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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违约中信赖利益赔偿制度的产生是合同法的新发展。信赖利益赔偿的理论基础在于，充分救济非
违约方的损失，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并保护交易安全。违约中的信赖利益赔偿主要适用于履行利益模糊

难以计算、一方不履行直接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因违约方的欺诈导致非违约方的信赖利益损失超出了履行利益

的损失等案件。在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并存时，二者不能得到同时赔偿，而只能择一主张，且信赖利益赔偿原则上

不能超过履行利益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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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赖利益是被英美法系广泛接受的概念，大陆法
系国家采取“期待利益（Ｅｒｆüｌｌｕｎｇ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亦称
“履行利益”“积极利益”）和“信赖利益（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
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亦称“消极利益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的
表述。这些概念虽然与“信赖利益”不完全相同，但

也十分相似。〔１〕７２５所谓因合同不履行所产生的信赖利

益损失，是指因一方合同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

合同，造成对方当事人因信赖合同能够履行而遭受的

相关费用损失。例如，甲、乙双方约定合作投资，甲提

供金钱出资，而乙负担购买设备、原材料、招聘工人等

义务，在乙为此支付了相关费用后，如果甲未按照合

同约定出资，则乙所花的费用就是信赖利益的损失。

信赖利益损失主要包括缔约准备费用、缔约成本、机

会损失等等。从比较法上看，各国一般都对信赖利益

损失进行救济，有些情况下（如合同被宣告无效），信

赖利益损失甚至是唯一可以得到救济的损失。〔２〕６０５比

较法上普遍认可了对合同履行阶段信赖利益损失的

救济。《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

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

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从该条

规定来看，违约损害赔偿的救济范围为“因违约所造

成的损失”，但当事人在合同履行阶段所遭受的信赖

利益损失能否获得救济，该条并未明确规定。因而，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在合同履行阶段是否存在

信赖利益，以及一方违约是否应当赔偿信赖利益损

失，赔偿的范围如何界定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因

此，本文将主要讨论违约中的信赖利益赔偿相关问

题，以期完善我国民法典的合同编。

一、违约中信赖利益的内涵及其发展

信赖利益赔偿最早起源于罗马法。查士丁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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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阶梯》中记载道：“如果某人购买了圣地或者安

魂地，甚至公共地，例如集译场、教堂，他明知购买无

效，但如果他被出卖人欺骗，把它们作为私人地方或

俗地作了购买，他享有买卖之诉，虽然不允许他享有

该物，他将获得如果未受欺骗的利益之价值（ｑｕｏｄ
ｓｕａ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ｅｃｅｐｔｕｍｅｕｍｎｏｎｅｓｓｅ）。”〔３〕３８６－３８７这被认
为是最早体现信赖利益赔偿的规则。但罗马法上并

没有产生“信赖利益赔偿”的概念和具体规则。

在英美法中，很早就出现了信赖利益赔偿的案

例，但一直没有将此系统化、理论化。在英国１９４７年
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ｒｕｓｔＬｔｄ．ｖ．ＨｉｇｈＴｒｅｅｓ
ＨｏｕｓｅＬｔｄ案中，法官丹宁爵士（ＬｏｒｄＤｅｎｎｉｎｇ）就提出
了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但真正对信赖利益保护进

行系统论述的是美国学者富勒（Ｆｕｌｌｅｒ）。富勒于
１９３６年与其学生帕杜（Ｐｅｒｄｕｅ）共同发表了“合同损
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在该文中，其区分了返

还利益、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并提出“基于对被告

之允诺的信赖，原告改变了他的处境。例如，根据土

地买卖合同，买方在调查卖方的所有权上支付了费

用、或者错过了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我们可判给原

告损害赔偿以清除他因信赖被告之允诺而遭受的损

害。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他恢复到与允诺作出前一样

的处境。在这种场合受保护的利益可叫作信赖利益

（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４〕６也就是说，受允诺人基于
对允诺的信赖，支付了一定的费用或丧失了另外订立

合同的机会，因此，允诺人如果违反其允诺，就应当对

受允诺人进行赔偿，使其恢复至允诺作出之前的处

境。该理论形成了信赖利益保护与履行利益保护相

并列的合同损害赔偿范围，构建了系统的信赖利益保

护规则，并对美国合同法理论（特别是“对价中心理

论”）产生了重大冲击①。自此之后，美国《合同法重

述》（第二版）采纳了该理论，此后的美国的学说和判

例普遍采纳了富勒的信赖利益概念和理论。

在大陆法国家一般没有采取期待利益和信赖利

益的分类，但大多采取了履行利益和消极利益的分类

方式。各国对于“履行利益”是否等同于期待利益，

“消极利益”是否等同于“信赖利益”存在不同看法，

但一般认为，二者的内涵大致相同。以德国法为例，

《德国民法典》第２５２条规定，“应赔偿的损害也包括
所失利益”。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９条的规定，损
害赔偿义务人必须回复假如没有发生引起赔偿义务

