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同形式主义的演进及其影响

———消费者保护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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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法上保护消费者的价值追求导致合同形式主义演进中古典形式与现代

形式的分层。在现象上，现代形式与古典形式既连续又超越，主要表现为信息型形式

与时间型形式及其交错。在逻辑上，不同于古典形式在规范评价上与意思绝缘，现代

形式旨在确保消费者缔约意思真实。由此产生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形式分担意思、

补足诺成主义、参与重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并简化合同成立的判断；另一方面，现代

形式使得合同内容强制或半强制定型，合同条款与合同解释规则、合同成立与内容的

牵连度、合同内容的存在方式均受影响。在效果上，不同于古典形式下的直接判断，

现代形式瑕疵经由消费者真意保护这一目的中介进行价值判断。在形式本身违反维

度，不能径直绝对无效或不成立，而应允许消费者请求撤销或减轻给付；不能适用履

行治愈规则，轻易依倡导性规范处理亦失之偏颇；强制条款要求或形式细节欠缺时，

不能按合同成立的传统规则认定；形式违反亦会违反实定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规范，由

此启动民法一般制度的适用与特别规范上的责任承担。在强制性规范违反维度，需放

弃单纯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与管理性强制规定，并联动消费者保护这一内在价值考

虑。在方法论上，预设应对泛化的显著势差交易，体现中国民法的价值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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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合同法立基于抽象互换的合同当事人，确立诺成主义原则。作为这一原则的例外，合
同形式的强制要求被定位为径直链接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迄今我国合同形式瑕疵的效力问题

的解决方案，均是依照这一传统框架展开。起因于我国原合同法第 １０条第 ２款与其第 ３６条、
第３７条 （民法典第 ４９０条）在规范上循环式的逻辑结构，以及原合同法第 ４４条第 ２款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法释 〔１９９９〕
１９号，已失效，以下简称 “合同法解释一”）第９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法释 〔２００９〕５号，已失效，以下简称 “合同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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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８条的规定结构，学界既往有关合同形式的探讨，着力较多的论题在于争论违反形式
规范的效果是无效还是不成立。〔１〕既往讨论的重心并不在于合同形式本身，且没有关注合同

形式与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之间的关联。

　　实际上，我国合同法学的思想底流中潜藏着对合同形式或多或少的疏远甚至抵抗。或许是
源于罗马法上合同形式繁缛的历史负担，〔２〕再加上我国经济合同法 （１９８２年实施，１９９９年
失效）实施阶段受形式束缚的经验，自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之后，力图还原民法私法性质的我

国民法学界，在合同自由的湍流中，不断弱化要式的严格性乃至稀释合同形式的强制意义。其

一，在规范层面，要式的存在意义被形式瑕疵履行治愈规则削减 （原合同法第 ３６条，民法典
第４９０条第２款）。其二，立法有时随意调整要式要求。〔３〕其三，在理论上，一方面，传统
说明维持 “非要式为原则，要式为例外”，合同形式本身的法律意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４〕

另一方面，学说有时倾向于将要式规范解释为倡导性规范。〔５〕如此，在强调合同自由的潮流

中，合同形式的价值式微，走向某种程度的形式要求空洞化。

　　然而，在现代民法上 “人”的强弱分化中，对弱势一方当事人的保护早已是普遍共识。

作为最典型的弱势当事人，消费者在现代法上的登场显在地表明，传统合同法上人的冷漠抽象

与社会现实中合同当事人的参差鲜活以及近代民法所设想的交易理想模式与现实模式之间的隔

阂，随时代变迁而加剧。对于消费者保护的需要推动合同形式的近代构想发生转型，我国学界

于较早时期已经察觉。民法学界曾零星论及形式主义的复兴，〔６〕也曾敏锐地指出从 “效力的

形式”到 “保护的形式”的变迁。〔７〕但是，既往研究多止于现象层面浅尝辄止的轮廓性描

述，没有将合同形式置于学界早已提出的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的范式转型〔８〕中思考。再加上

消费者保护多被限定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单一实定法，且消费者保护法往往被定位于经济

法的观念惯性，掣肘了民法与消费者法的对话。

　　因此，在理论层面，“效力”与 “保护”的关系，合同形式主义的变迁及其意义，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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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争论是由对有关合同形式规范本身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参见彭赛红：《合同形式的国家干预研究》，湖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６０页以下；韩世远：《试论合同的形式》，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 ２
期，第４３页；程啸、柳尧杰：《论我国合同法中合同违反法定形式之法律效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
第１期，第１０１页；梅夏英：《法律行为的体系价值解读及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５期，第３４页。少数学者认为立法不应将形式要求规定为成立或生效要件，而应规定为强制执行效力的根
据。参见马新彦：《法律行为形式要件的反思与未来民法典的完善》，《政法论丛》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５２页。
梅因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地评价诺成合同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参见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

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９１页。
比如，观察我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专利法等规范修改史可知，在知识产权领域对形式要求的立

法规定本身变动不居。

参见梁慧星：《合同通则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５４页以下；王利明：《合同法》上册，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８页以下；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６６页以下。
将要式规范轻易理解为倡导性规范的见解，有使实定法具体规则空洞化之虞。参见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

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４０２页以下。
我国学界较早洞察西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复兴现象，但缘于对形式的某种偏见或者对其重要性的认知消散于传统合

同自由的湍流中，相关认知在相当程度上仍停留于其发祥地的 “他人之事”，且将合同形式仅理解为书面形式。

参见韩灵丽：《西方合同形式主义的复兴》，《浙江财经学院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３期，第７２页；前引 〔１〕，韩世远
文，第４３页。
参见王洪：《合同形式欠缺与履行治愈论———兼评 〈合同法〉第 ３６条之规定》， 《现代法学》２００５年第 ３期，
第８１页；彭赛红：《合同形式功能新探》，《湖南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６２页。对这
一理论趋势的阶段性总结，参见谢鸿飞：《合同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２０页以下。
参见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二十世纪民法回顾》，《中外法学》１９９７年第２期，第１９页以下。



响机理以及形式瑕疵的法律效果变化等问题，均未论及，合同形式于民法典的内部和外部系统

正在发生的某种深刻变革，也极易被忽略。这些深层问题尤其是其在中国法上的原理意义，鲜

被触及。在现实层面，立基传统合同形式模式对合同相关制度的把握以及形式瑕疵效果的解决

方案，有损及合同当事人利益之虞，难以实现公平正义。基于此，本文拟从消费者保护视角出

发，〔９〕首先观察合同形式主义的演变及其逻辑，然后分析形式主义的现代演变对合同成立和

合同内容的冲击，进而探讨其对形式瑕疵法律效果判断的影响，最后提炼若干原理价值和方法

论指向。

二、合同形式主义的演进逻辑

　　合同形式主义的演进史上，近代法上诺成主义原则的确立使得合同形式发生从原始形式到
古典形式的转变。现代法上，消费者保护催生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的分层。这一区分及对其背

后逻辑的认识，是把握合同形式的关键。

　　 （一）从原始形式到古典形式

　　１．要式：从原则到例外
　　在罗马法上，合同的形成和效力取决于固定套语、动作程序、注蜡木板等繁琐手续或仪式
的完成。罗马法谚 “裸的合意不产生债务”，〔１０〕集中体现了罗马法上的合同形式主义原则。

但是，形式被视为交易障碍的观念导致了罗马法上原始形式的后退。经过多元学科智识的漫长

定基，〔１１〕诺成主义的决定性地位得以确立。近代民事实定法服膺诺成主义原则，图式化地表

明合同双方当事人无形的意思表示一致足以使合同产生，拒绝将合同效力强制委于特别形式。

诸民法典尽管要求形式的合同类型和程度不尽一致，但基于大陆法系各国自身经验或特定的社

会、经济等需要，作为例外均保留若干要式规范。近代法以来的古典形式样态主要表现为书面

形式。比如，在我国合同法上，金融机构贷款人的借款合同、六个月以上的租赁合同、融资租

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等，均要求书面形式。此外，民事立法

中亦可见合同效力衔接于审批、登记等的履行。〔１２〕

　　２．形式存在理由的转变
　　近代法实现了合同形式由原始形式向古典形式的转变。近代法上的古典形式较之罗马法上
的原始形式并不只是量的退潮，也不单单是形式本身从令人厌烦的繁琐走向简单化，而是亦有

质的蜕变。原始形式借助形式操作否定合意效力，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法律制约。在科学学派的

倡导者惹尼 （Ｇéｎｙ）看来，作为法律技术手段，走出原始形式盲目的本能性和符号性，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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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面向驻足于消费者保护法。比如，德莫格认为形式主义的再生有出于对出资股东、劳动者等特

