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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年以来，Lorenz & Partners 高度重视通过新闻简讯和手册的方式进行信息更新，然而我

们对所提供信息的完整性、正确性或质量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新闻稿所含任何信息均不能取

代具有执业资格的律师所提供的个人咨询服务。因此，对于因使用或不使用本文中任何信息

（包括可能存在的任何种类的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信息）而造成的损害，若非故意或严重过失

所致，请恕我们不承担赔偿责任。 

 

1.    概览 

 

在起草国际合同时，应特别关注可

能导致重大问题和成本的不可预见

的情况。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 

 

➢ 如果装有建筑工地所需紧急

货物的船舶因暴风雨而损坏，

并且货物丢失，谁来负责？ 

➢ 对于延迟完工和可能产生的

重大罚款，谁来负责？ 

 

 
 

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适用于

尽管已采取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

但由于一方无法控制的事件而导致

（暂时）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 

 

艰难情形（Hardship） 的情况是基

本上仍有可能按约定履行。但是，

由于一些基本事实已经发生了重大

变化，虽然原则上仍然有可能适当

履行合同义务，但没有任何经济上

的意义。 

 

重要的是，即使有时被视为相同，
依然要理解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是

两个不同的原理。二者的前提条件

和法律后果不同。如果要在案件中

适用不可抗力，则因为无人能避免

的客观情况致使一方的合同义务对

所有人来说都变得不可能（例如，
重大地震）。 

不可抗力的英文翻译是“上帝的行

为”，表明了这种情况的不可预测。

但是，可能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

如，如果工厂在海边，则业主应当

做好准备以预防一定程度的洪水）。 

 

艰难情形反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合同的基本情况发生了变化，各方

在缔结合同时并未预见到这种情况，
尽管原则上合同义务仍然可以履行，

但这从经济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意义。

示例：一个特定物的卖方在海洋上

丢了该特定物。原则上，他必须设

法从海底恢复它，这在理论上是可

能的，但显然没有经济意义。 

 

两种学说的法律后果截然不同。不

可抗力的后果是一方无法履行其合
同义务（履行已不可能），因此在

不可抗力期间免于承担此类义务。

艰难情形的法律后果则是，其实际

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当事方基本

上仍可以履行其合同义务并履行合

同，但其履行在经济角度上变得毫

无价值。 

 

根据当事方之间的合同协议或实体
法律和/或就不可抗力或艰难情形条

件达成的法律后果，合同将根据情

况自动调整，否则当事方将不得不

重新协商受情况变化影响的合同细

节（很有可能是购买价格和交货日
期）。 

 
 

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我们在本通

讯中纳入了一个案例研究，以考察
2019 年冠状病毒病疾病（COVID-

19）对合同义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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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都包含

有关不可抗力和/或艰难情形的规定。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约 》 （ “ 销 售 公 约 ” 或

“CISG”）包含不可抗力条款，

但其中没有关于艰难情形的任

何规定。1 

-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私

法协会” 或 “UNIDROIT”）
的原则包含有关不可抗力和艰

难情形的规定。 

- 国际商会（“国际商会”或 

“ICC”）的规则也包含有关不

可抗力和艰难情形的规定。 

一些知名的国际协会例如国际咨询

工程师联合会（“咨询工程师联合

会”或“FIDIC”）也发布了其他

各式合同条款，其中包含不可抗力

条款。必须指出的是，咨询工程师

联合会的条款侧重于与建筑和工程

项目有关的合同。 

 
 

2.     定义和宗旨 

 

2.1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在法国代表更强的效力和

更高的影响。不可抗力意味着不可

避免的事件，例如各种自然灾害，

尤其是风暴，地震，洪水，火山爆

发，还包括火灾，交通事故，绑架，

战争，暴动，革命，恐怖主义，破

坏和罢工。不可抗力通常要求这些

事件的意外发生。但是，如果当事

方必须预料到会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1  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中，比

