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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通则》的
编纂及其主要内容
①

杨立新
（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

要：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民法学者正在起草《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通则》，目前已

经完成草案第一稿，正在进行第二稿的整理。在两岸四地的交易中，由于各自法域的合同法规则有所差
别，因而在交易发生纠纷的法律适用中，自会发生法律适用的冲突。编纂一部体现当代合同法基本规
则、被两岸四地共同认可的合同法示范法，不仅可以在两岸四地合同法的立法中起到示范作用，而且在
两岸四地的民事主体签订合同约定仲裁管辖和法律适用条款时，可以直接选择示范法作为准据法。这
将对给两岸四地的法制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给两岸四地人民带来福祉。《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
法·通则（ 草案） 》共十七章，规定了具体的合同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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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3 年 9 月开始，我国两岸四地（ 即我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地区，以下简称大陆、台湾、
香港、澳门） 的民法专家开始讨论并起草《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通则》（ 以下简称示范法或者示范法
通则） 。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完成了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正在进行第二稿的修改工作。本文
介绍有关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的具体情况及起草中有争论的问题，提供给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参考。
一、示范法通则起草的缘起与具体工作的进展
（ 一） 示范法起草的建议与响应
2013 年 9 月，由中国民法学研究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
科学研究中心和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两岸民法典研讨会”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和台湾大学王泽鉴教授提出建议，鉴于两岸四地的经济发展
形势越来越好，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而两岸四地在调整交易行为的合同法规则上却不统一，致使经常
出现法律冲突问题，因而有必要制定一部两岸四地合同法的示范法，以期在两岸四地的交易中发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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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这一建议得到了两岸民法学者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香港和澳门的民法学者闻讯，也认为这
是一个极好的建议，予以积极响应和支持。
经过协商，两岸四地的民法专家一致认为，在调整交易行为的法律规范中，大陆有独具特色的《合
同法》，台湾和澳门有体现大陆法系民法特点的民法债法编及合同规则的规定，而在香港则完全适用英
美法系具有不成文法特点的判例法，在两岸四地频繁发生交易，出现纠纷，需要进行法律调整的时候，却
找不到共同的、能够统一参考、适用的合同法规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而，有必要由两岸四地的
民法学者出面，编纂一部体现当代合同法基本规则、被两岸四地共同认可的合同法示范法。这样，不仅
可以在两岸四地合同法的立法中起到示范作用，而且在两岸四地的民事主体在签订合同约定仲裁管辖
和法律适用条款时，直接选择《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作为准据法，在仲裁合同纠纷中就可以直接适
用示范法，采取相同的规则进行裁判。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创意，是两岸四地民法学者面向未来，着眼
于服务两岸四地经济繁荣、贸易发达、促进社会发展的大局，着眼于两岸四地合同法调整功能的发挥，着
眼于两岸四地人民的共同福祉，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法律举措，应当认真做好，并且尽快启动两岸四地合
同法示范法的起草工作，完成这一民法学研究的盛举，为两岸四地人民服务。
起草示范法的活动就是这样缘起的，体现了两岸四地诸多民法专家的共同愿望。
（ 二） 示范法通则的起草工作及具体进展
在这次会议结束，两岸四地民法专家达成共识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
民法学研究会组织专家成立工作组，研究示范法的起草准备工作。
2013 年 11 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及示范法起草专家工作组秘书处负
责人前往台北，与辅仁大学法学院共同召开了“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起草准备工作座谈会”，四地的
民法专家在会议上对起草示范法的主要准备工作进行了充分讨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当前首先起草示
范法的通则部分，先不起草过于复杂的分则部分，避免牵扯精力过多。同时，对示范法通则部分的篇章
结构和主要内容也进行了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建议尽快提交专家工作组会议讨论决定。
2014 年 5 月 2 日，“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研究项目启动仪式暨第一届理论研讨会”在成都西南财
经大学法学院召开［1］。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两岸四地的合同法专家都有参加，宣布成立示范法
起草专家工作组。会议就示范法研究的意义、进程等进行了讨论，充分肯定这项工作的意义，同意专家
工作组秘书处对示范法起草工作的安排，要求在现有基础上，加快起草进度，尽早完成示范法通则的起
草工作。会议详细研究了示范法通则的体例和主要内容，提出了最终的章节安排意见。
随后，为了落实专家工作组确定的准备工作，工作组秘书处组织青年民法学者召开了几次小型会
议，组织起草了《〈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通则〉起草原则》，形成了几十万字的初稿，完成了会议的前
