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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实合同理论的反思

——基于国贸集团 VS 国记大酒楼租赁合同纠纷案的分析

谢琳

中欧法学院 2011 级双硕士学位研究生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贸集团 VS 国记大酒楼租赁合同纠纷案进行分析，将引申出对事实合同

理论的探讨，在具体案件中检验事实理论的正当性，以发现事实合同理论的不足。作者研究

后得出结论，认为事实合同理论适用到具体案件中便暴露出了其理论基础的不足，其本质上

仍未脱离意思表示原有的理论。

关键词：租赁合同纠纷，事实合同理论，默示，沉默，意思表示理论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ase of the Guomao vs. Guoji lease contract disput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ontract theory of fact and then to test the legitimacy of

it. The author arrive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ntract theory of the fact will

exposed it shortage of theoretical basis confront with the specific cases,

essentially, it did not break through the scope of the theory of expression.

Key words: the disputes of lease contract, the contract theory of fact, imply,

silence, the theory of expression

1.1.1.1.案情介绍

1.11.11.11.1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申请人（国贸集团）与被申请人（国记大酒楼）租赁合同到期后对于续租合

同的订立产生了争议。对于其中的主要条款——租赁价格争议很大。在原租赁期

届满后，被申请人并没有从租赁处搬出，而是继续使用。虽然其提出过续租申请，

并与申请人代表进行过协商，但是，对此协商双方争议极大。申请人认为只是进

行了口头协商，没有达成协议；但是，被申请人认为已经达成续租协议。在双方

争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依据其认定的价格给申请人支付租金，申请人并不同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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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价格。最后提起仲裁。

1.21.21.21.2主要证据主要证据主要证据主要证据

1.2.1.1.2.1.1.2.1.1.2.1. 有关原租赁合同的证据。

2000 年 10 月 8 日签订的《厦门国贸大厦租赁合同》。此合同约定 200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头两年每月租金为 22 元每平方米，从第

三年起每年递增 8%。在庭审中双方共同确认至该合同期满，实际履行中申请人

均按每平方米 22 元的标准向被申请人收取租金，并未进行递增。

1.2.2.1.2.2.1.2.2.1.2.2.有关续租合同的证据。

(1)2005 年 12 月 15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交一份《关于申请延长租期

致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函》，被申请人要求按原来的租金标准给被申请

人延展五年租期。

(2)2006 年 7 月 9 日和 9 月 26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两份《关于国

记大酒楼续签租约的申请报告》，报告第 5 项提出被申请人已于 2005 年 12 月

份给申请人发过一封申请延长租期的函，经申请人领导会议（申请人国贸公司时

任租赁部副经理由宾、李云山主任以及分管领导詹志东经过研究）意延长租期五

年，并且拟好租赁合同在 2006 年 5 月份交给了被申请人。同意继续由被申请人

续租该房产，新租期为五年，续租租赁合同 20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租金条款如下：被申请人承租期间，头两年每月每平方米按 23 元计算，

每月合计人民币 59,466 元；从第三年开始，租金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每年递增 5%，

即第三年每月租金按每月每平方米 24.15 元计算，合计人民币 62,439 元；第四

年每月每平方米租金按 25.36 元计算，合计人民币 65,568 元；第五年每月每平

方米租金按 26.63 元计算，合计人民币 68,851 元。被申请人在报告中还表示希

望申请人能按原来商定的租金标准和被申请人续签五年租期，如果申请人上调租

金，被申请人将难以继续经营。

(3)由宾与申请人于 2006 年 11 月 27 日达成《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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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同意自协议书签订之日起解除原有的劳动关系。时任租赁部副经理由宾分别于

2007 年 3 月 20 日和 2007年 3 月 29 日作出前后两份相互矛盾的说明。但后来

到庭作出详细陈述证明，由宾于 2006 年间向被申请人提供打印好的《厦门国贸

大厦租赁合同》文本，被申请人在该文本上签章后将合同送给申请人，由宾签收

了合同。该合同在租赁地点、用途、保证金收取条款、其他费用约定条款处均是

空白的，甲方（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没有签章。

(4)被申请人依据《厦门国贸大厦租赁合同》的约定向申请人缴交租金。截

止 2007 年 7 月 31 日，被申请人已按每月 59466 元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款项共

