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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考察了无权 代理和无权代理合同的概念, 对 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无权 代理合同的效力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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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合同法 颁行以来, 学者们就该法第四十八
条的理解可谓疑虑丛生, 众说纷纭。本文特对此发
表拙见, 以期抛砖引玉。

一、无权代理的概念
所谓无权代理, 是指非基于代理权而以本人名
[ 1]
义实施的旨在归属其法律效果于 本人的行为。 依
照我国 民法通则 第六十三条之规定, 代理应具备
下列四个构成要件: ( 1) 须有代理权且须在代理权的
范围之内实施; ( 2) 须以本人名义实施; ( 3) 须关于意
思表示, 即须向第三人实施或者自第三人受领意思
表示; ( 4) 须直接对本人发生法律效果。由此可见,
所谓无权代理, 实际上是指具备代理行为的其他要
件, 仅仅是欠缺代理权的代理。
本来, 代理权是代理的核心要件, 也是代理关系
发生的基本前提。代理权的存在及行使, 是代理的
法律效果归属于本人的关键之所在。因此, 严格说
来, 欠缺代理权既不会存在代理关系, 也缺乏使代理
的法律效果归属于本人的根据。然而, 无权代理常
常涉及三方当事人, 即本人( 被代理人) 、
无权代理人
和第三人( 相对人) 。一方面, 无权代理人未经本人
授有代理权而迳以本人名义从事代理行为, 这种越
权的行为如果可以无条件地直接对本人发生法律效
力, 那么, 本人的私法自治权便会受到侵害。为维护
本人的私法自治权, 无权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原则
上仍有待于本人的承认, 对其始生法律效力。也就
[ 2]
是说, 将无权代理行为视为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
无权代理经本人追认的, 实际上就等于补授了代理
权, 无权代理就变成了有权代理; 如本人不予追认,
对本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此种无权代理学说上称之
为狭义无权代理, 又称为真正无权代理。另一方面,
无权代理人迳以本人名义向第三人实施或者自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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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领意思表示, 第三人可能基于善意无过失地相
信无代理权人的代理行为真实有效, 如果绝对地确
认该代理行为不能对本人产生拘束力, 一味尊崇本
人的意愿, 势将置善意第三人利益于不顾, 则世人
皆不欲与代理人为交易, 不仅社会交易受其影响, 代
[ 3]
理制度也将有名无实, 难以实行 。 是故, 为维护善
意第三人的利益, 保障交易安全, 在一定的条件下法
律便赋予某些无代理权的代理发生有效代理的法律
后果。在此情形下, 即使没有本人的追认, 无权代理
的后果也将直接归诸于本人。此种无权代理学说上
称之为表见代理。
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都属于无权代理。但
两者又有区别, 它们在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方面有
重大不同。依传统之见解, 表见代理不 属于效力未
定的行为。因此, 下面的讨论如无特指, 无权代理均
指狭义无权代理。

二、无权代理合同
所谓无权代理合同, 是指无代理权 的人代理他
人从事民事行为订立的合同。无权代理合同通常包
括下述三种情形: ( 1) 无代理权人根本没有本人的授
权而以本人的名义与他人订立的合同; ( 2) 超越代理
权而订立的合同。这是指代理人虽享有一定的代理
权, 但代理人超越了代理权的范围而以本人的名义
与他人订立的合同; ( 3) 代理权终止后以本人的名义
订立的合同。这是指行为人曾经获得过代理权, 但
代理权因消灭事由( 代理期限届满、
代理事项 完成、
本人撤销委托等) 的出现而消灭, 原代理人仍以本人
的名义与他人订立的合同。

三、无权代理合同的效力
依传统之论说, 无权代理属于效力 未定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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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无权代理合同属于效力未定的合同。之所以
将其规定为效力未定的合同, 乃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
方面, 无权代理合同并不一定都对本人不利, 有些无
权代理合同对本人是有利的。因此, 由本人来决定

同是无效的, 对被代理人不 发生效力。 [ 5] 还有人直
截了当地 说: 被代 理人既可 以对无 权代理作 出承
认, 也可以拒绝承认。如果拒绝承认, 那么, 无权代
理所订立的合同自始无效。[ 6] 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

无权代理合同的效力归属, 可以更好地维护和尊重
本人的私法自治权; 另一方面, 相对人劳神费事订立
合同也并非旨在追求合同无效的后果, 相反, 他通常
希望合同有效而使其能与本人之间形成合同关系。
基于上述理由, 我国 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
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 未经被代理人追
认, 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 被代理 人在一 个月内 予以追
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 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
追认之前, 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
通知的方式作出。
由该条可知, 无权代理合同的效力如下:
1. 经本人追认, 无权代理合同对本人发生法律
效力

