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作者资格之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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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因具有“深度学习”能力，拥有类似人类的“智能”，它是否能够成为
“作者”而对自己“创作”的作品享有权利，是当前著作权法面临的一大难题。对于人工智
能作者资格的认定，应从现有著作权理论出发，重新审视作者资格与法律主体的关系，以寻
求人工智能作者资格的证成路径。作者资格表现为法律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接，对其认定本
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法律主体是法律作者的外延概念，一方面，直接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
体资格欠缺实证基础和历史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因法律和法理上的逻辑矛盾
不能类比法人成为拟制主体。在法典化时代，对人工智能的定位应为法权模型中的法律关系
客体，不宜成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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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if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hor Qua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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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its deep learning ability and human-like intelligence, wheth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be an "author" and enjoy the right to its "created" works is a big problem faced by
the current copyright law. The author qualif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ascertained
from the existing copyright theo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 qualification and legal
subject should be re-examined, so as to seek the way to prove the author qualif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hor qualification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egal author and works, which is
essentially a value judgment. The legal subject is the extension concept of the legal author. On the
one hand, it is lack of empirical basis and historical legitimacy basis to g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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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ubject qualification directly;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the logic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w and jurisprud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not be compared with legal person as the subject
of fiction. In the age of codific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the object of
legal relations in the model of legal rights, not the author.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object；qualification of legal subject；artificial main
body；author

继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这一标志性事件之后，人工智能历经了 60 多年的发展历程，仍
呈突进发展之势。因“深度学习”能力使得独立思考和程序算法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同时
也逐渐使人工智能摆脱辅助性工具地位。人工智能兼具“智能”和“创造性”不仅颠覆了原
有知识产权法权结构下的主客体之分，更给作者资格的认定带来挑战。解决人工智能生成物
的法律属性界定和权属问题，应重新审视现有著作权理论下作者资格认定的路径和标准，明
确法律主体和作者资格认定的关系，在现有法律关系体系下对人工智能进行恰当的主客体定
位。

一、问题的提出
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将会给著作权法带来巨大的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逐渐
打破了人与机器在自主创作领域之间的界限。2019 年 5 月 6 日刊登于法制日报的《全国首
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案宣判》一文，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认定为作品的问题再次被推
[1]

向热潮。 此外，北京互联网法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纠纷已经做出了判决，法
院认为，虽然智能软件生成此类“作品”与自然人创作的作品在内容、形式和表达方式上难
以区分，但根据目前的产业及科技的发展水平，不宜对现有的民法主体基本规范予以突破。
分析报告是威科先行库利用输入的关键词通过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合而生成，某种意义上
讲可认定为“创作”
，但即使该分析报告具有独创性，由于威科先行库并非是自然人，不能
①

认为威科先行库是作者并享有相关著作权。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益分配，非但事关现有著
作权法立法框架的变革，更事关法律调整对象基本法理的突破，成为法律理论与实务届亟待
解决的现实问题。
理论研究上，大部分学者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入手探讨作者资格的认定问题，认为著作
权意义上的作者只能是自然人或其他法律拟制主体。对于人工智能能否成为作者的问题，学
者们的观点莫衷一是。一方面，肯定说主张可以从法律拟制作者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赋予
2

人工智能独立主体资格存在合理性，可借助法人制度探讨人工智能可以具有权利能力。民事
[2](P140)

主体的范围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权利主体不仅局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

也有学

者认为人工智能具有独立自主的行为能力,有资格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责任义务,理应具有
法律人格，并主张赋予人工智能有限的法律人格，对此可以积极借鉴域外立法。

[3](P50)

从域

外现有的立法趋势来看，欧盟已经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对人工智能进行主体定位。

[4](P54)

欧盟

法律事务委员会已经向欧盟提议将人工智能拟制为“电子人”，对其进行登记，并赋予一定
的权利义务。另一方面，否定说的论证角度更为多样。有学者从激励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
知识产权的立法目的是通过授予创造者排他权以鼓励创新，如果无需通过激励也可创新，则
[5](P156)

