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定代理权授予错误的效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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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被代理人因存在授权错误而撤销授权行为时，对于相对人的保护，存在强保护模式、弱

保护模式及其变体。在解释论上，我国应采取叠加保护模式。被代理人撤销授权行为后，代理人构成
无权代理；当相对人为善意时，可构成表见代理。对于损害赔偿，可区分代理人是否知道被代理人存
在授权错误：当代理人不知时，由被代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当代理人明知或应知被代理人存在错
误时，由被代理人与代理人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外，应肯定善意相对人对于法律效果的选择的
可能性。当相对人存在过失时，根据《民法典》第157条和第171条第4款，通过权衡被代理人、代理人
与相对人的过错以实现对损害的分担。当相对人明知时，原则上不予保护，但代理人亦属明知的情形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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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定代理中，被代理人的授权行为系单方意思表示。当该意思表示存在表示错误、内容错误或重
〔1〕
要的性质错误时，可构成重大误解，
从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
）第147

条。被代理人存在表示错误的情形，例如，K希望V以K的名义购买一辆厢型车，价款不高于20 000欧元，
他通过邮件委托V购买厢型车，并且明确指出了价款上限。不过，K打错了字，写成了200 000欧元。稍
后，V在H处以50 000欧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厢型车。〔2〕对上述案例稍作改变，如果K将其想购买的A厢
型车误认为B厢型车，从而对V进行授权，则存在内容错误。此外，如果K误以为V具有与车辆相关的专业
知识，则涉及重要的性质错误。在上述三种情形，K可否在撤销授权行为的同时，也撤销代理行为？应
如何保护相对人的信赖？〔3〕
对此问题，我国台湾地区的王泽鉴教授于早期引入了德国法的相关学说并发表了简短评论。〔4〕我国
大陆地区近些年开始关注到此问题，但既有的讨论或者是从类型化视角对授权意思表示瑕疵的法效果
〔5〕
〔6〕
的概述，
或者是对德国法上相关学说的引介，
或者是从代理本质出发对本人意思瑕疵规则的一般性
〔7〕
检讨，
未对意定代理权授予错误的法效果进行充分展开。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代理人“把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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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暨中德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消费者保护视角下瑕疵信息责
任研究”（项目编号：16CFX055）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72—275页。
Vgl. Mock, Grundfälle zum Stellvertretungsrecht, JuS 2008, S. 391 (393).
代理权行使前，授权人撤回授权行为即为已足，不必撤销。参见朱庆育：
《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3页。因
此，本文的讨论限定于代理权行使后。
参见王泽鉴：
《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参见陈华彬：
《论意定代理权的授予行为》，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2期，第194—195页；汪渊智：
《论代理权的授予行为》，载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21—122页。
参见朱庆育：
《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3—356页。
参见王浩：
《论代理的本质：以代理权授予时的意思瑕疵问题为契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第609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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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令错误地敲成买进”的情况，
涉及的是代理人的意思表示错误。如果将该案型稍作改变，被代理人

作出指示时，因口误把“卖出”说成了“买进”，则涉及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错误。另外，在一个涉及转
委托的案件中，被代理人存在重大误解，但超过除斥期间未撤销授权委托，后法院以转委托人与次受托
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为由认定转委托合同无效，转委托人构成无权代理。由于相对人不符合
“有理由相信”次受托人享有代理权这一要件，法院否认存在表见代理。〔9〕如果在该案中被代理人主张
重大误解，及时行使撤销权，也可使次受托人成为无权代理人，进而引发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从
法院的观点来看，其并未否定构成表见代理的可能性，只是认为该案中相对人不符合“有理由相信”这
一要件。可见，对于意定代理权授予错误的法效果的讨论，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效果是体现法律评价的工具，
但法评价总会有量度上的差异，
不同个案中的法评价在量度上几乎
不可能相同。如何让法律效果有足够的空间来反映评价的量度，
便成为方法论上的一个恒在的问题。〔10〕
在肯定可以撤销授权行为的前提之下，法效果层面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保护相对人的信赖。从保护力度
上看，
积极信赖保护通常强于消极信赖保护，
因此，
前者也被称为强式信赖保护，
后者也被称为弱式信赖保
护。〔11〕当存在错误授权行为时，
因撤销具有溯及力，
致使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成为无权代理。〔12〕如果认定
存在构成表见代理的空间，
则为“强保护模式”；
如果仅配置消极的损害赔偿效果，
则为“弱保护模式”
。
两种模式之间的互动或者说搭配，
又可以形成其他的模式。德国法对此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讨论，
可资借
鉴。本文首先对德国以及我国所采取的模式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之上重点讨论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是否
承认代理权嗣后欠缺型表见代理；
第二，
何种损害赔偿方案更为合理并可适用于我国；
第三，
强弱保护模式
之间的切换可能性。最后，
结合我国的具体规范，
对被代理人授权错误的法效果进行总体构建。

一、域外理论模式的引介及其本土呈现
（一）德国法上的三种理论模式
德国通说认为，即使在代理权行使之后，对于代理权授予的撤销，原则上也是允许的。撤销权受限
的观点与将授权行为作为单独的、与代理行为相分离的法律行为的观点不协调。〔13〕授权行为被撤销之
后，并不自动导致代理行为一同被撤销。例如，
《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认为，意定代理授权行为的瑕疵
不应影响代理行为本身。当意定代理授权行为按照第116条至第118条的规定，或依据第119条、第123条
的规定因被撤销而无效时，应适用有关无权代理的规定。〔14〕在授权行为被撤销之后，存在如下三种保护
相对人的理论模式：
1.弱保护模式
对于撤销授权行为之后的损害赔偿，在实现方式上又存在如下三种构造方案：第一，相对人先向代
理人求偿，而后再由代理人向被代理人求偿，即“相对人—代理人—被代理人”；第二，由相对人直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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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王鲁穗诉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7年第1期（总第49期），
参
第28—30页。
参见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3）思民初字第3415号民事判决书。
叶金强：
《合同法上承诺传递迟延的制度安排》，载《法学》2012年第1期，第88页。
Loser,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schweizerischen Schuldrecht, 2006, S. 67. 转引自杨代雄：
《法律行为制度中的积极信赖保护——兼
谈我国民法典总则制定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第1156页。
王泽鉴教授指出，构成无权代理中代理权欠缺的原因包括“授权行为的无效或被撤销”。参见王泽鉴：
《民法总则》，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Vgl. Staudinger/Schilken, 2014, BGB § 167, Rn. 78.
［德］弗卢梅：

《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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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代理人求偿，即“相对人—被代理人”；第三，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共同向相对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即“相对人—被代理人+代理人”。
按照第一种方案，相对人可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79条向代理人主张损害赔偿，然后由代理人根
〔15〕
据第122条向被代理人主张损害赔偿。这种方案比较符合立法者的本意。
不过，
根据较为权威的观点，