期准备工作。
2014 年 9 月 17 日，两岸四地民法专家聚集在台北东吴大学法学院，专门讨论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
稿，与会专家提出了很多意见，既肯定了第一稿的全面性和创新性，也指出了第一稿存在的问题，并且提
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专家工作组秘书处对提出的意见进行认真整理和讨论，决定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崔建远教授、台湾东
吴大学法学院成永裕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和朱岩教授负责，进行草案第二稿的修改工
作。目前，修改工作正在进行，预计在 2015 年春节期间，完成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二稿。
二、起草示范法通则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安排
（ 一） 示范法通则起草的基本思路
示范法通则的起草工作究竟应当怎样进行，遵循什么样的思路进行，是 2013 年以来直至今天，两岸
四地民法学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特别有价值的民法研究课题，具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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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影响。存在的问题是，两岸四地的合同法不仅在表现形式上不一致，而且在实体内容上也存在较大
的差异。特别是香港的合同法采判例法模式，与大陆法系合同法的理念和制度多有不同，且没有成文法
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完成起草工作，撰写出一部既有时代特征，又能够在两岸四地都发
挥作用的合同法示范法，对两岸四地民法学者而言，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经过讨论，两岸四地民法专家一致认为，在民法特别是交易法中，探求交易规则的统一，一直是世界
各国法学家以及国际组织所关注的问题，并且在不同的地域、甚至通过国际公约的方式，制定统一的交
易规范，协调世界的或者区域的合同法统一规范，促进交易发展，推定经济繁荣。在世界范围内，有《联
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等统一规范，在欧洲、东亚等，有学者起草的该地区的合同法统一规则。这些
都是起草示范法应当借鉴的，也是为起草好示范法提供的典型和范例。
两岸四地民法学者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起草示范法通则的基本思路有以下三点：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对两岸四地合同法规则进行比较法的研究，将不同地区的合同法制度以及相似
合同法制度的主要差异找出来，进行比较分析，寻找统一的基础和方法。
第二，将国际性的合同法公约、条约，以及地域性的合同法统一规则进行比较研究，借鉴其经验，确
定示范法能够采纳的共同性规则。
第三，对于两岸四地合同法和国际公约、条约等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及两岸四地交易发展中发现
的新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创造更为适当的规则，引领合同法的发展。
（ 二） 示范法通则的体例、结构
关于示范法通则的体例、结构和章节安排，两岸四地的民法学者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反复研究，特别
是根据大陆《合同法》和台湾、澳门民法债法编的内容，确定示范法通则的基本内容和章节安排。
专家工作组确定，示范法通则共设十七章： 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二章“合同的订立”，第三章“代
理”，第四章“合同的内容”，第五章“合同的解释”，第六章“合同的效力”，第七章“合同的履行”，第八章
“合同的不履行与救济”，第九章“合同的解除”，第十章“合同的确保”，第十一章“合同的保全”，第十二
章“合同内容的变更”，第十三章“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第十四章“多数债权人与债务人”，第十五章
“合同权利、义务的消灭”，第十六章“电子交易规则的特别规定”，第十七章“法律适用规则”。
会议决定，共邀请 50 名两岸四地民法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条文的起草工作，分工合作，由王利明教
授和王泽鉴教授作为专家工作组的总负责人，杨立新教授作为专家工作组秘书长，王竹副教授协助杨立
新教授做协调工作，组织第一稿的起草工作。
在专家工作组秘书处的协调下，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于 2014 年 8 月完成，并提交给在台北召开
的两岸四地合同法示范法第二次理论研讨会，进行了第一次研讨。
三、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的基本内容及讨论的主要意见
在台北召开的第二次理论研讨会上，两岸四地民法专家对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的有关具体问题
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本人对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的主要内容及讨论的主要
意见作以下说明。
（ 一） 第一章“一般规定”规定的主要问题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第一章“一般规定”主要规定四个问题： 一是，规定示范法的适用范围，主要
说明示范法是学者为统一两岸四地交易中合同法规范的冲突而制定的示范性法律规范，属于软法范畴，
除了给两岸四地各法域提供示范作用之外，还作为不同法域当事人进行跨境交易时可以选择适用的法
律。二是，规定示范法的基本原则，例如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正义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
等，特别是大陆《合同法》规定的是合同自愿原则而不是合同自由原则，有部分差异，应当统一适用合同
自由原则。三是，规定合同消灭时效，两岸四地的合同法对此的规定各不相同，应当统一采用消灭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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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 在时效期间上，规定一个便于共同接受的消灭时效期间，分别规定一般消灭时效、特别消灭时效
以及最长消灭时效。四是，对于示范法中使用的主要概念术语，按照两岸四地都能够接受的要求作出解
释，特别是对各法域存在歧义或者争议的概念，更要作出解释。