定社会阶层的保护之考虑。ＶｏｉｒＲ．Ｄｅｍｏｇｕｅ，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ｄｒｏｉｔｄ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ｇéｎéｒａｌ．Ｉ．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Ｉ，
Ｐａｒｉ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２３，ｐｐ．３１４－３１７．不过，消费者与其他弱者范畴并不等质。参见高庆凯：《“消费者”概念：
登场机制与规范构造》，《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第１４９页。
Ｕｌｐｉｅｎ，ｌ，７，§４，Ｄｅｐａｃｔ．ＩＩＸＩＶ．ＶｏｉｒＥ．Ｍ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Ｄ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ｓｅｎｄｒｏｉｔＲｏｍａｉｎ，Ｐａｒｉｓ：ＡｕｇｅｓｔｅＤｕｒ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ｉｒｅ，１８６１，ｐｐ．２８－２９．
有关形式的详细变迁历史，参见é．Ｃｈａｒｐｅｎｔｉｅｒ，Ｕｎ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ｄｅ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ｕｃｏｎｔｒａｔ：ｌ’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
ｉｓｍｅ，ｄａｎｓＬｅｓＣａｈｉｅｒｓｄｅＤｒｏｉｔ，Ｖｏｌ．４３，ｎ°２，ｊｕｉｎ２００２，ｐｐ．２７５ｅｔｓ。
不过，学界对审批本身是否构成形式存在质疑。参见马新彦：《论民法对合同行政审批的立法态度》，《中国法

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２５８页；蔡立东： 《行政审批与权利转让合同的效力》， 《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 １期，
第６０页。



形式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１３〕因此，古典形式担负着近代立法者的某种评估性期待。古

典形式着眼于合同的重大性和风险性，比如，交易所涉金额相对较高、交易规则相对复杂、交

易的存续期间相对较长等。〔１４〕简言之，原始形式与古典形式在合同的法律效果只能在某种有

形事实中产生这一点上共通，但从原始形式迈向古典形式是从纯粹限制的形式到掺入评价的形

式之转变。

　　 （二）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的分层

　　１．表象的连续与超越
　　古典形式在我国立法上次第扩展。比如，在民事一般法中，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在承继原合
同法的有名合同及其形式要求 （如民法典第６６８条、第７０７条、第７３６条、第７８９条、第８５１
条第３款、第８６３条第３款等）的同时，作为有名合同，一面新设有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旨趣的
保理合同及其形式规定 （民法典第７６２条），一面吸纳既往单行法或司法解释中的规则，整合
规定诸如保证合同 （民法典第６８５条）、物业服务合同 （民法典第９３８条）的形式要求。在一
般法之外，于特别规范中保持或者后续增设若干程序的特别规定，扩充着合同形式的制度

谱系。

　　在民法发展史上，以保护一方当事人为目的的形式自 ２０世纪初期在法国法上被辨识以
来，〔１５〕大陆法系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中期起消费者保护立法的显在化催生了更多合同形式出
现。从客观结果上看，后发的我国民事立法在内外体系上亦跟随这一潮流。

　　现代法上合同形式主义的演变显著表现为信息型形式与时间型形式及其交错作用。一方
面，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信息提供义务影响合同形式，合同中必须出现某些强制性形式或细节，

以落实信息提供义务，努力避免消费者真实意思受挫。另一方面，时间型形式兴起。现代立法

通过采取若干强制措施延长或放缓合同成立过程，这一立法技术使消费者对将要签订的合同能

够予以反思甚至放弃，以应对经营者的新型营销方法等招致的缔约风险，或者克服消费者因自

身决策行为的固有弱点而可能遭受的利益受损。〔１６〕

　　从表现上看，现代形式的手段在承继古典形式技术的同时，另辟蹊径地对形式予以重新开
发，使其发生一定的变形，或者通过某种技术创设以承载并实现现代法显在的保护目的。〔１７〕

第一，书面依然是常见的形式，但其表现有所更新。在传统的书面要求之外，现代形式亦在很

大程度上重合着泛滥使用的格式合同／条款。客观结果上，为规制后者更激发了前者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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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ＲｅｃｕｅｉｌＳｉｒｅｙ，１９２１，ｎ°２０３．
参见王轶：《民法典的规范配置———以对我国 〈合同法〉规范配置的反思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２７６页。
ＶｏｉｒＰ．Ｍｏｅｎｅｃｌａｅｙ，Ｄｅｌａ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ｄｕ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ｅｄａｎｓｌ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ｔｓｅｎｄｒｏｉｔｃｉｖｉｌｅ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ｔｈèｓｅ，Ｐａｒｉｓ：Ｌｉｌｌｅ，
１９１４，ｐｐ．５４ｅｔｓ．莫奈克莱探讨形式主义再兴的性质与优势，指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形式要求尤为重要的目的
在于保护买受人，这一观察在合同形式规范史上意义重大，但他同时认为形式阻碍了分期付款买卖的发展，在此

意义上其观念明显带有浓重的１９世纪的痕迹。
经济学越来越从人类行为更为客观的方向解释经济现象，认为传统的消费者决策模型在一些问题上对人类行为的

实证描述不足，人的能力在诸如理性、自控和自我利益等方面有限。ＳｅｅＰ．ＤｉａｍｏｎｄａｎｄＨ．Ｖａｒｔｉａｉｎｅｎ（ｅｄｓ．），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ＵＰ，２００７，ｐ．２．
如保证合同的要式内含着保护自然人保证人的面向，但我国司法实务对此尚无自觉意识。比如，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滨海支行与弓海娟等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辽１４民
终１５５２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考虑的是书面形式与强制内容要求的证据功能。在胡国栋与武汉世纪源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等追偿权纠纷上诉案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鄂 ０１民终８０７２号民事判决书）中，合
同书面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法院直接认定合同有效。



立法除要求书面外，为确保书面的明确度还要求强制记载条款。〔１８〕第二，立法对合同缔结的

介入不厌其烦，有时甚至表现出事无巨细的安排。强制要求条款或记载的制作模式、所采格

式，甚至强制特别精确的形式细节。〔１９〕第三，现代合同法上的合同成立从瞬时性转向过程

性。这一转变在渐次累积的民事特别规范中得以强化。时间型形式通过其强制性加速这一

趋势，往往在民事一般法外部系统中使这一转型更为可视。一方面，时间型形式的重心并

不止于强制书面，要签订合同还需强制遵守一定时间或经过连续有机的若干阶段。不过，合

同法上要约的规范构成原本即内含要约保持的技术特征，但时间型形式对某一期间的强制性是

其区别既往的标签。立法强制经营者给予消费者熟虑时间，以充分保障消费者在作出决定之前

深思熟虑。合同只有在熟虑期间结束并经消费者明确同意后才能成立。〔２０〕另一方面，鉴于交

易环境、交易形态等缔结合同的当代变化，现代法已经或正在开发阶段型的合同形式要求予以

应对。直观的例证是互联网交易领域，〔２１〕意思被分阶段地铺展在时间里，作为合同成立启动

装置的意思一致被强制推迟。合同成立有时需要连续点击若干个网页，有时还会要求阅读条款

停留的时间，有时应当保证输入错误能够更改。〔２２〕消费者在允诺之前能够审慎地阅读合同乃

至随时放弃缔约。

　　由此可见，合同形式主义演变中呈现出的合同形式变化既有连续又有超越。既存形式中嫁
接进来新的目的和价值，同时，新的目的推动新的形式规范簇生。这使得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

的分层成为可能。但是，从外在表现上无法截然区分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因为形式主义的现

代演进导致合同形式呈现在现代法上时，既有古典形式的意义保持，亦有现代形式的意义重填

（诸如保证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等场合在形式的既有意义中嵌入崭新内涵），还有外在表现

的新创设。中国法的立法实用主义和强烈政策导向客观上使这一特征更为明显。

　　２．功能重心变化与逻辑区别
　　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的关键不同超越表象。现代形式的突出功能和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在交
易时意思的明确。古典形式在功能和目的上着眼于合同的重大性，形式同时发挥多重作用，比

如管理、税收、宣传、证据、警示、保护等。因此，不可忽视古典形式的要式性有保护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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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２００１）第１６条除要求书面形式外，还要求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列明的主要内容。同
旨散见于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２０２０）第２７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２０１６）第１６条；《个人
贷款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０）第 ２３、２４条；商业银行法 （２０１５）第 ３７条等。另外，签订合同前额外的书面交
付，如我国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２３条；《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２１条；旅游法 （２０１８）第５９条等。
尽管程度不一，这一趋势几乎在各法域现代立法上均有体现。我国法上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２６条；《侵害消
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２０２０）第１２条；电子商务法第１５、１６、１９、３３条，第 ３４条第 １款，第 ３７、５０条；
民法典第４９６条第２款；《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２０２０〕５号）第２１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法释 〔２０２２〕８号）第１２条
第１款。法国消费法典中则比比皆是，Ｌ．２２１５条要求清晰易懂的方式；Ｌ．３１２２８条规定信贷合同要求使用特定
的排版和位置 （首端插入一个特定格式的框以告知借款人信贷的基本特征）；Ｌ．３３１１条要求手写记载等。为配
合电子方式签订保证合同，由法国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５日法令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生效）产生的法国民法典第２２９７条
不再要求保证人通过手写记载严格复制一段预先确定的文字。

