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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中
“免予赔偿 ”规则的重新设定
——— 以三大知识产权法修改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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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中，关于免予赔偿条件设定得过于宽泛、模糊，将不利于权利人利益的保
护，也不利于维护社会利益的平衡； 各单行法之间关于免于赔偿条件的规定不相同，将难以形成统
一的权利保护机制。应修正《无过错》的认定标准，统一各单行法之间关于《赔偿损失》的规定，通
过严格限定免予赔偿的条件，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高权利人维权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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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ting of the “ Exemption from Indemnification”Rul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rt Liability in China
———In the timing of the amendment of the thre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ZHU Qi-li
（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chool，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an 710063 China）
Abstract： Under Chi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lated laws，the conditions for exemption from indemnification were
extensive and vague， which is disadvantageous for the protection of right ＇s owners， nor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balance of social interests． Due to that different special laws list different conditions
for indemnification，it is hard to form a unified right protecting mechanism． The admission standard for
“non-fault”should be amended，and the stipulations on“damages”should be unified among laws，and
strict conditions should be set on exemption from indemnification，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IP
rights，and to motivate the rights＇ owner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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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 “出版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
版涉及侵权的，依据民法通则第 117 条第 1 款的规定，出版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
民事责任。”《商标法》第 56 条第 3 款规定：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
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专利法 》第 70 条规定： “为生产经营目的
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
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可见，三大知识产权法分别规定了在一定情形下侵权者可“免予赔偿 ”。
但令人遗憾的是： 第一，从《著作权法》（ 草案） 的第一稿到第二稿都没有关于“免予赔偿 ”的相关规定；
第二，《商标法》（ 草案） 与《专利法》（ 草案） 都没有对现行关于“免予赔偿 ”的规定作出任何修正。 现
行法关于“免予赔偿”的规定无论是在前提条件的设定上，还是在侵权责任的厘定上都存在着重大缺
陷，笔者认为，应藉本次三大知识产权法修改之机，将“免予赔偿”规则以法律形式正式确定，并重新设
计具体、合理、科学的适用规则。
