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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雇员对雇主负有忠实义务，是劳动关系的内在要求，在此义务引导下，雇员应与雇主利益
保持一致，由此形成言论“不为、应为与可为”的三重边界：“不为”系雇员行言受有的直接约束，表现为
保密义务和不损雇主利益之言论义务，对前者须重点考察义务性质、约定、适用范围及客体，对后者则
应结合侵权四要件厘清雇主利益内涵、类型化雇员不当言论、分析因言受损间的关系及雇员主观过
错；“应为”指雇员在雇主利益面临妨害时负有的告知义务，是对雇员言论的变相限制和更高要求，应
予严格限缩适用；“可为”系雇主私益与公共利益抵触时雇员公益告发的权利，其属不为的合理例外，
须与应为明确区分，且在满足三项要件后方能适格。雇员言论不忠须承担相应责任，具体责任形式应
以惩戒相当为原则、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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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言论自由，又称表达自由，其核心内涵意指所见所闻所思以某种形式表现于外的权利。〔１〕 人
类文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文字、思想的交流与传播，个体人权的实现，亦离不开对意
志表达的尊重，言论自由因而是一个社会极为重要的品格和价值，〔２〕并为我国在内的诸国宪法所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本文的成稿，感谢李凌云、杨鹏飞、冯彦君等师长的批评与指正，一
如成例，文责自负。
〔１〕 侯建：《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２〕 李炳烁：《言论自由的限度理论》，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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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受。然则，权利和权利的限制总是相伴而生，即便是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言论的行使也不应成为
绝对无限的存在，如何妥善地界分其权利边际、在其与他种正当法益的冲突中求得微妙的平衡，是
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却难以一言蔽之的话题。数百年来，从学界到立法、司法领域虽对此各
有回应，但由之形成的规则或学说大多尚滞留于宏观层面的制度构造，而较少深入至部门法语境
下，立足具体问题予以针对性的思考，“为了合理地实施限制又不损害言论自由的价值，必须建立
系统的理论”〔３〕，这一缺憾正是当前系统化理论建构中亟待完善的地方。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存于劳动法领域。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公民均处于劳动关系中并作
为雇员方而存在。雇员之身份使其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于工作场所度过，私下言行亦会与工
作事宜间或相关，循此，诚如德国宪法法院所言，“如言论自由在劳动关系中得不到或只得到部分
实现，那显然与其基础性地位不符”〔４〕。但同时，雇员在劳动关系中被认为对雇主负有忠实义务，
其言行举止须与雇主利益保持一致。于是，雇员言论的行使与忠诚义务的履行在何种情境下得相
对立、其时又应作怎样的利益权衡便颇值法理的思量。事实上，这一问题的抛出绝非仅是理论预
想，早在２０１２年发生的“空姐吐槽遭解雇”案，〔５〕便向我们完整地展现了这样一番画面：雇员对雇
主心存异见、遂于公共媒介颇作微词、引发舆论反响、终遭雇主解雇。而近年来，从 “支付宝泄密
门”到“美团歧视性招聘”、再到“沃尔玛黑心油曝光”〔６〕，不同场合下由雇员言论而起且多使雇员
“因言获罪”的事例更于身边频频上演，在社会热议的同时，法律人不禁忖问：雇员作为公民的言论
自由须以肯认，雇员作为受雇者的言论边界又在何方？

二 、雇员言论之特殊语境 ：忠实义务
言论具有作为宪法权利和民事利益两重含义，〔７〕宪法意义上的公共言论应予严格保障，但民
事层面的私人言论可能受制于与其对立的民事或公共利益需求。在劳动关系中，这种需求来自雇
员向雇主负有的忠实义务，对雇员行言的法律评价与规整多须置于忠实义务塑建的价值标尺下进
行，故明晰此义务本身乃是廓清上文疑问的首要前提。在国内学界，这项命题的研究堪处于起步
阶段———忠实义务系公司法领域的传统概念，仅与特定主体即董事和高管人员相连，学者们的讨
论大多拘于此思维定式内开展，而较少地将视阈触及劳动法、关注雇员忠实义务，或也仅将其视作
雇员诸多义务的统合概念而不予定型化分析，这间接致使了现行忠实义务立法中雇员角色的缺
位，实务中更鲜见以雇员忠实义务为主要说理依据的判决。然而，将目光转向比较法，会发现忠实
义务被普遍视作雇员义务的重要分属，不仅为多国立法直接确立，在实务中亦发展出大量的裁判
〔３〕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６３页。
〔４〕 ＢＶｅｒｆＧ２８．
４．１９７６ １ＢｖＲ７１／７３ ＢＶｅｒｆＧＥ４２，１３３．
〔５〕 案情简介：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维珍航空在其官方微博宣布将升级航班餐食服务，其上海办事处两名空姐

当天转发该微博并评论称，“东西少，又难吃，光改餐具有什么用”，其后公司方以空姐所发表的言论影响恶劣、严重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将其解雇，两空姐不服，起诉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等，长宁区法院一审认为两空姐未尽忠诚义
务，维珍解雇决定正当，判决原告败诉，见（２０１３）长民四（民）初字第３４７号（以下简称“维珍案”）。
〔６〕 《支付宝“内鬼”泄密》，载凤凰财经（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４０１０４／１１４０１８０３＿０．ｓｈｔｍｌ）；《美团回
应员 工 歧 视 性 言 论： 违 背 价 值 观 已 被 辞 退 》，载 网 易 财 经 （ｈｔｔｐ：／／ｍｏｎｅｙ．１６３．ｃｏｍ／１７／０５１７／１９／
ＣＫＬＭ７Ｈ６Ｋ００２５８０Ｔ４．ｈｔｍｌ）；《沃尔玛４名员工揭露 “黑油”遭辞退》，载中国财经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ｒｏｌｌ／２０１４０９１７／２６８００４１．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８。
〔７〕 姜峰：《言论的两种类型及其边界》，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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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８〕这种域内外法制建设的差异化呈现，使得有必要自学理处探究此义务的存在基础。
雇员对雇主负担忠实义务，其正当性至少从三方面可得证成：一，就基础理论而言，诚实信用
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恪守诺言、诚实不欺，这在民事雇佣契约中早已被普遍认可和适用，劳
动契约作为结合更紧密的所谓特种雇佣契约，〔９〕自更须强调雇员对雇主合法利益的尽心尽诚维
护，忠实义务正在此意义上应运而生；二，从劳动关系的本质来看，雇员系为雇主提供从属性劳动，
两者呈现出单向的“命令—服从”式关系，而雇员对雇主意志的忠实遵从，是此关系得以正常运行
的基本前提；同时，劳动合同系属持续性合同，其合同目的非单次给付即能实现，而有赖雇员劳力
的持续付出，此间为避免不确定因素的介入动摇劳资双方信赖基础，进而影响双方主给付义务的
顺畅履行，须额外构建对称性的附随义务加以保障，此即雇主保护义务和雇员忠实义务；三，以现
行劳动法为背景分析，“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宗旨固有其合理性，但只偏重于一方的保护反会
使其背信弃义的成本过低、致劳资利益二次失衡，有悖立法初衷，故引入忠实义务的协调亦有助于
劳资关系的互利共赢。
