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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 20 世纪合同法方面的焦点问题之一, 格式条款问题一直是我国的法学界关

注的问题之一, 特别是在《合同法》颁布前后, 这方面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但

遗憾的是, 一直以来, 国内有关格式条款的讨论大都集中在消费者合同的讨论

上, 而对商事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问题讨论甚少。这一方面导致了国内对商事合同

中的格式条款问题长期缺乏系统、清晰的认识, 另一方面也使《合同法》有关格

式条款的规定过分偏重对消费者合同的规范, 而忽视了对商业合同中的格式条

款的调整。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是国际上公认的有关商事合同方

面的最完善的规则体系之一, 对各国的合同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大影响。分析

《通则》中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 并将之与《合同法》的相关条文进行比较, 不

仅有利于国内加深对商事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问题的认识, 也可以为国内格式条

款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即从商事合同的角度分析《合同法》有关格式

条款的规定的真实内涵, 并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  

下面笔者试按层次逐条对《通则》和《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分析。  

一. 格式条款之概念  

(一) 条文  

《通则》第 2.19 条(按标准条款订立合同)第 2款规定: 标准条款
1
是指一方为通

常和重复使用的目的而预先准备的条款, 并在实际使用时未与对方谈判。  

《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

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二) 学理分析  

上述两个条款是对格式条款概念的表述。  

从内容上看, 《通则》和《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概念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即

一个格式条款必须具备以下构成要件: (1)由一方预先拟定; (2) 为重复使用之

目的; 以及(3)在订立合同时没有与对方协商。  

所谓“由一方预先拟定”, 是指格式条款必须是在订约之前已经拟定好的, 而

不是由双方当事人在反复协商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在这一点上, 在理论和实践中

基本上没有人提出异议。  

所谓“为重复使用之目的”, 是指一方事先拟定格式条款, 必须是为以后多次

重复使用。有学者指出, “反复使用只是格式条款的经济功能, 而不是其法律特

征”, “反复使用并不是格式条款的本质特征, 而仅仅是为了说明“预先制

订”的目的”。
2
其实不然, 法律之所以对格式条款作比较严格的控制, 其中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格式条款的不断重复使用中, 对格式条款实际提出质

疑的往往只是极少数人, 因此, 法律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给予一定的“歧视”, 

实际上包含了对其从更多的其他合同当事人处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一种惩罚, 因

此, 如果对只为某次合同的订立而事先拟定条款的一方也按格式条款的规定进

行规范, 显然对该方合同当事人不公。后一种情况实际上只能构成在合同解释中



经常提到的“由一方提供的条款”。因此, “为重复使用之目的”应该是格式条

款的构成要件之一。  

所谓“在订立合同时没有与对方协商”, 从文义上理解, 是指格式条款在被订

入合同时, 没有经过合同双方的协商。在《合同法》颁布后, 这一条款受到了许

多的批评。有学者指出: 格式条款应该是指订立合同时不能协商的条款, 而所谓

不能协商, 是指对方当事人只能对格式条款表示全部接受或全部不接受, 即

“要么接受, 要么走开”。
3
因此《合同法》第 39 条以“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

商”界定格式合同是不妥当的, “因为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并不意味着该条款

不能与对方协商, 某些条款有可能是能够协商确定的, 但条款的制定人并没与

对方协商, 而相对人也没要求就这些条款进行协商,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条款

便属于格式条款。”
4
  

应该说, 将格式条款理解为订立合同时不能协商的条款是合理的。但需要指出的

是, 仅仅将“不能协商”简单地归纳为“要么接受, 要么走开”还是不够的, 

必须探求“不能协商”的缘由, 才能对之有深刻的认识。从一般意义上讲, 格式

条款的接受方之所以“不能协商”而只能全盘接受格式条款, 最主要的原因无

外是(1)合同双方地位上的不平等; 这往往体现为作为弱者的合同另一方只能选

择格式条款提供方作为合同对手或者由于他谈判能力太弱而无法要求对格式条

款作出修改等等; 以及(2)对格式条款进行谈判的成本和花费太高; 即为争取对

格式条款进行对自己有利的修改, 格式条款接受方所花费的成本比所获得的利

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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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所谓“不能协商”, 其实质并不是格式条款接受方不可以要求

