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
我国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解释论构造  
于 飞*

内容提要 《民法典》首章集中规定基本原则的立法例，使我国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
领域中形成了前有基本原则、后有概括条款的特色立法构造。特色立法呼唤与之相适应的
解释论。通过汲取比较法上的区分经验与理论资源，我们可以对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作出
合理区分。《民法典》第 7、8 条是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
其后诸多包含有诚实信用、
公序良俗的条文为概括条款。观念上可以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是从相关概括
条款之中整体类推产生的，而我国民法将这些基本原则制定法化了。概括条款是一种特殊
的规则，是裁判依据；基本原则不是规则，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充当司法三段论大前提，法
官基于基本原则裁判时有提出规则的义务。基本原则虽非裁判依据，但在司法裁判中具有
解释功能、补充功能及修正功能，仍具重要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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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民法典》第 7 条诚信原则、第 8 条公序良俗原则，与之后诸多涉及诚信、公序
良俗的条款之间，
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中国特色问题，需要我们自己的回答。
（一）我国民法典关于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规定的特色构造
在法典首章集中规定表征民法理念的基本原则，是我国民法的一个创造。传统大陆
法系民法典中，没有法典首章为基本原则的立法例。该体例来源于《苏俄民法典》
，(1) 但
在基本原则的内容上，
我们又与《苏俄民法典》有重大差异。《苏俄民法典》第一章“基
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是法律适用的技术性规定以及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本文系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法学方法论视角下民法基本原则
的司法适用研究”
（项目批准号：17AFX019）的阶段性成果。
(1)

1922 年《苏俄民法典》与 1964 年《苏俄民法典》的第一章均为“基本原则”
。参见《苏俄民法典》
，郑华译，法律出
版社 1956 年版，第 3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编：
《苏俄民法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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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没有传统民法的价值理念内容。与之不同，
的宣示性表述，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

章“基本原则”以传统民法价值理念为主体，且该立法模式为《民法总则》和《民法典》
继受。质言之，我们继受了“基本原则”这个社会主义民法典的体系标识和形式框架，(3)
同时往里面加入了自己的实质内容，
以满足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 (4)。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实际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传统民法上通常不会明文规定的价
值理念，如平等、自由（自愿）
、权利（受保护）等；其二是传统民法上本来就有的概括条
款（Generalklausel，亦称一般条款）
，即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我们把前者制定法化，把
后者作为基本原则放在法典首章中重述，两者揉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民法基本原
则。这种立法方式的一个特别后果，就是在诚实信用及公序良俗领域中，我国民法形成
了前有基本原则、
后有概括条款的特色构造。
（二）解释论上的难题
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领域，他人只有概括条款；而我们除了这些概括条款以外，法
典首章还设置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在解释论上构成了特别
的难题，
分三点述之。
1. 作为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作用何在？典型如，公序良俗的核心概括条
款是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无效，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皆有此规定。(5) 我国《民法典》
第 153 条第 2 款亦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那么，凡需要公序良俗
发挥作用之处，我们似乎都可以如比较法之成例，通过第 153 条第 2 款来达致。那《民
法典》第 8 条上的公序良俗原则还有什么功能？
事实上，我国《民法典》中包含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条款很多，除首章中的基本原
则规定外，涉及诚信的有《民法典》第 142 条、第 466 条、第 500 条、第 509 条第 2 款、第
558 条；涉及公序良俗有第 10 条、
第 143 条、第 153 条第 2 款、第 979 条第 2 款、第 1012 条、
第 1015 条第 1 款第 3 项、第 1026 条第 4 项等。于是，位于最前面、包含有同样理念的基
本原则，究竟有什么脱离诸概括条款之外的功能？这是建立我国民法基本原则解释论必
须回答的问题。

(2)

如 1964 年《苏俄民法典》中，典型技术性规定有：第 3 条“联邦民法与苏俄民法之间的关系”
，第 8 条“其他加盟共
和国民法在苏俄的适用”等；典型宣示性表述有：第 1 条中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社会主
义所有制，是苏维埃社会中财产关系的基础”
“苏俄的经济生活，由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加以规定并进行指导”等。
参见前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编书，第 4-7 页。

(3)

参见苏哈诺夫：《社会主义民法典的体系》
，载法律教材编辑部《民法原理》资料组：
《外国民法资料选编》
，法律出版
社 1983 年版，
第 151 页。

(4)

在笔者掌握的资料范围内，
《民法通则》
“基本原则”的体例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越南民法典》
）
，
尤其是第一编“基本规定”之“基本原则”部分。参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2005
年版）
》
，吴远富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 页。《越南民法典》于 1995 年颁布，前引书“序言”指出，该民
法典编纂期间曾编译我国的《民法通则》作为参考。

(5)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138 条第 1 款，
《瑞士债务法》第 20 条第 1 款，
《日本民法典》第 90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第 72 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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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下许多学者主张采用德国法律评注的方法，发展中国民法解释论。(6) 这是法典
化完成后，发展以法条为基础、以法律适用为中心的精细化教义体系的一个方向。若进
行这种逐条评注的工作，如何评注基本内容重复的两个条文？如：关于公序良俗的主要
评注内容应放置于第 8 条之下，还是第 153 条第 2 款之下？关于公序良俗的案例类型化
整理，
又应当归于哪个条文之下？
3. 一个容易想到的思路，是把第 7、8 条仅仅看作后面诸多概括条款的法理念的抽
象概括，但并无法律操作上的意义。若依这种解释论路径，民法基本原则就成了纯粹的
价值宣示；自徐国栋教授在著作《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提出并为民法学界普遍认可的
理论发展，如民法基本原则是填补法律漏洞、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
工具等，(7) 就都无法成立了。
（三）既有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之不足
我国民法既有研究中，通常不区分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8) 由此导致我国基本原则
的相关理论究竟是指向前面的基本原则，还是指向后面的概括条款，常常不是很清楚；
多有指称模糊，来回跳跃的现象。比如，我国民法理论一般承认基本原则具有法律解释
和漏洞补充功能。(9) 若具体到公序良俗领域，这两项功能具体是指向《民法典》第 8 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还是指向第 153 条第 2 款“违背公
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还是这两条都有以上功能？对此，在既有研究中往往不
甚明了。

(6)

参见王利明：
《中国民事法律评注的研究意义与编纂方法》，载《法制日报》2015 年 8 月 26 日，第 12 版；韩世远：
《法
律评注在中国》，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 年第 5 期；张双根、朱芒、朱庆育、黄卉：《对话：中国法律评注的现状与未
来》，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 年第 2 期；贺剑：《法教义学的巅峰：德国法律评注文化及其中国前景考察》，载《中
外法学》2017 第 2 期。大陆民法学者结合本土法条在法律评注上的具体努力，参见《法学家》
“评注”栏目发表的关
于合同法评注的系列论文；朱庆育主编：
《合同法评注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7)

参见徐国栋：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尤见该书第三章“民法
基本原则——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
。

(8)

