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思自治在亲属身份行为中的表达及其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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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十年来，意思自治所蕴含的个人主义、自由原则从财产法扩张至婚姻家庭法，这为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各种自治行为适用总则编奠定了价值基础。意思自治在财产法上呈现强烈的工具
主义面向，而家庭法作为“情感-经济共同体”与财产法判然有别，意思自治在其间的贯彻受到亲属
伦理、家庭共同体维护以及弱者保护等理念的制约。意思自治在婚姻家庭编中表现为纯粹亲属身份
行为与身份财产混合行为，前者参照适用民法典总则编中的法律行为制度时应兼顾家庭法的特殊价
值取向；后者兼具家庭法与财产法的双重价值，工具价值逐渐增强而伦理因素渐趋削弱，参照适用合
同编与物权编等规范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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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意思自治是私法的核心价值，法律行为制度则是实现意思自治的工具，旨在为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
保护的自由，从而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1〕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对于民法典成为价值理念融
贯的体系虽然不可或缺，但是它们仅在与意思自治相对照的意义上才能彰显其特殊价值。〔2〕法律行为可
以分为财产行为与亲属身份行为，前者是指以发生、变更或消灭财产关系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如买卖合
同、遗嘱等；后者系指以发生、变更或消灭身份关系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如结婚、离婚协议等。然而，与复
杂抽象而又成体系化的财产行为理论和实践相比，
有关身份行为的理论基础与体系化仍显得较为薄弱。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总则编中的法律行为在形式上被认为可以
学说对于亲属身份行为在《民法典》中应该如何适用存
“统领”合同编、物权编与婚姻家庭编。〔3〕但是，
在截然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家庭成员间的人伦关系与市场经济的财产关系存在本质差异，两者虽一同
〔4〕
至少不能完
入典，但《民法典》总则编中的法律行为、代理及诉讼时效在家庭关系中几乎都无法适用，
以亲属财产法作为主要调整对
全适用于婚姻契约。〔5〕二是婚姻家庭编的重心在现代社会已经发生转变，
象。〔6〕婚姻家庭编已不再是非财产法，而是接近特殊身份者之间的特殊财产法。〔7〕结婚、收养行为以及
鉴于婚姻家庭法的伦理属性及其与财产
自愿认领的效力应依民法典总则的规定判断。〔8〕依据前一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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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博士。

〔 1 〕	Dieter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0. Aufl., 2010, Rn. 472.
〔 2 〕	参见方新军：
《内在体系外显与民法典体系融贯性的实现》，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第581页。
〔 3 〕	Dernburg, Burgerliches 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 Bd. 1, § 7.1.
〔 4 〕	参见谢鸿飞：
《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13-114页。
〔 5 〕	参见尹田：
《民法典总则与民法典立法体系模式》，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8页注释11。
〔 6 〕	参见［德］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张新宝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 7 〕	参见贺剑：
《论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思路》，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6期，第1501页注释6。
〔 8 〕	参见姚瑞光：
《民法总则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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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的异质性，
民法典总则适用于婚姻家庭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均大大降低；
相反，
后一认识以条文数量
的对比强调婚姻家庭编的财产法属性，这虽然有助于民法典总则编的普遍适用，但是又有忽略婚姻家庭
编的伦理色彩之嫌，而且与婚姻家庭编的身份法本质相悖。
财产法上的法律行为呈现强烈的工具理性本质，并通过市场交易中的“理性人”假设，构建一个无
视历史、性别、宗教等的商品世界。这使个人自由获得极大的扩张，仅在例外情形受到公序良俗、诚实信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
用等原则的遏制。〔10〕《民法典》464条第2款规定：
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
”这体现了民法典的体系化功能以
及合同编对于身份关系协议的重大影响。然而，因传统道德、习俗与宗教教义所具有的强大惯性，个人
在家庭所担任的角色形态被严格确定，家庭法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超实证法的特征，并不完全属于法规
范，而是根源于自然伦理。〔11〕在我国婚姻法回归《民法典》的背景之下，意思自治原则如何透过亲属身
份行为予以表达，有以下两个层面的命题：一是在价值层面，如何调和意思表示本身所具有的工具性价
值与亲属身份行为的伦理属性；二是在规则层面，如何衔接《民法典》总则编中的法律行为与亲属身份
行为之间的法律适用。笔者对意思自治在亲属身份行为中的表达方式及其维度进行分析，期待为当前
的婚姻家庭编的理解与适用略尽绵薄之力。

二、意思自治在近现代婚姻家庭法上的理性化维度
（一）意思自治在近代财产法与家庭法领域的不同表达
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个人意识与权利观念迅速觉醒，代表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
制度被废除，
“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使主体平等、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原则成为市民社会法律秩序的
基础。由此导致代表社会阶层的身份关系从社会领域大幅度退缩，
仅存于婚姻家庭一隅。
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正是伴随着工商业的发达，
个人逐渐脱离曾经隶属的“身份等级共同体”
而自由实施经营与消费活动，据此取得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在功利主义哲学思潮之下，意思
自治作为一种调节经济过程的手段迅速成为财产关系领域的支配性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法律只是自
主个体相互联接的表现形式，只不过这种联接的目的并不在于形成一个以集体意识为基础的共同体，而
是通过自由缔结契约的方式实现特定的个体目的。〔12〕因经济活动日益个别化，个体对家族血缘的依附
关系逐渐减弱，平等、自由的思潮亦逐渐影响家庭法。资本主义将由房屋、院落、家庭成员组成的生产团
体强行地打碎，家庭被个人主义式地溶解为家庭元素，
这在经济上亦属合理。〔13〕
然而，由于传统道德、习俗与宗教教义具有强大的惯性，虽然财产法与家庭法在近代法典化浪潮中
均被纳入民法典之中，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对立。萨维尼就认为，财产法的素材并不像家庭法那
样存在于“自然-道德关系”之中，它们并不具有混合的性质，毋宁是纯粹的、单纯的法律关系。与在财
产关系上的支配得到完全贯彻不同，
“法的法则”仅仅是不完全地支配了家庭关系，家庭关系的更大部
分仍然排他性地处于道德影响之下。〔14〕近代民法上所假设的“经济人”作为自由意志的主体以合理的、
利己的方式行动，这实质上是财产秩序中人的镜像，
与家庭秩序中的“伦理人”大相径庭。
与意思自治迅速地在近代财产关系之中得以确立不同，其对19世纪婚姻家庭关系的渗透甚为缓
〔 9 〕	在我国民法总则制定的过程中，
持反对意见的主要观点认为德国式总则实为财产法的总则，尤其是作为民法总则灵魂的法律

行为制度仅能适用于财产法，原则上不能适用于婚姻家庭法尤其是亲属身份法，从财产法与婚姻家庭法之中不足以抽象出共
同的“公因式”以支撑德国式“总则编”的构建。参见茅少伟：
《寻找新民法典：
“三思”而后行》，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6
期，第1149-1150页。
〔10〕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4页。
〔11〕
	