利时最高法 院 （ 2009 年 6 月 19 日 ， 案 

件 编 号 ： C.07.0289.N）因此采用了国

例如在同一地区反复发生的洪水或

在干旱国家发生火灾，而一个当事

方则未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因此，

不可抗力事件一般可以被定义为从

外部不可预测地影响合同关系的事

件，尽管双方都非常谨慎，但仍无

法避免。 

 

问题仍然是由谁承担因不可抗力事

件而无法履行合同的责任。为了避

免争执和解释的风险，不可抗力条

款已被包括在许多国际商业法律渊

源中，以从根本上分配双方责任或

发生当事方无法控制的特殊事件或

情况时的义务。不可抗力事件的发

生导致（至少是暂时的）中止双方

的主要义务。任何一方都必须承担

不履行或延迟履行的不利后果。结
果，责任被免除，另一方无法要求

赔偿损失或类似费用。 

 

2.2   艰难情形 

 

在遇到艰难情形的情况下，合同的
履行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受到了阻

碍。艰难情形定义为在合同订立后

发生的任何法律，技术，政治或财

务性质的事件，尽管尽了最大的努

力，但在合同形成之时是无法预见

的。通常，艰难情形不会导致无法

履行，但可以重新谈判合同。 

 

艰难情形条款通常认为，即使事件
比履约时合理预期的更加艰难情形，

各方也必须履行其合同义务。但是，

如果由于超出当事方合理控制范围

的事件而导致持续履行变得非常繁
重，则“艰难情形条款”可能会迫使

当事方就合同条款的替代方案进行

际私法协会原则来弥补《销售公约》中

的这一漏洞，尽管双方未就国际私法协

会原则达成一致。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gal_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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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艰难情形条款的目的是提供

更高的灵活性，并平衡双方之间的

风险。 

 

艰难情形的原则特别受普通法和英

美法律制度的平等权利影响，要在
公平和诚实信用基础上寻求平衡。 

 
 

3.     法典中的不可抗力 

 

3.1   德国法上的不可抗力 

 

术语“不可抗力”（“héhere Gewalt”）

出现在德国《民法典》第651a及其

后的条款中，该条款规定了旅行法。

但此外，不可抗力的概念也在第275

（1）-（3），第326（1），（5）和

第323节及其后各节中得到认可。 

 
 

例： 

 

卖方和买方签订了一份5吨大米的交

货合同。卖方将这5吨货物分拣出来，

然后将其存储在另一个（建好的）

仓库中以备交付。由于暴风雨，仓

库和大米在夜间遭到破坏。 

 
 

解： 

 

大米因暴风雨而被摧毁。这是在合

同订立时各方无法预见的，不可避

免的影响力等级更高的事件，由于

卖方已经完成特定产品，将大米分
类并存储在另一个仓库中，对于卖

方和其他所有人来说，现在交付这5

吨大米是不可能的（德国《民法典》

第275(1) 条）。一方面，买方要求交

货的权利受到限制（德国《民法典》

第275(1)条）。另一方面，卖方不能

要求对价（德国《民法典》第326(1)

条）。买方得以解除合同而无需设

置提前通知（德国《民法典》第

326(5)条）。因此，已履行部分必须

返还，例如买方必须支付的定金。 

 

3.2   法国法上的不可抗力 

 

法国《民法典》第1218条对不可抗

力规定如下： 

 

“发生了超出义务人控制范围的
事件，这种事件在订立合同时
是无法合理预见的，其后果无
法通过采取适当措施加以避免，
且该事件阻止义务人履行义务”。 

 

该定义仅要求不可抗性和不可预测

性。如果影响是暂时的，除非因延

迟而导致合同终止是合理的，否则

将中止履行义务。如果影响是永久

性的，则合同将自动终止，并且各

方均应履行其义务。 

 

3.3   美国法上的不可抗力 

 