这种方案只适用于内部授权。〔16〕在内部授权的情形，被代理人与相对人并未接触，因而应由代理人依据
第179条承担责任。〔17〕代理人可以通过第三人损害清算的方式向被代理人清算损害或者将请求权转让
给第三人。〔18〕在外部授权的情形，合同相对人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79条对代理人享有请求权，根据
第122条对被代理人享有请求权。〔19〕由于在外部授权的情形，相对人和被代理人直接接触，亦可直接向
被代理人主张损害赔偿。可见，在上述构想中，实际上是区分内部授权与外部授权，针对二者分别采取
第一种方案和如下的第三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的拥趸者颇多，如梅迪库斯指出，对于内部代理权和外部代理权的撤销，相对人仅应根
据《德国民法典》第122条对撤销人即被代理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20〕拉伦茨也指出，对委托代理权
的授予行为的撤销后果在于使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交易对方当事人不应该根据《德
国民法典》第179条向代理人要求损害赔偿，
而应该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2条向撤销意思表示的授权
人要求信赖损害赔偿。〔21〕同时，可通过对第179条第2款进行目的性限缩，
排除代理人的责任。〔22〕因为代
理人不应因实施代理权而承受法律后果，撤销代理行为之后应保持“无负担”的状态。〔23〕
按照第三种方案，相对人可以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79条向代理人主张责任，同时也可以根据第
122条向被代理人主张责任。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应作为共同债务人向相对人承担责任。〔24〕这种模式可
以避免代理人支付不能的风险。由于第122条和第179条同样涉及信赖损害，二者在范围上是相同的，相
对人只能获偿一次。在内部关系中，由代理人单独承担义务。〔25〕与之不同，沃尔夫（Wolf）则认为，最
终责任应该由被代理人承担，即代理人可以通过第122条向被代理人求偿，从而免除根据第179条承担的
损害赔偿义务。〔26〕
2.强保护模式
实现强保护在逻辑上有两种方法：一是认为当被代理人存在授权错误时，如果相对人为善意，则授
权行为不可撤销；二是认为当被代理人存在授权错误时，授权行为可撤销，但可构成表见代理。在对第
三人的效果上，二者并无差别。不过，从逻辑上看，第二种方法更为顺滑。因为授权行为与代理行为是
独立的两个行为，当前者存在瑕疵时，自然可以被撤销，
不能为了维持后者的效力而“剥夺”被代理人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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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 Prot., 288ff. = Mugdan I, 738 ff. mit Verweis auf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4. Aufl., 2016, S. 578.
V
Vgl. Münchener Kommentar/Schubert, BGB, 7. Auflage 2015, BGB § 167, Rn. 52.
Vgl. Staudinger/Schilken, 2014, BGB § 167, Rn. 82.
Vgl.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4. Aufl., 2016, S. 580.
Vgl. Münchener Kommentar/Schubert, BGB, 7. Aufl., 2015, BGB § 167, Rn. 52.
［德］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16—718页。
［德］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
（下册），王晓晔等译，谢怀栻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64—865页。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
观点认为，在内部代理权被撤销的情形，应是对《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的类推适用。续写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的沃尔夫
和诺伊尔即认为，相对人可以类推《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直接向被代理人请求损害赔偿。Vgl. Wolf/Neun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1. Aufl., 2016, S. 634.  
Vgl. Staudinger/Schilken, 2014, BGB § 167, Rn. 82.
Vgl. HK-BGB/Dörner, 9. Aufl., 2017, § 167, Rn. 4.
Vgl. Münchener Kommentar/Schramm, BGB, 4. Aufl., 2001, BGB § 167, Rn. 111.
Vgl. Petersen, Die Anfechtung der ausgeübten Innenvollmacht, AcP 201 (2001), S. 375 (388-389).
Vgl. Larenz/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9. Aufl., 2004, S.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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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权。〔27〕通常认为，当被代理人存在授权错误时，代理行为是不可撤销的。〔28〕当撤销授权行为之后，
代理权授予自始无效，代理人已经从事的代理行为成为无权代理。〔29〕此时，
被代理人根据《德国民法典》
第171条以下或者表见代理制度受到约束。〔30〕申言之，允许撤销授权的观点在结果上是合理的，合同相
对人可以通过表见代理制度受到保护。〔31〕或者说，尽管被代理人撤销了授权行为，基于表见代理制度，
仍然要受到代理人所从事交易的约束。〔32〕在强保护模式之下，当相对人善意时，构成表见代理。当相对
人知道或因过失而不知道被代理人存在授权错误时，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第2款，不发生损害赔
偿义务；其中，过失包括轻过失。〔33〕同时，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79条第3款的规定，当相对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代理权欠缺的，代理人不负责任。〔34〕可见，当相对人非善意时，受制于德国法的规范体系，相对
人无法向被代理人或代理人主张消极信赖损害赔偿。
3.混合保护模式
混合保护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纠结体”，即徘徊于强保护模式和弱保护模式之间。20世纪70年代，
尤金（Eujen）和弗兰克（Frank）在两人合著的文章中指出，正如在表见代理的情形一样，在代理权授
予错误的情形，对善意相对人应给予同样保护。对于授权行为的撤销原则上应受到限制，只有在口误或
者误写的情形是例外。〔35〕在此基础之上，布洛克斯（Brox）进一步指出，授权行为瑕疵“渗透”进代理
行为的情形包括被代理人因发生口误影响了标的物的出卖价格或者授权时对标的物的重要性质发生了
错误。不过，对于代理人的同一性或者是资质发生认识错误，则不影响代理行为。〔36〕无论是尤金和弗兰
克还是布洛克斯，一方面为了实现强保护的效果，在一定程度限制对授权行为的撤销。但另一方面，又
承认特定错误类型中授权行为瑕疵“渗透”进代理行为的可能。如果瑕疵“渗透”进了代理行为，
则允
许撤销代理行为。此时，实质上成为了弱保护模式。而强保护模式实质上恰恰是要在口误或者误写这
些典型的错误类型中确立其支配性。因此，混合保护模式的主要成色实际上是弱保护，或者说通过弹性
的“渗透”标准更偏向弱保护模式。
（二）理论模式的本土继受与修正
1.理论模式的继受
史尚宽先生早年即指出，如果基于代理权已为实施行为，代理权之授予行为有错误，可独立撤销之，
但仅代理权之实施行为有错误，不得因而撤销授权行为。反之，授予行为之撤销，实施行为不因此而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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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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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库斯指出，否定授权行为的可撤销性可能会忽视授权人的利益。参见［德］梅迪库斯：
梅
《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
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页。
Vgl. Münchener Kommentar/Schubert, BGB, 8. Aufl., 2018, BGB § 166, Rn. 33.
Vgl. BeckOK BGB/Schäfer, 50. Ed. 1.5.2019, BGB § 167, Rn. 57.
Vgl. Palandt/Ellenberger, 76. Aufl., 2017, BGB § 167, Rn. 3.
Vgl. PWW/Frensch, 2016, 11. Aufl., BGB § 167, Rn. 15.
Vgl. Boemke/Ulrici, BGB Allgemeiner Teil, 2009, S. 293.
参见《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转换：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就有可能知道代理人的代理权嗣后因被代理人的撤销而欠缺，
对
此存在预见可能性。因此，
在法评价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权欠缺。同样，
代理
人知道或者应当撤销事由，
相当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嗣后可能成为无权代理人。就无权处分而言，
对于可能导致处分权事
由的明知（如错误、
欺诈或胁迫），
等同于知道处分行为的可撤销性，
因此可被评价为恶意。参见［德］布洛克斯、
［德］瓦尔克：
《德国民法总论》，
张艳译，
冯楚奇补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第198页。因此，
上述逻辑转换的思路值得赞同。
Vgl. Eujen/Frank, Anfechtung der Bevollmächtigung nach Abschluß des Vertretergeschäfts, JZ 1973, S. 232 (236).
Vgl. Brox, Die Anfechtung bei der Stellvertretung, JA 1980, S. 449 (451-452); Brox/Walk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42. Aufl., 2018, S.
25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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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授权行为撤销，代理行为为无权代理。〔37〕纪海龙教授也认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包括根本就没有
代理权，也包括代理权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38〕言外之意，
撤销代理权会导致无权代理的产生。
从理论继受的角度观察，不少学者采取“被代理人—相对人”这一弱保护模式。例如，王泽鉴教授
认为这种模式兼顾现行法的规定及代理权授予与代理行为间的关联，并可避免相对人向代理人、代理人
向被代理人辗转请求损害赔偿，较值赞同。〔39〕朱庆育教授也赞同上述模式，即由第三人直接根据“错误
〔40〕
〔41〕
法”
请求被代理人损害赔偿，
而排除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责任。
王浩教授最新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对