计 416262 元，支付时间分别为 2007 年 3 月 5 日、3 月 28 日、4 月 27 日、5

月 28日、6 月 29 日、7 月 31 日。

(5)2007 年 2 月 6 日、2 月 28 日、3 月 9 日、3 月 19 日、4 月 19 日申

请人陆续发函给被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如果愿意继续承租，申请人能够接受的

续约租金标准为第一年每月每平方米 28 元，第二年起租金按照厦门市同类房屋

租赁价格随行就市，如果被申请人不能接受请与申请人办理交房手续，腾出房屋。

2007 年 7 月 3 日，申请人发函给被申请人，声明未就讼争房产续租条件达成一

致，要求被申请人退还房屋，并按照现有市场行情结清场地占用费。

（7）被申请人也于 2007 年 3 月 12 日、3 月 28 日、5 月 14 日、7 月 12

日回函给申请人，提出双方已于 2006 年 5 月商议确定续租，租金内容是头两年

每月每平方米 23 元，从第三年开始，租金在前一年基础上每年递增 5%，续租五

年，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遵守续租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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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主要争点：租期为 2007200720072007 年 1111 月 1111 日起至 2011201120112011 年 12121212 月 31313131 日

的《厦门国贸大厦租赁合同》是否成立

2.12.12.12.1由宾向被申请人提供打印好的合同文本由宾向被申请人提供打印好的合同文本由宾向被申请人提供打印好的合同文本由宾向被申请人提供打印好的合同文本，，，，在被申请人将合同文本在被申请人将合同文本在被申请人将合同文本在被申请人将合同文本

签章后送达给申请人，合同是否成立签章后送达给申请人，合同是否成立签章后送达给申请人，合同是否成立签章后送达给申请人，合同是否成立

2.1.12.1.12.1.12.1.1申请人的观点

从自己未在该合同上盖章，即使之前有向被申请人提供过空白的合同文本，

那仅是要约邀请，并不构成要约。

2.1.22.1.22.1.22.1.2被申请人的观点

(1)认为自己已于 2005 年底即向申请人申请续租，之后申请人经研究予以

同意，并向被申请人提供了统一的合同文本，由被申请人盖章后再送交申请人，

申请人同意续租的意思表示通过一系列行为已经明确作出，被申请人将合同盖章

并送交申请人即意味着双方之间的续租合同已经成立。

(2)被申请人提出，从 2007 年开始被申请人继续向申请人支付租金，申请

人予以接受，申请人以实际行为表明同意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

2.1.32.1.32.1.32.1.3仲裁庭的观点

(1)由宾签收了合同。但是，并申请人没有盖章。

由宾分别于 2007 年 3 月 20 日和 2007 年 3 月 29 日作出前后两份相互矛

盾的说明，这两份说明难以直接采信。应以到庭作证的证言为准，在无其他相反

证据的情况下，其所作的证言可以作为证据。由宾的证言表明，由宾于 2006 年

间向被申请人提供打印好的《厦门国贸大厦租赁合同》文本，被申请人在该文本

上签章后将合同送给申请人，由宾签收了合同。该合同文本载明“本合同自签订

之日起生效”，即表明合同需双方当事人签章方能生效，显然本案涉及的续租合

同文本只有被申请人一方签章，申请人方只有由宾的签收，并无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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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白合同不符合要约的规定。

虽然由宾时任申请人的租赁部副经理，他的行为可视为代表申请人的一种职

务行为，但由宾向被申请人提供打印好的合同文本，不能视为申请人向被申请人

发出的续租要约，该行为并不符合《合同法》第十四条关于“要约是希望和他人

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

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规定。

(3)内部行为不具有对外效力。

虽然此前申请人组织人员开会研究被申请人的续租事宜，但这仅是申请人的

内部管理行为，没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派人参加过此类会议，因此，会议研究结

果并不能当然适用于被申请人，仅应视为申请人的内部初步意见。在此之后，虽

然由宾制作出内容相对完整的合同文本，可视为内部讨论意见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这并非申请人的正式书面要约，不能表明只要被申请人同意该合同内容，完成