在美国法律中，没有关于不可抗力

的统一定义。不可抗力条款的可执

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州

之法律、条款的措辞以及法院的解

释。因此，公司必须认识到不可抗

力条款在特定状态下是如何解释和

执行的。然而，由于美国合同法支

持合同自由原则，而且法院通常不

会将其解释为合同，因此执行不可

抗力条款是一个好主意。 

 

3.4   泰国法上的不可抗力 

 

泰国《民商法典》第8条将不可抗力

定义如下： 

 

“任何事件，即使事情发生或威
胁所针对的人在其处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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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采取了外界期望的适当预防
措施，该事件的发生或有害后
果依然无法避免。” 

 

除此之外，不可抗力也被其他法律

提及并认可，例如《民事诉讼法》。
此外，该国使用的通用合同模板通

常包含不可抗力条款。在法律的限

制下，例如非公平合同条款法，当

事方可以同意将某些情况定义为合

同中的不可抗力。 

 

3.5   越南法上的不可抗力 

 

越南《民法典》第156条将不可抗力

定义如下： 

 

“无法预见的以客观的方式发生
的事件，并且无法通过采取一
切可能的必要和可接受的措施
加以补救。” 

 

不可抗力的后果规定在《民法典》

第420条第2和第3段： 

 

“2.在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利益受到影响的一方有权要求另
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内重新谈判合
同。 

 

3.如果当事各方在合理的时间内
无法就合同的修改达成协议，则
任何一方均可请求法院： 

 

（a）在确定的时间内终止合同；
[…]” 

 

3.6   销售公约中的不可抗力 

 

3.6.1 关于销售公约 

 

《销售公约》是一项提供统一国际

销售法的条约，已得到93个国家的

批准。这使《销售公约》成为最成

功的国际统一法之一。然而，应当

指出的是，《销售公约》的适用常

常被当事方排除在外。 

 

3.6.2 适用性 

 

《销售公约》法律直接适用于营业

地点在不同成员国的当事方之间的

货物销售合同（《《销售公约》》

第1条第1款（a）项）。如果只有当

事一方中的一个是《销售公约》成
员国的居民，并且当事方之间的合

同是指该国的实体法（《《销售公

约》》第1（1）（b）条），则《销

售公约》也适用。即使任何一方都
不是成员国的居民，《销售公约》

也可以在双方就其法律关系的适用

达成明确协议时适用。《销售公约》

定义了自己的领土适用标准，而无

需诉诸国际私法规则。对于在批准

《销售公约》之前签订的销售合同，

《销售公约》第100（2）条规定： 

 

“本公约仅适用于本公约第1条第
（1）（a）项所述缔约国或第（1）
（b）项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
后所订立的合同。” 

 

3.6.3 定义 

 

根据《销售公约》第79（1）条规定，

如果当事方证明履行失败是由于以

下因素引起的，则不承担任何责任：

缔约一方无法控制的障碍，且不能

合理预期该当事方在订立合同时已

经考虑了这一障碍，或者避免或克

服了该障碍或其后果。  

 

如果一方能够证明这些要求，则可
以免除其履约责任，并且另一方无

法主张任何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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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国际商会规则2003不可抗力条款 

 

3.7.1 关于国际商会规则 

 

国际商会是世界上最大，最具代表

性的商业组织。其目的是促进国际

贸易，支持国际企业面对全球化的

挑战和机遇。通过发布合同规则，

促进了国际交易的有效结算。 

3.7.2 定义 

 

国际商会不可抗力条款的第1条规定，

为了被视为不可抗力，必须有因故

障引起的障碍（类似于《销售公约》

第79条）。第2条是根据《销售公约》

第79（2）条专门设计的。其目的是

明确指出，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不

履行义务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

义务的，可以援用该条款。国际商

会不可抗力条款的第3节提供了不可
抗力事件的列表，例如，战争，爆

炸，自然灾害，罢工等。作为法律

后果，未能履行并主张不可抗力的

当事方将免除责任无需面对被去权
方的任何要求，另一方也免除了义

务。 

 