该模式的认同度。〔42〕
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应采取强保护模式。例如，杨代雄教授认为，撤销权的行使在结果上导致代
理行为变成无权代理，如果仅赋予第三人消极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则表见代理（代理权表象责任）制
度名存实亡，不符合现代法强化信赖保护的理念。在代理行为已经实施的情况下，无论撤销授权表示还
是撤销授权通知，对善意第三人都无意义，不影响代理权表象责任的成立。〔43〕此外，朱虎教授也指出，为
防止评价矛盾，授权行为或作为准法律行为的授权通知都是可以被撤销的，对善意相对人的保护则可通
过表见代理实现。〔44〕而对于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应如何处理，上述观点未予以明确。汪渊智教授指
出，若为恶意第三人，无保护之必要；若为善意第三人，不构成表见代理情形下，应当由代理人对善意第
三人承担无权代理责任。〔45〕据此，在撤销授权行为且第三人为善意时，
是“恒”构成表见代理的。
2.理论模式的修正
《民法典》第157条和第171条的规定不同于《德国民法典》第122条和第179条。当相对人非善意时，
未排除由被代理人或代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按照《民法典》第157条，相对人非善意时，被
代理人仍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是相应地酌减损害赔偿额。对此，争议不大。而当相对人非善意时，
代理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学理上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
此时涉及到《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和第4
款之间的关系。肯定观点指出，在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的情况下，德国和日本的立
法例均明文规定排除行为人的责任，而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以下简称《民法总则》
）第
171条第4款（
《民法典》第171条第4款内容与之相同）却依然规定双方按照过错承担责任。〔46〕否定观
点指出，如果将第4款理解为无权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损失分担的规定，将成为和第3款自相矛盾的错误
规定，应将其解释为代理人和相对人对被代理人承担责任的规定。〔47〕
实际上，
《民法典》第171条第4款从文义上看具有较大的容纳空间，既可以包括代理人和相对人对
被代理人共同担责，也可以解释为代理人与相对人对信赖损害的分担。从立法目的来看，显然并非排除
后种解释。〔48〕如果按照否定观点进行解释，则否认了第3款和第4款之间的有机关联。实际上，第3款和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尚宽：
史
《债法总论》，葛云松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7页。
纪海龙：
《〈合同法〉第48条（无权代理规则）评注》，载《法学家》2017年第4期，第161页。
王泽鉴：
《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在本文中，
“错误法”是指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规范。
朱庆育：
《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3—356页。
参见王浩：
《论代理的本质：以代理权授予时的意思瑕疵问题为契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第624—627页。
杨 代雄：
《 法律行为制度中的积极信赖保护——兼谈我国民法典总则制定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第
1166—1167页。
朱虎：
《表见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71页，脚注51。
汪渊智：
《论代理权的授予行为》，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21—122页。
夏昊晗：
《无权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载《法学》2018年第6期，第152页。
李宇：
《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16页。
参见石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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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款并非必然“自相矛盾”，而仍然可以作“无矛盾解释”
。申言之，可以认为《民法典》第171条第3
款只是赋予了善意相对人以选择权，无需作“反面解释”，否定非善意相对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如此，
则可与第4款实现逻辑自洽，且与《民法典》第157条相对接。基于我国民法典第147条、第157条和第171
条与《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22条和第179条的构造不同，
弱保护模式可适用于相对人有过错的情形，
在我国的适用空间有所扩张。由此可见，我国既有的法规范体系，更偏向于对相对人的保护。在规范层
面，当被代理人存在授权错误时，根据《民法典》第157条以及第171条第4款，
即使相对人非善意，
也存在
损害赔偿的空间。如果在解释论上也承认强保护模式，则我国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叠加”保护模式，
即“表见代理+损害赔偿”。
综上，从德国法的既有理论模式以及我国的借鉴情况来看，强保护模式与弱保护模式的差异在于：
当被代理人撤销授权行为之后，相对人为善意时，是否承认可构成表见代理。而在弱保护模式内部，各
种损害赔偿方案的差异实质上在于相对人在多大程度上承担支付不能的风险以及代理人在多大程度上
承担赔偿责任。对此，需要通过分析既有损害赔偿模式存在的问题，
构建更为妥适的方案。

二、代理权嗣后欠缺型表见代理的证成
（一）对否定观点的质疑
施瓦策（Schwarze）指出，应该将《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的撤销规则作为“据点”与“评价轴”，
在此背景之下考虑授权行为与代理行为的可撤销性问题。第119条对于交易安全与意思自治的既有权
衡需要被坚持，需要考虑的并非相对人对于错误的支配可能性，而是陷入错误的授权人的意思自治。
除了代理人的错误之外，当授权人发生错误时，也应当允许撤销代理行为，对相对人的消极信赖进行赔
偿。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2条，仅在信赖损害赔偿问题上，
方才考虑相对人对错误的识别可能性。〔49〕
具体到我国，王浩教授提出了“统合行为说”，即代理行为虽为代理人一人之独立意思表示，但意定代理
在本质上并非代理人一人的行为，而是本人与代理人的共同参与。〔50〕代理、劳动分工既不能给人带来额
外的不利益，也不能给本人带来额外的利益。本人通过代理人与相对人缔结法律行为，相比本人直接与
相对人缔结法律行为，既不能让本人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也不能让本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建立在对代
理本质以及上述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本人的重大误解原则上会影响代理行为的效力，只有在“无需关
注的意思瑕疵”情形才存在例外，如有关代理人适格性的认识错误。〔51〕
由上可知，上述弱保护模式在价值判断与制度考量两个层面均导向了“错误法”，而未给予“代理
法”以足够的关注。弱保护模式将“错误法”中的价值判断沿用至授权行为错误的场合，
更偏向于保护
被代理人的私法自治。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授权行为与代理行为被“一体撤销”抑或仅“单一撤销”授
权行为，均无成立表见代理的空间。“弱保护模式”更为关注错误的类型，
而实质上，
“两人模式”中的表
示错误、内容错误或重要的性质错误在“三人模式”中有可能呈现为动机错误，使得更有必要考虑对第
三人的信赖保护。虽然在本人直接与相对人缔结法律行为场合，无论是口误抑或误认标的物均为典型

 gl. Schwarze, Die Anfechtung der ausgeübten (Innen-) Vollmacht — Ein Lehrstück über Konstruktion und Wertung, JZ 2004, S. 588
V
(590-592).
〔50〕 王浩：
《论代理的本质：以代理权授予时的意思瑕疵问题为契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第623页。
〔51〕 参见王浩：
《论代理的本质：以代理权授予时的意思瑕疵问题为契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第624—629页。对于正文
中所说的“例外”，施瓦策也有所提及。Vgl. Schwarze , Die Anfechtung der ausgeübten (Innen-) Vollmacht — Ein Lehrstück über
Konstruktion und Wertung, JZ 2004, S. 588 (593).
〔49〕

