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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契約解除之法律效果主要有二，一為回復原狀，另一為損害賠償。契約是否

因解除而溯及失效，學者間討論甚烈，大致可分為溯及說與不溯及說，不同依據

又影響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有無、範圍及保證人之責任之存否等問題。其次，回復

原狀之效力究採債權效力或物權效力，本文參酌日本學者之見解，予以檢討。復

其次，以前述回復原狀之理論依據為基礎，探討回復原狀與不當得利之關係。另

就契約解除與危險負擔之爭議問題，探討民法第 262 條及第 259 條第 6 款在具體

個案上之妥當性問題。最後探討與回復原狀有關之民法第 113 條在適用上之疑

義。 

依民法 260 條規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害損害賠償之請求，本條究採何種

賠償主義，厥為本文研討之重心，本文將以買賣契約為例，分析標的物價格漲跌

對於損害計算之影響，檢討是否應擴大採取「契約利益賠償主義」，並指出解釋

論上可能之依據。 

另，對於民法上買賣與承攬契約有關解除之相關規定，探討此等規定之解除

契約與損害賠償在解釋上之爭議，及是否與民法第 260 條損害賠償之請求作相同

解釋？另就損害賠償之計算時點、方式之爭議，整理分析學者見解及實務立場。

最後就契約解除與保證人責任之議題，分成回復原狀與損害賠償二部分，予以探

討。 

 

 

 

 

 

 

關鍵詞：契約解除、回復原狀、損害賠償、履行利益、契約利益 



 

ii 
 

Abstract 

The main legal effect of contract termination is two parts: one is restitution, and 

the other is damages. Whether the contract is revoked due to termination or not 

scholars discuss it very strongly. I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retroactive and 

non-retroactive. Different basis influences the right to claim damages, the scope and 

the guarantor’s responsibility and so on. Secondly, the effects of restitution should be 

taken creditor’s right or owner’s right. In this thesis, refer to the views of Japanese 

scholars and reviewed it.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restitution 

above and review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titution and unjust enrichment. 

Besides, this thesis discuss the issue between contract termination and the burden of 

risk and review the adequacy of between Article 262 and Article 259, Subparagraph 6 

in an individual case. Finally,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13 

relating to restitution. 

Article 260,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termination does not prejudice to the 

claim for compensation. What kind of compensation doctrine adopted in this article is 

the focus of this thesis. This thesis will take case studies of the contract of sal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rise or fall in price on the damages assessment, reviewed 

whether contracted benefit should be adopted and point out possible explanatory 

grounds. 

In addition, a focus on the contract of sale and construction contracts related to 

termination in Civil Law, reviewed the debate of this regulation on interpretations 

about termination and damages, and whether the sam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260  

of Civil Code. Beside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point of calculation and the way of 

damages and contains this scholar's opinions and the standpoint of judicial 

practitioners. Finally, a focus on the termination and the issue of guaran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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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divided it into two parts: one is restitution, and the other is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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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一項 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 

以「利益」為基礎探討損害賠償之分析方式，無論係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皆

然。英美法系則普遍採取 Fuller和 Perdue所提出之期待利益(expectation interest)、

信賴利益(reliance interest)與回復利益(restitution interest)的構成論1。英美法系之

期待利益與大陸法系所稱之履行利益之概念應可互相對應2。因此，本論文題目

「契約解除法律效果之研究」，將以信賴利益、履行利益、固有利益、契約利益

等分類為基礎，探討契約解除之法律效果，尤其著重損害賠償範圍之部分。 

在學校的學習，常看到民法條文規定得「請求損害賠償」3或「不履行之損

害賠償」4，考題常常僅須寫到請求權基礎，例如，依民法第 226 條規定，債權

人得向債務人請求損害賠償。至於損害賠償之方式、內容及其範圍，則多未述及，

導致僅抽象的理解某個條文得請求信賴利益之賠償或履行利益之賠償，於具體個

案如何操作，有何爭議，則較無概念。而且，信賴利益、履行利益、契約利益等

概念、範圍，非無爭議，均有待法律適用者予以解釋，亦導致理解與適用上的困

難。因之，希望透過這次研究之機會，釐清損害賠償之範圍如何具體確定。 

於大學三年級修習邱聰智教授所授課之「民法債編各論」課程上，老師講解

有關拍賣之條文時，探討到民法第 397 條之規定，當時第一次聽到「契約利益」

之概念，但並不太了解契約利益與履行利益有何差別，應如何區分。從本條所顯

示出的契約利益損害賠償，老師更進一步力主契約解除後之損害賠償(參見民法

                                                      
1
 Fuller and Perdue, The Reliance Interest in Contract Damages:1.46 Yale Law Journal(1936), p.54. 另

參見林誠二，預約之認定與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範圍─最高法院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九八一號民

事判決評釋，月旦裁判時報，第 35 期，2015 年 5 月，頁 12。 
2
 陳自強，違約責任與契約解消，元照，2016 年 9 月，頁 151。 

3
 如民法第 18 條第 2 項、第 19 條、第 476 條、第 495 條第 1 項、第 509 條、第 514 條之 7 第 2 

項等是。 
4
 如民法第 226 條第 2 項、第 360 條、第 409 條第 2 項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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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0 條)亦應由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走向契約利益之損害賠償。下課後我去問

老師契約利益和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之差別為何？老師舉的例子至今印象還非

常清楚，即甲向乙購買 100 個輪胎以轉售予丙，嗣後因可歸責於乙之事由而給付

不能或給付遲延，甲解除契約後須另外找第三人(丁)購買 100 個輪胎以轉售予丙，

甲丁間之訂約費用及其與甲乙間契約價金之差價即為契約利益之概念。至於甲乙

間與甲丙間契約價金之差額則為履行利益(轉售利益)之概念。契約利益之概念從

民法第 397 條之立法理由觀之，通常為另行訂約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5，為

解除契約後所新生之損害，或稱為契約消滅後所生之損害，通說及實務見解一般

認為此一損害並非第 260 條之賠償範圍，從而，是否承認契約利益之損害賠償，

對於解除權人而言，即有差異6。然而，亦有學者認為民法第 397 條第 2 項是指

履行利益之賠償7，可見利益之概念區分，仍有模糊地帶，並非一見即明。又於

契約解除後，計算損害賠償之範圍時，仍應回歸民法第 216 條之規定，亦即損害

賠償之範圍，原則上以「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前舉之例觀之，另

行訂約所支出之費用，即甲丁間之訂約費用似可解釋為「所受損害」，另行訂約

之價金差額，即甲丁間與甲乙間契約價金之差價，則似可解釋為「所失利益」，

甲均可向乙請求損害賠償，惟如此解釋，是否妥當，頗堪推究。如從履行利益之

概念觀察，有兩種方式可使原告處於契約宛如得到履行之狀態，一為填補原告已

得到之價值與他期待得到之價值之差額(如同民法第 196 條)，另一為使原告處於

如同契約得到履行時的狀態所需支出的成本(如同民法第 213 條第 3 項)。後者之

成本似可解釋為另行訂約所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與契約利益之概念不謀而

合。凡此均尚待研究。 

在課堂上的另外一個例子，即甲出賣 A 屋給乙，訂約時之市價(價金)為 2000

萬元，嗣後因甲將 A 屋再出賣給丙，並移轉其所有權，致甲對乙給付不能，此際，

                                                      
5
 契約利益之用語及概念為何，尚有爭議，惟在此先暫定為「另行訂約所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

額」。 
6
 參見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上)，2008 年 8 月，頁 220。 

7
 黃茂榮，債法總論(第二冊)，植根，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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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除得依民法第 226 條規定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外，尚得選擇依民法第 256

條及 260 條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惟若解約時房屋市價漲致 3000 萬

元，或跌致 1000 萬元是否因此影響損害賠償額之計算？是否因當事人有否解約

而有不同？且因損害賠償之大小常隨時間之經過而有變化，因此，究應以「損害

發生時」、「請求時」、「起訴時」、「解除時」、「言詞辯論終結時」之價額，抑或以

其他時點為準計算損害賠償之範圍，即有不同。抑有進者，如依民法第 226 條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自己的對待給付並不能免；如依第 260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則尚須先扣除回復原狀之部分(參見第 259 條)，然此二種請求方式是否影響損害

賠償之範圍？究竟選擇何種方式對債權人較為有利？此外，如果甲乙間買賣契約

約定之價金與市價同，乙依民法第 226 條請求損害賠償，惟自己的對待給付與損

害賠償的數額相同，若不能請求信賴利益損害賠償或其他損害賠償，則甲乙間之

請求互為抵銷後，似與未訂約之狀態相同而已，不過，倘若乙已先支付價金，尚

須向甲請求返還，對乙而言較為不利；乙依第 256 條、259 條、260 條解除契約

並請求損害賠償，如無遲延損害且乙無轉售計畫，則於回復原狀後乙似僅有信賴

利益之損害而無履行利益之損害，此時，乙如不得請求信賴利益損害賠償，甲卻

可能出賣 A 屋給丙而獲利，是否公平，亦值深思。再者，乙以高於市價之價額購

買 A 屋，又當如何？凡此，本文以為有深入檢討及探索之必要。 

條文明定為「賠償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參見民法第 226 第 2 項)」、「不履行而

生之損害(參見第 232 條)」，係指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固無庸疑。民法第 360

條所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固然係指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惟是否包括固有

利益之損害賠償，則仍有爭議。又，民法第 260 條規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

礙損害賠償之請求。」，單從文義上觀之，實無法斷言係採履行利益之賠償主義。

雖然，學理上一般認為係指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最高法院亦同意此一看法，惟

部分學者則持不同見解，認為本條應解為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甚至有學者認為

本條應改採契約利益之損害賠償，眾說紛紜，不一而足。另，一般認為，信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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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與履行利益不得併同請求，否則，會造成重複賠償的疑慮。然而，民法第 110

條關於無權代理人責任之範圍，學理上約有四說，其中一說認為積極利益及消極

利益均應賠償，只是信賴利益不得大於履行利益，似與信賴利益與履行利益不得

併存之要求相悖，如何解釋，頗滋疑義。基上可知，一個條文究竟是採信賴利益、

履行利益、契約利益或是其他的之損害賠償主義，單從法條上觀之，實難以遽下

論斷，仍有解釋、研究的空間。而且，信賴利益是否可能大於履行利益、信賴利

益之數額是否受履行利益之限制、信賴利益是否可與履行利益併存等問題，均應

釐清。 

 

第二項 研究目的 

本文之研究目的，主要約有以下二點： 

一、整理分析民法債編有關契約解除之相關規定，包括債編通則之規定與各

種之債中買賣契約及承攬契約之相關規定，期能了解各條規定所採之損害賠償範

圍究竟為何，與民法第260條之關係如何，實務判決之見解是否分歧或曖昧不明，

具體個案上如何予以運用，是否公平合理。 

二、從比較法之觀點，探討我國民法第 260 條之損害賠償範圍是否應予擴大

解釋，尤其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United Nation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簡稱 CISG)、國際商事契約通則(UNIDROIT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簡稱 PICC)、美國統一商法典 Uniform 

Commercial Code，簡稱 UCC)中有關違約救濟之相關規定，均已承認買受人另買

代替物後，可要求出賣人賠償另行訂約所支付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損害，我國民

法第 260 條是否跟進，尚待斟酌。此外，我國民法有關契約解除之規定與日本民

法相似度極高，因此之故，日本民法契約解除之損害賠償是否採取履行利益，抑

或有學者認為有改採信賴利益之賠償傾向，原因為何，均值探討，以作為我國法

解釋或修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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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一項 研究範圍 

本論文所欲探討之範圍，以民法債編通則契約解除之相關規定為主，亦即以

民法第 260 條為中心，延伸至債編各論中買賣契約及承攬契約有關契約解除之相

關規定。至於文獻取材上，著重於美國、德國、日本及國際公約中「契約解除」

之相關規定，尤以與我國法相似之日本民法為重點，作為我國法解釋或修正之參

考。又因契約解除屬於債務不履行中之一種效果，因此，亦會探討與債務不履行

有關之規定。另外，因民法第 113 條與回復原狀有關，且通說認為解除契約後契

約溯及失效，概念上亦屬無效契約之一種，因此，第 113 條之適用上疑義及其與

民法第 259 條之關聯，亦列入探討。再者，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和第 262 條之解

釋與適用，涉及危險負擔之概念，本文亦有論及。抑有進者，因本文希望能具體

說明損害賠償之範圍，故亦會賅要論述損害賠償之計算時點、方式。 

民法債編中關於解除契約之損害賠償，除民法第 260 條之一般規定外，尚有

民法第 360 條(關於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第 397 條(關於拍賣之買

受人不按時支付價金之賠償責任)、第 495 條(關於定作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第

502 條、第 503 條(關於承攬人給付遲延)、第 506 條(關於實際報酬超過預估概數

甚鉅時定作人解除契約)、507 條(關於定作人之協力義務之違反)等散見於各種之

債中。有關於賠償範圍之如何解釋？是否與民法第 260 條作相同解釋？亦為本文

的研究範圍。 

 

第二項 研究方法 

本論文之撰寫，首先係多方蒐集相關資料，包括書籍、期刊文章、碩士論文、

實務判決等，作為研究之基礎，以注釋、比較、個案及敘述等研究方法為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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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法方面，以國際公約、美國、德國及日本法與我國法之比較研究為主，尤其著

重與日本民法之比較研究，蓋我國有關契約解除之相關規定與日本民法極為相似

也。 

惟於引用德國法之相關資料時，限於語言能力，僅能間接引述中文文獻，附

此敘明。 

 

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茲將各章討論之議題，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範圍及論文架構。 

第二章 契約解除之效力， 

本章處理契約解除與損害賠償之關係，以及回復原狀之理論依據何在，依據

為何又影響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有無、範圍及保證人之責任之存否等問題，故於第

二章先予以論述。 

第三章 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 

本章就回復原狀究採債權效力或物權效力之爭議，參酌日本學者之見解，予

以檢討。其次，就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與不當得利之關係，以上一章回復原狀

之理論依據為基礎，整理分析實務及學者見解，並提出本文之意見。另就契約解

除與危險負擔之爭議問題，探討民法第 262 條及第 259 條第 6 款在具體個案上之

妥當性問題。最後探討與回復原狀有關之民法第 113 條在適用上之疑義。 

第四章 契約解除後之損害賠償 

首先整理利益之分類與概念。其次探討契約解除後損害賠償之根據為何？最

後以先前論述之利益分類為基礎，就實務及學者提出之見解，整理分析民法第

260 條損害賠償之請求的爭議，並提出本文之淺見。 

第五章 其他債法上契約解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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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針對買賣與承攬有關契約解除之相關規定，探討此等規定之解除契約與

損害賠償在解釋上之爭議，及是否與民法第 260 條作相同解釋？另就損害賠償之

計算時點、方式之爭議，整理分析實務及學者見解，並提出個人之意見。最後就

契約解除與保證人責任之議題，分成回復原狀與損害賠償二部分，予以探討，並

提出本文之淺見。 

第六章 結論 

本章乃綜合上述各章內容，針對民法第 260 條損害賠償之請求的爭議，從解

釋論上提出本文之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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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契約解除之效力 

按契約解除之效力主要有二，一為回復原狀，另一為損害賠償。本章首先處

理契約解除與損害賠償之關係，亦即契約解除後得否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就

此，有選擇主義與兩立主義之分，現今各國立法例多已採取兩立主義。兩立主義

又有契約利益(信賴利益)賠償主義與履行利益賠償主義之別。其次，於回復原狀

部分，則先討論解除契約後效力之性質，亦即回復原狀之理論依據何在，學說上

討論甚夥，茲分述於下：  

第一節 契約解除與損害賠償之關係 

第一項 選擇主義 

    所謂選擇主義，係指解除權人僅得選擇解除契約但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抑或選擇不解除契約而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舊德國民法第 325 條及第 326 條採

之。此一見解之理論基礎涉及後述解除契約後效力之性質，詳言之，採直接效果

說者認為，契約解除後，債之關係即溯及於契約訂立時失其效力，與自始未訂約

同，既然已無債之關係，解除權人即不得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即，不得請求

損害賠償後，又同時解除契約而將契約及請求權基礎破壞掉8。不過，雖謂選擇

主義之思想可從直接效果說導出，但採直接效果說則未必須與選擇主義掛勾，解

釋上仍可能採兩立主義，詳細論述留待第二節「契約解除後效力之性質」再作較

為周延之說明。 

 

第二項 兩立主義 

 所謂兩立主義，乃指解除權人行使解除權後，並得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亦

即解除契約與損害賠償可以並行不悖。解除權人亦得選擇不解除契約而行使不履

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待多言。兩立主義尚可區分為如下二群。即：契約利益

                                                      
8
 Gerhard Hohloch 著、楊佳元譯，債法修正及新法侵害契約之類型，月旦法學雜誌，第 99 期，

2003 年 8 月，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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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利益)賠償主義與履行利益賠償主義，前者以瑞士債務法第 109 條第 2 項為

代表；現行德國民法第 325 條、法國民法第 1184 條第 2 項、日本民法第 545 條

第 3 項規定則採後者9。 

 現行德國民法第 325 條規定：「於雙務契約中，解除權之行使不排除損害賠

償請求權。」，依此可知損害賠償與解除契約得以併存，係採履行利益賠償主義，

惟依現行德國民法第 284 條規定，債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替代給付者，得不主張

之，而主張徒勞費用之賠償，亦即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10。準此，債權人解約後

得不主張履行利益之賠償，而請求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詳細論述留待第四章第

三節第七項再作說明。 

 瑞士債務法第 109 條第 2 項規定，債務人不能證明其無過失者，債權人得請

求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之賠償。學者指出，瑞士債務法第 109 條第 2 項規定是

「信賴利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範，亦即契約有效解除後才能請求信賴利益之

賠償，如欲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則不得解除契約(參見瑞士債務法第 107 條第 2

項)。易言之，關於契約解除與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之關係，瑞士債務法第 107

條第 2 項與舊德國民法第 325 條相同，均採選擇主義，只是依瑞士債務法，債權

人解除契約後，雖不得行使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但得請求因契約消滅所生

之損害賠償，相較於舊德國民法，對於債權人解除契約之保護，較為周延11。我

國學者有謂瑞士債務法係採契約利益賠償主義12，要非無法完全說明瑞士債務法

所採規範模式，便是誤解彼國相關規定13，蓋瑞士債務法實乃採取信賴利益賠償

                                                      
9
 史尚寬，債法總論，1990 年 8 月，頁 538。 

10
 游進發，契約解除與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之擇一兼契約解除前提下之信賴利益損害賠償請求

─瑞士債務法之規範模式，法令月刊，第 58 卷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53。 
11

 參見游進發，前揭註 9，頁 52-59；谷口知平、五十嵐編，《新版 注釈民法(13) 債権(4)》(補

訂版)，有斐閣，2006 年 12 月，頁 895，亦認為瑞士債務法第 109 條第 2 項規定是信賴利益之賠

償。 
12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下)，2010 年 3 月修訂版，頁 760。參見，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177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204 號民事判決。 
13

 參見游進發，瑞士債務法採「契約利益主義」/最高九六台上二○二八，台灣法學雜誌，130

期，2009 年 6 月 15 日，頁 257-258；游進發，解除契約與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以對最高法

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一二○四號判決之反思為限，月旦法學雜誌，第 259 期，2016 年 12 月，

頁 215-216；陳自強，前揭註 2，頁 275，認為稱此立法例為「契約利益賠償主義」，名不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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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而非學者所謂之契約利益賠償主義也。 

承上可知，「契約利益」和「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二語如何解釋乃為關

鍵所在。首先，「契約利益」一詞如何定義即為問題，我國文獻提及「契約利益」

之概念時，多引用瑞士債務法第 109條第2項作為依據，但非指信賴利益之賠償，

而係指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新損害14，亦即另行訂約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等是

也，舉例以言，甲向乙購買 100 個輪胎以轉售予丙，嗣後因可歸責於乙之事由而

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甲解除契約後須另外找第三人(丁)購買 100 個輪胎以轉售

予丙，甲丁間之訂約費用及其與甲乙間契約價金之差價即為契約利益之概念。 

最高法院判例曾將契約利益一詞分成「消極的契約利益」與「積極的契約利

益」，前者指「信賴利益」，後者則指「履行利益」而言
15
，此一區分可見諸日本

學者闡述瑞士債務法第 109 條規定時，認為本條得請求消極的契約利益賠償16。

惟多數最高法院判決則未見此一區分，而將「契約利益」一詞，理解成履行利益，

亦即債權人透過債務人之給付所可能獲得之利益17。 

其次，「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一語因係出自瑞士債務法第 109 條第 2 項

之規定，許多學者將其與契約利益之概念作連結，同指另行訂約支出之費用及價

金之差額，惟學者游進發教授認為，瑞士債務法第 109 條第 2 項規定，係信賴利

益賠償之規範，已如前述。對照觀察瑞士債務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本人拒絕

承認時，無權代理人就契約之消滅所生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益徵「因契

約消滅所生之損害」一語，在彼國應係指信賴利益之賠償，堪以認定。至於實務

                                                      
14

 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下)，2014 年 2 月新訂二版，頁 185、186；孫森焱，前揭註 12，

頁 760。 
15
 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第 2101 號民事判例指出：「契約因出賣人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而歸無效

者，買受人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自以因信賴契約有效所受之損害

為限，此即所謂消極的契約利益，亦稱之為信賴利益。例如訂約費用、準備履行所需費用或另失

訂約機會之損害等是。至於積極的契約利益，即因契約履行所得之利益，尚不在得為請求賠償之

列。」 
16

 我妻榮，債權各論上卷(民法講義 V1)，岩波書店，1987 年 1 月，頁 140。 
17

 參見，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79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895 號民事

判決、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40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691 號民事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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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似將此一用語解為因解除契約所生之新損害18，非指信賴利益之賠償、亦非

指履行利益之賠償，而係指另行訂約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等。 

    日本民法第 545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一方行使其解除權時，各當事人負有

使相對人回復原狀之義務，但不得侵害當事人利益。同條第 2 項規定，對應返還

之金錢，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同條第 3 項規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

害賠償之請求。依此足見，日本民法係採「兩立主義」。至於日本民法究採履行

利益賠償主義抑或信賴利益賠償主義，則留待第四章第三節再作論述。 

1980 年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United Nation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簡稱 CISG)第 45 條第 2 項規定：「買受人請求損害

賠償，不影響其行使其他救濟方式之權利。」19，由是可知，CISG 亦採「兩立主

義」。 

國際商事契約通則(UNIDROIT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第七章第三節第 7.3.5 條終止契約的一般效果規定：「(1)契約的終止，解除雙方

當事人履行和接受未來履行的義務。(2)終止並不排除對不履行要求損害賠償的

權利。(3)終止並不影響契約中關於解決爭議的任何規定，或其他甚至契約終止

後仍應執行的契約條款。」20，足見，國際商事契約通則亦採「兩立主義」。而

UNIDROIT 通則之用處於該通則前言即揭明謂：「通則旨在為國際商事契約制定一

般規則。當事人約定其契約受通則規範時，應適用本通則。當事人約定其契約受

                                                      
18

 參見，最高法院 55 年台上字第 2727 號民事判例、最高法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633 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028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2885 號民事判決、最

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262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14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

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121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496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2995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189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0 年

度台上字第 2337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79 年度台上字第 2182 號民事判決。 
19

 原文為 The buyer is not deprived for any right he may have to claim damages by exercising his 

right to other remedies. 中文翻譯參見，潘維大、黃陽壽，英美契約法案例解析─兼與本國法比

較(一)，瑞興，2012 年 9 月，頁 311。 
20

 原文為 Effects of termination in general (1)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releases both parties from 

their obligation to effect and to receive future performance. (2)Termination does not preclude a claim 
for damages for non-performance. (3)Termination does not affect any provision in the contract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or any other term of the contract which is to operate even after termination. 
中文翻譯參見，中國商務部條約法律司編譯，潘維大審閱，國際商事契約通則，新學林，2008

年 3 月，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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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一般原則、商事規則或類似的用語時，亦得適用本通則。當事人未約定任何

法律規範其契約時，亦得適用本通則。通則亦得用以解釋或補充國際統一文件。

通則亦得用於解釋或補充國內法。通則並得作為國內和國際立法的範本。」21 

基上可知，現今各國立法例及國際公約均採取兩立主義，應無庸疑。至於兩

立主義下區分成契約利益(信賴利益)賠償主義與履行利益賠償主義，則留待第四

章第三節損害賠償之請求，再作論述。 

 

第三項 我國所採之立法例 

我國民法第 260 條規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從本條

規定即可得知我國所採之立法例為「兩立主義」。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204

號判決揭明：「契約解除後，原契約溯及的失其效力，雙方當事人因而互負回復

原狀之義務，如當事人因訂立契約而受有損害，是否仍得請求賠償，各國立法例

有採選擇主義、契約利益主義或履行利益賠償主義者，我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

「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乃採履行利益賠償主義，認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係因債務不履行所發生，屬原債權之變換型態，非因解除權之行使而

新發生，條文所稱「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即係表明原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不因契約之解除失其存在。蓋自解除契約之效果而言，於契約有效期間，基於債

務所為之給付，均應返還，始能回復契約訂立前之狀態，則契約有效時，基於債

務所生之損害，亦應一併賠償，方可達回復原狀之趣旨，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

即係在立法政策上，對於契約之溯及效力，酌加限制，允許當事人得就債務不履

                                                      
21

 原文為These Principles set forth general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They shall be 

applied when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that their contract be governed by them .* They may be applied 
when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that their contract be governed by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the lex 
mercatoria or the like. They may be applied when the parties have not chosen any law to govern their 
contract. They may be used to interpret or supplement international uniform law instruments. They 
may be used to interpret or supplement domestic law. They may serve as a model f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gislators. 中文翻譯參見，中國商務部條約法律司編譯，潘維大審閱，前揭註 20，

頁 3。有關國際商事契約通則在契約法源之地位，可參見陳自強，整合中之契約法，元照，2011

年 5 月，頁 23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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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所生損害，請求賠償，亦即在此範圍內，契約之效力仍然存續，是其損害賠償

請求權，自不分行使解除權之當事人抑相對人，均不因契約之解除而失其存在。」，

即可明瞭實務認為民法第 260 條係採「兩立主義」，而且屬兩立主義下之履行利

益賠償主義。然而，此一判決指明契約有效時，基於債務所生之損害，亦應一併

賠償，方可達回復原狀之趣旨，似有混淆回復原狀與損害賠償二者之虞，蓋民法

第 260 條之損害賠償並不包括第 259 條回復原狀之部分，自不可能以賠償損害作

為達成回復原狀之旨趣22，學者亦指出回復原狀乃契約解除之目的，非允許解除

權人得請求履行利益損害賠償之原因，故此判決認為，為達回復原狀之目的，而

允許解除權人得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之見解，有待斟酌23。 

 

第二節 契約解除後效力之性質 

按契約解除後，當事人雙方負回復原狀之義務，民法第 259 條定有明文。惟

有關回復原狀效果之理論依據，學說上約有五說，即直接效果說、間接效果說、

折衷說、契約變容說、德國新近見解，分類上直接效果說屬於溯及說，其餘四者

應屬不溯及說，茲分述於下： 

第一項 直接效果說 

此說認為契約一經解除，即溯及於契約訂立時失其效力，故未履行的債務，

因解除而當然消滅，已履行的債務，則因欠缺法律上之原因，而生不當得利返還

之問題，且性質上屬給付型不當得利24，惟返還之範圍不以現存利益為限，而以

                                                      
22

 參見，最高法院 72 年台上字第 4365 號民事判例：「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

民法第二百六十條定有明文。此項損害賠償，應不包括同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二款所定應返還自

受領時起之利息，蓋此項利息之支付，為回復原狀之方法，而非同法第二百六十條之損害賠償。

從而被上訴人除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請求返還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外，尚非不得依

約定請求給付違約金以為賠償。」，此一判決明確指明民法第 259 條之回復原狀與第 260 條之損

害賠償，截然不同。 
23

 參見游進發，允許契約解除與履行利益損害賠償請求權兩立之理由─最高院九六台上一二○

四，台灣法學雜誌，第 136 條，2009 年 9 月 15 日，頁 178。 
24

 山田卓生、野村豊弘、円谷峻、鎌田薫、新美育文、岡孝、池田真朗，分析と展開・民法 II，

弘文堂，1993 年 3 月，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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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原狀(民法第 259 條)為原則。我國學說多採此說25，實務上亦持相同之見解，

認為契約一經解除，契約即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與自始未訂契約相同，並無二

說26。蓋因民法第 259 條已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

且因我國民法除有解除之概念外，尚承認終止之概念27，二者概念涇渭分明、勢

不兩立，此種區別顯係建立在契約解除之溯及效力之上28。 

日本通說亦宗此說，然因日本民法對於物權變動採意思主義(參見日本民法

第 176 條)、有因主義，因此，不僅債權債務關係因契約解除而消滅，處分的效

果亦因解除而溯及消滅。正因債權行為、物權行為均溯及失其效力，故第三人可

能遭受不測之損害，從而，日本民法第 545 條第 1 項但書為避免上開不妥之處，

特別對解除的溯及效力酌加限制，規定不得影響第三人的權利29。實則，不論解

約前後，第三人均須具備對抗要件始得對抗解除權人，詳如後述(參見第三章第

一節第三款)。 

對於此說最大的批評為，民法第 260 條之損害賠償，如採履行利益之賠償主

義，即債務不履行而生之損害不因解除而不能請求，則如何解釋契約溯及消滅仍

                                                      
25

 史尚寬，前揭註 9，1990 年 8 月，頁 506；王伯琦，民法債編總論，1990 年 11 月，211 頁；

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三民書局，2010 年 3 月，437 頁；戴修瓚，民法債編總論，三民書局，

1993 年 1 月四版，頁 229、249；孫森焱，前揭註 12，頁 736、755；黃茂榮，前揭註 7，頁 137、

139；邱聰智，前揭註 14，頁 167；鄭冠宇，民法債編總論，新學林，2015 年 9 月，頁 327；劉

春堂，契約解除與保證人責任，法學叢刊，第 22 卷第 3 期，1977 年 9 月，頁 68；吳明軒，試

論契約解除後他方當事人所受領給付物之遞還，法令月刊，46 卷 1 期，1995 年 1 月，頁 12。 
26

 參見，最高法院 23 年上字第 3968 號民事判例：「契約經解除者，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與自

始未訂契約同。此與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嗣後失其效力者迥異。」、最高法院 40 年台上字第

1020 號民事判例：「又契約一經解除，與契約自始不成立生同一之結果，故因契約所生之債權債

務，溯及當初全然消滅，其已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依同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一款之規定，自

應返還。」、最高法院 49 年台上字第 1597 號民事判例：「契約無效，乃法律上當然且確定的不

生效力，其當事人於行為當時，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者，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責任。至契

約之解除，乃就現已存在之契約關係而以溯及的除去契約為目的，於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均

有回復原狀之義務，故契約無效與契約解除，性質上並不相同。」、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第 2829

號民事判例：「解除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行使其本於法律或契約所定之解除權，使契約自

始歸於消滅之一方的意思表示而言。」、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3545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322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378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57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48 號民事判決亦同斯旨。 
27

 孫森焱，前揭註 12，755 頁。 
28

 最高法院 23 年台上字第 3968 號民事判例：「契約經解除者，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與自始未

訂契約同。此與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嗣後失其效力者迥異。」 
29

 我妻榮，前揭註 16，頁 12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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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即成問題。易言之，如果貫徹直接效果說之理論，理論

上似無法承認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仍可存續。然而，是否有必要如此非難此理

論上的矛盾，倒也未必30，蓋解釋上仍可能有變通之方法，例如將民法第 260 條

解釋為請求權基礎，即為一例31。不過，本文採取不溯及說，故認為民法第 260

條並非請求權基礎，詳如後述(參見第四章第二節)。 

另有學者從解除制度的目的在於使解除權人得因此免除依契約所負之債務，

並回復至得自由進行其他替代交易之狀態，至於當事人互負返還已給付之標的之

義務則為解除的附隨效力，其僅為使當事人就已為之給付進行清算的依據，與原

契約關係是否溯及消滅無任何實質上之關聯性32。亦即跳脫解除契約是否有溯及

效力之思維，既然採直接效果說、間接效果說或折衷說等說明回復原狀效果的理

論架構，在結論上並無實質的差異33，就不必勉強採直接效果說後，再來試圖修

正或限縮之。 

 

