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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市場利率不斷調降，造成保費不斷升高之情形下，傳統壽險市場之開拓面

臨極大的困難，投資型保單挾帶著團體壽險較低保費之誘因，又有投資效益、儲蓄

之功能，故而成為 2001 年以來壽險市場的新寵兒。然而與傳統壽險極大的差異點

在於，投資型保單的儲蓄功能，本質上所連結的基金或連動債，屬於高風險高報酬

的金融商品，與傳統儲蓄險保證最低獲利的狀況不同，要保人必須完全承擔連結標

的之投資風險，但銷售商品的從業人員卻經常未能完全善盡說明義務，2007 年金融

海嘯來襲時，即導致多數投資型保單之要保人蒙受嚴重損失，並進而促使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就相關監管法規的介入保護予以檢討。 

本文先扼要介紹投資型保單，並列舉仲介人員不當銷售之種類與案例，使讀者

瞭解當前實務之概況。並就公平交易法上事業具有之資訊揭露義務，以及近年實務

上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適用不當銷售行為見解進行探討。此外，金管會對於投資型

保險市場之紊亂情況，除一方面要求業者先擬定自律規範作為保護消費者暫行性之

措施，另一方面研議通過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而本文亦就公平會與金管會二機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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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類案件應如何管轄提出見解，最後並對此種金融商品不當銷售監管措施提出

建議。 

關鍵詞：投資型保單、公平交易法、資訊揭露、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財團法人爭議

處理機構、金融服務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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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早在投資型保單準備登台前，國內壽險業就開始瀰漫著傳統型儲蓄險將勢微，

投資型保單將是保險公司的救命仙丹之氣氛，果然拜眾多業務員努力之賜，該類保

單在短短的數年內已躍升為最火熱的商品。然而在 2007 年出現金融海嘯前幾年，

不少公司鼓吹將「傳統保單」轉換為「投資型保單」，以致於短短幾年內，投資型

保單成為最熱銷之保單，也是保險市場上非理賠糾紛率第二名之壽險商品1。 

2007 年金融海嘯來襲，造成國內前所未有的金融理財糾紛，公平交易委員會

（以下簡稱公平會）2007 年 10 月起陸續接到民眾申訴金融理財專員於推銷「連動

債」商品過程中，未提供商品特性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不斷強調高固定配息、就

產品風險等重要交易資訊未盡說明義務、未給予契約審閱期間即要求簽署交易文件

等主張，並函請金管會及相關同業公會（信託業同業公會暨銀行業同業公會）就相

關法令規範不當行銷行為之範疇提供意見，另於 2008 年 3 月 25 日召開「金融機構

銷售『連動債』商品行為之相關法律規範」座談會，邀集金管會、信託業同業公

會、銀行業同業公會及證券業同業公會與會討論。 

雖然本次糾紛主要種類在於銀行理專不當推介連動債為主，迫使立法委員要求

金管會約束金融業制訂自律公約2，但是原本已糾紛層出不窮的投資型保單，亦爆發

前所未有的投資糾紛，例如國內壽險公司所屬業務員以保證獲利，鼓勵要保人貸款

買保單，以致遭金管會處分停止銷售投資型保單三個月，且退還全部客戶合計新台

幣 13 億元之保費3。此對於保險公司之形象傷害至深，亦凸顯國內不當銷售金融商

品之歪風，金管會曾經發佈行政命令，要求業者於消售投資型保單若連結結構性商

品，必須事後逐筆電訪客戶並錄音，其他的投資型保單，也要抽樣詢問4。惟此僅能

局部糾正業者之不當行為，無法全面保護消費者，金管會乃於 2010 年備查壽險公

                                                      
1 「投資保單造成保險申訴激增」，中國時報，財經焦點 B1版 (2007/4/5)。 
2 因為當時不當銷售連動債事件越演越烈，立法院財委會決議，若金融機構違反門外漢條款，

金管會應要求全額賠償，見聯合理財網 (2007/4/5)。 
3 「新壽停售投資型保單三個月」，工商時報，金融市場 A12版 (2009/3/13)。 
4 「賣連動債保單必須電訪錄音」，中國時報，投資線上 B2版 (200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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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訂定的「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並另草擬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預計於

年底送行政院核准後，再送立法院審議5。2011 年 6 月 2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而此法之通過將使國人在金融消費中獲得更完善之法律保障。 

二、投資型保險概論 

(一) 投資型保單之意義 

投資型保單乃是提供年金或壽險保障，透過連結到指定的投資標的，享受投資

績效，累積帳戶價值的一種保險商品。此源於美國的變額保險（Variance 

Insurance），因傳統型的壽險保單乃於保險契約成立時約定一固定的保險金額，並

由保險人保證約定的利率，因此只要將預定利率與死亡率公式套入計算就可確定保

單之價值6。投資型保險商品，則是同時具有「保險」與「投資」兩種功能的壽險商

品，要保人所繳的保費當中，僅有極少部分用來購買保險保障，通常保險公司會以

定期團體壽險的費率優待被保險人，此可達到保費較低廉之優點，其餘部分，形式

上有保費的外觀，但實際上為要保人用以投資之金錢，依我國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本法第 123 條第 2 項及第 146 條第 5 項所稱投資型保險，指保險人將要

保人所繳保險費，依約定方式扣除保險人各項費用，並依其同意或指定之投資分配

方式，置於專設帳簿中，而由要保人承擔全部或部分投資風險之人身保險。」簡言

之，投資型保單基本上是一種定期壽險加基金投資（後來亦有連結結構性商品）的

一種組合，本文將著重於以連動債為投資標的之投資型保單。 

基於投資型保單幾乎僅是包著保險外衣的投資商品，金管會為確保投資型人壽

保險契約具有一定之保險成分比重，促進國內投資型保險市場良性發展，並與他業

                                                      
5 「金融消保法 單窗搞定糾紛 最快明年上路 爭議金額 150 萬元以下提供簡易、快速及公平的

處理機制」，工商時報，金融市場 A13版 (2010/11/23)；「金融消保法草案 13日送政院」，工商
時報，綜合要聞 A4版 (2010/12/11)。 

6 張冠群，「台灣投資型保險商品分離帳戶法律規範之檢驗」，政大法學評論，第 109 期，
180-18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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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商品有所區隔，暨配合行政院金融市場套案7提高國人保險保障之政策推動，乃

於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投資型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

比率規範」8茲簡介如下： 

1. 比率定義 

所謂「比率」是指死亡給付金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金額所得出的比值，其計算

公式為： 

比率＝死亡給付金額÷保單帳戶價值金額×100％，有關被保險人到達年齡級距

及應適用之最低比率如下表所示： 
 

被保險人到達年齡 15足歲～40歲 41歲～70歲 71歲以上 
比率 130% 115% 101% 

 

「到達年齡」是指每年重新計算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非原始投保年齡。若被

保險人投保時為 30歲，則在其 40歲以前均適用 130％之比率；在 41歲以後隨年齡

增加，適用 115％之比率，71歲以後則適用 101％之比率。 

2. 檢測時間點 

比率之檢測時點是以要保人投保及每次繳交保險費時重新計算該保單應符合之

最低比率，若保單無繳交續期或彈性保險費之情形時，則尚無重新計算比率之需

要。  

3. 適用範圍 

最低比率規範僅適用於 2007 年 10 月 1 日以後簽訂之投資型人壽保險新契約，

                                                      
7 金管會與財政部於 2006 年推動「金融市場套案計畫」，還特別公布說帖，內容包含發達金融

服務業之願景，三大目標及八大計畫，以達強化競爭機制，建立多元化、國際化、安定可靠的金

融市場等目標。「金融市場套案計畫」說帖網址： http://www.ey.gov.tw/public/Data/ 
61251115271.pdf，最後瀏覽日期：2010/12/10。 

8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示「投資型人壽保險商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值之最低比率
規範」及各公司應配合辦理事項，2007/4/11，金管保二字第 0960252157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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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溯及過去已簽訂之有效契約，另投資型年金保險契約不納入最低比率規範之適

用範圍。 

此外，如果仔細分析投資型保險銷售結構，可發現連結結構型債券（即俗稱的

連動債）的比率幾乎佔保費七成以上，尤其是銀行通路銷售的保單更達九成以上。

對銀行通路而言，投資型保單幾乎等於是「連動債保單」的代名詞。 

(二) 投資型保單的興起 

由於傳統保險商品採用固定的保證利率，承諾未來之給付金額，保險公司因而

必須承擔利率風險以及投資風險。中央銀行為了刺激國內經濟景氣，自 2001 年 2

月 2 日起至 2003 年 6 月 27 日止，共 14 次調降存款準備率，導致市場的利率快速

下降，使販售長年期壽險保單的壽險業者面臨嚴峻的利率風險，投資收益率無法承

擔保證收益率，利差損現象漸趨嚴重，甚至有清償能力不足之風險。壽險業者為了

解決此問題，便有意將國外行之有年的投資型保單引入，一方面是因為投資型保單

得將保險公司大部分的投資風險轉由保單持有人承擔，另一方面也為了開拓新的保

險市場，使保險商品更具多樣性。此外，政府也為了因應利率持續走低對壽險業者

所造成的影響，財政部亦積極研究投資型商品的引入。在 2001 年 7 月 9 日保險法

修正公布施行後，保險公司有了銷售投資型商品之法律依據，投資型保單終於正式

在台灣上路9，由於消費大眾對新種投資工具需求殷切，使得投資型保單逐漸躍升為

保險市場銷售主力，其新契約保費收入佔有率由 2003年的 24.77％快速上升至 2007

年的 61.85％，對壽險業的重要性可說與日俱增。 

(三) 投資型保單之種類 

從受益人領取保險給付的時間點不同，可以分為年金型及壽險型；另外，還有

保險公司推出保證收益型，及近來相當熱門的全權委託代操型10投資型保單11。 

                                                      
9 賴本隊，「台灣壽險業投資型保險商品的發展與現況」，壽險季刊，第 126 期，68 (2002)；

王超馨，「英國退休金不當銷售弊案之省思」，壽險季刊，第 122 期，54-55 (2001)；簡淑綺，
「我國投資型保單熱賣之探討」，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0卷 7期，35 (2007)。 