的情事所会存在的状态，其中就包括了对信赖利益损

失的赔偿。但一般认为，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原则上

不得超过履行利益损失的赔偿，也就是说，对受害人

信赖利益损失的救济原则上不能超过合同有效履行

时其可能获得的利益②。也就是说，信赖利益赔偿的

范围应当包括相对人信赖合同将被履行而获得的全

部利益。其次，信赖利益赔偿的范围还包括相对人因

信赖合同将被履行而支出的相关费用损失，包括错失

的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一般来说，当事人因信赖合

同顺利履行而可以获得的利益，应当属于履行利益损

失，而不属于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③。如果将此种利

益也纳入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则可能导致信赖利益

与履行利益的混淆。

从比较法上来看，违约中的信赖利益的赔偿具有

如下特点：

第一，此种利益损失发生于合同生效后的履行阶

段。如果是合同成立后被宣告无效的情形，当事人所

遭受的损失应当通过缔约过失责任予以救济，不属于

违约中的信赖利益损失问题。也就是说，在缔约阶段

因信赖合同有效成立而支付的各种费用，虽然也属于

信赖利益，但其属于缔约阶段的信赖利益，属于缔约

过失责任的救济阶段，而不属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

围。因违约导致的信赖利益损失是指因合同不履行

所致的利益的损失，其产生于合同关系成立之后。因

此，违约信赖利益的赔偿“系基于信赖法律行为有效

所受不利益之赔偿，赔偿乃在于效力阶段中发

生”，〔５〕４８２如果合同没有成立，则无法产生合同上的请

求权，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只能通过缔约过失责任获

得救济。

第二，当事人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了合理的信赖。

富勒将此种信赖称为“必要的信赖”，即当事人因合

理信赖合同履行而进行了必要费用的支出。合理信

赖是信赖利益损失救济的基础，如果当事人的信赖是

不合理的，则相关的损失就不应当属于信赖利益损失

的救济对象。例如，甲、乙双方订立投资协议，合同中

虽规定一方将作出投资，但投资必须附有多项条件，

在这些条件成就以前，另一方就因贸然信赖对方将要

作出投资而支付一定的费用，此种损失就难以纳入信

赖利益损失赔偿的范围。

第三，此种信赖利益损失是因另一方的违约行为

而造成的。违约信赖利益损失发生在合同履行阶段，

即因一方违约而造成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按照富

勒的观点，合同履行中的信赖利益损失既包括“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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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对价中心理论”，合同如果缺乏对价，则不可强制执行，

当事人也无须履行合同义务。但信赖规则认为即使在欠缺对价的情

况下，如果允诺人作出允诺后，他人对此产生了合理的信赖，这种信赖

利益也应当受到保护。参见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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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赖利益”损失，即当事人为准备履行合同而支付

的相关费用损失，或者因信赖合同履行而丧失的其他

订约机会，也包括“附属的信赖利益”损失，此种损失

是指非违约方能从合同履行中客观获得的、能够合理

预见的信赖利益损失。〔６〕１１同时，此种信赖利益的损

失必须是因对方违约造成的，而且应当与违约行为之

间具有因果关系。

第四，保护信赖利益的目的具有特殊性，即使非

违约方因信赖合同的履行而遭受的损失得到救济，从

而使当事人处于如同合同从未订立的状态。当事人

在合同缔结以前的状态与现有状态之间的差距，即属

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范围。如果该损失是因违约所造

成的，则应由违约当事人负赔偿责任。

长期以来，两大法系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违约损

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完全赔偿，也就是说，只有赔偿

履行利益的损失对受害人的损害填补才能实现。遵

循这一观念，我国《合同法》第 １１３条所规定的“损
失”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似乎赔偿

了这些损失，就填补了受害人的损害。正如下文所

述，在很多情形下，非违约方主张履行利益损失的赔

偿可能面临许多障碍（如非违约方难以证明其履行

利益损失数额，或者虽然可以证明，但履行利益损失

数额较小），从而无法充分救济受害人。此时，受害

人信赖利益的赔偿就尤为重要。只有通过信赖利益

赔偿，才能达到充分救济非违约方和惩戒违约方的目

的。

二、信赖利益赔偿的理论基础

为何赔偿信赖利益损失？富勒（Ｆｕｌｌｅｒ）和珀杜
（Ｐｅｒｄｕｅ）在其文章中探讨了以期待利益计算损害的
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他们认为，期待利益赔偿的合

法性在于信赖，并且对信赖的赔偿应当成为期待利益

赔偿的边界。〔６〕５２，６５－６６信赖利益之所以可以获得赔偿

主要立足于以下理论基础：

（一）充分救济非违约方的损失

合同法的规范目的在于实现给付利益，让合同处

于被履行的状态，以保护债权人。〔７〕１７３－１７４损失获得赔

偿以其具有确定性为前提，在因“市场”不存在而导

致的损失价值不确定，以及违约方行为非商业利润损

失的直接原因这两种情况下，期待利益损失的确定就

变得十分困难。〔４〕８２在 Ａｎｇｌｉａ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Ｌｔｄ．ｖ．Ｒｅｅｄ①

案，某电视台与男演员签订了出演电视剧的合同，但

是由于该男演员未能参演，电视剧无法拍摄，法院最

终判决该男演员赔偿电视台为该剧制作支出的全部

费用，而非合同签订后支出的费用。在该案中，由于

娱乐业投资收益极不确定，很难估算该电视剧拍成后

究竟能获多少利润，因此原告诉请被告赔偿自签约前

就发生的基于信赖的费用支出，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

的这一请求，判定原告应该获得信赖损害赔偿２７５０
英镑。该案较为典型地反映出了期待利益赔偿时常

会遇到的障碍。在这种情形下，信赖利益救济以期待

利益救济遇到障碍为前提。因而，有学者将对信赖利

益进行保护的基础概括为弥补对期待利益保护的不

周密性。〔８〕３５９除期待利益具有不确定性以外，以期待

利益作为赔偿依据还可能会给违约方带来过重的负

担。〔４〕８８可以看出，期待利益在赔偿中面临诸多障碍，

完全以期待利益作为赔偿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

丧失可行性或正当性。

一般而言，在违约的情形下，对非违约方最为有

效的保护是使其处于合同如期履行下的状态，即要保

护其期待利益，但是某些情况下对期待利益保护并不

一定有利于受害人。因为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期

待利益损失的确定和计算较为困难。“因违约所造

成的利润收入的损失有时是很难估计的，这不仅因为

各种偶然因素使损失难以确定，而且确定允诺履行的

金钱价值或原告的代价是困难的。然而，原告在违约

发生以前，通过准备履行或部分履行而已经支付的费

用则不难证明。”〔９〕１８８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非违

约方信赖合同将要被履行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

花费甚至超过了期待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信赖利益

损失超过了在合同履行情况下应该获得的利益，则赔

偿信赖利益的损失对原告更为有利。另外，如果违约

方证明，履行合同将使非违约方蒙受损失，则赔偿期

待利益的损失对非违约方并不有利。总之，保护信赖

利益有利于全面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二）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协作关系