可见，对雇员科以忠实义务实有其法理与现实的必要性，但在立法做出回应前须以澄清的是，
“忠实”一词在语源上来自强调主仆不平等地位的人格共同体理论，在当下采忠实义务的表述并非
是为了承继这种封建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１０〕而更多地意在彰显其理念基础，在诚信原则衍生出
的附随义务意义上将其作为上位概念使用，即如许建宇教授所指，系 “雇员应对雇主履行的以服
从、注意、保密、增进利益等为主要内容的各项不作为义务和作为义务的总称”〔１１〕。在此概念下，
雇员忠实义务以顺应和保障雇主利益为基本准则，整体分化为不作为、作为义务两大类，前者指雇
员不得侵害雇主利益，主要包括保密、竞业限制、不损雇主利益之言行义务，后者则指雇员还应积
极促成雇主利益的实现，又可分为服从、善意、告知等义务；义务主体除普通雇员外，则亦包括高管
群体：高管人员既受公司法忠实义务的规制，并不妨碍其同时负有劳动法上的忠实义务———将高
管视作雇员，学理虽尚存争议，但已被现行立法所认可，〔１２〕实务中大量的高管劳动纠纷亦可为明
证。何以解释此种双重忠实义务？概因高管在雇员身份外，“还具有基于授权而取得的职务资格，
这两者之间不完全等同”〔１３〕，易言之，高管人员在劳动法和公司法语境中承载着不同的身份角色，
而两角色又均存在以忠实义务调整言行举止的规则需求。〔１４〕
那么，具体至“言谈”部分，这种调整会产生哪些影响、进而勾勒出雇员言论的边界呢？自三个
不同面向的考察应足以覆盖此界域的全貌：首先，基于忠实义务中的不作为义务，雇员必将受有言
论上的直接限制，即一般不得为某种言论而伤害雇主利益；其次，雇主利益之达致如以雇员发声为
参见王益英：《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８６～８７ 页。
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９９ 页。
事实上，德国法中已有部分学者回避使用 “忠诚义务”的表述，而直接援引 《民法典》第 ２４１ 条第 ２ 款规
定的 “注意义务”替代，参见王倩：《从德国法看雇员的言论自由和忠诚义务》，载《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１１〕 许建宇：《劳动者忠实义务论》，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６期。
〔１２〕 如《劳动合同法》第２４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
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１３〕 王保树、钱玉林：《经理法律地位之比较研究》，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１４〕 当然，实践中高管两种角色混为一体，难作完全分割，使其在两法中分负的忠诚义务虽性质独立，但内容
部分重合：如两忠实义务中均包含保密义务，而这很难说是高管单一身份属性的独立作用结果，更应视作其双重
身份的共同要求；反之，如高管禁止自我交易义务，系基于其代理人地位享有的管理职能考量，与雇员身份无涉，故
仅能视作其公司法忠实义务的范畴。此外，作为雇员的高管，与普通雇员不仅在权限职能上有别，于劳动关系中身
份地位亦相差悬殊，使得有必要对两者劳动法忠实义务的内容适作区分，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８〕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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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则雇员的沉默亦不可取而须主动为某种言论，这实是作为义务对言论的变相限制；最后，雇
主利益之优位在介入价值位阶更高的其他法益后可能难以为继，则前述的言论受限或许又存在除
外规则，即雇员重获言论自由、可为该种言论。这种“不为、应为与可为”的构造组合，揭示出忠实
义务之于雇员言论的作用力范围与形态，将是本文分析的进路所在。当然，任何“发言”本质上均
是一种行为，大多行为的做出也一并伴有言论，所谓的“言行”实则泾渭难分，故为避免将论题引申
过泛，本文所指的雇员言论，均仅针对雇员忠实义务项下以言论本身为调整对象和行为范式的特
殊义务及派生权利。

三 、忠实义务下的雇员言论不作为
忠实义务中，不作为义务系对雇员最低限度的要求，可由“谨言慎行”四字所概括，从其内容谱
系中分析不难发现，涉及“谨言”的部分有二：保密义务，及不损雇主利益之言论义务。在忠实义务
的指引下，两者分别展现出较传统保密义务和言论侵权 〔１５〕不同的特性，且对雇员言论的调整既有
侧重亦内含着一定关联。同时，较与保密义务渐臻完备的规则理论体系，不损雇主利益之言论义
务在国内既无对应规则，于学界也未有足够的理论供给，故对前者的考察重在驻足雇员保密之异、
检讨现行立法之缺；对后者则须以体系化思维寻求义务的全面立论与解构。
（一）保密义务
雇员保密义务本身的法律适用逻辑殊为简单，雇主因其某类信息的不公开持续受益、这种受
益状态会随着信息的泄言于外被轻易瓦解，而雇员为雇主所用的过程又使其得以合法知悉或随时
接触到此类信息，那么，依忠实义务之要求，雇员言论在此范围内受限似已是不言自明。然而，种
种原因使得此义务的现有构建尚待完善。
１．义务之性质
对雇员保密义务的设定来源亦即其义务性质，现行立法系依雇员类型为区分调整。《劳动合
同法》第２３条第１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可见原则上此义务生于合同约定，但同法第２４条第１款又指出，“竞
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因劳动
法上的竞业限制系对保密义务的延伸，〔１６〕其义务主体须同为保密义务人，承此逻辑，立法对高管、
高技这两类实践中典型涉密雇员又负以法定保密义务。此种以雇员内部客观分化为依据的规范
模式，于逻辑前提上确有合理性，但区分是否必须以“法定—约定”的形式呈现则不无疑问：不同
雇员所负的忠实义务可能内容上有别，但意欲维护雇主利益周全的价值目标理应一致，就此而
言，保密义务之有无应与雇员涉密可能性的大小无关，而只要雇员有涉密之虞，就应一概负以保
密义务。现行法将部分雇员保密义务交由合同机制调整，会造成与雇主未存保密约定的雇员无
意中涉密却无须保密的荒谬后果，实与忠实义务之内涵有违。
对此，借修法将雇员保密义务均予法定固化为对策，但笔者以为，此义务既有其内在的正当
性，当下毋宁抛却约定或法定的形式桎梏，而于适用中将其视为雇员劳动关系的默示条款即可，申
〔１５〕 雇员忠实义务虽属劳动关系的附随义务，但其内容并不限于合同法，而可拓展至其他私法领域，如此义
务本质上即要求雇员不得以言论侵害雇主，而属侵权法规制范畴，见前注〔１１〕，许建宇文。
〔１６〕 该法２３条第２款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
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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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虽立法未予强制规定亦无合意约定，也不问雇员劳动关系中用何种方法得悉之事实，“即不
论受雇主之信赖，或用不法手段获知者”〔１７〕，雇员均应守密，至于不同类型雇员在涉密概率、泄密
影响上的差异，则可于程序及实体责任方面另作考量。其实，根据《合同法》第６０条，“当事人应当
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所谓默示的
保密义务在体现平等合意的民事关系中早已确立，那么在强调身份从属的劳动关系中其就不仅必
须存在，而且理应有更强的适用空间，也即，合同中的默示保密与否尚须结合具体合同之性质等推
定，而雇员的保密义务与“身”俱来。
２．义务之约定
将雇员保密构造为一种默示义务，本身并不排斥对保密的约定。相反，以合同条款、协议或规
章制度 〔１８〕等形式设立保密义务，自有其特殊的优势和必要：约定的存在能强化雇员保密意识、使
其提前预知泄密对自身的不利益，而于源头防范泄密的发生，且经由约定保密义务以书面等形式
被固定，能减轻日后争议时雇主方的举证责任，便于法院审定；同时，约定形式下保密义务之客体
可延展至那些非属典型保密信息但雇主基于自身考虑希望守密之事项，〔１９〕如“雇主之私人或财务
关系”〔２０〕，抑或实务中企业为防范员工攀比、消减内部矛盾的薪酬保密制度 〔２１〕等，使雇主组织管
理中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合理发挥。唯须注意的是，保密义务本身已有忠实义务的法理支撑，且雇