（ 二） 第二章“合同的订立”规定的主要问题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二章“合同的订立”分为三节： 第一节规定缔约的一般规则，包括合同的成立要件、
缔约意思、
充分合意、
预约、
留有待决条款的协议、
并入条款以及合同形式等。第二节首先规定要约和承诺
的具体要求及后果，
规定要约的具体要求，要约的生效和撤回、要约的撤销、要约的拒绝、要约人或者相对
人之死亡或无行为能力； 其次规定承诺的要求、
承诺的期限、承诺的撤回、承诺的迟到、承诺的变更，以及承
诺发生的合同成立的效力及其时间，之后规定合同成立的书面确认； 对于非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的合同，
也作了适用本示范法规则的规定。第三节规定缔约过失责任，
分别规定背信磋商和保密义务。
在这一章中，有三个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关于合同成立的条件和合同成立时间的规定。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分别规定合同成立的
要件和合同成立的时间： 关于合同成立的要件，一是当事人达成合意，二是当事人具有缔约的意思，三是
合同经当事人蹉商； 关于合同成立的时间，规定承诺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如果在承诺时或者承
诺后双方签订合同确认书的，应当以承诺书签订的时间为准，如果当事人是通过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
成立合同之前签订确认书的，在该确认书满足一般合同构成要件的前提下，自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
第二，学者对预约的效力问题争论较大，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提出的意见是： 将当事人可以通过
预约方式约定将来订立合同作为预约的一般规则，同时规定，预约既可由一方单独作出也可由双方约
定，满足合同一般要求的预约具有合同的约束力； 当事人对预约形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法律对将来订
立的合同形式有特别规定的，在其规范目的内，预约形式从其规定。当事人违反预约不订立合同的，对
方当事人也可以要求解除预约并主张损害赔偿。
第三，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规定了两种： 一是一般的缔约过失责任，规定当事
人有订立合同的自由，对经蹉商未达成一致不承担责任，但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显然违背诚实
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不具有真实意图订立合同而与对方蹉
商，或经对方询问仍然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信息的，属于显然违背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对于
造成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关于违反保密义务的责任，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
中知悉的对方提供的秘密信息，无论合同是否成立，均不得泄露或不正当使用； 在合理预期内对方违反
此义务时，可以向法院申请相应的强制措施予以禁止； 违反此义务的一方应赔偿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
返还其因此而获得的利益。
会议讨论时，认为对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制定出更为符合实际的规则。
（ 三） 第三章“代理”规定的主要问题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规定了“代理”。在这一部分中主要争论的问题，一是示范法通则是否规定
代理，二是示范法通则是否规定间接代理。
1． 关于是否规定代理的规则
关于代理，两岸四地规定的法律地位并不相同。大陆将代理规定在《民法通则》中，是对设立民事
法律行为时对行为人行为的代理，同时在《合同法》的“委托合同”中规定了委托产生的直接代理和间接
代理。台湾民法也规定了法律行为的代理，但同时将代理权之授与规定在债法中，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之
一，使代理权之授与是独立于合同之外的非合同之债。澳门民法典把代理规定在法律行为一章，也是作
为法律行为的代理，另外在债法分则中规定委任合同。
专家工作组在讨论中认为，不论两岸四地法律对代理如何作出规定，都不能否认在订立合同中，当
事人可以通过代理而订立合同。因而在示范法通则中规定代理，就是规定合同的代理，合同当事人可以
委托代理人，由代理人代表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是法律行为代理规则在合同法中的具体应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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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起草的是两岸四地的合同法通则的示范法，并不可能预见将来会起草两岸四地的民法总则，因而应
当将合同行为的代理规定在示范法通则中，协调两岸四地的交易规则。
本章第一节规定的是代理的一般规则，即： 适用范围，代理权的授与及其范围，代理的类型，意思的
欠缺及瑕疵，代理人权利的证明。第二节规定直接代理，规定的内容是： 代理的效力，未被透露身份的被
代理人，无权代理，利益冲突，复代理，追认，代理权的终止。
2． 示范法通则草案是否规定间接代理
间接代理并非大陆法系债法的制度，而是英美法系的规则。在大陆的涉外交易关系实践中，将间接
代理引入外贸法律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很好，进而在制定《合同法》时，将其写进了“委托合
同”一章，成为合同法制度，适用的效果也很好［2］。大陆学者建议，将间接代理写进示范法通则中，适用
于两岸四地交易中的代理，会有更好的效果。其他学者也接受这个意见，决定采纳间接代理，因而在示
范法通则草案的“代理”一章，分别规定了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虽然仍有争议，但大体上的意见还是一
致的。
在具体的规定上，基本上采用大陆《合同法》的做法，同时参考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等的规则。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规定了三个条文： 一是，规定非以委托人的名义作出行为的中间人，
规定有代理权的代理人未向第三人表明本人之身份或以自己之名义作出一定行为，该行为直接约束代
理人与第三人。上述所指的行为并不约束本人，但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除外。二是，规定中间人的破产
或对委托人或对第三人的根本性不履行的规则，如果代理人不履行对本人的债务，或代理人破产，或到
期前代理人已表明将不会履行债务，可以基于本人的要求，代理人应将第三人的身份和住所告知本人；
