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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中的資訊截至2020年3月26日是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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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知識，影響全球

正如您將在本指南中發現，針對廣泛的被稱為不可抗力的事
件，亞洲各司法管轄區有不同處理方法。一些國家要求存在明
文條款以援引不可抗力為抗辯理由，另一些國家則沒有相關的
要求，並承認不可抗力作為法定抗辯理由。一些國家的法律認
可“情勢變更”的概念，允許當事方尋求發生不可抗力事件時一
般可以主張的救濟。某些國家（例如中國）的政府機構會頒發不
可抗力證明。

希望本指南對您有所説明。本指南旨在提供一個快速的參考，
因此，如果您需要更詳盡的說明，請聯繫特定條目的作者。

本指南的構思源自於本所近期為一家國際銀行“在家辦公”的香
港法律團隊提供的有關不可抗力的網路研討會。該銀行的業務
遍佈亞洲，與會者也對其他國家就不可抗力的處理方法提出了
疑問。這些問題背後的假設是，主張不可抗力需要在合同中明確
包含不可抗力條款。

非常感謝安睿順德倫亞太
聯盟的所有律師事務所，
特別在當前這個非常困難的時
期，為本指南作出的貢獻。

伊敦文 (Mark Yeadon)
亞洲區訴訟及糾紛管理部主管
安睿順德倫國際律師事務所
T: + 852 2186 3225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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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澳洲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不可抗力僅在合同中有所規定時才適用。其不是一般法律原
則。不可抗力通常被定義為一方無法控制或無法合理控制的事
件。此外，合同中可能會有相關的條件以排除某些特定事件，例
如可以通過良好的操作規範預防或克服的事件。不可抗力的目
的是免除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而無法履行合同義務的責任。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是。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這取決於相關的不可抗力條款，且存在許多不同的形式和內
容。希望主張不可抗力的一方可能需要通知另一方有關的不可
抗力事件、該事件的性質和發生原因、其可能的持續時間、所影
響的合同義務、為減低其影響而建議採取的行動以及實際採取
的行動。

主張不可抗力的一方還必須減輕不可抗力事件對其履行合同
的影響，並證明該事件不能通過採取合理措施而克服。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澳洲政府機構不會頒發不可抗力證明。在一份受澳洲法律規範
的合同中，外國政府機構簽發的證明可能作為發生不可抗力事
件的證據，但除非合同中有所規定，否則其不能作為決定性證
據。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合同方可以獲得合同中約定的救濟方式。其中可能包括暫停合
同方的義務，直到有關事件不再阻礙該義務的履行、延長履行
義務的時限以及在合同暫停持續超過特定的時間範圍或對義
務履行造成超過一定程度的影響的前提下，（由一方或雙方）終
止合同。相關合同條款通常規定不可抗力事件並不能免除合同
方付款的義務。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果一方錯誤主張不可抗力，其可能面臨違約或毀約以及相關
的損害賠償、終止合同、強制履行和其他救濟方式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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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機構之安排

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相關資訊可直接從法院登記處或其網站取得。州最高法院、地
方法院以及聯邦法院已經發佈了有關2019冠狀病毒的資訊，包
括將繼續進行的案件、將被延期的案件、將通過視頻或電話會
議或其他安排進行的案件的資訊。法院登記處將與訴訟各方聯
繫，以詳細說明將如何處理其案件。法院提議的各項選擇包括
延期或暫停審理、網上審理、僅進行書面審理或輔以視頻或電
話連接等。澳洲所有新的陪審團審判都已暫停。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本所目前尚未收到有關暫停仲裁程序的報告。由於這些是私人
程序，相關各方可以商定如何應對。例如，公認的爭端解決機構
之一的Australian Disputes Centres（澳洲爭端中心）正在制定
營運持續規劃，以確保其服務在需要時仍可以遠端的方式提
供。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類似的法律原則，例
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如果合同沒有不可抗力條款，合同方將需要依賴合同受挫原
則。合同方可以在因為發生了其無法控制的重大事件，使合同
發生了根本性的變更，而實質上不再是合同各方最初同意的合
同的情況下免除其責任。法院並不會輕易容許合同受挫原則的
應用。澳洲法律並沒有“情勢變更”或“艱難情形”的單獨概念。 Eugene Fung 

合夥人  
Thomson Geer
T: +61 7 3338 7524 
efung@tglaw.com.au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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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ladesh孟加拉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1872年《合同法》（“《合同法》”）或孟加拉的其他法規均未定義
不可抗力一詞。不過，由於孟加拉是一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不
可抗力這個概念受到認可，並在實踐中有所使用。另外，《合同
法》闡述了合同受挫的概念。請參閱以下第7條的內容。

從普通法的角度來看，我們將不可抗力理解為一組不可預見的
事件，這些事件是任何一方均無法控制的，並且會阻礙一方履
行其在任何合同下的義務。發生不可抗力事件時，合同方可以
要求免除合同中的履行義務。通常，什麼事件能構成不可抗力
事件（以及不可抗力事件發生時各方的行動）將取決於相關合
同的具體條款。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由於不可抗力未在任何法規中被定義，因此不可抗力僅在合同
條款中有所明確規定時才適用。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由於不可抗力未在任何法規中被定義，因此當地法律沒有關於
主張不可抗力的要求。主張不可抗力的任何程序要求都完全取
決於相關合同中的規定。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我們並未留意到任何法律或法規賦予任何政府機構頒發不可
抗力證明所的權力。此外，孟加拉沒有政府機構頒發此類證明
的先例。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不可抗力的救濟方式將受有關合同條款約束。通常，不可抗力
條款允許延長履行合同義務的時限。在某些情況下，合同將在
不可抗力事件發生期間被暫停。如果不可抗力事件持續較長的
時間，則雙方可能有權終止合同。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果錯誤主張不可抗力，不存在過錯的一方可以將另一方告上
法庭，並為因錯誤主張不可抗力而蒙受的損失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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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機構之安排

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孟加拉最高法院的官方網站提供的時間表，列明瞭孟加拉最高
法院因法院休假和公眾假期而關閉的日期。除最高法院外，下
級法院並沒有可提供開放情況的資訊的相關網站。通常，有關
法院開放情況的資訊可通過當地媒體報導和親臨法院而獲得。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本所未收到任何仲裁程序因2019冠狀病毒而被暫停的消息。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類似的法律原則，例
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在合同中沒有不可抗力條款的情況下，合同方可以根據《合同
法》第56條主張合同受挫無效。要援引“合同受挫”原則，希望援
引該原則的一方必須證明由於某些不可預見的事件的發生，合
同的履行變得絕對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不可能履行的
合同都是無效的。

Shahwar Jamal Nizam 
合夥人 及  
孟加拉董事總經理 
DFDL
T: +880 2 9862510 
shahwar.nizam@dfdl.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本地知識，影響全球
亞太地區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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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odia 柬埔寨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是。不可抗力在柬埔寨民法典中通常被定義為不可預見的、超
出個人意願且無法克服的事件。除此以外，柬埔寨法律沒有關
於不可抗力的進一步定義、解釋或指導意見。此外，由於柬埔寨
法院通常不會發佈其裁決，因此並沒有公開的司法解釋以供詮
釋不可抗力的概念、不可抗力事件的構成或不可抗力事件就合
同各方履行合同義務所導致的後果。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是。在未能按合同條款履行義務的情況下，合同方可以根據不
可抗力事件提出抗辯，而此權利系由各方約定的合同條款而產
生。此外，柬埔寨民法典的某些規定允許即使在合同中未明確
規定此權利的情況下，也可基於不可抗力提出抗辯。這包括承
租人、不動產買賣雙方、受託人和承運人的抗辯等。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柬埔寨法律沒有規定相關要求。事實上，例如通知等要求是由
合同中各方同意的相關條款所規定的。