一、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中“免予赔偿”规则存在的问题
依据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规范，对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且无证据证明其侵权之出版者、合法取得侵权
商品且不知其侵犯商标权并说明提供者之销售者、不知自己侵犯专利权且能证明产品合法来源之使
用者、许诺销售者、销售者（ 总结对适用主体条件限制之规范，笔者认为，可将其简称为“‘无过错 ’侵
权者”） 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即，知识产权侵权中，“无过错 ”侵权者适用“免予赔偿 ”规则。 笔者
认为，我国知识产权现行法以及草案中关于“免予赔偿”规则的规定仍需商榷。
第一，知识产权各个单行法对免予赔偿的适用范围、侵权者的主观要求不一致，适用前提的不统
一，造成各单行法对权利的保护范围、保护标准、保护力度各异。构成免予赔偿的前提条件，在著作权
法领域，只要达到“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且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知”之证明标准即可； 在商标法领域，销
售者只需达到主观“不知”、客观“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之证明标准即可； 在专利法领域，侵权者
只要达到“不知道”、证明“合法来源 ”的证明标准即可。综合比较，可以看出各单行法的差异： 首先，
著作权领域仅有“出版者”、商标权领域有销售者、专利权领域有为生产经营目的的使用者、许诺销售
者或销售者适用免予赔偿规则，适用范围的不同不仅造成单行法之间保护力度的差异，也会造成同一
法律内利益保护的失衡； 其次，著作权法针对出版者提出了“尽了合理注意义务 ”的主观要求，商标法
和专利法对侵权者的主观要求则为“不知道 ”，从字面看，对出版者的主观要求更严格，且“合理注意
义务”的标准过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易致出版者举证难而败诉，而商标法、专利法的侵权者之“不知
道”标准无需自证，可见，主观标准的不同决定了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大小和诉讼风险的程度，人为地增
加了不平等因素。
第二，知识产权各个单行法关于“免予赔偿 ”的责任范围规定不同，且责任过轻，有违“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的立法趋势与修法精神，易致放纵侵权之恶果。首先，责任范围不统一。“无过错 ”的出版
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侵权利润责任，但商标权、专利权之“无过错 ”侵权者的责任却直接规定为“不
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出版者承担的并非赔偿责任，但至少承担了返还侵权利润等部分民事责任，反
观商标法、专利法，仅规定“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未就是否返还侵权所得利润作出明确规定，以《专利
法实施细则》第 84 条第 3 款之规定为例，该款针对“无过错”侵权者规定其应停止侵权、但免除罚款，
却并未就侵权所得利润是返还权利人还是予以收缴抑或归于侵权者作出明文规定； 其次，责任过轻。
“著作权解释”第 20 条第 3 款虽然规定了出版者需返还侵权所得利润，但究其原理，仍然只是按不当
得利处理，而非以侵权行为对待———虽然该款所用的字眼为停止“侵权 ”、返还“侵权 ”利润，但其并未
考虑权利人因侵权所受损失，而只从侵权人角度考虑要求其返还因侵权所获利润，也就是说，假设出
版者并未因侵权获益甚至亏本了，则出版者勿需赔偿，权利人之损失亦无需填补。《专利法》第 70 条、
《商标法》第 56 条第 3 款直接规定为“不承担赔偿责任 ”更是对权利人的保护极为不利： 如商品提供
者并无赔偿能力，且侵权者客观上确实因侵权而获益时，不加区别地直接规定侵权者一律“免予赔
偿”，忽视保护权利人利益之立法精神，有违法律公平正义之价值追求。总之，仅因侵权者主观上“无
过错”则规定其免予赔偿，未考虑权利人损失救济的做法，既不能实现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全面救济损
［1］
害、稳定社会各方利益” 之救济功能，亦不符合知识产权激励创新、强化权利保护的价值追求。
第三，免予赔偿的条件过宽，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免予赔偿的适用前提前文已述，侵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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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只需达到证明标准即可适用，但问题在于，侵权者在事实上确实侵权了，且在客观上给权利人带
来了实际损失，仅仅因为法律所规定之免责条款过于宽泛，使得此类侵权者或者得以通过侵权行为获
益，或者得以无视权利人的损失，不利于权利人利益的保护。总之，免予赔偿的条件过于宽泛，就会导
致赔偿的主体范围越来越小，预期利益的落空，会严重影响权利人维权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限定免
