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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動產買賣過程歷時往往需花費數個月，手續也相當繁瑣，所牽涉的法律關係

亦十分複雜，為減少不動產買賣的交易風險，業者推出成屋履約保證之機制，以降

低買賣雙方之疑慮、提高買賣成交之業績。惟在資訊未能充分揭露的情形下，消費

者對於成屋履約保證相關資訊之認知與業者所提供之服務內容可能出現落差，反而

衍生出更多的糾紛。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於民國 96 年 4 月 13 日作成公處字第
096075 號處分書，裁決仲介業者於廣告中宣稱「成屋履約保證」、「風險歸零」，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即凸顯了不動產買賣風險以及成屋履約保證機制的
潛在問題。本文以該處分書為出發點，探討我國實務上成屋履約保證機制之保障方

式為何，是否真能保障不動產交易安全，其機制是否有所欠缺？接續討論美國公證

託管制度之內容，於我國實施是否將因國情不同，或法律制度不同而發生適用上的

問題？再評析公平會公處字第 096075 號處分書之裁決內容以及其裁決標準，並討
論公平會的管制行為與契約自由的界限，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關鍵詞：成屋履約保證、不實廣告、公證託管、資訊揭露義務、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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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博士班，陳明燦為國立台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不動產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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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員期間，內政部（2007）委託辦理「住宅交易安全制度」規劃案作者主筆之部分內容，特此

致謝，並誠摯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之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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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我國不動產買賣過程中，買受人負有給付買賣價金之義務1，出賣人負有交付其

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2。標的物所有權之取得，依民法第 758

條之規定3係以登記為生效要件，而當事人向地政機關申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

依土地稅法第 49 條與第 50 條規定，應先繳納土地增值稅，否則不得辦理移轉登

記。因此，從雙方當事人簽訂買賣契約後，須經過契約用印、完稅程序、所有權移

轉登記到實際交屋等過程。該過程歷時往往需花費數個月，手續也相當繁瑣，所牽

涉的法律關係亦十分複雜，故發生交易糾紛的風險也相對提高。 

依內政部不動產買賣糾紛統計資料顯示，民國（以下同）90 年至 97 年第二季

全台房地產消費糾紛累計件數共達 6216 件4，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由此可見，當

買賣雙方進行不動產買賣交易時，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易風險。 

實務上，為減少買賣雙方對於交易風險的疑慮，提高不動產買賣成交量，業者

引進美國「公證託管」（escrow）的概念5，推出所謂「成屋履約保證」（existing-

housing contract warranties）或是相似機制，並且透過仲介業者，將該機制落實到不

動產交易業務中。然而，在資訊未能充分揭露的情形下，消費者對於成屋履約保證

相關資訊之認知與業者所提供之服務內容可能出現落差，反而衍生出更多的糾紛；

而各家業者所保障之內容6多有差異，並且無統一作業標準、流程以及完整糾紛解決

機制，消費者難分辨何者為最佳權益保障方案；此外，運用履約保證機制的業者多

集中於大型連鎖不動產仲介業，該等仲介業掌握較多的物件與資訊，並以定型化契

約方式運作成屋履約保證機制，消費者在資訊不對稱之情形下，是否具備足夠的能

力與資訊做出適當的選擇，亦有疑問。 

                                                   
1 民法第 367 條規定。 
2 民法第 345 條第 1 項規定。 
3 民法第 758 條規定。 
4 內政部（97）台內秘字第 0970006808 號函頒內政部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 
5 此即 Escrow 制度，有譯為付款中間人制度、交易轉付制度等。為便於說明，本文採「公證託

管」為說明美國制度之名稱。 
6 李春長，「成屋履約保證與不動產仲介市場—訊號顯示理論的解說與應用」，台灣土地科學

學報，國立臺北大學地政學系，創刊號，23-3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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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於 2007 年 4 月 13 日作成公處字第

096075 號處分書，裁決仲介業者於廣告宣稱「成屋履約保證」、「風險歸零」，就

其服務之品質、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之規定，此處分書即凸顯了不動產買賣風險以及成屋履約保證機

制的潛在問題。 

基於此，本文之重要議題即為下列數點： 

（一）探討我國實務上成屋履約保證機制7之保障方式為何，是否真能保障不動產交

易安全，其機制是否有所欠缺？ 

（二）探討美國公證託管制度之內容為何，於我國實施是否將因國情不同，或法律

制度不同而發生適用上的問題？  

（三）公平會認定該案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公平會之裁決標準與內容為何？其對

於私法行為之管制、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是否有所影響？ 

以下本文將就該等議題進行分析，先探究我國現行機制下的「成屋履約保

證」，再就美國公證託管制度進行說明，接續評析公平會公處字第 096075 號處分

書之裁決，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須加附言者，係「成屋履約保證」與美國「公證託管制度」兩者在定義、功能

與內容上多有不同，故無法以統一的概念予以說明，因此，文中將分別闡述二者的

內容，核先敘明。 

二、案件說明 

(一) 本案事實 

本案係由二位檢舉人檢舉被處分人廣告不實，檢舉人認為被處分人於其網站上

宣稱：「付款安全保障–成屋履約保證」，「由銀行出面保證買賣雙方產權/付款安

全……，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零」，惟於實際交易過程中，檢舉人認為被處分人既

                                                   
7 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4 條之規定，成屋係指領有使用執照，或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

完成之建築物；至於預售屋，係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未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

物。由於該系爭案件係以成屋履約保證為對象，故本文僅探究成屋之履約保證，核先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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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保證履約，更非零風險，屬虛偽不實而引人錯誤之不實廣告。 

公平會受理該案後，經 96 年第 805 次委員會作成決議8，認定該案屬「因刊登

不實廣告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於 96 年 4 月 13 日作成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

處字第 096075 號處分書，裁決被處分人於房屋仲介廣告宣稱「成屋履約保證」、

「風險歸零」，就其服務之品質、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處被處分人新臺幣 120 萬元罰鍰，並應

立即停止該違法行為。 

(二) 本案爭點 

就被處分人與檢舉人針對本案之爭議可整理為下列二點： 

1. 對於履約保證之定義有落差 

(1) 被處分人定義之履約保證 

被處分人所稱之履約保證制度，是指「以確保賣方『價金』之取得及買方違約

時就已付價金獲得補償為原則」。由於買方「原已給付價款」及「銀行核撥貸款」

均匯入指定之保證銀行帳戶中，並交由保證銀行保管，賣方得由保證銀行獲得清

償，而無須擔心買方不予給付。倘若交易過程中，雙方發生糾紛或爭議時，須由法

院判決確定之。此外，若發生「給付遲延」之情形，依定型化買賣合約書第 9 條之

約定，買方遲延給付之滯納金，得解除合約沒收買方已繳價款為賠償處罰；如產權

已過戶者，買方應無條件配合辦理回復登記9，並負擔所有費用。  

(2) 檢舉人定義之履約保證 

檢舉人認為，一般的「保證契約」於債務人不履行契約時，債權人可對保證人

求償，即保證人負代債務人履約之義務。惟依照該履約保證契約之約定，只做到

「代收代付」，而非「保證」，而應負擔保證責任之保證銀行於債務人不履行時，

                                                   
8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第 805 次委員會議作成決議，並作成公參字第 0960003167 號函以及處
分書，對受處分人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予以處分。資料來源：http://www.ftc.gov.tw/ 
FTC_ADDS/upload/2005590/0960413_002_096075.pdf，查訪時間：2008 年 5月 19日。 

9 即塗銷買方已辦竣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回復先前原所有人之所有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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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任何責任。檢舉人並認為，若欠缺「風險移轉」之功能，根本不是保證制度，