為了確保完整性，一般而言，就主張不可抗力抗辯而言，不可抗
力條款會定義一些必定會對交易或運營產生影響、以致無法履
行合同義務的事件。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柬埔寨並沒有關於政府頒發不可抗力證明的已知先例或監管
框架。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柬埔寨法律未涉及此類救濟方式。實際上，在不可抗力事件中
的救濟方式是由合同中雙方同意的相關不可抗力條款所規定
的。通常，除了某些固有的規定（例如管轄法律、爭議解決、保密
性、不競爭等規定），此類條款還會初步要求一個暫停期（通常
為三個或六個月）；此後，如果不可抗力事件持續存在，則合同
方可終止合同，而不會導致責任，也沒有義務繼續履行合同。不
過，必須指出的是，柬埔寨沒有關於此類合同條款的可執行性
的任何司法或官方指導意見。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鑒於沒有針對或解釋不可抗力事件或主張不可抗力的法律框
架、歷史、司法或官方指導意見，錯誤主張不可抗力確實存在風
險。因此，法院在考慮有關不可抗力申訴時（例如合同一方拒絕
履行合同義務），法院可能不會作出有利於該申訴的裁決（以該
事件構成不可抗力事件為基礎），並可判定援引不可抗力條款
的一方就主張不可抗力並拒絕履行合同義務實際上構成違約。
現階段尚沒有關於重大傳染病是否會在民法典下被視為不可
抗力事件的司法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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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仲裁機構之安排

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柬埔寨沒有此類資訊的集中資料庫。事實上，每個法院和仲裁
機構都會在各自的網站和社交媒體上發佈此類公告。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至今為止，本所對是否有仲裁程序被暫停並不知悉。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根據柬埔寨民法典，如果在義務人沒有過錯的情況下，合同規
定的義務無法得到履行，則該義務將被免除，而權利人不可要
求義務人履行該義務。不過，民法典並沒有特別承認通過“合同
受挫”或“情勢變更”而免除履行合同義務的概念。這些概念如
果在合同中有明確規定並得到合同各方同意，則可能是可執行
的。

Chris Robinson
合夥人，柬埔寨董事總經理 
及 柬埔寨公司及商業事務部
主管  
DFDL
T: +855 23 210 400 
chris.robinson@dfdl.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本地知識，影響全球
亞太地區不可抗力指南

11

mailto:chris.robinson%40dfdl.com?subject=


China 中國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
法》，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概念，指的是任何無法預見、無
法避免且無法克服的客觀情況。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不是。由於不可抗力是中國法律下受認可並有相關法律規定的
概念，因此合同條款僅定義了特定事件的發生是否構成不可抗
力。例如，如果合同各方同意重大傳染病的發生將構成不可抗
力事件，那麼當前2019冠狀病毒的爆發將具有構成不可抗力事
件的資格。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如果合約方希望以不可抗力為由免除其任何合同義務，則必須
證明不可抗力事件（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例如其自身的拖延）
導致履行或及時履行其全部或部分合同義務變得不可能。

除了證明因果關係外，至關重要的是，要根據具體情況考慮不
可抗力事件的發生時間以及受影響方是否可以採取任何措施
來克服相關事件的影響。法院將考慮這些因素，以確定主張不
可抗力的一方是否確實無法預料、避免和克服相關事件。

為了減輕另一方的損失，主張不可抗力的一方還有義務立即通
知對方其因不可抗力事件而未能履行合同義務的情況，並在合
理時間內提供不可抗力的證明（如果合同有所規定或由對方要
求）。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在中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目前正在向總部在中國的公
司提供不可抗力的“盾牌”證明。這些公司正試圖為由於2019冠
狀病毒病爆發而不可避免地暫停履行合同義務的情況進行抗
辯。儘管頒發此類證明可能會讓與中國公司簽約的合同方感到
擔憂，但從嚴格的法律角度來看，這些證明並不是免除中國公
司所有合同義務的正式或決定性的裁決。相反，這些證明僅具
有證據作用，最終由具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或仲裁庭根據具體
情況和其他相關因素一併考慮。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如果在合同中規定了不可抗力救濟方式，則合同方在成功提出
不可抗力抗辯後，可以免除其在相關合同中的部分或全部的義
務，只要該等義務在沒有發生不可抗力事件的情況下是可以被
履行的。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導致合同目的受挫，則合同方可終
止合同而不會被沒收任何保證金。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果一方由於錯誤主張不可抗力而未能履行合同義務，則有可
能構成違約，並面臨被另一方提出損害賠償的要求。不過，即使
一方沒有資格主張不可抗力，其仍可能主張“情勢變更”。對該
原則的簡要討論請參閱以下對第7條問題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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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地區法院和仲裁庭可根據對當地情況的評估和/或政府主管部
門發佈的通知或公告，決定是否暫停開放或關閉。有關決定可
以在各個法院或仲裁庭的官方網站上找到。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在撰寫本文時，儘管大多數中國法院和仲裁庭已經重新開放，
但實際上，許多聽證和審判仍在被暫停，以等待進一步的安排。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合同方還可以依賴“情勢變更”原則。

主張不可抗力要求合同的目的完全受挫，而“情勢變更”則指合
同義務因只有在成本非常高的情況下才能繼續履行而對合同
方完全不合理。

我們看到中國法院越來越多地認可當2019冠狀病毒的影響構
成不可抗力事件和“情勢變更”時，上述兩種救濟方式同樣適
用。

昃傑
北京代表處管理合夥人 
中國區公司業務主管 
安睿順德倫國際律師事務所
T: +86 10 6583 7388 
jayze@eversheds-sutherland.com

蔡亦銘
上海代表處管理合夥人 
安睿順德倫國際律師事務所
T: +86 21 6137 1007 
jackcai@eversheds-sutherland.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

本地知識，影響全球
亞太地區不可抗力指南

13

mailto:jayze%40eversheds-sutherland.com%20?subject=
mailto:jackcai%40eversheds-sutherland.com%20?subject=
mailto:markyeadon%40eversheds-sutherland.com?subject=
mailto:markyeadon%40eversheds-sutherland.com?subject=


Hong Kong 香港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根據香港法律，不可抗力一詞指由於合同方因其無法控制的特
殊事件的發生對合同履行造成影響，而得以暫停部分或全部合
同義務的履行的相關合同條款。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只有在合同中存在不可抗力條款的前提下，才能夠根據香港法
律進行援引不可抗力。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主張不可抗力的要求取決於相關不可抗力條款的內容。希望主
張不可抗力的一方首先需要考慮發生的事件是否構成有關合
同下的不可抗力事件。此外，主張一方還應注意其他可能相關
的要求，例如採取救濟方式以減輕不可抗力事件的影響、遵守
特定的通知要求，其中可能包括提供證據的義務等。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香港政府不會就不可抗力事件頒發不可抗力證明。至於其他政
府機構（例如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所頒發的證明，本身也
很難成為足以證明不可抗力事件的證據。不可抗力事件的認定
是基於對具體合同條款的解讀，該等不可抗力證明可能僅具有
某些證明價值。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條款規定了救濟方式。常見的救濟方式包含
延長合同履行的時限、暫停部分或全部合同義務的履行。在暫
停合同履行的情況下，有關合同可能也有關於恢復合同義務的
履行的條款。在不可抗力事件持續較長時間的情況下，合同一
方甚至可能擁有終止合同的權利。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果一方未能正確援引不可抗力條款，其可能構成違約，並可
能面臨被另一方追索違約責任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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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香港司法機構會定期在https://www.judiciary.hk/sc/
home/index.html 上向公眾發佈有關法庭、審裁處和法庭登
記處關閉或重新開放的公告。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由於仲裁程序的機密性質，有關因2019冠狀病毒疫情而被暫停
仲裁程序的資訊並未對外公佈。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HKIAC”) 
已採取預防措施，例如要求所有到訪者填報健康申報表，以使
其能夠繼續運作，並保證仲裁程序和會議不受影響。