古典合同法理论侧重调整一次性的交易，以交易

主体利益的对立性为预设。与古典的合同法理论相

比，现代合同法或新古典合同法理论更注重合同法的

社会性，其核心是信赖利益保护规则和允诺禁反言规

则。例如，美国著名法学家麦克尼尔提出了“关系契

约理论”，他认为，契约不过是规划将来交换过程的

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契约不是一次性的交易，而

是指向未来的长期合作。契约不仅是合意的产物，而

且还应当将合意之外的各种“社会关系”引入合同，

合同不仅是一种市场交易，还是一种广义的社会性

“交换”。〔１０〕１－４在麦克尼尔构建的关系契约下，当事

人之间应当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信赖利益的保护被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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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种更为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关系契约应以人的

利他性为基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社会团

结，而摒弃片面的个人利己主义，这就更加强调对交

易当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１０〕７９内田贵教授也在其

《关系契约论》中指出合同对组织社会生活的作用，

认为它是构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和谐关系的

基础。〔１１〕１１可见，学者逐渐认识到合同法并不只是调

整单个的交易关系，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社会生

活的功能。合同法此种功能的转变，也为合同履行过

程中信赖利益的保护提供了制度基础。在英美法中，

信赖利益是允诺禁反言原则的法律效果，在当事人违

反允诺时，对方当事人受到的救济以公正为限。信赖

利益所赔偿的乃是当事人基于信赖合同成立有效而

产生的实际花费和机会损失。〔１２〕１８４这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保护信赖利益对巩固当事人之间协作关系的

重要性。

（三）保护交易安全

信赖利益的保护与交易安全关系密切，郑玉波先

生曾将交易安全称为动的安全。他指出：“动的安全

乃吾人依自己之活动，取得新利益时，法律上对于该

项取得行为加以保护，不使其归于无效，俾得安全之

谓。此种安全之保护，着眼于利益之取得。”〔１３〕３９在市

场交易中，一方的行为使得另一方产生合理信赖，此

种信赖即为交易安全的体现。按照欧洲示范民法典

起草者的观点，合理信赖和期待本身就是合同安全的

组成部分，只有使合理信赖和期待实现，才能保障合

同的安全，基于这一考虑，保护合理信赖和期待成为

欧洲示范民法典的核心目标，并体现在合同编的多项

规则之中。〔１４〕５８

如果信赖的一方在实施行为时是善意且无过失

的，而法律对于此种利益不予保护，则可能危及交易

安全。合同是意思自治实现的手段，合同被违反的效

果同样本应由当事人的意思决定。但是，这可能导致

当事人的信赖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因而，信赖利益

的保护事实上具有矫正不法行为的功能，〔１５〕４７其矫正

的正当性便来自于保护当事人信赖所产生的交易安

全的需要。法律保护信赖利益主要是为了保护交易

安全。交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既包括合同履行阶

段，也包括合同订立阶段。因此，交易安全应当同时

包括合同履行中的交易安全与合同订立中的交易安

全，两者都属于动态的财产安全的范畴，〔１６〕９１－９２在缺

乏信赖利益保护的情形下，非违约方一旦难以证明期

待利益的损害，将无法获得有效的赔偿，这会极大地

危害交易安全。在收益难以准确判定的特定行业和

领域中，这也会挫伤当事人订立合同的信心。

三、信赖利益赔偿的适用范围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上一般没有就违约中的信

赖利益赔偿作出规定。例如，德国法上信赖利益赔偿

的典型是《德国民法典》第１２２条，该条所规定的是
表意人撤销意思表示时对相对人负担的信赖利益赔

偿。按照德国学者的观点，该条信赖利益赔偿的目

的，是将相对人的经济地位恢复到相对人没有信赖表

意人之意思表示为有效时的状态①。然而，这一条实

际上是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则，并非违约中的损害赔

偿。有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２５２条“应赔偿的
损害也包括所失利益”中的“所失利益（ｄｅｒｅｎｔｇａｎｇｅ
ｎｅＧｅｗｉｎｎ）”，实际上包括了信赖利益。也就是说，相
对人如果知道合同无效就能通过订立其他合同获得

利益的，该利益可以获得赔偿②。但是，“所失利益”

是指非违约方原本应当得到，而因对方的违约行为而

未能得到的利益，并非因信赖合同有效及合同履行而

支出的费用。有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１７９条
第２款中无权代理人的赔偿责任也是信赖利益赔偿
责任③。但是，本条规定依然比较模糊，与违约中的

信赖利益赔偿制度不完全吻合。

我国民事立法一直没有对信赖利益赔偿作出明

确规定，甚至在立法文件中没有出现信赖利益的表

述，但是笔者认为，从我国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来看，

我国存在信赖利益赔偿制度。《民法总则》所确立的

诚信原则首先就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诚信而

为，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后，只要

合同合法有效，就应当严格按照合同履行，非依法律

规定和当事人约定，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合

同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对当事人应当具有严格的

拘束力。一方在向对方做出单方允诺之后，也应当严

格遵守允诺，不得随意违背允诺损害对方的信赖利

益。例如，《民法总则》第１５７条第２句规定，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有过

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有学

者认为，这里的损失赔偿就是信赖利益赔偿。再如，

《合同法》第４２条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也是信赖利
益赔偿，除此以外，《民法总则》第１７１条第３款中的
损害赔偿也是信赖利益赔偿。

应当看到，上述规定主要是对合同订立阶段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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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对合同履行阶段信赖利益损失的