［德］萨维尼：
《当代罗马法体系Ⅰ》，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页。
〔12〕
	参见［美］罗杰·科特威尔：
《法律社会学导论》，彭小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8页。
〔13〕
	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
〔14〕
	参见［德］萨维尼：
《当代罗马法体系Ⅰ》，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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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家庭法所规范的亲属身份与财产关系仍然残留了大量保守性与威权性的制度，其所反映的镜像是
一种以父权制结构为主导形式的大家庭形态。丈夫在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面前是一家之主，在涉及家
庭共同生活的事务方面都享有最后的决定权。〔15〕在家庭财产关系上，丈夫对财产具有支配的权利，妇女
不能独立管理财产，而是将全部财产交由丈夫来负责管理，除非配偶之间通过订立婚姻合同来约定分别
财产制。〔16〕在伦理之下，私法中那些抽象的自由受到排斥。〔17〕由于意思自治在家庭法与财产法领域的
表现大异其趣，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并非统一之社会政治趋势的表现，
毋宁是19世纪德意志社
会史中无法融合之诸多价值体系的折中尝试。一方面，虽然温和的自由主义占据上风，但其仍保留了保
守性与威权性的特征；另一方面，法典颁布之时个人主义经济观念已呈现衰落之势，形式上的平等、自由
带来的是强者的自由、弱者的不自由以及二者的不平等。但是，新的社会经济思想即国家有义务对经济
的自由放任予以规制，从而对经济上的弱者提供保护的思想尚未深入到私法的观念中。这些内在的断
裂，使《德国民法典》就像浇铸不匀的钟一样，
无法鸣响以宣告新世纪的来临。〔18〕
（二）意思自治在现代家庭法领域的勃兴及其限制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现代社会日趋强调个人主义与形式理性。〔19〕婚姻家庭法逐渐从家族
本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意思自治所蕴含的个人主义、自由原则从财产法扩张至婚姻家庭法。20世纪以
来尤其是“二战”之后，随着人权哲学理论的兴起，人权和宪法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例如男女平
权、自由权、尊重个人和家庭生活等取代自然伦理秩序，构成家庭法的新的价值基础。〔20〕近几十年来，社
会结构渐趋扁平化发展，妇女经济能力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致使传统大家庭渐趋消灭，核心家庭逐渐
成为家庭模式的典范。直系血亲之外的伦常关系几乎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差别。即使是伦常的互
动关系，也已经被契约性的互惠关系所侵蚀和渗透。大家庭思想是超个人主义家庭观的表现，个人主义
家庭观则与核心家庭相适应。在此时代背景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婚姻家庭关系领域进行全方位
的改革，使传统家庭法的精神面貌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21〕人们不断地趋向于有目的地强调婚姻法中
的契约思想，也就是趋向于婚姻双方在人身和财产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和离婚的简单化。同时，为使非婚
生子女和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尽可能接近，
婚外同居的拘束力近似于一种松散婚姻。〔22〕
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在自由原则的渗透之下两者亦呈现出本质差异。对于前者，由
于妇女地位逐渐提高，在夫妻之间实现实质自由的可能性亦在增加。但从社会的整体状况来看，妇女通
常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需要国家对夫妻关系予以必要的干预以维系夫妻双方力量的平衡。这表明，夫妻
关系以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自由即“自治”为基础，
但须辅之以“他治”作为必要的制约和补充，
旨在实
现夫妻之间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理念；对于后者，亲子关系在事实上就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合理
的、可能对人类而言是不变的关系，其不可能单纯地依据自由、平等予以解决。〔23〕保护未成年人并促使
其人格上的发育和成长并非私事，而是关乎人类社会存续的公共事业。因此，亲子关系需要国家通过实
施强有力的干预以纠正亲子关系之间事实上的屈从关系，从而尽可能地维护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未成年
人的利益。〔24〕这表明亲子关系以“他治”为基础，并受“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只是在比较狭
小的范围内才有“自治”的空间作为必要的补充（如我国收养法第11条规定“收养年满十周岁以上未
成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为矫正自由主义的流弊，现代财产法开始
接纳“具体人格”，并对个人自由以及所有权施加诸多的限制。财产法所表现的形式上的平等、自由价
〔15〕
	参见［德］K.茨威格特、H.克茨：
《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16〕
	参见［日］栗生武夫：
《婚姻法之近代化》，胡长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9、97页。
〔17〕
	参见［德］罗尔夫·克尼佩尔：
《法律与历史》，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06页。
〔18〕
	
［德］弗朗茨·维亚克尔：
《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
（下），陈爱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60页。
〔19〕
	参见陈聪富：
《韦伯论形式理性之法律》，载《清华法学》（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0〕
	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
《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以下。
〔21〕
	参见薛军：
《“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88页。
〔22〕
	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
〔23〕
	
［日］星野英一：
《民法劝学》，张立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24〕
	参见徐国栋：
《论民事屈从关系——以菲尔麦命题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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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日益受到实质正义的限制，私法超越了个人自治的目标，致力于实现实质正义。〔25〕概言之，尽管财产
法与家庭法的发展路径迥然不同，但是均出现“私法实质化”的倾向。“私法实质化”涉及的弱者主要
是未成年人、妇女、老人等亲属法主体与劳工、
消费者以及承租人等交易主体。〔26〕
长久以来，婚姻法领域的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亲属身份关系是本质的社会结合关系，身份的内容由
人伦秩序确定，因而，在亲属身份法上，处于亲属身份共同生活关系中的自然人并不能完全享有民法典
总则编所规定的私法自治、契约自由，而是受到极大的限制。〔27〕
从法与道德的关系而言，法律关系通常具有道德基础，
财产关系亦不例外。〔28〕虽然亲属身份关系源
于人伦秩序，但身份关系一旦被法律秩序化，婚姻家庭法就属于法律规范而非道德规范。近几十年来，
家庭关系逐渐脱离长期以来的自然伦理状态，实证化的趋向愈加明显。为维护家庭生活秩序，需要法律
调控、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仅仅依赖当事人的道德自觉不足以保障身份关系的和谐安定。我国改革
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全面释放商业精神，个人自由作为立法者主要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的渗透愈发深
入，尽管伴随着对个人自由的抵抗，但家庭观念所主导的传统生活世界不断退守。〔29〕当代婚姻家庭生活
中存在着“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两种理念，
前者以感情、
理想作为婚姻家庭生活的基础和本质，
强
调家庭共同体的维护，视婚姻家庭为一种“情感-文化共同体”；后者注重实用、实惠和实在，财富多寡成
为影响婚姻家庭关系、调解婚姻生活感情的平衡器，
视婚姻家庭为一种“经济结合体”
。随着我国城市化
进程的加速推进，在核心家庭成为常态与少子化现象的时代背景之下，家庭功能的缩小与家庭财富的增
加，致使亲属身份法与亲属财产法在内容上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由于市场经济与人权观念已经渗透
至现代家庭的内部，个人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大大扩展，人们得以更广泛、更充分地决定自己的家庭生活
事务。但是，鉴于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未成年人在亲子关系中处于屈从与不平等的地位。
在婚姻家庭编贯彻形式上的平等自由原则时，应当限制强者的自由以追求实质意义上平等、自由的价值
理念，加强保护弱者一方尤其是妇女的权益，并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由于家庭观念仍旧根深
蒂固地存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坚持个人的人格独立与自主时，应当在制度安排上注重维
护婚姻制度和强化家庭责任，以实现家庭在新时代所担负的传承优秀法律文化、稳定婚姻家庭关系、实
现儿童权利优先、弘扬婚姻家庭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功能。〔30〕
婚姻家庭法上的意思自治，
可以表现为家庭成员的行动自由，
如夫妻可以共同选择婚后的居住地，
或
在许多重要情形，
家庭法上的意
者父母决定子女的抚养方式等，
这属于一般行为意义上的自由。〔31〕然而，
思自治通过法律行为来实现，
从而形成与法律关系相关的行为自由。典型的如纯粹亲属身份行为，
如结婚
与协议离婚、
收养或收养的解除、
非婚生子女的自愿认领及否认等；
复合型的亲属身份行为，
即包含财产行
为变动的亲属身份行为，典型如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此外，亲属之间仅涉及财产关系变动的法律行为，例
如夫妻财产制契约、夫妻之间的赠与等。这类行为仅涉及财产法效果，虽然主体之间存在亲属身份关系，
但是其作为意思自治的表达方式与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约定并无不同，
应该适用合同编的相关规则。
（三）小结
无论是财产法抑或是婚姻家庭法，近来均出现了“私法实质化”的倾向，
即超越了个人自治的目标，
致力于实现实质正义，通过国家干预保护弱势一方的利益。但是，由于财产法呈现强烈的工具理性本
质，与家庭法调整的情感共同体判然有别：在财产法领域，为了遏制工具主义的过度扩张，对于意思自治