鑒於政府部門就2019冠狀病毒疫情採取如旅行限制等遏制疫
情的措施，香港的仲裁機構，包括HKIAC、國際仲裁法院香港分
會(“ICC”)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分會
(“CIETAC”)，均鼓勵使用網上仲裁程序和提交電子文檔。以下
是各個仲裁機機構的相關資訊：

HKIAC

ICC

CIETAC

司法/仲裁機構之安排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如果合同中沒有不可抗力條款，合同方可以援引普通法下的“
合同受挫”原則。不過，香港法庭對“合同受挫”原則採用較為狹
窄的解釋，並僅在不可預見的事件使合同的履行在商業上或實
際上不可能、或合同本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時允許該原則的適
用。

Li Ching Wing 訴 Xuan Yi Xiong [2004] 1 HKLRD 754一案展現
了援引“合同受挫”原則的困難。該案考慮了在上一次疫情的背
景下“合同受挫”原則的適用。香港法院認為，儘管該疫情可以
說是不可預見的事件，但一間租賃物業因一項十天隔離令而無
法得到正常使用的情況並沒有使為期兩年的租約受挫失效。

Mark Hughes
合夥人 
安睿順德倫國際律師事務所
T: +852 3918 3402 
markhughes@ 
eversheds-sutherland.com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

聯絡

彭俊傑（Wesley Pang)
註冊海外律師（紐約州） 
安睿順德倫國際律師事務所
T: +852 3918 3408 
wesleypang@
eversheds-sutherland.com

韋東勤（Duncan Watt） 
顧問律師 
安睿順德倫國際律師事務所
T: +852 2186 3286 
duncanwatt@
eversheds-suther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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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印度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不可抗力的原則在印度受1872年《印度合同法》(“《印度合同
法》”)第56條所規管。根據該條例，若在訂立合同後，須履行的
某項行為變得不可能被履行，或因承諾方無法避免的某些事件
使須履行的行為變得違法，則該合同無效。

根據印度的法理,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發生而合同不包括不可抗
力的機制，則合同的效力將按上述法定規則處理。但如合同中
包括不可抗力條款，而法院認為該不可抗力條款與案件的既定
事實更為相關，則法院可能採用合同條款，而不引用《印度合同
法》第56條。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不，合同中可能包括的不可抗力條款有兩種：

−  首先，合同中可包括詳細條款以明確規定可被視為不可抗力
的事件、情況及因素，或至少明確列出符合不可抗力事件的
條件及廣義分類。在該情況下，只有在發生這些明確規定的
事件時，合同一方才可免除其合同義務。

−  另一種可能性是，現今的合同會明確列出某些事件的發生不
應被視為不可抗力事件。合同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以這些事件
的發生作為無法履行合同的抗辯，並因此應為其違反或不履
行合同而承擔責任。在該等情況下，如合同方明確承擔了“履
行不能”的風險，他們就無法以“履行不能”為由避免履行義
務。如合同規定一項義務是無條件的或不受任何“履行不能”
的影響，則合同一方不能以不可抗力作為抗辯。但在該等情
況下，除了明確被排除於不可抗力範圍以外的事件，《印度合
同法》的解釋可視具體情況應用於其他事件。

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詳細審閱合同內容，以確保不可抗
力的可用性和可能提供的抗辯。在大多數情況下，如合同中包
括不可抗力條款，則必須嚴格按照相關條款進行解釋。但若合
同中不包括不可抗力條款，則可將《印度合同法》第56條應用於
案件的事實和情況。詳情請見以下第7項。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印度合同法》第56條沒有規定任何通知要求。

由合同引起的不可抗力主張，通常帶有在發生有關事件後的合
理時間內通知其他方的要求。該等通知一般需要在受影響方仍
在遭受不可抗力事件的影響時發出。

此外，要主張不可抗力，則必須證明有關事件被囊括在合同的
不可抗力條款中，或在認可該事件為不可抗力的任何立法文書
之中。

不可抗力事件不能由合同方自己引起，以及合同方須按合理期
望盡可能減輕損失。此外，受影響方對主張不可抗力救濟有舉
證責任。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由政府機構簽發的證明對在《印度合同法》第56條或合同中的
不可抗力條款下主張“履行不能”具有說服力及相關性，但它可
能不會有決定性作用。

近期，印度財政部於2020年2月17日向所有中央政府部委發佈
了內部辦公備忘錄，闡明應將2019冠狀病毒在中國或任何其他
國家的傳播所造成的供應鏈中斷視為天災，且在適當的情況
下，可按照正當程序援引不可抗力條款。

當然，印度政府發佈的備忘錄所適用的範圍僅限於政府機關或
部門簽訂的合同，但它可能對其他包括類似條款的合同具有參
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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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法院和審裁處一般會在其網站上以及通過各自的律師協會發
佈官方公告。截至2020年3月25日，按照政府的封鎖令，所有法
院將暫停運作至2020年4月14日。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印度政府正在監測和追蹤當前局勢。鑒於由2020年3月25日起
整個國家被封鎖21天，大多數仲裁程序（特別是特設仲裁程序）
已被延期。

據本所瞭解，在尋求緊急中期濟助的少數情況下，仲裁員可自
由容許各方透過視頻或電話出席會議。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一般而言，印度法院傾向只引用上述《印度合同法》第56條或有
關合同中對不可抗力的描述。

Chakrapani Misra
合夥人, 爭議管理部 
Khaitan & Co
T: +91 22 6636 5000  
chakrapani.misra@khaitanco.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Manavendra Mishra
首席律師, 爭議管理部 
Khaitan & Co
T: +91 22 6636 5000  
manavendra.mishra@khaitanco.com

Sameer Sah
合夥人, 公司商業部 
Khaitan & Co
T: +91 22 6636 5000  
sameer.sah@khaitanco.com

不可抗力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在不可抗力事件發生時，救濟方式應主要由（i）合同規定的合同
方權利和義務，以及（ii）不可抗力條款所描述的情況來決定。

通常在該等情況下，合同中會規定救濟方式，例如暫停合同至
不可抗力事件結束為止，或延長履行合同義務的時限。

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不可抗力事件持續一段較長時間，合同可
能會提供終止合同的選擇權。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主張不可抗力的舉證責任在於主張方。如提出錯誤主張，則可
能被合同其他方提出索賠。遵守合同中規定的程序和報告機
制，並遵守針對有關行業在報告不可抗力事件上的監管要求（
如有）同樣重要。 

如不可抗力主張失敗，則主張方將面臨損害賠償、利潤損失、利
息等方面的索賠，具體視其所主張豁免的違約行為或不履行行
為而定。

本地知識，影響全球
亞太地區不可抗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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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 印尼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是，不可抗力的概念被《印尼民事法典》（“《ICC》“）所認可。與當
今國際法律慣例的常見概念相比，《ICC》所規定的概念相對不
明確。因此，合同方應在草擬合同時自行約定不可抗力條款。

與不可抗力概念相關的主要法律規則載於《ICC》第1244和
1245條，相關內容如下：

第1244條：

“即使不存在惡意，如有義務方不能證明其不履行或逾期履行
法律義務是由不可預見的、不可歸咎於他的原因導致，則應責
令其賠償費用、損失和利潤。”

第1245條：

“如因不受控制的情況或偶然事件而導致有義務方無法交付
或履行義務或犯下禁止的行為，則不會有費用、損失或利潤賠
償。”

第1245條中的“不受控制的情況”或印尼語“keadaan 
memaksa”一詞通常譯作英語中的“不可抗力”或“天災”。因
此，毫無疑問地，印尼法律中存在不可抗力的概念，儘管第1244
條和第1245條均未提供任何不可抗力的示例或對該概念作詳
盡的闡述。

