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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包网上争议解决

———群体智慧如何解决网络争议

高　薇∗

CrowdsourcedOnlineDisputeResolution:
HowdoestheWisdomofCrowdsResolvingDisputesArising

fromOnlineActivities

GaoWei

内容摘要:一种崭新的争议解决模式———众包网上争议解决(CODR)正兴

起于网络社会.利用群体智慧解决争议是互联网为争议解决带来的一次深刻

变革.这种模式提供了一种代替个人决定的决策选择,实现了更开放、公平和

民主的争议解决方式.淘宝网的大众评审机制是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代表,为

研究CODR的运行机理和制度特点提供了理想蓝本,也对发展互联网争议解

决和众包制度具有一般性的启示意义.在互联网众包方兴未艾之时,对众包网

上争议解决的概念予以界定,以淘宝众包为例分析其制度特点并评价众包程序

的公正性,指出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制度价值及未来发展前景,不仅有助于认

识其本身,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知网上争议解决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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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众包争议解决的兴起

«纽约客»专栏作家JamesSurowiecki在２００５年出版的题为«群体的智慧:
为何众人比少数更聪明以及群体性智慧如何塑造商业、经济、社会和国家»(以
下简称“«群体的智慧»”)一书中,探讨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大群人比一小群精

英分子更聪明;无论这群精英分子如何聪明,群体更擅长解决问题,更能孕育出

革新,更能作出智慧决策,甚至更能准确预知未来.Surowiecki把这种现象称

为群体智慧(wisdomofcrowds).〔１〕JeffHowe在２００６年６月出版的«连线»
(Wired)杂志中创造了众包(crowdsourcing)的概念,描述一种互联网所带来

的新商业组织形式,即企业利用互联网公开召集大众,分配工作、发现创意或解

决技术问题.〔２〕 过去十年,商业和公共机构开始应用众包解决实际问题.网

站经营者们清楚地意识到,可以通过互联网及大众衡量所有提交到网络上的内

容,比如将最受欢迎的物品或视频置顶,快速找到解决困难问题的答案.这种

应用的成功代表是我们所熟知的维基百科(Wikipedia).与传统上由专家编

辑、出版商印刷销售的百科全书不同,维基百科的目标是向全人类提供自由的

百科全书,让个人以自己的语言自由并无偿地参与编辑条目.截至２０１７年１
月,英文维基百科条目数达到５３２２７５０条〔３〕,维基百科的文章质量与付费的百

科全书相差无几.〔４〕

众包与“网上争议解决”(OnlineDisputeResolution,ODR)相结合则产生

了争议 解 决 领 域 的 一 个 新 概 念———“众 包 网 上 争 议 解 决”(Crowdsourced
OnlineDisputeResolution,CODR).众包首先引起了决策和信息领域专家的

关注,法律专家在过去二十年里探讨了网上争议解决的相关法律问题,众包不

久前才刚刚进入他们的视野.美国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法律中心”
在２００９年举办的主题学术会议上,首次将众包网上争议解决作为一个学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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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JamesSurowiecki,TheWisdomofCrowds:WhytheManyAreSmarterThantheFew
andHowCollectiveWisdomshapesBusiness,Economics,SocietiesandNations,AnchorBooks,
２００５,p３．

SeeJeff Howe,TheRiseof Crowdsourcing,athttp://archive．wired．com/wired/
archive/１４．０６/crowds．html? pg＝１&topic＝crowds&topic_set＝(lastvisitedJan．１,２０１９)．

维基百 科,See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Size_of_ Wikipedia (last
visitedJan．３,２０１７)．

SeeDanielVelizarovDimov,CrowdsourcedOnlineDisputeResolution (IssuedJun．２７,
２０１７),athttps://openaccess．leidenuniv．nl/handle/１８８７/５０１５６,p１(lastvisitedJan．３,２０１８)．
在苹果电脑系统的“词典”应用中,“维基百科”与牛津英汉词典等并列出现在选择中.



语来使用.〔５〕 但运用众包理念解决争议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至１９９９年美国

公司PerceptionCorporation创建的网上争议解决平台iCourthouse.〔６〕 在这

个平台上,任何人都可以提交争议并成为案件的审判员(juror),有权提交“裁
决”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美国电子商务网站eBay印度(eBayIndia)的社区法

院(CommunityCourt)被认为是网络平台利用众包进行争议解决的典型案例,
因其成功实现了速度快、成本低,依靠大量身处不同国家的人有效解决网络争

议的设想.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研究和实践方兴未艾.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淘宝网大众评审机制的分析,对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运

行原理和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淘宝作为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是不言而喻的.无

论以用户规模还是业务覆盖广度计,淘宝无疑都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网络购物

平台.截至２０１４年年底,淘宝拥有注册会员近５亿,日活跃用户超过１．２亿,
在线商品数量１０亿.在 C２C市场,淘宝网占到了９５％的市场份额.〔７〕 淘宝

因其商业模式的巨大成功,不仅影响着中国网民的生活,推动着中国互联网规

则的发展,也引起了国内国外很多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对其商业模

式、私人治理机制以及争议解决机制的研究.在专门探讨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

文献中也有外国学者提及淘宝大众评审,但研究者受制于资料获取、文化背

景〔８〕或研究角度等因素,他们的观察是不全面、不准确的.〔９〕

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拟回答三方面问题:第一,众包网上争议解决是什么?
第二,淘宝大众评审的机理是什么? 如何认识和评价? 第三,众包网上争议解

决的制度价值是什么? 未来应如何发展? 本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二部分通过

文献综述说明“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概念、类型并梳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回
答第一个问题;第三部分分析淘宝大众评审的运行机理、构成要件;第四部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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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８〕

〔９〕

BerkmanCenterforInternet & Societys Law Lab,Meeting Report:Theoretical
Aspectsof Crowd Sourced ODR,athttp://lawlab．org/events/workshopsＧarchive/theoreticalＧ
aspectsＧofＧcrowdＧsourcedＧodr(lastvisitedJan．３,２０１９)．

Seewww．icourthouse．com (lastvisitedJan．３,２０１７)．
参见“淘宝网”的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淘宝网/１１２１８７? fromtitle

＝淘宝 &fromid＝１４５６６１&fr＝aladdin,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例如,一篇文章提到,受制于文化的问题,作者不确定他们的众包设想能否应用于特定

地区.因而可以想见,争议解决是高度地方化的,争议解决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的文化和

习俗.因此,外国研究者除非进行深入研究,否则很难把握制度的具体面貌,作出准确判断.See
ColinRuleandChittu Nagarajan,CrowdsourcingDisputeResolutionOver MobileDevices,at
http://colinrule．com/writing/mobile．pdf(lastvisitedJan．２６,２０１９)．

E．g．AnjanetteH．Raymond,AbbeyStemler,“TrustingStrangers:DisputeResolution
inthe Crowd”,CardozoJournalof ConflictResolution,vol．１６,issue．２,２０１５,p３８２．
“Unfortunately,thereseemstobelittleinformationaboutthesuccessorfailureofthepilot
project,andthewebsiteseemstobenolongerusingsuchademocraticcommunitycourt．”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淘宝的大众评审仍然在有效运行.



