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題的提出 

當今的中國法學學術範式，或許可以用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兩方面

表述。一是正面清單：使用文字語言（純文字），使用中式格式；二是

負面清單：不接受線性表的文字化表述（詳見第 1.3 節和第 2.3 節），很

少使用圖像語言（圖和表），基本不用符號語言（數學式邏輯式等），不

接受西式格式。 

思維的形式，從文字到圖表、再從圖表到數學式邏輯式，其實是一

個不斷抽象的過程，其間經歷了兩次質的飛躍。相應的思維結果的表述

形式，如果是文字語言，就是在初級階段；如果是圖像語言，則是在中

級階段；如果是符號語言表述，已達到高級階段。 

理工科背景的法學者，用圖像語言、符號語言撰寫的法學研究成

果，是否符合中國法學學術範式，能否在法科學術刊物刊發？這是一個

問題。 

下面以壽步的若干研究成果為例。 

1.1 用符號語言解析法律條款示例 

1.1.1 示例 

職務軟體和非職務軟體如何分類、構成條件如何、權利歸屬如何，

是 1991 年版《電腦軟體保護條例》中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原規定有

明顯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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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初，壽步採用邏輯代數這一數學工具，對包括職務軟體、非

職務軟體在內的軟體著作權保護中的若干基本概念的構成條件進行了解

析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對職務軟體和非職務軟體的構成條件、具體分

類和權利歸屬進行了周密嚴謹的論述。這一觀點思路獨特，結論可靠。 

在 2001 年新版《電腦軟體保護條例》出臺時，已經糾正了 1991 年

版關於職務軟體規定的不當之處。 

壽步這一觀點首次發表在《職務軟體與非職務軟體研析》一文中

（載中國高校智慧財產權研究會編《智慧財產權研究─中國高校智慧

財產權研究會第八屆年會（1997 年）論文集》，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該文後來收錄於壽步著《電腦軟體著作權保護》（清華

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即其中第 7 章“職務軟體和非職務軟

體＂。 

為說明本書的主題，下面將《電腦軟體著作權保護》第 7 章“職務

軟體和非職務軟體＂以楷體字轉述如下。 

 

7.1 軟體著作權若干基本概念構成條件的解析 

下面利用邏輯代數的方法對軟體著作權的幾個基本概念，如軟

體發展者、軟體著作權人、職務軟體、非職務軟體的構成條件進行

分析。 

7.1.1 單位和公民成為軟體發展者的條件 

軟體保護條例所說的法律意義上的軟體發展者的概念與通常所

說的技術意義上的軟體發展者的概念不同，有其特定的構成條件。 

單位成為軟體發展者的條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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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B1     (7-1)  

式(7-1)中 A1 表示“單位實際組織、進行開發工作，提供工作條

件以完成軟體發展”，如果將前半句忽略，則 A1 主要是指“單位提

供物質技術條件以完成軟體發展”。 

式(7-1)中 B1 表示“單位對軟體承擔責任”。 

式(7-1)中符號“∧”表示其左、右兩項條件應同時成立，即邏

輯代數中的“與”運算。下同。 

公民成為軟體發展者的條件是： 

A2∧B2     (7-2) 

式(7-2)中的 A2 表示“公民依靠自己具有的條件完成軟體發

展”；B2 表示“公民自己對軟體承擔責任”。 

7.1.2 在職公民成為軟體發展者的條件 

在單位任職的公民要成為法律意義的軟體發展者，就要滿足式

(7-2)所示條件。這時，如果用 A3 表示“職工不使用所在單位的物質

技術條件完成軟體發展”，用 B3 表示“職工研製的軟體不由所在單

位承擔責任”，則職工成為軟體發展者的條件可以表示為： 

A3∧B3     (7-3) 

顯然，此時有： 

A3＝！A1    B3＝！B1     (7-4) 

這兩個式子中的符號“！”表示相應的條件不成立，或者說，

相應的反條件成立，如！A1 表示 A1 不成立。下同。 

在職公民研製出某項軟體時，技術意義上的軟體研製者一般是

該在職公民，這時，法律意義上的軟體發展者是單位還是職工，可

由式(7-1)和式(7-3)來確定。 

因為式(7-4)成立，所以式(7-3)有一等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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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B1     (7-5) 

因此，式(7-1)成立時，法律意義上的軟體發展者是單位；式(7-

5)或式(7-3)成立時，法律意義上的軟體發展者是職工。 

就在職公民研製出的軟體而言，除了式(7-1)和式(7-5)所示兩種

情況之外，還可能有 

！A1∧B1     (7-6) 

和 A1∧！B1       (7-7) 