10 張冠群，同註 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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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險業新契約保費收入統計及所佔比率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投資型保費（A） 79 853 1,546 2,089 2,521 4,650 
傳統型保費（B） 2,556 2,590 2,916 3,320 2,725 2,868 
新契約總保費（C） 2,635 3,443 4,462 5,409 5,246 7,518 
投資型保費佔率（%） 3.00 24.77 34.65 38.62 48.06 61.58 
傳統型保費佔率（%） 97.00 75.23 65.35 61.38 51.94 38.15 

資料來源：壽險公會歷年統計資料 

 

1. 年金型與壽險型 

從投資型商品的架構來看，無論年金險或壽險都是採分離帳戶12，由要保人自

行安排投資標的，前者因不含壽險給付，要保人無需負擔被保險人的危險保費，在

被保險人生存期間透過投資標的之操作累積帳戶價值，等到年金約定期滿後即可選

擇一次領回或分年領回年金，以作為退休收入。 

投資型壽險，即是將壽險搭配投資，其前置費用之繳費方式又區分為前收及後

收型13。只要保單的帳戶價值足夠支付保險成本（危險保費），保單就會持續有

效。由於投資型壽險幾乎都採用自然保費，而非傳統壽險的平準保費，因此，年輕

時投保即使沒有賺到分離帳戶的投資報酬，至少能用較便宜的保費取得高額的壽險

保障。 

                                                        
11 穆震宇，「投資型保單養錢術」，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第 261期，68-72 (2010)。 
12 張冠群，同註 6，183-186。 
13 前收型投資型保單是最早出現的類型，保險公司除了依照被保險人年齡及保額計算危險保費

以外，投保後的前五個保單年度內，保險公司會收取最高不超過 150%的前置費用，以及每月 100
元的行政管理費。從第六年開始，要保人所繳保費扣掉行政管理費及危險保費後，就會全部進入

分離帳戶做投資。由於前面收取的費用較高，故後續若有需要提領帳戶價值甚至將保單解約，將

不會再被收取任何手續費或解約費。後收型投資型保單可以解決首年度投資比重偏低、費用率偏

高的兩大疑慮。要保人所繳保費扣除危險保費及每月 100 元的行政管理費，以及每年 1.5%的帳戶
管理費後，全數進入投資帳戶。相對而言，前收型不收取解約費用，後收型保單則是多了一筆逐

年遞減的提前解約費。壽險公司為了鼓勵要保人長期投資，通常設計保單至少須持有六年以上，

才不扣收解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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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證收益型 

保證收益型是由保險公司針對身故保額、保單帳戶價值，或者年金提領總額等

項目掛保證，等於彌補了投資型商品投資報酬的不確定性。惟要保人對此類保單可

以選擇的標的較少，僅能從保險公司設定的「保守、穩健、積極」三種帳戶中擇一

投入，而且通常是波動性較低的指數股票型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 ETF）

等。而且為了獲得保險公司承諾的最低保證給付，要保人每月要依據保單價值額外

支付一筆保證費用（例如每月保單帳戶價值的 2.25%）」，等於是在既有的投資費

用外，增加了一筆投資成本。此類保單又可分為「保證最低身故（身故保證）」與

「保證最低滿期金額（滿期保證）」兩種。而所謂的「保證」，係指被保險人不幸

發生保險事故時可請求之保險金，或保單到期時，保險公司才有保證本金及一定收

益率，如果保單還沒有到期之前，要保人欲提前解約，保險公司則不保證確定的本

金及收益。 

3. 全委代操型 

全委代操型是保險公司和特定基金公司合作，由基金公司的專業經理人代替客

戶操盤，因此又被稱作「懶人投資法」，但此種保單多了一筆代操管理費，這些成

本都會侵蝕要保人的投資績效。此外，雖然標榜由專業基金經理人代操，但是並不

保證獲利，要保人仍須自負盈虧。 

相較於一般投資型保單，保證收益型及全委代操型投資型保單雖然同樣具有投

資收益功能，但是沒有標的自主權，有些可能是保險公司規劃好的投資組合，或限

制投資某種基金。 

(四) 投資型保險與傳統壽險產品的差異 

投資型保險同時有「保險」與「投資」兩種功能，因而與傳統型的壽險商品有

所差異，最重要者，當屬投資型保險將投資風險移轉至保單持有人的功能。傳統壽

險保單係以事先決定的利率，且持續至保險期間屆滿為前提而設計的商品，所以投

保時的利率會保證至期滿為止，保險公司必須承擔所有的投資風險，在利率高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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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尚無問題，但在利率下滑時，勢必會造成保險公司面臨嚴峻的利差損，嚴重者

甚至將導致保險公司清償能力不足而倒閉，日本的日產生命、第一生命、大正生命

等公司可供我國作為借鏡14。為避免利差損情形持續的擴大，壽險公司傾向於販售

單純保障之定期壽險，然而定期壽險因無儲蓄功能，保費相對較低，保險公司難以

募集大量資金，因而發展出與基金結合之投資型保單，收取較多之保險費，而將部

分保費移轉至所連結的投資標的。就投資的部分，由要保人指定投資標的及配置的

比例，此外，保險人須將所有投資標的價值（保單帳戶價值）存放於分離帳戶中，

最終的給付即為保單帳戶價值與保險金額總和。簡言之，傳統壽險的保險金額是固

定的，但投資型商品的保險給付則會隨投資績效變動，因此投資型保險又被稱為

「變額」保險。 

因為投資型保單得以令保單持有人享有投資收益的優點，導致要保人忽略了所

伴隨之風險，蓋在失去傳統保單固定利率之保證的情況下，如果連結標的之投資績

效不彰，甚至發生虧損，要保人必須自行承擔之。此實有賴於具有專業能力之保險

行銷人員向保險消費者說明，讓他們了解在購買投資型保險後所會面臨的風險。 

另外，近年來保險公司開始著手規劃內部基金，所收保費之一部分委由保險公

司代為操戶，就投資收益的分配，投資型保單所設的分離帳戶，與保險公司本身的

資產切割，所以投資損益全由要保人自行負擔，其與分紅型之差異在於，分紅保單

也可以享有保險公司的投資獲利，但由於分紅保單沒有專設帳簿，故保險公司所賺

的錢，不一定全部分紅給客戶。 

三、不當銷售行為 

(一) 公平交易法制下有關商品或服務不當銷售行為之規範 

事業為爭取營收，利用不當銷售行為謀取自身利益，損害市場公平競爭機制以

及消費者權益情形時有所聞，以公平會歷年處理過的案例觀之，例如販售瓦斯安全

                                                      
14 張正義，「日本協榮生命破產的省思」，壽險季刊，第 119期，55-66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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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之事業，故意使用與知名瓦斯公司相類似之名稱，使民眾誤認被檢舉人與所屬

轄區導管瓦斯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並假藉瓦斯安全檢查之名行銷售之實15；又如

在針對國外渡假村會員卡不當銷售行為制定規範前，公平會彙整過往曾接獲民眾檢

舉之各種不當銷售行為種類，包括僅提供英文契約書16、不當陳述渡假村情況17、不

當陳述限時優惠價格及增值利益18、長時間疲勞轟炸推銷19、未給予充分審閱契約時

間20等，進而訂定「公平交易法對於國外渡假村會員卡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其

他例如針對加盟業主不當銷售加盟經營關係的「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規範說明」、針

對不當銷售預售屋的「預售屋銷售行為規範說明」、針對不當推銷報名補習班的

「升學文理補習班資訊揭露規範說明」等，在各種不當銷售之行為態樣中，最常見

的方式即為事業利用資訊不對等之優勢，在未向消費者揭露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作成

與否的重要資訊狀況下，促使交易的完成，對於此種銷售方式，公平會的處理上通

常認為屬於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如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將可能由公平交易法介

入處罰。 

(二) 公平交易法下有關金融商品不當銷售行為之處理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此處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

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者，如具有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之

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公平會為避免金

融業者利用其優勢地位或資訊不對稱特性，促使消費者為錯誤之決定或進行交易，

                                                      
15 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1069 次委員會議，處分陽明山瓦斯管路企業社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

案，公處字第 101049號處分書。 
16 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278 次委員會議，處分金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案，公處字第

086042號處分書。 
17 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495次委員會議，處分台灣太陽島國際事業有限公司案，公處字第 090067

號處分書。 
18 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384 次委員會議，處分香港商大使事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案，公處字第

088035號處分書。 
19 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281 次委員會議，處分新加坡商假日屋國際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案，公處字第 086047號處分書。 
20 同附註 17及附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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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爰於 2002 年 11 月 6 日彙整「銀行借貸契約七項

約款建議修正方向導正案」、「金融機構借貸契約導正案」等，以及金融業者可能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其他行為態樣，發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

為之規範說明」，俾利業者遵循，該規範說明中所示之憑恃優勢地位收取房屋貸款

提前清償違約金、未明確限定連帶保證人之責任範圍、行銷與商品（或服務）結合

之消費性貸款業務時未充分揭露貸款本質等多樣行為，皆為常見的不當銷售金融商

品行為，將會受到公平交易法之規制，例如公平會第 788 次委員會議針對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借貸契約不當約定加速條款乙案（公處字第 095171 號處