·127·

意定代理权授予错误的效果论

尚连杰

的错误，但是在代理人介入之后，从代理行为的层面视之，实际上只是代理人的动机错误，代理人的意思
与表示并未不一致。亦即，
“两人模式”与“三人模式”之下对是否构成可撤销的错误，
在评价上有所不
同。此外，在“两人模式”之下，不考虑相对人的识别可能性，
并不当然能够证成“三人模式”之下也不
予考虑。因为对于涉及代理人的场合，存在特别的法律规范。在代理人“没有代理权”的情形，被代理
人实际上没有作出授权行为，或者只存在授权的外观，缺乏意思表示中的“意思”要素。如果在被代理
人自己从事法律行为的场合，缺乏内心意思，法律行为本不应成立。而在代理人介入后，却可能构成表
见代理。可见，表见代理本身就是在“三人模式”中对相对人作了更有利的权衡。在代理中，重要的是
代理人的意思，而非本人的意思。如果本人以可归责的方式造成了授权外观的存在，即可能构成表见代
理。可见，在表见代理制度的评价体系内，
“两人模式”与“三人模式”本就不相同。
“代理、劳动分工既不能给人带来额外的不利益，也不能给本人带来额外的利益”这一价值判断是
适用意思表示错误规则的一个基本支点。据此，在被代理人亲自实施法律行为的场合，如果可以基于口
误或者标的物性质错误撤销法律行为，则在引入代理人的场合，应无不同。而表见代理的原理旨在填
补授权要件，而非治愈授权要件中的意思瑕疵，即表见代理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代理权自始欠缺”的场
合。〔52〕但是，既然被代理人从劳动分工中获得了利益，
承受相应的不利也并非不可接受。〔53〕所谓的“利
益”或“不利益”应指法律层面而言。如果被代理人在经济层面享受了利益，在法律层面对其作更严
的要求，似乎也无可厚非。这种额外的“不利益”就是承认代理权嗣后欠缺型表见代理。如瓦尔代尔
（Waldeyer）所言，错误授权经常是满足表象代理的可归责性这一要件的。〔54〕撤销代理权本身即是可归
责性的体现。实质上，正是被代理人因意思瑕疵撤消了代理权，才导致了代理权的欠缺。表见代理适用
于代理权嗣后欠缺的情形，正是为了填补授权要件的欠缺。不能因为导致代理权欠缺的原因是意思瑕
疵，就将表见代理的功能定位在治愈授权要件中的意思瑕疵。退一步讲，即使表见代理治愈的是授权要
件中的意思瑕疵，实质上也是在间接填补授权要件。相较于代理权自始欠缺的情形，在代理权嗣后欠缺
的情形，相对人的明知或应知指向的应是“代理权授予存在错误”这一事实，即明知或应知所从事的代
理行为有被撤销的可能。明知存在授权错误虽然不能等同于明知无代理权，但在法评价层面，应可作相
同处理。在被代理人撤销代理权时，如果相对人对此有所预见，
则令其承担相应的不利益并无不妥。
从“统合行为说”的立场出发，对于“两人模式”与“三人模式”的等同视之似乎理所应当。因
为在“统合行为说”的背景之下，
“三人模式”实质上是“复杂版”的两人模式，代理人的自主性被削
弱了。不过，这并不符合通说对于代理人地位的认知。博尔克在批判“共同行为说”时指出，
“共同行为
说”除了在法定代理情形“失灵”之外，也忽视了无权代理人从事了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只是为了保
护被代理人，使该行为对被代理人不生效。〔55〕申言之，授权行为与代理行为是各自能够发生法律效果之
完整行为。授权行为一旦作出，代理人即取得代理权，并不以代理行为之实施为要件；代理行为纵无代
理权，也不影响行为之完整性，唯其可能对于本人不发生效力而已。〔56〕在大多数情况下，
被代理人将“是
否”以及“如何”从事法律行为的权利均交给代理人。很难说被代理人早在授权时就考虑到了代理人
后来所从事法律行为的具体内容。〔57〕因此，
授权行为与代理行为并非一项统一的法律行为。

〔52〕
〔53〕
〔54〕
〔55〕
〔56〕
〔57〕

 gl.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4. Aufl., 2016, S. 578.
V
Vgl. Eujen/Frank, Anfechtung der Bevollmächtigung nach Abschluß des Vertretergeschäfts, JZ 1973, S. 232 (235).
Vgl. Waldeyer, Vertrauenshaftung kraft Anscheinsvollmacht bei anfechtbarer und nichtiger Bevollmächtigung, Diss., 1969, S. 120.
Vgl.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4. Aufl., 2016, S. 513-514.
朱庆育：
《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3页。
［德］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谢怀栻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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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需说明的是，在涉及代理人的场合，除了意思自治与信赖保护两项价值之外，还有代理人的利益
需要考虑。根据“统合行为说”，代理行为因撤销授权行为而无效，代理人因此得以“抽身”。但是，代
理人的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在不同案型有所不同。代理人主观上的善意与恶意是重要的权衡因素。在
代理情形，相较于“两人模式”，代理人为加入的唯一变量，完全忽视或者弱化对于代理人的考虑并不可
取。为了实现“错误法”的主导性地位，而给予代理人“责任优遇”，对于代理人保护过度，手段与目的
并不相称，有违比例原则。
（二）对肯定观点的强化
纪海龙教授指出，在代理权被撤销而导致其溯及既往地自始无效时，若代理行为发生在代理权被撤
销之前，那么尤其应注意此时是否构成表见代理。〔58〕之所以如此处理，是为了保护相对人。不同观点指
出，相对人并非无需受保护，只是应在现行的法秩序之下对相对人加以保护。〔59〕言外之意，当发生授权
错误时，应该更偏向维护被代理人的意思自治，现行法秩序对相对人保护的强度仅限于损害赔偿，即消
极信赖保护。不过，我国现行的法秩序究竟如何呢？《民法典》第147条规定，
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从文义上看，该条作了有利于表意人的价
值判断，并未考虑相对人的识别可能性，而是从表意人这一侧考虑，即根据错误的类型判断是否可以撤
销法律行为，然后再结合《民法典》第157条，
表意人至多承担信赖损害赔偿责任。且不论这一判断是否
〔60〕
是唯一的解释可能性，
即使该判断是第147条的内在之意，当授权行为发生错误时，因涉及代理人，是

否应毫无疑问地适用《民法典》第147条撤销代理行为？
《民法典》第172条实际上倾向于保护相对人的积极信赖，亦即，应考虑相对人对于是否有权代理的
识别可能性。在授权错误的情况下，如果相对人无识别可能性，仍然适用《民法典》第147条，撤销授权
行为以及代理行为，则偏离了《民法典》第172条的价值立场。尤其在内部授权的情形，由于代理人的
介入，会影响相对人对错误的识别可能性，使得错误更为“远隔”，这种差异应该体现在具体的法构造
上。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不应被“错误法”所“屏蔽”。当然，从文义上看，第
172条使用的是“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这样的表述，
未能及于撤销授权行为造成无权代理的情形。因此，此处存在一项法律漏洞。对此漏洞，可通过对《民
法典》第172条的类推适用予以实现。如果在解释《民法典》第147条时将相对人的识别可能性考虑在
内，无疑可以缝合第147条和第172条之间的体系漏洞。申言之，评价的关键点不在于错误的类型，而在
于相对人是否存在信赖。需要优先考虑的恰恰是“错误的可支配性”即“错误风险”的承受问题，而
非陷入错误的授权人的意思自治。相较于错误法，在代理法中，显然强调了相对人的识别可能性，即我
国学理上对于重大误解要件的应然设计（即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错误的存在〔61〕）本就存在于代理法
中。因此，不应通过适用“错误法”排除表见代理的构成，而应根据相对人是否为善意作不同安排：如
果第三人为善意，则为表见代理；如果不构成表见代理，
则相对人可以主张损害赔偿。之所以只需要“第
三人善意”即可构成表见代理，原因在于：对于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学理上通常概括为“欠缺代理权”、
“具有代理权的外观”、
“外观的形成可归责于被代理人”和“第三人善意信赖外观”
。〔62〕被代理人撤销
 海龙：
纪
《〈合同法〉第48条（无权代理规则）评注》，载《法学家》2017年第4期，第161页。
王浩：
《论代理的本质：以代理权授予时的意思瑕疵问题为契机》，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第626页。
〔60〕 在对《民法总则》第147条的解释上，
有学者主张应考虑相对人的参与因素，在法技术上，可类推适用关于第三人欺诈的规定，
从而实现该漏洞的填补。参见韩世远：
《重大误解解释论纲》，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第678—680页。
〔61〕 参见龙俊：
《论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构造》，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第133页。
〔62〕 参见朱庆育：
《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9—371页；崔建远等编著：
《民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
版，第254—256页。
〔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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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权的行为本身，使得“第三人善意信赖外观”以外的其他要件得以具备。首先，被代理人撤销代理
权造成了代理权嗣后欠缺；其次，被代理人嗣后撤销代理权导致“有代理权”变成“无代理权”，代理权
外观的形成是因被代理人的错误所致，被代理人在此过程中具有可归责性。
此外，我国主流观点承认在代理权授予的基础关系被撤销或无效之后，应通过表见代理而非无因性
规则来保护善意相对人。〔63〕当在代理权内部授予后对其进行撤销时所产生的法律状态与基础关系无效
或者被撤销相似，应通过表见代理制度一体解决。再对比一下典型的无权代理（自始无权代理）与撤销
授权行为导致的无权代理（嗣后无权代理），从实质评价的角度，可以进一步验证上述判断的合理性。
假设被代理人为A，代理人为B，相对人为C。根据目前的通说立场，当存在“A—C”的两人交易模式时，
如果发生了重大误解，则A可以撤销合同，意思自治得到优先考虑。不过，当存在“A—B—C”交易模式
时，上述价值判断是否就当然沿用呢？从立法者对《民法典》第172条的解释来看，
其倾向于否定被代理
〔64〕
人的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要件，
足见立法者在代理制度中更为倾向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

