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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中的资讯截至2020年3月26日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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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您将在本指南中发现，针对广泛的被称为不可抗力的事
件，亚洲各司法管辖区有不同处理方法。一些国家要求存在明
文条款以援引不可抗力为抗辩理由，另一些国家则没有相关的
要求，并承认不可抗力作为法定抗辩理由。一些国家的法律认
可“情势变更”的概念，允许当事方寻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一
般可以主张的救济。某些国家（例如中国）的政府机构会颁发不
可抗力证明。

希望本指南对您有所帮助。本指南旨在提供一个快速的参考，
因此，如果您需要更详尽的说明，请联系特定条目的作者。

本指南的构思源自于本所近期为一家国际银行“在家办公”的香
港法律团队提供的有关不可抗力的网络研讨会。该银行的业务
遍布亚洲，与会者也对其他国家就不可抗力的处理方法提出了
疑问。这些问题背后的假设是，主张不可抗力需要在合同中明确
包含不可抗力条款。

非常感谢安睿顺德伦亚太
联盟的所有律师事务所，
特别在当前这个非常困难的时
期，为本指南作出的贡献。

伊敦文 (Mark Yeadon)
亚洲区诉讼及纠纷管理部主管 
安睿顺德伦国际律师事务所
T: + 852 2186 3225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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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澳大利亚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不可抗力仅在合同中有所规定时才适用。其不是一般法律原
则。不可抗力通常被定义为一方无法控制或无法合理控制的事
件。此外，合同中可能会有相关的条件以排除某些特定事件，例
如可以通过良好的操作规范预防或克服的事件。不可抗力的目
的是免除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而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是。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这取决于相关的不可抗力条款，且存在许多不同的形式和内
容。希望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可能需要通知另一方有关的不可
抗力事件、该事件的性质和发生原因、其可能的持续时间、所影
响的合同义务、为减低其影响而建议采取的行动以及实际采取
的行动。

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还必须减轻不可抗力事件对其履行合同
的影响，并证明该事件不能通过采取合理措施而克服。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澳大利亚政府机构不会颁发不可抗力证明。在一份受澳大利亚
法律规范的合同中，外国政府机构签发的证明可能作为发生不
可抗力事件的证据，但除非合同中有所规定，否则其不能作为
决定性证据。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合同方可以获得合同中约定的救济方式。其中可能包括暂停合
同方的义务，直到有关事件不再阻碍该义务的履行、延长履行
义务的时限以及在合同暂停持续超过特定的时间范围或对义
务履行造成超过一定程度的影响的前提下，（由一方或双方）终
止合同。相关合同条款通常规定不可抗力事件并不能免除合同
方付款的义务。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果一方错误主张不可抗力，其可能面临违约或毁约以及相关
的损害赔偿、终止合同、强制履行和其他救济方式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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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相关信息可直接从法院登记处或其网站取得。州最高法院、地
方法院以及联邦法院已经发布了有关2019冠状病毒的信息，包
括将继续进行的案件、将被延期的案件、将通过视频或电话会
议或其他安排进行的案件的信息。法院登记处将与诉讼各方联
系，以详细说明将如何处理其案件。法院提议的各项选择包括
延期或暂停审理、网上审理、仅进行书面审理或辅以视频或电
话连接等。澳大利亚所有新的陪审团审判都已暂停。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本所目前尚未收到有关暂停仲裁程序的报告。由于这些是私人
程序，相关各方可以商定如何应对。例如，公认的争端解决机构
之一的Australian Disputes Centres（澳大利亚争端中心）正在
制定营运持续规划，以确保其服务在需要时仍可以远程的方式
提供。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类似的法律原则，例
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如果合同没有不可抗力条款，合同方将需要依赖合同受挫原
则。合同方可以在因为发生了其无法控制的重大事件，使合同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而实质上不再是合同各方最初同意的合
同的情况下免除其责任。法院并不会轻易容许合同受挫原则的
应用。澳大利亚法律并没有“情势变更”或“艰难情形”的单独概
念。

Eugene Fung 
合伙人 
Thomson Geer
T: +61 7 3338 7524 
efung@tglaw.com.au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亚太地区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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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ladesh 孟加拉国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1872年《合同法》（“《合同法》”）或孟加拉国的其他法规均未定
义不可抗力一词。不过，由于孟加拉国是一个普通法司法管辖
区，不可抗力这个概念受到认可，并在实践中有所使用。另外，《
合同法》阐述了合同受挫的概念。请参阅以下第7条的内容。

从普通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将不可抗力理解为一组不可预见的
事件，这些事件是任何一方均无法控制的，并且会阻碍一方履
行其在任何合同下的义务。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合同方可以
要求免除合同中的履行义务。通常，什么事件能构成不可抗力
事件（以及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各方的行动）将取决于相关合
同的具体条款。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由于不可抗力未在任何法规中被定义，因此不可抗力仅在合同
条款中有所明确规定时才适用。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由于不可抗力未在任何法规中被定义，因此当地法律没有关于
主张不可抗力的要求。主张不可抗力的任何程序要求都完全取
决于相关合同中的规定。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我们并未留意到任何法律或法规赋予任何政府机构颁发不可
抗力证明所的权力。此外，孟加拉国没有政府机构颁发此类证
明的先例。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不可抗力的救济方式将受有关合同条款约束。通常，不可抗力
条款允许延长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限。在某些情况下，合同将在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期间被暂停。如果不可抗力事件持续较长的
时间，则双方可能有权终止合同。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果错误主张不可抗力，不存在过错的一方可以将另一方告上
法庭，并为因错误主张不可抗力而蒙受的损失寻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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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孟加拉国最高法院的官方网站提供的时间表，列明了孟加拉国
最高法院因法院休假和公众假期而关闭的日期。除最高法院
外，下级法院并没有可提供开放情况的信息的相关网站。通常，
有关法院开放情况的信息可通过当地媒体报道和亲临法院而
获得。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本所未收到任何仲裁程序因2019冠状病毒而被暂停的消息。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类似的法律原则，例
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在合同中没有不可抗力条款的情况下，合同方可以根据《合同
法》第56条主张合同受挫无效。要援引“合同受挫”原则，希望援
引该原则的一方必须证明由于某些不可预见的事件的发生，合
同的履行变得绝对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不可能履行的
合同都是无效的。

Shahwar Jamal Nizam 
合伙人 及  
孟加拉国董事总经理 
DFDL
T: +880 2 9862510 
shahwar.nizam@dfdl.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亚太地区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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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odia 柬埔寨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是。不可抗力在柬埔寨民法典中通常被定义为不可预见的、超
出个人意愿且无法克服的事件。除此以外，柬埔寨法律没有关
于不可抗力的进一步定义、解释或指导意见。此外，由于柬埔寨
法院通常不会发布其裁决，因此并没有公开的司法解释以供诠
释不可抗力的概念、不可抗力事件的构成或不可抗力事件就合
同各方履行合同义务所导致的后果。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是。在未能按合同条款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合同方可以根据不
可抗力事件提出抗辩，而此权利系由各方约定的合同条款而产
生。此外，柬埔寨民法典的某些规定允许即使在合同中未明确
规定此权利的情况下，也可基于不可抗力提出抗辩。这包括承
租人、不动产买卖双方、受托人和承运人的抗辩等。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柬埔寨法律没有规定相关要求。事实上，例如通知等要求是由
合同中各方同意的相关条款所规定的。