第二項 間接效果說 

此說認為契約解除並不能消滅債之關係，僅能阻止債之關係發生效力，故未

履行之債務並未消滅，僅發生拒絕履行之抗辯權，已履行之債務，則發生新的返

還請求權34。因為當事人間之債權債務關係未消滅，因此，即不會產生契約解除

後是否可請求損害賠償之問題。又日本學者認為，因為債之關係未溯及消滅，在

特定物買賣契約之解除，不生與物權的返還請求權競合之問題，從而，第三人的

權利本來就不會受到妨害，蓋解除權人與第三人間之關係，應以有無對抗要件來

解決35。 

                                                      
30

 我妻榮，前揭註 16，191 頁。 
31

 參見李淑明，財產法(I)－契約法，高點，2016 年 6 月，頁 3-79。 
32

 陳洸岳，契約解除之給付物的「返還不能」─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五三九號判決評

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1 期，2001 年 4 月，45、46 頁。 
33

 參見山田卓生、野村豊弘、円谷峻、鎌田薫、新美育文、岡孝、池田真朗，前揭註 24，135

頁。 
34

 山田卓生、野村豊弘、円谷峻、鎌田薫、新美育文、岡孝、池田真朗，前揭註 24，133 頁。 
35

 椿寿夫編集，講座 現代契約と現代債権の展望─契約の一般的課題，日本評論社，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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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學者亦對此說提出幾點批評，首先，倘若債務人對於未履行之債務未

行使拒絕履行之抗辯，仍為履行時，如何處理？是否納入已給付之範圍而屬回復

原狀義務的範圍內？再者，因債務尚未消滅，直到債務罹於時效為止，債務的擔

保仍然存續。又，未消滅之債務留有抵銷之可能，是否妥當，不無疑義36。而且，

當事人就尚未履行之債務享有滅卻性抗辯權的作法，並無法律依據，民法上滅卻

性抗辯權只有消滅時效抗辯權，是依法律規定而發生37。或許正因如此，現今很

少有人採取間接效果說。 

 

第三項 折衷說 

此說為折衷於直接效果說與間接效果說之理論，認為解除契約僅向將來發生

效力(非溯及)，對於未履行之債務當然消滅，已履行之債務，則發生新的返還請

求權。亦即，未履行之債務於解除時始消滅這點，與直接效果說有別；已履行之

債務發生新的返還請求權部分，則與間接效果說相同38。不過，亦有學者認為，

未履行之債務當然消滅這點，與直接效果說同；已履行之債務發生新的返還請求

權部分，則與間接效果說同39。本文以為，似以前說為妥，蓋既然折衷說認為契

約解除無溯及效力，則未履行之債務應解為於解除時始消滅才是。然而，無論如

何，對於具體適用上應無大礙。 

劉春堂教授認為：「契約解除之效力，應解為僅使雙方當事人基於契約所發

生之給付義務，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至於當事人間之契約關係並未隨之消

滅……。其次，當事人間之契約關係雖不因契約解除而消滅，惟其內容則有所變

更，即當事人間之契約關係，由請求履行給付義務之關係，轉變為請求回復原狀

                                                                                                                                                        
12 月，頁 164。 
36

 山田卓生、野村豊弘、円谷峻、鎌田薫、新美育文、岡孝、池田真朗，前揭註 24，134 頁。 
37

 游進發，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與損害賠償義務，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79 期，2011 年 9 月，

233 頁；山田卓生、野村豊弘、円谷峻、鎌田薫、新美育文、岡孝、池田真朗，前揭註 24，頁

133，亦認為間接效果說對於原狀回復義務的發生依據未充分說明。 
38

 我妻榮，前揭註 16，頁 190。 
39

 內田貴，民法Ⅱ：債権各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 年 2 月，頁 102；山田卓生、野村豊弘、

円谷峻、鎌田薫、新美育文、岡孝、池田真朗，前揭註 24，1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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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損害賠償之關係。」
40
，細繹此一見解，氏認為給付義務溯及消滅，繼又認為

履行給付之關係轉變為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之關係。換言之，應係認為未履行之

給付義務溯及失效，已履行之給付，轉變成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之關係。雖然，

氏並未於其書中採取折衷說，但應與折衷說最為近似，故仍將其見解歸類為折衷

說之下。 

支持此說之學者認為，既然立法者並未制訂與民法第 114 條第 1 項自始無效

類似之規定，則解除權行使之效果即不可斷言是契約自始無效。其次，民法上返

還或償還義務的發生並不一定以契約法律行為無效為要件，例如，債務不履行或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義務人雖然應以回復原狀之方式返還自債權人處所受領的給

付(民法第 213 條)，或應以金錢賠償方式償還自債權人所受領的給付(民法第 215

條)，但此等義務的發生並不以法律行為自始無效為要件。再者，欲使雙方當事

人免給付義務，亦無須使法律行為自始無效，例如依民法第 225 條、266 條，債

務人雖免給付義務，債權人雖免為對待給付義務，但這些規定並不使該法律行為

自始無效。換言之，僅契約自始無效才能免除債務人給付義務之命題並不成立。

又，不當得利返還(或償還)義務與回復原狀的內容無大差異，但並無法因此導出

義務內容相同，性質也必然相同，蓋以所有人請求無權占有人返還占有物之請求

權，可能同時有民法第 767 條及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但向來不因此認為，以占

有物返還為內容的侵權損害賠償義務，屬於所有物返還義務41。 

 

第四項 契約變容說 

此說為山中康雄所提出，故又名山中解除論。氏認為由於契約解除，原契約

關係變化成原狀回復之債權關係，原契約上未履行之債務轉化成原狀回復債權關

係之已履行債務而消滅；原契約上已履行債務，轉化成原狀回復債權關係之未履

行債務，因履行才消滅。換言之，原狀回復的債權關係為原契約上的債權關係之

                                                      
40

 劉春堂，民法債編通則(一)契約法總論，2011 年 12 月，頁 520。 
41

 游進發，前揭註 37，頁 22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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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保持同一性，亦即，原狀回復義務僅不過是本來的債務之姿態轉變而已。

從而，對於原契約上的債務為保證，效力及於原狀回復債權42。關於契約解除與

保證人責任之關係，將於第五章第五節作較詳細之論述。 

 

第五項 德國新近見解 

多數學者稱為「清算(效果)說」，此說認為契約解除不生溯及效力，僅阻止依

原定契約所生之債繼續發生關係，且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轉換成為向將來發生

之返還關係，契約雖有變形但並非消滅，債之同一性不因而受影響，不生不當得

利返還之問題43。此說與前述契約變容說極為相近也。 

有論者認為，如謂契約解除後契約消滅，回復原狀係新生之權利義務，而不

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又係原債權之變換，導致契約於同一時間內既消滅又變更

之困惑，說理上難以周全，而且，契約解除之目的既以契約之轉換即可達成，實

無須為契約溯及消滅之解釋，故宜採清算說44。亦有學者認為，若採直接效果說，

恐對當事人契約之保護、照顧義務以及其他從給付義務，無法完整地說明，尤其

是在契約解除後，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義務者，此時若有一方遲延，仍得請求其負

遲延責任，若依直接效果說，則較難為圓滿之解釋45。另有學者認為，雖然民法

第 179 條之立法理由將「解除契約」例示為該條後段之嗣後不當得利，反映德國

舊說(直接效果說)，但我國民法之解除契約，既無類似撤銷溯及無效之明文規定

(民法第 114 條第 1 項)，復有「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之法定效力之產生，

似宜採德國新說，認為解除契約之目的在於使當事人解除契約之拘束，未經給付

者即時失去給付義務，已經給付者依法回復原狀46。 

                                                      
42

 椿寿夫編集，前揭註 35，頁 164-165。 
43

 王澤鑑，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2010 年 3 月，121 頁；鄭冠宇，前揭

註 25，246、247 頁；黃立，民法債編總論，元照，2006 年 11 月，頁 551-552。 
44

 許麗惠，不動產買賣相關租稅之研究─以契約解除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法律專業組碩士論文，2009 年 7 月，頁 49-52。 
45

 馬維麟，民法債編註釋書(三)，自刊，1996 年 9 月，頁 352。 
46

 林信和，債之相對性與不當得利─兼評最高法院六十一年台再字第一七四號判例，月旦法學

教室，第 32 期，2005 年 6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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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小結 

此處所討論回復原狀之理論依據，於實際案例之適用上差異不大，倒是與本

論文第四章所欲處理之損害賠償之請求有關，亦即，若認為解除並未使契約溯及

歸於消滅，則對於民法第 260 條採取信賴利益賠償的學者之立論點之一─請求履

行利益須以契約有效為前提，即不復存在。反之，如認為解除使契約溯及歸於消

滅，則仍有採取信賴利益賠償的學者所指出的問題，即履行利益之請求以契約存

在為前提。日本學者亦有認為，討論究應採取直接效果說、間接效果說或折衷說

並無意義，蓋就日本民法的解釋論而言，在怎樣的契約類型解除的溯及效受限制

的問題已十分明確，例如租賃契約等已明文規定無溯及效力也47。又，日本債權

法改正試案【3.1.1.82】雖增訂(1)解除權行使後，當事人一方不得請求他方履行

契約。但是，仍然迴避回復原狀效果之理論依據為何之問題48。 

對於契約溯及消滅所生之困擾，學者指出，可區分解除契約之溯及效力與解

除契約之溯及消滅契約效力，只須採取契約之溯及效力，而生回復原狀之問題，

不須採取解除契約之溯及消滅契約效力，如此才能合理解釋為何契約之仲裁條款

或管轄法院之約定仍然可以適用49。 

另，對於如何解釋契約溯及消滅仍可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之問題，雖可採取

前述學者提出之見解，惟如前所述，另一種解決方式是，將民法第 260 條解為請

求權基礎50，蓋因採取直接效果說，雖使契約溯及失其效力，惟此乃法律概念之

操作結果，如果債權人因給付遲延已發生之損害，並不會因其行使解除權而獲得

填補或憑空消失，只須將民法第260條解為請求權基礎，債權人於行使解除權後，

即仍得依民法第 260 條規定請求遲延損害賠償。本文認為民法第 260 條並非請求

                                                      
47

 參見內田貴，前揭註 39，頁 101。 
48

 民法(債権法)改正検討委員会編，詳解債権法改正の基本方針，商事法務，2009 年 10 月，頁

325、328。 
49

 楊芳賢，解除契約後對受領給付之第三人請求回復原狀之法律依據－最高法院九二年台上字

第一一八九號判決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76 期，2005 年 11 月，67、68 頁。 
50

 參見李淑明，前揭註 31，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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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基礎，已如前述，然而，此又涉及到契約解除後損害賠償根據之議題，留待第

四章第二節再做進一步之說明。 

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雙方因契約解除，免

除基於契約所生之義務，但損害賠償義務不在此限。契約解除不影響為了解決紛

爭之契約條款，也不影響其他規範契約解除後當事人權利義務關係之條款。」51，

既然契約解除仍得請求損害賠償，且不影響為了解決紛爭之契約條款及其他規範

當事人權利義務關係之條款，就難認其採直接效果說(溯及說)，而應歸類為不溯

及說為妥。另，國際商事契約通則第 7.3.5 條與前揭規定近似度極高，亦採相同

立場。 

承上所述，雖謂討論究應採取直接效果說、間接效果說或折衷說等學說之實

益不大，但既然直接效果說有理論上難為圓滿說明之處，間接效果說又有諸多可

批評之點，折衷說、契約變容說、清算效果說三說似亦難以清楚劃分，故本文贊

同劉春堂教授之見解，認為溯及失效者僅係當事人間之給付義務，如出賣人交付

標的物及移轉所有權於買受人之義務，或買受人支付價金於出賣人之義務等是，

至於契約關係則轉變為請求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之關係，既可避免直接效果說難

以解釋契約溯及消滅仍可請求履行利益賠償之問題，亦不似間接效果說所謂拒絕

履行抗辯權，有衍生之問題存在。契約變容說雖有其特色，但為何未履行之債務

會轉變成已履行而消滅，已履行之債務則轉變成未履行之債務，因履行(回復原

狀)才消滅，似乎又須另一套理論去解釋，不若劉春堂教授之見解，給付義務溯

及於訂約時消滅，契約關係轉變成契約解除之主要法律效果，即回復原狀及損害

賠償，簡單明瞭，亦可解決前揭諸多疑問，最適採行。雖然，未履行之給付義務

是否溯及於訂約時失其效力，對於實際問題之解決不生影響，但若承襲傳統解除

與終止二分法之固有觀念，將溯及於訂約時失其效力者限縮在未履行之給付義務，

                                                      
51

 原文為 (1) Avoidance of the contract releases both parties from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t, subject 

to any damages which may be due. Avoidance does not affect any provis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or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e contract governing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consequent upon the avoidance of the contract. 劉春堂，前揭註 40，頁 520，認為從本

條採不溯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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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符合一般人直觀的想法，亦可避免動搖解除與終止之觀念，故本文亦不採取

折衷說或清算效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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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 

第一節 回復原狀之效力 

依民法第 259 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

由是可知，解除契約後，產生回復原狀之效力，惟究應如何回復原狀，夙有債權

效力說與物權效力說之對立，茲先介紹二種學說如下： 

第一項 債權效力說 

我國通說採此說52，認為契約經解除後，僅債權契約溯及於訂約時失其效力，

物權契約則不受影響，蓋因解除權之客體為債權契約，物權契約則以物權之得喪

變更為標的，既不發生債務履行之問題，即無從適用解除權之規定，抑且我國民

法承認物權行為有獨立性及無因性之故也53。況且，倘若返還義務人已將標的物

讓與第三人，依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既只須償還價額，則回復原狀僅為債

權的請求權甚明54。再從體系解釋以觀，民法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第四款所謂契

約，係指債權契約而言，從而，民法所謂解除，應限於債權契約55。 

換言之，若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已為債務之履行，而使標的物產生物權之變

動時，一經解除契約，僅債權契約被解除而溯及失效，物權契約則不因解除而失

其效力，從而，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僅有「債權的請求權」，依民法第 259 條或

第 179 條不當得利之規定，得請求標的物之所有人，返還該物之所有權，但不得

本於所有權，而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請求返還所有物。 

最高法院亦認為所謂解除契約，係指解除「債權契約」而言，物權契約之效

力仍然存在，返還標的物是動產時，債權人不得本於所有權，而依民法第 767

                                                      
52

 王伯琦，前揭註 25，211、212 頁；史尚寬，前揭註 9，頁 532；鄭玉波，前揭註 25，437、

438 頁；邱聰智，前揭註 14，183 頁；劉春堂，判解民法債編通則，三民，2010 年 9 月，頁 307；

詹森林，買賣契約解除後，買受人回復原狀之遲延責任與侵權責任之競合關係？─最高法院九七

台上二○八八，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34 期，2009 年 8 月 15 日，頁 195、196。胡坤佑，已

經辦妥移轉登記之不動產買賣經解除後如何回復原狀？萬國法律，第 5 期，1984 年 6 月，頁 18。 
53

 孫森焱，前揭註 12，頁 755。 
54

 參見王伯琦，前揭註 25，頁 212。 
55

 史尚寬，前揭註 9，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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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請求返還所有物；返還標的物是不動產時，債權人只得請求移轉經給付

之物，而不得訴請塗銷原已辦理之物權登記56。然而，此說對當事人之保護是否

足夠，絕非無檢討空間。 

 

第二項 物權效力說 

此說認為，契約經解除後，不僅債權契約溯及失效，物權契約亦因被解除而

溯及失效。易言之，倘若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已為債務之履行，而使標的物產生

物權之變動時，契約經解除後，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僅有「物權的請求權」，從

而，返還標的物是動產時，當事人得本於所有權，對占有標的物之占有人行使所

有物返還請求權，如標的物為不動產，則得請求塗銷所有權登記57。 

力主此說之論者，提出以下理由認為採物權效力說，對當事人保護較為周全，

且與法律規定之本旨相符，亦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首先，從外國立法例之立場

言之，從德國民法第 346 條、日本民法第 545 條第 1 項規定及韓國民法第 548

條規定，可知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效力，應採物權效力，較為合理。其次，從法

條解釋而言，民法第 259 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

務……。」，其言「義務」，不云「債務」，既非指「債務」，則顯不生「債權」，

無「債權」，則焉有所謂債權效力說之產生呢？再其次，就當事人利益之保護而

言，採物權效力說，對當事人之保護，顯為債權效力說所不及。舉例以言，若甲

                                                      
56

 參見，最高法院 28 年台上字第 2113 號民事判例：「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所謂解除契約，固指

解除債權契約而言，但本於債權契約而成立物權移轉契約後，如有解除契約之原因，仍得將該債

權契約解除。債權契約解除時，物權契約之效力雖仍存在，而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之規定，受

物權移轉之一方，負有將該物權移轉於他方以回復原狀之義務，不得謂物權契約一經成立，債權

契約即不得解除。」、最高法院 62 年台上字第 1045 號民事判例：「出賣人解除已經履行之買賣

契約，該買賣標的物 (機器) ，倘現由第三人占有，買受人不過負向第三人取回該物返還於出賣

人之義務 (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一款) ，非謂買賣契約一經解除，該物即當然復歸於出賣人所

有，出賣人自不得本於所有權，向第三人主張權利。」、最高法院 79 年度台上字第 2415 號民事

判決、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2858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908 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3035 號民事判決同旨。 
57

 參見，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272 號民事判決：「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倘係基於無效

之法律行為者，該登記既有無效之原因，當事人依侵權行為之規定為回復原狀或依不當得利之規

定為返還其利益之請求，均應提起塗銷登記之訴，不得提起移轉登記之訴。」，足見物權行為若

因解除而溯及失效時，應提起塗銷登記之訴，而非移轉登記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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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一只金錶予乙，價金 100 萬元，甲交付金錶後，乙因遲延支付價金，甲定期

催告後解除契約，惟該金錶被丙盜走，若採債權效力說，甲僅得請求乙回復原狀，

而對丙則無任何權利可言，反之，如採物權效力說，除得請求乙回復原狀外，甲

並得對丙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若丙對該金錶有所損害，亦得依民法第 184

條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及第 956 條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復其次，若乙受

破產宣告，依債權效力說，該金錶將依破產程序供公平分配於所有之破產債權人，

而甲也喪失對該金錶獨有之回復請求權，反之，在物權效力說，甲依取回權(參

見破產法第 110 條)，得不依破產程序取回該金錶，該金錶也不會屬於破產債權，

而為其他破產債權人公平分配之。抑有進者，就第三人之利益而言，就上舉之例，

若在甲解除契約後，乙始將金錶讓與交付予丙，在債權效力說，第三人丙不論為

善意或惡意，皆可取得該金錶之所有權，債權人甲將無法取回該金錶，反之，在

物權效力說，丙若為善意第三人，得依民法第 801 條及第 948 條規定，主張善意

受讓而取得該金錶之所有權，不會影響交易安全；丙若為惡意占有人，甲不僅可

保有該金錶之所有權，甚至可對惡意占有人丙，依民法第 184 條或第 956 條之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對債權人甲之保護自較周全。再者，在採善意受讓制度之現

今民法及物權行為無因性相對化之今日，以物權無因性理論作為契約解除回復原

狀效力生債權效力之理論根據，顯然有待商榷58。又在刑事責任言，採債權效力

說時，回復原狀義務人不返還其物，並不負侵占責任；而採物權效力說則否(參

見刑法第 335 條)，對回復原狀權利人亦屬保護較周到59。尤有進者，論者認為契

約經合法解除後，得使原訂契約溯及既往失其效力，欲澈底回復原狀，僅有塗銷

所有權移轉登記，始能達此目的60，似採直接效果說搭配物權效力說之見解。 

 

                                                      
58

 黃三榮，論契約解除回復原狀之效力，軍法專刊，第 32 卷第 12 期，1986 年 12 月，17-23 頁。 
59

 鄭健才，契約解除回復原狀效力之探討，輔仁法學，第 3 期，1984 年 1 月，頁 108。 
60

 吳明軒，前揭註 25，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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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小結 

究應採取債權效力說，抑或物權效力說，首先應釐清的是，物權契約得否解

除？學者對此有不同見解，肯定說認為，當事人就物權契約得附以解除條件，或

為合意解除，或為契約上解除權之保留，蓋以撤銷與解除均有溯及效力，撤銷之

客體既可包括物權契約之撤銷，物權契約之解除，當亦不在禁止之列，惟於法定

解除權，依民法規定，限於債權契約，物權契約則無適用之餘地61。否定說則認

為，民法債編規定對物權行為原則上無適用餘地62。民法對物權契約解除後之效

果並無明文，雖認為可類推適用民法第 259 條之規定，惟該條規定者只是債權請

求權，可否認為依法律規定當然生物權變動之效力，本於物權行為之獨立性與無

因性，殊非無疑。況者，物權契約於通常情形下，當事人合意解除其債權契約即

可滿足其需要，物權契約亦無合意解除之實益。因之，基於現有之法律規定下，

似仍採否定說為宜63。實務上於設定地上權之物權行為，即認無解除之可言64。

基上可知，不論採肯定或否定見解，均認為於法定解除權，僅得解除債權契約。 

其次，日本民法第 545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之一方行使解除權時，各當

事人對其相對人負原狀回復義務，但不得有害第三人之權利。」65，學者我妻榮

採直接效果說搭配物權效力說，認為本條但書僅為「注意規定」而已，蓋以日本

民法有關物權的設定及移轉，只要當事人為意思表示即發生效力(參見日本民法

第 176 條)，不動產物權之變動係採「登記對抗要件」，亦即，不動產物權之移轉

只須當事人為意思表示即可生效，但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參見日本民法

第 177 條)。舉例以言，出賣人甲對買受人乙解除契約，乙只是對甲負有移轉標

的物所有權之義務，所有權還是不得不移轉給乙，因此，第三人丙從乙取得所有

                                                      
61

 史尚寬，前揭註 9，頁 511。 
62

 王澤鑑，民法物權，自刊，2011 年 8 月，頁 80。 
63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自刊，2014 年 9 月，頁 60-61。同說，陳自強，前揭註 2，頁 262。 
64

 參見，最高法院 21 年上字第 476 號民事判例：「地上權於有民法第八百三十六條所定情形時，

土地所有人雖得撤銷之，而其設定地上權之物權契約，要無請求解除之可言。」 
65

 學者有認為我國民法雖無類似日本民法第 545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但解釋上應作相同解釋，

參見姚志明，契約法總論，元照，2014 年 9 月，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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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不受甲乙解除契約之影響，乃屬當然。換言之，解除契約後解除權人與第三

人間之關係，應以有否對抗要件來解決，亦即以對抗要件取得之先後決定之，丙

若已完成移轉登記，甲即不得對抗丙，反之，甲先於丙完成移轉登記，甲即得對

抗丙66。一言以蔽之，即先下手為強也。歸根究底，不論解除前或後，第三人都

必須具備對抗要件，否則不得對抗解除權人，而且，日本民法第 545 條第 1 項但

書的限制，只不過是規範解除前解除權人與第三人之關係，解除後解除權人與第

三人之關係，則以對抗要件之有無解決之，例如，甲將不動產賣予乙，移轉所有

權登記後甲解除契約，但未塗銷登記，丙從乙取得不動產，在完成登記具備對抗

要件後，甲即不能對抗丙67。至於若採間接效果說或折衷說，因解除無溯及效力，

則本條但書乃理所當然之規定，無待規定也68。日本實務見解亦認為應以有否對

抗要件解決之，即使第三人知出賣人有解除事由，抑或當事人間有預告登記之情

形，均無不同69。在合意解除之情形，實務認為沒有差別對待之理由，同樣以對

抗要件之有無處理之，第三人必須先於解除權人完成登記始受保護70。不過，若

第三人是債權之受讓人，則非本條但書所稱之第三人，蓋債務人於受債權讓與通

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也(參見日本民法第 468 條、

我國民法第 299 條第 1 項)71。  

由上述可知，以日本民法作為支持「物權效力說」之立論依據之一，看似有

所依據，其實不然，蓋因日本之物權變動係採意思生效主義，其與債權契約合而

為一，不採物權行為獨立性、物權行為無因性原則，故當解除使契約的債權和物

                                                      
66

 我妻榮，前揭註 16，頁 191、197-199；另請參見內田貴，前揭註 39，頁 99-101，於動產則以

交付之有無作為對抗要件有無之判斷。 
67

 山田卓生、野村豊弘、円谷峻、鎌田薫、新美育文、岡孝、池田真朗，前揭註 24，頁 138；

我妻榮，前揭註 16，頁 199。 
68

 山田卓生、野村豊弘、円谷峻、鎌田薫、新美育文、岡孝、池田真朗，前揭註 24，頁 139。 
69

 松本恒雄、潮見佳男編，判例プラクティス民法Ⅱ債權，信山社，2010 年 6 月，頁 159(山田

到史子)，最高裁昭和 35 年 11 月 29 日民集 14 卷 13 號 2869 頁。 
70

 松本恒雄、潮見佳男編，前揭註 69，頁 161(本田純一)，最高裁昭和 33 年 6 月 14 日民集 12

卷 9 號 1449 頁；內田貴、山田誠一、大村敦志、森田宏樹編，民法判例集：総則˙物権，有斐

閣，2015 年 4 月，頁 274-276。 
71

 松本恒雄、潮見佳男編，前揭註 69，頁 160(本田純一)，大審院明治 42 年 5 月 14 日民録 15

輯 4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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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效果均溯及消滅時，所有權亦隨之回復至原所有人，剩下的只是登記或交付之

原狀回復義務，其因此得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此與將債權契約與物權契約嚴

格區別之我國的情形顯然有別72。準是而觀，若是受到日本學說的影響而採物權

效力說，則此種見解似未充分顧慮到有無物權行為獨立性、無因性原則處理上的

差異，故本文以為物權效力說在我國仍不無可議之處。 

再者，從民法第 259 條條文規定回復原狀之「義務」，而非「債務」，既非債

務，顯不生「債權」，無債權，即無法導出所謂債權效力說，似非堅強之理由。

蓋以所謂「義務」，乃指在法律上必須為一定之作為或不作為之一種束縛73，準

此以解，民法第 259 條規定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係因一方得請求他方為

回復原狀之作為，而在當事人間發生債之關係，而債之關係乃指特定人得請求特

定人為特定行為之法律關係(參見民法第 199 條)，亦即特定人間有債權債務關係，

因之，條文規定「義務」而非「債務」，仍可導出所謂債權效力說。至多僅能認

為文義上無法直接看出究應採債權效力說抑或物權效力說而已，無法作為支持物

權效力說之論點。 

論者認為物權效力說對當事人保護較為周到，不會影響到交易安全，且與法

律規定之本旨相符，亦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此一看法固非毫無理由。惟如採物

權效力說，認為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均溯及失效，則民法第 259 條之規定豈非形

同具文，蓋當事人應依民法第 767 條之規定請求他方返還標的物或塗銷物權登記，

且因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均溯及失效，亦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故物權效力說似

無法與我國民法之規範體系相契合。此外，買賣標的物若為債權時，倘買受人將

該債權讓與第三人，於出賣人解除後，因債權並無善意取得規定之適用，採物權

效力說將無法保護善意第三人。論者雖謂不妨類推適用民法第 169 條表見代理之

規定，使出賣人不得否認買受人將該債權讓與該(善意)第三人之效力74，惟在此

                                                      
72

 陳洸岳，前揭註 32，頁 44。可參考椿寿夫編集，前揭註 35，頁 162。 
73

 李模，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自刊，1998 年 9 月，35 頁。 
74

 鄭健才，前揭註 59，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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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表見代理之要件，並非毋庸置疑。況且，買賣契約的出賣人地位，不應

該因債權讓與而受影響，因此，契約解除後，出賣人給付債權之義務，因契約解

除而消滅，出賣人自得對受讓債權之第三人拒絕給付債權75，故似無保護善意第

三人之問題，亦無類推適用民法第 169 條之必要，此觀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

第1777號民事判決明揭：「債權讓與，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

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民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所謂得對抗之事由，

不以狹義之抗辯權為限，而應廣泛包括，凡足以阻止或排斥債權之成立、存續或

行使之事由在內，蓋債權之讓與，在債務人既不得拒絕，自不宜因債權讓與之結

果，而使債務人陷於不利之地位（本院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八五號判例參照）。

又上開條項固規定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

人。惟尚非得據此為反面解釋謂凡於債務人受通知後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不

得以之對抗受讓人。蓋債權之讓與，僅變更債之主體，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

且債務人對於債權之讓與不得拒絕，自不應因而使其受不利益。故如債權係基於

雙務契約而發生者，於一方當事人將債權讓與後，有法定解除之原因發生，經他

方當事人行使解除權時，因解除權之行使發生溯及效力，致契約自始歸於無效，

受讓人之債權自歸於消滅。」，不難明瞭。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我國民法嚴格區分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原則上，債

權行為由債法規範，物權法則規範物權行為，既然民法第 259 條規定於第二編債

第一章通則第三節債之效力第四款契約中，故依該條解除之效力應僅生債權效力

為是。此外，若採物權效力說，解除之效果即與自始未定物權契約相同，此項法

律效果與民法第 758 條及第 761 條規定不盡相符。蓋民法對不動產物權之變動係

採登記要件主義，認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

登記，不生效力(民法第 758 條第 1 項)；動產物權之讓與則以交付為要件(民法第

761 條)。若物權契約亦得解除，則解除權之行使足使物權契約之合意自始歸於消

                                                      
75

 陳自強，契約之內容與消滅，元照，2016 年 3 月，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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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但不動產之登記並不因解除權之行使而當然歸於消滅；已交付之動產亦不因

物權契約之解除而當然回復為讓與人所有76，尤其，物權效力說亦會使第 259 條

形同具文，已如前述，因此，依我國法解釋，物權效力說與顯然我國民法圓鑿方

枘，鉏鋙不入。若採物權效力說，我國民法恐須脫胎換骨、大幅修正。若無堅強

理由，實不宜輕易推翻原有法律體系，故宜採債權效力說為妥。 

 

第二節 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與不當得利之關係 

契約解除後，一般認為債之關係溯及歸於消滅，物權行為則不受影響，因而

有不當得利之問題。然而，民法第 259 條已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互負回

復原狀之義務，因此，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與不當得利之關係究應如何解釋，

即成為問題。於此約有三種見解，茲分述於下： 

第一項 擇一關係─請求權競合 

此說認為，解除契約後，契約溯及消滅，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民法第 259

條回復原狀請求權二者，發生請求權競合，有請求權之債權人得就二者間擇一行

使。多數最高法院判決承襲契約一經解除，債權契約即溯及於訂約時失其效力之

見解，認為因契約之履行而受益之一方，即欠缺法律上之原因，可構成不當得利，

從而認為回復原狀請求權與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為請求權競合之關係，有請求

權之債權人，得就二者選擇其一行使，即請求債務人回復原狀或返還其所受之利

益，其中一個請求權之行使已達目的者，其他請求權即行消滅，如未達目的者，

仍得行使其他請求權77。 

                                                      
76

 孫森焱，前揭註 12，頁 738-739。 
77

 參見，最高法院 82 年度台上字第 1292 號民事判決：「解除契約，係指契約當事人之一方，行

使解除權而使契約自始歸於消滅者而言。債之契約既溯及的消滅，則因契約之履行而受益之一方，

即欠缺法律上之原因，形成不當得利，故因履行契約而為給付之一方，固得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

條之規定，行使回復原狀請求權，亦得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惟不論何者，有請求權之一方，

僅得請求不當得利之受領人，返還利益於自己，不得請求返還於其所指定之第三人，該受領人亦

無向第三人為給付之義務。」(該判決之簡短評釋，請參考王澤鑑，不當得利，2009 年 7 月，308

頁)、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957 號民事判決：「契約既因解除而溯及的消滅，則因契約之履

行而受益之一方，即欠缺法律上之原因，其所受利益雖原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原因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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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有認為，依理而言，如果具備不當得利之要件，不應因損失者有其他請

求權(民法第 259 條)，可收同一或較有利之結果，而遂被排斥適用。雖然，契約

解除之回復原狀請求權，對於損失者而言較為有利，蓋因即使受領人所受利益已

不存在，仍無礙其請求返還也，但損失者如出於自願，應無理由否認其選擇行使

較少利益之請求權。而且，契約之當事人，如已依契約而為給付，亦不因他方不

當得利請求權之行使，而喪失其因契約解除之同時履行抗辯權(民法第 261 條、

第 264 條)78。惟因契約當事人得請求之返還內容與範圍依民法第 259 條之規定，

不受民法第 181 條及第 182 條第 1 項返還範圍之限制，對於請求權人較為有利，

故上開選擇權之賦予，實益不大79。另有學者認為，契約解除後，因契約之履行

而受益之一方，即欠缺法律上之原因，與不當得利相同，實無勉強將之與不當得

利相區別，認為其與不當得利有本質上之不同，而採此說80。 

 

第二項 不成立不當得利─僅發生回復原狀之關係 

此說為德國目前通說，即契約解除不使契約溯及歸於消滅(清算關係說)，僅

發生回復原狀之關係，從而根本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81。實則，只要認為債之關

                                                                                                                                                        
者，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後段之規定，即屬不當得利。因履行契約而為給付之一方，得依民法

第二百五十九條之規定，行使回復原狀請求權，亦得行使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此即請求權之競

合，有請求權之債權人，得就二者選擇其一行使，請求權之行使已達目的者，其他請求權即行消

滅，如未達目的者，仍得行使其他請求權。」、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 號民事判決：「契約