且本人可对第三人行使代理人对第三人拥有的权利，但应承受第三人可对代理人提出之抗辩。如代理
人不履行对第三人的债务，或代理人破产，或到期前代理人已表明将不会履行债务，则基于第三人的请
求，代理人应将本人的身份和住址告知第三人； 且第三人可对本人行使代理人对本人拥有的权利，但应
承受本人可对代理人提出之抗辩。三是，规定对于上两条所规定之权利的行使，要求须向代理人以及向
第三人或本人分别发出行使上述权利的通知。第三人或本人在收到通知后，不可再要求代理人履行。
（ 四） 第四章“合同的内容”规定的主要问题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第四章“合同的内容”，分为三节规定： 第一节是有关合同内容的一般性规
则，第二节是为第三人利益的条款，第三节规定格式条款与不公平条款。
有关“合同的一般性规则”，主要规定明示条款和默示条款，必要条款和示范条款，内容不确定条
款。合同的必要条款，是规定当事人就必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即成立的条款，包括标的和数量。其他非
必要条款未达成合意，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可以继续磋商进行补充。对于内容不确定条款，示范法通
则草案第一稿的意见是： 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欲订立合同，而特意将价格、数量等部分条款留待进一步协
商，或者约定未来由一方当事人确定或第三人确定，不影响合同的成立； 该条款应由订立合同的一方当
事人确定，该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作决定或其决定非常不合理，应按公平裁量的方法加以确定； 该条款
应由第三人确定，该第三人无正当理由不作决定或其决定非常不合理，应按公平裁量的方法加以确定。
如果是未定期限的合同，可以根据任何一方当事人发出的合理期限的通知而终止； 该合理期限如有争
议，应当根据合同性质、履行状况等具体因素由法官裁量。
关于“为第三人利益的条款”，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规定的内容较多。第一，规定在合同中可以
为第三人的利益而设立专门的条款，规定识别合同中所定第三人的身份，即第三人须属于在合同中被明
文点名者，或者属于合同中明文指明的某类人，或者属于符合合同中的明文具体描述的人。第二，规定
第三人可以基于合同而强制执行合同条款的内容，实现权利，并且可以获得法律的救济。第三，规定对
为第三人利益的条款，立约方可以更改和撤销合同，同时法庭有酌情权。第四，规定第三人可以提起诉
讼，受诺一方可以强制执行合约； 第五，在为第三人利益条款中，承诺者无须承担双重法律责任。第六，
规定第三人不视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可以将自己在第三人利益条款中享有的权利予以转让，如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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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条文明文规定者，或者该权利属于该第三人的个人权利的除外。
关于“格式条款和不公平条款”，规定的内容是： （ 1） 规定格式条款的定义，认为“一方拟定的在订立
合同时不允许对方个别协商的、内容具有整体性的条款，为合同的格式条款”； 格式条款可以是整个合
同，也可以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该格式条款无论在形式上是否独立于合同之外，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
作出。（ 2） 规定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格式条款提供者负担说明义务，内容是，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
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提示对方注意，并且
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合理说明，根据该条款的重要性及复杂性，说明的程度须达到使普通人足
以完全和实质的理解。如果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提示说明义务，导致对方没有注意或理解
该格式条款的，该条款不纳入合同的组成部分。在书面协议之外，如果格式条款的外观、内容、语言或表
述具有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合理预见的特点，则该条款不纳入合同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当事人明示表示
接受的除外。如果格式条款部分或者全部不能纳入合同关系或者被宣告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
效力，但该条款不成立或无效导致合同整体目的不能实现的除外。（ 3） 关于不公平条款，如果格式条款
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造成合同权利义务显著失衡，有损于一方当事人的，该条款无效。
（ 五） 第五章“合同的解释”规定的主要问题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规定“合同的解释”，分为一般规则和解释方法两部分。一般规则分别规定
的是合同解释的目的、要式合同的解释、错误表示无妨、合同漏洞填补，合同的解释方法则规定了文义解
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
对此，有的学者提出意见，认为上述规定不够具体，过于一般化。因此提出新的意见，认为应当规定
的内容是［3］：
第一，规定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例如，规定合同解释须探求真意，不得舍弃合同约定而为曲解； 解
释合同探求真意应以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 解释合同应当以行为所表示于外部的意思为准，以立约时相
对人所得了解之情事为准，以维系法律行为的和谐。
第二，在具体解释上，目的解释、交易习惯、惯行、任意法规、诚实信用以及公平合理等方法为之，尽
量朝能使合同有效成立并能定纷止争的方向，以各该标准彼此相容方式合理解释； 其思考应将合同目的
标准列为最先，合同明示条款优先，交易习惯或惯行次之，任意法规又次之，解释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及公
平合理原则，并得据以适当修正合同意涵，或调整补足合同的内容，以为调和。当交易习惯、惯行彼此间
有不一致情事时，经反复多次履约即履约往例，优于与其不一致之交易习惯、惯行。相同当事人间过去
有相同或类似之多次交易，就特定事项其合同无明文约定，该事项经反复多次履践，于当事人间所形成
的交易惯行即交易往例，优于其不一致之交易习惯。履约往例、交易往例，以履约、交易时都能够使人知
其情事或可得而知，未为异议者为限，该履约往例、交易往例不作为合同解释的参据。
第三，合同解释还包括整体解释、文字意涵共识解释、文字通用意涵解释、明示条款优先与隐形规
范、个别磋商约定效力优先于未经过个别磋商条款、能使合同合法有效的解释优于导致相反效果的解