至多為保管，被處分人使用保證制度，卻迻稱保證制度範圍不兼及任意違約或不完

全給付，其與社會大眾一般認知不同。  

2. 是否造成一般大眾的錯誤認知 

(1) 被處分人之認知 

A. 文宣資料與圖說資料已明確說明成屋履約保證制度之內容 

被處分人主張，自 85 年間推出「成屋履約保證制度」以來，其所印製之「成

屋履約保證/○○房屋/客戶須知」文宣資料，均提供交易雙方；另於各分店亦備有

「○○成屋履約保證流程圖」等圖說資料。基於上述文件及說明，對於買賣雙方無

可能對「成屋履約保證制度」造成錯誤之認知。且自被處分人推出「成屋履約保證

制度」以來，引起多家同業群起效尤；報章媒體多有報導，故一般大眾對於「成屋

履約保證」已有所認識，當不致以詞害意；該制度推行迄今已近十年並未改變，不

致發生造成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  

B. 網頁說明成屋履約保證之保證內容 

關於「成屋履約保證」，於廣告網頁為：「付款安全保障–成屋履約保證」，

其說明提出：「為保障價金安全，信義在買賣雙方同意下，由銀行出面保證買賣雙

方產權/付款安全，並由○○建築經理公司，以公正第三人角色處理所有事項」。是

以，被處分人認為，「成屋履約保證」於網站上已說明是就「價金安全」提供保

障，故對於「權利瑕疵」、「物之瑕疵」及「給付遲延」等事項，被處分人認為不

在成屋履約保證之範疇內。 

C. 履約保證之合約已說明相關內容 

關於成屋履約保證之運作，即如何透過「成屋履約保證」確保價金安全，使銀

行「負責應有的賠償，真正將所有風險歸零」，被處分人認為應回歸契約之相關規

定。被處分人基於私法自治原則，認為在取得買賣雙方之同意下，委由○○建築經

理公司代向合作銀行辦理履約保證事宜，其保證責任範圍及期限等約定，應如履約

保證書所載之內容。因此，履約保證之保證與民法債編所規定之「保證」不盡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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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舉人之認知 

A. 被處分人未完全揭露成屋履約保證之限制與條件 

被處分人所指「銀行將出面負責應有之賠償，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零」，有重

大誤導，未完全揭露銀行保證之條件或限制。其主要之爭議為： 

a.對買方而言：無法履約時，未能回復原狀 

在房屋未過戶前，可由專戶支付過戶相關稅金（如土地增值稅、房屋地價

稅）、仲介服務費等費用。倘房屋無法過戶，依履約保證之性質，保證銀行應保證

履行「將買主全部已支付價金返還給買主」之回復原狀義務，但該契約第 6 條約

定，保證銀行只是將專戶餘額返還給買主。 

b.對賣方而言：無法履約時，未能收齊尾款 

房屋過戶後，買主違約不給付價金時，依履約保證之性質，保證銀行應保證履

行「給付全部尾款」之義務。但依該契約第 6 條約定，保證銀行僅在相關訴訟判決

確定後，將專戶之款項扣除合約第 4 條支出所剩餘價金交給屋主，既非將全部尾款

代買主繳交屋主，且屋主必須進行相關訴訟，負擔訴訟費用及律師費；如訴訟涉及

假扣押或假處分時，屋主尚須負擔擔保金，該等費用均無法求償。 

B. 合理期待的認知 

被處分人廣告所稱「成屋履約保證制度」、「銀行負擔所有風險」及「真正將

交易之風險歸零」屬實，賣方應可合理期待：將土地及房屋所有權過戶予買方後，

無庸擔心買方遲不給錢，也不必害怕將持續支付房貸本息或喪失不動產所有權，或

將喪失其他交易機會，因為「銀行將會承擔所有風險」。 

(三) 公平會之裁決與理由 

本案經公平會 96 年第 805 次委員會作成決議，認為被處分人於其網站上宣

稱：「付款安全保障–成屋履約保證」，「由銀行出面保證買賣雙方產權／付款安

全……，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零」，是屬虛偽不實而引人錯誤之不實廣告，裁決被

處分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故對被處分人處以罰

鍰，並命其應立即停止該違法行為。 

至於公平會之裁決理由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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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履約保證一詞須合乎法令規定或一般社會共通之概念 

有關「履約保證」一詞，於現行法令固無明文規定之定義，惟既採用「保證」

一詞，自須合乎法令規定或一般社會共通之概念，而非自行發明、詮釋之說法。不

論民法規定或一般社會通念，「保證」均係指保證人代他人負起債務或責任履行之

義。本案系爭廣告既宣稱「履約保證」，並佐以「保證銀行」、「風險歸零」等文

字說明，足令一般交易相對人對之產生「買賣交易過程中可能產生之所有或主要之

風險，均由服務提供者或保證銀行所承擔，而買方或賣方則毋須負擔該等風險與責

任」之認知與期待。 

2. 保證銀行顯無民法規定或一般社會通念所認知「保證」之作用與功能 

依系爭「代辦履約保證委任契約書」第 1 條及○○銀行之「履約保證書」第 2

條規定，其保證責任範圍：對買方限於「買方已支付價金之返還」；對於賣方更僅

限於：(1)貸款核撥前「買方已支付之價金」或(2)貸款核撥後「買方已支付之價金及

核撥之尾款」。且依前揭「代辦履約保證委任契約書」第 6 條規定，前述專戶之價

金尚須扣除第 4 條規定之過戶相關稅費、仲介服務費、取得清償證明所需費用及在

○○房屋另購屋之價款及相關費用。尤更甚者，產權移轉後，賣方須取得法院請求

返還標的物產權或請求給付價金尾款之確定判決後，方能取得前述專戶結餘之價金。 

系爭保證銀行並無代違約一方向被保證人履行債務，再代被保證人向違約者求

償之義務，顯無民法規定或一般社會通念所認知「保證」之作用與功能。復依系爭

制度實施之結果以觀，亦無法達到廣告所宣稱「履約保證」、「保證銀行出面負責

應有的賠償，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零」之效果。 

3. 主管機關意見之採取 

公平會參酌內政部函覆之意見10，認為實務上不動產仲介業者僅有價金收付之

                                                   
10 公平會 95 年 9 月間函詢不動產仲介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內政部相關專業意見，略

以：「房屋買賣含括產權、使用權、價金收付、物的瑕疵、違約賠償條款等風險。而房屋仲介業

者為促使買賣成交，常於平面媒體刊載『付款安全保障－履約保證』、『由銀行出面保證買賣雙

方產權／付款安全，如果交易過程一方有違約的情事發生…，經查證屬實，則將由銀行出面，負

責應有的賠償，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零』等廣告。實務上，一般坊間不動產仲介業之履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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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保證，而對於物的瑕疵及違約賠償條款似無履約保證之實質行為或達到交易零

風險之目的。故被處分人於其網站上宣稱「履約保證」，並同時載有「保證銀行出

面負責應有的賠償，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零」等文字說明，足使相關買賣雙方產生

「有保證銀行擔保，毋須負擔交易過程所有風險」之合理期待，渠於實際提供服務

時，無法達到廣告所宣稱之功能與效果。其所為系爭廣告核屬引人錯誤之虛偽不實

廣告。 

4. 民事契約約定事項未於系爭廣告上充分告知 

被處分人縱於其履約保證書載明保證責任之範圍，然其僅屬於民事契約約定事

項，既未於系爭廣告上充分告知，而造成相關消費者錯誤之認知與期待，自無解其

違法可責性。 

三、成屋履約保證制度之探究 

(一) 我國成屋履約保證機制 

目前我國不動產交易履約保證以「價金保證」為主，由於多數成屋履約保證係

透過建築經理業者（以下簡稱建經業者）進行，買方與賣方經由仲介業者的推薦，

委託建經業者辦理履約保證。故本文將以透過仲介業者與建經業者的成屋履約保證

為討論對象。 

                                                        
交易風險等，僅有價金收付之履約保證，對於物的瑕疵、違約賠償條款等似無履約保證之實質行

為或達到交易零風險之目的。是以不動產仲介業者類此『履約保證』、『交易零風險』廣告是否

涉及廣告不實等行為，宜視代辦履約委任契約書及履約保證書等條款內容，以事實認定之。」詳

處分書（公處字第 096075 號）之內容事實第七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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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屋履約保證機制之參與人 