为了确保完整性，一般而言，就主张不可抗力抗辩而言，不可抗
力条款会定义一些必定会对交易或运营产生影响、以致无法履
行合同义务的事件。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柬埔寨并没有关于政府颁发不可抗力证明的已知先例或监管
框架。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柬埔寨法律未涉及此类救济方式。实际上，在不可抗力事件中
的救济方式是由合同中双方同意的相关不可抗力条款所规定
的。通常，除了某些固有的规定（例如管辖法律、争议解决、保密
性、不竞争等规定），此类条款还会初步要求一个暂停期（通常
为三个或六个月）；此后，如果不可抗力事件持续存在，则合同
方可终止合同，而不会导致责任，也没有义务继续履行合同。不
过，必须指出的是，柬埔寨没有关于此类合同条款的可执行性
的任何司法或官方指导意见。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鉴于没有针对或解释不可抗力事件或主张不可抗力的法律框
架、历史、司法或官方指导意见，错误主张不可抗力确实存在风
险。因此，法院在考虑有关不可抗力申诉时（例如合同一方拒绝
履行合同义务），法院可能不会作出有利于该申诉的裁决（以该
事件构成不可抗力事件为基础），并可判定援引不可抗力条款
的一方就主张不可抗力并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实际上构成违约。
现阶段尚没有关于重大傳染病是否会在民法典下被视为不可
抗力事件的司法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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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柬埔寨没有此类信息的集中数据库。事实上，每个法院和仲裁
机构都会在各自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发布此类公告。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至今為止，本所对是否有仲裁程序被暂停并不知悉。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根据柬埔寨民法典，如果在义务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合同规
定的义务无法得到履行，则该义务将被免除，而权利人不可要
求义务人履行该义务。不过，民法典并没有特别承认通过“合同
受挫”或“情势变更”而免除履行合同义务的概念。这些概念如
果在合同中有明确规定并得到合同各方同意，则可能是可执行
的。

Chris Robinson
合伙人，柬埔寨董事总经理 
及 柬埔寨公司及商业事务部
主管 
DFDL
T: +855 23 210 400 
chris.robinson@dfdl.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亚太地区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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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中国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概念，指的是任何无法预见、无
法避免且无法克服的客观情况。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不是。由于不可抗力是中国法律下受认可并有相关法律规定的
概念，因此合同条款仅定义了特定事件的发生是否构成不可抗
力。例如，如果合同各方同意重大传染病的发生将构成不可抗
力事件，那么当前2019冠状病毒的爆发将具有构成不可抗力事
件的资格。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如果合约方希望以不可抗力为由免除其任何合同义务，则必须
证明不可抗力事件（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例如其自身的拖延）
导致履行或及时履行其全部或部分合同义务变得不可能。

除了证明因果关系外，至关重要的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不
可抗力事件的发生时间以及受影响方是否可以采取任何措施
来克服相关事件的影响。法院将考虑这些因素，以确定主张不
可抗力的一方是否确实无法预料、避免和克服相关事件。

为了减轻另一方的损失，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还有义务立即通
知对方其因不可抗力事件而未能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并在合
理时间内提供不可抗力的证明（如果合同有所规定或由对方要
求）。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在中国，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目前正在向总部在中国的公
司提供不可抗力的“盾牌”证明。这些公司正试图为由于2019冠
状病毒病爆发而不可避免地暂停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进行抗
辩。尽管颁发此类证明可能会让与中国公司签约的合同方感到
担忧，但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看，这些证明并不是免除中国公
司所有合同义务的正式或决定性的裁决。相反，这些证明仅具
有证据作用，最终由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或仲裁庭根据具体
情况和其他相关因素一并考虑。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如果在合同中规定了不可抗力救济方式，则合同方在成功提出
不可抗力抗辩后，可以免除其在相关合同中的部分或全部的义
务，只要该等义务在没有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情况下是可以被
履行的。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合同目的受挫，则合同方可终
止合同而不会被没收任何保证金。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果一方由于错误主张不可抗力而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则有可
能构成违约，并面临被另一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不过，即使
一方没有资格主张不可抗力，其仍可能主张“情势变更”。对该
原则的简要讨论请参阅以下对第7条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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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地区法院和仲裁庭可根据对当地情况的评估和/或政府主管部
门发布的通知或公告，决定是否暂停开放或关闭。有关决定可
以在各个法院或仲裁庭的官方网站上找到。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在撰写本文时，尽管大多数中国法院和仲裁庭已经重新开放，
但实际上，许多听证和审判仍在被暂停，以等待进一步的安排。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合同方还可以依赖“情势变更”原则。

主张不可抗力要求合同的目的完全受挫，而“情势变更”则指合
同义务因只有在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履行而对合同
方完全不合理。

我们看到中国法院越来越多地认可当2019冠状病毒的影响构
成不可抗力事件和“情势变更”时，上述两种救济方式同样适
用。

昃杰
北京代表处管理合伙人 
中国区公司业务主管 
安睿顺德伦国际律师事务所
T: +86 10 6583 7388 
jayze@eversheds-sutherland.com

蔡亦铭
上海代表处管理合伙人 
安睿顺德伦国际律师事务所
T: +86 21 6137 1007 
jackcai@eversheds-sutherland.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亚太地区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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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香港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根据香港法律，不可抗力一词指由于合同方因其无法控制的特
殊事件的发生对合同履行造成影响，而得以暂停部分或全部合
同义务的履行的相关合同条款。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只有在合同中存在不可抗力条款的前提下，才能够根据香港法
律进行援引不可抗力。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主张不可抗力的要求取决于相关不可抗力条款的内容。希望主
张不可抗力的一方首先需要考虑发生的事件是否构成有关合
同下的不可抗力事件。此外，主张一方还应注意其他可能相关
的要求，例如采取救济方式以减轻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遵守
特定的通知要求，其中可能包括提供证据的义务等。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香港政府不会就不可抗力事件颁发不可抗力证明。至于其他政
府机构（例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所颁发的证明，本身也
很难成为足以证明不可抗力事件的证据。不可抗力事件的认定
是基于对具体合同条款的解读，该等不可抗力证明可能仅具有
某些证明价值。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规定了救济方式。常见的救济方式包含
延长合同履行的时限、暂停部分或全部合同义务的履行。在暂
停合同履行的情况下，有关合同可能也有关于恢复合同义务的
履行的条款。在不可抗力事件持续较长时间的情况下，合同一
方甚至可能拥有终止合同的权利。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果一方未能正确援引不可抗力条款，其可能构成违约，并可
能面临被另一方追索违约责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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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香港司法机构会定期在 https://www.judiciary.hk/sc/
home/index.html 上向公众发布有关法庭、审裁处和法庭登
记处关闭或重新开放的公告。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由于仲裁程序的机密性质，有关因2019冠状病毒疫情而被暂停
仲裁程序的信息并未对外公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HKIAC”) 
已采取预防措施，例如要求所有到访者填报健康申报表，以使
其能够继续运作，并保证仲裁程序和会议不受影响。

鉴于政府部门就2019冠状病毒疫情采取如旅行限制等遏制疫
情的措施，香港的仲裁机构，包括HKIAC、国际仲裁法院香港分
会(“ICC”)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分会
(“CIETAC”)，均鼓励使用网上仲裁程序和提交电子文档。以下
是各个仲裁机机构的相关信息：

institution:

HKIAC

ICC

CIETAC

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如果合同中没有不可抗力条款，合同方可以援引普通法下的“
合同受挫”原则。不过，香港法庭对“合同受挫”原则采用较为狭
窄的解释，并仅在不可预见的事件使合同的履行在商业上或实
际上不可能、或合同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时允许该原则的适
用。

