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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第 133 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1．是否以“意思自治”为理念、以“意思表示”中心
2． 效果是法定还是人定
3． 行为能力适用与法律效力有无关系
例题：小刘从小就显示出很高的文学天赋，九岁时写了小说《隐形翅膀》，并将该小说的网络传播权
转让给某网站。小刘的父母反对该转让行为。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A.小刘父母享有该小说的著作权，因为小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B.小刘及其父母均不享有著作权，因为该小说未发表
C.小刘对该小说享有著作权，但网络传播权转让合同因小刘父母不追认而归于无效
D.小刘对该小说享有著作权，网络传播权转让合同无效

二、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
（一）意思表示的构成
1、内心的效果意思
（1）含义：发生一定的私法效果（合同、遗嘱、婚姻等）的意思
（2）判断标准——法律行为区别于好意施惠
①做出表示时，是否有承担法律责任的意图。
②对当事人利益关系及公平原则的考虑。
③结合生活常识、习俗考量。
例题 1：在北京工作李某过年自驾回老家过年，邀在同城工作的老乡王某搭车同行，后失约。
例题 2：阿 Q 因有急事出门，隔壁邻居王阿姨主动代为照顾 3 岁的小 Q。
例题 3：王一、王二、王三、王四、王五相约每周各出 10 元钱共同购买相同号码的彩票，钱都交给
王五，由王五负责每周末购买。但某周末，由于王五疏忽，填错了号码，导致错过了百万大奖的机会。王
一、王二、王三、王四请王五赔偿，可否？
2、外在的表示行为：
——明示：口头、书面、肢体语言、视听资料、公证、审批、登记等
——默示：推定与沉默，
【民法总则第 140 条】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
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特别提醒】内在与外在，两者缺一，没有意思表示，也就没有法律行为（合同）！
1、如果是单方行为，有效果意思+表示行为
2、如果是双方行为，除了双方都有效果意思+表示行为外，双方表示出来的意思还要达成合意。
例题：教授甲举办学术讲座时，在礼堂外的张贴栏中公告其一部新著的书名及价格，告知有意购买者
在门口的签字簿上签名。学生乙未留意该公告，以为签字簿是为签到而设，遂在上面签名。对乙的行为应
如何认定？
A.乙的行为可推定为购买甲新著的意思表示
B.乙的行为构成重大误解，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买卖合同可撤销
C.甲的行为属于要约，乙的行为属于附条件承诺，二者之间成立买卖合同，但需乙最后确认
D.乙的行为并非意思表示，在甲乙之间并未成立买卖合同
（二）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与撤回

1.若无特别约定或法律规定，生效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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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
（2）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
（3）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表示完成时生效。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以公告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公告发布时生效。

2.撤回
行为人可以撤回意思表示。撤回意思表示的通知应当在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前或者与意思表示
同时到达相对人。
（三）意思表示的解释——主客观结合的解释（侧重客观）
【民法总则第 142 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
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
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

三、法律行为（合同）的分类
1、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共同法律行为
（1）单方法律行为
依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的法律行为。比如：订立遗嘱、抛弃等
（2）双方法律行为
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比如：合同、结婚等
（3）共同法律行为
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彼此意思表示的一致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比如，合伙、公司章程等。
【提醒注意】
（1）赠与是单方还是双方法律行为？
（2）双方和共同法律行为的本质区别：为了谁？
2、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
关键看是以发生财产上的法律效果还是发生身份上的法律效果为目的。
财产上的法律效果，如将自己的财产卖掉或者丢掉！钱的问题
身份上的法律效果，如结婚、离婚、收养等！往往事关伦理。
★3、诺成性行为与实践性行为
（1）诺成行为：又称不要物行为，只要行为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法律行为。
（2）实践行为：又称要物行为，除了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需要交付标的物才能使有效成立的法律行为。
【提醒注意】
（1）典型的实践行为
保管合同、定金合同、民间借贷合同、借用合同。
（2）Why?
原因有二：
第一，基于道德的考虑——借贷、借用
第二，交付标的物是合同履行的前提——保管、定金
（3）交付标的物是成立还是生效？
【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
【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七条】

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担保法第九十条】 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
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
官网：www.mxfash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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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务行为与双务行为
（1）单务：一方负有义务
（2）双务：双方互负义务，何谓“互负义务”？严格说一定是为对方权利实现的义务。
【提醒注意】无偿委托合同是单务还是双务合同？
5、有偿与无偿法律行为
（1）有偿：双方互为给付而取得对价的法律行为。
（2）无偿：一方只为给付而没有对价的法律行为。
典型的无偿法律行为：赠与、借用、保证。
【提醒注意】单务是否一定意味着无偿？答曰：否！一般是，但不是一一对应！
例题：阿宝和阿涛是兄弟，阿宝借给阿涛人民币 10 万元，约定年息 8000 元。问：阿宝和阿涛的借款
合同是：
A.有偿合同
B.无偿合同
C.单务合同
D. 双务合同
★6、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
处分行为——直接发生财产权移转或消灭效果的行为——交付标的物、设立抵押权、抛弃所有权
负担行为——发生给付义务效果的行为——签订合同之行为