员除言论受限外不负担任何成本，故是“不以支付对价为存在条件的义务”〔２２〕，不仅无约定时应默
示承受，便存有约定雇主亦无须补偿；此外，保密约定并非当然有效，当其侵害劳工基本权益或有
违社会公益，如在保密协议中“禁止谈论工作条件或安全事项”时，〔２３〕那么雇员间不仅仍可自由探
讨，在确实发现安全隐患后还可公开揭发，对此后文将予详述。
３．义务之范围
保密义务于雇员在职期间负担，且不因公私场合有变，此点并无争议，值得思考的是雇员离职
后，其忠实义务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复存在，再负保密义务应作何解释。如前述，雇员忠实义务的法
理渊源为诚实信用原则，在一般民事契约终止后情形，由此原则具化出所谓的后契约义务，以期维
护契约关系给付效果，协助相对人处理契约终了善后事务，〔２４〕实现整体利益格局的完满，这在《合
同法》第９２条中有直接体现，“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
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劳动契约虽不得径直适用民事契约之规范，但就保密义务而言
在后契约阶段应予遵循的法理别无二致，这是因为，相较忠实义务中其他限制更多地基于雇员身
份对雇主的重大利害而设，泄密给雇主的损害主要来自保密信息本身，并不因离职前后泄露而有
黄越钦：《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７５ 页。
学界对劳动规章制度的性质众说纷纭，本文采契约说观点，将之视为劳资双方间的定型化契约，参见胡
：《
立峰 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之“法律规范说”检讨》，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１９〕 现行法将约定保密义务的范围限定在“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但本文既视保密为雇
员默示义务，自洽的逻辑是在确定默示保密信息的基础上，允许双方以约定适作扩张。
〔２０〕 前注〔１７〕，黄越钦书，第１７５页。
〔２１〕 实务中，有法院以薪酬保密违反《劳动法》第４６条“同工同酬”的原则而判定无效，见（２０１３）锡民终字第
０５４３号。但这种理由过于牵强，薪酬保密或公开各有利弊，应当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参见张瑾、张
效功：《薪酬公开 ＶＳ薪酬保密———基于亚当斯公平理论的比较》，载《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２２〕 孔祥俊：《商业秘密保护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２２６ 页。
〔２３〕 《美国劳工委员会起诉特斯拉 指控其保密协议侵犯员工权利 》，载腾讯科技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
ｑｑ．ｃｏｍ／ａ／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２１６３４０．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２）。
〔２４〕 史尚宽：《劳动法原论》，台湾正大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４～２６页。
〔１７〕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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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不同，遑论此阶段因身份约束的消失和外部利益的诱导，往往更易催生“前雇员”泄密之动机，
故为全局贯彻忠实义务的价值目标，应承认雇员忠诚义务状态在此的延续，〔２５〕雇员离职后仍负保
密义务，唯须考虑义务内涵上的分别。
４．义务之客体
“保密信息”是保密义务的客体也即适用对象。在保密约定中，约定之内容一般即为保密信
息，但未存约定时，因此概念并无法定的内涵外延，如何确定雇员应默示保密的信息便至关重要：
商业秘密关乎雇主核心利益，是雇主利害关系人均应默示守密的对象，且业已形成相对明确的评
判标准，属雇员保密信息自无疑问，但是，将两者完全等同并不能体现劳资关系相对其他外部关系
的更紧密联结，会使雇主信息受保护的范围过窄、于其利益不周。 对此，英国法藉由 Ｆａｃｃｅｎｄａ
Ｃｈｉｃｋｅｎ一案 〔２６〕所确立的信息三分法可资借鉴，即将雇员所知悉的信息分为普通信息（不重要或
公众易于获得的信息）、一般保密信息（虽具秘密性，但一经了解掌握便存于雇员大脑、成为其自身
知识或技能的信息）、重要商业秘密（须符合商业秘密法所要求的特定评判标准），继而区分规制。
对普通信息，雇员的自由传播非属泄密；对后两类信息雇员虽须保密，但保密程度又有所不同，以
离职前后为界点，雇员在职期间基于完整的忠实义务要求，对两类信息均负有默示保密责任，离职
后忠实义务虽有延续，但对忠实程度的要求降低，故仅对商业秘密负默示保密责任，对一般保密信
息，除与雇主明确约定外，于之的言论发表则不再受限。
（二）不损雇主利益之言论义务
保密信息外，雇员的行言并非就此自由。劳动关系的紧密性和依存性，使雇员被默认为居处
信息优势地位而对雇主的熟悉程度高于外界，同时，其言谈也易被解读成雇主意志的一定体现甚
或直接授意，尽管这样的理解在诸多情况下并不准确，但毋庸置疑的是，相同的言论自雇员处发
出，外界之认可度较高，对雇主利益也异常攸关，〔２７〕故而在更广泛意义上，忠实义务还要求雇员言
论以“不损雇主利益”为限。
由此不免引出一项追问：泄密无疑是言论侵害雇主利益的一种，何以要将二者分立？除前者
已由法律明定外，更为妥适的解释是其相对后者的一般情形而言，于共性外存有更多特性，如致害
方式更为直接等，使得两义务在同质化的基础上宜分而治之。例如，两者均属默示义务，其存在不
以契约为前提，故维珍案中法院虽以被告方《职业标准政策》中存有规定作为裁判依据，但纵无此
规定原告言论仍有认定为不忠之虞；反之，与保密义务涵盖雇员离职前后不同，后者的适用更强调
与雇员身份关系的捆绑，故仅能规制在职雇员，雇员离职后言论伤害原雇主利益的，无忠实义务之
延续，或适用言论侵权一般规则即可，或落入言论保护的范畴毋须救济……遗憾的是，既往研究对
雇员泄密的关注远较异议雇主等言论不忠的一般情形为甚，而事实上，尽管前者对雇主利益的冲
击更为直观强烈，但雇员负担的机会成本也随之高涨，未有足够的外部激励抵消很难自发而为，两
相较言，后者受有的刚性约束既低，于样态表征上亦复杂多变，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往往更
易产生也更难判定，这在维珍案等一系列事件中已有充分彰显，因此，何为“雇员言论有损雇主利
益”，实乃剖析雇员言论不作为的核心命题与难点所在，鉴于此种言论不忠同属言论侵权，又是言
论侵权在劳动法领域的异化呈现，笔者的解构将试以侵权四要件为框架、结合忠实义务之语境
展开。
〔２５〕 单海玲：《离职雇员的商业秘密管制：竞业禁止与保密义务》，载《知识产权》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２６〕 ３ＡｌｌＥＲ５４５．
５７５，（１９８８）．
〔２７〕 郑尚元：《劳动合同法的制度与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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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结果要件———雇主利益受损
“损害事实的有无，是认定侵权行为的逻辑起点”〔２８〕，具体到本命题中，这一事实指向雇主利
益，由此须厘清其利益之内涵。现行劳动法体系下，雇主的概念与用人单位等同，且须以组织体形
式存在，〔２９〕故对雇主利益的判断，应站在组织全局而非单一个体的角度进行，据此以是否具有直
接经济价值为标准，可将雇主利益划分为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前者能徒以金钱衡量价值，如销
售订单、营业收入等，后者则不具直接的财产性表征，如雇主生产经营中积累的名誉、信用乃至维
系组织运行的正常秩序等。两种利益的属性差异，使其因雇员言论受损的特点亦有分别：财产利
益受损，直观地表现为雇主财产价值的减少，如因雇员谣传公司迁址，使公司在当地订单锐减；非
财产利益受损，则集中体现为雇主人格遭受贬损攻击，致其社会评价降低或经营秩序紊乱，如雇员
谩骂公司制度不公，引发外界舆论哗然、内部人心惶惶。当然，言论作为一种信息，在传播过程中