Li Ching Wing 诉 Xuan Yi Xiong [2004] 1 HKLRD 754一案展现
了援引“合同受挫”原则的困难。该案考虑了在上一次疫情的背
景下“合同受挫”原则的适用。香港法院认为，尽管该疫情可以
说是不可预见的事件，但一间租赁物业因一项十天隔离令而无
法得到正常使用的情况并没有使为期两年的租约受挫失效。

Mark Hughes
合伙人 
安睿顺德伦国际律师事务所
T: +852 3918 3402 
markhughes@ 
eversheds-sutherland.com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

联络

彭俊杰（Wesley Pang)
注册海外律师（纽约州） 
安睿顺德伦国际律师事务所
T: +852 3918 3408 
wesleypang@
eversheds-sutherland.com

韦东勤（Duncan Watt） 
顾问律师 
安睿顺德伦国际律师事务所
T: +852 2186 3286 
duncanwatt@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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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印度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不可抗力的原则在印度受1872年《印度合同法》(“《印度合同
法》”)第56条所规管。根据该条例，若在订立合同后，须履行的
某项行为变得不可能被履行，或因承诺方无法避免的某些事件
使须履行的行为变得违法，则该合同无效。

根据印度的法理,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发生而合同不包括不可抗
力的机制，则合同的效力将按上述法定规则处理。但如合同中
包括不可抗力条款，而法院认为该不可抗力条款与案件的既定
事实更为相关，则法院可能采用合同条款，而不引用《印度合同
法》第56条。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不，合同中可能包括的不可抗力条款有两种：

−  首先，合同中可包括详细条款以明确规定可被视为不可抗力
的事件、情况及因素，或至少明确列出符合不可抗力事件的
条件及广义分类。在该情况下，只有在发生这些明确规定的
事件时，合同一方才可免除其合同义务。

−  另一种可能性是，现今的合同会明确列出某些事件的发生不
应被视为不可抗力事件。合同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以这些事件
的发生作为无法履行合同的抗辩，并因此应为其违反或不履
行合同而承担责任。在该等情况下，如合同方明确承担了“履
行不能”的风险，他们就无法以“履行不能”为由避免履行义
务。如合同规定一项义务是无条件的或不受任何“履行不能”
的影响，则合同一方不能以不可抗力作为抗辩。但在该等情
况下，除了明确被排除于不可抗力范围以外的事件，《印度合
同法》的解释可视具体情况应用于其他事件。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详细审阅合同内容，以确保不可抗
力的可用性和可能提供的抗辩。在大多数情况下，如合同中包
括不可抗力条款，则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条款进行解释。但若合
同中不包括不可抗力条款，则可将《印度合同法》第56条应用于
案件的事实和情况。详情请见以下第7项。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印度合同法》第56条没有规定任何通知要求。

由合同引起的不可抗力主张，通常带有在发生有关事件后的合
理时间内通知其他方的要求。该等通知一般需要在受影响方仍
在遭受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时发出。

此外，要主张不可抗力，则必须证明有关事件被囊括在合同的
不可抗力条款中，或在认可该事件为不可抗力的任何立法文书
之中。

不可抗力事件不能由合同方自己引起，以及合同方须按合理期
望尽可能减轻损失。此外，受影响方对主张不可抗力救济有举
证责任。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由政府机构签发的证明对在《印度合同法》第56条或合同中的
不可抗力条款下主张“履行不能”具有说服力及相关性，但它可
能不会有决定性作用。

近期，印度财政部于2020年2月17日向所有中央政府部委发布
了内部办公备忘录，阐明应将2019冠状病毒在中国或任何其他
国家的传播所造成的供应链中断视为天灾，且在适当的情况
下，可按照正当程序援引不可抗力条款。

当然，印度政府发布的备忘录所适用的范围仅限于政府机关或
部门签订的合同，但它可能对其他包括类似条款的合同具有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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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法院和审裁处一般会在其网站上以及通过各自的律师协会发
布官方公告。截至2020年3月25日，按照政府的封锁令，所有法
院将暂停运作至2020年4月14日。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印度政府正在监测和追踪当前局势。鉴于由2020年3月25日起
整个国家被封锁21天，大多数仲裁程序（特别是特设仲裁程序）
已被延期。

据本所了解，在寻求紧急中期济助的少数情况下，仲裁员可自
由容许各方透过视频或电话出席会议。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一般而言，印度法院倾向只引用上述《印度合同法》第56条或有
关合同中对不可抗力的描述。

Chakrapani Misra
合伙人, 争议管理部 
Khaitan & Co
T: +91 22 6636 5000  
chakrapani.misra@khaitanco.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Manavendra Mishra
首席律师, 争议管理部  
Khaitan & Co
T: +91 22 6636 5000  
manavendra.mishra@khaitanco.com

Sameer Sah
合伙人, 公司商业部 
Khaitan & Co
T: +91 22 6636 5000  
sameer.sah@khaitanco.com

不可抗力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救济方式应主要由（i）合同规定的合同
方权利和义务，以及（ii）不可抗力条款所描述的情况来决定。

通常在该等情况下，合同中会规定救济方式，例如暂停合同至
不可抗力事件结束为止，或延长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限。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可抗力事件持续一段较长时间，合同可
能会提供终止合同的选择权。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主张不可抗力的举证责任在于主张方。如提出错误主张，则可
能被合同其他方提出索赔。遵守合同中规定的程序和报告机
制，并遵守针对有关行业在报告不可抗力事件上的监管要求（
如有）同样重要。 

如不可抗力主张失败，则主张方将面临损害赔偿、利润损失、利
息等方面的索赔，具体视其所主张豁免的违约行为或不履行行
为而定。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亚太地区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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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是，不可抗力的概念被《印度尼西亚民事法典》（“《ICC》“）所认
可。与当今国际法律惯例的常见概念相比，《ICC》所规定的概念
相对不明确。因此，合同方应在草拟合同时自行约定不可抗力
条款。

与不可抗力概念相关的主要法律规则载于《ICC》第1244和
1245条，相关内容如下：

第1244条：

“即使不存在恶意，如有义务方不能证明其不履行或逾期履行
法律义务是由不可预见的、不可归咎于他的原因导致，则应责
令其赔偿费用、损失和利润。”

第1245条：

“如因不受控制的情况或偶然事件而导致有义务方无法交付
或履行义务或犯下禁止的行为，则不会有费用、损失或利润赔
偿。”

第1245条中的“不受控制的情况”或印尼语“keadaan 
memaksa”一词通常译作英语中的“不可抗力”或“天灾”。因
此，毫无疑问地，印度尼西亚法律中存在不可抗力的概念，尽管
第1244条和第1245条均未提供任何不可抗力的示例或对该概
念作详尽的阐述。

在缺乏严格的法定条文下，许多印尼法律学者会以普通法解
释，将不可抗力广义描述为符合下列要求的事件：（i）导致不可
抗力的主张方无法履行义务；（ii）非由主张方导致；及（iii）在构
成义务时主张方未能预见到的事件。然而，不应假定印尼法院
必定会遵循此种解释或任何其他解释。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印度尼西亚沿用的是民事法。《ICC》第1244条和1245条通常适
用于合同方未约定如何处理不可抗力的情况。但印度尼西亚亦
会遵循《ICC》第1338条所订下的“合约自由”原则。因此，本所强
烈建议合同方在书面合同中自行约定不可抗力条款，以补充或
豁免《ICC》的不可抗力条文。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ICC》没有规定主张不可抗力的任何特定要求，包括通知。与

