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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代理行为中的意思表示
汪渊智
（山西大学 法学院，太原 030006）

代理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代理人自己的意思，
只不过代理人在实施这一行为时表达了要为他人的意思，
因
摘 要：
此法律才将其后果归属于本人。代理人根据自己的判断独立决定意思表示，
因而区别于传达。代理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
代理人承受，
代理人不受代理行为的约束，
所以意定代理人无需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代理行为因意思表示的瑕疵或是否
知情而受有影响时，
应以代理人的情况进行判断。但是，
如果该行为是受被代理人指示的意思而为时，
应以被代理人的
情况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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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就是代他人实施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核

思表示，
其效力应当以代理人为判断，还是以被代理

心要素是意思表示，
所以，代理就是法律行为要素之

人为判断？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进行阐述，以期就教

意思表示的代理。代理之在于为意思表示者，谓之积

于学界同仁。

极代理或主动代理，
代理之在于接受意思表示者，谓
之消极代理或被动代理［１］。代理行为作为一种法律行
为，不是普通法律行为，而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

一、代理行为中意思表示的归属
代理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在性质上究竟是代理人

普通法律行为依照意思自治原则，实行自己责任法

的意思，
还是被代理人的意思，大陆法系的学者对此

则，
即意思表示的效力，
只能对表意人发生。但是，代

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理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其后果不是由自己承受，而是

1、
本人说（Ｇｅｓｃｈａｅｆｔｓｈｅｒｍｔｈｅｏｒｉｅ）

由他所代理的被代理人承受，所以我国《民法通则》

又称为意思表示拟制说，该说认为，代理是基于

第６３条第２款规定：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

本人的授权行为而实施，代理人所表示的意思，是本

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

人的意思。虽然本人并不发出意思表示，但是法律拟

代理行为，
承担民事责任”
。既然由代理人发出的意

制由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是由本人自己发出的。

思表示，
其法律效果由被代理人承受，那么在理论上

所以，在代理行为中，真正的行为人不是代理人，而

就必须澄清下列问题：１、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在

是本人。此说为萨维尼（Ｓａｖｉｇｎｙ）、赫尔曼（Ｈｅｌｌｍａｎ）

性质上应当归属于代理人还是被代理人？２、代理人

主张。本人行为说是法律意思主义的产物，其目的在

发出的意思表示是传达被代理人的意思，还是根据

于从法律上将代理拟制为一种本人自身的法律行

自己的判断独立决定的意思？３、代理人发出意思表

为，从而恪守“意欲法律关系只能在行为人之间发

示是否需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４、代理人发出的意

生”的原则。不过这种观点有以下几方面的缺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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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制是一种法律技术上的权宜之计，拟制作为概
一，