典型如，
“诚实信用原则，
性质上属于一般条款”
，
梁慧星：
《民法总论》
（第 5 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0 页。“一
般条款在性质上实际上具有双重性，
它既是一般条款，
又有基本原则的性质。”王利明：
《民法总则研究》（第 3 版），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0 页；王利明教授认为一般条款与法律原则虽具有类似性，但不能完全等同，并列举
了两者在性质、功能、法律层次、法律适用、本身是否有层次性等方面的区别，值得关注。
“民法的一般条款和基本原则
重要作用在于克服民事法律规范的局限性”
，魏振瀛主编：
《民法》
（第 5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 页，魏振瀛执笔。
“公序良俗，与诚实信用一样，都属于需要价值补充的一般条款”
，崔建远等：
《民法总论》
（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4 页，耿林执笔。
“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为‘帝王条款’或‘一般条款’
。
”李
永军：《民法总论》
（第 2 版）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 页。
“因公序良俗原则的抽象性，其内涵和外延不确定，只
是民法上的一般条款或授权条款。
”邹海林：
《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8 页。“诚信原则系一般条款”，
朱庆育：
《民法总论》
（第 2 版）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524 页。

(9)

参见前注 ⑧，梁慧星书，第 46 页；前注 ⑧，王利明书，第 93-94 页；徐国栋：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诚信原则的历史、实
务、法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6-249 页；马俊驹、余延满：
《民法原论》
（第 4 版）
，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42 页；龙卫球：
《民法总论》
（第 2 版）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3-64 页；前注 ⑧，崔建远等书，第 35 页。
杨立新：
《民法总则》
，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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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上的欠缺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中的混淆。实践中存在很多同时援引基本原
则与概括条款进行裁判的案例，很直观地反映出两者适用关系上的模糊。例如，因请托
(10)
行为形成的债务约定，法院基于《民法总则》第 8 条、第 153 条第 2 款判决约定无效；
(11)
对于投资赌博的协议，法院基于《民法总则》第 8 条、第 153 条第 2 款判决协议无效；

对于通过与他国公民假结婚、再离婚的手段达到移民目的的《移民代理合同》
，法院基于
(12)
《民法总则》第 8 条、第 153 条第 2 款，以及《合同法》第 52 条第 4 项判决合同无效；
(13) 对于为
对于代孕合同，法院基于《民法总则》第 8 条、第 153 条第 2 款判决合同无效；

他人代购养老保险并领取养老金的约定，法院基于《民法通则》第 7 条、
《民法总则》
(14) 债务人在承诺书中作出娶债权人为妻、
相守
第 8 条和第 153 条第 2 款判决约定无效；

永远的保证，
并将依承诺书获得的款项用于支付对债务人前妻的离婚补偿，法院基于《民
(15) 对于通过假结婚方式将他人子女落
法总则》第 8 条、
第 153 条第 2 款判决承诺书无效；

户入重点小学片区的协议，法院基于《民法总则》第 8 条、第 153 条第 2 款判决协议无
在诚实信用领域，
也存在诸多的将诚信原则（《民法典》第 7 条、
《民法总则》
效 (16)。同样，
第 7 条、
《民法通则》第 4 条）与诚信概括条款（如《民法典》第 142 条等、
《民法总则》
第 142 条、
《合同法》第 6 条、
《合同法》第 60 条第 2 款、
《合同法》第 92 条、
《合同法》
第 125 条第 1 款等）合并适用的案例。(17)
问题是明显的。以上判决究竟是以基本原则为裁判依据，还是以相关概括条款为裁
判依据？如果裁判依据是其中一个，那援引另一个就成了冗余；如果必须同时援引两者，
那就需要给出同时援引复数的包含同样法理念的法条有何法技术上的理由。但以上在
实践中均看不清楚。相较之下，我们可能更容易认为，概括条款（如“违背公序良俗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是裁判依据，
基本原则只是一个“理由叠加”，实为多余。倘若如此，
那何时何处才是基本原则独立发挥作用的领域？如果没有独立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国民
法中那么多基本原则又有何意义呢？

(10)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申 5885 号民事裁定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湘民申 1086 号民事裁
定书。可能是由于《民法典》实施时间较短，现在还很难在数据库中找到同时适用《民法典》第 8 条、
《民法典》第
153 条第 2 款的案例。但同时适用《民法总则》第 8 条、
《民法总则》第 153 条第 2 款的案例，在道理上是完全一样的。
有时，
法院还会援引更多的同类基本原则（如《民法通则》第 7 条）、更多同类概括条款（如《合同法》第 52 条第 4 项）
来裁判。由于案例甚多，
为节约篇幅，
本文仅列举部分晚近案例。

(11)

参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7 民终 3517 号民事判决书。

(12)

参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 01 民终 8363 号民事判决书。

(13)

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1 民终 17976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1 民终
1433 号民事判决书。

(14)

参见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 04 民终 391 号民事判决书。

(15)

参见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新 01 民终 562 号民事判决书。

(16)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2 民终 9716 号民事判决书。

(17)

参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辽民终 179 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 02 民终 54 号民
事判决书；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 04 民终 86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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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归根结底，以上问题都是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之间区分不清导致的。从
逻辑上说，面对包含同样法理念的条文，解释论上的处理方式无非有三种：第一，把相同
的解释论资源同时放置于两方，这意味着出现了重复性条文；第二，把解释论资源放置于
一方，使另一方事实上被虚置，这意味着出现了具文。以上恐怕都不是令人满意的解释
方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一领域的立法失败。第三种处理方式，是把解释论资
源进行合理区分，然后分别放置于两方，使得两方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独特功能。这种
“合理”区分至少要求做到三点：其一，有区分的理论基础；其二，有区分的形式结构；其
三，
有区分的裁判实益。这是一个有难度的解释论方案，但本文将往这个方向努力。

二、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区分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的回答，但无妨汲取他人的经验。下文将主要从德国法上关于
诚实信用的相关区分经验切入。
（一）
《德国民法典》第 242 条狭窄文义与宽泛功能之间的紧张关系
《德国民法典》第 242 条诚实信用覆盖范围之宽、功能之强，令人印象深刻。但
若细审该条文，会发现其狭窄的文义与宽泛功能之间，形成强烈反差。《德国民法典》
第 242 条规定：
“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信用的要求，同时照顾交易习惯，履行给付。”(18) 很
显然，就其文义而言，这只是一个对债务履行方式的规定。埃尔曼民法典评注指出：
“民
法典第 242 条就其字义而言仅限于履行给付的方式。债务人是否应当履行以及债务人
应当履行什么，也即给付义务是否存在以及给付内容，在顾及字义的限制性解释之下，无
(19) 也即，
该条在文义上只涉及一个既存的债务应当如何履行，至于
法被第 242 条所包含。
”

债务是否存在、债务的内容是什么，都不在该条的文义范围内，更不涉及债权。若要再扩
张至一切权利义务，
那离第 242 条的文义就更远了。
反观当下，德国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宽泛得可谓无边无际。从规制债务履行发
展到规制债权行使，再到规制一切权利行使及义务履行；继而从规制权利的行使和义务
履行，发展到调整权利义务的内容，如情势变更；再进一步突破了需要有既存权利义务这
一前提，发展到从无到有地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如先合同义务、附随义务及后合同义务；
再发展到消灭既存权利义务，如宣告违背诚信、不能通过内容审查的格式条款无效。诚
实信用原则调整了民事权利义务的产生、行使及履行、变更、消灭的全过程。诚实信用是
主角，
满场都是它的身影；它似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于是，
《德国民法典》第 242 条的狭窄文义与其宽泛功能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其
文义内容只是其实际功能的一小部分。这需要一个解释论上的处理。