不可抗力的实质解释相同，合同方可在合同中自由约定程序性
要求。在法律诉讼中，一般需要在实质及程序性要求上同时符
合。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印度尼西亚法律目前没有由政府颁发不可抗力证明或等效证
明的机制。但政府机构可以且经常对天灾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
发表评论。印尼法律并不限制法院在决定起因不明的既定情况
是否天灾时将这类声明纳入考虑。

目前没有任何报道表明政府将因2019 冠状病毒疫情而对私人
合同关系发布任何规例、指引或其他通知。如有任何此类通知，
可以预计印尼法院将非常重视。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如合同方约定了救济方式，该等救济方
式一般会被采纳。如合同没有约定救济方式，则根据《ICC》第
1244条和1245条规定，成功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可获免除支
付损害赔偿的义务。事实上，该主张方无需履行与不可抗力事
件有关的义务。

就销售商品而言，《ICC》第1264条规定，在卖方没有过失的前提
下，如商品在合同方尚待满足交付先决条件时已贬值，则买方
可以选择取消合同或在不降低已同意的价格的情况下，要求按
现有状态交付商品。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合同一方错误主张不可抗力并单方面停止履行合同，则该方
可能被视为违反其义务，而其他方可能会成功就不履行合同向
其索赔。尽管《ICC》在第1267条中就强制履行被违反的义务有
所规定，但一般而言，法院不太倾向于判决强制履约，且即使法
院判决强制履约，该等判决很难被执行。因此，主张损害赔偿通
常是最佳的救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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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于2020年3月23日发布了2020年第1号通
函（“通函“），内容涉及调整法官和法院体系的工作系统，以防
止2019冠状病毒在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蔓延。

通函给予法庭审裁处酌情权，以决定是否推迟审理或限制参与
审理的访客。通函同时鼓励民事、宗教和国家行政诉讼中的各
方使用法院近期启用的电子诉讼申请系统。

截至撰文本日，印度尼西亚的几个法院已宣布将民事案件的审
理推迟两周，以配合政府为应对2019冠状病毒所做的防疫工
作。

这类法院公告一般是公开发布的，须不时更新查看。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本所收到口头通知，至2020年3月27日，由印度尼西亚国家仲
裁委员会（BANI）管理的仲裁程序将暂停进行。相关日期可能变
更，须不时更新查看。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虽然《ICC》没有明确认可“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等原则，但
在有效的法律咨询下，可能存在一些替代概念能够达到该等原
则的效果。例如，《ICC》第1254条规定：

“所有旨在做某些不可能的事情、违反道德的事情或法律禁止
的事情的条件均为无效，并使以其为条件的合同无效。”

上述规定中”不可能”一词所包含的情况可存在不同解释。

《ICC》第1381条中有另一示例，相关法条摘选如下：

“义务应……因应交付商品被销毁而终止。”

Michael Scott Carl 
顾问 
SSEK Indonesian Legal 
Consultants 
T: +62 21 29532000 
michaelcarl@ssek.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亚太地区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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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日本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是，《民事法典》将其定义为不可归咎于有义务方的事件。实际
应用上，该定义的解释非常狭窄且缺乏先例参考，因此很难确
定某些特定情况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事件。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不，即使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有义务方也可以根据《民事法
典》主张不可抗力。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主张不可抗力并不需要满足任何法定要求（例如通知）。

但如果合同中约定了某些要求，则主张方必须遵守合同要求。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如政府机构签发了不可抗力证明，则该证明可能会对证明有关
情况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事件具有证据价值。截至撰文本日，日
本尚未曾签发与2019冠状病毒有关的证明。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有义务方将免于承担未能履约的责任。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义务方不履行其合同义务且错误主张不可抗力，则其他方可
能会因义务方违约而要求赔偿损失和/或在提供事先通知的情
况下终止合同。此外，合同一方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本身可能会
成为其他方立即终止合同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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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法院通常会在其网站上宣布关闭或暂停开放。法院迄今尚未关
闭，但已宣布准备与案件当事方就重新安排审理日期进行磋
商，以防止2019冠状病毒的传播。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没有。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不可抗力的一项替代原则是“情势变更”法则。该法则受到最高
法院的判例所认可，其所指的情况如下：

一、  合同方在订立合同时所依赖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  发生此重大变化的情况是主张方无法预见，且非由主张方
导致的;及

三、  对于各方而言，继续被合同约束是非常不公平的。

由此可见，该法则的解释非常狭义。

Junichi Ueda
合伙人 
Anderson Mori & Tomotsune
T: +81 3 6775 1123 
junichi.ueda@amt-law.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Masahiro Yano 
高级律师 
Anderson Mori & Tomotsune
T: +81 6 6485 5718 
masahiro.yano@amt-law.com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亚太地区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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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s 老挝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不可抗力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受认可的概念，并根据《合
同及侵权法》（№01 / NA，2008年12月8日）第3(17)条定义为“
意料之外且不受控制的事件，例如导致有义务方无法履行其义
务的洪水、雷暴、[或]地震”。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如合同未约定主张不可抗力的要求，则会遵循《合同及侵权法》
的一般条文。

《合同及侵权法》第33条规定，如因为广义下的不可抗力事件
导致违约，合同方无需承担责任。《合同及侵权法》第33条没有
定义或限制不可抗力的适用范围。因此，如合同方约定的不可
抗力条款较为严格且不允许某项违约行为，尚不清楚合同方可
否成功就《合同及侵权法》中的不可抗力条文为该违约行为抗
辩。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合同及侵权法》没有明确规定主张不可抗力的关键要求。

《合同及侵权法》第29条规定，即使合同一方已尽其最大努力
履约，如履约时遇到困难，该方必须在履约期限截止前适时将
构成困难的原因通知其他方。该方可用不可抗力作为履约困难
的原因；而主张不可抗力的一个关键要求就是需要通知其他
方。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据本所所知，老挝政府机构未曾颁发不可抗力证明，因此无法
确认不可抗力证明的作用。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如合同未约定救济方式，则遵循《合同及侵权法》的一般条文。

《合同及侵权法》第29条要求合同方须将履约困难通知其他
方。此通知并不会解除该方的合同义务。待相关困难消除后，该
方仍必须履行其合同义务（《合同及侵权法》第29条）。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错误主张不可抗力而不履约，则该方可能违反了合同义务。

如错误主张不可抗力而违约，则该方必须负责赔偿其他方可能
遭受的损失（《合同及侵权法》第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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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需要直接向司法部查询。

9. 需要直接向司法部查询。
据本所所知，在老挝进行的仲裁程序尚未被暂停。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除不可抗力外，合同方可以主张：

−  存在履约困难（《合同及侵权法》第29条规定，如合同一方在
履约时遇到困难，导致其在尽最大努力的前提下仍无法履行
合同义务，则该方必须在履约期限截止前适时将构成困难的
原因通知其他方。）；或

−  暂停合同（《合同及侵权法》第30条规定，已履行了部份合同
义务的合同方可立即通知其他方暂时停止履约。主张暂停履
约的一方可能须向其他方承担损害赔偿）。

Kristy Newby
常务董事 
Lao PDR 
DFDL 
T: +856 21 242 070 
kristy.newby@dfdl.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亚太地区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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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马来西亚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马来西亚法律并没有就不可抗力事件的构成提供一般定义。然
而，马来西亚法律承认“不可抗力”的概念为合同方之间用于解
决各方几乎或完全无法控制的、且会干预或妨碍合同履行的情
况而约定的合同条款。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是，合同必须具体说明哪些事件构成不可抗力，以及发生此类
事件时合同方的权利和义务。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援引不可抗力条款的要求取决于合同中的约定。

