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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_E9_9A_8B_

E5_BD_AD_E7_94_9F__c36_482781.htm 合同的效力 4-7 某医院

办公室掌管公章的办事员王某未经领导同意，擅自向某礼品

公司购买了 40 万元的纪念品，在庆祝建院四十周年的活动中

使用。王某以医院的名义与礼品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在合

同上加盖了医院的公章。礼品公司知道医院正在进行庆祝建

院四十周年的活动，便积极准备货源，准时发货。医院领导

知道此事后，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王某实际上

无代理权，但此案中无其他违法情节，法院认定合同有效。 

解析：王某在合同中加盖了公章，礼品公司有理由认为王某

有代理权，应以表见代理确定合同有效。 4-8 甲从乙公司偷

得其合同专用章，以乙公司的名义与丙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

100 吨钢材的合同，丙公司善意且无过失地不知甲无代理权，

后乙公司主张甲无权代理，合同无效，并对其行为不予追认

，丙公司认为是“表见代理”，主张合同有效。 解析：表见

代理的成立应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即本人因其行为（作为或

不作为）创造了代理权存在的表征（权利外观），例如，被

代理人撤回代理权时，未采取适当的方式告知第三人。本案

中，合同专用章乃被甲偷窃，对丙而言，甲虽具有代理权外

观，但并非由乙之行为造成，因此不能成立表见代理。否则

，如果“被代理人”并未有创造代理权外观的行为而被他人

无权代理，却要其承担被代理的后果，对于并不愿意承担该

后果的“被代理人”太不公平。第五节无效合同 一、主要考

点 合同及免责条款的无效事由，无效合同财产的处理。 主要



出题角度： 1. 判断是否属于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 2. 判断是

否为无效的免责条款。 3. 确定因过错导致合同无效的一方须

承担缔约过错责任。 二、基本规定和基本理论 （一）无效合

同的概念 无效合同，是指虽经合意成立，但因不符合法律强

制要求而不予承认和保护的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合同

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无

效合同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能通过同意或追认使

其生效。这与无权代理、无权处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

立的合同不同，后者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追认而生效。 无效合

同的无效性质具有必然性，不论当事人是否请求确认无效，

人民法院、仲裁机关均应确认其无效。这与可撤销的合同不

同，对于可撤销的合同，当事人请求撤销，人民法院或仲裁

机关才予以撤销。 （二）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 1.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 恶意串通，损害

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 强制性规定，是任意性规范的对称。对任意性规范，当事

人可以通过合意排除适用；对强行性规范，当事人必须遵守

。 只有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范，才是确认合同效力

的依据，不能以地方法规和规章作为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三）无效的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确立的

排除或者限制其未来责任的条款。《合同法》第 53 条规定，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1 ）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 2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人身安全

权是不可转让、不可放弃的权利 ( 安乐死之禁止正是出于这

一理由 ) ，也是法律重点保护的权利。因此，不能允许当事



人以免责条款的方式事先约定免除这种责任（这种责任通常

表现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对于财产权，不允许

当事人预先约定免除一方故意或因重大过失而给对方造成的

损失，否则会给一方当事人提供滥用权利的机会。 （四）无

效合同财产后果的处理 《合同法》第 58 条规定：合同无效或

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

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

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

担相应的责任。 第 59 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

返还集体、第三人。 三、练习指导 4-9 某出版社与李某签订

了一份出版合同，出版合同中约定，由李某翻译出版社指定

的一本小说，出版社予以出版发行。后李某如期交稿。出版

社的责任编辑在阅读该书稿时，发现该书属于黄色书籍，建

议出版社不予出版。出版社采纳了编辑的建议，拒绝出版该

书。李某起诉至法院，要求追究出版社的违约责任。经法院

审查，该书确为黄色书籍。 解析：该合同因违反社会公共利

益而无效。双方都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4-10 甲少时学过

武术，为求生计，到乙马戏团应聘，甲声称可以胸口压 300 

斤巨石，并受铁锤撞击，乙马戏团经过测试，认为甲所称不

虚，遂签订试用合同。合同特别约定：因进行胸口压石表演

出现的危险由甲自负，乙一概不负责。某日表演中，甲突然

口吐鲜血，经医治无效死亡，经鉴定系因胸部组织未能承受

过大压力所致。甲妻主张乙马戏团赔偿，乙马戏团主张甲之

工作本身就属于高度危险的工作，甲是自己甘冒风险来应聘

该工作，并且双方事先已有免责约定。 解析：合同约定的“



因进行胸口压石表演出现的危险由甲自负，乙一概不负责”

，系典型的人身伤害免责条款。无论该条款是否出于签约人

自愿，均绝对无效。因此，乙马戏团仍应负赔偿责任。 第六

节 可撤销的合同 一、主要考点 导致合同可撤销的事由、撤销

权的丧失及撤销的后果。 主要出题角度： 1. 判断某合同是否

属于可撤销合同。 2. 判断撤销权是否经过一年而丧失。 3. 判

断撤销权的默示放弃。 4. 确定撤销后的财产后果。 二、基本

规定和基本理论 （一）可撤销合同概述 可撤销的合同，是指

虽经合意成立，但因意思表示并非真意，可向法院或仲裁机

关请求消灭其效力的（有效）合同。合同被撤销后自始没有

法律约束力。合同被撤销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

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二）导致合同撤销的事由 1. 