〔25〕
	
［德］弗朗茨·维亚克尔：
《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下），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

588页。
〔26〕
	参见谢鸿飞：
《中国民法典的生活世界、价值体系与立法表达》，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25页。
〔27〕
	参见陈棋炎：
《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106-107页。这一认识在我国婚姻法学界具有长久且深厚的基

础。参见李建华等：
《论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载《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第52页。
〔28〕
	参见［美］罗斯科·庞德：
《法律与道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
〔29〕
	参加张龑：
《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原则》，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第700页。
〔30〕
	参见夏吟兰：
《民法分则婚姻家庭编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第73页。
〔31〕
	Dieter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0. Aufl., 2010, Rn.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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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是为了使自由存续而不得不诉诸伦理时所必须使用的最小剂量的伦理，只有此种意义上的伦理
才与自由最相契合。〔32〕然而，近几十年来，尽管家庭法深受工具理性的侵蚀导致伦理因素不断被削弱，
但是相比财产法，家庭法领域的伦理准则更为普遍和广泛。婚姻家庭法领域的意思自治观念不仅与个
人主义相关联，而且与社会的思想取向相适应。〔33〕这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合同编、物权编等的异
质之处，也是法律行为制度适用于婚姻家庭编所面临的价值维度。

三、意思自治在纯粹亲属身份行为中的体系化表达
（一）纯粹亲属身份行为的外部体系化：
形式与实质之争
纯粹亲属身份行为外部体系化，系通过类型化的方式构建所形成的身份行为的基本制度。在类型
上，亲属身份行为通常包括结婚、协议离婚、收养、解除收养、自愿认领及否认等。其中，结婚、协议离婚
属于双方或合意身份行为，自愿认领与否认属于单方身份行为，解除收养既可能是单方身份行为（单方
解除收养），也可能是双方身份行为（协议解除收养）。结婚与协议离婚作为创设与消灭夫妻关系的亲
属身份行为，是婚姻自由原则的具体表达。解除收养、自愿认领与否认均属于依据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创
设与消灭亲属身份关系的行为，不仅系以形成权的方式行使，而且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因此，上述
三种行为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权利行使的条件，行为人自治的空间势必受到严格限定。由于离婚协议
通常包含财产的分割与子女的抚养，并不属于纯粹的身份行为，
在效力判断上比较复杂。
理论上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
纯粹亲属身份行为与财产法律行为不同，
仅具有法律行为的形式而不具
有其实质，
民法典总则中的基本原理及其构造方式不适用于亲属身份行为。具体表现为：
（1）身份行为具
有“事实先在性”的特质。人伦秩序先于法律规范而存在，
先有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
继而法律所为评价
并加以规范，
因而身份法律行为仅具有“宣言的性质”；
身份行为的效果意思与该身份生活事实具有不可
分割的关系，
有亲属的身份行为未必就可以发生亲属的身份效果，
必须有人伦秩序上亲属的身份共同生活
〔34〕
关系事实时，
才有发生亲属的身份法上效果之可能。 （2）身份行为具有很强的法定性。由于身份权的
基本内容及相应义务完全由法律规定，当事人既不能通过法律行为加以创设或改变，也不能转让、处分或
具有浓厚的人伦秩序色彩，
因此在亲属
限制该权利。〔35〕既然单纯身份关系以人伦秩序上事实存在为前提，
法未规定时亦不适用民法典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
身份行为仅具有法律行为的形式。〔36〕
虽然亲属身份关系如夫妻、亲子、亲属的内容与效力，均与伦理及社会习俗密切关联。然而，随着平
等、自由理念在家庭法领域的持续扩张，以及国家对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干预的逐渐增强，亲属身份关
系的创设与消灭均依赖于法律框架之下自然人的自主安排或设计。亲属身份行为与合同、遗嘱等财产
行为一样，均是民事主体依其意愿塑造法律关系的法律工具。具体而言：
首先，所谓“事实先在性”之妥当性存疑，
其不足以表明亲属身份关系与身份行为的实质。符合“事
实先在性”特征的是非婚生子女的自愿认领与否认，两者以权利人与未成年子女有或者无血缘关系这
一事实为基础，亲子关系并非由行为人的效果意思创设或消灭。然而，非婚生子女在被自愿认领之前，
〔37〕
否认则与
认领者与被认领者之间本来就存在自然血亲关系，这是自愿认领的必要前提而非内容要素，
之相反。自愿认领与否认均属于以形成权的方式表现的单方身份行为，形成权赋予其承担人以通过单
方意思表示对另一个人的法律状况予以影响的权能，具有极强的支配性，因而形成权的产生取决于相对

〔32〕
	参见易军：
《私人自治与私法品性》，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80页
〔33〕
	参见肖新喜：
《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社会化》，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第107页。
〔34〕
	所谓“事实先在性”，是指亲属身份关系的种类和内容在人伦秩序上均早已确定，即“先在地”存在。参见［日］中川善之助：