解除後，當事人在契約存續期間所受領之給付，即成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自亦構成不當得利，該

受損害者倘捨解除契約後回復原狀請求權而行使不當得利請求權，應非法所不許，此觀民法第一

百七十九條後段立法理由揭櫫：「其先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法律上之原因已不存在（如撤

銷契約、解除契約之類），亦應返還其利益」自明。」、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799 號民事

判決：「契約經解除，契約即溯及歸於消滅，當事人在契約存續期間所受領之給付，即成為無法

律上之原因，債權人可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或第一百七十九條之規定，請求債務人回復原狀或

返還其所受之利益。」 
78

 史尚寬，前揭註 9，1990 年 8 月，頁 98。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594 號民事判決：「因契

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一項

前段定有明文。又按雙務契約當事人之一方負擔的給付與他方負擔的對待給付有牽連關係，此項

牽連關係於雙務契約罹於無效以後仍然存在。是以，於買賣契約罹於無效後，買方固得以不當得

利法律關係請求賣方返還收受之價金，賣方亦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交付之房屋，雙方

似得依此為同時履行抗辯權之主張。」，亦表達相同之觀點。 
79

 黃茂榮，不當得利(債法總論第四冊)，植根，2011 年 7 月，頁 22、91。 
80

 劉春堂，前揭註 25，頁 69。 
81

 參見林信和，前揭註 44，頁 17；參見林誠二，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上)，瑞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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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不因契約解除而溯及消滅之見解，均可認為排除不當得利規定之適用，是故，

採間接效果說、折衷說或契約變容說之學者，對於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與不當

得利之關係，應會認為僅發生回復原狀之關係，不成立不當得利。 

 

第三項 排除不當得利之適用 

此說為我國通說及德國過去通說，即契約解除雖使契約溯及消滅，而使一方

對他方所為之給付失其法律上原因，但其性質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特殊型態，

為不當得利之特別規定，故排斥不當得利的適用82。蓋以回復原狀所考量之重點

非在受領給付者所獲得利益之多寡，而在於返還他方所為之給付也83。實務見解

亦有認為，解除契約後之回復原狀義務，其範圍與一般不當得利不同，民法 259

條乃不當得利之特別規定84。 

日本學說亦有認為在採直接效果說之下，契約溯及消滅，回復原狀義務雖為

不當得利返還義務之一種，但日本民法第 545 條回復原狀義務是不當得利(日本

民法第 703 條、第 704 條)之特別規定，蓋因一般不當得利適用在契約無效、撤

銷之情形，而返還義務人未必具有可非難性，所以，以現存利益得返還為原則，

但在解除契約的情形，通常被解除人具有可非難性，故認為回復原狀義務為不當

得利之特別規定，而回復原狀之內容與不當得利返還之內容不同也，最大的不同

為從一般現存利益之返還擴大到原狀回復，亦即，不論是否可歸責於返還義務人

之事由致返還不能，均應依解除當時的價格返還之85。學者我妻榮指出，解除後

                                                                                                                                                        
年 9 月，頁 298。 
82

 史尚寬，前揭註 9，1990 年 8 月，頁 532。楊芳賢，前揭註 47，頁 63、64；王澤鑑，前揭註

74，頁 307、308。劉春堂，前揭註 40，頁 521。 
83

 鄭冠宇，前揭註 25，頁 247。 
84

 參見，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874 號民事判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違約金經法院核減

後，就減少部分應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與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義務，兩者之法律關係不同，

其請求權個別存在。當事人行使解除權後，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及第二百六十條規定，除請求

回復原狀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亦即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乃不當得利之特別規定，僅適用於解

除契約後之回復原狀義務，其範圍與一般不當得利不同。是以約定之違約金過高，經法院酌減之

數額，應依一般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亦即應按所酌減之數額依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二項計

付利息。」 
85

 椿寿夫編集，前揭註 35，頁 160、161。參見瀬川信久，債権法改正の論点とこれからの検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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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復原狀義務也是失去法律上原因的效果，此點與不當得利是相同的，因此沒

有必要固執地認為其與不當得利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如果必須承認契約解除的返

還義務超過不當得利的一般返還義務，則作為不當得利之特別規定加以說明即可

86。 

不過，在契約當事人依合意解除契約之情形，實務見解似正相反，最高法院

63 年台上字第 1989 號民事判例闡明：「契約之合意解除與法定解除權之行使性

質不同，效果亦異。前者契約行為，即以第二次契約解除第一次契約，其契約已

全部或一部履行者，除有特別約定外，並不當然適用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關於回

復原狀之規定。後者為單獨行為，其發生效力與否，端視有無法定解除原因之存

在，既無待他方當事人之承諾，更不因他方當事人之不反對而成為合意解除。」，

又 59 年台上字第 4297 號民事判例更進一步明揭：「契約之解除，出於雙方當事

人之合意時，無論有無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除經約定應依民法關於契約解除之

規定外，並不當然適用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之規定，倘契約已為全部或一部之履

行者，僅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其利益。」。然而，學者認為此二實務見

解顯已與民法第 259 條相牴觸87。或有學說謂，實務認為僅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

請求返還其利益，固有所據，然類推適用民法第 259 條關於契約解除之規定，似

較符合當事人的意思及利益狀態88，蓋依民法第 259 條規定，因契約解除負回復

原狀義務之人，宛如惡意的不當得利受領人，不得主張民法第 182 條第 1 項「利

益不存在」之抗辯。另有學者認為，解約後所生之回復原狀關係係基於法律行為，

即解除權之行使而生，其回復原狀關係本身，亦為當事人所意欲發生者，故民法

第 259 條回復原狀之規定係補充性之規定，唯有於法律未有特別規定，或當事人

未有約定時方有其適用89，準此以解，實務認為契約之合意解除，不當然適用民

                                                                                                                                                        
課題，商事法務，2014 年 10 月，頁 79。 
86

 我妻榮，前揭註 16，頁 194。 
87

 黃茂榮，前揭註 79，頁 91。 
88

 王澤鑑，前揭註 74，頁 310。參見林信和，論契約解除後之損害賠償─兼評最高法院九十年

度台上字第一一九九號判決，月旦法學教室，第 57 期，2007 年 7 月，頁 12。 
89

 陳自強，雙務契約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政大法學評論，第 54 期，1995 年，頁 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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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59 條關於回復原狀之規定，似無可非難之處，只是民法第 259 條有關回復

原狀之規定較不當得利之規定周延、妥適，於合意解除之情形，應有補充適用之

空間。究諸實際，合意解除之當事人對日後的返還義務較有預見可能性，有課以

較重返還義務的理由，在法定解除，返還義務人較無可能預見解約權之行使，不

應課以較約定解除為重的返還義務，因此不應將合意解除之返還義務人視為不當

得利之善意受領人，至少應與法定解除之返還義務人負同一義務，亦即合意解除

類推適用民法第 259 條規定之正當性遠勝於類推適用有關不當得利之規定90。不

過，本文認為，所謂合意解除對於返還義務較有預見可能性，仍須等到雙方合意

解除時才可能發生，在此之前，並無預見可能性可言。至於法定解除之情形，於

解除事由發生前，返還義務人亦無預見可能性可言，因此，合意解除比法定解除

對於日後的返還義務較有預見可能性之命題似不成立。 

 

第四項 小結 

此處討論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與不當得利之關係，實與前述回復原狀效果

之理論依據脫離不了關係，詳細言之，採直接效果說者，即可能認為回復原狀與

不當得利二者為請求權競合關係或前者為後者之特殊規定；採間接效果說、折衷

說、契約變容說或清算效果說者，則應認為不成立不當得利，論理始為一貫。 

本文以為，採直接效果說之前提下，似宜認為回復原狀與不當得利二者為請

求權競合關係較為妥適，蓋理論上而言，債權契約因解除而溯及消滅，符合不當

得利之要件，似無必要因契約解除之回復原狀請求權較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有利，

即認為二者間為特別與一般規定之關係。再者，不當得利之制度，其規定之理念、

構成要件、法律效果等與契約解除之回復原狀，並不一致，難謂僅因後者之法律

效果較前者有利，即斷言二者間有特別與一般規定之關係。惟不可否認的是，在

此賦予債權人選擇權之實益不大，蓋從訴訟法觀點言之，實務上律師應會正確援

                                                      
90

 馬維麟，前揭註 45，頁 335-338。類似見解，黃茂榮，前揭註 79，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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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民法第 259 條回復原狀請求權作為請求權基礎，或同時併列第 259 條與第 179

條不當得利請求權作為請求權基礎。即使未委任律師之當事人，因不諳法律，只

提出不當得利請求權，但原告只要已提到雙方有買賣契約，因被告債務不履行，

欲請求返還買賣標的物或價金，法院即應依原告已陳述之事實，曉諭原告於該訴

訟程序中併予主張民法第 259 條之回復原狀請求權，蓋「回復原狀請求權」與「不

當得利請求權」之基礎事實同一，原告已提出並主張，不論採修正辯論主義或協

同主義，依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 規定，法院均有闡明義務，此觀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91即明。法院闡明後，殊難想像原告不採最有利

之主張，故不論認為請求權競合或不成立不當得利，就結果而言，應無不同。 

再者，解除權行使後，解除權人所受領之給付物始因毀損、滅失或其他事由，

致不能返還時，依民法第 261 條準用第 266 條規定，若他方已為對待給付者，卻

是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倘若認為債之關係歸於消滅92，從而構成不當

得利之情形，固可理解。然何以區別解除契約時之回復原狀與解除契約後之回復

原狀，而作差別對待，頗費思量。不過，如前所述，實務見解對於法定解除或合

意解除，均認為本質上為不當得利之性質。又如最高法院 74 年度台上字第 1354

號民事判決所示：「附解除條件之契約及契約之解除，二者法律效果截然不同。

附解除條件之契約，於條件成就時，當然失其效力；而契約之解除則以解除權人

行使解除權為必要，須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之解除有溯及效力，解除條件之成

就，原則上並無溯及之效力。又契約解除時，當事人償還義務之範圍，依民法第

二百五十九條之規定；附解除條件之契約，於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時，當事人間

之償還義務，則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認為解除條件之成就，原則上雖無溯及

之效力，惟於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時，當事人間之償還義務，亦依不當得利之規

                                                      
91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民事訴訟法為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就

審判長闡明權之行使，固於八十九年二月間增訂第一百九十九條之一之規定，然仍以原告「已」

陳述之事實及其聲明，於實體法上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原告不知主張時，審判長始須曉諭原告

於該訴訟程序中併予主張，以便當事人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徹底解決紛爭。」 
92

 參見，司法院院字第 1950 號解釋、最高法院 30 年渝上字第 345 號民事判例、最高法院 76 年

度台上字第 151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1147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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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基上可見，最高法院似有偏愛運用不當得利之傾向，因之，如認為請求權競

合說可為立法者與實務所接受，應屬不誣。 

 

第三節 契約解除與危險負擔 

契約解除後，雙方當事人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惟若解除權人所受領之給付

物因毀損、滅失或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時，在解除權行使前，首先涉及其解除

權是否尚得行使之問題。其次，若其解除權仍得行使，則涉及其應否償還價額之

問題。至於解除權行使後，解除權人所受領之給付物始因毀損、滅失或其他事由，

致不能返還時，亦涉及應否償還價額之問題。以上三個問題，均涉及危險負擔之

概念，亦即，給付物毀損、滅失之危險應由誰承擔之問題。於第一個問題，民法

第 262 條前段規定，有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所受領之給付物

有毀損、滅失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解除權消滅。於第二個問題，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解除契約時，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

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於第三個問題，則涉及民法第 261 條準用第 266 條規定是

否妥適、公平之問題。茲分段敘述於下： 

第一項 標的物返還不能之危險分配 

危險負擔者，乃是雙務契約之一方當事人，因不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給付

不能者，是否負擔對價利益損失之危險之問題93。以買賣為例，出賣人(甲)出售 A

屋於買受人(乙)，未交屋及移轉登記前，A 屋因無名野火而燒燬，依民法第 225

條、第 266 條規定，甲無庸給付 A 屋於乙，乙亦無庸支付價金於甲，因此對價利

益(價金)損失之危險由出賣人負擔。故一般認為價金危險由出賣人甲負擔。反之，

如 A 屋已交付並移轉登記於乙後，始因不可歸責於甲、乙之事由而燒燬時，依民

法第 225 條規定，甲免給付 A 屋之義務，惟依民法第 373 條規定，買賣價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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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聰智，前揭註 14，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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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之危險，民法採「交付主義」94，亦即自買賣標的物交付時起，出賣人即不再

負擔價金利益之危險，從斯時起，危險負擔移轉於乙，因此，乙仍須支付價金於

甲，故可謂價金利益之危險由買受人乙承擔。 

於標的物返還不能之危險分配，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應返還之物有

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所謂「應返還之

物」，係指同條第 1 款規定之「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而言，且實務認為經受

領之給付物不論為代替物或不代替物，均應將原物返還，倘應返還之原物本體，

並無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所生變動，而致不能返還之情形，不得僅因當事人

主觀需求改變、或社會經濟狀況、科技發展等外在情事變遷，致其價值貶損，即

謂為不能返還原物而應償還其價額95。然則，學者對於代替物之部分，則採不同

見解，認為解除債務人所受領給付物為代替物者，無論解除債務人得否返還原物，

均僅應返還同種類、品質、數量之物，即使解除債務人能返還原物，仍僅應返還

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縱不能返還原物，仍應返還種類、品質、數量相同

之物，而非償還價額，蓋因解除契約之目的既在回復當事人訂約前之法律狀態，

則返還種類、品質、相同之物，才是最佳的回復原狀方法，亦較符合當事人之意

思。此一見解亦符合民法對於「代替物」返還之處理原則，例如民法第 474 條、

第 364 條規定即係最著例子96。 

又，解除權行使時，不論可否歸責於給付物受領人之事由，致原物返還不能，

                                                      
94

 參見，最高法院 33 年上字 604 號民事判例：「不動產買賣契約成立後，其收益權屬於何方，

依民法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應以標的物已否交付為斷。所有權雖已移轉，而標的物未交付者，

買受人仍無收益權。所有權雖未移轉，而標的物已交付者，買受人亦有收益權。」、最高法院 31

年上字 1040 號民事判例、最高法院 40 年台上字第 1200 號民事判例、最高法院 47 年台上字第

1655 號民事判例亦同斯旨。不過，學者有認為應參考德國民法第 446 條第 2 項規定，買受人已

取得所有權者，雖然標的物尚未交付，仍應由買受人負擔價金之危險，參見詹森林，解除契約之

實務問題(一)，月旦法學雜誌，第 49 期，1999 年 6 月，頁 9。 
95

 參見，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2182 號民事判決：「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六款規定之「應

返還之物」，係指同條第一款規定之「由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六款規定之「應返還之物」，係指

同條第一款規定之「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而言，經受領之給付物不論為代替物或不代替物，

均應將原物返還，如該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情事，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者，始應償還其

價額。」、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72 號民事判決同旨。 
96

 游進發，解除債務人原物返還義務與代替物─最高院九七台上七二，台灣法學雜誌，第 150

期，2010 年 4 月 15 日，頁 157-158；史尚寬，前揭註 9，頁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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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免返還原物，但應償還其價額97。不過，有認為如受領人縱不受領其物仍不免

毀損滅失者，則損害之發生與契約之訂立並無因果關係存在，亦即縱使未曾締約，

給付人之損害亦無從避免，若受領人於解除契約後仍應負價額償還義務，則解除

契約所生溯及之效果，將造成由給付人負責之危險負擔轉嫁由受領人承擔，故應

類推適用民法第 231 條第 2 項但書之規定，使受領人免負償還價額之義務98。對

此，日本學者亦有認為因不可歸責於解除權人之事由，致給付物毀損滅失，解除

權人行使解除權後，仍應負價額償還義務，對於解除權人過苛，例如，木材的出

賣人給付劣質的木材致契約目的不達，木材因不可抗力而滅失，買受人解除契約

時，其仍負價額償還義務，不甚妥當99。至於標的物返還不能的情形，若非可歸

責於給付受領者，而是由於給付者之事由所造成，依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 51 年

2 月 13 日判例之見解，給付受領者不負返還標的物價額之義務。學者亦認為從

衡平的觀點而言，應屬妥當100。不過，危險負擔以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為要件，

若是由於給付者之事由致返還不能，應屬可歸責於給付者，無所謂危險負擔可

言。 

基上可知，標的物交付於買受人後，給付危險由出賣人負擔，價金危險由買

受人承擔。此一作法符合現行法對於價金危險採「交付主義」(例如民法第 373

條、第 508 條第 1 項)。然則，價金危險由給付受領人承擔，是否妥適，學者有

不同意見，此又涉及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與第 262 條規定之解釋與適用問題，爰

另開標題予以較為周延之論述。 

 

第二項 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和第 262 條之解釋與適用 

民法第 262 條規定：「有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所受領之

                                                      
97

 有學者認為應以可歸責受領人為要件，始有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之適用，參見馬維麟，

前揭註 45，頁 349、350。 
98

 孫森焱，前揭註 12，頁 763。類似見解史尚寬，前揭註 9，1990 年 8 月，頁 759；劉春堂，前

揭註 52，頁 309；劉春堂，前揭註 40，頁 524。 
99

 我妻榮，前揭註 16，頁 196。 
100

 大江忠, 辻健吾著，民法債権各論─要件事実判例演習，商事法務，2014 年 3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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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物有毀損、滅失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解除權消滅；因加工或改造，將所

受領之給付物變其種類者亦同。」，為何民法第 262 條使解除權人喪失解除權？

揆其立法理由揭櫫：「查民律草案第五百四十七條理由謂有解除權人，因歸責於

己之事由，致不能履行回復原狀之義務，若仍使其有解除權人，有害相對人之利

益，故應使其解除權消滅。又同律第五百四十八條理由謂有解除權人，因加工或

改造，將其所受領之給付物，變為他種類之物時，亦應使其解除權消滅，否則解

除後必須回復原狀，而物已變更，相對人受之，未必能有利益也。」，可見端倪。

此外，依民法第 262 條規定反面推論，解除契約後，受領之給付物始因毀損滅失，

致不能返還時，本條即無適用餘地，殆無容疑。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267

號民事判決謂：「有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所受領之給付物不能

返還，須發生在行使解除權之前，其解除權始歸於消滅；倘於行使解除權後，始

發生其所受領之給付物不能返還之情形，契約既經合法解除，要無更使解除權消

滅之可言。」，即表明此旨。又，學者間多半著重於民法第 262 條前段與第 259

條第 6 款適用之討論，以下即以此為主探討之。 

首先，所謂「可歸責」應如何解釋，即為一大問題。我國學說有認為係指故

意或過失而言101，亦有認係指受領權人疏於必要注意而言，惟不一定限於義務違

反之概念，蓋以受領權人就給付物之返還，在解除契約前，尚非債務人也102。換

言之，法定解除權人在解除契約前為所有人，通常相信自己是終局享有應返還之

物的所有人，原本就可以任意處分應返還之物，故直到解除契約前，實無照管他

人之物的保護義務可言，是以，德國民法第 346條第 3 項第 1 句第 4 種情形規定，

若法定解除權人於應返還之物滅失或毀損防免一事，已善盡與處理自己事物同一

的注意時，除了免原物返還義務外，亦免價額償還義務103。日本債權法要綱仮案

將日本民法第 548 條規定修正為，解除權人因故意或過失致契約的標的物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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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尚寬，前揭註 9，頁 546；鄭玉波，前揭註 25，頁 445。 
102

 邱聰智，前揭註 14，頁 190。 
103

 游進發，前揭註 37，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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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損或返還不能時，解除權消滅；因加工或改造致契約的標的物變其種類者亦同。

但解除權人不知其有解除權時，不在此限。詳言之，要綱仮案刪除該條第 2 項規

定並增加但書規定，刪除該條第 2 項之原因為，第 2 項僅係從反面規定如非因解

除權人之行為或過失致契約的標的物毀損或滅失時，解除權不消滅，故可刪除之。

至於增加但書之理由為，解除權人故意或過失致契約的標的物滅失的情形，可評

價為其放棄解除權，故必須以解除權人知其有解除權為前提，如解除權人不知其

有解除權時，即無法評價為其放棄解除權也104。依此，最早似應於債務人不履行

債務(給付遲延、給付不能、不為給付等)時起，解除權人方知有解除權可得行使

也。 

我國民法第 262 條係繼受自舊德國民法第 351 條105，該條第一句規定，因權

利人之可歸責事由，致受領之給付物重大毀損、滅失或其他不能返還，解除權即

已消滅。依據舊德國民法規定，因可歸責解除權人事由，致其受領之給付物重大

毀損滅失，解除權消滅(參見舊德國民法第 351 條)。惟若因不可歸責解除權人事

由，致其受領之給付物重大毀損滅失，一方面仍得解除契約(參見舊德國民法第

350 條)，而且無須賠償不能返還給付物之損害(參見舊德國民法第 347 條準用第

989 條)；另一方面，受領人亦得請求他方返還所受給付(參見舊德國民法第 346

條)106。如此之結果，德國學說有認為，無異與現行德國民法第 446 條(類似我國

民法第 373 條)有關買賣契約危險負擔之原則相矛盾，若買受人解除契約將使危

險回歸到出賣人，顯然欠缺充分之理由與根據107。然則，依我國現行法解釋，解

除契約前，因不可歸責於給付物受領人之事由，致不能返還，依據民法第 262

條前段之反面解釋，受領人仍得解除契約，而且實際行使解除權時，受領給付物

                                                      
104

 潮見佳男，民法(債権関係)の改正に関する要綱仮案の概要，金融財政事情研究会，2014 年

12 月，頁 56；瀬川信久編著，債権法改正の論点とこれからの検討課題，商事法務，2014 年

10 月，頁 226。 
105

 日本民法第 548 條亦有類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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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芳賢，受領之給付物毀損滅失等對解除(權)之影響及如何償還價額之問題序論，國立臺灣

大學法學論叢，第 31 卷第 4 期，2002 年 7 月，頁 203-204。 
107

 郭麗珍，契約解除與損害賠償－我國民法與德國民法相關規定之研究，中興法學第 43 期，頁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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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除人，就其不能返還之給付物，依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仍應償還其價

額，是故，我國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明顯有別於上述舊德國民法第 347

條之規定，故無上述舊有德國民法下未盡妥適之處108。現今，德國債法現代化的

立法者已廢除舊德國民法第 351 條關於解除權喪失的規定，排除上開評價矛盾109，

亦即依現行德國民法第 346 條第 2 項規定，法定及約定解除權人不能返還應返還

之物時，仍得解除契約，雖然免原物返還義務，但負償還價額義務。依同條第 3

項規定，倘法定解除權人就應返還之物的完整性尊重義務的履行，已善盡與處理

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則不負價額償還義務110。學者有認為依我國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即使不可歸責於解除權人之事由，致給付物毀損滅失，解除權人

解約後仍應償還價額，故不妨相當程度讓其有解約之機會，不必擴大解除權人應

負責之範圍111。亦即，重點在於解約後是否須負償還價額之責任，能否解約並非

關鍵所在。 

學者有認為應該廢除民法第 262 條規定，但主張廢除的理由不一，有認為因

評價矛盾而應廢除，詳言之，無論在解除契約前應返還的物已返還不能的情形，

抑或在解除契約後應返還的物才返還不能的情形，解除權人都因可歸責於自己之

事由，致應返還的物毀損或滅失，但卻受到不同處置：在解除契約前，解除權人

喪失解除權，不負民法第 226 條第 1 項所規定的損害賠償義務；在契約解除後，

解除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明顯是評價矛盾。單以應返還的物毀損或滅失發生時

點先於或後於解除契約的區別，明顯不能正當化上開不同的處置112。另有認為，

縱然是不可歸責於解除權人之事由，致給付受領物毀損滅失，其解除權雖不消滅，

然依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仍須負償還價額責任，則沒有必要將受領物不能

返還或種類變更列為解除權消滅事由，蓋欲判斷解除權人有無故意或過失，徒增

困擾，且第 262 條之立法目的所欲避免者應為解除權人故意所為者，此種情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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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芳賢，前揭註 106，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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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進發，前揭註 37，頁 251。 
110

 游進發，前揭註 37，頁 255、256；黃立，德國新債法之研究，元照，2009 年 9 月，頁 167。 
111

 陳自強，前揭註 89，頁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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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進發，前揭註 37，頁 249-25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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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權利濫用理論予以解決，因此第 262 條之規定可以考慮廢除113。 

惟本文認為上開情形並無評價矛盾之問題，蓋以解除契約前，解除權人因可

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應返還的物毀損或滅失，解除權人喪失解除權，雖不負民

法第 226 條第 1 項所規定的損害賠償義務，但因契約未被解除，故其仍有對待給

付之義務(參見民法第 367 條)；反之，解除契約後，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

事由，致應返還的物毀損或滅失，雖然解除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也只是賠償

所受領標的物之客觀價額而已，如果買賣雙方約定的價金與市價差不多，如同價

金之支付一樣，似無不公之處。然則，如果出賣人甲將 A 畫賣給買受人乙，銀貨

兩訖，約定 A 畫如果是贗品的話可以解除契約，嗣後證明 A 畫是贗品，但因可

歸責於乙之事由致 A 畫毀損滅失，因此，乙之解除權消滅(參見民法第 262 條)，

且乙不得請求甲返還已支付之價金，甲保有高額價金似有不公之處，是故，學者

認為乙雖應承擔給付物滅失之危險，但應得返還A畫之價額，而請求甲返還價金，

始符事理之平114。 

歸結而言，無論解約前或解約後，因可歸責於解除權人之事由，致給付受領

物毀損或滅失，都是由受領給付物之解除權人負擔給付受領物滅失之危險，除少

數情形恐有不公外，似無評價矛盾之問題。實則，真正有評價差異的是，解除前

或解除後因不可歸責於解除權人之事由，致給付受領物毀損滅失，於前者，解除

權雖不消滅，但解除後須依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償還價額；於後者，依民法第

225 條第 1 項規定則不須償還價額。惟此種區別是否有依據及必要，頗值深究，

茲於另段論述之。 

解除契約後，始有不能返還之情事者，通說認為應依民法第 261 條準用雙務

契約有關危險負擔之規定，亦即認為在解除後因不可歸責於給付物受領人之事由

致返還不能時，依民法第 225 條第 1 項規定，給付物受領人免其給付義務，此時

若不準用民法第 266 條之規定，則一方雖免其給付義務，他方仍有為對待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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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麗珍，前揭註 107，頁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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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參見內田貴，前揭註 39，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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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不能謂為公平115。對此，最高法院亦認為應適用關於給付不能之規定，詳

言之，即不能返還如係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所致，依民法第 225 條第

1 項、第 266 條第 1 項規定，給付物受領人免價額返還義務，他方當事人亦可免

為對待給付之義務(價金返還義務)；如給付物受領人因可歸責於他方當事人之事

由致受領物不能返還，依民法第 225 條第 1 項、第 267 條規定，其可免價額返還

義務，仍得請求對待給付(返還價金)；如因可歸責於給付物受領人之事由致受領

物不能返還，依民法第 226 條第 1 項規定，他方當事人得請求賠償損害116。另學

者有認為契約解除後，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受領物不能返還時，

給付物受領人依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之特別規定，仍有償還價額之義務，而無準

用民法第 266 條規定之餘地，蓋若依民法第 225 條第 1 項、第 266 條第 1 項規定，

解除權行使本應發生之回復原狀關係，等於未發生，契約宛如未被解除，再因不

可歸責於解除權人之事由致返還不能之情形，民法第 262 條欲使其仍得行使解除

權以回復原狀之立法意旨，將無法貫徹，而且，在解除前返還不能之情形，當預

期自己負有償還價額之義務，縱於嗣後不能，償還價額之義務亦不違反其本意也

117。不過，有學者認為由民法第 261 條準用第 266 條之規定可知，在受領物於解

除權生效後，若因不可歸責給付物受領人之事由滅失，此時他方固得免為對待給

付，惟受領人仍應負償還價額之責，有所不公，甚為顯然也118，此一見解似認為

在解約後始發生不可歸責雙方之給付不能，只能準用民法第 266 條規定，給付物

受領人不得依第 225 條第 1 項，免除其給付義務，仍須依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負

償還價額之責任，甚為特殊，抑且認為如此結果，顯非事理之平。 

歸結而言，有關契約解除與危險負擔，排列組合後應可分成五種情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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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尚寬，前揭註 9，頁 542；孫森焱，前揭註 12，頁 763；邱聰智，前揭註 14，頁 187；鄭

冠宇，前揭註 25，頁 250；劉春堂，前揭註 40，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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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1290 號民事判決：「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之一方應返還之

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者，他方當事人固得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六款

規定請求償還其價額；惟倘契約解除後，始發生不能返還之情形，即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應依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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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539 號民事判決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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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物受領人為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給付物受領人之事由，致給付物毀損滅失

時，由於其解除權消滅，因此係以自己之給付(義務)承擔標的物毀損滅失之結果；

(二)給付物受領人為解除權人，因不可歸責於給付物受領人之事由，致給付物毀

損滅失而不能返還時，若受領人行使解除權，係以標的物之價額承擔給付物毀損

滅失之結果；(三)惟若給付物受領人未行使解除權，而選擇行使損害賠償或請求

減少價金，則係以自己之給付(義務)承擔給付物毀損滅失之結果；(四)給付物受

領人並非解除權人時，若他方當事人行使解除權，受領人就其不能返還標的物，

係以標的物之價額承擔給付物毀損滅失之結果；(五)惟若他方當事人不行使解除

權而主張給付義務之履行時，受領人係以其給付(義務)，承擔標的物毀損滅失之

結果119。 

綜據上述，本文以為，似可廢除民法第 262 條規定，蓋如前所述，重點在於

解除權人對於給付受領物不能返還時，應否償還價額也。如因不可歸責於給付物

受領人之事由致受領物返還不能時，其應否償還價額？本文認為還是應回歸危險

負擔分配之判斷，如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致受領物返還不能，則給付物受領人

應償還價額。至於「可歸責」之判斷，似已無關宏旨，蓋給付物受領人不論可歸

責與否，只要不可歸責於他方，均負償還價額之責，從而，判斷重點落在可否歸

責於他方。既然他方在契約解除前並非所有權人，即無上開所謂「相信自己是終

局享有應返還之物的所有人」，而降低注意義務等問題，故可歸責之判斷，仍應

回歸故意或過失之判斷。 

 

第三項 價額償還義務得否類推適用民法第 182 條第 1 項 

第一款 肯定說 

解除權人，因不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給付受領物毀損滅失，依民法第 262

條之反面解釋，其固得解除契約，惟依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仍須償還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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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給付物受領人並非解除權人時，若他方當事人行使解除權，受領人就其不能

返還標的物，依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亦須負償還價額之責，已如前述。惟

一律須負此義務，是否公平，不無商榷餘地。蓋若受領物返還不能發生在解除權

行使之前，而返還不能發生時，受領人並非明知或可得而知解除權發生之事由，

猶如善意之不當得利受領人與善意之自主占有人，相信自己已經終局保有其所受

領之給付物，基於信賴保護之法律思想，似可類推適用民法第182條第 1項規定，

於相對人請求償還價額時，主張未因標的物返還不能而受有利益，或所受之利益

已不存在，而免負償還價額之責。反之，若給付物受領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解除權

發生之原因，則無信賴保護之必要，故仍應負償還價額之責120。 

第二款 否定說 

有學者認為，基於下述理由，宜採否定見解： 

首先，民法第 953 條規定：「善意占有人就占有物之滅失或毀損，如係因可

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所致者，對於回復請求人僅以滅失或毀損所受之利益為限，負

賠償之責。」，可知，無權占有者「善意不知」自己係無權占有，與其是否「因

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占有物毀損或滅失，洵屬二事。因此受領給付物之解

除權人，善意不知解除事由，亦與其是否有可歸責事由，致給付物毀損滅失，兩

相無涉。其次，依據民法第 262 條前段規定之反面解釋，給付物受領人因不可歸

責事由致給付物毀損滅失，雖仍得解除契約，惟依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規定，仍

應償還價額，即可明瞭受領給付物之解除權人，善意不知解除事由，與其應否償

還價額，依據現行民法規定，並無關連。復其次，依據民法第 259 條第 1 款之規

定，原物存在之受領人，負有原物返還之義務，受領人無從主張所受利益不存在，

則為何原物不存在而應償還價額之義務，即得主張所受利益不存在，似有待斟酌。

再其次，若金錢之受領人，依據民法第 259 條第 2 款之規定，無從主張所受利益

不存在，則何以僅僅同條第 6 款之價額償還義務，得以主張所受利益不存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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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無推敲餘地。抑有其進者，若僅「善意」不知解除事由之給付物受領人，對於