在缺乏嚴格的法定條文下，許多印尼法律學者會以普通法解
釋，將不可抗力廣義描述為符合下列要求的事件：（i）導致不可
抗力的主張方無法履行義務；（ii）非由主張方導致；及（iii）在構
成義務時主張方未能預見到的事件。然而，不應假定印尼法院
必定會遵循此種解釋或任何其他解釋。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印尼沿用的是民事法。《ICC》第1244條和1245條通常適用于合
同方未約定如何處理不可抗力的情況。但印尼亦會遵循《ICC》
第1338條所訂下的“合約自由”原則。因此，本所強烈建議合同
方在書面合同中自行約定不可抗力條款，以補充或豁免《ICC》
的不可抗力條文。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ICC》沒有規定主張不可抗力的任何特定要求，包括通知。與

不可抗力的實質解釋相同，合同方可在合同中自由約定程序性
要求。在法律訴訟中，一般需要在實質及程序性要求上同時符
合。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印尼法律目前沒有由政府頒發不可抗力證明或等效證明的機
制。但政府機構可以且經常對天災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發表評
論。印尼法律並不限制法院在決定起因不明的既定情況是否天
災時將這類聲明納入考慮。

目前沒有任何報導表明政府將因2019 冠狀病毒疫情而對私人
合同關係發佈任何規例、指引或其他通知。如有任何此類通知，
可以預計印尼法院將非常重視。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不可抗力事件發生時，如合同方約定了救濟方式，該等救濟方
式一般會被採納。如合同沒有約定救濟方式，則根據《ICC》第
1244條和1245條規定，成功主張不可抗力的一方可獲免除支
付損害賠償的義務。事實上，該主張方無需履行與不可抗力事
件有關的義務。

就銷售商品而言，《ICC》第1264條規定，在賣方沒有過失的前提
下，如商品在合同方尚待滿足交付先決條件時已貶值，則買方
可以選擇取消合同或在不降低已同意的價格的情況下，要求按
現有狀態交付商品。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合同一方錯誤主張不可抗力並單方面停止履行合同，則該方
可能被視為違反其義務，而其他方可能會成功就不履行合同向
其索賠。儘管《ICC》在第1267條中就強制履行被違反的義務有
所規定，但一般而言，法院不太傾向於判決強制履約，且即使法
院判決強制履約，該等判決很難被執行。因此，主張損害賠償通
常是最佳的救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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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印尼最高法院於2020年3月23日發佈了2020年第1號通函（“通
函“），內容涉及調整法官和法院體系的工作系統，以防止2019
冠狀病毒在最高法院和下級法院蔓延。

通函給予法庭審裁處酌情權，以決定是否推遲審理或限制參與
審理的訪客。通函同時鼓勵民事、宗教和國家行政訴訟中的各
方使用法院近期啟用的電子訴訟申請系統。

截至撰文本日，印尼的幾個法院已宣佈將民事案件的審理推遲
兩周，以配合政府為應對2019冠狀病毒所做的防疫工作。

這類法院公告一般是公開發佈的，須不時更新查看。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本所收到口頭通知，至2020年3月27日，由印尼國家仲裁委員會

（BANI）管理的仲裁程序將暫停進行。相關日期可能變更，須不
時更新查看。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雖然《ICC》沒有明確認可“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等原則，但
在有效的法律諮詢下，可能存在一些替代概念能夠達到該等原
則的效果。例如，《ICC》第1254條規定：

“所有旨在做某些不可能的事情、違反道德的事情或法律禁止
的事情的條件均為無效，並使以其為條件的合同無效。”

上述規定中”不可能”一詞所包含的情況可存在不同解釋。

《ICC》第1381條中有另一示例，相關法條摘選如下：

“義務應……因應交付商品被銷毀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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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本地知識，影響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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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日本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是，《民事法典》將其定義為不可歸咎于有義務方的事件。實際
應用上，該定義的解釋非常狹窄且缺乏先例參考，因此很難確
定某些特定情況是否構成不可抗力事件。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不，即使合同中沒有明確約定，有義務方也可以根據《民事法
典》主張不可抗力。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主張不可抗力並不需要滿足任何法定要求（例如通知）。

但如果合同中約定了某些要求，則主張方必須遵守合同要求。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如政府機構簽發了不可抗力證明，則該證明可能會對證明有關
情況是否構成不可抗力事件具有證據價值。截至撰文本日，日
本尚未曾簽發與2019冠狀病毒有關的證明。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如發生不可抗力事件，有義務方將免於承擔未能履約的責任。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義務方不履行其合同義務且錯誤主張不可抗力，則其他方可
能會因義務方違約而要求賠償損失和/或在提供事先通知的情
況下終止合同。此外，合同一方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本身可能會
成為其他方立即終止合同的正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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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法院通常會在其網站上宣佈關閉或暫停開放。法院迄今尚未關
閉，但已宣佈準備與案件當事方就重新安排審理日期進行磋
商，以防止2019冠狀病毒的傳播。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沒有。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不可抗力的一項替代原則是“情勢變更”法則。該法則受到最高
法院的判例所認可，其所指的情況如下：

一、  合同方在訂立合同時所依賴的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

二、  發生此重大變化的情況是主張方無法預見，且非由主張方
導致的;及

三、  對於各方而言，繼續被合同約束是非常不公平的。

由此可見，該法則的解釋非常狹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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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Masahiro Yano 
高級律師 
Anderson Mori & Tomotsune
T: +81 6 6485 5718 
masahiro.yano@amt-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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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s 老撾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不可抗力在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是受認可的概念，並根據《合
同及侵權法》（№01 / NA，2008年12月8日）第3(17)條定義為“
意料之外且不受控制的事件，例如導致有義務方無法履行其義
務的洪水、雷暴、[或]地震”。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如合同未約定主張不可抗力的要求，則會遵循《合同及侵權法》
的一般條文。

《合同及侵權法》第33條規定，如因為廣義下的不可抗力事件
導致違約，合同方無需承擔責任。《合同及侵權法》第33條沒有
定義或限制不可抗力的適用範圍。因此，如合同方約定的不可
抗力條款較為嚴格且不允許某項違約行為，尚不清楚合同方可
否成功就《合同及侵權法》中的不可抗力條文為該違約行為抗
辯。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合同及侵權法》沒有明確規定主張不可抗力的關鍵要求。

《合同及侵權法》第29條規定，即使合同一方已盡其最大努力
履約，如履約時遇到困難，該方必須在履約期限截止前適時將
構成困難的原因通知其他方。該方可用不可抗力作為履約困難
的原因；而主張不可抗力的一個關鍵要求就是需要通知其他
方。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據本所所知，老撾政府機構未曾頒發不可抗力證明，因此無法
確認不可抗力證明的作用。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如合同未約定救濟方式，則遵循《合同及侵權法》的一般條文。

《合同及侵權法》第29條要求合同方須將履約困難通知其他
方。此通知並不會解除該方的合同義務。待相關困難消除後，該
方仍必須履行其合同義務（《合同及侵權法》第29條）。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錯誤主張不可抗力而不履約，則該方可能違反了合同義務。

如錯誤主張不可抗力而違約，則該方必須負責賠償其他方可能
遭受的損失（《合同及侵權法》第33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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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需要直接向司法部查詢。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據本所所知，在老撾進行的仲裁程序尚未被暫停。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除不可抗力外，合同方可以主張：

−  存在履約困難（《合同及侵權法》第29條規定，如合同一方在
履約時遇到困難，導致其在盡最大努力的前提下仍無法履行
合同義務，則該方必須在履約期限截止前適時將構成困難的
原因通知其他方。）；或