重大误解 构成条件： （ 1 ）误解与合同成立、合同条件有因

果关系。 （ 2 ）误解应当是重大的。“重大”的标准是，当

事人对重要的合同事项产生了错误认识，同时误解对当事人

造成重大不利后果。无关紧要的误解，不影响合同生效。 （

3 ）当事人不愿承担误解的风险。当事人自愿承担了误解的

风险，当然不能按照重大误解的规则进行救济。比如，甲方

向乙方出售古钱币，如果是真的，价值 10 万元，如果是赝品

，价值 1 元。双方都明知这一点，遂以 5 万元的价格成交。

甲、乙双方都承担了误解的风险。如果是赝品，买方不得要

求变更 ( 退回 49999 元 ) 或撤销合同 ( 退钱、退货 ) ；如果是

真品，卖方不得要求变更 ( 增加 5 万元 ) 或撤销合同 ( 退钱、

退货 ) 。 2. 显失公平 构成条件： （ 1 ）客观要件。客观要件

是指双务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自始（合同订立时）明显不

对等。无偿合同没有对价，也就无所谓对价是否充分的问题



。也就是说，显失公平的情形，只发生在有偿合同之中。 （

2 ）主观要件。只有在权利与义务明显不对等且意思表示有

瑕疵时，才是显失公平的合同。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不

对等，但合同是当事人完全自愿签订的，即意思表示无瑕疵

，此时不能认定为显失公平。意思瑕疵的原因，有另一方或

第三方的不正当影响、利用对方没有经验，也有己方的误解

等。 3. 欺诈 构成条件： （ 1 ）欺诈一方是故意的。 （ 2 ）欺

诈行为的客观表现是对订立合同有关事实的虚假介绍或隐瞒

。 （ 3 ）欺诈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欺诈，第三人

的欺诈不足以构成导致合同撤销的事由。当事人一方利用了

第三人的欺诈，则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 （ 4 ）被欺诈一

方因对方的欺诈陷入错误，因错误而订立合同。 4. 胁迫 构成

条件是： （ 1 ）胁迫一方出于故意。 （ 2 ）胁迫一方的威胁

属于违法的威胁，如用揭露隐私等进行要挟。如果以提起诉

讼，要求对方履行债务为威胁，就不能认为是违法的威胁。

手段、目的均合法的威胁，是合法的威胁。 （ 3 ）被胁迫一

方因陷入恐惧而订立合同。 5. 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 构成条件

： （ 1 ）一方当事人陷于危难处境，包括经济窘迫、本人或

者其家人生命危险、健康恶化等。 （ 2 ）行为人利用了对方

当事人的危难困境，趁火打劫，提出苛刻条件，对方出于无

奈而违背真实意愿与之订立合同。 （ 3 ）乘人之危者为故意

。 （ 4 ）乘人之危订立合同，旨在取得过分的利益，或使被

乘危难人蒙受重大损失。 （三）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 1. 撤销

权的归属及对可撤销合同的救济方法 对可撤销的合同，当事

人可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请求变更或撤销。被害人有撤销

权和变更权。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



销。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变更。 2. 撤销权的性

质 撤销权是必须经过诉讼或仲裁的形成权，可称为形成诉权

。 3. 撤销权的消灭 按《合同法》第 55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撤销权消灭：（ 1 ）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2 ）具有

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

放弃撤销权。 （四）合同被撤销后财产后果的处理 按《合同

法》第 58 条处理。如果效力未定合同未被追认，也按 58 条

处理财产后果。 三、练习指导 4-11 甲在政府有“好友”，前

不久得知：某市政府已计划在明年将地铁修到某郊县，该消

息尚未公开。甲知地铁一旦修到某郊县，某郊县房价必高涨

，故迫不及待从郊县某房地产公司买下三套预售商品房。但

昨日刚从可靠来源得知某市政府已取消此计划，故立即联系

房地产公司，称之所以签订此三套房屋，系因重大误解所致

，所以要撤销合同。问甲之主张得否支持？ 解析：在本案中

，甲的错误发生在动机上，对于此种料事失误的风险，法律

不允许他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以保护交易安全。

与此相似的、在现实中经常发生的是??保证人主张由于对于

主债务人的信用发生“重大误解”，而要求撤销保证合同（

条款），基于相同理由，该主张不得支持。 4-12 甲电器公司

急需一种电器上的配件，眼下只有乙公司有这种配件，该配

件平时卖 10 元 / 个，乙公司知甲急需，且市场上断档，遂提

高要价至 20 元 / 个，甲无奈，只得以该价格购买 2000 个，后

甲公司起诉至法院，以乘人之危为由请求撤销合同。 解析：

商人应当比普通人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经营中的紧迫一般

不能认为是“危难”；对方利用市场供求关系提高商品价格



，属正常的经营行为，不能被认为是乘人之危。因此合同效

力应予维持，否则交易关系过于脆弱，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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