协商, 而是其没有足够的协商能力或者协商的成本太高。  

不过,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以上两段的论述主要适用于消费者合同的情况。如

仅就商业合同而言, “没有协商”在一定程度上比“不能协商”更适合于描述

商事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以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要约和反要约中经常使用的一般

条款为例, 这些条款是最常见的格式条款, 但它们并非完全不可协商。因为, 首

先合同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其次, 在合同双方要约与反要约的过程中, 双

方都使用自己拟定的一般条款, 实际上已有了协商的意思。之所以将这些一般条

款作为格式条款处理, 主要是因为合同双方都没有就该等一般条款具体地进行

过协商。因此, “没有协商”才是对这些格式条款的特征的最好描述。也就是说, 

就商业合同中的格式条款而言, 《通则》的规定是准确的。  

二. 格式条款之订入合同  

(一) 条文  

《通则》第 2.19 条(按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第 1款规定: 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使用

标准条款订立合同, 适用订立合同的一般规则, 但应受到本章第2.20条至2.22

条的约束。  

《合同法》第 39 条第 1款规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

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

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二) 学理分析  

上述两个条款是对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原则性规定。从两个条款的内容看, 两者

差异颇大。这主要是因为《通则》是从一般的格式条款订入商事合同的角度作出

规定的, 而《合同法》是从作为免责条款的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角度出发作出规

定的。  



免责条款被以格式条款的形式订入合同时, 必须合理地提请格式条款接受方当

事人的注意, 这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规则。在英国普通法上, 如果免责条款在一份

由一方当事人要给另一方当事人的文件中被列出, 或者在合同缔结时展示出来, 

则只有免责条款的存在向受其影响的当事人以合理的方式提请注意后, 它才能

成为合同的一部分
6
。  

不过, 虽然《合同法》第 39 条第 1款规定的仅是格式条款提供方对免责条款的

提示义务, 但按《合同法》颁布后国内学者较普遍的观点, 所有的格式条款在订

入合同时均应合理地提请格式条款接受方的注意。“合同法只对格式条款中免责

条款订入合同作如此规定, 是因为免责条款对相对人利益攸关, 有必要特别强

调之故, 而不能对之作反对解释。”
7
因为如果格式条款可以不提请接受该条款

一方的注意而直接订入合同, 则“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必然是, 格式条款成为了

一项具有强制力的法规, 对方当事人只有无条件地接受并执行的义务, 而没有

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权利, 这对消费者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8
  

应该说, 从保护作为弱者的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这种理解应该是合理的, 通过

把一个比订立一般合同时更严格的提示义务强加于格式条款的提供者, 显然有

利于减少格式条款提供者滥用其经济地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可能性。但是, 就格

式条款订入商事合同而言, 这样的提示义务并非必须。因为商事合同的主体都是

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人, 虽然可能在实际能力上有所差距, 但一般都是有相当的

经营经验和知识, 并有足够的注意能力和交涉能力, 而不像企业经营者与消费

者那样在经济地位、交涉能力上相差悬殊。因此在立法政策上, 无需向任何一方

倾斜, 也就无需对作为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商人强制地附加一定的义务。  

因此, 如上所述, 《通则》第 2.19 条规定, 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使用标准条款订

立合同, 适用订立合同的一般规则。所谓适用“订立合同的一般规则”, 即适用

与订立一个不使用格式条款的合同时适用的规则一样的规则。从《合同法》的角

度讲, 也就是适用《合同法》第二章中有关要约与承诺的规则, 而按《通则》本

身的解释, 即“一方当事人所建议的条款只有在对方接受的前提下才发生约束

力”; 而该等接受一般应用明示的方式, “只有在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习惯做

法或惯例时, 默示采用才能被承认为有效。”  

