息的风险,并且因为

过于复杂且昂贵,直接侵犯了电信运营商的营业自由,违反了合比例性原则。〔47〕再如在L’

Oréal案中,法官认为在特定购物平台上一般性地禁止带有某商标的商品售卖,将伤及商品自

由流通的基本价值。〔48〕

在本文所关注的典型案情中,可能涉及的权利、利益和价值有如下几类:①权利人的知识

产权或人格权;②企业就其经营活动的自由与利益;③他人的隐私与自由;④商品与市场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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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SeeCartierInternationalAG & OrsvBritishSkyBroadcastingLtd& Ors[2014]EWHC3354
(Ch),paras.201-207.

我国学界关于网站屏蔽禁令的介绍,参见胡开忠:“屏蔽网站禁令的制度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法学》2017年第3期,第117-129页。

SeeCartierInternationalAG & OrsvBritishSkyBroadcastingLtd& Ors[2014]EWHC3354
(Ch),paras.201-207.

SeeCaseC-70/10ScarletExtended[2011]ECLI:EU:C:2011:771,paras.36-49.
SeeCaseC-324/09L’OréalandOthers[2011]ECLI:EU:C:2011:474,para.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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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的一般利益;⑤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一般利益。〔49〕这几方面的权利与利益的互相权衡,因
不同的权利性质和不同的商业场景而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著作权保护较多地涉及企业经营

的自由与利益,商标权保护往往与商品与市场顺畅运转处于一定的紧张关系中,而人格权则尤

其涉及他人的言论自由。个人信息保护则更具有特殊性,因其主体范围广、潜在违约或侵权审

查复杂,因而将给信息处理者带来更大负担。〔50〕

以上诸种权利与利益中,较容易被忽视的是第5类,即面向未来的、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一

般利益。在这一问题上,应当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性质加以重视,其大致可以分为

“近端服务”和“远端服务”。〔51〕前者包括普通用户直接接触的大多数网络服务,典型如网络

购物平台、社交媒体等,后者主要包括网络接入服务、域名服务等。在不同性质的业务下,各种

不同权利与利益考察的侧面也将有所不同。远端服务因具有更强的基础性与公共性,所以尤

其需要注意第5类利益的考虑。事实上,第5类利益甚至并不构成一种法律权利,但却是很多

案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例如在SommerdesLebens案中,德国法院判决无线网络接入的持有者应当为其网络设

置密码。这一判决基于成本收益分析作出,法院认为为无线网络设置密码成本非常低,却可以

防止他人利用该网络从事非法的文件分享,从而达到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52〕然而,免费

WiFi的提供虽然给知识产权侵权活动带来了新的风险,但开放的移动网络接入却具有更为一

般性的社会价值,其构筑了作为信息社会基础的一部分。在该案中,法院的利益衡量局限于既

有权利,而未能对无线网络运用的技术和社会前景作出充分的预估。〔53〕在多年后的McFad-
den案中,欧洲法院纠正了这一做法,要求无线网络接入提供者设置用户名和密码系统,以便

在发生侵权行为时可追溯至具体行为人。欧洲法院认为,这一措施居于无线网络接入完全开

放匿名的方案和德国SommerdesLebens案的要求之间,是一种均衡、合比例的解决方案,兼
顾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保护、网络提供者的经营自由和网络使用者的一般利益和自

由。〔54〕德国《电信法》新近的修改中对该判决作出了回应且走得更远,明确禁止要求无线网

络接入提供者收集个人信息或设置密码(§8III,IVT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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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53〕

〔54〕

关于信息社会下网络接入作为一种基本性权利,尤其参见何勤华:“保护网络权优位于网络安

全———以网络权利的构建为核心”,《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7期,第2-20页。
在此种背景下,如何合理安排个人信息保护的诸种具体机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且实践中相关措

施的效果亦有待观察。因而本文仅在此提示,个人信息保护中存在第三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亦为妨害人责

任一般原理的适用场景,但具体论述容另文展开。
关于两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区分,以及远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其责任和费用承担方面的经济分

析,seeHusovec,supranote23,pp.16-38.
Vgl.BGHGRUR2010,633.
该案及此后司法实践,极大地影响了德国无线网络接入热点的提供,招致了一致批评。可参见《明