五、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依法成立的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
【民法总则第 143 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民法总则第 158 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
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民法总则第 159 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
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民法总则第 160 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期限，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期限的除外。附生效期限
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满时失效。
【合同法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总结：一般情况下，法律行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在时间上同一的，成立即生效。只有在附条件、
附期限或者需要审批的法律行为（合同）中，成立之后暂时尚不能生效！
（一）含义
1．成立的含义：意思表示的完成即为法律行为的成立（事实判断）
2．生效的含义：意思表示的合法（价值判断）：
(1)主体——合格——若不合格，则效力待定
(2)标的——内容——合法——若违法，则无效
(3)意思表示——真实——若不真实，则可撤销

（二）法律行为的效力状态
官网：www.mxfash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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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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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思 表 示
真

真

实

自始受法律约束

实

（被）代理人的追认权
相对人催告权
善意第三人撤销权
权利人不追认则？无效

无权处分人：
（例题）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民事能力人

合 法

法 律 效 果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2.在订立合同中显失公平的。
3.欺诈、胁迫。

无行为能力人之法律行为，无效；
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
违反公序良俗的无效；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无效；
通谋虚伪：双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为之法律行为无效。1

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
请撤销；

绝对无效、
当然无效、
自始无效！

1、关于效力待定
（1）限制行为能力人超出能力的法律行为
【民法总则第 145 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
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
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要点】
追认权、撤销权（善意相对人）、催告权。
（2）无权代理人超越代理权所为之法律行为
【民法总则第 171 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
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
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要点】
追认权、催告权、撤销权（善意相对人）、选择权和相对人知情时的责任。
（3）无权处分的情形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
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
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例题：甲因出国留学，将自家一幅名人字画委托好友乙保管。在此期间乙一直将该字面挂在自己家中
【民法总则第 146 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
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19
官网：www.mxfashuo.com
微信咨询：18601360002
QQ：15028188
18612188
18119717
1

