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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
张

良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要： 显失公平的实质是对合同效力的否定，体现了合同正义原则对合同自由原则的修正。显失
公平的构成要件与交易的安全与判决的公正密切相关。以《德国民法典》、美国《统一商法典》、《国际商
摘

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为代表的主流立法例及有关判例均采显失公平构成要件的二元说。
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权威学者在显失公平构成要件方面争议极大，两派学者势均力敌。比较法
考察与法理分析表明，我国法中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关键词： 显失公平; 构成要件; 主观要件; 客观要件
中图分类号： D923．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3275（ 2014） 06 － 0046 － 07

一、问题的提出
显失公平规则的实质是对合同效力的干预 ，体现了合同正义对合同自由原则的修正。 显失公平主
要适用于消费者合同领域，但在商事合同及一般合同中亦得适用 。 由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 以下简称《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显失公平 ”规定的模糊性，加之对该规则的演化及所涉法理理解未深，
显失公平规则的构成要件已成为我国大陆民法学者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 ，形成了以梁慧星、韩世远
等学者为代表的一要件说（ 客观要件说） 与以王利明、尹田等学者为代表的二要件 （ 主观要件加客观要
件） 说。应当说，持这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都是民法学界的重量级学者 ，其著作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
流传甚广。笔者认为，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直接关系到合同效力 ，关系到如何平衡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
等法律的基本价值以及交易安全的维护 ，尤其是在中国目前不容乐观的司法环境中 ，显失公平规则极有
可能为法官任意干预合同效力大开方便之门 。基于显失公平构成要件的重要性，必须从法理上予以厘
清。笔者运用法史考察、比较法分析以及规范分析方法，研究主流法域的立法例与司法实践，提出自己
的观点，为正确理解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 》的“意见 ”第七
十条和七十二条提供比较法上的参照和法理上的依据 。
二、显失公平的制度演化
( 一) 大陆法系
显失公平起源于罗马法上的“非常损失规则”，该规则后被收进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 》，发展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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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的“短少逾半规则”（ 半价规则 ） 。《法国民法典 》继承了罗马法的上述规则，把其适用范围从土地
［2］
扩展到不动产，赋予不动产的出卖人在所受损失超过不动产客观价值的 7 /12 时撤销合同的权利 。