镜周刊》对此的报道:„INTERNET:FunkstilleaufdemBürgersteig“,https://www.spiegel.de/spiegel/print/

d-101368303.html(abgerufenam15.Juli2021).
SeeCaseC-484/14McFadden[2016]ECLI:EU:C:201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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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妨害人责任承担的具体形式

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采取的具体措施的目标,在近端服务下存在一个主要的争论:禁
令应限于删除侵权信息,还是也可以扩展到对于未来相似信息的预防措施。前者满足于“通
知—删除”(noticeandtakedown)的措施,而后者则要求“通知—删除—不再出现”(noticeand
staydown)。〔55〕后者主要以德国法为代表:对于德国法而言,妨害防止历来是防御性请求权

的目标之一。

在欧盟法的层面上,欧洲法院在著名的L’Oréal案中也确认,禁令可以以防止未来的侵权

为目标。在该案中,eBay用户售卖侵犯L’Oréal商标权的产品,双方进行了多次沟通,eBay
也采取了移除商品链接、过滤侵权信息、暂时或永久禁止卖家资格等措施。但L’Oréal仍然认

为eBay采取的措施并不充分,因而提起诉讼。英国高等法院确认,的确还存在其他可能更有

效的措施以防止商标侵权;但无法确定的是,存在这样的技术可能性,是否意味着就能够使

eBay承担这样的义务。案件被呈送欧洲法院进行预先裁决,欧洲法院认为:如果的确存在更

为有效的措施,则法院可以要求eBay执行该措施。〔56〕

在其合法性与合比例性方面,面向未来的预防措施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欧盟法上禁止一

般监控原则和避免妨碍合法活动的考虑。据此,例如要求在某特定平台上不得出现特定商标

的商品,即不满足合比例性的要求,因为这将对合法交易造成阻碍。〔57〕基于以上约束,禁令

的对象应当是具体的,不过这一“具体性”的要求如何把握,存在不同的实践。德国法采取了一

种相对宽松的标准,认为面向未来的措施应包括对同一客体的类似侵权行为,不限于特定侵权

行为人的行为。〔58〕欧洲法院最初认为禁令可用于预防同一行为人对同一客体的类似侵权行

为,〔59〕此后扩展为同一行为人相同性质的侵权活动,〔60〕均限于特定侵权行为人。但最近的

一个案件显示,在对象非常确定(一张照片)且不涉及阻碍合法交易问题时,禁令不必限于特定

侵权行为人的行为。〔61〕

(四)费用承担问题

妨害人责任中的费用承担是域外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之一,主要发生在远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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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9〕

〔60〕

〔61〕

针对远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禁令则不存在此种争论,因为“通知—删除—不再出现”的措施对于网

络接入提供者而言意味着大量信息的过滤筛查,不但经济上低效,还将直接违反《电子商务指令》第15条的

“禁止一般监控”条款。

SeeCaseC-324/09L’OréalandOthers[2011]ECLI:EU:C:2011:474,paras.32-49,141-
142.

Ibid.para.140.
Vgl.BGHGRUR-RS2013,15388,Rn.44.
SeeCaseC-324/09L’OréalandOthers[2011]ECLI:EU:C:2011:474,para.141.
SeeCaseC-494/15TommyHilfigerLicensingandOthers[2016]ECLI:EU:C:2016:528,para.

34.
该案中原告希望Facebook删除一张由某用户分享的照片。欧洲法院认为,如仅删除发布照片的

该用户账户中的照片,则完全无法达到防止原告权利被再次侵害的目的,因而应删除Facebook平台上所有相

同或实质等价的照片。SeeCaseC-18/18EvaGlawischnig-Piesczek[2019]ECLI:EU:C:20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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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下。该问题最初在英国的Newzbin2一案中触发,该案法院判决禁令申请人承担申请的费

用,而被告英国电信集团承担执行禁令的费用,但法院“不排除在适当情况下命令权利人支付

部分或全部实施费用的可能性”。〔62〕2018年英国最高法院在CartiervBritishTelecommu-
nications一案的判决中,进一步认为禁令的实施费用也不应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63〕这是

基于一个关键的认知:在此类情形下,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是“无辜的”(legallyinnocent),〔64〕

亦即没有侵权法上的过错。这一思路也体现在欧洲法院的相关案件中。欧洲法院ScarletEx-
tended一案的比利亚隆(CruzVillalón)佐审官在其意见中,针对该案国内(比利时)审理法院