承诺，申请人就要受合同内容的约束。

因此，仲裁庭对被申请人所主张的由宾向被申请人提供打印好的合同文本，

在被申请人将合同文本签章后送达给申请人即视为合同已经成立的观点，不予支

持。

2.22.22.22.2续租合同是否已得到实际履行的问题续租合同是否已得到实际履行的问题续租合同是否已得到实际履行的问题续租合同是否已得到实际履行的问题

2.2.12.2.12.2.12.2.1被申请人的观点

从 2007 年开始，被申请人按每平方米每月 23 元的标准向申请人转帐支付

款项，申请人实际接受，并未拒绝，即表明合同已得到实际履行，由此可以认定

合同是成立的。

2.2.22.2.22.2.22.2.2申请人的观点

帐户是开放式的，申请人无法拒绝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转帐，申请人并未向被

申请人开具收据或发票，即表明申请人不接受被申请人按每平方米每月 23 元的

标准支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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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2.32.2.32.2.3仲裁庭的观点

由于申请人的帐户是开放式的，申请人无法直接拒绝被申请人的付款，申请

人没有主动采取退款的行为并不等于申请人接受被申请人在实际履行合同，在被

申请人于2007 年3 月5 日第一次付款前申请人已经分别于2007 年 2 月6 日、

2 月 28 日发函给被申请人，表示不同意按每月每平方米 23 元由被申请人续租

本案所涉房产，在被申请人第一次付款之后，申请人继续分别于 2007 年 3 月

28 日、2007 年 4 月 27 日、2007 年 5 月 28 日、2007 年 6 月 29 日多次致函

给被申请人，表示不同意每月每平方米 23 元的续租租金标准。

在申请人多次表示反对每月每平方米 23 元的租金标准且被申请人还占用

本案所涉房产的情况下，申请人收下被申请人按每平方米每月 23 元标准支付的

款项，仅视为申请人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合理行为，不能说明申请人接受被申请

人实际履行续租合同的行为，同意每平方米每月 23 元的续租条件。

综合前述认定，仲裁庭认为，租期为 20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厦门国贸大厦租赁合同》并未成立。

3.3.3.3.事实合同理论

本案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便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续租合同之间的效力

问题。续租合同是一个事实合同理论主张列举的一种典型事实合同。

3.13.13.13.1事实合同理论的定义与其提出事实合同理论的定义与其提出事实合同理论的定义与其提出事实合同理论的定义与其提出

事实合同是指“平等主体之间不以意思合致为要素，基于一定事实过程而成

立的债权债务关系。”
1
事实合同理论由德国的一位学者提出之后便受到了广泛关

注。1941 年 1 月 29 日，“Haupt 就任莱比锡大学教授职务，发表了一篇专题演说，

‘论事实上之契约关系’，全文仅数万字，但却震动整个德国法学界。其冲击力

之强大，影响之深远，似无前例。传统契约理论，备受批评与攻击，遂酿成新旧

1 黄晖:论事实契约的理论基础,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D],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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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之学说。”2也就是本文后面要介绍的对于事实合同理论的支持派与反对派。

3.23.23.23.2事实合同的主要类型事实合同的主要类型事实合同的主要类型事实合同的主要类型

按豪普特教授的说法，“这种不依合意缔约方式，仅因事实行为而成立的契

约关系，很难将其归纳入统一的法律要件之下，只能按照其反映的不同的典型情

况，依照其构成要素，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基于社会接触、基于纳入团体关系

和基于社会给付义务而生的事实上的契约关系。第一类，基于社会接触而产生的

事实契约。因契约缔结上的过夫而生责任的原因法律关系;司机对好意同乘人的

责任;以及在租赁契约终了后，事实上所维护之租赁契约关系等均包括在此类型

的事实契约中。第二类，是基于团体关系而产生的事实的合同关系，其典型为事

实上的合伙或公司(合伙合同或公司设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场合)、事实上的劳动

关系或雇佣关系(劳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场合)。第三类，是基于现代社会给付义

务而产生的事实合同关系，其典型为公用交通(电车、公共汽车等)的利用关系、

供给电、气、水的法律关系等，拉伦茨称之为因社会类型行为发生的债权关系。”