释、当事人对合同词句解读不一致应以立约当时善意当事人对合同此举的解读为准等解释方法。
按照后一种方法规定合同解释规则，显然比前一种方法更为具体和实用，应当在后一种规定的基础
上，综合斟酌，制定示范法通则草案的合同解释规则。
（ 六） 第六章“合同的效力”规定的主要问题
关于“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大陆、台湾、澳门的成文法立法体系存在不同作法。大陆在《民法通则》
的民事法律行为中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在《合同法》中又规定了合同的效力，大部分的内容是
重复的。台湾和澳门民法则在民法总则规定法律行为的内容中，规定了法律行为的效力，在合同法中并
不规定合同效力。但是，考虑到并不会在近期编写两岸四地民法总则，因而在本示范法通则中规定合同
效力是有必要的。
在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中，第六章“合同的效力”主要规定两部分： 第一，是引致合同效力的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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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规定了错误与合同效力、欺诈与合同效力、胁迫与合同效力、显失公平与合同效力、强制性规范违反
与合同效力、公序良俗与合同效力，以及条件、期限与合同效力。第二，规定合同效力瑕疵的法律后果，
一是规定撤销权的行使与消灭，二是规定部分无效，三是规定无效合同的转换，四是规定合同无效后的
返还责任，五是合同无效的损害赔偿责任。
（ 七） 第七章“合同的履行”规定的主要问题
合同的履行是合同法必须规定的问题，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第七章专门规定“合同的履行”。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规定了两个部分： 第一，规定履行地点、履行时间、履行主体与履行方式，具
体内容是： 履行地点，履行时间与期限，提前履行，一次或者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有选择余地的履行，第
三人履行，向第三人履行，支付方式，未受领的物，未受领的金钱，以及履行费用。第二，规定合同履行的
抗辩权，规定了履行的顺序，规定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及不安抗辩权。
在这一章中，应当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
第一，是否应当特别规定给付与受领。在债法中，给付与受领都是债的标的，是所有的债的履行的
基本规则。大陆民法没有规定债法总则，因而没有规定债的标的，而《合同法》也没有对给付与受领作
出规定，这正是大陆法律的缺陷。在示范法通则中特别规定给付和受领的规则，起码对大陆的合同法能
够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也可以统一两岸四地合同法在这个问题上的规则。
第二，怎样规定情事变更规则。当代的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为了应对经济形势的突然变化，在示范
法通则中规定情事变更原则具有重要意义。大陆法系债法对此叫做情事变更原则，英美法系称之为合
同落空原则，基本性质相同［4］，但具体规则有异。示范法通则应当规定这样的制度，但由于两岸四地的
合同法背景不同，究竟是按照大陆法系的规则还是按照英美法系的规则起草情事变更原则，意见并不一
致。讨论的意见是，在综合比较两种制度的规则差异，参考国际公约和其他地区示范法的作法，可以制
定一个包容性更大、更有实用价值的情事变更规则，可以对大陆合同法理论和实践对情事变更原则谨慎
小心的态度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
（ 八） 第八章“合同的不履行与救济”规定的主要问题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在第八章“合同不履行与救济”中，主要规定了五部分：
第一部分，规定合同不履行的一般规则，主要规定不履行的定义，可以获得的救济，救济的聚合，另
一方当事人的干预，不可抗力，委托他人履行，限制或排除救济的条款，与不履行相关的通知，以及就不
履行不合规定未为通知的规则。
第二部分，规定的是要求履行的权利，主要规定金钱债务的履行，非金钱债务的履行，瑕疵履行的修
复与更换，法庭判决的罚金，救济的变更，不排除损害赔偿等规则。
第三部分，规定的是损害赔偿与利息，主要规定的规则是，损害赔偿请求权，损害赔偿的一般标准，
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徒然支出的费用的补偿，损害的确定性，损失的可预见性，可归因于受害人的损
失，损失的减少，进行替代交易时损害的证明，以时价证明损害，未履行金钱债务时的利息，损害赔偿金
的利息，金钱赔偿方式，以及计算损害赔偿金的货币。
第四部分，规定的是违约金，规定的规则是，违约金的失权，就不履行作出的违约金约定，就不适当
履行作出的违约金约定，金钱违约金以外的违约金，违约金数额的调整。
第五部分，规定的是价款的减少，规定了请求减少价款的权利。
在这一部分存在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要不要规定预期违约责任。反对的意见认为，预期违约责任是英美法系的合同制度，大陆法
系并没有这个制度； 而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与预期违约责任有相似之处，不应当在一个合同法中
既规定预期违约责任，又规定不安抗辩权，形成叠床架屋。对此，一些学者的意见是，预期违约尽管在大
陆法系合同法中并没有规定，但其具有实用价值，同时也与不安抗辩权有所不同，调整的范围并不相同，
况且《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对此也有明确规定［5］，最终的意见是规定预期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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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不要规定加害给付责任。德国法创造的加害给付责任，是大陆法系债法的违约损害赔偿方
式，主要是在以交付标的物为给付方式的债务中，给付的标的物有瑕疵，造成债权人的固有利益损害，应
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①。不过，在两岸四地的合同法中，通常不明确规定这种责任方式，而包含在通
常的违约损害赔偿之中。规定加害给付责任固然有其好处，但不规定加害给付，而在违约损害概念的解
释中包含固有利益的损害，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不规定并无大碍，反而可以简化条文。故示范法
通则草案第一稿没有规定加害给付责任。
第三，要不要规定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违约责任中究竟是否应当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学者有不同看法。目前，大陆将精神损害赔偿局限在侵权责任之中②，违约行为造成人格权益损害的，
