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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商品化权的侵权认定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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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自然人姓名推销商品或服务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的重要实践，而姓名商品化权是规范

此类商业推销行为的制度工具。在《民法典》仅仅对这一权利作出原则规定的背景下，明确姓名商品

化权的侵权认定思路成了当务之急。在网络时代，商业推销模式飞速发展，知名度不应成为普通自然

人享有姓名商品化权的障碍。法院在认定侵权时，应仅仅要求实质数量的相关公众能够识别姓名与自

然人身份之间的身份联系，而不应要求二者之间存在唯一或绝大多数公众能够识别的对应关系。使用

姓名的行为具有商业推销目的之后，无需达到误导公众认为自然人支持该商品的程度，否则会不合理

地增加制度操作成本。在适用表达自由抗辩时，法院应该综合考虑推销目的之显著程度、使用行为的

言论价值、替代表达的可能性以及产权机制运作的可能性。沿着上述分析框架，法院在认定姓名商品

化权侵权时，将具有更清晰的思路。

关键词 姓名权 商品化权 商业推销 侵权认定

一、引 言

使用自然人姓名或肖像等人格符号推销产品或服务，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商业实践。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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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具有吸引公众关注并影响其购买欲望的意动或移情功能，〔1〕 能够为商家带来更多交易机

会。自然人有权阻止他人利用自己的人格符号推销商品或服务，已经没有什么争议。〔2〕 学理

上，这一权利被称作商品化权、形象权或公开权。本文集中关注姓名商品化权。
姓名商品化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国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并不深入。在 《民法典》通过

前，学术界对于这一权利是否应该属于姓名权的一部分，都存在争议。〔3〕 在很多学者看来，姓

名商品化权只是自然人付出劳动或努力获得一定知名度之后才享有的财产性权利，并非人人都

享有的人格利益。因此，他们反对将姓名商品化权纳入民法姓名权的框架之下。2016 年，最高

法院在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与篮球明星乔丹之间的系列商标案中，认定被告抢注 “乔丹”系

列商标的行为侵害了乔丹的姓名权。〔4〕 这一案例引发广泛关注，但是并没有能够统一人们对姓

名商品化权属性的认识，〔5〕 在学界引发新一轮争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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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谢晓尧: 《商品化权: 人格符号的利益扩张与衡平》，载《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81 －83 页。

关于商品化权的正当性的详细讨论，参见王泽鉴: 《人格权保护的课题与展望———人格权的性质及构

造: 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载《人大法律评论》2009 年卷，第 61 － 63 页; See also Stacey L Dogan ＆

Mark A Lemley，What the right of publicity can learn from trademark law，58 Stan． L． Ｒev． 1161，1180 － 1195 ( 2005) 。

很多学者认为，姓名权作为一种人格权，包含自由选择姓名的权利 ( 姓名的自我决定权) 和阻止他

人利用姓名冒充身份的权利两项内容。这两项人格权内容难以覆盖财产性的姓名商品化权。是否应该拓展姓名

权的范围，使之能够覆盖姓名商品化权，学术界意见不一。参见李永军: 《论姓名权的性质与法律保护》，载

《比较法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29 － 33 页; 刘文杰: 《民法上的姓名权》，载《法学研究》2010 年第 6 期，

第 69 － 71页; 刘练军: 《姓名登记规范研究》，载《法商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73 页; 陈龙江: 《德国民法对

姓名上利益的保护及其借鉴》，载《法商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107 页; 温世扬: 《析“人格权商品化”与

“人格商品化权”》，载《法学论坛》2013 年第 5 期，第 109 页; 杨立新、林旭霞: 《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民

法保护》，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1 期，第 77 页。此外，也有个别意见认为，

作为人格权的姓名权，仅仅限于姓名的自我决定权，其他内容则应列入新的财产权类别，参见房绍坤、曹相见:

《标表型人格权的构造与人格权商品化批判》，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7 期，第 139 － 162 页。

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

行政纠纷再审系列案 ( 以下简称“乔丹案”) ，最高人民法院 ( 2016 ) 最高法行再字第 15、20、25、26、27、

28、29、30、31、32 号行政判决书。在该案中，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乔丹公司”) 注册了一系

列包含“乔丹”和“QIAODAN”拼音等字样的商标。美国篮球明星迈克尔·杰弗里·乔丹 ( Michael Jeffrey

Jordan，以下简称“乔丹”) 认为该系列商标注册行为侵害其姓名权，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该系列商标。商

标评审委员会驳回其请求，北京高院二审维持了商标评审委员会的驳回决定。随后，最高法院接受乔丹的再审

请求并作出一系列判决。在其中三份判决书中 ［( 2016) 最高法行再字第 15、26、27 号］，最高法院认定被告抢

注“乔丹”系列商标的行为侵害了乔丹的姓名权。

在乔丹案判决之前，有报道说，吴汉东教授、杨立新教授、江平教授、刘凯湘教授、崔建远教授等

均认为乔丹主张姓名权于法无据。参见陈勇: 《法律专家议乔丹诉讼案主张姓名权或于法无据》，载《证劵时

报》2012 年 6 月 11 日，第 A09 版。

在乔丹案判决之后，崔建远教授撰文指出，最高法院判决存在诸多问题: 对在先权利范围的界定过

于宽泛、姓名与自然人之间的“稳定对应说”存在缺陷、利用公众认知确定姓名与自然人的对应关系不够客观、

保护对象并非户籍姓名，等等。参见崔建远: 《姓名与商标: 路径及方法论之检讨———最高人民法院 ( 2016) 最

高法行再字第 27 号行政判决书之评释》，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 2 期，第 285 － 299 页。孔祥俊教授也对这一

判决将商品化权纳入姓名权范围的思路提出质疑。参见孔祥俊: 《姓名权与姓名的商品化权益及其保护》，载

《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161 － 176 页。



2020 年 5 月通过的《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姓名权条款首次规定，自然人有 “许可他人使用

自己的姓名”的权利。〔7〕 熟悉立法背景的权威意见认为，这一规定正式将姓名商品化权纳入姓

名权的框架。〔8〕 不过，从姓名商品化权保护的角度看，《民法典》姓名权条款的文字表述过于

简单，并没有明确姓名商品化权的内容和边界。在具体个案中，法院适用这一条款来保护这一

重要权利时，会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自然人何时才享有这种商品化权，是否要以具有知名

度为前提? 在公众眼里，姓名与自然人的身份联系要多强，才能认定侵权? 使用姓名除了具备

推销目的外，是否还有额外的要求，比如是否必须让受众产生该自然人支持商品的印象? 使用

行为具有一定的言论价值时，如何取舍? 缺乏可靠的理论指引，法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很容

易失去方向感，导致裁判结果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
相对姓名商品化权的重要性而言，现有法律的模糊性不能让人满意。本文希望改变这一

现状，从姓名商品化权侵权认定的角度切入，更准确地界定姓名商品化权的权利内容或边界，

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具体的指引。接下来，第二节从自然人知名度与姓名商品化权之间的关系

着手，认为普通自然人姓名也可能具有商业推销价值，知名度不应成为自然人享有姓名商品

化权的障碍。随后，第三节分析姓名与自然人身份联系强弱对侵权认定和救济措施选择的影

响，认为只要实质数量的公众能够将姓名与自然人身份联系起来就可以认定侵权，无需达到

所谓 “唯一对应”的程度。第四节认为法院在认定侵权时，仅仅需要审查该利用行为是否具

有推销商品之目的，而无需考虑该推销行为是否误导公众产生 “自然人支持商品”之印象。
最后，第五节分析姓名商品化权与表达自由冲突时，法院权衡该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的基本思路。

二、知名度要求的取舍

自然人享有姓名商品化权，是否以具有一定知名度为前提，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9〕 有相

当一部分意见认为，自然人只有付出劳动创造出公众形象或知名度之后才有商品化权保护的问

题。比如，谢晓尧教授就认为: “作为一种特权，商品化权为少数 ( 名) 人实际所拥有，难以为

现行人格权法所包容。”〔10〕 孔祥俊教授也认为，“商品化权益则是以姓名的知名度为保护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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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民法典》第 1012 条规定: “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

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姓名权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自己的姓名进行商业利用，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并取得一定的经

济收益，实践中这样的案例已经很多很多。例如，袁隆平作为著名的科学家，许可一家上市公司‘隆平高科’

使用自己的姓名作为公司名称的一部分。”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中国法制出

版社 2020 年版，第 132 页。

参见周波: 《姓名权作为在先权利在〈商标法〉框架下的保护现状分析——— 〈商标法〉第三十一条

的适用及其存在的问题》，载《中国专利与商标》2013 年第 1 期，第 67 页。过去美国也有法院认为，只有名人

才享有公开权 ( right of publicity) ，比如 Martin Luther King，Jr． Center for Social Change，Inc． v． American Heritage

Products，250 Ga． 135 ( 1982 ) 。不 过，更 多 法 院 认 为 这 是 所 有 人 都 享 有 的 一 项 基 本 权 利，See also Ｒoberta

Ｒosenthal Kwall，Is Independent Day Dawning for the Ｒight of Publicity，17 UC Davis L． Ｒev． 191，201 － 202 ( 1983) 。

同前注〔1〕，谢晓尧文，第 85 页。



是少数知名人物的‘特权’”。〔11〕 美国部分法院也有类似意见。〔12〕

不过，本文认为，将姓名商品化权视为少数名人的特权，并不符合商品化权的本质属性，

也不符合网络时代商业发展趋势，缺乏正当性。我们应该像美国多数法院确认的那样，将姓名

商品化权 ( 形象权) 保护延伸到所有人。〔13〕 自然人主张此类权利保护并不以证明自己有知名度

为前提。〔14〕 接下来，从普通人姓名的商业价值、隐私权保护的不足、普通人身份的可识别性、

肖像权保护的启示等角度说明普通人享有商品化权的合理性。

( 一) 普通人姓名的商业价值

反对给予普通人商品化权保护的一项重要理由是，普通人的人格形象没有商业推销的价值，

被侵害的几率很小，〔15〕 所以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实际上，并非如此。普通人的人格形象具有的

商业推销价值相对有限，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也并非不需要保护。

从现有的商业实践看，利用姓名进行商业推销，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其一，利用消费

者对自然人的偏爱或关注，希望自然人形象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移情作用或吸引消费者对特定

商品的关注; 其二，利用自然人使用过商品的事实，让消费者相信该商品的某些属性已经得到

实际验证，从而增加商品品质的可信度。前一类推销行为通常要求自然人有一定的知名度; 后

一类利用行为则并不一定需要———只要自然人真实存在，身份和使用商品的事实可以核实，消

费者就可能会相信商品具有广告所宣称的品质效果。比如，在一起真实的侵害名誉权的争议中，

眼睛近视的中专学生刘某在药店购买了治疗近视的药品 “明目消朦片”。随后，她发现自己的身

份证和姓名被登在小报形式的 “明目消朦片”药品广告上。被告吹嘘她 “用了此药后视力大幅

度提高”。〔16〕 在该案中，自然人没有知名度，或者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被告在使用

该姓名时提供了足够甚至过于丰富的背景信息。在公众看来，该姓名毫无疑问地指向可核实的

普通人。普通人真实的购买或使用案例能够帮助打消消费者的疑虑。因此，即便是普通人姓名，

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商业推销价值。利用普通人推销商品，与利用名人的推销并没有本质差别。

只是名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可信度更高，推销的效果更明显而已。
在互联网时代，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发展，使得小范围内的知名度也能够被用于商业推

销。这使得商品化权保护的知名度要求更加不合时宜。美国的 Facebook 案就能够说明这一问

题。〔17〕 在该案中，Facebook 利用用户的朋友圈关系推销商品。比如，A 用户在自己的页面上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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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同前注〔6〕，孔祥俊文，第 170 页。

See e． g． ，Howard I Berkman，The Ｒight of Publicity-Protection for Public Figures and Celebrities，42 Brook．