兩種情況。將 A1、！A1、B1、！B1 進行“與”條件下的組合即可得

到式(7-1)、(7-5)、(7-6)、(7-7)四種可能情況。 

式(7-6)表示“單位不提供物質技術條件以完成軟體發展，但單

位對軟體承擔責任”，式(7-7)表示“單位提供物質技術條件以完成

軟體發展，但單位不對軟體承擔責任”。 

這兩種情況下如何確定軟體發展者，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

析。可以經過協商確定由單位或職工中的一方作為軟體發展者（根

據“軟體著作權屬於軟體發展者”的原則因而將成為軟體著作權

人），對另一方給予適當的經濟補償；也可以確定雙方成為共同的軟

體發展者，從而共同享有軟體著作權。 

7.1.3 非在職公民成為軟體著作權人的條件 

除了兩種情況：(1)在合作開發軟體情況下，作為合作者一方的

非在職公民可以依協議放棄其本應享有的軟體著作權；(2)在委託開

發軟體情況下，受委託的非在職公民可以依書面協定中的約定放棄

其軟體著作權。一般情況下，有下式成立： 

非在職公民是軟體發展者≡非在職公民是軟體著作權人  (7-8) 

式(7-8)中的符號“≡”表示“等價於”，也即充分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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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職務軟體的構成條件 

如果以 C 表示“職工所開發的軟體是執行本職工作的結果，即

針對本職工作中明確指定的開發目標所開發的”；以 D 表示“職工

所開發的軟體是從事本職工作活動所預見的結果或者自然的結

果”，等價於“職工所開發的軟體與其在單位中從事的工作內容有

直接聯繫”，則職工研製的軟體是職務軟體，其著作權歸單位享有

的條件是： 

C∨D     (7-9) 

上式中符號“∨”表示其左、右兩項條件只需要有一項成立，即邏

輯代數中的“或”運算。下同。 

注意到，式(7-9)與 A1、B1 是否成立無關。 

我國著作權法第 16 條把職務作品規定為“公民為完成法人或者

非法人單位工作任務所創作的作品”，這只相當於條件 C，只不過

該定義所涉及的作品不限於電腦軟體這一類作品。可見，與此相

比，軟體保護條例中規定的職務軟體範圍更寬。因為在條件 D 成立

時也構成職務軟體。 

另外，著作權法第 16 條第 2 款第(一)項規定的電腦軟體等作品

成為著作權（署名權除外）由單位享有的職務作品的條件是：主要

是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創作（按：這相當於 A1），並由單位承

擔責任（按：這相當於 B1）。這恰好就是軟體保護條例規定的單位

成為軟體發展者（因而也成為軟體著作權人）的條件： 

A1∧B1     (7-1) 

將此規定與著作權法關於職務作品的定義結合起來，可以看出

―根據著作權法規定，職工研製的軟體成為著作權（署名權除

外）由單位享有的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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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1∧B1     (7-10) 

顯然，式(7-9)與式(7-10)不同。根據軟體保護條例規定應由單

位享有著作權的職務軟體的範圍（由式(7-9)確定）比根據著作權法

規定應由單位享有著作權的職務軟體的範圍（由式(7-10)確定）寬得

多。這可以視為著作權法第 16 條第 2 款第(二)項所明確允許的由行

政法規予以特殊規定的職務作品的著作權由單位享有的情況。 

因為著作權法第 16 條第 2 款第(二)項明確允許其他法律、行政

法規規定或由合同約定著作權由單位享有的職務作品的具體情況，

所以，軟體保護條例第 14 條第 1 款的規定是合法有效的，而著作權

法第 16 條第 2 款第(一)項對於電腦軟體這類作品實際已不適用。 

也就是說，對於電腦軟體的職務作品問題，只適用式(7-9)，不

適用式(7-10)。 

從另一方面說，如果要使軟體保護條例第 14 條第 1 款與著作權

法第 16 條第 2 款第(一)項協調一致起來，則應在式(7-9)中除去 D

項，同時要求 A1、B1 兩條件成立，這樣就是式(7-10)成立。此時，

軟體保護條例中相應的條款可以修改為： 

“公民在單位任職期間所開發的軟體，如是執行本職工作的結

果，即針對本職工作中明確指定的開發目標所開發的，同時主要是

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開發，並由單位承擔責任，則該軟體的著

作權屬於該單位。” 

如果這樣規定，職務軟體的範圍比軟體保護條例的現行規定就

大為縮小了。 

7.1.5 職務軟體的各種類型 

在職務軟體即(C∨D)成立的情況下，因與 A1、B1 是否成立無

關，故有四種可能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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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1∧B1)        (7-11) 

(C∨D)∧(A1∧！B1)      (7-12) 

(C∨D)∧(！A1∧B1)      (7-13) 

(C∨D)∧(！A1∧！B1)     (7-14) 