−  暫停合同（《合同及侵權法》第30條規定，已履行了部份合同
義務的合同方可立即通知其他方暫時停止履約。主張暫停履
約的一方可能須向其他方承擔損害賠償）。

Kristy Newby
常務董事, Lao PDR 
DFDL 
T: +856 21 242 070 
kristy.newby@dfdl.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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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 馬來西亞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馬來西亞法律並沒有就不可抗力事件的構成提供一般定義。然
而，馬來西亞法律承認“不可抗力”的概念為合同方之間用於解
決各方幾乎或完全無法控制的、且會干預或妨礙合同履行的情
況而約定的合同條款。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是，合同必須具體說明哪些事件構成不可抗力，以及發生此類
事件時合同方的權利和義務。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援引不可抗力條款的要求取決於合同中的約定。

在某些情況下，合同可能要求援引該條款的一方鬚髮出書面通
知，或要求有關當局或機構簽發的證書或其他文件證明該事件
構成不可抗力事件。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這取決於不可抗力條款的內容。

如合同中沒有約定有關此類證明的特定要求，該證明僅可作為
合同一方主張合同受不可抗力事件影響的證據。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這取決於各方同意的不可抗力條款中約定的救濟方式。可以約
定的救濟方式包括：

− 延長履行合同的時限；

− 暫停合同；

− 終止合同；及

−  該條款也可能規定，不可抗力事件發生期間不得起訴違約
方。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合同一方錯誤主張不可抗力而不履行合同義務，則該一方有
違反合同條款的風險。

這可能導致針對違約方的損害賠償和/或強制履行（取決於合同
性質）的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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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法院和其他審裁處會不時更新其網站，以提供關閉或暫停開放
法院的消息。法院的門戶網站也在即時更新，以允許律師確認
審理程序及個案處理的休庭期，以及確定新的日期。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沒有。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普通法中的“合同受挫”原則受馬來西亞法律和1950年《馬來西
亞合同法》認可。但由於必須證明履約是不可能或非法的，因此
依賴該原則的門檻相當高。

Nimisha Jaya Gobi 
高級律師 
LAW Partnership 
T: +603-9212 9276 
nimishagobi@law-partnership.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Suaran Singh Sidhu
合夥人 
LAW Partnership
T: +603–9212 9292 
suaransidhu@law-partnersh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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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nmar 緬甸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不可抗力的原則在緬甸法律下受認可，但沒有既定的法律解
釋，需通過在合同中明確約定有關條款執行。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對，但合同各方亦可根據1872年《緬甸合同法》（“《合同法》”）第
56條的規定主張不可抗力（詳情請見下面）。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雖然主張不可抗力的可行性必須根據合同條款判斷，但大多數
不可抗力條款會列明通知的要求。根據我所經驗而言，該等條
款一般會要求主張方必須在不可抗力事件發生後14天內通知
其他方。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一般情況下，緬甸政府機關不會頒發不可抗力證明。不可抗力
是否成立取決於簽訂的合同，而並非政府機關是否頒發證明。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如果合同包含不可抗力條款，不可抗力的救濟方式將取決於雙
方之間的合同安排。合同可規定終止合同或推遲履行直至不可
抗力事件結束為止，或者針對受影響一方的義務進行豁免。

如果合同並未包含不可抗力條款，主張方可援引合同法第56條
下的“履行不能”原則作為救濟方式，詳情請見以下第7項。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合同一方有可能錯誤地主張不可抗力，以避免合同的強制履
行、推遲履行或終止合同。相關風險取決於合同條款涵蓋的範
圍，並且風險會因不可抗力條款的不明確、含糊或解釋的空間
而增加。如因不可抗力條款的解釋造成爭議，相關爭端將會在
緬甸法院的管轄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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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就緬甸法院或審裁處會否關閉，緬甸政府會通過公告形式公
佈。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否，本所對是否有緬甸仲裁程序暫停並不知悉。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合同法》第56條認可“合同受挫“原則。第56條如下：

“協議如果要求一項無法履行的對價應視為無效。

如果訂立協議後無法履行對價或涉及違法行為

如果合同成立後，約定的對價無法履行、違法或在承諾人無法
阻止的情況下變得違法，屆時該合同將視為無效。

無法履行或違法的對價所造成的損失的賠償

如果合同一方向合同其他方作出承諾，而合同一方當時知悉或
如果經合理查詢後應知悉該承諾無法履行或違法、但被承諾方
並不知悉，則承諾方必須就無法履行承諾所造成的損失作出賠
償。“

如果合同成立後，約定的對價無法履行、違法或在承諾人無法
阻止的情況下變得違法，屆時該合同將視為無效。在該情況下，
如果合同並未包含不可抗力條款，針對無法控制或無法預知的
事件而導致合同無法履行，《合同法》第56條可為受影響一方提
供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

Nishant Choudhary
合夥人, 副常務董事 及 緬甸銀
行與金融業務部主管 
DFDL 
T: +95 9 975 614 820 
nishant.choudhary@dfdl.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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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Zealand 紐西蘭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是，不可抗力的原則在紐西蘭法律下受認可，但並非作為單獨
的法律原則。不可抗力的適用僅限於合同明文規定的情況下。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是，不可抗力只適用於存在不可抗力條款的合同。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主張不可抗力的關鍵要求取決於不可抗力條款的內容。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不可抗力證明一般情況下並無作用，除非該證明觸發某法條、
法規、規則、命令或機制。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主張不可抗力的一方能獲得的救濟僅限於不可抗力條款內列
出的救濟。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果合同一方錯誤主張不可抗力並且沒有履行其合同義務，將
面臨被主張違約的風險並承擔賠償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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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建議網上參考相關法院/審裁處的網站： 
www.justice.govt.nz/courts。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否。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有。紐西蘭法律下認可“合同受挫”的普通法原則。如果因某事
件的發生導致合同無法履行或導致合同出現根本性的轉變，該
原則一般會解除合同各方的義務。但是如果合同本身是針對某
事件的風險，“合同受挫”將不適用於該情況。

David Quigg
合夥人 
Quigg Partners 
T: +64 4 474 0755 
davidquigg@quiggpartners.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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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istan 巴基斯坦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不可抗力作為合同條款，在巴基斯坦受到廣泛認可。不可抗力
是指一切在合同一方控制外且未能預見的事件，導致合同一方
未能完全或部分履行合同。該事件包括非人為事件（包括火災、
水災、地震、雷暴、颱風或其他天災）、戰爭、侵略、外敵的作為、
敵對行為（無論是否宣戰）、內戰、叛亂、革命、暴動、軍事或奪權
或沒收、恐怖活動、國有化、政府制裁、封鎖、禁運、勞資糾紛、罷
工、停工、選舉或電力或電話服務的中斷或故障、宵禁、治安狀
況。

如需在該事件發生的情況下主張不可抗力，相關事件必須被不
可抗力條款涵蓋在內方可主張。法院將對該條款予以狹窄的解
釋，並會要求主張一方證明合同無法完全或部分履行是由該事
件所致。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是。一般而言，簽訂合同的各方會謹慎考慮是否在合同內約定
不可抗力條款。但是，倘若合同內沒有明文約定不可抗力條款，
合同任何一方將無法主張不可抗力。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主張不可抗力的關鍵要求完全取決於合同內不可抗力條款的
內容。一般而言，如果合同一方希望主張不可抗力，其必須在構
成不可抗力的事件發生後於合同設定的時間內通知其他方。

判斷是否構成不可抗力時，重點在於相關事件是否在法律上或
物理上阻礙合同的履行。無法履行合同不同于拒絕履行合同，
不可抗力必須區別于對合同一方造成不便或繁重的義務。一般
而言，由於經濟/市場環境的變化而導致合同獲利能力產生變
化不屬於不可抗力事件，但合同的不可抗力條款已涵蓋該事件
且並非由合同其中一方所導致的除外。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不可抗力證明或政府機關的聲明的效力取決於訂立合同時所
約定的不可抗力條款的實際範圍。儘管相關條款內沒有明文提
及政府證明，合同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可能被視為涵蓋國家級
緊急事件、非人為事件或疫情。