两个不同的行为，将二者强行揉合到一起，较为牵

念上的最后应急措施，只有在找不到思想上更为简

强。其次，
在法定代理中，根本就不存在被代理人的

便、更符合法律体系以及实质上更为明白易懂的解

授权行为，何谈二者的共同呢？

决方案的情况下，
才能考虑适用。第二，该说抹杀了

4、
统一要件说

代理人独立的意思能力，使代理人沦为本人的一种

该说进一步发展了共同行为说，认为代理由授

工具，
从而丧失其独立法律主体的价值。如果说代理

权行为与代理行为共同构成，其中，本人授予代理权

行为的意义仅止于此，代理制度并无独立的必要，且

的行为，
既含有效果意思，又含有表示意思和表示行

事实上传达已足以完成这一
“本人行为”
之意义 。第

为，
因而属于法律行为；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因欠缺为

三，该说忽视了代理制度存在的宗旨，即扩张或弥补

自己取得法律效果的意思而不能成为法律行为，因

本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之不足或缺陷，如果认为代

此，
代理行为只有与授权行为相结合，才能构成统一

理行为就是本人行为的话，那么代理制度本身是否

的法律行为。代理的统一要件是：本人的效果意思

有存在的必要也就成了疑问。所以，该说已为现代学

（经授权行为）＋代理人的补充和具体化＋代理人的

［２］

表示意思＋代理人的表示行为。可见，在代理中，代

说所不采。
2、代理人说（Ｒｅｐｒａ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

理人不是简单地传达本人的意思表示，而是为着本

又称效力及于他人的意思表示说，该说认为，将

人计算的宗旨，
使本人的意思得以具体形成，因而属

代理拟制为本人的行为是不必要的。既然代理与否

于效果意思的一个形成阶段。代理行为的效果意思

以及代理的意思表示完全由代理人决定完成，就应

乃本人意思融合代理人之补助意思 （为本人意思具

该承认代理行为是代理人自己的行为，只不过代理

体化所需之补充意思）而成，是为统一意思。此项统

人在实施这一行为时表达了要为他人的意思，因此

一意思以直接对本人发生全部效果意思为内容，丝

法律才将其后果归属于本人。所以，代理行为的后果

毫无发生效果意思于代理人之意思，故仅对本人发

归属于本人是基于行为人的意思，即代理人表示将

生代理之法律效果［５］。该说主要为穆伦·佛莱茵费尔

行为的结果归属于本人。此说为耶林（Ｊｈｅｒｉｎｇ）、
温德

斯（Ｍｕｌｌｅｎ Ｆｒｅｉｎｆｅｒｓ）于１９５５年提出，后来受到维奈

夏特（Ｗｉｎｄｓｃｈｅｉｄ）等学者所倡，为现今之通说 ，并

尔·佛鲁莫（Ｗｅｒｎｅｒ Ｆｌｕｍｅ）、柯 因（Ｃｏｉｎｇ）等 人 的 支

被《德国民法典》所采，后为意大利、瑞士等国民法承

持。统一要件说与共同行为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无

袭之。

非是为了说明对代理行为的判断，部分以代理人、部

［３］

3、
共同说

分以被代理人为准，但其缺陷与共同行为的缺陷是

该说认为，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未必不可分

相同的。

割开来，
合作地加以实施。在代理中，并非代理人单

5、媒介说

独地，也并非被代理人单独地和排他地在法律上从

该说认为，代理不是代理人行为之效力及于他

事行为，而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一起从事行为，他们

人的行为，而是被代理人的自我行为，换言之，是被

都是法律行为的实施者。换言之，本人通过授权行

代理人借助代理人的表示辅助间接实施的自我行

为，实施了一部分意思表示；代理人则通过代理行

为。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表示媒介人，代理人虽然表

为，
实施另一部分意思表示。代理不过是本人与代理

示了一定内容的意思，但由于是以他人的名义从事

人的共同行为而已。此说主要为图尔（Ｔｈｕｌ）、
米泰斯

行为，因此其表示行为对他自己来说并不是意思表

（Ｍｉｔｔｅｉｓ）等人主张 。共同行为说的价值在于：一是

示。只有在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针对他人发出意思

肯定了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在法律上处于相互作用的

表示，才存在代理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行为。而在代理

关系，将代理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强调了

行为中，代理人从事的恰恰不是这种行为。在代理行

代理行为的独立性，并对代理行为后果的归属找到

为中，
代理人明显是针对另一个人从事行为，代理人

了原因。该说的不足之处是：首先，否定了授权行为

不过是被代理人的表示辅助人而已。所以，被代理人

与代理行为的区别，授权行为是本人的行为，是产生

在法律交易中借助其代理人发出了意思表示。代理

代理权的前提，
但并非当然发生代理关系的后果。代

人发出的意思表示，在法律上作为被代理人自己的

理行为是代理人的行为，与被代理人的授权行为是

意思表示，
全部归属于被代理人［６］。此说为德国学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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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博伊庭（Ｖｏｌｋｅｒ Ｂｅｕｔｈｉｅｎ）所主张。本人间接的自