法国法上，不动产信贷领域，消费法典 Ｌ．３１３３４条第２款规定借款人和自然人保证人在收到要约后１０天内不得
接受。建筑和住房法典 Ｌ．２７１１条第５款在住宅楼销售时为非事业购买人设定了 １０天的熟虑期间等。相应地，
对经营者课以要约保持义务，如消费法典 Ｌ．３１２１８条 （信贷合同）。我国法的制度端倪，参见 《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第２４条第２、３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书面通知买受人商品房户型、朝向等变更，买受人在通知到达之

日起１５日内作出是否退房的书面答复）。
如我国电子商务法第５０条。
参见赵旭东主编：《电子商务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１２页以下。



利益的功能，有时试图保护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或者确认并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意，有时甚至涉

及第三人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保护。不容否认古典形式在客观上发挥了避免当事人不充分检讨

合同内容导致意思轻率的功能。然而，在古典形式下，合同形式虽然有使当事人意思牢固明确

的功能面向，但在规范评价上却与意思无关。换言之，古典形式承载的多重目标和功能与作为

规范的古典形式要求绝缘。与此相对，现代形式要求的目的在于澄化消费者的意思，在规范评

价上将消费者意思置于正面，阻止消费者因其自身以及在交易中面对经营者时可能遭到的缔约

意思风险。

　　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在工具性和强制性上相通，但功能重心与规范评价则不同。由此决
定，古典形式原则上不可替代，〔２３〕若不符合形式要求，则合同无效或不成立。比如，要求书

面者只要具备书面这一事实即可；但单纯形式瑕疵即足以否定合同的成立或效力。古典形式直

接衔接合同的成立或效力，故在古典形式语境中，形式退居为在个别场合的、合意直接依赖形

式事实的某种效力性标识。近代法以来，古典形式的要式不具备径直聚焦于造成某种合同成立

障碍或者合同效力克减。与此不同，现代形式是维护合同均衡的工具，它通过在工具中保留价

值，内嵌保护消费者的志向，意图阻却消费者签订不均衡、非自愿的合同。在目的与工具的关

系上，借由强制性达到目的价值的实现。因此，现代形式的工具性和强制性旨在保护弱势一方

当事人。

　　因此，不同于古典形式，现代形式内在被更新的异质目的体现出它的存在意义以及重大质
变：从着眼于行为的重大性到着力于合同非对等地位的矫正；从古典形式设想互换地位的当事

人利益而使意思庄重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合同本身，转向现代形式从交易主体地位不对称出发，

保护消费者的缔约意思。由此，形式强制规范的重心从 “合同”“事实”位移到 “合同一方当

事人”“意思”，通过确保消费者意思的真实完整来实现对其的保护。

　　事实上，从私法的发展史来看，合同形式的观念分层与国家角色的能动转型相得益彰。在
“原始形式—古典形式—现代形式”这一图式的两个蜕变场域中，内含价值期待的国家介入行

为从未缺席。然而，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赖以存在的基石和来源发生变化，即从通过

操控政府机构的功能发挥或通过限制私人主动性及其法律范围重申国家的合法性，转变为

国家通过效率和平等寻求新的正当性。〔２４〕与此相应，立法的期待本身亦随之嬗变，即从评

价某种事实性的形式直接决定合同生命，转向通过某种形式增援消费者意思真实完整来实

现对其的保护。

三、现代形式对合同成立的冲击

　　现代形式的核心在于使信息得以向消费者传递乃至实现消费者缔约之际的意思真实。因
此，作为意思确保机制的现代形式势必对意思表示及其相关制度产生冲击。形式内在的价值转

变提起了重新思考意思是什么的契机。现代民法需要在重视这一冲击的基础上，重新把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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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ｔｅｓàＧ．Ｒｉｐｅｒｔ，Ｐａｒｉｓ，ＬＧＤＪ，１９５０，ｔ．Ｉ，ｐ．１０１，ｎ°９．弗鲁尔指出，强制性的形式没有可能的对等物。
ＶｏｉｒＰｈ．Ｒｏｐｅｎｇａ，Ｌｅｓ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ｄｕ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ｅ，Ｅｎｔｒｅｌéｇａｌｉｔéｅｔｌéｇｉｔｉｍｉｔé，ｄａｎｓＲｅｖｕｅ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ｉｒｅｄ’éｔｕｄｅｓ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ｓ，
２０１８．２，Ｖｏｌ．８１，ｐｐ．５ｅｔｓ．



成立以及意思与形式的关联结构。

　　 （一）现代形式分担意思

　　不同于古典形式外在于当事人意思，现代形式成为意思的分担。现代合同形式下的意思形
成与合同成立机制，异于古典形式下的模式。现代形式与意思之间存在高度牵连关系，形式表

现出对意思的支援性与剪裁性。

　　传统上，截然区分意思表示与合同形式，两者在规范定位和效果上是独立的。〔２５〕我国民
法典第１４３条作为一般生效要件之一的意思表示，亦独立于作为特别生效要件的形式。裁判实
务亦持同样立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合同形式、当事人订约资格、意思表示、对价、合

同目的等方面考察，‘备忘录’‘买卖股权协议’及其四份补充协议均符合合同法上关于合同

有效的条件”。〔２６〕古典形式的这种传统把握很容易理解。因为尽管从罗马法到近代法 “意思

—形式”的存在及观念均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在古典形式要求之下，在 “意思的合致 ＋形体
化的形式”这一有效合同的一般公式中，形式外在于意思。

　　然而，在现代形式下，“意思—形式”两分割裂的传统构造发生变形。通过某些书面、显
著方式、强制性合同条款、时间的强制机制，意思形成得以过程化，某些强制形式被要求参与

进来以补充消费者的裸的、粗糙的意思，使之成为具有成熟度和确切度的意思。一方面，涉及

意思的完整性 （即缔约意思的构成要素是否完备），另一方面，涉及意思的真实性 （意思是否

自由；内心与表示是否一致）。现代形式作为确保消费者意思真实完整的技术，使得形式成为

消费者意思的分担机制。换言之，作为意思确保工具的现代形式同时亦成为意思延伸的实体。

必须理解现代形式立法的用心所在，它强制经营者收敛或终止其在缔约上可能采取的不当经营

策略或优势地位的滥用。立法在通过合同形式刻画意思的同时，将当事人的某些或某种程度的

意思预设于法律之中。因此，现代形式超越了外在于意思的物化存在，它不仅关涉当事人一方

的意思，进而还参与意思的形成，成为 “现代型意思”构成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现代形

式下从生物意思到法律意思的形成机制发生转型。这一意思形成的层阶式变化呼唤 “效果意

思”理论乃至合同成立生效理论与其匹配。实际上，意思表示真实规范的消极唱衰，〔２７〕恰恰

意味着作为制度的 “意思”在现代法上亟待重建。

　　 （二）现代形式对诺成主义的弥补

　　诺成主义及其确立的诸如 “双方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意思表示一致”这样的合

同成立说明模式，导致其丰富的结构性内涵被遮蔽。该理论模型与现代交易现实之间的紧张凸

显，不利于捍卫合同公平正义，也不足以全面支撑现代合同拘束力的建立。

　　事实上，近代民法奠基学者带着深刻的自然法思想烙印，强调人的平等以为 “人”松绑，

将意思推至神圣至高地位，在合同成立上专注于意思的静态描述，突出强调意思及其作为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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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尼认为，形式是外部诸要素，与意思无关 （参见前引 〔１３〕，Ｇéｎｙ书，边码２０２）。玛劳利等认为，形式是意
思的外在表达 （ＶｏｉｒＰｈ．Ｍａｌａｕｒｉｅ，Ｌ．ＡｙｎｅｓｅｔＰｈ．ＳｔｏｔｔｅｌＭｕｎｃｋ，Ｌ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３éｄ．，Ｐａｒｉｓ：Ｄｅｆｒéｎｏｉｓ，２００７，
ｎ°４４０；Ｊ．Ｃａｒｂｏｎｎｉｅｒ，Ｄｒｏｉｔｃｉｖｉｌ，Ｖｏｌ．ＩＩ，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Ｔｈéｍｉｓ，２００４，ｐ．１９４６ｅｔｐ．２０２７）。我国学者的代表性观点认
为，合同形式不是意思表示本身 （参见崔建远： 《合同解释的对象及其确定》，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
第５期，第６页）。
黄某某、苏某某与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亨满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宝宜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四终字第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解亘：《意思表示真实的神话可以休矣》，《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３９页。