如最近的2019冠狀病毒疫情，政府除頒發該證明之外，還可能
同時禁止大型聚集、進行封鎖或要求延期復工，使得受影響的
一方可通過主張不可抗力就履行其義務要求暫時性的救濟。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出現不可抗力時，合同內約定的救濟可能包含：

−  暫停合同義務直至不可抗力事件完結。

−  延長履行合同義務的時限。

−  合同雙方就合同條款重新協商。

−  豁免未能履行合同義務的責任。但各方均應採取一切合理行
動以減輕損失。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主張不可抗力時必須證明某些無可避免的狀況。

倘若通過錯誤方式主張不可抗力（如：不按照合同約定的機制
作出主張），可能導致主張一方被視為放棄其在合同內的權利。
任何受影響一方錯誤主張不可抗力後的行動(或不作為，視具體
情況而定)，可能被視為違約，其他方可據此向主張一方要求法
律救濟。在該等情況下，法院或審裁處將謹慎審視各方沒有履
行合同義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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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審裁處的關閉或暫停會於正式通知/通告上公佈。例如，在巴基
斯坦，法院已發出通知說明僅為必須緊急處理的案件開庭，而
其他審理程序將推遲約一個月，並規定不應以訴訟其中一方不
出庭作為理由向其下達任何不利的命令。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我所不認為在巴基斯坦暫停仲裁程序需要作任何通知，而且是
否需要通知取決於仲裁人以及仲裁各方的決定。但如果牽涉緊
急仲裁的情況下，仲裁程序可能如期進行。我所就2019冠狀病
毒是否導致仲裁程序暫停並不知悉。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除不可抗力外，合同一方亦可援引1872年合同法第56條下的“
合同受挫”原則，即當因為某事件的發生使合同義務完全無法
達成或屬違法行為，以致承諾方無法履行合同義務。但是，“合
同受挫”原則僅限於在合同各方控制以外的情況下無法履行時
適用。倘若合同本身設有不可抗力條款，由於不可抗力條款被
視為合同各方已就風險分配作出決定，“合同受挫”原則將無法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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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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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nes 菲律賓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不可抗力是菲律賓法律承認的概念。根據第386號《共和國法》

（Republic Act No.386）第1174條或《新民法典》（New Civil 
Code），不可抗力（也稱為偶然事件）的概念及其定義和作用描
述如下：

“除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外，或在協定另有約定的情況下，或
在義務的性質要求承擔風險的情況下，對於無法預見或即使可
預見但不可避免的事件，任何人均無需負責。”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即使合同中未有約定，也可以使用不可抗力的概念。即使在沒
有合同約定的情況下，不可抗力事件的發生通常也會免除當事
方的相應義務。唯一的例外是當：（a）法律明確指出另有要求時；

（b）雙方通過約定另行聲明時；或（c）當義務的性質要求承擔
風險時。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根據菲律賓的案例，如要免除債務人因不可抗力而違反義務的
責任，必須滿足以下要求：

（a）違反義務的原因是不可抗力事件，而不是義務人的行為；

（b）該事件是不可預見或不可避免的；

（c）該事件使義務人無法以正常方式履行其義務；和

（d） 義務人沒有任何參與或加重對另一方的傷害（參見，Phil. 
Realty and Holdings Corp. v. Le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orp., G.R. Nos. 165548 & 167879, 2011
年6月13日）。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菲律賓政府通常不會頒發不可抗力證明。締約方須證明該事件
是無法預見的，或即使可以預見但不可避免的。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不可抗力事件的發生可以作為對違反合同義務的訴訟的抗辯
理由。例如，不可抗力條款可能允許當事方暫停履行合同或解
除當事方的合同義務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由於不可抗力是對義務執行的抗辯理由，因此，在沒有任何其
他抗辯的情況下，錯誤地主張不可抗力的存在，可能會導致法
院追究當事方不履行其義務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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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最高法院可以發佈暫停某些法院業務的通函，這些通函可通過
其官方網站查閱。

例如，在2020年3月16日，由於2019冠狀病毒感染病例，最高法
院發佈了第31-2020號行政通函，暫停了全國非緊急法院的訴
訟和聽證會等，以及夜間審理程序的運作。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據我們所知，菲律賓至今未有任何仲裁程序被暫停。然而，執行
秘書于2020年3月16日發佈的備忘錄規定，在2020年3月17日
至2020年4月13日期間，整個呂宋島被置於“加強社區檢疫”的
狀態，禁止群眾集會；實行嚴格的家居隔離；限制陸、空、海旅
遊；以及限制私人機構的運營等。該備忘錄可能會影響受影響
區域內的仲裁程序的進行。

菲律賓爭議解決中心（Philippine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Inc.）（“PDRCI”）是菲律賓主要的商業仲裁機構。該中心已發佈
通知，其辦公室將在2020年3月15日至4月12日臨時關閉，以符
合備忘錄的要求。根據這些安排，它將繼續發送和接收電子檔、
意見和通訊。但是，所有會議、仲裁程序和討論會（通過電話、電
子郵件或線上進行的會議除外）皆被取消，直到PDRCI另行通
知。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不可抗力的另一種相類似的法律原則是《新民法典》（New Civil 
Code）第1267條中規定的“不可預見事件原則”（也稱為Rebus 
Sic Stantibus）。此原則規定：“當服務變得困難以致於顯然超
出當事方的考慮範圍時，義務人也可以免除全部或部分責任。”

“不可預見事件原則”在以下情況下適用：

（a）該“情勢變更”不得在執行合同時所能預見到；

（b）該“情勢變更”必須使履行合同極為困難；和

（c）該“情勢變更”不得歸因於任何一方的行為。

該原則僅適用于未來的履約，不能作為過去不履行合同的抗辯
理由（Tagaytay Realty Co., Inc. v. Gacutan, G.R. No. 160033

，201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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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Lloyd Marc 
Vincent M. Flores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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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不可抗力的原則在新加坡法律下受認可，但範圍僅限於合同各
方就阻礙或妨礙合同履行的不同情況約定的解決機制。因此不
可抗力沒有既定的法律解釋，需在合同中明確約定有關條款。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是，合同必須存在不可抗力條款並約定構成不可抗力的事件以
及該等事件發生後的權利及義務。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不可抗力的主張是否成立取決於相關的不可抗力條款內容而
定。例如，不可抗力條款可約定該事件不得由合同任何一方所
導致，或主張一方必須書面通知其他方。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不可抗力證明可作為證據支持合同一方主張其受到構成不可
抗力的某事件的影響。然而，其主張的不可抗力是否成立最終
取決於不可抗力條款能否涵蓋相關事件，如2019冠狀病毒等。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不可抗力的主張成立後享有的救濟方式取決於不可抗力條款
本身約定的救濟。例如，合同可能約定，如果其中一方因不可抗
力事件未能履行合同義務，其他方不可向主張一方索取賠償。
合同也可能約定延長履行合同的期限，或暫停或終止合同。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果合同一方主張不可抗力並暫停履行合同義務或意圖因此
終止合同，而後被裁定不可抗力不成立，主張一方可能面臨違
約以及被合同其他方索取賠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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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如有關閉或暫停，法院以及審裁處會在各自的網站公佈。如審
理被取消或延期，代理律師會在網上檔遞交平臺上得到通知。

在2020年4月3日，新加坡政府宣佈了遏制2019冠狀病毒傳播
的進一步措施。這些措施將在2020年4月7日至2020年5月4日
期間實施。此外，新加坡法院還發佈了法院登記處的通函，宣佈
在此期間審理的事項將被推遲，除非該等事項被認為是必要和
緊急的。法院登記處和其他必要服務將繼續運作，為必要和緊
急的審理提供協助。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否。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除非合同明文規定“合同受挫”原則不適用，合同一方可援引普
通法下的“合同受挫”原則。