L． Ｒev． 527，533 ( 1975) ; Mark P McKenna，The Ｒight of Publicity and Autonomous Self-Definition，67 U． Pitt． L． Ｒev．

225，228 ( 2005) ．

See J． Thomas McCarthy，The Ｒights of Publicity and Privacy，§ 1: 3，at 34 ( 2d ed． 2017 ) ; Paul Czarnota，

The Ｒight of Publicity in New York and California: A Critical Analysis，19 Vill． Sports ＆ Ent． LJ 481，484 ( 2012) ．

See Edgar Sargent，Ｒight of Publicity Tarnishment and the First Amendment，73 Wash． L． Ｒev． 223，231

( 1998) ．

同前注〔1〕，谢晓尧文，第 82 页。

参见黄豫、智贤: 《不实广告侵害名誉 女中专生状告药厂》，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00 年 12 月 26

日，第 3 版。该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使用姓名和肖像经过授权，但不实广告侵害了名誉权，应赔礼道歉并赔

偿精神损失。

Ｒaley v． Facebook，Inc． ，830 F． Supp． 2d 785 ( 2011) ．



择“喜欢”Facebook 页面展示的某一商品广告后，他的朋友 B 用户的页面上就会显示 A 用户

“喜欢”该商品广告的特别提示，从而引起 B 用户对该商品的兴趣。这实际上是利用 A 在熟人朋

友圈的影响力来推销商品。法院引用 Facebook 的首席执行官 Mark Zuckerberg 的话说明熟人推荐

的广告价值: “没有什么比熟人推荐更有影响力了”，“熟人推荐是广告领域的圣杯”。自然人用

户在 Facebook 网站的社交圈的平均规模是 130 人，不是很大。不过，对于用户的朋友们而言，

他就是小圈子里的“名人”。很多时候，朋友推荐的价值甚至远胜于名人推荐。数字技术将这一

推销价值挖掘出来。法院指出，在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Youtube、Twitter 和在线社交媒体统治

的社会里，在决定是否给与形象权保护时，区分名人和非名人显得越来越武断。〔18〕 网络新技术

层出不穷，类似上述广告方式的新商业模式会不断出现。坚持姓名商品化利用以自然人具有一

定的知名度为前提，会日益脱离数字时代的社会现实。
有人可能并不否认普通人姓名有时候具有一定的商业推销价值，但可能会认为该价值较小，

产权化可能得不偿失。的确，将任何资源产权化都会产生一定的制度成本，只有产权保护的收

益超过维护产权制度的成本时，才值得建立并维护产权制度。绝大多数普通人姓名的商业推销

价值很低，是否意味着我们没必要耗费社会资源去建立此类产权保护制度? 保障商家的推销自

由是否更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 本文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向普通人提供统一的姓名商品化

权保护，并不会显著增加社会成本。
首先，绝大多数商家原本就无需利用普通人姓名进行商业推销，向普通人提供统一的姓名

商品化权保护，不会影响它们的正常经营行为和表达自由，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非常有限。从表

达自由的角度看，名人姓名相对普通人而言，具有更多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表达价值。〔19〕

普通人则相反，保护其姓名商品化权，影响几乎可以忽略。这与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显著增加

企业运营成本，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有本质的差别。部分质疑的意见担心，普通人形象商业

价值很低，不值得社会牺牲表达自由来提供保护。〔20〕 这一担心并没有制度依据。在某些个案

中，如果使用普通人形象具有显著的言论价值，法院依然可以综合权衡各项要素后，确认该使

用行为为合理使用例外而保护表达自由。后文对此有进一步的论述。单纯因为商家在某些特殊

场合的表达自由可能受到影响就完全否定所有普通人的形象商品化权，并非合理的制度选择。
其次，姓名商品化权所保护的利益具有一定的人格属性，该保护原本就应及于所有人。如

我们所知，姓名权保证自然人对自身人格形象而非姓名符号本身的支配 ( 命名、塑造和控

制) ，〔21〕 服务于自然人的“自我呈现及自我发展的自我决定”。〔22〕 在商品上或广告使用他人姓

名，直接影响权利人对自己人格形象的塑造，严重时也会损害名誉或人格尊严。最高人民法院

在乔丹案中就明确指出，“未经许可擅自将他人享有在先姓名权的姓名注册为商标”，“会损害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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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Id． at 808 － 809．

See McKenna，supra note 12，at 286; Michael Madow，Private ownership of public image: Popular culture and

publicity rights，81 Calif． L． Ｒev． 125，128 ( 1993) ．

See Alicia M Hunt，Everyone Wants to Be a Star: Extensive Publicity Ｒights for Noncelebrities Unduly Ｒestrict

Commercial Speech，95 Nw． UL Ｒev． 1605，1651 ( 2000) ．

参见程啸: 《侵权行为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1 页。

同前注〔3〕，刘文杰文，第 72 页。当然，这里所说的支配或自我决定有一定的限度，并非绝对。比

如，有学者认为，在一个开放的媒体环境下，自然人其实并没有办法控制公众对自己形象的塑造活动。See Mark

P． McKenna，McKenna，supra note 12，at 229．



自然人的人格尊严”。〔23〕 与名人一样，普通人也有控制自己的人格形象塑造过程的需求，希望

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利用自己的人格形象推销商品。普通人这一需求，与名人并无本质区别。〔24〕

否认将普通人姓名用于商品推销会给普通人造成损害，并不符合社会预期。〔25〕 有人可能认为，

推销行为损害人格尊严、名誉或隐私时，普通人可以主张现有人格权保护，无需依靠姓名商品

化权。这一思路有一定道理，这些人格权原本就可能覆盖相同的行为。比如，在前面提到的近

视药品广告案中，被告在广告中公布了原告的身份证信息，这自然会侵害用户的隐私权。不过，

很多推销行为让普通人不满，影响其塑造自我形象的努力，但是否达到损害人格尊严、名誉或

隐私的程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许可普通人以商品化权覆盖模糊地带的商业推销行为，可以

降低产权制度的管理成本。
最后，不刻意区分名人与普通人，有利于减少知名度争议的诉讼成本，增加权利的确定性。

如果我们将知名度作为享有商品化权的门槛，则自然人在主张权利时，都要先证明自己具有知

名度。而知名度本身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26〕 比如，假定自然人只是

在特定行业或局部地区有名，该知名度是否越过法律上的最低门槛，就很难判断。〔27〕 在如今自

媒体时代，自然人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从籍籍无名到名满天下。在这一过程中，指望法

院分出自然人成名前后不同的阶段，难度可想而知。知名度门槛的引入，会显著降低商品化权

本身的确定性，增加双方诉讼成本，却并没有实现有意义的社会目标。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知名度的门槛要求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一定不会耗费资源

去证明或否认知名度。实际上，如后文所述，在很多案件中，姓名与自然人之间的身份联系并

不明确。在确认侵权时，法院可能需要参考知名度因素来判断身份联系的强弱; 同时，知名度

也会影响法院对人格形象商品化利用的市场价值的评估，〔28〕 从而影响损害赔偿的数额。〔29〕 因

此，没有知名度门槛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还是有可能要围绕知名度展开争论。不过，在使用

行为披露了足够的个人背景信息时，姓名与自然人身份联系不言而喻，权利人主张姓名商品化

权就无需证明自己的知名度。另外，在当事人更多地关注使用行为的合法性和禁令救济，而不

是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时，他们对于知名度争议的资源投入也会减少。

( 二) 普通人隐私权保护的不足

反对普通人姓名商品化权的另一重要理由是，普通人隐私权可以提供替代保护，因而没有

必要在隐私权之外设置单独的姓名商品化权。不过，这一保护方案不仅会增加上一节所述的制

度的管理成本，还会受制于隐私权本身的局限性而难以实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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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29〕

同前注〔4〕，“乔丹案”，最高人民法院 ( 2016) 最高法行再字第 27 号行政判决书。

See McKenna，supra note 12，at 229．

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并不认同美国法院在另一 Facebook 案中意见。该案中，Facebook 将用户利用它

提供的“Friend Finder Service”的事实告知用户的 Facebook 朋友，建议该朋友也试试。法院认为这一事实披露

并没有对该用户造成实质性的财产或精神损害。See Cohen v． Facebook，Inc． ，798 F． Supp． 2d 1090，1094 － 1095

( N． D． Cal． 2011) ．

参见王利明: 《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载《中州学刊》2005 年第 2 期，第 94 页。

See Melville B Nimmer，The right of publicity，19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3，217 ( 1954) ; Kwall，

supra note 9，at 203．

See Sargent，supra note 14，at 231; Kwall，supra note 9，at 203 － 204．

See Nimmer，supra note 27．



在商品化权保护的早期阶段，美国的确也有很多意见认为，隐私权已经覆盖了商业推销目

的使用姓名或肖像的行为。〔30〕 后来，人们才逐步认识到，隐私权更多地是为了避免他人干预私

密空间或披露私密信息，从而损害权利人的人格利益，而不是为了保证权利人能够利用个人身份

信息换取商业利益。名人经常为了吸引公众的关注而公开展示自己的生活场景，比如饮食、穿戴、

出行等画面。这很容易使自己使用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事实被记录下来，并通过媒体置于公共领域

中。如果商家事后利用这些公开事实推销商品，名人很难利用隐私权来阻止这一行为，因为商家并

没有侵入私密空间，也没有利用私密信息。另外，如果名人许可某一商家利用自己的姓名或肖像推

销商品，第三方未经许可以同样方式推销类似商品，则法院很难认为该推销行为会损害名人的隐

私或人格尊严，因为该名人原本已经许可在先的商家公开使用自己姓名或肖像，就更难主张该

使用行为损害隐私或人格尊严了。这些事实让美国学术界达成共识，隐私权不能充分保护名人

的利益，需要利用形象权来弥补这一不足。〔31〕 这也是美国法上形象权逐步脱离隐私权的原因。

很多人因此以为，只有公开私人生活的名人才会遇到隐私权无法阻止部分商业推销行为的

尴尬。其实，并非如此。对于普通人而言，隐私权保护的局限性同样存在。依据最近通过的

《民法典》第 1032 条第 2 款，所谓隐私是指“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

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从 《民法典》第 1033 条所罗列的侵害隐私权的具体行为看，利

用姓名进行商业推销时，只有使用者披露的内容包含了自然人的私密信息，才可能落入隐私权

的控制范围。比如，制药企业在广告中宣称普通病患利用药物治疗疾病效果良好，披露了病人

患病的隐私信息，则病人可以利用隐私权来阻止上述推销行为。

利用普通人的姓名 ( 人格身份) 进行商业推销，如果不披露个人私密信息，则难以认定损

害隐私权。比如，在类似提到的近视的药品广告案中，被告如果在广告中披露自然人原本就在

网络上公开的学校或工作单位信息，则可能足以让公众相信，姓名与特定自然人存在联系，可

以验证，因而广告可信。又如，中药产商可能子虚乌有地宣称，普通人利用了自己的药物治疗

普通疾病 ( 比如近视、感冒、跌打损伤等) ，疗效良好。〔32〕 这时，隐私权就很可能没有用武之

地。再比如，在前文提到的 Facebook 案中，普通网络用户在自己页面上公开个人对某些商品或

服务的偏好之后，商家传播这一公开信息以推销商品或服务，就难以认定侵害隐私权。〔33〕 美国

最高法院在 Cox Broadcasting Corp． v． Cohn 案明确确认在类似情形下隐私权未受侵害。〔34〕

除了隐私权保护外，《民法典》还提供了个人信息保护。〔35〕 如果推销者在使用普通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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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See William Prosser，Privacy，48 Cal． L． Ｒev． 383，389 ( 1960) ．

See McKenna，supra note 12，at 228．

比如，ZL200510019061． 3 号中国专利是一项风湿药酒的发明。在说明书中，申请人公布了如下实施

例: “例 1、刘仁建，男，59 岁，患有颈椎病，2004 年复发，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喝本酒 1 小瓶，颈椎病没复