《新订亲族法》，青林书院1965年新订版，第24页。
〔35〕
	参见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36〕
	参见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
《民法亲属法新论》，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26页。
〔37〕
	张作华：
《亲属身份行为基本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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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事先同意或法律的直接规定。〔38〕自愿认领和否认与合同的法定解除或者撤销相类似，
必须符合“法
定的解除或撤销条件”（包括收养的单方解除），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法定条件构成解除或撤销此类单
方法律行为的“先在（法律）事实”。与之不同的是，结婚、离婚、收养等此类法律关系的创设均源自当
事人的意愿，并不以事先存在相应的客观事实为前提。以结婚与协议离婚为例，前者以男女双方的合意
与登记为要件，即使男女双方不存在夫妻共同生活事实也不影响结婚的效力；后者以夫妻双方的离婚合
意与登记为条件，即使男女双方仍然存在夫妻共同生活事实亦不影响离婚协议的效力。虽然婚姻关系
和收养关系的权利义务“已由法律中有关的制度事先规定”，但是舍去法律行为仍不可能产生法律关
系，因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构成取得法律规定权利的某种门槛。
其次，对于结婚、协议离婚等双方身份行为所引起的亲属身份关系的变动，强制公示（登记）的形
式主义立法已经取代“人伦秩序的身份生活事实”，具有彰显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功能。有争议的是，
在形式主义立法之外，是否应当承认事实婚姻或者事实收养行为的效力？我国现行法对此均持否定态
度。有学者认为，由于现行立法采取单一登记主义制度，导致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事实婚姻被认为是同居
关系而不受法律保护，许多未成年人虽然被收养但因未办理收养登记而不能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39〕
在立法上，从身份行为的伦理特性出发，应当改变目前对结婚与收养这两类身份行为采取单一登记主义
制度的现状，承认欠缺法定形式要件的事实婚姻、事实收养在一定条件下（如形成身份共同生活事实达
到法定的期限）受法律的保护，以有效应对法律秩序与伦理秩序的背反现象，使法律规范更切合中国的
社会现实。〔40〕然而，鉴于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完成登记的程序愈来愈简单和便捷，当事人创设婚姻关
系或收养关系所需的形式要件几乎不存在任何现实的障碍。无论是结婚登记抑或是收养登记，即可在
相当程度上显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反之，事实婚姻与事实收养的认定则非常困难，对其是否发生争议
（还可能涉及继承纠纷），必须由法院对存在争议的个案逐一进行判断，
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41〕从比
较法上看，所谓“事实婚姻”已经不被认可，未经登记但具有共同生活事实的男女关系被称为“同居伴
侣”，在效力上虽与婚姻关系相似但仍然具有质的差异。〔42〕
最后，亲属身份行为的法定性并不构成其与财产行为的本质差别。虽然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的内
容与种类不同，前者的效果意思是合理计算的选择意思，后者的效果意思是含有情感的决定意思。〔43〕但
是作为意思自治的工具，两者均表现了行为自由与效果自主的本质特征。身份行为的法律效果在很大
程度上源于伦理秩序的预先规定，但是身份法律关系的创设与消灭均取决于行为人的意志以及国家的
强制干预，不能脱离法秩序谈论身份法律行为的效力。亲属身份行为的类型和内容虽由法律规定，但此
种规定仍然是透过当事人的意思进行的，具有法律行为设权性的本质，与事实行为显著不同。〔44〕与合同
行为相比，身份行为具有更多的强制性。究其原因，单纯依靠自治的机制很难圆满解决隐藏在亲情伦理
下妇女和儿童利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因而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即“他治”不可避免。在婚姻家庭领域，家
事法官和家事程序的相关规定出现得特别频繁，正反映了亲属身份行为的法定性特征。〔45〕身份行为的
类型及内容的法定主义，类似于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原则。差别仅仅在于，前者的基础在于伦理秩序与
社会习俗，而后者是出于物权的支配性及保障交易安全的需求。〔46〕但是，不应据此将合同法与物权法、
婚姻家庭法相对立，因为即使在物权法、婚姻家庭法之中，涉及法律秩序所认可的权利和法律关系时，亦
〔38〕
	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
《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39〕
	参见靳羽：
《要件欠缺收养关系的法律规制》，载《人民司法·应用》2010年第3期，第79-80页。
〔40〕
	参见张作华：
《 事实身份行为与事实身份关系的法律保护——以事实婚姻为中心》，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第127页。
〔41〕
	
［日］星野英一：
《民法劝学》，张立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46页。例如，事实婚姻通常以夫妻共同生活为必要

条件，如果相当长一段时间夫妻共同生活欠缺，是否意味着事实婚姻关系消灭？这些均难以认定。
〔42〕
	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
《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43〕
	参见［美］麦克尼尔：
《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44〕
	参见田韶华：
《民法典编纂中身份行为的体系化建构》，载《法学》2018年第5期，第87页。
〔45〕
	参见苏永钦：
《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46〕
	参见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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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内容上的形成自由。〔47〕亲属身份行为相比财产行为虽然个性突出，但法律行为
所负载的意思自治理念亦应贯彻于身份法，以弘扬意思自治的精神。反之，若在法律行为之外单独建立
身份行为规则，对于意思自治之弘扬，未必更为有利。〔48〕
（二）纯粹亲属身份行为的内部体系化及其展开
纯粹亲属身份行为的内部体系，
意指作为其意思自治原则的表达方式，
基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特
殊价值所形成的价值体系。身份行为内部体系的构建应结合婚姻家庭编的特殊价值取向，
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
就身份行为的成立与有效而言，
《民法典》总则编中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仅具有抽象意义，
婚姻
家庭编应对身份行为的设立与消灭进行详细的规定，以反映法律对亲属身份关系的强制干预与保护。我
国现行立法对结婚、协议离婚、收养以及解除收养的成立与有效要件已有相关规定，但对非婚生子女的自
愿认领及否认制度完全没有涉及，立法上的缺失致使实践中有关亲子关系的案件面临无法可依的窘境。
《民法典》第1073条虽然增加了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与否认之诉，
但是并未规定自愿认领制度。从立法上看，
对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人、被认领人、认领行为的有效要件、否认权人、否认的对象、否认权行使的有效要件
以及否认期限等均付之阙如。亲属身份行为通常具有要式性，
如结婚、
协议离婚（
《民法典》第1049条、
第
1076条）、
收养以及解除收养（
《民法典》第1105条、
第1116条）等，
这不仅有助于促使当事人慎重行为，
而
且可以保障身份关系的安定与透明，
稳定婚姻家庭制度以及践行男女平等原则。
《民法典》区分婚姻的无
效与可撤销；
收养则仅限于收养无效，
不包括收养的可撤销。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
这具有合理性。
第二，意思表示瑕疵类型包括心中保留、虚伪表示、欺诈、胁迫、错误（重大误解）等。鉴于单方收
养的解除、认领以及否认等单方身份行为必须满足法定的事实或符合法定条件才能够以形成权的方式
行使，因此“婚姻家庭编”的意思表示瑕疵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合意身份行为。有学者认为，由于财产法
与家庭法之间的价值理念不同，在涉及亲属身份行为如结婚、收养等意思表示瑕疵类型的效力认定时应
当更加尊重表意者的真意，以意思主义为主。〔49〕我国也有学者认为，财产法上的意思表示瑕疵效力原则
上宜采“表示主义”，以强调交易安全的保护；家庭法原则上宜采“意思主义”，以注重对亲属身份利益
与家庭关系的维护。〔50〕然而，鉴于身份关系通常均须登记才能完成，具有较强的公示性，且身份关系难
以恢复原状（如结婚、协议离婚）以及出于对未成年利益保护的要求（如收养），因此，对身份行为的意
思表示瑕疵效力认定必须权衡上述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而不能简单标签化为“意思主义”或“表示主义”
。
结合民法典总则中的意思表示瑕疵来看：
（1）心中保留。无论相对人是否知晓，
表意人均不得以心中
保留为由予以撤销，
以维系身份关系的安定性。
（2）通谋虚伪表示。一方与相对人通谋为虚伪表示，
其设
立或消灭身份行为不是为了建立共同身份生活，而是为利用法律规定的次要效果（如为获得税收上的优
惠、
国籍或者户籍，
即“假结婚”
）
。对于该行为的效力，
比较法认识不一。
《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
《瑞士
民法典》第120条规定，
当事人缔结婚姻时约定不建立婚姻共同生活的，
婚姻可废止，
但当事人已建立夫妻
应当在原则上将通谋的虚伪结婚规定为可撤销，
若夫妻双方已经存在
共同生活体的除外。〔51〕有学者认为，
〔52〕
通谋虚伪在实质上构成了对婚姻制度的挑战，
涉及社会公
夫妻共同生活，
则属于有效。 还有学者认为，
这违背婚姻制度的本质，
共利益，
因此属于无效婚姻。〔53〕通谋虚伪表示缔结婚姻所追求的是另外的目的，
因此属于无效婚姻，
但是为保护儿童，
该无效后果对未成年子女不产生效力。但是，
对于“假离婚”，
由于
当事人具有解除婚姻的意思表示，
所不愿解除的只是当事人的共同生活关系。〔54〕为了维护离婚登记的公
信力，
并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
“假离婚”并不适用通谋虚伪表示（
“假离婚”通常与财产分割相结