给受众者的主观感受总是会影响其外在行为，而行为的积累反过来又会造成观感的更新，由此，两
种利益虽性质迥异，作用上可得互为影响，最典型的即是雇主的名誉受挫往往会引发连带性的财
产减损。
同时，雇主利益受损除已然的现实损害外，亦包括损害之威胁。传统学界在损害的认定上几
近一致地坚持损害现实说，认为“损害事实是造成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的减少或灭失的客观事
实”〔３０〕，但基于某些特殊利益考量，损害的形态可延扩至损害威胁或危险，在近年来不仅为学者肯
定 〔３１〕亦于立法中得到体现。〔３２〕 而同样的言论致雇主利益受损，何以仅在发言方为雇员时得作此
扩张，不惟仍缘于忠实义务的效用：忠实义务因劳动关系的继续性须长期履行，雇主对雇员忠实性
的评价自也须从长远考量，故当雇员言论已足以对雇主利益构成实质威胁，便最终因种种情事未
生实际损害（如雇员于博客诽谤雇主，尚未被人点击时即为雇主发现并勒令删除），也很难说双方
原有的信赖基础未生裂隙。维珍案中法院正采此观点，将雇主受损界定为“对雇佣单位的生产经
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或者实质性的不利影响威胁”〔３３〕。
２．行为要件———雇员不当言论
“有损雇主利益”用以修饰雇员言论，本文将具备这种潜在效果的言论统称为不当言论。 对
不当言论的类型化认定，须以言论本身的界分为基础。 一项言论，其内容或繁或简，或有不同，
大体可囊括为两类：事实陈述，指对过去或现在一定具体过程或事态的描述，〔３４〕抑或意见表达，
即对事物的主观价值判断，其关键分别在于可证明性，事实得通过证据鉴定真伪，意见则纯属个
人看法或立场，所谓见仁见智、难能统一。 在此基本框架下，雇员不当言论依形态可具体分为
三类。
（１）传统言论侵权
传统意义上，区分事实与意见的实益，系法律对两者的否定性评价须采不同标准，事实的衡量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９０８页。
《劳动合同法》第２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
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适用本法。”
〔３０〕 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９页。
〔３１〕 刘清生：《论侵权法中的损害》，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３２〕 如《最高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条规定：“对……具有危及消
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本解释。”
〔３３〕 见前注〔５〕。
〔３４〕 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学、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５６ 页。
〔２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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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真假，意见的衡量标准是对错。〔３５〕 循此标准，两者中各生出一类典型侵权言论———诽谤和
侮辱，其中前者针对捏造或错误陈述负面事实，使言论缺乏真实性，如谣称雇主“负债累累、濒临破
产”；后者则指向对人格或名誉的公然诋毁，即言论超出法律允许的合理限度而丧失公正性，如无
端咒骂雇主“流氓企业、丧尽天良”，两者共同构成了传统言论侵权的主要规制对象，也因此业已发
展出较为细致的评判体系，雇员对雇主的言论如在此体系下能被定性为侮辱或诽谤的，自属不当
言论。
（２）言论有违雇主意志
按既有理论，一项言论不被评价为诽谤或侮辱，便意味着其对法益的破坏程度未达法律干
涉之必要、可得自行表达。然忠实义务系基于劳资间亲密关系而立，所涉双方对彼此的影响力
均非外界可比拟，故而，其义务要求的雇员与雇主利益保持一致，并非仅限于雇员服从雇主的命
令管理，而是在更宽泛意旨上，寄望雇员对象征雇主意志的各类情事，如产品服务、管理模式、战
略决策乃至文化理念等持以尽可能的认同，以期对内维系集体凝聚力 ，对外树立组织体的整齐
划一形象 ，这种 “舍个体意志以慰雇主意志 ”的精神从根本上决定了雇主对雇员言论的容忍底
线不能与一般民事主体等同 ，即前述程度要求在雇员处应适当调低 ，雇员言论虽不至构成传
统言论侵权 、但内容有违雇主意志的 ，亦有法律规范之余地 ，对此仍须围绕事实与意见分作
探寻 。
事实陈述中，诽谤与否的界点可参照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基本真实的即非属诽谤。〔３６〕 对基本
属实的事实陈述，其内容如系前文保密信息，自已交由保密义务专作规制，故真正的问题，是雇员
对非保密信息的属实陈述，在免受保密义务调整的同时能否一概适用真实性抗辩，不再被评价为
不当？答案取决于陈述是否符合雇主其时的合理期许，当某类事实系雇员基于身份等知晓但雇主
在正常利益考量下不会或暂不愿公布的信息，雇员就应与雇主居处同等立场、不得擅作披露，例
如，百货店雇员向前来选购的顾客告知，隔壁商店出售的同款商品价格更低，其情节便属真实，因
有相当可能招致客源流失，则仍为不当。反之，高管在接受采访时坦承公司难以维持高增长，虽使
公司股价是日大跌，〔３７〕但在当时情境下实属合理选择，则未有不妥。当然，介入更高法益时须另
当别论，此即黄越钦教授所言“凡足以影响雇主营业名誉、信用之事实，（雇员）亦不应张扬，但有更
高利益应受保护者不在此限”〔３８〕。
意见表达中，侮辱与批评的界限则难以求得客观统一的标准，而更多地须借助个案认定，但原
则上，使雇主利益受损的意见不外乎两种：非理性的谩骂丑化，其言辞本身即带有明显恶意，宜认
定为侮辱；或负面贬损，虽表面措辞均为贬义或语气尖锐讥讽，但因不涉人身攻击，法院须综合考
虑上下文语境、事实依据等因素后判定，例如，买家网购商品质量不佳，遂在商品页面内评价商家
“不得好死”是为侮辱，但如其针对商品称“垃圾坑人”，尽管言语过激使商家名利受损，仍应视作消
费者未逾合理限度的批评，受到言论自由保护。然而，这一判定模式不能沿用至雇员对雇主的批
评上。如前述，雇主良好形象及稳定秩序的营造既须仰赖个体雇员的协同配合，又对雇员的不当
〔３５〕 魏永征：《把事实和意见分开———评点假新闻文章名誉权案一审胜诉的启示》，载《新闻与法律》２０１１年
第 ８期 。
〔３６〕 《最高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８条：“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 ……
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３７〕 《百度高管谨慎言论致股价大跌 ６％》，载新浪科技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ｉ／２０１０ １２ １６／
０４４４４９９００３９．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２）。
〔３８〕 见前注〔１７〕，黄越钦书，第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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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敏感度最高，可以想见，上文中同样的质疑如来自商家员工，因外界基于信息隔阂天然地信任
雇员对雇主的认知，则其不论有否理据、都易像“蝴蝶效应”那样给雇主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
雇员对雇主存有异议本属职场常态，雇主包容雇员对经营事务的批评也是其注意义务的内在要
求，〔３９〕唯期实现与忠实义务的调和，这种批评权的行使须多受掣肘，如可于私下交流、雇主组织内
合理谏言，对外则不应擅作负面评价或采取煽动罢工等极端方式激化矛盾，〔４０〕否则仍属不当。但
与上同理，涉公益等情形须另作分析。
此外，批评系直接指向雇主而论，但雇主意志并非仅体现于其自身事务，而亦包括雇主在某
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通行要求等，则雇员与之相左的观点意见也属失言，这实际上就使不当言
论的适用范围在个案中得以扩张至更多对象和情事。 例如，加拿大最高院早在 １８９５ 年的判例