因此，无论在自始无权代理抑或嗣后无权代理中，当相对人为善意时，均应存在成立表见代理的可能，不
应该对两种情形作区别对待。从学理层面来看，主流观点认为成立表见代理需具备被代理人的可归责
性这一要件。〔65〕据此，如果B是无权代理人，
在“A—B—C”交易模式中，
通过对A的可归责性和C的信赖
〔66〕
合理性的权衡，
存在保护C的积极信赖即成立表见代理的空间。既然如此，
如果A因授权错误而撤销授

权行为，导致出现无权代理，此时A的可归责性往往并不弱于代理权自始欠缺型无权代理中的A。同时，
B的保护必要性通常大于代理权自始欠缺型无权代理中的B，而保护C的积极信赖有助于使B摆脱可能承
担的责任。通过利益权衡可知，在“A—B—C”交易模式中，如果A对授权行为存在重大误解，则保护C
的积极信赖更具妥当性。之所以对“A—C”和“A—B—C”两种交易模式进行区别对待，
结合前文所述，
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既然被代理人因代理、劳动分工而获得利益，自然并非不能给被代理人带来额外的
不利益；其二，授权行为中存在的错误在代理行为中多“转化”为动机错误，
因而使得代理行为不具有可
撤销性。例如，在本文一开始引入的案例中，如果K亲自购买厢型车，与H签订的买卖合同存在表示错误，
可以撤销合同；而当K引入代理人V之后，V与H签订买卖合同时，并不存在表示错误，因为V使用了正确
的表示符号。
再者，我国承认“处分权嗣后欠缺型”善意取得，
即善意取得不限于处分权自始欠缺的情形。〔67〕例
如，A因错误将电脑出卖于B，并交付之。随后，B转卖于C且交付。我国通说不承认无因性理论。〔68〕如
果A撤销合同，B为无权处分，仅当C为善意（不知或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时，方可根据善意取得制度
取得电脑所有权。善意取得制度与表见代理制度作为信赖原理的两个典型适用场域，在具体制度架构
上应具有相似性，即应肯定代理权嗣后欠缺型表见代理。

〔63〕
〔64〕
〔65〕

〔66〕
〔67〕
〔68〕

 见叶金强：
参
《论代理权授予行为的有因构造》，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1期，第113—114页。
参见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63页。
参见叶金强；
《表见代理构成中的本人归责性要件——方法论角度的再思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
5期，第38页以下；朱庆育：
《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0页；杨芳：
《〈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规则）评注》，
载《法学家》2017年第6期，第165—170页。
参见叶金强：
《表见代理构成中的本人归责性要件——方法论角度的再思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
5期，第41—42页。
参见杨代雄：
《法律行为制度中的积极信赖保护——兼谈我国民法典总则制定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
第1166—1167页。
参见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6版，第97—98页；崔建远：
《物权：规范与学说》（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9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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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既有损害赔偿方案的甄别与优化
（一）既有损害赔偿方案的甄别
根据“相对人—代理人—被代理人”的方案，由代理人承担被代理人支付不能的风险，相对人承担
代理人支付不能的风险。对此，朱庆育教授指出，当代理人缺乏支付能力时，被代理人反而置身之外，由
第三人承担损失，有失公允。此外，由代理人承担被代理人支付不能的风险，也“有违衡平”。〔69〕另外，
当意定代理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其无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如果被代理人也无须向相对人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显然不具有正当性。〔70〕由于相对人的损害在根源上是由被代理人所导致的，被代理人
应承担责任，而不能从中“抽身”出来。在“相对人—代理人—被代理人”方案中，无论是通过代理人
清算相对人损害或者将请求权转让给相对人的方式，来实现被代理人的终局责任，均旨在使代理人成为
相对人和被代理人的“隔离带”，被代理人并非直接责任人，
此方案较为间接且远隔。
“相对人—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代理人+被代理人”这两种方案的差异在于：对于代理人是否
承担责任，两种方案持的是“全无”或者“全有”的观点。对于“相对人—被代理人”的方案，有一个
问题难以逾越，即主流观点认为，
《德国民法典》第179条第2款规定的是一种担保责任，与代理人的过错
无关。代理权人是否知道代理权欠缺，并不影响责任的成立，影响的是责任的范围。〔71〕如果依此逻辑，
代理人是无法完全“抽身”的。虽然可以通过对《德国民法典》第179条第2款作“目的性限缩”来实
现这一目标，但正如学者所言，考虑到代理人应为代理行为负责以及其对于被代理人具有追偿权，这种
“目的性限缩”将会导致对代理人的不合理“偏惠”。〔72〕而且，当代理人存在过错时（明知或应知被代
理人存在授权错误），这种“目的性限缩”会导致对代理人的保护过度。因此，即使是要通过“目的性
限缩”排除代理人的责任，也应限于代理人不知道或无法认识到授权行为会被撤销的情形。〔73〕对于“相
对人—代理人+被代理人”的方案，布洛克斯指出，如果被代理人亲自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相对人仅对被
代理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没有理由使第三人获得比他在被代理人亲自缔结合同的情况下更多的保
护。〔74〕所谓“第三人获得更多的保护”实际上是指损害赔偿的主体变为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两人，相对
人更有保障，更可避免支付不能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当引入代理手段之后，相对人本就需要更为谨
慎，核实代理人是否有代理权。与这种“额外负担”相对应，赋予其以更优的法律地位亦无可厚非。不
过，与“相对人—被代理人”方案中的问题恰恰相反，
当代理人不存在过错时，
仍由其与被代理人共同承
担责任，缺乏合理性。即使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似也难以被正当化。
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优待”相对人，而是应在何种程度上“优待”，具体体现为代理人应在
何种程度上承担责任。“相对人—被代理人”与“相对人—被代理人+代理人”两种方案在此问题上给
出了“全无或全有”的回答，这种方案有进一步优化的必要。
（二）既有损害赔偿方案的优化
对损害赔偿方案的优化，实际上是试图在“相对人—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代理人+被代理人”
之间寻找一条中间路线，着重需要思考的是代理人的担保责任是否应该被“软化”，即当代理人不具有