价其公正性,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五部分回答第三个问题,评价淘宝大众评审的

价值并提出改进建议同时指出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发展方向;最后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澄清三个概念

(一)众包的概念

群体的智慧已为许多文献所讨论.〔１０〕 在上文提到的«群体的智慧»一书

中,Surowiecki探讨了许多众包的实例,从估算一头公牛的体重到预测哥伦比

亚号航天飞机灾难.Surowiecki的研究主要针对线下社会.Howe将众包定

义为,一个公司或机构将原本由雇员承担的工作以公开召集的方式外包给不确

定的(通常是人数众多的)一群人处理.〔１１〕 Howe的定义较为清晰地反映了众

包的特点,是很多研究的起点.在网络世界中,群体智慧的对应概念是大众生

产(peerproduction)、用 户 创 造 内 容 (userＧgeneratedcontent)、集 体 智 识

(collectiveintelligence)、维基经济(wikinomics)、Web２．０等.这些概念有时

是指同一事物,被替换使用,有时又指代不同内容.〔１２〕 近年来全世界各地出现

的众包现象表明互联网具有实现“众人智慧”的巨大能力,推动了众包的发展和

应用.特别是,它能够将全世界的个体集中到一个平台之上,通过思想的即时

交换以及非同步性,使分散各处的思想流汇聚于一个渠道.由于所有用户分散

在世界各地,跨越不同文化,他们在做决定时又是独立的,这些确保了互联网众

包的可能性和正确性.〔１３〕 几乎所有的众包项目都具有两种共同的属性:第一,
参与者不为金钱利益;第二,参与者贡献的是业余时间.〔１４〕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对网络众包进行类型化.根据任务的难易程度,众包可

以被分为简单任务型和复杂任务型.前者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２０００年请网络志愿者估算火星照片上的环形山数量或利用众包协助电子取证

(electronicdiscovery);后者主要指需要更高技能的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众包

应用InnoCentive将科学领域的各种复杂问题向大众寻求解决方案.〔１５〕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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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E．g．,Howard Rheingold,SmartMobs:TheNextSocialRevolution,a Perseus
Publishing,２００３;DonTapscottandAnthonyD．Williams,Wikinomics:HowMassCollaboration
ChangesEverything,Portfolio,２００６．

JeffHowe,“Crowdsourcing:ADefinition”,athttps://crowdsourcing．typepad．com/cs/
２００６/０６/crowdsourcing_a．html(lastvisitedFeb．２２,２０１９)．

DanielVelizarovDimov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比较和澄清,Seesupranote〔４〕,p．２.
SeeDaren C．Brabham, “Crowdsourcing as a Modelfor Problem Solving:An

IntroductionandCases”,Convergence,vol．１４,no．１,２００８,p．８１．
参见杰夫豪:«众包:群体力量驱动商业未来»,牛文静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９

页.
Supranote〔４〕,pp１７Ｇ１８．



性质也可以作为类型化的标准.Howe区分 了 四 种 众 包 类 型:集 体 智 慧

(collectiveintelligence)、群体创造(crowdcreation)、群体投票(crowdvoting)
及众筹(crowdfunding).〔１６〕 他的分类被认为是比较全面地涵盖了众包的主要

类型.关于众包在法律领域的应用,Armstrong认为众包可以帮助解决目前法

律研究中资源公开获取存在障碍的问题〔１７〕,Robertson预测未来中产阶层可以

依靠众包获得法律意见.〔１８〕

根据Dimov的总结,所有众包的优势有三点:人群的多样性、迅速作出决

定以及成本不高.众包的劣势主要有八项:(１)大量信息可能相关性较低;
(２)作为结果提交的思想或是任务存在法律上的所有权问题;(３)众包人员的

计件工资较低;(４)众包过程缺乏透明度;(５)参与者对众包过程缺乏信任感;
(６)存在参与者过少的风险;(７)信息过量导致处理困难;(８)参与的人群在统

计学上缺乏代表性.〔１９〕

(二)网上争议解决

众包网上争议解决是群体智慧与网上争议解决的结合.而迄今为止,人们

对何为网上争议解决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网上争议解决起源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的美国,伴随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兴起.随着互联网在各行

业的渗透,其应用场景已经扩展到除电子商务以外的其他争议解决领域.〔２０〕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简称贸法会,UNCITRAL)将网上争议解决定义为,借助

电子通信以及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解决争议的一种机制.〔２１〕 这一定义表明,
网上争议解决至少包括“利用通信手段”和“解决争议”两种元素.学界对于网

上争议解决主要有三种认识:网上争议解决是传统替代性争议解决在网上的

演化;网上争议解决是所有传统争议“解决”模式在网上的对应物,包括网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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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JeffHowe,Crowdsourcing:HowthePoweroftheCrowdisDrivingtheFutureof
Business,CrownPublishingGroup,２００９,pX．

SeeArmstrong,T．,“CrowdsourcingandOpenAccess:CollaborativeTechniquesfor
DisseminatingLegalMaterialsandScholarship”,SantaClaraComputerand HighTechnology
LawJournal,vol．２６,２０１０,pp５９１Ｇ６３０．

Robertson,C．,“TheFacebookDisruption:HowSocialMedia MayTransform Civil
LitigationandFacilitate AccesstoJustice”,inCaseResearch PaperSeriesinLegalStudies
WorkingPaper,No．２０１２Ｇ５,p２６．

Supranote〔４〕,pp２５Ｇ２８．
网上争议解决目前已经扩展至其他领域,如域名争议、普通民商事争议(如离婚诉讼、税

务申报争议、保险)、电子政务等.SeeEthanKatsch,ColinRule,“WhitePaper:WhatWeKnow
andNeedtoKnowAboutOnlineDisputeResolution”,SouthCarolinaLawReview,vol．６７,issue
２,２０１６,pp３３４Ｇ３３８;DanielRaineyandEthanKatsh,“ODRandGovernment”,inMohamedS．
AbdelWahab,EthanKatshandDanielRainey (eds),OnlineDisputeResolution:Theoryand
Practice,ElevenInternationalPublishing,２０１２,pp２３７Ｇ２４９．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网上争议解决的技术指引»第五节第２４段的定义为:“网上

争议解决或称‘网上解决’是借助电子通信以及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解决争议的一种机制.”



讼;网上争议解决不限于传统争议解决模式,是争议预防、争议解决等各种有

助于促进网上争议解决方式的总合.〔２２〕

对网上争议解决的概念我们做三点说明:第一,如果仅仅将网上争议解决

认为是替代性争议解决的一种类型,将很大程度上把技术对司法的影响排除在

网上争议解决研究之外.事实上,在网上争议解决概念诞生二十年后,司法电

子化浪潮席卷全球,电子化诉讼解决互联网争议成为一种必然和现实.网上争

议解决应当包括网上诉讼.第二,对争议解决的研究不应仅限于“解决”争议,
“促进”争议解决实现的机制,如争议预防机制和执行机制,也应纳入广义的网

上争议解决范畴.第三,可将“网上争议解决”解读为对“互联网争议”的解决

(resolutionof“onlinedispute”),它主要用于解决因网络活动引发的争议,手
段可以是线上也可以是线下.〔２３〕 欧盟建立的网上争议解决平台并不意在直接

解决争议,而是作为信息交换平台,将所有传统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与互联网

争议解决联系起来.联合国贸法会也指出不排除利用任何线下机制解决网上

争议.以上三点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在上述认识下我们就获得了一个

认识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基础,其应用领域可以是各种场景,方式可以是诉讼

也可以是替代性争议解决,争议主要为网络活动引发的(也可以不是),解决手

段可以是线上也可以是线下(主要为线上).
此外,网上争议解决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对一些机制进行介绍,也有学者探

讨相关法律问题,特别是对网上仲裁的研究.〔２４〕 随着网上争议解决进一步发

展,特别是随着国际国内层面规则的建立,学者们的研究得以更深入,网上争议

解决的面貌和法律地位也逐渐清晰.国际层面的推动一方面表现为联合国贸

法会第三工作组(网上争议解决)的规则制定工作以及最终形成的«关于网上争

议解决的技术说明»,这为网上争议解决程序提供了一个程序性指引〔２５〕;另一

方面,欧盟为解决因跨境电子商务引发的消费者争议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活动,
在区域内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并建立了网上争议解决平

台,在制度层面贡献了规范网上争议解决的法律框架.这些努力为未来的研究

和实践奠定了基础,使我们可以在一个相对清晰的标准下来衡量所有网上争议

解决程序(包括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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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对网上争议解决概念的梳理,参见高薇:«互联网争议解决的制度分析———两种路径及

其社会嵌入问题»,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１０６１页.
KojiTakahashi,BlockchainandOnlineDisputeResolution,PresentationatWorkshop

ontheUseofModernTechnologyforDisputeResolutionandElectronicAgreementManagement
ParticularlyOnlineDisputeResolutionPortMoresby,PapuaNewGuinea３Ｇ４March２０１８,p１．

对网上争议解决的文献回顾,同前注〔２２〕,第１０６１—６３页.
联合国网站:«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网上争议解决»,https://undocs．org/zh/A/CN．９/

WG．III/WP．１４０,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５日.