须请求权人选择侵权起诉，否则不得在违约责任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就目前各国情况观察，趋势是打
破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侵权责任的界限，违约行为造成人格权益损害的，可以直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
给当事人行使请求权以更大的便利。目前第一稿并没有规定这个制度，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第二稿中可
以先规定进去，再进行深入讨论。
第四，要不要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是否规定违约责任的惩罚性赔偿，是一
个讨论热点，意见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责任是英美法的规则，并且基本上适用于侵权责
任，在示范法通则中不应当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大陆和台湾的多数学者认为，两岸在消保法领域规定
了惩罚性赔偿责任，在适用中的效果很好，示范法通则对此应当作出规定。第一稿没有对此作出规定，
在第二稿中应当做出试探性的规定。
（ 九） 第九章“合同的解除”规定的主要问题
在示范法通则中究竟怎样规定合同解除，有不同看法。按照大陆《合同法》的规定，是将合同解除
统一规定，既规定法定解除，也规定约定解除。其他法域的合同法只规定合同的法定解除。应当看到的
是，约定解除虽然也是一种合同解除，但其属于当事人的约定，是依照约定行使解除权，受合同自由原则
调整，并无特别加以专门规定的必要。因而统一的意见是，示范法通则不规定合同的约定解除，只规定
合同的法定解除。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合同的解除”一章规定了以下内容： 第一，规定了法定解除权的发生，在规
定了解除权发生的一般要件后，规定违反附随义务、预示拒绝给付都发生法定解除权。第二，规定了解
除合同的限制，明确规定不得解除合同的内容。第三，规定了解除的法律后果，免除给付或者对待给付
义务是合同解除的基本法律后果； 同时还规定了返还与偿还，善意法定解除权人的责任的减轻，解除前
标的物毁损或者灭失。第四，规定解除与损害赔偿，规定解除权的行使不妨碍于合同请求损害赔偿的权
利。第五，规定约定解除权准用示范法关于法定解除权中返还与偿还的规则。
（ 十） 第十章“合同的确保”规定的主要问题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第十章“合同的确保”，主要规定的是保证和定金。这一部分在体例上，各
法域有所不同。台湾是将保证规定在有名合同之中； 澳门则将保证规定在债的一般担保之中； 大陆是在
《担保法》中规定保证的规则。综合起来，将保证与定金一起规定，作为合同的确保，有较大的优势。不
过，“合同的确保”这一概念不够规范，可以直接规定“保证和定金”即可。
本章规定了两节： 一是保证，二是定金。
关于保证，第一，规定了保证的定义和性质，保证的成立条件，保证人的资格，保证的范围。第二，规
定了保证的方式，规定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信用委托保证，人事保证，最高额保证，复保证，以及共
同保证。第三，规定了保证责任，规定一般抗辩权、检索抗辩权、检索抗辩权与物的担保并存，诉讼中检
索抗辩权的行使，复保证人的抗辩权，检索抗辩权的消灭，代为求偿权，代为求偿权的例外，提前求偿权，
①

有关缔约过失责任及比较法上的分析，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增订版，第 333 页。

②

大陆的司法实践不准许在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

题的解释》在标题上就明确限定在“民事侵权”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表达的就是限定在侵权法领域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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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免除责任的请求权，主合同变更对保证的影响。第四，规定了保证的消灭，规定保证消灭的一般
规则，主债务人原因致保证的消灭。第五，规定了保证涉及的资讯义务，规定保证人对主债务人的资讯
通知义务，保证人对主债权人的资讯通知义务，主债权人与主债务人对保证人的告知义务。第六，规定
保证的期间和诉讼时效，规定保证期间为有约定的依照其约定，没有约定的为主债务履行期实际届满之
日起 12 个月，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和延长的后果； 规定保证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则。
关于定金，规定了定金的定义，定金的性质，立约定金，成约定金，解约定金，违约定金，以及定金与
违约金规则的竞合。
（ 十一） 第十一章“合同的保全”规定的主要问题
作为债的保全的债权人撤销权和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究竟是否要写进示范法通则，也有不同意见。
争论的焦点同样是因为债的保全是债法总则的内容，而不是合同法的内容。大陆学者介绍大陆《合同
法》的经验认为，第一，如果不是在《合同法》中规定了由这两个权利构成的债的保全制度，在长期没有
制定债法总则的情形下，将无法全面保障债的安全，示范法通则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 第二，大陆《合同
法》规定合同保全制度，在具体规则上有不足之处，应当借鉴台湾和澳门的立法经验，规定一个更好的
债的保全制度，可以提供给大陆和香港借鉴。这个意见也得到了统一。
大陆《合同法》规定债权人代位权和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则，与其他法域的规则有所不同，在大陆的
最高人民法院对其进行的解释中，进一步扩大了规则的差异，并不适当。对此学者认为，应当依照大陆
法系关于债的保全的共同规则，规定示范法通则的合同债权保全制度。
在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则中，首先规定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要件，之后规定该权利的诉讼规则，债权
人代位权行使的法律后果。在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则中，规定了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条件，以及债权人撤
销权行使的期间。
上述这些规定比较简单，应当进一步规定其详细规则，统一两岸四地在交易中行使债权人代位权和
债权人撤销权的具体规则。
（ 十二） 第十二章“合同的变更”规定的主要问题
在对示范法通则体系的讨论中，对示范法通则关于合同变更与合同权利义务转让是否要分开规定
的问题，争论较大。在大陆的《合同法》中，是将合同变更和合同权利义务转让放在一章规定的，但在台
湾和澳门的债法中，关于债的变更和债权债务转让却是分别规定的。究竟哪一种方法更好，讨论认为，
债的变更和债权债务转让并不是一种性质的制度，也不适用相同的规则，分开规定是必要的。但也有学
者认为，债的变更的内容较少，与债权债务转让规定在一起，也有一定道理的。对于性质不同的合同法