无激励的必要，也就无需授予其权利。

从康德哲学观视角来看，基于主客二分法原理，

法律主体与客体不能置换，因此人工智能作为客体不能成为法律主体；人工智能也不能类推
适用法人主体资格制度，因其不具备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独自承担
[6](P43)

法律责任，欠缺成为法律主体资格的要件。

立法者在制定《著作权法》之初始料未及“非人类主体”能够“创作”出类似于人类创
作的作品，因此忽略了对非人类主体创作主体资格的认定。2020 年 11 月 11 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然而此次修法也仅仅是在
民法典使用“非法人组织”概念的基础上将原来“其他组织”的表述进行订正，但作者资格
认定依然尚不明晰。随着商业版权业的迅速发展，非自然人“创作”的趋势增强，并且更加
地依赖投入资本的支撑。

[7](P103)

当下作品的人格性被逐渐削弱，重新审视作者资格的判定标

准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二、人工智能的属性定位
（一）法律人格的形成回溯
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
，法律人格的演变体现了民法观念、价值的改变。自然
人并非天然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每个民事主体也并非完全平等。在“人可非人”的奴隶制时
期，法律主体资格的取得主要取决于“他是怎样的人”，法律承认的主体仅限于少数的“上
等人”和“自由人”
。中世纪时期，
“天赋人权”观念深入人心，人的存在是为了证明上帝的
伟大。16 世纪启蒙运动后，古典自然法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法律主体”与“伦理人格”相
结合，
“法律人格”概念应运而生。此时法律主体之间也达到了最为抽象化的平等，自然人
[8](P122)

法律主体资格的取得仅取决于“他是人”
。

“非人可人”是功利主义视角下基于现实需求的产物。早在罗马时期，寺院、医院已经
3

作为民事主体而存在。因此，民事主体是法律的产物，而不是民事主体创造了法律。法人制
度的确立，实质仍然是自然人利益的延伸。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的某些具体行为中享有
特定的权利义务，出于保护这些特定主体权利义务的需要，法律应赋予此类商业团体法律主
体资格。随着团体组织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民事主体的伦理性因素已经逐渐被
弱化，拥有独立的财产、能够独立承担责任以及其他社会功能已经成为考量民事主体资格的
重要因素。
“人生而平等”并非在任何时代都平等地适用于每个人。在奴隶制时代，不平等的社
会背景让“人可非人”被认为是具有历史正当性的公理或自然秩序，并为当时的实证法所认
[9](P154)

可。而在后人看来，这本身就是对“人生而平等”自然法则的违背，是“恶法”。

为了

改变部分人沦为“客体”的社会现状，人类开始了漫长的“为权利而斗争”，由此，
“人人平
等”越来越具有普遍应然性，这一自然法则成为了日益普惠的实际成果。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辅助性工具，其已经具备独立创造能力
并能够做出实质性贡献，可以借鉴法人拟制主体制度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

[5](P164)

法

人被拟制成法律主体大致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为了适应经济投资制度
的需要，法律赋予团体权益以维护其利益；二是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延伸。法人具体行为的实
施、权利义务的实现、责任的承担，最终都要由具体的自然人来完成。法人“创作”实质上
仍是自然人的创作，承认法人作者并不违背实际创作人原则；

[10](P56)

三是法人具有意识、财

产和责任承担上的独立性，拟制成为法律主体并不超越法律主体的内涵。

[11](P19)

（二）人工智能难以参照法律人格的证明路径
1.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与自然人难以等同
人工智能无法参照人类改变自身奴隶命运的斗争史而享有“人格”
。人工智能从未展开
改造自然的活动，也不曾努力为争取权利而斗争。理论上也不存在人工智能可以获得主体地
位的自然法公理。有人认为，强人工智能时代即将来临，应当考虑有条件地赋予人工智能有
[3](P57)