(三)众包网上争议解决

与“众包”及“网上争议解决”相比,众包网上争议解决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较

晚,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Rule和Nagarajan认为传统争议解决机制以及网上

争议解决机制,因成本高昂、速度慢、需要人力资源,无力解决大量的网络争

议.〔２６〕 但他们仅仅对众包网上争议解决进行了简要介绍,没有对其定义、类型

等做进一步分析与归纳.Herik和Dimov对众包网上争议解决进行了定义,即
众包网上争议解决包括替代性争议解决及诉讼程序,利用网络技术及众包作为

争议解决的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构成要件包括人员、激
励、目标和程序.〔２７〕Luz、Poblet和Silva指出众包与网上争议解决结合有三种

形式:(１)利用网上争议解决辨别众包工人提供信息的正确性;(２)大众为争

议双方提供解决方案;(３)全部或部分利用众包解决争议.〔２８〕 第一种形式下,
众包利用了网上争议解决,在后两种形式下,网上争议解决利用了众包.

目前众包网上争议解决可以大致分为四种类型:(１)在线民意投票;
(２)模拟在线审判;(３)可私人执行的在线审判〔２９〕;(４)区块链技术之下的去

中心化司法.第一种在线民意投票允许用户在一个在线平台上提出问题,获得

社区成员的一些反馈,但系统不提供任何法律方面的评估,也不保证问题能够

得到公正的解决,代表为iCourthouse (www．icourthouse．com),Peoples
CourtRaw (www．peoplescourtraw．com).〔３０〕 第二种模拟在线审判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争议解决,但可以提供给双方及其代理人一个模拟审判的机会.通过

参与模拟审判,参与者可以预测审判结果,例如eJury (www．ejury．com)及

VirtualJury(www．virtualjury．com).第三种可私人执行的在线审判是网络

社区的争议解决机制,代表是美国eBay、荷兰最大的电商平台市集网(www．
marktplaats．nl)和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淘宝网的众包争议解决机制.以e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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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ColinRule,andChittu Nagarajan,“Crowdsourcing DisputeResolutionover Mobile
Devices”,in Poblet M．,MobileTechnologiesforConflict Management,SpringerScience &
BusinessMedia,２０１１,pp９３Ｇ１０７．

Jaapvan den Herik,and DanielDimov,“Towards Crowdsourced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in Sylvia Mercado Kierkegaardand Patrick Kierkegaard,Law Across Nations:
Governance,Policy&Statutes,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ITlawyers,(IAITL),２０１１,pp２４４Ｇ
２５７．

NunoLuz,MartaPoblet,andNunoSilva,“CrowdsourcingDisputeResolution:Survey
and Challenges”,in Novais, P． and Carneiro, D．,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ConflictResolution,IRMAInternational,２０１６,p２８５．

Jaapvan den Herik & Daniel Dimov, “Towards Crowdsourced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ercialLawandTechnology,vol．７,issue２,２０１２,
p９９．

NancyMarder,“Cyberjuries:A New RoleasOnline MockJuries”,Universityof
ToledoLawReview,vol．３８,２００６,pp２４５Ｇ２４７．



印度的社区法院(TheCommunityCourt,www．ebaycourt．com)为例,社区法

院主要用于解决其平台上发生在卖家和买家之间的撤销差评争议.每一个提

交社区法院的案件都由２１名随机选择的陪审员处理.陪审员需要满足某种条

件,例如曾申请作为陪审员或获得一定量的好评.当超过半数陪审员赞同卖家

时,案件以卖家的胜利结束,买家留下的差评也可以随之删除;反之,差评将留

在系统中.〔３１〕 因商业模式变化,社区法院已经暂停使用.在这个意义上,与之

类似的淘宝大众评审就成为这个领域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Erickson〔３２〕、Liu
和 Weingast〔３３〕、方旭辉〔３４〕、叶諓〔３５〕、彭雅丽〔３６〕对淘宝大众评审进行了介绍.
最后一种类型是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之上的去中心化众包机制.传统上任何服

务及应用都是通过中心化的方式被提供的,但区块链技术建立在对等网络

(P２P)而非中心化网络的组网技术之上,无须中介参与.架构变化也带来了争

议解决机制的创新和发展.目前在区块链架构上运行的争议解决应用有

AragonNetwork〔３７〕、CrowdJury〔３８〕和 Kleros〔３９〕,它们依靠众包机制解决争

议,利用代币激励参与并执行裁决.Kaal和Calcaterra的论文对此有较为详细

的介绍.〔４０〕

Dimov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目前为止众包网上争议解决领域较为全面的参

考文献,除对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概念、类型、主要模式的优劣等进行了清晰描

述外,该文还对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程序正义问题进行了分析.现有的中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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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SeeColin Rule,HarpreetSingh,“ODR and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s:
MaintainingTrustandAccuracyTroughEffectiveRedress”,inMohamedS．AbdelWahab,Ethan
KatshandDanielRainey,OnlineDisputeResolution:TheoryandPractice,ElevenInternational
Publishing,２０１２,pp１８０Ｇ８１．

JimErickson,“HowTaobaoIsCrowdsourcingJusticeinOnlineShoppingDisputes”,at
http://www２．alizila．com/howＧtaobaoＧcrowdsourcingＧjusticeＧonlineＧshoppingＧdisputes(lastvisited
Jan．３,２０１７)．

SeeLizhiLiu,BarryR．Weingast,“Taobao,Federalism,andtheEmergenceofLaw,
ChineseStyle”,MinnesotaLawReview,vol．１０２,issue４,２０１８,pp１５８１Ｇ８２．

方旭辉:«ODR———多元化解决电子商务版权纠纷新机制»,载«法学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４
期,第１５７—５８页.

叶諓:«新型网络纠纷解决机制:大众评审制———以国内某大型购物网站为例»,载«法制

博览»２０１６年第３４期,第１８—２０页.
彭雅丽:«大众评审为什么这么红? 对于 ODR淘宝判定中心的探究»,载２０１５年«互联

网＋时代法科生创新创业第一届全国法学本科生学术论坛论文集».作者对淘宝大众评审的程序

分析较为详细.
https://aragon．one,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参见高薇:«互联网争议解决中

的执行问题———从司法、私人到去中心化数字执行»,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４４页.
https://www．crowdjury．org,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新网站正在建设中.
https://kleros．io,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WulfA．Kaal,CraigCalcaterra,“CryptoTransactionDisputeResolution”,Business

Lawyer,vol．７３,issue１２０１８,pp１０９Ｇ１５２．



献主要在介绍淘宝机制,缺乏对众包网上争议解决制度整体性的理论分析.进

一步的研究应当继续归纳和总结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种利用众包进行争议解

决的案例,考察其应用效果,明确机制改进和开展研究的方向.

三、淘宝大众评审之构成要件分析

Malone等 人 通 过 对 将 近 ２５０ 个 集 体 智 慧 系 统 (collectiveintelligence
systems)的研究,提出了所 有 众 包 系 统 所 共 有 的 四 个 构 成 要 件 (building
blocks):人群构成、激励机制、系统目标及组织结构与程序.借用生物学的术

语,这是众包系统的“基因”.〔４１〕Malone建立的分析框架表明,众包不完全是

随机发生的现象,而是可以通过与特定组织的需求相匹配得到进一步适当应用

的.这种分析框架可以用于解构淘宝大众评审的运行机理.
(一)系统目标

淘宝网是阿里巴巴集团于２００３年创立的大型网络购物平台.在淘宝购物

几乎成了中国网民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无数淘宝卖家借助淘宝平台创业成功.
但繁荣的市场和巨大的商业利益背后隐藏着潜在的争议,虚假销售、质量问题、
售后服务、物流快递等都成为中国网购突出的问题.大量的争议成为淘宝平台