救济，但我国司法实践一直对合同履行中的信赖利益

提供保护。例如，一方因信赖对方将要交付标的物而

支出的标的物储存费等，因信赖对方将要出售家具而

四处筹款，为此支出的各种费用，此种费用损失也应

当得到救济。从我国审判实践来看，信赖利益的赔偿

主要适用于以下四类案件：

第一，履行利益模糊难以计算。在许多情况下，

一方违约之后，另一方难以证明履行利益损失的具体

数额，甚至可能难以证明存在履行利益损失。例如，

在“北京友谊联盟文化交流中心与李冬英服务合同

纠纷案”中，被告与原告订立了旅游及文化交流服务

合同，约定由原告负责被告在澳大利亚的旅行事宜，

并安排被告在悉尼歌剧院进行演出，被告为此支付了

合同费用。但在悉尼歌剧院的演出中，被告只安排原

告持观众票入场，并仅在台下进行伴唱，而未登台演

唱。原告诉至法院请求退还全部费用。在该案中，法

院判决被告退还原告相应的活动费用①。

第二，因一方不履行直接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

支出大量实际费用，例如，在黑龙江贝因美现代牧业

有限公司和北京鑫茂中牧进出口有限公司委托合同

纠纷案中，原告和被告约定由受托方赴外国采购优质

奶牛。但是由于原告牧场施工，双方变更了奶牛的交

付时间，在此期间，奶牛价格上涨，被告在奶牛延期交

付期间，支付了奶牛的大量的隔离空场费用、开证手

续费用和国内饲养费用。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已

经履行了委托合同中的义务，原告不得请求差价支

付，且应当支付被告在延期交付中所支出的各项费

用②。

第三，因违约方的欺诈，导致非违约方的信赖利

益损失超出了履行利益的损失。责任形式是指承担

民事责任的方式，如损害赔偿、支付违约金、实行履

行、双倍返还定金等。如果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属于

无效合同，欺诈人主要应承担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

责任，而不承担其他的责任。但如果因欺诈而订立的

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那么受欺诈一方可以选择多

种责任形式。对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而言，如果该合

同被确定为有效，根据两大法系的观点，受害人有权

基于合同要求欺诈方赔偿合同在正常履行情况下所

应得的利益，即要赔偿期待利益的损失。英美法上，

在故意欺诈情况下，原告可以请求对方赔偿所失利

益。所谓所失利益是指双方依商业交易契约之规定，

若被告无故意不实表示，原告可合理确定（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之利益。例如，甲为诱使乙以５０００元购买
某物，便对乙声称该物价值１００００元，而该物实际上

只值３０００元，乙信以为真，以 ５０００元购买了该物。
在此情形下，这样受欺诈人可根据所失利益理论，请

求赔偿７０００元（１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７０００），亦即损害赔偿
系原告实际所受价值与原告应受价值之差价③。

第四，狭义无权代理中代理人的赔偿纠纷。无权

代理人在从事无权代理行为时，无权代理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其无代理权，仍然以本人名义从事代理行

为，已违背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忠实、保护、

保密等附随义务，并已造成相对人的损失。此时，代

理人显然是有过失的，因此应对其过失行为负责。因

为此时损害赔偿的依据是缔约过失，所以就赔偿范围

而言，这一赔偿应当属于信赖利益赔偿，即善意相对

人因为信赖无权代理人为有权代理而遭受的损

害。〔１７〕因此，这一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履行利益，即

法律行为被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在代理

人不追认的情况下，该合同应当无效，相对人原则上

只能请求赔偿信赖利益损失，而且从《民法总则》第

１７１条第３款的规定来看，“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
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实际上也是

将其限定为信赖利益损失赔偿。这就表明，在无权代

理没有被追认时，对相对人最为有利的方式是请求无

权代理人履行债务，但如果相对人不愿与无权代理人

之间订立合同，则相对人只能请求损害赔偿，但赔偿

的范围不能超过履行利益。比如，在“李文杰与北京

市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等缔约过失责任纠纷

案”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由于李文杰

无权代理所签订的合同对实际权利人不发生法律效

力，实际后果就是合同无效，李文杰作为行为人承担

的责任是缔约过失责任，损失范围是合同无效后给合

同相对人造成的信赖损失。刘晓黎主张的房屋溢价

损失既包含合同实际履行后当事人的可得利益损失，

也包括丧失与第三人订立有效合同可能获得的利益

损失。本案中，刘晓黎没有全部主张房屋溢价损失，

其主张部分可以视为丧失与第三人订立有效合同可

能获得的利益损失，属于信赖损失的范畴，应该得到

支持。”④这意味着，信赖利益赔偿范围也包括所失利

益。

四、信赖利益和履行利益的关系

（一）信赖利益和履行利益能否同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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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信赖利益赔偿仅在权利人不能证明他能

从合同履行中所获得的利益时才会被予以考虑。如

果权利人能够证明，并且其遭受的损害超过了其支出

的费用时，权利人就会主张赔偿通常意义上的期待利

益。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事人是否可以同时请求赔

偿履行利益或信赖利益？司法实践在一些情况下给

予否定回答。

事实上，在许多案件中，信赖利益损失和履行利

益损失可能并存。例如，双方订立了一份购买机器设

备的合同，出卖人交付的机器存在瑕疵，而买受人为

了购买该机器设备制造某种产品，已经支付了数额客

观的宣传、推广费用以及建厂费用、设备安装费用等，

同时，买受人也能证明，如果出卖人交付的机器符合

合同，则其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但因出卖人所交付

的机器存在瑕疵，导致买受人遭受宣传费用等损失，

并且无法获得可预期的利润，此时，买受人能否同时

主张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与履行利益损失赔偿？

从比较法上来看，普遍认为，信赖利益损失和履

行利益损失不能同时得到赔偿。英美法曾经认为，原

告可以同时实现这两种利益。例如，在 １９３５年的
Ｍｉｌｌａｒ’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Ｃｏ．Ｌｔｄｖ．ＤａｖｉｄＷａｙＳｏｎ① 一案
中，法院支持了原告的信赖利益损失和期待利益损失