(18)

杜景林、
卢谌：
《德国民法典——全条文注释》
（上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0 页。

(19)

Erman/Hohloch, 13. Aufl., 2004,§242, Rn.1; siehe auch. Palandt/Grüneberg, 71. Aufl., 2012,§242, R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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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解紧张关系的两种解释论路径
狭窄文义与宽泛功能形成了两个不同层次。从逻辑上说，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一种是维持《德国民法典》第 242 条的文义并仍将其作为具体规则对待，而将超出这一
有限涵义而凌驾于整个私法领域之上的内容抽象为一个更上位的、宽泛的诚实信用原
则；此时，第 242 条就成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制定法上的一个具体表现。另一种是将所有
功能都纳入第 242 条之中，从而直接将该条扩张为原则；此时第 242 条的文义会空洞化，
而该条文义上的功能——规制债务的履行方式，会成为已扩张为原则的第 242 条之下的
一个具体类型。以下分述之。
1. 第一条路径：有限的第 242 条与上位的、宽泛的诚实信用原则
德国帝国法院曾于 1914 年 5 月 26 日作出一个著名判决，在该案中，法官以诚实信
用原则修正了《德国民法典》第 394 条第 1 句的适用。依《德国民法典》第 394 条第 1
句，禁止扣押的债权不得抵销。例如，雇员过失导致机器毁损，雇主不能以其损害赔偿请
求权抵销雇员工资债权中禁止扣押的部分，其用意在于保障禁止扣押之债权人的最低限
度生存基础。但在该案中，法官以诚实信用原则修正了第 394 条第 1 句，以故意实施的
犯罪行为产生的债权抵销了禁止扣押的债权。
尤值注意的是，
法院用于修正第 394 条第 1 句的不是第 242 条，而是一个位于第 242
条之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法院有意对两者进行了明确区分：
“
《民法典》体系贯穿着兼
顾交易习惯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拒绝任何广义的恶意的原则。第 157 条、第 226 条、第 242
条和第 826 条仅作为一般原则的特殊特征出现。第 242 条和第 394 条并非作为两项具
有同等强行性和同等效力的法规相对置，并且在竞合情形第 394 条将作为特别法保持优
势，而是一般原则支配各项具体规定，并且正是要在这些具体规定中发挥自己释明、扩
张、
补充或者限制具体条文的作用。
”(20)
在此，
法院面临的问题是，
第 242 条与第 394 条作为并列于《德国民法典》中的条文，
何以能用一个去修正另一个？而且，能否用故意犯罪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债权抵销禁止
扣押的债权这一问题，也显然超出了第 242 条规制债务履行方式的文义范围。法院寻求
的解决之道，是把蕴含在第 242 条及其他条文中的共同法律思想提取出来，形成一个贯
穿于德国民法典体系的诚实信用原则，然后用这个更上位的诚实信用原则去修正第 394
条。这时，第 242 条就成了这个更上位的诚实信用原则的一个具体表现。梅迪库斯赞同
这种区分，
他精确地评论道：
“帝国法院更多的是将诚实信用理解为置于各项具体法律规
定之上的上位原则”(21)。在梅迪库斯的《德国债法总论》教科书中，他以“诚实信用作为
一般原则”为章名，该章之下又以“第 242 条作为法律规范”为节名，特别凸显了作为
原则的诚实信用与作为规则的第 242 条之间的区分。(22)
(20) 《帝国法院民事裁判集》
（第 85 卷）
，
第 108、117 页，
转引自［德］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

译，
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19 页。
(21)

前注 ⑳，
迪特尔·梅迪库斯书，
第 120 页。

(22)

参见前注 ⑳，
迪特尔·梅迪库斯书，
第 117、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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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斯特里希（Fastrich）在格式条款无效领域，重申了这种区分。《德国民法典》
第 307 条以诚实信用为标准对格式条款进行内容审查，不能通过审查的条款无效；该规
则中的诚实信用可能是距离第 242 条文义最远的：第 242 条的文义只涉及既存债务履行
的方式，审查格式条款效力却是在决定债务是否发生，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法斯
特里希认为，发挥内容审查功能的诚实信用并不源于第 242 条，而是来自于一个更高层
次的诚实信用原则。他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和第 242 条之间的区分非常明确：
“为求明晰，
首先要作以下区分，人们是将民法典第 242 条作为法律规则适用，还是从民法典第 242
条所体现的诚实信用原则中发展法律续造的方法。这两者常常被区分得不够充分。作
为法律规则的民法典第 242 条具有非常特殊和有限的功能，该功能不能轻而易举地被随
意扩展，而作为法律原则的诚实信用是非常宽泛的，决不能被限制在民法典第 242 条的
体系位置和功能范围之中。……如果并且只要内容审查没有落入到民法典第 242 条法
律规则的范围内，内容审查就不能通过民法典第 242 条获得合理解释，其最多经由诚实
信用原则获得法律续造的正当性。
”(23) 由于内容审查直接否定了当事人的合意，法斯特里
希认为其已无法被第 242 条所包含，
“作为法律规则的民法典第 242 条不能成为内容审
查的依据。民法典第 242 条并非授权进行合同修正的概括条款”(24)。但是，作为法律原则
的诚实信用却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人们能够理解诚实信用这一最高基本原则，该原则
因体现了正义的基本要求而不仅适用于债务关系，而且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支配着
整体法秩序，则鉴于该原则众所周知的广度，将内容审查追溯到诚实信用原则几乎没有
法斯特里希也是把作为规则的第 242 条与作为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
争议”(25)。以上可见，
区分开来，并认为《德国民法典》第 307 条上对格式条款进行内容审查的诚实信用离第
242 条文义的距离实在太远，因此与第 242 条无关，内容审查源于一个更上位的、更宽泛
的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在前述德国帝国法院判例、梅迪库斯、法斯特里希的观念里，《德国民法典》
第 242 条有其特定边界，
其上还存在一个更上位、更宽泛、功能更强大的诚实信用原则。
2. 第二条路径：作为原则的第 242 条及其包含的具体类型
这种观点直接把第 242 条作为原则对待，并以之吸纳关于诚实信用的所有功能；此
时，
第 242 条的文义功能就成了它自身下面的一个子类型。这种观念我们可能更为熟悉。
埃尔曼民法典评注、巴姆贝尔格 / 罗特民法典评注把第 242 条的功能区分为四种：其一，
具体化功能，即规制债务履行的方式；其二，补充功能，即作为丰富的附随义务的产生基
础；其三，限制功能，即作为一切权利和法律地位的内部限制，禁止滥用行为；其四，修
正功能，包括情势变更以及出现重大事由时持续之债的终止。(26) 施陶丁格民法典评注、帕

(23)

Fastrich, Richterliche Inhaltskontrolle im Privatrecht, 1992, S. 66f.

(24)

Fastrich (Fn.23), S. 71.

(25)

Fastrich (Fn.23), S. 71.