规则，尽管内容较少，也应当有自己的地位，避免规则的混淆，因而还是分别规定比较合适，因而示范法
通则草案第一稿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规定。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对“合同内容的变更”一章规定的内容较少，只规定了合同变更的方式和合
同变更不明时的处理。对此，还应当进一步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规定更为详细的规则。
（ 十三） 第十三章“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规定的主要问题
对于示范法通则“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一章应当规定的内容，学者并无大的争论，都认为应当规
定债权让与、债务承担和合同地位的转让（ 即债权债务概括转移） ［6］。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在“债权让与”一节中，规定了适用范围，债权让与自由原则与例外，债权让
与合同的形式，禁止债权让与约定的效力，债权让与的生效及法律后果，金钱债权的让与和非金钱债权
的让与，债权的集合让与、全部让与和部分让与，附条件、附期限债权的让与及让与的附条件、附期限，未
来债权的让与，为担保目的的债权让与，债权凭证的交付，从权利的让与及其例外，让与人的允诺及瑕疵
担保责任，债权让与的通知，债权的表见让与，优先顺位规则之同一债权的多重受让人之间，让与人的债
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债务人的抗辩权及抵销权，债务人的额外费用偿付请求权。
在“债务承担”一节，规定了适用范围，完全免责的债务承担，不完全免责的债务承担，债权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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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同意或事后追认，并存的债务承担，从债务的转移及其例外，新债务人的抗辩权，以及原债务人的债务
恢复。
在“合同地位的转让”一节，没有使用“债权债务概括转移”的概念，规定了适用范围，以及合同相对
方同意或者追认，合同地位转让的效力，债权让与规则和债务承担规则的准用。
（ 十四） 第十四章“多数债务人与债权人”规定的主要问题
示范法通则要不要规定多数债权人和多数债务人的规则，学者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多数债
权人和多数债务人并不是合同法单有的问题，而是债法总则的规则，不应当在示范法通则中规定。有的
学者认为，两岸四地合同法的起草并没有其他民法部分例如债法的配合，具有独立性，应当尽量把合同
法的规则写得清楚、全面，使其更具有实用性。因此，可以把合同法应用的债法总则的规则放在示范法
通则中作出规定，可以单独应用。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侵权责任法的多数人侵权行为及责任的新发
展［7］，对债法的多数债权人和多数债务人的规则有很大影响，对于合同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示范法
通则应当吸纳这些经验，更好地为两岸四地的交易服务。讨论的最终意见是单独规定多数债权人和多
数债务人一章，并且写出特色。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在“多数债务人与债权人”一章中，规定了可分之给付、连带之债、连带债
权、不可分之债和共同债务五节。多数人认为，还应当增加不真正连带之债一节，因为近年来，大陆的债
法关于不真正连带之债出现了较多的具体规则，都具有特色，给多数人债务增加了色彩，既具有理论意
义也具有实践意义，在第二稿中应当写进去。
关于“可分之给付”，规定“多数人就可分之给付享有债权，或多数人就可分之给付负有债务，各自
按其确定之比例享有债权，或负有债务。于有疑义之情形，每一债权人就相同之比例享有债权，每一债
务人仅依相同之比例负有债务。”
关于“连带债务”，规定了连带债务的定义与成立要件，共同合同义务，债权人的请求权，债务履行
的全部共同效力，债权人受领迟延的全部共同效力，确定判决的实体法抗辩效力，个别效力的原则，连带
债务人相互间的分担义务，连带债务人的内部求偿权与法定债权移转，求偿不能时的分担。
关于“连带债权”，规定了连带债权的一般规则，债权人请求的全部共同效力，受领迟延的全部共同
效力，债权因债务履行而消灭的全部共同效力，连带债权人中一人为债务的免除，确定判决的实体法效
力，个别效力的原则，连带债权人内部均受利益的原则。
关于“不可分之债”，规定了不可分给付的多数债务人和不可分给付的多数债权人两种规则。
关于“共同债务”，规定了共同债务的定义，也规定了共同债务的全部共同效力。
（ 十五） 第十五章“合同权利义务的消灭”规定的主要问题
在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起草中，对合同解除和合同权利义务消灭事由是否应当规定在一起，也进
行了讨论。大陆《合同法》是将解除作为合同消灭的事由予以规定的，而在台湾和澳门债法中，合同解
除并没有规定在债的消灭原因中，这是因为，合同解除尽管是消灭债的关系的事由之一，但它是一种法
律行为，或者是法定的权利，是基于协议或者当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权，按照意思表示将民事法律关系予
以解除，与其他的合同消灭事由有所不同。因而合同解除应当单独作为一章规定，不能与合同消灭事由
规定在一起。这个意见得到了一致同意。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规定的合同权利义务消灭的事由是：
第一，清偿。规定了清偿的概念，清偿受领人，代物清偿，清偿抵充，债权证书的返还与受领证书的
给予。
第二，抵销。规定了抵销的概念，抵销的特殊情形，不得抵销的情形，抵销的方法，抵销的效力，抵销
的抵充，抵销的放弃，任意抵销。
第三，提存。规定了提存的概念和要件，提存的标的物，提存的处所和方法，价金提存，提存的效力，
提存物的领取和限制，提存物的取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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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免除。规定债权人向债务人表示免除其部分或全部债务的，其部分或全部债务消灭。
第五，混同。规定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 十六） 第十六章“电子交易规则的特别规定”规定的主要问题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具体应用的迅猛发展，电子交易发展日新月异，并不仅仅局限于在网络上签订电
子合同等，网络交易已经极为火热。尽管其还不能最终替代传统交易形式，但抢夺走大部分交易市场的
情形已经出现在眼前。作为要反映当代交易法律规则的示范法通则，对此必须制定新的规则，为立法提
供借鉴，为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提供依据。在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将电子交易规则作为附录规定