新加坡國會在2020年4月7日通過了2019冠狀病毒（臨時措施）
法案（COVID 19 (Temporary Measures) Act），該法案旨在為因
2019冠狀病毒而無法履行合同義務的企業和個人提供臨時救
濟。 

就合同索賠而言，如果所涉合同屬於法案中所列明的合同類
別，並且違約一方主要是因2019冠狀病毒而不能履行其義務，
那麼沒有違約的另一方不能在救濟期限屆滿之前提起訴訟或
申請仲裁。法案涵蓋以下合同類別： 

一、  非住宅不動產的租賃或許可合同； 

二、  建築合同或供應合同； 

三、  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合同；

四、  為前往新加坡的遊客、國內遊客或出境遊客提供商品或服
務或促進旅遊業的某些合同；以及 

五、  銀行或金融公司向中小型企業（定義為最近一個財政年度
營業額不超過1億美元的企業）提供貸款的某些合同，其中
可能包括租購協議。 

這些措施將在自法案生效之日（即2020年4月7日）起六個月內
實行。該期限將最多可延長至自案法生效之日起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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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Weiyi Tan
合夥人 
Eversheds Harry Elias
T: +65 6535 0550 
weiyitan@eversheds-harryeli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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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Korea 韓國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是。根據大韓民國大法院案例，不可抗力取決於：（1）意外/事件
的發生是否在主張不可抗力一方的控制範圍外；（2）該意外/事
件的可預知性；以及（3）發生該意外/事件的可預防性。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儘管合同沒有明文規定，因不可抗力來自《民法典》（第390條），
不可抗力會被視為合同的隱含條款。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民法典》沒有規定主張不可抗力所需的關鍵要求。是否適用

取決於合同條款內容。例如：如果必須發出通知，該通知的格式
等內容會因合同或經雙方同意而定。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韓國的政府機關不會頒發不可抗力證明。其他國家頒發的不可
抗力證明可作為事實的證據，但該證明本身無法作為韓國法院
推斷是否發生不可抗力事件的決定性證據。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一、  發出有效不可抗力通知的一方，在不可抗力事件延續的情

況下，可就履行合同義務獲得豁免；

二、  主張不可抗力的一方可就賠償其他方蒙受的損失的金額獲
得減免；以及

三、  如果合同明文規定，主張不可抗力的一方亦可要求終止或
修改合同。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主張不可抗力的一方可能面臨承擔違約責任的風險。如條款有
相關約定，合同本身也可能被終止。

36

本地知識，影響全球
亞太地區不可抗力指南



司法/仲裁機構之安排

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就進行中的訴訟或申訴而言，法院會予以暫停通知。法院如果
關閉，會在法院網站以通過及大眾傳媒管道發佈。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據說，有仲裁程序受影響被推遲。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韓國的《民法典》認可“情勢變更”原則。韓國法院會就根據事實
與具體情況判斷是否存在“情勢變更”從而導致原先訂立的合
同出現根本性的轉變，如屬實，法院可允許合同各方廢除合同。

李載亨
合夥人 
韓國廣場律師事務所
T: +82 2 772 5934 
jaihyung.lee@leeko.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金鉉
合夥人 
韓國廣場律師事務所
T: +82 2 772 4671 
hyun.kim@leeko.com

Sang Min Lee
律師 
韓國廣場律師事務所
T: +82 2 772 4838 
sangmin.lee@leek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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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臺灣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臺灣法律承認不可抗力的概念。儘管沒有法律對不可抗力一詞
有所定義，但它在許多法規中出現，並在法院案件和教科書中
被廣泛認可。不可抗力通常被理解為非人為事件，是非比尋常、
不可預見且超出人類控制範圍的事情。最常見的例子是自然災
害，例如地震，洪水和颱風。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不是，不可抗力無論是否已在合同中規定均可適用。此外，如果
可以證明不可抗力的事實，即使是在侵權訴訟中的被告也可以
主張不可抗力。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除非合同中另有規定，否則主張不可抗力沒有任何（例如通知
等）程序要求。關鍵問題是相關事實是否構成不可抗力。

根據臺灣法律，不可抗力不得作為向被告提出要求的“申索”。
它只可作為被告辯稱他/她不承擔責任的抗辯，因為他/她無法
阻止所被指控的損害。

具體而言，在侵權訴訟中，一般規則是被告必須是“故意的”或“
疏忽的”才需要承擔責任。如果損害是由於不可抗力造成的，則
意味著被告沒有疏忽，因此不必承擔責任。在大多數合同索賠
中，被告僅在損害歸因於他/她的情況下才需要承擔責任。如果
被告可以確定損害是由於不可抗力造成的，則通常不需承擔責
任。

請注意，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損害是由於不可抗力造成的，被告
也應承擔責任。其中一個例子是《民法》第231條，其中規定：“債
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前項債
務人，在遲延中，對於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但債
務人證明縱不遲延給付，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法律不要求政府頒發此類證明或規定此類證明頒發後具有特
殊效力。實際上，臺灣政府通常不會頒發此類證明。

在極少數情況下，政府確實會頒發證明，其效果取決於政府頒
發證明的身份。例如，如果政府是合同的當事方，並按照合同條
款簽發證明，則該證明的效力應根據合同確定。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當原告試圖就所指控的損害追究被告的責任時，被告可以援引
不可抗力作為辯護。例如，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未能履行合同
義務，將不進行賠償。 （請參閱我們對以上問題3的答覆。）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果以不可抗力所作的抗辯不被法院接受，則被告可能會對被
指控的損失負責（受其他法律要求的約束）。此外不存在其他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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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到目前為止，臺灣還沒有法院關閉。當發生颱風、洪水或地震等
自然災害時，政府有權決定在受災地區關閉所有政府機構（包
括法院）。但是，即使在2003年SARS流行高峰期間，法院也沒有
被關閉。請注意，臺灣國會已經制定了一項特別法律，授權政府
採取必要步驟對付2019冠狀病毒。如果政府發現由於2019冠
狀病毒而有必要關閉法院，屆時政府則很可能會正式作出宣
佈。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知悉任何仲裁程序因2019冠狀病毒而未
經當事雙方同意的情況下被暫停。不過，由於仲裁程序不向公
眾開放，因此我們無法查證此類資訊。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根據臺灣法律，“情勢變更”是可以適用的，但它不能替代不可
抗力。 “情勢變更”是一項獨立的救濟措施，使法院能夠調整當
事方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相關法規如下：

《民法》第227-2條規定：“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
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
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前項規定，於非因契約所發生之
債，准用之。”

《民事訴訟法》第397條規定：” 確定判決之內容如尚未實現，而
因言詞辯論終結後之情事變更，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當事人
得更行起訴，請求變更原判決之給付或其他原有效果。但以不
得依其他法定程序請求救濟者為限。前項規定，於和解、調解或
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者准用之。”

在這兩種情況下，要進行調整的一方都必須向法院提起訴訟。
然後，雙方都必須提交支持或反對調整的理由和證據。法院將
決定是否進行任何調整，如果需要，應如何進行調整。這類訴訟
很普遍，法院會像對待其他案件一樣處理。案件的結果取決於
法庭上的論點和證據。

林之嵐
合夥人 
理律法律事務所
T: +886 2 2763-8000 Ext 2166 
alanlin@leeandli.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陳怡雯
初級合夥人 
理律法律事務所
T: +886 2 2763-8000 Ext 2194 
yiwenchen@leeand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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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泰國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是，不可抗力的概念在泰國法律體系中得到認可。《民商法》

（“CCC”）第8條將不可抗力定義為“任何正在發生或導致有害
結果的，且對其或威脅要對其發生的人，採取在他的處境和情
況下所能夠期望的適當措施，也無法避免的事件。”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是。不過，潛在的重要問題是：不可抗力條款的適用範圍有多
大？是否能將2019冠狀病毒的爆發列為不可抗力情況之一？