在某些情况下，合同可能要求援引该条款的一方须发出书面通
知，或要求有关当局或机构签发的证书或其他文件证明该事件
构成不可抗力事件。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这取决于不可抗力条款的内容。

如合同中没有约定有关此类证明的特定要求，该证明仅可作为
合同一方主张合同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证据。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这取决于各方同意的不可抗力条款中约定的救济方式。可以约
定的救济方式包括：

−  延长履行合同的时限；

−  暂停合同；

−  终止合同；及

−  该条款也可能规定，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期间不得起诉违约
方。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合同一方错误主张不可抗力而不履行合同义务，则该一方有
违反合同条款的风险。

这可能导致针对违约方的损害赔偿和/或强制履行（取决于合同
性质）的索赔。

24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亚太地区不可抗力指南



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法院和其他审裁处会不时更新其网站，以提供关闭或暂停开放
法院的消息。法院的门户网站也在实时更新，以允许律师确认
审理程序及个案处理的休庭期，以及确定新的日期。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没有。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普通法中的“合同受挫”原则受马来西亚法律和1950年《马来西
亚合同法》认可。但由于必须证明履约是不可能或非法的，因此
依赖该原则的门槛相当高。

Nimisha Jaya Gobi 
高级律师 
LAW Partnership 
T: +603-9212 9276 
nimishagobi@law-partnership.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Suaran Singh Sidhu
合伙人 
LAW Partnership
T: +603–9212 9292 
suaransidhu@law-partnership.com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亚太地区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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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nmar 缅甸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不可抗力的原则在缅甸法律下受认可，但没有既定的法律解
释，需通过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有关条款执行。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对，但合同各方亦可根据1872年《缅甸合同法》（“《合同法》”）第
56条的规定主张不可抗力（详情请见下面）。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虽然主张不可抗力的可行性必须根据合同条款判断，但大多数
不可抗力条款会列明通知的要求。根据我所经验而言，该等条
款一般会要求主张方必须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14天内通知
其他方。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一般情况下，缅甸政府机关不会颁发不可抗力证明。不可抗力
是否成立取决于签订的合同，而并非政府机关是否颁发证明。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如果合同包含不可抗力条款，不可抗力的救济方式将取决于双
方之间的合同安排。合同可规定终止合同或推迟履行直至不可
抗力事件结束为止，或者针对受影响一方的义务进行豁免。

如果合同并未包含不可抗力条款，主张方可援引合同法第56条
下的“履行不能”原则作为救济方式，详情请见以下第7项。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合同一方有可能错误地主张不可抗力，以避免合同的强制履
行、推迟履行或终止合同。相关风险取决于合同条款涵盖的范
围，并且风险会因不可抗力条款的不明确、含糊或解释的空间
而增加。如因不可抗力条款的解释造成争议，相关争端将会在
缅甸法院的管辖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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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就缅甸法院或审裁处会否关闭，缅甸政府会通过公告形式公
布。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否，本所对是否有缅甸仲裁程序暂停并不知悉。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合同法》第56条认可“合同受挫“原则。第56条如下：

“协议如果要求一项无法履行的对价应视为无效。

无法履行或违法的对价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如果合同成立后，约定的对价无法履行、违法或在承诺人无法
阻止的情况下变得违法，届时该合同将视为无效。

无法履行或违法的对价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如果合同一方向合同其他方作出承诺，而合同一方当时知悉或
如果经合理查询后应知悉该承诺无法履行或违法、但被承诺方
并不知悉，则承诺方必须就无法履行承诺所造成的损失作出赔
偿。“

如果合同成立后，约定的对价无法履行、违法或在承诺人无法
阻止的情况下变得违法，届时该合同将视为无效。在该情况下，
如果合同并未包含不可抗力条款，针对无法控制或无法预知的
事件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合同法》第56条可为受影响一方提
供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

Nishant Choudhary
合伙人, 副常务董事 及 缅甸银
行与金融业务部主管 
DFDL 
T: +95 9 975 614 820 
nishant.choudhary@dfdl.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本地知识，影响全球
亚太地区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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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Zealand 新西兰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是，不可抗力的原则在新西兰法律下受认可，但并非作为单独
的法律原则。不可抗力的适用仅限于合同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是，不可抗力只适用于存在不可抗力条款的合同。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主张不可抗力的关键要求取决于不可抗力条款的内容。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不可抗力证明一般情况下并无作用，除非该证明触发某法条、
法规、规则、命令或机制。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能获得的救济仅限于不可抗力条款内列
出的救济。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果合同一方错误主张不可抗力并且没有履行其合同义务，将
面临被主张违约的风险并承担赔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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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机构之安排

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建议网上参考相关法院/审裁处的网站： 
www.justice.govt.nz/courts。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否。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有。新西兰法律下认可“合同受挫”的普通法原则。如果因某事
件的发生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导致合同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该
原则一般会解除合同各方的义务。但是如果合同本身是针对某
事件的风险，“合同受挫”将不适用于该情况。

David Quigg
合伙人 
Quigg Partners 
T: +64 4 474 0755 
davidquigg@quiggpartners.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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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istan 巴基斯坦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不可抗力作为合同条款，在巴基斯坦受到广泛认可。不可抗力
是指一切在合同一方控制外且未能预见的事件，导致合同一方
未能完全或部分履行合同。该事件包括非人为事件（包括火灾、
水灾、地震、雷暴、台风或其他天灾）、战争、侵略、外敌的作为、
敌对行为（无论是否宣战）、内战、叛乱、革命、暴动、军事或夺权
或没收、恐怖活动、国有化、政府制裁、封锁、禁运、劳资纠纷、罢
工、停工、选举或电力或电话服务的中断或故障、宵禁、治安状
况。

如需在该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主张不可抗力，相关事件必须被不
可抗力条款涵盖在内方可主张。法院将对该条款予以狭窄的解
释，并会要求主张一方证明合同无法完全或部分履行是由该事
件所致。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是。一般而言，签订合同的各方会谨慎考虑是否在合同内约定
不可抗力条款。但是，倘若合同内没有明文约定不可抗力条款，
合同任何一方将无法主张不可抗力。

3. 是。一般而言，签订合同的各方会谨慎考虑是
否在合同内约定不可抗力条款。但是，倘若合同
内没有明文约定不可抗力条款，合同任何一方
将无法主张不可抗力。
主张不可抗力的关键要求完全取决于合同内不可抗力条款的
内容。一般而言，如果合同一方希望主张不可抗力，其必须在构
成不可抗力的事件发生后于合同设定的时间内通知其他方。

判断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时，重点在于相关事件是否在法律上或
物理上阻碍合同的履行。无法履行合同不同于拒绝履行合同，
不可抗力必须区别于对合同一方造成不便或繁重的义务。一般
而言，由于经济/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合同获利能力产生变
化不属于不可抗力事件，但合同的不可抗力条款已涵盖该事件
且并非由合同其中一方所导致的除外。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不可抗力证明或政府机关的声明的效力取决于订立合同时所
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的实际范围。尽管相关条款内没有明文提
及政府证明，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可能被视为涵盖国家级
紧急事件、非人为事件或疫情。

如最近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政府除颁发该证明之外，还可能
同时禁止大型聚集、进行封锁或要求延期复工，使得受影响的
一方可通过主张不可抗力就履行其义务要求暂时性的救济。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出现不可抗力时，合同内约定的救济可能包含：