三. 格式条款之效力  

(一) 条文  

《通则》第 2.20 条规定: 如果标准条款中某个条款是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 则

该条款无效, 除非对方明确地表示接受; 在确定某条款是否属于这种性质时, 

应考虑到该条款的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  

《合同法》第 40 条规定: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 52 条和第 53 条规定情形的, 或

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条款

无效。  

(二) 学理分析  

上述两个条款是对订入合同的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况的规定。  

按《合同法》第 40 条规定, 格式条款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无效: (1)格式条款具有

《合同法》第 52 条和第 53 条规定情形的; (2)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按照《合同法》颁布后多数学者的

观点, 所谓“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应以法律中原有的规定为准。“法

律中原来规定出卖人应有某种责任而在格式条款中将之免除, 法律中原来规定

买受人应有某种责任而将之加重, 都属这种情况”。
9
而所谓“主要权利”, 应



根据合同的性质本身确定。
10
一般认为, “主要权利是指合同中主要条款规定的

权利或法律规定的重要权利”。
11
  

由于所有合同条款具有《合同法》第 52 条和第 53 条规定情形的均无效, 格式条

款当然也不能例外。对这一点实践中基本没有异议。但是, 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是否必须一概认定为无效, 

则值得商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一般对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况都有“显失公平”

这一条件。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 12 条规定: “定型化契约中

之条款违反诚信原则, 对消费者显失公平者, 无效”。另外, 还有一些国家的法

律还规定, 在存在类似条款的情况下, 如果接受格式条款的一方明确表示同意, 

格式条款可以有效。例如, 《意大利民法典》第 1341 条规定: “被确定条件有

利于准备条件方的对契约责任的限制、解除契约权或者中止契约履行、或者为另

一方当事人附加失权期间、限制抗辩权、限制与第三人缔约的自由、默示地延长

或续展契约、仲裁条款或不同于法律规定的司法管辖的条款, 如果上述情形未以

书面形式明确表示同意, 则所有这一些情形均无效。”  

我国《合同法》将“显失公平”和“接受格式条款一方明确同意的除外”这些限

制条件排除在外, 对于如此处理的理由, 有观点认为, 之所以将“显失公平”

的条件排除, 是因为“实际上, 凡有这种规定的格式条款的, 莫有不显失公平

的”, 而之所以将“接受格式条款一方明确同意的除外”这一条件排除, 则是

“因为在一定情况下, 这种同意常常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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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我国《合同法》第 40 条实际上仅是针对消费者合同而设的。因为在

商事合同的情况下, 一方面, 如前所述, 作为商事合同主体的商人之间在能力

上相差不大, 不需要对某一方特别保护; 另一方面, 在许多的商事合同中, 上

述的条款是普遍存在的, 而且得到普遍的接受, 如果硬性地规定为无效, 反而

会阻碍商业的发展。以货物运输合同和银行贷款合同为例, 在这些合同中, 往往

有较多的免除承运人或银行责任或加重另一方责任的条款, 如果一概地认为这

些条款无效, 无疑会对整个运输业和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而实际上, 这些合同

中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 是有其深层次的理由的。以银行合同为例, 银行之所以

要免除自己的某些责任或加强借款人的责任, 是因为银行在贷款合同中是先履

行义务的一方, 银行在放贷后为控制借款人还贷的风险, 必须对借款人进行必

要的限制。  

因此, 《通则》对商事合同的情况, 只是规定“如果标准条款中的某个条款是对

方不能合理预见的, 则该条款无效”。同时又规定对方明确表示接受的情况除

外。因为就商人而言, 一般假定他们都是具有专业知识的, 对行业内的商事合同

中经常会出现那些免责或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 都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因此只

