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第 6 期( 总第 134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论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
及其对我国大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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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通过对我国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立法现状和司法适用进行梳理，认为港澳台地区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各具特色兼有不足。大陆地区已于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法律适用法》，但公
摘

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仍不完善。可以借鉴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经验，将名称统一为公共
秩序，明确公共秩序的内涵和限制其适用范围，区分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序，选择“客观说 ”作为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标准，在排除外国法或外域法适用后首选与纠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然后
再考虑我国大陆地区的本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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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 》（ 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 》） 于 2010 年 10 月经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 ，并已于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这是中
［1］

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立法史上的里程碑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应该说，《法律适用法 》确实有许多突
出特色①，但也存在些许不足，部分条文甚至可以说是“前进中的静止 ”，如该法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的规定（ 第 5 条） 。本文拟考察我国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和适用 ，及对我国大陆地区国
际私法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启示 。
一、港澳台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考察
( 一) 港澳台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梳理
1． 香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现状 ：
因历史原因，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形式和内容受英国法律影响较深 。在英国法律中，一般不区分国
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而认为冲突法的意义只在于调整法域之间的冲突 ，不论这些法域属于一个
［2］

单一主权国家还是多法域主权国家

。按照英国的法律传统，其冲突法规定主要来自于相关的判例规

定和英国政府所缔结和参与的国际条约或协定 。因而，香港法律中的冲突法渊源主要是判例 、相关成文
法及适用于香港的一些关于冲突法的国际条约和协定 。具体到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香港的公共秩序保
留制度并不区分“国际”和“区际”法律冲突而加以适用，即香港法院在依据自己的冲突规范承认和执行
外国法时，如果他认为承认和执行该外国法的结果与香港的公共政策不一致 ，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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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香港地区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主要有 ：

第一，普通法中的香港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英国法律中对公共秩序的表述往往通过判例的形式
体现，并由法院加以确认。归纳英国判例中适用公共政策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情形来看 ，主要集中于涉外
合同和涉外身份案件中。英国法中，下列合同会因违反公共秩序而被拒绝执行 ： （ 1） 帮诉合同； （ 2） 限制
［4］
诉讼协议； （ 3） 限制贸易协议（ 在该国以任何汇率进行交易 ） ； （ 4） 与敌人贸易的合同； （ 5） 骗税协议 。
而在涉外身份中所需要考虑的公共政策因素主要有 ： （ 1） 奴隶制度； （ 2） 宗教或宗教使命； （ 3） 敌国国籍；
（ 4） 种族； （ 5） 离婚； （ 6） 身体上的无能力； （ 7） 浪费［5］。 由于承袭英国法律传统，从普通法的角度考虑，
香港关于公共秩序的普通法判例也必然包含以上内容 。
第二，香港本地成文法中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相关立法 。香港成文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集中
体现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领域 。香港《外国判决（ 相互执行） 条例》规定，对外国判决
要进行一般性审查，在遇有“执行判决与本地公共政策相抵触 ”时则必须拒绝登记； 在外国仲裁裁决上，
香港《香港仲裁条例法案》①和 1958 年《纽约公约 》为依据，规定“执行该裁决，会违反公共政策 ”② 可拒
绝执行。
第三，香港和大陆相互签署的有关法律文件 。此类法律文件涉及大陆和香港地区的区际公共秩序
保留制度，单就相关条文来看，仅仅只是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而公共秩序的具体内容仍然需要各法域
2000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依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处理。如，
》
（
7
2008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
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第 条） ，
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 第 9 条） 。
2． 澳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现状 ：
从 1553 年至 1999 年，葡萄牙对澳门的影响经过了租赁期 （ 1553—1849） 、占领期 （ 1849—1976） 、管
辖期（ 1976—1987） 和过渡期（ 1987—1999） ，而对澳门法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占领期 （ 1849—1976） 阶
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 》在 1967 年 9 月 4 日通过第 22869 号总督令在澳门适用，该
段，在这一阶段中，
［6］
部法典后来成为澳门国际私法的主体 。 因此，就澳门的冲突法立法来看，基本上沿袭了葡萄牙冲突
法的立法精神和传统，当然也包含了澳门立法机关基于当地具体情况所做出来的适合本地的冲突规范 。
1966 年
就葡萄牙国际私法的立法来看，其将法律冲突具体分为国际法律冲突和区际法律冲突 ，如，
的《葡萄牙民法典》第 20 条③之规定。澳门也主张对关于国际法律冲突和区际法律冲突区别对待 ，但就
目前澳门的立法情况来看，并没有系统的区际冲突法。学者建议，可以借助于澳门冲突法调整冲突的原
［7］
则和规定来推知澳门调整区际冲突的主张 。因此，澳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现状应当包括两部
分，即，澳门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和大陆 、澳门相互签署的有关法律文件中所涉及的区际公