《德国民法典》（ BGB） 则没有采纳这样一个固定的公式，而是以善良风俗原则及其特别类型“暴利行为 ”
［3］
规则对给付与对待给付严重失衡的交易予以规制 。这两部民法典影响了诸多后来的民法典。《瑞士
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均属于受德国法影响的典型法典 ，而意大利法与奥地
利法一方面像德国法那样要求主观要件 ，另一方面其客观要件采用了固定比例模式 。
( 二) 英美法系
英美普通法不调整对价是否失衡的问题 ，唯其衡平法在交易极其不公平以至于震撼了大法官的良
心时，大法官有权判予该合同不能获得强制履行 。随着时代的发展，交易行为变得日趋复杂、频繁，尤其
是标准化格式合同条款的滥用，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发生了激烈的冲
突。英美衡平法在处理如此众多的不公平交易时显得捉襟见肘 。 为顺应时代需要，美国《统一商法典 》
（ UCC） 第 2 － 302 条规定了显失公平制度，对不公平合同条款公开予以规制，成为普通法和衡平法共同
［4］
的规则 。
三、显失公平构成要件的比较法考察与分析
( 一) 主观要件之比较研究
1． 主观要件的构成要素
显失公平在《德国民法典》表现为其第 138 条第 2 款的“暴利行为”规则，该规则的主观要件分成两
部分： 一是受害人处于急迫情势、无经验、欠缺判断力或意志显著薄弱的状态 ，二是获利方对此状态的利
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七十四条“暴利行为”的主观要件为“法律行为乘他人之急迫、轻率或无
经验”，其构成要素与德国法如出一辙。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五条“暴利行为 ”的主观要
件为获利方“有意识地利用他人之困厄状况、无技能、无经验、轻率、信赖关系、精神状况或性格软弱 ”，
主观要素的范围比上述德国法更广 。根据《瑞士债务法》第 21 条的规定，因一方占有押扣物、缺乏经验
或者不顾对方的需要等，致使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对待交付明显不公平的才能构成显失公平。《意大利
民法典》第 1448 条在主观方面要求显失公平是在一方利用对方需要乘机牟取利益的情况下发生。《奥
地利民法典》第 879 条规定的“暴利行为”的主观要件为“一方当事人利用相对人的轻率、强制状态、理
解力薄弱、无经验及情绪不稳定”。根据荷兰新《民法典》第 3． 2． 10 条第 4 款，一方当事人，以与他方当
事人缔结对他方有害的行为为目的 ，滥用了相对人的必需状态、从属、轻率、异常的精神状态、无经验，则
可认定为存在状况滥用。存显著不均衡的损害时，若必需状态、从属、轻率、异常的精神状态、无经验得
［5］
到证明，则推定为状况滥用 。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2 － 302 条第 1 款规定： 如果法院发现，作为一个法律问题，一个合同或者合
同中的任何条款在合同订立时显失公平 ，那么法院可以拒绝强制执行该合同 ，或者可以仅仅强制执行除
去了显失公平之条款的其余合同条款 ，或者可以为了避免显失公平之结果的发生而限制显失公平条款
的适用范围。由此可见，美国《统一商法典》并没有给“显失公平”下定义。根据显失公平的经典判例威
廉姆斯诉沃克 － 托马家具公司案中美国法院的观点，“一般认为，显失公平的要件包括，一方当事人无
法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并且合同条款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上述“过分有利 ”与“无法做出有意义
的选择”这一公式一直被其他法院沿用，但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细化。 该条最严厉的批评者莱夫教授
称前者为“实体上的”显失公平，称后者为“程序上的 ”显失公平，这种程序上的显失公平相当于德国法
［6］
的主观要件 。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第 3 条第 10 款规定，“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条款不公正地给予另一
方当事人一项过度的利益”，则合同或合同条款可以无效。相关因素是合同的本质和目的，以及是否存

在“另一方不公平地利用第一方的依赖性 、经济困难或迫切需要，或利用其不谨慎、无知、无经验或无讨
价还价的技巧”。《欧洲合同法原则 》第 4： 109 条规定，他依赖于对方当事人或与对方当事人具有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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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他处于经济困难或具有急迫需要 ，他是无远见的、无知的、无经验的或缺乏谈判技巧的，以及对方
当事人已经知道或本应知道这种情况 ，由于这种情况以及合同的目的，以非常不公平的或获取过分利益
［7］

的方式利用了第一方当事人的这种状况
2． 主观要件构成要素之评析

。

从上面各主要法域的有关规定来看 ，显失公平的主观要件包括两方面，一是一方当事人处于急需或
者无经验等不利情势，二是另一方对此种情况知道并加以利用 。至于不利情势的具体情形，各主要法域
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包括利用受损害方的需要 ，大多数规定还包括无经验、无知、缺乏判断力、轻率等。换
言之，虽然不存在欺诈、胁迫、错误等意思表示的瑕疵，但一方当事人处于某种不利地位，而另一方对此
知道并加以利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第七十二条的表述是“一方当事人利用
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与上述主要法域的规定存在部分相同 ，但所列举的因素显然过少，其“利
用优势”的表述可以更进一步通过列举的方式予以细化 。
综上，通过比较法考察，笔者认为显失公平的主观构成要件应当作如下表述 ： 一方依赖于对方当事
人，或在一方处于急需、无知、无经验、轻率、缺乏判断力或者意志显著薄弱的状况下 ，对方当事人知道或
本应知道这种情况并加以利用。
( 二) 客观要件之比较研究
1． 客观要件的判断标准
根据 BGB 第 138 条第 2 款，暴利行为的客观要件为给付与对待给付的明显不相称。 在信用暴利，
双方必须为信贷约定了特别高的利息 。BGB 的制定者有意拒绝确定一种 （ 即“非常损失 ”模式 ） 固定的
界限，制定者认为确定这样一种固定的界限是不恰当的 ，因为制定者没有考虑具体的交易情形 。所以一
般地给出一个不违反善良风俗的利息界限是不可能的 。关于买卖暴利行为的大多案件不是由于出卖人
索要过高的价格而是出于其他原因才构成了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 ，如出卖人说服买卖人购买了一件他
用不着的或买不起的东西。关于租赁暴利，在德国司法实践中，索要超过通行价格 20% 的房租，一般就
［8］