(1) 仲介業者於成屋履約保證之角色 

仲介業主要的業務是從事不動產買賣、互易、租賃之居間或代理業務11。國內

對於不動產仲介行為之法律性質有不同之見解12。有居間契約說13、委任契約說以及

非無名契約說等14。現今不動產交易市場，因資訊之公開性不足，或因不動產交易

之技術性、專業性、高價性，及交易需配合金融機構之資金融貸業務與不動產登記

事項，乃經由仲介業者提供交易過程之協助，消費者則藉以減省買賣不動產過程中

所需支出之勞力與時間15。此時，仲介業者所提供之服務可能包含了居間以外之其

他行為。是以，仲介業受當事人之委託所提供之服務亦有不同，其法律關係即不限

於居間契約，有可能含括了委任的性質。從這個角度觀察，此種勞務給付之契約，

因為仲介業者是獨立勞務給付人，而非僱傭契約之受僱人，依民法第 529 條規定，

應可以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 

仲介業者所提供之履約保證大多數都是和建經業者「合作辦理」，例如信義房

屋與安信建經公司；永慶房屋、住商不動產、東森房屋與僑馥建經公司。因此，若

當事人透過該等仲介業者之仲介服務，仲介業者會詢問當事人是否參與成屋履約保

證，若當事人願意實施成屋履約保證，則仲介業者會與建築經理業者聯繫，再由建

經業者或指定地政士進行業務之執行。 

亦即，實務上的成屋履約保證服務之提供者，是「建經業者」，仲介業者僅是

成屋履約保證之「傳達資訊」與「推薦」之角色，其執行者是建經業者與特定地政

士。因此，仲介業就成屋履約保證之業務與買賣雙方之間並無「委任」上之法律關

係。換言之，買賣雙方與仲介業者之間有委任關係，買賣雙方再與建經業者之間就

保證事宜簽訂契約，並於簽訂契約時與建經業者指定的地政士簽訂代辦相關事項的

委任契約。故該成屋履約保證行為中，買賣雙方一共有三個契約關係。 

                                                   
11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5 款規定參照。 
12 謝哲勝，財產法專題研究（二），元照出版公司，82，1999。 
13 李永然，房地產投資熱門話題，永然文化公司，190，1995。 
14 曾泰源，不動產居間契約之研究，文化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24，1991；曾品傑，房屋仲介

契約之研究，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18-87，1997。 
15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94 年上易字第 37 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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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成屋履約保證並非仲介業者之業務範圍，為何多數連鎖經紀業者皆推出成

屋履約保證之服務？有研究指出，成屋履約保證是仲介業面對同業競爭威脅以及買

賣過程價金安全所提出的解決方法之一16。另外，亦有研究17發現，仲介業者實施成

屋履約保證制度將具有以下之「成效」：總賠償金額佔總營業額之比例下降；客戶

申訴率下降；客戶滿意度上升；成交客戶再選擇該仲介業者之意願上升；市場佔有

率上升；營業額上升；奠立供應鏈管理與顧客關係管理的基石等。因此目前的仲介

業者採行類似履約保證者已有相當的數量18，甚至金融、信託業者與保險業者亦開

始推行類似的機制。 

(2) 建經業者於成屋履約保證之角色 

大多數之建經業者是成屋履約保證服務之提供者，故履約保證之「保證人」為

建經業者。買賣雙方先以申請書向建經業者提出「申請」，建經業者收件後，提供

定型化之買賣契約書、成屋履約保證書給買賣雙方審閱並簽署，建經業者將提供專

戶帳號，以供價金之匯入與匯出。 

仲介業者與建經業者之關係，主要是異業策略合作的模式，亦有以關係企業方

式存在之合作方式19，仲介業者成功媒合買賣雙方之標的物與價金後，將有意願透

過成屋履約保證之當事人「轉介」或將該案「轉移」、「推薦」給建經業者，由建

經業者與其指定地政士進行後續之簽約、履約保證、完稅、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

務，再由仲介業者進行點交事宜。此外，也有建經業者為仲介業者進行持續性的教

育訓練，使得仲介業務人員對成屋履約保證有完整的認知，以協助業務推動。是

以，仲介業者與建經業者之關係是一種介於「委任」、「轉包」、「居間」、「合

作」之契約關係，其定性端視仲介業者與建經業者所協議之合作內容為斷。 

 

                                                   
16 黃炯發，台灣房屋仲介業之經營策略研究分析，大葉大學碩士論文，71-80，2003。 
17 周王美文，房屋仲介業之創新商品研發與經營成效個案研究─以信義房屋『成屋履約保證制

度』為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碩士論文，111-116，2002。 
18 如信義房屋的成屋履約保證、永慶房屋的價金履約保證、太平洋房屋的履約保證、住商不動

產的買賣價金履約保證、中信房屋的房屋交易安全制度等即為適例。 
19 如信義房屋與安信建經，此合作方式可能減少合作上的交易成本，但是也可能發生消費者擔

心球員兼裁判之情形，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8062509984，查訪
時間：2008 年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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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政士於成屋履約保證之角色 

建經業者之履約保證業務主要是由該建經業者所指定之特約地政士負責辦理，

相關文書作業亦是由建經業者「授權」特約地攻士負責現場處理；若由買賣方所指

定之地政士將無法獲得建經業者之同意。地政士可以與建經業者洽談策略合作模

式，建經業者並將核發「特約地政士證書」或「特約地政士資格證」給特定地政

士。由此可見，建經業與地政士約定，由建經業者委託地政士處理履約保證之事

務，而地政士允為處理之情形，應屬民法 528條之委任契約關係。 

(4) 買賣雙方於成屋履約保證之角色 

A. 買賣雙方與建經業者 

建經業者對於買賣雙方應屬於履約保證之「保證人」。依據「價金保證」之成

屋履約保證之概念，應係當「主債務人」（即買方）未能履行義務時，保證人（建

經業者）應提出與保證內容給債權人（即賣方）。 

B. 買賣雙方與地政士 

在成屋履約保證之交易過程中，買賣雙方必須共同「委任」建經業者指定的

「特約地政士」辦理產權移轉作業，並且授權地政士就買賣標的物之買賣事宜代理

買賣雙方之為用印、完稅、所有權移轉登記、抵押權設定等各事項。因此，買賣雙

方與地政士之關係為委任契約之關係，買賣雙方委任地政士處理成屋履約保證之

「行政事務」與後續買賣流程內容，並未涉及成屋履約保證之「保證」事項。 

在交易過程中，若建經業者加入不動產買賣的行列，與不動產交易相關之交易

輔助人主要有地政士與不動產經紀人，而建經業者與該等相關職業的關聯性，必須

加以說明，以下以表 1 說明建經業者與地政士、經紀人在交易流程中的關聯。 

2. 成屋履約保證機制之實行方式 

在我國成屋履約保證之實際運作過程主要分為以下內容： 

(1) 委任地政士與簽署相關文件 

買賣雙方必須共同「委任」建經業者指定的特約地政士辦理產權移轉作業。買

賣過程建經業者不必到現場確認。每一件辦理履約保證之應備文書可向仲介業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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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士要求審閱，其中包含有：履約保證專用不動產買賣契約書、保證書20。簽約時

應簽立「價金履約保證申請書」，收執並確認「價金履約保證證書」之內容。買方

若需辦理貸款，應於地政士依約辦理繳稅前完成與金融機構的借款對保手續，並簽

具指定撥款同意書及擔保尾款之本票。買賣雙方於辦理不動產點交時應簽立「點交

證明書」，作為價金撥付之依據。 

表 1  在交易過程中，建經業者與地政士、經紀人之工作內容 

交易階段 建經業者之工作 地政士之工作 經紀人之工作 

買賣雙方媒合
與磋商階段 

無 無 1.確認雙方身分 
2.媒介買賣交易 
3.撮合雙方交易事項 
4.提供不動產說明書 

簽約 1.確認買賣契約書 
2.提供履約保證書 
3..契約存查 

受買賣雙方委託與
授權辦理該件買賣
之相關事務 

1.提供不動產買賣契約書 
2.於契約書上簽章 

價金與產權轉
交 

1.各期價金經確認後匯入
一個專戶 

2.將專戶的款項依照買賣
雙方合約約定方式撥款

3.保留不動產移轉登記與
產權相關資料 

1.進行用印、完稅、
所有權移轉登記、
抵押權設定等各事
項 

2.依履約保證之進度
通知建經業者核發
價金 

無 

交屋 無 無 點交與交屋 

資料來源： 本文整理。 

 