中即指出，〔４１〕被告编辑虽可持不同政治观点，但未经同意无权改变雇主报社的政治色彩，故其
擅自撰文抨击报社素以支持的自由党属违反忠实义务；德国法上，诸如攻击同事而激化员工内
部矛盾、对客户出言不逊导致签约机会丧失，乃至烟草公司推销员身着 “吸烟致癌 ”Ｔ 恤也都被
视作不可取的表达。〔４２〕 而通过一组对比，对此可有更透彻理解：职业体育强调队伍间的对立竞
争，则球员在采访时表露效忠对手的意愿会被视作是严重的背叛；但对解说员来说保持客观中
立是基本要求，则过于倾向性的言辞反会有失偏颇；而观众对球队的支持或反对纯属个人喜好，
应与雇佣身份无涉，则球迷对比赛结果发表过激言论后被雇主以违反公司宗旨为由解雇，显然
便值得商榷。〔４３〕
（３）言论有违公序良俗
除非直接抵触，雇主意志不能也没有必要渗延至劳动关系以外的私人空间，如强加干涉雇员的宗
教信仰、消费理念、对某一社会事件的看法等，因后者已属雇员公民身份下的一般言论自由。然而，这
种放任在雇员言论违背公序良俗时存在例外：雇员一定程度上承载着雇主形象代言人的角色，受众
者总是会自发将雇员言论与其雇主相连，而公序良俗的背后蕴含着社会某种共同的伦理认知或正义
追求，对其的违反将极大伤害公众情感、侵扰社会秩序。因此，雇员虽纯粹言及他事，但内容有悖社
会主流价值观、基本公德、行业道德等的，在个人遭受谴责的同时也必将牵连雇主声誉或营运，这
在不久前的“奔驰高管辱华事件”〔４４〕中已有相当体现，尽管事后雇主们多会像奔驰公司那样声明
此类言论违反公司意旨，但归根结底对其的调整还是来自应为社会普遍遵循的公共意志要求。〔４５〕
王倩、朱军：《德国联邦劳动法院典型判例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３６页。
当然，以煽动罢工为代表，劳动者集体行动中的言论因涉及权利争议或利益争议会有不同的正当性判断
结果，而可能形成不当言论的合理例外，参见田思路、孔令明：《权利争议罢工：正当性否定论》，载 《当代法学》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４１〕 ［加］Ａ．
Ｅ．奥斯特、Ｌ．夏莱特：《雇用合同》，中国对外翻译公司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７页。
〔４２〕 见前注〔３９〕，王倩、朱军书，第１３５页。
〔４３〕 分别见《阿扎尔示好巴黎遭基恩怒批：换我早把他踢出球场 》，载网易体育 （ｈｔｔｐ：／／ｓｐｏｒｔｓ．
１６３．ｃｏｍ／
１６／０２１８／１５／ＢＧ４９１ＫＵＥ０００５１ＣＣＬ．ｈｔｍｌ）；《央视名嘴黄健翔世界杯解说倾向明显 遭网友炮轰 》，载搜狐新闻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６０６２７／ｎ２４３９５５３５８．ｓｈｔｍｌ）；《一位切尔西球迷因不当言论被解雇 》，载虎扑足球
（ｈｔｔｐｓ：／／ｖｏｉｃｅ．ｈｕｐｕ．ｃｏｍ／ｓｏｃｃｅｒ／１９７０８７５．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８。
〔４４〕 《戴姆勒宣布免职涉嫌辱华高管 向公众及社会致歉》，载腾讯新闻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６１１２１／
０４１５０６．ｈｔｍ？ｐｇｖ＿ｒｅｆ％３，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８）。
〔４５〕 当然，如雇员系在履职过程中发表有违公序良俗的言论，则同时构成“言论有违雇主意志”，见《小米员工
在校招宣讲会上发表不当言论》，载腾讯科技（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７０９２３／０４８７０７．ｈｔｍ？ｔ＝１５０６１６５８６０３３７，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２）。
〔３９〕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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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诸如此类的不当言论在近年来已反复出现，〔４６〕考虑到侵犯公序良俗在现行法下尚未有
足够的规制手段，那么，借助忠实义务的这种调整还具有推行公共政策的特殊价值。
３．因果关系
与大多侵权行为直接致害不同，言论侵权在致害方式上具有间接性，即是通过直接影响“受
众者”这一中介物进而影响受害人，而这本身须历经一个过程，通常所谓“言论的发酵期”，由此，
损害结果的状态显现在时间上总是会滞后于加害行为的发生，且难以彻底断离此过程中其他因
素介入的影响。同时，言论侵权给受害人的损失往往先表现为社会评价的降低，但评价本身系
主观感受，即便听众因言论引导于基本立场上趋同，在强度范围等方面也难以视同一律，即立场
既可能仅存于第三人内心中，亦可外化为实际行为，“所谓的社会评价降低似乎是一种客观性的
损害结果，其实往往是不可捉摸的”〔４７〕。 正因为名誉受损认定上的种种困难，司法实践中淡化
了对其因果关系的证明要求，采“公布加推定”〔４８〕标准，受害人若能证明针对自己的侵权言论已
为不特定第三人知悉的，可推定其名誉已因之受损，被告如有异议则应举证证明因果关系的
缺失。
这一标准合理分配了当事人权益，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认定时的不确定性，故可沿袭自雇主
名誉受损的因果关系判断上，唯因雇主利益受损在忠实义务要求下至受损之威胁程度即可，该标
准中的“为第三人所知悉”也应微调为“具随时被第三人知悉之可能”，以期实现规则体系的内在协
调；同时，如果说雇主名誉由社会评价所影响，那么其非财产利益中的营运秩序等则受制于内部员
工的观感评价，因此，如雇员非法煽动罢工等言论使企业内雇员已有知晓之可能，也可参照前述标
准推定因果关系。而财产利益本身较易从客观上证明判定，故雇主主张此类利益受损于雇员言论
的，应就因果关系负一般民事举证责任。
４．主观过错
从义务“不损雇主利益”的表述来看，似乎雇主利益受损之结果本身即可证成雇员言论的不
忠，但这实属侵权法上淘汰已久的客观归责思路，忽略了言论做出时的主观状态，很可能会使雇
员言辄得咎、让意在协调劳资利益的忠实义务沦为雇主强权的借端，因而，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
要件于此亦不可缺。如果说不当言论强调言论内容对雇主利益的负面影响力，过错便指向雇员
行言时对这种影响力的主观心理认知，其中，明知雇主利益将损但希望或放任为言的是为故意，
对其往往结合言论自身即可判定；应知却未知而言的则是一种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过失，由此
还须辨别应予适用的注意程度标准，〔４９〕考虑到忠实义务要求雇员站在雇主利益得失的角度来妥
善思忖言论的发表与否，实已与“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程度无异，故应采抽象轻过失为基本标准，
雇员尽到此种注意程度下的言论，纵使雇主利益受损，因缺乏过错要件，则无所谓忠实义务之
违反。
《护士力挺薛之谦！咒骂 ‘可惜她孩子没死在我手里 ’遭开除 》，载百度网百家号 （ｈｔｔｐ：／／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５７９３６００７２０４０１４５１０３＆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台独女星被内地剧组开除》，载搜狐娱乐（ｈｔｔｐ：
／／ｙｕｌｅ．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６１０２５／ｎ４７１２５６６９２．ｓｈｔｍｌ）；《耶鲁大学华裔职员发表过激言论被停职》，载芝加哥华人资讯网
（ｈｔｔｐ：／／ｃｈｉｃａｇｏ．ｎｙｃｈｉｎａｒｅｎ．ｃｏｍ／ｆ／ｐａｇｅ＿ｖｉｅｗｔｏｐｉｃ／ｔ＿３２１２４．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２２。
〔４７〕 参见姚辉：《人格权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６４页。
〔４８〕 参见蔡立东：《法人名誉权侵权法保护的实证研究》，载《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４９〕 对所谓合理注意义务，存在由高到低的三种标准：一般人注意标准、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标
准、善良管理人注意标准，对其的违反则分别构成重大过失、具体轻过失、抽象轻过失。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