3.8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原则中的

不可抗力 

 

3.8.1 关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是独立的政府间

组织，其目的是研究需求并开发现

代化，统一和协调国际私法特别是

商业法之间状态的方法，并起草国

际法规满足会员的需求。国际统一

私法协会的会员资格仅限于遵守国

际统一私法协会原则的州。国际统
一私法协会当前的63个成员国代表

着各种不同的法律，经济和政治制

度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 

 

3.8.2 定义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2010年）的第7.1.7条中包含

不可抗力条款。如果该当事方证明

失败是由于其无法控制的障碍导致，
并且不能合理地预期在订立合同时

或在履行合同时已考虑到该障碍，

已经避免或克服了它或其后果，则

该规则是该当事方不履行义务的抗

辩。如果该不履行是根本的，则本

条并不限制未接受履行的一方终止

的权利。在适用的情况下，它声明

将不履行方排除在赔偿责任之外。

在某些情况下，障碍会阻止任何履

行，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它将仅

推迟履行。 

 

3.9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合同

样本中的不可抗力 

 

3.9.1 关于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代表工程行

业的成员。因此，咨询工程师联合

会促进了建筑和工程行业的利益。

咨询工程师联合会成立于1913年，

如今已拥有102个会员协会，代表着

大约100万专业人员。咨询工程师联

合会还发布国际合同样本和业务实

践文件。 

 

3.9.2.定义 

 

“红皮书”（施工合同条件），

“黄皮书”（生产设施和设计合同

条件）和“银皮书”（EPC（设计，

采购和施工）合同条件）均在其第

19条中包含不可抗力条款。该条款
是针对不可抗力事件的新规定与涵

盖无法履行（或违法）行为的规定

的新措词的结合。第19.1条将不可抗

力定义为雇主和承包商无法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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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使得当事方无法履行或不合

法履行，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敌对

行动，叛乱，任何核燃料或暴动造

成的放射性污染。 

 
 

4.     法律上的艰难情形 

 

4.1   德国法律上的艰难情形 

 

德国《民法典》第313（1）规定，

如果发生的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现

行合同，并给一方的履约工作带来
了沉重负担，使得遵守合同不合理，

则必须重谈合同。在如果无法重新

谈判，弱势方可以解除合同。德国

《民法典》第313（1）中的艰难情

形条款源自其第242条中的诚信理论，

并限制了“条约必须得到遵守”

（pacta sunt servanda）的基本原则。 

 

4.2    法国法上的艰难情形 

 

法国《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如下： 

 

“如果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情况

变化使未接受这种变化风险的当事

方的履行义务过于繁重，则该当事
方可要求另一缔约方重新谈判合

同。” 

 

“请求方必须在重新谈判期间继续履

行其义务。在拒绝或未能重新谈判

的情况下，当事方可以同意从其确

定的日期和条件开始终止合同，或

通过共同协议要求法院确认合同的

变更。在合理时间内未达成协议的
情况下，法院可以应当事方的请求，

自其确定的日期和条件起修改或终

止合同。”。 

 

该条款明确指出，它不适用于已假

设了相关风险的一方。因此，建议

当事方确认措辞，特别是那些认可

假定存在艰难情形风险存在的措辞。 

 

4.3  美国法上的艰难情形 

 

在美国《合同法》中，对艰难情形

没有统一的定义。然而，可以使用

艰难情形条款，但是如果相关事件

过于模糊，则很难设定艰难情形。

因此，不可抗力条款与首先重新协

商合同的要求相结合，可以实现艰
难情形条款在其他法律体系中可能

提供的内容。 

 

4.4  泰国法上的艰难情形 

 

由于艰难情形原则是普通法系中最

初普遍采用的原则，因此泰国法律，

特别是《民商法典》仅提及不可抗

力。但是，由于艰难情形条款并不

与公共秩序或公序良俗相抵触，因

此各方仍然可以达成一致，并根据

合同自由原则将其添加到合同中。 

 