分），處以 150萬元罰鍰，即為適例。 

(三) 投資型保單不當銷售行為之種類 

要保人購買投資型保險或傳統壽險商品所面臨的風險並不相同，保險商品仲介

人員有義務向要保人說明其差異，並且須以更高的道德標準自我要求。然而事實並

非如此，在投資型商品的銷售實務上，屢屢發生銷售糾紛，無非是保險仲介人員的

不當行為所致。不當行銷的種類很多，大多與不實說明有關，常見的手法如下21： 

1. 誇大投資收益率 

投資型商品最大的特色就是由要保人承擔投資風險，除極少數保單以外，保險

公司並不保證投資收益，但在實務上，常有保險仲介人員為了吸引要保人購買投資

型商品，故意誇大收益率，使要保人陷入錯誤，當實際收益不如預期時，便會引發

糾紛。此外，甚至有不肖的保險公司，在公佈投資績效時，故意不扣除各種費用，

營造投資報酬率為正的假象22。 

                                                      
21 林建智、楊瑩潔，「論投資型保險商品行銷之道德規範」，壽險管理，第 17 期，258-259 

(2004)。郝充仁、李雅婷、黃惠貞，「投資型保險商品糾紛之研究」，保險學報，創刊號，43-44  
(2004)。 

22 郭靂，「投資型保險及其法律問題」，金融法苑，第 42期，7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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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性說明及未充分告知風險 

保險仲介人員在公開資料上僅有正面的假設，刻意忽略虧損的可能性，企圖令

要保人誤以為購買投資型保單是「穩賺不賠」的投資工具。事實上，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所謂高收益的投資，伴隨的是高風險的行為，保險仲介人員往往未能提醒

要保人，甚至隱匿潛在的風險。 

3. 不當誘導要保人置換保單（Churning, Switching, or Replacement Transac-
tions） 

要保人在購買保單時，須衡量本身之經濟能力以及購買需求，並由保險仲介人

員本於要保人之利益，為其挑選適合之保險商品。所謂的揩油行銷，係指保險仲介

人員為了追求高額的佣金，罔顧顧客的權益與需求，任意誘使要保人購買超乎其經

濟能力以及需求的保單而言。英國最有名的投資型保險商品醜聞，即係因為保險業

務員為獲取高額佣金，誘使較適合加入職業退休金計畫之人改買投資型商品，使其

作出對自己不利之決定所造成23。 

4. 消散保費策略（Vanishing Premium） 

所謂的消散保費，係指保險業務員打著「不須繳納保費」之旗幟販賣保險商品

而言。例如謊稱投資型商品因收益較高，保單價值累積較快，因此在一定期間後，

即可以保單價值抵繳保險費；鼓勵已投有傳統壽險的要保人以原保單所累積的保單

價值充當保費，另行購買投資型商品。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在市場蕭條、投資報酬

不佳的情況下，可能無法達到預期的投資報酬率，甚至有可能會產生負投資報酬

率，用保單價值來繳納保費的假設化為泡影；至於後者，當投資型保險的投資收益

不如預期時，要保人可能需要額外支出一筆錢來維持契約效力，最後可能導致原保

單的保單價值嚴重下跌甚至因而停效，新購買的投資型保單也因為無法繳納保費而

難以維持其效力。 

                                                      
23 林建智、楊瑩潔，同註 1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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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投資工具或退休金理財之名掩護保險商品（Sale Insurance as Invest-
ment Plans or Retirement Plans） 

有些消費者可能會因為對保險存有成見或是已經有傳統壽險保單而拒絕購買投

資型保險，行銷人員為了順利推銷，會謊稱投資型保險是投資工具而非保險，但事

實上，投資型保單仍然是保險商品之一種。 

(四) 投資型保單不當銷售行為之案例 

當投資環境良好之際，絕大多數的投資人都是賺錢的情形下，很少有人關心投

資型保單實際的銷售狀況，然而一旦投資環境轉壞而發生虧損時，購買投資型保單

之要保人不甘損失，開始尋找各種取回保費之管道，因而引爆保險糾紛，而這類糾

紛的原因，大部分都是保險仲介人員不當行銷行為所造成，金管會保險局甚至公開

新聞稿，認為只要有具體事實證明是保險公司的疏失，保險公司就得全額退費24。 

2006 年之際，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光人壽）南部數營業處

發生「104 基金投資理財專案」不當銷售案，不但「保証獲利」一年穩賺 4%，剛開

始的時候獲利還算穩定，但是 2007 年底發生金融海嘯，結果卻讓客戶慘賠。此

外，還有「固特利」專案，業務員鼓勵保戶拿房子去抵押貸款後，用貸款的錢來買

投資型保單。金管會在 2009 年調查完畢後重罰新光人壽25，除了 240 萬的罰鍰之

                                                      
24「投資型保單業者疏失全額退費」，聯合報，A2版 (2009/3/11)。 
25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違反保險法令裁罰案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為金管會）今日對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人

壽）作出處分，金管會於受理消費者對新光人壽以「保證獲利」及「房屋抵押」之不當文宣及話

術方式招攬投資型保險商品衍生爭議案時，發現新光人壽有違反保險法相關規定等情事，核處罰

鍰新臺幣 240萬元，併限制其自裁罰書到達之翌日起停止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新契約 3個月。 
一、裁罰時間：98年 3月 12日 
二、受裁罰之對象：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三、裁罰之法令依據：保險法第 148條之 3第 1項及第 2項、保險法第 149條第 1項第 1款。 
四、違反事實理由及裁罰結果：新光人壽業務員以保證獲利及遊說消費者辦理房屋抵押貸款方

式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致衍生重大消費爭議案，違反保險法相關規定等情事，依保險法第 171
條之 1 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共計核處罰鍰新臺幣 240 萬元，並考量新光人壽違法行為所生影響
重大，有礙公司健全經營之虞，併依保險法第 1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限制新光人壽自裁罰書到
達之翌日起停止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新契約 3 個月。新光人壽應於停售期間，提出具體改善計畫
並經由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新光人壽獨立董事、監察人覆核確認其均已改善；新光人壽

得委託外部獨立機構驗證並出具已確實改善之評估報告，報請金管會提前終止停止銷售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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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未來三個月，還要停賣所有的投資型保單。從金管會處分新光人壽後，約有一

千多位要保人申請拿回當初的投資本金，後來新光人壽於 2008年 12月至 2009年 1

月，退還高達合計 13億元之保費。 

此事件為金管會對於壽險業不當銷售投資型保單所祭出之最重處分，新光人壽

必須在保單停賣的三個月之內，提出具體的改善計劃，經過新光金控、新光人壽獨

立董事、監察人的確認改善。此外，金管會同時調查是否有其他保險公司也有類似

的不當銷售，對於國內的壽險業衝擊甚大。 

(五) 小結 

保險契約為高度專業之金融商品，一般人民對於保險契約的內容並不易掌握，

要保人通常為資訊弱勢的一方，為減輕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情

形，實有賴保險仲介人員本其專業向消費者說明相關事宜，適時揭露資訊供消費者

判斷，可惜的是，保險仲介人員常因本身專業能力不足，或係為了賺取高額佣金，

從事不當的銷售行為，不僅造成消費者嚴重的損害，甚者影響整體金融市場的安定

以及市場公平競爭之環境。投資型保險的內容較傳統壽險商品複雜許多，消費者難

以了解其性質以及購買後所會面臨的風險，當仲介人員以誇大的投資報酬率加以引

誘，往往會不顧自身的條件及需求而加以購買，因此當前各國保險監理機關以及消

費者保障機關，均非常重視投資型商品的銷售監理以及資訊揭露的相關規範 26。 

四、不當銷售投資型保單商品之相關監理措施 

公平會於民國 2008 年 3 月 25 日召開「金融機構銷售『連動債』商品行為之相

關法律規範」座談會會議，該次會議摘要之重點如下：(一)有關「連動債」商品之

                                                        
新光人壽應對直接督導銷售業務之管理階層主管及所屬人員依權責及比例原則予以懲處。 
五、其他說明事項：金管會呼籲，保險業應確實依保險法相關規定辦理，並應加強公司治理、

法令遵循及內部控管，以確保消費者之權益，維持保險市場之秩序。 
26 Peter Hart, “The Insurance Ombudsman and payment protection insurance,” (5)2 Journal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Compliance, 139-145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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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行為規範，諸如業者應事先評估客戶及商品之適合度、銷售人員於銷售過程中

對商品各項風險之說明及業者事後查證客戶對商品之風險認識等，已有金管會所職

掌相關法令及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可資規範，且尚屬完整。(二)目前實務上產生

之爭議案件，多係投資人爭執銷售人員未充分說明「連動債」存在之風險，惟經業

者實際處理及統計發現，大部分仍係投資人預期市場行情之認知問題，例如，連結

標的之股價行情不如投資人所期待，並非銷售人員未告知風險。(三)金管會認為由

於在銷售行為方面之規範，業已相當完整，倘金融機構業者之銷售人員確實依據規

範實施，則必可減少爭議，業者應教育銷售人員落實相關法令規範；目前亦在研擬

要求金融機構於行銷過程中採行錄音之方式，將不失為還原行銷過程是否確實履行

風險告知義務及是否有實施使人誤信行為之證明方式。 

另依保險法第 146 條第 6 項規定：「投資型保險業務專設帳簿之管理、保存、

投資資產之運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不受第 1 項、第 3

項、第 146條之 1、第 146條之 2、第 146條之 4、第 146條之 5及第 146條之 7規

定之限制。」即已授權主管機關制訂「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27，而財政部並

再依此管理辦法於 2003 年公布「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28，要求保險業

者對於保護權益事項應充分揭露，然而仍然發生許多投資型保單糾紛案，經 2007

年金融海嘯的洗禮後，金管會為加強對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結構型債券之重要資訊

揭露，乃於 2008 年 6 月份要求保險業應於「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結構型債券之投

資報酬與風險告知書」首頁增列重點摘要，責成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以下簡稱壽險公會）訂定「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加強銷售自律控管，

並送金管會備查29，金管會則於同年 7 月訂定「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
30，以維護消費者權益。相關規定主要以約束相關人員在從事投資型保單之推介

時，應善盡保險人之說明義務（又稱資訊揭露義務），與推介風險性商品時確認購

                                                      
27 2001年 12月 21日財政部 (90) 台財保字第 0900712668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8條；並自發布

日施行。 
28 2003年 10月 7日財政部台財保字第 0920750997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9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29 金管會 2008年 6月 30日金管保二字第 09702096900號函准予備查。 
30 2008 年 7 月 7 日金管會金管保三字第 0970254721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5點；其中第 8點第 