限法律主体资格。

然而，如果因为人工智能能够“自主”选取素材进行“创作”，就认

为它与人的思维能力相同或等同，从而主张赋予其法律主体资格，这其实陷入了逻辑误区。
首先，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并不能与人的决策能力进行同质性比较。技术应服务于
人而非凌驾于人。现代科技都在力求提高技术的运行高效性，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为己任，
而非追求社会规范意义上的“人格”。

[12](P361)

创造和检验工具自动化运行能力的标准，并不

能适用于主体资格的检验。此外，假设赋予了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而忽视人类技术开发
4

的意义甚至喧宾夺主，是典型的“人类因素”逐步消失的异化表现。其次，强人工智能时代
是否可以到来难以预料。在思想、语言和情感方面，人工智能与人类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13](P98)

[14](P10)

人脑中的神经元共有 800 亿个。

大脑的运作具有系统性，人类对大脑是如何实现

协同运作发展，如何产生情感和意识还知之甚少。实证主义认为，人类现有的任何规则皆是
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针对现实存在而设计，而不是针对推测的“事实”，我们不能对“乌
托邦”进行立法。
2.法律拟制主体路径的逻辑悖论
就目前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来说，人工智能欠缺自主意识，没有独立财产，尚不具备享
有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如果强行赋予其拟制主体的资格，难免会导致法理上
的逻辑悖论。
其一，与主客体不能置换的哲学原理相悖。康德认为，人与物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
系，人是目的，而物是手段。人的尊严和自由是建立法秩序的根基，是法律主体制度的基础，
如果人从主体转换成为客体，那么将会砸断现有法律秩序的四梁八柱。人工智能归根结底是
人的创造物，是“物”的范畴，只能处于被支配、被处分的从属地位。
其二，与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法理相悖。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即调整社会
资源在各社会主体间的分配。倘若法律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地位，则势必颠覆法律调整
对象的基本法理，物（人工智能）与人乃至物与物（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也成
了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规范与技术规范间将难觅楚河汉界。事实上，在对人工智能侵权行
为进行责任认定问题的研讨中，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最终责任的承担主体仍为人类，法律本质
上规制的仍是人的行为。
其三，与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立宗旨相悖。知识产权基于激励理论而生，即为了促进科技
发展和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法律通过赋予发明者或创作者某些经济利益来激励其创造。然而
就现阶段而言，人工智能的本质仍属于机器，不具备情感意识。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无法领会
作品带来的精神权益，也无法享受法律赋予的物质利益，赋予人工智能排他权或其他著作权
利益并无实际意义。

三、现有理论框架下作者资格认定的路径
（一）作者资格的认定是一种价值判断
作者资格的认定是相关主体原始取得著作权的前提，同时也是智力创造活动的结果。
[15](P10~13)

这意味着，在著作权主体和客体之间建立联系，不失为认定作者资格的一种可行方
5

法。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是能够原始取得完整著作权的主体。根据权利主体自
然属性的不同，可以将作者分为自然人作者和非自然人作者。当然，其中最具争议的莫过于
非自然人作者的认定。作者权体系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立法的哲学基础，认为作品应体现
人格精神，反映人的个性；而版权体系受“重商主义”影响，更加注重保护作品带来的经济
利益，作品成为了财产利益的代名词。我国《著作权法》在沿用作者权体系“人格价值观”
理论的基础上，也吸收了版权体系的部分做法，认为作品只能由自然人创作，法人和其他组
织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视为“作者”，从而享有部分著作权。
从《著作权法》保护的主体角度来看，“作者”包含了两类主体：一是主体经由实际创
作作品而成为作者，即事实作者。法人因不能“创作”而无法成为事实上的作者，所以事实
作者实际上只能是自然人；二是主体被法律明确赋予作者资格，即拟制作者。实际上，无论
是实际创作人还是拟制作者，都属于法律作者。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事实作者还是拟制作
者，并非必然成为法律作者，只有经过法律确认才能成为规范意义上的作者，并因此享有著
②[16](P70)