4.5  越南法上的艰难情形 

 

根据越南法律，“艰难情形”的概念

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可以基于合同

自由原则在合同中约定。 

 

4.6  《销售公约》中的艰难情形 

 

销售公约未载有“艰难情形”条款，

而更普遍的看法是销售公约第79条

未覆盖艰难情形。因此，没有重新

谈判这种选择。 

 

4.7  国际商会2003的艰难情形条款 

 

国际商会艰难情形条款第1款认为， 

 

“即使事件比履约时合理预期的
履行更为繁重，各方也必须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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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同义务”。 

 

但是，根据第2段， 

 

“如果由于超出当事方合理控制
范围的事件导致继续履行过于繁
重而又无法合理预期的话，则当
事各方应商定合理考虑该事件后
果的替代合同条款。”  

 

根据第3款，在无法达成替代合同条

款的情况下，援引艰难情形条款的
一方有权终止合同。 

 

4.8   国际私法协会原则中的艰难情

形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2010年）》第6.2.2条将艰难情

形定义为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改变

了合同的情况，但前提是这些事件

符合本小节中规定的要求。这也说

明了6.2.2条并非详尽无遗，须由各

方进行调整以适应其需求。 

 

根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

同通则2010，艰难情形在程序法和
实体法上均具有影响（第6.2.3条）。

失利方可以要求重新谈判。如果这

一方不这样做，它不会失去这项权

利。但是，此失败可能会影响有关
艰难情形是否确实存在的识别。如

果当事各方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就

变更后的情况达成如何修改合同的

协议，第6.2.3（3）授权任何一方诉

诸法院。第4款规定了法院在这些案

件中作出判决的法律后果（终止/合

同调整）。 

 
 
 
 
 

 

4.9   咨询工程师联合会合同样本中
的艰难情形 

 

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主要合同样本

不包含“艰难情形条款”。在大型项

目中，当事方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

分散数年，因此，当事方可能会考

虑在合同中添加“艰难情形条款”，

以规定当合同经济失衡时，当事方

何时以及如何重新安排合同条款。 

 
 

5.   国际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条款的

异同 

 

请参考附件一中的表格。 

 
 

6.   结论 

 

前面提到的规则和法规只是可用于

处理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事件的各

种法规的示例。因此，当事方必须

仔细研究他们认为必须在合同本身

中加以规范的内容。不同的合同需

要基于不同理由的不同条款。需要

评估该条款在个别情况下应达到的

确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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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案例研究：COVID-19 和不可抗力 

 

由于最近爆发由 SARS-CoV-2 病毒引起的 2019 年冠状病毒病（COVID-

19 ），与合同履行失败有关的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世界卫生组织
（“WHO”）已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宣布，COVID-19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因此，出现了一个问题，问题是，在某些情况下，受近期爆

发的 COVID-19 和/或相应的政府限制影响的合同方是否可以免于履行合同

和/或承担责任。 

 

由于政府关闭工厂和整个城市的检疫工作，许多合同无法按协议履行，因

为这些措施导致进出港货物的严重中断。这阻碍了无数供应链，并可能导

致公司无法履行合同义务。 

 

COVID-19的爆发或任何相应情况是否符合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以具

备不可抗力或艰难情形的条件，取决于商定的合同条款，例如，合同是

否规定了类别或明确界定为不可抗力或艰难情形的事件。通常，必须

评估疫情是否超出了当事方的控制范围，并且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绩效。 

 

如果该条款明确包含疾病，流行病，隔离或类似情况，则表示不可抗

力。实际上，不应将流行病的爆发视为不可预见的事件，因为新病毒的

出现是已知的科学事实。 

 