共秩序保留制度。
第一，澳门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由于葡萄牙对冲突法采取分立主义，因此，在公共秩
序保留制度方面，葡萄牙确立了国际公共秩序之概念 ，并且将国际公共秩序上升到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
之高度。如，《葡萄牙民法典》第 22 条④。澳门地区因此也将国际公共秩序作为其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

此前的《香港仲裁条例》香港法例第 341 章将香港仲裁分为
① 《香港仲裁条例法案》（ 香港法例第 609 章） 于 2011 年 6 月 1 日生效，
国际仲裁（ 受《交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管辖） 和本地仲裁。新的《香港仲裁条例》统一了这两个不同体系。新的《香港仲裁
条例》规定《交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适用于所有在香港进行的仲裁，为使用者带来更大便利。参见： http： / / www． hkiac． org /
index． php / sc / arbitration － ordinance，
2012 － 9 － 4，visited．
② 《香港仲裁条例法案》第 86 条。

且在该国同时存在不同地方法制时，由该国国内区际私法
③ 《葡萄牙民法典》第 20 条： 如果一国法律因个人国籍而成为准据法，
确定应适用的法制； 如果无区际私法规范，应适用该国国际私法规范； 如果该国国际私法仍不足以解决有关问题，则以当事人惯常居所
地法作为其属人法； 如果该国法律秩序内有适用于不同类人之不同规范体系时，则应选用该国法律就人际冲突所定的规范。参见： 黄
1996（ 6） ： 12．
进，郭华成． 澳门国际私法初探（ 上） ［J］． 法学评论，
导致违背葡萄牙国际公共秩序，则不适用该规定，代之适
④ 《葡萄牙民法典》第 22 条： 如果适用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外国法之规定，
1997（ 1） ： 4．
用该外国法中较合适的规定，或葡萄牙国内法的相应规定。参见： 黄进，郭华成． 澳门国际私法初探（ 下） ［J］． 法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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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的《澳门民法典》第 20、
21 条①。
之一。如，
第二，大陆和澳门地区相互签署的有关法律文件 。尽管澳门没有系统的区际冲突立法 ，但在处理和
2001 年 9 月 15
大陆有关法律事务方面，双方签订的相关的法律文件中也涉及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如，
日起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
2006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的《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
取证据的安排》（ 第 8 条） ，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
事判决的安排》（ 第 11 条第 6 项） ，
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第 7 条） 。
3． 台湾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现状 ：
冲突法立法上，我国台湾地区分别制定了应对国际法律冲突的立法和应对大陆 、港澳地区的区际冲
突立法。在这些应对不同领域法律冲突的立法中 ，都涉及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第一，《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②。该部法律最初对区际法律冲突不加区分 ，笼统地对法律冲突加以
适用。在台湾地区制定出专门的针对大陆和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际法律冲突之后 ，该部法律专注
于调整区际法律冲突之外的国际法律冲突 。了解该部法律中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规定，有助于对我
国台湾地区公共秩序的理解。《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 》第 8 条规定如果适用外国法时有悖于台湾地区
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可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 而对于在台湾立法中的公共秩序，我国台湾学者认
为，立法中将“公共秩序”表述为“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其目的在于前者所指“国际公序 ”，后者指通
［8］
行的“台湾地区之善良风俗” ，该种通行的善良风俗主要涉及人民基本权利 、人民福祉、违反强制禁止