作权。

即便是自然人作者，在著作权诞生之前，其“事实作者”身份实际上并无法

律意义。
从《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角度来看，作品应满足独创性的实质要件。起初在独创性语
境下的作者仅局限于自然人，即事实作者。然而在 20 世纪之后，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作品的本质逐渐从“主体本位”到“文本本位”转变，作品的“人格印记”逐渐淡化。人们
现在的社会需求更主要体现在游戏、软件、数据库、产品和工程设计图等功能性、实用性作
[17](P13)

品上。

因此，在独创性与作者资格分离的情形下，作者资格问题的讨论应结合具体情

形做出价值判断，而不应仅仅聚焦于规范意义上的事实作者。
（二）作者资格是法律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接
纵观作者资格的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事实作者、拟制作者和推定作者三个阶段。事实
作者基于创作事实即可获得作者资格。

③[18](P130~145)

随着版权产业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作品的

创作与传播分工更为精细，雇主的组织和投资对于作品的传播起到了主要作用。

[19](P84)

为了

维护投资方利益，进一步促进作品的传播与利用，雇主可因其资金投入和其他物质安排获得
拟制作者地位。除此之外，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著作权法》还规定了作品署名制度，即在
无相反证据时推定在作品上署名的主体为作者，而无论其为自然人还是法人。
法律确认作者资格无非是基于实际创作、必要投入和署名推定三个事实。作者资格作为
法律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连接点，是作品归属于作者的正当性依据。虽然作者资格的认定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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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背景、哲学基础和立法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其表现形式在不同时期千差万别，但总体都表
现为著作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著作权诞生初期，大部分作品基于创作事实获得，此时
取得作者资格的法律表征可体现为“自然人-实际创作-作品”的过程。在随后版权产业扩大
化的背景下，则产生了“自然人/法人-必要投入-作品”这种新的连接点。作品署名亦然。
此时作者资格的判断已转变为应然的价值选择。英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在版权法中区分作
品的不同类型，分别规定作者“应当”为出版人、提供收入该节目之电缆节目服务的人、制
④

作广播的人、其他广播的制作人或对录音或影片制作之必要安排承担责任的人等。
（三）法律主体是作者资格的外延

私法主体的哲学基础是理性，如果认为作者等同于法律主体，那么二者的主体范畴应当
一致。然而从演变过程看来，作者资格的认定比法律主体更为严格，除了以理性、意志为判
断要素之外，作者资格的认定更倾向于在不同阶段服务于不同的价值目标。
作者资格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只赋予自然人。法人主体资格的确认是其成为作者的前提，
但法人起初并未成为法律规范上的作者。1709 年《安娜女王法》的出台将保护的重点由出
版商转向了作者，各国著作权法的价值取向转变为保护和鼓励用智力进行创作的人。由此，
自然人被认为是创造力来源的立法理念一直被延续下来并影响着作者的认定，此时的作者实
际上小于法律主体的范畴。目前部分作者权体系国家仍然固守自然人创作的观点，只承认自
⑤[20](P216)

然人的作者资格。

法人作者资格的承认与法律主体资格的确认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法人的概念最早始于德
国民法，但其《著作权法》并未随之确立其作者资格。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著作权的商业化
特征逐渐显现。在这一时期，电影、音乐制品、录音录像和其他类型的作品获得了极大丰富，
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对作品的传播大有裨益。新类型作品的创作对不同环节创作者的精细化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种形式的企业间合作成为了这一时期作品创作和传播的主要推动力。
1909 年美国《版权法》最早规定了雇主可以成为作者，但也仅仅是做了原则性规定，并没
⑥