断标准”。对意思表示的判断既以代理人的意思为

我行为说在本质上也是本人行为说的翻版，虽然舍

准，那么代理行为究竟是谁的行为则不言自明。通观

弃了意思拟制的路径，但将代理人视为被代理人意

我国 《民法通则》 第四章第二节关于代理制度的规

思表示的辅助人，仍然不能说明代理人实施代理行

定，
可知中国民法代理制度之立法思想，系采代理人

为时是一种独立的意志行为，代理人的独立性无法

行为说。按照《民法通则》第６３条第２款的规定，所谓

反映。所以，
这种观点虽然解决了代理行为的效果归

代理行为，是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本人名义实施

属问题，
但却无法解决代理制度的独立性问题。

的法律行为。

我国有学者赞成共同行为说，认为代理人的行
为首先应是本人意志的体现，代理之所以在最终的

第四，代理人行为说将动的行为与静的效果分
别归属于不同的人，正是代理制度的特色之所在。

法律效果上要归属于本人，根本原因在于代理人是

第五，将代理行为定性为代理人的行为，符合生

基于本人的意思在从事代理行为。在具体的代理行

活常情，无须通过种种路径将代理行为归结到本人

为中，代理人又应当独立地作出或接受意思表示，因

头上，
其实这些无谓的努力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

为授权行为不可能十分具体，需要由代理人根据具

为代理行为的结果归属于被代理人找到理由，殊不

体情况作出判断 。还有学者赞同统一要件说，理由

知，
代理权的存在就是代理结果归属的依据，只要代

是：
代理中的目的是以本人为主形成的，然而代理人

理人拥有代理权，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就当然移转

也予以必要的助力，即本乎代理权，参以己意，在行

于被代理人。所以，代理权的设计，就是代理行为效

为的时空条件和相对人意思表示的制约下，使本人

果归属于被代理人的法律技术手段。

［７］

的目的得以具体化。具体化含有决断的意思，因而对
意思形成不是可有可无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代理与
传达清晰地区别开来。此外，
代理中关于为本人计算

二、代理人独立进行意思表示
如前所述，
代理行为非本人行为，而是代理人的

的表示，对于说明代理效果的归属，也具有不可或缺

行为，因此应由代理人实施。此所谓由代理人
“实施”

的价值［４］３１３。我国学界多数学者赞同代理人行为说［８］，

法律行为，是指由代理人决定该法律行为意思表示

本文同之，理由如下：

的内容，或者受相对人之意思表示并决定是否接受

第一，代理行为作为一种表示行为，包括两个方

（承诺），即代理人自为意思表示。假使该意思表示之

面的意思表示：一是作为普通法律行为内容的意思

内容已由本人决定，而代理人仅予以表示，或者代理

表示，如代人出售货物，关于买卖行为的表示；二是

人受意思表示而无权决定是否接受（承诺），这种情

作为代他人实施行为的意思表示，即代理后果不属

形属于本人实施法律行为，而非代理人实施法律行

于自己而是归属于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如代人出

为，
该代理人只起辅助本人实施法律行为的作用，法

售货物中，
关于为他人订立出售合同的表示。前一个

律上称为使者或辅助人，而非真正代理人。如果一个

意思决定买卖的具体内容，后一个意思决定买卖的

人以使者身份传达他人的一项指示，却根本未经该

后果归属，但无论哪一个意思表示，都是由代理人根

他人授权（即无传达权的使者），或者使者虽有权传

据具体情况独自决定、
独立表示的。

达但有意篡改后予以传达的，尽管属于自为意思表

第二，代理行为的后果之所以会归属于被代理

示，
不属于法律行为之代理，原则上该意思表示对该

人，乃是法律为尊重代理人的意思而直接规定的结

他人不发生效力，只是在效果上可类推适用无权代

果，因为代理人在实施代理行为时具有明确的效力

理的规定。

归属意思。所以，
代理行为说并不破坏“意欲法律关
系只能在行为人之间发生”
的理念。
第三，从大陆法系各国的规定来看，自德国民法
典以来，
都是秉持了代理人行为说。
《德国民法典》第