−  暂停合同义务直至不可抗力事件完结。

−  延长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限。

−  合同双方就合同条款重新协商。

−  豁免未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但各方均应采取一切合理行
动以减轻损失。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主张不可抗力时必须证明某些无可避免的状况。

倘若通过错误方式主张不可抗力（如：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机制
作出主张），可能导致主张一方被视为放弃其在合同内的权利。
任何受影响一方错误主张不可抗力后的行动(或不作为，视具体
情况而定)，可能被视为违约，其他方可据此向主张一方要求法
律救济。在该等情况下，法院或审裁处将谨慎审视各方没有履
行合同义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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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审裁处的关闭或暂停会于正式通知/通告上公布。例如，在巴基
斯坦，法院已发出通知说明仅为必须紧急处理的案件开庭，而
其他审理程序将推迟约一个月，并规定不应以诉讼其中一方不
出庭作为理由向其下达任何不利的命令。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我所不认为在巴基斯坦暂停仲裁程序需要作任何通知，而且是
否需要通知取决于仲裁人以及仲裁各方的决定。但如果牵涉紧
急仲裁的情况下，仲裁程序可能如期进行。我所就2019冠状病
毒是否导致仲裁程序暂停并不知悉。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除不可抗力外，合同一方亦可援引1872年合同法第56条下的“
合同受挫”原则，即当因为某事件的发生使合同义务完全无法
达成或属违法行为，以致承诺方无法履行合同义务。但是，“合
同受挫”原则仅限于在合同各方控制以外的情况下无法履行时
适用。倘若合同本身设有不可抗力条款，由于不可抗力条款被
视为合同各方已就风险分配作出决定，“合同受挫”原则将无法
适用。

Khalid A Rehman 
合伙人 
Surridge & Beecheno 
T: +92(21) 32427292-4 & 7  
khalidrehman@ 
surridgeandbeecheno.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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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nes 菲律宾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不可抗力是菲律宾法律承认的概念。根据第386号《共和国法》

（Republic Act No.386）第1174条或《新民法典》（New Civil 
Code），不可抗力（也称为偶然事件）的概念及其定义和作用描
述如下：

“除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外，或在协议另有约定的情况下，或
在义务的性质要求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对于无法预见或即使可
预见但不可避免的事件，任何人均无需负责。”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即使合同中未有约定，也可以使用不可抗力的概念。即使在没
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通常也会免除当事
方的相应义务。唯一的例外是当：（a）法律明确指出另有要求时；

（b）双方通过约定另行声明时；或（c）当义务的性质要求承担
风险时。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根据菲律宾的案例，如要免除债务人因不可抗力而违反义务的
责任，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a）违反义务的原因是不可抗力事件，而不是义务人的行为；

（b）该事件是不可预见或不可避免的；

（c）该事件使义务人无法以正常方式履行其义务；和

（d）义务人没有任何参与或加重对另一方的伤害（参见，Phil. 
Realty and Holdings Corp. v. Le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orp., G.R. Nos. 165548 & 167879, 2011年6月
13日）。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菲律宾政府通常不会颁发不可抗力证明。缔约方须证明该事件
是无法预见的，或即使可以预见但不可避免的。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可以作为对违反合同义务的诉讼的抗辩
理由。例如，不可抗力条款可能允许当事方暂停履行合同或解
除当事方的合同义务。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由于不可抗力是对义务执行的抗辩理由，因此，在没有任何其
他抗辩的情况下，错误地主张不可抗力的存在，可能会导致法
院追究当事方不履行其义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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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最高法院可以发布暂停某些法院业务的通函，这些通函可通过
其官方网站查阅。

例如，在2020年3月16日，由于2019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最高法
院发布了第31-2020号行政通函，暂停了全国非紧急法院的诉
讼和听证会等，以及夜间审理程序的运作。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据我们所知，菲律宾至今未有任何仲裁程序被暂停。然而，执行
秘书于2020年3月16日发布的备忘录规定，在2020年3月17日
至2020年4月13日期间，整个吕宋岛被置于“加强小区检疫”的
状态，禁止群众集会；实行严格的家居隔离；限制陆、空、海旅
游；以及限制私人机构的运营等。该备忘录可能会影响受影响
区域内的仲裁程序的进行。

菲律宾争议解决中心（Philippin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Inc.）（“PDRCI”）是菲律宾主要的商业仲裁机构。该中心已发布
通知，其办公室将在2020年3月15日至4月12日临时关闭，以符
合备忘录的要求。根据这些安排，它将继续发送和接收电子文
件、意见和通讯。但是，所有会议、仲裁程序和讨论会（通过电
话、电子邮件或在线进行的会议除外）皆被取消，直到PDRCI另
行通知。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不可抗力的另一种相类似的法律原则是《新民法典》（New Civil 
Code）第1267条中规定的“不可预见事件原则”（也称为Rebus 
Sic Stantibus）。此原则规定：“当服务变得困难以致于显然超
出当事方的考虑范围时，义务人也可以免除全部或部分责任。”

“不可预见事件原则”在以下情况下适用：

（a）该“情势变更”不得在执行合同时所能预见到；

（b）该“情势变更”必须使履行合同极为困难；和

（c）该“情势变更”不得归因于任何一方的行为。

该原则仅适用于未来的履约，不能作为过去不履行合同的抗辩
理由（Tagaytay Realty Co., Inc. v. Gacutan, G.R. No. 160033
，2015年7月1日）。

Ricardo Ma. P.G. Ongkiko 
诉讼部主管 
SyCip Salazar Hernandez  
& Gatmaitan
T: +632 982 3500 / +632 982 3600 /  
+63 908 882 1099 
rmpgongkiko@syciplaw.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Lloyd Marc 
Vincent M. Flores 
律师 
SyCip Salazar Hernandez 
& Gatmaitan
T: +632 982 3500 / +632 982 3600 / 
+632 982 3700  
lmvmflores@sycip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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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新加坡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不可抗力的原则在新加坡法律下受认可，但范围仅限于合同各
方就阻碍或妨碍合同履行的不同情况约定的解决机制。因此不
可抗力没有既定的法律解释，需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有关条款。

2.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是，合同必须存在不可抗力条款并约定构成不可抗力的事件以
及该等事件发生后的权利及义务。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不可抗力的主张是否成立取决于相关的不可抗力条款内容而
定。例如，不可抗力条款可约定该事件不得由合同任何一方所
导致，或主张一方必须书面通知其他方。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不可抗力证明可作为证据支持合同一方主张其受到构成不可
抗力的某事件的影响。然而，其主张的不可抗力是否成立最终
取决于不可抗力条款能否涵盖相关事件，如2019冠状病毒等。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不可抗力的主张成立后享有的救济方式取决于不可抗力条款
本身约定的救济。例如，合同可能约定，如果其中一方因不可抗
力事件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其他方不可向主张一方索取赔偿。
合同也可能约定延长履行合同的期限，或暂停或终止合同。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果合同一方主张不可抗力并暂停履行合同义务或意图因此
终止合同，而后被裁定不可抗力不成立，主张一方可能面临违
约以及被合同其他方索取赔偿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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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如有关闭或暂停，法院以及审裁处会在各自的网站公布。如审
理被取消或延期，代理律师会在网上文件递交平台上得到通
知。