性规定并依靠具体情形认定等。
第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③（ 以下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 。 该部法律是台湾
用于解决和大陆地区关系的区际冲突立法 ，同时为了配合该条例的具体执行 ，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实施
39、
44、
63、
74 条。 其中，
细则。对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规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主要集中在第 34、
第 44 条规定应适用大陆法律时，如有悖于台湾地区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 ，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
第三，《香港澳门关系条例》④。《香港澳门关系条例 》是台湾地区面对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的被
动立法，一方面，台湾不愿香港、澳门回归成为中国的辖区； 另一方面，在香港、澳门回归既成事实的情况
［2］

下，顾及台湾和港澳未来的发展趋势 ，被动地制定了该冲突法

。在该条例中，对于台湾和港澳之间的

法律冲突，第 38 条原则性地规定采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 ”，而未作规定的，适用于民事法律关系有
最重大牵连地法律。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在处理和港澳之间的公共秩序保留方面 ，推定首先适用国际法
律冲突意义上的“公共秩序”，替补适用最密切联系地的公共秩序 。
( 二) 港澳台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司法适用
1． 香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惯常做法 。第一，司法实践中对公共秩序的内涵认识比
较具体。如，在合同关系方面界定公共秩序的主要有如前文所示的 5 类，涉外身份的认定上主要有 7
类。第二，在适用标准上，香港地区以“结果说”为标准，即只有在承认和执行结果上不符合香港的公共
政策时，才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第三，香港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有着严格
的限制。香港高等法院曾在 Paklito Investment Ltd Vs． Klochner East Asia Ltd 一案中指出： 法院应当狭义
［9］

地解释公共政策，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可援用公共政策

。第四，利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其外国

法或其他法域的法律适用后，往往会用法院地法代替。
2． 澳门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惯常做法 。第一，公共秩序内涵丰富，且有比较明确
① 《澳门民法典》第 20 条： （ 1） 如适用冲突规范所指澳门以外之法律规定，导 致 明 显与 公 共 秩序相违背，则不适用该等 规 定。
（ 2） 在此情况下，须适用该外地准据法中较合适之规定，或补充适用澳门域内法之规定。第 21 条： 澳门法律中之规定，如基于其特定标
的及目的而应强制适用者，优先按下节规定所制定澳门以外之法律规定。参见： 冯霞．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J］． 河

2005（ 5） ： 96．
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② 该法最新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由“台湾立法院”第 7 届第 5 会期第 11 次会议修改通过。
③ 该条例最新修正日期为 2009 年 7 月 1 日。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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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分。澳门冲突法认为，公共秩序应当包括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序 ，而区际公共秩序主要涵盖
文化、道德、社会等内容。第二，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标准上以“客观说 ”为标准。 如“1995 年 6
月 14 日合议庭裁判，第 291 号诉讼案”①中澳门地区法院认为“香港法院判决没有违反澳门国际公共秩
序”，由此判断澳门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标准上遵循“客观说”。 第三，适用程序严格。 澳门冲突
法规定，是否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应当由澳门法院进行审查 。经审查，如果符合澳门公共秩序则可以
对相关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否则不予执行。第四，在排除外国法或外域法的适用后，依照澳门法律规
定，并不必然适用澳门的法院地法，而是可以选择外国法或外域法中的较为合适的规定 ，或者相应的澳
门法律。
3． 台湾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惯常做法 。 从相关立法来看，我国台湾地区公共秩
序保留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有如下具体做法 ： 第一，公共秩序内涵相对比较具体明确。 公共秩序的内容，
除了台湾当局的强制性立法之外 ，还包括维护台湾地区的法制和利益、福祉等内容。 第二，适用程序严
格。大陆地区民事裁判或仲裁判决需要台湾地区法院依据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裁定认可
（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 74 条） 。第三，在排除外国法或外域法的适用后 ，区分不同情形区别对待。 排
44 条 ） ，对港
除外国法律适用后，对于大陆地区将一律适用台湾地区法律（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 43、
澳地区则依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处理。不难发现，台湾地区公共秩序的具体做法具有明显的政治
［10］
野心在内。对此，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批评其“不知国际私法和区际私法应有‘非政治’性” 。