“不能承受之重”.为维持商业活动存在并持续获益,淘宝针对平台交易中产生

的风险和问题建立了各种应对机制.淘宝首先利用争议预防机制对潜在争议

进行防范,主要工具是信誉评级系统及具有抵押担保功能的支付工具支付宝,
它们在交易前和交易中可以起到预防争议发生的作用.若交易结束后发生争

议,平台首先鼓励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用户可以要求淘宝的内部工作人员

介入处理,即淘宝客服 (俗称“淘宝小二”).２０１２年,淘宝网建立了大众评审的

判定中心,发动全体淘宝会员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中,所有提交问题的判定将由

大众评审员在判定中心通过集体投票方式决定.〔４２〕

大众评审旨在解决淘宝网上发生的争议.目前大众评审员可以处理的争

议包括:(１)卖家违规行为类,包括但不限于淘宝主动排查发现或会员投诉/举

报的卖家违规行为,卖家就其违规行为被违规处理后的申诉处理;(２)交易争

议类,即买卖双方存在争议的交易款项归属或资金赔偿争议处理;(３)根据大

众评审机制的发展而逐步放开的其他任务类型.目前在大众评审网站上可以

看到的几个业务类别是:交易维权;规则众评(通过大众参与规则评审,让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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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one,T．,Laubacher,R．,andDellarocas,C．,“HarnessingCrowds:Mappingthe
GenomeofCollectiveIntelligence”,CenterForCollectiveIntelligence,MassachusettsInstituteof
Technology,WorkingPaperNo．２００９Ｇ００１,２００９．

大众评审目前进行了改版,用户无法再使用网页版进行评审,需要使用移动端进行评

审.



智慧参与到行业规则和社会政策的讨论中,推动规则体系优化);处罚申诉(商
家申诉处理,公平公正保护卖家的基本权益);商品净化(清除不良商品信息滥

发,清退问题商品,净化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购物无忧);恶评鉴定(胁迫/辱骂

评价鉴定,清退恶性消费者,维护良性市场秩序,保护卖家的基本权益).淘宝

大众评审针对的是淘宝平台上出现的大量、小额、同质性、跨境争议.其中大部

分都是涉及消费者的简单争议,例如商品与描述不符、商品质量问题、买家未收

到货物等.对于这类争议,问题得以迅速解决比严格适用法律规定更为重要.
因此大众评审员评审的主要依据是淘宝规则以及作为淘宝用户的经验.

(二)组织程序

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程序一般均经过四个阶段:申请人提交申诉、通知被申

请人、作出决定及决定执行.〔４３〕

大众评审的程序不复杂.以买卖双方存在争议为例,若买家认为存在退款

情形(如货物与描述不符)而卖家拒绝退款,买家可以选择通过淘宝小二还是大

众评审处理.选择大众评审后,买家有三天举证时间,提交完成后卖家也有三

天时间举证.争议双方可以上传交易凭证.一旦卖家完成提交,案件将被提交

大众评审判定.
淘宝系统随机向评审员派送判定任务,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２０１３年发

布的«淘宝网大众评审公约(试行)»规定,判定周期内,如参与判定的评审员不

足３１人(含本数),则构成无效判定,淘宝网将人工介入对该违规行为的判定处

理;在符合人数要求的情况下获得１６票的一方获胜.２０１４年淘宝的规则修改

为,判定周期内,如支持任何一方的评审员均不足１６人(含本数),则构成无效

判定.改变在于没有规定有效判定的总人数,而是规定支持任何一方的评审员

达到１６人就构成有效判定.在最新的«淘宝网大众评审公约(试行)»中,定性

人数被修改为７人.判定周期也随着规则变化被逐渐延长,从最初的２４小时,
到４８小时〔４４〕,再修改为１６８小时.根据评审员等级,大众评审员每日可判定

的任务总量有一定限制,目前最高不得超过８０个任务.〔４５〕

在众包决定作出阶段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第一,评审员能否询问争议双

方.在争议解决程序中对双方进行询问,被认为有助于澄清问题.但在参与争

议解决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则需要设计评审员询问当事人的机制.淘宝评审员

没有向争议双方询问的途径.第二,决定作出前是否要经过评审员之间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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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supranote〔４〕,p．９４．
数据来源于«‹淘宝网大众评审公约(试行)›变更生效通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https://rule．taobao．com/detailＧ１８７１．htm? spm＝a２１７７．７２３１１９３．０．０．４de６１７eaixHPpc&tag＝
self,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参见https://m．tb．cn/h．３ECMzRp,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评议.如果允许评议,则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并导致非理性决定,将影响

信任度及程序便利.若不允许评议,少数意见便不会被持多数意见的人群考

虑.从结果上少数方便受到压制,丧失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４６〕 从现行手

机版大众评审的实际操作上看,评审员的选择是分别进行的,在没有作出自己

的选择之前无法看到其他评审员的选择,故不存在评议.
大众评审员的裁决为一裁终局.淘宝系统将依据淘宝规则的违规处理措

施执行评审员的判定结果.消费者通过卖家事先存入的保证金得到赔付或者

由淘宝先行赔付再向商家追偿.这里“一裁终局”指的是不存在经过大众评审

的上诉.〔４７〕

判定中心的设计便于用户加入和使用.网上争议解决的优势之一在于,可
以通过图表、符号、流程说明等技术设计使争议解决的整个程序便于参与者理

解和掌握.例如,用户可以较容易地在判定中心网站找到“工作流程”图示.新

加入的评审员可以轻易地在“判定大厅”或“任务广场”领取任务,并随时看到任

务的进展.同时,这个平台使用的是“评审员”“任务”“判定达人”等符合中文语

言习惯、具有文化认同度,同时也显示淘宝企业特点的表达,而不是“陪审员”
“法官”等称谓.〔４８〕

(三)人群构成

众包理论要求群体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胜于个体精英能力”理论的

基础在于,能力强的人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他们在背景、观点和技能等方面具

有类似性.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优于大众,但许多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一种思

路.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特性,不同的世界观会给出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其中

一些会是较优的方案.〔４９〕 这种多样性可以体现为性别、国籍、经济地位、宗教

信仰等方方面面的差异.〔５０〕 多样性能够去除系统性偏见(systematicbias),与
最终结果的质量高度相关.增加评判人员的社会多样性,而不是提高人群的平

４０２ 北大法律评论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Supranote〔４〕,pp．９７Ｇ９８．
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上的争议解决项目可以进行众包上诉,如 AragonNetwork.这是一

个以太坊上运行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管理应用.以太坊是一个能够在区块链上实现智能合约的

底层系统.AragonNetwork由代币控制,软件执行使用智能合约编写的代码.
eBay印度的社区法院也曾意识到同样问题.eBay的团队意识到使用“法院”及“陪审

员”(juror)的话语对用户体验不利,因此将社区的评审团体改为“委员会”(panels).ColinRule,
HarpreetSingh,“ODRandOnlineDisputeResolutionSystems:MaintainingTrustandAccuracy
TroughEffectiveRedress”,inMohamedS．AbdelWahab,EthanKatshandDanielRainey(Eds．),
OnlineDisputeResolution:TheoryandPractice,ElevenInternationalPublishing,２０１２,p１８１．

同前注〔１４〕,第９５—９６页．
Daren C． Brabham, Speakers Corner: Diversity in the Crowd,at https://

crowdsourcing．typepad．com/cs/２００７/０４/speakers_corner．html(lastvisitedJan．５,２０１９)．



均教育水平更能提高审判结果的准确性.〔５１〕

在淘宝大众评审员的人群构成中,“８０后”数量最多,占到总数的近７５％.〔５２〕

这也反映出目前在中国网民的整体构成中“８０后”是主体.评审员年龄跨度较

广,最年长的评审员７４岁,最小的１６岁.数据显示,男性淘宝会员更愿意担当

大众评审,这与传统印象中淘宝以“女剁手党”居多不完全一致,在大众评审团

队伍中男女比例为１．５∶１.另外,浙江、广东、江苏三省的淘宝用户最活跃,占
大众评审员省籍比例最多.〔５３〕 卖家与买家的数量基本相当.在一年的试用期

内,有８２万淘宝用户注册大众评审员,其中４８万是买家,３３万是卖家.〔５４〕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评审员中的买家卖家比例基本上为１∶１.〔５５〕 对