代理不同于传达，传达是使者传达主体的意思
或意思表示，是帮助民事主体实施民事行为的辅助
行为，
代理是代理被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二者行为
的结果虽然都由他人承受，但区别很大：

１６６条第１款规定：
“意思表示在法律上的效力，因受

第一，意思表示的独立性不同。使者所为之意思

意思瑕疵或对特定情形的知道或应该知道而受影响

表示，
非其自己之意思，意思表示之内容是由他人决

时，
应以代理人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被代理人为判

定的，
使者只是表意人的传声筒［９］。代理人所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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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表示，意思的内容是由代理人自己决定的。使者所

代理人至少必须具备限制行为能力，是因为要使被

受之意思表示，使者仅将该意思表示传达给他人，由

代理人免受损害。至少在被代理人不知道其代理人

他人决定是否接受；而代理人对其所受之意思表示，

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被代理人是应该受

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是否接受的决定。换言之，
“代

到保护的。法律上，保护被代理人的思想源自下列事

理人系意思之代理，传达人系表示之代理”
，
“代理人

实：代理人被授予代理权以后，即获得一项特别权

在为法律行为，
传达人在服事实上之劳务” 。

限，他有权作为表示媒介人构建他人意思表示的内

[10]

第二，
行为后果的归属理由不同。使者相当于委

容。行使此项具有信托性质的权限，要求行为人具备

托人的喉舌，其行为即为委托人的行为，委托人对使

一定程度的理智和判断力。正是在此意义上，代理人

者的传达行为负责，实质是委托人对自己的行为负

必须具有意思能力[6]。

责，
所依据的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法理。就代

英美法对代理人的行为能力没有明确规定，在

理而言，代理人的行为是其自己的行为，其行为的结

英美代理法学者看来，代理人仅仅是本人的一种工

果归属于被代理人，并非基于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

具，
本人在选择代理人时有极大的自主性，他可以选

负责的法理，而是基于本人对代理人行为负责的法

择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作为自己的代理

理。

人，只要他愿意承担因代理人行为能力的欠缺而发
第三，
民事能力的要求不同。代理是由代理人自

生的风险。英国学者鲍斯泰德（Bostead）认为，任何精

行决定意思表示的内容，因而代理人须有意思能力；

神正常的当事人，包括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人和限

而传达是由使者传达别人已经作成的意思表示，因

制行为能力人，都可以作为代理人代表本人实施某

而没有意思能力的要求，只要有机械劳务能力为足

种法律行为或签订合同[11]。
《美国代理法重述》第3.05

已。

条规定：
“通常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授权实施
第四，
行为的范围不同。代理必须是法律行为之

代理行为，并以此影响他人的法律关系。行为人的能

代理，对于身份性质的行为以及事实行为不能代理，

力决定了他因实施上述代理行为，对法律关系受其

但传达无此限制。

影响的当事人或第三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范围”。

三、代理人进行意思表示的能力要求

关于代理人的行为能力，英美法比大陆法的要求更
为宽松，即使是无行为能力人也可以担任代理人。

由于代理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代

代理人无须行为能力，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理人不受代理行为的约束，所以，大陆法系各国民法