3
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很典型的案件是停车场案。在该案中，“ 某人将汽车驶入

一个带有明确标记的收费停车场，但是，他拒绝向管理人员缴纳规定的停车费，

理由是他认为根据习惯和惯例，他有权在这里免费停放汽车，而且他根本没有订

立契约的意图。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当汽车停放在该停车场时，事实上的契

约关系既已发生，尽管个别人可能强烈表示了相反的意图，但这并不影响事实契

约关系的成立。”
4
这对法律行为是否需要意思表示提出了很大质疑。

3.33.33.33.3事实合同提出的挑战事实合同提出的挑战事实合同提出的挑战事实合同提出的挑战

事实上契约关系理论的提出，对传统民法法律行为的价值体系，带来了重大

的冲击，其企图以“客观的一定事实过程”，取代主观的“法律效果意思”。
5
这

对于传统合同以意思表示为要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传统合同理论以当事人的意

思表示为要件，意思表示是指将企图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

2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27页。
3 薛晓蓉：事实契约理论研究[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 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托尼•韦尔/楚建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第 84 页。
5 王泽鉴:《债法原理 I》，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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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6它是构成法律行为的工具，而法律行为又是私法自治的工具。 7合同的订

立要经过要约和承诺这两个过程。 这充分显示了传统意思表示的重要性。

3.43.43.43.4事实合同理论受到的质疑事实合同理论受到的质疑事实合同理论受到的质疑事实合同理论受到的质疑

事实上之契约关系提出以来引起了不少争议。王泽鉴教授总结争论要点可归

纳为二项：“一是契约关系，系指一种基于意思合致而成立之法律关系，倘若某

项法律关系得因事实上之力量而成立，则其本质即非属契约。所以说事实上契约

关系这个概念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第二，是 Haupt所列举的三种类型，内容

彼此相差很大，仅在消极方面具有相同的特征，即欠缺一个无瑕疵、完全有效的

契约为其法律关系之基础；此种概念之组成，无法明确区分各种类型之要件。”
8

也就是说，事实合同没有合同成立的前提——意思合意；并且，几种事实合同并

没有共同积极特征，欠缺法律关系之基础。因而，其合理性受到质疑。

3.43.43.43.4支持者的呼声支持者的呼声支持者的呼声支持者的呼声

该理论基本内容为：“现代大量交易产生了特殊现象，即在甚多情形，当事

人无须为真正意思表示，依交易观念因事实行为，即能创设契约关系。其所涉及

之客体，主要是生活上不可欠缺之照顾给付。在此种情形，事实上之提供给付及

事实上之利用行为，取代了意思表示。此二种事实行为并非系以发生特定法律效

果为目的之意思表示，而是一种事实上合致的行为。依其社会典型意义，产生了

与法律行为相同之法律效果。乘坐电车或公共汽车，使用人未先购票，径行登车，

即其著例，在此情形，乘客之通常意思，系被运送至目的地，并未想到应先缔结

运送契约，同时亦未有此表示；一般言之，登车之人多意欲承担其行为之结果，

并愿支付车费，然而，其是否有此意思，他人是否认识，对于成立依契约原则加

以处理之运送关系，不生任何影响”。
9
也就是说，不管其具体意思如何，其行为

已经实现了与法律行为一样的法律效果，创造了相当的法律关系。因而，就应当

6 王泽鉴著，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335页。
7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
8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33页。
9 Larenz,NJW.1956, 1897ff. 转引自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版，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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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该行为的成立。