(2) 契約約定內容 

雙方對於買賣的價錢和條件確認無誤，不動產的買賣雙方開始簽訂建經業者提

供之定型化專用不動產買賣契約書，在契約內容中必須寫明價金付款方式以及約定

事項，並簽訂成屋履約保證書。 

                                                   
20 僑馥建經公司之說明，http://www.chaofu.com.tw/q&a.htm，查訪時間：2008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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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價金的交付 

地政士開始進行用印、完稅、所有權移轉登記、抵押權設定等各步驟，買方將

各期價金（簽約款、用印款、完稅款、尾款），經由建經業者確認金額後匯入一個

專戶。 

(4) 產權轉交 

待雙方所規定的條件達成時，建經業者指示地政士將已辦理移轉過戶的所有權

狀交給買方，將保證專戶的款項依照買賣雙方之指示交付給賣方或其指定的第三

方，最後由經紀人進行實際交屋。 

3. 其他相似之機制 

(1) 成屋買賣保證保險 

成屋買賣保證保險是指成屋買賣交易雙方中，有一方不履行債務，則保險人就

「保險金額」負擔賠償責任。其承保範圍可大致區分為買屋保證保險、售屋保證保

險、房屋權利瑕疵保證保險等。現行僅有一家保險業者提供成屋買賣綜合保險的商

品服務21，且其提供對象亦僅限特定仲介業者所帶來的消費者。相關前置作業22主要

是被保險人（買方及賣方）先行填寫成屋買賣綜合保險要保書，載明土地及建物標

示、不動產成交金額、成屋買賣專戶銀行、仲介業者、特約地政士並檢附買賣契約

書、房屋品質查勘報告。保險公司進行核保且被保險人接受保險費率及保險契約條

件後，須支付保險費，保險契約才成立生效。 

(2) 買賣交易價金信託 

價金信託是以不動產買方及賣方為信託契約之共同委託人（亦為受益人），信

託業者擔任受託人。買賣雙方約定於買賣契約完成前，買方依約將應交付之買賣價

金存入信託專戶信託管理。信託期間，買賣雙方得共同指示受託銀行自信託財產支

                                                   
21 http://www.unionins.com.tw/Union_Product_Detail2.asp?prol_rfnbr=143&prom_rfnbr=28，查訪時

間：2008 年 5 月 28 日。 
22 特約地政士應提資料：地政士執照、身分證影本以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被保險人應提資

料：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副本、買賣雙方及其代理人之身分證、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專戶銀行帳號

以及房屋品質查勘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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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相關費用（例如：土地增值稅、賣方之代償金額、仲介報酬或其他費用），待買

賣完成後，買賣雙方再共同指示受託人將信託財產（即買賣價金）交付歸屬權利人

（賣方）。 

(3) 買賣價金及不動產信託 

現行不動產交易市場上發展出同時將價金及不動產信託的商品，當事人依其與

信託業者之協議管理方式調整，其費用亦取決於管理範圍而定。另外，由於不動產

交付信託須辦理信託登記，因此在交易時程及成本上，須額外支付費用，目前在不

動產成屋及預售屋買賣交易上，業界收費標準均視個案決定。 

4. 我國成屋履約保證實務運用上之議題 

目前國內成屋履約保證制度之推行，出現許多服務機制，而彼此間還有很大的

差異，不僅單店經營者與大型連鎖業者之服務有差異，大型連鎖業者間之服務品質

與服務制度都有明顯的不同，以下簡述應加以注意之重要議題： 

(1) 履約保證之範圍各仲介業不一致 

許多仲介業者推出之履約保證服務之範圍，亦有不同。舉例而言，成屋履約保

證之範圍，通常保障進入這個帳戶的金額，實務上部分履約保證之執行，會連同定

金一起匯入專戶，若不將定金一起匯入專戶將不適用成屋履約保證之機制。 

(2) 糾紛之發生 

運用成屋履約保證，倘若雙方對於價金或標的物的認知有出入，而反悔或拒絕

進行交易，甚至在房屋所有權移轉，買方卻因故不給付尾款，則買賣雙方須透過訴

訟解決，並且可能將承作履約保證事務之業者列為共同被告。 

(3) 賣方無法直接取得價金 

部分賣方對於成屋履約保證，仍持保留態度，此乃因履約保證將價金控管在專

戶之中，賣方無法立即取得價金。 

(4) 規模小的仲介業者能否保證房屋總價 

由於規模大的房仲業者可以提供銀行充足的抵押擔保，相較於規模較小的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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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銀行則只能擔保專戶內之款項。 

(5) 專戶內價款之運用 

目前專戶開設的方式有：業者單純開設之自己專戶、業者開設之專用信託專戶

以及業者針對該筆不動產交易所個別開設的信託專戶。就保障買賣交易雙方考量，

是否需對於此專戶開設方式、資金動用方式有一定之規範及監控，以達相同保障，

實為重要議題。 

在交易未完成之前，買、賣雙方是否可以先動用專戶內之價款，各家不動產仲

介經紀業者的規定差異頗大。按專戶控管的意義即在於買賣雙方的金額能存放在

「第三處」，亦即該筆資金的運用都須受到監控，以避免其中一方遭受損失。然而

目前仲介業者普遍都是在買賣雙方協議後即開始動用該款項，或先行取得部分訂

金，此與當初設立「專戶控管」之意旨顯然違背，必須再作進一步的考量。 

(6) 賣方可能有尾款收取不到的風險 

就交易流程而言，完稅之後產權即可移轉登記至買方名下，倘若此時買方發生

財務問題，在銀行不願辦理貸款之情況下，賣方便有收不到尾款之風險。 

(7) 不能確保履行不動產買賣契約內容 

當契約無法履行時，銀行僅將價金交付買方或賣方，而不是確保買賣雙方都能

履行不動產買賣約內容；其次，一旦買賣糾紛發生，僅以解約作為損害賠償的處理

方式，亦僅具「履約保證」之名，而不行「履約保證」之實。 

(8) 保障僅止於價金保證，不包括產權保證 

對於房屋是否有瑕疵，雖然多數不動產仲介經紀業者另有提供漏水保固之保障

方式，但對於其他可能發生的瑕疵，均以產權說明書之記載為主要依據，購屋者仍

須承受可能購買到海砂屋或輻射屋的風險。 

(二) 美國房屋交易安全保障機制 

早期美國的不動產買賣是以律師和公證人為主要的見證人，並由律師和公證人

處理買賣與產權之程序。後來「不動產經紀人」（real estate broker）逐漸取代律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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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證人，成為買賣居間以及代為辦理產權移轉之關鍵人物。然而，當時的不動產

經紀人素質良莠不齊，復因土地登記制度仍未完善，致使不動產交易糾紛屢屢發

生，故加州於 1917 年起立法規範不動產經紀業23，並於 1947 年制訂「公證託管

法」（Escrow Law），意即以第三人來執行不動產與價金之託管，並使交易得依契

約執行24。惟該公證託管機制僅為價金的代收代付與契約的檢核，無法解決不動產

可能隱含瑕疵之問題。因此，保障權利瑕疵以及物之瑕疵的「產權保險」（title 

insurance）制度油然而生。至此，結合買賣契約、價金確保、產權確保之不動產交

易制度逐漸成為美國多數州採用並為大眾所接受25。 

「公證託管制度」（Escrow），其目的在於減少不動產買賣於價金與契約上之

風險，消弭買賣雙方之不信任，透過與交易雙方無利害關係之「公正第三者」

（neutral third party）擔任買方價款以及賣方「契據」（deed）、文件、單據的託

管，若買賣雙方的契約條件皆達成，即交付託管的文件與價金給交易雙方。以下說

明美國公證託管制度之內容。 

1. 公證託管之流程 

公證託管運作流程26可依照不動產交易步驟27說明如下： 

(1) 買賣雙方開立帳戶 

當買賣雙方欲進行不動產交易，美國聯邦政府住宅與都市發展部28或是地方政府

（如加州政府）的房地產部29皆會提供買賣雙方參考用手冊，讓民眾在購屋前作評

估，當民眾決定後進行買賣時，可以在加州房地產部執照處或是加州政府公司部30註

                                                   
23 Allmon, D. E. & J. Grant, “Real Estate Sales Agents and the Code of Ethics: A Voice Stress Analy-

si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10), 807-812 (1990). 
24 詳參 http://www.ceaescrow.org/_Legislation.asp，查訪時間：2008 年 5 月 20 日。 
25 美國各州大致可分採用公證託管的州（escrow states）以及以律師輔助的州（attorney assisted 

states）兩種，且採行公證託管的州之間的法令也不同。 
26 廖義男，不動產交易法制之研究，內政部，43-47，1992。內政部，住宅交易安全制度規劃，

148-160，2007。 
27 解時村，美國房地產買賣投資，長青文化出版社，108，1990。 
28 即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9 即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簡稱 DRE。 
30 即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p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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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處的網站查詢（或以電話查詢）合法擁有執照的不動產經紀業、估價人員31。買