予赔偿的条件，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激励人们创新的热忱，平衡权利人、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
利益。
二、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中“免予赔偿”规则的重新设定
（ 一） 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中“无过错”认定标准之重订
尽管现行法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的认定采取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但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却采取了过错责任原则，无论是著作权法中关于“尽了合理注意义务 ”之出版者的限定，还是商标法、
专利法中关于“不知道”之侵权者的限定，免予赔偿的主体基本限定为“无过错 ”者，故而有必要明确
“无过错”之认定条件。
笔者主张将认定“无过错”的最低标准统一设定为“不知且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应知 ”。 现行法规
定中的“合法取得”标准并不能作为侵权者“无过错 ”之证明，因其可能为串谋； 侵权者自称“不知道 ”
也不能完全杜绝其明知之可能。以某服装店到批发场所以 30 元价格买入市场价 500 元知名品牌运
动服 1000 件为例，服装店与卖家皆有合法经营证件，亦未超出经营范围，此时，若其自称“不知道 ”，并
举证通过正常的交易途径取得且说明了提供者，其主观状态应如何确定？ 笔者认为，此时可从品牌知
名度、通常价位区间等事实认定推定其主观上 “明知”。总之，将认定“无过错 ”之最低标准统一设定
为“不知且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应知 ”，能够尽可能地、在更大程度上避免侵权者滥用“无过错 ”逃避其
应担之责，以充分救济权利人之权利。
事实上，即便达到了“不知道，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应当知道 ”的标准，也并非当然能够免予赔
偿。笔者认为，为了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增强权利人维权积极性，“无过错 ”的标准应严格限定
为“自生产者处购买产品之经营者履行了审查义务且并未发现侵权事实存在”。笔者试以《商标法》为
例，论证这一观点。根据《商标法》第 53 条的相关规定，如侵权行为成立，管理部门应当责令立即停止
侵权行为，将侵权商品没收、销毁，即，侵权的销售者应当停止侵权行为，且行政部门将没收、销毁尚未
销售之侵权商品。但是，问题在于： 未售出之侵权商品因侵犯商标权而被没收、销毁，但行政部门缘何
不管已售出之侵权商品，因销售者主观无过错； 既然销售者主观无过错为什么仍要没收其未售出之商
品？ 因其所售为侵权商品； 既然已售出之商品为侵权商品为什么销售者并未承担赔偿责任？ 因其主
观无过错。该规定逻辑矛盾处在于： 凡行政部门确认侵权前之侵权皆为“合法”，侵权者无需承担法律
责任，侵权确认后则需承担“抄家”之后果，侵权者血本无归，从始至终，权利人的权利被弱化甚至被无
视了。权利人的权利无从救济，而侵权销售者却可在说明提供者并证明自己是合法取得商品时免责。
立法者始终没有站在一个固定立场来思考问题，无论《商标法》第 53 条、第 56 条第 3 款的规定在规范
方面具有多少合理性，笔者认为，立法者只关注了行政权力之运用、无过错主体主观之可宽恕性，却忽
视了知识产权立法应追求之目标———保护权利人之权利。立法者在设计这两个规定时，或以行政机
关立场考虑，或从销售者角度考虑，偏未从权利人利益角度考虑，以致权利未能得到周全保护。
假设甲生产了侵犯乙商标权之产品 4 万件，
全部卖予丙，
丙转卖予丁，
最后，
工商行政机关在丁之经
营场所查出侵权商品，
经过清点，
丁已售 1 万件，
尚余 3 万件未售出，
根据丁之证言及相关证据追查到甲，
但甲根本无力赔偿，
此时，
乙之损失由谁弥补？ 丙、
丁皆售出侵权商品且赚取利润，
但根据我国现行法之
，
，
（
）
规定 丙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其既无需停止侵权 因侵权已完成 亦无需承担没收商品（ 因侵权品已售出）
之责，
但丁已售 1 万件之利润归己，
所剩 3 万件则被全部没收。此规则类同击鼓传花，
行政机关确认侵权
3 万件被没收的损失由其来承
之前脱手则万事大吉，
既获益且勿需担责。就此案而言，
丁本身并无过错，
担并不符合公平、
正义的价值追求。尽管丁在商标法内不能寻求救济分担损失，
但其可据合同法要求丙
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将损失转予丙，
由丙再据合同法要求甲承担损失，
如甲无力赔偿（ 甲在多数情形下都
）
，
。
，
无力赔偿 则丙只能自己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 该损失最终由丙承担是比较合理的设计。相对而言，
由
丙承担责任比由丁承担更为合适： 首先，丁在法律逻辑、交易习惯上并无审查甲权利主体资格之义务。
第一，丁与甲并非合同相对人，丁并无理由且无义务超越前手追查甲之权利资格； 第二，如让丁承担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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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丙、甲之权利资格，则交易成本将大幅增加，不符合效益之价值追求。其次，丁与丙相较而言，在主