可认定为不合理的高价 。
《法国民法典》第 1674 条规定，不动产的出卖人因低价所受的损失超过不动产价金的 7 /12 时，即
达到显失公平的标准。《法国民法典 》之后立法者颁布的与合同损害有关的法律主要有： 肥料、种子买
卖合同中，买受人因高价所遭受的损失超出正常价格 1 /4 以上的（ 1979 年 1 月 13 日法律 ） ； 海难救助合
同中，法庭认为其规定的条件有失公平的 （ 1967 年 7 月 7 日第 67 － 545 号法律） 。 上述合同经一方当事
人要求，可予变更或撤销。此外，如果有息借贷合同所规定的利息超过通常实行的利率 1 /4 以上的，当
事人可请求减少利息（ 1989 年 12 月 13 日第 89 － 1010 号法律） ； 转让文学作品利用权的合同，其一次性
付给作者的报酬过低，因此遭受损失超过所获报酬 7 /12 的作者可以合同损害或对作品的收益估计不足
［9］
为由，请求变更合同（ 1957 年 3 月 11 日法律第 37 条） ，等等 。
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 1448 条，只有在损害超过被损害方给付或者于契约订立时承诺给付的价
值的 1 /2 的，受损害方才能行使请求废除合同的权利 ，换言之，损害如果达不到这种程度，即使具备主观
要件，当事人也因不具备客观要件而不能请求废除不公平合同条款 。很明显，这种客观要件的渊源是罗
［10］
马法上的“非常损失”规则 。
在美国，根据威廉姆斯案件所确立的判断标准 ，显失公平的客观要件是“合同条款对另一方当事人
过分有利”。这种实质上的显失公平可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合同定价过高，另一种是违约责任过于不
当。至于何谓合同定价过高则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统一标准 。但从美国的司法实践看，大致有三个不
同的标准： （ 1） 如果卖方所取得的利润过大，即为显失公平，这是指卖方为货物的生产厂家而言的 。（ 2）
如果卖方取得的价差过大，也构成显失公平，这是指批发零售商而言的。（ 3） 合同价过分高于市价，也
是显失公平的。何为“过高”？ 这个问题通常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法院在决定一个买卖合同是
否定价过高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合同价格与公平的市场零售价格之背离的程度 。 根据美国大部分
州的判例，当交易价格为商品零售价的 2． 5 倍以上时，法院宣告合同显失公平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法院通常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合同的特殊性质 。违约责任的约定过于不当是另一种实质性显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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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买卖合同。违约责任不当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约定的违约责任过于苛刻。 另一种是卖方在合同中
明确排除自己的违约责任，特别是排除产品质量保障的责任。 美国《统一商法典 》第 2 － 719 条第 3 款
［11］
明确规定： “当事人可以约定限制或排除间接损害赔偿 ，这种约定导致显失公平者除外。”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PICC） 使用一个极具弹性的用语来表达客观要件的构成 ，即“如果在订立合