賣雙方經由合法經紀人之媒合後，確認成交與成交價格，寫明在出價單上(offer)，

到公證託管公司開立公證託管過戶手續帳戶，並取得「公證託管編號」（issue 

escrow number）。 

(2) 不動產買賣雙方簽訂不動產買賣契約書。 

(3) 尋找一個與買賣合約無關之「公正、中立第三人」（neutral third party）擔任公

證託管人32，該託管人通常由銀行、信託公司、「獨立託管公司」（independent 

escrow company）、律師或「產權保險公司」（title insurance company）擔任。 

託管人是受交易雙方所委任，所以可以視為一種「雙邊代理」（dual agency）33，

然而，此種情形僅存在於契約條件未滿足前「暫時性」的代理，而代理權限範圍僅

限於託管雙方文件及價款。待契約條件完成後，代理關係即隨之消失。託管人的權

限限於當事人之指示，即託管行為之代理，並僅限於託管協定及託管指令範圍内的

代理行為。基於該權限，託管人不得就雙方之間的爭執作決議或替任何一方作決

定，而應請求法院或仲裁機關作裁決或處理。 

(4) 簽訂託管協定 

由買方、賣方、公證託管人簽訂三方託管協定，該託管人將準備一套依據買賣

契約所簽訂的託管指令，詳細記載雙方必須完成事項的內容。 

賣方在資訊提供義務上必須與產權保險公司簽訂不動產產權調查內容初步報告

之委託。完成了對賣方不動產產權調查後，公證託管人要將此一產權調查報告轉交

買方或其指定之律師或第三人，至於買方必須完成貸款的確認34以及審閱不動產調

查報告35。 

                                                   
31 加州房地產部網站 http://www.dre.ca.gov/chinese_sub.htm，查訪時間：2008 年 5 月 30 日。 
32 監督與執行公證託管之第三人稱為公證託管保管人（escrow holder）或公證託管代理人

（escrow agent），為求統一用語，本文以下均使用「公證託管人」或「託管人」。此第三人可能

是公證託管公司（escrow company）或產權公司（ title company）所僱用的公證託管辦事員

（escrow officer）或是專門辦理公證託管的律師 ，經過雙方當事人委任並獲得授權，依照買賣雙

方契約與指示辦理手續直到交易完成為止。 
33 http://www.realestatelawyers.com/Dual-agency.cfm，查訪時間：2008 年 5 月 20 日。 
34 例如尋找貸款來源、完成貸款申請、與貸款人簽訂貸款文件。 
35 如不動產產權調查內容初步報告、是否有抵押權、法院裁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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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託管指令，賣方將不動產契據暫存在託管人處，買方將價款交給公證託管

人，公證託管人將價款以託管基金的名義存入託「管基金帳戶」（Escrow 

Account）36。 

(5) 「產權現況調查」（Title Search） 

託管人對產權相關文件須進行確認，查清是否有未結清的留置權（Liens），例

如在賣方是否有銀行欠債的情況。此外，託管人會向法院要求「初步產權報告」

（Preliminary Title Report），該產權報告會記載房地產當下持有人、持有資料以及

有無債務方面的「判決書」（Judgments） 等等。如買方或賣方宣告破產，這項資

料也會被登記到產權狀上。 

(6) 計算稅金、留置權、利息、租金以及保險37 

託管人需負責計算或按比例分配稅金、留置權、利息、租金以及保險單。這可

能牽涉到「財產稅」（Property Taxes）以及「所得稅」（Income Tax）38。如果有

利息或是該標的已出租給他人，則利息與租金會在「公證託管結束」（close 

escrow）時被公平地平分給買方和賣方39。 

(7) 受託辦理產權保險 

由於標的物之家屬以及所有人之繼承人、政府機構、稅務機關、承攬人、使用

人、債權人或其他個人或公司可能對該不動產有部分之權利或是請求，這些資訊是

買賣交易發生時可能買方不知情，此時，買方以及買方貸款銀行的風險將會提高，

買方或是「貸款銀行」（Lender）會要求辦理「產權保險」（Title Insurance）。產

權保險保護保單持有人避免受到不動産所有權的合法性的質疑，倘若在交屋之後買

方發現該房屋有當時調查產權沒有發現的產權變動或產權確保，可以藉由產權保險

進行賠償。 

A. 產權保險的意義：係透過保險的方式，以在保險單上記載的產權瑕疵作為保險

                                                   
36 Walter Roy Huber, Real Estate Escrow, 68-92 (2005). 
37 William G. Andreozzi, “Using the installment method with escrow arrangements,” 31-89 (2005). 
38 如果賣方有所得稅（Income Tax）方面欠債，房地產也會被此限制。 
39 內政部辦理之 2007 年住宅交易安全制度國際研討會，關於美國住宅交易安全保障制度報告

人 Ms. Katherine Fung 所為之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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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承保標的，並承保其它潛在損失，以分擔不動產權利人風險的保險型態。 

B. 產權保險公司：依一般公司法規須經該州公司法及主管機關許可，業務為審查

所有權與保證所有權。承保前須經對投保不動產所有權內容縝密調查，承保後

對投保前潛在瑕疵或契據變造或偽造產生之損失須負賠償責任。 

C. 產權內容之調查 

在美國，少部分買方在簽約前會先委託律師或不動產所有權查詢公司調查其所

有權是否有瑕疵。多數的交易都是透過產權保險來進行。產權公司會請調查員

詳細調查，發現所有權瑕疵須在保單上註明，其承保標的是產權內容調查工作

之正確性，意指除該調查發現之所有權負擔或所有權瑕疵不承保外，其餘其未

調查出的產權問題發現時如造成被保險人之損害將負責賠償。 

(8) 價金與產權轉交 

若有貸款需求，在貸款前銀行會透過公證託管公司或產權保險公司的產權調查

內容了解產權問題，再由估價師估算該不動產價值以決定貸放額度，並徵信貸解款

人信用及其還款能力與還款來源40。 

待雙方買賣契約與託管指令條件均已達成時，公證託管人依據託管協定將契據

交給買方，將託管基金依照價款數額付給賣方或其指定之第三人。在該公證託管人

處辦理過戶手續，結算公證託管費用並登錄不動產買賣文件，簽妥一切文件，賣方

將其還清原貸款及各項費用的之證明、財產保險及相關檔案資料交給公證託管人

後，公證託管人召開協商會議，分攤稅負、分配租賃與勞務契約中的權利義務，並

將結果交買賣雙方。確認無誤後，買方將付清剩餘價款給公證託管人，公證託管人

交付契據給買方並準備結算報表41，實際作業期間約介於 30至 60天42。 

                                                   
40 聯邦不動產交割程序法案（real estate settlement and procedures act）簡稱為 RESPA，明確規

定貸款購屋時，貸款人（包括政府單位及民間銀行）應以文件告知借款人包括買賣資訊、結算費

用、設有產權保險、禁止收取回扣、定型化契約、提供審閱權及 Escrow 帳戶等相關訊息。而且在

接到申請貸款申請時 3 天內、貸款準備結算及貸款結算後等三個階段分別提供。詳細內容可以參

閱 http://www.hud.gov/offices/hsg/sfh/res/respa_hm.cfm，查訪時間 2008 年 7 月 30 日。 
41 產權移轉相關資料可參考：http://www.redwagonteam.com；http://www.dre.cahwnet.gov，查訪