〔47〕
	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
《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48〕
	参见朱庆育：
《法典理性与民法总则——以中国大陆民法典编纂为思考对象》，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第504页。
〔49〕
	参见朱庆育：
《法典理性与民法总则——以中国大陆民法典编纂为思考对象》，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第504页。
〔50〕
	参见姜大伟：
《体系化视阈下婚姻家庭编与民法总则制度整合论》，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18页。
〔51〕
	
［德］迪特尔·施瓦布：
《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2页。
〔52〕
	参见金眉：
《论通谋虚伪结婚的法律效力》，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5期，第190页。
〔53〕
	参见李昊、王文娜：
《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2页。
〔54〕
	参见田韶华：
《民法典编纂中身份行为的体系化建构》，载《法学》2018年第5期，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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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详见下文）
。
（3）欺诈或胁迫。身份行为的意思表示中存在欺诈或胁迫，属于意思表示受外在影响的
不自由，
与财产行为一样属于可撤销的行为。我国婚姻法仅对因胁迫导致的可撤销婚姻进行了规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以下简称《婚姻法》
）第11条］
。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830条在胁迫婚姻之外，
规定若一方婚前患有严重疾病但在结婚登记前不告知对方，
受欺诈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
请求撤销该婚姻。立法者既然将欺诈作为可撤销婚姻的事由，但是欺诈的范围限于一方在结婚之时隐瞒
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形，这显然过于狭窄。
（4）意思表示错误。实践中常见的是缔结婚姻时的重大误解。
与财产行为不同，
《德国民法典》并未规定身份错误（如女子与未婚夫的孪生兄弟结婚），
也没有规定对伴
侣个人品质的认识错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认为，
缔结婚姻时发生人之同一性错误的，
因意思表示不
〔55〕
无论是内容错误（典
一致而无效，
非仅可以撤销；
倘若系人之性质之错误，
则属于可撤销。 有学者认为，
型表现为对与之结婚的另一方的身份认识错误）还是认识错误（如一方婚后发现另一方树立了一个假的
形象）抑或基本情况错误（如身体或精神健康状况、
性取向等）均不构成民法中的重大误解，
内容错误与
基本情况错误可以通过欺诈予以救济，
认识错误与导致离婚的感情破裂的情形很难区分。〔56〕鉴于欺诈的
证明要求严格，
而我国关于欺诈之婚姻仅限于结婚之时一方隐瞒患有严重疾病，
可以适当扩张意思表示错
误的适用范围，如一方对另一方的身体健康状况认识错误，以及名誉认识错误（例如另一方有犯罪、卖淫
等经历），以至于其真正了解对方真实情况就不会达成结婚合意，则该婚姻可以撤销。但是，对于经济条
件、
收入状况等发生错误，
其本质上属于动机错误，
基于保护家庭的目的，
不允许撤销。
第三，婚姻登记瑕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1条的规定，如结婚登记存在瑕疵，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撤销结婚登记。该条的妥当性在学
理上争议极大。〔57〕当事人的虚假行为如提供虚假材料、借用或冒用他人身份等，是形成婚姻登记瑕疵的
重要原因。从意思表示的角度看，
大体可以分为四种情形：
一是双方有结婚的意愿但不符合结婚的成立要
件；二是有结婚的意愿符合结婚的成立要件；三是没有结婚的意愿符合结婚的成立要件；四是没有结婚的
意愿不符合结婚的成立要件。由于结婚是具有高度人身属性的行为，因此被借用或被冒用的一方即未到
登记现场的一方不可能与到现场的一方缔结婚姻。如果双方具有合意而且真实，符合婚姻的成立要件但
是系借用或冒用他人名义登记结婚，
婚姻缔结方或者第三人可以通过变更婚姻登记予以更正，
并对虚假材
料予以补正。如果不符合成立要件而且无法补正的，
则婚姻不成立。如果双方不具有合意，
且缔结婚姻的
一方不知晓另一方借用、
冒用的事实，
则可以构成欺诈，
属于可撤销婚姻（但是须符合结婚条件）；
若是双
方不具有结婚的合意，
但是缔结婚姻的一方知晓另一方借用、
冒用的事实，
则构成通谋虚伪表示，
婚姻不成
立。因意思表示瑕疵引起的婚姻登记瑕疵，应当适用民事诉讼，限制行政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避免
《民法典》第1051条取消了《婚姻法》第11条规
损害婚姻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以及婚姻登记的公信力。〔58〕
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婚姻的内容，
受胁迫一方只能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第四，身份行为被撤销或无效的法律后果与代理的特殊规则。依据《民法典》第1054条的规定，无
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该规定显然不利于保护善意或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尤
其是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在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时，宜采目前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规定
婚姻被宣告无效的，原则上溯及既往归于无效，但对于善意的配偶一方仍发生有效婚姻的效力；婚姻被
撤销后，自撤销时起归于无效。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从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出发，
应采纳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对子女不产生影响。〔59〕协议离婚、收养等合意身份行为的无效或被撤销可以
准用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规定。由于亲属身份行为的成立和消灭，须基于行为人本人的自由意思，
因而不得代理。身份行为也不得附条件与期限。因此，
《民法典》总则中有关代理、
附条件与期限的规定