拉伦茨教授开始也反对事实契约理论，但是，后来转而支持这种理论。在其

“社会典型行为理论”对事实契约理论作了更为有力的说明与完善。他认为，“在

这里只要有行为意思以及相应的实现意思的行为就足够了。在例外的情况下，如

停车场案件中，如果合同的约束力并没有产生，那么也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使用

人必须考虑到诸如他的汽车被拉走或者他必须承担不当得利赔偿或者其他不利

后果。”10并且认为“这种情况属于通过使用向大众作出要约服务的人的“典型的

社会的行为”所成立的类似于合同的法律关系。这种学说不仅放弃了承诺意愿的

表示及其到达，而且也放弃了行为（即法律后果）意思本身。承诺应该通过对向

公众提供的服务的使用而予以取代。”11

3.53.53.53.5事实合同理论的效力和影响事实合同理论的效力和影响事实合同理论的效力和影响事实合同理论的效力和影响

事实契约的效力状况有三种，“即：依法生效，依法可撤销，依法无效。事

实契约一般不存在效力待定的情况。”
12

该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契约已死的理论的提出。“在豪普特教授的主张之下,

蕴藏着一种更为深刻的哲学的和法律思想的转变,那就是 19世纪中下叶到 20 世

纪初,‘契约已经死亡’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传统契约法无论从原理上还是社会

现象上都已经死亡。传统契约法已经不能解释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法学家们应该

观察当前的景况,并记下自己的观察所得;他们应该致力于社会学的分析,而不是

历史的或者哲学的综合。”
13

10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谢怀栻校，北

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 746页。
11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谢怀栻校，北

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 746页。
12 黄新：事实契约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3 [美]格兰特·吉尔默.契约的死亡[M]，曹士兵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91.转引自王兴华：事实

合同在债法中的遭遇[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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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具体分析

4.14.14.14.1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就续租合同并未达成合意。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就续租合同并未达成合意。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就续租合同并未达成合意。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就续租合同并未达成合意。

4.1.14.1.14.1.14.1.1从合同订立过程来看

从合同的订立过程来看，双方经历了由宾发出申请人的要约邀请，被申请人

发出要约，申请人对要约作出实质性变更提出新的要约的过程。最后没有达成合

意，订立合同。

其一，空白合同的内容并不具体充分，不是要约，而只是要约邀请。《合同

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

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

意思表示约束。”

其二，由宾与签收的租期为 20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

《厦门国贸大厦租赁合同》，即续租合同最多可以算是要约。

其三，申请人对要约作出实质性变更可视为提出新的要约，但是被申请人并

没有同意该新的要约。依据《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

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

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

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在本案中，由于受要约人即申请

人对合同的价款有很大的不同竟见，2007 年 2 月 6 日、2 月 28 日、3 月 9 日、

3 月 19 日、4 月 19 日申请人陆续发函给被申请人，提出续约租金标准为第一

年每月每平方米 28 元，而不是每月每平方米 23 元。这属于对要约的内容作出

实质就更的情形。依据《合同法》第二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

“（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三）承诺期

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所以，申请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使得被申请人的要约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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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1.24.1.24.1.2从合同订立的形式来看

从合同订立的形式上看，双方并没有达成书面协议，只是进行了有关的口头

协议。申请人并没有在续租合同上盖章，当事人之间并没有形成合意。《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

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第二十六条规定：“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

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因而，承诺在到达要约人时才生效。但是，本案中，被申请人做出的只是要约，

申请人并没有做出承诺。因而合同没有成立。

综上，无论从合同的订立过程还是订立形式来看，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都

没有达成订立合同的合意。依据事实合同理论，在没有合意的情形下基于一定事

实过程可能构成事实合同。在本案中，双方没有达成订立续租合同的合意，但是，

在原租赁合同届满后，还存在事实上的租赁事实。本文接下来将探讨此租赁事实

是否足以成立事实合同。

4.24.24.24.2事实上的租赁关系是否已经构成事实合同。事实上的租赁关系是否已经构成事实合同。事实上的租赁关系是否已经构成事实合同。事实上的租赁关系是否已经构成事实合同。