于利用众包的电商平台而言,需要根据掌握的数据进一步观察哪些指标对争议

解决的结果影响更大,例如是性别差异还是卖家和买家的数量差异,并对所选

取的指标反映的信息予以评估.比如,在每一单项指标中(如买家卖家或年

龄),除考察参与个体的数量外,还需考察某类个体的参与频率.例如,虽然卖

家参与的总数少,但某些个体判定的任务可能多于买家,即活跃度更高.
在目前的众包网上争议解决应用中,一类程序是所谓的开放式众包,不要

求参与者满足任何条件,众包机制也不隶属于网络社区,如在线民意测试;另一

类是封闭式众包,参与者为特定群体,需要掌握解决特定问题的足够知识,代表

是eBay和淘宝这类平台.后者似乎与众包是依靠普通人智慧的这一大众认知

相左,但研究表明,封闭性的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程序可以对参与者的信息进行

自动筛选,从人群中找到适格的争议解决者.〔５６〕

对淘宝平台而言,与争议解决密切相关的有两类知识或称为信息,即有关

在线交易的信息和解决争议的信息.〔５７〕 这些信息属于哈耶克所称的“有关特

５０２众包网上争议解决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See Strodtbeck, F．,James, R．,and Hawkins, C．, “Social Status in Jury
Deliberation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２２,１９５７,p７１３．

根据一些学者观察,在群内最有生产力的多是年轻人,大致在３０岁以下,这个群体是用

户创造内容的 Web２．０时代最为活跃的年龄组.SeeAmandeLenhart,Mary Madden,“Teen
ContentCreatorsandConsumers”(PewInternetandAmericanLifeProject,Report,November２,
２００５),athttps://www．pewinternet．org/２００５/１１/０２/teenＧcontentＧcreatorsＧandＧconsumers/(last
visitedJan．８,２０１９)

«淘宝公 布 大 众 评 审 制 首 单:吸 纳 ７４ 岁 资 深 剁 手 党»,http://tech．huanqiu．com/
internet/２０１５Ｇ０７/７０５３８９４．html,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淘宝网判定中心上线 引入大众评审员机制»,http://news．mydrivers．com/１/２８８/
２８８２８８．htm,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数据来源于阿里巴巴２０１５年６月公布数据,参见«淘宝大众评审团,默默耕耘三年,首
晒成绩单»,http://www．tianxiang１７．cn/wz/epirah５．html,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Jaap van den Herik, Daniel Dimov, “Towards Crowdsourced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athttp://ssrn．com/abstract＝１９３３３９２(lastvisitedJan．８,２０１９)．

有关网上争议解决机制信息机制的详细探讨,同前注〔２２〕,第１０６５—１０６６页.



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５８〕.大众评审员均为淘宝的注册用户,是交易活动的直

接参与者,很多是深度用户.他们掌握着大量有关交易的信息,包括交易流程、
交易规则,特别是遭遇过交易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这种信息对争议的解决

至关重要,非亲身经历不能获得,是一种私人信息.〔５９〕 理论上法律专家更善于

解决争议,掌握争议解决的技能和信息,这对他们而言是私人信息.但在淘宝

的案例中他们却并不一定比网络用户更善于解决“淘宝网上发生的争议”.这

主要是因为淘宝争议的特点决定了争议解决对法律知识的依赖程度低,更为重

要的是淘宝规则和交易信息,而淘宝用户对这类信息掌握更为充分.与作为个

体的“淘宝小二”、法官相比,众包的重要特点还在于,群体可以将这种每个用户

拥有的重要信息进一步整合,互联网为这种信息聚集提供了更大可能,这使网

络众包比线下众包更有优势.在信息掌握的意义上,淘宝用户是比较适合解决

淘宝争议的群体.
为确保大众评审员能够具备这样的知识,淘宝平台首先设置了招募条件,

对人群进行筛选.大众评审员通过公开招募产生,符合以下条件的淘宝网会员

均可登录判定中心申请成为评审员:(１)会员注册时间满一年;(２)芝麻信用

分大于等于６００分;(３)买家须同时符合下述要求:① 会员等级大于等于

Vip２;② 信用等级大于等于三心;③ 近９０天要求淘宝介入的交易笔数小于等

于三笔;(４)卖家须同时符合下述要求:① 信用等级大于等于一钻;② 近３０天

争议退款率低于行业平均值;③ 申请成为评审员的当个自然年内无违反«淘宝

规则»中严重违规(含出售假冒商品)相关规定被扣分;(５)无其他不适合担任

评审员的情形.〔６０〕 大众评审员的资格要求是与买家和卖家的信誉密切联系

的,信用等级的具体评价信息可以在淘宝网站上获得.
淘宝也有促进评审员技能提高的机制.大众评审员虽然不是职业的争议

解决者,但他们可以在判定过程中不断习得和积累解决争议的经验.淘宝平台

上的巨大交易量为用户不断获取经验创造了可能,很多活跃的评审员能够在短

时间内处理大量任务.淘宝允许用户根据判定的任务数量,获取经验值并提高

等级.经验值就直接体现了评审员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同时,判定中心还设有

“你说我说”一栏,将“最热议”“最纠结”“最新鲜”的已判定任务作为案例供用户

学习和讨论,进一步帮助他们学习评判技巧和经验.
(四)激励机制

众包的成功在于大众参与,但招募人员参与是众包项目的重要挑战之一.

６０２ 北大法律评论

〔５８〕

〔５９〕

〔６０〕

F．A．Hayek,“TheUseofKnowledgeinSociety”,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
vol．３５,１９４５,pp５２１Ｇ５２２．

合约理论区分了私人信息和可观察信息,前者指亲历者所掌握的信息,后者指从外部

观察得到的信息.
«淘宝网大众评审公约(试行)»(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日正式生效)第４条.



而人们参与众包的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目前招募大众参与主要至少有五种

激励模式:(１)荣誉或赞许;(２)经济报酬;(３)服务社区的感觉;(４)能够得到最

终结果的反馈;(５)为娱乐目的.〔６１〕 在淘宝大众评审中这几种激励同时存在.
在完成任务后被“点名”(namingandshaming)和获得信誉(credit)是激励

用户参与的重要手段之一.〔６２〕 将用户参与争议解决的相关信息以某种方式公

布出来,这类似于维基百科对词条撰写者的激励,也像在科学领域中学者获得

承认能够正向激励进一步的研究行为.〔６３〕 淘宝通过一些办法来建立和衡量评

审员的声誉.例如,评审案件数量达到一定数量可以用于捐赠公益项目,在用

户参与捐赠公益项目后,用户名以及捐助金额将出现在判定中心的网页上.根

据评审的情况,淘宝评选和公布“评审之星”.评审员每评审一个任务所获得的

经验值,累积起来可以获得相应等级的勋章.反之,淘宝也会定期对在判定过

程中存在严重误判等违规行为的评审员进行处罚和清退,并公布在“评审员清

退”一栏中.另一个设计是建立排行榜,对所有参与判定的人员进行排名.〔６４〕

Göritz的研究显示,物质激励平均能够提升众包应用回报率的１９％.〔６５〕

但 Maniaci和Rogge认为,金钱激励的大小与回报率并不呈正相关.大额的金

钱激励甚至导致相对递减的回报率.〔６６〕 其他领域的研究也表明,人们做事并不

一定依靠利益刺激,而引入经济刺激后反而会破坏事情原本的价值和目标.〔６７〕

７０２众包网上争议解决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Supranote〔４〕,pp．７８Ｇ８２．也有学者提到激励包括:(１)参与者被某一机构要求贡献力

量;(２)招募方付费给参与者;(３)寻求志愿者;(４)让使用争议解决服务的人付费.SeeAnHai
Doan,RaghuRamakrishnanandAlonY．Halevy,“MassCollaborationSystemontheWorldWide
Web”,atpages．cs．wisc．edu/vanhai/papers/mcＧsurvey．pdf(lastvisitedJan．２６,２０１９)

SeeVanden Herik,J．,and Dimov,D．,“TowardsCrowdsourced OnlineDispute
Resolution”,in Sylvia Mercado Kierkegaardand Patrick Kierkegaard,Law Across Nations:
Governance,Policy&Statutes,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ITlawyers(IAITL),p２５０．