赔偿请求。但该案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在以后的相

关案例中，法院普遍采纳了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不能

同时赔偿的规则。例如，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一名

拳击手违约没有参加比赛，比赛举办者获得的赔偿是

其为比赛投入的准备，而不是票房收入，因为票房收

入难以证明，不具有很强的可预期性，因此，法院认

为，原告只能主张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②。在 ２００５
年的一个案件中，法院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立场③。大

陆法国家也普遍认为，履行利益和消极利益不能同时

救济，例如，在交付瑕疵机器的场合中，原告既可以请

求实际发生的费用，也可以请求他本可以依据合同获

得的净利润。至于为了获得履行利益而必须支付的

各种费用（信赖利益损失），在对非违约方的履行利

益进行救济后，就不应当再单独救济此种信赖利益损

失。〔１８〕３６

比较法的经验表明，非违约方原则上不得同时主

张两种损失。〔２〕６０５笔者认为，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不

能得到同时赔偿的理论依据有三条：第一，两者赔偿

的方法不同，信赖利益和履行利益赔偿都以完全赔偿

为原则，但是，这两种赔偿的目标存在明显区别，一般

认为，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是使受害人处于合同从未

订立的状态，而不是使其处于合同得到履行的状态。
〔５〕４８２信赖利益之所以独立于履行利益，是因为信赖利

益赔偿的目的具有特殊性，无法被履行利益赔偿所涵

盖。不可能通过两种赔偿使非违约方既处于合同已

经履行又处于合同从未订立这两种状态，因为这两种

状态之间本身即存有矛盾。〔１９〕５７第二，如果允许同时

赔偿，则可能导致过度赔偿。例如，就期待利益而言，

非违约方通常获得的期待利益就是其本应获得的利

润，为了获得利润，其必须支出一定的诸如广告宣传

等费用，这些费用在通常情形下是其获得利润所必须

付出的成本，因此，只要其意图获得利润就必须支付

这些费用，因而，在赔偿时，不能既赔偿其利润又赔偿

其成本。第三，同时赔偿违反了违约责任中可预见性

规则。可预见性规则要求违约方仅赔偿其在合同订

立时可以预见到的非违约方的损失。如果违约方同

时赔偿非违约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和期待利益损失，就

违反了可预见性规则。

（二）信赖利益和履行利益能否择一主张

从比较法上来看，虽然普遍认为，信赖利益损失

和履行利益损失不能同时得到救济，但在两种损失并

存的情形下，是否允许非违约方从信赖利益与履行利

益中择一主张，对此，各国的做法并不一致，有的国家

交由法官裁量决定适用何种赔偿责任，而有的国家则

允许非违约方做出选择。在一方违约同时造成对方

信赖利益与履行利益损失的情形下，很少有国家规定

非违约方仅能主张履行利益损失赔偿，多数国家会将

恢复原状与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作为与履行利益损失

赔偿相对应的一种替代方案。〔１８〕３１

在英国法中，自从１９５１年的 ＭｃＲａｅｖＣｏｍｍｏｎ
ｗｅａｌｔｈ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案之后，法院允许原告选
择主张信赖利益损失赔偿或者期待利益损失赔偿。

在一方违约之后，非违约方在主张赔偿损失时，并不

能同时主张信赖利益损失与期待利益损失赔偿，但在

实际损失计算方面，则可以由原告选择依据期待利益

或者信赖利益进行计算④。这实际上也是肯定了非

违约方有权在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与期待利益损失赔

偿中作出选择。在一些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则上应

当按照期待利益损失赔偿，但可以将信赖利益损失赔

偿作为期待利益损害赔偿的一种替代方案，允许非违

约方作出选择。〔２０〕１１２８例如，在英国的一些案件中，在

非违约方是否存在期待利益损失，或者期待利益损失

·５２１·　　　　　　　 　　　　　　　　　　　违约中的信赖利益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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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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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数额难以计算时，法院也会将信赖利益损失作

为期待利益损失的一种替代方式。美国的《合同法

重述》也采纳了英国法仅允许当事人择一主张的原

则。〔２１〕３０９

如上文所述，德国法中区分了积极利益与消极利

益，即区分了期待利益与信赖利益的保护，保护积极

利益的目的在于使非违约方处于合同得到有效履行

而应处的状态，而保护消极利益的目的则在于使非违

约方处于合同从来没有订立的地位。一般而言，在一

方违约的情形下，非违约方有权选择是否行使解除

权，如果其选择解除合同，则当事人负有恢复原状的

义务，此时，其信赖利益将受到法律保护；而在其选择

维持合同效力时，其有权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此时，履行利益将受到法律保护。〔１８〕３２也就是说，非违

约方可以判断信赖利益损失赔偿和履行利益损失赔

偿何者对其更为有利，从而选择解除合同还是维持合

同效力。同时，按照德国法所普遍接受的违约损害赔

偿计算差额法①，非违约方在主张履行利益损失赔偿

时，应当将其应当作出的给付的价值扣除，将受害人

现实的财产状况（ｔａｔ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ｌａｇｅ）与损害
未发生时受害人假设的应然财产状况（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
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ｌａｇｅ）对比后得出的差额（Ｇｅｇｅｎüｂｅ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ｄｅｒ ｔａｔ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ｌａｇｅ）②作为赔偿额；也就是说，非违约方无
法同时获得信赖利益赔偿与履行利益赔偿，对履行利

益的赔偿应当扣除非违约方因信赖合同有效履行而

支出的有关费用③。可见，德国法实际上也是允许非

违约方在信赖利益赔偿与履行利益赔偿中做出选择。

总之，从比较法上来看，各国立法具有的共识是，

非违约方需要得到赔偿，但在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与履

行利益赔偿之间，非违约方只能择一主张，而不能同

时主张。〔１８〕３１

我国《合同法》第１１３条规定了违约损害赔偿既
包括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也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