時間：2008 年 7 月 30 日。 
42 詳參 Sandy Gadow, ALL ABOUT ESCROW, 18-3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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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過戶與交屋 

過戶後一個月內買方會收到郡政府寄來的房契43及公證託管公司寄來的產權保

險等相關文件。 

2. 美國加州 Escrow機制的運作特點 

美國加州 Escrow 制度透過具有公信力的第三者，作為買賣雙方交付價金與不

動產標的物之平台，並且負責標的物之瑕疵審核及買賣價金的交付，保障交易雙方

的權益44。該 Escrow 制度中，是由專業公正第三方（如律師、信託業、金融保險業

或不動產相關業者），一方面保管價交易價金，另一方面則依照買賣契約之約定，

進行產權移轉及價金交付45。所謂之條件成就通常是指買受人須支付全部價金或履

行其它義務為前提，當買受人支付價金後，即得以取得契約及不動產所有權46，綜

之，Escrow機制有如下的特點47： 

(1) 業務執行上特點48 

A. 對契約的內容進行確認：由於買賣雙方與託管人會簽署託管協定，因此託管人

將會對買賣契約內容進行實質確認。 

B. 證明效力：託管人與買賣雙方所簽訂之託管協定可以證明當事人的買賣確實存

在，但是該協定仍僅為託管人所做的協定書，若當事人需要舉證時，在效力上

仍有舉證的必要。 

C. 價金控管：買方的價金需要先存在託管人所開設的信託專戶。 

(2) 交易專戶控管人資格 

通常美國公證託管人只能由銀行、信託公司、建築和融資信用合作社、獨立的

                                                   
43 http://www.johnbeckland.com/，查訪時間：2008 年 7 月 30 日。 
44 莊孟翰，建築經理公司未來發展之方向，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75-82，2002。 
45 可參公證託管公司之說明：http://www.pickfordescrows.com/hmpg%20frameabout.htm，查訪時

間：2008 年 7 月 20 日。 
46 馬新彥、何志鵬，「美國轉交付制度的利用及改造－我國物權變動模式視角下的制度設

計」，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4 期，175-183，2005。 
47 Donna Grogan, California Real Estate Escrow, 15-99 (2007). 
48 Leo Gendernalik, “How to Find the Real Estate Deal of a Lifetime,” 44-72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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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公司、律師及產權保險公司來擔當，不動產交易專戶控管人需要具備最基本的

法律教育程度，且法律嚴格的規定如何在適當的時機使用帳戶的基金，避免委託人

的錢隨便被挪用。 

公證託管人之執照申請程序受到嚴格的法律規範，主要為了防止受委託人進行

移轉程序時發生侵占、移用、帳戶不清等情事，以確保交易的公平與公正。違反法

規者將受到很重的懲罰，最後甚至勒令停止營業49。 

(3) 專戶控管獨立性、稽核性 

參酌美國機制後，對委託人專戶的控管，其規範皆相當嚴格50： 

A. 專戶獨立性 

依據「加州金融法典託管法」（California Financial Code Escrow Law）第

17409.1 節（a）規定，受託人應在每個授權地點存放獨立的託管信託帳戶。除非其

中一個託管帳戶向另一帳戶提出簽字支票，並將支票存入該帳戶，且簽署基金託管

帳戶轉帳收據，則兩個帳戶不得進行轉帳，每次轉帳應得到適當證明。 

B. 專戶的稽核 

依同法第 17405 節之規定，「不動產管理委員」（Real Estate Commissioner）

可隨時對託管代理機構之業務、帳目或紀錄採取無預警（without prior notice）審查

或檢查。相關人士應按要求提供管理委員或授權代表要求之帳目和紀錄副本，並允

許進行檢查。如果管理委員認為有必要且適當，可不限次數對每個授權託管代理機

構進行檢查，但每 48 個月應至少檢查一次。檢查應該在業務開始後 12 個月內應進

行檢查，除非管理委員會依據檢查中未涉及資訊或最近一次「獨立稽核報告」

（independent audit report），認為該檢查應超過 12個月期限。在決定檢查頻率時，

管理委員可考量每個授權託管代理機構對本條內容規定的遵守情況，以及管理委員

規定或指定之因素。 

每位公證託管人應依同法第 17406 節之規定，在當年或財政年度結束後 105 日

                                                   
49 Janine Brightbill, Nichole Nardon, Jonette Dixon, & Elizbeth Jewel, “Ethics in Real Estate: An Em-

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5(2), 1-29 (2002). 
50 Sandy Gadow, “The Complete Guide to Your Real Estate Closing: Answers to All Your Questions - 

From Opening Escrow,” to Negotiating Fees, to Signing the Closing Papers ,14-2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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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管理委員提交包含整年度已稽核財務報表的稽核報告51，如果以財政年度計

算，則提交財政年度報告；費用由託管人負擔。此時，每位託管人應依管理委員要

求提交其他相關資料52。 

如果託管人未能夠依法或依管理委員要求提交報告，管理委員可依第 17408 節

規定，立即對該託管人之帳目、紀錄、文件和事務進行澈底審查。此外， 管理委

員可對未在書面要求指定時間內完成事項者進行罰款53。依上述要求發出罰款指令

後，受到指令者可以在指令生效後 30 日之內提出聽證會書面申請54。如果某人未在

指令生效後 30 日之內提出聽證會書面申請，當事人須在 5 個工作日之內繳交罰

款。如果提出聽證會申請，當事人應在罰款指令最終確定生效日期後 5 個工作日內

繳交罰款。 

C. 違反法律規定之處罰 

加州金融法典託管法第 17414 節規定，相關人士、董事、股東、受託人、主

管、代理機構及其雇員如果不遵守託管指令，故意或任意提取或企圖提取託管基

金，或以實際方式故意、任意指派、參與、幫助或唆使他人盜用或詐領託管基金；

或是故意或任意以口頭或書面形式，謊報或遺漏報告與託管帳簿、帳戶、檔案、報

告、附件、報表或其他有關託管的資料之真實情況；或董事、主管、股東、受託

人、職員或託管代理機構盜用或故意濫用由託管代理機構存放之款項、基金、信託

證券或資產，均屬於違法行為，視為違犯規定，或與「刑法典」（Penal Code）規

定違法行為相同。除執行其他懲罰外，法庭可要求當事人全額賠償，先向託管代理

機構賠償，之後向富達公司55賠償。 

                                                   
51 涉及之報告和財務報表應至少包括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和資產負債表結束年度收入報

表，以及管理委員規定之其他相關資料，應符合一般公認會計規則，並附獨立公認公共會計師

（public accountant）獲獨立公共會計師報告、認證或意見。該稽核工作應符合一般公認稽核標準

及管理委員規定。 
52 要求提交之報告和財務報表應由會計師報告或認證，報告對獲授權人最近報告或財務報表進

行報告或認證的會計師除外，或授權人應向管理委員提交書面通知，說明與前任會計師在最近提

交報告或財務報表方面是否存在任何分歧。 
53 如 1.依法或依管理委員要求向管理委員提交申請；2.報告中未包括管理委員要求之實際資

料。報告或資料過期前 5 日提交罰款金額為每日美金 100 元，此後過期每日罰款美金 500 元。 
54 此時應依照美國「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以及「政府法典」第 2 項、

第 3 部、第 1 條、第 5 章（從第 11500 節開始）召開聽證會。 
55 該公司是依據美國加州金融託管法成立之公司（Fidelity Corporation），該公司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規定條款給予持有「託管法」（Escrow Law）有效授權者依法規定加盟公司者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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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託管人必須依據託管協定進行相關作業 