在示范法通则的最后部分，有的学者提出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立法无法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不宜规
定更为具体的电子交易规则。经过讨论，学者的意见是，必须将电子交易规则起草好，放在示范法通则
的正文中，在电子交易法的立法中走在前列。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第十六章“电子交易规则的特别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是： 资料电文的定
义，电子签名的定义，资讯系统与自动资讯系统的定义，寄件者、收件人的定义，电子签名、资料电文的认
可，电子签名、资料电文的排除，资料电文的形式规则，可靠电子签名，资料电文的归属推定与归属确认，
资料电文的生效时间与收发时间，资料电文的发送地、到达地，资料电文的确认收讫，数据电文的原件，
资料电文的原件，资料电文的保存，自动电文系统，资料电文错误。
上述规定仍然不够详细，应当在示范法通则中规定更详细的电子交易特殊规则。
可以考虑的内容是： （ 1） 电子合同的相关概念； （ 2） 对数据电文适用法律的要求，主要包括成立合同
书面形式的要件和书面形式的效力问题； （ 3） 电子合同的订立规则，主要包括电子合同订立的形式要
求、要约和要约邀请的区别、自然人的缔约能力、数据电文的归属以及生效时间和地点、确认收讫的形式
和效力等； （ 4） 电子合同的效力问题，主要包括电子合同订立中的主观错误和客观错误，缔约能力对电
子合同效力的影响等； （ 5） 电子合同中的格式条款规则，主要包括格式条款的含义、格式条款订入电子
合同的控制、格式条款的解释和救济等。（ 6） 电子合同的履行规则，主要包括电子合同履行的一般规
则、当事人约定不明时的履行、第三人代为履行、特殊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等； （ 7） 电子合同的救济，特别
是规定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对于有名电子合同应当特别规定： （ 1） 电子买卖合同的规则，包括电子买卖合同的适用范围、标的
物和价款的交付义务、标的物的质量检测义务等； （ 2） 电子团购合同规则，包括电子团购合同的定义、团
购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电子团购合同的履行规则以及电子团购合同的特殊救济等； （ 3） 电子代购合
同的规则，包括电子代购合同的定义、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和地位、代购人的权利和义务、买受人的权
利救济等。
对于电子交易中的证据保存、认定和举证责任等，也应当有特别的规定。
（ 十七） 关于“法律适用规则”部分的主要问题
示范法通则草案第一稿第十七章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主要规定两个问题： 一是合同分则的适用
规范，二是责任竞合的处理规则。
在合同分则的适用规则中，主要规定的是典型合同的处理，混合合同的处理，无名合同的处理，以及
合同联立的处理。
在竞合规则中明确规定：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在案件一审开庭之
前，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但是上述规则不适用于本法有特别规定的
或与本法相关条文的规范目的相抵触的情形，也不适用于与合同有效约定相抵触的情形。就缔约过失
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参照适用上述规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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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ilation and the Content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ross-Strait Quad Ｒegions Model Contract Law
Yang Lixin
（ Ｒesearch Center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egal Science，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 Scholars from Chinese mainland，Taiwan，Hong Kong and Macao are now draft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ross-Strait Quad Ｒegions Model Contact Law． The compilation of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draft of this
model law has been finished，and the revision for a second version is now in progres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contract laws，the judges in these four regions always encounter with conflicts of legal applications on disputes raised in the trades between two of these regions． Compiling a model contract law which meet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odern contract law and the trading customs of the referred regions can not
only set a good example for the legislations on contract law in the regions above，but also provide the applicable
law for the cross － strait disputes solving． It will certainly help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regime and
bring benefits to all habitants in these regions． The draft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ross-Strait Quad Ｒegions Model Contract Law lists a lot of concrete rules within the 17 chapters．
Key words： Cross-Strait Quad Ｒegions，Contact Law，Model Law，the General Principles，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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