〔55〕
	参见戴炎辉、戴东雄：
《中国亲属法》，台湾顺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8页。
〔56〕
	参见李昊、王文娜：
《婚姻缔结行为的效力瑕疵》，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6页。
〔57〕
	参见王礼仁：
《规范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必要性与可行性》，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5-9页。
〔58〕
	参见孙若军：
《瑕疵结婚登记方式处理体系化思考》，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6页。
〔59〕
	参见夏吟兰、何俊萍：
《现代大陆法系亲属法之发展变革》，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2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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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能适用于身份行为。〔60〕

四、意思自治在身份财产混合行为中的表达及其规制
（一）身份财产混合行为的双重价值取向
近年来，在无过错离婚、男女平等的潮流之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离婚协议、夫妻“忠诚
协议”等现象逐渐增多。通常这类协议不仅包含财产变动的条款，而且具有引发身份关系发生变动的
法律效果，此类行为包含多项意思表示，属于亲属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相互交织的“复合行为”，可以
称为“身份财产混合行为”。身份财产混合行为不仅可以在亲属之间产生身份关系的变动，而且可以产
生财产法上的效果。身份财产混合行为兼具亲属身份法与财产法的双重价值取向：一方面，家庭系通过
血缘和情感而连接的共同体，现代家庭仍是塑造人格、价值观和促进个人把握机会的推动力量。在理想
中，家庭能够促使家庭成员之间形成温暖和亲密的关系，并为家庭成员提供满足与安全的环境。相比经
济团体，家庭内部仍然存在广泛的利他主义。〔61〕另一方面，亲属财产法深受财产法上的个人主义和形式
理性法的影响，由利己的个人构建的婚姻关系已经不可能完全臣服于团体主义，如夫妻团体的契约化构
造所反映的正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的擢升。由此可见，亲属财产法具有维系家庭共同体与追求
形式理性化的双重特质。诚如学者所言：
“对于身份财产混合行为，因其本质上为财产法规范，故可以适
用之，但不应忽略亲属身份对身份财产混合行为产生的影响。
”〔62〕
（二）夫妻离婚协议及其规制
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所达成的有关自愿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内容的契约。离婚协议
属于一种以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为内容的混合协议。其中自愿离婚的合意属于纯粹的身份协议；子女
抚养的协议兼具身份与财产两种内容；财产分割、债务清偿等属于纯粹的财产关系协议。〔63〕登记离婚以
夫妻双方达成离婚协议为主要条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离婚领域的意思自治。在调解离婚的情形，离婚
协议虽由法院主导并包含更多的管制色彩，
但是仍为夫妻双方意思自治的表现。
离婚协议通常具有复合性，既包括夫妻身份关系的消灭，亦涵盖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夫妻之间的财
（虚）假离
产补偿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等方面的内容。〔64〕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离婚协议争议较多的是“
婚”现象，即夫妻双方“通谋”约定，暂时解除婚姻关系，对财产、子女抚养等内容达成离婚协议并完成
离婚登记程序，待特定目的达成之后再复婚。
“虚假离婚”通常是为获得购房资格、
拆迁款、
逃避债务等，
以达到规避法律或管控政策的目的。显然，若是认为“虚假离婚”符合《民法典》第146条“通谋虚伪
表示”的构成要件，则依据夫妻双方的“内心真意”，该离婚协议无效。但是有学者对“虚假离婚”持
“有效说”，认为离婚行为包含了民政机关的形式审查、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因素，
这些因素决定“虚假离婚”应该引发离婚的法律后果。〔65〕
鉴于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的差异，应区分离婚协议中的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虚假离婚”中的身
份解除协议并不符合通谋虚伪表示的构成，而财产解除协议可能构成通谋虚伪表示，两者的效力应当分
别评价。所谓“通谋虚伪表示”，意指表意人与相对人一致同意表示内容仅仅造成实施某项法律行为的
表面假象，而实际上并不想使该表示行为产生应有的法律效果。实质上，虚假结婚与虚假离婚不同，前
者是男女双方明知创设婚姻关系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构成通谋虚伪表示；而后者并非夫妻明知解除
〔60〕
	对此存在例外，依据《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4条和《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8条的规定，

对于夫妻共同收养子女，夫妻一方若因故不能亲自前往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可以委托另一方办理登记手续，但委托书应取得相
关证明或经过公证。这主要考虑到夫妻之间属于情感共同体，因此对于共同收养行为的代理有所缓和。
〔61〕
	参见［美］加里·S.贝克尔：
《家庭论》，王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13页。
〔62〕
	参见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
《民法亲属新论》，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26页。
〔63〕
	参见朱广新：
《合同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64〕
	参见许莉：
《离婚协议效力探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37页。
〔65〕
	参见高憬宏：
《审判案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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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因为夫妻办理离婚登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消法律上的身份关系，当事人不
愿解除的只是事实上的共同生活关系，因此不可谓当事人不存在真实的身份意思。〔66〕至于当事人为了
其他目的暂时离婚以及约定目的达成之后再行复婚等，这属于意思表示的动机，并不影响当事人的效果
意思的构造，夫妻双方有关虚假离婚的身份行为的内容并不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相比“通谋虚伪表示”
的解释路径，认为所谓“虚假离婚”有效，不仅可以避免公权力过度干预家庭生活，
而且有利于维护离婚
登记形式上的公信力，避免违反一夫一妻制原则。〔67〕
但是，
对于夫妻之间达成的财产协议而言，
应结合夫妻虚假离婚的目的判断是否构成通谋虚伪表示。
从司法审判实践来看，法院在审理“虚假离婚”案例时，普遍采取“隔离技术”，其主要的裁判思路为：
对于身份协议，既然当事人自愿签订离婚协议，民政机关亦依法办理了离婚登记，双方的婚姻关系即告终
止。至于夫妻之间离婚的目的则被法院视为意思表示的动机，
并不构成意思表示的内容，
对意思表示是否
真实不生影响，即不存在意思表示瑕疵；对于财产协议，法院通常会结合具体案情，以损害债权人利益、违
背诚实信用原则或者公平原则以及财产处置的内容未体现夫妻双方真实意思等理由否定其效力。〔68〕
离婚协议之中，财产关系与身份关系的效力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前者无效或被撤销不影响后者的效
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9条）；但是后者无
效或被撤销则影响前者的效力。如果夫妻双方约定不对等分割共同财产或者约定一方个人财产给予另
一方等内容，这类协议只是形似“以离婚为目的”的赠与。因为上述条款是夫妻在离婚之前对离婚后财
产关系处理的约定，本身并非婚姻关系解除的原因。即使“赠与”背后的确存在着促成离婚合意达成
的动机，这种动机不应上升到法律层面，使协议离婚的“自愿性”在法律评价上受到某种经济目的能否
实现的捆绑或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夫妻共同体建立在情感与伦理之上，离婚协议中的财产性条款系以
解除婚姻为前提，离婚时对于财产的约定，除了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外，还可能涉及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感情、父母照顾情况，夫妻债务的清偿、一方独自抚养子女的补偿、损害赔偿以及离婚情感补偿、
离婚经济帮助、老人赡养等内容。〔69〕此类财产协议以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为生效要件，交织着夫妻人身
关系与财产关系，在实质上属于夫妻婚姻关系解除下的财产清算协议。〔70〕由于夫妻离婚协议中的财产
协议与身份协议之间形成了复杂、相互依存的牵连关系，因此对该协议的效力与性质应当从整体上予以
综合判断，不能轻易将协议中一方放弃主要或大部分财产的约定认定为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而予以撤
销或变更。但是，对于“净身出户”协议这类离婚协议的极端类型，应当结合婚姻状况、一方有无过错、
子女抚养以及保护婚姻弱势一方等因素，通过个案调整协议以保障结果的公平。〔71〕如果离婚财产分割
协议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其虽非“赠与”，但可归入无偿转让行为的范畴，
适用“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
的规则，债权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离婚协议生效时，婚姻关系解除，但是物权变动仍应当遵循《民法典》物权编的相关规则。〔72〕从