发，遇天阴下雨时腰腿疼的毛病也好了。”这类事例的真伪无从查考。这里只是用它来示例，药企的确有选择类

似宣传策略。

See Hunt，supra note 20，at 1646．

See Cox Broadcasting Corp． v． Cohn，420 U． S． 469，488 ( 1975 ) ． 法 院 认 为，报 道 公 开 档 案 ( public

records) 中的犯罪受害人的姓名，并不侵害隐私权。

参见《民法典》 ( 2020) 第 1034 条。该条第 2 款规定: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

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

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的同时，还使用了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等信息，使得姓名与普通人身份之间的联系

能够被公众识别，则也可能因损害个人信息而承担侵权责任。不过，如果仅仅使用公开渠道原

本就可以获得的自然人的姓名和单位信息，则未必违反 《民法典》上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规

定。如果将个人信息保护解释得很宽泛，则势必导致姓名权本身与个人信息保护大幅度重叠。
总之，现有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并不能制止所有有害的利用姓名进行商业推销的行为。

( 三) 普通人身份的可识别性

反对意见还可能认为，保护普通人的商品化权会增加滥诉引发的社会成本。现实世界里重

名现象的确非常严重。〔36〕 理论上，没有知名度要求，普通人可能会牵强附会地指控他人在商业

活动中侵害自己姓名商品化权。不过，实践中这一问题不太可能大量出现。如后文所述，在此

类侵权诉讼中，普通人仅仅证明商家在推销商品时使用的姓名与自己的姓名相同是远远不够的，

他还要进一步证明，该姓名与个人身份之间的联系，能够为公众识别。在使用者没有披露更多

的背景信息 ( 比如自然人单位信息) 时，普通人通常无法证明该姓名指向自己，从而难以胜诉。
因此，普通人不会因为重名而轻易提出侵权指控。美国很多州保护普通人的形象权，而普通人

提起诉讼的案件非常罕见，即是明证。〔37〕 另外，普通人如果单纯为骚扰而恶意诉讼，则即便法

律有知名度要求，也不能妨碍他采用先诉讼再迫使商家和解的滥诉策略。
反对意见可能会进一步质疑，既然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在主张姓名商品化权时，均需

证明该姓名与个人身份之间的联系，那实际效果是否与要求普通人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有知名

度相同呢? 答案是否定的。在使用者提供的背景信息足够具体时，普通人无需证明自己有知名

度，就能够证明该姓名和自己存在身份联系。前文提到的近视药品案和 Facebook 案就是这方面

的例子。因此，法律要求自然人证明身份联系，与要求自然人证明知名度，实际效果并不等同。
在商业推销过程中，如果使用者没有提供具体的自然人身份背景信息，自然人通常是先证

明自己有一定的知名度，进而证明消费者容易联想到自己，从而建立身份联系。在部分抢注姓

名引发的商标权属争议中，姓名信息本身不足以引导公众建立此类联系，法院通常会要求自然

人证明自己有一定的知名度。〔38〕 在前述乔丹商标抢注案中，最高法院也认为，自然人以姓名商

品化权对抗商标注册时，应当证明该特定姓名 “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39〕 不

过，这并不意味着知名度是姓名商品化权获得保护的前提; 相反，它仅仅是姓名与自然人身份

联系的辅助证据。在背景信息导致姓名与身份之间的联系足够明确时，知名度就不再是决定性

的因素。
在论证知名度应该成为姓名商品化权保护的前提时，部分学者将它与商标保护类比，认为

“名人就是人格化的商标”。〔40〕 言下之意，自然人姓名经过宣传获得知名度之后，才具有产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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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40〕

“在 2007 年的相关统计表明，大陆地区共有 1． 8 万多个刘翔，1． 6 万多个刘德华。”黄小洵: 《公众人

物姓名商标注册的法律规制———以公众人物姓名与注册商标权利冲突为视角》，载《北方法学》2017 年第 2 期，

第 64 页。

See Sargent，supra note 14，at 232．

芮松艳: 《申请注册的商标损害他人在先姓名权的判定——— “Iverson 及图”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

评析》，载《中国专利与商标》2015 年第 3 期，第 86 页; 同前注〔36〕，黄小洵文，第 67 页; 同前注〔9〕，周

波文，第 66 页。

同前注〔4〕，“乔丹案”，最高人民法院 ( 2016) 最高法行再字第 27 号行政判决书。

同前注〔1〕，谢晓尧文，第 81 页。



义上的“消费符号”，类似未注册商标。如我们所知，未注册商标在获得一定的市场声誉 ( 知名

度或影响力) 之前，无法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或 《商标法》的保护。〔41〕 法律对未注册商

标的影响力的要求并未引发争议。沿着类似的逻辑，要求自然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之后，才能

获得姓名商品化权保护，似乎顺理成章。
上述意见实际上忽略了姓名与未注册商标在身份联系可识别性方面的重要差别。的确，在

未注册商标并未取得市场声誉时，公众通常无法识别出该标志和特定使用者之间的联系。在这

一背景下，后来者使用相同的未注册商标，通常主观上没有冒充在先使用者的动机，客观上也

无法损害在先使用者的利益或从他那里获得好处，因为公众尚未将该商标和在先使用者联系在

一起。换言之，没有知名度 ( “一定影响”) 的未注册商标并未成为在先使用者商誉的载体，难

以被搭便车，因而无法获得保护。商标符号资源数量有限，不能基于在先使用而直接取得权利。
否则，受激发的公众会抢占商标符号资源，给后来的经营者制造困难，增加社会成本。要求未

注册商标的使用者先积累市场声誉再寻求保护，可以有效抑制在先使用者抢占符号资源或滥诉

的冲动。在这一方面，自然人形象与未注册商标有本质区别。如前所述，自然人即便没有知名

度，其姓名、肖像或声音等就可能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42〕 同时，只要背景信息足够具体，公

众还是能够识别出该姓名和特定自然人之间的身份联系。在自然人姓名具有商业推销价值而权

属认定又不困难的情况下，提供产权保护的正当性明显强于未注册商标。因此，将普通自然人

姓名与非知名的未注册商标类比，要求商品化权保护也应当以知名度为前提是不恰当的。如果

一定要类比，普通自然人姓名可能更接近于普通企业名称。完整的企业名称通常包含足够具体

的企业身份信息，即使不知名，该企业也可以禁止他人使用该企业名称推销商品或服务。〔43〕

( 四) 肖像权保护的启示

姓名权与肖像权具有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都保证自然人能够有效控制自己的人格形象。
在肖像权保护方面，我国学术界似乎并没有意见主张区分肖像人格权与肖像商品化权，或区别

对待普通人与名人的肖像商品化权。过去肖像权保护的法律条文也没有要求知名度的解释空间，

法院通常也不对自然人提出此类要求。〔44〕 这一做法并未受到质疑，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

一，相当一部分普通人的肖像具有鲜明特征和气质，有明显的商业利用价值，有保护的必

要;〔45〕 其二，普通人即便没有知名度，肖像也有非常具体的个性特征，在多数情况下确定肖像

和特定自然人的身份联系并不困难。不过，与姓名重名类似的肖像近似问题也就同样存在。且

不说双胞胎，普通人长相相近的情形也不罕见。在商业使用的肖像接近抽象化的卡通形象或比

较模糊的照片，部分特定化的细节被忽略时，它就可能会同时与多个长相相近的自然人对应。
比如，中国过去有企业利用与长相酷似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印尼男子 ( Ilham Anas) 的肖像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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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参见《反不正当竞争法》 ( 2019) 第 6 条。

See Sargent，supra note 14，at 231．

参见《民法典》 ( 2020) 第 1013 条。

过去的《民法通则》第 100 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

的肖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 试行) 第 139 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

当然，不同自然人的肖像的商业价值差别很大。有些人的肖像可能更有特点或知名度，因而更容易

被消费者记住或喜欢，因此更有商业价值。



告，引发争议。〔46〕 该企业在利用过程中如果暗示该肖像源自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后果与直接使

用奥巴马肖像并无本质差别。在美国的 Onassis v． Christian Dior N． Y． Inc． 案中，原告就指控被告

在广告中使用一个长相很像自己的模特的肖像，侵害自己的形象权。法院认为，法律并不要求

被告准确复制原告的肖像，只要给公众造成原告出现在广告中的整体印象就可以了。〔47〕 在 Allen
v． National Video，Inc． 案中，被告模仿原告的形象做商业广告，但并未声明自己的身份，法院也

认定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48〕 从这些案例看，肖像与特定自然人身份之间的联系，也并非严

格地一一对应，有时候同样需要借助于使用背景来识别肖像与特定自然人之间的身份联系。判

断使用者是否侵害明星的肖像权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利益，关键不在于该使用者是否确切利

用了明星自己的肖像的复制件，而在于是否利用相同或类似的肖像与该明星形象之间的身份联

系。在这一意义上，姓名重名与肖像近似并无本质差别。

既然肖像权与姓名权具有高度的同质性，那么肖像权保护不区分知名度并未受到质疑的事

实，应该能够说明，在姓名权保护领域刻意区分身份冒充行为 ( 姓名权) 和商业推销 ( 商品化

权) 行为，并对商品化权提出知名度要求，没有明显的合理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姓名权与

肖像权保护在所有方面都完全相同。二者还是存在一些差别，这大概也是知名度因素在姓名权

领域引发争议的原因所在。首先，普通人姓名所包含的个性特征信息有限，如果不和特定自然

人建立联系，商业推销价值比普通人肖像更低，甚至完全没有; 其次，姓名中所包含的个性化

特征信息更少，确定它与特定自然人身份联系的成本会更高一些; 最后，普通人对于肖像被用

于商业活动的抵触或反感通常会甚于自己的姓名。〔49〕 如果不考虑使用行为的背景信息，这些因

素都可能导致普通人的姓名商品化权保护的操作成本比肖像权保护更高，而保护的收益相对较

低。不过，如前文所述，只要使用行为的背景信息足够详细，公众还是能够识别姓名跟普通自

然人之间的身份联系，并且会认可普通人姓名的商业推销价值。法院识别出这类使用行为也不

困难。因此保护普通人姓名商品化权，并不会遇到操作成本高昂的难题。
在肖像权侵权案例中，虽然知名度不是获得保护的门槛要件，但是的确会对法院认定侵权

产生直接影响。没有知名度的自然人的肖像的商业价值很低，同时使用者推销目的不突出时，

法院有可能会认定偶然使用自然人肖像的行为没有落入商品化权的范围或构成合理使用。比如，

在著名的贾桂花案中，法院就认为，电影作品中对街头普通人 ( 贾桂花) 肖像的短短数秒的使

用，不侵害肖像权。〔50〕 如果该案原告换成著名影星，短短数秒的使用构成电影营销的噱头，则

法院还是有可能认定侵害肖像权。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区别对待名人和普通人，并非因为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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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48〕

〔49〕

〔50〕

参见裴晓兰: 《印尼男子长相酷似美国总统 诉中国企业侵犯肖像权》，载人民网 2013 年 10 月 24 日，

http: / / finance． people． com． cn /money /n /2013 /1024 /c218900 － 23308934． html，2020 年 12 月 10 日访问。

See Onassis v． Christian Dior N． Y． Inc． ，472 N． Y． S． 2d 254，262 ( S． Ct． N． Y． Co． 1983) ．

See Allen v． National Video，Inc． ，610 Supp． 612 ( S． D． N． Y． 1985) ．

虽然在推销活动中提及姓名及附带信息能够让公众将它与特定自然人联系起来，在这一意义上与直

接使用肖像的效果类似，但是部分自然人可能更在意公众对容貌的评价，或者更担心隐私受损 ( 在公开场合被

别人认出来) ，因此会认为使用肖像与使用姓名有很大差别，从而对利用自己肖像的行为更为反感。这一差别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本文仅仅在有限意义上强调姓名权和肖像权的本质一致性: 即在背景信息充分的情况

下，公众均能识别它们和特定自然人之间的身份联系，并可能认可它们的商业推价值。

贾桂花诉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侵害肖像权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1995 ) 中民终字