得的利益，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

利益为履行利益④。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通过履

行利益损失赔偿可以充分救济非违约方，使其恢复到

合同得到完全履行的状态。但在特殊情况下，非违约

方可能难以证明存在履行利益损失，或者难以证明履

行利益损失的数额，此时就需要通过救济信赖利益来

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在违约行为发生后，

允许非违约方在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与履行利益损失

赔偿之间做出选择，有利于消除因单纯保护履行利益

而可能给受害人带来的不利。还要看到，合同履行中

的信赖利益损失是当事人因合理信赖对方当事人将

要履行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对此种损失予以救济也有

利于维护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关系，也是诚实信用原则

的体现。当然，在确定通过哪种方式对非违约方提供

救济时，首先应当明确信赖利益保护和履行利益保护

之间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二者内涵不同。履行利益是当事人基于合

同履行而能够获得的经营利润收入等利益，〔２２〕而信

赖利益则是当事人因信赖合同履行而进行的相关成

本和费用支出。可见，只要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

人将要履行合同产生了信赖，不论对方当事人是否违

约，其都会进行相关的成本和费用支出，但并不能据

此认为，信赖利益损失与违约行为无关，因为在合同

得到履行时，当事人因信赖合同能够履行而支出的成

本等费用能够得到有效补偿，而在对方当事人违约

时，此种成本与费用支出将无法获得补偿。正如柯宾

所指出的，“这些费用并不是因为违约而造成的，它

们是因为信赖合同本身而支付的，因为违约的发生而

使此种费用不能得到补偿”。〔９〕２０７

第二，二者所具有的宗旨不同。信赖利益赔偿的

宗旨在于使非违约方恢复到合同未订立的状态，而履

行利益赔偿则是为了使非违约方得到合同有效履行

而获得的利润。通常情形下，履行利益要大于信赖利

益，但在某些情况下，信赖利益损失也可能大于履行

利益损失，如果合同的全面履行不能完全补偿受害人

支付的费用或不利于受害人，则受害人请求赔偿信赖

利益而不是期待利益对其更为有利。这就是说，如果

债权人为准备履行所支付的费用过大，则请求赔偿信

赖利益是合适的，当然，信赖利益的请求必须合理，即

债权人所支付的费用应是必需的，不能将其因从事交

易所蒙受的亏损转嫁给债务人。正如富勒所指出的，

美国《合同法重述》将合同的价金作为信赖利益补偿

的最高限制是不妥当的。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合同的

履行将会使原告蒙受亏损，则在此情况下，不能因赔

偿信赖利益的损失而将合同的亏损后果转换给被

告。〔６〕１１

第三，两者对非违约方的救济程度不同。如果信

赖利益的损失难以确定，则赔偿履行利益损失对非违

约方是有利的。美国学者埃森伯格认为，“对两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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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补偿可以有选择的运用”，虽然费用的损失是重

大的，但在数额上难以确定，这些费用与允诺的全部

内容有密切联系，则应采纳期待利益的补救以代替对

信赖利益的补救①。威尔斯顿也指出，如果预料中的

合同机会（Ｆｏｒｅｇｏｎ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是很难证
明的②，则应补偿期待利益，特别是当这些机会的丧

失难以用金钱计算之时。如果非违约方没有遭受成

本、费用等损失，而只是遭受了其他难以证明的损失，

则非违约方只能请求违约方赔偿其期待利益的损失，

而无法主张信赖利益损失赔偿。

（二）信赖利益赔偿原则上不能超过履行利益赔

偿

从比较法上来看，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应将信赖

利益损失限定在可能的履行利益损失范围内。〔２〕６０６

《德国民法典》第１７９条第２款规定：“代理人不知道
代理权欠缺的，仅有义务赔偿另一方因信赖该项代理

权而遭受的损害，但不超过另一方就合同之生效所拥

有的利益的数额。”该条确立了这样一个规则，即信

赖利益赔偿原则上不得超过履行利益，即相对人的地

位不能优于意思表示有效时相对人的地位③。该规

定为许多大陆法国家民法所采纳④。在一方违约的

情形下，另一方可以要求赔偿因信赖合同成立而支付

的各种费用，而不能要求赔偿合同成立后其本应获得

的利润。〔１〕７２５

普通法系也确立了这一规则。其认为，权利人在

主张信赖利益损失赔偿时，其所获得的赔偿不应当使

其处于相较于合同履行后更优越的位置。作出此种

限制的主要原因在于，非违约方所遭受的信赖利益损

失超过其履行利益损失表明非违约方在从事一项亏

本的交易，此种不利后果应当由非违约方自己承担，

否则，无异于使违约方承担了非违约方亏本交易的风

险，显然并不合理。〔４〕４７英国法并没有过多涉及这一

问题，但应当得出相同的结论。〔１８〕３７在美国法中，非违

约方在主张信赖利益赔偿时，不应得到假设合同履行

后所能够得到的更多利益。〔１８〕３７通常认为，非违约方

不应当将自己应当承担的交易风险转嫁给违约

方。〔４〕４７《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３４９条的评注
认为，在支出的费用超过合同的价值，出现因订立合