有明确界定雇主作品和雇佣作品，也没有区分合同关系和雇佣关系。 投资者大多只能通过
合同获得著作权利益。进入工业社会后，传统著作权理论难以适应文化产业的发展，直到
1976 年美国《版权法》再次修改，细化了关于“雇佣作品”的具体规则，雇主的作者资格
[19](P82)

才真正确立。

在作者权体系国家，即便是一直坚持“实际创作人为作者”和“精神权

利不可转让”的法国和德国，在面临产业界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做出立法调整。

四、人工智能“创作”背景下作者资格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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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一）
“主客体”序格下的人工智能
哲学对人类社会结构最本质的解读在于“主体”与“客体”概念的界定和结构设置。在
马克思看来，作为主体的人具有两方面的特性：一是人通过自身的天赋、才能和欲望等表现
出生命力和自然力；二是人的主体性需要通过对立存在来感知和确证。人之外的一切事物均
具有对象性和客观性。而所谓对象性和客观性都是相较于主体而言的，只要有对象存在于主
体之外，那么该对象就是客观的另一个现实，另一个他物。

[21](P167~169)

人工智能以客观存在物的形式存在着，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客体的构成要素——对象
性和客观性。如果将其视为主体，则缺乏两个构成性要素：一是物质性。该物质性并非指纯
物质形态，而是指自然物质性，即主体本身能够体现自然力的作用，同时也拥有主体意识。
[22](P34~37)

然而人工智能并非天然具有天赋、才能和欲望，也不能产生与人类等同的情感和思维。

二是自我意识。主体与客体在自我感知的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别。虽然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可以
实现人机互动并可在具体环境下对人类的行为做出反应，但也只是算法和程序运行的结果。
计算机语言在具体的模式匹配和回溯过程中不产生自我意识，更不用说情感的揣摩和智力的
升华。
自然法的“服从规则”是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所必须遵循的序格，万事万物无一例外地
服从于此。

[23](P122)

在科技革命时代，人工智能亦应遵守“服从规则”。首先，在自然法下，

任何人均不是“造物主”
。人的主体地位是通过认识自然并改造自然的自主实践取得的，是
历史的产物；与此同时，自然界的其他之物皆是为人所用的。人类能够支配工具的自然理性
[24](P35~36)

是“服从规则”的应有之义，任何违反该理性规则的行为都被认为是“非正义”。

因

此，如果主张赋予人工智能主体资格，则有违自然法秩序下的“主客体”序格。其次，能力
只有被问及主体时才有意义。能力属于主体，脱离了主体去探讨能力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
[25](P212)

正如同单纯地讨论平等是否平等，财富是否是富一样。

即使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展现

出了超脱的“智慧”
，也不能脱离人类去探讨人工智能是否“智能”。
（二）人工智能符合“客体工具论”
无论是自然法的“服从规则”
，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主客
体”序格，都必须通过一般性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秩序。抽象化的法
[26](P161)

律主体是有感知、语言和诉求能力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

客体是主体的意志所
[27](P139)

指向的对象，具有服从性、对象性和原欲目标性，如民法上之物、行为、人格利益等。

生活中的社会关系需要转化为法权模式中的“对应性存在方”才能被法律所规制。主体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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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则设计的目的，规制客体是实现法律目的的手段。
对人工智能进行法律规制的首要前提是将其转化为法权结构中的主体或客体。首先，从
技术目标来看，人工智能被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类利益的最大化，能够被人类更好地支
配并服务于人的发展。其次，从技术特性来看，人工智能具有效用性、服从性和可支配性，
符合法权结构中客体的要求。再次，从技术实现来看，人工智能具有超越人类的数据储存和
计算能力，反映了其工具的属性，同时也正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体现。更何况，人工
智能还未具有主体才拥有的感知能力、语言能力和诉求能力。
如果实现人工智能“主体化”
，则不能达到人工智能“主体化”之实效。部分人过分放
大了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试图利用技术“主体化”的伪装以逃脱法律规制，有将人工智能
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遁入法律主体的排他性庇护之嫌。但即便是人工智能被赋予了法律主体
资格，法律规制的实质仍是以人工智能为客体的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只
有将人工智能定位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才能有效地规制机器背后利用技术改造和影响社会的
人的行为。
（二）主体资格缺位下的权属确认
传统观点往往从权利主体的角度孤立地看待作者，只将来源于人的智力创造成果纳入著
作权保护的范畴，那么当智力成果源于非人类时，将会陷入因权利主体缺位而权利无法归依
的逻辑怪圈。而现实是，著作权理论的注意力已逐渐从创造主体转移到创造对象本身，如易
继明教授主张独创性标准应为客观性标准，仅从创作物客体本身判断是否符合独创性，而无
须关注创作过程。