Supranote〔４〕,p７９．
正如淘宝网站上表述的,“和好友比一比、赛一赛,看看谁参与的判定多,谁判定的质量

更好”.“比”才是进步的动力.在中国当下的文化中,“比”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对进步的激励.
Göritz,A．,“Incentivesin Web Studies: MethodologicalIssuesand a Review”,

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rnetScience,vol．１,no．１,pp５８Ｇ７０．
Maniaci,M．,andRogge,R．,“ConductingResearchontheInternet”,inReis,H．and

Judd,C．,Handbookof Research Methodsin Social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Second
Edi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p４６４．

经济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研究,在一个托儿所,根据规定每天下午４点前接孩子.但家

长们常常迟到,所以每天傍晚总要有一个老师留到最后等待家长.据统计,每个托儿所每周会有

８起晚接孩子的事情.为解决这一问题,经济学家设计加入罚金,每个晚接孩子１０分钟的家长都

被要求支付３美元的罚金.结果是,不接孩子的事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多了.这种安排的

问题是,引入的经济激励(３美元的罚金)挤走了道德激励(家长们晚来所感到的愧疚).通过几美

元,家长们就消除了罪恶感.SeeUriGneezyandAldoRustichini,“AFineisAPrice”,athttp://
rady．ucsd．edu/faculty/directory/gneezy/pub/docs/fine．pdf．(lastvisitedJan．３,２０１９)．Seealso
StevenD．Levitt,StephenJ．Dubner,FreakEconomics,PenguinBooks,２００５,pp２１Ｇ２３．



众包成功的关键在于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实现某种意义.如果有物质收益,
也必须排在其他意义之后.〔６８〕如果金钱刺激成为主要激励,就不会有成功的众

包.目前主要的众包网上争议解决机制即便收取费用,费用也较为低廉.〔６９〕

淘宝大众评审是免费服务,也不会占据评审员大量时间,这应该很大程度上是

人们愿意尝试淘宝大众评审的原因.为了激励评审员积极参与交易争议判定,
淘宝给每位成功投票的评审员一定的积分作为奖励,无论判决是否正确.道德

风险似乎始终存在,有评审员为获得奖励,不认真审核交易双方的举证材料,草
率投票导致交易争议被误判.〔７０〕 这就需要淘宝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行

为,并针对大众评审员的渎职行为提出相应的惩处办法.目前还无法衡量如果

淘宝大众评审成为收费服务,是否用户会继续选择仍由淘宝小二解决争议.
淘宝大众评审的参与者本身就是卖家及买家,这既是成为评审员的条件,

也是用户主动参与的重要动力.作为社区的一员,用户有动力为建立公平公正

的交易社区贡献力量.用户也可能会希望通过评审的方式去帮助有同样问题

的用户解决问题,这就是所谓的 “感同身受”.评审过程也为买家和卖家提供

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在评审中同时观察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并调整自身的

交易行为和判断角度.用户主动参与争议解决的理由会有多种.但无论参与

者目的为何,人群中总有一些活跃的、有能力、有热情的用户会主动参与完成任

务.〔７１〕 这些积极的参与者是推动众包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有资深评审员

自大众评审成立三天即参与,几乎每天上线进行评审,常年居于评审员全球排

行前三名.也有评审员秉承教育工作者的严谨作风,坚持对评审案件经过细致

分析再判断,并认为参与评审就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一件有意思

的事.〔７２〕

研究表明,人群中的成员如果能够收到投票的结果反馈,比如支持或反对

的意见,从而知晓其作出的决定是否与多数意见相符或仅仅是少数意见,这将

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激励.〔７３〕 淘宝目前的做法是,大众评审员完成判定后可以

看到当前的投票人数.如果人数达到有效判定人数,就可以在判定结果的界面

８０２ 北大法律评论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同前注〔１４〕,第１４９—５０页.
“Atpresent,onlytheprovidersofonlinemockjuriesprovideremunerationtothecrowd

members．TrialJuriespaysUSD３０toeachjurorforhisparticipationinasimplecase．Formore
complexcases,TrialJuriespaysahigheramount．Dependingonthecomplexityofthecase,
JuryTestpayseachjurorbetweenUSD５andUSD５０．”Seesupranote〔４〕,p．８１．

参见«淘 宝 的 大 众 评 审 员 招 募 在 交 易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存 在 的 问 题»,http://www．
taopugou．cn/news/showＧ１８２９．html,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在 YouTube等新型社交网络中,只有１％的用户是活跃的内容创造者,另有１０％的用

户和内容互动并且作出改变,剩下８９％的用户都是被动的观察者.同前注〔１４〕,第２１页.
评审员故事,见大众评审网站,http://pan．taobao．com/＃n３.
Supranote〔４〕,p．８０．



看到自己的选择是否与最终结果一致.
娱乐或消磨时间也是人们参与众包项目的原因之一.Ipeirotis对亚马逊

土耳其机器人应用的研究表明,２１％的参与完成任务的人是在消磨时间,４２％
为娱乐目的.人们参与众包的动机是通过参与众包工作获得本能的乐趣以及

与他人社交的机会.〔７４〕 理论上,淘宝大众评审不排除这种情形.
除上述五种原因外,淘宝大众评审还以做慈善的方式激励评审员参与.在

中西方的不同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慈善”的根源和相似表达.这反映出“慈善”
是一种人类的共同精神归宿和人性美德,简单讲即从行善中获得精神满足和自

我完善.〔７５〕 淘宝大众评审员每评审一个事项将获得５—１０点不等的经验值和

１—１０点不等的公益点滴.经验值可以反映评审员的资历,公益点滴则被用来

参与公益捐赠,如给贫困儿童送爱心餐、为乡村诊所捐钱,捐赠者信息将被公布

在网站上.参与公益项目能够让评审员们感受到评审工作的价值,也能够感觉

到是在为改善他人生活做贡献.当然,如果希望以此持续激励评审员,可能还

需要完善公益捐赠后的反馈途径,比如项目募集的资金数量、实施情况等.否

则,当评审员的预期无法明确实现时,动力便会减弱.

四、对淘宝大众评审的程序正义评估

(一)何谓程序正义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思想史上有关正义的理论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在

不同的正义观下,也形成了“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实体正义”和“程序

正义”等不同的概念和分类方法.罗尔斯在著名的«正义论»中对纯粹的程序正

义进行了论述.〔７６〕 简而言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程序正义要求裁判过程符

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正如法律格言所称:“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

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mustnotonlybedone,butmustbeseento
bedone．)对我们而言,讨论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影响争议解决结果,
影响使用者对结果的接受程度.利用众包解决争议的优势只有在保证公正性

的前提下实现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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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７５〕

〔７６〕

Ipeirotis,Panos,“WhyPeopleParticipateonMechanicalTurk”,BlogofP．,Ipeirotis,
１１ September ２００８, at http://behindＧtheＧenemyＧlines．blogspot．com/２００８/０９/whyＧpeopleＧ
participateＧonＧmechanical．html(lastvisitedMarch３,２０１９)．

慈善这个词最早起源于古希腊“Philanthropie”,包括现在法语和英语的“慈善”都是以

古希腊这个词“Philanthropie”为词根的.这个词是由“philein”和“anthropos”两个词组合而成,
“philein”是“爱”的意思,“anthropos”是“人”的意思.“慈善”这个词的起源所蕴含的意思,归根结底

就是两个字:爱人.
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版,第７９—８５页.