行使解除權時無法返還給付物之情形，得就其償還價額義務，主張所受利益不存

在，然而金錢之受領人，不得為相同主張，則其差別待遇之理由何在，亦屬不明。

況者，契約解除回復原狀規定與不當得利返還規定相比較，前者較後者更為周延、

具體而且公平妥適，因此實際上應係將契約解除之規定類推適用至不當得利之規

定，以使不當得利之法律效果趨近於契約解除之法律效果，而非相反地將不當得

利之規定類推適用之契約解除。尤有進者，給付物受領人並非解除權人之情形，

解除權人之解除權，亦不宜因相對人得否返還受領物影響，否則無異解除權人之

解除權將受相對人影響或妨礙121。 

本文認為，從現行法觀點，以採否定說為妥。首先，民法第 259 條第 6 款白

紙黑字載明「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

價額」，並不以受領人「可歸責」，亦不以受領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解除權發生之事

由為限，始負返還價額之責。次之，受領人並非明知或可得而知解除權發生之事

由，解除權行使後，仍須負償還價額之責，似有過苛之虞，然此一作法符合現行

法危險負擔之分配原則，即標的物交付後，價金危險轉由買受人承擔，除非無視

於危險負擔之分配，否則，不宜輕易打破危險負擔之分配原則。再者，不當得利

與回復原狀之制度理念、構成要件、規範功能及及所生法效均未盡相同，似無將

不當得利之規定類推適用至契約解除之餘地。又，現行法對於是否善意與可否歸

責確實分別處理，惟民法第 952 條以下乃有關占有人與回復請求人間權利義務之

規定，學者指出，於回復請求人與占有人間有一定基礎法律關係存在時，無適用

第 952 條等規定之餘地，而且，在該法律關係因解除而消滅時，亦同122。據此可

知，是否採否定說，與民法第 953 條規定如何，似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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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事項─民法第 113 條之適用上疑義 

按民法第 113 條規定：「無效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於行為當時知其無效，或

可得而知者，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責任。」，本條規定為各外國立法例所

無，為我國民法特有之規定123。通說認為應當刪除本條之規定，否則將使其他制

度受到破壞。但是，實務判決並未將本條棄置不顧，亦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且

得與民法第 259 條之回復原狀作連結，故仍就其適用上之疑義賅要論述如下： 

第一項 回復原狀 

 無論不當得利或無權占有之返還，均不以相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法律行為為

無效為其要件。亦即，不論當事人知情與否，均負返還義務。然若依民法第 113

條規定，當事人如非因過失而不知時，即不復回復原狀責任，此可能反使相對人

請求返還更加困難。 

 學者更有舉例謂，甲欺騙乙有門路可使乙必然通過司法考試，乙遂支付報酬

與甲。該贈與契約因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此時雖符合民法第 179 條之要件，但

因第 180 條第 4 款之規定，使乙不得向甲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然如適用民法第

113 條規定，反而使乙得向甲主張報酬之返還。如此，則使民法第 180 條第 4 款

之立法目的為第 113 條所架空，於此觀點下，民法第 113 條更屬「有害條文」，

而應予刪除124。然則，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3022 號民事判決指明：「本件

兩造關於系爭股份之買賣，違反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之禁止規定，其讓

與契約(債權行為)無效。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一百十三條規定，得請求被上訴人

回復原狀，返還價金，本質上仍為返還不當得利。惟本件兩造交付股票及價金，

均基於不法原因所為之給付，且雙方均有所認識。上訴人請求返還價金非特必須

主張自己之不法行為，且無異鼓勵為不法行為，自不應准許。」，等語可知，實

務在符合民法第 179 條之要件，但因民法第 180 條第 4 款之規定，使上訴人不得

                                                      
123

 詹森林，民法第 113 條與其他規定之競合關係，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二)，2003 年 4 月，頁

12-13。 
124

 王澤鑑，民法總則，2014 年 2 月，頁 542-543；詹森林，前揭註 123，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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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不當得利向被上訴人請求返還價金之情形，並未回過頭適用民法總則第 113

條之規定，基此，似無所謂「民法第 180 條第 4 款之立法目的為民法第 113 條所

架空」之疑慮存在。惟學者認為既然上開判決僅依民法第 179 條及第 180 條處理

即可，即無必要先肯定權利人得依第 113 條主張回復原狀，嗣又主張第 113 條須

受限於不當得利請求權的限制條件(參見第 180 條)，而混亂法律適用體系125。 

 

第二項 損害賠償 

 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1396 號民事判決指出，民法第 113 條之要件與民

法第 247 條不同，第 113 條既為總則規定，其適用之範圍自應包括所有無效之法

律行為。故契約因以不能之給付無效者，當事人除得依民法第 247 條主張，亦得

主張第 113 條之規定126。 

 惟學說比較民法第 247 條與第 113 條之規定後，認為第 113 條事實上無法涵

蓋第 247 條規定。蓋民法第 247 條限於相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且請求人須為善

意無過失，故其各自有規範之範圍127。有學者表示贊同128。另有學者表示民法第

113 條，將使第 247 條規定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形同具文129。 

 再者，若民法第 113 條之「損害賠償」係指不能回復原狀時之金錢賠償，因

通說認為「回復原狀」不宜適用，故「損害賠償」將失其客體而不具任何意義。

且民法第956條會與第113條衝突，蓋第956條限於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所致，

方須對於回復請求人負賠償之責，第 113 則僅需明知或可得而知即可。不過，有

                                                      
125

 陳聰富，民法總則，元照，2016 年 2 月二版，頁 373。 
126

 參見，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1396 號民事判決：「按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所定契約

因標的不能而無效之締約上過失責任，與同法第一百十三條所定無效法律行為之當事人責任，二

者法定要件未盡相同，且第一百十三條既編列於民法總則編而規定，其適用之範圍，自應涵攝所

有無效之法律行為在內，而兼及於上開契約因標的不能而無效之情形。是契約因以不能之給付為

標的而無效者，當事人除得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主張締約上之過失責任外，亦無排除適

用同法第一百十三條規定之餘地。」 
127

 王澤鑑，民法第 113 條規範功能之再檢討，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四)，1998 年 9 月；詹森林，

前揭註 123，頁 3-32；同氏著，再論民法第 113 條與其他規定之競合關係─最高法院 89 年台上 

字第 2102 號判決評釋，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二)，2003 年 4 月，頁 33-56。 
128

 林誠二，民法總則新解：體系化解說(下)，2012 年 9 月，頁 236。 
129

 陳聰富，前揭註 125，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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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民法第 956 條與第 113 條之規定之要件雖有不同，但不認為是衝突，

反而認為是依第 113 條規定，不問其就毀損滅失有無過失，如果與因無效行為之

給付行為有因果關係，皆使其負責130。 

支持民法第 113 條之學者認為，雖然第 113 條回復原狀請求權之發生，限於

當事人對於無效明知或可得而知之情況，構成上存有缺憾，但本條仍有其規範功

能。關於「明知或可得而知」部分，認為應採「限縮解釋」，於締結過失部分才

適用明知或可得而知，蓋民法第 247 條也是限於明知或可得而知；於法律行為無

效衍生的給付得利，則不問行為人(受益人)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均負有回復原

狀之義務131。亦即將回復原狀與損害賠償切割，明知或可得而知僅損害賠償有適

用。 

在回復原狀部分，因為給付不當得利之返還義務範圍，學理及實務見解132多

認為直接適用不當得利之規定，但這樣的見解恐有不夠周妥之處。例如甲、乙就

A 屋訂立買賣契約，甲先支付定金 100 萬元，事後發現該買賣無效，那麼甲支付

定金之行為，於甲乙間即是成立給付不當得利。於此類案例，如係適用民法第

182 條第 1 項而無庸計付利息，恐有失公平；反之，如類推適用民法第 259 條(回

復原狀)第 2 款之規定(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返還)，其結論將更為妥適公平133。

本文認為，不論買賣無效與買賣被解除，外觀上甲均係支付定金 100 萬元予乙，

如果金錢債權之請求，應附加利息，是法律上之價值判斷(參見民法第 213 條第 2

                                                      
130

 史尚寬，民法總則，1990 年 8 月，自版，頁 524。 
131

 邱聰智，民法總則(下)，2011 年 6 月，三民，頁 612。 
132

 參見，最高法院 23 年上字第 1528 號民事判例：「因履行契約而為給付後，該契約經撤銷者，

給付之目的既歸消滅，給付受領人受此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即已失其存在，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之規定，自應返還其利益。」、最高法院 50 年台上字第 351 號民事判例：「聘金乃一種贈與，除

附有解除條件之贈與，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贈與人得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之規定，請求受

贈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要不得以此為因判決離婚所受之損害，而依民法第一千零五十六條第

一項請求賠償。」、最高法院 62 年台上字第 1893 號民事判例：「兩造既經訴訟，被上訴人應徵

之土地增值稅，應否優先於上訴人之抵押債權以獲清償，上訴人自應受上開訴訟確定判決之拘束，

今既判決確定被上訴人勝訴，則上訴人前由法院依分配表受領之系爭款項，即成為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領，是其受領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仍屬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後段之不

當得利，被上訴人既因而受有損害，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自屬正當。」 
133

 邱聰智，前揭註 131，頁 605、606；邱聰智，回到民法第一一三條─為締結法律行為過失責

任催生，國立高雄大學法學論叢，第 3 卷第 1 期，2007 年 12 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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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233 條第 1 項、第 259 條第 2 款、第 281 條第 1 項、第 404 條、第 514

條之 3 第 3 項、第 514 條之 5 第 4 項、第 542 條、第 546 條、第 582 條、第 595

條、第 709 條之 7 第 4 項)，則於上開買賣無效之案例，似應類推民法第 259 條

第 2 款之規定為妥，而透過修正第 113 條作為連接第 259 條之橋梁(詳如下述)，

亦不失為解決方式之一。 

民法第 113 條之回復原狀應是指給付不當得利的回復原狀134，亦即在上述例

子適用第 113 條之回復原狀，比起適用第 182 條第 1 項規定(可免負返還義務)，

較為有利。 

基上，進一步將民法第 113 條修正如下：「無效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應負回

復原狀之義務。民法第 259 條關於回復原狀義務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第

一項之當事人，於締結過程時，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者，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135，如是，即可賦予民法第 113 條新的規範意義，且學說上對本條之疑慮，即可

消弭於無形。 

 

  

                                                      
134

 邱聰智，前揭註 131，頁 607。 
135

 邱聰智，前揭註 131，頁 618；邱聰智，前揭註 130，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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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契約解除後之損害賠償 

我國及多數立法例對於契約解除與損害賠償之關係，係採兩立主義，已詳如

第二章第一節所述。至於契約解除後之損害賠償範圍究為如何，則是本章欲處理

之部分。就此，首先須先確認利益之概念如何分類，方得正確描述賠償的範圍。

其次，說明契約解除後損害賠償之依據何在？最後，則是探討本論文的核心，民

法第 260 條損害賠償之請求應如何解釋？茲分別論述於下： 

第一節 利益之分類 

第一項 英美法系利益之分類 

以「利益」為基礎探討損害賠償之分析方式，無論係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皆

然。英美法系則普遍採取 Fuller和 Perdue所提出之期待利益(expectation interest)、

信賴利益(reliance interest)與回復利益(restitution interest)的構成論136。 

依據美國法律整編契約法第二版第 344 條(違約救濟之目的)規定137：「本法

所規定之司法救濟，旨在保護一或多個受益人因允諾所生之下列利益：(a)受益人

之「期待利益」，即該受益人基於如該契約履行完畢時其將享有因交易所能得到

之利益；(b)受益人之「信賴利益」，即該受益人基於如該契約未訂立時其將享有

之地位，因信賴該契約而得就其損害求償之利益；(c)受益人之「回復利益」，即

受益人所有回復其所給予他方當事人任何利益之利益。」，即可明瞭期待利益、

信賴利益及回復利益之概念。 

                                                      
136

 Fuller and Perdue, The Reliance Interest in Contract Damages:1.46 Yale Law Journal(1936), p.54. 
另參見林誠二，前揭註 1，頁 12。 
137

 中文翻譯參見傅崑成，美國契約法精義，五南出版，2010 年 9 月，頁 425。 

原文為：Restatement 2d Contracts §344 Puposes of Remedies  

Judicial remedies under the rules stated in this Restatement serve to protect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interests of a promisee: 
(a) his "expectation interest," which is his interest in having the benefit of his bargain by being put in 
as good a position as he would have been in had the contract been performed, 
(b) his "reliance interest," which is his interest in being reimbursed for loss caused by reliance on the 
contract by being put in as good a position as he would have been in had the contract not been made, 
or 
(c) his "restitution interest," which is his interest in having restored to him any benefit that he has 
conferred on the other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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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大陸法系利益之分類 

大陸法系以德國為例，是將利益分成信賴利益、履行利益、契約利益和固有

利益，茲就其犖犖大者，偶舉例子，析明如後： 

第一款 信賴利益 

所謂信賴利益，「一般指當事人相信法律行為有效成立，而因某種事實之發

生，該法律行為不成立或無效而生之損害。」138，從此一定義可知，信賴利益之

賠償，似應以法律行為「無效」為前提139。反面言之，契約成立後，當事人為了

締約所支出的費用等，即信賴利益之部分，就成為締約之成本，無論後來契約有

無被有效履行，皆不得再請求此部分的損害。一般認為須回復到如同法律行為未

發生之狀態，其通常由訂約費用、準備給付、受領之費用(積極損害)、另失訂約

機會之損害(消極損害)所組成140。惟有學者認為，信賴利益的賠償與法律行為有

效與否無關，即使契約有效，也可主張信賴利益之賠償，反之，法律行為無效，

也未必僅能請求信賴利益之賠償。從而進一步認為，信賴利益應係指，賠償人以

法律行為無效為基礎，進而計算因信賴該法律行為有效，所遭受之損害141。比較

法上，瑞士債務法第 109 條第 2 項肯認解除契約後得請求信賴利益之賠償，前已

論及。現今德國民法第 284 條規定：「如債權人不請求替代原給付之損害賠償時，

債權人就其據信其可獲得給付所支出之費用，且係於公平合理方式下所允許支出

者，得請求賠償，惟縱債務人不構成義務之違反之情形下，仍無法達成支出費用

之目的時，債權人仍不得請求。」142，依此一規定可知，在法律行為有效之情形，

                                                      
138

 王澤鑑，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五冊，自刊，2009 年 12 月，頁 229。 
139

 林誠二，民法上信賴利益賠償之研究(一)，法學叢刊 18 卷 1 期，1973 年 1 月，頁 37；同說，

陳自強，前揭註 2，頁 153。 
140

 參見，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 2101 號民事判例：「契約因出賣人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而歸無效

者，買受人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自以因信賴契約有效所受之損害

為限，此即所謂消極的契約利益，亦稱之為信賴利益。例如訂約費用、準備履行所需費用或另失

訂約機會之損害等是。至於積極的契約利益，即因契約履行所得之利益，尚不在得為請求賠償之

列。」 
141

 劉昭辰，履行利益、信賴利益，月旦法學雜誌，第 116 期，2005 年 1 月，頁 97-99。 
142

 林易典，德國民法典新舊法部分譯文，月旦法學雜誌，第 99 期，2003 年 8 月，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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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亦得選擇不請求履行利益(替代給付)之損害賠償，而選擇請求所謂徒勞費

用之損害賠償。學者認為此一主張對無法舉證其積極利益的債權人甚有助益，例

如債權人(買受人)無轉售的計畫，我國實務見解有認為，不得請求轉售利益之賠

償143，因此，將徒勞費用之支出作為債權人所能主張的最低額度的損害，在我國

法應有加以運用之必要144。 

第二款 履行利益 

履行利益，一般指法律行為有效成立，但因債務不履行而生之損失，又稱為

積極利益、給付利益或持有利益145。其通常由「取得利益」、「使用、收益利益」

及「轉售利益」所組成146。此似乎隱含法律行為一定要有效成立後才有履行利益

之賠償之問題147，實務判決亦認為積極的契約履行利益，以法律行為有效為前提

148。惟亦有學者認為履行利益包括有效的法律行為未被履行，亦包括法律行為因

                                                                                                                                                        
有關本條的適用要件，可參見王澤鑑，債務不履行法的變遷─違約責任與損害賠償(上)，法令月

刊，第 67 卷第 9 期，2016 年 9 月，頁 17-18。 
143

 參見，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470 號民事判決：「李建德主張首泰公司將系爭不動產出售

予訴外人羅永宜，應賠償其所受市場交易價格價差一千九百十七萬五千五百七十七元履行利益之

損失，並非可取。況房價之漲跌，隨市場波動而定，不具客觀之確定性，須俟實際出售時，始能

確定獲利或虧損，李建德自承購買系爭不動產係為結婚居住，尚無轉售之計劃，亦難認受有漲價

差額利益之損失。」。不過，早期實務見解則認為不論買受人有無轉售計畫，均得請求轉售利益，

參見，最高法院 69 年度台上字第 352 號民事判決：「本件兩造就系爭土地及房屋既以二千三百

七十萬元成交，被上訴人得以此價格取得該土地房屋，嗣後土地房屋價格之上漲，即係被上訴人

資產價值之增加，該增加部分即為其所得之利益，此項利益之取得，並不因被上訴人有無轉售計

劃而有不同」。 
144

 參見葉新民，信賴損害之賠償可作為債務不履行的法律效果？─由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四年度

智上字第五號民事判決談起，月旦裁判時報，第 30 期，2014 年 12 月，頁 24、26、27。有學者

認為，得於民法第 226 條之 1 增設債權人的無益費用支出請求權，參見王澤鑑，債務不履行法的

變遷─違約責任與損害賠償(下)，法令月刊，第 67 卷第 10 期，2016 年 10 月，頁 23。 
145

 王澤鑑，前揭註 138，頁 230。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961 號民事判決：「債務不履行與

侵權行為在民事責任體系上，各有其不同之適用範圍、保護客體、規範功能及任務分配。債務不

履行（契約責任）保護之客體，主要為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履行利益）（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參

照），侵權行為保護之客體，則主要為被害人之固有利益（又稱持有利益或完整利益）」，可供參

照。 
146

 黃茂榮，債法各論(第一冊)，植根，2003 年 8 月，頁 443。 
147

 參見林誠二，前揭註 139，頁 37。 
148

 參見，最高法院 75 年度台上字第 1355 號民事判決：「契約因出賣人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而無

效者，買受人所得請求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以因信賴契約有效所受

之損害為限，此即所謂消極的契約利益，亦稱之為信賴利益。如訂約費用、準備履行所需費用或

另失訂約機會之損害等是。至於積極的契約利益即履行利益，則以法律行為有效成立為前提，故

契約因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而無效者，履行利益即屬無從發生，自不在得為請求賠償之列。」、

最高法院 79 年度台上字第 2292 號民事判決：「所謂信賴利益或信任利益之損害，係指信賴「無

效」之法律行為，誤以為有效所受之損害，此與法律行為原屬有效，於債務人履行該法律行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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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立或無效而無法被履行之情形，例如，A 受 B 之詐欺，而解除與 C 之契約，

則 A 可依侵權行為(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第 2 項)向 B 請求賠償契約有效履

行可得之利益，即履行利益之賠償，依此例可知，履行利益損害賠償涉及法律行

為未能有效履行之賠償問題，與法律行為有效與否無關149。 

無論是信賴利益或履行利益，賠償範圍均應回歸民法第 216 條，包括所受損

害及所失利益。「所受損害」係指既存財產的積極減少；「所失利益」係指應增加

的財產未增加150。惟有學者認為民法第216條第2項之規定，在信賴利益之賠償，

並無適用之餘地，蓋「信賴利益者，乃指：假如能夠順利地履行，就不損失什麼。

而非假如能夠順利地履行，就能得到什麼。」151 

第三款 契約利益 

契約利益之概念，從民法第 397 條立法理由觀之，通常為另行訂約支出之費

用及價金之差額。有學者於提及「契約利益」之概念時，引用瑞士債務法第 109

條第 2 項作為依據152，惟我國文獻提及契約利益之概念時，一般係指因解除契約

所生之新損害，與瑞士債務法該條之解釋，似有出入，前已言之，可參照第二章

第一節相關部分。有學者認為另行締約所支出之費用及價金的差額，前者為積極

損害(所受損害)，後者為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依民法第 216條規定，均得請求153。

此一見解似認為履行利益的概念得以包括契約利益的概念。亦有學者指出另行訂

約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應該可認為是履行利益中之所受損害，蓋履行利益是

指若契約能順利履行，債權人可取得之利益，亦即因契約之未能順利履行，而致

債權人所受之損害154。另有學者認為，有二種方式可使原告處於契約宛如得到履

                                                                                                                                                        
債權人可得受之利益，而因債務不履行致受損害，債務人應賠償債權人所受該「履行利益」之損

害，顯屬有間。」 
149

 劉昭辰，前揭註 141，頁 97。 
150

 參見，最高法院 48 年台上字第 1934 號民事判例：「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所謂所受損害，

即現存財產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被減少，屬於積極的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

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屬於消極的損害。」 
151

 黃茂榮，買賣法，植根，2015 年 3 月增訂七版，頁 348-349。 
152

 邱聰智，前揭註 14，頁 185、186；孫森焱，前揭註 12，頁 760。 
153

 黃茂榮，前揭註 7，頁 125、126。 
154

 馬維麟，前揭註 45，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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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狀態，第一種是原告已得到的價值和他期待得到的價值之差，第二種是使原

告處於如同契約得到履行時的狀態所需支付的成本。此猶如承攬契約損害賠償之

計算，有市價差額與修補成本二種計算方式155。後者似與「另行訂約所支出之費

用即價金之差額」的概念相似，難以區分。 

實務判例156曾指出，定作人因承攬人違約未完成工程，定作人解除契約後須

另行標建所多支出的酬金，屬於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所謂所受損害，似認為得請

求解除契約後所生之新損害，其意究為肯定契約利益的損害賠償，抑或僅係將契

約利益之概念理解成履行利益之一部，雖不明朗，惟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

另行標建所多支出的酬金，應為契約解除後所生之新損害。學者主張為取得「替

代給付」所增加之「費用」或「酬金」為「履行利益」上之損害，蓋「替代給付」

之作用在於使定作人享有契約順利履行時所能得到之利益，該利益與履行當有之

結果相當157。此一見解即是將履行利益之概念包括契約利益在內。 

基上可知，契約利益是否為履行利益所包括，尚無定論。但是，本文認為契

約利益應不為履行利益所包括(詳如第四章第三節第八項)，蓋既然通說實務見解

認為解除契約後所生之新損害不在履行利益賠償範圍之內，故為示區別，解約後

所生之新損害似需要用另一個名詞替代，如學者所言之契約利益，以免容易誤解

而致錯亂。 

第四款 固有利益 

固有利益，係指非與債之履行有關人身(如身體、健康等)或財產之利益而言，

又稱為「完整利益」或「持有利益」。侵權行為所保護之客體，主要即為被害人

之固有利益。從而，固有利益之損害賠償，應從侵權行為法找尋依據。然而，附

                                                      
155

 詳見許嘉仁，從民法第四百九十五條看承攬契約應有之損害概念及其賠償範圍—由 Ruxley 案

與 Panatown 案談起，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民法組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頁 21-28。 
156

 參見，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934號民事判例：「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所謂所受損害，

即現存財產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被減少，屬於積極的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

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屬於消極的損害。本件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承攬之工程違約未予完成，

應另行標建，須多支付如其聲明之酬金，並非謂房屋如已完成可獲轉售之預期利益，因上訴人違

約而受損失，是其請求賠償者，顯屬一種積極損害，而非消極損害。」 
157

 黃茂榮，前揭註 146，頁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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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義務中有所謂的保護義務，保護義務係使當事人免於給付利益以外其他法益的

損害158。又，為減輕債權人之舉證責任，民法第 227 條第 2 項明定被害人就履行

利益以外之損害，即固有利益之損害，亦得依不完全給付之理論請求損害賠償，

此觀民法第 227 條修正理由揭櫫：「不完全給付如為加害給付，除發生原來債務

不履行之損害外，更發生超過履行利益之損害，例如出賣人交付病雞致買受人隻

雞群亦感染而死亡，或出賣人未告知機器之特殊使用方法，致買受人因使用方法

不當引起機器爆破，傷害買受人之人身或其他財產等是。遇此情形，固可依侵權

行為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但被害人應就加害人之過失行為負舉證責任，保護尚

嫌不周，且學者兼亦有持不同之見解者，為使被害人之權益受更周全之保障，並

杜爭疑義，爰於本條增訂第二項，明定被害人就履行利益以外之損害，得依不完

全給付之理論請求損害賠償」等語，即可明瞭。因此，一般認為，固有利益受侵

害可能同時構成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行，債權人得合併或擇其中之法律關係主張

之，最高法院著有 98 年台上字第 1961 號判決159可參。此外，保護義務的存在，

不以契約有效存在為前提160。而且，固有利益得與履行利益或信賴利益併存。基

此，民法第 260 條是否包括「固有利益」之損害賠償即較無爭議，亦即解除契約

前有固有利益之損害應得請求賠償才是。 

 

第三項 履行利益與信賴利益之消長 

第一款 信賴利益是否可能大於履行利益 

履行利益通常是大於信賴利益，但信賴利益也可能高於履行利益。舉例以言，

就時價 100 萬元之汽車，設甲乙雙方各付出 1 萬元之締約費用後，約定：出賣人

                                                      
158

 陳自強，前揭註 75，頁 100。 
159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961 號民事判決：「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所侵害之客體，有僅為債

權人之債權（履行利益），有除債權人之債權外，尚及於債權人之固有利益（如物權），前者固應

優先適用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而無侵權行為規定之適用；後者因已符合侵權行為之要件，可另成

立侵權行為，而與債務不履行發生競合併存之關係，債權人得合併或擇其中之法律關係主張之。

此觀本院四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三九號、七五二號判例要旨與全文及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項修

正理由自明。」 
160

 陳自強，前揭註 75，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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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5 萬元將該車賣予乙，嗣後甲給付遲延時，乙如解除契約除可請求甲賠償信

賴利益 1 萬元，還可能改以 100 萬元從第三人購買相同的汽車一部。反之，如雙

方約定為：出賣人甲以 95 萬元將該車賣予乙，嗣後甲給付遲延時，乙如解除契

約，固可請求甲賠償信賴利益 1 萬元，但不一定可能還是以 95 萬元從第三人購

買相同的汽車一部，此時，乙如不解除契約，向甲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原則

上得請求差價 5 萬元之履行利益之賠償161。由此足見，履行利益或信賴利益誰較

有利，「繫於原來約定之對待給付與市價行情的相對高低，不能一蓋而論。高於

行情者，解除契約比較有利；低於行情者，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比較有利。」162。

又如甲向乙以一支 12 元之價格購買某種鉛筆 100 支，該種鉛筆市價為 10 元，如

有解除契約之事由，甲解約後免給付 1200 元，較為有利；反之，如約定之對價

為一支 10 元，市價為 12 元，請求履行較為有利。換言之，如果原告做了一筆對

己不利的交易，他會選擇主張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如果原告做了一筆對己有利

的交易，他會選擇主張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163。不過，承前舉之例，須對於民法

第 260 條採信賴利益賠償主義，方能討論解除契約而請求信賴利益賠償，或不解

除契約請求履行利益賠償，何者較為有利。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上舉之例，

信賴利益是有可能大於履行利益。 

第二款 信賴利益是否受履行利益之限制 

 信賴利益的賠償數額是否以不超過履行利益為限，非無疑義？理論上言之，

應採否定說，蓋信賴利益與履行利益係二種不同之損害，各有其計算方法，凡在

相當因果關係範圍內所生之損害，賠償義務人均須賠償，故信賴利益大於履行利

益，亦不無可能，自無限制之必要164。對此，多數學者認為宜就個別條文之立法

意旨與法之整體目的觀之，不可一概而論，如因錯誤、誤傳而撤銷意思表示，民

法第 91 條賦予善意信賴人損害賠償請求權，如認信賴利益賠償額可超過履行利

                                                      
161

 黃茂榮，概論損害賠償之債，軍法專刊，第 53 卷第 2 期，2007 年 4 月，頁 18-19。 
162

 黃茂榮，前揭註 7，頁 146、310、311；黃茂榮，前揭註 151，頁 574。 
163

 參見鄧輝，期待利益、信賴利益與返還利益辨析─合同損害賠償計算方式之視角，由月旦法

學知識庫數位出版部重新編輯，以數位方式利用，頁 4。 
164

 參見林誠二，前揭註 81，頁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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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者，則意思表示撤銷權之行使，不特無益，反受其害，當非法律所以尊重當事

人意思自由，而賦予撤銷權之本意。並舉下例說明之：甲向乙購買汽車一輛，價

金為 3 萬元，該車成本為 2 萬 5 千元，此時乙就買賣所得之積極利益，為 5 千元。

旋甲因行為錯誤，撤銷其買賣契約，將原車返還於乙，乙因時價跌落，以 2 萬 8

千元代價脫售之。於此情形，甲祇須就乙因削價脫售而受之損失(即消極利益)2

千元，予以賠償，而無須償以 5 千元。又如時價狂跌，乙不得已以 2 萬 2 千元售

去其車者，甲亦祇須償以 5 千元，而無庸為 8 千元之賠償165。民法第 165 條規定，

廣告人對於行為人因該廣告善意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以不超過預定報

酬額為限，可資為佐。反之，於無權代理之本人拒絕承認(參見民法第 110 條)、

給付不能為標的之契約無效(參見民法第 247 條)等，即無限制信賴利益不得超過

履行利益之必要，蓋因法規之意旨乃側重於受害人損害之填補，不若民法第 91

條，另帶有保護撤銷權之目的也166。類似見解有認為須視立法目的有無保護賠償

人而定，若無保護賠償人之意旨，則信賴利益不受履行利益之限制，例如民法第

110 條、247 條、260 條167，因此認為即使解除契約後之賠償採信賴利益之賠償，

亦不應受履行利益之限制。如前所述，信賴利益與履行利益之計算，均是以民法

第 216 條計算其範圍，因此之故，信賴利益之賠償似不受限於履行利益之上限。

另有學者認為應取決於加害人對於信賴利益損害發生的主觀上過錯程度，凡加害

人主觀上有故意的情形下，信賴利益的損害賠償數額可超過履行利益數額，反之，

如加害人對於信賴利益損害之發生為過失，而且過失輕微時，則應以履行利益之

數額為限168。但是，亦有學者認為理論上信賴利益之數額不受履行利益之限制，

                                                      
165

 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1998 年 6 月，頁 112。王澤鑑，前揭註 124，頁 413。

鄧輝，前揭註 160，頁 7。李燕、朱文英，論信賴利益賠償，中國法學文檔，第 2 期，2005 年

10 月，頁 207。 
166

 林誠二，民法上信賴利益賠償之研究(三)，法學叢刊 18 卷 4 期，1973 年 10 月，頁 38。關於

無權代理人賠償責任之範圍，學說極有爭論，約可分為四說：即信賴利益說、履行利益說、信賴

利益及履行利益均應賠償說、代理人善意惡意區分說，詳請參見王澤鑑，無權代理人之責任，民

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六冊，2004 年 10 月，頁 5-9。 
167

 劉昭辰，前揭註 141，頁 106-109。 
168

 余立力，論信賴利益損害的民法救濟，中國法學文檔，第 5 期，2007 年 10 月，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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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以受限制較為合理169。 

此外，實務見解對於民法第 110 條無權代理人責任性質，有不同見解，有認

為係屬信賴利益之賠償，不包括履行利益之賠償，而且，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不

得超過相對人因契約有效所得利益之程度170。另有判決認為相對人得請求履行利

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相對人因契約有效所得利益之程度171。不過，學者指出，

如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923號民事判決係因信賴利益之數額以履行利益之

數額為限，而得出相對人因此得以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的結論，應難贊同。蓋因

此一判決一方面認為相對人得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另一方面認定「不得超過相

對人因契約有效所得利益之程度」，混淆賠償請求權之基礎與限額，理由顯屬矛

盾，蓋因兩者無法併存，似為「易言之，相對人不得請求履行利益之給付」之誤

繕172。 

第三款 信賴利益是否可能與履行利益併存 

按理說，信賴利益與履行利益，沒有併存的可能，因其前身有投入與產出關

係而不併容，而且，會造成重複賠償的疑慮，亦恐有違反損害賠償法上之「禁止

不當得利原則」173。況且，如依學者認為，信賴利益的賠償以法律行為「無效」

                                                      
169

 黃茂榮，前揭註 7，頁 146。 
170

 參見，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641 號民事判決：「無權代理人之責任，係基於民法第一百

十條之規定而發生之特別責任，相對人依該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超過相對人因契約有效所

得利益之程度。」高等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520 號民事判決進一步指明：「按依民法第 110條

規定，無代理權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負損害賠償之責。

依上開規定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不包括履行利益賠償，亦即不得超過因契約有效所得利益之程度，

蓋契約無效，僅有因「信賴」所生之損害，故不包括將來之利益（期待利益），例如轉售利益。

此亦有最高法院 85年度台上字第 2072號民事判決意旨闡示：「無權代理人之責任，係基於民法

第 110條之規定而發生之特別責任，相對人依該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超過相對人因契約有