值得商榷的。
首先, 按照民法理论, 无权代理行为本人不予追
认的, 也仅仅是不对本人发生效力而已。该无权代
理行为如具备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 仍将
发生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并由该无权代理人
[ 7]
自己作为当事人而承担其法律效果。
其次, 原 经济合同法 第七条曾将 代理人超
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 明确规定为无效合同, 但现
行 合同法 本着鼓励交易的精神, 缩小了无效合同
的范围, 并未将无权代理作为合同无效的独立事由
而加以规定, 而是笼统地规定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
无权代理合同 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由行为人承
担责任 。那么, 未经本人追认的无权代理合同的效
力究竟如何? 有学者认为, 被代理人拒绝追认的, 可
以认定为欺诈。除了损害国家利益而无效的 以外,

民法通则 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无权代理
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 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
任 。 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与 民法通则 的
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谓追认, 是指本人对无权
代理合同在事后予以承认的一种单方意思表示。本
人是否作出追认, 是本人享有的一种权利, 学说上称
之为追认权。追认权属于形成权, 即可依权利人单
方意思表示使既存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权利。无权
代理合同一经本人的追认, 即对本人发生法律效力,
本人由此将承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异言之, 追认
权的行使使得原来效力不确定的本人、
代理人、相对
人三方法律关系得以确定, 发生与有权代理一样的
[ 4]
法律后果。

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 如果当事人不行使撤销
[ 8]
权, 则合同不因无权代理而 无效。 也就是说, 此时
合同是有效的, 并由无权代理人自己作为合同当事
人。
由此可见, 认为本人拒绝承认的无 权代理合同
自始无效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 此处所谓 效
力未定 , 乃是指无权代理合同成立以后能否对本人
发生效力尚未确定, 经本人追认, 无权代理合同即确
定地对本人发生法律效力; 本人拒绝追认, 无权代理
合同即确定地不对本人发生法律效力。是故, 效力
未定 是针对无权代理合同是否对本人发生效力而
言的。在本人拒绝追认的情况下, 无权 代理合同并
非当然无效, 而是由无权代理人与第三人作为合同

2. 未经本人追认, 无权代理合同对本人不发生
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 无权代理人未经本人授有代理权迳
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 侵害了本人的私法
自治权。如果本人追认该无权代理合同, 那么该合
同就对本人发生法律效力; 如果本人不予追认, 那么
该合同就确定地对本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而应由行
为人承担责任。
有一种观点认为, 无权代理人以他人名义订立
合同, 是一种效力待定的合同, 而不是绝对无效的合
同。此类合同 尽管因代 理人缺乏 代理权而 存在瑕
疵, 但这种瑕疵是可以修正的, 即经过被代理人的追
认, 可以使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有效, 但如果不经
过被代理人的追认, 那么这种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

的当事人, 并由无权代理人履行合同或者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3. 经善意相对人( 第三人) 撤回, 无权代理合同
归于消灭
法律关于追认权的规定, 旨在保护本人的利益。
因代理涉及三方当事人的权益, 如果本人对无权代
理人的行为既不追认也不拒绝, 势将置第三人利益
于不顾, 并受本人单方意志的拘束, 这种情形显然不
利于第三人尤其是善意第三人。有鉴于此, 为平衡
本人与第三人的利益, 法律便赋予第三人以催告权
和撤回权。
所谓催告权, 是指第三人催促本人 在法定期限
内明确答 复是否对 无权代理 予以追 认的一种 形成
权。催告权行使的目的就在于使不确定的本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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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代理人和 第三人之 间的关系 尽快地能 够确定下
来, 以稳定交易关系和维护交易秩序。所谓撤回权,
是指在本人对无权代理行为进行追认之前, 善意第
三人将其对无权代理人所为的意思表示予以撤回的
一种形成权。撤回权行使的目的就在于使不确定的
本人、
无权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直接确定下
来, 从而避免了第三人因本人拒绝追认或者迟延追
认的不利益。一经善意第三人撤回, 无权代理合同
则确定地不发生法律效力。
可见, 无权代理合同成立以后, 其效力的最终确
定是通过本人行使追认权或善意第三人行使撤回权
来完成。在追认或撤回之前, 无权代理合同是否对
本人、
无权代理人和第三人发生法律拘束力是不确
定的。追认或者撤回是确认无权代理合同效力的关
键。不过, 传统理论及我国 合同法 关于无权代理
合同的规定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 本人欲
追认, 第三人亦欲催告本人追认, 表明双方均愿意受
合同拘束, 如此情形, 即便无当初效力未定之关系,
双方依然一拍即合。其次, 本人欲拒绝, 第三人亦欲
撤回时, 表明双方 均无意使法律 关系生效, 如此情
形, 当初效力未定之设计不具价值。再次, 本人欲拒
绝, 第三人则欲催告时, 表明一方无意而他方则有意
使法律关系生效, 彼此意愿不同。拒绝生绝对效力,
使法律关系确定地不对本人发生效 力。最后, 本人
欲追认, 第三人欲撤回时, 彼此意愿亦不相同。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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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撤回均具绝对之效力, 追认在前, 无权代理合同确
定地对本人发生法律效力, 撤回在前, 无权代理合同
归于消灭。而本人追认的前提就在于无权代理合同
对其有利, 第三人之所以撤回就在于无权代理合同
对其 不利, 追 认与撤回处于 相互竞争的状 态, 民 法
( 合同法) 关于效力未定的规定只在此种情形下方有
[ 9]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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