二、港澳台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之评析
1． 香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之评析。因为香港深受英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影响，在其立法和司法
实践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英国法的特点 。如，严格控制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 ； 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
具体内涵从普通法的角度有列举式的描述 ，有利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等。但，除了其值得称道的地方
之外，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 。主要体现在： 第一，利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法域的法
律后一律适用香港本地法，这一规定和当前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发展趋势不符 ，需要加以改进。 第二，
因为公共秩序的弹性化特征，对公共秩序的内涵进行列举式的表述 ，虽然有助于司法实务，但若出现不
在该范围内且又不符合香港公共秩序的情形 ，则缺乏法律依据。第三，成文化进程较为缓慢。尽管香港
属于普通法系有着良好的判例法传统 ，但也需要考虑“一国两制 ”下大陆、澳门、台湾均以成文法为主要
表现形式，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与其他三法域的司法互助和合作 ，在涉及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相
关立法上，香港地区也应该加快成文法的进程 。第四，未区分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序 。香港地区
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对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序不加区分 ，笔者认为其在保持其法律传统的同
时却忽略了当前我国多法域的现状 ，应该立足于我国多法域的特殊状况 ，对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
序加以区分。
2． 澳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之评析。 按照澳门的立法现状，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其 1999 年生效的
《澳门民法典》中进行了专条规定，但因为澳门有对公共秩序区分为“国际 ”和“区际 ”的传统，因而，在
面对多法域的现状时，缺乏专门的区际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另外，澳门冲突法中将国际公共秩序上升到
一般性法律原则的高度，笔者认为不妥。依照美国学者贝勒斯的观点，法律原则通常用来评价比较具体
［11］
的原则或规则，虽然它们也能够被直接用来评价个别的行为或判决 。当公共秩序在国际私法或区际
私法中排除外国法或外域法的适用 ，对维护国家或地区利益而言其作用不可替代 。但，将其作为一般性

的法律原则（ 虽然该法律原则是葡萄牙和澳门冲突法的特色 ） ，显然有过度夸大甚至滥用该制度之嫌。
不过，澳门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 如，适用标准采用“客观说 ”；
排除外域法的适用后并不当然地全部适用澳门本地法律 ，而是有选择地适用，即可以选择与案件有密切
①

1998
具体案情可参见： 黄进，郭华成． 再论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问题———兼谈澳门国际私法的有关理论与实践［J］． 河北法学，

（ 2）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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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的法律； 对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序进行区别对待等 。
3． 台湾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之评析 。我国台湾地区不仅有专门的国际私法也有区际冲突立法，
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现有立法中有较为详尽的规定 。应该说，台湾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某些方
面顺应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发展趋势 ，具有合理性。如，实务界对公共秩序的内涵形成了较为统一的
认识； 在立法模式上采取了直接限制的模式 ，符合通行做法等。但是，通过对台湾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
度的梳理，笔者也发现，我国台湾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存在着不足 ： 第一，区际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带
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台湾当局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对大陆的立法和香港、澳门的立法采取了不同的做
法，如，在其区际冲突立法中不尊重大陆的法律制度 ，将大陆的法律统称为“规定 ”①。 同时，在对适用公
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大陆的法律后 ，规定一律适用台湾本地法律； 而对于香港和澳门则类推适用涉外民
商事法律适用法进行处理，没有规定的才采用台湾地区的法律 。类似于这样的规定体现了台湾当局在
制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时的政治用意，完全违背了现代冲突法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 。 我国台湾地区
国际私法学者对此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第二，立法中对公共秩序的适用标准以“主观说 ”为其立法的
理论基础，不符合现代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适用标准“客观说”的发展趋势。
三、对我国大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启示
( 一) 统一名称为公共秩序
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国立法中有关公共秩序的名称可谓变化多端，早期立法中将其表述为“公共
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主权、安全 ”等，最新制定的《法律适用法 》第 5 条仍沿用“社会公共利
益”的提法。在国际社会中，英美法系习惯将其称为“公共政策”，大陆法系习惯将其称为“公共秩序 ”或
“公共秩序或公序良俗”等。我国香港地区将其表述为“公共政策 ”，澳门地区习惯称其为“公共秩序 ”，
台湾地区立法中则表述为“公共政策或善良风俗”。应该说，我国港、澳、台地区对公共秩序的称呼符合
国际社会的立法习惯，而我国大陆地区的表述，一方面没有实现和国际社会及其他三法域的接轨； 另一
方面，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没有体现出公共秩序的完整内涵 。公共秩序的内涵广泛，除了“社会公共利
［12］