认为费用应当由服务提供者Scarlet承担的观点指出:这种做法实际上使Scarlet承担了通常

应由权利人自行承担的维护权利的费用,即(向侵权行为的实施者)主张权利、寻求损害赔偿以

及提起诉讼等方面的费用。〔65〕

德国在2017年《电信法》的修法中,关于网站屏蔽禁令的费用承担,也采取了类似的思路。
根据新的规则,网站屏蔽的申请人不得向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诉讼程序前与程序外的费用”
(§7IVTMG),包括因出具警告函、聘请律师、误工、交通等产生的相关费用。如果进入诉讼

程序,则除诉讼费用仍遵循败诉者承担的规则外,其他费用如聘请律师的费用,也同样不能要

求偿还。该费用规则也类推适用于无线网络接入的提供者。〔66〕根据德国立法者的政策考

量,这一费用分担规则主要是为了防止网络接入提供者因担心禁令带来的费用,而在提供接入

服务时有所顾虑,影响公民获得网络接入的可能性。〔67〕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在我国法上的解释论构造

前文已述,我国应将《民法典》第1195条第1款、第2款前半句的规定定位为妨害人责任

的规范基础[第三部分第(四)节],并已指出法定救济模式在构建时所应注意的要点[第二部分

第(四)节]。结合本部分的讨论,前述条文在解释论上应作如下处理和把握:
第一,以合比例性为标准,把握《民法典》第1195条第2款前半句中的“必要性”分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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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66〕

〔67〕

TwentiethCenturyFoxFilmCorp& OrsvBritishTelecommunicationsPlc[2011]EWHC1981
(Ch)(28July2011)(Newzbin2),para.240.

判决中列举了实施禁令将产生的五类费用:①获取和升级屏蔽目标网站所需的硬件、软件的费用;

②管理屏蔽系统的费用,包括客户服务、网络和系统管理;③初始禁令实施的边际成本,涉及ISP屏蔽系统的

应用编程和配置;④应权利人要求,在禁令有效期内升级屏蔽的费用,涉及网站从被屏蔽的网络地址迁移时,
屏蔽系统的重新配置;⑤并非出于服务提供者的过错,但发生屏蔽故障时的费用和责任,例如因通知错误或者

因屏蔽而引发的恶意攻击而导致的过度屏蔽。在该案中,被告英国电信集团对于第①、②类费用没有意见,因
这些费用无论承担该具体禁令与否都会发生,例如为屏蔽虐待儿童的内容。争议在于第③-⑤项费用,法院

的判决也是针对该部分实施费用而言。SeeCartierInternationalAG&OrsvBritishTelecommunicationsPlc
&Anor[2018]UKSC28(13June2018),para.5.

CartierInternationalAG&OrsvBritishTelecommunicationsPlc& Anor[2018]UKSC28(13
June2018),para.37.

SeeCaseC-70/10ScarletExtended[2011]ECLI:EU:C:2011:255,OpinionofAGVillalón,

para.64.但因为费用承担问题是成员国的事务,所以欧洲法院并不直接对此进行裁判。

Vgl.BGHGRUR2018,1044.并参见立法说明:BT-Drucks.18/12202,S.12f.
Vgl.BT-Drucks.18/12202,S.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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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合比例性考察时,应综合考虑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或人格权、企业就其经营活动的自由与利

益、他人的隐私与自由、商品与市场顺畅运转的一般利益以及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一般利益。相

较而言,在专利权与个人信息相关案件中,妨害人责任的适用应更为谨慎。同时,应对网络服

务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性质加以重视。远端服务具有更强的基础性与公共性,目前比较法的

实践中,针对远端网络服务提供者基本仅存在网站屏蔽禁令。网站屏蔽是目前最严厉的禁令,

例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网站屏蔽禁令只能用于那些“合法内容与违法内容相比,整体上

完全不相称”的网站。〔68〕近端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涉及公共利益的程度相对较低,在合比例

性考察中,主要的权衡发生在知识产权保护、他人的隐私与自由、企业经营自由与利益以及商

品与市场顺畅运转的一般利益之间。
第二,妨害人责任承担的形式原则上包括妨害的排除与防止,并应尽量具体化,且可考虑

设置期限。《民法典》第1195条第2款前半句上的措施应包含两个维度,亦即除去已有的侵权

信息,以及在具体情况下防止未来相同或者相似侵权活动的再发生。在具体措施上应作扩张

解释,除条文列举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外,还可包括暂时或永久关闭账户、设置特定关键