(26)

Vgl. Erman/Hohloch, 13. Aufl., 2004,§242, Rn. 18; Bamberger/Grüneberg/Sutschet, 2. Aufl., 2007,§242, Rn. 3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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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特民法典评注在肯定以上四项功能的基础上，把内容审查也算作修正功能的一部分。(27)
在以上观点下，
《德国民法典》第 242 条的字义内容——规制债务履行的方式，仅构成
了作为原则的第 242 条的第一项具体化功能。
把大量内容和功能注入第 242 条，会远远撑破第 242 条原本的框架，使其条文边界
变得宽泛而模糊。于是，我们对诚实信用在法典中明明有清楚的文义和边界，却又常常
被称为“白纸规定”或“空白委任状”这一矛盾现象，(28) 也就不会再感到惊奇。
3. 两种路径的殊途同归：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
前述两条路径看似差异巨大，但细想之下实则殊途同归。第一条路径维持了第 242
条的概括条款性质，然后确立了一个更上位、更宽泛的诚实信用原则；第二条路径将第
242 条扩张为原则，然后把第 242 条的文义功能作为该原则之下的一个具体类型。可见，
虽然在究竟把第 242 条安排在哪个层次上有差异，但在区分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这个
关键点上，
两者是一致的。
应予提及的是，公序良俗也存在类似的双层结构理论。日本民法中就有区分公序良
俗基本理念及公序良俗概括条款（
《日本民法典》第 90 条）的学说，我妻荣指出：“现
在所有的法律关系都应该受公序良俗支配，公序良俗可以考虑为支配整个法律体系的理
念。即无论所谓权利的行使与义务的履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也好，自力救济界限
的规定也好，关于法律行为的解释发挥作用的条理也好，结果上都只是公的秩序、善良风
俗理念的具体适用。这样一来，第 90 条并不是规定了对个人意思自治的例外限制，而可
以考虑为不过是偶尔显示出的支配整个法律体系的理念的片鳞”(29)。我妻荣即把公序良俗
视为“支配整个法律体系的理念”
（基本原则），而《日本民法典》第 90 条法律行为违
反公序良俗无效之条文，
不过是体现该理念的一个具体条款。
（三）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区分的方法论透视
1. 整体类推——区分的方法论基础
从《德国民法典》第 242 条等多个规则中产生一个宽泛的诚实信用原则，这在方法
论上属于整体类推。拉伦茨将整体类推描述为：
“将由多数——针对不同的构成要件赋
予相同法效果的——法律规定得出‘一般的法律原则’，该原则在评价上也同样可以适用
整体类推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
再从一般到个别
到法律并未规整的案件事实上。
”(30) 可见，
的过程；这里从多个个别中形成的一般，
就是“一般法律原则”。克莱默进一步指出：
“这
种类推是归纳与演绎的结合：由多个单个法律规定，归纳得出一般性的法律原则，然后将

(27)

Vgl. Staudinger/Olzen/Looschelders, 2015,§242, Rn. 181ff.; Palandt/Grüneberg, 71. Aufl., 2012,§242, Rn. 15.

(28)

参见前注 ⑧，
梁慧星书，
第 276 页。

(29) ［日］我妻荣：
《我妻荣民法讲义Ⅰ：新订民法总则》
，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3-254 页。对我妻荣学

说的反思，
参见［日］山本敬三：
《民法讲义Ⅰ·总则》
，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9-187 页。
(30) ［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
，
陈爱娥译，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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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原则演绎适用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类似情形。”(31)
前引德国帝国法院依诚实信用原则修正禁止扣押的债权不得抵销规则的判例，其思
路正是整体类推。
“
《民法典》体系贯穿着兼顾交易习惯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拒绝任何广
义的恶意的原则。第 157 条、
第 226 条、
第 242 条和第 826 条 (32) 仅作为一般原则的特殊特
(33) 这里，
法院正是从第 157 条、
第 226 条、第 242 条等具体条文中，归纳出一个贯
征出现。
”

穿德国民法典体系的、上位的、宽泛的诚实信用原则，然后基于该原则填补了第 394 条上
隐藏的法律漏洞，
限制了第 394 条的适用范围。
2. 整体类推方法之下的归纳作业：
“一般法律原则”的产生
让我们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例，详审这一整体类推中的归纳过程。
《德国民法典》第
157 条是依诚实信用解释合同，其核心要义在于解释合同须顾及合同相对方利益；《德
国民法典》第 226 条是禁止权利滥用，其核心要义是权利行使须顾及利害相关人利益；
《德国民法典》第 242 条是依诚实信用履行债务，其核心要义是履行债务须顾及债权人
利益。我们可以从以上规则中归纳出一般法律原则，即在法律上的特别关联（rechtliche
Sonderverbindung）中，行为人须顾及相关人利益。此点可认为是宽泛意义上的诚实信用
原则的核心。诚实信用原则对民法中的人皆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进行
了一个根本上的修正，
进而设立了不同情况下各种新的注意义务和众多新规则。
“法律上的特别关联”这一表述值得着重强调。拉伦茨指出：
“保持诚实并获取信
任构成法律交往、特别是一切法律上的特别关联之基础。这一原理并不仅限于债务关系
的范畴，依据当今公认的理解，在存在或将要建立法律上的特别关联之处，这是普遍有效
的一般法律原则，因此以下领域也符合这一前提，如物权法、诉讼法及公法。与之相反，
若既不存在、也不试图产生法律上的特别关联之时，如竞争的多个参与者之间，或对债务
人主张同一标的的多数债权人之间（如多重买卖），其行为就不能再以诚实信用标准衡
量，而是只能以在人类社会中对一切行为普遍有效的‘善良风俗’
（第 138、826 条）标
准去衡量了。
”(34) 使用“法律上的特别关联”这一术语的用意，在于表明其范围并非局限
于债之关系，
而是远远超过之。拉伦茨通过广举涉及“质押关系”
“相邻共同体关系”
“地
(35) 阐明了以上物权法、
诉讼法
役权”
“上诉权的失效”
“税法原则的效用”等方面的判例，

及公法上的关系也属于“特别关联”
，
须受诚实信用原则控制。
存在法律上的特别关联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在客观上有较密切的联系，主观上有
(31) ［奥］恩斯特·A. 克莱默：
《法律方法论》
，
周万里译，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76 页。亦可参见［德］卡尔·恩吉施：

《法律思维导论》
（修订版）
，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4 页。国内学者赞同整体类推中包含有归纳与演
绎的观点，参见王利明：
《法学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04 页。拉伦茨对整体类推中包含有归纳
持不同意见，
参见前注 ㉚，
卡尔·拉伦茨书，
第 260-262 页。但该争论无关本文宏旨，故存而不论。
(32)

本文不认为《德国民法典》第 826 条背俗故意致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这会模糊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之间的界限，
两者的界分详见文中关于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之核心要义的分析。

(33) 《帝国法院民事裁判集》
（第 85 卷）
，
第 108、117 页，
转引自前注 ⑳，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 125 页。
(34)

Karl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Ⅰ, Allgemeiner Teil, 14. Aufl. 1987, S. 127f.