益”，它尚包括“法律的基本原则”、“主权”、“安全”等内容 。所以，鉴于和其他法域的接轨以及我国
公共秩序所要体现的内涵，笔者建议，依照我国的成文法传统，应将称谓统一为“公共秩序”。
( 二) 以“客观说”作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标准
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标准 ，在我国有关立法中部分立法采取“客观说 ”、部分立法采取“主
观说”，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在我国已有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案例中 ，有
采取“主观说”，也有“客观说”的判例。笔者认为，这是我国立法的一大失误。因为，尽管当前有关公共
秩序排除外国法的适用标准的理论依据在国际社会中主要是“主观说”和“客观说”，但无论选择何种理
论依据首先应该在一国立法中统一标准 。但，我国立法中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另外，在统一适用标准
时，应当以“客观说”作为理论依据。首先，利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国法的适用采取以“客观说 ”
为标准已成为国际社会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趋势 ； 其次，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中也以“客观说”为排除外国法或外域法的适用标准 ，至于台湾地区的立法中采取“主观说 ”但台湾学者
认为司法实践中应当以“客观说”为依据； 最后，就各国或不同法域的立法而言，法律内容的差异不应成
为排除适用的依据，因为立法的内容反映的是法律制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现状 ，如果因为一国或该地区
法律的内容而否认该国或该地区法律的效力则是对该国或该地区法律主权的挑战 ，因此，一方面，应该
尊重该国或该地区的法律主权，这样才可以做到相互尊重； 另一方面，只有当利用该国或该地区的法律
所做出的判决或裁决确实违反了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时 ，利用公共秩序保留而排除该国或该地区法律
的适用这才符合个案的公正解决 ，也符合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价值追求 。
①

如《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 44 条： 依本条例规定应适用大陆地区之规定时，如其规定有悖于台湾地区之公共秩

序或善良风俗者，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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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明确公共秩序的内涵和限制其适用范围
公共秩序的弹性使得目前尚未有任何学者对其作出权威的解释 ，但这并不能成为公共秩序范围无
限扩大的理由。实际上，公共秩序的内涵和外延应当具有范围限制 。 英国尽管对公共政策区分国际和
区际，但其公共政策的范围却局限于国家利益和善良风俗 ，其中善良风俗是按照普通法的精神加以解
释； 在区际法律冲突中，英国甚至没有出现利用公共秩序保留而否认外法域判决的案例 。我国香港地区
秉承英国法律精神，对公共秩序的内涵和适用遵循了英国本土做法 ； 澳门对公共秩序内涵的认识也比较
统一，而且也严格限制公共秩序的适用范围 ； 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描述已经体现了其对公共
秩序内涵的界定。因此，我国大陆地区公共秩序的内涵也应该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 。 肖永平教授对此
［13］