要不是不能合理预见的, 该等条款也应该有效。而另一方面, 虽然某些条款是不

能合理预见的, 也就是说, 是不经常的, 但鉴于商人之间在谈判能力和地位上

基本平等, 因此如果接受格式条款的一方明确同意, 法律也就不必加以干涉, 

强制地认定为无效。  

四. 格式条款之解释  

(一) 条文  

《通则》第 2.21 条(标准条款和非标准条款的冲突)规定: 若标准条款和非标准

条款发生冲突, 以非标准条款为准。  



《合同法》第 41 条规定: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

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

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二) 学理分析  

上述两个条款是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的规定。  

对于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发生冲突时,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一点, 实践中

甚少有争议。因为非格式条款是当事人经过协商之后确定的, 它显然比格式条款

更能反映双方当事人在具体交易中的意图。而所谓的合同解释, 无非也就是探求

合同当事人的意图。  

同样, 对于格式条款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在实践中也很少

有人提出异议。因为“一个人要对其自己的意思表达不清负责, 他没有权利劝诱

别人根据他对词句所假定的那种意思订立合同, 而却希望法院按另一种意思去

解释(因为这样对他更有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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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格式条款的

解释, 也适用于任何一般合同条款的解释。在《通则》的第 4.6 条(对条款提议

人不利规则), 也有相同的规定, 即“如果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合同条款含义不

清, 则应做出对该方当事人不利的解释”, 只是《通则》是把它作为对任何合同

条款的解释规则来处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第 46 条关于“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的规定。

在《合同法》的草案中是没有这一规定的, 但应该说, 加上这一规定是必要的。

由于国内理论在以前一直强调对格式条款中接受格式条款一方的保护, 因此在

实践中, 已经有一些案例, 根本不考虑按通常理解某一格式条款是否存在较明

显歧义, 而只要格式条款有些许歧义, 就立即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

解释, 这实际上是不妥当的, 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说, 不可能要求格式条款中

的每一句话都滴水不漏, 毫无歧义。但是, 即使是在《合同法》对之作出明文规

定之后, 在实践中还是有人坚持应当直接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而

不应有按通常理解解释这一前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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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对“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

释”的内涵及其与“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之间的关系在认识上

存在偏差。  

实际上, 所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指的是当提供格式条款的对方订约

能力较弱时, 可以不按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的理解予以解释, 而是按可能订立

该合同的一般人的理解予以解释”。
15
具体的, “在消费者为一方的定式合同(消

费者合同)中, 应以消费者平均而合理的理解为标准加以解释。在商业性合同场

合, 即定式合同条款适用于具有专门知识的商人时, 如海上保险条款、交易所交

易条款等, 则就条款上使用的特殊术语解释时, 当依该术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加以解释”。
16
也就是说, 所谓“通常理解”, 是指按一个合理的格式条款接受

方的理解去解释, 而不考虑格式条款提供方的理解。因此, 这实际上已经是给予

格式条款接受方一定的保护, 而且, 在通常情况下, 这应该就是格式条款接受

方在订立合同时的内心意思。只有在按这种通常理解解释时出现两种以上含义时, 

才有采用其中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一方的解释。  

结束语  

从上文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定, 实际上主要针

对的是消费者合同的情况, 而我国国内有关格式条款的理论, 也主要是围绕消

费者合同的情况展开的。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国内有关格式条款问题的实践, 自

然地就形成了一种强调保护格式条款接受方的定势。当这种定势被引入到商事合



同的情况时, 必然会造成对作为接受格式条款一方的商人的过度保护, 而使得

提供格式一方的商人遭受不合理的损失, 进而阻碍了交易的正常发生。因此, 就

目前的情形而言, 通过对《合同法》作出适当修改或作出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强调

格式合同规则在消费者合同和商业合同中的区别, 已经成为必要。而在该等修改

和解释被作出之前, 理论界应该首先加强对商事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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