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８２ 页。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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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具体确定雇员过错的有无与高低？这自须结合个案情境才能回答，但依不当言论类型也
可适作基本的考量。传统言论侵权中，侮辱系直接诋毁人格，其言辞句义即是故意的明证，故不存
在所谓过失侮辱；而诽谤尚有主动捏造负面事实和失实陈述的区分，前者自属故意，后者须进以明
确雇员对所述事实的认知状况，如明知事实错误属故意，如未知则再看雇员是否已就相关事实作
合理查证以致令其有理由相信属实的程度，若为肯定则无过错，否则便属过失，此即所谓过错判断
的客观化方法。〔５０〕 言论有违雇主意志或公序良俗在实践中样态复杂，其中对过错判断影响各异
的因素便须辨明，例如，过错的存在原则上不以工作场合为限，系雇员身份一旦形成便难因工作生
活而有绝对区分，私下所言亦会对雇主产生各种影响，但是，雇员在履职过程中的不当言论显然过
错程度更高（比如，维珍案中空姐的批评系在向航班乘客分发餐食时做出），而当雇员工作场合以
外的言论根本无意于表明其雇佣身份时，便最终被雇主查明也宜认为无过错；〔５１〕同时，因雇主利
益受损多在言论面向不特定对象时方能显现，言论是否公开便异常重要，而这可通过雇员行言的
渠道或媒介区分：私人间交流谈话、公司内部会议发言等受众者特定且传播空间闭塞的非公开言
论易被认定为无过错；而借助微博、博客等自媒体，或接受采访、公共演讲时对外发表的不当言论
宜视作故意；须以注意的，则是在微信群、ＱＱ 群、朋友圈等网络互动平台上的言论，虽看似仅面向
特定群体，但基于平台本身的交互特性和网络社会的扩散力，随时可能经群体成员的传播而公开，
而雇员并无权力对此强加阻拦，那么其主观上至少就是未尽合理注意的过失，在目前已有的雇员
不当言论案例中，此种半公开言论其实最为常见，多数法院也指出了其封闭形式下的开放
本质。〔５２〕

四 、忠实义务下的雇员言论作为
如果说不为系忠实义务对雇员言论的正面约束 ，那么其束缚力还可反向延伸至雇员的言
论作为上 ，这种 “为 ”既体现于雇员为维护雇主利益 “应为 ”告知的义务 、而不得缄默不语 ，也包
括雇员为追逐更高公共利益 “可为 ”告发的权利 、即便其告发正好构成言论不为的规制对象 ，
因此 ，它们当然有别于雇员一般言论自由下的为所欲言 ，且恰恰相反地 ，同属言论自由的适用
边界 。
（一）应为：妨害告知义务
言论自由包括不言论的自由，也即沉默自由。〔５３〕 对此种消极意义言论自由的保障，在某种程
度上是比包容不同话语更为基本的诉求，因为沉默不会直接侵犯他人利益，而强人所言也会比单
参见靳羽：《名誉侵权“过错”要件的比较研究———基于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典型判例的分析》，载《比较
》
法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５１〕 雇员身份所伴有的公信力、感染力是其言论得以致损雇主的关键，那么，如雇员对雇主的批评异议完全
以匿名方式做出，且言论中未暗示其与雇主间的关系，便不能推断出其主观上有伤害雇主的意愿。反之，维珍案中
两原告虽抗辩其评论中未体现身份，但因网民通过微博链接可轻易查询到其账户资料中显示为维珍员工，其过错
便不能因此免除，见前注〔５〕。
〔５２〕 如裴士海诉顺丰公司一案（以下简称“顺丰案”）中，原告作为被告员工在其职工微信群中组织煽动闹事
怠工，法院认为其言论已具一定公开性，且形式不当、内容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超出个人言论自由范畴而属违反忠
实义务；在许志钢诉北京东进科技公司一案中，原告在个人 ＱＱ 空间针对公司着装制度发表含侮辱词汇的言论，法
院也认为 ＱＱ 空间具有一定开放性，许的言论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合理边界，分别见 （２０１６）沪 ０２ 民终 ３３６８ 号、
（２０１６）京０１民终４２４８号。
〔５３〕 殷啸虎、房保国：《我国宪法应明确规定沉默权》，载《法学论坛》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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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禁言给个体意志以更大强度的苛难。然而，进入劳动关系的限定视阈内，忠实义务本就强调雇
员意志让位于雇主利益，这在平日里体现为雇员应克制私心或冲动不以言论中伤雇主，而当雇主
本身面临其他妨害的冲击（如生产设备出现安全隐患）时，则要求知情雇员将情事及时上报，此即
妨害告知义务，〔５４〕其法理基础系劳资内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即雇主对其组织生产运营中的瑕疵
风险时常难以察觉，但身处一线的雇员总是事实上的最先感知者，这在规模越大的组织体中往往
愈发明显，尽管雇主的此类受损状态非因雇员而起，但既然简单陈情即能助雇主逢凶化吉或有效
止损，以忠实义务的标准视之，一个忠诚的雇员必定会以言论实现对雇主利益的保障，那么不管出
于何种动机的知情不报就是一种不可取的沉默。
尽管如此，将告知构造为雇员义务而非仅是一种倡导或提议，的确与现代职场伦理观念所
不符，更易于在雇主滥用下给雇员带来沉重负担，使人人自危于未能告知雇主眼中的某项 “危
险”而受惩戒，这显然背离了义务的设计初衷。因此，规范的重点应置于如何限缩其适用上：雇
员所谓不忠的“沉默”本质上可表述为“应告知能告知而不告知”，则对此三点均须严格厘定。 首
先，雇员应告知事项仅限于对雇主有重大、急迫损害之事，即未及时告知会有相当可能直接致雇
主利益将损或损失扩大，则仓库起火、燃料泄露等在此范围内自无疑问，但对于同事迟到早退、
团队上司以权谋私等，雇主的及时知晓虽亦有裨益，仍不宜作为强制告知的对象，以免使雇员陷
入更深的伦理困境 〔５５〕中。其次，应告知事项须以特定雇员的“能告知”为前提，对此应以该雇员
的工作职责、知识水平等为基础，以一个具有类似地位的忠诚雇员在当时情境下能否合理知悉
为标准判定，故保洁人员不知其所清洗设备的部件毁损属情有可原，但操作设备的工程师因疏
忽未能发现则不能免责。最后，雇主作为法律拟制的主体，在现实中的具体决策运营均须对应
的机关或人员代为行使，则对不同雇员来说，其直接听命和服从的对象即是实质意义上的雇主
化身，因此，强求一个普通职员必须向公司股东或总经理告知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而应在其汇报
直属领导后即视作“已告知”，至于此后传达中的偏差疏漏使雇主未能幸免于难，亦不影响其义
务的全部履行。
（二）可为：公益告发（权利）
以忠实义务限制雇员言论，系出于保障雇主私益之目的，然雇员除却组织体成员身份外，于更
广泛视野下亦是市民社会的一分子，以言论维护或促进公益虽难谓其义务，但绝对是其良知和社
会责任感的正当表达。因此，当社会公益与雇主私益直接冲突时，这种公民与组织公民的身份重
叠 〔５６〕允许雇员对雇主的维护让位于价值位阶更高、波及面更广的公益需求，在符合相关要件的前
提下，其言论固使雇主利益受损（如揭露雇主产品隐患致其销量暴跌），亦得阻却违法，这在比较法
上被称作“公益告发”。公益告发与忠实义务的关系如何？于明面上看，它似是对忠实义务的直接
突破，〔５７〕但究其义务本源目标而言，“忠实”应为“理性忠实”，其真正忠于的对象乃是应然面上那
我国台湾地区亦称作“工作障碍及危害通知义务”，参见台湾劳动法学会编：《劳动基准法释义———施行
二十年之回顾与展望》，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版，第１１３～１２１页。
〔５５〕 对此，瑞典法上有不同意见。如对其他雇员自雇主处的盗窃行为，瑞典劳动法院认为，尽管诋毁同事
的敏感性会使雇员陷入两难境地，但只能作为责任减轻事由考量而无法免除其通知义务。参见李坤刚：《瑞典
劳动法中雇员忠诚义务及其启示》，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５６〕 ＯｒｌｙＬｏｂｅｌ，“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９７
Ｃａｌ．Ｌ．Ｒｅｖ．４３３ （２００９）．
〔５７〕 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ａｒｍｅｒ，“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Ｌｏｙａｌ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１２５ １２８