(35)

Vgl. Karl Larenz(Fn.34), S.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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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预见可能性，存在信赖产生的基础，因此在当事人间产生了较高的注意义务，这就
是依诚实信用标准为行为之义务的由来。然而，特别关联范围虽广，也没有涵盖民法领
域之全体，完全的陌生人之间就不存在法律上的特别关联，如拉伦茨提到的自由竞争的
多个参与者之间。此时，
依诚实信用为行为这种较高的注意义务和行为标准就无从建立，
若强要建立则只会产生不必要的负担，影响主体的行为自由。在不存在特别关联之处，
只能适用不违反公序良俗这一较低的行为标准，
“善良风俗是为那些针对完全陌生人的
行为树立的标准”(36)。
3. 整体类推方法之下的演绎作业：漏洞的填补
依整体类推思维，《德国民法典》第 157 条“合同解释”、第 226 条“权利行使”、
第 242 条“债务履行”
，均属于当事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特别关联领域，前述条文实际
上是为行为人设立了顾及合同解释中的相对方、权利行使中的义务人、债务履行中的债
权人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义务。于是，从以上条文中就可以归纳产生一个“一般法律原
则”——在法律上的特别关联领域中，行为人须顾及相关人利益。(37) 这就是本文认为的
上位的、
宽泛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之核心要义。(38)
接下来诚实信用原则就可以演绎至法律尚未调整、但应予相同评价之处，产生新规
则，填补法律漏洞。如缔约过失、合同的附随义务、情势变更、权利失效、格式条款的内容
审查等，这些都是德国民法典创制时未包含的规则。而在整体类推的思路之下，都可以
从“法律上的特别关联中，行为人须顾及相关人利益”这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核心要义中
演绎出来。现在，除权利失效外，其他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续造均已被德国民法典
制定法化了。

三、我国民法典上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区分的形式结构
（一）我国诚实信用领域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区分的形式结构
我国《民法典》第 7 条诚实信用原则在表述上即覆盖全部“民事活动”领域，内容
高度抽象概括，其中“诚信”
“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文义都可理解为要求主体在民事
活动中不能以自己利益为唯一考量、而是要顾及利益相关人。因此，
《民法典》第 7 条
即我国民法中上位的、宽泛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换言之，我国按照前述第一条路径，
依整体类推得出了上位的、宽泛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只不过在德国民法中，第一
(36)
(37)

Alfred Hueck, Der Treugedanke Im Modernen Privatrecht, 1947, S. 11.
这里的归纳有陷入不完全归纳的危险，因此必须一再审查是否有其他法律规定足以质疑此“一般法律原则”
。即使有
该原则存在，基于原则的属性，还需考虑是否有其他相反的法律原则足以限制该原则的适用。以上是整体类推的归纳
作业中的风险点。参见前注 ㉚，
卡尔·拉伦茨书，
第 261 页。

(38)

德国主流法典评注认为，诚实信用（第 242 条）还有一个核心含义即衡平（Aequitas），该含义尤其与基于诚实信用的
法律续造相关。Vgl. Staudinger/Olzen/Looschelders, 2015,§242, Rn. 12f. 本文认为，这与德民特定的制定法构造、尤其是
其欠缺如《瑞士民法典》第 1 条第 2 款那样的立法授权法院进行法律续造的条款有关。限于篇幅，本文不对该问题
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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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路径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仅存在于学理上，而我国将其制定法化了。
《民法典》第一章之后的那些与诚实信用相关的条文，则为概括条款。如《民法
典》第 132 条“禁止权利滥用”
。该条款是我国民法上规制权利行使的根本条款，是依
诚实信用行使权利的反向规定，其发挥的功能即前引《德国民法典》第 242 条四个功能
中的第三个——为一切权利和法律地位设置内部限制、以排除滥用行为的“限制功能”
。
因此，我国《民法典》第 132 条构成诚实信用原则的一个重要具体类型或概括条款。其
他此类概括条款还有：第 142 条依诚实信用进行意思表示解释、第 466 条依诚实信用进
行合同解释、第 500 条违背诚实信用的缔约过失行为、第 509 条第 2 款基于诚实信用产
生附随义务、
第 558 条基于诚实信用产生后合同义务等。
依此，我国关于诚实信用的相关民法典规范也可以看作一个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区
分的双层结构。
《民法典》第 132 条、第 142 条、第 466 条、第 500 条、第 509 条第 2 款、
第 558 条均系有特定适用范围、确定行为模式、包含须评价地予以补充的不确定法律概
念 (39) 的概括条款。在以上概括条款基础上，整体类推产生以“法律上的特别关联中，行为
人须顾及相关人利益”为内核的上位的、宽泛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典》第 7 条即该
诚实信用原则制定法化体现。然后，诚实信用原则就可以进行演绎作业，发挥法律续造
功能，填补一些我们尚且缺少明确规定的法律漏洞，诸如：（1）义务履行的方式（我国
《民法典》第 132 条仅规制权利行使，不涉及义务履行，因此，依诚实信用方式履行义务
这一基本规则欠缺，
构成漏洞）
；
（2）权利失效规则。当然，随着社会发展，法典中会出现
新的漏洞，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顾及他人的根本立场，不断对以主体自己利益为中心的
民法规则体系进行新的调和与补充。
（二）我国公序良俗领域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区分的形式结构
我国《民法典》第 8 条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该条覆盖全部“民事活动”领域，内容高度抽象，无明确的要件和效果；此为上位的、宽
泛的公序良俗原则。同时，第 10 条规定法源中的习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 143 条规定
法律行为有效要件包括不违背公序良俗；第 153 条第 2 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第 979 条规定不适法无因管理中受益人真实意思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效果；
第 1012 条规定行使姓名权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 1015 条规定自然人有不违背公序良俗
的正当理由时，可以选择父姓和母姓之外的姓氏；第 1026 条规定了新闻报道侵权中判断
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须考虑报道内容与公序良俗的关联性。以上条文，均为
有特定适用范围、确定行为模式、包含了须评价地予以补充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概括条
款。因此，观念上可以认为公序良俗原则从各个具体的公序良俗概括条款中整体类推产
生，
并被《民法典》第 8 条制定法化了。
需要探究的是，作为基本原则的公序良俗的核心要义是什么？正如前述，诚实信用
(39)

关于须评价地予以补充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参见黄茂荣：
《法学方法论与现代民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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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是在存在法律上的特别关联的条件下，行为人对利益相关人的一个较高的行为标
准；而公序良俗原则不以特别关联为前提，仅系对主体一切行为的一个“最低要求”
。正
如通说所承认的，公序良俗并非为了从正面推行一种高标准的道德伦理，而只是从反面
拒绝为践踏社会底线的法律行为提供履行强制，因此可将其称之为“伦理的最小值”
。(40)
由此，公序良俗原则的核心要义即可以表述为“主体在其一切行为中均不得违背秩序及
伦理底线”
。概言之，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都打破了行为人以自己个体利益为
中心的传统民法思维方式，增加了行为人对相关人利益及底线性公益的顾及要求，构成
了对个体自由和私法自治的限制。相对于平等、自由（自愿）
、权利（受保护）这些民法
“基本体制原则”而言，
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属于民法中的“体制限制原则”
。(41)
与诚实信用一样，同为基本原则的公序良俗也有法律续造功能。在我国现行法背景
下，至少可以在以下领域经由公序良俗原则进行法律续造：其一，法律行为中的条件不
(42) 其二，
不当得利中的不法原因
法，
即法律行为所附条件违背公序良俗的，
法律行为无效；

给付，即因违反强行法或公序良俗的原因而为给付者，不得请求返还，但不法原因仅存于
(43) 其三，
可以考虑在侵权法中建立“背俗故意致损”类型作为保护纯
受领人一方的除外；
(44)。同样的，
随着社会发展，公序良俗原则亦得在新的法律调整需
粹经济损失的“最小值”