拘束力的哲理根基。〔２８〕由此，其作为一般说明模式长期主导甚至定型其后的民事立法和合同

观念。近代民事立法以前工业时代的个人主义为立基原点，诺成主义及其合意拘束力理论赋予

意思交换巨大力量，单纯的意思表示一致导致当事人双方走入合同并受其约束。不过，问题亦

恰恰由来于近代法以来的观念和立法构造。一方面，近代民事立法的诺成主义规则设想的是强

壮、成熟和诚实的合同当事人。〔２９〕另一方面，在合同成立上立法过度理想叙事。２０世纪末的
我国民事立法也没有完全跳出这一窠臼，“意思表示一致则合同成立”的理论定式，以及 “依

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

定履行各自义务”的规范定式，颇为理想。

　　实际上，民法理论上，意思的现代危机命题，〔３０〕反向例证补强诺成主义的迫切性。诺成
主义这一说明模式植根于近代自由主义，其高度理想化在现代民事纠纷解决中亦显得捉襟见

肘。制度模式反映在司法裁判中，法院的认定呈现出相当的机械性和轮廓性。在正向肯定和反

向否定的大量判决中，均易见法官对该定式的判断流于表面。某一合同往往只要存在签字盖章

的协议，则很难证明或说服法官其非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也难以推翻不妥当的

合同拘束。由此导致在合同拘束力的正当化上，对合意的把握格外形式化和扁平化，不足以

揭示合意的过程化和结构化。有关合同成立，在理论和实务上不得已放弃意思主义的真意

合致，转而依赖表示主义，因此 “意思表示一致则合同成立”实质上妥协为 “表示一致则合

同成立”。〔３１〕

　　然而，法的这一传统模式与现代社会现实之间的不适应性凸显。因为它存在的风险是消费
者意思的轻率性、模糊性甚至根本不存在。现代社会的交易方式等亦加剧了这一风险。经营者

滥用自己的优越地位而使消费者听任其摆布，经营者有时恣意否认其允诺，消费者有时则难以

从非真意中摆脱出来。合同成立和合同的法律拘束力的形式化认定给消费者一方带来相当大的

麻烦乃至利益受损。特别是诸如房地产买卖、信贷等结构性不均衡的现代交易问题凸显。交易

本身变得复杂、信息偏在、当事人双方力量悬殊等，导致在传统法所设想的 “标的物、价款”

的基本要素之外，更多的其他合同要素对消费者来说亦为关键，甚至左右着消费者的意思决

定。合同双方特别是消费者希望而且应该就其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系列其他问题达成协议，以使

其签订的合同是真意凝结体。从意思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消费者交易领域的附从性、滥用性致

使在确切牢固的效果意思形成上存在从主体型到依存型的转变的话，〔３２〕那么现代形式则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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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ＶｏｉｒＪ．Ｄｏｍａｔ，Ｌｅｓｌｏｉｘｃｉｖｉｌｅｓｄａｎｓｌｅｕｒｏｒｄｒｅ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ｄｒｏｉｔｐｕｂｌｉｃ，ｅｔｌｅｇｕｍｄｅｌｅｃｔｕｓ．Ｔｏｍｅ１，１７２３，Ｌｉｖ．１，Ｔｉｔ．ＩＩ，ｐ．１０，
ｐｐ．１９ｅｔｓ；Ｒ．Ｊ．Ｐｏｔｈｉｅｒ，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１，１７６１，ｐｐ．６ｅｔｓ，ｎ°３ｅｔｓ．
参见前引 〔２５〕，Ｍａｌａｕｒｉｅ等书，边码５３５；［日］星野英一：《私法における人间》，载 《民法论集第６

"

》，有

斐阁１９８６年版，第１页以下；前引 〔８〕，梁慧星文，第１９页以下。
杨代雄指出，不同于古典意思表示中注重意思，当代私法注重信赖保护，意思表示在本质上是具备特定效果意义

的表示。参见杨代雄：《意思表示中的意思与意义———重新认识意思表示概念》， 《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第１２１页。同旨参见纪海龙：《走下神坛的 “意思”———论意思表示与风险归责》，《中外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第６６２页。
民法典第１４３条在一般规范上补强内心与表示意思一致。有关意思的理论探讨，参见前引 〔２７〕，解亘文，第３９
页。解亘主张放弃独尊意思，考虑他律与意思外的因素，实现意思的去教义化、去神圣化。不同方向的其他主

张，参见上引杨代雄文，第１２１页；上引纪海龙文，第 ６６２页。不过，他们共通的问题意识是因把握 “意思”

相当困难的特质而导致作为规范的意思走向形骸化。其忧虑的深层显示近代法以来传统民法在意思制度上几近停

滞以及随之引起的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剧烈冲突。

参见 ［日］大村敦志：《新基本民法１
#

则编 （第２版）》，有斐阁２０１９年版，第７６页。



以理解为是立法试图增援这种依存型以使其复原至主体型的装置。事实上，合同成立过程暂时

中止这一保护意思的现代形式技术，其影响已经渗透至一般法上。比如，新近修改的法国民法

典第１１２２条规定，在熟虑期间届满前受要约人不能作出承诺。

　　因此，为了接近或实现近代法出发时的理想状态，有必要构造化地把握诺成主义说明模

式。换言之，意思表示一致仍然是合同产生的源泉，但合同拘束力需要重新定位。现代形式通

过为传统模糊机制提供更为精细的方案，细致地补强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意思。进而，通

过这一具有可视性的强制要求，确保并测量双方当事人合意的成熟度和纯粹度，据此实现消费

者迈入合同的意思真实和真正自治。从合意的视角来看，这一点显示出合意形成的结构性和可

测性。它不仅正面指向消费者的意思，亦反射性地形塑其交易相对人即经营者的意思。在此意

义上，现代形式着眼于诺成主义的现实困境，实践并服务于诺成主义。

　　 （三）现代形式对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重构

　　作为救济意思固有风险、弥补其先天缺陷的配套解决方案，近代法以来贯彻的意思表示瑕

疵制度在大陆法系民事实定法中普遍存在。不过，传统法所开列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在现代

社会中无论在规范上还是观念上皆遭遇诸多新挑战。尽管各国制度类型并不完全一致，作为意

思非真实时的治愈措施，该制度在应对现代社会交易问题之际表现出明显不足。〔３３〕就制度层

面而言，其一，作为负面清单，其种类有限；其二，仅为事后救济；其三，制度本身的要件门

槛高，致使司法救济不易。

　　事实上，一方面，２０世纪后半叶域外民法理论与立法皆力求革新意思表示瑕疵制度；〔３４〕

另一方面，现代合同法上，合同形式肩负起防控消费社会中意思风险的任务。作为意思表示瑕

疵制度的反向机制，强制形式规范使消费者在签订合同之际形成自我判断进而确保其意思真实

完整。亦即，现代合同法从正面发挥合同形式的预防功能以帮助消费者避免意思瑕疵，使其免

于囫囵吞枣地签订合同的后果，进而避免遭受因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势差而伴生的滥用和威

迫，实现合同均衡。在此意义上，相较于近代法以来的传统意思表示瑕疵制度，形式主义的现

代演进彰显出现代合同法上事先预防观念的渐次优越。〔３５〕

　　反过来，在现代形式之下传统意思表示瑕疵制度在方法上亦有必要更新。它需要与分层

的、动态的现代合同成立构造相互协调，并且与现代形式规范保持协作配合。在司法裁判上，违

反形式规范成为意思表示瑕疵判断的关键依据。其一，违反现代形式规范直接链接意思表示瑕

疵。在重大误解的场合，信息不但必须被告知而且要以法定形式告知，如果未采取该形式，则构

成重大误解的可能性较高。在欺诈判断上，如果经营者有意回避立法所要求的现代形式，则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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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在原理层面，盖斯坦认为意思瑕疵理论不再足以保障缔结的合同的效用和正义。ＶｏｉｒＪ．Ｇｈｅｓｔｉｎ，Ｌ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Ｌｅ
ｃｏｎｔｒａ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éｄ．，ＬＧＤＪ，１９８８，ｐ．１７８ｅｔｐｐ．４００－４０１，ｎ°３６５．
参见日本消费者契约法第４－７条 （消费者法领域的制度再建旨在降低欺诈胁迫等的成立门槛）。

从旨在使消费者的意思更为通透的角度而言，此保护模式旨在预防意思表示的瑕疵。参见前引 〔３３〕，Ｇｈｅｓｔｉｎ
书，第５０８页，边码４６２。资本主义国家民法的这一嬗变呈现从极端强调个体／对立到注重社会／调和的合同观念
变化。与此不同，在中国，交易活动的背景是走出国家／集体秩序，自发迈向国家／社会包裹型的个体和市场，这
一图式与中国民法的性格位移互动呼应。由此，中西有质的区别，但也存在殊途同归的功能面向。