[28](P140)

在未来的科技前沿，势必会实现计算机代替人类创造信息或产品，

届时如果仍单纯地以创作主体作为作者资格的认定标准，将无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要求。
对于作者权体系国家而言，著作权的关注点从创造主体到创造对象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放
弃对“人格价值观”的坚守，而是更加注重创造对象本身对文化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我
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产权法律制度，此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我们应对信息化发展中
不断产生的知识产权新客体和新权利问题。在难以根据创作主体性质进行作者资格认定时，
分析法律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接因素将会有利于化解此类作品的权利归属难题。
如前所述，作者与作品之间存在实际创作、必要投入和作品署名三个联接因素。在法律
主体缺位的语境下，英国《版权、设计和专利法案》明确规定了计算机“创作”的作品可以
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并且将著作权归属于为计算机生成作品而做出“必要安排”的自然人。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无法基于“实际创作”让其“作者”身份获得承认。而
9

在“必要投入”和“作品署名”两个联接因素之间进行衡量时，显然“必要投入”更能为人
工智能与其创作物在“作者-作品”之间建立连接提供正当性依据，那么借鉴英国的“必要
安排”规定，将投资者认定为人工智能“作品”背后的作者应是较为妥当的选择。

结语
人工智能在诸多领域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足以令人类惊艳。《美国版权法》明确只
保护来自于人类的智力创造活动的成果，直接排除了人工智能成为作者的可能。由于缺乏历
史的正当性基础和实证基础，人工智能无法沿用自然人作者资格的确认路径，也因法理上的
逻辑矛盾无法成为拟制作者。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法律主体最终还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
体-客体”序格下遵从自然法“服从规则”进行求解。如果仅因人工智能拥有“类人思维”
而赋予其主体资格，则与社会历史性相悖。抛开主体因素，人工智能“作品”被赋予产权并
不影响激励理论效用的发挥，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
“作品”权利归属的妥当安排。在此过程中，人类需要做的只是“让人更像人，让机器更像
机器”
，未来才能更好地与人工智能和平共处。

注释：
①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 0491 民初 239 号民事判决书。
②需要说明的是，实际创作人的地位将逐渐让步于拟制作者，作者资格也逐渐与独创性无涉，职务作
品、委托作品和计算机软件等规则设计正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体现。
③从英国 1709 年《安娜女王法》出台至 19 世纪上半叶，在农耕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作品的完成仅需
创作人，几乎无需他人的帮助与合作。
④英国没有独立的邻接权制度，却仍然反映了作者资格的价值判断属性。
⑤德国《著作权法》规定该法所称著作仅指个人的智力创作；西班牙《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创作
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
。他们不承认法人作者资格的主要理由在于，著作权法以保护和鼓励创作为宗旨，认
可法人拟制主体的作者资格不利于保护和鼓励那些真正从事智力活动创作的自然人。
⑥1909 年《美国版权法》第 26 条规定：“作者应包含受雇作品的雇主。”
⑦法国直接吸收了拟制作者制度，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雇佣作品的作者为雇主，雇主因此享有作者
的所有权利。德国著作权法也承认了电影制作者享有作者的部分专属权利，法人的作者资格在事实上已得
到了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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