“公民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与公民以自己

一般均规定意定代理人无需具有完全行为能力，限

名义实施民事行为相比，除其行为效果归属不同之

制行为能力人也可以担任代理人。《德国民法典》第

外，在其他方面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根据法律行为

165条规定：
“代理人所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不

的基本原则，
实施法律行为的行为人（无论是为自己

因代理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而受影响”
。《法国民法

实施行为或为他人实施行为），均须具有相应的行为

典》第1990条也规定：
“未解除亲权的未成年人，得受

能力。因此，代理人显然应当具备与其代理实施的法

选任作为受委托人（委托代理人）；但是，委托人仅在

律行为相适应的行为能力，即无行为能力人完全无

按照有关未成年人的义务的规则范围内，对未成年

意思能力，
故不能充当委托代理人；限制行为能力人

受委托人（委托代理人）享有诉权”
。
《荷兰民法典》第

具有部分行为能力，故在其意思能力范围内，可以充

3:63条第1款规定：
“不能为自己实施法律行为的人，

当代理人，
但对超出其意思能力范围之外的行为，无

并非不能担任他人的代理人”
。按照《意大利民法典》

权进行代理；
同时，鉴于代理行为的效果由被代理人

第1389条的规定，
在意定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只要

直接承受，
故限制行为能力人，也不能因限制行为能

对契约的性质和内容有理解能力和意思能力，该契

[12]
力人的法定代理人的承认而为有效”
。

约即可生效，而无须要求代理人必须具有行为能力。
《日本民法典》 第102条也同样规定：
“代理人无需为
能力人”。由上可知，法定代理人必须具有行为能力，
意定代理人应至少具有限制行为能力。之所以要求

本文认为,大陆法系各国(地区)的立法较为可取,理由

是：
1、
行为能力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或
精神病人的利益，使其不因自己无能力实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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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理制度中，代理行为的法律后
受到损害。但是，

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分析自行决定或接受，因而意思

果全部归属于被代理人，对于代理人而言，这是一种

表示的有效要件原则上应以代理人为判断，不能以

“无关紧要的法律行为”
，因为该行为既不会给他带

被代理人为判断，对此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大多作

来利益，也不会给他造成损害，因此没有必要像对未
成年人或精神病人那样的保护方式予以保护；

了明确规定。
在法国法中，关于意思瑕疵、善意或恶意，都以

２、在意定代理情况下，被代理人既然授予代理

代理人 （作为表示自己意思的行为人） 作为判断标

权给未成年人，他自己就应当承担该未成年人由于

准，
而不以被代理人作为判断标准。例如，根据法国

缺乏经验可能产生的风险，所以，此时的被代理人也

最高法院的判例，委托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内所表

不需要保护。而在法定代理的情况下,根据各国(地区)法律

示的同意有瑕疵时，即告委托人的同意有瑕疵；委托

的规定，监护人必须是完全行为能力人 ，因而无上

代理人在实施欺诈行为时，委托人应承担责任［１４］。在

述风险问题；

奥地利，就意思瑕疵以及知悉或因疏忽而不知某项

①

３、
被代理人之所以选择限制行为能力人作为自

事实而言，理论上主张应根据代理人、被代理人对实

己的代理人，一定是经过利益权衡的，根据意思自治

施法律行为的影响大小，来决定应以代理人还是应

的要求，
法律没有强行干预的必要 ；

以被代理人，抑或应以两者一起，作为判断的标准［６］。

［１３］

４、代理人虽不必具有权利能力和完全行为能

《德国民法典》第１６６条第１款规定：
“意思表示在

力，但不可无意思能力，因为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必

法律上之效力，因意思之欠缺或明知其事情或可得

须独立进行意思表示，因而无行为能力人不得为代

而知其事情受影响时，应根据代理人之情况决定，而

理人。

非根据被代理人之情况决定”。之所以作如此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没有对代理人的行为能力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书中指出，
“可能出现的意

做出明确规定，但依据第６９条、第７０条的规定，代理

思瑕疵，仅可于作出意思决定的地方寻找”［１５］。既然

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代理关系终止。对之进行反

被代理人就代理人实施的行为而言不能形成自己

面解释即是，代理人不能是无行为能力人，最低应为

的、
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即如法定的被代理人是不

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过，限制行为能力人作为代理

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或者没有形成自己的意思

人，
仅是对于代理行为而言，不因其能力有限制而受

（因为他对具体的行为未作设想），那么，当然就只能

影响；至于其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应分别而
论。如果代理权的授予无基础法律关系时，
仅是给予