尽管如此，前所未有的规模化关闭和数百万人的隔离仍然是一个独特的情

况。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以向符

合条件的申请人颁发不可抗力证书，这些申请人可以提供证明运输或延误

运输或出口合同的合法文件。贸促会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企业将因

流行病而无法履行的合同的责任减至最低，并维护其合法权益”。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此类不可抗力证书仅表示而非证明发生不可抗力或

艰难情形。 



 

©  Lorenz & Partners 2020 年 3 月  

 

©  Lorenz & Partners                   2020 年 3 月               页数 10 / 11 

      座机: +66 (0) 2–287 1882                        邮箱: info@lorenz-partners.com 
 

附件一： 

国际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条款之异同 

不可抗力 

 基本原则 要求 法律后果 

德国《民法》

典（BGB）第
326(1), (5), 

275(1)-(3) 

受罗马法的影响

“条约必须得到

遵守” 

o  责任方或所有人无法履行（第

275（1）条）或 

o  因对等条件的不当调整而拒绝

履行（第275（2）条），或 

o  负有亲自履行义务但不可接受

时的拒绝履行 

o  取消了等值索偿。免除责任。 

o  第326（1）条：失望方可选择：解

除 合 同  （ 326 （ 5 ） ，  323

（1）），但必须退还收益（346

（1）） 

国际商会不可

抗力条款2003 

受到普通法制度

的影响而要求公

平 

o  障碍超出了当事方的控制范围 

o  段落2对事件的列举并非详尽无

遗 

o  签约时无法合理预见 

o  障碍是无法合理避免的 

o  通知义务 

免除责任，失望方无其他权利 

《销售公约》

第79条 

受普通法影响，

基于先例而非成

文法 

o  由于一方无法控制的障碍而导

致的（履行）失败 

o  签约时无法合理预见 

o  阻碍或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o  （履行）失败的一方必须发出通

知 

免除责任，失望方无其他权利 

国际统一司法

协会原则第

7.1.7条 

受普通法影响，

旨在实现公平和

公正 

o  由于一方无法控制的障碍而无

法履行 

o  签约时无法合理预见 

o  障碍或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o  当事方必须发出通知 

免除责任，失望方无其他权利 

国际工程顾问联

合会（ FIDIC）

第19条 

依据普通法背景

起草，后法遵循

先前的裁定 

o  超出雇主或承包商控制范围的

事件 

o  这使得一方无法履行或违法履

行 

o  第19.1条的列举并不详尽 

o 如果工作遭受损失或损坏，应

向承包商付款（19.5 FIDIC  ） 

o 如果不可抗力的影响持续182

天，则可选终止（19.6 FIDIC） 

o 如果终止合同，则必须根据所

完成工作的价值进行付款（19.6 

FIDIC） 

o  如果因合同法律而解除履行，则

必须支付同样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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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情形 

 基本原则 要求 法律后果 

德国民法典

（BGB）第
313(1),(3) 

受罗马法的影响

“条约必须得到遵

守” 

o  与合同依据有关的情况 

o  合同订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o  如果缔约方预见到了这些变化，

他们将不会签约 

第313(1) 条：合同调整；如果无

法调整， 

失利方可以从合同中退出

（313(3) ） 

国际商会艰难

情形条款2003 

受到普通法制度的

影响而要求公平 

o  由于发生超出当事人控制范围

的事件，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变

得非常繁重 

o  签约时无法合理预见 

o  无法合理避免事件发生或其后

果 

失利方可以要求重新协商 

销售公约 无 

国际统一司法

协会原则第

6.2.2条 

受普通法影响，

旨在实现公平和

公正 

o  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改变了合

同的平衡 

o  可能是因为履行成本增加了 

o  或者因为一方可受到的履行的

价值减少了 

o  事件在签约后发生 

o  不可预见的 

o  事件超出了各方的控制范围 

o  事件风险并未事先假定由失望

方承担 

失利方可以要求重新谈判 

国际工程顾问

联合会 
无 

 

 

我们希望本新闻通讯中提供的信息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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