效所得利益之程度。是在原契約中如就契約債務履行不能或不為履行等應給付違約金有特別約定，

且該約定之違約金屬損害賠償額預定性質者，相對人向無權代理人請求之賠償額自應以該預定額

數為限，不得更請求履行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可資參照。」 
171

 參見，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1923 號民事判決：「按無權代理人之責任，係基於民法第一

百十條之規定而發生之特別責任，祇要相對人係屬善意，即不知自命代理人無代理權，縱使相對

人因過失而不知，無權代理人仍應負其責任；又相對人依該法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超過相

對人因契約有效所得利益之程度，易言之，相對人得請求履行利益之給付。」 
172

 林信和，論無權代理人的法律責任──臺灣高等法院一○三年度上字第五二○號民事判決評

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46 期，2016 年 4 月，頁 23；林信和，無權代理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兼評最高法院五十六年台上字第三○五號判例及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一九二三號民事判決，月旦法

學教室，第 88 期，2010 年 2 月，頁 15。 
173

 黃茂榮，前揭註 161，頁 18。另請參見林誠二，前揭註 1，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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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提，履行利益的賠償以法律行為「有效」為前提觀之，亦可得相同之結論。

惟弔詭的是，在無權代理人賠償責任之範圍之討論，有見解認為無論「積極利益」

或「消極利益」均得請求，僅係「信賴利益」的數額不得大於「履行利益」的數

額174。依此一見解，似認為信賴利益與履行利益得同時請求。不過，「積極利益、

消極利益」和「履行利益、消極利益」，二組利益得否遙相呼應，實是不甚清楚。

王澤鑑教授亦指出，在我國民法，似不能認為相對人就積極利益或消極利益，均

得主張，重點在於是否依無權代理人之主觀要件，而定其責任之內容175。有學者

認為，所謂「積極利益」乃指當事人依法律行為可得之直接利益，「消極利益」

乃指間接利益而言。其概念猶如民法第 216 條之「所受損害」(積極利益)與「所

失利益」(消極利益)，從而避免信賴利益與履行利益併存請求之不當，然如此還

是沒有解決此見解究採「履行利益」抑或「消極利益」之問題176。然而，除了「積

極利益、消極利益」外，應尚有「積極損害、消極損害」177之概念存在，故本文

認為「積極利益、消極利益」應該還是對應「履行利益、信賴利益」，「積極損害、

消極損害」才是與「所受損害、所失利益」相對應，準此，上開見解恐係「積極

損害或消極損害均得請求」之誤繕也。另，民法第 245 條之 1「締約上過失責任」，

學理通說雖限於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惟當事人一方惡意違約時，若僅能請求信

賴利益之損害賠償，對他方恐有保護不周之疑慮。雖然，本條規定明文限於「契

約不成立時」，方有適用，但有學者主張「契約成立後」仍有適用之空間178，準

此以解，如當事人間於契約成立前發生締約上過失責任，而於契約成立後又因可

歸責當事人一方之事由致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他方當事人解除契約，是否於履

行利益之賠償外，尚得請求信賴利益之賠償，似非無可能。但是，此乃因當事人

                                                      
174

 王澤鑑，前揭註 124，頁 505，贊同此一見解，並且認為實務亦採之(參照 85 年台上字第 2072

號判決)。 
175

 王澤鑑，前揭註 166，頁 5-6，似與氏於其民法總則之見解不同。 
176

 李淑明，民法總則，元照，2016 年 2 月，頁 331-333。 
177

 參見，最高法院 52 年台上字第 2139 號民事判例：「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

定外，不僅須填補債權人所失利益 (即消極損害) ，並須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 (即積極損害) ，

民法第二百十六條規定甚明。」 
178

 參見王澤鑑，債法原理，自刊，2012 年 3 月，頁 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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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次契約義務違反有以致之，尚難解為信賴利益得與履行利益併存之例。 

第四款 小結 

據上論結，信賴利益與履行利益應無併存可能。但是，信賴利益若不受履行

利益之限制，且信賴利益可能大於履行利益，則民法第 260 條之賠償主義為何，

個案上的差異可能會比較小，甚至可賦予債權人選擇之空間(詳如後述)，但仍不

可避免須有所抉擇，即應採何種賠償主義為妥之問題。 

 

第二節 契約解除後損害賠償之根據 

第一項 民法第 260 條 

有謂民法第 260 條本身即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發生依據，並非只是對已依據

其他法律而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使之更為清楚179。然為何如此，未見其說明

理由。另，關於定作人因工作有瑕疵而解除契約請求損害賠償，學者認為其法律

依據有二，一為民法第 260 條，另一為第 495 條第 1 項，列舉其一或併舉二者，

均無不可180。似可推知於一般債務不履行之情形，第 260 條得為契約解除後損害

賠償之依據。 

有學者認為民法第 260 條尚非為請求權之基礎，僅為指示性條文181，亦未見

其說明理由。並且認為最高法院 59 年台上字第 797 號民事判例：「當事人行使解

除權後，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及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除請求回復原狀外，並

得請求損害賠償，兩者法律關係不同，其請求權各別存在。」，容易使人誤以為

民法第 260 條為請求權之基礎，行文不夠謹慎182。另觀諸最高法院 55 年台上字

第 2727 號民事判例要旨：「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

償之請求，並非積極的認有新賠償請求權發生，不過規定因其他已發生之賠償請

                                                      
179

 黃茂榮，前揭註 151，頁 347。 
180

 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中)，2008 年 8 月，頁 88。 
181

 林信和，前揭註 88，頁 13；林信和，無權代理人責任相關問題的探討──從我國拼裝式民法

的透析到包裹立法的倡議，華岡法粹，第 46 期，2010 年 3 月，頁 35。 
182

 陳自強，前揭註 2，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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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不因解除權之行使而受妨礙。」，足見實務見解似認為民法第 260 條並非

獨立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依據，而僅具有闡釋疑義的功能。 

 

第二項 給付遲延與給付不能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 

另有學說指出，於給付遲延時，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依據為民法第 232 條，蓋

於相對定期之債(參見第 254 條)，若定期催告後債務人仍未給付，債權人催告後

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同時包括給付無利益，而拒絕受領債務人之給付之意思，

從而免除其給付無利益之舉證責任，因此，第 254 條並不排除第 232 條規定，債

權人得解除契約並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僅是損害賠償須扣除回復原狀之部分；

在絕對定期之債(參見第 255 條)，債務人遲延後對債權人而言即無利益，因此損

害賠償依據亦是第 232 條。於給付不能時，請求權依據則是第 226 條第 1 項183。 

 

第三項 小結 

民法第 260 條是否為契約解除後損害賠償之根據，應與契約解除後效力之性

質採何學說有關。詳言之，若採「直接效果說」，因契約因解除而溯及歸於消滅，

債權人的請求權基礎即不存在，因此，有必要借助民法第 260 條以提供請求權基

礎，從而得認為第 260 條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發生依據；若採「間接效果說」、「折

衷說」等不溯及說，契約雖經解除，但並不使契約溯及歸於消滅，則第 260 條的

規範功能即不在於提供請求權基礎，而只是對已依據其他法律而發生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使之更為清楚，僅具有宣示意義。 

 

第三節 損害賠償之請求 

按民法第 260 條規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單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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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芳賢，給付遲延時解除契約與損害賠償請求權關係之立法例以及我國民法第 260 條等相關

規定之探討，政大法學評論，第 58 期，1997 年 12 月，頁 18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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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觀之，並非判然若揭，實無法斷言係採履行利益之賠償主義，是故，本條所

謂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究係指信賴利益、履行利益、契約利益賠償主義抑或

有其他解釋的可能，不僅最高法院之見解前後似未臻一致，學者間見解亦屬紛歧，

茲分述於下： 

第一項 履行利益說 

第一款 實務見解 

實務見解184幾乎一致採取履行利益賠償主義，認為民法第 260 條所規定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係專指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言，並非另因契約解除所生之

新賠償請求權，不過規定債權人因債務人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所致損害之舊賠償

請求權，不因解除權之行使而受妨礙。故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在內

185，而且，其賠償範圍，應依一般損害賠償之法則，即民法第 216 條定之，最高

法院著有 55 年台上字第 1188 號民事判例、55 年台上字第 2727 號民事判例，闡

釋明確，足供參照。近期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204 號民事判決論述甚詳：

「契約解除後，原契約溯及的失其效力，雙方當事人因而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

如當事人因訂立契約而受有損害，是否仍得請求賠償，各國立法例有採選擇主義、

契約利益主義或履行利益賠償主義者，我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解除權之行

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乃採履行利益賠償主義，認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

因債務不履行所發生，屬原債權之變換型態，非因解除權之行使而新發生，條文

所稱「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即係表明原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因契約之

                                                      
184

 參見，最高法院 40 年度台上字第 18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70 年度台上字第 1778 號民事

判決、最高法院 71 年度台上 115 號民事判決、72 年度台上字第 4917 號民事判決、80 年度台上

字第 2337 號民事判決、88 年度台上字第 1219 號民事判決、90 年度台上第 1179 號民事判決、

91 年度台上字第 841 號民事判決。 
185

 參見，最高法院 71 年度台上字第 115 號民事判決：「民法第二百六十條所規定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係專指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言，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在內。本件兩造合

意解除契約之日期為六十九年二月廿五日，而兩造合約所訂第一批交貨日期為同年二月底，可見

解除契約在交貨日期以前，被上訴人當時並無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等債務不履行情事，上訴人

於解約時，即無已發生之賠償請求權。上訴人主張於解除契約後，另以較高價向他人購買貨物，

其差價即損失達九十一萬六千四十元，應由被上訴人賠償云云，其所指損害，既係因契約消滅所

生之損害，自不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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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失其存在。蓋自解除契約之效果而言，於契約有效期間，基於債務所為之給

付，均應返還，始能回復契約訂立前之狀態，則契約有效時，基於債務所生之損

害，亦應一併賠償，方可達回復原狀之趣旨，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即係在立

法政策上，對於契約之溯及效力，酌加限制，允許當事人得就債務不履行所生損

害，請求賠償，亦即在此範圍內，契約之效力仍然存續，是其損害賠償請求權，

自不分行使解除權之當事人抑相對人，均不因契約之解除而失其存在。」，乃進

一步明確表明採取履行利益賠償主義，並指出民法第 260 條規定之作用，係對於

契約之溯及效力，酌加限制，亦即契約之效力在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範圍內，

仍然存續，不因契約之解除而失其存在，似在回應向來認為採直接效果說並採履

行利益賠償主義所生理論上矛盾之問題。不過，學者指出，因債務不履行而生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似不宜解釋為原債權之變換型態，而應認係債務人對債務不履

行所負之責任，否則原債權既已因契約之解除而溯及消滅，其變換型態亦應隨同

消滅，在理論上如何併存，即滋疑義186。 

另，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2885 號民事判決謂：「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

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係採「契約解除」與「替補賠償」

之兩立主義。是契約之解除，無論由於債務不履行之給付不能，抑或給付遲延，

均得併行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替補賠償），該債務不履行所生之舊賠償

請求權，祇須其所受之損害與債務不履行（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有相當因果關

係者即足稱之，初不因契約之解除而失其存在。」，似認為契約解除與替補賠償

可以併存。然依民法第 226 條或第 232 條請求替補賠償，自己的對待給付並不能

免，是以，如認為契約解除與替補賠償可以併存，解除權人恐有不當得利之嫌，

而違反不能因損害賠償而得利之原則。 

不過，最高法院 41 年台上字第 104 號民事判例揭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訂

約承攬之橡皮水管，其工作之完成，既有與原約品質不符及不適於使用之各重要

                                                      
186

 葉賽鶯，給付不能之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1986 年 1 月初版，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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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而又拒絕被上訴人之催告修補，依民法第四百九十四條之規定，被上訴人

本有法律所認之契約解除權存在，自得向上訴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從而其

以此項契約已經合法解除為原因，請求返還已交付之酬金與附加利息，並賠償因

解除契約所生之損害，自為同法第四百九十五條、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一款、第二

款之所許。」，並進一步認為「原審據以判斷，被上訴人提起請求返還前開價金

與利息並賠償，因另訂購橡皮水管所受較原價金高漲之差額新台幣九千七百元之

訴為有理由，爰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判決，於法洵無不合」，顯與實務一貫之見

解不同187，而認為因解除契約所生之損害，即另行訂約價金之差額，亦得請求，

誠值注意。對此，下級法院有遵循此一見解者，如高等法院 88 年度上更(一)字

第 386 號民事判決：「承攬人就承攬之工作負瑕疵擔保責任，承攬之工作有瑕疵

者，定作人得請求承攬人修補或解除契約或減少報酬，如該工作之瑕疵係可歸責

於承攬人時，定作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而所謂「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係指此

項損害賠償請求得與修補或解約或減少報酬併行或獨立請求而言，亦即定作人得

請求修補，同時請求損害賠償，此時之損害，乃指因修補致工作完成遲延所生之

損害，如修補不能時，定作人除解除契約外，亦得請求代替修補不能之損害賠償；

或定作人得解除契約，並請求解除契約所生損害之賠償（最高法院四十一年台上

字第一０四號判例參照）；或定作人得請求減少報酬，以扺工作因瑕疵而減少之

價值，如另有損害（如遲延所受之損害），並得請求賠償；或定作人因瑕疵給付

所致其他權利之損害（如生命或其他財產權因瑕疵給付而受有損害），定作人得

單獨請求賠償。」、又如最高法院 81 年台上字第 2966 號民事判決所言；「民法第

四百九十五條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依同

法第四百九十三條及第四百九十四條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

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準此，定作人一方面請求修補，一方面請求賠償之損害，

                                                      
187

 75 年 3 月 28 日(75)廳民一字第 1139 號函，雖認為民法第 260 條所規定「損害賠償之請求」，

係專指因債務不履行所生之舊賠償請求權，至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在內。然則，於

定作人甲因承攬人乙倒閉而解除公寓房屋建築工程合約，對於甲另行發包所超支之 60 萬元，認

為係乙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可依民法第七百四十條之規定，向連帶保證人丙請求賠償。除非

認為另行發包所支出之費用為債務不履行所生之舊賠償請求權，否則，似有矛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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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因修補致工作完成遲延所生之損害而言，性質上屬因遲延給付所生之損害 

(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定作人因工作瑕疵而解除契約者，得請求賠償之損害，

為因解除契約所生之損害 (看本院四十一年台上字第一○四號判例)。」，亦遵循

上開判例之見解。持反對見解者則認為上開判例與多數實務判例見解相悖，尚非

的論，如士林地方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712 號民事判決，即如是說。有學者指出，

因民法第 495 條第 1 項僅規定「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並未如民法第 507 條第 2

項規定「並得請求賠償因解除契約所發生之損害」，故應解為係指原債務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而非就因解除契約所發生之損害，請求損害賠償，前揭最高法院

41 年台上字第 104 號民事判例之見解，應有誤會188。 

第二款 學說見解 

多數學者係採「履行利益」賠償主義，認為民法第 260 條之損害賠償，係指

債權人因債務人給付不能或給付遲延所致損害之舊賠償請求權，不因解除失其存

在，仍得請求而已，不包括因解除契約所生之新損害189。惟有學者認為，方法論

上，若無進一步確切之證據顯示我國係採日本或法國之立法例，不應遽然認為，

解除契約後仍可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190。亦有學者認為文義上看不出係採履行利

益之賠償191。 

日本民法第 545 條第 3 項規定與我國民法第 260 條幾相一致，日本學者通說

亦採取履行利益賠償主義，認為理論上解除後契約溯及消滅，損害賠償的原因也

消滅，解除與損害賠償似為不能併存，然而，契約溯及消滅是為了導出回復原狀

義務，既然事實上存在由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應該承認可請求賠償為是。又，

損害賠償的目的與解除不同，是為了實現如同契約被履行可得利益的經濟上地位，

舉例而言，X 與 Y 訂立土地買賣契約，約定價金為 2 億元，因 Y 未將土地移轉交

                                                      
188

 劉春堂，民法債編各論(中)，三民書局，2014 年 9 月，頁 71。同說，陳自強，前揭註 2，頁

280。 
189

 史尚寬，前揭註 9，頁 539；王伯琦，前揭註 25，頁 212；戴修瓚，前揭註 25，頁 256；孫

森焱，前揭註 12，頁 760；劉春堂，前揭註 40，頁 525。 
190

 楊芳賢，前揭註 183，頁 187。 
191

 林誠二，前揭註 139，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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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給 X 而解約時，解除契約請求損害賠償時，土地的市價漲至 2 億 5 千萬元，X

除得請求返還已支付的價金外，並得請求因契約履行可得之利益 5 千萬元作為損

害賠償192。 

第三款 標的物價格之漲跌對於損害計算之影響 

單純因為締約後標的物價格的漲跌，其漲落與約定價金之價差是否構成履行

利益之損害賠償？最高法院尚未形成一致見解，否定見解認為標的物價格之漲跌，

繫於交易市場資金、政治、經濟環境及預期心理等諸多因素，是在買受人給付遲

延中，縱出賣人或許因市場價格漲跌而於計算上有所獲利或虧損，然此僅屬可能

而已，尚不具客觀確定性，尚不得認係所失利益193。又關於民法第 216 條預期利

益之涵義，最高法院 69 年度台上字第 2504 號民事判決詮釋：「預期利益，係指

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而言，須具

有客觀的確定性。被上訴人僅以兩造訂約合建之土地嗣後漲價之單純事實，而請

求賠償預期利益，原審遽予准許，亦有違誤」、又如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225 號民事判決所言：「民法第二百十六條規定，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

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

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該條所稱

之「所失利益」，固非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

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

他特別情事，有客觀之確定性始得稱之。」，亦認為所失利益須具有客觀之確定

性；肯定見解則認為，若市價於契約解除「前」已有漲價，高於原定買賣價金，

                                                      
192

 內田貴，前揭註 39，頁 101。 
193

 參見，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497 號民事判決：「不動產買賣之價格漲跌，繫於交易市

場資金、政治、經濟環境及預期心理等諸多因素，是在債務人遲延中，縱債權人或許因市場價格

漲跌而於計算上有所獲利或虧損，然此僅屬可能而已，尚不具客觀確定性，自不能請求損害賠償。」、

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277 號民事判決：「查有關房地產價值之高低及漲跌，除關係房地所

在位置、發展潛力、使用區分、建材、環境等因素外，另買賣雙方個人主觀因素、社會經濟發展、

市場需求之多寡、景氣榮枯，甚至政治環境及風氣均對房地產之價值影響甚大。而有關不動產鑑

價公司之報告僅能反應鑑價人個人及鑑價當時之預期市價而已，實則房地產於尚未重行賣出前，

究有無損失，或是否發生損失均不得而知。……。且按土地公告現值之調升，為社會經濟發展之

結果，並非出於本件上訴人及被上訴人之加工，房價價格漲昇，除有關房屋等建物提列之折舊外，

亦應與土地價格相同，與被上訴人是否按時履約並無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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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人之財產價值因而減少，該價差即非不可認係買受人因出賣人不履行債務所

受之損害194。就買賣契約而言，可分為出賣人或買受人違約兩方面論述之。在出

賣人違約部分，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692 號民事判決即指出，因出賣人

甲給付遲延，買受人乙催告後解除契約，於乙解約前，苟該房地價格上漲，而甲

以較當初賣與乙為高之價格出售與第三人，而獲有轉售之利益者，由該外部客觀

情事觀之，該項利益及應屬乙因甲不履行債務所失之利益。此判決似以出賣人出

售予第三人之事實肯定買受人之所失利益，但此乃出賣人確實可取得之利益，尚

難謂係買受人確實可取得之利益。究諸實際，因出賣人違約給付不能，不論買受

人是否合法解除契約，只要買受人未與第三人締結轉售契約，此時，對買受人而

言，似僅能客觀計算買受人之損害，尚無其確實可取得之利益可言。對此，最高

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473 號民事判決進一步闡明：「按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

由致給付不能者，買受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此觀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自明。於不動產買賣契約未經合法解除之情形，出賣人本負有移轉標的物所有權

之義務，對於出賣人之此項債權，即為買受人之財產。如買賣標的物因可歸責於

出賣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而其價值於出賣人違約時已高於原定買賣價金，買受

人因不能取得該標的物，其財產總額將減少，難謂未受損害。…。至上訴人得請

求損害賠償之範圍，究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被上訴人出售系爭房地與第三人之價

格、不動產估價師鑑定之市價計算，抑或其他，未經原審調查認定，本院無從為

法律上判斷。」，亦認為不以買受人確實可取得之利益為必要。至於在買受人違

約方面，多數認為若市價於解約「前」已有跌落，低於原定買賣價金，出賣人之

財產價值因而減少，該價差即可認為係出賣人因買受人不履行債務所受之損害，

惟契約解除「後」，買賣標的物之價值如再有貶損，則非所問195。在最高法院 92

                                                      
194

 參見，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2654 號判決：「買受人因出賣人不履行債務而解除契約，如

買賣標的物之價值於契約解除「後」有所增值，固非解約前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惟若市價於

契約解除「前」已有漲價，高於原定買賣價金，買受人之財產價值因而減少，該價差即非不可認

係買受人因出賣人不履行債務所受之損害，而以之作為酌定違約金之標準。」 
195

 參見，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296 號民事判決：「按出賣人因買受人不履行債務而解除

契約，如買賣標的物之價值於契約解除後有所貶損，固非解約前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惟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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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 2792 號民事判決196一案中，出賣人甲與買受人乙訂立買賣契約，

以 1100 萬元買受 A 屋，惟因乙遲延支付價金而為甲解除契約，嗣後甲將 A 屋以

960 萬元轉賣於第三人丙，則甲所減少之 140 萬元，與乙之違約不無因果關係，

甲是否得請求房屋價差 140 萬元之損失，不無疑問，法院因而將高等法院 90 年

度上字第 572 號民事判決廢棄發回。不過，發回後之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更(一)

字第 33 號民事判決對於價差損失 140 萬元，認為房地產價值之高低及漲跌，除

關係房地產所在地位、發展潛力、建材及環境等因素外，另買賣雙方個人主觀因

素、社會經濟發展、市場需求多寡、景氣枯榮等，均影響甚大，不應認為甲轉售

所受之跌價損失，應全由乙負責。繼而認為，倘若甲之立論可採，則 A 屋於解除

契約後漲價出售，其所得之價差利益是否應歸乙所有？並且維持實務的一貫立場，

認為甲於解約後將 A 屋轉售於丙之價差損失，乃契約解除「後」始生市價跌落之

損害，核屬解除契約後所生之損害，非乙債務不履行而於解除契約前所生之損害，

並不在民法第 260 條所定得請求賠償之列。綜觀判決理由，駁回價差損失 140

萬元之主要理由，應係該損失乃為解約「後」所生之損害。惟在買受人遲延支付

價金之情形，出賣人不解除契約而轉賣於第三人，其後，如買受人支付價金而滌

除遲延時，出賣人仍有交付標的物之義務，果如是，反使出賣人變成違約給付不

                                                                                                                                                        
價於解約前已有跌落，低於原定買賣價金，出賣人之財產價值因而減少，該價差即非不可認係出

賣人因買受人不履行債務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874 號民事判決：「出賣

人因買受人不履行債務而解除契約，如買賣標的物之市價於解約前已有跌落，低於原定買賣價金，

出賣人之財產價值因而減少，該價差固可認係出賣人因買受人不履行債務所受之損害，惟契約解

除後，買賣標的物之價值如再有貶損，則非所問。」、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220 號民事判

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07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1831 號民事判決亦

同斯旨。 
196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792 號民事判決：「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須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而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

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二項定有明文。準此，凡依外部

客觀情事觀之，足認其已有取得利益之可能，因責任原因事實之發生，致不能取得者，即為所失

之利益，應由債務人賠償，不以確實可取得之利益為限。本件被上訴人已與上訴人訂立買賣契約，

以一千一百萬元買受系爭房地，惟因被上訴人遲延繳納尾款七百七十萬元，致為上訴人解除契約，

即有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原因。如被上訴人依約履行，上訴人即可取得一千一百萬元之價金，然

因被上訴人違約，兩造買賣契約解除後，上訴人將系爭房屋以九百六十萬元賣與黃珍珍，有上訴

人提出之該買賣合約書、系爭房地登記謄本為證，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則上訴人所減少之價

金一百四十萬元，與被上訴人之違約不無因果關係，乃原審以上開理由，認上訴人所辯受有房屋

價金差額一百四十萬元之損失，全不足採，就此部分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於法非無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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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顯非合理。其結果，出賣人須先解除契約免除給付義務後，方得將標的物轉

賣於第三人，如又認為解約後之價差損害不能請求賠償，則恐與民法第 765 條出

賣人得自由處分其所有物相悖，亦有不當限制出賣人解約權之虞，故本文認為以

解約前後判斷價差損害得否請求，並無說服力，買受人違約已屬可歸責，縱使認

為房地產價值之高低及漲跌，影響因素甚多，不應全由買受人負責，至多僅係與

有過失之問題(參見第 217 條)，不應完全否定出賣人之損害。 

就上述爭議，本文認為宜採「肯定說」為是，蓋標的物價格的上漲於計算上

有所獲利，實務多半認為，凡依外部客觀情事觀之，足認其已有取得利益之可能，

因責任原因事實之發生，致不能取得者，即為所失之利益，應由債務人賠償，不

以確實可取得之利益為限197。職是之故，上開否定見解以「出賣人或許因市場價

格漲跌而於計算上有所 獲利或虧損，然此僅屬可能而已，尚不具客觀確定性」，

因而認為出賣人不得請求所失利益，顯與實務多數見解有悖，不無商榷之處。再

者，民法第 213 條第 3 項規定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

復原狀，亦未要求債權人須先支付費用後，方得請求必要費用之賠償。而且，學

者認為此項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債權人得選擇是否用於回復原狀，不受限制198。

況且，債權人是否將賠償用於回復原狀，法院實無法予以介入。抑有進者，論者

認為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得自由選擇抽象或具體計算方法，以決定與計算

財產上損害199。基上所述，應認為不論係出賣人因買受人違約而標的物價格有所

下跌之所失利益，或買受人因出賣人違約而標的物有所上漲之所失利益，只要符

合民法第 216 條第 2 項之規定，計算上有價差上之損失，即應得請求債務人賠償

                                                      
197

 參見，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692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939 號民

事判決、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100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536 號民事

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960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634 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792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249 號民事判決、最高

法院 77 年度台上字第 251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24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214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77 年度台上字第 2514 號民事判決。 
198

 王澤鑑，財產上損害賠償(三)—物之損害賠償法(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135 期，2006 年 8

月，頁 150。 
199

 游進發，給付不能損害賠償─損害賠償代替給付與財損之計算，月旦裁判時報，第 49 期，2016

年 7 月，頁 27-29。 



 

70 
 

損害，並不以有取得利益之絕對確實為必要。 

惟日本學者認為，解除之買受人已與第三人訂立轉售契約時，原則上，依轉

售價格定其損害賠償額。解除時之市價可能高於轉售價格，也可能低於轉售價格，

原則上仍然應依轉售價格為準，惟轉賣價格比起解除時的市價高出許多時，如無

特別的情事，則以市價為準。又，標的物價格持續下跌的情形，在出賣人解除契

約後，將買賣標的物轉賣，抑或是標的物價格持續上漲的情形，買受人解除契約

後，向他人購入時買賣標的物更加上漲，只要不違反社會交易的正常作法，應依

實際的價格而非解除時之市價，定其損害賠償之範圍200。此一見解不區分解約前

後，亦不論出賣人轉售標的物或買受人另買標的物，原則上均依轉售價格為準，

定其損害賠償之範圍，可供我國參考。此一見解亦涉及損害賠償計算時點與方式

之議題，詳如第五章第三節、第四節之部分。 

學者黃茂榮教授對於買賣之一方違約時，他方得請求之賠償範圍如何認定，

論之甚詳，氏區分出賣人或買受人違約，並將買賣分為種類物買賣或特定物買賣，

排列組合後可得出四種情形：一為賣方違約時，對於特定物之買賣，買方轉售利

益之損失即為其所失利益；二為賣方違約時，對於種類物之買賣，因買受人原則

上能夠自第三人購得相同之買賣標的物，以轉售之，故其所失利益之計算，應以

替代給付之取得上的額外支出計算之；三為買方違約時，在特定物之買賣，賣方

如欲以轉賣之方法避免損失，應以另行訂約所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第一次

買賣與第二次買賣之價差)作為出賣人所受之損失，價差部分屬於所失利益(消極

損害)，第二次買賣費用部分屬於所受損害(積極損害)；四為買方違約時，在種類

物之買賣，對於賣方而言，其利益在於銷售量之多多益善，故應以進、銷之價差

作為其所失利益之損害201。 

值得一提的是，學者孫森焱教授認為，債權人因債務人給付遲延而解除契約，

不得請求替代賠償，蓋「債務人之免為給付，為解除權行使之結果，在未經解除

                                                      
200

 我妻榮，前揭註 16，頁 202。 
201

 黃茂榮，前揭註 7，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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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債務人雖係遲延給付，無須以替補賠償代替原來給付。茲如解為契約解除，

債權人即得請求替補賠償，以代因解除而免為給付之債務，即無異新發生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屬於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賠償，與契約利益賠償主義之理論竟相符

合，相去履行利益賠償主義又遠矣，是為實務所不採。」202，學者認為此一見解

乃因我國民法對給付遲延，並未如給付不能般有賦予債權人請求履行利益之請求

權(民法第 232 條為例外)，故債權人欲請求履行利益時，被解釋成「因契約解除

所生之賠償請求權」而駁斥之，惟此一見解是否與「履行利益賠償主義」的理論

相悖，不無疑問203。本文認為解除契約之效果既然一般認為契約之效力溯及於訂

約時消滅，則不得請求替代賠償應屬當然之理，蓋契約既然已溯及失效，債權人

即無請求替代賠償之基礎，反而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此觀債權人依民法第 226

條或第 232 條請求替代賠償時，以契約有效存在為前提，即可明瞭。而且，債權

人請求替代賠償時，自己的對待給付義務並不能免除，是以，自無在解除契約後

請求替代賠償之可能。至於學者認為請求替代賠償與契約利益賠償主義相符，如

係認為替代賠償本身與契約利益賠償主義相符，則契約利益之賠償主義又與履行

利益之賠償主義似難以區分；如係認為解除契約後請求替代賠償屬於契約利益賠

償主義之範疇，則似與一般所謂契約利益賠償之概念不符，亦與雙務契約對價均

衡原則有悖。 

 

第二項 信賴利益說 

學者黃茂榮教授認為，民法第 260 條之損害賠償，係指「信賴利益」之賠償，

而非履行利益之賠償，理由約有四：一為契約既已解除，則債權人所欲藉此契約

取得之利益或替代之利益，即失其依據，亦即履行利益之請求須以契約有效為前

提；二為主張債權人依第 260 條得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並無意義，因為債權人得

不解除契約而依第 226 條或第 232 條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故不須要解

                                                      
202

 孫森焱，前揭註 12，頁 762。 
203

 馬維麟，前揭註 45，頁 37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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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後再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三為何以債權人無須履行給付義務，卻可請求對方

給付履行利益之賠償？四為為了與民法第 360 條作區別，第 260 條亦應限於信賴

利益之賠償，否則第 360 條豈不失其意義204？氏並舉大理院 3 年上字 1190 號解

釋：「因歸責於賣主事由解約時，賣主除返還買價外，應負擔契約費用」為佐，

認為此即為信賴利益之賠償。惟依民法第 260 條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須扣除第

259 條回復原狀之部分205，因此，上開第三個理由之疑慮似不存在。另，通說認

為民法第 360 條與第 359 條係選擇之債的關係206，選擇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即

不得解除契約，而第 259 條與第 260 條則係併存關係，解除契約後仍得請求損害

賠償，因此第 360 條似乎缺乏與第 260 條類比之基礎。除非認為民法第 359 條與

360 條係請求權競合之關係207，否則，上開第四個理由似乎不夠充分。另，學者

林誠二教授認為，解除契約後，契約溯及歸於消滅，故其效力應為自始無效，與

自始未訂約同，因此，原有法律關係應歸於消滅。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乃原

債務內容之轉換，解約後原有法律關係既以消滅，焉有債務不履行可言？是以，

民法第 260 條所謂之「損害」，乃債權人信其契約可以不必解除而有效存續，詎

因有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須解除契約所受之損害也。此一看法，亦與信賴利

益之賠償以法律行為「無效」為前提之立場，恰相契合。氏並舉日本大阪高等裁

判所，昭和 35 年 8 月 9 日之判例，認為與我國民法第 260 條相似之日本民法第

545 條以轉向信賴利益之賠償主義208。此外，氏並舉例謂：「甲向乙訂購水泥若

干頓並約定訂購價格，不料訂約後國際水泥期貨價格持續攀升，乙為避免損失遂

於清償期屆至時向甲表示拒絕給付，甲經定相當期限催告後乙仍不給付，故甲向

乙表示解除契約，並轉向丙改採購原需用之水泥，另就甲乙與甲丙間之價差向乙

                                                      
204

 黃茂榮，前揭註 151，頁 347-349；黃茂榮，前揭註 7，頁 141-153。 
205

 參見，最高法院 72 年台上字 4365 號民事判例：「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民