以代理人为判断标准了。

德国的这一规定，大陆法系其它国家(地区)也纷纷效

代理人以代理资格，代理人并不因之而负担义务，则

仿。在瑞士法中，关于意思瑕疵以及知情或不知情，

授权应为有效；如果代理权的授予有基础法律关系

原则上以代理人作为判断标准，因为代理人实施着

存在时，因授予代理权而使代理人负有义务者，则非

与第三人的谈判行为。然而，瑞士法中明确强调，被

得其法定代理人之许可或承认不生效力。换言之，在

代理人本身不得是恶意的。即被代理人如知道事实

此种情形下本人欲授权于限制行为能力人，而使之

真相，就不得主张代理人的错误。被代理人不得撤销

为代理人时，
尚应征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始可

执行行为，如果仅仅是被代理人发生了错误，而代理

［３］４２１

。

四、
代理行为中意思表示效力的判断
（一）以代理人为判断标准

人并没有发生错误，则亦不得行使撤销权。《日本民
法典》第１０１条第１款规定：
“意思表示的效力，因意思
欠缺、
诈欺、
胁迫，或知其情事，或因过失不知而受影

虽然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但代理

响时，
其事实之有无，就代理人予决之”。《意大利民

行为是由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的意思表示由代理

法典》 第１３９０条前句也规定：
“如果代理人的意思有

——
——
——
——
——
——
——
———
——
———
—
①如《德国民法典》第 １７８０ 条规定：
“无行为能力者，或者因精神耗弱、挥霍浪费、酗酒或吸毒成癖被宣布为禁治产者，不得被选任为监护人”。
《意大利民法典》第 ３５２ 条规定：
“患有永久性精神病的人根据申请可以免于担任监护人”
。《日本民法典》第 ８６４ 条规定：
“下列人不得为监护
人：１、
未成年人；２、禁治产人及准禁治产人；
３、被家庭法院免职的法定代理人和保护人；
４、破产人；５、对被监护人提起诉讼或曾提起诉讼的人
及其配偶和知悉血亲；
６、去向不明的人。”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１０９６ 条规定：
“未成年人及禁治产人，
不得为监护人”
。

·１２６·

汪渊智：

论代理行为中的意思表示

。第１３９１条第１款又规定：
瑕疵，则契约是可撤销的”

让协议”。《欧洲合同法原则》第１：３０５条：
“如果某人

“在考虑善意或恶意、对特定情况知道或不知道时，

在缔约一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参与了合同的缔

要考虑代理人自身的状态，但是涉及被代理人预先

结，或者被缔约一方当事人委托履行或者在其同意

确定的要素不在此限”
。
《葡萄牙民法典》第２５９条第１

的情况下履行了合同，该人（１）知道或预见到了某事

款也规定：
“就导致意思表示之无效或得予以撤销而

实，或应当知道或预见到该事实；或者（２）故意地或

言，
关于意思之欠缺或瑕疵，以及对可影响法律事务

具有重大过失地或者不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地

效力之事实之知情或不知情，应根据代理人本人之

行为，这些知晓、预见或行为归咎于该方当事人本

情况予以决定；但涉及取决于被代理人意思之要素

①
人”
。

者除外”。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１０５条也作了与德
国民法典第166条相同的规定。根据上述各国(地区)的规