第 797 号。



人不享有肖像权，而是因为在特定电影场景 ( 呈现街景) 下，利用肖像具有重要的艺术或言

论价值，并非典型的商业推销活动; 同时，拍摄街景常常会涉及数量众多的普通人，一一授

权的交易成本过高，会实质性影响电影行业的创作自由和投资积极性。在综合权衡之后，认

定此类肖像利用行为不侵害肖像权，是可以理解的。在普通人姓名商品化权案件中，法院也

可能会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普通人姓名利用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名度是普通人享有商

品化权的前提。

三、身份联系的强弱

姓名权并不直接支持权利人对姓名符号本身的控制，而是保护姓名符号和特定自然人形象

之间的身份联系。主张姓名的商品化利用侵权时，权利人不仅要证明被告利用了自己的姓名，

还要证明在相关公众看来，该姓名与自己的人格形象之间存在身份联系。在个案中，是否存在

此类身份联系并非总是黑白分明，有时候只是联系强弱程度的判断问题。法律上如何把握其中

的度，值得深入讨论。

( 一) 身份联系证明的难题

在普通的姓名冒充案件中，姓名与特定自然人之间身份联系的证明，通常不是问题。这是

因为此类冒充行为通常发生在特定的交易背景下，侵权人冒充权利人的意图与被冒充者的背景

信息都很具体，模糊空间很小。比如，在著名的齐玉苓案中，高校录取通知书上明确记载了原

告的身份信息，双方对于被告冒用原告的自然人身份上学的事实，并无争议。〔51〕

在姓名商品化权案件中，姓名与个人形象之间的身份联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使用者

在商业广告中使用姓名的同时，还提供职业、单位甚至身份证号码等背景信息，则姓名与特定

自然人之间的身份联系很容易认定。不过，此类情形并不多见。更多的时候，推销行为发生在

开放环境中，面向不特定公众，同时很可能没有充分提供自然人背景信息。如前所述，社会上

重名现象严重。面对此类商业推销行为，公众并不一定能够将姓名与特定自然人联系起来。如

果只有一部分公众能够识别这一身份联系，该推销行为是否侵害姓名商品化权，高度依赖法官

的自由裁量。在习惯了传统的绝对权观念的民法学者看来，这一现实可能很难接受，但这的确

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在前面提到的乔丹案中，“乔丹”在中国人眼里，可能是 NBA 球星乔丹，也可能是

女模特乔丹 ［Katie Price，艺名“乔丹” ( Jordan) ］，甚至有可能是另外一位不知名的篮球运动

员德安德鲁·乔丹 ( DeAndre Jordan) 。〔52〕 为了证明该姓名和自己存在身份联系，原告乔丹提供

了两份问卷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 “向受访者提问‘提到乔丹，您第一反应想到的是’时，分

别有 85%、63． 8%的受访者回答想到的是再审申请人 ( 球星乔丹) ，分别有 14． 5%、24% 的受

访者回答想到的是‘乔丹体育’。”〔53〕 显然，这里并非所有的公众都认为商标中的 “乔丹”二

字指向美国篮球明星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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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参见“齐玉苓诉陈晓琪等”，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 年第 5 期。

参见张伟君、许超: 《迈克尔·乔丹起诉乔丹体育公司侵犯姓名权一案的法律评析》，载《电子知识

产权》2012 年第 3 期，第 19 页。

同前注〔4〕，“乔丹案”，最高人民法院 ( 2016) 最高法行再字第 27 号行政判决书。



对于公众而言，姓名与特定身份之间是否存在可识别的联系，取决于姓名符号的显著性、
附带的个人信息内容、应用的产品或服务类型、针对的目标人群、使用的时空背景等因素。同

时，不同公众自身的知识水平、判断能力和注意程度也会差别很大。在上述 “乔丹”案中，被

告将“乔丹”用于篮球运动鞋，并配上乔丹经典的运球动作的图片轮廓，或许能够使得更多

的相关公众将运动鞋上的 “乔丹”字样与球星乔丹对应起来。相反，如果逐步消除上述相关

的背景因素或增加新的干扰因素，相关公众的认知程度可能逐步降低。比如，将 “乔丹”二

字用于普通泳裤或女用化妆品，估计能联想到球星乔丹的消费者比例会低很多。毕竟，泳裤

或女用化妆品与篮球运动相差甚远，相关消费者了解篮球球星的比例可能也很小。在个案中，

公众是否能够识别出姓名和自然人之间身份联系，只能由法院综合权衡后作出判断，没有其他

捷径可循。

( 二) 最低限度的身份联系要求

既然在不同的应用背景下，姓名与自然人身份之间的联系有强有弱，那这种联系究竟要达

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侵害姓名商品化权? 在最高法院判决乔丹案之前，部分法院在处理抢注他

人姓名的商标争议案件中，采用比较严格的标准，只有在商标中包含的姓名与自然人形成 “唯

一的对应关系”时，自然人才可以主张在先的姓名权。〔54〕 比如，NBA 球星 Allen Iverson 对商标

“Iverson”提出异议，〔55〕 著名设计师 Giorgio Armani 对 “阿玛妮 AMANI”及图形的商标提出异

议，均被法院驳回。〔56〕 法院的理由是这些姓名与原告之间并未形成唯一对应关系。这差不多等

于要求 100%的公众都要能识别出姓名与自然人之间的身份联系。对于原告而言，这几乎是不可

能完成的证明任务。
在乔丹案中，如前所述，法院也要面对身份联系强弱这一问题。最高法院没有接受商评委

“唯一的对应关系”标准，指出: “以自然人主张的‘姓名’与该自然人形成 ‘唯一’对应为前

提，对自然人主张姓名权的保护提出过苛的标准……如果以商标评审委员会主张的 ‘唯一’对

应作为主张姓名权的前提条件，将使得与他人重名的人，或者除本名之外还有其他名称的人，

不论其知名度或者相关公众认知情况如何，均无法获得姓名权的保护。”〔57〕

在乔丹案中，商标评审委提到另一较为缓和的标准，即所谓 “身份联系强于商标联系”
( 本作者概括) 标准: “尽管有部分媒体在有关篮球运动的报道中以 ‘乔丹’指代再审申请

人，但使用数量有限。不论是媒体报道，还是耐克公司，均未就这一指代称谓形成统一、固

定的使用形式。相较于乔丹公司对争议商标相关标志的使用，从双方使用的广泛性、持续性、
唯一对应性等方面综合考虑，本案尚不能认定 ‘乔丹’与再审申请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已强于

乔丹公司。”〔58〕 在该案中，多数相关公众 ( 消费者) 会将商品上的 “乔丹”二字视为指示产品

来源的商标，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在此基础上，只可能有更少比例的消费者认为，该商标与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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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58〕

同前注〔9〕，周波文，第 66 页。

参见力宝克国际公司诉商评委，第三人林则栋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2011) 一中知行初字第 232 号。

参见王学朋诉商评委商标行政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2010 ) 一中知行初字第 895 号;

王学朋与商标评审委员会等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2010) 高行终字第 1383 号行政判

决书。

同前注〔4〕，“乔丹案”，最高人民法院 ( 2016) 最高法行再字第 27 号行政判决书。

同上注。



星乔丹存在某种授权关系。如果商评委要求权利人证明后者的比例要超过前者，则同样是不可

能的任务。
更符合逻辑的解释似乎是，商评委所谓 “身份联系强于商标联系”的说法，可能暗示要求

超过半数 ( 50% ) 以上的相关公众会认为该标志与篮球明星乔丹有关系。这依然是很严格的法

律标准。最高法院并没有接受它，而是采用了更有弹性的 “稳定对应关系”标准，即要求 “该

特定名称已经与该自然人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59〕 相对于前述 “唯一的对应关系”或

“身份联系强于商标联系”标准，最高法院这一判断标准更有弹性，更为合理。不过，在具体个

案中，何谓“稳定的对应关系”，依然是一个问题。最高法院没有给出具体权衡的方向。法律是

否有可能给出一个最低门槛值呢? 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商标法是如何处理商标

侵权环节的“混淆可能性”问题。这与姓名商品化权侵权认定环节确认姓名与自然人之间身份

联系类似，我们可以从商标法实践中寻求有益启示。
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商标权人也要证明被告使用商标，有导致相关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

即有可能导致消费者将商标和权利人联系起来。商标法从事先的角度为潜在的商标使用者提供

行动指南，希望它在使用可能引发争议的商标之前，合理评估该使用行为的引发混淆的可能性，

以避免侵害他人商标权。法律假定，使用者能够预知自己的使用行为导致相当数量的公众混淆

的可能性。显然，从事先的角度看，潜在的使用者不可能掌握实际混淆的证据，只能基于消费

者的一般认知来预测侵权风险的大小。法院在司法过程中进行判断，实际上也是在模拟使用者事

先决策的过程。理论上，事后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与认定使用者事先是否违反注意义务，并不直接

相关。因此，在实际诉讼中，商标权人并不需要证明一定数量 ( an appreciable number of typical
consumers) 的典型消费者实际上产生混淆，仅仅需要证明消费者很可能被误导 ( confused) 。〔60〕

这也是在大多数案件中法院并不要求权利人提供实际市场调查结果的原因所在。〔61〕 当然，如果

权利人自愿提交此类市场调查的实证证据，来印证或佐证分析结果，法院也不会排斥。
美国法院在判断混淆的可能性时，通常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注册商标的强度 ( strength) 、商

品或服务的相似性、商标的相似性、实际混淆的证据、销售渠道、商品或服务的类型、购买者

的注意力、被告选择商标的意图、权利人业务拓展的可能性。〔62〕

在规定混淆可能性分析的考虑因素时，法律并没有明确可能被误导的公众的最小比例或其

他量化要求。〔63〕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法院评估时，不考虑可能被误导公众的比例。如果只是很

少一部分粗心的消费者被误导，则被告采用新商标的成本可能超过避免混淆的好处。〔64〕 这时

候，要求被告更换商标就是不经济的做法，法院有可能会选择容忍此类混淆。如果被告故意选

择近似商标，则法院容忍混淆的程度较低，因为被告原本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或近乎零成本避免

此类混淆，但是它没有这么做，而是故意选择靠近注册商标。这时候，哪怕只有很小一部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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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注。

See Ann Bartow，Likelihood of confusion，41 San Diego L． Ｒev． 721，763 ( 2004) ．

在美国，很少法院有此要求。Dogan ＆ Lemley，supra note 2，at 1161 － 1220．

See AMF Inc． v． Sleekcraft Boats，599 F． 2d 341，348 ( 9th Cir． 1979) ．

See Bartow，supra note 60．

See William M Landes ＆ Ｒichard A Posner，Trademark law: an economic perspective，30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5，305．



粗心的消费者被混淆，法院也可能认定侵权。〔65〕 如果被告并非故意，法院要考虑被告选择不同

商标的成本。〔66〕 整体而言，在被告尚未实质投入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新商标的成本并不太高。

这也意味着，法院能够容忍的可能混淆的比例也会相对较低。

在自然人姓名权保护方面，法院在评估身份联系强弱时，也应当从事先的角度来判断公众

识别出姓名与自然人身份联系的可能性，而不要求权利人证明实际识别的公众比例。如果使用

者事先考虑到姓名本身的显著性、自然人知名度、使用的产品或服务、相关公众和使用者的认

知能力、其他背景信息等因素，有理由认为实质数量 ( 比例) 的相关公众会认为该姓名与特定

自然人之间存在身份联系，则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该姓名。使用者事先预见的能力越强，事先

避免使用的成本越低，法院能够容忍的可能识别该身份联系的公众比例就越低。

从使用者事先避免侵权的角度看，要求可能的公众识别的比例达到 100% ( “唯一对应关

系”) 或者 50%以上 ( “身份联系强于商标联系”) ，明显是不合理的，这会大大激励使用者的搭

便车行为。在具体个案中，如果一定要给一个大致的量化比例，它应该远低于 50%，甚至低到

5%都可能是可以接受的比例。这里以篮球明星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有人粗略估计，我们的篮球