託管人是依據買賣雙方的約定，進行產權移轉與價金交付的行為，是以，若發

生無法繼續交易之情形，相關的約定亦將於協定中說明，以減少雙方當事人的認知

差異。 

公證託管人必須是中立的，不能偏向買賣任何一方。他們的職權僅限於辦理他

們所該辦理的事項。如無確切執行所有規定以及必要程序，公證託管將無法著手。

例如在交易中途，買方及賣方需要更改契約上的一些條件，他們須簽立公證託管修

正指示書的合約，公證託管人才能進行契約更改。 

(5) Escrow機制無法保障標的物實體瑕疵或是產權瑕疵 

公證託管制度並無法保障標的物實體瑕疵或是產權瑕疵。美國對於購屋者保障

產權通常有三種辦法：第一，由賣方提供保證書；第二，由律師找出相關紀錄文件

並決定產權品質是否可疑，並提供其法律意見；第三即購買產權保險來預防產權問

題。在加州的房地產交易實務中，公證託管與產權保險通常搭配運用，雖然相關法

令並未強制規定。 

(6) 託管人的中立性 

依據公證託管的準則（Escrow Principle），公證託管人不能擔任「媒介人」 

（mediator）、諮詢者，或是參與客戶間的爭執，或仲爭議。公證託管是一個有限制

的代理關係，按照託管指令來管理，公證託管人只在特定書面指令的準則下行事。 

3. 不動產經紀業與公證託管人間的關係 

不動產經紀業在告知買賣雙方公證託管將在特定日期結束前應該常向公證託管

人確認。一件公證託管包含許多細節，任何一件都可能導致延誤。遵循正確的文件

會加速完成結案56。對於不動產經紀業與公證託管人之關係57如下： 

                                                        
公司一員。加盟者可以進行公證託管的相關業務。 

56 詳細的說明可參考以下文章： Paula C. Murray, “The Real Estate Broker and The Buyer,” 
Negligence and the Duty to Investigate, 32 Vill. L. Rev. 939 (1987); “Imposing Tort Liability On Real 
Estate Brokers Selling Defective Housing,” 99 Harv. L. Rev. 1861 (1986).  

57 詳參 Real Estate Commissioner, “Reference Book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Real Estate Practice, 
Licensing and Examinations,” 148-14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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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料的確定與提供 

在公證託管開立前，先輔助當事人決定火險如何處理；當公證託管開立後，不

動產經紀業應提供賣方所有之已登錄轉讓契據或是其產權保險單(title policy)。這些

文件上應有明確的法律記述及產權事項說明。此外，不動產經紀業應檢查賣方標的

物相關之擔保或抵押狀況。 

(2) 為買賣雙方確認託管協定 

經紀業者必須記得所有公證託管指令和修改的指令，並且以書面寫下。 

(三) 我國成屋履約保證之檢討 

1. 我國與美國制度之差異 

目前我國成屋履約保證與美國公證託管制度有相當大的不同，以下將比較我國

與美國制度之差異： 

(1) 美國公證託管制度中，銀行與仲介業者都只是單純協助者，銀行開設專戶

專款，託管人處理價金之撥付，仲介業者辦理買賣契約，協助託管人辦理

所有權之移轉，而託管人須負責審查及認證買賣雙方權利義務之履行。我

國部分業者的履約保證制度透過與仲介業者有合作關係的建經業者進行成

屋履約保證，將買賣價金存入與建經業者有合作關係的銀行業者，並由特

約地政士進行產權過戶等相關事務，二者業務執行方式較不相同。 

(2) 美國買、賣雙方分別委託不同的仲介業者，有助於仲介業者能夠分別為其

當事人爭取到最大權益。於我國則多數交易情形是買賣雙方委由單一仲介

業者，而仲介業者再為買賣雙方介紹成屋履約保證，並透過仲介業或是建

經業者指定之地政士進行相關事務之處理，單一仲介業者是否可以屏除業

績考量而為買賣雙方爭取最大權益，值得探討；此外，掌握不動產買賣所

有重要過程的地政士亦由仲介業或是建經業者指定，該地政士是否可善盡

客觀、專業的責任，為當事人雙方利益進行把關，亦容有疑問。 

(3) 專業公正第三人擔任 

美國現行公證託管制度透過具有公信力的第三者，基本上是由專業人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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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擔任公正的第三方，在加州規定公證託管須以公司型態成立，其中資

格上要求其資本額 5 萬美金以上，並且需加入協會；另外公證託管公司經

理人要有 5 年以上不動產交易實務經驗等限制，以確保建立公信力。在公

證託管公司中實際執行業務的辦事員亦需要相當的法律訓練。而我國對於

成屋履約保證並無相關的要求與法令規範，雖然內政部於 82 年進行「不動

產交易法」的立法規劃，其中對於付款中間人有所規範58，惟至今仍未通

過，故我國對「付款中間人」或是成屋履約保證之規範確有補充之必要。 

(4) 公證託管的配套措施─產權保險機制 

在美國不動產交易中欲完整保障交易安全必須結公證託管與產權保險制

度。由於公證託管僅能對於價金的交付以及法律文件的檢視進行控管，透

過產權保險中之承保59，才能擴大至物的瑕疵60。 

在簽訂託管協定後，公證託管人協助賣方與產權保險公司簽訂委託產權保險公

司出具不動產產權調查內容初步報告，買方會收到產權保險公司的初步報告，詳細

說明關於賣方產權的最後狀況，如果買方看完報告內容，仍願意購買，則透過公證

託管人與保險公司簽訂產權保險契約，買方會收到保險公司的不動產保險單，保單

中由保險公司保證該初步報告內容確實無誤。 

反觀我國，實務上的履約保證對此並無任何相關之配套機制，成屋履約保證僅

有法律文件的檢視以及買賣價金的控管，欠缺產權瑕疵的保障，故我國之履約保證

對於產權保障上確有無法兼顧的情形。 

茲將美國與我國制度之比較說明如表 2。 

 

                                                   
58 不動產交易法草案第 20 條規定：「買受人得指定業者為付款中間人，出賣人不得拒絕。買

受人為二人以上者，出賣人得就建議之金融業者中，選定其一為付款中間人。」 
59 美國房地產保障制度主要有兩種方式：一、賣方提供產權擔保契約，請律師查閱登記機關相

關檔案資料後提供法律意見；二、產權保險公司的產權保險制度。上述兩種方式中，以產權保險

（title insurance）較為普遍。 
60 其中產權保險的費用主要分為產權保險費與產權調查費兩部分。產權保險必須先針對對標的

房地產進行全面調查與分析，並且依產權調查報告內容作為承保依據。關於產權保險費成本效益

分析角度而言，依據 1972~2000 年間產權保險相關統計數據分析研究顯示，產權調查費占保費收

入 60%~80%，風險保費占 20%~40%。在損失率以及費用率上，產權保險之平均損失率為 6.5%，

總費用率高達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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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國公證託管制度與我國成屋履約保證之比較 

 美國公證託管制度 我國成屋履約保證 

辦理主體不同 以專業託管人為主要託管主體，銀
行與仲介業者協助辦理，銀行開設
專戶專款，公證託管處理價金之撥
付，仲介業者辦理買賣契約，協辦
公證託管配合產權移轉，負責審查
及認證買賣雙方權利義務之履行。 

仲介業者與建築經理業者合作推出履
約保證機制，由仲介業者媒介成屋履
約保證案件，建經公司簽屬履約保證
書，地政士辦理過戶；或是由銀行開
辦履約保證制度，由仲介業或是地政
士進行業務的媒介。 

經紀人的角色 買、賣雙方分別委託不同的經紀
人，有助於經紀人能夠分別為其當
事人爭取到最大權益。 

於我國則多數交易情形是買賣雙方委
由單一經紀人，而經紀人再為買賣雙
方介紹成屋履約保證，並指定特定之
地政士進行處理。 

相關法令規範 在加州規定公證託管須以公司型態
成立，其中資格上要求其資本額 5
萬美金以上，並且需加入協會；另
外公證託管公司經理人要有 5 年以
上不動產交易實務經驗等限制，以
確保建立公信力。在公證託管公司
中實際執行業務的辦事員亦需要相
當的法律訓練。 

我國對於成屋履約保證並無相關的要
求與法令規範。 

相關配套機制 在美國不動產交易中欲完整保障不
動產交易安全機制必須結合公證託
管制度與產權保險制度。 

實務上的履約保證對此並無任何相關
之配套機制，故我國之履約保證對於
產權保障上確有無法兼顧之弊端。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2. 我國現行成屋風險控管機制之分析 