向于认定构成欺诈。〔３６〕实定法上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传统要件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这也意

味着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类型的潜在扩张。其二，形式瑕疵积极参与意思表示瑕疵的判断。〔３７〕

这可以缓解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低效率，进而在 “意思表示瑕疵制度 ＋形式要求”的配合下，
更好地发挥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功用，更为能动地实现保护消费者的机能。在此意义上，现代

形式本身重构或参与重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

　　 （四）现代形式助益合同成立判断的经济性

　　在技术层面，现代形式有助于意思乃至合同判断上的思考经济。不过，即便在古典形式之
下，在裁判上 “形式免却了法官每一次都须追问当事人是否真正想作出法律行为、作出哪一种

法律行为的麻烦”，〔３８〕因为法定形式的违反直接导致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法律效果。〔３９〕现代形

式与古典形式共享这一技术特征，但古典形式更多突出形式的证据功能。合同是否存在、什么

样的合同存在以及朝向此意义的合同拘束力存在与否，这些判断在 “诺成主义—古典形式”

的场合不仅颇费周折，而且司法判断上的复杂性、困难性与前述合意把握的机械性、模糊性共

同栖居于现代法中，其程度徒增无减，需要相当的司法投入。然而，现代形式之下，符合法律

要求的合同形式反映意思的完整度。实定法的强制性形式规定提供了法定考量基准，并将此判

断优势预设给法官。法官通过比照现实合同与规范文本，即可相当轻易地认定不符合形式规范

要求，从而拒绝承认合同的拘束力。

　　如前述，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之间在存在理由和思考根据上因目的和功能的区分而异质。
因此，需要格外明晰现代形式的规范逻辑：消费者意思形成的现实脆弱性→要求经过强制性形
式→未满足强制性形式→意思难以牢固→允许消费者从合同拘束中解放出来。由此，真意的确
保、意思的完整性和成熟度等复杂曲折的考量过程变得简捷可视。现代形式作为保护意思的重

要手段，唤起消费者的注意，警醒其充分考虑合同条款及其细节，避免消费者未能真正理解自

己的允诺即草率缔约。故而，恰恰是它的强制带来的可测性及其居于正面的目的导向，为消费

者自主 “脱离合同”（此时未必存在基于真意的合同）提供支持和便捷性。

四、现代形式对合同内容的影响

　　在古典形式的场合，在规范上作为合意载体的合同形式无涉合同内容。因此，合同形式与合
同内容不作关联考虑。但这一思考模式在现代形式下难以维持，合同内容直面形式要求的挑战。

　　 （一）现代形式对合同内容的强制介入

　　现代形式在合同意思层面确保意思的真实完整，并在此之上服务于意思自由，在合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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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爱霞与开封宏达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豫 ０２民终
３４６５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将判断重心置于方式的 “显著”，因我国立法中 “显著方式”标准细化不足，法院未

支持买受人以购房合同条款的提醒不符合 “显著方式”而主张欺诈的诉请，但该判决暗含着这一逻辑方向。

参见哈尔滨市道里区鑫好佰年厨卫商店与介秋凤买卖合同纠纷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黑
０１民终４５６１号民事判决书。法国法上，关于保证合同中的手写记载要求，法院认为不明确的记载影响保证人的
理解，因此影响保证的有效性。ＶｏｉｒＣａｓｓ．１ｒｅｃｉｖ．，９ｊｕｉｌｌｅｔ２０１５，１４－２４．２８７．
唐晓晴：《论法律行为的形式———罗马法的传统与近现代民法的演变》，《法学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３７页。
参见河南千秋晟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岳云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豫０３民终
５４９２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购房款收据上载明当事人姓名、房屋编号、已收价款，法院以未依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规定订立明确具体的书面合同为由，否定合同效力，据此免却意思瑕疵的判断。同旨参见李文宣等与武汉地

产控股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鄂０１民终１０８５号民事判决书。



层面，立法则往往通过形式要求强制介入乃至框定合同内容本身。〔４０〕现代形式联动合同内容

的存在方式。因现代形式的规范要求，合同内容屈从或者受拘束于形式要求，使得合同内容强

制或半强制定型。申言之，形式要求着眼于合同的缔结，但鉴于消费者交易的性格和结构，一

方面，现代形式扮演明确消费者意思的角色，唤起其注意合同内容，确保其有效率地了解合同

内容；另一方面，正是为了明确消费者意思，确保消费者真正了解合同内容，现代形式间接地

决定全部或部分合同内容。因此，现代形式立法不可避免地面临真意维护的决心与合同内容的

强制决定之间的协同效应。换言之，要确保意思的明确自由，则需要避免消费者不彻底理解合

同内容就缔结合同的风险，因而需要立法干预合同内容。由此，现代形式所承载的内容是消费

者知晓将要缔结的合同细节、交易对象的情况等立法者根据交易形态预先评估了的、在消费者

意思确保上必需的合同内容。

　　尽管我国法的这一意识并不鲜明，但客观上我国司法正在受其影响。法院认定，如果双方

不通过书面约定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所定条款的内容，则在结果上合同难以成立。〔４１〕再

如，未按照要求以 “显著方式”提示说明格式条款，视为经营者未就该内容向消费者履行告

知和说明义务，该条款不构成合同内容 （除消费者主张构成合同内容外）。在此场合，虽然形

式嵌入说明义务，但已为提醒说明却未以显著方式为之者，也难以构成合同内容。在合同内容

的格式条款控制中叠加了形式控制。

　　 （二）现代形式对合同条款及合同解释规则的影响

　　民法典第４７０条 （原合同法第１２条第１款）是引导合同当事人行为的任意性规范，列举

了合同一般包括的条款。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 （法

〔２０２１〕９４号，以下简称 “会议纪要”）第６条延续了 “合同法解释二”第 １条的一贯思路，

进一步确认，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然而，

因目的和功能更新，现代形式规范语境下的合同内容不同于古典形式观念下的合同内容框架。

它不再套用传统合同自由理论所表达的愿景，也不能继续照搬传统合同理论的配套条件。现代

形式下，立法要求的内容是为确保缔约意思明确的、经过立法者价值判断的、具有维护给付正

义的合同内容。在此意义上，现代形式下的当事人合同内容决定与合同自由原则并非磗格，而

是经过矫正的现代合同自由。将这一原理投射于规范技术层面，则诸如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第１６条等特别规范中的合同内容条款，与民法典第４７０条不能作相同理解，与 “会议纪

要”第６条亦不等质。合同具备姓名或名称、标的和数量三项基本要素则合同成立这一一般

规则，在现代形式的场合不能原封不动地继续坚持。

　　详言之，一方面，在一般规则的适用上，消费者交易与否，依交易类别区分应作不同理

解。在消费者交易场合，径以名称、标的、数量认定合同成立的做法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在

合同一般规则与特别规则的关系上，特别规则列举的条款不能比照民法典第４７０条理解为是任

·１１１·

合同形式主义的演进及其影响

〔４０〕

〔４１〕

我国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 １６条要求书面及其记载内容，同旨参见 《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 ２４条
（借款合同）、民法典第６８４条 （保证合同）等。法国法在某些合同中要求消费者手写一段固定词句，这一要求

尤其体现在保证合同中，如法国消费法典 Ｌ．３３１１条、Ｌ．３３１２条、Ｌ．３１４１５条、Ｌ．３１４１６条。日本特定商交易
法第４条、第５条规定，在上门推销领域，推销员须交给消费者书面合同且附有特定记载。
参见安徽法姬娜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与钱起鲍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皖１８民
终２７０号民事判决书。



意性规则。因为特别规则的条款列举追求保护消费者这一价值目标，内载着确认和刻画消费者

意思的特别意义，并通过规范评价落实消费者的明确意思。

　　进而，合同条款的未尽事宜，通过民法典第５１０条、第５１１条，依合同的再协议、交易习
惯、内容确定规则或者合同漏洞补充予以进一步明确。〔４２〕但在现代形式下，民法典第１４２条、
第４６６条、第５１０条、第５１１条等合同解释、合同内容确定的规则适用于现代形式时亦会不同
程度地后退。现代形式下的合同内容，对于违反合同形式要求的内容往往拒绝解释或拒绝依传