人口超过两亿。〔67〕 假定篮球制造商作为专业人士，了解篮球明星“乔丹”，他事先预估只有 5%
的篮球人口是乔丹粉丝，他们能够识别出 “乔丹”和球星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乔丹粉丝的绝

对人数有一千万。篮球制造商在决定使用 “乔丹”的姓名推销篮球时，应该能够预见到自己的

做法很可能影响一千万人的购买意愿。对该制造商而言，这意味着在这一市场上使用 “乔丹”
姓名，至少具有数千万至数亿元的价值。换言之，如果所有篮球制造商随意使用 “乔丹”商标，

很有可能给乔丹带来类似数额的损失。从事先预防不幸后果的角度看，制造商避免侵权的成本

很低，远离“乔丹”姓名，选择其他无争议商标就可以。在事先未实质投入的情况下，选择其

它商标，对于多数商家而言，不过是数百或数千元的商标设计成本。即便制造篮球的商家数量

较多，他们事先避免侵权的成本之和，相对名人姓名本身的商业价值而言，依然微乎其微。因

此，在类似的将“乔丹”用于篮球的个案中，即便名人身份被识别的比例低到 5%，法院选择支

持名人的商品化权主张，依然是合理的选择。
这里认为在个案中低到 5% 的识别率可能可以接受，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是法律明确的底

线。这只是举例说明，将来法院在适用最高法院的 “稳定的对应关系”或类似的 “实质数量”
( 比例) 标准时应如何行使裁量权。重要的是裁量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数值标准。在具体个案

中，基于不同的市场现实，法院可以接受更低或更高的识别比例 ( 知名度) 标准，以确保使用

者事先避免侵权的成本低于使用行为给自然人可能造成的损害。

( 三) 联系强弱对救济措施的影响

在认定姓名权侵权成立后，姓名与自然人身份联系的强弱，还可能影响法院对救济措施的

选择。原则上，在很难判断具体姓名的市场价值时，法院在确认侵权之后会偏好所谓 “财产规

则”，更多地发放禁令 ( 责令停止侵害) ，然后由当事人在判决后通过谈判解决纠纷。在被告未

对诉争姓名作出实质性投入 ( 比如，包含诉争姓名的注册商标尚未投入使用，尚未建立起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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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敏、陈光玖: 《我国篮球运动的经济价值与市场前景研究》，载《商场现代化》2006 年第 8

期，第 289 页。



的市场声誉) ，而姓名与自然人之间的身份联系的公众识别比例较高时，法院应该偏好禁令救

济。这能够避免计算许可费的麻烦，也不会给被告造成实质性损失。

在被告已经对诉争的姓名作出实质性投入，且公众对身份联系的认知的比例较低时，法院

认定侵权后应该谨慎考虑发放禁令 ( 责令停止使用) 。比如，在类似“乔丹”案的个案中，假定

5%的相关公众认为姓名和自然人身份存在联系，95% 的相关公众则认为该姓名仅仅是普通商

标，与特定自然人没有联系。在使用者作出实质投入并建立良好商誉的情况下，如果法院认定

侵权并发布禁令，就会导致商标权人在 95% 消费者心目中商誉被挟持或消灭。姓名权人很可能

利用这一结果索要过高的许可费。面对上述局面，法院综合权衡诸多要素之后判决被告支付合

理许可费而不是停止使用该商标，可能是更为合理的选择。〔68〕 这里可能的考虑因素至少包括:

姓名与自然人之间联系的强弱 ( 被误导的消费者的比例) 、被告的市场投入、被告的主观恶意、

姓名许可的市场价值、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一分析思路与传统财产法领域的添附制

度、专利法上拒绝禁令救济的制度背后的考虑是一致的。〔69〕

当法院发现自己可以用合理许可费替代禁令时，法院可能会认为，判定被告侵权对被告而

言可能并不算十分严厉的后果，因此法院有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降低认定侵权所需的公众识别的

比例。这是否会导致法院轻易认定侵权呢? 应该不会。对法院而言，为使用某一姓名计算出合

理的许可费，终究是件困难的事情。这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法院在侵权认定环节过

度降低公众识别比例的作用。

四、商业推销的效果

姓名商品化权旨在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利用自然人人格形象推销商品或服务。〔70〕 如果使用姓

名的行为并非出于推销商品之目的，则并未落入商品化权控制范围。这时，该利用行为是否合

法，还要看名誉权或隐私权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如果使用姓名的行为的确以推销商品为目的，

是否还需要进一步要求该推销行为会产生误导相关公众的后果，即让相关公众产生 “自然人支

持该商品”之印象，也是很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认定商品化权侵权应该仅仅要求使用行

为具有商业推销目的，不应进一步要求它产生误导相关公众之后果。

( 一) 商业推销之目的

判断一项姓名利用行为是否具有商业推销目的，我们大致可以参考美国法院在表达自由保

护领域认定商业言论的标准。具体而言，法院通常会考虑该言论是否属于产品或服务广告，该

言论是否提及具体产品，行为人是否为了经济动机作出该言论等因素。〔71〕 这里的单个因素并非

决定性的，法院应该综合权衡。比如，即便言论中没有提及具体的产品或服务，依然有可能是

商业言论。〔72〕 下面提到的企业形象广告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031·

清华法学 2021 年第 1 期

〔68〕

〔69〕

〔70〕

〔71〕

〔72〕

当然，法院也有可能拒绝认定侵权成立。

关于知识产权领域拒绝禁令救济制度与传统添附制度的类比，参见崔国斌: 《商标挟持与注册商标权

的限制》，载《知识产权》2015 年第 4 期，第 35 － 44 页。

See McKenna，supra note 12，at 228．

See United States v． Benson，561 F． 3d 718，725 ( 7th Cir． 2009) ．

See Bolger v． Youngs Drug Prods． Corp． ，463 U． S． 60，66 － 67 ( 1983) ．



适用上述商业言论判断标准，判断商品上的商标使用、纯粹商业广告或纯粹艺术作品中利

用他人姓名的行为，是否属于商业推销之目的，并不困难。比如，在前文提到的乔丹体育案中，

被告将乔丹姓名注册为商标并使用的行为，就具有明显的商业推销之目的。〔73〕 在纯粹的文学艺

术作品中为评论或其他表达目的而利用其姓名，则明显不具有这一目的。从美国的司法实践看，

典型的争议大多是发生在上述两级之间中间地带的使用行为，比如，在企业形象广告中使用自

然人姓名、在具有言论载体属性的非典型商品 ( 比如 T 恤衫) 或具有实用功能的非典型作品

( 比如游戏软件) 上使用他人姓名，等等。〔74〕 接下来，逐一说明。
其一，企业形象广告。与普通商品广告不同，企业形象广告不直接推销特定商品或服务，

而是以提升企业品牌形象为目的。在此类广告中，企业通常还会表达一些非商业情感或主张，

呼吁社会支持或响应。比如，在美国著名的乔丹案中，被告是芝加哥地区 175 家连锁超市

( Jewel-Osco) 的运营者。2009 年，Sports Illustrated 杂志专门为乔丹进入篮球名人堂出版了一期

专刊。在该专刊中，被告获得免费的广告页，对价是被告在自己的超市内帮助销售该杂志。在

该广告页中，被告以芝加哥地区一员的身份，恭喜篮球巨星乔丹 ( Michael Jordan) 六次获得

NBA 总冠军并进入名人堂，并向他致敬，认为他的成就无可挑剔。广告页附上了被告的企业名

称 Jewel-Osco 和长期使用的宣传标语。〔75〕

在该案中，虽然被告主张自己没有建议读者进行商业交易，因此不属于商业言论，应受到

更为严格的保护。但是，法院认为，商业言论并不仅仅限于直接或间接建议商业交易的言论。
商业广告常常很有创意，有时候很抽象，依靠委婉的暗示。仅仅提升品牌知名度或忠诚度而不

直接建议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广告，依然具有商业属性。被告的言论具有两项功能: 其一，作为

社区成员恭喜乔丹进入名人堂; 其二，向公众推广被告超市，提升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中的形

象。后一功能的商业目的虽然是隐含的，但却是主导性的 ( the dominant one) 。〔76〕 法院最终认

为被告的形象广告具有明显的商业推销之目的。
其二，带有言论载体属性的商品。常见的是在 T 恤衫、咖啡杯、纪念品、明信片等具有言

论载体属性的商品上使用他人姓名，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该自然人的支持或反对，以此来吸引

消费者购买上述产品。这些商品处在普通商品和出版物的中间地带，具有商品和言论载体的双

重属性。在出版物中使用姓名表达言论，通常不被视为具有商业推销之目的，受到严格的言

论自由保护。在上述具有言论载体属性的商品上使用姓名，是否依然属于商业推销，则容易引

发争议。
在带有言论载体属性的商品上使用自然人的姓名，通常是希望自然人人格形象或名声影响

公众购买此类商品的意愿。这一使用行为具有商品推销之目的，甚至比形象广告更为直接。如

果仅仅使用姓名而不提供更多背景信息，则言论表达的价值有限，商业推销目的更为突出。如

果将这些言论的载体换成严肃艺术的载体，比如，报纸、杂志、电影等，同时表达相对复杂的

内容，则表达就会被视为标准的非商业言论，而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比如，贺卡上使用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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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4〕，“乔丹案”，最高人民法院 ( 2016) 最高法行再字第 27 号行政判决书。

到目前为止，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处在中间地带的典型争议并不多见。这里主要参考美国法上的

典型案例展开讨论。

See Michael Jordan v． Jewel Food Stores，Inc． ，743 F． 3d 509，512 ( 7th Cir． 2014) ．

Id． at 518．



肖像就很可能侵害商品化权，而在普通油画中使用，则未必。〔77〕 严肃的艺术创作中利用名人肖

像，可能会被许可，而在面向市井大量出售的招贴画上使用，则可能被禁止。〔78〕 现在大致可以

认为，在报刊、电视、电影、油画等媒介或载体上发表新闻报道、政治评论、视听作品、文艺

评论等言论或作品时，利用自然人姓名或个人形象，非出于推销商品之目的，并不侵害姓名商

品化权。〔79〕 更有甚者，爱屋及乌，将推销媒体 ( 非具体言论或作品) 的行为也区别于一般的商

品推销行为。比如，在美国法下，为推广媒体而制作广告，在该广告中适当使用该媒体所刊载

作品中的自然人姓名或形象，虽然属于“商业言论”，实际上作为一种特别例外，受 “非商业言

论”保护规则保护。〔80〕

其三，游戏软件等非典型作品。这类使用中最为常见的争议情形是，游戏软件中游戏角色

以名人的姓名命名，或者采用名人的头像，以吸引公众的注意。游戏软件虽然被视为著作权法

意义上的作品，但是它与普通文字作品明显不同，主要目标并非表达言论，而是以帮助用户反

复玩游戏，因而具有明显的功能性，更接近代码形式的 “机器”或产品。套用上述非典型商品

上使用姓名的分析思路，认定这类利用行为具有明显推销目的，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如后文所

述，如果利用行为的言论价值相对有限时，则很可能会侵害姓名的商品化权。〔81〕

( 二) “支持商品”之印象

使用姓名推销商品的最为典型形式是，在商品广告中对外宣称自然人肯定、支持或推荐该

商品，希望借此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并激发其购买意愿。这类行为应该受到商品化权控制，没有

争议。真正有争议的是另外一类利用姓名进行推销的行为，即只是利用名人姓名引发公众关注

其商品或服务，却没有误导公众产生“自然人支持商品”的印象。这里将这类行为称作 “非支

持”类推销。比如，商家利用所谓“某某 ( 名人姓名) 同款”之类的表达在网店中推销名人使

用过的商品。〔82〕 公众只是了解名人独立或偶然选用过该商品，未必得出名人专门通过广告支持

该商品的结论; 再比如，在前面提到的美国 Jordan 案中，企业以恭喜乔丹进入篮球名人堂的名

义做广告，〔83〕 营造的是“我支持名人”而不是“获得名人支持”的印象; 最后，还有部分企业

利用名人姓名的谐音字注册商标以推销商品，像 “泻停封” ( 谢霆锋) 牌止泻药、 “流得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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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80〕