(一) (四) 款、第 13、14 點，自發布後三個月生效，餘自發布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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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人適當性（又稱適合度）之義務31。 

(一) 行政規則或自律規範 

我國目前適用之行政規則，對保險銷售行為作出規範者，其內容大約可歸納如

下： 

1. 資訊揭露的義務 

(1) 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 

現行「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於 2007 年 7 月 16 日修正時，關於保

險商品說明書應揭露事項 4 點第 4 項明文規定保險計劃之說明應包括投資標的、保

險費交付原則、保險給付項目、保單是否具備投資收益之保證，解約費用等。 

(2) 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 

該自律規範第 9 條規定，若屬非全權委託之投資型保險商品含有連結結構型商

品時，應就所連結之結構型商品標的之相關資訊加以說明，例如發行機構及保證機

構、連結標的資產及其投資績效、投資報酬與風險告知書、各種費用、投資部分不

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保單貸款之利率及條件等。 

(3) 公平交易法上資訊揭露 

公平交易法上之資訊揭露規範源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因此本部分將以公平

交易法第 24 條作為探討之核心，該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

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而資訊揭露在公平交易法上

的意義，乃在於事業有可能在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下，利用其優勢地位不向交易相對

人揭露重要交易訊息，以達成利用資訊優勢進行不公平競爭之商業行為，對市場機

制造成打擊，公平交易法主要立法目的既在於維持市場公平競爭秩序，防止市場功

能失靈32，對於此種不當行為，亦有責任介入規制。 

                                                      
31 杜怡靜，「投資型保險商品關於說明義務與適合性原則之運用－台北地院 96 年度保險簡上

字第 6號及台北地院 97年度再議字第 1號判決」，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7期，134-138 (2010)。 
32 Mark Furse, Competition Law of the EC and U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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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風險之警示 

(1) 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 

現行「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於 2007 年 7 月 16 日修正時，於第 5

點規定投資風險警語之揭露，應於說明書顯著方式及印刷，揭示參考之績效不能保

證未來投資績效、投資期間之限制及中途解約之風險及損失等等。 

(2) 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 

前述自律規範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各會員在銷售投資型保險時，應將商品之

風險、報酬及其他相關資訊，依照「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規定為適時

的資訊揭露，例如給付項目、各項費用、投資風險、投資年期及中途解約之投資本

金潛在損失等。 

(3) 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結構型債券之投資報酬與風險告知書範本33 

金管會特別針對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結構型債券者，規範保險公司於招攬階段

應告知要保人有關結構型債券之重要事項。其函令之範本內容，約略應記載下列事

項：a.投資警語及結構型債券基本資料說明。b.結構型債券之價格分析說明，包含揭

露發行機構付給保險公司之管銷費用與相關費用，以及提前贖回之後果。c.投資報

酬情境分析或歷史倒流測試，包含揭露投資之較佳情況、一般情況及最差情況，或

揭露運用連結標的相關歷史資料估計之報酬分佈情形，並註明相關假設基礎及警

語。d.被保險人身故之處理方式。e.揭露保單提前解約可能產生之費用損失並舉例說

明。f.結構型債券報酬競爭力之相關說明。g.投資風險種類及其說明。 

為強化「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結構型債券之投資報酬與風險告知書」之法律效

果，金管會將該告知書定位為要保書重要事項告知書的一部分，亦即視為保險契約

構成的一部分，以督促保險公司確實負起行銷道德及風險揭露之責任。 

                                                      
33 2006 年 6 月 20 日金管會金管保二字第 09402137690 號，函令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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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平交易法第 21條廣告不實之責任34 

雖金融商品的廣告內容中，常見加上「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獲利保證，投資前

請審慎評估」的語句，然而依公平會對於不實廣告處分之案例及行政法院實務見解

觀之，似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對廣告之規範，係為避免因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廣告，造成交易相對人錯誤之認識與決策，不因交易相對人在實際交易磋商過程

中，得否自契約書內容、銷售人員口頭說明、或前述附加於不實廣告宣傳的補充說

明文字等，進一步查證廣告內容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而阻卻其責任，故此種語

句似無法當然免除廣告主的責任。 

(二) 公平交易法中事業資訊揭露義務 

1. 資訊揭露與公平交易法第 24條 

公平交易法上之資訊揭露規範源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35，該條規定：「除本法

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已如前述，惟此一概括條文保護範圍為何，學說上有不同見解36，而資訊揭露在公

平交易法上的意義，乃在於事業有可能會利用資訊優勢進行不公平競爭之商業行為

37，從經濟學角度觀之，若不禁止市場上供給方濫用資訊優勢地位，亦有可能導致

                                                      
34 例如預售屋建商常以樣品屋廣告招攬看屋民眾，樣品屋內常顯示違反建築法規的夾層加蓋、

陽台外推等結構，使民眾錯誤認為可依照房屋可依相同方式建造裝潢，雖樣品屋內同時立有告示

牌表示「本樣品屋僅供參考，實際結構須另符合相關法規規定」，但仍無法免除不實廣告之責

任，行政法院實務亦採相同見解。見公平會 98年 4月 15日公處字第 098064號處分書、最高行政
法院 98年判字第 94號判決。 

35 此條款之立法目的在於透過抽象文義之用語含括可能範圍較廣的違法類型，以發揮彌補個別
條文遺漏之功能。尤其市場上不公平競爭行為，型態千變萬化，以有限之條文實難以涵蓋殆盡，

因此在立法技術上，不得不用「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規範行為之構成要件的概括條款，作為具

體補充，此觀該條立法說明立法說明：「本法初創，而不公平競爭行為態樣繁多，無法一一列

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亦禁止之，以避免百

密一疏，予不法者可趁之機會。」 
36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競爭法研究，42-43 (2010)；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

3版，元照出版社，36-38 (2005)。 
37 利用不正當的競爭手段，將會造成扭曲市場功能，對公平交易秩序產生傷害，因此公平交易

法第三章中即對不公平競爭行為進行規範，廖義男，公平交易法注釋研究系列（二），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 93年合作研究報告，2-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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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規模縮減或消失38，公平會為了使此一抽象性概括條文增加適用上的明確性，

訂立了許多較客觀的處理原則，此類處理原則結構上皆由明確的禁止或誡命性規

定，加上最後一條述明「如違反前述規定，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違反」意旨的條文所構成，法理上而言，縱使違反處理原則中前半部的

明確規定，仍需另分析其違反行為為何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方能得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的結論，惟觀乎公平會近幾年來的實務處理，常省略了分析違反處理原

則內容規定的行為如何「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步驟，直接得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的結論，學說上亦有所批評39，但過往法院於行政救濟中卻支持此等見解4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民國 2010 年對於公平會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做

出的三個行政處分予以撤銷41，而判決理由中皆有提及公平會對於該條文中「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的構成要件並未詳予分析的缺失，也間接的造成公平會後續實務上

審酌類似案件時的改變，以及今年公平會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

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作出的修正；其中丹堤

咖啡案就事業經營時資訊揭露義務內容，公平會與行政法院間意見曾有重大不一致

之處，可作為投資型保單之銷售資訊揭露義務判斷時之借鏡，以下將就此一部分詳

予論述。  

                                                      
38 George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 J. Econ., 488, 488-489 (1970).  
33 同前註，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系列研究（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3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

（二），439-441 (2004)，認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此一要件為具體危險構成要件，亦即除構成
斯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外，尚須具有一定影響整體交易秩序之額外因素，以和民商法等純粹私法區

別，公平會應避免以本條介入無關交易秩序之私權糾紛，謹守其維護市場競爭與交易秩序並促進

公共利益的角色。 
40 最高行政法院 97年裁字 3360號裁定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訴字第 2450號判決、最高行

政法院 98年裁字第 1362裁定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訴字第 2237號判決。 
41 公平會 98年 5月 18日公處字第 098080號處分書（丹堤咖啡案）、公平會 98年 3月 5日公

處字第 098042 號處分書（遠東商銀案）、及公平會 98 年 6 月 18 日公處字第 098088 號處分書
（網祿科技案），三案皆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原處分，目前均由公平會提起上訴中，有關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論述，可分別見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637 號判決理由
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年度訴字第 2388號判決理由七（三）第 3點、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592號判決理由四第（三）2(2)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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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丹堤咖啡案 

(1) 事實 

丹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丹堤公司）與檢舉人堤香坊於 2007 年 2 月

間簽訂加盟連鎖店合約書，其中記載「一般店面 40 坪左右，投資金額約 450 萬

元，內含加盟金 30 萬元、保證金 30 萬元、人力支援費 15 萬元、機器設備、裝潢

與硬體設施等。不含房屋租金、押金、5%營業稅。」等資訊，丹堤公司又另提供給

檢舉人之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中約 10 萬元之費用，其自承係簽約後受訓時始

交付檢舉人，並未涵蓋在 450 萬元投資金額內；又丹堤公司雖稱簽約前已說明及提

供交易相對人加盟合約書、丹堤咖啡加盟相關資訊、咖啡連鎖事業加盟簡章、連鎖

事業簡介等相關資料，然從前開文件或其網站資料，交易相對人仍無法完整獲悉其

智慧財產權權利內容，以及加盟店資料等重要交易資訊，故公平會認為丹堤公司未

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揭露「簽立加盟契約前與加盟契

約存續期間所收取加盟權利金及其他費用之項目、金額、計算方式、收取方法與返

還條件」、「授權加盟店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

期限」及「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加盟店及終止

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等重要交易資訊，違反其所公布之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

則，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故以 2009年 5月 18日公處字第 098080號處分書處新臺幣 50萬元罰鍰。 

(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原處分42 

丹堤公司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亦遭決定駁回，爰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

銷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後，就本案中資訊揭露義務部分認為，被告（即公

平會）為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避免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隱匿重要交

易資訊，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制定有「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被告擬將

上開處理原則作為加盟市場之市場規範，而就加盟業主於加盟過程中對交易相對人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以獲取利益之案例類型，將其定性為因行為人對交易相對人顯失