〔69〕

朱庆育：
《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4—355页。

〔70〕 ［德］弗卢梅：

《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3—1044页。

 gl. BeckOK BGB/Schäfer, 49. Ed. 1.2.2019, BGB § 179, Rn. 25.
V
Vgl. Münchener Kommentar/Schubert, BGB, 8. Aufl., 2018, BGB § 167, Rn. 54; PWW/Frensch, 2016, 11. Aufl., BGB § 167, Rn. 17.
〔73〕 Vgl. Ostheim, Probleme bei Vertretung durch Geschäftsunfähige, AcP 169 (1969), S. 193 (203-204).
〔74〕 Vgl. Brox/Walk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42. Aufl., 2018, S. 257.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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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归责性时，其是否要承担责任。
叶金强教授指出，代理人没有过失也要向相对人承担信赖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应属于风险领域理
论，代理人误认为自己有代理权的风险应由代理人承担。〔75〕风险归责的基本出发点是：代理人以他人名
义行为，他必须承担错误判断代理权的风险，尤其是代理人处于与被代理人的关系之中，因此应核实关
于代理权的信息。而李宇教授则认为，无过错的无权代理人，既无一般侵权行为或缔约过失行为，更无
特殊侵权行为，不存在任何可归责的正当理由，强令代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更是不妥。代理人不过是
代他人实施法律行为，绝无担保之意思，更无应被课处法定担保责任的理由。〔76〕换言之，如果代理人对
欠缺代理权不存在认识和判断可能性，则不具有过错，
不应承担信赖损害赔偿责任。
相较而言，后一种观点更为可取。
首先，如果代理人对其代理权发生错误认识，则令其承担责任尚属合理。但当被代理人存在授权错
误，而代理人无法知道或判断代理权欠缺时，再让代理人承担担保责任实际上是让代理人为他人（即被
代理人）的错误买单，这一做法难谓妥当。〔77〕之所以让代理人承担担保责任，其正当性基础在于相对
人对于被代理人并无主张责任的可能性。此时，即使代理人无过错也要担责，因为风险不宜由相对人承
受。但是，在代理权授予错误的情形，被代理人确定是要担责的，问题只在于代理人是否承担责任。如
果不考虑代理人的过错，一概由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承担共同责任，
则对于相对人有些保护过度。
其次，在一般的无权代理场景下，根据“风险引致者应承接风险”的原理，行为人自应在被代理人
不追认时负其责任。〔78〕行为人依代理人身份而行为是引致相对人信赖并使之遭受损害的原因，其本来
能控制并可避免该种损害风险而未避免，故应负担更加严格的责任，这就是所谓风险归责的思想。不
过，即使从风险归责的立场出发，当被代理人因授权错误而撤销授权行为时，嗣后无权代理的风险也不
应由代理人承担。因为在授权错误的场合，代理人本属有权代理，只是因撤销授权而成为无权代理，这
种风险应不在代理人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即不属于其风险范围。进一步而言，在外部授权的情形，按照
风险归责原理，相对人与代理人具有同等的发现错误的可能性，由代理人承担风险并不合理。〔79〕而在内
部授权的情形，虽然代理人更接近于发现错误，但是与代理权自始欠缺的情形不同，在被代理人撤销代
理权之前，代理人实际上为有权代理，此时“误认为自己有代理权的风险”要大一些。另外，
风险的“惹
起者”在代理权自始欠缺的情形为代理人，而在嗣后欠缺的情形则为被代理人。综合而言，无论是内部
授权抑或外部授权，宜作统一处理，当代理人不存在过错即对于因授权错误而导致嗣后无权代理缺乏认
识可能性时，对于代理人的责任予以豁免。
反对观点指出，如果法律不要求善意无权代理人承担责任，那么相对人在同代理人进行交易时难免
增加疑虑，或尽可能调查代理人之代理权有无瑕疵，或因担心代理权的欠缺而直接放弃与代理人从事交
易。前者会增加代理交易的成本，后者则直接打消相对人与代理人从事法律行为的积极性。〔80〕实际上，
调查代理权有无瑕疵或因担心代理权欠缺而放弃交易，均属于对代理权之有无之确信。如果相对人原
则上并无调查义务，则只需要缔约时尽到注意义务即可，并不会额外增加成本；如果相对人应负有适度
的调查义务，则调查是尽到注意义务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不构成善意相对人。无论如何，这均属判断
〔75〕
〔76〕
〔77〕
〔78〕
〔79〕
〔80〕

 金强：
叶
《信赖原理的私法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
李宇：
《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14—815页。
参见［德］弗卢梅：
《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63—964页。
张家勇：
《论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的双层结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第128页。
Vgl. 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 1971, S. 535; Fn. 53.
潘重阳：
《无权代理人对善意相对人责任之析分——以〈民法总则〉第171条第3款的解释为中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9年第3期，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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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人是否善意的考量因素，与是否要求善意代理人承担责任关联较小。因为只要相对人尽到了注意
义务，即使无权代理人为善意，仍有被代理人可作为终局责任人，不会出现相对人所担忧的“无人担责”
的局面。
再次，从责任均衡的角度观察，由代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也不妥当。根据日本的相关判例的态度，
如果无权代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那么要求相对人善意无过失，这样比较符合利益均衡的考量。〔81〕而在
解释论的视角之下，对无权代理人的归责，不要求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即放低了对相对人的要求，此时再
要求无权代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代理人的负担过重，有违比例原则。此外，作为对完全赔偿原则的缓
和，现代法承认可预见性规则，信赖损害赔偿也应受到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82〕当代理人明知或应知代
理权存在错误时，让其承担赔偿责任符合可预见性规则。而当代理人不知时，本以为是有权代理，不可
能、也不应当预见到会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在代理人明知或应知授权错误的情形，对于代理权的欠缺已有认识或者存在认识可能性，此
时由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共同承担责任具有合理性。在代理人存在过错的情形，代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
应当有所预见，如果将其排除在外，反而有失公允。而在代理人无过错的情形，
则应按照“相对人—被代
理人”的思路，由被代理人单独承担责任。无论如何，
从实质衡量的角度，
“相对人—代理人—被代理人”
的思路应被放弃。