〔81〕

〔82〕

〔83〕

See Hilton v． Hallmark，599 F． 3d 894 ( 9th Cir． 2010) ，法院认定在贺卡上利用 Paris Hilton 的照片，不构

成转换性使用。作为对比，ETW v． Jireh Publishing，76 F． 3d 743 ( 6th Cir． 1996) 案中，法院认为，在油画中描绘

Tiger Woods 赢得高尔夫大师赛的著名击球姿势，富含画家的独创性表达，不受形象权限制。

Tellado v． Time-Life Books，Inc． ，643 F． Supp． 904 ( D． N． J． 1986) 案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该案中，

被告将原告在越战中的照片放在一本书的宣传册中使用，但该照片并没有出现在被宣传的书中。在法院看来，

该宣传册中的使用构成商业推销目的使用。如果照片出现在图书中，则可能是合理使用，而单纯出现在广告中

用于推销书籍则不可以。

E． g． ，Matthews v． Wolstoncraft，14 F． 3d 432 ( 5th Cir． 1994) ． 美国法院指出，名人形象权并不能阻止他

人将名人的姓名、个人形象特征、经历等在文学作品、电影、新闻报道中呈现。

See Bolger v． Youngs Drug Prods． Corp． ，supra note 72，at 67，n． 14．

See Davis v． Electronic Arts Inc． ，775 F． 3d 1172 ( 9th Cir． 2015) ．

比如，在淘宝网站利用关键词“杨幂同款”检索，就能发现全国各地大量网店在页面上使用“杨幂

同款”描述自己出售的太阳镜、女包、毛衣、牛仔裤，有的还配上照片为证。参见 https: / / s． taobao． com /search?

q = 杨幂同款，2018 年 3 月 1 日访问。

See Michael Jordan v． Jewel Food Stores，Inc． ，supra note 75，at 512．



“( 刘德华) 牌字迹涂改液、“依能静” ( 伊能静) 牌治疗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药品、“王小鸭”
( 王小丫) 牌羽绒服等。〔84〕 这里的绰号或谐音姓名并非法律意义上姓名，是否能在姓名权的框

架下获得保护，存在一定的争议。〔85〕 限于本文目的，这里只是假定，在绰号或谐音姓名与特定

自然人的身份联系能够被公众感知，而使用者使用该绰号或谐音的目的是借助消费者的联想推

销产品时，该使用行为构成对自然人姓名的利用。至于究竟直接适用姓名权的规定还是参照适

用，本文无意深入讨论。〔86〕 商家 “利用名人开玩笑”，明知公众会联想到具体的自然人，产生

滑稽、幽默或其他低俗的感觉，从而更容易记住自己的品牌。这种使用行为一般不会让公众相

信该自然人在支持被推销的产品。
“非支持”类推销行为通常只是单纯地说明自然人利用过特定商品的事实，或者单纯使用自

然人姓名以引起关注。它们是否也应该落入姓名商品化权的控制范围，在中国法上没有清楚的

答案。在美国法上，答案则是否定的。美国法院很少要求权利人证明，公众实际上或有可能认

为自然人在支持被告提供的商品或服务。〔87〕 通常，只要自然人个人形象在商业背景下能够被识

别，则无论公众是否相信他在支持该商品或服务，该形象就算被用于商业推销。〔88〕 比如，在

Carson v． Here’s Johnny Portable Toilets，Inc． 案中，美国法院明确指出，是否导致公众误认为自然

人在支持 ( endorsed) 被告公司，是反不正当竞争诉讼要考虑的问题; 在形象权诉讼中，只要广

告导致公众联想到特定的名人，就构成形象权侵权。〔89〕 在上述美国 Jordan 案中，使用者营造的

是“我支持名人”而不是“获得名人支持”的印象，法院同样认定侵害形象权。〔90〕

美国有学者质疑法院的上述意见，认为权利人应当证明，公众被误导后相信权利人在支持

侵权产品或服务。这样，法律可以对形象权进行有效限制，避免保护过于宽泛，保护公众合理

的表达自由。〔91〕 在他看来，如果公众没有被误导认为 “获得名人支持”，则该名人的形象权并

没有受到损害。〔92〕 也有学者接受商标法初始混淆理论的指引，认为在没有误导公众的情况下认

定侵权是在过度保护商品化权 ( 形象权) 。〔93〕 这就像在最终没有引发混淆的情况下，认定初始

混淆构成商标侵权一样，会增加公众的搜寻成本。〔94〕 以假想的“杨幂同款”案为例，如果法院

认定此类使用行为侵权，就会导致公众不能依据这一表述选找到相关商品。不过，本文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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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参见汪泽: 《商标法对在先姓名权的保护———简评两起涉及姓名权保护的商标异议案》，载《中华商

标》2005 年第 2 期，第 25 页。

有些意见认为，使用此类绰号或谐音姓名不侵害姓名权，需要利用姓名权立法之外的规则来处理。

同前注〔6〕，崔建远文，第 293 页; 同上注，汪泽文。

《民法典》 ( 2020) 第 1017 条规定: “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

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这一规定是否适

用于这里的绰号或谐音姓名，并不清楚。

See Dogan ＆ Lemley，supra note 2，at 1195．

See Arlen W Langvardt，The Troubling Implications of a Ｒight of Publicity Wheel Spun out of Control，45 U．

Kan． L． Ｒev． 329，352 ( 1996) ．

See Carson v． Here’s Johnny Portable Toilets，Inc． ，698 F． 2d 831 ( 6th Cir． 1983) ．

See Michael Jordan v． Jewel Food Stores，Inc． ，supra note 75，at 522．

See Langvardt，supra note 88，at 443 － 446．

Id． at 445．

See Dogan ＆ Lemley，supra note 2，at 1197．

Id． at 819 － 828．



一过度保护的担心是多余，接下来简要讨论。

( 三) 过度保护的关切

利用姓名或肖像的商业价值，并不总是需要以误导公众认为存在支持或关联关系为前

提。〔95〕 在商业广告中添加名人的姓名或肖像，就会引起相关公众的注意，从而起到推销商品或

服务的目的。对于使用者而言，具体是通过营造 “获得名人支持”“名人选用我的商品”“我支

持名人”、还是“利用名人开玩笑”以加深公众印象，很多时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获得公众

关注。比较规范的企业可能选择第一种利用方式，比较山寨的企业可能会选择最后一种利用方

式，打擦边球的企业则可能会选择中间的利用方式。比如，在前文提到的 “杨幂同款”假想案

例中，〔96〕 企业宣称名人选择或利用过某一产品，可能是在表述客观事实，但这一事实的确会改

变公众对该产品的主观印象，从而激发购买欲望。这种推销策略的实际效果与明确宣称产品

“获得名人支持”的利用行为非常接近，没有必要区别对待。
法律仅仅要求“推销目的”而不要求产生误导公众的效果，并不像反对者所宣称的那样，

会导致姓名商品化权的保护范围过于宽泛，限制公众的表达自由。〔97〕 实际上，如后文所述，如

果推销者利用自然人姓名，具有明显的非商业言论或艺术表达之价值，则可以主张表达自由抗

辩或合理使用抗辩以避免侵权责任。〔98〕 这样，真正被限制的只是那些具有明显商业推销目的而

又没有显著的非商业言论价值的使用行为。商品化权并不会妨碍商家、公众或媒体在非推销的

场合，比如新闻媒体的报道，准确表达名人使用过某一商品这一事实。考虑到表达内容的局限

性和推销目的限制，这一保护对于表达自由的限制很有限。
比如，在前文提到“依能静”等商标案例中，谐音字词除了隐晦地指引姓名之外，本身有

明显的描述性质，直接或间接地揭示该产品的某些特性，即 “依能静”暗示药物的镇静功能。
尽管这些商业表达可能有些低俗，但还是具有一定的言论表达功能。许可商家这么做，可以降

低它与消费者沟通的信息成本，或者说降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在特殊背景下，商家使用 “依

能静”之类的姓名，也可能具有某种反讽名人功能，从而产生具有独特的言论价值。〔99〕 如美国

最高法院所言，与市场上产品有关的言论并不使得该言论在思想市场上完全失去价值。〔100〕 如果

诉争的谐音词语的描述性很强，法院有可能选择让自然人容忍他人的使用行为; 相反，如果描

述性很弱，更多地是引发公众联想到特定自然人姓名，则法院可能会认定侵害姓名权。也就是

说，法院需要在个案中对表达自由和自然人姓名权进行权衡，表达自由并不必然会被优待。〔101〕

对此，后文有进一步的讨论。
区分推销行为的实际效果是对商品的 “支持”还是“非支持”，不仅不能实现有意义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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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6〕

〔97〕

〔98〕

〔99〕

〔100〕

〔101〕

See Nimmer，supra note 27，at 212．

同前注〔84〕，汪泽文，第 25 页。

See Langvardt，supra note 88，at 443 － 446．

关于其他侵权抗辩的系统整理，See Schuyler M Moore，Putting the Brakes on the Ｒight of Publicity，9

UCLA Ent． L． Ｒev． 45 ( 2001) 。

有学者建议，法院在处理形象权案件时，应当考虑讽刺戏仿言论 ( parody) 本身的社会价值。See

Sudakshina Sen，Fluency of the Flesh: Perils of an Expanding Ｒight of Publicity，59 Alb． L． Ｒev． 739，757 ( 1995) ． 本文

并不认为使用“伊能静”一词一定具有此类表达功能，这里只是举例说明问题。

See Bigelow v． Virginia，421 U． S． 809，826 ( 1975) ．

See Alice Haemmerli，Whose Who-the Case for a Kantian Ｒight of Publicity，49 Duke LJ 383，441 ( 1999) ．



目标，还会显著增加制度的操作成本。为商业推销之目的使用姓名的实际效果很复杂，相关公

众认为自然人“支持”还是“非支持”，常常并无清晰的界限。法院在个案中一一分析姓名商业

利用的实际效果以及它对权利人利益的实际影响，比较困难。比如，在前面提到的 “杨幂同款”

的例子，企业宣扬名人使用过某一产品的客观事实后，法院很难判断公众是否认为名人在公开

支持该产品，因为“名人使用过某一产品”这一事实离 “名人认可或支持该产品”的印象，可

能仅仅一步之遥。再比如，在“依能静”案或其他类似中国乔丹案的案例中，识别是否具有推

销目的比较容易，进一步区分 “获得名人支持”“我支持名人”还是 “利用名人开玩笑”，则比

较困难。因此，在使用他人姓名具有明显的推销目的之后，不再进一步要求公众产生相关产品

“获得名人支持”的印象，可以增加产权制度的确定性，降低制度的操作成本。反对意见所谓公

众没有产品“获得名人支持”的印象，就没有给名人造成损害，因而无需禁止该使用行为的说

法，并没有道理。如前所述，商业推销行为本身就很可能导致自然人塑造个人形象的努力落空，

自然会造成损害。按照反对意见的逻辑，如果商品广告使用自然人姓名，提升了自然人的知名

度或公共形象，比如慈善广告或公益广告，该使用行为就不应受到商品化权的控制。实际上我

们并没有豁免此类商品推销行为。在具体个案中，法院关心的应该是被告是否利用了姓名或人

格形象推销产品，至于被告究竟以哪种具体的方式在利用姓名或人格形象，只是次要的考虑

因素。〔102〕

在反对意见看来，利用名人姓名推销商品，比如，前面提到的网店使用 “杨幂同款”之类

宣传用语，会降低公众搜寻商品的成本，因为部分消费者可能利用名人使用过该商品这一事实

搜索特定商品，或判断该商品的品质。这与商家在比较广告中使用他人商标的行为类似，即企

业在广告中直接将自己的商品与竞争对手的商品进行比较，努力让消费者相信，自己的商品性

价比与竞争对手的相当甚至更好。在美国法上，在真实的比较广告中使用他人商标推销自己的

商品是合法的。〔103〕 法院大多认为，商家提供此类广告，可以帮助消费者了解该商家商品的质量

或性能。如果禁止这些并不导致最终混淆的比较广告，可能会实质性增加消费者的搜寻成本。

中国法律对于比较广告的合法性，没有明确表态。〔104〕 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律整体上更趋否定其