同而亏损的情形下，根据本条的规定，受害人不得请

求支付超过该合同有效所获得利益的赔偿。例如，卖

方同意以固定价格为买方生产一件商品，但后来买方

拒绝履行义务，此时卖方至多只能按照约定的价格获

得赔偿。即使卖方为了准备生产该件商品付出的成

本高于该价格，也是如此。因为超出部分的损失并不

来源于买方违约，而是因为这笔交易对于卖方来说是

一个失败的交易。〔１８〕３７在我国台湾地区，虽并无明文

规定信赖利益的赔偿以履行利益为限，但通说认为这

是损害赔偿法的一般原则。〔７〕１７７

笔者认为，之所以对信赖利益的赔偿进行限制，

要求其原则上不得超过履行利益，主要是基于如下理

由：

第一，履行利益是当事人在合同有效履行时所能

够获得的利益，对履行利益进行保护能够充分地维护

当事人的利益。但在特殊情形下，当事人所遭受的信

赖利益损失也可能超出其履行利益损失，这表明非违

约方从事了一个亏本的交易，则会使当事人将其交易

失败的风险转嫁给违约方，使违约方承担其原本不应

承担的责任；〔１８〕３７非违约方实际的支出已经大大超过

了其通过履行可以得到的利益，这表明这些支出本身

是不合理的，其从事了不适当的交易，做了亏本的买

卖，这是市场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所应当承担的交易

风险，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当由自己承担。否则，

无异于使非违约方在获得其从交易中所应获得的利

益的同时，又将交易风险全部转嫁给了被告。上文已

述，富勒将信赖分为“必要信赖（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和“附带信赖（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ｒｅｌｉａｎｃｅ）”，其中必要信赖是指
为履行合同所必须支付的费用，而附带信赖则是没有

义务支付但是却已经实际支付的费用。对于必要信

赖而言，当然应当将其限制于合同所能获得的利益之

内，以防止不当转嫁合同风险。而对于附带信赖的损

失要求超过履行利益的则不构成转嫁。〔４〕４９－５０

第二，如果信赖利益损失超出履行利益损失，表

明此种损失不是违约方的行为造成的，其可能是因市

场价格波动，或者是非违约方前期投资过度，从而导

致信赖利益损失超出履行利益损失。例如，当事人订

立购买制造某个产品的机器合同，预期将获得一笔利

润，但前期发生了大量宣传、安装设备等方面的费用，

但合理的商人应当仅作适当宣传。此种费用可以通

过履行利益进行补偿，但如果前期投入无法通过履行

利益进行补偿，如进行过度宣传等，此种损失应当由

其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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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获得履行利益是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所预

期的最好的状态，最充分地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如

果超出期待利益范围对非违约方的信赖利益提供保

护，可能并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愿。〔２３〕２３８因此，如果对

信赖利益的赔偿超出了履行利益损失的范畴，则无异

于使非违约方获得的救济超出其合理预期，这显然也

不合理。

第四，当信赖利益超过履行利益时，这本身说明，

这些损失在缔约时是违约一方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

见的，因而损害结果与被告的违约行为之间没有因果

关系，并且，如果非违约方在缔约时已经了解信赖利

益将超过履行利益，却仍然与违约方缔约，则表明非

违约方愿意承受这种损失。

但是，信赖利益不能超过履行利益的规则也并非

绝对，确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一些英美法系学者，如

富勒等人就提出了异议，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违约

方具有欺诈等行为时，将非违约方的全部损失转嫁给

违约方也是必要的，不能固守信赖利益不能超过履行

利益的原则。〔２４〕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信赖利益损失不得超出履行利益损失这一规则应当

有例外情形，原因有二：一是在履行利益本身存在不

确定性的情形下，很难将信赖利益损失与履行利益损

失进行比较，也很难将信赖利益损失的范围限于履行

利益损失。也就是说，在一方违约的情形下，期待利

益的计算可能较为困难，同时，在一方当事人因为信

赖合同能够有效履行而付出巨大代价时，该代价可能

大于合同有效履行时其可能获得的利益，此时，应当

允许非违约方主张信赖利益损害赔偿。〔８〕３５９二是在违

约方涉嫌欺诈的情形下，信赖利益损失可能高于履行

利益损失。例如，被告欺骗原告，提出只要原告做好

前期投入，被告履行之后，原告将获得巨大的利益。

但原告在做出巨大投入之后，其获得的利润较少，后

因为被告违约，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实际费用的支

出。但事实上，即便被告按照约定履行自己义务，原

告可能也无法获得被告承诺的利益，此时如果不赔偿

非违约方的实际损失，而使受害人仅在履行利益的范

围内获得救济，确实不利于保护受害人。而且，此时

法律如果不能充分保护善意信赖人的利益，就不能有

效地维护信用关系，保障诚实信用原则的实现。三是

为获得履行利益而支出的成本和费用，在合同不亏本

时，通常应当予以赔偿①。

五、信赖利益赔偿的具体内容

信赖利益的赔偿意在使合同当事人恢复到合同

订立前的状态，因此，合同订立前与违约后当事人所

处状态之间的差额，就应当是信赖利益赔偿的标准，

但就信赖利益的赔偿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一直存在争

议。有学者认为，非违约方为缔结合同产生的调查费

用、履行契约的准备费用、为支付价金而贷款的利息、

土地使用权转让中为建设房屋而购买的建筑材料等

损失均属于信赖利益的范畴。〔１６〕３不无道理。一般认

为，信赖利益的赔偿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损失：

（一）非违约方为履行合同而实际支出的费用

已经为履行而支出的各种费用。例如，为租赁房

屋而订购了家具、赴实地考察以及检查标的物等行为

所支出的各种合理费用。非违约方因信赖合同而支

出的“费用”具有不同的性质。在权利人并不请求交

易损失或履行利益损失的赔偿，而是请求由于被告的

违约行为所导致的浪费，即“期待利益”时，一些情形

下，这些费用是权利人为履行自己在合同中的义务所

必须发生的。例如，货物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依据买

受人的主张运送货物，如果在运至时买受人无正当理

由而拒绝受领，那么出卖人就可以将运费作为信赖利

益的一部分请求赔偿。但是在另一些情形中，即使权

利人在合同中并无义务使一些费用发生，但该费用也

可以获得赔偿。例如，在 ＭｃＲＡｅｖ．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案中，乙公司购买了一个油轮的
残骸，并订立打捞合同，结果发现该残骸根本不存在。