四、法效果的选择可能性与总方案构建
（一）法效果的选择可能性
在证成代理权嗣后欠缺型表见代理以及应然的损害赔偿方案的前提下，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表见代
理规则与损害赔偿规则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对于积极信赖保护与消极信赖保护，相对人是否享有选择
权？这也决定了信赖损害赔偿方案的适用范围，即是否适用于相对人为善意的情形。当只有被代理人
承担责任时，赋予相对人以选择权，只是给予了相对人选择“较弱”保护方式的机会，
这对于被代理人并
无不利，相反恰恰是被代理人所追求的，因为被代理人之所以撤销授权行为，往往是不想履行通过代理
订立的合同。因此，如果被代理人放弃“强效果”，
而选择“弱效果”，
既体现了意思自治，
又有助于实现
被代理人的利益，何乐而不为？与之相反，当相对人可向代理人主张责任时，由于相对人行使选择权的
结果使得权利行使的对象发生改变，因此理论上会滋生争议。
对于表象代理〔83〕的情形，反对相对人享有选择权的核心理由在于对表象代理与有权代理的同一
对待。而肯定观点则认为，此时应考虑表象代理制度的目的，即保护相对人。既然表象代理制度是为
了保护相对人发展而来，应赋予相对人以选择权。此外，也有对诉讼风险的考虑。〔84〕例如，根据舒伯特
（Schubert）的观点，应承认相对人对于表见代理与无权代理所对应效果的选择权。因为将效果固定在表
见代理仅仅是为了相对人的利益，而非被代理人或代理人的利益，不能通过主张表见代理的排他适用而
使得无权代理人得以解脱。代理人对权利表象的形成有所助力，这一情况仅会影响代理人与被代理人
 见［日］山本敬三：
参
《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
参见叶金强：
《信赖原理的私法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页。
〔83〕 表象代理指的是如下情形，
即本人虽然不知道无权代理人以其名义实施代理行为，但若尽到审慎的注意本可知悉。在表象代
理情形，如果交易相对人善意地信赖存在本人授权，则本人应受拘束。参见［德］吕特斯、
［德］施塔德勒：
《德国民法总论》，
于馨淼、张姝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26—527页。表象代理是表见代理的下位概念。参见朱庆育：
《民法总论》，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6年版，第367—369页。
〔84〕 Vgl. Staudinger/Schilken, 2014, BGB § 177, Rn. 26.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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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追偿，而不会排除相对人的撤销权。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并非从属性的。〔85〕从规范目的出发，沃
尔夫也指出，容忍代理和表象代理等表见代理制度是为了保护相对人，而非排除其基于《德国民法典》
第179条的权利。〔86〕另根据博尔克（Bork）的介绍，权利表象责任产生的效果是“抗辩排除”。相对人
选择放弃已被排除的抗辩是允许的，即被代理人可以主张抗辩。此时，相对人仍可以向代理人主张损害
赔偿责任，方为合理。此外，诉讼法上的实益在于：通过在诉讼中放弃表见代理的诉讼请求，可使预计到
因表见代理举证负担较重几乎无法完成的相对人转向寻求无权代理制度的保护。〔87〕
我国主流观点肯定相对人对表见代理和无权代理的选择权。例如，梁慧星教授指出，相对人可以
基于表见代理对被代理人主张有权代理的效果，也可以依据狭义无权代理的规定，撤销其所为的法律行
为。〔88〕撤销法律行为之后，依据《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可以主张信赖损害赔偿。这说明了相对人
对于积极信赖保护与消极信赖保护的选择权。方新军教授也指出，表见代理本质上属于无权代理，在起
诉时，相对人当然可以选择诉因。〔89〕否定观点则认为相对人没有选择权，代理人可以主张由被代理人负
表见代理责任。〔90〕既然相对人信赖代理权表象，以本人为交易对象而为交易，那么维护假象，使法律效
果如同有权代理般归属于本人自然是尊重其意思自治的当然之意，若允许相对人此时另行选择无权代
理，岂非事后反悔？有权代理之时，尚不允许相对人如此选择，表见代理之下相对人为何获此优待？〔91〕
行为人承担的是履行利益的无过失赔偿责任，
在真实的授权因行为人控制范围外的原因而失效时（如授
权行为因为相对人胁迫或本人自身错误等原因而被撤销），否定相对人的选择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92〕
了无辜行为人的地位。
从中可见，
肯定说受到责难的核心理由有三点，
即“较有权代理更为有利”“
、鼓

励背信”和“错失改善无辜行为人地位之机会”
。对此，
并非“无药可解”
。
首先，否定说所谓的“不能使相对人处于比有权代理情形下更优越的法律地位”，不过是以“使无
权代理人因构成表见代理而处于比狭义无权代理情形下更优越的法律地位”为代价换来的。〔93〕相较于
有权代理的情形，因代理人此时可能明知或应知被代理人会撤销授权行为，使得代理人构成无权代理；
如果此种情形下让代理人得以“抽身”，实际上是对代理人的“放纵”。从规范目的出发，不言而喻，表
见代理制度是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制度。无权代理人不能通过主张和举证表见代理成立来逃避自己的责
任。〔94〕在代理人明知或应知代理权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三人之间的利益格局与有权代理并不相同。在
有权代理的情形，是无法将代理人“拉进来”承担责任的。而在代理权嗣后欠缺的情形，当代理人有过
错时，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贡献度”，适宜“拉进来”
。
其次，
“鼓励背信”之说也不成立。相对人本来追求的是强效果，但因被代理人撤销授权行为，相对
人审时度势，为了维系与被代理人之间的长久合同关系，仅主张信赖损害赔偿，并无不妥。当代理人明
知或者应知被代理人的授权存在错误时，代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存在原因力，相对人“退而求其次”，具
有正当性。相对人的选择并不能被评价为“背信”，而是正当的权利行使行为。即使相对人选择损害赔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gl. Münchener Kommentar/Schubert, 8. Aufl., 2018, BGB § 167, Rn. 141.
V
Vgl. Wolf/Neun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1. Aufl., 2016, S. 651-652.
Vgl.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4. Aufl., 2016, S. 605.
梁慧星：
《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6页。
陈甦主编：
《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方新军执笔，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2页。
参见朱庆育：
《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1—372页。
杨芳：
《〈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规则）评注》，载《法学家》2017年第6期，第173页。
张家勇：
《论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的双层结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第141页。
李宇：
《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31—832页。
参见［日］近江幸治：
《民法讲义I：民法典》（第6版补订），渠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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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可被评价为“背信”，此举对于代理人的行为具有规制功能，也可避免“放纵”代理人，具有一定的妥
当性。正如日本法上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既然无权代理人实施了无权代理行为，就没有理由免
除其责任。允许无权代理人抗辩“因为成立表见代理，
所以自己不承担责任”，
是不恰当的。〔95〕
再次，针对“错失改善无辜行为人地位之机会”，如果否定相对人选择权只是为了改善“无辜”行
为人（即代理人）的地位，当代理人存在过错时，
就没有必要对其“施惠”
。本文已经将代理人的责任限
制在其存在过错时。因此，无论是对履行利益还是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均为过错责任。此时，赋予相
对人选择权，尚属妥当。
复次，在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共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如果不允许相对人行使选择权，实质上相当
于在相对人善意的情形，只允许向被代理人主张表见代理或者向被代理人主张信赖损害赔偿责任，共同
责任则被“架空”。而且，当代理人有过错时，这种通过限制相对人的选择权来使得代理人得以“抽身”
的做法，正当性显然存在疑问。
最后，在代理人责任为担保责任的背景下，由于代理人负担较重，代理人抗辩构成表见代理，由被代
理人负责的做法，有其可取之处。而本文将代理人的责任“软化”为过错责任，无需对代理人的利益再
作额外考量。此时，如果代理人仍可主张上述抗辩，
在利益衡量上有失允当。
综上，当被代理人因授权错误撤销授权行为之后，应当认可相对人在积极信赖保护和消极信赖保护
两种法效果之间的选择权，即叠加保护模式中其实也包含着选择保护模式的可能性。
（二）本土方案的总体构建
在解释论的视角之下，当代理人不知被代理人存在授权错误即不具有可归责性时，由被代理人单独
承担责任。如果相对人为善意，则可以主张表见代理或者向被代理人主张信赖损害赔偿。如果相对人
有轻过失或重过失，根据《民法典》第147条和第157条的规定，通过比较权衡被代理人与相对人的过错
程度，相应地酌减相对人的信赖损害赔偿数额。此时，实质上是通过判断被代理人和相对人的过错程度
来分担损害。
而当代理人具有可归责性时，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上述德国法上的相
关理论来看，当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作为共同债务人时，在内部责任分担上，责任终局地归属于被代理人
或代理人，性质上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本文将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共同责任限制在代理人明知或应
知的情形。此时，被代理人与代理人承担的究竟是连带责任抑或不真正连带责任，需进一步探讨。当代
理人明知或应知被代理人存在授权错误时，对于给相对人所造成的信赖损害，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均存在
过错。如果将因撤销授权导致的信赖损害纳入侵权法进行考量，在代理人明知或应知的情形，相对人的
信赖利益即纯粹经济损失是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共同造成的，
具有行为上的关联性，
可以纳入《民法典》
第1168条的规范射程之内。当代理人明知或应知被代理人存在授权错误时，代理人本可通过核实避免
授权错误，从而避免因撤销授权所导致的信赖损害的发生，却放任或者疏于注意。因此，在内部关系中，
让代理人“脱责”并无合理性，尤其是在代理人明知、
被代理人仅具有轻过失的情形。
由于《民法典》第172条的文义仅及于代理权自始欠缺的类型，可类推适用于代理权嗣后欠缺的
类型。在此基础之上，应结合《民法典》第171条第4款和第157条，对被代理人、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
责任进行分配。在授权错误的情形，由于代理人的责任被定位为过错责任，第171条第4款的责任实质上
成为了一种缔约过失责任。这一点，可以通过体系解释得出。如李永军教授指出，结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48条及《民法总则》第171条第3款与第4款之规定，将代理人的责任理解为缔约过失责