求产生之处，
发挥其核心要义，
弥补相应的法律漏洞。
综上，我国《民法典》第 7、8 条分别是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它们的性质
都是基本原则；其后那些包含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条文均是概括条款。基本原则可以
视为是从众多包含同样法理念的概括条款中以整体类推的方法产生的，且不同于比较法
上一般不将其制定法化，我国民法典进一步将这些基本原则制定法化了。当然，经制定
法化的基本原则仍然具有基于整体类推的演绎而产生的法律续造功能，可以在法律虽未
调整但应当予以同样评价之处产生新规则。依此，我国民法典形成了中国民法上的基本
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体系。

(40)

Vgl. Larenz/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9. Aufl., 2004,§41, Rn. 3; 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
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511 页。

(41)

关于基本体制原则、体制限制原则，参见龙卫球、刘保玉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与适用指导》
，中国法制
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33-34 页，
龙卫球执笔。

(42)

比较法立法例可参见《瑞士债务法（修订截止至 2016 年 1 月 1 日）》第 157 条：
“以实施违反法律或善良风俗之行为
为目的而附条件者，
附条件的债权，
无效。
”
《瑞士债务法》，戴永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9 页。

(43)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80 条即规定，
“给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请求返还：……四、因不法之原因而为给付者。
但不法之原因仅于受领人一方存在时，
不在此限。
”另可参见王泽鉴：
《不当得利》（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版，
第 408 页。

(44)

参见于飞：《违背善良风俗故意致人损害与纯粹经济损失保护》，载《法学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58-59 页。比较法
立法例可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826 条：
“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对他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人，对他人负有赔偿损害的
义务。
”前注 ⑱，
杜景林、
卢谌书，
第 6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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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区分的裁判实益
如本文第一部分指出，
“合理”的区分至少要求做到三点：其一，有区分的理论基
础；其二，有区分的形式结构；其三，有区分的裁判实益。前文已经就区分的理论基础及
形式结构进行了分析，本部分将探讨区分的裁判实益。分析可知，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
在司法裁判中有完全不同的适用方法，
从而发挥着完全不同的功能。
（一）法官是否有确立规则的义务
1. 法官基于原则裁判时有确立规则的义务
原则不能直接适用，基于原则裁判实际上是要求从原则中产生出一个规则，再适用
该规则。拉伦茨明确指出：
“法律原则是（可能的或既存的）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该思
“原则并非规
想还不是可适用的规则，
但能够向可适用的规则转化。”(45) 卡纳里斯也强调：
则，
因而不能不经中介地适用，
而是必须首先使之要件固化或者说‘规则化’。”(46) 因此，真
正被适用的是从原则之中产生的规则。
基于原则裁判的方法论性质，一般是漏洞补充。例如，
《瑞士民法典》上的漏洞补
充由第 1 条第 2 款规制，即“法官应依其如作为立法者所确立的规则裁判”。可见，《瑞
士民法典》在此明确揭示出法官有“确立规则的义务”。瑞士学者鲜明地指出，在该条
中“法院被委托创制一般性规则，而不是采取一种纯粹案例决疑式的做法（构造规则的
义务；
‘似立法者’进路）……上述规定的目标是，建立一定程度上法院做法的‘规则可
重复性’（可普遍化性）
，从而避免‘就事论事’的漏洞补充。依此，法院找到之答案的
可普遍性，原则上要优先于具体案件最可能的公正处理；也即是，规则重复性要优先于公
平裁判”(47)。换言之，在漏洞补充作业中，依原则裁判亦包括在内，但立法者所期待的不仅
仅是个案妥当——个案妥当通过纯粹案例决疑式的做法也能达到；立法者真正期待的，
是建立在规则可重复性基础上的个案妥当——规则可重复性甚至在原则上要优先于个
案妥当性。法官有义务把这样的可重复性规则在个案中明确下来，并在判决书中明示
从原则到规则的推导过程。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依原则裁判”沦为黑箱操作，本土法
资源也才能逐步积累，并使基于原则裁判的领域在案例与学说的互动下逐渐获得一定
的确定性。(48)

(45)

Larenz, Richtiges Recht, 1979, S. 23.

(46)

Claus-Wihelm 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 2. Aufl., 1983, S. 57.

(47) ［瑞］贝蒂娜·许莉蔓－高朴、
耶尔格·施密特：
《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第 2 版），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5 年版，
第 74 页。
(48)

有学者指出，依德国判例发展的经验，首先会在回应司法实践的新问题中产生个案规范型裁判规则，然后在一系列案
例群中逐渐形成持续性判例的裁判规则。参见高尚：
《德国判例使用方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6、144、
151、187-191 页。同理，法官基于基本原则裁判所提出的规则，也会展现出从新出现的个别案件中产生的、较为具体
的个案规则到从逐步积累的案例群中产生的一般规则的发展过程，而成熟的一般规则为立法发展提供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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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官适用概括条款时没有确立规则的义务
适用概括条款时，不需要法官提出规则。例如，瑞士民法学说上有“法内漏洞”的
概念。所谓“法内漏洞”
（或“内部漏洞”
）
，首先即指“一般条款或空白规范”(49)，诚实
信用与公序良俗正是其典型。前文已述，《瑞士民法典》第 1 条第 2 款规定了法官的确
立规则的义务。瑞士学者特别指出：
“对于法内漏洞，
《瑞士民法典》第 1 条第 2 款则
不适用。在内部漏洞情形，法院一般应依照个案正义（
《瑞士民法典》第 4 条）进行裁
(50)“在此应顾及待决个案的所有情事。……与构建规则时相比，
此种决疑式的（顾及
判。”

待决个案个别具体情况的）操作导致法官裁判实质上更少具有先例效果。
”(51) 也即，在适
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这些概括条款裁判之时，法官不具有《瑞士民法典》第 1 条第 2
款上“确立规则的义务”
，而仅仅是“依照个案正义进行裁判”，即法官的义务只是综合
一切情形作妥当的个案判断，而没有将个案判断一般化的负担。类型化工作则留待个案
之后由学者去完成。
3. 差异产生的原因
法官基于原则裁判时有确立规则的义务，适用概括条款时却无此义务。这是两者在
法律适用上的重要差异，该差异带来了法官在进行两种作业时的不同负担及不同的操作
方法。但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
根本原因是，原则不是规则，所以法官必须提出一个规则才能进行裁判；而概括条
款本身就是规则。我国《民法典》第 7、8 条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都仅仅
是一般法律理念的表达，这样的原则根本不能满足涵摄要求，以其为司法三段论的大前
提，
推不出任何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
所谓“适用”原则是不准确的——原则无法适用。
当我们称“适用”原则时，其实质指的就是从原则中产生一个规则，然后适用该规则的
过程。相反，概括条款有具体的适用领域，有其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而且具备“要件 — 效
果”模式，属于规则。如诚实信用概括条款适用于权利行使、义务履行领域时，若权利行
使、义务履行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发生该行为不产生原应产生的法律效果；但权利义务仍
在，主体下一次调整行为方式后仍得行使和履行。公序良俗概括条款适用于法律行为效
力领域时，若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该法律行为无效，权利义务统归消灭。(52) 概括条款
只是为了避免在某一具体领域中列举事实构成所必然造成的遗漏而采取的一种概括式
立法方式，
正如恩吉施所说：
“一般条款的真正意义在于立法技术领域。由于其很大的普
适性，一般条款可能使一大组事实构成无漏洞地和有适应能力地承受一个法律结果。列