观上更为无辜。作为甲之合同相对方，丙应对甲是否有权使用商标、是否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是否拥
有相应资质等进行审查，但从结果可以反推丙并未履行审查义务①，故丙在主观上具有一定过错。因
此，笔者主张，从生产者处购买商品的经营者有审查商品知识产权的义务。
笔者认为，在交易过程中审查对方知识产权资格至少有两个好处： 一方面，培养经营者的知识产
权意识，促使其在交易过程中、生产环节上关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防范因自身或相对方侵犯知识产
权而使自身利益受损； 另一方面，以利益驱动更多权利人通过合法途径公示权利，一来方便在被侵权
时维权，二来可给予交易对方权利保障，促使交易达成。只有以利益为驱动力才能促使权利人公示权
利，只有形成权利人主动公示权利、注重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经营者审查知识产权资格时才能更便
利迅捷，从而降低调查成本、形成良性循环。
我国目前并未规定经营者审查知识产权义务，故经营者只需达到现行法规定之简陋证明标准即
被定性为“无过错”者，享受不承担赔偿责任之待遇，但笔者坚持认为，我国法律应明确规定： 自生产者
处购买产品之经营者②有审查知识产权的义务，否则，具有一定过错③，应承担相应责任④。当然，该规
定之践行需相关配套措施的配合，如国家知识产权明确列明何种商品需审查何种知识产权，设立一站
式、人性化的便捷服务，建立网络快速查询通道等。通过让“自生产者处购买产品之经营者”负担审查
知识产权义务的制度设计，促使经营者形成审查知识产权权利主体资格的良好习惯，尽最大可能地降
低侵权行为发生的机率，最终形成尊重知识产品、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经营环境。
总之，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商标法》第 56 条第 3 款、《专利法》第 70 条中规定的“不知道 ”不宜
作为“无过错”之认定标准，“无过错”认定标准应界定为“自生产者处购买产品之经营者已履行审查
义务，且并未发现侵权事实存在”，只要侵权者未达到该证明标准，即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 二） 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中“赔偿损失”范围之重界
尽管本文研究的是“免予赔偿”规则，但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关于“无过错 ”规定并非笔者所述之
真正意义上的“无过错”，其不宜完全适用免赔规则，亦应适当赔偿，只是赔偿损失之范围与普通赔偿
有所区分，故有重新界定“赔偿损失”范围之必要。
关于“无过错”侵权者给权利人所带来的损失应否赔偿，“著作权解释 ”规定为侵权者承担返还侵
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而《商标法》、《专利法》则规定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笔者认为，侵权者主
观如未达到笔者所述之实质意义上的“无过错 ”条件，皆应对权利人赔偿，只是“赔偿损失 ”的范围不
同： 普通的过错侵权者，适用完全赔偿原则； 达到最低标准之“无过错”侵权者，赔偿范围为其“通常情
形下所能获得的利润”。
其一，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关于“无过错”规定的缺陷要求重设“赔偿损失 ”的范围。现行知识产
权法关于“无过错”的规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过错”，存在不少漏洞。首先，商标法、专利法中侵权
者的“不知道”无需自证，极易成立，给侵权者以可乘之机，易致放纵侵权。 其次，“不知道 ”标准并不
代表侵权者主观绝对无过错，其是否履行了基本的注意义务、是否足够谨慎并不能体现。因此，依现
行法“无过错”之标准而适用免予赔偿规则对权利的保护十分不利，易滋侵权发生，故笔者主张将“无
过错”标准分为两个层次： 严格意义上的“无过错”应限定为“自生产者处购买产品之经营者已履行审
查义务，且并未发现侵权事实存在 ”，至低标准亦应限定为“不知道，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应当知
道”，且将至低标准下“无过错”侵权纳入“赔偿损失”范围，以充分救济权利。
则属故意侵权，更应赔偿无过错之丁，亦需赔偿商标权人乙之损失。
① 如丙查询到甲并无权利源仍购买，
勿需再包括销售商间之交易，销售商在交易时只需查明对方具有
② 审查义务应仅限于自生产者处直接购买产品之经营者，
合法经营资格即可，如此，可节省成本、提高效率。仅由自生产者处购买产品之经营者承担责任与风险，将该经营者处购
买之产品推定为“合法”产品，则可大幅提高商品流通速度。虽然如此规定将加重该经营者责任，但其可通过提价、加入
行业协会、投保等方式将风险合理地分散，或转嫁于其他经营者、或由消费者承担、或由保险公司分担。
推定其主观具有过错。只是在我国保护知识产权需考虑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众心理
③ 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方式，