公平之行為，而破壞加盟業主所屬市場之競爭關係，亦即認定加盟業主對交易相對

                                                      
4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年度訴字第 2637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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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重要資訊揭露，為加盟市場之規範，不為重要資訊揭露，所破壞者為制度保

護，所強調者為「市場不法」，而非「行為不法」。 

又本案有所爭議之「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金額則僅約 10 萬元。衡諸常

情，擬投資約 450 萬元之交易相對人通常不會僅因約 10 萬元之價差，影響其加盟

之決策；再者，原告授權加盟店使用之「丹堤」等文字圖樣之商標權，其申請審查

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均可於智慧財產局之網站上查詢；此外，原告

提出之「丹堤咖啡連鎖系統- 歷年展店一覽表」已揭示自 1993 年至 2006 年（或

2005 年）之歷年累計開店數及每一年新增開店數、丹堤咖啡之全省分布圖，加盟店

與直營店的比例分布圖，原告所提供可供評估之資料雖未如被告上開資訊揭露原則

所示，但難謂交易相對人全然無從評估加盟風險。綜上而言，原告所未揭露者，尚

非足以影響一般正常人對於加盟市場風險評估之判斷，而另為加盟、不加盟選擇之

重要資訊。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中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

交易，而非僅因交易相對人間「資訊不對稱」，則優勢資訊者一方所為之任何行

為，均可認係「利用資訊不對稱」而與相對人交易；被告既將加盟業主前述隱匿資

訊之行為於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際為如此之定性，則於具體案例中，如何判

斷加盟業主所隱匿之資訊為重要，對交易相對人何以顯失公平，對於加盟業主所屬

市場競爭關係如何產生何種程度之衝擊，除必須充分斟酌相關之事項外，更有必要

透過經濟分析的細密操作、實際數據的支持或經濟學方法的適度引用，以評價行為

人「市場不法」情狀是否已達到可予管制之程度。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基於上述理

由，撤銷公平會原處分。 

(3) 最高行政法院撤銷原審判決並自為判決 

經公平會提起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支持公平會的見解，認為丹堤公司為加盟

業主，而檢舉人為加盟店，是於繼續性之加盟經營關係中，檢舉人對於丹堤公司在

交易上之依賴程度甚深，足認丹堤公司較諸檢舉人係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

地位之事業。而丹堤公司於簽立加盟契約前及加盟契約存續期間所收取之加盟權利

金及其他費用，其項目、金額、計算方式、收取方法及返還條件；丹堤公司授權檢

舉人使用之智慧財產權，包括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其申請審查或取得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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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檢舉人使用之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及丹堤公司上一會

計年度全國及該檢舉人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加盟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

計資料…等加盟資訊之充分揭露，攸關檢舉人是否加盟或如何加盟之判斷與決定，

並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及其他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 

法院並再次強調，加盟經營關係並非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關係，丹堤公司有復

為相同或類似行為致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自不能再認丹堤公司之行

為屬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行為而無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適用，且不以產生實

害為前提，只要該行為實施後，在客觀上構成顯失公平為已足，亦不問加盟店之檢

舉人事前能否自行推估費用或資訊是否屬公開資訊而得由檢舉人自行搜尋。因此，

上訴人以丹堤公司利用檢舉人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資訊

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係高度傷害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之方式從事交

易，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為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

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  

3. 其餘因未盡資訊揭露義務處分案例 

資訊本質上具有公共財的性質43，對於需求者而言有不付出成本即可獲得之特

性，而事業為了避免資訊流通造成經營上的不利，故而有動機隱瞞重要交易資訊以

爭取交易相對人，為常見的不公平競爭手段，此種行為在競爭法上應予管制，以保

護市場上公平競爭之秩序，實務相關案例數量不少，以公平會近年處分案件觀之，

包括一畝園食品有限公司被檢舉於招募加盟過程涉未揭露完整訊息案（第 901 次委

員會議，公處字第 098028 號處分書）、八色鳥國際假期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銷售

國外渡假村會員卡隱瞞交易資訊案（第 00895 次委員會議，公處字第 097169 號處

分書）、恆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專門店合約」於簽約前

10 日前未以書面方式提供加盟資訊案（第 00884 次委員會議，公處字第 097137 號

處分書）、松戶企業有限公司銷售預售屋，未於買賣契約書載明公共設施所含項

目、持分面積或比例分攤之計算方式等資訊案（第 00865 次委員會議，公處字第

097075 號處分書）等，涉案產業遍及金融業、旅遊業、營建業、食品業等不同產

                                                      
43 David Weimer & Aidan R. Vining, “Policy Analysis: Concepts and Practice,” 3rd ed., 10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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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惟仍以與加盟相關之案例數量最多。 

4. 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新修正 

在丹堤咖啡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後，公平會參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提供之意見，以及彙集其成立後相關處分及不處分（含警示）案例，並參酌歐盟執

委會之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2000/C291/01)44、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所訂

之 The Franchise Rule (即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 Part 436)45、日本公正取引委

員會所訂之 Guidelines Concerning the Franchise System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及

澳洲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所訂之 The Franchising Code，研擬修正加盟資訊

揭露處理原則。考量加盟業主相較於個別加盟店，係處於相對資訊優勢地位，加盟

業主招募加盟時，倘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未

揭露重要交易資訊、妨礙審閱契約，將使交易相對人陷於錯誤而與其締約，並減損

其他加盟業主爭取與之交易機會，故本次修正規定中對於資訊揭露部分亦特別著

墨，加大應揭露資訊之範圍，細論如下： 

(1) 考量締約前之合作互動及前置作業不一等情形，資訊揭露期間除於締結加盟

經營關係十日前，新增未達十日者，應由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間洽談加盟

之次數、期間、商議事項內容是否涉及加盟重要資訊、洽談過程中是否業已

提供例示加盟重要資訊相關書面資料，或是否曾以加盟契約書、企業網站資

料、說明會資料解說加盟重要資訊等，依具體個案綜合認定是否已於合理期

間提供。 

(2) 另查加盟營運、開店前及營運過程中，所可能發生之費用項目及金額，為有

意加盟者首要關切事項，該項資訊攸關有意加盟者須投資之成本及其營業獲

利率，對於投資者推算何時得以回收、何時得以開始獲利，為重要且需事前

掌握之資訊，同時為有意加盟者判斷加盟與否之重要資訊。故於第三點第二

項第一款增訂開始營運前費用內容（即開店前所有需負擔之費用），並例示

                                                      
44 參見內容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other/l26061_en.htm，最後瀏覽日期：2011 年

11月 20日。 
45 條 文 內 容 http://ecfr.gpoaccess.gov/cgi/t/text/text-idx?c=ecfr&tpl=/ecfrbrowse/Title16/ 

16cfr436_main_02.tpl，最後瀏覽日期：2011年 11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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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加盟金、教育訓練費及購買商品、資本設備等項目、金額，倘品項過於繁

多或金額因原物料價格有所變動情形，得以預估總額方式表達。 

(3) 又因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授權使用之範圍與各

項限制條件，為加盟業主就其授權使用之營業表徵（如品牌名稱、標章等）

或技術是否取得專用權之基礎，得據此對他人使用主張排他效力，並影響該

加盟品牌之存續、經營及交易相對人之加盟意願等，故該等權利內容、有效

期限及授權使用之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等，為交易相對人支付一定對價之標

的事項，屬加盟經營之重要資訊，本次修正仍認為應於締約前揭露。 

(4) 至於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之內容與方式，為加盟業主經營技術授權加盟店使

用，並使其業務正常運作之核心，故加盟業主所提供之經營協助及訓練內

容，如設店評估、店面及銷售規劃、訓練課程及內容等，均屬重要交易資

訊。加盟店所在位址之市場，是否存在同一加盟體系或直營店，或加盟業主

對加盟店展店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劃，有助於有意加盟者評估及選擇合適商

圈，以充分掌握同一品牌之競爭情形，為加盟店所關切重要事項，攸關其競

爭力、獲利力之評估，而屬重要交易資訊。該品牌體系總店數、分佈情形及

上一年度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比率，亦為有意加盟者審酌該加盟體系規模、營

運績效、成長潛力、加盟店存續率、風險等重要因素，亦應於締約前揭露。 

(5) 本次修正第 3 點第 2 項所列之八款資訊僅為例示性質，並於修正條文中明

示，以為公平會執法及業界執業之參考，倘個案中另有其他重要資訊未揭

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仍有本規範之適用。 

5. 投資型保單供給事業的適用 

前述丹堤咖啡案中的一個重大爭議，在於公平會可否介入事業與個別交易相對

人之間因資訊揭露不足所產生的糾紛，就此議題，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56 號判決明確表示「事業與個別廠商之交易行為非必然即屬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

糾紛，蓋事業與不同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為本有個別差異性存在，而其若有復為

相同或類似行為致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應認合致『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要件，此時主管機關之上訴人（即公平會）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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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介入規範之，自不能再認事業之行為屬單一個別非

經常性之行為。且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適用，亦不以產生實害為前提，只要

該行為實施後，在客觀上構成顯失公平為已足。」故倘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

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包括事業或消費者）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

相對弱勢地位，從事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因高度傷害商業倫理及

效能競爭之方式從事交易，應認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而得依公平交

易法第 24條規定處理。 

丹堤咖啡案事實本身雖僅為加盟關係中所產生之糾紛，依公平會過往實務，通

常需待某一類型產業中的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累積達到相當數量時，公平會即會透

過歸納法，針對常見之不當行為制定規範說明予以規制，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之

制定即為適例，有關連動債投資型保單不當銷售爭議，雖尚未如加盟類案件已有大

量過往案例供分析，然而至少對於未揭露重要交易資訊、未提供充份的考慮決定交

易與否之時間、以及使用不實資訊宣傳促銷等不當銷售行為，依公平會已公布之各

種行政規則中，針對此類行為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加以管制，除已見於加盟資

訊揭露處理原則外，亦已出現於多種不同產業的規範說明46。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範意旨乃在維護交易秩序、確保自由公平競爭，該條