〔95〕

参见［日］山本敬三：
《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页。

·135·

意定代理权授予错误的效果论

尚连杰

任更加合适，即相当于《民法总则》第157条中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后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过失赔偿责
任。〔96〕据此，当代理人存在过错时，相对人的过错不会“阻却”而仅会“削减”其损害赔偿请求权。有
学者进一步指出：
“第171条第4款并未以相对人恶意作为无权代理人责任的阻却事由，而只是作为减轻
无权代理人责任的事由，依过失相抵法理处理。
”〔97〕不过，
“恶意不受保护”乃世之公理。〔98〕当相对人为
明知时，原则上应排除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如此方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从《民法典》第171条第4款的文
义来看，在相对人明知的情形，也应由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在此，应对其作限缩
解释，即仅当代理人亦属明知时，可由二者分担损害。
对于代理人可归责性的考察，可以考虑诸多因素，如代理人是否具有职业代理人的身份、作为基础
关系的委托合同是否为有偿等。而对于相对人过错程度的考察，需结合具体场景，考虑征信成本的问
题。当相对人为经营者时，对其注意义务程度应作更高的要求。例如，A每日都到B的小店吃早餐，每次
消费10元左右，因此二人熟识。一日A生病，于是在微信上委托其邻居C代为购买10元左右的早餐，但误
写成“购买100元左右”的早餐。后C购买了80元的早餐。B对A的消费习惯有所了解，应当知道A存在
授权错误。对此，B至少具有轻过失。再如，A跟B熟识，B经营一家4S店。一次偶遇，A跟B说，明天到
B的4S店里购买一辆价值20万元左右的新车。后A授权C到B的4S店购买新车，但在委托书中将“20万元”
误写为“200万元”。如果C欲为A购买价值180万元的新车，基于之前A、B双方的交谈情形，B应当再向
A核实，否则有重过失。
综上，笔者认为，在解释论上，应采取对相对人保护力度较强的叠加保护模式，
形成以下方案：
（1）代理人不知被代理人存在授权错误时：①相对人为善意时，可以向被代理人主张表见代理或者
损害赔偿；②相对人存在轻过失或重过失时，可以向被代理人主张损害赔偿，并按照相对人过错程度酌
减损害赔偿数额；③当相对人明知存在授权错误时，
排除其损害赔偿请求权。
（2）代理人明知或应知被代理人存在授权错误时：①相对人为善意时，可以主张表见代理或者向被
代理人或代理人主张损害赔偿。相对人主张损害赔偿之后，由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按照过错程度分担损
〔99〕
害赔偿数额；
②相对人因过失而不知授权错误时，可以向被代理人或代理人主张损害赔偿，并按照相

对人过错程度酌减损害赔偿数额。同时，在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内部，按照其过错程度分担酌减后的损害
赔偿数额；③当相对人明知存在授权错误时，排除其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代理人亦属明知时，由二者分担
损害。

五、结语：理论构想作为逻辑与价值的统一
〔100〕
虽然霍姆斯曾说：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
而是经验”，
但这丝毫不能减损逻辑的重要性。针对具

体的法规范，理论界往往通过理论构想来实现与立法者的互动。而在具体的理论构想中，逻辑与价值二
者均不可被忽视。逻辑与价值是合为一体的，前者是后者在法技术层面的体现，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内在
依据和意义所在。法教义学的核心并非纯粹是价值判断，而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逻辑构建。当然，理
 永军：
李
《合同法上赔偿损失的请求权基础规范分析》，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4期，第29页。
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06页。
〔98〕 参见苏永钦：
《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为中国大陆的民法典工程进一言》，载《交大法学》2010年第1期，第74
页。
〔99〕 考虑到代理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被限缩在过错情形，
应对《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进一步作目的性限缩，即代理人的履行责任
也限于其明知或应知的情形。
〔100〕 ［美］小奥利弗

·温德尔·霍姆斯：
《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9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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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想的选择以及相应规范的解释实际上是为了实现价值上的特定诉求。对于意定代理权授予错误的
效果争论，背后实际上也是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在发挥作用。
立法者在继受一个制度的时候，其实要先作一个价值的权衡。继受者真正在做的，不是技术的选
择。概念的技术或体系的技术是一种累积，很难作任意的有选择的接受。但是价值必须作一个有选择
的接受。然后，在一个价值决定下作一个安排。〔101〕同时，
在解释法律时，
还应考虑周边制度的状况，
根据
其相互衔接的可能性，以及各自框架对相应问题解决的妥适性来决定制度的边界。〔102〕如果对《民法典》
第147条按照传统观点进行解释，会造成与第172条的体系矛盾，从而导致“两人模式”与“三人模式”
在评价上的裂痕，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待“相对人的认识可能性”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在现行法的背
景之下，
《民法典》第172条应作为特别法存在，从而贯彻表见代理制度的特殊价值。如果在解释《民法
典》第147条时将“相对人的认识可能性”纳入考量范围，
则第147条与第172条的评价矛盾可被化解，
二
者之间的体系裂痕也会被缝合。
针对授权错误的效果，可以构造复数的理论方案，形成颜色渐变的方案光谱。从弱保护模式、强弱
混合保护模式、强保护模式到强弱叠加保护模式，对于相对人的保护越来越强。理论方案的选择取决于
对既有规范的解释，也取决于解释者心中的价值选择。被代理人是否应被置于如同亲自订立合同时的
地位，并不存在唯一的正解。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出发，均可实现方案内在的逻辑完满，在技术层面并不
存在绝对的优劣。不过，在解释论上，
《民法典》相关规范形成的体系更为偏向于相对人保护，相应的方
案设计应服务并辅助于这种价值判断的实现，
从而实现逻辑和价值上的统一。

On the Effect of the Mistake in Authorizing the Agency by Mandate
Shang Lianjie
Abstract: When the principal revokes his authorization because of the mistake in it,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unter party can be strong and can be weak. The types of protection in China should be superimpos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pretative theory. When the counter party is in good faith, the authorized
agency, after the revocation of the authorization, can become the agency by estoppels. Hence,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counter party can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agent knows that the principal
has made a mistake in the authorization: if not, the principal shall bear the liability; if the agent knows
or should have known it, the principal and the agent shall bear the liability jointly. In addition, whether
the counter party is in good faith also determines the effect. If the counter party is at fault, according to
Article 157 and Article 171(4) of the Civil Code, the counter party, the principal, the agent shall bear the
liability in proportion to their fault. When the counter party knows the agent has no authority, he will, in
principle, not be compensated, unless the agent himself knows that too.
Keywords: authorization; mistake; the agency by estoppels; imputability; compensation
（责任编辑：丁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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