接受程度等诸多因素，应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始终是大势所趋。
或让其返还所得利润，或让其按通常情形下所能获得之利润赔偿，或让其承担知识产权赔偿责任。
④ 根据其过错程度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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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侵权者主观“不知道”不决定是否赔偿而只与赔偿的数额相关，是公平价值的客观要求。不
可否认，“不知道”之侵权者在客观上确实侵权，且因此而获益，如任其免予赔偿不符合公平之价值追
求。主观上的“不知道”并不能抹煞其侵权之客观事实，故其应负赔偿义务。在美国，“侵犯版权责任
实际上是一种无过错责任。行为人的意图只和最后确定的损害赔偿的数额有关，而和侵权责任的成
［2］
立与否没有什么关系。” 可见，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不仅不能决定侵权成立与否，亦不能决定是否赔
偿，仅对赔偿额的确定具有较大意义。如侵权人主观故意、恶意，则应多赔； 如侵权人不知也不应知自
己侵权，则应适当少赔。至于赔偿的数额，笔者认为，因其侵权时主观上的可非难性并不是很大，故应
有别于普通侵权赔偿，以其通常所能获得的利润作为赔偿额为宜。
其三，以“通常情形下所能获得的利润 ”作为“不知道，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应当知道 ”之侵权
者赔偿标准，符合知识产权激励创新、强化权利保护、利益衡平的价值追求。“在解决冲突的机制中，
［3］
价值判断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的进路。” 立法者在设计将“无过错 ”者侵权所得利润给予权
利人这一具体规则时，所考虑的究竟是惩戒侵权之价值目标，抑或保护权利之价值追求，笔者以为，后
者的意义应远大于前者。既然赔偿制度的立法精神即为保护权利人利益，那么权利人损失当然不能
由“无过错”侵权是否获益或亏本来决定是否弥补。“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和
［4］
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 ，因此，笔者认为，不管“无过错 ”
侵权者是否因侵权而获益，皆应以通常情形下所能获得之利润作为赔偿额，如此，则既能提高权利保
护力度，亦能与侵权者之主观状态相适应，以衡平权利人、无过错侵权者之间的利益。
其四，严格限定绝对免予赔偿的范围，既符合公示公信原则，亦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笔者
认为，只有“自生产者处购买产品之经营者已履行查询义务，且并未发现侵权事实存在”时才可认定为
“无过错”，才能真正适用“免予赔偿”规则。此时，据公示公信原则之法理精神，该“无过错 ”者对所持
有之侵权产品具有合法的权利外观，故其后之交易亦为合法，合法之效力延及所有侵权产品持有者，
行政机关亦无权没收、销毁，甚至权利人也无权主张停止侵权或要求赔偿。因为，如果达到“自生产者
处购买产品之经营者已履行审查义务，且并未发现侵权事实存在 ”之证明标准，则标志着生产者在交
易当时是具有合法知识产权权利外观的，至于其后认定为侵权，或缘于权利主体授权不明，或由于登
记机关失误，或出于生产者、权利人间知识产权权属纠纷等等，立法者在所不问，只要“自生产者处购
买产品之经营者”根据公示之权利状态，相信① 生产者具有合法知识产权权利并据此交易，则其因依
赖公示所为之法律行为应受保护。
结语
目前，三大知识产权法修改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中，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5］
战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精神，同时，也为顺应发达国家“以国际贸易体制为
框架，推行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笔者建议，将知识产权侵权中“免予赔偿 ”规则至低设计
为： “知识产权交易中，不知道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应当知道自己侵权的侵权者，依其通常情形下所能
获得的利润确定赔偿数额。”而随着证明程度的提高与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善，可将严格的“免予赔偿 ”
规则设定为： “自生产者处购买产品之经营者已履行审查义务，且并未发现侵权事实存在的，经营者对
产品具有合法权利，权利人无权主张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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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共 9，
070 字）
仍故意与之交易，则不能免责，但笔者认为，明知与否之证明责任应由权
① 如有证据证明其明知生产者之权利外观为虚假，
利人承担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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