法第二百六十條定有明文。此項損害賠償，應不包括同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二款所定應返還自受

領時起之利息，蓋此項利息之支付，為回復原狀之方法，而非同法第二百六十條之損害賠償。從

而被上訴人除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請求返還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外，尚非不得依約

定請求給付違約金以為賠償。」 
206

 黃茂榮，前揭註 151，頁 574。 
207

 邱聰智，前揭註 6，頁 127。 
208

 林誠二，民法上信賴利益賠償之研究(四)，法學叢刊 19 卷 1 期，1974 年 1 月，頁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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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損害賠償；乙則抗辯此並非解約前所生損害，故無庸賠償。又甲得否不解除

契約而逕向丙採購，再就價差損害向乙請求損害賠償。」，學者說明認為，價差

損害係發生於解除契約後，依通說見解(履行利益賠償主義)，不得請求。又，若

甲不對乙解約而逕向丙再為採購，甲將面臨乙事後再提出給付時，甲仍有受領義

務(參見民法第 367 條)之風險；且縱使甲依此方式就價差向乙請求損害賠償，乙

亦得抗辯甲係因不解除契約而導致損害擴大(例如原訂購價 100 萬元，解約前如

再採購價 90 萬元，而解約後再採購價 110 萬元)，故甲構成與有過失(民法第 217

條)，乙得減輕或免除賠償。因此認為若仍堅持履行利益賠償主義之立場，可能

使甲於法律上面臨進退兩難之風險，對於我國商業活動或國際貿易之發展將有不

利之影響，故仍應改採信賴利益賠償主義之見解209。 

惟反對學者則認為，民法第 260 條缺乏信賴之相關要件，且信賴利益之賠償

只發生在法律行為無效或不成立之情形，因此第 260 條之損害賠償非指信賴利益

之賠償210。 

日本學者亦有認為，若貫徹契約因解除而溯及消滅之理論，沒有理由認為履

行利益得繼續存在，從而僅得請求信賴利益之賠償211。 

 

第三項 固有利益說 

有學者認為，民法第 260 條所謂「損害賠償」，既非指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

亦非指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本條僅指債權人得請求「固有利益」之損害賠償，

因為契約之主給付義務已經消滅，難以解釋債務人須為給付遲延、給付不能之損

害賠償，即使採取徳日新說認為契約解除不使法律行為溯及無效，亦同；信賴利

益之請求則因無請求權基礎存在，亦即認為第 260 條非獨立的請求權基礎，故不

                                                      
209

 林誠二，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下)，2013 年 1 月二版，頁 298、299。 
210

 游進發，前揭註 37，頁 53-54。 
211

 谷口知平、五十嵐編，前揭註 11，頁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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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焉212。此說與德國舊民法第 325、第 326 條規定的選擇主義相似，亦即堅持選

擇解除契約，即不得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不解除契約，方能請求履行利益

之損害賠償。不過，多數立法例皆承認解除契約後債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已詳

如第二章所述。況且，債務人於解除契約前所生之給付遲延責任，竟因債權人解

除契約而免除，如僅以契約解除之溯及效為理由，實難以贊同。 

 

第四項 契約利益說 

另有學者認為，解除契約不得請求因契約消滅所生損害之賠償，是否盡符交

易需要及權利保護意旨，學理上容有勘究餘地。尤其於預示拒絕給付及不完全給

付，更應改採契約利益賠償主義，而認為得請求契約消滅而生損害之賠償213。 

有學者認為，因契約解除所生之損害不能請求賠償，在實務上會碰到不合理

的情形。亦即「要解除契約就不能請求損害賠償，因為還沒解除契約根本講不出

有什麼損害，解除後，又說解除契約後才生之損害不能請求損害賠償，讓給付遲

延的債權人在實務上感到非常困擾214。」，依其見解，似認為因契約解除而生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在最高法院 82 年度台上字第 1483 號民事判決中，法院認為買受人乙因出賣

人甲給付不能而向第三人購買之價金與系爭貨品價金之差額，為系爭貨品給付不

能所生之損害。如認為買受人未解除契約即得以出賣人給付不能為由，請求另行

訂約之價金差額，則買受人解除契約後，更應認為得請求另行訂約之價金差額為

是。 

另有論者認為，為貫徹完全賠償主義及對解除權人為最大之保護，應採契約

利益賠償主義，且認為解除權人可自由選擇請求時、解約時、起訴時、判決確定

                                                      
212

 劉昭辰，前揭註 141，頁 103-105。 
213

 邱聰智，前揭註 14，頁 186。 
214

 黃茂榮等，承攬之終止與解除之效力─民法研究會第五次研討會紀錄，法學叢刊，第 42 卷 2

期，1997 年 4 月，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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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等任一時點為最有利於己之賠償時點215。 

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第 75 條規定：「如果契約被解消，而在解消後一段

適當期間內，買受人以合理方式購買替代物，或出賣人以合理方式將貨物轉賣，

請求權人得請求賠償契約價金與替代交易或轉售價格之差額，及依第 74 條所得

請求之其他損害。」216，由是，買受人應得請求另行訂約與原契約價金之差額，

可謂採取契約利益說。惟應注意者，依同公約第 77 條規定217，買受人必須按情

形採取合理的措施以減輕出賣人因違反契約所引起之損失。否則，出賣人得要求

從損害賠償額中扣除原得減輕之數額。 

國際商事契約通則第七章第四節第 7.4.5 條218有替代交易時損害的證明規定：

「受損害方當事人，已終止契約並在合理期間內以合理方式進行替代交易的情況

下，該方當事人可對原契約價格與替代交易價格之間的差額以及任何進一步的損

害要求賠償。」，由此可知，原契約價格與替代交易價格之間的差額，即另行訂

約價金之差額，任何進一步的損害，依本條注釋所舉之例可知，應包括另行訂約

所支出之費用。 

依美國統一商法典第二篇第 711 條219、第 712 條220規定，買受人因出賣人不

                                                      
215

 吳錦墀，契約解除之損害賠償─以民法第二百六十條為中心，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1 年 7 月，頁 124、125。 
216

 原文為 If the contract is avoided and if, in a reasonable manner an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fter avoidance, the buyer has bought goods in replacement or the seller has resold the goods, the 
party claiming damages may reco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ract price and the price in the 
substitute transaction as well as any further damages recoverable under article 74. 
217

 原文為 A party who relies on a breach of contract must take such measures as are reason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to mitigate the loss, including loss of profit, resulting from the breach. If he fails to 
take such measures, the party in breach may claim a reduction in the damages in the amount by 
which the loss should have been mitigated. 
218

 原文為 Proof of harm in case of replacement transaction  

Where the aggrieved party has terminated the contract and has made a replacement transaction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nd in a reasonable manner it may reco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ract price and the price of the replacement transaction as well as damages for any further harm.
中文翻譯參見商務部條約法律司編譯，潘維大審閱，前揭註 20，頁 489。 
219

 原文為 (1) Where the seller fails to make delivery or repudiates or the buyer rightfully rejects or 

justifiably revokes acceptance then with respect to any goods involved,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whole 
if the breach goes to the whole contract (Section 2-612), the buyer may cancel and whether or not he 
has done so may in addition to recovering so much of the price as has been paid 
(a) "cover" and have damages under the next section as to all the goods affected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been identified to the contract; or 
(b) recover damages for non-delivery as provided in this Article (Section 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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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給付而解除契約後，得向第三人購買代替物以代應由出賣人給付之標的物，並

得向出賣人請求就另行訂約所支出之價金與原契約價金的差額，及附隨或間接之

損害，但須扣除買受人因出賣人不履行所節省之費用。依此可知，美國統一商法

典亦認為買受人得請求另行訂約所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 

有研究生參酌美國統一商法典、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海牙統一國際貨

物買賣法等相關規定，就期前違約買受人之救濟方式，建議修訂我國民法條文，

可增訂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三：「債務人不履行第二百二十七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

之二所定之義務者，債權人得基於善意且無任何不合理之遲延，以合理之方式、

價格另買其他代替物。債權人行使前項權利後，得向債務人請求另買代替物所支

付價金與契約所訂價金之間的差額損失，並得依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請求

賠償，但須扣除債權人因債務人不履行契約所節省之費用。」221，亦採契約利益

說。 

日本債權法改正試案【3.1.1.71】乃有關發生替代交易時如何計算損害額之

規定，其建議若該替代交易係於合理的時期所作成，除替代交易之價額過高外，

以替代交易之價格定賠償之數額。如替代交易之價格過高時，以替代交易時必要

合理之價格定應賠償之數額222。由是可知，買受人另行締約之價金差額損害，只

要合理非過高，應得向出賣人請求賠償。 

最後，茲舉一例以言之，A 出售 a 手機 10 萬支於 B，價格每支 200 元，屆

                                                                                                                                                        
220

 原文為 

(1) Where the seller discovers the buyer to be insolvent he may refuse delivery except for cash 
including payment for all goods theretofore delivered under the contract, and stop delivery under this 
Article (Section 2-705). 
(2) Where the seller discovers that the buyer has received goods on credit while insolvent he may 
reclaim the goods upon demand made within ten days after the receipt, but if misrepresentation of 
solvency has been made to the particular seller in writing within three months before delivery the ten 
day limitation does not apply. Except as provided in this subsection the seller may not base a right to 
reclaim goods on the buyer's fraudulent or innocent misrepresentation of solvency or of intent to pay. 
(3) The seller's right to reclaim under subsection (2) is subject to the rights of a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or other good faith purchaser under this Article (Section 2-403). Successful reclamation of 
goods excludes all other remedies with respect to them. 
221

 陳世民，出賣人期前違約時買受人救濟方式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1 年 7 月，頁 158。 
222

 民法(債権法)改正検討委員会編，前揭註 48，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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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A 屢經催貨，均置於 B 不理；B 因國外客戶催貨甚急(設 B 出售於國外客戶之

價格為每支 240 元)，迫不得已向 C 訂貨應急，但因遲延而遭外國客戶索賠每支

40 元，而且因事出緊急，致 C 索價每支 260 元。A 則於聞悉 C 出貨於 B 之時，

將 10 萬支手機運交於 B，貨到之時，B 氣憤之至，當即對 A 主張解除買賣，拒

絕受領，並求償 A 賠償 1000 萬元(每支手機以 100 元計算損害)，結果如何？223 

B 出售於國外客戶所可得之利益 240 元與 AB間約定 200 元之差額每支 40 元

為係轉售利益，包括於履行利益之內，因遲延而遭外國客戶索賠每支 40 元，係

因遲延而生之損害，另與 C 約定每支 260 元與 AB 間約定 200 元之差額 60 元之

部分，係屬契約利益之範圍。本例 B 與 C 訂約取得手機得轉售於國外客戶，因此，

無轉售利益 400 萬元之損害。惟因遭外國客戶索賠 400 萬元之部分，屬於因遲延

而生之損害，依民法第 231 條第 1 項及第 260 條之規定，解除契約後得請求 400

萬元之部分。至於另行與 C 訂約之價金及與 AB 間價金之差額，則屬契約利益之

損害，通說及實務見解均認為不得請求，惟亦有學者認為不得請求契約利益之損

害賠償，是否盡當，學理上恐值商榷。 

基上所述，依通說(學理及實務)，B 之請求於 400 萬元範圍內為有理由(其餘

之訴駁回)，惟依契約利益說，則 B 之請求為全部(1000 萬元)有理由。 

 

第五項 因果關係說 

學者有認為民法第 260 條所指之損害賠償，不問其損害究係發生於解約前後，

悉以相當因果關係所生之損害定其賠償範圍，故可包括「因契約解除」所受損害

及所失利益224，亦即包括另行訂約所增生之費用及報酬。準此以觀，實務見解所

謂「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例如定作人依法解除與承攬人之契約後，重新招

標所生之費用及報酬，得否請求，端視此損害與解除契約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而

定。 

                                                      
223

 本案例出自於邱聰智老師，101 年度第 2 學期「債法案例研習」課程。 
224

 林信和，前揭註 88，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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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思考層次上，履行利益、信賴利益、固有利益等概念，與民法第 216

條所規範之「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實是不同層次的概念，亦即應先決定

採取履行利益、信賴利益或固有利益等賠償主義後，於計算損害賠償之範圍時，

方回歸第 216 條所規範之「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定其賠償範圍。然則，

認定損害賠償之範圍時，亦應借助「相當因果關係」以決定其範圍大小。職是，

本文以為如果僅以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認定民法第 260 條之

損害賠償範圍，不是沒有說明前一層次該採何種賠償主義，即是放棄第一層次的

問題，而直接回歸民法第 216 條所規範之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定其賠償範圍。

惟因學者對此無進一步之說明，故本文不敢隨便判斷，其立場確屬如何？ 

 

第六項 期待利益說 

另有研究生打破 Fuller 及 Perdue 所提出之期待利益、信賴利益與返還利益

(回復利益)的分類，僅以期待利益作為區分標準，分成損害賠償超越期待利益之

類型、損害賠償近似期待利益之類型、損害賠償低於期待利益之類型225。提供了

不同的思考方式，用一個標準區分成三類，因為當事人可能有賠償額預定性違約

金、懲罰性違約金或因其他事由會酌減當事人之賠償額，使法院可以依個案判斷

最適當的賠償。 

 

第七項 選擇說 

德國民法第 325 條採履行利益賠償主義，惟依德國民法第 284 條規定：「如

債權人不請求替代原給付之損害賠償時，債權人就其據信其可獲得給付所支出 

之費用，且係於公平合理方式下所允許支出者，得請求賠償，惟縱債務人不構成 

義務之違反之情形下，仍無法達成支出費用之目的時，債權人仍不得請求。」226，

                                                      
225

 莊函雯，違約救濟與契約利益分類之經濟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2008 年，頁 122-123。 
226

 林易典，前揭註 142，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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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債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替代給付者，得不主張之，而主張徒勞費用之賠償，

亦即部分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從而，債權人可選擇請求「履行利益」或「信賴

利益」之損害賠償。此於債權人無法舉證其履行利益之數額，或難以估算或不確

定時甚有助益，而且，如前所述，信賴利益非必小於履行利益，應視債權人所做

之交易是否對己有利而定，因此，不僅於無法證明履行利益時債權人可選擇信賴

利益之賠償，債權人評估履行利益和信賴利益之大小後，亦得選擇對己有利之主

張。 

瑞士債務法第 109 條第 2 項規定，債務人不能證明其無過失者，債權人得請

求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之賠償。此一規定是「信賴利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

範，亦即契約有效解除後才能請求「信賴利益」之賠償，如欲請求「履行利益」

之賠償則不得解除契約(參見瑞士債務法第 107 條第 2 項)，業詳如第二章所述。

依此可知，債權人得不解除契約而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或解除契約而請求信賴

利益之賠償，從而債權人亦得評估履行利益和信賴利益之大小後，選擇對己有利

之主張。 

然則，學者指出，現行民法或得請求信賴利益，或得請求履行利益，尚無可

依選擇而任意主張之規定，是故，上開選擇說如僅以舉證困難作為立論依據，恐

非堅強理由。 

 

第八項 小結 

民法第 260 條之損害賠償，多數學者及實務見解雖認為是履行利益之損害賠

償，但亦不少學者提出不同見解，爭議不可謂不大。信賴利益之賠償主義的立論

依據大部分均可化解，主張履行利益之賠償主義則需要更堅強的理由支持，不能

僅因外國立法例採之或判例採之而得出此一結論。又，另行訂約支出之費用及價

金之差額，是否為契約利益的概念，或為履行利益所包括，學者間見解不一，孰

是孰非，迄無定論。本文認為「另行訂約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源自於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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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7 條第 2 項規定，應可認係契約利益的概念，因此，契約利益應不被履行利

益所包括，否則，就無須特別規定民法第 397 條第 2 項也。實務見解亦以解約前

所生之損害方屬履行利益之損害而得請求，解約後之損害則不與焉227。而契約利

益所處理者即為解約後所生之損害，故契約利益應不被履行利益所包括。雖然認

為契約利益與履行利益之概念不同，但不代表民法第 260 條不能像拍賣之情形一

樣採取契約利益賠償主益。再者，以解除的那一剎那判斷債權人得請求之損失，

有諸多不合理之處228，尤其在標的物價格有漲跌之情形，如前所述，出賣人不解

除契約不得將標的物轉售予他人，如又認為解約後價格之跌落不得請求賠償，殊

非合理，不言可喻。反之，在標的物價格上漲之情形，出賣人違約後買受人解除

契約，亦不得以出賣人轉賣標的物與第三人係解除契約後，而認為買受人不得請

求價差損害，至多僅係損害賠償計算時點之問題。此外，民法第 215 條規定：「不

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學者認為本條所

稱以「金錢賠償其損害」，係指「價值利益」。所謂價值利益的賠償，指被害人財

產上價值的減少，從而，應為金錢賠償者，並非該物出售的價額，而係購買同等

之物所必要支出的價額229。依此見解，如套用到出賣人違約之情形，買受人解除

契約後另與第三人訂約所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應屬購買同等之物所必要支

出的價額，依民法第 215 條規定，應認為得向出賣人請求賠償，方符回復原狀之

意旨。 

基上所述，本文以為應採「契約利益說」，即解除契約後所生之損害應得請

求賠償才是，否則，在買受人違約方面，會有前述出賣人不解除契約不得將標的

物轉售予他人之不合理之處；在出賣人違約方面，基於完全賠償原則及參酌上述

國際公約之趨勢，亦應認為買受人另買代替物之損害(另行訂約所支出之費用及

價金之差額)得向出賣人請求賠償。至於如解約後買受人無另買代替物，而出賣

                                                      
227

 參見最高法院 55 年台上字第 2727 號判例。 
228

 吳從周．許茹嬡．林佳妙．鄭珮玟．蔣政寬，違約金酌減之裁判分析，元照，2013 年 10 月，

頁 120，指出實際操作上，損害究竟是「解約前」或「解約後」發生，常常難以判斷，且真正的

損害常發生在解約後。 
229

 陳聰富，物之損害賠償，月旦法學雜誌，第 257 期，2016 年 10 月，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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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轉售予第三人獲有與原價金差額之利益，雖然出賣人轉售之差價利益或許係因

其具有特殊技能或個人能力有以致之，非必然可認為係買受人因出賣人不履行債

務所失之利益，然參酌民法第 177 條第 2 項不法管理之修正理由，如承認出賣人

得任意違約而保有因轉售所得之差價利益，買受人卻因無轉售計畫而不得請求損

害賠償，顯與正義有違，且無法除去經濟上之誘因而減少違約情形之發生，故本

文認為買受人解約時所受之損害，非不得參考出賣人轉售與第三人之價格，作為

損害賠償範圍認定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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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債法上契約解除之規定 

民法債編中關於解除契約之損害賠償，除民法第 260 條之一般規定外，尚有

民法第 360 條(關於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第 397 條(關於拍賣之買

受人不按時支付價金之賠償責任)、第 495 條(關於定作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第

502 條、第 503 條(關於承攬人給付遲延)、第 506 條(關於實際報酬超過預估概數

甚鉅時定作人解除契約)、507 條(關於定作人之協力義務之違反)等散見於各種之

債中。以下，分別就買賣契約與承攬契約之相關規定，析述於下： 

第一節 買賣契約之相關規定 

第一項 民法第 359 條解除契約之疑義 

民法第 359 條規定：「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

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

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 

買受人依民法第 359 條解除契約後，當事人得依第 259 條規定，請求回復原

狀，固無疑義，惟買受人得否依第 260 條請求損害賠償，則有爭議。對此，通說

採「否定說」，即認為不得依民法第 260 條請求損害賠償230，蓋通說認為第 260

條之損害賠償，係專指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言，而因債務不履行所生之解除

權，以債務人有可歸責事由為前提；反之，買受人依第 359 條所取得之解除權，

則不以債務人有可歸責事由為必要，性質上尚有不同。而且，通說及實務見解231

認為民法第 359 條之減少價金、解除契約及第 360 條之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係

處於「權利選擇之競合」或稱選擇之債232的關係，三者僅能擇一行使，若謂買受

                                                      
230

 史尚寬，債法各論，1986 年 11 月臺北六版，頁 38；孫森焱，前揭註 12，頁 580；林誠二，

債編各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上)，2015 年 6 月三版，頁 137；邱聰智，前揭註 6，頁 123、124；

劉春堂，民法債編各論(上)，2014 年 10 月初版，頁 66。 
231

 參見，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上字第 3082 號民事判決：「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

買受人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係代契約之解除，倘其契約業經解除，即不得再為此項請求，此

觀民法第三百六十條自明，原審以上訴人缺少出賣人保證之品質，被訴人於解除買賣契約後尚得

請求上訴人賠償因不履行之損害，亦有可議。」 
232

 實則，因解除契約、減少價金均非屬給付，而為形成權，從而買受人如選擇行使任一形成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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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民法第 359 條解除契約，仍得依第 260 條請求損害賠償，則第 360 條就損害

賠償作嚴格之限制，將失其意義233。惟我國學者亦有採「肯定說」者，認為民法

第 359 條與第 360 條係選擇之債的關係，依第 359 條解除契約後，僅在出賣人有

過失時，始得依第 260 條請求信賴利益之賠償234。如依民法第 360 條請求損害賠

償，則可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如此，才能說明第 360 條特別規定之理由235。此

一見解與履行利益之賠償以法律行為有效為前提，信賴利益之賠償以法律行為無

效為前提之立場若合符節，亦即解除契約後契約溯及歸於無效，故僅能請求信賴

利益之賠償，不解除契約才能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不過，既然認為僅在出賣人

有過失時，始得依第260條請求信賴利益之賠償，則亦應可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

解除契約後請求損害賠償，果如是，依合理推論，通說亦應會認為於此情形，只

要契約成立後，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之標的物有瑕疵，債權人得同

時主張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之相關規定，從而債權人本得依不完全給付規

定解約後請求損害賠償，故似無別樹一幟，自成一家之必要236。然而，有學者認

為，民法第 359 條為出賣人違反給付無瑕疵之物義務債務不履行救濟之特別規定，

無承認依不完全給付法則解除契約之必要性與實益，蓋相較於不完全給付法則之

適用，買受人以物有瑕疵為由依第359條解除契約，既無須瑕疵可歸責於出賣人，

依最高法院見解，也無庸定相當期限催告237，僅需證明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存在，

                                                                                                                                                        
不是「於數宗給付中得選定其一」，故非屬選擇之債，僅能稱為「權利選擇之競合」或「選擇性

之競合關係」。況者，上述情形，亦不符合民法第 210 條規定，若選擇權人(買受人)不行使選擇

權，他方(出賣人)得定期催告，若選擇權人(買受人)不行使選擇權，其選擇權移屬於他方(出賣人)

之效果。參見林信和，選擇之債的辯正──兼向三份認真卓越的判決致敬，月旦法學教室，第

166 期，2016 年 8 月，頁 70-71；鄭冠宇，前揭註 25，頁 104。 
233

 劉春堂，前揭註 230，頁 65-66；史尚寬，前揭註 230，頁 38-39。 
234

 黃茂榮，前揭註 151，頁 305-306。 
235

 黃茂榮，前揭註 151，頁 348。 
236

 參見黃立主編，民法債編各論(上)，2002 年 7 月，頁 83，即認為民法第 359 條之法定擔保責

任，並不排除契約成立後，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致違反給付義務時，依不完全給付而負損

害賠償責任。不過，是否須契約成立後發生之瑕疵方可主張債務不履行，學說上仍有爭議，相關

討論，參見陳自強，契約違反與履行請求，元照，2015 年 9 月，頁 119-121。 
237

 參見，最高法院 69 年度台上字第 2383 號民事判決：「買受人對於出賣人交付之物有瑕疵，應

由出賣人負瑕疵擔保責任者，依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規定，買受人自得解除契約，原無待於催告

出賣人先行修補瑕疵。惟如買受人先定相當期限通知出賣人出面協商解決有關物之瑕疵問題，並

以出賣人如不於期限內出面解決，則於條件成就時 (即附停止條件)，解除契約，於出賣人既無

不利，自為法之所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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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得依第 359 條規定解除契約，至於契約解除依其情形顯失公平及解除權喪失事

由，則應由出賣人負舉證責任。解除權行使最大的限制應為民法第365條之規定，

惟第 365 條在債編修正後已調整解除權行使之時間限制。況且，如依有利說之主

張，依不完全給付解除契約亦應有民法第 365 條之適用時238，承認二解除權併存

之實益也蕩然無存。尤有進者，買受人於物之交付後五年期限經過後雖不得解除

契約或減少價金，但仍得依第 360 條或第 227 條請求損害賠償，並非全無救濟之

道。因此，承認債務不履行之一般法定解除權，乃疊床架屋之舉239。 

 

第二項 民法第 360 條損害賠償之疑義 

民法第 360 條規定：「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

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

疵者亦同。」，揆其立法理由揭櫫：「查民律草案第五百七十二條理由謂其出賣人

就標的物之品質，特約擔保者，視為因此所生之一切結果，皆有擔保之意，故使

買受人得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以代契約之解除，或代減少價金之請求。出賣

人明知有瑕疵而故意不告知買受人者，亦使買受人得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以

代契約之解除，或減少價金之請求，以保護買受人之利益。此本條之所由設也。」，

依此內容可知，立法者認為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係用來代替解除契約、減少價金之

請求，然是否因此而排除解除契約後並請求損害賠償之可能，本文以為仍不無疑

問，但通說及實務見解則認為損害賠償、解除契約及減少價金間為擇一關係，已

如前述。 

然有謂民法第 360 條之損害賠償與第 359 條之解除契約為「請求權競合」的

關係，解除契約後仍得依第 360 條請求損害賠償，但排除第 260 條之適用，蓋第

                                                      
238

 詹森林，不完全給付，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二)，元照，2003 年初版，頁 179-180；劉春堂，

前揭註 226，頁 89。 
239

 陳自強，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新學林，2013 年 12 月，頁 189-192。 



 

85 
 

360條的法律性質與成立要件均與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參見第260條)不同240。

又，一般認為本條買受人除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外，亦得不為解除契約或

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241。於此有疑義的是，通說認為買受人

依民法第 359 條解除契約，即不得請求減少價金，亦不得回到第 260 條請求損害

賠償，則雙方僅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參見第 259 條)，即買受人將買賣標的物返

還於出賣人，出賣人將買賣價金返還於買受人而已。反之，買受人依民法第 360

條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即不得請求減少價金或解除契約，則買受人仍須受領

標的物並支付買賣價金，但得請求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倘若如此，實在看不出

買受人不主張民法第360條請求損害賠償而請求第359條解除契約之實益所在，

蓋解除契約僅是使買受人回復到未訂約時之經濟狀態，買受人並無任何利益可言，

毋寧依第 360 條請求損害賠償，可以取得之利益應該會大於買受人所支付的價金。

唯一可能之情形恐係買受人不欲再保有買賣標的物，而希望取回約定價金。 

又，第 360 條係採履行利益賠償主義，固無疑問，惟本條除履行利益(瑕疵

損害)外，是否尚包括固有利益(瑕疵結果損害)，說者不一，尚無定論。通說242係

採肯定見解，王澤鑑教授即指出：「瑕疵損害與瑕疵結果損害頗難劃分，有無區

別之必要，亦有疑問。故在民法第 360 條之情形，出賣之物欠缺出賣人所保證之

品質者，應解釋當事人意思定其責任範圍，出賣人故意不告知其瑕疵者，不論其

為何種損害，凡與物之瑕疵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均在損害賠償之列。」243。惟

另有論者認為應限於履行利益，固有利益則回歸第 227 條，否則倘若不符合第

360 條所定之要件，買受人即無法請求固有利益之賠償，反將限制固有利益賠償

請求權之行使。而且，固有利益賠償之必要性與妥當性，不在於出賣人之保證或

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而在於出賣人不得利用買賣契約締結或履行之機會，因故

                                                      
240

 邱聰智，前揭註 6，頁 123。 
241

 史尚寬，前揭註 230，頁 37；劉春堂，前揭註 230，頁 72。 
242

 邱聰智，前揭註 6，頁 125；劉春堂，前揭註 230，頁 72-73。 
243

 王澤鑑，物之瑕疵擔保、不完全給付與同時履行抗辯權，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 6 冊，2004

年 3 月，頁 141。陳自強，前揭註 2，頁 180，亦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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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過失加損害於買受人244。 

本文以為，物之瑕疵擔保與不完全給付係採請求權競合說，倘認為出賣人明

知或可得而知瑕疵存在，卻仍交付買受人並致買受人受有損害時，即構成不完全

給付245，而且，對於「自始瑕疵」亦認為得構成不完全給付，則民法第 360 條之

損害賠償是否包括固有利益之賠償，似無關宏旨，蓋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保

證其品質，應可認為可歸責於出賣人，而構成不完全給付，從而，買受人即使不

得依第 360 條請求瑕疵結果損害，亦得依第 227 條第 2 項請求之。抑有進者，即

使認為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保證其品質與是否可歸責於出賣人應分別判斷，

亦應認為於符合第 360 條之要件時，買受人得請求固有利益之損害賠償，蓋倘若

認為瑕疵結果損害不能請求，買受人對於固有利益之損害即可能求償無門，因為

買受人選擇主張第 359 條之解除契約或減少價金，抑或第 364 條之另行交付無瑕

疵之物，均僅能填補其履行利益之損害也。 

此外，依上所述，買受人依本條請求損害賠償，有時會遭遇困難。例如買受

人如不欲保有該有瑕疵的買賣標的物，如不解除契約，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參見第 360 條)，則其不能拒絕受領有瑕疵的標的物，反之，如解除契約，雖可

不受領該有瑕疵的標的物，但不得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有關於此，德國實務

及學說上肯認，買受人無須證明有瑕疵之買賣標的物對其無利益，即可自由選擇，

受領或拒絕受領有瑕疵之物，或在不知有瑕疵而受領後返還該有瑕疵之物，以計

算其給付利益(履行利益)上之損害，並稱不拒絕受領時所主張者為小損害賠償請

求權；拒絕受領時所主張者為大損害賠償請求權。從而，在我國民法第 360 條所

定情形，應該肯認買受人得以有瑕疵之物對其無利益為理由，拒絕或退還該有瑕

疵之給付並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參見第 232 條)，惟與解除契約的情形一

樣(第 359 條但書)，如買受人拒絕或退還該有瑕疵之物，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

                                                      
244

 黃茂榮，前揭註 151，頁 365。 
245

 參見詹森林、魏大喨，最高法院裁判與民事契約法之發展，台灣法學雜誌，第 177 期，2011

年 6 月，頁 94。陳自強，前揭註 2，頁 76，即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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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顯失公平者，仍應解釋為，依誠信原則買受人應受領給付，而請求賠償有瑕

疵與無瑕疵給付間之給付利益上之差額246。在修正後，德國民法第 437 條規定：

「如物具有瑕疵，如另無其他規定，且具備下列條文之要件時，買受人得：1.