規定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構成要件自不以該行為產生實害為必要，只要該

行為在客觀上顯失公平，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可能性即予該當要件47，甚為灼

然，綜言之，保障交易秩序，不僅保障過去、現在的交易秩序，未來的交易亦應受

到保障48。又金融機構銷售投資型保單予多數消費者時，在資訊及專業極度不對稱

下，如未盡合理資訊揭露及說明義務，顯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意旨；同時

因此種交易行為顯然非屬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糾紛，而是反復性的類似行為，導致

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目前公平會雖尚無針對投資型保單此種商品之

銷售制定處理原則，惟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適用本不以有處理原則存在為先決要

件，對於不同產業間常見且型態相同的不當銷售行為，公平交易法仍應有一併介入

                                                      
46 見公平會對於「國外渡假村會員卡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公平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規

範說明」、公平會對於「升學文理補習班資訊揭露規範說明」等。 
47 最高行政法院 94年度判字第 543號判決。 
48 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193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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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之必要，在針對特定產業制定處理原則前，其他處理原則中相類似之規定及立

法精神，應可類推適用，故而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中有關事業揭露方式、契約審

閱與交付、不實廣告等規範，於探討金融機構之投資型保單不當銷售行為時，亦應

有類推適用之餘地。 

(三) 金融服務業法草案 

過去的金融監理法規並未對於金融業提供服務時，應負之義務加以明確規範，

以致於金融消費爭議不斷，金融服務業法草案（以下簡稱金服法草案）中，則將美

國諸多金融機構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時，應行注意之義務加以明文規定，本文主題

在於投資型保險商品，故內容之論述以此為主軸，有以下四項重點49： 

1. 經營原則 

金服法草案第 10 條規定金融服務業之經營原則，包括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與忠實義務、避免利益衝突原則、提供正確之風險資訊、適當性原則、遵守法令

原則等，幾乎含括所有的面向，並於後續的法條當中，具體規定各原則之內容。 

2. 認識客戶程序 

金融業在銷售或推介投資型保單前首應嚴格執行認識客戶程序，瞭解要保人之

背景、經濟狀況、投資目的，完成客戶之風險屬性分析及需求分析，作為將來進行

投資建議之基礎。前已述及，目前僅以行政規則及自律規範要求金融業者達到此項

義務，金服法草案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服務業接受客戶開戶或締結契約

時，應取得客戶就該服務有關之基本資料、財務資料及其他必要資料。」即為該原

則之明文化。 

3. 適當性原則 

金融業向客戶銷售或推介投資型保險時，應有合理基礎相信要保人有足夠的風

                                                      
49 王志誠，「金融服務業法草案之評釋－新瓶裝舊酒？」，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6 期，15-2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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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承擔能力進行交易，其目的在防止金融仲介人員（保險業務員、銀行理專等）為

自己利益而濫行銷售或推介投資型保險，損害要保人之利益。 

該原則適用於簽訂投資型保險契約之入口義務，金融仲介人員依前述「認識客

戶程序」後，應審酌要保人之屬性、知識、經驗、投資目的及資產狀況，推介適合

要保人投資需求及風險承受度之金融商品。金服法草案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金

融服務業從事金融商品銷售之推介時，應確保其適當性，並遵守同業公會訂定之推

介守則。」同條第 2 項並將推介守則應考量之事項訂出具體內容，以作為公會訂定

「推介守則」之依據。 

4. 說明義務 

由於金融商品不斷推陳出新，商品樣態日趨複雜化，一般客戶對新金融商品之

資訊取得與風險認知時有落差，為強化對客戶之保護，金融仲介人員應盡商品說明

義務，此為先契約義務，故要保人於洽定投資型保險時，依金融服務業法第 35 條

至第 40 條規定，金融仲介人員負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損害額之推定，以減

輕要保人之舉證責任。 

(四)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金融消保法）已於 2011 年 6 月 3 日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月 29 日經總統公布全文50。該法之通過主要是反映當前國際

趨勢：金融爭議處理一元化。英國對於金融消費機制之處理是各國的先趨，早在

1986年就已通過金融服務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of 1986），開始推動各項改革

措施，自 1997 年起，為建立更具效率之金融管理體系，將原本金融體系之九大管

理機關整合為單一之管理機關。其整合之過程中，首先將原證券投資局（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Board, SIB）於同年 10月更名為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51，（FSA 係一個非官方獨立機構，負責監管英國之金融服務業，

                                                      
50 2011年 6月 2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3386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33條；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定之。 
51 Walter Merricks, “The 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not just an alternative to court-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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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英格蘭銀行和英國財政部分權運作。其所監管之業務包含英國的銀行、證券、

衍生性商品投資、交易所及清算公司等金融機構之運作），並進行整併，另外設立

一個常設性之獨立法人組織－金融公評人服務機構（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FOS）52，FOS 係依據法律設立之獨立公共法人，其任務在於以公平、合理、迅

速、非正式地解決消費者與金融服務機構間之個別爭議。FOS 統一受理所有提供金

融服務的企業與消費者間之爭議。至 2000 年 6 月 14 日英國國會制定金融服務及市

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 Act 2000, FSMA 2000）以取代 1986年金融服務

法，成為規範英國金融市場之主要法規，俾利金融服務管理局發揮整合監督的職權

53。 

近年來新加坡也仿效英國作法，於 2005 年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54中成立「金融業爭議調解中心」（The Financial 

Industry Disputes Resolution Centre FIDReC）55，係新加坡目前唯一合法的金融爭議

解決機構，負責解決金融機構與消費者間之爭端，開始施行一元化的金融監理、爭

議處理制度。 

目前，雖然行政院尚未公佈實施日期，但已經決議要求金管會在 2011 年底以

前成立法定爭議處理機構，並於 2012 年 1月 2日正式運作56，故可預期金融消費者

保護措施可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前端機制，是消費者在購買金融商品之前保

護機制，至於第二部分為後端機制，也就是金融消保法的重心，包括設立金融消費

爭議處理機構、金融消費者得向金融服務業申訴、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以及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Compliance,” 15 (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360-365 (2007). 

52 楊偉文，「英國金融服務及市場法簡介（上）」，金管法令，第 8卷，36-41 (2005)。 
53 Joanna Gray, “Financial Ombudsman's Statutory Powers: Successful High Court challenge by 

Financial Adviser Firms, International,” 15 (4)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158-162 (2007); C. Bell & J. 
W. Vaughan, “The Building Societies Ombudsman: A customers' champion?” 132 Solicitors Journal, 
1478-1480 (1989). 

54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即是新加坡的中央銀行，以提升永續性的經濟成長及健全的金融環境為宗
旨。詳見 http://www.mas.gov.sg/about_us/Introduction_to_MA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1年 11月
7日。 

55 蔡佳真，英國金融服務公評人制度之研究－兼比較我國金融申訴制度，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
理與保險學系碩士論文 (2007)。 

56  今 日 新 聞 網  http://www.nownews.com/2011/06/03/91-2717668.htm ， 財 訊 快 報 
http://www.investor.com.tw/onlineNews/NewsContent.asp?articleNo=14201107260017，最後瀏覽日
期：20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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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處理機構暨評議委員會之組成與評議程序等。在金融消保法施行之前，金融爭

議的申訴管道，除需先向往來金融機構提出申訴，之後並沒有標準申訴流程，而依

商品功能別來區分申訴管道的作法，也有許多問題。例如銀行公會、投保中心、保

發中心、金管會所屬各局、消基會或法院等多重的申訴管道，讓消費者無所適從，

因此學者早就呼籲應該增設單一且專責的金融消費者爭議處理機制57。 

金管會主要參考英國58及新加坡59之作法，將目前的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提高到法

律位階，對消費者更有保障60。金融消保法明定金融消費者之保護及金融消費爭議

事件之處理，原則上應先適用該法有關申訴及評議之規定，至於有關金融商品或服

務之定型化契約及訴訟相關事項，如有未規定者，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以及其他有

關法律之規定61，以下就規範中與投資型保單不當銷售有有關之重點分述如下： 

1. 前端機制－購買前保護措施 

(1) 適用之對象 

金融消保法採負面表列之方式，將「專業投資機構」及「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

能力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排除適用，其餘之金融消費者，則全部適用之62。至

於專業投資機構之範圍及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條件，則授權主管機關（金管會）

以法規命令定之。亦即，金融消保法第 3 條所規定之金融服務業，係指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第 3 項所定之銀行業、證券業（含投信投顧事業）、

期貨業、保險業與電子票證發行管理辦法所定之電子票證業，但不包括證券交易

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及期貨交易所等。 

                                                      
57 林建甫、彭思達，「金融消保法當消費者後盾」，國政評論，財金（評）099-228 號，本文

可從 http://www.npf.org.tw/post/1/8557取得，最後瀏覽日期：2011年 11月 10日。 
58 例如金融消保法第 17 條第 3 項規定，金融爭議公評人機制係由獨立公正之公評人解決金融

爭議事件，係參考英國 FSMA 第 225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消保法第 20 條係參考英國 FSMA 第
228條之規定。詳見金融消保法第 17條立法理由書。 

59 例如金融消保法第 19 條即參考新加坡 FIDReC 業務規則第 32 條之規定。詳見金融消保法第
19條立法理由書。 

60 聯合報，「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擬明年實施」，財經 A3版 (2010/11/24)。 
61 參照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草案第 1 條、第 2 條，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立法院第屆第 6 會期第

1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2010年 12月 8日。 
62 丁榮光、李儀坤、黃建森，「英國金融制度改革與消費者保護問題」，信用合作，第 88

卷，11-3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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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廣告之真實性 