2019 年敏行法硕培训权威专业品牌

民法‐‐韩祥波老师

欣赏，来他家的人也以为这幅字画是乙的，后来乙因做生意急需钱，便将该幅字画以 3 万元价格卖给丙。
甲回国后，发现自己的字画在丙家中，询问情况后，向法院起诉。下列有关该纠纷的表述中哪些是正确的？
A.乙与丙之间的买卖合同居于无效合同
B.乙与丙之间的买卖合同属于效力未定的合同
C.甲对该幅字画享有所有权
D.丙对该幅字画享有所有权
2、关于可撤销之法律行为
（1）重大误解
【民法总则第 147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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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通意见第 71 条】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
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例题：甲将祖传的一幅画出让给乙。交付后，乙将该画送权威部门鉴定，结果为赝品。乙要求退货并
返还价款，甲以该画系祖传，并不知真假为由而拒绝。此出让画的法律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
A．欺诈行为
B．重大误解行为
C．显失公平行为
D．有效法律行为
（2）欺诈
【民法总则第 148 条】 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
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民法总则第 149 条】 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考点 1：明示欺诈（不该说乱说）与默示欺诈（该说不说）
例题：甲以土地使用权出资与外商乙合作成立公司，乙货币出资。期限 15 年。实际上，甲的土地使
用权已经被征收。
考点 2：相对人欺诈与第三人欺诈
例题：甲患癌症，其妻乙和医院均对甲隐瞒其病情。经与乙协商，甲投保人身保险，指定身故受益人
为乙。保险公司是否有权以乙欺诈为由撤销合同？
（3）胁迫
【民法总则第 150 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考点 1：胁迫与强迫，前者还是有选择的。
考点 2：手段的合法与非法
【特别提醒】
理解胁迫的违法性，要从手段与目的两个方面着眼。通常认为手段与目的中，有一项为非法即可构成
胁迫，更为复杂的是，如果手段和目的均属合法，但是，如果两者的结合有悖公序良俗或者直接违反法律
规定的，也构成具有违法性的胁迫。具体而言，有如下常见情形：
其一，手段非法，目的正当。
例如，甲以披露乙的隐私威胁，迫使乙签发支票偿还对甲的债务。
其二，手段合法，目的非法。
例如，甲以举报犯罪相威胁，迫使乙购买自己的一辆已经报废的摩托车。
其三，手段非法，目的非法。
官网：www.mxfash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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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甲称，如果乙不购买自己已报废的摩托车，就将乙的腿砸断。
其四，手段合法，目的合法，但是两者结合具有违法性。
例如，甲称，如果乙不还欠甲的债务，甲将举报乙半年前的犯罪行为。其中，举报犯罪与请求偿还债
务均是合法的，但是，这样的结合，却具有违法性，构成胁迫。这里如何区分合法压力与非法胁迫呢？比
如，甲砸坏了乙的汽车，乙可以以向警察告发甲破坏汽车的行为，以获得对汽车造成损害的赔偿，这是正
当的，无胁迫。但是，乙不能以此相威胁来实现没有关系的请求权，如要求甲偿还另一笔乙欠甲的债务即
构成胁迫。
例题：下列哪一情形下，甲对乙不构成胁迫？
A．甲说，如不出借 1 万元，则举报乙犯罪。乙照办，后查实乙构成犯罪
B．甲说，如不将藏獒卖给甲，则举报乙犯罪。乙照办，后查实乙不构成犯罪
C．甲说，如不购甲即将报废的汽车，将公开乙的个人隐私。乙照办
D．甲说，如不赔偿乙撞伤甲的医疗费，则举报乙醉酒驾车。乙照办，甲取得医疗费和慰问金
（4）显失公平
【民法总则第 151 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
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例题：甲许可乙公司实施其专利，乙公司根据自己对于市场资源优势对于专利使用费反复谈判，压低
至 1 万元，期限两年。乙公司两年实现税后利润 1000 万元。
（5）撤销权的时间限制
【民法总则第 152 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
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
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6）撤销权的权利主体
欺诈、胁迫中的受害方、重大误解中的误解方和显失公平中的遭受不利者。
2、关于无效
（1）无效的具体情形
【民法总则第 144 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例如：熊孩子甲（7 岁），偷偷用妈妈的手机支付功能给自己喜欢的主播姐姐打赏 25 万元。
【民法总则第 146 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例如，甲本欲赠与乙房屋一套，担心人情困扰或子女反对，通谋虚伪做成买卖。
【民法总则第 153 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
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例如，对于婚外情人的赠与、当事人约定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
【民法总则第 154 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例如，已经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但尚未办理过户登记的甲，为了避免买受人申请强制执行，与朋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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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做成买卖并办理过户。
例题：下列哪些情形属于无效合同？
A.甲医院以国产假肢冒充进口假肢，高价卖给乙
B.甲乙双方为了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时避税，将实际成交价为 100 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价格写为 60 万元
C.有妇之夫甲委托未婚女乙代孕，约定事成后甲补偿乙 50 万元
D.甲父患癌症急需用钱，乙趁机以低价收购甲收藏的 1 幅名画，甲无奈与乙签订了买卖合同
（2）无效的后果
【民法总则第 155 条】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民法总则第 156 条】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民法总则第 157 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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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所受
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考点一：部分违法无效的法律行为
例题：甲被乙打成重伤，支付医药费 5 万元。甲与乙达成如下协议："乙向甲赔偿医药费 5 万元，甲
不得告发乙"。甲获得 5 万元赔偿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后乙被判刑。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甲、乙之间的协议有效
B．因甲乘人之危，乙有权撤销该协议
C．甲、乙之间的协议无效
D．乙无权要求甲返还该 5 万元赔偿费
考点二：法律行为无效的后果
未履行的不再履行，已经履行的返还（不当得利）
，不能返还的赔偿
（三）法律行为（合同）特别生效要件
1、附条件——将来的、不确定的、可能的、合法的事实
A 条件的类型：
（1）生效条件（延缓条件、停止条件）
（2）解除条件
B 条件的成就
（1）条件成就之拟制——以不正当行为阻止条件成就的
（2）条件不成就之拟制——以不正当行为促成条件成就的
例题：甲打算卖房，问乙是否愿买，乙一向迷信，就跟甲说：“如果明天早上 7 点你家屋顶上来了喜
鹊，我就出 10 万块钱买你的房子。”甲同意。乙回家后非常后悔。第二天早上 7 点差几分时，恰有一群喜
鹊停在甲家的屋顶上，乙正要将喜鹊赶走，甲不知情的儿子拿起弹弓把喜鹊打跑了，至 7 点再无喜鹊飞来。
关于甲乙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合同尚未成立
B．合同无效
C．乙有权拒绝履行该合同
D．乙应当履行该合同
【特别提醒】
关于合同无效与合同不生效。
上题中，合同没有生效，为何不能选择 B 项呢？这关系到合同无效的理解。作为一个规范概念，合同
无效通常指内容涉嫌违法之情形，一个已经成立，但由于条件没有成就、期限没有到来或者没有经过审批
导致没有生效的合同，只能说没有生效，但不能直接说无效。
2、附期限——将来的、必将到来——有日期不一定是期限，可以同时有条件。
（1）始期
（2）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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