思表示的效力产生影响时，其事实之有无，也应以代

定，意思表示的瑕疵，只就代理人的情况予以判断，

理人的情况予以判断。如善意取得、
债权人撤销权之

即使被代理人无此事实而代理人有之者，其意思表

受益人、买卖之瑕疵担保等之取得行为、受益行为、

示为无效或可撤销，原因是其意思表示由代理人所

买受行为之善意或恶意，根据前述德国、日本、意大

决定，
并且由代理人所表示。

利、葡萄牙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的规定，均应就

在英美法上，
《美国代理法重述（第三次）》也有

此外，在代理情况下，善意或恶意与否如果对意

代理人决之。如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只有善意买受

相似的规定，即第６．１１条：
“（１）当身份公开代理或本

人方可取得所有权，假若买受人授权代理人代买时，

人身份不明代理中的代理人，向第三人做出了与代

其善意之有无，应当就代理人的情形予以判断。又

理权有关的虚假意思表示的，委托人不负赔偿责任。

如，
代理人为被代理人购买了某物，代理人在买卖时

但如果代理人是依实际授权或表面代理权的形式作

知道权利或货物有瑕疵，那么，出卖人对权利瑕疵或

出意思表示，并且第三人没有注意到该意思表示是

货物瑕疵就不负责任。很显然，代理人的恶意，作为

虚假的除外。（２）当代理人依实际授权或表面授权，

被代理人自己的恶意，归属于被代理人。

代表身份公开代理或本人身份不明代理中的委托人

还需注意，代理人有２人以上时，意思表示瑕疵

订立合同或财产转让协议而作出的一项意思表示，

或善意与否应就全体代理人为判断，还是只就其中

与委托人亲自作出的意思表示具有同等效力，但第

之一人为判断？按照通说，如果代理行为是共同为之

三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该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代理

者，
则应就一人为判断；如果代理行为是各自分担为

人没有代理权的除外。（３）当发生下列情形时，代理

之者，
则其中一人事实之有无，对于其他代理行为不

人为身份不公开代理中的委托人订立合同或财产转

发生影响。换言之，共同代理时，一个代理人的意思

让协议而作出的意思表示，与委托人亲自作出的意

有瑕疵或为恶意，推及全体代理人有之；而在分别代

思表示具有同等效力：
（ａ）代理人是依实际授权作出

理时，
一个代理人的意思有瑕疵或为恶意，不能推及

意思表示的，或者（ｂ）代理人虽非依实际授权作出意

其他代理人的行为也有瑕疵或为恶意。

思表示，但在相同事项上，代理人曾经有过作出真实
意思表示的实际授权。当第三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
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时，代理人的意思表示对

（二）以代理人为判断标准的例外
代理行为之意思表示的效力虽以代理人为判
断，但也存在以下例外：

委托人无效。
（４）代理人代表身份不公开代理中的委

１、在意定代理的情况下，如果代理人在从事行

托人订立合同或财产转让协议时，对第三人作出其

为时遵循了被代理人的指示，那么，知道或应当知道

并非代表委托人进行代理活动的虚假意思表示的，

有关对自己不利情形的被代理人，就不得主张代理

如果委托人或者代理人已经通知了第三人不得同委

人的善意。盖法律行为既系经被代理人之指示而为，

托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可以撤销合同或者财产转

则代理人几乎与使者同其地位，已无考虑之自由，故

——
——
——
——
——
——
——
———
——
———
—
Ｉｆ ａｎｙ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 ｗｉｔｈ ａ ｐａｒｔｙ＇ｓ ａｓｓｅｎｔ ｗａ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ｏｒ ｗｈｏ ｗａｓ 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①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３０５ － Ｉｍｐｕ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ｙ ａ ｐａｒｔｙ 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ａｓｓｅｎｔ： （ａ） ｋｎｅｗ ｏｒ ｆｏｒｅｓａｗ ａ ｆａｃｔ， ｏｒ 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ｋｎｏｗｎ ｏｒ ｆｏｒｅｓｅｅｎ ｉｔ； ｏｒ （ｂ） ａｃｔｅ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ｏｒ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ｓｓ
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ｒ ｎｏｔ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ａｉｒ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ｓ ｉ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ｔｓｅｌ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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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就被代理人决之。对此，
《德国民法
该事实之有无，