〔66〕
	参见田韶华：
《民法典编纂中身份行为的体系化建构》，载《法学》2018年第5期，第91页。
〔67〕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书，不得申请再审。”这表明现行法

并不承认已经发生效力的协议离婚无效或可撤销制度，这有利于维护离婚效力的确定性和既定力。参见丁慧：
《身份行为效力
判定的法律基准》，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2期，第29页。
〔68〕
	参见蔡立东、刘国栋：
《司法逻辑下的“假离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135-136页。显然，以违背诚实
信用原则或者公平原则为依据判断离婚财产协议无效，在方法论上构成“向一般条款的逃避”，并不具有正当性。
〔69〕
	参见许莉：
《离婚协议效力探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39页。
〔70〕
	参见陆青：
《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条款研究》，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4页。
〔71〕
	参见景春兰、袁善仪：
《“净身出户”协议的效力探讨及裁判策略》，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第178页。
〔72〕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臧旭霞执行异议审查案”中认为：
“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归属的约定对双方有约束力，虽未登
记，但无善意第三人时，应认定发生物权变更效力。”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16年第2期。该判决并未考虑离婚财产处置协
议的特殊性。相反，
“在周凤珠、青岛威邦贸易有限公司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虽然周凤珠与周春海于2015年7月28
日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归周凤珠所有，但是双方未进行不动产物权的转让登记，物权的转让不发生效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第3915号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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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在系列相关判决中均认为，夫或妻一方依据离婚协议享有的不动产债权优先于
不动产登记人的债权人，并支持前者对后者的强制执行提出执行异议。〔73〕笔者认为，离婚协议约定的取
得不动产的配偶一方请求变更不动产登记的权利属于债权，该债权并不具有排除不动产之上的债权强
制执行的效力。其主要理由在于：于不动产之上发生的债权无论时间先后均具有平等性，离婚协议经婚
姻登记机关公示在先并不具有法律意义，其并不具有物权公示的效力。尽管离婚协议具有情感与伦理
因素，但这是相对于夫妻之间而言的，对于案外人来说，应当维系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以保障交易的安
全。实质上，离婚协议生效之后夫妻之间已与普通人无异，其间财产的流转应当在现行公示公信制度下
运行，这样不仅可以发挥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功能，也有利于保护交易的安全。概言之，无论是离婚协议
约定的债权还是普通债权均具有平等性，应当按照不动产登记制度（转移登记、查封登记等）确定不动
产物权变动的效力。
（三）以离婚为条件的夫妻“忠诚协议”之效力分析
夫妻约定违约金的“忠诚协议”意指，夫妻双方约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若配偶违反夫妻忠实义
务，
“违约方”应给付对方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财物。夫妻达成此类协议的目的，
是为了限制夫妻婚外性关
系，该协议所附的“违约金”条款即是为了使这一预先安排得以实现的手段。依据夫妻“忠诚协议”是
否包含离婚条款，该协议可以分为两类：附离婚为条件的夫妻“忠诚协议”与婚姻关系内生效的夫妻“忠
诚协议”。第一类夫妻“忠诚协议”属于兼及财产关系与身份关系变动的复合法律行为，夫妻之间的财
产给付约定以夫妻身份关系的变动（离婚）为生效条件。但是，
第二类夫妻“忠诚协议”并不涉及身份
关系的变动，而是夫妻双方约定若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则应当给付另一方配偶一定的赔偿金或违约
金，发生的是财产法上的效果。由于该财产约定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所以该约定本质上属于特殊
的夫妻财产补偿协议。
对于以离婚为条件的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理论上分歧明显。许多学者认为，婚姻家庭法具有
极强的伦理性，意思自治对此应当保持必要的谦抑。
“夫妻忠诚协议”本质上属于道德协议或情谊行为，
因此不应被赋予法律约束力。其主要理由归纳如下：
（1）将夫妻感情、亲情契约化，难免会使亲友间的
相互宽容、理解、扶持与帮助金钱化、功利化，进而以财产关系取代伦理关系，使亲友的关系过度紧张。
在婚姻的领域若允许任意自治、任意商业化，有违婚姻的本质。〔74〕即使当事人有受法律约束的意思，夫
妻之间也不成立有效的法律行为。因为此项意思涉及最为隐秘的个人自由领域，这个领域不容通过契
（2）
《婚姻法》第4条虽然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
但这只是代表立法者所提倡的价
约进行约束。〔75〕
〔76〕
《婚姻法》
值追求的倡导性规范。在适用于具体案件时，
这种价值追求无法被法官作为裁判依据援引。
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暴或虐待、遗弃的”情形，并未
将此外的“不忠实”行为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
（3）依据我国合同法第2条第2款“婚姻、
监护、
收养等人身关系的协议不适用本法”的规定，
夫妻忠诚协议作为人身关系的协议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
夫妻双方所签订的忠诚协议违反身份权法定原则。〔78〕
围。〔77〕身份权具有法定性，排除当事人的约定权，
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对于夫妻“忠诚协议”仍然可以适用。其主要理由归纳如下：
（1）
《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那么夫妻相互忠实义务已由道德内容升华为法定义务，而非仅
〔73〕
	参见“钟永玉与王光、林荣达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6期；另参见“刘会艳与周东方、河