统解释。理由有二：其一，期待通过现代形式实现真意确保。现代形式瑕疵的场合，传统的真

意探求方法失灵，无法就当事人的意思进行解释。现代形式规范供给着方法论上的便捷意义，

并非仅仅是立法建议。〔４３〕其二，现实生活中，因多种原因，意思表示的内容往往难以涵盖交

易的所有细节。当然，不能幻想现代形式穷尽地预设所有细节，但其经过价值评估预先介入，

并着眼于不同的交易形态努力弥补消费者可能的忽略或者无意识。

　　 （三）现代形式强化合同成立与合同内容的牵连度

　　在古典形式之下，形式不仅不影响合同内容，而且在其框架下合同成立 （缔约意思）与

合同内容相当疏离。与此相对，现代形式保护一方当事人的意思，影响甚至强制合同内容，进

而加强意思与内容之间的牵连关系。它不仅使消费者意识到合同的内容及其边界，往往还旨在

确保消费者对合同内容的精确理解，有时甚至要确保内容的简单易懂以助益消费者认知和理解

合同内容的效率，据此增援其签订合同的意思真实完整。因此，合同内容与效果意思形成之间

密切牵连。现代形式强制的合同内容构成在缔约过程中判断是否签订合同的依据，也往往构成

缔约后消费者判断是否行使其法定权利及维护其利益的前提。

　　现代形式通过信息型与时间型的机制，确保消费者签订合同的真意，使消费者面向将要签
订的合同，对所作允诺的内容和范围了然于心。〔４４〕而在古典形式框架下，在内容表达上的轮

廓型意思导致合同成立时的意思与合同内容的确定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这一不明确、无意识

乃至漏洞需要在之后动员一系列的补充和解释机制来弥补。在此意义上，古典形式下合同内容

表现为面向外部和预留至未来的粗放型存在，现代形式下合同内容则成为效果意思形成上指向

消费者内心和当下 （至少是签订合同之时）的精致型存在。

　　 （四）形式构成内容与形式所载内容的优位

　　一方面，现代形式强制要求的形式本身，超越无缘于合同内容的传统理解，嵌入合同内容
之中。比如，是否为书面；是否按要求插入明确的记载事项；是否以要求的格式、字体呈

现；是否满足时间要求等。现代形式规范的强制立场及逻辑转变使得合同的形式要求并不止

于证据功能，也不再止于法定义务的修饰，它潜在表达的是其本身即为合同内容，并且是一项

严格内容。在此意义上，民法典第４９６条第２款要求格式条款采取 “合理的方式”，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２６条要求采取 “显著方式”，电子商务法第３３条要求在 “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

·２１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４２〕

〔４３〕
〔４４〕

有关合同解释，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２３３页以下；前引
〔２５〕，崔建远文，第６页；李永军：《论合同解释对当事人自治否定的正当性与矫正性制度安排》，《当代法学》
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５３页。意思表示的漏洞及其填补方法，参见杨代雄：《民法典第 １４２条中意思表示解释的边
界》，《东方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９５页。
日本法在上门推销领域规定严格的合同形式及其违反后果，但有些场合并没有明确规定制裁，因此问题仍然复杂。

在此意义上，可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２０２０〕１７号）》第３条。



示、第５０条要求 “清晰、全面、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法释 〔２０２２〕８号）第 １２条第 １款要求 “足以使消费者辨别的方

式”等，皆内藏着这一方向。

　　另一方面，强制形式要求所载的内容优越于合同其他部分的内容。现代形式的要求使得合
同形式之外的其他内容劣后于形式要求内载的内容。例如，２０１５年 ７月 ９日法国最高法院民
一庭的判决持这一立场。〔４５〕该案是自然人担保银行贷款，签订合同时该自然人将法律强制要

求的手写记载复写于保证合同中，但手写记载对保证期限记载为 “所担保交易的期间 ＋２年”。
尽管作为债权人的银行主张保证允诺的期间已于合同文本中显示———在文本首页明确被担保的

交易期间为８４个月，但法国最高法院优先考虑形式内容，认定手写记载违反法律要求从而认
定合同无效。其理由在于，即便法国消费法典的规定没有明示手写记载表示保证人允诺期限的

方式，但强制记载这一形式要求的目的是确保保证人充分了解其允诺的准确范围。法国最高法

院据此认为，手写记载的形式要求应使保证人无须参阅合同印制的条款，本案中含混不清的记

载影响了保证人的理解。

五、现代形式瑕疵的法律效果

　　现代形式瑕疵的法律效果判断发生转变。在现代形式下，形式瑕疵的法律效果，可以在总
体指针下从形式本身违反的维度与强制性规范违反的维度分别观察。

　　 （一）总体指针

　　１．目的中介的价值判断
　　由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的逻辑基础的根本差异决定，形式违反的效果由 “事实／存在”思
维转向 “目的／实质”判断。应将现代形式的目的摆在正面来理解形式违反的法律效果，在形
式中经由目的中介植入价值判断。

　　现代形式瑕疵的效果不能径直同化为古典形式情形下的形式瑕疵效果。不能仅仅停留于形
式瑕疵这一法技术层面的判断，〔４６〕或者走向是否存在强制性规范违反这一单纯判断。〔４７〕现代

形式旨在确保意思，要避免效果判断忽略或背离消费者的实际信息或意思水平。因此，需要民

法典内外系统的合同规则 （如合同效力的传统要件、意思表示瑕疵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等）相协调，能动地判断消费者意思是否完整明确，根据形式要求具体有机地评估形

式瑕疵的实质性影响。

　　现代形式违反不能径直指向无效或不成立。形式规范违反首要探寻该违反是否影响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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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３７〕所引法国案例。
参见前引 〔３９〕，河南千秋晟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岳云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法院认为房地产买卖不同于一般动
产买卖，形式瑕疵的判断着眼于标的物的重大性。结论相反但逻辑相同的案例，参见南宁市东方之星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与程有松买卖合同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桂 ０１民终 ５００７号民事
判决书。当事人未签正式书面合同，收款收据载明的车位号、合同总价、当事人名称、交付款项的性质不满足法

律规定的全部条款，法院却认定合同成立。

参见李玉光诉刘三爽等合同纠纷再审案，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豫１４民再３号民事判决书。法院
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４１条定性为管理性规定，未签书面合同不导致合同无效。同旨参见四川陇顺置业有限公
司等与仪陇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川 １３
民终９６号民事判决书。



者对合同内容的理解，从而影响了合同的有效性。现代形式不仅是为了向消费者提供信息，也

是为了约束经营者。因此，现代形式在效果的判断上不仅是确保信息提供和形式遵守程度的问

题，更是要探寻是否实现了实体性权利或义务规范的立法目的，探寻是否确保了消费者基于该

形式作出真实完整的意思。在司法上，对于现代形式瑕疵效果的判断，法官需要始终锚定并衡

量这一旨趣。

　　２．目的与手段间紧张的克服
　　发挥现代形式功能，提醒消费者认真谨慎对待，需要贯彻形式的强制性和严格性。其逻辑
假设是，要使消费者的意思完整明确，则法律规定的形式必须得到满足。立法力图捆绑技术和

目的，使两者一致，但规范的严格尊奉又会遭遇其自身的逻辑悖论，即形式完全符合，未必是

真意；形式不符合，交易也可能是真意。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目的追求与严格强制之间的

紧张关系很容易导致保护不足或保护激进。需要协调现代形式之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避免形式

规范的效果陷阱和真空。如果一味坚持形式违反的严格立场，不仅在 “目的—手段”上关系

颠倒，有时又会与现实利益相悖，反倒使形式过分僵硬而大幅削减其现实效果。相反，如果其

既定目的已经实现，则继续制裁又有不合比例原则之虞。因此，需要克服现代形式下因表面上

的过度保护而走向保护的盲目性。

　　３．斟酌要素：领域性对效果的影响
　　一方面，现代形式的合目的性、消费者保护的领域多样性、形式规范的领域性以及由此带
来的立法所设定的效果多样性、多元化，决定了在违反形式规范时难以追求整齐划一的法律效

果。因为消费者保护的多领域性，新型立法的问题应对性、渐次性，以及领域管制的程度不

一，导致形式规范保护的利益、对象和关联方关系存在差别。另一方面，作为追求交易均衡以

及维护社会、市场秩序的法，消费者法所形成的威慑、惩罚的观念惯性并非总是发挥正面作

用。有时立法在违反形式要求的后果上保持沉默，〔４８〕但在若干场合又规定罚款、行政处罚乃

至刑事责任。〔４９〕从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立场出发，否定合同效力并非任何情形下皆对消费者有

利，甚至可能与消费者期待受合同拘束的实际情况背道而驰。现代形式的效果判断亦要避免消

费者期待受合同拘束而法官却予以否定的情形。〔５０〕

　　第一，在贷款合同中，消费者能从合同中受益，如果一味贯彻 “形式瑕疵 ＝无效”，则意
味着消费者不能享受贷款益处，且应当返还取得的财产 （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对消费者并非完
全有利。一言蔽之，一般法规定的法律后果与特别法规定的法律后果的协调上，一般法上的无