同时，合同或其条款不公正地给予另一方当事人一项过度的利益”； 《欧洲合同法原则 》（ PECL） 中的客
［12］
观要件是“一方以非常不公平的或获取过分利益的方式利用了另一方当事人的不利状况 ” ① 。 所谓
的“以非常不公平的或获取过分利益的方式 ”与上述德国法“明显不相当 ”、美国法院的“过分有利 ”、
PICC 的“过度的利益”一样同属不确定概念。
2． 客观要件构成要素之评析
从上文分析可知，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法律对“利益系过分或不合理 ”应当尽可能予以具体化，比
如法国法的 7 /12、意大利法的 1 /2、美国判例的 2． 5 倍、我国澳门地区法的“利息高于法定利息之三倍 ”
以及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关于违约金过高的一般标准 （ 超过造成损失的 30% ） 等等，如此有利于当
事人的举证和法院的认定，但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不可能做出如此具体化的规定 。原因在于，具体的交易
情况千差万别，法律充其量只能给出一些参考性判断因素 （ 比如 UCC 第 2 － 302 条的评注 1 对于显失公
平的指引，PICC 关于重大失衡的参考因素） 或者指引，更多的还得依赖法官依据个案情形予以斟酌、判
断。正如比较法权威学者海因·克茨教授所言，“人们不可能期望从立法者那里获得更多的帮助 ，因为
立法者只能规定合同效力的一般准则 ，即如果合同与‘善良风俗 ’冲突，或是‘显失公平 ’，或是‘滥用优
势’的结果，则合同无效。提出‘讨价还价力量不平等 ’而导致双方不平衡因而合同无效也不会有实质
性帮助。因为从来就不存在完全对等的交涉能力 ，对于是否存在使合同无效的充足理由的问题 ，不同的
［13］

事实情况会有不同的答案。”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公平合同条款的客观要件应当作如下表述 ：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
务明显不相称。
( 三) 小结
在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方面，BGB 第 138 条第 2 款、UCC 之 2 － 302 条、《国 际 商 事 合 同 通 则 》
（ PICC） 第 3 条第 10 款、《欧洲合同法原则》（ PECL） 第 4： 109 条都要求必须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虽然它们的主观要件之构成因素不尽相同 ； 其客观要件并没有采用法国法的固定比例模式 ，而是采取了
抽象的标准，除个别领域有具体规定之外，一般情况下都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判断给付与对待给付是
否明显不相称。
四、我国法上显失公平构成要件之探析
( 一) 显失公平构成要件学说之争
1． 显失公平的二要件说
我国学者对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争论很大 。 主张二要件说的代表性学者有王利明、杨立新、余延
满、尹田、张俊浩、李永军等教授。
王利明教授认为，“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应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要件，即客观上当事人之间的
利益不平衡； 二是主观要件，即一方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另一方的轻率 、无经验等订立了显失公平的合
同。”他在与一要件说进行商榷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 其一，考察合同是否构成显失公平，不仅要考察结
果是否显失公平，而且应寻找造成其原因。其二，如果仅仅考虑结果是否公平，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
因为交易充满风险，法律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从中获利。第三，若仅考察结果是否公平，必然会不适当
地扩大显失公平的适用范围。王利明教授还主张借鉴《法国民法典 》的做法，明确规定价格涨幅达到何
①

PECL 第 4： 109 条与第 4： 110 条的译文，参见韩世远译： “欧洲合同法原则”，载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 第 12 卷） ，法律出版

社 1998 年版，第 847—8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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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程度才构成显失公平，从而有利于该规则的具体操作，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避免该规则的滥
［14］
用 。
张俊浩教授则把“危难被乘、显失公平”作为一项不真正法律行为进行讨论 。 他认为，乘人之危、显
失公平行为是因危难处境被他人不正当利用 ，不得已而做出的严重不利意思表示的不真正法律行为 。
在此意思表示中，其标的系迎合乘危人意思形成，因而所表示的是乘危人的意思，而非表意人的意思。
这种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他进而认为《民法通则 》关于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的立法格局在逻辑上
存在问题。“自事理而言，乘人之危而不导致显失公平结果，法律无须多管，惟当其导致显失公平结果
时，方应干预。因而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应是该类不真正法律行为的共同条件 。 如果像《民法通则 》那
样拆分为乘人之危行为与显失公平行为 ，在后者，势必要无条件地讨论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这与竞争
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观念将难以协调 。另外，乘人之危势必加上显失公平的条件———仍旧是乘人之危显
［15］

失公平行为，而不复为单纯的乘人之危行为。”