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462号民事判决书。上述案件均认为
离婚协议约定的债权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主要理由可以归结为：权利的形成时间（约定债权在前，而且在婚姻登记机关
公示）、权利内容与性质（约定债权不具有逃避债务的目的，只涉及特定不动产，具有针对性）、权利主体（约定债权涉及情感
补偿、生活礼仪照顾等因素）等。
〔74〕
	参见于飞：
《公序良俗原则研究——以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124-125页。
〔75〕
	余延满：
《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76〕
	何俊萍：
《论婚姻家庭领域道德调整与法律调整的关系——兼谈对婚外恋的道德调整和法律调整》，载《政法论坛》2000 年第3
期，第47页。
〔77〕
	参见郭站红：
《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学思考》，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11页。
〔78〕
	参见何晓航、何志：
《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思考》，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3期，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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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倡导性条款。因而夫或妻违反忠实义务可以被法律所涵摄，并通过判断和评价是非对错的引导作
用来限制、约束婚姻家庭中的不道德行为。（2）违约赔偿的“忠诚协议”，实际上是对《婚姻法》中抽
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79〕（3）夫妻“忠诚协议”符合契约
自由原则且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因此，只要夫妻“忠诚协议”签订时，婚姻双方平等自愿约定的内容
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约定的赔偿数额有可行性，法律就应该认可
它。夫妻之间订立的“忠诚协议”相当于损害赔偿的预定，在婚姻解除时发生效力。〔80〕此外，还有学者
采取折中的观点，认为在亲属身份关系存续期间，有关身份、财产复合的协议无效。但是，在亲属身份关
系终止时，这种协议相当于损害赔偿的预定，
应发生法律效力。〔81〕
上述观点的分歧在于，在家庭法的伦理秩序之下，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能否通过意思自治的方式
予以表达？从家庭法的发展趋势来看，近几十年来，法律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权利，夫妻可就婚姻关系以
及离婚后果进行协商。当夫妻就此平等协议设定明确条款时，法院也越来越愿意执行这些条款。〔82〕随
着社会观念的变迁，形式理性化的财产法规则被引入至家庭法，这是家庭法在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
趋势，目的在于彰显个体的独立自主，以维护其人格自由与经济自由，从而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这表
明秉持市场理性的“结合体”（典型如经济团体）因子已经逐渐渗透至夫妻团体内部，从而促使其发展
成为“不完全共同体”。在现代社会，家庭成员与外部的联系变得复杂多样，各种婚外情、通奸现象严重
侵蚀了婚姻家庭的基础。不可否认，婚姻的道德约束日益式微，原有的舆论、道德等社会控制力量在减
弱。〔83〕婚姻虽然以感情为纽带，但其并非如同理想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仅仅关涉感情。为了尽力维持婚
姻关系以及应对离婚带来的不利后果，夫妻双方所达成的“忠诚协议”应该被认为是理性人在充分地
权衡利弊后作出的慎重选择。夫妻“忠诚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或赔偿金在性质上可被看作是《民法典》
第1043条规定的“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具体化以及损害赔偿的事先约定，
使“婚外情”之类的主观情感客观化为可被法律规制又可被当事人遵守的行为。〔84〕这不仅有助于婚姻
当事人遵守婚姻法规范，而且可以促进婚姻当事人的道德自律。
夫妻间违约金“忠诚协议”只可以限制配偶婚外性行为的自由，不得限制配偶人身自由以及其他
权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些夫妻“忠诚协议”限制另一方的离婚自由、剥夺孩子抚养权及探望权或
规定另一方不得单独与异性在一起等，此类条款均无效。夫妻间“忠诚协议”中关于财产给付的约定虽
然名为“违约金”，本质上是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给付。这与合同法上的违约金存在实质差异。对于财产
给付的具体数额，应对受害人受伤害的程度、加害人的侵害情节、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夫妻共同生活的
实际情况等方面予以综合考虑。如果夫妻之间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在立法上应借鉴非常法定财产制，
以调和因“违约金”的给付而形成的利益冲突。若“违约金”给付与离婚同时发生，
则应当将忠诚协议
中约定的“违约金”视为夫妻预先约定的离婚损害赔偿金（
《民法典》第1091条）
。夫妻约定的“违约金”
的数额，法官可以参照《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的有关规定予以适当调整。

五、结语
意思自治被认为是自由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并藉法律行为这一工具贯穿于整
“法律行为”成为统合财产法与家庭法
个私法领域。〔85〕随着平等、自由的价值逐渐渗透至婚姻家庭法，
〔79〕
	参见宋豫、李建：
《夫妻忠诚协议的价值判断与效力分析》，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89页。
〔80〕
	参见朱和庆主编：
《婚姻家庭法案例与评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5页。
〔81〕
	参见谢鸿飞：
《论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法律介入社会生活的限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3期，第10页。
〔82〕
	Hering v. Hering, 33 Va. App. 368, 533 S.E.2d 631 (2000).
〔83〕
	参见吴习彧：
《被协议的“忠诚”——从政策分析角度解析“婚姻忠诚协议”》，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3期，第154页。
〔84〕
	参见曹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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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思自治在亲属身份行为中的表达及其维度

冉克平

秩序的真正一般性规则，并为婚姻家庭编回归《民法典》提供了坚实的价值基础。在婚姻家庭编贯彻意
思自治原则时，在价值取向上应强化对婚姻家庭中弱者利益的保护，增强夫妻双方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责
任伦理，以实现婚姻家庭特有的社会功能。意思自治在亲属身份行为中表达为纯粹亲属身份行为与身
份财产混合行为。具体而言：
第一，纯粹亲属身份行为包括合意身份行为与单方身份行为，虽具有工具主义价值，但仍然深受婚
姻家庭伦理的限制。依据《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以及第508条的规定，合意身份行为可“参照适用”
《民法典》总则编中的法律行为制度。但是，
在涉及法律行为的成立、
有效、
意思表示瑕疵以及无效、
被撤
销的法律后果时应当兼顾亲属法的特殊价值取向；而单方身份行为必须符合特定法律事实，因此当事人
意思自治的空间亦受到严格限定。由于强制公示（登记）的形式主义立法已经取代“人伦秩序的身份
生活事实”，具有彰显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功能，
事实婚姻与事实收养不应被法律认可。
第二，身份财产混合行为兼具家庭法与财产法的双重价值取向，工具性价值逐渐增强而伦理因素逐
渐削弱。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离婚协议、夫妻“忠诚协议”，不仅包含财产变动的内容，而且具
有引发身份关系发生变动的“复合”法律效果。夫妻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协议与身份协议之间形成复杂
的相互依存的牵连关系，因此对该协议的效力与性质应当从整体上予以综合判断。离婚协议约定的债
权与普通债权平等，应当按照不动产登记制度确定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以离婚为条件的夫妻“忠诚
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或赔偿金在性质上可被看作是《民法典》第1043条的具体化以及损害赔偿的
事先约定，法官可以参照《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的有关规定予以适当调整。

On the Expressions and Dimensions of Autonomy of Will in Kinship Acts
Ran Keping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the principles of individualism and freedom contained in the autonomy
of will have expanded from property law to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Code to the various autonomous acts in the chapter of marriage
and family. However, family law, as "an embodiment of sensibility and economy,"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property law, for in the latter the autonomy of will presents a strong instrumental value. The expression of
autonomy of will in the former is limited by family ethics and the idea of protecting the weak, so as to fulfill the social func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The autonomy of will is expressed into the pure kinship acts
and the compound kinship and property acts through the juristic acts in the chapter of marriage and family in the Civil Code. To apply the provisions of the juristic acts in the Civil Code to the pure kinship acts,
the special value of family law sha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ut to apply the provisions of the juristic
acts in the Civil Code to the compound kinship acts, the value of family law and property law shall be both
considered, with the instrumental value outweighing the family ethics consideration, and reference can be
made to relevant provisions in contract law and property law.
Keywords: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utonomy of will; pure kinship acts; acts of status and property;
systematization; r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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