效或不成立并非优越的救济措施，在制度设计上有必要回避无效或不成立。毋宁，经营者违反

形式要求时，仅在因为形式违反导致消费者对合同条款内容存在意思扭曲的情况下，才允许消

费者摆脱合同，否则，罚款或利息利益的剥夺〔５１〕对消费者反倒是有利的。因此可以将制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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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１６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２６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２７条。
比如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４２条；《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４２条。
实践中出现了消费者极力主张合同符合真意或者交易双方均希望受到合同拘束，而法院却以违反形式强制要求为

由予以否定的情形。参见前引 〔４１〕，安徽法姬娜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与钱起鲍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
比如 《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４１、４２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６２条 （警告、

罚款）。法国 ２０２２年 ２月 ２８日第 ２０２２－２７０号法律修改的消费法典 Ｌ．３４１２５条第 ２款规定：“Ｌ．３１４１至
Ｌ．３１４４条规定的有效年利率的记载欠缺或者错误记载，可以根据法院确定的比例，特别是考虑对借款人的损
害，剥夺贷款人的利息权利。”消费法典 Ｌ．３４１１条、Ｌ．３４１３４条、Ｌ．３４１３７条等也规定了违反形式要求时的罚
款或丧失利息。



计为可撤销或减少给付。

　　第二，反过来，在经营者的行为存在危险性和进攻性的上门推销、网络、电话、电视推
销、直播销售等交易情形下，消费者意思极易受到经营者裹挟而签订不急不要的合同。考虑到

交易相对人的攻击性与消费者的受害可能性，阻却合同效力对消费者有利。

　　第三，在单纯施加负担的合同中，比如保证合同，焦点是双方之间的磋商能力差距，否定
合同有利于消费者。但若考虑保证合同以及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导向，则亦要顾及保证合同中

经营者乃至经济效益整体的平衡，从而转向探求合同拘束力的实质性。如果在自然人保证合同

中轻易地以形式瑕疵否定其效力，则意味着尽管实质上自然人保证人的意思明确，但经营者收

回债权的可能性将大幅收缩，有碍经营者的市场活跃度。〔５２〕

　　第四，在商品房买卖领域，为克服机会主义，有必要结合强制性要求，实质地判断消费者
的真意。在此场合，存在机会主义者主观预设违反合同形式要求的风险，恶意的合同当事人很

容易以形式违反或者强制性规范违反为由试图逃脱合同的拘束。比如，在房价上升期，合同

形式要求成为经营者的利用工具，经营者以合同没有满足法定形式要求为由主张阻却合同

效力。〔５３〕法定形式本为保护消费者，但客观上往往助长经营者的机会主义，需要杜绝形式要

求成为经营者的操纵工具。在房价跌落期，又可能需要防范恶意消费者的钻营。〔５４〕

　　 （二）形式要求本身违反的具体判断

　　在古典形式框架下，当下我国司法根据一般法上的合同形式规则采取的解决路径为：第
一，违反书面形式要求，合同原则上无效或不成立。〔５５〕第二，履行治愈形式瑕疵。〔５６〕第三，

有时将形式规则理解为倡导性规定。第四，违反特别规范中的强制条款要求，在合同成立的判

断上，代入 “合同法解释二”第１条 （“会议纪要”第６条）“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
数量”这一合同成立所需核心要素进行判断，其他不属于合同必要条款者则可有可无。〔５７〕

　　在现代形式的场合，形式瑕疵不能绝对无效或不成立。为避免经营者恶意利用形式规定，
经营者不能因违反形式要求或者形式不具备而主张无效，人民法院也不能依职权审查认定合同

无效。〔５８〕一律撤销有时也不利于消费者。因此，现代形式瑕疵的场合，应允许消费者撤销或

者减轻给付／减少利息。现代形式的政策设计既然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那么现代形式就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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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法国司法实践中采取了改变责任性质的方法。ＶｏｉｒＣａｓｓ．ｃｏｍ．，８ｍａｒｓ２０１１，ｎ°１０－１０．６９９．该案中，法国最高法
院商事法庭作出不同于制定法 （消费法典 Ｌ．３４１３条）的判决，采取的制裁方式是：保证行为仍然有效，但作
为一般保证处理，债权人不能主张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

参见前引 〔３９〕，李文宣等与武汉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该案表明，在现代形式下，将无效或
不成立改造为赋予消费者一方合同撤销权，具有现实必要。

消费者很容易以形式不完备为理由逃脱合同，而在合同成立上其意思实际并未受到影响。因此，在现实中对经营

者提出的经营挑战是其亦需谨慎审查合同形式条款。这样的操作机制恰恰在功能上助益于合意纯化。

参见前引 〔４〕，王利明书，第１３８页；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１１５页以下；朱广
新：《书面形式与合同的成立》，《法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５９页 （从立法论上主张违反书面要求原则上无

效）。实务上，基于未采法定形式轻易认定合同不成立，参见张开敏与嘉兴市德隆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

纠纷案，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浙０４民终１７０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陈飞等与南京武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苏 ０１
民终４７２３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买方支付全部购房款，出售公司亦接受了该款项，买卖合同成立。
此见解主要来自实务界。参见潘军锋： 《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审判疑难问题研究》， 《法律适用》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第５０页；叶锋：《论预约合同的出路———以类型系列的构建为分析视角》，《法律适用》２０１５年第９期，第８１页。
因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 〔２０１９〕２５４号，下称 “九民纪要”）第三 （一）部分要求人

民法院 “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如果不加区分地予以贯彻，并不妥当。



只能扮演为消费者带来利益的工具，至少应该避免吞噬消费者的利益。

　　第一，若不具备书面本身，很难说能够实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正面目标。
　　第二，不能适用履行治愈规则。在民法典规定的书面形式不具备的情形下，即便 “一方

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也不能径直认定合同成立。特别规定中对形式瑕疵没有规定

任何法律后果的场合，也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回到合同法的一般规则即适用履行治愈规则。

　　第三，不得轻易认定为倡导性规定。现代形式的场合，违反形式规则的法律后果不能脱离
消费者意思来考虑。将有些形式规则作为倡导性规定的处理失之偏颇。

　　第四，如果是涉及违反或欠缺合同中的形式细节，不能简单地以合同法条款的任意性以及
“会议纪要”第６条的合同成立规则，使消费者受到其不想、不宜或本就不存在的合同之约
束，从而再次在制度层面损害消费者利益。比如，违反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１６条的强
制性书面条款，在现代形式的语境中，不能因为立法没有预设效果即直接求援于 “会议纪要”

第６条。
　　在现代形式判断之际，合同是否具备基本内容的判断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漠然判断，
而是将合同基本内容与消费者一方迈入合同的意思是否真实予以结合的判断，它最终经过了这

一价值判断的甄别。〔５９〕我国既往的解决办法是古典形式意义上的 “主要内容”，不同于现代

形式上的 “主要内容”，因此在要求的条款内容欠缺时，我国法院采取的传统意义上的 “合同

成立所需条款的满足与否”的判断方法需要纠正。反过来，在完全具备形式的场合，也存在

否定合同效力的空间。〔６０〕换言之，在传统的场合，是 “会议纪要”第６条所规定的 “基本要

素”重要，但在现代形式的场合，是消费者对即将产生拘束力的合同的主观 “明确性”起决

定性作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立法所定的强制性条款沦为无意义的虚幻存在，它为法官的裁

量判断提供规范基准。亦即，在现代合同形式违反的纠纷中，在关照强制形式是否满足的同

时，实质性地审查消费者意思完整明确与否，判断的中心为消费者是否理解其允诺的意义、范

围以及其理解程度。〔６１〕时间型形式违反的效果亦同。

　　又如，“显著方式”的判断被信息提供义务／说明义务吸收。法院采纳的逻辑是：格式条
款违反显著方式则无效。〔６２〕以无效为后果这一正当性方向在可能侵蚀消费者权利的格式条款

中因其结果的妥当性而很容易被接受，但却导致现代形式的独立性在格式条款的场合并未完全

实现，再加上目前我国立法对 “显著”未作精细规定，客观上也难以凸显其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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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参见前引 〔３７〕所引法国案例。法国最高法院指出，期间是保证合同的基本要素。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参
见李明与南通市福友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苏民申 ３９５号民事裁
定书。买受人主张合同应满足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 １６条规定的全部 １３项内容，法院认为合同明确约定
房屋坐落、价款、履行期限和方式以及违约责任，具备该条规定的主要内容。通过对比两国司法立场可见，尽管

两国法院均落脚于基本要素，但现代形式基本要素与古典形式基本要素的判断逻辑和价值立场相异。法国判例实

质性地检测消费者意思及其是否真正受合同拘束。

法国最高法院民一庭在２０１５年７月９日作出的另一例判决中持此立场 （Ｃａｓｓ．１ｒｅｃｉｖ．，９ｊｕｉｌｌｅｔ２０１５，ｎ°１４－２１．７６３）。
该案自然人保证人不识字且保证合同上的手写记载并非其亲为，法国最高法院否定了该合同的效力。