字的过滤系统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妨害人责任的措施必须具体、明确,而不能仅确定一

个模糊的目标,否则仍可能产生在措施执行中伤及其他利益的情况。如果法院允许网络服务

提供者在两个及以上等效措施中自行选择,也应首先审查各措施是否满足合比例性的要求。
具体的措施可包含时间的维度,即法院可以决定应采取永久性措施还是一时性措施。考虑到

技术迭代和商业创新,时间维度将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的重要方面。

第三,法院应根据具体的案情,在特定类型的妨害人责任中(域外法律实践中主要是网站

屏蔽禁令)考虑执行措施所产生费用的合理分担问题,即由权利人自行承担诉讼费用或者分担

措施执行成本。
第四,如果权利人仅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妨害人责任,则法院应追加涉嫌侵权的行为

人作为第三人加入诉讼,以保证其获得公平听审的机会,在此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的规定。

五、结语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妨害人责任以事实上的控制力为前提,其基础是一种源自其能力的、为
保护相关他人权利而应承担的责任(accountability/responsibility)。在这一责任基础上,经由

司法机关在个案中的考量和确定,产生个案中的具体行为义务,如“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

施。从我国民事权利救济的一般观念出发,前述行为义务属于“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

险”等“法律责任”在网络世界的一种具体形态。其在我国现行法上应以《民法典》第1195条第

1款、第2款前半句为基础,并以合比例性为核心要件,在个案中确定具体义务的内容、方式与

程度。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妨害人责任应与狭义侵权责任互相区分,我国目前的间接侵权责任

·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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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Vgl.BGHGRUR2016,268,Rn.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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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将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与连带损害赔偿责任挂钩,试图一概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内化

权利保护的成本,实际上是将一组多维、复杂的利益衡量,降格为简单、平面的知识产权或人格

权保护问题。

总而言之,网络不断创造出人类生活的信息化方式,亦生产出一系列法律体系不得回避的

新事实场景。面对网络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和高速更新状态,一方面,不应直接将之宣告为“法
律空白”的状态,就此进行天马行空的制度想象;另一方面,也不宜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僵足于

(简陋版的)法实证主义立场,无视新事实场景的特殊情状。相反,应当充分认识到法律体系发

展与更新的可能性。我国具有前沿、丰富的互联网与电子商务法律实践,应充分利用这一资

源,在司法的个案实践中发展出公平、合理、有效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妨害人责任具体制度,在紧

密交织的信息社会中公平地保护权利、发展与自由。

Abstract:Basedontheirpositionandpowerincontemporaryinformationsociety,theInternetService

Provider(ISP)should,toacertainextent,beresponsiblefortheprotectionoftherightsofothers,

whichtakestwomodelsinforeignlaw,i.e.contractualobligationmodelandlegalremedymodel.From

theperspectiveoflawandeconomics,thelegalremedymodel(Störerhaftung)ismoreappropriatefor

China.Takingthisresponsibilityconstitutesawayofremedy.InGermanlawithasthesameoriginasthe

rightsinrem,inAnglo-Saxonlawitoriginatesfromtheinjunctionagainstinnocentthirdparties,andin

Chineselawitisoneofthe“legalliabilities”listedinArticle179oftheCivilCode.Inthecyberspace,

measurestakentoprotectrights-holdersmayresultinadditionalcostsfortheISPandimpactsuchpublic

interestsasprivacyandfreedomofothers,marketorderandpotentialsocialdevelopment.Therefore,the

Störerhaftungshouldbebasedonproportionalityasitscoreconstituentelementandintroduceareasona-

blecost-sharingmechanism.TheStörerhaftungofISPshouldbedistinguishedfromthetortliability.The

StörerhaftungoftheISPinChinashouldbebasedonparagraph1andthefirsthalfofparagraph2ofArti-

cle1195oftheCivilCode,andthefirsthalfofparagraph2shouldbedistinguishedfromthesecondhalf,

sothattheybecomethenormativebasisforStörerhaftungandtortliabilityrespectively.

KeyWords:InternetServiceProvider;Proportionality;Störerhaftung;Injunction;IndirectInfring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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