尹田教授在其专著和论文中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显失公平的二要件说 。 他认为，我国《民法通则 》与
《合同法》分别把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规定为法律行为无效的两种法定事由 ，使缺乏前提或者限制条件
的“显失公平”规则背离了民法的公平理念。鉴于“乘人之危”的构成须以结果显失公平为要件，与显失
［16］
公平同为导致法律行为相对无效的事由 ，所以应将它重新回归暴利行为的发生原因之范围 。
应当说，二要件说符合以德国法、美国法以及 PICC、PECL 为代表的国际主流观点。 这种观点在我
国实在法的基础是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第七十二条关于显失公平认定的规定 。
2． 显失公平的一要件说（ 客观要件说）
这种观点认为，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只需要给付与对待给付严重失衡 ，不要求急迫、无经验等主观
状态。持这种观点的国内代表性学者有梁慧星 、崔建远、韩世远、刘凯湘、陈华彬、王卫国等。
韩世远教授通过比较法考察和对我国立法史的研究 ，得出显失公平的构成只需具备客观要件即可
的结论。他认为，从比较法来看，《民法通则》系借鉴《南斯拉夫债务关系法》的经验，将传统民法暴利行
为一分为二，即第五十八条中的“乘人之危”和第五十九条中的“显失公平 ”，而该条的显失公平并不要
求主观要件。从我国《合同法》的立法史来看，合同法建议草案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权利与义务
明显不对等，使一方遭受重大不利的可撤销合同 ，明显采单一要件说。而在合同法草案第三稿第三十九
条规定，一方利用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权利义务显失公平的 ，另一方可以撤销，对显失公平增
加了主观要件的限制。正式的《合同法》中又恢复到《民法通则 》的立法模式，对显失公平的主、客观要
件未做任何规定。他同意梁慧星教授的观点，即认为我国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更
好地发挥保护消费者利益和规制交易中的违反公序良俗行为的作用 。 他进而认为，采用二重要件说实
际上限制了显失公平的适用范围 ，使得立法的规范目的近乎落空。“《合同法 》的制定过程以及最终的
《合同法》文本，实际上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显失公平的构成及认定所做的司法解释予以了当头棒
喝； 合同法起草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二重要件说的见解 ，后来又予以抛弃，正表明了立法者的立场。因而，
在解释适用显失公平的法律规定时 ，仍应采单一构成要件说，显失公平的构成仅要求客观要件即足，即
［17］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给付与对待给付客观利益的明显不对等 （ 或称重大失衡） 。”
崔建远教授则从立法意图、法律规范的体系等方面论证我国法上显失公平规则的一元构成要件 。