提出了 5 点意见

。笔者认为，框定我国大陆地区的公共秩序内涵应当结合我国社会传统和当前现状

进行界定。首先，必须包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主要是基于我国目前的领土现状，防止某些别有用
心者利用法律搞分裂祖国的行径 ，所以，这一内容必须包含在我国当前公共秩序的内涵之中。 其次，必
须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这是基于法律的基本精神而言，因为，公共秩序保
留制度是一项法律制度，其作用之一即是维护一国的法律秩序和安全 ，所以，在理解公共秩序这一法律
制度时必须包含该项内容。再次，社会的善良风俗。每个国家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社会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有些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 ，有些则是某个国家所独有的。对于共同的道德
观念国际社会都应当遵守，而一国独有的道德观念，其他国家也应该尊重。 所以，我国公共秩序保留制
度的内涵中也应当包含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善良风俗 ，这才符合公共秩序之
精神。最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比较宽泛的概念，在实践中应当准确掌握，在实践中不应当出现将
行业利益作为国家利益对待的情形 。在具体适用范围上，可借鉴国际社会目前通行的做法 ，在相关立法
中明确说明，只有当在“明显”违背或违反“重大”公共秩序的情形时才可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
国法的适用或判决（ 裁决） 的执行。
( 四) 排除外国法或外域法适用后的法律选择
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国法或外域法的适用后 ，应该如何处理？ 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提供了
三种模式，即，绝对适用或有限制地适用法院地法 、最密切联系地法和拒绝审判。 尽管现在无统一的做
法，但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已经明文规定选择其中一种模式作为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后的法律
1995 年意大利国际私法改革法第 16 条① 之规定等国外立法。 在英国区际冲突法中，因
选择标准。如，
其司法模式的原因，几乎不存在利用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后的法律选择问题 。实践中，香港沿袭
英国的做法以法院地法为主； 澳门并不必然地适用澳门的法院地法 ，而是可以选择外国法或外域法中的
较为合适的规定，或者相应的澳门法律； 台湾地区在其针对大陆制定的区际冲突法中则只选择台湾地区
的本地法，而针对香港和澳门则类推适用涉外民事适用法 ，在涉外民事适用法中没有类似规定的时候则
才采用台湾本地法。我国大陆地区的区际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域法适用后的法律选择在立法上规
定排除外国法后适用我国法律。笔者建议首选与纠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 ，然后再考虑我国大陆地
区的本地法。因为，一方面，该原则自产生以来，在解决国际和区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范围和作用不
［14］
断扩大，甚至成为一些国家国际私法典的基本原则 ，我国《法律适用法》也将其作为基本原则之一； 另
一方面，考虑我国四法域的现状，在区际公共秩序保留上如果只将大陆地区的法律作为适用的依据则不
利于四法域之间的公平交往； 另外，如果利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仍然解决不了法律选择问题的话 ，再考虑
选择适用我国大陆地区的法律。
( 五) 区分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序
就当前我国的立法来看，
并未对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序加以区分，港澳台地区的做法也不一
致。笔者认为，
我国大陆地区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此应该加以区分，最主要是由我国特殊的区际法
准据法应根据就同一
① 1995 年意大利国际私法改革法第 16 条： （ 1） 违反意大利公共秩序的外国法不予适用； （ 2） 在此种情况下，
问题可能提供的其他连接因素来确定。如没有其他连结因素，则适用意大利法律。参见： 李双元． 国际私法（ 冲突法篇） ［M］． 武汉： 武汉
2001． 285．
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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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冲突本身所决定。笔者建议，
在对二者加以区分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首先，领土和主权完整是我国区际
公共秩序应当且必须保留的内容，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对香港、澳门丧失主
权多年，
且受英国和葡萄牙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香港、
澳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传统，
但不可
澳门和大陆之间割裂不断的文化和道德渊源，仍然存在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道德基础，台
否认的是香港、
在考虑和香港、
澳门、台湾的区际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时其范围应该小于我国和其他国
湾也是如此。因此，
家之间的公共秩序内涵认识差异。最后，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
区际公共秩序仍然需要遵循最基本的法律精
神。即在考虑区际公共秩序内涵的时候，
也必须将基本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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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 in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and the Enlightenment on China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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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observing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 in
Hong Kong，Macau and Taiwan，it is found out that there ar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ages in the three areas．
China mainland has implemented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since April
1，
2011，but there are still imperfection in 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 We ca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 in Hong Kong，Macau and Taiwan，unify term with public order，definite the implication
and restriction applicable scope，distinguish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rder from interregional public order，make
“objective theory”as the applicable standards of public order，choose the principle of the most closely connected as the first principle after excluded external area law，and finally thinking of lex fori．
Key words： 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 current legislation； judicial application；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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