依据事实合同理论，事实合同的成立并没有明确的构成要件，而只是说要满

足一定的法律状态。依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

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

限为不定期。”也就是说在租赁期届满，出租人没有异议，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

物的情况下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便被许多学者称为构成了事实合

同。所以，依据法律规定，在出租人没有异议，相当于默示同意的情形下，原租

赁合同继续有效。这也就是成立了所谓的事实合同。

本案中，原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但是，出租人，也就是

申请人多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对。因而事实合同并没有成立。由此可以看出，将租

赁合同视为一种典型的事实合同前提依据是法律规定。这也就涉及到沉默的法律

意义问题。下面将对此进行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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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4.34.3对事实合同理论的反思对事实合同理论的反思对事实合同理论的反思对事实合同理论的反思

4.3.14.3.14.3.14.3.1事实合同的构成 。

事实合同理论并没有明确系统指出事实合同的构成要件，而只是列举了几种

典型的其所谓的事实合同。这些事实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法律的规定。所以在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便不构成事实合同。在具体情形中怎么认定，事实合

同理论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是要凭借不同合同的特征不同的法律规定去具

体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事实合同理论实际上只是很粗浅地罗列了一些现

象，在某个方面说明其相似性。但是，却无法提出一个较为普遍的标准来衡量到

底什么是事实合同。使得在具体案件的判定中仍然要回到具体的案件中去寻找其

他的依据。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事实合同的偏理论性。而没有从深层次的理论

体系。

一方面是要建立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或许不可能，所以这么多年来对于事实合

同理论都只能说说具体类型。大概描述一下其现象。但是，少有可以概括其理论

基础。

另一方面是事实合同理论所涉及到的领域，传统合同法也具有相应的制度可

以解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对事实合同理论的必要性又提出了质疑。

4.3.24.3.24.3.24.3.2默示、沉默行为理论与事实合同理论。

事实合同成立的一个依据是一定的事实状态，与默示行为的推定制度存在一

定的竞合，甚至是竞争。“事实合同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意思表示

的理论，也使得以拟制为基本解释方法的默示承诺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如果采纳理论，大量的默示承诺行为将被抽去意思表示的内核，成为纯粹的事实

行为。”
14

默示行为推定制度出现在前，王泽鉴先生认为，“默示者，指由特定行为间

接推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
15
也就是说，默示是法律上的一种推定。但是，对于

沉默则又有所所不同。“沉默者，指单纯不作为而言，即当事人既未明示其意思，

14黄彦东：论默示承诺——兼议我国《合同法》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7(12)。
15王泽鉴著：民法总则(增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第 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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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不能藉他项事实，推知其意思。沉默原则上不具意思表示的价值。须注意的是，