Dimov在讨论众包网上争议解决时,进一步区分了两种程序公正:一是客

观性程序公正(objectiveproceduralfairness),即程序是否符合某种标准;二是

主观性程序公正(subjectiveproceduralfairness),即个体主观上是否认为程序

足以公正.〔７７〕 后者主要被社会心理学家用于观察某个程序的参与者对程序的

反应.影响主观性程序公正的因素有很多,如评价者的道德观念和文化归属.
因此一个人认为的公正,对另一人而言可能是不公正的.〔７８〕 限于篇幅此处不

再展开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也不讨论结果公平的问题,而仅从规范性角度分

析淘宝大众评审是否符合客观性程序公正的要求.
为促进消费者争议解决,欧盟制定了«关于替代性解决消费者争议并修正

第２００６/２００４号(欧共体)条例及第２００９/２２号指令的第２０１３/１１号(欧盟)指
令»(以下简称“«欧盟替代性争议解决指令»”).该指令第７、８、９条与程序公正

相关,具体表现为九项标准:专业性(expertise)、独立性(independence)、中立性

(impartiality)、透 明 度 (transparency)、公 平 听 证 (fairhearing)、平 衡 度

(counterpoise)、合理的程序时长(ensuringareasonablelengthofprocedure)、
决定附理由(providingreasons)、自愿参与(voluntaryparticipation).〔７９〕 联合

国贸法会«关于网上争议解决的技术说明»提出了网上争议解决系统应采取的

方针,这些方针体现了公正、独立、高效、有效、正当程序、公平、问责和透明原

则.〔８０〕 我国«电子商务法»第四章(电子商务争议解决)〔８１〕第６３条规定,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可以建立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制定并公示争议解决规则,根据

自愿原则,公平、公正地解决当事人的争议.从法律效力和规则制定者所要达

到的政策目标看,«欧盟替代性争议解决指令»作为欧盟法律,为消费者争议解

决设置了较为严格和细致的要求,体现出欧盟在互联网治理政策上一贯的“监
管者”的色彩.贸法会的«关于网上争议解决的技术说明»不具有约束力,旨在

为所有网上争议解决程序提供程序性指引.我国«电子商务法»的规定是原则

性的.但它们都要求网上争议解决程序具有公正性,具有相似的内核.这就为

我们考察众包网上争议解决提供了基本的规则框架和标准.下文结合淘宝机

制对自愿性、专业性、独立性/公正性、公平听证、透明度、程序时长、裁决附理由

这些要求做进一步分析.
(二)淘宝大众评审是否合乎程序正义的要求

若争议解决的提起存在法律或事实上的强迫,则存在有违反要求的可能.

０１２ 北大法律评论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Supranote〔４〕,p．１０９．
Id．,p１１７．
Id．,p１０９．
同前注〔２５〕.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电子商务法»,自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例如仲裁制度就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之上,提起仲裁要求事先存在提

交仲裁的合意.互联网用户为获得平台提供的服务,需要与网络平台运营商签

订用户协议.这种协议由平台单方面制定,用户在注册时通过点击确认接受,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淘宝的争议解决规则属于其用户协议的一部分,注册为用

户就得接受其所有安排,包括争议解决规则.由于平台的强势地位,滥用格式

条款的现象时有发生.〔８２〕 这种滥用有时体现为平台限制用户寻求法律救济手

段.〔８３〕 淘宝平台给予了用户选择权,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由大众评审或是由

淘宝小二来解决争议,也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滥用的情形.
不过这种选择的启动是单方面的,即一般由买家提出申请启动程序,卖家无法

拒绝,只能被动等待评审.这种权力分配格局显然有利于一般认为的属于弱势

群体的消费者.对卖家有利的是,使用判定中心而发生的退款将不计入纠纷退

款率,不会影响对卖家至关重要的声誉.〔８４〕

专业性一般要求解决争议的人具备必要的、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欧盟替

代性争议解决指令»第６条(１)a就要求争议解决者具备必要的解决消费者争

议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对法律有一般性的理解.为此,淘宝要求评审员具有一定

的资格.前文也指出淘宝用户对解决淘宝平台上发生的争议比其他群体具有

信息优势.同样重要的是,这种优势是建立在成本衡量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

能排除当某些争议被提交给专业人士处理时他们会作出更优的处理,但显然要

付出更大成本.
独立性表现为第三人与双方不存在利益冲突.在仲裁中,独立性是通过仲

裁员披露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予以

保障的.eBay评审员的独立性表现在,要求其与争议双方都没有发生过交易.
依靠仲裁员的主动披露并不能杜绝仲裁员与双方存在利益关联,而网络平台则

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确保不存在利益关联,这是互联网争议解决的技术优势.对

于淘宝来说,首先«大众评审公约(试行)»明确规定了回避评审员需要披露的信

息.其次,平台通过技术化的处理来增强公正性,如限制评审员挑选案件,监控

评审员之间的关系以限制相互影响.〔８５〕 此外,淘宝的大众评审员匿名参与评

审,人员是随机选择的,也有清退机制.中立性则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要求

裁判者头脑中保持 “不偏不倚”.上述机制如人员选择的随机和匿名性有助于

１１２众包网上争议解决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例如淘宝平台因实施新规导致的卖家抗议事件,参见“淘宝１０．１１事变”的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淘宝１０１１事变/７１２６７４９? fr＝aladdin,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３
月１日.

参见王红霞、杨玉杰:«互联网平台滥用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以２０份互联网用户注

册协议为样本»,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５２页.
同前注〔３６〕,第２５０页.
同前注〔３６〕,第２５２页.



保证中立性.eBay对评审人的中立性进行的测试可供参考:第一,评审人在多

少个决定中属于少数意见;第二,评审案件所需时间;第三,评审人作出决定所

依据的理由;第四,对被怀疑有问题的评审员,使用已经裁决过的案件对其进行

公正性测试.〔８６〕 值得一提的是,“淘宝小二”的腐败问题曾经引发各种批评.
如果争议交由大众评审,贿赂在网络上随机挑选出的大众评审员几乎是不可

能的.
公平听证的基本要求是,双方均有公平参与的机会,包括及时获得通知,获

得所有案件相关信息,能够针对对方意见进行反驳.淘宝大众评审允许双方各

自单独提交证据材料,但不存在双方进行互相反驳的设计.
透明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程序规则应具有透明度,二是平台应提供与

争议解决结果相关的信息及反馈.例如«欧盟替代性争议解决指令»第７(２)条
要求网上争议解决平台每年出版关于其程序运行的统计信息.〔８７〕 在淘宝网站

上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大众评审规则.目前,淘宝并未专门定期发布大众评审的

数据年报,在一些公告和研究报告中会附带提及大众评审的有关数据.
在争议双方提交完证据,程序进入判定周期后,根据淘宝信息,任务一般能

够在２４小时内获得结果.从公布的淘宝大众评审规则看,淘宝大众评审的判

定周期随着规则的修改不断被延长,而判定需达到的有效人数却在减少.理论

上“合理”延长时间,能够给予评判者更充裕的审理案件时间.〔８８〕 人数减少有

利于尽快达到有效判定人数以作出决定,但不确定人数是否会对公正性造成影

响.判定周期与人数的变化关系以及这两项指标对判定效果的影响需要通过

进一步的研究来说明.
裁决附带理由被认为对争议解决有积极的作用,理由在于:对于受结果影

响的人是一种尊重;能够获得更好的争议解决结果;有利于进行上诉.〔８９〕 裁决

不附理由的直接影响至少包括,不利于从外部判断案件中是否存在偏见或其他

违反规则的情形.缺乏必要的信息也不利于平台改进系统.淘宝大众评审改

版前允许但不要求判定附理由.在争议解决后,双方可以看到附具的理由.从

现行手机版大众评审的实际操作上看,评审员在评审一项任务时,不再能够附

带理由.
根据以上分析,淘宝的大众评审一定程度上符合公正性要求,这是其能够

为用户接受并到目前为止仍然能被平台使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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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Supranote〔４〕,p１４２．
Id．,p１１１．
淘宝平台的机制变化也可能出于其他考虑.时间延长的原因以及是否有利于争议解

决,则有待进一步研究给出答案.
Supranote〔４〕,p１１５．



五、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价值及前景

(一)淘宝大众评审的价值再审视

上文从机制本身出发分析了淘宝大众评审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的价值.
若将它放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大框架中予以审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评价其制

度价值.
随着中国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网上争议解决近年来也在中国发展起

来.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实践:(１)仲裁机构的在线仲裁,如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在线仲裁;(２)网上诉讼,目前

中国成立了北京、杭州、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３)网络平台组织的争议解决,
如淘宝的大众评审;(４)其他组织提供的争议解决服务,如 www．odr．com．cn、

www．odr．beijing．com.〔９０〕 这些网上争议解决的类型中,尤以淘宝的争议解

决机制借助平台的优势,发展最早也引起各方关注.在过去一些年中,淘宝发

展出的市场机制在一些方面能够代替国家治理网络商业活动.它的角色已经

不仅仅是一个电子商务平台,而是凭其巨大的影响力参与并推动了中国互联网

规则的形成.〔９１〕 因此不难理解,目前中国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唯一成功实践

是淘宝的大众评审〔９２〕,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也正由于淘宝平台的重要性,
淘宝的发展和变化带来的辐射效应也会是多方面的.