在沒有不可抗力條款的情況下，當事方可以考慮根據合約無法
履行的一般原則尋求救濟（如下文第7節所述）。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泰國法律沒有針對以不可抗力條款要求救濟的具體關鍵要求。

通常，不可抗力條款本身將包括相有關各方必須遵循才能有效
地要求救濟的程序，例如送達不可抗力書面通知。

此外，在起草不可抗力通知時，必須注意列明：

−  將不可抗力書面通知送達何方；

−  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後，書面通知已符合發出書面不可抗力通
知的任何時限規定（注：鑒於人員和貨物的活動受到2019 冠
狀病毒爆發限制，該時限應在合理的期限內）；和

−  送達方開始暫停履行合同中的有關義務，並承諾當不可抗力
事件結束後，將恢復履行義務。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泰國政府沒有頒發不可抗力證明的法律機制。

不過，相關的政府機構可以根據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發佈命
令並行使有關權力，這可以賦予他們廣泛的酌情權，發佈命令
以解決國家安全、傳染病或自然災害等問題，其中包括緊急狀
態法或戒嚴法。例如，公共衛生部有權發佈聲明，宣佈2019冠狀
病毒為“危險傳染病”，該術語用於要求衛生當局進行特定控制
措施，包括強制隔離和執行更嚴格的預防措施，例如禁止公開
聚會，關閉邊境，實施旅行禁令以及命令疑似患者和病毒攜帶
者在醫院進行隔離等。根據合同的性質，此類命令或通知可能
會導致不可抗力事件。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方
式的救濟？
除非現有合同中有明確規定，否則可用的救濟方式（也稱為不可
抗力事件的結果）屬於合同方之間協商的範圍，但受到例如不履
行期限和交易性質等因素的約束。

在最常見的情況下，可用的救濟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幾類：

−  暫停履行合同義務；

−  不履行或延遲履行義務；

−  終止合同；

−  時間延遲至目標日期；

−  重新談判合同條款；和/或

−  採取救濟措施和/或合同治理措施。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在根據不可抗力條款要求救濟之前，我們建議當事方評估由此產
生的任何長期影響和/或直接影響，因為根據不可抗力條款錯誤
地要求救濟的行為可能導致該方無法免于履行合同義務的責任，
並可能觸發另一方的權利或主張。

此外，鑒於2019冠狀病毒的廣泛影響，其他業務合作夥伴和競爭
對手很可能都面臨類似的問題。因此，考慮對違反合同的賣方或
供應商提出法律訴訟的當事方應在採取此類法律行動之前，考慮
替代賣方或供應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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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您可以通過泰國相關法院的官方網站以及泰國仲裁協會（“TAI”
）（仲裁）或泰國仲裁中心（“THAC”）獲取其發佈的任何公告。

至今為止，泰國民事法院總幹事宣佈了將所有從2020年3月24
日至2020年5月31日的審理程序推遲至民事法院認為合適的其
他日期，但以下除外：

−  任命遺產管理人；

−  宣佈失蹤；

−  已獲法院排期聽取判決的案件；

−  案件當事人已準備好並希望繼續進行聽證的案件；和

−  負責的法官認為訴訟可以繼續進行而不會給有關當事方帶
來安全問題，並且延期對一方或雙方均會造成不利影響的案
件。

推遲的日期應考慮當事人雙方是否同意。

在泰國民事法院總幹事的宣佈之後，其他法院和法庭很可能會
採取上述措施。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據我們所知，有些仲裁安排已經被推遲。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合同受挫”和“情勢變更”的原則在泰國並不沒有普遍適用。
不過，在特許項目的安排中，“情勢變更”的典型情況一般包括
監管稅制的變化，以及東道國為行使其主權職能而採取的任何
單方面行動（通常在穩定條款下予以解決）。

此外，泰國法律制度根據CCC第205條和第219條規定了合同無
法履行的一般原則，提供了另一種救濟。根據該原則，如果因為
在債務形成後發生了債務人因非其負責的情況而無法履行義
務，則債務人可以免除其合同義務。不過，根據CCC的一般規定，
這種“安全閥”的範圍通常相當有限，而且比起妥善起草的合同
條款更為不確定。因此，通常更可取的是依靠已經商定的不可
抗力條款，而不是依靠一般法律原則。

Kraisorn Rueangkul
合夥人 
DFDL 
T: +66 2 059 4090 
kraisorn@dfdl.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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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越南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一個受認可的法律原則嗎？它是
如何定義的？
是。根據《越南民法典》第156（1）條，不可抗力事件是在客觀角
度上不可預見的，並且無法通過採取所有可能的、必要的和可
接受的措施補救的事件。

2. 不可抗力只有在合同中存在相關條款的前提
下才適用嗎？
否。即使合同中未有規定，不可抗力仍可能適用。根據《越南商
法》第294.1（b）條，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違約方將無須承擔
法律責任。

3. 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關鍵要求（例如通知）？
根據《越南商法》第295條，違約方必須：（1）就任何不可抗力事
件以及此事件的可能後果立即通知另一方；（2）在不可抗力終
止時立即通知另一方；及（3）承擔向受影響方證明事件是不可
抗力之一的責任。

4. 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有何作用？
越南法律對政府機構頒發的不可抗力證明不予考慮。

5. 如果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合同方能獲得什麼
方式的救濟？
根據《越南商法》第296條，當發生不可抗力事件時，雙方可同意
延長履行合同義務的期限，但不包括具有固定履行期限的買賣
合同或服務合同。如果雙方不同意延長履行期限，則在不可抗
力事件期間內，合同履行期限將自動延長，並附加合理的時間
用以補救不可抗力事件的後果，但：如合同履行期限自執行之
日起少於12個月，總計延長時間不得超過五個月；若合同履行
期限自執行之日起少於12個月，總計延長時間不得超過八個
月。

如果不可抗力在上述相關時限之後仍然持續，則任何一方都可
以拒絕履行合同而不會遭受任何後果。但是，拒絕履行合同的
一方必須在上述期限屆滿後的10天內，且在另一方才開始履行
合同之前，將其拒絕履行合同的情況通知另一方。

6. 錯誤主張不可抗力有什麼風險？
如果違約方錯誤地主張不可抗力，則視為違約，並且該違約方
應承擔法律和合同規定的違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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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從何處得知法院或其他類型的審裁處是否
已關閉或暫停開放？
根據2020年3月10日01/2020 / CT-CA號指令，越南最高人民法
院要求越南所有法院暫停運作，直到3月底（2020年3月31日）。

該指令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和最高人民法院電子門戶網站
的以下連結中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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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在本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仲裁程序有否受疫
情影響被暫停？
據我們所知，越南至今未有任何仲裁程序被暫停。

其他法律原則

7. 除了不可抗力外，有其他相類似的法律原則，
例如“合同受挫”或“情勢變更”嗎？
是。《越南民法典》第420條提及“在情勢發生重大變更的情況下
履行合同”的法律原則，可以用來替代不可抗力。

在情勢發生重大變更的情況下，利益受到影響的一方有權要求
另一方在合理的時間內重新談判合同。

如果當事各方無法在合理的時間內就合同的修改達成協議，則
任何一方都可以請求法院：（1）在判定的時間內終止合同；或（2
）修改合同以平衡因情勢發生重大變更而引起的當事方的合法
權益的變化。

僅在合同的終止將造成比合同履行成本高的損失和損害的情
況下，法院才可以對合同的修改作出決定。

在協商修改或終止合同的過程中以及法院處理案件期間，除非
另有協議，當事各方必須繼續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

Hoang Phong Anh
合夥人  
DFDL 
T: +84 24 3936 6411 
phonganh.hoang@dfdl.com

聯絡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繫 markyeadon@
eversheds-sutherland.com 或我們的聯盟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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