在该打捞合同中，被告就因违反了油轮应在特定地点

可以被找到的默示保证条款，而被判决承担权利人派

人搜寻船舶的３０００英镑费用②。
在德国法上，非违约方因信赖合同能够履行而支

出的费用被称为“无益费用支出（ｖｅｒｇｅｂｌｉｃｈｅＡｕｆ
ｗｅｎｄｕｎｇ）”，此种费用支出是否应当纳入信赖利益的
赔偿范围？所谓“无益费用支出”是指债权人信赖将

取得债务人的给付，但是由于债务人的债务不履行行

为，债权人支出的费用丧失意义。在德国法中，无益

费用也可能属于信赖利益赔偿范围③。例如，当事人

欲租赁他人房屋经营餐馆，并为经营餐馆而支出了购

买餐具和广告宣传的费用，在对方当事人无法履行合

同时，此种损失也应当属于信赖利益损失的范畴。德

国法区分了该合同是否为营利性的合同，如果合同以

营利为目的，那么因为债权人本可以通过合同获得利

益以涵盖该费用，所以应当进行赔偿；但如果合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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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营利性，那么就不能请求赔偿该无益费用的支

出。〔２５〕７７

笔者认为，违约中的信赖利益赔偿首先需要赔偿

非违约方费用的支出，但是，并不是所有费用的支出

都应当由违约方赔偿，能够得到救济的费用支出应当

符合如下条件：一是这些费用是合同生效后为履行合

同而支付的费用。如果是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所支出

的费用，则应当属于缔约过失责任救济的对象。二是

此种费用支出应当是信赖合同能够履行而支出的费

用。三是这些费用的支出应当是合理的，而不应当是

非违约方盲目的、无意义的花费①。如何判断支付费

用是否合理？一般认为，此类费用应当是必要费用，

而且非违约方应当证明此种费用损失能够通过合同

履行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在合同有效履行时，非违

约方所支出的相关必要费用可以得到补偿，但因对方

的违约行为而使该费用无法获得补偿。

因而，受害人有权就其因为对方的违约所遭受的

各种费用支出要求赔偿。在此需要探讨的是，非违约

方为订约而支出的费用能否纳入实际损失的范畴？

富勒认为，信赖利益主要包括履行合同而耗费的支

出，但受害人在合同订立之前耗费的某些支出，如果

本来能够在合同履行之后得到补偿，也可以包括在赔

偿范围之内。〔４〕６美国许多判例也都持此观点。但笔

者认为，非违约方为订约而支出的费用不应包括在损

害赔偿范围内，因为此种费用的支出不是违约行为引

起的，不属于违约责任的救济范畴。此种损失应当属

于缔约过失的信赖利益损失，即当事人因信赖合同能

够有效订立而遭受的损失，如果合同因一方当事人的

原因被撤销或者被宣告无效，则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基

于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有过错的一方赔偿该损失。

（二）因支出上述各种费用而损失的利息

因非违约方费用的支出而遭受的利息损失，例

如，非违约方为履行合同而向银行借款，在对方当事

人违约时，其借款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需要向银行

支付的利息即应当属于利息损失的范畴。在计算非

违约方的利息损失时，应当以非违约方所支出的费用

为计算基准，不限于必要费用支出。同时，此种利息

损失的计算不应当包括非违约方因订约机会丧失而

遭受的损失，因为在丧失订约机会的情形下，非违约

方并无相关的费用支出，其并未遭受利息损失。此

外，在计算非违约方的利息损失时，原则上也应当遵

循信赖利益损失不得超过履行利益损失的规则，即非

违约方的利息损失加上其他的信赖利益损失原则上

不得超过其履行利益损失。

（三）因丧失订约机会而遭受的损失

所谓信赖利益中的机会损失，是指非违约方因信

赖合同能够得到履行而放弃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机会

所遭受的损失。〔２６〕４８４关于订约机会丧失是否属于信

赖利益损失救济的对象，存在不同主张。一种观点认

为，信赖利益损失赔偿的目的是为了使非违约方恢复

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因此，信赖利益赔偿的范围

应当仅限于当事人因相信对方履行合同所浪费的支

出。〔１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信赖利益定性为固有利益

的损失，其包括当事人“相信要约或合同而为准备签

订合同、签订合同、准备履行合同和履行合同的行为

所导致的财产减少和与他人订约机会的丧失”。〔２７〕据

此，信赖利益的损失应当由既有财产的减少（缔约和

履约成本）和订约机会丧失两部分组成。

笔者认为，机会利益的丧失也属于非违约方所遭

受的客观损失，应当获得法律救济。当然，由于机会

利益的丧失具有不确定性，并非所有的违约都会导致

非违约方的机会损失，而且非违约方是否有相关的订

约机会，非违约方丧失相关的订约机会是否导致其损

失，等等，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通过违约

信赖利益赔偿责任对非违约方的机会利益丧失提供

救济时，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如要求非违约方

能够证明其客观上具有相关的订约机会，此种缔约机

会损失具有确定性等。〔２８〕

结语

违约中的信赖利益赔偿是违约损害赔偿的一种

重要类型。在普通法系，非违约一方的损害赔偿可以

基于期待、信赖或恢复原状的利益，但缺乏成文法规

则上类型化的区分。在大陆法系中，在无权代理和缔

约过失中，学界和司法实践对于赔偿信赖利益取得了

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是，就违约中的信赖利益赔偿而

言，无论是学说还是实践均未形成一致的观点。〔１８〕３６

我国《合同法》第１１３条虽然规定了违约损害赔偿的
范围，但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则仍极为笼统、原则，没有

具体区分信赖利益赔偿与履行利益赔偿的概念、赔偿

范围等，也没有对信赖利益赔偿的规则作出具体规

定，这不利于违约损害赔偿规则的准确适用。鉴于违

约中的信赖利益赔偿对于全面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

维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建议，民法典合同

编应当对此问题作出积极回应，明确规定违约信赖利

益赔偿的相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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