法国案例参见 Ｃａｓｓ．ｃｏｍ．，５ａｖｒ．２０１１，１０－１６．４２６（法国最高法院认为，在保证合同的手写记载中加一个逗号，
并不影响法定手写记载的范围）；Ｃａｓｓ．１ｒｅｃｉｖ．，１１ｓｅｐｔ．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０９４（在法定格式要求的第二段的开头应
大写字母却错写为小写字母，不影响法定手写记载的范围）。与此相对的裁判意见，参见 Ｃａｓｓ．ｃｏｍ．，１７ｓｅｐｔ．
２０１３，１２－１３．５７７（法律要求保证人在签字前必须手写承诺，但保证人签字位置在法律要求的手写记载之前，
意思受到影响，保证合同无效）。

参见邢秀丽与大连居然之家金三角家居建材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辽０２民终６１２０号民事判决书。



　　第五，违反现代形式，同时存在实定法上的消费者权利侵害或者经营者义务违反以及引发
民法一般制度之适用的问题。因为作为保护消费者技术的现代形式，同时也是以保护消费者为

目的而创设的诸多新型实体权利或义务 （如消费者知情权、经营者的信息提供义务等）在落

实上的重要介质。因此，反射于现代形式内含的实体价值，违反现代形式可能违反信息提供、

告知说明等义务，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等权利，并引发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之适用以及缔约过失责

任、民事责任的承担等。

　　第六，在特别规范中，立法明文规定惩罚时 （如 《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 ４２条），
违反现代形式还涉及刑事、行政责任的承担。

　　 （三）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具体判断

　　古典形式的框架下，第一，这一判断在宽严之间相当彷徨；第二，聚焦于 “强制性规定”

本身的性质识别，根据效力性强制规定与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分对违反强制性规定进行效力判

断；〔６３〕第三，在规章违反的场合，我国逐步脱离规范位阶论，将规章直接作为民事裁判的依

据，新近做法则是以公序良俗作为介入通道。〔６４〕

　　然而，在现代形式的场合，从方向上，仅单纯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与管理性强制规定进行
判断的做法欠缺妥当性，直接按照公序这一外在轮廓被损害而得出 “违反形式要求 ＝无效”，
亦有失片面。

　　第一，现代形式强制性规范意味着：法律要求采取的形式是否采取；若没有采取，则应该
与信息传递是否清晰到位、消费者是否完全接收到合同内容且意思完整明确这一点协调考虑。

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判断需要与消费者的真意保护这一内在价值联动起来考虑。

　　第二，从真意保护的视角看，违反强制性规定需要与民法内外的其他制度相协调，如规范
的强制性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协调。在没有明文规定任何形式瑕疵后果的场合，在规范系统

中，应将该强制性规定投射到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作出判断。这也可以实质地检验经营者或消

费者是否恶意利用形式要求。这使得意思表示真实与强制性规定两个原本各自独立的效力要件

（民法典第１４３条第２、３项）沟通配合。
　　第三，从反面看，形式要求的强制结构包括强制性规范本身及其形成的公共秩序。特别是
明确规定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规范，其强制性及公共秩序特征更为突出。在形式强制性规范

的场合，仍然存在 “违反形式强制性规范 ＝无效”的空间。不过，不同于古典形式场合的传
统判断，现代形式场合着眼于违反形式规范的强制性进行推导时，需要使该强制性参与消费者

意思的判断。经过这一价值过滤，如果现代形式的旨趣实现，则需要使其强制性姑且后退。当

然，如果某些场合法秩序或公序良俗的价值需要绝对优先，如社会公共利益、市场秩序的绝对

维护，则不妨径直否定合同效力。

　　综上，违反强制性规定作为民法发展史上的棘手问题，不管在古典形式下还是在现代形式
下，立法和司法的立场皆颇为踌躇。在立法上，面临在严格性的坚守与突破之间的法政策抉

择；在司法上，难以避免法院在要式性上的不容撼动与抛置旁侧的择机主义之间摇摆。但有必

要自觉区辨，防止现代形式在效果判断上混同于古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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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九民纪要”第３０条及前引 〔４７〕诸案例。尽管民法典第 １５３条第 １款没有明示，但一般认为它沿循了
“合同法解释二”第 １４条，亦区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参见前引 〔４〕，王利明书，
第１４１页。
参见 “九民纪要”第３１条；指导案例１７０号，饶国礼诉某物资供应站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结 语

　　为应对消费社会的现实问题，作为现象的形式在表现上活跃，作为技术的形式在使命上更
新。在消费者交易的场合唤起现代形式的意义与现代形式保护消费者的功能相辅相成。现代形

式对消费者的支援旨在克服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在现代交易中的显著失衡，填补双方信息不对

称的沟壑，从而实现消费者保护的目的。

　　走出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不加区分的思维定式，以意思清晰完整明确为旨归，从合同关系
的正义均衡视角评价现代形式的规范价值。第一，现代形式与消费者保护的目标相结合，使得

合同成立和合同内容均呈现出不同于古典形式之下的情形。一方面，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共同

把握，是现代合同法上合同形式的全貌。另一方面，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下的合同成立与合同

内容构成现代合同法上合同成立与合同内容的全貌，由此也意味着合同法的内在原理和制度体

系的更新和拓展。第二，通过现代形式瑕疵效力补足形式瑕疵效力图谱，在理论、立法和司法

上均需有意识地区分古典形式与现代形式。在消费者保护的场合，须置于形式规范与实质规范

的密切牵连关系中把握合同形式要求，确保在司法裁判上经由形式瑕疵到消费者真意确保的价

值考量，实质地甄别和捍卫合同拘束力，同时摆脱既往的认定窠臼，真正实现保护消费者的

目的。

　　私法自治的捍卫者可能批评现代形式过度家父主义，甚至担心来之不易的中国民法的私法
价值成果遭到侵蚀。然而，唤起对现代形式的认知，正是因为个体化、原子化的近代自由主义

标榜的私法自治恰恰给私法自治带来了挑战和危机。对这一现实忧虑，近代法以来的民法发展

史已经充分昭示。因此，在原理层面应追求实质的或兼容的私法自治立场。

　　从民法的整体发展历史而言，现代法上的合同形式演进冲击古典合同及其制度图式，彰显
“意思表示合致则合同成立”这一命题下合同缔结的形式理性构图在现代的单薄和脆弱。应当

将现代形式理解为现代法对近代法以来的意思制度乃至合同制度的立法提醒。它从反向敲响警

钟：传统民法在合同制度上的正向进路难以完全奏效，现代民法从反向着手以接近 “真正合

同”的目标。立基于此，现代形式体现的合同观是：合同不是自私自利的工具，而应是合作

互利的纽带。形式主义的现代演进暗合这一理论潮流。

　　不同于西方民法上从国家排斥到国家邀请的转变以及由此而生的修补型干预，在我国，国
家始终在场，而且在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家角色渐次转型，发挥其良善能动

性支援作为弱势交易主体的消费者，这一点在中国法上具有强烈的内生性。一方面，这深度契

合着我国民事立法历史上一脉相承却在强调意思自治的潮流中几乎被忽略的民法 “维护社会

和经济秩序”（民法典第１条）的功能进路与价值面向。另一方面，这样把握才能吻合原合同
法立法时 “不再单独制定消费者合同法”的立法意旨。

　　进而言之，在价值上潜在传递的是：警惕在私法自治的价值涵养和合同自由的强调中，助
长或忽视因合同当事人之间多样原因的势差导致的一部分交易主体对另一部分交易主体通过某

种合同 “权力”的弱肉强食。这是社会主义正当性和我国价值底色的体现，也是不断填充我

国民法突出强调的平等的路径之一，亦是落实民法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方法论上

预设形式主义的现代演进能够突破消费者法范畴，回应变得泛化的交易不均衡，从而更具一般

性指向。现实中，静态设想的 “强且智”的主体在动态的交易中会显著失衡。如平台内经营

·８１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者与平台经营者、中小企业与大型公司等现实势差，以及投资型交易 （出资、保险、金融产

品）等交易结构本身 （如交易的非对面性、交易本身的复杂和信息偏在等）导致的结构性势

差，使得依存型交易渐次增多。应该为未来不断登场的新的社会事实预留调整空间。事实上，

对此，我国格式条款在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规范传导过程已为例证。采民商合一的中国民

法，这一特征更为鲜明。当然，在更远的将来，作为价值调节器的形式意义衰落和功能交还，

“人”的绝对信赖自立，既是另值思考的原理命题，也是引人憧憬的社会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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