(49)

前注 ㊼，
贝蒂娜·许莉蔓－高朴、
耶尔格·施密特书，
第 62 页。

(50)

前注 ㊼，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书，第 74 页。须指明，“法内漏洞”这个概念充满了矛盾：它既有
“漏洞”之名，又不需要法官提出规则来填补。对其质疑，参见前注 ㊼，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书，
第 63 页。

(51)

前注 ㊼，
贝蒂娜·许莉蔓－高朴、
耶尔格·施密特书，
第 77-78 页。

(52)

参见于飞：
《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分》
，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1 期，第 150-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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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法问题遭受着残缺不全地和‘暂时地’掌握法律材料的危险”(53)。法官在适用概括条款
时，只是由于这里存在须评价地予以补充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故在某个构成要件上需要
结合个案中的一切情事进行妥当判断，但整个“要件 — 效果”的规则模式是既存的，不
需要法官再提出一个新的规则。
因此，在基于原则裁判及适用概括条款之时，法官面临完全不同的负担和风险。在
基于原则裁判时，法官要提出一个新规则，这是一种实质上的立法行为。但凡提出新规
则，必须证明该规则的正当性。这种证明决非只是指出该规则是以什么基本原则为基础
即已足，而是要在判决书中清楚地描绘出从基本原则到具体规则的推导过程。这里存在
较重的论证负担，也就存在较高的职业风险。而在概括条款适用中，法官没有提出一般
规则的义务，这里只存在一个在具体构成要件上综合一切具体情事的裁量问题。法官负
担较轻，
风险也较低。
4. 基于德沃金、
阿列克西原则规则区分理论的进一步阐释
(54) 用图示 A → B 来说明。
德沃金认为，
规则是全有或全无地适用的，而原则并非如此。

A 代表“适用条件具备”
，B 代表“规范得到适用”
，
“→”代表蕴涵词“如果，则”
。对
于规则，
在 A 满足（适用条件具备）之时，
B 确定地发生（规则得到适用）；若 A 不满足，
则 B 确定地不发生。这就是全有或全无地适用。而原则的独特性在于，即使 A 满足，B
也不会确定地发生，而是开启一个与其他相冲突原则的权衡过程，由权衡来决定最终的
结果。(55)
《民法典》第 153 条第 2 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即属于“全有或
全无地适用”
。若一个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则该法律行为无效（全有）
；若不违背公
序良俗，则该条款因与系争案件无涉而不被适用（全无）
。相反，我国《民法典》第 7、8
条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无法被全有或全无地适用。即使是“那些看来同规则十
例如，
我国
分类似的原则，
也没有例举出当规定的条件被满足时自动发生的法律后果”(56)，
《民法典》第 3 条“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似乎具备“要件—效果”模式，
看起来更像规则。
但即使 A 满足（存在一个合法民事权益）
，B（受到法律保护）也未必发生，因为存在信
赖保护（具体如“善意取得”
）
、
公共利益（具体如“征收”
）等与之冲突的其他原则或理
念。必须在个案中将“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与冲突原则权衡之后，
才能判定结果。
这里必然存在一个关于“权衡”的疑问：在“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这一概括条款中，判断“违背公序良俗”时不也需要权衡吗？对此可以说是，但这仍与

(53)
(54)

前注 ㉛，
卡尔·恩吉施书，
第 153 页。
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
《认真对待权利》
，
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3-44 页。须
注意，在德沃金的语境下，从原则中寻找规则并以该规则裁判的过程，被称为“适用”原则。这恐怕与英美法系背景
下法官有较强的权限有关。

(55)

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
《法律原则的结构》
，
载［德］罗伯特·阿列克西：
《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编译，

(56)

前注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36 页以下。
，
罗伯特·阿列克西文，
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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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权衡根本不同。在 A → B 中，概括条款是在 A 上需要权衡。A（法律行为违背公
序良俗）一旦满足，
在“→”
（如果，
则）上没有权衡余地。这仍然是全有或全无的适用，
因此概括条款乃规则之一种。而原则恰恰是在“→”（如果，则）上需要权衡，A（例如，
存在一个合法民事权益）的具备只是开启了“→”
（如果，则）阶段的权衡程序，由权衡
的结果来决定 B（例如，
受到法律保护）是否发生或发生的程度。
本质上说，民法上的每项基本原则，都代表着、也仅代表着“一项”法律价值或法
律的实质理由。而现实中的纠纷，却是各种利益冲突及价值冲突的综合体。立法者的工
作，无非是针对各种案型，将相关利益及价值冲突事先权衡好，并用具备明确构成要件的
规则把这种妥当权衡的结果固化下来。法官适用法律时，不需要再将个案背后冲突的实
质理由重新权衡（那样太无效率，也容易出错）
，而只需要检验构成要件是否满足。若满
足，
则本案落入预先设计的这套平衡机制（规则）中，若不满足，则这套机制与该案无关。
这就是规则全有或全无适用的根本原理。概括条款符合全有或全无的适用之特点，故其
本身就是规则，
在适用中不需要再提出一项规则。
民法基本原则的实质，是民法中的一些不可再回溯、不可再还原的“元理由”
。当现
行规则体系无法提供答案、
需要原则出场的疑难案件（hard case）出现时，现实展示出来
的都是多利益冲突、多价值冲突、多个元理由冲突的结构。若直接用一个原则径行判案，
岂非遮蔽了必需的利益衡量过程，忽视了其他案涉利益、价值及元理由？因此，基于原则
裁判时，法官其实是在做立法者的工作，即把该案型背后冲突的价值找出来，分析它们各
自在个案中的分量，并把权衡的结果用尽量固化的要件（规则）固定下来，从而在司法
中重建一个可靠的利益及价值的平衡机制。正如阿列克西在阐述解决原则冲突的“碰
撞法则”时所正确指出的：
“法院毋宁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确定相冲突的原则之一相
对于另一个原则的条件式优先关系（conditional priority），以此来解决问题。……在某些
条件下一个原则优先于另一个原则，这些条件事实上就有效地构成了一项规则，这项规
则赋予优先原则以法效果。
”(57) 原则发生碰撞之时，某项原则在什么条件下会优先于另一
项原则的表述，构成了一项规则。法官在个案中必须确立这种规则，才能解决原则之间
的冲突。这是基于原则裁判时必须提出规则的原因。
（二）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在法律适用上的不同功能
基于前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领域中，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在法律
适用上有完全不同的功能。
1. 诚实信用、
公序良俗概括条款的功能
概括条款是一种特殊的规则。由于它是规则，因此可以直接充任三段论大前提，成
为法官的裁判依据。其特殊之处，在于包括了须评价地予以补充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这
些概念无法通过法律解释的手段予以适用，需要法官在个案予以具体化。本土案例经过
一定积累，学说积极介入后可以形成案例类型。类型化是辅助法官具体化作业的重要手
(57)