依第 439 條之規定，請求修補，2.依第 440 條、第 323 條及第 326 條第 5 項之規

定解除契約，或第 441 條之規定減少買賣價金，及 3.依第 440 條、第 280 條、第

281 條、第 283 條及第 311 條之 1 之規定請求替代原給付之損害賠償，或依第 284

條之規定請求無益費用支出之賠償。」247，從而，買受人得視情形，依相關規定

解除或不解除契約，而後以之為基礎，請求其對應之損害賠償248。我國學者亦有

認為民法第 360 條規定解除與損害賠償為擇一關係，難謂得當，尤其，買受人可

能因不諳法律規定，而輕率表示解除契約，故宜認為無須嚴格遵守第 360 條之文

義，解除與損害賠償應可併存249。不過，若採民法第 360 條與第 359 條為請求權

競合關係，即無上開疑慮存在。 

本文贊同民法第 360 條與第 359 條為請求權競合關係，亦即買受人解除契約

後，仍得依第 360 條規定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蓋第 360 條之文義為「買受人

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似無限於不解除契

約，才能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此觀「得不」二字在民法上的運用，通常並不

排除反面解釋之可能，即可明瞭，例如第 255 條規定「他方當事人得不為前條之

催告，解除其契約」，他方當事人亦得為前條之催告，解除其契約250。既然在債

務不履行之情形買受人得選擇不解約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亦得選擇解約並請

求損害賠償，則符合第 360 條特定要件下，認為解約與損害賠償得以併存，似無

不妥之處。不過，如解除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損害賠償部分即須扣除回復原狀

之數額。再者，解除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與不解除契約請求損害賠償相較，買受

                                                      
246

 黃茂榮，前揭註 151，頁 365-366。 
247

 林易典，前揭註 142，頁 113。 
248

 黃茂榮，前揭註 161，頁 11。 
249

 黃立主編，前揭註 236，頁 131-134(楊芳賢)。 
250

 另參見民法第 447 條、第 561 條第 2 項、第 585 條第 2 項、第 656 條第 1 項、第 872 條第 3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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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請求之金額差異不大，例如，甲向乙購買汽車一部，約定價金 100 萬元，時

價為 105 萬元，甲若因該汽車有瑕疵，而依第 360 條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甲

雖應支付價金 100 萬元，但甲應得請求履行利益 5 萬元，反之，若甲解除契約請

求損害賠償，甲乙雙方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後，甲不需支付價金 100 萬元，亦不得

保有該汽車，但甲亦得向乙請求履行利益 5 萬元，其中差異在於，甲是否保有該

汽車。因此，讓買受人甲選擇是否保有該汽車，應無不妥之處，從而，似無限制

解約後即不得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之必要。 

 

第三項 民法第 397 條之解除契約與損害賠償 

民法第 397 條規定：「拍賣之買受人如不按時支付價金者，拍賣人得解除契

約，將其物再為拍賣。再行拍賣所得之價金，如少於原拍賣之價金及再行拍賣之

費用者，原買受人應負賠償其差額之責任。」 

關於本條之適用，其修正理由舉例說明謂：「例如原拍賣之價金為新台幣(以

下同)一百萬元，原拍賣之費用為十萬元，再行拍賣之價金為八十萬元，再行拍

賣之費用為五萬元，則原買受人應賠償之差額為一百萬元加五萬元減八十萬元等

於二十五萬元。」 

學者認為拍賣人解除契約後，將標的物再行拍賣所生之差額損害，為因契約

消滅所另生之損害，依民法第 260 條規定，本不得請求損害賠償，惟依第 397

條第 2 項規定，則得請求賠償，顯然係擴大不履行之賠償範圍251。如前所述，此

一損害之概念為學說上所稱之「契約利益」之損害，亦即另行訂約所支出之費用

及價金之差額。惟有學者認為民法第 397 條規定並不妥當，蓋如此規定之內容與

契約解除時，僅得請求「信賴利益之賠償」並不一貫，適當的規定應是，拍賣人

可以選擇(1)不解除契約，而以第一次拍賣之買受人為委託人進行第二次拍賣，

並將第二次拍賣結果之利益或損失歸屬於第一次拍賣之買受人(法定委任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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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春堂，前揭註 230，頁 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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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除契約，而對第一次拍賣之買受人請求第一次拍賣之費用的賠償，亦即修

正理由中之 10 萬元。而且，倘若再行拍賣所得之價金略大於或等於原拍賣之價

金及再行拍賣之費用，即不得向原買受人請求損害賠償，但拍賣人必須自行吸收

原拍賣費用，故民法第 397 條之規定對於拍賣人並非絕對有利252，茲舉一例以明

之，再行拍賣所得之價金為 105 萬元，再行拍賣費用為 5 萬元，原拍賣之價金為

100 萬元，原拍賣費用為 10 萬元，因再行拍賣所得之價金 105 萬元未小於原拍

賣之價金為 100 萬元加再行拍賣費用為 5 萬元，從而拍賣人不得依第 397 條規定

對原買受人請求損害賠償，但拍賣人仍受有原拍賣費用 10 萬元之損失，求償無

門。不過，學者認為拍賣人解除契約後是否再行拍賣，出賣人有選擇權，如出賣

人選擇依第 259 條請求回復原狀，並請求因遲延而生之損害，亦無不可。但在計

算損害金額上即無適用第 397 條第 2 項之餘地253。進一步言之，依此一見解，再

於民法第 260 條採信賴利益之賠償主義，出賣人因買受人遲延給付價金時，即得

衡量自身之利益，選擇解約後依第 260 條規定請求信賴利益之賠償(原拍賣之費

用)，抑或解約後依第 397 條規定請求再行拍賣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如此，或

許也是解決原拍賣費用無法求償之一種方式。然而，民法第 397 條第 2 項修正前

規定：「再行拍賣所得之利益，如少於原拍賣之價金及費用者，原買受人應負賠

償其差額之責任。」，而於民國 88 年修正理由明揭：「第二項所謂『所得之利益』，

概念尚欠明瞭，有指再拍賣所得之價金扣除再行拍賣之費用後實際所得者，有謂

再行拍賣所得之價金扣除原拍賣及再行拍賣之費用後實際所得者，解說不一，易

滋疑義。如依原規定之計算結果，則兩次拍賣費用均由原買受人負擔，亦甚不公

平，蓋無論拍賣次數如何，第一次之拍賣費用當由出賣人負擔，始合乎情理。爰

將「利益」修正為「價金」，「費用」修正為「再行拍賣之費用」，以期公平而明

確。」，依此修正理由可知，兩次拍賣費用不應均由原買受人負擔，而且，第一

次之拍賣費用應由出賣人負擔較為合理。準此以解，前舉之例，拍賣人仍受有原

                                                      
252

 黃茂榮，前揭註 151，頁 792-794。 
253

 黃立主編，前揭註 236，頁 207-208。 



 

90 
 

拍賣費用 10 萬元之損失，求償無門之結果，似無不妥之處。然則，學者有認為

原買受人負擔兩次拍賣費用，亦無不妥，蓋此乃不履行義務者，應得之制裁也254。

依此，第一次拍賣費用應由出賣人負擔亦非法理上必然之結論。 

 

第二節 承攬契約之相關規定 

承攬契約有關契約解除與損害賠償之規定，有民法第 495 條(關於定作人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第 502 條、第 503 條(關於承攬人給付遲延)、第 506 條(關於

實際報酬超過預估概數甚鉅時定作人解除契約)、507 條(關於定作人之協力義務

之違反)等規定，其等損害賠償之範圍應如何解釋，是否得與第 260 條為相同之

解釋，容有疑義，茲分述如下： 

第一項 民法第 495 條之解除契約與損害賠償 

民法第 495 條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

人除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

賠償。前項情形，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而其瑕疵重大

致不能達使用之目的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 

多數學者認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得與修補、減酬或解約一併行使，亦即，後

三者為選擇之債的關係；前者與後三者之關係，則為請求權競合之關係255。實務

見解亦認為損害賠償得單獨請求，不以承攬契約解除為要件，或與修補、解約、

減酬併行請求256。另，本條之損害賠償範圍，多數學者及實務認為屬履行利益賠

                                                      
254

 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上冊)，自版，1992 年 10 月，頁 119。 
255

 邱聰智，前揭註 180，頁 83。吳明軒，中華民國民法所定當事人違反契約之效果，法官協會

雜誌，1 卷 2 期，1999 年 12 月，頁 134，認為定作人在請求修補，解除契約、減少報酬或請求

賠償擇一行使其權利。對於損害賠償與前三者之關係，則並未說明。 
256

 參見，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2699 號民事判例：「定作人依民法第四百九十五條規定請求損

害賠償，並不以承攬契約經解除為要件。」、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1954 號民事判決：「因

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民法第四百九十三條或第四百九十四條

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四百九十五條

定有明文。準此規定，祇須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定作人除得依民法第四

百九十三條或第四百九十四條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捨此逕行請求

損害賠償，或與修補、解約、減酬併行請求，為此損害賠償之請求時，原無須踐行民法第四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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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之性質，固無須多講，惟是否包括瑕疵結果損害(固有利益)，學者間討論甚烈，

多數學者持肯定見解，但理由之構成則有不同。實務見解亦有不同看法，茲整理

分析如次： 

第一款 瑕疵損害說 

所謂瑕疵損害，又稱瑕疵給付之損害，指工作本身因有瑕疵而發生之損害。 

林誠二教授認為，此損害賠償之範圍，限於瑕疵損害，不及於瑕疵結果損害

257。 

或謂民法第 495 條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不包括固有利益之損害，蓋其認為該

條規定係承接瑕疵擔保而來，從而其保護之利益應僅限於對價之調整或履行利益

之賠償，而固有利益在範疇上與對價或履行利益不同258。此一見解涉及民法第

495 條之性質，究為瑕疵擔保責任，抑或為債務不履行(不完全給付)責任之爭議

問題。 

最高法院 96 年 11 月 27 日第 8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認為：「一、民法第四百九

十五條所規定之損害賠償不包括加害給付之損害。二、承攬工作物因可歸責於承

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物發生瑕疵，定作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行使期間，民法

債編各論基於承攬之性質及法律安定性，於第五百十四條第一項既已定有短期時

效，自應優先適用。」，此一決議應係考慮到民法第 514 條第 1 項之權利行使期

間僅有一年，如認為第 495 條之損害賠償包括加害給付，對於被害人而言相當不

利，故將加害給付排除在外，使其回歸債總第 227 條第 2 項規定，適用第 125

條 15 年之消滅時效。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110 號民事判決亦持相同立

場。 

                                                                                                                                                        
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定望請求修補之程序，此觀該條項所定工作有瑕疵不以承攬人有過失為要件，

而民法第四百九十五條限於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始有其適用之法意自明，

且依民法第四百九十五條所定「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之文義觀之，亦應為相同之解釋。」、最高

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900 號民事判決同旨。 
257

 林誠二，因承攬瑕疵所生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適用問題，月旦法學教室，第 66 期，頁

10。 
258

 黃茂榮，前揭註 146，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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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瑕疵損害及瑕疵結果損害說 

所謂瑕疵結果損害，又稱加害給付之損害，指因工作之瑕疵，對於定作人之

人身或該工作以外之其他財產所造成之損害259。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661 號判決謂：「按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

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固得依民法第四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對承攬人同

時或獨立行使修補費用償還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然該項損害賠償請求權，

屬於債務不履行責任（不完全給付）之性質，要與同法第四百九十三條第二項所

定之修補費用償還請求權，法律性質、構成要件、規範功能及所生法效均未盡相

同。申言之，定作人直接行使此項不完全給付責任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既非行

使民法第四百九十三條所定瑕疵擔保責任之修補費用償還請求權，自應回歸民法

債編通則有關「不完全給付」之規範，並適用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若其瑕疵給付可能補正者，依給付遲延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其不能補正時，則依

給付不能之規定發生法律效果。」，明示民法第 495 條屬於不完全給付之性質，

故行使本條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應回歸不完全給付之規定，據此推論，此判決

應係認為本條損害賠償範圍包括瑕疵損害及瑕疵結果損害。 

詹森林教授認為：「瑕疵損害及瑕疵結果損害，確實難以區分，亦甚難說明

區分之合理性。最高法院似亦未曾有意區分260。」，似認為民法第 495 條包括瑕

疵損害及瑕疵結果損害在內。 

邱聰智教授認為本條之損害賠償包括瑕疵給付和加害給付，蓋本條性質上為

不完全給付之規定，因此，如其瑕疵得補正，可能體現為遲延賠償；如瑕疵未經

補正或不得補正，則體現為替代賠償；如其衍生加害給付者，則體現為其他(固

有利益)損害之賠償261。 

黃茂榮教授認為，得請求的範圍須視具體情形而定。因工作瑕疵而引起之固

                                                      
259

 詹森林，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保之實務發展，臺大法學論叢第 39 卷第 3 期，2010 年 9

月，頁 96、97。 
260

 詹森林，不完全給付─最高法院決議與判決之發展，收錄於：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二)，2003 

  年 4 月，頁 178-179。 
261

 邱聰智，前揭註 180，頁 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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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益之損害，定作人不論是否請求修補、減酬或解約，皆得請求，至於信賴利

益之請求，應限於解除契約的情形，履行利益的請求，則限於請求修補或減酬的

情形262。蓋民法第 360 條規定之效力為：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

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通說認為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及請求損害賠償間

係選擇之債的關係，而且其間有替代性，是故用來請求減少價金或解除契約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其得請求賠償之損害自應與「對價之調整」有關，而不及於固有

利益；反之，在第 495 條之情形，因該條所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同條前段所定

請求修補、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等瑕疵擔保請求權間並無替代關係，是故該

條所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得包括固有利益263。準此，定作人得選擇不解約請

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或解除契約請求信賴利益的賠償，如約定之報酬較便宜，以

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較為有利；反之，如約定之報酬較貴，則以解除契約請求

信賴利益的賠償較為有利264。 

楊芳賢教授認為，民法第 495 條之損害賠償包括工作瑕疵之損害及一切因工

作瑕疵所生之其他損害，蓋若認為本條之規定僅針對工作瑕疵之損害，不僅過度

限制，亦有失定作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之規範意旨(參見第 216 條)。而且，氏認為

第 495 條第 1 項規定之損害賠償，乃是債編通則不完全給付之特別規定，故不採

瑕疵結果損害適用債編通則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至於瑕疵損害，則適用第 495

條請求損害賠償之見解265。 

陳自強教授主張瑕疵結果損害亦應依民法第 495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賠償，蓋

無論瑕疵損害抑或瑕疵結果損害，均為未依契約本旨提出給付，故承攬人均須依

第 495 條第 1 項規定負賠償之責，但並非贊同瑕疵損害與瑕疵結果損害難以區分

之說法。德國債編修正前民法學者對於上述二者區分認為不具說服力的批判，肇

因於瑕疵損害依債各規定，而瑕疵結果損害依債總積極侵害債權規定處理，將產

                                                      
262

 黃茂榮，前揭註 146，頁 436、437。 
263

 黃茂榮，前揭註 146，頁 438。 
264

 黃茂榮，前揭註 146，頁 442。 
265

 黃立主編，前揭註 236，頁 620、621(楊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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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公平之結果，換言之，並非區別本身之困難，而係法律適用結果之疑義所致

266。惟氏於黃茂榮教授報告之承攬之終止與解除之效力─民法研究會第五次研討

會中發言，認為就民法第 495 條損害賠償範圍的認定上，因第 498 條瑕疵發現期

間之規定將第 495 條包括在內，是以，如果把損害賠償的範圍包括不完全給付之

加害給付時，會使得定作人的完整利益請求上比較嚴格，對其較為不利。故考慮

到民法第 498 條之規定，是否有必要將第 495 條的損害賠償範圍限制在履行利益

上267？似又認為應採瑕疵損害說。又，此一考量之背後理念與上開最高法院 96 

年第 8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將加害給付排除在第 495 條之損害賠償範圍之外，可

謂如出一轍。 

第三款 小結 

承上所述，最高法院 96 年第 8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及部分學者區分瑕疵損害

與瑕疵結果損害而異其適用，應係為避免個案上定作人於一年權利行使期間經過

後而無法請求瑕疵結果損害，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從而認為民法第 495 條不包括

瑕疵結果損害，固非毫無理由。然若從本條之性質出發，認為係債務不履行之規

定或民法第 227 條之特別規定，從而解為包括瑕疵損害及瑕疵結果損害，亦非無

見。本文認為民法第495條為屬債務不履行之性質，故宜認為本條包括二者在內。

倘認為一年的權利行使期間過短，應修法解決，在修法以前，可依請求權競合理

論予以解決，亦即瑕疵結果損害部分，就第 495 條與第 227 條之關係，應採請求

權自由競合說，以解決時效過短之問題。 

 

第二項 民法第 502 條之解除契約與損害賠償 

第一款 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之疑義 

民法第 502 條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逾約定期限始完成，

                                                      
266

 陳自強，承攬瑕疵擔保與不完全給付，月旦法學雜誌，第 220 期，2013 年 9 月，頁 202；陳

自強，前揭註 239，頁 336。 
267

 黃茂榮等，前揭註 214，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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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定期限而逾相當時期始完成者，定作人得請求減少報酬或請求賠償因遲延而

生之損害。前項情形，如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定作人

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 

黃茂榮教授向來主張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解除權不能併存，從而認

為民法第 502 條第 2 項不是規定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

生之損害，而規定「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並不妥當，但因條文

明文規定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還是認為定作人解除契約後，

得請求履行利益之賠償268。 

有認為民法第 502 條包括解除契約之後所生的損害賠償，例如解除以後另外

承包的工程費金額龐大，因此所受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與第 260 條的損害賠償

有所不同269。實務亦有認為，定作人因承攬人未於期限內完成工作而終止承攬契

約，損害賠償的範圍及於另與第三人訂約所多支出的工程價差270，似有採取契約

利益賠償主義的趨勢，不過，本判決是終止契約而非解除契約。 

「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一詞於民法中出現三次，分別為民法第 232 條、第

250 條第 2 項及第 502 條第 2 項。民法第 502 條之修正理由揭櫫：「二、第一項

既經修正，為免使人誤解定作人於第二項之情形，僅得解除契約而不得請求損害

賠償，爰予修正，明定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

參照)」，由此足見，有關「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之解釋，立法者認為應比照民

法第 232 條之規定處理。然依民法第 232 條規定，遲延後之給付，對債權人無利

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本條與債權人

依民法第226條第2項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之情形近似，因債權人未解除契約，

故債權人仍須為對待給付(價金)。準此而論，如謂債權人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

                                                      
268

 黃茂榮，前揭註 146，頁 450。黃茂榮，前揭註 7，頁 148-149。 
269

 參見民法研究基金會第十八次研討會，孫森焱教授之發言，收錄於民法研究⑤，學林出版，

2001 年 5 月，頁 96。 
270

 參見，最高法院 41 年度台上字第 1424 號民事判決：「原審認二造訂立承攬工程契約之未完成

部分係可歸責于承攬人之事由，並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契約，使其嗣後失效，則被上訴人因終止

契約另與第三人訂約續完成工程而多支出之工程價及其遲延利息之損害，自應由承攬人、保證人

負連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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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顯與上開債總規定之解釋相悖。從而，民法第 502 條第 2

項所謂「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似僅能理解成扣除回復原狀後剩下之損害也。

與前述民法第 360 條損害賠償之疑義部分，如認為解除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損

害賠償部分即須扣除回復原狀之數額，道理相同。 

第二款 民法第 502 條是否排除第 254 條規定之適用 

次之，有疑問的是，如非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定作

人得否以民法第 254 條規定，定相當期限催告承攬人履行，於承攬人不履行期限

內時，解除契約？多數學者271採否定見解，認為應排除民法第 254 條之適用。實

務見解272亦持相同見解，認為倘許定作人依一般給付遲延之規定解除契約，則承

攬人已耗費之勞力、時間及資金，無法求償，對承攬人甚為不利，且非衡平之道，

近期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444 號民事判決揭明：「承攬契約，在工作未完

成前，依民法第五百十一條之規定，定作人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除有民法第四

百九十四條、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第五百零三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特別訂定

外，初無再適用同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解除契約之餘地。蓋承攬人於此時多已

耗費勞力、時間及費用，倘許定作人依一般債務遲延之法則解除契約，致其無法

求償，對承攬人甚為不利，且非衡平之道。而關於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

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者，除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外，

依民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規定之反面解釋，定作人亦不得解除契約。」，見解

亦無不同。然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52 號民事判決則謂：「因可歸責於承攬

人之事由致工作遲延者，定作人於受領工作時，若未聲明保留，依民法第五百零

                                                      
271

 史尚寬，前揭註 230，頁 304；鄭玉波，前揭註 254，頁 362-363；邱聰智，前揭註 180，頁

65；林誠二，債編各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中)，2015 年 6 月三版，頁 100-101。 
272

 參見，最高法院 74 年度台再字第 11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77 年度台再字第 1961 號民事

判決、最高法院 82 年度台上字第 260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2755 號民事判

決、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177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2506 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752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256 號民事判決(該判決

之評釋，請參見杜怡靜，承攬人給付遲延時關於定作人解除權行使之限制──最高法院九十八年

度台上字第一二五六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14 期，2012 年 4 月，頁 85-89，氏認為在

定期限但期限非屬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應認為定作人仍得依民法第 254

條規定解除契約，但若定作人解約顯有違誠信原則而有顯失公平者，則定作人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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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規定，定作人固不得再依民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五百零三條或一般遲延之規

定，請求減少報酬、解除契約或損害賠償，惟雙方約定之違約金債權，倘係懲罰

性之違約金，於約定之原因事實發生時，即已獨立存在，定作人於遲延後受領工

作時，縱因未保留而推定為同意遲延之效果，仍應不影響於已獨立存在之違約金

債權。原審認被上訴人縱有遲延完工情事，上訴人於受領時未為逾期違約金之保

留，即不得主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違約金，尤有商榷之餘地。」，一般遲延規定

係指債總有關給付遲延之規定，民法第 254 條應包括在內，因此，此一判決似不

排除第 254 條之適用，而與多數實務見解持相異立場。 

肯定見解之論者認為，第 502 條第 2 項之立法意旨，非在全面限制定作人解

除權之行使，亦在於保護定作人，使其於逾期後即得解除契約，倘認為非以工作

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定作人即無從適用第 254 條規定，定相當

期限催告承攬人履行，勢將發生工作能否完成胥視承攬人之誠意及意願，定作人

對於承攬人之給付遲延，僅能束手無策坐以待斃，無法擺脫契約之拘束力，反觀

承攬人則得以有恃無恐，任意履行或不履行，契約從而可能因此費時曠日、延宕

不決273。況者，事先縱無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的約定，亦

非謂工作何時完成定作人皆無所謂，因此，該期限自當由定作人事後以定相當期

限催告承攬人的方式補充，且如採否定的看法，其見解亦與民法第 493 條之規定

意旨不符274。此外，即使認為民法第 502 條第 2 項亦具有保護承攬人之意旨，亦

僅在使非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定作人無從於逾約定期

限或相當期限後立即解除契約而已，並非表示在非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

為契約要素者，定作人不能定相當期限催告承攬人履行，並於期限內不履行時，

解除其契約。再者，若承攬人不於相當期限內完成工作，由於已賦予承攬人充分

機會與時間完成工作，獲取報酬，對其利益之保護已屬周到，因此，若於相當期

                                                      
273

 黃立主編，前揭註 236，頁 629-631(楊芳賢)；劉春堂，前揭註 188，頁 63-64；黃茂榮，前揭

註 146，頁 452-453。 
274

 黃茂榮，前揭註 7，頁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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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後仍未完成工作，賦予定作人解除契約之權利，可謂同時兼顧定作人及承攬人

利益之維護，並無不當275。 

除了上述不排除民法第 254 條規定之見解外，學者另提出三種方式解決定作

人可能陷於進退維谷、一籌莫展之局面，其一為，若承攬人經定作人催告後，仍

不予置理，實可認承攬人該當「不為給付」之債務不履行，定作人得於承攬人拒

絕給付時，解除契約並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276。其二為，於此情形，基於舉輕

以明重之法理，不妨類推適用民法第 497 條之規定，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

攬人完成工作，倘承攬人不於期限內完成者，定作人得使第三人繼續其工作，其

危險及費用，均由承攬人負擔277。最高法院曾有判決認為，承攬人於工作進行後

任意遲延，並經定作人定期催告依約履行，仍未於期限內依約履行，定作人使第

三人繼續其工作所支出之費用，應由承攬人負責賠償，依民法第 497 條第 2 項規

定，並無不合278。此一見解即是將無法符合民法第 503 條所定要件之遲延給付，

用第 497 條予以解決。然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899 號民事判決則謂：「定作

人依民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一項請求減少報酬，法院應依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

或未定期限經過相當時期而未完成工作，致定作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減少

報酬數額之標準。至於尚未完成之工作，因承攬契約未經解除或終止，承攬人仍

負履行之責，定作人將該未完成之工作另行交由他人施工完成所支付之費用，並

非因承攬人遲延完成工作所生損害。」，似採不同之見解。學者亦指出，民法第

497 條所謂「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例如不依原設計之圖樣施工是，故承攬人

遲延進行工作，應適用第 503 條之規定，而不適用本條規定279。除此之外，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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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芳賢，1999 年 12 月 18 日民法研究會第 18 次研討會「承攬人工作之遲延─論我國民法第

五百零二條及第五百零三條之問題」，民法研究會實錄，民法研究⑤，學林，2001 年 5 月，頁

28-31。 
276

 陳聰富，工程承攬契約之成立、解除與終止，台灣法學雜誌，第 3 期，1999 年 8 月，頁 176-177。 
277

 吳志正，債編各論逐條釋義，元照，2015 年 9 月二版，頁 192。 
278

 參見 最高法院 41 年度台上字第 604 號民事判決：「上訴人對於其約定為被上訴人完成工程石

子之搬運工作，既於工作進行後任意遲延，並經被上訴人定期催告依約履行，仍未於期限內依約

履行，原審因認被上訴人因使第三人陳福澤等繼續其工作所支出之費用，應由上訴人負責賠償，

揆諸民法第四百九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固難謂為不合。」 
279

 林誠二，前揭註 271，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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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497 條解決遲延給付之問題，尚有可能發生工作完成後之瑕疵，責任應如何

認定及歸屬280？定作人可否將承攬人驅離而接管施工現場等問題281？其三為，工

作進行中若可預見工作有瑕疵或其他違反契約情事，定期催告其改善工作或依約

履行，承攬人無正當理由置諸不理，依其情形可認為信賴關係已被破壞，無法期

待定作人繼續維持契約關係，定作人除得依民法第 497 條規定使第三人繼續其工

作外，應許定作人解除或終止契約282。 

本文認為，民法第 502 條之適用前提已明訂限於工作已「完成」，實務及多

數學者應係考量到工作已完成後，若解除契約須回復原狀，承攬之工作如為建築

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恐須拆除，不僅不利社會公益，亦對承攬人甚為不

利，故限於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定作人始得解除契約。

然而，若承攬人根本未進行工作，或者在約定期限或相當期限之後，亦未進行完

成工作之活動，應解為定作人得依民法第 254 條規定解除契約，蓋此時若承攬之

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或無拆除問題，或拆除對經濟上之不利

及承攬人之損害較小。而且，民法第 502 條限於工作已完成，且無須催告即得解

除契約，第 254 條則適用於須催告且工作未完成之情形，若工作已完成當無依第

254 條催告之問題，所以，尚難斷言第 502 條為 254 條之特別規定，抑或依第 502

條第 2 項之反面解釋，即排除第 254 條之適用。抑有進者，不論是依民法第 502

條第 2 項解除契約或依第 254 條解除契約，均係咎在承攬人，參照第 502 條之立

法理由，均不應使定作人受損害為是，故似不應排除第 254 條規定之適用。實則，

應該考量的是，民法第 503 條規定之規範意旨有無排除第 254 條規定之適用，蓋

第 254 條於工作未完成之情形始有適用，前已述及，第 503 條期前解除契約，亦

係適用於工作未完成之情形，故與第 254 條規定較相似者應為第 503 條而非 502

條，從而應探討第 503 條之規範意旨有無排除第 254 條之適用為是。即使如此，

                                                      
280

 參見民法研究基金會第十八次研討會，黃立教授之發言，收錄於民法研究⑤，學林出版，2001

年 5 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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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民法研究基金會第十八次研討會，顧立雄律師之回應，收錄於民法研究⑤，學林出版，

2001 年 5 月，頁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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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自強，前揭註 2，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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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仍認為民法第 503 條無排除第 254 條之適用，蓋如認為承攬人遲延工作，定

作人不能定期催告而解除契約，似僅得依民法第 511 條終止契約而期從契約中脫

退，然依第 511 條規定，定作人反而須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豈是

公平。況者，學者多半認為於承攬不應排除民法第 232 條之適用，而適用第 232

條規定之結果，實與契約解除之效果差異不大。由於上述各端，似應認為民法第

502 條、第 503 條之立法意旨均無排除第 254 條規定之適用，但定作人得否依第

254 條定期催告而解除契約，仍須考量解除契約有無顯失公平之情形(參見第 359

條但書)，例如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工作物，而工作已幾近完成，或拆除

顯然重大違反社會公益或對承攬人甚為不公時，似應認為不得解除契約。立法論

上，如能明確規定，以杜摸索及爭議，或更可行。 

 

第三項 民法第 503 條之解除契約與損害賠償 

民法第 503 條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遲延工作，顯可預見其不

能於限期內完成而其遲延可為工作完成後解除契約之原因者，定作人得依前條第

二項之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學者有認為本條與前條均指「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283。有學者認為民法第

502 條第 2 項規定「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與民法第 503 條規定

「並請求損害賠償」似難認二者意義相同，因此之故，民法第 503 條規定之損害

賠償並非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是指「因契約提前消滅所生損害之賠償」而言，

例如定作人扣除節省之報酬後，所增加支出之費用，或就已中斷之工作，另與第

三人訂約繼續完成工作而多支出之工程款，或者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仍難以避免

之遲延損害是284。近期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039 號民事判決明揭：「系爭

工程因可歸責於上訴人(承攬人)之事由，致施工進度延宕，若未加派人手，顯可

預見無法於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期限內完成。故被上訴人(定作人)於該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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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茂榮，前揭註 15，頁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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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春堂，前揭註 188，頁 65；黃立主編，前揭註 236，頁 635、636(楊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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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包工完成本應由上訴人完成之工程，致受有損失，被上訴人自可依民法第五

百零三條規定請求之」，等語可知，此判決認為民法第 503 條之損害賠償，非指

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指因契約提前消滅所生之損害賠償。 

 

第四項 民法第 506 條之解除契約與損害賠償 

民法第 506 條規定：「訂立契約時，僅估計報酬之概數者，如其報酬，因非

可歸責於定作人之事由，超過概數甚鉅者，定作人得於工作進行中或完成後，解

除契約。前項情形，工作如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

大修繕者，定作人僅得請求相當減少報酬，如工作物尚未完成者，定作人得通知

承攬人停止工作，並得解除契約。定作人依前二項之規定解除契約時，對於承攬

人，應賠償相當之損害。」，本條規定係以非可歸責於定作人之事由為要件，而

非以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為要件，自不得因此害及承攬人之利益，故立法理由

謂「承攬人如因契約解除而致受有損害時，應使定作人負相當賠償之責任，方足

以昭公允」。又，該條第 3 項既規定「應賠償相當之損害」，則承攬人自不得依民

法第216條完全賠償原則之規定，請求全部之損害賠償，且第213條之回復原狀，

解釋上亦無適用285。 

 

第五項 民法第 507 條之解除契約與損害賠償 

民法第 507 條規定：「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而定作人不為其行

為時，承攬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定作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其行為

者，承攬人得解除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 

學者有認為如果不採「因解除而發生之信賴利益上的損害」，顯然只能指因

解除而後才發生之損害，惟如此又與最高法院向來對於民法第 260 條所得請求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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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聰智，前揭註 177，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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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之損害的看法相違286。從而，於承攬契約解除後，仍然僅得請求「信賴利益」

之賠償，而非履行利益之賠償287。然而，有學者認為不宜解為係「信賴利益」之

損害賠償，因民法第 507 條與第 511 條均係因定作人之行為，致承攬人無法完成

工作，因此二者之法律效果，宜作同一解釋，否則，定作人恐以不為協力之方式，

迫使承攬人依本條規定解除契約，以避免給付原約定之報酬，因此之故，多數學

者以為第 507 條第 2 項所謂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宜解為指解除契約時起，若

承攬人未解除契約繼續完成工作所得請求之報酬，但因扣除其因未完成工作所節

省之費用及另外有所取得之報酬288。 

實務見解認為，協力義務原則上僅係「對己義務」或「不真正義務」，除契

約特別約定定作人對於承攬人負有必要協力之義務外，定作人違反本條之協力義

務，僅生承攬人受領遲延及得否依民法第 507 條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賠償因契

約解除而生之損害，不僅不能強制其履行，亦不構成定作人給付遲延，尚非定作

人之債務不履行289。準此以言，所謂「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即非指契約解

除前已存在之債務不履行而生之損害賠償(參見民法第 260 條)。 

另有學者認為條文使用「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是否旨在改採契約

利益賠償主義，抑或僅係用語不慎嚴謹而誤用，殊值注意290。 

本文以為，為避免定作人依民法第 507 條規定規避第 511 條所可能發生之不

利益，確實不宜將第 507 條規定之「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限於信賴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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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茂榮，前揭註 7，頁 149。 
287

 黃茂榮，前揭註 79，頁 455。 
288

 黃立主編，前揭註 236，頁 657-658(楊芳賢)；劉春堂，前揭註 188，頁 93-94；向明恩，定作

人協力行為之屬性與債務不履行責任，月旦法學教室，第 138 期，2014 年 4 月，頁 17。 
289

 參見，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360 號民事判決：「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及第五百零七條第

一項規定，債務人之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或承攬人之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而不為其

行為之「協力行為」，原則上僅係對己義務或不真正義務，並非具有債務人或定作人給付義務之

性質。於此情形，債權人或定作人祇係權利之不行使而受領遲延，除有民法第二百四十條之適用，

債務人或承攬人得請求賠償提出及保管給付物之必要費用，或承攬人具有完成工作之利益，並經

當事人另以契約特別約定，使定作人負擔應為特定行為之法律上義務外，殊不負任何之賠償責

任。」、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592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096 號民事判

決、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761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167 號民事判決、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785 號民事判決同旨。 
290

 邱聰智，前揭註 180，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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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而且，民法第 507 條第 2 項乃於民國 88 年修正時所增訂，揆其修正理由