式(7-11)中，有(A1∧B1)，即式(7-1)成立，單位是軟體發展者，

應當是軟體著作權人；因又有(C∨D)成立，即為職務軟體，故著作

權屬於單位。 

式(7-12)中有(A1∧！B1)，即式(7-7)成立，軟體發展者是單位還

是職工不確定；(C∨D)∧(A1∧！B1) 意味著職工研製軟體是執行本職

工作的結果，或者是從事本職工作活動所預見的結果或者直接的結

果，同時利用了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但是單位對此軟體並不承擔

責任。就現實而言，以 D∧A1∧！B1 存在的情況較為合理。因屬職務

軟體，故軟體著作權歸單位享有。可以視為，研製軟體過程中，單

位對軟體不承擔責任，職工自己承擔風險；軟體研製完成後，單位

成為軟體著作權人，開始對軟體承擔責任，同時應向研製軟體的職

工付費。 

式(7-13)中有(！A1∧B1)，即式(7-6)成立，軟體發展者是職工還

是單位不確定；(C∨D)∧！A1∧B1)，意味著職工研製軟體是執行本職

工作的結果，或者是從事本職工作活動所預見的結果或者直接的結

果，但是沒有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而由單位對該軟體承擔責

任。因屬職務軟體，故軟體著作權屬於單位。但如果職工研製軟體

過程中因單位未提供必要的物質技術條件而利用了自己或者第三者

的物質技術條件，則單位應就此另向該職工或協力廠商付費。 

式 (7-14)中有 (！A1∧！B1)，即式 (7-5)成立，職工為軟體發展

者，本應成為軟體著作權人；(C∨D)∧(！A1∧！B1)意味著，軟體的研

製是執行本職工作的結果，或者是從事本職工作活動所預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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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直接的結果，但是沒有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並且不由單

位對軟體承擔責任。在現實中，以 D∧A１∧Ｂ１的存在較為合理。因

屬職務軟體，軟體著作權應歸單位。可以視為，自該軟體研製完成

時起，職工因是軟體發展者而本應享有的軟體著作權就轉讓給所在

單位，而單位應向該職工支付該軟體著作權的價款。 

7.1.6 非職務軟體的構成條件 

公民在任職期間所開發的軟體如果不是職務軟體，就是非職務

軟體。在非職務軟體情況下，顯然有下式即式(7-9)的否定式成立： 

！(C∨D)      (7-15) 

根據邏輯代數運算規則，有 

！(C∨D)＝！C∧！D     (7-15)’ 

即 C 或 D 都不成立等價於！C 成立同時！D 成立。 

7.1.7 非職務軟體的各種類型 

在非職務軟體即(！C∧！D)成立的情況下，因與 A1、B1 是否成

立無關，故有四種可能的類型： 

(！C∧！D)∧(！A1∧！B1)      (7-16) 

(！C∧！D)∧(A1∧！B1)       (7-17) 

(！C∧！D)∧(！A1∧B1)       (7-18) 

(！C∧！D)∧(A1∧B1)        (7-19) 

式(7-16)中有(！A1∧！B1)成立，即式(7-5)成立，職工是軟體發

展者；因屬非職務軟體，所以軟體著作權歸職工自己。注意到，軟

體保護條例第 14 條第 2 款規定的非職務軟體的著作權歸職工自己的

前提條件可以表示為： 

(！C∧！D)∧！A1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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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7-20)比式(7-15)，多了一項！A1，即同時要求未使用所在單

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從前面的推理過程可以看出：式(7-15)或(7-15)'

正確；式(7-20)則有問題。 

為完善立法、便於執法，建議將來在修改有關法律、法規時將

A1 這一條件刪去。 

式(7-17)中有(A1∧！B1)，軟體發展者是單位還是職工不明確。

(！C∧！D)∧(A1∧！B1)表示職工研製軟體既不是執行本職工作，也不

與本職工作內容有直接聯繫，但是利用了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而

又由職工自己對軟體承擔責任。這種情況下，軟體著作權歸職工享

有，而該職工應就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向單位付費。 

式 (7-18)中有 (！A1∧B1)，軟體發展者是單位還是職工也不明

確；(！C∧！D)∧(！A1∧B1)表示職工研製軟體既不是執行本職工作，

也不與本職工作內容有直接聯繫，又沒有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

件，但卻由單位承擔責任。就現實而言，這種情況在職工將此條件

下研製的軟體的著作權轉讓給所在單位時可能出現（否則談不上由

單位對這樣的軟體承擔責任）。這時，職工可以通過將非職務軟體轉

讓給單位而獲得軟體著作權的價款。 

式(7-19)中有(A1∧B1)，即式(7-1)成立，單位是軟體發展者，單

位本應成為軟體著作權人；但因(！C∧！D)同時也成立，故屬非職

務軟體，軟體著作權應屬於職工自己。(A1∧B1)意味著利用了單位的

物質技術條件，並由單位對軟體承擔責任。可以視為職工將新研製

的軟體著作權轉讓給所在單位，這時，單位在付給職工轉讓軟體著

作權的價款時應當扣除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被利用所應折合的款

項。也可以經協商，由職工和所在單位共用軟體著作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