金融消保法第 8 條規定，除與前述金服法草案之基本要求外，更進一步要求金

融業者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金融消費者所負擔之義務不得低於前述廣告

之內容及進行業務招攬或營業促銷活動時對金融消費者所提示之資料或說明63。而

業者應遵循的詳細事項，由公會擬定後報請金管會核定。本條第 3 項更強調，金融

服務業不得藉金融教育宣導，引薦個別金融商品或服務，並於第 12 條規範廣告事

項應納入其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並確實執行。惟金融業者若有不實廣告而違反第

8 條之情形，金融消保法並無行政處罰之機制，亦無第 11 條規範金融業者違反客戶

適合度或說明義務之損害賠償規定，其中之缺漏甚為明顯，補救之道，似可用第 8

條第 3 項之授權規定，由主管機關於施行細則，或類推適用公平交易法對於不實廣

告之規定。 

(3) 說明義務 

金融消保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服務業之前契約義務，即應向金融消費者

充分說明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其目的為擬簽訂

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關係及揭露相關風險之說明事項，與消保法所規範之定型化契

約之規定不同，除於條文中列舉「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

權益之重要內容」之最低要求外，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應遵循事項。 

2. 後端機制－發生爭議之處理 

金管會先凍結金融服務業法草案，而儘速完成金融消保法之三讀，其中最重要

的目的之一，即係為金融爭議處理機構取得法源依據。該爭議處理程序主要參考英

國金融服務及市場法之規定，將金融消費爭議之申訴、調處、評議均納入法律層級

之規範64。 

(1) 爭議處理機構之設立 

依金融消保法第 13 條至第 15 條設立之爭議處理機構，以財團法人之形式為

                                                      
63 施炳建，「有關消費者金融之探討」，彰銀資料，第 51卷第 3期，7-11 (2002)。 
64 楊偉文，「英國金融服務及市場簡介（下）」，金管法令，第 9卷，30-3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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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設置董事會、置董事七人至十一人，另設監察人一人至三人，由主管機關就

學者、專家及公正人士遴選（派）之。 

(2) 申訴、調處與評議 

a.申訴為申請評議之前置程序 

金融消保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

服務業提出申訴，此為進入爭議處理機構評議之前提要件，如金融消費者直接向爭

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時，爭議處理機構之金融消費者服務部門應將該申訴移交金融

服務業處理。詳言之，能夠進入評議之金融消費糾紛僅有以下二種情形：(a)金融消

費者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金融服務業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將處理結果回

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但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得於收受處理結果之日

起三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b)金融消費者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金

融服務業於收受申訴之日起逾三十日仍未將處理結果回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

金融消費者得於申訴處理期限（三十日）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

請評議。 

b.調處或調解 

金融消費者對於金融業者申訴未果，得轉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金融消保

法第 23 條第 2 項授權爭議處理機構，於金融消費者申請評議後，爭議處理機構得

試行調處；當事人任一方不同意調處或經調處不成立者，爭議處理機構應續行評

議。 

如果金融消費者依其他法律規定調處或調解不成立者，亦得依金融消保法第 23

條第 6項規定，於調處或調解不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內向評議機構申請評議。 

c.超然獨立之評議 

因實務上金融消費爭議之態樣多樣，並非現行法令或司法判解所能含括處理，

且金融消費者在專業、資訊及財力面均難與金融服務業處於平等地位。故賦予爭議

處理機構得依公平合理原則，在斟酌事件一切事實證據後，作成判斷，以補充法令

及司法判解之不足，並緩和金融消費者所負之舉證責任，較切實際，且較能保護金

融消費者。故參考英國實務上之公平合理原則，以為將來爭議處理時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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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3) 評議程序及其效力66 

a.評議程序 

金融消保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爭議處理機構於受理申請評議後，應由評議

委員會主任委員指派評議委員三人以上為預審委員先行審查，並研提審查意見報

告。然後依金融消保法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將審查意見報告提送評議委員會進行

評議。評議委員會應公平合理審酌評議事件之一切情狀，以全體評議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之出席，出席評議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作成評議決定。 

b.評議結果 

金融消保法第 29 條規定，當事人應於評議書所載期限內，以書面通知爭議處

理機構，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意思。如金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其

商品、服務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對於評議委員

會所作其應向金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

或是評議決定超過一定額度，而金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金額或財產價值至一定

額度者，該金融業者應予接受。 

同法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金融消費者得於評議成立之日起九十日之

不變期間內，申請爭議處理機構將評議書送請法院核可。爭議處理機構應於受理前

述申請之日起五日內，將評議書及卷證送請爭議處理機構事務所所在地之管轄地方

法院核可。除評議書之內容牴觸法令、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其他不能強制

執行之原因而未予核可者，法院應將其理由通知爭議處理機構及當事人。 

c.評議書經法院核可之效力 

金融消保法第 30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評議書經法院核可者，與民事確定

判決有同一之效力。除依法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管轄地方法院提

起宣告評議無效或撤銷評議之訴外，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或依本法申訴、

申請評議。 

                                                      
65 林佳慧，金融推介之監理與投資人保護－以英國法為借鏡，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 
66 林玫君、馮聖中，「英國金融服務消費爭端解決機制之探討」，臺灣金融財務季刊，第 8 卷

2期，49-8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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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訴爭議處理流程表（本研究整理） 

3. 溯及效力 

為使金融消費者於金融消保法施行前之爭議能獲得較佳之保護，依據金融消保

法第 32 條規定，金融消費者於金融消保法施行前已申請申訴、和解、調解、調

處、評議及其他相當程序，其爭議處理結果不成立者，得於爭議處理結果不成立之

日起六十日內申請評議；自爭議處理結果不成立之日起已逾六十日者，得依金融消

保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向金融服務業重新提出申訴，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

或金融服務業逾三十日期限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 

(五) 公平會與金管會管轄之競合 

民國 2008 年 8 月 5 日，由公平會委員赴金管會召開「金融業涉及不當行銷結

構型金融商品案件相關法規適用」協調會，會中獲致如下結論67： 

                                                      
67 本結論係先於民國 97 年 8月 5 日由金管會及公平會代表會議討論後，再於民國 97年 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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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會於 2008 年 8 月 5 日前受理有關結構型金融商品之檢舉案件，經確認後如

該等案件已向金管會檢舉並處理完竣者，由公平會負責結案；其餘由公平會移轉

金管會處理，並函知檢舉民眾。 

2. 公平會自 2008 年 8 月 5 日起受理有關結構型金融商品之檢舉案件，依據下列原

則辦理：(1)涉及不實廣告案件：有關金融機構銷售結構型金融商品行為涉及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之案件，先由金管會依據相關金融法規（如信託業法、銀行

法、證券交易法及保險法等）處理後，如尚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由公平會

依法辦理。(2)不當行銷行為案件：有關金融機構涉及不當銷售結構型金融商品行

為之案件，先由金管會依據相關金融法規（如信託業法、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

保險法等）處理後，如尚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由公平會依法辦理。 

實務上於本決議公布後，公平會曾有兩件適用之案例，分別是日盛證券被檢舉

行銷連動債商品案68，以及第一商業銀行銷售連動債券案69，兩案雖均因不合公平交

                                                        
日公平會第 00878次委員會議決議公布。 

68 公平會 98 年 1 月 21 日第 898 次委員會議，本案事實為檢舉人原為日盛證券之股票交易客
戶，經被檢舉人業務人員保證為保本型商品，被檢舉人在未充分瞭解檢舉人之資金操作狀況、專

業能力、投資屬性及對風險承受度情況下，即推薦高風險屬性之商品，被檢舉人亦未指派專人解

說商品條件及投資風險且未給予契約審閱期間等，將原所購買之連動債商品「交易贏家」提前出

場，並改投資同為連動債商品之「交易贏家 2」，詎料 97 年 6 月間被檢舉人竟來電表示渠所投資
之「交易贏家 2」本金已虧損近半，建議渠立即出場。 
本案公平會收文日為 97 年 7 月 22 日，依協調會決議內容處理，檢舉人已就本案相同檢舉事項

向金管會反映，並經金管會指示證券商公會調查後結案，故公平會受理並審酌本案，惟經調查檢

舉人業已簽署「風險預告書」聲明詳細審閱「風險預告書」及中英文產品說明書，且確定瞭解產

品內容及各項風險，是尚難以遽認被檢舉人有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地位，從事不公平交

易之行為，進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情事。 
69 公平會 98 年 10 月 28 日第 00938 次委員會議，民眾張君前曾來函指稱，第一商業銀行劉姓

理財專員持「勝券在握」之廣告單，推薦渠購買「組合篇美元計價保本連動債券」，然該廣告單

載有「保本連動債券」、「每月固定收益配息」、「每月配息：4.5%（年化），高於新台幣定存
收益」、「創新的新台幣匯率保護配息；每日觀察，每半年配息一次」、「每半年回顧新台幣兌

美元升值漲幅，步步鎖高機制，只看漲幅最高點不看跌」等不實內容。另廣告下方雖提及「最低

收益風險」，惟未能解釋其意義，且未同時告知該金融商品於契約期間，可能因虧損而無法配

息。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24條規定。 
該案先經公平會依協調會決議內容移送予金管會，金管會認為系爭廣告單，相關產品風險業於

「風險預告及注意事項」中揭露，是無違反銀行辦理財富管理及金融商品銷售業務自律規範第

12-16 條規定、銀行辦理財富管理應注意事項第 10 點規定、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
商品應注意事項第 8點規定暨中華民國信託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之會員自律公約第 13條規定、信託
業應負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第 20條等金融法規。後再由公平會審理，經檢視案關廣告單，相關產
品風險確於「風險預告及注意事項」中揭露，尚無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難認涉有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條及第 24條規定，故未做成任何處分。 