合法性。〔105〕 不过，学术界完全否定比较广告的意见并不多见。

即便比较广告可以接受，并不意味着利用名人使用商品的事实来推销该商品，也可以接受。

比较广告是企业准确发布产品质量信息的有效方式，法律对其准确性有严格要求，因此能够有

效降低公众的搜寻成本，而又避免引发混淆。而偶然出现的名人使用特定商品的事实，并非商

家或公众赖以判断商品质量的可靠依据。商家很难主张，自己必须依靠偶然出现的名人使用特

定商品的事实来说明该商品质量信息; 同时，商家在广告中宣扬这一事实，并不一定能够向消

费者准确传达商品质量信息。名人很可能只是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使用一下特定商品，未必真

正认可该商品的质量。商家刻意宣传这一事实，很可能导致消费者过度阐释或曲解名人使用行

为所传达的产品质量信息。不仅如此，有时候 “杨幂同款”之类的广告还会产生误导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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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3〕

〔104〕

〔105〕

See White v． Samsung Electroinics American Inc． ，971 F． 2d 1395 ( 1992) ．

参见许明月、邓宏光: 《论比较广告的法律规制》，载《法学》2005 年第 10 期，第 60 页。

相关法律的梳理，参见高雁: 《我国比较广告的法律规制现状及思考》，载《河北法学》2010 年第 3

期，第 196 － 199 页。

同前注〔103〕，许明月、邓宏光文。



负面后果，因为“同款”既可能指代完全相同的商品，也可能指样式一样的低仿、高仿产品，

后者很可能误导相关公众作出错误的消费选择。因此，利用名人的使用行为来推销商品并不一

定具有类似“比较广告”那样有效的降低消费者搜寻成本的作用。

其实，长期而言，即便法律不限制 “非支持”类推销行为，它并不能真正实现降低公众搜

寻成本的目的。届时，名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各种商家利用，从而导致各种衣食住行的 “名

人同款”广告的推销铺天盖地。比如，杨幂每天都会穿不同的衣服，诸多商家都用 “杨幂同款”

推销这些衣服，公众很快就被淹没在这些推销信息中，不再能依据 “杨幂同款”轻易找到自己

心仪的特定款式的衣服。在美国 Jordan 案中，法院就指出，如果不限制企业在形象广告中利用

他人姓名，则会导致商业形象广告可以随意利用他人人格形象，这会给无数名人带来麻烦。〔106〕

从社会的角度看，此类公地悲剧会导致限制姓名商品化权、降低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初衷落空。

这也从相反的角度说明，保证商品化权人的控制权，恰恰是避免同质信息泛滥的有效手段，这

也正是商品化权正当性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107〕

五、表达自由的限制

法律许可自然人基于姓名权或其他形象权限制商业推销行为，可能对表达自由构成威

胁。〔108〕 因此，在商品化权侵权诉讼中，需要依靠有效的表达自由抗辩来消除公众对姓名权过度

保护的担心。〔109〕 显然，在处理表达自由与形象权的冲突时，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指引

法院作出选择。到目前为止，中国司法在这一方面的实践还非常有限。在美国法上，最高法院

也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分析框架，而是任由各州法院尝试内容各异甚至相互矛盾的测试方法来处

理此类冲突。〔110〕 比如，转换性使用测试 ( The Transformative Use Test) 、〔111〕 主要用途测试 ( The
Predominant Use Test) 和所谓艺术相关性测试 ( Ｒogers Test) 等。〔112〕 其中，艺术相关性测试法

由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创设，但是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则反复否定该测试法。这一事实也表明，

美国法院在这一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

本文参考上述美国法院提出的各种测试法以及著作权法合理使用的分析思路，认为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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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See Michael Jordan v． Jewel Food Stores，Inc． ，supra note 75，at 520．

See Mark F Grady，A Positiv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Ｒight of Publicity，1 Ucla Ent． L． Ｒev． 97 ( 1994) ．

See ETW Corp． v． Jireh Publishing，Inc． ，332 F． 3d 915，918 ( 6th Cir． 2003 ) ; Christopher Pesce，The

Likeness Monster: Should the Ｒight of Publicity Protect Against Imitation，65 NYUL Ｒev． 782，809 ( 1990) ．

比如，孔祥俊教授就可能担心，将商品化权纳入姓名权这种“一步到位式的、彻底的和不留余地的

保护显然过于激进，在利益衡量上是欠缺的和冒进的”。同前注〔6〕，孔祥俊文，第 165 页。

See Martin H Ｒedish ＆ Kelsey B Shust，The right of publicity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in the modern age of

commercial speech，56 Wm． ＆ Mary L． Ｒev． 1443，1467 ( 2014) ．

See Comedy III Prods． v． Gary Saderup，Inc． ，25 Cal． 4th 387 ( 2001) ．

在 Ｒogers 案中，法院在判断是否侵害形象权时，要看被告对个人形象的利用是否具有所谓的艺术相

关性。Ginger Ｒogers v． Alberto Grimaldi，875 F． 2d 994 ( 1989) ． Ｒogers Test 后来被美国多个联邦巡回法院接受。不

过，第九巡回法院拒绝这一测试法。See Keller v． Elec． Arts，724 F． 3d 1268，1279 － 1282 ( 9th Cir． 2013) ; Davis v．

Electronic Arts Inc． ，supra note 81; Ｒedish ＆ Shust，supra note 110，at 1473 － 1478; Daniel Jacob Wright，Explicitly

Explicit: The Ｒogers Test and the Ninth Circuit，21 J． Intell． Prop． L． 193，203 ( 2013) ．



院将来在面对表达自由抗辩时，应该综合权衡如下因素: ①推销目的之显著程度; ②使用行为

的言论价值; ③替代性表达的可能性; ④产权机制运作的可能性等。这些要素并不完全相互独

立，有一定的重叠，但这并不妨碍法院对它们进行综合权衡。

( 一) 推销目的之显著程度

按照表达自由保护的一贯思路，商业言论受到的保护较弱，而非商业言论受到严格保护。
这是因为商业言论对于表达者有重要的市场价值，即便受到保护私人或公共利益的法律限制，

表达者也不会轻易放弃，会积极性寻求许可，而不是彻底放弃表达此类言论。而非商业言论对

表达者而言价值较小，但对社会而言可能意义更大。受到外在的法律限制 ( 侵权威胁等) ，表达

者很容易就会放弃此类表达，从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在表达自由保护领域，现有的共

识是，限制商业言论引发寒蝉效应的可能性也比限制非商业言论要小很多。〔113〕 因此，非商业言

论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
利用姓名进行商业推销属于典型的商业言论，〔114〕 即便有商品化权的限制，商家依然有很强

的动力获得自然人的许可。比如，在前文提到的 “乔丹体育”案中，被告将 “乔丹”注册为商

标并使用，具有显著的商业推销目的，属于典型的商业言论，受到的保护有限，不能对抗姓名

商品化权。与上述行为相对的另一极端的姓名使用行为是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为评论目的而使用

自然人姓名。它的推销商品 ( 作品) 的目的不是十分明显，因此被告的表达自由抗辩更容易被

接受。
美国有意见认为，传统媒体在作品中使用名人形象，也有促进作品销售的盈利动机，与普

通的商业言论并无本质区别，因此面对表达自由抗辩时，法院区别对待商品和媒体作品是不合

理的。〔115〕 其实，从发表言论的动机看，几乎所有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逐利动机，在这一意义上

区分商业与非商业言论的确没有意义。不过，作品发行 ( 言论传播) 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大大超

出普通的商品推销言论，而且不容易被内部化。因此，市场机制很可能无法为非商业言论的传

播提供足够的激励。利用“是否推销额外的商品”这一区分标准，识别出那些可利用市场机制

激发的商业言论，给予更弱的保护，从而为保护商品化权留下空间，还是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
此外，如果将文艺作品中的非商业言论交由名人控制 ( 以商品化权保护的名义) ，则言论的私人

审查极有可能泛滥，妨碍思想市场的运作。因此，主流意见维持传统的商业言论和非商业言论

的区分，还是很有必要，至少在形象权保护领域是如此。
实务中，容易引发争议的是那些既有商业推销目的又有非商业言论价值的处在中间地带的

使用行为。前面第 4． 1 节提到的企业形象广告、T 恤衫、游戏软件等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在这些

案件中，推销目的不像传统的产品广告那样显著，在综合权衡过程中，法院进一步考虑该使用

行为的言论价值、姓名之于表达的重要性 ( 替代性表达的可能性) 、产权机制运作的可能性等因

素就更加重要。

( 二) 使用行为的言论价值

在考虑推销目的之显著程度后，法院还是要考虑推销行为本身所具备的额外的言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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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4〕

〔115〕

See Virginia State Pharmacy Board v． Virginia Citizens Consumer Council，425 U． S． 748，771 ( 1976) ．

See Commercial speech is“speech that proposes a commercial transaction．”State Univ． of New York v． Fox，

492 U． S． 469，482 ( 1989) ．

See Ｒedish ＆ Shust，supra note 110，at 1480 － 1499． 该论文的反对意见提到诸多理由，恰恰忽略了私人

审查机制的负面影响这一最为关键的理由，非常遗憾。



如果只是在商品上使用姓名进行推销，除了唤起公众对自然人形象的联想外，额外增加的思想

内容非常有限。表达自由保护旨在促使公众表达自己的思想，以丰富思想市场。使用者仅仅是

在商品或广告中单纯“复制”自然人的自然形象，表达的思想内容非常有限，算不上向思想市

场贡献出自己的有价值的思想。因此，对这种商业推销行为没有必要给予太多的表达自由保护。

上述思路与美国法院在 Comedy III 案中所采用的 “转换性使用”测试的思路是一致的。〔116〕

在该案中，被告在 T 恤衫上印制自己创作的 “三个臭皮匠” ( the Three Stooges) 喜剧演员组合的

演员形象并对外出售。法院关注的是，被告是否转换性地使用原告的形象 ( the celebrity’s
likeness) 来创作自己的表达。如果名人形象已经成为使用者自己表达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名

人的形象的“原材料” ( raw materials) ，则表达自由抗辩成立。依据这一标准，法院认为被告创

作的人物形象作品虽然展现了一定的创作技巧，但是并没有作出显著的转换性或创造性的贡献。

该作品的市场价值主要源于所描绘的名人的名声，而非被告自己的贡献。因此，拒绝被告的表

达自由抗辩。

沿着美国 Comedy III 案中法院的思路，评估前文提到的使用者在非典型商品 ( T 恤衫、咖啡

杯、纪念品、明信片等) 上使用他人姓名的行为的言论价值，就比较容易。在肖像类利用行为

中，使用者多少还融入了创作者的表达，而单纯使用姓名的场合，使用者没有做出新的表达性

贡献，言论价值非常有限，因此不值得以牺牲商品化权的方式给予激励。在前面第 4． 1 节提到

的游戏软件中使用他人姓名，也会因为游戏软件更接近代码形式的机器产品，而被认为言论价

值相对有限，使用者侵害姓名商品化权的可能性较大。〔117〕

如果使用者走得更远，在使用姓名时还添加更多的个性化内容，传达推销目的之外的思想，

即具有额外的言论价值，单纯依据 “转换性使用”测试法，可能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前面

提到的第一类争议性使用行为———形象广告就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在美国 Jordan 案的形象广告