在2020年4月3日，新加坡政府宣布了遏制2019冠状病毒传播
的进一步措施。这些措施将在2020年4月7日至2020年5月4日
期间实施。此外，新加坡法院还发布了法院登记处的通函，宣布
在此期间审理的事项将被推迟，除非该等事项被认为是必要和
紧急的。法院登记处和其他必要服务将继续运作，为必要和紧
急的审理提供协助。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否。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除非合同明文规定“合同受挫”原则不适用，合同一方可援引普
通法下的“合同受挫”原则。

新加坡国会在2020年4月7日通过了2019冠状病毒（临时措施）
法案（COVID 19 (Temporary Measures) Act），该法案旨在为因
2019冠状病毒而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临时救
济。 

就合同索赔而言，如果所涉合同属于法案中所列明的合同类
别，并且违约一方主要是因2019冠状病毒而不能履行其义务，
那么没有违约的另一方不能在救济期限届满之前提起诉讼或
申请仲裁。法案涵盖以下合同类别： 

一、  非住宅不动产的租赁或许可合同； 

二、  建筑合同或供应合同； 

三、  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合同；

四、  为前往新加坡的游客、国内游客或出境游客提供商品或服
务或促进旅游业的某些合同；以及 

五、  银行或金融公司向中小型企业（定义为最近一个财政年度
营业额不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提供贷款的某些合同，其中
可能包括租购协议。 

这些措施将在自法案生效之日（即2020年4月7日）起六个月内
实行。该期限将最多可延长至自案法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Philip Fong 
管理合伙人  
Eversheds Harry Elias
T: +65 6535 0550 
philipfong@eversheds-harryelias.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Weiyi Tan
合伙人 
Eversheds Harry Elias
T: +65 6535 0550 
weiyitan@eversheds-harryeli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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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Korea 韩国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是。根据大韩民国大法院案例，不可抗力取决于：（1）意外/事件
的发生是否在主张不可抗力一方的控制范围外；（2）该意外/事
件的可预知性；以及（3）发生该意外/事件的可预防性。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尽管合同没有明文规定，因不可抗力来自《民法典》（第390条），
不可抗力会被视为合同的隐含条款。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民法典》没有规定主张不可抗力所需的关键要求。是否适用

取决于合同条款内容。例如：如果必须发出通知，该通知的格式
等内容会因合同或经双方同意而定。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韩国的政府机关不会颁发不可抗力证明。其他国家颁发的不可
抗力证明可作为事实的证据，但该证明本身无法作为韩国法院
推断是否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决定性证据。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一、  发出有效不可抗力通知的一方，在不可抗力事件延续的情

况下，可就履行合同义务获得豁免；

二、  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可就赔偿其他方蒙受的损失的金额获
得减免；以及

三、  如果合同明文规定，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亦可要求终止或
修改合同。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可能面临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如条款有
相关约定，合同本身也可能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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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就进行中的诉讼或申诉而言，法院会予以暂停通知。法院如果
关闭，会在法院网站以通过及大众传媒渠道发布。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据说，有仲裁程序受影响被推迟。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韩国的《民法典》认可“情势变更”原则。韩国法院会就根据事实
与具体情况判断是否存在“情势变更”从而导致原先订立的合
同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如属实，法院可允许合同各方废除合同。

李載亨
合伙人 
韩国广场律师事务所
T: +82 2 772 5934 
jaihyung.lee@leeko.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金铉
合伙人 
韩国广场律师事务所
T: +82 2 772 4671 
hyun.kim@leeko.com

Sang Min Lee
律师 
韩国广场律师事务所
T: +82 2 772 4838 
sangmin.lee@leek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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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台湾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台湾法律承认不可抗力的概念。尽管没有法律对不可抗力一词
有所定义，但它在许多法规中出现，并在法院案件和教科书中
被广泛认可。不可抗力通常被理解为非人为事件，是非比寻常、
不可预见且超出人类控制范围的事情。最常见的例子是自然灾
害，例如地震，洪水和台风。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不是，不可抗力无论是否已在合同中规定均可适用。此外，如果
可以证明不可抗力的事实，即使是在侵权诉讼中的被告也可以
主张不可抗力。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除非合同中另有规定，否则主张不可抗力没有任何（例如通知
等）程序要求。关键问题是相关事实是否构成不可抗力。

根据台湾法律，不可抗力不得作为向被告提出要求的“申索”。
它只可作为被告辩称他/她不承担责任的抗辩，因为他/她无法
阻止所被指控的损害。

具体而言，在侵权诉讼中，一般规则是被告必须是“故意的”或“
疏忽的”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损害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则
意味着被告没有疏忽，因此不必承担责任。在大多数合同索赔
中，被告仅在损害归因于他/她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
被告可以确定损害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则通常不需承担责
任。

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损害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被告
也应承担责任。其中一个例子是《民法》第231条，其中规定：“债
务人迟延者，债权人得请求其赔偿因迟延而生之损害。前项债
务人，在迟延中，对于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损害，亦应负责。但债
务人证明纵不迟延给付，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不在此限。“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法律不要求政府颁发此类证明或规定此类证明颁发后具有特
殊效力。实际上，台湾政府通常不会颁发此类证明。

在极少数情况下，政府确实会颁发证明，其效果取决于政府颁
发证明的身份。例如，如果政府是合同的当事方，并按照合同条
款签发证明，则该证明的效力应根据合同确定。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当原告试图就所指控的损害追究被告的责任时，被告可以援引
不可抗力作为辩护。例如，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未能履行合同
义务，将不进行赔偿。 （请参阅我们对以上问题3的答复。）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果以不可抗力所作的抗辩不被法院接受，则被告可能会对被
指控的损失负责（受其他法律要求的约束）。此外不存在其他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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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到目前为止，台湾还没有法院关闭。当发生台风、洪水或地震等
自然灾害时，政府有权决定在受灾地区关闭所有政府机构（包
括法院）。但是，即使在2003年SARS流行高峰期间，法院也没有
被关闭。请注意，台湾国会已经制定了一项特别法律，授权政府
采取必要步骤对付2019冠状病毒。如果政府发现由于2019冠
状病毒而有必要关闭法院，届时政府则很可能会正式作出宣
布。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知悉任何仲裁程序因2019冠状病毒而未
经当事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被暂停。不过，由于仲裁程序不向公
众开放，因此我们无法查证此类信息。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根据台湾法律，“情势变更”是可以适用的，但它不能替代不可
抗力。 “情势变更”是一项独立的救济措施，使法院能够调整当
事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相关法规如下：

《民法》第227-2条规定：“契约成立后，情事变更，非当时所得
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失公平者，当事人得声请法院增、减其
给付或变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前项规定，于非因契约所发生之
债，准用之。”

《民事诉讼法》第397条规定：” 确定判决之内容如尚未实现，而
因言词辩论终结后之情事变更，依其情形显失公平者，当事人
得更行起诉，请求变更原判决之给付或其他原有效果。但以不
得依其他法定程序请求救济者为限。前项规定，于和解、调解或
其他与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者准用之。”

在这两种情况下，要进行调整的一方都必须向法院提起诉讼。
然后，双方都必须提交支持或反对调整的理由和证据。法院将
决定是否进行任何调整，如果需要，应如何进行调整。这类诉讼
很普遍，法院会像对待其他案件一样处理。案件的结果取决于
法庭上的论点和证据。

林之岚
合伙人 
理律法律事务所
T: +886 2 2763-8000 Ext 2166 
alanlin@leeandli.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陈怡雯
合伙人 
理律法律事务所
T: +886 2 2763-8000 Ext 2194 
yiwenchen@leeand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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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泰国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是，不可抗力的概念在泰国法律体系中得到认可。《民商法》