淘宝大众评审的宣传语“沉淀群众智慧,共治现在,共建未来”对此进行了

清晰表达:“群体”———聚点滴智慧与力量,让社会治理工作简化,人人参与,随
时随地;“共治”———通过群众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实现大量争议的即时

解决;“共建”———促成大众参与行业规则及公共政策的讨论,保证民意进入到

公共政策中.〔９３〕

淘宝大众评审的制度价值还体现在其与淘宝平台“既内且外”的关系上.
一方面,淘宝众包不是第三方机构提供的争议解决服务,而是“内嵌”于淘宝网

整体架构中的一环.由平台组织的争议解决是一种多重机制共治的系统,机制

之间存在制度性关联,能够弥补单个机制的不足.这有效克服了一般众包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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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SeeWeiGao,“TheSuccessandFailureofOnlineDisputeResolution”,HongKong
LawJournal,vol．４７,２０１７,p４５０．

Supranote〔３３〕,p１５６４．
与淘宝同属阿里巴巴集团的“闲鱼”是一款个人闲置物品交易平台.闲鱼目前通过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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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人员和执行方面的缺陷.
另一方面,众包又是独立于网络平台之外的争议解决机制.将争议外包给

大众解决,企业的权力就受到了约束.用户使用大众评审首先避免了对小二不

公和腐败的担忧.大众也可以帮助企业书写各种规范,如淘宝大众评审能够推

动交易争议规则优化.例如当一条规则在实践中被证实已不适用于判定争议

时,大众评审员有权向平台提出质疑.淘宝会根据大众评审的案例进行分析总

结,对平台现有争议处理规则做主动校验和改进.无论依靠大众进行争议解决

还是规则制定都体现了互联网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模式,是更民主的方式.当企

业将经营中的某些环节外包给网络用户时,也将风险进行了转移,能将私人企

业从“独裁者”的诟病中解救出来.
淘宝大众评审作为目前为数不多的成功的众包争议解决机制,验证了众包

的有效性,丰富了人们对众包作为争议解决方式的认识.根据淘宝公布的大众

评审“成绩单”,２０１３年大众评审对６４０条淘宝规则的执行状况进行监督,优化

了２２条有争议的规则〔９４〕;截至２０１８年,大众评审的注册评审员人数为４３１万

人,参与判定１７２万人,累计完成超１亿次争议判定.〔９５〕２０１６年,每日交易争

议总量的１０％是通过大众评审的方式处理完成的.〔９６〕 当然上文的分析也揭示

出淘宝大众评审存在的问题.对于淘宝这种对中国网民深具影响力的互联网

平台,无论为企业自身发展还是促进网民福利而言,改进都是极其必要的,具体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需要完善大众评审规则,增加程序和规则的透明度.淘宝需要考虑

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完善一些程序细节,如评审员作出决定时是否需要附具理

由.淘宝对大众评审的规则会作出更新,对其中一些部分进行了修改,例如判

定机制的变更(包括有效判定规则和判定周期).这些规定是判定过程的核心

要素,对这些步骤的修改应当作出说明,并与所有规则一起公布在网站的显著

位置.这也是我国«电子商务法»对平台规则透明度的要求.
第二,需要改进机制,提高程序的合理性、公正性.上文在对淘宝大众评审

公正性予以分析时,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平台考虑和改进的问题.此处不再

赘述.
第三,需要合理化人员资格.如果招募条件或机制设置不当,则会影响到

争议解决结果.淘宝的招募条件主要是以买家和卖家进行区分的.淘宝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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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主要依据会员等级和信用.这些与买家的消费能力有关,可以反映出买家

熟悉交易流程的程度以及买家还款信用是否良好,却不一定能保证买家熟知交

易规则.卖家的招募条件更为严格:要求店铺信誉１钻以上,３０天争议退款率

低于行业平均值,自然年内无违规行为.
对卖家争议退款率的要求无疑是为了筛选出值得信任的评审员,但也令众

多有经验的卖家无法担任大众评审员.从买家卖家的构成上看,某种意义上卖

家可能比买家更适合担任大众评审员.一方面,卖家为了店铺运营业绩会主动

研究淘宝交易规则,他们对交易争议的责任认定非常了解.而买家无论等级多

高,多数时间均花费在甄选商品、咨询和讨价还价上.另一方面,卖家天生也是

买家,而大部分买家却从未担任过卖家角色.如果同时兼具两种角色,能更好

地做到换位思考,因此在判定时卖家可能更有经验.〔９７〕 另外,淘宝的大众评审

属于众包程序,评审人全部由用户组成.未来可以设计混合型程序,类似美国

的陪审团制度,使评审团中既有法律专家(仲裁员、调解员、法官),也有大众评

审员.必要时,专家可以在大众审议案件前对法律问题进行说明,有助于防止

大众评审偏离法律和规则的要求.〔９８〕

(二)众包网上争议解决未来的发展方向

淘宝大众评审仅仅是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众多应用之一.众包网上争议

解决还可以在以下方面(但不限于)进一步发展,研究也可以相应展开:
第一,进一步认识众包网上争议解决机制,推动其在更多领域应用.本文

主要考察了淘宝的众包机制,还需要对其他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程序予以总结和

研究.同时,为使众包网上争议解决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域,众包网上争议

解决不应仅仅停留在学者讨论之中,还应为争议解决实践提供方案.例如,可
以期待众包机制在产生大量争议的网络平台,如在线招聘网站、社交媒体等上

得到应用.目前相当数量的众包应用已经出现,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挖掘、数据

获取、信息提取等,可将众包网上争议解决与这些应用进行整合.〔９９〕

第二,评估众包程序的公正性.公正性是人们内心的需求,并以法律文本

和规范性文件作为载体.这就要求首先建立或明确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程序

公正标准.目前国际国内层面已经制定了网上争议解决的初步标准.本文通

过一些指标对淘宝众包的公正性进行了评价,未来需要考虑如何在法律上或是

技术上采取手段以更好地满足这些公平的指标.此外,法学研究主要关注客观

性程序公正,目前很少涉及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分配正义问题(distrib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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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淘宝大众评审规则机制的建设意见»,http://www．taopugou．cn/news/show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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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ness),即个人对所获报酬的公正知觉,也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分配最终

结果的评价,亦称结果公平.负面的分配正义评价将影响争议人对程序的态

度,给机制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值得法学家们关注.
第三,促进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与众包网上争议解决的结合.例如,可以

通过计算模型来研究和模拟人类的决策行为,帮助机制设计者改善设计或者进

行结果比对.〔１００〕

六、结语

本文对开头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即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对众包网

上争议解决及其相关概念作出清晰的描述,进而通过对淘宝大众评审构成要件

的分析、对其公正性的判断,呈现了一个众包网上争议解决机制的运行及可能

出现的各种问题.
一个时代的动力系统变了,一切也将随之改变.互联网就是这个时代的蒸

汽机,它已经持续在引发各种重要的变化.Web２．０的浪潮使社会网络中的个

体可以自由地合作,释放众人的智慧.众包改变了争议解决的形态,使争议解

决(至少某些类型的争议)从小部分专家手中转移到业余爱好者手中,从一个封

闭系统走向开放.利用众包进行争议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技术和法律层面

上完善机制设计,例如设定清晰的目标、选择合适的人群,并在泥沙俱下的情况

下筛选出智慧的解决方案.众包不仅仅是互联网社会的流行词,它是一种前所

未有的社会行为,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于专业性、商业模式以及智力劳动价值的

传统看法.作为一种新的争议解决方式,它需要时间的检验.但无论如何,当
固有的思维模式在技术进步中不断被打破后,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新事物有更广

泛的发展.

(审稿编辑　刘思艺)
(校对编辑　邓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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