人与本人双方决定之，只要其中一方有违法目的，代

典》 第１６６条第２款规定：
“代理人之代理权系以法律

理行为即应无效 ［１８］。我国《民法通则》第６７条规定：

行为授予者，代理人之意思表示如依代理权授予人

“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

所指示之意思而为时，本人不得就自己明知之情事，

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

主张代理人不知其事”
。之所以如此规定，
是因为
“被

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

代理人的知悉和应该知悉，必须与代理人的知悉和

根据这一规定，
无论是代理人还是被代理人，只要其

应该知悉具有相同的效果”
，从而防止通过给不知情

中有一方具有违法的原因，均可导致代理行为的无

的第三人授予代理权，而规避法律行为有瑕疵之法

效，并应承担连带责任。

律后果。德国法院着眼于该条规定的保护意旨，对

３、如果交易对方当事人欺诈了被代理人，然后

“所指示之意思而为”作出扩张解释，只要被授权人

被代理人基于错误的认识指示代理人的具体行为

在代理权的范围内从事了某项特定的法律行为，而

时，应当允许被代理人撤销该项法律行为，理由是，

授权人正是想要被授权人从事此项行为，即可认定

代理人的意思表示实际上是基于被代理人的交易意

被授权人是在依指示行事。如果被代理人虽然知悉

愿而为的。如果代理人在进行交易时欺诈了交易对

情况并且可以采取措施，但是他却袖手旁观，则视作

方当事人，该对方当事人可以如被代理人本人欺诈

他向代理人发出了指示。例如被授权人在授权人在

了他一样而撤销他所作的意思表示。

场的情况下订立法律行为，而授权人对此不表示任
何异议。在法国法中，如果被代理人自己对代理人的

五、
结论与建议

意思形成产生了影响，以被代理人的想法为准。《日

综上所述，代理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代理人的行

本民法典》 第１０１条第２款规定：
“代理人受委托实施

为，
代理行为的后果之所以会归属于被代理人，乃是

特定的法律行为，
依本人的指示实施该行为时，本人

法律为尊重代理人的意思而直接规定的结果，因为

不得就自己已知的情事，
主张代理人的不知。关于因

代理人在实施代理行为时具有明确的效力归属意思

过失而不知的情事，亦同”
。《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３９０

表示。代理之所以区别于传达，就在于代理人根据自

条“但书”规定：
“当瑕疵涉及被代理人预先确定的要

己的判断独立决定意思表示的内容。代理人虽不需

素时，仅在被代理人的意思有瑕疵时契约得被撤

要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但必须具有意思能力，无行为

销”。第１３９１条第２款又规定：
“无论如何，
恶意的被代

能力人由于无意思能力，故不能充任代理人。代理人

理人均不得主张代理人的不知或善意”
。《葡萄牙民

根据自己的利益衡量自行作出意思表示，如果代理

法典》 第２５９条第２款也规定：
“恶意之被代理人不因

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有欠缺或者是否善意或恶意而导

代理人之善意而得益”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１０５
条但书也有类似规定。上述各国(地区)的规定,旨在强调意

致其效力受影响时，原则上应以代理人为判断。但

定代理的授权人“不得就自己明知的事情，主张代理

的意思，法律不应当允许恶意被代理人主张代理人

人不知其事” 。简言之，
被代理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

的善意。基于上述认识，建议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关于

某种情事，但却指示不知情的代理人为此行为，这时

代理行为中的意思表示规定如下：

［１６］

法律就不再以代理人为判断是否善意的对象，而是
适用实质性标准否定被代理人关于善意的主张 。因
［１７］

是，如果代理人在实施代理行为时遵循了被代理人

第Ｘ１条：代理行为的效力，不因代理人为限制
行为能力人而受影响。

为，既然被代理人自己策划了代理人从事的行为，被

第Ｘ２条：代理行为因意思表示的瑕疵或是否知

代理人就是该项行为的当事人，因此必须将该项行

情而受有影响时，应以代理人的情况进行判断。但

为如同其自己实施的行为那样归属于自己。此外，如

是，
如果该行为是受被代理人指示的意思而为时，应

果被代理人虽然知悉情况并且可以采取措施，但是

以被代理人的情况为判断。

他却袖手旁观，则视作他向代理人发出了指示，例如
代理人在被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下实施法律行为，而
被代理人不表示任何异议［６］。
２、代理行为之内容和目的是否违法，应就代理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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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本刊 2013 年第 6 期《毛泽东著作研究的回顾与今后的课题》一文，第 16 页右栏第
6 行“他曾经做过毛泽东的医生”为衍出之文，
应予删除，
特此更正。本刊对由此造成的
舛误，特向读者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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