沉默得例外作为意思表示，其情形有二：1.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以沉默作为意思

表示的方法。2.具有表示作用的沉默，即法律于特定情形对于沉默赋予意思表示

的效果，拟制其为意思表示（所谓规范化的沉默），至于当事人是否希冀此种法

律效果，在所不问。”16也就是说，默示是对积极行为的一种推定，而沉默则是对

消极行为或者是不作为的一种制度安排。沉默起作用的情形只是当事人有约定或

者法律有规定这两种情形。

事实合同理论提出在后，是由德国的 Haupt 教授在 1941年提出的。如前文

所述，其依据一定的事实而成立。这种事实就可能是作为或者不作为。那么就可

能对应传统民法的默示或者沉默两种制度。只不过传统的默示或者沉默制度都需

要法律的规定，或者是当事人的约定。但是，事实合同理论的提出则认为可以依

据一定的事实来进行认定。但是，其并没有统一的认定规则，而只是列举了一些

常见的情形来说明其就是事实合同。这实际上笼统地概括了传统法律行为制度中

的默示与沉默制度。默示与沉默制度是两种很类似但是还是有所不同的制度。事

实行为制度跨越这两种制度，使得其也不可能概括出统一的规范。而只能是停留

在列举阶段，经不起更进一步的推敲。也就是说再细一点还是要回到传统的分析

方式。甚至可以说，事实合同理论所解决的问题，在具体的情形中都可以用传统

的默示制度或者沉默制度可以解决。而，事实合同理论要解决问题也必须依据与

默示制度或者沉默制度本质上相同的理论基础，即法律的规定或者是当事人的约

定才能够运用到具体的实际中。

看起来，在默示制度与沉默制度中还有一些空白，那就是行为与意思表示不

一致的情形。当事人可能的主张可能与依据其行为所推定的意思并不一样。在这

种情形下，法院就要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评价。事实合同理论认为，这是对

事实行为与意思表示之间的权衡。但是，也经不起推敲。比如在前述停车场案件

中，法院判决事实合同成立的理由是“当汽车停放在该停车场时，事实上的契约

关系既已发生，尽管个别人可能强烈表示了相反的意图”。表面上是因为其行为

优于意思表示造成了事实合同的产生，但是，在那样一种情形下的“意思表示”

实际上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意思表示。

16 王泽鉴著：民法总则(增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第 339-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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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向他人发出的表示，表意人据此向他人表明，根据

其意思，某项特定的法律后果（或一系列法律后果）应该发生并产生效力。只要

法律制度承认这项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那么，意思表示所包含的法律后果就

正是由意思表示行为引起的。”17意思表示的构成可以从两方面考查。第一个方面

是主观方面，即意思表示要有企图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第二个方面是客

观方面，即要有表示的行为。有的学者还主张要有第三要求即该表示行为产生了

主观目的意思的效果。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有意思，有表示，但若表示没有

达到意思的效果通常便是意思表示有瑕疵。而若将正常的意思表示与有瑕疵的意

思表示不加以区别便不能实现意思自治的要求。但是这个方面在大体上也可以归

为客观方面。

默示行为理论、沉默行为理念和事实行为理论都涉及到了对行为的一种可

推断性。“对通过‘可推断的行为’发出的间接表示的解释，适用与一般意思表

示相同的解释规则。这就是说，解释这些表示应考虑到受领人，即这种情况下的

‘相关人’的理解可能性；在表意人所指的意义与解释结果不符时，表意人也可

因对表示内容发生了错误而撤销表示。”18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具体的行为来推断其

意思表示。当当事人的客观的行为意思与主观的发生意思或者主观目的意思不一

致时，应当以其行为意思为准。这也是符合交易安全的要求的。因而实质上事实

合同理论可以从意思表示角度来进行分析。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客观的行为意思、

主观的发生意思与目的意思不同时的处理方案。事实合同理论强调的是行为意思

给交易安全与公共利益带来的影响。因而在那些三个意思发生冲突的时候便以行

为意思和表现出来的行为为准。这体现了立法对意思表示不同方面的侧重与价值

取舍。实质上仍旧没有完全脱离意思表示理论的范畴。

此外，这些理论运用到实践中通常都要有法律的具体规定，而他们所依据的

规定很可能存在竞合。就比如我国合同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承诺作

出的方式。19其中就提到了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也是

17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谢怀栻校，北

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 450至 451页。
18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谢怀栻校，北

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 488页。
19 《合同法》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

承诺的除外。”第二十六条：“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

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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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这里的行为，可能是默示与也可以是沉默，还可以是社会典型行为，也

就是事实合同理论中的一些典型行为。

5.5.5.5.结语

申请人（国贸集团）与被申请人（国记大酒楼）租赁合同纠纷案也生动地说

明了在具体案件中，事实合同理论显示出了其不足。从理论上来看，意思表示理

论也可以解释事实合同理论；从制度基础上看，事实合同理论与默示与沉默制度

的基础存在很大程度的竞合。事实合同理论的存在价值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其只

是列举了一些典型的例子，至少在中国现在对事实合同理论的研究中没有发现对

事实合同理论的构成要素有明确地说明的。不可否认，其在列举的那些典型例子

宏观方面来说是现代社会快速发展之后的产物。但是，仔细分析其理论基础还是

没有脱离意思表示理论的框架，并且具体到个别案件中还是可能会求助于意思表

示中的原有理论来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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