中，被告使用姓名除了满足商业推销目的外，还向公众表达自己作为篮球明星乔丹所在社区的

一员的自豪感，表达对乔丹的祝贺和拥戴之意，的确具有额外的非商业言论价值。再比如，像

后文提到的 Ｒogers 案，在电影标题和角色形象中使用名人的姓名。除了具有推销目的外，姓名

成为独立的有价值的额外表达的一部分。在评估此类使用是否具有合理性时，法院应该进一步

评估该额外的言论价值的重要性。

在上述美国 Jordan 案中，美国法院并没有明确宣称对该非商业言论的价值进行评估，但实

际上差不多等于这么做了。法院对比了一个企业祝贺地方社区群体与祝贺一个著名运动员之间

的差别。法院认为，著名运动员与地方社区群体不同，其身份具有商业价值，并不需要无偿推

广。因此，对著名运动员的祝贺只能被理解为被告的推销手段 ( promotional device) ，而非社区

企业成员的慈善行动 ( benevolent act) 。〔118〕 这一表述除了说明该推销目的很明显外，实际上还暗

示表扬名人的形象广告对社会而言，并无太大言论价值。相反，如果形象广告祝贺没有太多机

会见诸媒体的普通社区群体，具有更大的弘扬社区文化的言论价值，则更有可能被认定为合理

使用。当然，整体而言，在形象广告中对他人表达祝贺之意，可能都被放在较低的言论价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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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17〕

〔118〕

See Comedy III，supra note 111．

比如，在 Davis v． Electronic Arts Inc． 案中，足球电脑游戏中使用运动员姓名和球队标志等。See Davis

v． Electronic Arts Inc． ，supra note 81．

See Michael Jordan v． Jewel Food Stores，Inc． ，supra note 75，at 518．



阶上; 而以电影、油画、图书等严肃艺术形式呈现的作品，则会被默认处在更高的言论价值位

阶上，个案中它们的言论价值几乎不会受到质疑。

( 三) 替代表达的可能性

姓名使用行为具有推销商品之目的，又有额外的非商业言论价值时，法院还应当进一步考

虑该非商业言论是否可以与推销言论分开。如果可以，则没有必要因非商业言论而保护商业言

论。相反，如果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则有可能导致该言论从整体上被视为非商业性言

论，受到更充分的保护。〔119〕 此即所谓“不可分割地交织学说” ( Inextricably Intertwined doctrine) 。
这里以 Ｒeily 案来说明这一学说的适用。在 Ｒeily 案中，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法管制专业募款人

员针对潜在捐款人的慈善游说言论 ( charitable solicitations) ，要求披露募款使用方案等内容，引

发争议。法院需要决定此类言论应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法院认为慈善游说中非商业言论 ( 慈

善事业介绍) 和商业言论 ( 游说他人捐款) 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应作为非商业言论给予充

分保护。〔120〕 法院认为，在此类情形下，仔细区分言论中的商业与非商业部分，分别适用不同的

保护标准，不具备操作性。〔121〕

在使用姓名进行推销时，商业言论和非商业言论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可能性，应该比

较低。这里以前文反复提到的美国 Jordan 案来说明。在该案中，被告主张自己的言论中商业因

素和非商业因素不可分割，因此形象广告应该被视为非商业言论而受到更严格的保护。〔122〕 法院

引用美国最高法院在 Fox 案中的意见，认为只有人为法律或自然事实导致行为人无法将言论本身

所包含商业和非商业因素分开表达时，“不可分割地交织”学说才能适用。〔123〕 在 Fox 案中，一

个家居用品制造商希望在大学校园内举办讲座活动，讲座在推销家居用品的同时也会涉及如何

有效管理 家 庭 财 务 等 非 商 业 内 容。当 事 方 大 学 禁 止 校 园 内 的 商 业 推 销 活 动 ( commercial
solicitation) ，因此阻止该讲座，引发表达自由方面的争议。原告认为，讲座内容中商业和非商业

内容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应该被视为非商业言论受到严格保护。法院拒绝了这一主张，

认为法律上或事实上并不存在推销家居用品和讲授家庭财务知识无法分开进行的情形。〔124〕

在上述案例法的基础上，Jordan 案法院认为，被告形象广告中的商业因素 ( 提升品牌形象)

和非商业因素 ( 社区成员的骄傲、向乔丹表达祝贺) 并没有无法分割地交织在一起。〔125〕 不过，

法院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在该案的情形下，如何才能将二者分开表达。可能的答案是，在非形

象广告的场合，比如普通的新闻报道或公开活动的场合，企业代表作为社区一员，可以公开表

达对名人的尊重或支持，而无需在专门在形象广告中表达。因此，此类案件中，商业与非商业

因素并没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不可分割地交织”学说的分析思路应该也适用于前文第 4． 1 节所介绍的非典型商品和非典

型作品 ( 游戏软件) 中利用自然人姓名或人格形象的情形。如前所述，这些使用类型大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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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See Fox，supra note 114，at 474．

See Ｒiley v．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Blind，487 U． S． 781，796 ( 1988) ．

Id．

其实，按照本文分析思路，这里非商业言论的价值很低，未必需要认真对待。这里假定这一因素不

是问题，转而关注它是否能与商业言论分开。

See Fox，supra note 114．

Id．

See Michael Jordan v． Jewel Food Stores，Inc． ，supra note 75，at 521．



明显的非商业言论价值，原本并不需要认真考虑两类表达是否不可分离的这一因素。即便个别

使用行为有一定的非商业言论价值，也很难被认定为两类表达不可分离的情形。毕竟，在这些

广告或商品之外，利用普通出版物或其他媒介表达这些非商业言论，易如反掌。

为数不多的可能适用“不可分割地交织”学说的情形是，在电影或其他作品标题中使用名

人姓名，一方面可能有内容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推销该作品之目的。当然，整体而言，

如前第 4． 1 节所述，在作品中使用姓名，被认定具有显著推销之目的的可能性比较小，因而使

用者走到表达自由抗辩这一步的几率比较小。只有使用者借助名人效应推销电影之目的很显著，

需要认真考虑表达自由抗辩的可能性时，法院才需要进一步考虑姓名之于该表达的相关性或必

要性，以决定该使用行为是否合理。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美国法院在 Ｒogers 案中发展出

来的艺术表达相关性测试法。在 Ｒogers 案中，被告制作了一部关于两位虚构的意大利舞蹈演员

Pippo 和 Amelia 的电影。两个虚拟角色的别名是 Ginger 和 Fred，分别模仿美国著名舞蹈家 Ginger
Ｒogers 和 Fred Astaire。在电影中，两个虚拟角色被称为意大利的 “Ginger and Fred”。电影也因

此被命名为“Ginger and Fred”。Ginger Ｒogers 提出多项指控，其中一项是形象权侵权。法院强

调言论自由的价值，认为除非电影作品标题中使用的名人姓名与电影内容完全无关 ( wholly
unrelated) 或仅仅是隐藏的商业广告，否则不会侵害形象权。〔126〕 Ｒogers 案法院选择的标准比较

偏向保护表达自由，似乎只要名称与内容有点相关性，使用姓名就具有正当性。在处理类似案

件时，不同国家的法院可能会有不同的尺度。比如，印度法院在类似的案件中，就和美国法院

的结论不同。〔127〕 将来，我们的法院可能会采取稍稍偏向商品化权的标准，要求姓名和作品内容

之间有更强的相关性，然后才认定商业与非商业言论不可分割，给予充分保护。

( 四) 产权机制运作的可能性

在权衡姓名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时，还应该考虑在产权机制下为使用行为寻求授权

的可能性。这类似于著作权法上合理使用的分析中，法院评估被告使用行为对原告潜在市场利

益的影响。在具体案件中，先假定权利人有权控制该姓名使用行为，然后看市场是否能够形成

有效的许可机制，使得姓名利用行为通过正常的交易获得许可。如果保护姓名商品化权并不导

致明显的市场失败，则法院干预市场机制运作，认定合理使用的必要性就会降低。

这里以前面提到的三种非典型使用行为为例来说明。在形象广告、茶杯和 T 恤衫、游戏程

序之类商品上使用姓名，企业与个人的合作有明显的剩余，交易成本并不比普通商标的许可更

高，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市场机制能达成有效的合作结果。真正存在系统性市场失败风险的可能

情形是，使用者在上述商品上对名人进行正当批评的情形。这时候，法律不能指望名人们会大

度到自愿许可商家批评自己的程度，而是要否认商家侵害名人商品化权———即便商家在批评名

人的同时也在推销自己商品，依然构成合理使用。

在个案中，特定自然人形象的商业利用价值与交易成本的对比，是否明显有利于产权机制

的运作，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自然人形象用作推销商品的价值越高，商家就越有可能

克服交易成本获得许可，产权机制的运作就越正常。相反，在自然人姓名利用价值有限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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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27〕

See Ｒogers，supra note 112．

See Shivaji Ｒao Gaikwad v． Varsha Productions，( 62) PTC 351 ( 2015) ，the High Court of Madras． 印度法院

认为，在电影标题中使用著名演员的姓名，而内容又与该演员无关，侵害演员的人格权。https: / / indiancaselaws．

wordpress． com/2015 /03 /15 /shivaji － rao － gaikwad － v － varsha － productions /，2020 年 12 月 21 日访问。



用行为被认定为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比如，在秋菊打官司案中，制片人对普通人肖

像的使用就被认定为合理使用。法院指出，“贾桂花在影片中的镜头非广告性质，也没有独立完

整的商业价值，因而不是不可替代。”〔128〕 要求电影制片人按照市场机制获得每个群众演员的肖

像权使用许可，交易成本太高，没有效率。按照这一逻辑，电影中使用名人肖像，被认定侵权

的可能性更大。类似的道理应该也适用于自然人姓名的合理使用分析。
当然，新技术导致的新商业模式可能会降低某些交易成本，使得过去认为不合理的产权机

制变得合理。前文提到的 Facebook 案就能说明这一点。〔129〕 在网络空间中，Facebook 与每个用户

之间的互动简单而直接，这使得他们按照产权模式来开发平均规模为 130 人左右的朋友圈内的广

告价值成为可能。这也就使得普通人的形象权的产权保护机制变得更有必要。
法院在分析产权或市场机制的可行性时，还应考虑许可某类姓名使用行为是否对权利人原

本存在并被法律认可的市场利益造成实质损害。比如，如果商家可以自由使用前面提到的 “杨

幂同款”之类的推销广告，而它与传统的代言广告的界限模糊，则很可能导致原本需要获得代

言人许可的使用者纷纷采用类似的变通策略而搭便车，从而损害原本正常运作的许可市场机制。
从这一角度看，这一行为也不宜认定为合理使用。

六、结 论

姓名商品化利用行为本质上是利用自然人人格形象进行商业推销。与名人一样，普通自然

人也有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利用自己人格形象进行推销的现实需求，在网络时代更是如此。自然

人知名度在侵权认定环节是一个考虑因素，但并非普通自然人享有姓名商品化权的前提。认定

姓名商品化权侵权，不应要求姓名和自然人人格形象存在唯一对应关系。面向不特定公众使用

自然人姓名推销商品时，有实质数量的相关公众认为该姓名指向特定自然人，就满足了姓名与

自然人人格形象之间的存在对应关系的要求。使用姓名的行为只要具有商业推销目的，就落入

姓名商品化权的控制范围，而无需进一步要求该行为误导公众产生自然人支持商品的印象。要

求法院判断推销行为的实际效果，会无谓耗费社会资源。在个案中，为了避免过度保护姓名商

品化权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强化表达自由抗辩，许可法院综合考虑推销目的之显著程度、使用

行为的言论价值、替代表达的可能性以及产权机制运作的可能性等因素，豁免部分合理使用者

的侵权责任。
接受上述分析框架，决策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姓名商品化权的本质和权利边界，准确把握

侵权认定中关键环节的政策权衡要素和方向。适当变通，这一侵权认定思路也应该能够适用于

肖像或声音商品化权的侵权认定，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具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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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贾桂花诉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侵害肖像权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 1993 ) 海民初字

第 3991 号。

See Facebook，supra note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