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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以往，國內之論文、書籍不乏探討契約解除之原因者，法定及意定均 多

所涉略，本文則以契約解除之損害賠償為討論中心，比較各立法例之規

定，嘗試找出最適於我國之制度。 目前，國內學者通說及實務見解對於



契約解除之損害賠償，採「履行利益損害賠償主義」之見解，惟實際上此

種見解對於解除權人之保障並不周到。國內且有新興之學說，認為「清算

關係說」足以取代履行利益說，惟此說乃源於德國契約解除選擇主義之產

物，是否適用於我國契約解除兩立主義之制度，誠屬可疑。蓋前提之不

同，結論之適用亦異。 因之，本文試以「契約利益損害賠償主義」之立

場出發，認為，以「 以契約利益損害賠償主義為主軸」之制度，作為解

除權人解約後得一併請求損害賠償之依據，對於解除權人之保障，較為周

全。  

摘要

(英) 

There were many researches in reasons of cancellation on contracts,but few in 

remedies. This essay try to make comparison with different legislation and fit the 

most profitable one in our system. At the present time, popular understanding for 

remedy of cancellation on contracts is "performed benefit", while it''s based on 

"determanation" and cann''t be compared to "duality" at all. Different premiss 

makes different consequence. The essay begins from "contracted benefit", confirms 

that " based on contracted benefit" to be the most profitable rule for canceling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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