（１９９２）．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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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明确的使命宣言、目标、价值观陈述及被判定合法的组织行为章程”〔５８〕、而非无条件偏袒雇主
的“愚忠”。据此，当现实中的雇主本就偏离其应有的利益取向和应负的社会责任时，雇员的发声
就不能说是一种背叛，且即便往往打击雇主的现实受益状态，但于长远反能助其重归正轨、构建更
优的利益格局，故实与理性忠实的内涵不谋而合，甚是一种更高境界忠实的体现。准此以言，公益
告发并非跳脱于忠实义务外存在，而是得由忠实义务推导而出的一项正当权利、可为雇员合理行
使，这种“可为”在本质上构成言论“不为”义务的例外。
公益告发既具有阻却违法的特别效力，如何防范雇员滥用其规避责任、构建起公益告发的适
格要件便至为关键：首先，告发内容应关乎公益，这涉及公益性事项的厘定。其中，违法犯罪行为
已由法律强制干预，本身即可证明与社会公益的不容；尚不构成违法，但有违组织伦理、行业惯例
或内部自治规范的失当行为，〔５９〕如公司违反行业 ｒｏｂｏｔｓ 协议展开竞争 〔６０〕等，原则上亦应囊
括———公益告发的主要价值功能，系对雇主侵害公益的事先预防和事中制止、而非事后问责（此乃
执法机关或行业协会等职责）〔６１〕，故公益之判定除实损结果外，对公益正在进行或可能发生的侵
害亦应纳入。失当行为的背后，实为雇主对社会朴素正义观、行业或自身契约精神的违背，不仅本
就可作为部分法规的适用依据，〔６２〕亦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公司的内控风险、随时可能上升至违法
程度，因而亦关涉公益。当然，对公共利益的准确框定在实践中几乎难得圆满，故该原则仍有衡诸
个案后变通的余地。〔６３〕
其次，在内容确关乎公益的基础上，雇员告发的意图直接决定了言论的正当性，则其主观上
还须“为公益”而告发，即具有 “善意”目的，以此排除雇员发泄私欲、勒索敲诈等动机不纯的告
发。唯须强调的是，动机的纯与否并非有或此即彼的答案，完全舍己为公的心理现实中当属个
例，实证研究也证明过半雇员告发时存有混合动机、〔６４〕于公益私利均有满足，故为使公益告发
的制度功能在实践中确有充分发挥，将善意理解为 “为公益而告发占据支配地位 ”〔６５〕已足。 据
此，雇员以公益之名、专为损害雇主的言论 （如诽谤雇主违法），仍属不忠。 反之，如雇员所揭发
的事项基本属实，则其“善意”已是不证自明，雇员若就此事实进而批评指责，虽难辨明其内心所
怀的其他动机，但因主要结果系使公众获益，对此私心亦可忽略。〔６６〕 当然，如异议明显逾越界
限，表现为借公益之实、意在损害雇主的公然侮辱等时，则其在后的言论又可独立评价为不忠。
可见，告发所指向或依据事实的真实性，是判断善意的主要因素，但若将此处的真实性等同前文
ＷｉｍＶａｎｄｅｋｅｒｃｋｈｏｖｅａｎｄ ＭＳ．ＲｏｎａｌｄＣｏｍｍｅｒｓ，“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ｙａｌｔｙ”，５３（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２２９ ２３０ （２００４）．
〔５９〕 李飞：《法律如何面对公益告发？———法理与制度的框架性分析》，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６０〕 《遵守 Ｒｏｂｏｔｓ协议有理 违反行业惯例无罪？》，载通信世界网 （ｈｔｔｐ：／／ｚｈｕａｎｔｉ．
ｃｗｗ．ｎｅｔ．ｃｎ／ｎｅｗｓ／ｈｔｍｌ／
／
／
／
，
）
。
２０１４８７２０１４８７１４２４２０３２１１．ｈｔｍ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８
〔６１〕 见前注〔５９〕，李飞文。
〔６２〕 参见范长军：《行业惯例与不正当竞争》，载《法学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６３〕 如公司章程对董事会召集程序的规定纯属内部治理事项，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均无涉，则公司就此的违章
行为难谓公益事项。
〔６４〕 ＳｅｅＭａｒｃｉａ Ｐ．ＭｉｃｅｌｉａｎｄＪａｎｅｔＰ．Ｎｅａｒ，犅犾狅狑犻狀犵 狋犺犲 犠犺犻狊狋犾犲：犜犺犲 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犪狀犱 犔犲犵犪犾
犐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犆狅犿狆犪狀犻犲狊犪狀犱犈犿狆犾狅狔犲犲狊 （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２）．
〔６５〕 见前注〔５９〕，李飞文。
〔６６〕 在 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即便 Ｈｅｉｎｉｓｃｈ 检举目的之一是向雇主施压而改
善工作条件，也不能否定其行为出于善意，ＮＪＷ２０１１，３５０１ｆｆ，转引自王倩：《保护 “吹哨人”的劳动法分析———基
于德国司法经验的考察》，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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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基本属实”，不免又会使雇员告发前多生顾虑，使制度的引导激励价值流于虚空，故比较
法在其基础上还辅以了主观“合理相信”标准，雇员有合理事由相信其所告发事实的，便最终证
明存有错误，仍无妨对善意的认定，但若告发前即对事实真实性怀有疑虑却未予力所能及调查
的，则难谓善意，〔６７〕这一标准实将雇员注意程度要求从一般情形中的抽象轻过失调整为重大
过失。
最后，雇员应根据不同情境选择合适的告发路径，前文已述，雇员言论公开与否对雇主利益的
影响举足轻重，亦是一般情形下言论不忠判定的关键，而公益告发的主意正在于赋予雇员对外告
发对抗言论义务的特殊权能，由此引发的误识是，公益告发均系对外且得随时对外做出。而事实
上，组织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不仅存于劳资双方，在雇主与代理其处置日常事务的主体间亦时有发
生，例如，一家分公司或公司某内设部门在独立权限内实施违法活动，法律上得被归为公司枉行，
却可能完全违背了蒙蔽其中的公司股东或决策层真意，其本质上是一种代理成本的体现。在此类
情况中，知情雇员就存在内、外两种告发选择，对内指告知组织中的更高权力机构，对外即借助媒
体、社交网络等将情事公之于众，不同的径路均能取得公益维系效果，但后者将同时给雇主带来不
可估量的额外损失，〔６８〕则此际再以“理性忠实”标准衡量，“鼓励忠诚的雇员于组织内解决问题，才
是在雇员遵守忠实义务与反对违法践行公共利益间达致平衡的最佳方式”〔６９〕，这也是为何在业已
完成公益告发法制建构的国家中，大型的集团公司、跨国企业等仍然盛行在内部专设告发机制，甚
至诞生了与之相关的服务产业。〔７０〕
内部告发的存在 ，还须与妨害告知义务明确区分 ，毕竟 ，同是对雇主的言论作为 ，“应为 ”
与“可为 ”在性质归属及适用选择上有着根本不同 ，这源于两者规制对象的差异 ：告知针对雇
主面临他种妨害 ，唯将其视作雇员义务方得周全雇主利益 ；告发则指向雇主自身妨害社会公
益 ，对其强加禁止有违基础法理强令而为亦不符现实 ，故只能是雇员的自主权利 。 然而 ，从雇
员视角出发 ，两者的界限常常微妙且复杂 。 例如 ，生产工人发现公司采购的某批食品原料以
次充好 ，如其知道或至少有理由知道这一状况尚未被主管得悉 ，自负有告知义务 ，反之 ，若告
知后主管未有回应 ，或决定蒙混过关而要求下属不得声张 ，则雇主私益和社会公益虽将同向
受损 ，但对雇员来说其义务已尽 ，则是否要绕过主管再行对内告发便转化成一种可为可不为
的权利而不能强求 。
即便如此，为了引导雇员尽可能地对内告发，可对内、外告发设置层次有别的保护门槛，即
内部告发可径直认定为程序适格，外部告发则一般须以对内告发为前置，仅在内部告发“失灵”，
如未设合适告发机制、经内部告发未有任何积极效果等情形下方为正当。 值得注意的是，向雇
主行政主管部门举报，直观上虽属外部告发，但因不会使情事直接被公开，就公司受有的不利影
响而言与内部告发并无实质差别，反与向公众揭蔽而让雇主蒙受无辜损失显著不同，那么在法
律保护程度上就应视同内部告发。〔７１〕 当然，此番设计的理想化前提，是雇主的自救或主管部门
参见王松柏：《英国法律对于劳工揭露工作所得资讯的规范》，载《玄奘法律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３ 期。