（“CCC”）第8条将不可抗力定义为“任何正在发生或导致有害
结果的，且对其或威胁要对其发生的人，采取在他的处境和情
况下所能够期望的适当措施，也无法避免的事件。”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是。不过，潜在的重要问题是：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范围有多
大？是否能将2019冠状病毒的爆发列为不可抗力情况之一？

在没有不可抗力条款的情况下，当事方可以考虑根据合约无法
履行的一般原则寻求救济（如下文第7节所述）。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泰国法律没有针对以不可抗力条款要求救济的具体关键要求。

通常，不可抗力条款本身将包括相有关各方必须遵循才能有效
地要求救济的程序，例如送达不可抗力书面通知。

此外，在起草不可抗力通知时，必须注意列明：

−  将不可抗力书面通知送达何方；

−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后，书面通知已符合发出书面不可抗力通
知的任何时限规定（注：鉴于人员和货物的活动受到2019 冠
状病毒爆发限制，该时限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和

−  送达方开始暂停履行合同中的有关义务，并承诺当不可抗力
事件结束后，将恢复履行义务。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泰国政府没有颁发不可抗力证明的法律机制。

不过，相关的政府机构可以根据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发布命
令并行使有关权力，这可以赋予他们广泛的酌情权，发布命令
以解决国家安全、传染病或自然灾害等问题，其中包括紧急状
态法或戒严法。例如，公共卫生部有权发布声明，宣布2019冠状
病毒为“危险传染病”，该术语用于要求卫生当局进行特定控制
措施，包括强制隔离和执行更严格的预防措施，例如禁止公开
聚会，关闭边境，实施旅行禁令以及命令疑似患者和病毒携带
者在医院进行隔离等。根据合同的性质，此类命令或通知可能
会导致不可抗力事件。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方
式的救济？
除非现有合同中有明确规定，否则可用的救济方式（也称为不可
抗力事件的结果）属于合同方之间协商的范围，但受到例如不履
行期限和交易性质等因素的约束。

在最常见的情况下，可用的救济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

−  暂停履行合同义务；

−  不履行或延迟履行义务；

−  终止合同；

−  时间延迟至目标日期；

−  重新谈判合同条款；和/或

−  采取救济措施和/或合同治理措施。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在根据不可抗力条款要求救济之前，我们建议当事方评估由此产
生的任何长期影响和/或直接影响，因为根据不可抗力条款错误
地要求救济的行为可能导致该方无法免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并可能触发另一方的权利或主张。

此外，鉴于2019冠状病毒的广泛影响，其他业务合作伙伴和竞争
对手很可能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考虑对违反合同的卖方或
供货商提出法律诉讼的当事方应在采取此类法律行动之前，考虑
替代卖方或供货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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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您可以通过泰国相关法院的官方网站以及泰国仲裁协会（“TAI”）

（仲裁）或泰国仲裁中心（“THAC”）获取其发布的任何公告。

至今为止，泰国民事法院总干事宣布了将所有从2020年3月24
日至2020年5月31日的审理程序推迟至民事法院认为合适的其
他日期，但以下除外：

−  任命遗产管理人；

−  宣布失踪；

−  已获法院排期听取判决的案件；

−  案件当事人已准备好并希望继续进行听证的案件；和

−  负责的法官认为诉讼可以继续进行而不会给有关当事方带
来安全问题，并且延期对一方或双方均会造成不利影响的案
件。

推迟的日期应考虑当事人双方是否同意。

在泰国民事法院总干事的宣布之后，其他法院和法庭很可能会
采取上述措施。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据我们所知，有些仲裁安排已经被推迟。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合同受挫”和“情势变更”的原则在泰国并不没有普遍适用。
不过，在特许项目的安排中，“情势变更”的典型情况一般包括
监管税制的变化，以及东道国为行使其主权职能而采取的任何
单方面行动（通常在稳定条款下予以解决）。

此外，泰国法律制度根据CCC第205条和第219条规定了合同无
法履行的一般原则，提供了另一种救济。根据该原则，如果因为
在债务形成后发生了债务人因非其负责的情况而无法履行义
务，则债务人可以免除其合同义务。不过，根据CCC的一般规定，
这种“安全阀”的范围通常相当有限，而且比起妥善起草的合同
条款更为不确定。因此，通常更可取的是依靠已经商定的不可
抗力条款，而不是依靠一般法律原则。

Kraisorn Rueangkul
合伙人 
DFDL 
T: +66 2 059 4090 
kraisorn@dfdl.com

联络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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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越南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个受认可的法律原则吗？它是
如何定义的？
是。根据《越南民法典》第156（1）条，不可抗力事件是在客观角
度上不可预见的，并且无法通过采取所有可能的、必要的和可
接受的措施补救的事件。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关条款的前提
下才适用吗？
否。即使合同中未有规定，不可抗力仍可能适用。根据《越南商
法》第294.1（b）条，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违约方将无须承担
法律责任。

3. 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关键要求（例如通知）？
根据《越南商法》第295条，违约方必须：（1）就任何不可抗力事
件以及此事件的可能后果立即通知另一方；（2）在不可抗力终
止时立即通知另一方；及（3）承担向受影响方证明事件是不可
抗力之一的责任。

4. 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有何作用？
越南法律对政府机构颁发的不可抗力证明不予考虑。

5.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获得什么
方式的救济？
根据《越南商法》第296条，当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双方可同意
延长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但不包括具有固定履行期限的买卖
合同或服务合同。如果双方不同意延长履行期限，则在不可抗
力事件期间内，合同履行期限将自动延长，并附加合理的时间
用以补救不可抗力事件的后果，但：如合同履行期限自执行之
日起少于12个月，总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五个月；若合同履行
期限自执行之日起少于12个月，总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八个
月。

如果不可抗力在上述相关时限之后仍然持续，则任何一方都可
以拒绝履行合同而不会遭受任何后果。但是，拒绝履行合同的
一方必须在上述期限届满后的10天内，且在另一方才开始履行
合同之前，将其拒绝履行合同的情况通知另一方。

6. 错误主张不可抗力有什么风险？
如果违约方错误地主张不可抗力，则视为违约，并且该违约方
应承担法律和合同规定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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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从何处得知法院或其他类型的审裁处是否
已关闭或暂停开放？
根据2020年3月10日01/2020 / CT-CA号指令，越南最高人民法
院要求越南所有法院暂停运作，直到3月底（2020年3月31日）。

该指令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最高人民法院电子门户网站
的以下链接中发布：

https://www.toaan.gov.vn/webcenter/portal/spc/
home

9. 在本司法管辖区内进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响被暂停？
据我们所知，越南至今未有任何仲裁程序被暂停。

其他法律原则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类似的法律原则，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势变更”吗？
是。《越南民法典》第420条提及“在情势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况下
履行合同”的法律原则，可以用来替代不可抗力。

在情势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况下，利益受到影响的一方有权要求
另一方在合理的时间内重新谈判合同。

如果当事各方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就合同的修改达成协议，则
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法院：（1）在判定的时间内终止合同；或（2）
修改合同以平衡因情势发生重大变更而引起的当事方的合法
权益的变化。

仅在合同的终止将造成比合同履行成本高的损失和损害的情
况下，法院才可以对合同的修改作出决定。

在协商修改或终止合同的过程中以及法院处理案件期间，除非
另有协议，当事各方必须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Hoang Phong Anh
合伙人 
DFDL 
T: +84 24 3936 6411 
phonganh.hoang@dfd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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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系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们的联盟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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