其一，从立法意图看，我国法律是为了避免德国法上暴利行为要求过于严格的弊端 ，特意把其主观要件
剥离，另外成立“乘人之危”规则。其二，我国法上的显失公平是从结果着眼，即只着眼于民事行为使当
事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呈现不合理的失衡状态 ，而不管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而如果考虑原因，就会出现
由各种原因（ 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恶意串通等等 ） 造成的显失公平。 作为独立的可撤销原
因，显失公平应当是上述类型之外的类型 。只有如此，才能不会使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重合，才能使二
者作为可撤销的原因界限清晰，法律适用明确。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排斥有的显失公平案件的确存在诸
如急迫、无经验之类的主观因素。其三，《民法通则》“意见 ”第七十二条是否表明显失公平的构成必须
具备主观要件？ 崔建远教授认为，为了充分发挥制度的功能，避免规范闲置，基于整体上考虑，不把主观
因素作为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更具实益 。据此，他认为从第七十二条“……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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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可以把该条理解为对显失公平类型的列举而非定义 。 换言之，“列举说 ”就是从整体上对显失公
平的构成不要求主观要件，但不妨碍具体的案件存在主观因素。最后，他认为，我国法律应当像美国和
德国一样，区分消费者合同与商事合同。对于前者，如果消费者能够举证证明权利义务重大失衡，自己
又处于不利境地，就应当支持其以显失公平而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 。而对于具有相当谈判能力的商人，
如果其不能举证证明对方存在欺诈 、胁迫等主观恶意，仅仅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合同，则不应获得
法院的支持。一言以蔽之，我国之所以应当严格限制显失公平制度的适用，主要原因还是《合同法 》并
列地设置了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两项制度 ，对于当事人之间权义关系失衡不太严重但当事人有恶意的
［18］
案件，受害人可以依据乘人之危的规定请求法院撤销合同 。
( 二) 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 代结论)
应当说，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二要件说对显失公平的构成要求更高 ，其优点在于不会仅仅
因为有交易结果上的失衡就认为合同显失公平从而予以撤销 ，如此可更有效地避免法官裁判权的恣意 ，
更大程度上保证了交易的安全。一要件说的优势在于突出了法律的灵活性 ，使法官可以根据具体的交
易情形做出判断，避免了二元说由于构成过于严苛而导致的不能为一般社会伦理观念所容忍的结果 。
但其优点同时也是其缺陷，即可能由于强调法律的灵活性而导致不确定性的恶果 ，给法官的恣意裁判大
开方便之门，而在我国法制环境不容乐观的今天 ，一要件说的弊端暴露无遗。
从比较法上看，我国《民法通则》是借鉴《南斯拉夫债务关系法 》的经验，将德国民法上的“暴利行
为”一分为二，即第五十八条的“乘人之危”和第五十九条的“显失公平”。从立法意图看，不能排除我国
法律为了避免“暴利行为”要求过于严苛的弊端而特意把其主观要件剥离而另外单独成立“乘人之危 ”
规则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法上的显失公平是从结果着眼 ，即只着眼于民事行为使当事人之间的
利益关系呈现不合理的失衡状态 ，而不管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但这种对“暴利行为 ”规则的拆分带来
了如下问题： 第一，没有交易结果明显失衡的单独的“乘人之危 ”规则有何规范意义？ 换言之，没有结果
的明显不公平，不利方就无需寻求救济； 第二，拆分后的“显失公平 ”仅仅考量结果的明显失衡，但如果
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和乘人之危，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受害人意思表示的瑕疵 ，这种交易就是当事
人自由合意的结果，法律否决双方自由达成的交易就明显缺乏正当性 。因为任何理智正常的人都知道，
交易有风险，盈亏赚赔乃是其常态，法律不可能保证双方都从中获利； 第三，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 》
的“意见”第七十条“乘人之危”与第七十二条的“显失公平 ”明显是对德国法上“暴利行为 ”的拆分，它
们的主观要件合并起来就是“暴利行为 ”的主观要件，它们的客观要件分别是“严重损害对方利益 ”与
“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实际上就是“暴利行为”的客观要件，即给付与对待给
付的明显不相称。海因·克茨教授正确地指出： “如果市场上货物价格过高，其他的企业主就会得到这
一信号并做出反应，进入市场，结果就是供应增加而价格下降。如果仅因为价格过高而使合同无效，这
［19］
一机制将会被打破，其信号功能就被减弱。” 可见，乘人之危规则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性。 基于上述
分析，笔者认为“乘人之危”应当是“显失公平 ”规则的主观要件，我国法律在借鉴《南斯拉夫债务关系

法》的经验时尚处计划经济阶段，法律过于重视实质的公平观念，忽视了市场交易的真实情景，与国际
主流立法趋势背道而驰，应当予以修正。 综上，笔者赞同显失公平的二要件说，主张借鉴德国的“暴利
行为”规则，把“乘人之危”回归到“显失公平”的主观要件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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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Unconscionability
Zhang Liang
（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and Economic Law，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
Henan 450002）
Abstract： Unconscionability is denial of the validity of a contract，which embodies the amendment to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contract by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of contract． This topic is closely related to transaction
safety and justice of judgment． Leading legislations such as BGB，UCC，PICC and PECL and relative judicial
precedents consider that unconscionability constitutes both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objective elements． Because
of the vagueness in the relative law，Chinese authoritative scholars，whose two sides are evenly matched，argue
heatedly about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unconscionability． Examinations of comparative laws and analyses of
legal principle demonstrate that unconscionability should constitute both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objective elements in Chinese law．
Key words： constitutive elements； subjective element； objective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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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Ｒeview about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of “Food Safety Law”
—Focusing on Food Ｒisk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Huang Hui
(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
Abstract: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s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guarantee and prevention before the
harm happens，because of which food risk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were set up in the legislation of our
country，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system and comparison method in the field of the concept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practice，which has certain effect on food safety risk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function． The perfection of risk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need to learn from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procedure，in mechanism and in judicial review，so as to promote real food
safety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system in the practice of effective operation．
Key words: “food safety law”; food risk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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