企业经营成功有利于社会整体经济发展，也是一种值得保护的法益，因此，信息公开给企业合法利益造成
的损失／使公众获得的利益福祉须要对比考虑，ＥＧＭＲ，Ｓｌｇ．２００８Ｎｒ．７７ Ｇｕｊａ／Ｍｏｌｄａｕ，转引自前注〔６６〕，王倩文。
〔６９〕 Ｍｅｒｋ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Ｉｒｏ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Ｌｏｃａｌ７７１，２００６ＳＫＱＢ３３２ （ＣａｎＬＩＩ）．
〔７０〕 例如，ｅｘｐｏｌｉｎｋ就是一家著名的企业告发热线外包服务商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ｅｘｐｏｌｉｎｋ．ｃｏ．ｕｋ／，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８）。
〔７１〕 见前注〔５９〕，李飞文。
〔６７〕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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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纠偏尚能及时消除公益风险，并且，他们的确也愿意那样做，从而收获公私利益的两全，而一
旦这种抱负在现实中事与愿违，内部优先自就会失却正当基础：一如殷鉴不远的西安地铁电缆
事故、上海面包店过期面粉事件，〔７２〕当雇主行为构成应予追诉的刑事犯罪，或对公共人身安全
存在急迫而重大的损害或损害威胁时，则雇主内部的自力救济已于事无补，向行政机关举报亦
可能因受理调查的流程拖延使问题趋于恶化，易言之，此际公益维护的需求已然刻不容缓，唯径
直对外告发方能借舆论之影响力使问题被尽快关注处理，则告发具有正当性；再比如，违法行径
的产生和持续本就是雇主刻意而为 （如已将其纳入保密协议 ），或得到其主管部门的包庇串通
（如他人曾举报但未获任何反馈），即雇员已有合理理由相信对内告发将劳而无功的，亦得跳过
内部阶段直接对外告发。〔７３〕 由此，公益告发的程序要件可总结为 “原则上先内后外，特殊情况
下可直接对外”〔７４〕。

五 、雇员言论不忠之担责
言及于此，问题落于雇员因其言论可能负担的责任上，据而首应将公益告发排除，系其已属忠
实义务下派生的言论权利，雇员言论一旦构成适格公益告发，当即享有责任豁免特权，雇主对其采
取的各种责任追究乃至隐性打击报复均不具法律效力，这在比较法上已有良多先例可循，〔７５〕相较
而言，我国除在《劳动法》第１０１条宣示性地禁止“打击报复举报人员”外，对告发免责的规制散见
于零碎的规范性文件中，无论在保护范围还是力度上均亟须体系化的完善。
公益告发外，雇员言论不忠者，则应承担违反忠实义务的相应责任。这一责任既源自劳动法，
故也深受该法公私属性兼容的影响，具有“多元化、综合性”〔７６〕的印记：首先，其责任性质横跨公私
法域，除民事责任外还视情节轻重递次产生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如刑法上的侵犯商业秘密罪；其
次，雇员言论义务虽属劳动关系中的默示、附随义务，但如前文既不排斥约定、亦得延伸至其他私
法域，则雇员在言论侵权的同时可能亦因言违约，而形成民事责任的竞合；最后，其责任形式除涵
盖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一般样态外，还包括劳动法中的特有责任，并集中体现为雇主
对雇员的惩戒措施，如警告、罚款、记过、降职等直至单方解雇，其权利内容除由法律直接赋予外，
多见诸劳动合同或内部规章制度之中。
此间，须特别关注雇主惩戒权的行使限度问题。赋雇主以惩戒权，其主意非为弥补雇主的实
际损害（此点通过普通民事责任即可实现），而在于责罚特定雇员的不忠言行，借此以儆效尤、警醒
其他雇员，实现组织体运营秩序之稳续，是故依公平原理，惩戒措施在满足该目的的前提下，不得
《被员工举报的西安地铁电缆事故———给大家敲响了警钟》，载搜狐 （ｈｔｔｐ：／／ｍｔ．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３２２／
ｎ４８４２３００５０．ｓｈｔｍｌ）；《Ｆａｒｉｎｅ使用过期面粉被停业 员工举报面包店 ４ 大罪状 》，载新浪上海 （ｈｔｔｐ：／／ｓｈ．ｓ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ｓ／２０１７ ０３ ２４／ｄｅｔａｉｌｉｆｙｃｓｔｗｗ０８９６５９０ ｐ２．ｓｈｔｍｌ？ｔｉｍｅｒ＝ｔｃ），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８。
〔７３〕 对此比较法上亦有更周密规定，参见王贵松：《论公益性内部举报的制度设计》，载《法商研究 》２０１４ 年
第 ４期 。
〔７４〕 此种构造在现行法上实有模板，即 《公司法》第 １５２ 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股东欲起诉公司董
事、高管的，原则上先须用尽公司内部救济，即请求监事会或监事、董事会或董事起诉，请求遭拒或被消极处理后
方可以自己名义起诉；但在情况紧急、不立即起诉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时，又可直接以自己名义
起诉。
〔７５〕 如美国法上就雇员的公益性举报设有完备的 “禁止报复性解雇”规则，参见韩旭、齐延平：《论美国法上
的“禁止报复性解雇”规则》，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７６〕 见前注〔１１〕，许建宇文。
〔７２〕

·１１２·

杨益章：忠实义务下的雇员言论边界

恣意选择，而应与雇员情节轻重相当，这在我国台湾地区被称为惩戒相当原则，〔７７〕日本法上亦已
确立。〔７８〕 如何在个案中判定雇员言论不忠的程度？这须要融贯前文的各项要点分作窥探，如雇
主利益受损之状况（实际损失重于受损威胁）、雇员言论之类型（泄密、诽谤等重于批评）、主观过错
情况（故意重于过失）、系违反何种言论义务（不作为义务重于作为义务）乃至职位之高低（高管重
于普通雇员）……进而综合考量。据此，雇主对惩戒性最强的单方解雇尤须谨慎为之，切误将雇员
言论不忠的定性视同解雇权源之取得，而应仅在双方信赖基础彻底破裂或雇主利益受重大损害以
致其他惩戒措施均难实现惩戒目的时，始得解雇。是以，顺丰案和维珍案中的雇员言论虽均属不
忠，但前者意在煽动罢工、直接冲击雇主营运，解雇尚可谓合理，后者中批评雇主的情节显著为轻，
被告在未能证明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仍径直解雇，其做法便难堪为罚当其责。事实上，雇主在实务
中对单方解雇的普遍滥用倾向，正是雇员“因言获罪”屡遭质疑的主要成因，对其的正视和慎用将
有助于保障雇员言论规制体系的逻辑连贯和整体正当。

六 、结

语

“忠诚”和“自由”本就蕴含了不同的法价值取向、背负着不同的法身份关系，又具有同样丰
富的法理内涵，这注定会让雇员言论权利的行使与忠实义务的履行间产生紧张局面，并且，对其
的处理不存在金科玉律，而只有法益衡量下的相对更优解：雇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劳动关
系中应有切实遵循，奠定起雇员自由为言的基础；但雇员私权的行使须让位于雇主整体的合理
利求，孕育出雇员言论“不为”与“应为”的义务；而雇主私益在更为重要的公益介入时得以后者
为先，又赋予了雇员言论“可为”的权利，不惟如此，潜藏于个案中的复杂情事会让这些判断再生
诸多变端，而这背后一切的评判与调整工作必须也只能由法律完成。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全面来
临，言论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扩张，可以想见，维珍案所呈列的一幕幕画
面今后还将不绝涌现，如何在理论上预设并建构起合理的规则体系，借以为立法和裁判提供有
益的参考，自当为学界一项沉重却必要的使命，就此而言，本文或可提供些许浅显铺垫，期待有
更多学者踊跃发声。
（责任编辑：庄加园）

〔７７〕 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三年度劳诉字第四十六号判决指出：“惩戒的轻重应配合违反工作规则
的行为之情状、程度，劳工本身之因素而定其轻重。”
〔７８〕 日本《劳动合同法》第１５条规定：“雇主对劳动者的处分应视其行为性质及其他情况而定，处分缺乏客观
合理理由、不符一般社会常理的，为权力滥用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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