揭櫫：「為免疑義，爰參考德國民法第六百四十二條第一項、本法第五百十一條

但書，明定承攬人除得解除契約外，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解除而生之損害」，可

知本條損害賠償之範圍應從德國民法第642條、我國民法第511條但書尋求答案。

德國民法第 642 條第 1 項規定，定作人不為協力行為時，承攬人得請求相當之賠

償。至於賠償範圍之計算，依同條第 2 項規定，應斟酌遲延之時間長度，及約定

之報酬額，並須考量承攬人因遲延所減少之費用或因轉向他處服勞務所能取得之

利益定之291。另，關於民法第 511 條但書所謂「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最高

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818 號民事判決揭櫫：「民法第五百十一條規定工作未完成

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因在終止

前，原承攬契約既仍屬有效，是此項定作人應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自應

包括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之報酬(積極損害)及所失其就未完成部分應可取得

之利益(消極損害)。」、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738號民事判決292進一步闡釋：

「按承攬人承攬工作之目的，在取得報酬。民法第五百十一條規定工作未完成前，

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因在終止前，

原承攬契約既仍屬有效，是此項定作人應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自應包括

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之報酬及其就未完成部分應可取得之利益，但應扣除承攬

人因契約消滅所節省之費用及其勞力使用於其他工作所可取得或惡意怠於取得

之利益，始符立法之本旨及公平原則。」，近期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817

號民事判決進一步補充謂：「定作人行使任意終止權者，承攬人就已完成工作部

分之報酬及因承攬工作所為各項準備所致之損害，包括材料均已預鑄或向其他廠

商購買完成，且均為履行系爭契約所量身製作，事實上難適用於其他工作，縱對

定作人無利益，亦應由定作人賠償，庶符法律規定之意旨。」，從而，本文贊同

承攬人得請求已完成工作部分之報酬及因承攬工作所為各項準備所致之損害(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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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志明，工程法律基礎理論與判決研究：以營建工程為中心，元照，2014 年 9 月二版，頁 222。 
292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027 號民事裁定亦同斯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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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損害)，及未完成部分應可取得之利益(消極損害)，但基於民法第 216 條之 1 損

益相抵之觀念，應扣除承攬人免完成工作所節省之支出及轉向他處訂立承攬契約

所得取得之利益(參見第 267 條)。 

 

第三節 損害賠償之計算時點 

按損害賠償之範圍會隨時間之經過而有變化，因此，究應以「損害發生時」、

「請求時」、「起訴時」、「解除時」，抑或以其他時點為準計算損害賠償之範圍，

不無爭議，茲分述於下： 

第一項 請求時或起訴時 

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易字第 257 號判決認為，出賣人甲與買受人乙訂立買賣

房地之契約，約定總價金 1600 萬元(其中房屋定價 330 萬元)，嗣因甲將 A 房地

以 1090 萬元(其中房屋定價 138 萬元)轉賣予丙致給付不能，乙請求轉售利益之

損害，原審以 1090 萬元小於 1600 萬元，因而認為房地未上漲，故乙無轉售利益

之損害。然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 994 號民事判決則認為，損害賠償之目的在

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

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其價格應以債務人應為賠償之時為準。而

債權人請求賠償時，債務人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標的物價格時，自應以「請求

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準293。本件甲轉賣時與乙請求賠償時不同，故不得以

甲轉售時之價格認定房地價格未上漲，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近期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95 號民事判決謂：「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債務人因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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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829 號民事判決：「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債務人

嗣後不能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採取完全賠償之原則，且屬「履行利益」之損害賠償責任，該

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因之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

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給付標的物之價格當以債務人應為給付之時

為準，債權人請求賠償時，債務人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標的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

債權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此觀同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百十

六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225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2040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036 號判決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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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能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係採取完全賠償之原則，且屬「履行利益」之損害

賠償責任，該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因而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

「原有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

給付標的物之價格當以債務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債權人請求賠償時，債務人即

有給付之義務，算定標的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債權人於起訴前已

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此觀同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百十六

條規定自明。」，亦採相同之見解。此等最高法院判決應係承襲最高法院 64 年

11 月 11 日第 6 次民庭庭推總會決議：「物因侵權行為而受損害，請求金錢賠償，

其有市價者，應以請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蓋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

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

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其價格應以加害人應為給付之時為準，被害人請求賠

償時，加害人即有給付之義務，算定被害物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被

害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惟被害人如能證明在請求或

起訴前有具體事實，可以獲得較高之交換價格者，應以該較高之價格為準。因被

害人如未被侵害，即可獲得該項利益也。」之見解。準此，損害賠償額之計算，

原則上雖以「請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準，惟實際上只要在履行期後(應

給付時)至債權人行使解除權請求損害賠償或起訴前之期間內，債權人能證明有

具體事實，可以獲得較高之交換價格者，應以該較高之價格為準。如從違約損害

賠償之目的，在使債權人達到如同債務人履行契約所應有之地位(The purpose of 

awarding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is to put the plaintiff in as good as he would 

have been in had the defendant kept his contract)294而言，將損害發生後之變動狀

態考慮在內，回復債務人之應有狀態，似非無稽之談。另觀諸履行利益之賠償，

旨在填補賠償權利人所受之損害至契約宛如被履行之狀態，亦應將損害發生後之

變動考慮進去。再觀民法第 213 條第 2 項規定：「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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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wkins v. McGee, Sup, Ct. of N. H., 84 N.H. 114, 146 A. 641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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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益徵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應有

狀態」。最後從比較法之觀點言，德國民法第 249 條規定，損害賠償，應回復損

害事故未發生下，應有之狀態295。由是，亦可支持實務及學者多數見解。 

 

第二項 損害發生時 

以請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算定損害賠償之價格，實際上可能形成被害人選擇

何時行使其權利，以影響其所得請求之範圍，因此，有論者認為應以「損害發生

時」之價格為準，蓋行為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於此時發生，而且，損害賠償之內容、

範圍等，亦於此時確定，上開最高法院 64 年 11 月 11 日第 6 次民庭庭推總會決

議之「甲說」即如是說。況者，上開民庭庭推總會決議係就物因侵權行為而受損

害，請求金錢賠償，但此一見解是否能原封不動地套用在債務不履行之情形，殊

堪置疑。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1809 號民事判決296即指明，債權人依民法第

226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其損害賠償之方法為金錢賠償，自始即不可能

依第 213 條第 1 項規定回復原狀。從而就沒有考慮到上開最高法院決議所謂回復

原狀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之問題，故是否與物因侵權行為

而受損害，請求金錢賠償，其有市價者，應以「請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

相同之解釋？即非無疑。抑有進者，民法第 213 條第 1 項僅規定，債務人應回復

債權人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既曰「損害發生前之原狀」，而非債務人應回復債權

人「損害發生後之應有狀態」，因此之故，即使是侵權責任之範疇，亦無從由文

義導出應將損害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尤有進者，如依實務及多數學者見

解，認為應將損害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進去，似應將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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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世雄，損害賠償法原理，2005 年 10 月，頁 16。另可參見盧諶、杜景林，德國民法典債法

總則評注，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 年 4 月，頁 24。 
296

 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1809 號民事判決：「按物因侵權行為而受損害，應受賠償之目的在

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固係「應有狀態」，而非「原來狀態」。但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係以損害賠

償請求權代替債務人原應給付之標的，其損害賠償之方法當應給付金錢，自無應適用民法第二百

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回復原狀之問題。從而關於其賠償金額之計算，是否與物因侵權行為而受損害，

請求金錢賠償，其有市價者，應以請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邮相同？即非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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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變動考慮進去，其結果，即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日」為準，計算損

害賠償之價格，而非以「請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準才是。 

 

第三項 解除契約時 

學者指出，民法上回復原狀有三種情形，即「回復原有狀態」、「回復應有狀

態」及「回復法定狀態」。回復原有的狀態，指的是回復到如同未曾從事交易時

的狀態，諸如民法第 113 條、第 245 條之 1 等是。回復應有的狀態，則必須考量

到損害發生後往後的變動，民法採的是賠償全部損害，因此，民法第 213 條第 1

項指的應是回復應有的狀態，而非原有的狀態，如此應是最為合理的安排，但也

是最難達成的任務。回復法定狀態，則是指民法第 259 條規定而言，亦即，回復

原狀的內容，不是原有狀態，也不是應有狀態，而是要回復該六款所定之法定狀

態。又，回復法定狀態，有二種屬性，一為法定的義務，另一為損害賠償的方法

297。依此一見解，似應依民法第 259 條規定之「契約解除時」作為損害賠償之計

算時點。 

日本學者有認為，在履行期屆至、解除時、損害賠償請求時三個時點，標的

物價格有變動時，原則上應以「解除時」的價格為準，蓋解除時履行請求權才轉

變成損害賠償請求權，而且解除權行使時，得認為已下定決心請求損害賠償之時

點也。判例曾認為得請求履行期屆至時起至損害賠償請求時的最高價格，但之後

變更見解，認為原則上應以「解除時」為準298，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 28 年 12

月 18 日判例即指出，應以契約解除時計算損害賠償額，蓋因買受人直到解除契

約時止都還有標的物給付請求權，解除後始喪失標的物給付請求權，而取得代替

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另一方面，出賣人直到解除契約時止都還負有給付標的

物之義務，解除後始免給付義務，而負有代替履行之損害賠償義務，故應以「解

                                                      
297

 曾世雄，資源本位論─民法設計和民法運作，元照，2013 年 9 月，頁 239-245。 
298

 我妻榮，前揭註 16，頁 202；谷口知平、五十嵐編，前揭註 11，頁 89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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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當時」標的物之市價為準定其損害賠償金額299。然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 36 年

4 月 28 日判例則認為，應以「履行期屆至時」標的物之市價為準定其損害賠償

金額，而且，非以約定價金與債權人轉售之差額計算，而是依約定價金與履行期

之市價差額計算。上開二則判例，看似標準不一，互相矛盾，但學者認為實際上

未必矛盾而不能併存，因為前者並未否定以履行期之價額為基準請求賠償之可能，

且後者之債權人未主張以解除時之價格為準計算損害之故也300。至若未解除契約

之情形，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 36 年 12 月 8 日判例認為，如出賣人遲延給付，遲

延中標的物市價滑落，其與買入價格之差額即轉售利益減少之情形，因履行遲延

減少之轉售利益金額應認係遲延而生之損害金額，除由特別情況外，應以履行期

(屆至時)之市價和實際交付時之市價差額，計算損害賠償金額，而非以履行期(屆

至時)之市價和約定之價格之差額，計算損害賠償之金額301，併此附帶說明。 

 

第四項 選擇說 

有論者認為就事實類型有複數個可供選擇的基準時點，原告可在訴訟程序上

選擇其中對自己有利的時點302。日本債權法改正試案【3.1.1.69】亦容許債權人

有選擇之權利，例如，履行不能後債權人行使解除權之情形，債權人得選擇履行

不能時之價格，亦得選擇解除時之價格。然如同前述 CISG 第 77 條之規定，改正

試案【3.1.1.73】亦訂有債權人之損害減輕義務，故債權人仍受一定之制約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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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二)判昭和 28 年 12 月 18 日民集 7 卷 12 號 1446 頁，收錄於瀬川信久、內田貴、森田宏樹

編，民法判例集：担保物権˙債権総論，有斐閣，2014 年 9 月，頁 86。另參見松本恒雄、潮見

佳男編，前揭註 69，頁 34(渡辺達德)。 
300

 松本恒雄、潮見佳男編，前揭註 69，頁 35(渡辺達德)，最高裁昭和 36 年 4 月 28 日民集 15

卷 4 号 1105 頁。 
301

 最(二)判昭和 36 年 12 月 8 日民集 15 卷 11 号 2706 頁，收錄於瀬川信久、內田貴、森田宏樹

編，前揭註 299，頁 88。 
302

 谷口知平、五十嵐編，前揭註 11，頁 898。 
303

 民法(債権法)改正検討委員会編，前揭註 48，頁 269-27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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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小結 

比較言之，本文認為原則上應以「解除時」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時點，蓋如

前所述，契約解除之效果為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而民法第 259 條既以明定「契

約解除時」為回復原狀義務發生時點，則損害賠償應為相同之解釋，無別事探求

之必要。其次，因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參見民法第

257 條)，從而，解除權人可能於訴訟外或訴訟上行使解除權，故解除權人如於訴

狀上表示行使解除權之意思，則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與實務見解同。準此，

前揭實務見解認為以請求時或起訴時之市價為準之部分，原則上可資贊同，但是，

實務見解繼而認為被害人如能證明在請求或起訴前有具體事實，可以獲得較高之

交換價格者，應以該較高之價格為準之部分，則不無勘究餘地。蓋請求或起訴前，

債權人並未行使解除權，套用實務之用語，被害人未請求賠償時，加害人即未有

給付之義務，如是，何以應以請求或起訴前較高之價格為準？實令人百思不得其

解。雖然，以解除時為準計算損害恐有被解除權人操作之嫌，但是民法第 216

條之所失利益限於「可得預期之利益」，故若非當事人原可預期之利益304，則不

得視為所失利益，從而應可降低人為操作之風險。再者，如解除權人得具體證明

其損害範圍，例如買受人因出賣人違約不賣，但已與第三人訂立轉售契約，可得

計算其轉售利益，或出賣人因買受人違約不買，解約後轉賣與第三人，可得計算

其實際之損失時，則例外應以具體之損害為準。簡言之，損害之計算如可具體計

算，具體計算應優先於抽象計算也。至於本文認為解除契約後債權人另行與第三

人締約所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亦得請求損害賠償，也是以具體之損失計算，

不影響原則上以「解除時」為基準之結論，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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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420 號民事判決：「民法第二百十六條規定損害賠償，除法

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第一項）。依通常情

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第二項）。準此，

必須為「可得預期之利益」，方得視為所失利益。倘當事人於締約時已預期未來工程費可能因變

更設計而部分減少，就此契約約定得減少工程費部分之可得利潤，自非其原可預期之利益，至為

明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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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 

計算損害有主觀即客觀二種方式，即主觀的計算方式和客觀的計算方式305，

茲舉例淺釋如下： 

第一項 主觀說 

如買受人甲向出賣人乙購買蘋果 50 斤，約定價額為每斤 10 元，履行時履行

地的市價為每斤 15 元，而賠償權利人(買受人)已將標的物轉賣給第三人丙，價

額每斤 13 元。如採主觀的計算方式，乙應賠償甲每斤 3 元。 

 

第二項 客觀說 

於上舉之例，如採客觀的計算方式，乙則應賠償甲每斤 5 元。按「買賣不履

行之賠償損害，應依通常約定價額與履行時市價相較之差額為標準，並應自有價

額算定之時起，添附利息」，最高法院 8 年上字第 1298 號民事判例著有明文。依

此判例見解，我國最高法院似認為買賣契約不履行時，應依「客觀說」計算損害

之範圍。學者則認為，因我國損害賠償制度採完全賠償原則，損害之計算應主觀

為之。前揭判例雖採客觀說，惟似無排除依主觀說計算損害之可能。以故，似以

二計算方法並存為宜。買賣契約不履行時之損害，究應主觀計算或客觀計算之，

賠償權利人有選擇權306。另有學者認為甲雖得證明與丙轉售交易之價金每斤 13

元，與甲乙間交易價金每斤 10 元差額每斤 3 元為損害，此乃具體計算。但甲亦

可能不願將與丙間之交易公諸於世(如有營業秘密等)，故甲亦得抽象計算損害賠

償金額，即約定價金與市價間之差額每斤 5 元307。此一見解雖將損害賠償之方式

分為「抽象計算」與「具體計算」，但與「主觀計算」與「客觀計算」之分類，

應可互相對應。 

                                                      
305

 曾世雄，前揭註 295，頁 202。 
306

 曾世雄，前揭註 295，頁 204-205。 
307

 參見陳自強，前揭註 2，頁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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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如從保護債權人之立場，使其得選擇抽象或具體計算權，或屬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如從損害賠償之最高指導原則在於填補損害，有損始填，

填不逾損之觀念下，原則上若可具體計算損害之範圍，即使抽象計算較有利於賠

償權利人，仍應認為具體計算應優先於抽象計算才是。至於賠償權利人如有營業

秘密等正當理由，不願公布其與第三人之交易，參諸民事訴訟法第 345 條第 2

項：「前項第五款之文書內容，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如予公

開，有致該當事人或第三人受重大損害之虞者，當事人得拒絕提出。但法院為判

斷其有無拒絕提出之正當理由，必要時，得命其提出，並以不公開之方式行之。」

之規定，本文亦不反對於符合上開條文規定之情形，賠償權利人得選擇抽象計算

其損害範圍，惟此終究屬於例外的情形也。 

 

第五節 契約解除與保證人責任 

契約解除後，一般認為契約溯及於訂約時失其效力，當事人雙方依民法第

259 條規定互負回復原狀義務，並得依第 260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保證債務又

須以主債務有效存在為前提，因此，保證人是否對於當事人一方之回復原狀義務

及損害賠償負擔保責任，亦即保證之效力範圍是否及於回復原狀義務及損害賠償

義務，從保證債務之從屬性觀點而言，即滋疑義。茲就回復原狀義務及損害賠償

義務與保證人責任之關係，分述如下： 

第一項 回復原狀義務與保證人責任 

否定說認為，契約一經解除，契約即溯及歸於消滅(直接效果說)，主債務既

已消滅，從屬於主債務之保證契約亦隨之消滅。而且，契約解除後所生之回復原

狀義務，為新生之債務，與原契約上之債務不具同一性，又非屬主債務之從債務，

故不屬保證債務範圍308。 

                                                      
308

 史尚寬，前揭註 230，頁 852；史尚寬，前揭註 9，頁 533。參見孫森焱，前揭註 12，頁 756。

鄭玉波，前揭註 25，頁 438，亦採否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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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通說則採肯定說認為，保證債務與主債務同其範圍，茲於契約解除後，

主債務人既負回復原狀之義務，則保證人亦應負同一義務也。況且，回復原狀義

務之發生，原則上係肇因於原契約之債務不履行，其情形與原契約債務不履行之

損害賠償債務相同，此不僅為保證人所得預見，且不會使保證人負擔過重之責任。

否則，債權人選擇解除契約時，其結果，豈非平白無故喪失對保證人求償之重要

請求權，若是，法律解釋豈非大背事理人情，不僅有違解除權之立法制定上保障

債權人之意旨，亦與完全賠償原則之理念有所扞格309。 

學者有認為，是否採全面肯定說，尚有斟酌餘地，蓋如認為保證人就買受人

之回復原狀義務，亦應負保證責任，則保證責任將有隨著買受人之遲延返還該特

定物而無限擴大的危險，因此，基於債權人與保證人利益之衡量，解為除有特別

約定外，原則上就因契約解除所發生之回復原狀義務，並不負保證人責任，亦無

不妥。是以，是否為保證效力所及，應於具體個案中，就保證契約之當事人意思

或法律行為為合理客觀之解釋，並基於債權人與保證人利益之衡量，妥當為之

310。 

尚有折衷說認為，因不履行債務而解除契約時，回復原狀義務為保證範圍，

但若係基於當事人意思而解除則否311。最高法院 46 年度台上字第 1252 號民事判

決揭明：「因主債務人不盡履行義務，致債權人解除契約時，其原狀回復之義務，

固得視為包含於民法第七百四十條所定保證範圍之內。若其契約係基於當事人之

意思而解除，則無論在解除前有無歸責於主債務人之事由存在，均應認為保證債

務已因契約解除隨主債務而消滅，其後雙方所為約定返還價金等之債務，乃屬新

發生之債務，與業已消滅之原保證債務，已無關係。」，也表達相同的觀點。 

實務見解在法定解除之情形，有判決認為契約解除後，契約即溯及訂約時失

其效力，與自始未訂約同。基於保證契約之從屬性，主債務既因解除而消滅，保

                                                      
309

 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下)，2008 年 3 月，頁 528。 
310

 劉春堂，前揭註 25，頁 72-73。 
311

 黃立主編，民法債編各論(下)，元照，2002 年 7 月，頁 586(杜怡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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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債務亦無由存在，此有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411號民事判決312可資參照。

然高等法院 103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116 號民事判決則揭明：「按保證債務，除

契約另有訂定外，包括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

負擔，民法第 740 條定有明文。保證範圍如未約定，則關於主債務之原本、利

息、主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賠償，及回復原狀之義務等從屬於主債務

之負擔，均屬保證責任之範圍。」，此一見解認為，回復原狀之債務乃從屬於主

債務之一種負擔，故應包含在保證契約範圍之內。至於在合意解除之情形，最高

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209 號民事判決謂：「契約之合意解除與法定解除權之行使

而解除者不同，效果亦異，契約之合意解除乃以第二次契約解除第一次契約，其

契約已全部或一部履行者，除有特別約定外，並不當然適用或準用民法關於契約

解除之規定(例如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二百六十條)，故合意解除後應負之義

務，乃係另一法律關係，既非主債務之變形，亦非主債務之從債務，故除保證契

約另有訂定外，應不在保證債務範圍之內。」，持與法定解除之情形正相反之見

解。學者則認為，如該合意解除乃基於主債務人之債務不履行而生，且依合意解

除所為約定之債務，實質上並未使保證人負擔較法定解除時為重之債務時，實無

與法定解除為不同之處理之理313。 

日本實務見解有認為原則上，保證人之責任不及於債務人原本債務的原狀回

復義務(大判明治 36 年 4 月 23 日民 484 頁)，例外於保證契約的宗旨有將原狀回

復義務包括在內時，保證人才負責任(大判昭和 6年 3月 25日新聞 3261號 8頁)。

然學者認為毋寧上開原則例外應正相反方符合當事人一般的意思314。 

 

                                                      
312

 參見，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411 號民事判決：「六十一年二月一日兩造所訂之土地改良

合作契約及六十七年四月十六日被上訴人與陳達喬之土地買賣契約，均已解除，為兩造所不爭執，

依最高法院二十三年度上字第三九六八號判例，該二契約均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與自始未訂約

同。上訴人在土地買賣契約中係保證人，依保證契約之從屬性，主債務既因解除而消滅，保證債

務亦無由存在。」 
313

 陳洸岳，契約解除時之連帶保證人的責任，月旦法學教室，第 41 期，2006 年 3 月，頁 13。 
314

 我妻榮，前揭註 16，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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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損害賠償義務與保證人責任 

多數學者認為，民法第 260 條之損害賠償，係指因原契約債務不履行所發生

之損害賠償而言，性質上為原債務之變形或延長，並非另因契約解除所生之新賠

償請求權，故一般以為，第260條所定之損害賠償責任仍在原保證效力範圍之內，

保證人仍應對之負保證責任315。75 年 3 月 28 日(75)廳民一字第 1139 號函復臺高

院316亦採肯定見解，認為民法第 260 條所稱之「損害賠償之請求」，係指契約解

除前已經發生的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民法第 740 條之損害賠償所包括。

此外，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2428 號民事判決謂：「就承租人之債務負保證

責任者，其所保證之範圍，包括租賃關係終止後，因承租人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

務而生之損害賠償。」，既然就終止後所生之損害賠償認為係保證之範圍，則對

於解除前因原契約債務不履行所發生之損害賠償，似無採相反見解之理。再從上

開實務判決對於合意解除所表示之見解，反面推之，在法定解除之情形，亦應解

為因原契約債務不履行所發生之損害賠償，為主債務之變形，而為保證債務範圍

之內。從而，若認為最高法院採肯定見解，誠屬不誣。 

 

                                                      
315

 邱聰智，前揭註 309，頁 527；劉春堂，前揭註 25，頁 70；陳自強，前揭註 2，頁 354。 
316

 法律問題：定作人某甲，與承攬人某乙，訂立公寓房屋建築工程合約，由非營造廠商之某丙，

為連帶保證人，並無對連帶保證有特別約定，建造房屋工程進行中，於大部分工程尚未完成前，

某乙倒閉，經某甲通知解除契約，某丙表示，願設法另覓營造廠商，負責代為履行，某甲以某丙

非營造廠商，無代為履行能力，予以拒絕，另行發包，致工程費用超過原發包價格六十萬元，某

甲訴請某丙賠償，某丙以如由其代為履行，必不致有此差額，為拒絕賠償之抗辯，其抗辯是否有

理由？ 

研究意見：保證範圍未經約定者，則關於主債務之本、利息及因主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所生之損害，

與夫附屬於主債務之負擔，均負有保證償還之責任(最高法院十八年上字第八二四號判例)。再契

約經解除者，溯及訂約時失其效力，與自始未訂契約同。又查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解除權之行

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其所規定損害賠償之請求，係專指因債務不履行所生之舊賠償請求

權，至因契約消滅所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在內 (最高法院五十五年台上字第一一八八號、第二七

二七號判例參照) 。本件公寓房屋建築工程合約既經甲解除，則連帶保證人丙已無法代為履行，

倘甲另行發包所超支之六十萬元，可認為係乙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依民法第七百四十條之規

定，甲自可請求丙賠償。 



 

115 
 

第三項 小結 

對於回復原狀之部分，否定見解之理由若是契約因解除而溯及消滅(直接效

果說)，基於保證債務之從屬性，主債務既因解除而消滅，保證債務亦無由存在，

本文以為並非堅強理由，蓋如第二章第二節所述，契約溯及失效之目的主要在於

導出回復原狀之義務，且即使認為契約因解除而溯及消滅，仍不能否定雙方互負

回復原狀之義務，及債權人原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從而當不可能認為當事人間

於解除後即不相往來，故難謂契約完全消滅，事實上，所消滅者，應僅是契約之

給付義務也。再者，保證債務本即是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始發生，如又謂債權

人不能解除契約請求回復原狀，顯然不當限制債權人解約權之行使。況且，若肯

定債權人得不解約而轉向保證人請求因債務人不履行債務而生之損害，即無否定

保證人應代債務人負回復原狀義務之道理。又，如是基於保證責任將有隨著買受

人之遲延返還該特定物而無限擴大的危險而採否定說，本文認為亦有不妥，蓋此

見解將限制出賣人解除契約之自由，況且買受人遲延損害擴大之危險應由保證人

承擔，而非由出賣人承擔，較為合理。又，本文以為，解除契約後所生之損害，

如另買代替物之損害，亦應包括在內，蓋此損害與出賣人債務不履行有因果關係

存在，仍屬原債務之變形或延長也。 

對於損害賠償之部分，前揭肯定見解對於民法第 260 條「損害賠償之請求」

多採履行利益賠償主義，認為損害賠償乃原債務之變形或延長，如是，就如同認

定回復原狀義務乃原來債務姿態之轉變或延長，並無持相反見解之道理。 

至於合意解除之情形，誠如學者所言，如該合意解除乃基於主債務人之債務

不履行而生，且並未使保證人負擔較法定解除時為重之債務時，實無差別處理之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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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契約解除之法律效果有二：一為回復原狀，另一為損害賠償。此即採兩立主

義之架構下可得之結論。契約解除後回復原狀之理論依據，本文採劉春堂教授之

見解，認為僅未履行之給付義務溯及於訂約時失其效力，已履行之給付義務則轉

變成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之關係，從而不僅可避免動搖解除與終止二分之觀念，

亦無難以說明契約溯及消滅仍可請求履行利益賠償之問題。 

其次，回復原狀之效力則是探討解除之客體為何？本文認為應採「債權效力

說」，亦即僅債權契約溯及於訂約時失其效力，物權契約則不受影響。倘若採物

權效力說，債權契約及物權契約均溯及失效，此項法律效果與民法第 758 條及第

761 條規定未盡相符，而且將使第 259 條形同具文，應不可採。若與上開回復原

狀之理論依據作結合，雖然，本文認為僅未履行之給付義務溯及於訂約時失其效

力，但是採取債權效力說亦非不可行，蓋討論的重點在於解除之客體究竟是債權

契約抑或是包括物權契約之問題，至於債權契約被解除是否導致整個契約關係溯

及消滅，則是回復原狀之理論依據之範疇。準此，即使認為已履行之給付義務未

溯及消滅，當事人間回復原狀之請求權基礎，仍係民法第 259 條規定，故返還標

的物是動產時，債權人不得本於所有權，而依第 767 條規定，請求返還所有物；

返還標的物是不動產時，債權人只得請求移轉經給付之物，而不得訴請塗銷原已

辦理之物權登記。 

復其次，契約解除後之回復原狀與不當得利之關係，本文既認債權契約未因

解除而溯及消滅，自應認為不成立不當得利，僅發生回復原狀之關係。至於若採

直接效果說之前提下，似宜認為回復原狀與不當得利二者為請求權競合關係較為

妥適，蓋債權契約因解除而溯及消滅，即符合不當得利之要件，抑且回復原狀與

不當得利之制度理念、構成要件、法律效果等均不一致，難謂二者間為特別與一

般規定之關係也。 



 

117 
 

承上，若將回復原狀之理論與契約解除與保證人責任之部分作連結，本文既

認契約不因解除而溯及歸於消滅，故保證之效力範圍應及於回復原狀義務，以免

不當限制債權人解約權之行使。又，買受人遲延損害可能無限擴大之危險應由保

證人承擔，而非由出賣人承擔，較為合理。至於保證之效力範圍是否及於損害賠

償義務，就解約前因債務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學者多持肯定見解，認為損害賠償

乃原債務之變形或延長，較無爭議。本文認為，解除契約後所生之損害，如另買

代替物之損害，亦應包括在內，蓋此損害與出賣人債務不履行有因果關係存在，

仍屬原債務之變形或延長也。 

至於契約解除與危險負擔部分，本文以為，似可廢除民法第 262 條規定，蓋

解約前給付物受領人不論可歸責與否，只要不可歸責於他方，均應承擔價金危險，

不是以自己之給付(義務)承擔標的物毀損滅失之結果，即是以標的物之價額承擔

給付物毀損滅失之結果，從而，判斷重點應落在可否歸責於他方。又，因他方於

解約前並非所有權人，故可歸責之判斷回歸故意、過失即可。 

在買賣無效等給付不當得利之案例，相較於適用民法第 182 條第 1 項而無庸

計付利息，如適用第 259 條第 2 款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應更為妥適公平，蓋

金錢債權之返還，附加利息應係符合法律上之價值判斷，從而透過修正第 113

條規定，針對回復原狀之部分準用第 259 條，並將「明知或可得而知」限於締約

過失請求損害賠償之情形，始有適用，即可賦予民法第 113 條新的規範意義。 

本文認為「另行訂約所支出之費用及價金之差額」源自於民法第 397 條第 2

項規定，應可認係契約利益的概念，且不被履行利益所包括。民法第 260 條應採

「契約利益說」，即解除契約後所生之損害應得請求賠償才是，否則，在買受人

違約方面，出賣人不解除契約不得將標的物轉售予他人，如又認為解約後之價差

損害不能請求賠償，則恐與民法第 765 條出賣人得自由處分其所有物相悖，亦有

不當限制出賣人解約權之虞；在出賣人違約方面，基於完全賠償原則及參酌前述

國際公約之趨勢，亦應認為買受人另買代替物之損害(另行訂約所支出之費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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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金之差額)得向出賣人請求賠償；如解約後買受人無另買代替物，而出賣人轉

售予第三人獲有與原價金差額之利益，買受人解約時所受之損害，參酌民法第

177 條第 2 項之立法理由，非不得參考出賣人轉售與第三人之價格，作為損害賠

償範圍認定之依據。總的來說，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損害，有損始填，填不

逾損，故本文認為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主觀計算」(具體計算)應優先於「客觀

計算」(抽象計算)才是。至於損害賠償之計算時點原則上為「解除時」，惟如解除

權人得具體證明其損害範圍時，例如買受人因出賣人違約不賣，但已與第三人訂

立轉售契約，可得計算其轉售利益，或出賣人轉售予第三人獲有與原價金差額之

利益，可認為係買受人之轉售利益，抑或出賣人因買受人違約不買，解約後轉賣

與第三人，可得計算其實際之損失時，則例外應以具體之損害為準，以符損害賠

償之目的。  

其他債法上有關解除與損害賠償之規定，多半不能回歸民法第260條規定(實

務及多數學者所採之履行利益說)。詳言之，在物之瑕疵擔保，即使對於民法第

360 條與第 359 條之關係採請求權競合說之學者，亦認為排除第 260 條之適用。

在拍賣之情形，學說上亦認為拍賣人解約後選擇再拍賣，而依第 397 條第 2 項請

求契約利益之賠償，即不得回歸第 260 條請求因遲延而生之損害。在定作人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民法第 495 條)，如認為本條係不完全給付之性質，學者認為第 260

條得為損害賠償之依據。關於承攬人給付遲延，民法第 502 條第 2 項「因不履行

而生之損害」，如認係指「履行利益」之賠償，應與上述第 495 條相同，即第 260

條得為損害賠償之依據。民法第 503 條之損害賠償，如採多數學者及實務見解，

認係指「因契約提前消滅所生損害之賠償」，即與第 260 條無涉。民法第 506 條

「應賠償相當之損害」，不適用第 260 條規定，殆無疑義。民法第 507 條「因契

約解除而生之損害」，概念上亦與第 260 條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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