40

前注

，
罗伯特·阿列克西文，
第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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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但法官在概括条款适用中，只需要顾及一切情事作出妥当的个案判断，没有提出一
般规则的义务。类型化工作由学者在事后完成。
本文“问题的提出”部分所列举的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同时适用的案例，基本上都
属于以概括条款为裁判依据的情形。此时，概括条款就是获得裁判结果的充分原因，叠
加适用基本原则完全是多余的。
2. 诚实信用、
公序良俗基本原则的功能
基本原则不具有裁判依据的功能，不能直接充任三段论中的大前提。但不是裁判依
据不意味着无功能。相反，
以上基本原则在法律适用中的功能十分重大。
（1）解释功能：基本原则可以作为法律的解释基准。如法条在文义范围内有多种
含义，法官在对法条进行解释时应采符合民法基本原则的解释。无论采何种解释方法，
其解释结果不能违反民法基本原则。(58) 基本原则所表征的法律价值体系（内在体系），构
成法律的客观目的，
故以基本原则为法律的解释基准主要体现在目的解释之中。(59)
（2）补充功能：基本原则可以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基础。法律必有漏洞，而法官却
不得拒绝裁判。此时，法官可以基于基本原则创设新规则，并据以裁判。(60) 前述基于原则
裁判，主要即指向基本原则的补充功能。但相比较而言，类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
这些漏洞补充方法以制定法上的具体规则为依据和起点，一方面更易查知和继续维系现
行法规则中已获立法肯认的法律评价，另一方面在操作上的确定性也更强，因此，基本原
则的补充功能应当排在类推、
目的性扩张、
目的性限缩之后发挥作用。
（3）修正功能：在具体规则产生严重不公正后果的特殊情形下，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可以产生限制性规定，从而排斥具体规则对个案的适用。(61) 须注意，目的性限缩也可以排
斥具体规则的适用，基本原则的修正功能要想取得独立地位，必须与目的性限缩相区分。
关键在于，
“目的性限缩不是修正规范目的，而是通过修正文义来实现规范目的”(62)。换言
之，虽然同样是产生限制性规定，但目的性限缩是为了维系主观规范目的而产生限制，
而基本原则的修正功能则恰恰是在修正主观规范目的基础上产生限制。是用主观规范
目的修正文义（目的性限缩），还是用基本原则修正主观规范目的（基本原则的修正功
能），两者之间判然有别。
在“新疆华诚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
被告新疆华诚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诚公司”）
拖欠原告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建公司”
）工程款，一审被
判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华诚公司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上诉

(58)

参见前注 ⑧，
梁慧星书，
第 46 页；前注 ⑧，
王利明书，
第 93-94 页；前注 ⑧，崔建远等书，第 35 页。

(59)

拉伦茨所论法律解释的“客观的目的论标准”中，
即包含了“法伦理性原则”
。参见前注 ㉚，
卡尔·拉伦茨书，
第 211 页。

(60)

参见前注 ⑧，
梁慧星书，
第 46 页；前注 ⑧，
王利明书，
第 94 页；前注 ⑧，崔建远等书，第 35 页。

(61)

参见前注 ⑧，魏振瀛主编书，第 21 页；前注 ⑨，徐国栋书，第 259-260 页；韩世远：
《民法基本原则 : 体系结构、规范功
能与应用发展》
，
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 年第 6 期，第 10-11 页。

(62) ［德］魏德士：
《法理学》
，
丁晓春、
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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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二审中主张合同无效，理由是项目启动招投标程序前，自己已经与对方就合同的实
质性内容进行了谈判，
并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依据《招标投标法》第 55 条、
《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 1 条，(63) 双方在招投标前就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并影响中
标结果的，中标无效；中标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无效。但是，对以自己违法为由
主张无效的不诚信当事人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支持，其在二审判决书中指出，
“华
诚房地产公司作为涉案建设工程的招标人、甲方，主导签订了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在合同相对方铁建大桥工程局按约履行合同而其并未按约支付工程款，一审判决华诚房
地产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后，华诚房地产公司以其自身的招标行为存在违法违规为由，于
二审中主张合同无效，其行为不仅违反诚实信用基本原则，而且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
稳定，属于不讲诚信、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恶意抗辩行为……
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对合同有效的认定被最高人民法院维持。(64)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
即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排除了具体规则的适用。
须特别强调的是，无论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基本原则发挥何种功能，其均非法官的裁
判依据：在依基本原则解释规则时，被解释的规则是裁判依据；在依基本原则填补法律
漏洞时，漏洞补充完成后产生的新规则是裁判依据；在依基本原则修正规则时，原规则被
排除出系争案件，产生新的法律漏洞，该漏洞补充完成后产生的新规则是裁判依据。以
上解释、补充、修正功能中，基本原则都不发挥裁判依据的功能，因而与作为裁判依据的
概括条款完全不同。(65)

结

语

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领域，我国《民法典》存在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并存的现象，
这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个特点。我们应当为这一特点建立一个合理妥当的解释论框架。
在观念上，可将《民法典》第 7、8 条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视为是从诸多包含同一理
念的概括条款中整体类推产生的一般法律原则。只不过，比较法上通常没有将这种一般
法律原则制定法化，而我国民法典将其制定法化了而已。诚信原则的核心要义是“法律
上的特别关联中，行为人须顾及相关人利益”
，公序良俗原则的核心要义是“主体在一切
行为中均不得违背秩序及伦理底线”
，它们都是对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民法的重要
(63) 《招标投标法》第 55 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

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
结果的，
中标无效。
”
《建设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 1 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
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
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6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 347 号。对案件的简要分析可参见于飞：
《诚信原则在违法无效合同中的适用》，
载周江洪、
陆青、
章程主编：
《民法判例百选》
，
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6 页。

(65)

本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基于我国制定法的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结构，并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明晰两者的不同
功能和实践中不同的操作方法。至于各个基本原则及概括条款都各自控制哪些案型，以及各种案型中的具体衡量因
素及衡量方法，
则需要长期的案例类型化探索；以上已超出本文主旨，也非一篇论文所能顾及，尚待以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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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可以产生新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规则，
发挥法律续造功能。
基本原则与概括条款的区分有显著的法律适用意义。基于基本原则裁判必须提出
规则。一个基本原则只是一项纯粹的法律价值，任何单一的价值都无法独自决定一个
存在价值冲突的案件，而是必须在权衡中建立一个固化的平衡结构，这种重建的结构就
是基于原则裁判时所提出的规则。相反，适用概括条款不需要提出规则，因为它本身就
是规则。
概括条款在法律适用中是裁判依据，可以直接充当司法三段论之大前提。基本原则
不是裁判依据，但其具有解释功能、补充功能、修正功能，以上功能同样对司法裁判意义
重大。

Abstract: The legislative model of centrally stipulat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Civil Code enables China to form a characteristic legislative structure with basic
principles in the front and general clauses in the back in the field of good faith and public
order and good morals. The characteristic legislation calls for an interpretation theory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it. By absorbing the distinguishing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resources of
comparative law, we can make a reasonable distinction between basic principles and general
clauses. Articles 7 and 8 of the Civil Code are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morals. The subsequent articles that contain good faith, public order and
good morals are general clauses. Conceptually,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morals are analogized from the relevant general
clauses, and the Chinese civil law legalizes these basic principles. The general clauses are a kind
of special rules, which are the basis for judgments; basic principles are not rules and cannot be
directly used as the basis for judgments to serve as the premise of the judicial syllogism. Judges
have an obligation to propose rules when making judgments based on basic principles. Although
the basic principles are not the basis for judgments, they have interpretive, supplementary and
correction functions in judicial judgments, which still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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