 投資型保單不當銷售之監理－兼論公平交易法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 143 

易法相關條文構成要件而不予處分，然程序上仍係依前述管轄決議，先由金管會依

相關金融法處理後，再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審酌，上述決議內容的產生，應係為

考量實務上金融商品種類繁多，金管會身為主管機關有足夠的相應專業審理人力，

故案件先移送金管會釐清相關商品內容及既有法規後，再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審

理，公平會於審理涉及有專業主管機關之案件時，經常會參酌他機關意見，例如涉

及電信事業或金融機構結合申報案時，通常會先詢問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或金管會

之見解，以求增進公平交易法下市場分析內容之精確，實務上有其必要性，惟上述

決議係一律先由金管會處理後，再由公平會審酌，法理上如同一案件涉及違反二種

立法目的不同之法律，似宜由兩主管機關分別就主管法律提供專業意見，況依行政

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

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若除處罰鍰外另有其他種類行政罰者，得併為

裁處。而前述決議中所稱相關金融法規（如信託業法、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保險

法等），或是新通過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其針對如未盡資訊揭露義務不當銷售連

動債投資型保單之行為法定罰鍰額，未必均高於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第 1 項的新台

幣 2500 萬元上限，以及可按次連續課處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之規定，

將相關案件一律先移送金管會處理，僅由金管會作成處分，似有未妥，本文認為，

基於金融商品領域有其專業特殊性、個案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時必須符合「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以及減少民眾向公平會檢舉後反而被移案到金管會所產

生對行政機關推卸責任之誤解，類似案件公平會受理後，建議宜參照公平會結合申

報案審理流程，可先行文金管會瞭解相關商品市場特性及範圍，同時就有關是否違

反公平交易法條文部分進行調查及適用，最後再做出行政決定，不必自始即將案件

管轄權轉移，上述實務有關管轄權分配之決議，似宜酌予調整。 

(六) 小結 

我國保護金融消費行為之法規，僅靠行政規則之規範尚不足以保護消費者權

益，在法律層面，除有公平交易法就一般性未盡資訊揭露義務行為予以管制，另有

金管會擬定法律層級之專法保護，「金融服務法」（草案）於 2007 年提出，於

2008 年更名為「金融服務業法」（草案），主要是針對金融服務業之經營原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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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他業範圍及商品銷售範圍、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規範、辦理財富管理業務規

範、進行共同行銷規範等事項，建立一致性監理標準。除規範金融業者外，金管會

更積極推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草擬並完成立法，在金融消保法三十三個條文當

中，有十八條規範金融消費爭議之處理機制，其立法重點可見一斑。金管會技術性

延遲金融服務法草案70，先將金融消保法送行政院審議並送立法院三讀通過，本文

認為從不同角度規範同一事件，內容常有重疊，似有疊床架屋之嫌。如同金管會所

表示，需要更周延地來推動金融服務法，而且就現階段情勢，金融消費保護更為迫

切，目前雖已通過金融消保法之立法，惟將來若要繼續推動金融服務法之立法時，

建議應將重複之規定刪除，或應參照公平交易法中相關立法精神，使不同法律間規

範能有一致性，減少互相衝突之矛盾現象。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現代的金融產品及交易內容有多樣化且複雜化的趨勢，未具備財經專業知識的

消費者，往往居於嚴重資訊弱勢，影響其契約締結判斷的正確性，因此提供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機構應負擔某種程度之義務，始能保障弱勢之交易相對人，本文為認為

應朝以下措施，逐步落實： 

1. 資訊揭露義務 

在契約自由原則下，當事人應基於個人自由意識與自我判斷來締結契約，至於

用以判斷是否締結契約所需要的資訊，應係當事人以自我負責任蒐集為前提，而非

倚靠交易相對人提供71。然而，如果雙方當事人間存有「資訊不對稱」之情形，若

                                                      
70 工商時報，「金融消保法火速呈報政院金管會技術性推遲金服法」，金融市場，A16 版 

(2010/12/17)。 
71 陳洸岳，「非對等契約當事人間之資訊提供義務的確立－以日本『金融商品販賣法』及

UNIDROIT『加盟契約開示義務模範法』為中心」，律師雜誌，第 293期，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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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要求資訊弱勢之一方自行蒐集資訊並不公平，應責令具有資訊優勢的一方，負有

資訊揭露的義務，使資訊弱勢者能基於自己健全的意思表示形成正確的判斷。我國

現行之行政規則、金服法草案、與已通過之金融消保法，無不將「資訊提供」列為

金融商品提供者之義務，在法制尚未完備下，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對於金融事

業不履行資訊揭露義務，亦有介入管制之必要。 

蓋競爭法制度建立的目的，在於處理因不當競爭行為造成的市場功能失效，避

免經濟上的低效率造成消費者損失，要求具有資訊優勢之業者予以適當揭露，除了

可以保障資訊弱勢的消費者，減少搜尋成本外，在我國公平交易法下資訊揭露義務

的賦予，更可避免利用資訊優勢成為一種市場地位的濫用，使市場中的競爭活動被

限制，若制度目上未就事業重大資訊揭露不足做出限制，使資訊不對稱的情況持

續，將可能使買方消費者對於商品或服務的認識不足，從而對其價值判斷失準，進

而可能對高品質商品低估，導致高品質商品被逐出市場，嚴重影響市場功能，縱使

消費者能透過增加搜尋成本的方式做出選擇，但有鑒於商品的品質有時無法僅靠消

費者的搜尋而完全了解，因此法律的介入即有其必要性，基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過往針對資訊揭露不足而處分之案件先例，配合法院最新實務見解及新修正之處

理原則，事業與個別廠商之交易行為非必然即屬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糾紛，因為事

業與不同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為本有個別差異性存在，而其若有復為相同或類似

行為致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應認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要件，此時主管機關（即公平會）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

規定介入規範之，應可適用於包括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事業，並不僅以加盟業為

限。 

2. 資訊說明義務 

然而，若業務員或仲介人員僅將商品的說明書供要保人閱覽，可能會因為商品

太過複雜或閱讀不完全，導致要保人者根本無法透過說明書了解其所購買的商品為

何。因此，單純的資訊提供以及單純的資料告知並不足以保障要保人權益，故確實

之「資訊說明」與「資訊揭露」同等重要。詳言之，此項義務之重點不僅在形式上

提供資訊，而是盡到「說明義務」，實質地使要保人對於將要購買之投資型保單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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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確的認識，進而以完全的自由意識來決定是否締結契約72。現行行政規則中，

例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定，業務員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事項，為不

實說明或不為說明時，定有行政處罰，但要保人卻無法據以請求損害賠償，故金服

法草案及金融消保法已課以金融服務業之說明義務，如有違反，消費者取得損害賠

償請求權，以落實消費者保護之目的。 

(二) 建議 

1. 落實利益衝突之避免 

金融仲介人員在推銷商品時，常發生「客戶的利益」與「自己的佣金利益」間

之利益衝突，故而有動機為了自己的利益，轉而向客戶推薦不適合但卻有高額佣金

的商品。金管會努力推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律化，非常值得肯定，然而該條文中僅

見規範金融服務業須確保金融商品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第 9 條第 1 項），以及

金融商品之說明義務（第 10 條第 1 項），對於利益衝突之避免，似不見具體之規

定，儘管金融消保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分別規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

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應本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並應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但在眾多商品當中，倘有 A、B 兩款金融商品（例如保單）均

符合要保人之風險屬性，保險仲介人員亦善盡說明商品之義務，卻因為 A 商品有較

高之佣金，而使保險仲介人員極力推銷 A 商品，金融消保法及公平交易法並無規範

或適用餘地，金服法草案尚未通過，故目前僅有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可資

約束，然而自律規範僅有行政罰鍰之規定，並無損害賠償機制，此對於消費者並無

直接之保護，除儘速促進金服法草案之通過，或於金融消保法增訂相關條文，以為

保障。 

2. 適用公平交易法處分時罰鍰之裁量 

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

                                                      
72 杜怡靜，「金融業者於金融商品販賣實之說明義務－以日本金融商品販賣法為例」，月旦法

學雜誌，第 126期，1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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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 千 5 百

萬元以下罰鍰…」，而針對罰鍰 5 萬元以上 2 千 5 百萬元以下此一範圍甚大之裁量

範圍，依同法第 48 條授權所訂定的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另明訂量處罰鍰

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個案中「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

益。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

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六、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等各要素，是故投資型保單事業嗣後如不當銷售金融商品，例如個案中未

盡資訊揭露義務造成多數消費者鉅額損失，且持續相當時間，於適用公平交易法處

分時可裁量加重罰鍰數額，毋須被已處分過的行政先例中較低罰鍰數額拘束。 

3. 廣告不實之處罰 

金融消保法僅針對金融服務業者廣告之應遵行事項，授權主管機關定之，並無

損害賠償責任，或行政處罰之規定，由於金融消保法有別於消費者保護法，就金融

消費特別立法，或可解釋為僅是特殊型態之消費行為，因此關於廣告不實之損害賠

償責任，回歸消保法第 23 條之規定，但該條文係規定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

者，與業者之連帶賠償責任，間接引出經營業者之損害賠償責任。有關廣告不實行

為事業之行政罰雖可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得出，雖金融商品的廣告內容

中，常見加上「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獲利保證，投資前請審慎評估」的語句，然而

依公平會對於不實廣告處分之案例及行政法院見解觀之，此種附加於不實廣告宣傳

的說明文字，無法當然免除廣告主的責任，故若以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廣告方式銷

售投資型保單，公平會仍應有以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介入處理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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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y in Taiwan 

－ Th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nd Fair Trade Act 

Liu,Yu-Chuan∗ 

Lin, Po-Han 

Abstract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market interest rate, the phenomenon had causing an 

inevitable increasing fee in the insurance policy.  Investment policy by its nature, with 

lower fee, saving function and superior investment profit turns out to be one of the trendy 

products in insurance market. However this type of investment policy which is also 

referred as “high risk- high return” financial commodities, the insured is completely liable 

on the investment risk; conversely the insured usually did not receiv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duct, which leads to a catastrophic impairment in 2007 economic 

tsunami. 

This article will begin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the investment policy and several 

improper selling cases in recent years. Moreover, confer the essence of “duty of 

disclosure” in Fair Trade Law and in practic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article will probe 

into the new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nd Financial Service Act, so as to 

enhance the greater protection and endow with sufficient regulation.   

Keywords: Investment Policy; Fair Trade Act; Duty of Disclosure；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The Financial Industry Disputes Resolution Centre; Financial 

Servic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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