現今我國成屋風險控管機制有下列數種：成屋履約保證、成屋價金信託、成屋

買賣價金及不動產信託、成屋買賣保證保險。上述各種機制在相關評估指標的分析

下，可以發現哪些問題或缺漏之處？蓋成屋買賣交易風險評估的概念強調的是「整

合性」評估管理，亦即以整體的觀點，透過交易安全危險辨識確認、風險評估、處

理監控，以及風險溝通之循環過程，俾將管理納入政策考量，以達成組織目標。效

益的分析原則主要為下列二點，即「交易安全保障的完整性」以及「風險控管的效

果」，並且從事前的預防階段與交易履行的階段二部分進行探討。因此，處理這些

可能威脅交易安全的不確定因素，有下列的內容必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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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易輔助人 

在該風險控管機制中，必須先確認該機制的交易輔助人為何，該交易輔助人所

扮演的角色為何。 

(2) 產權現況調查 

買賣標的物之真實狀況關鍵在於該標的物的事前審查機制，事前的審查主要是

產權調查的有無，以及產權調查的詳細程度。 

(3) 身分確認 

交易的買賣雙方是否為真實，其是否為有權處分人，在這部分必須就交易人的

身分認證、是否具有處分權等事項進行確認。 

(4) 對買賣契約的內容進行確認 

對於買賣契約的合意部分，最為重要的就是對於契約內容以及必要之點，買賣

雙方當事人是否已達意思表示一致。換言之，當事人必須對於買賣標的物和買賣價

金的確認，以及當事人對於付款方式、交易條件、交屋方式、重要交易資料等的確

認。此處的確認，主要是對於當事人所訂定之契約以及合意的部分進行確認。 

(5) 價金控管 

價金交付的風險主要產生於買方與賣方在買賣交易的經濟活動中，由於應負價

金交付義務的買方於應交付的時點，對到期的債務不予落實的支付結算過程。因

此，如何增強買賣雙方交付價金的風險防範意識，尤其如何在價金交付中，控管價

金支付的安全，即屬重要課題。 

(6) 對抗所有人的處分行為 

在交易過程中，產權是否順利移轉一直是房屋買賣交易的最關鍵，現今的糾紛

往往是在買方交付部分價金後，賣方於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將房屋轉賣他人或賣方未

辦理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該等機制是否可以對抗所有權人的處分行為，或是一屋

二賣等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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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排除產權強制執行 

當成屋買賣交易時，可能發生賣方之債權人實現債權、強制執行該標的物之情

形，該機制是否可以排除強制執行之效果？ 

茲以表 3比較美國公正託管制度與我國成屋履約以及其他相似機制之功能： 

表 3  美國 Escrow 機制與我國相關機制之比較 

事前預防階段 交易履行階段 階段與 
   指標 

 
機制 

交易 
輔助人

產權現
況調查 身分確認

對契約 
內容進行 
確認 

價金控管

對抗賣方
之處分 
行為 

排除產權被
強制執行 

美國公證
託管機制
+產權保
險 

公證託管
人（律師
或公司）

● ● ●實質確認 ● ● ◎可以領得
保險賠償金 

成屋履約
保證 

建經/銀
行地政士

● ●建經/銀
行實質審
查 

◎形式確認 ● × × 

成屋價金
信託 

信託業者
地政士 

× ●信託業者
實質審查

◎形式確認 ● × × 

成屋買賣
價金及不
動產信託 

建經/信
託業者/
地政士 

● 
 

●建經/信
託業者實
質審查 

◎形式確認

 
● 
 

● 
 

● 
 

成屋買賣
保證保險 

保險業者

地政士 
● ●保險業者

實質審查
◎形式確認 ● × × 

符號說明：●：具有較高的效果；◎：具有較低的效果；×：不具有效果 
資料來源 本文整理 

 

從以上的比較表可以發現，現行機制中，各有各的特色與面向，因此其所保障

的內容亦有所差異。我國成屋履約保證與成屋價金信託在價金控管上有所效益，但

在產權控管上較無法保障；成屋買賣保證保險可以保障價金與產權，但是其可以投

保的單位相當限縮，並非所有人皆可投保；若是成屋價金信託再加上不動產信託，

則保障的範圍除了價金控管之外，將可以擴大到對抗所有人的處分行為、排除產權

強制執行。然而，其在交易時程與交易費用上將花費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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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屋履約保證與不實廣告之分析 

(一) 本案於網路上發布之資料可否認定為被處分人之不實廣告 

本案中，公平會以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為違法判斷之法律基礎。依

據公平會於 96 年 11月 30日公參字第 0960010188號令發布的「行政院公平交易委

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理原則」，對於不實廣告有數點判斷方式，

以下本文將就該處理原則於本案之適用進行分析。 

本案是以該仲介業者的網站說明為「不實廣告」認定之對象，由於該說明並不

是直接以廣告形式出現，而是以該仲介業者對於仲介服務的說明，並且指出成屋履

約保證是以特定之建經業者為成屋履約保證之主體，仲介業者對於仲介服務的網站

說明是否為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之廣告？此可否視為以不實廣告違背誠信原則61

之具體事例？ 

1. 網站說明為廣告不實認定之對象 

現今許多網路不實的說明皆屬非直接的、隱性的說明，亦即非以廣告形式呈

現，而是以網路新聞、特色說明、關係企業介紹、企業形象宣傳、產品資訊、Q&A

的解析、論壇討論問題等方式進行說明，相較於一般的廣告更不具有可識別性，消

費者難辨其究否為廣告。此外，該網站說明沒有明確的廣告標記，比傳統不實廣告

更加難以辨別。依目前的實務上對於履約保證之內容，有以其他建經業者的網站為

說明方式，有以企業經營實績為表示方法，亦有以網路新聞的方式傳達，該等宣傳

方式是否為廣告，可否謂為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則有解釋上的疑異。 

為了解決廣告認定的問題，公平會在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處理原則第 3 點提出

了說明，只要是得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見共聞之訊息的傳播行

為，即屬「使公眾得知之方法」，而可以認定為廣告行為。準此，應注重者乃是該

                                                   
61 駱志豪，「公平交易法與房屋仲介業」，公平交易季刊，第 4 卷第 3 期，11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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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行為於市場競爭上所發生之實質效果，毋庸拘泥於廣告學上之形式要件62；亦

即，網站說明不論是網路新聞、特色說明、關係企業介紹、企業形象宣傳、產品資

訊、Q&A 的解析、論壇討論問題等，都算是「使公眾得知之方法」，而可以認定

為不實廣告的對象，如此一來，本案以仲介業者的網站說明即得為廣告不實認定之

對象。 

2. 被處分人網站說明其他「公司」之服務，可否為公平法第 21 條處罰之
對象 

本案被處分人於網站上指出成屋履約保證是以特定之建經業者為成屋履約保證

之主體，指出「由○○建築經理公司，以公正第三人角色處理所有事項……，真正

將所有的風險歸零」，此時仲介業者是在網路上陳述其他公司所提供的服務、特性

與內容，該資訊涉及廣告不實時，是否得以公平法第 21條規定予以處罰？ 

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所列之交易事項，事業透

過表示或表徵所提供的交易資訊，限於與商品或服務本身有關者始能適用，至於未

涉商品或服務本身的交易資訊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則改依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欺

罔或顯失公平行為處理63。 

從本案觀察，被處分人與該建經公司是關係企業，而網站的文字並沒有明確可

得區分建經公司與被處分人之資訊，亦無以「引用」的方式區分廣告的來源，外人

無法直接而明確的分辨該項資訊究竟是建經公司的介紹抑或是被處分人之廣告說

明。此外，被處分人以成屋履約保證為其「四大保證」之一項，亦即，雖然成屋履

約保證非仲介業的業務範圍之一，但是被處分人仍以成屋履約保證為號召，並且於

大多數的媒體廣告中強調成屋履約保證是被處分人之重要保障之內容，使得非特定

之一般大眾共見共聞。是以，被處分人透過網路表示成屋履約保證的交易資訊，與

其所提供的仲介服務本身，已使消費者無法明確區分的二者為不同公司的情形，而

該二公司又為關係企業，而成為被處分人所提供的服務之一部，公平會以公平交易

法第 21條規定處罰，似無不妥。 

                                                   
62 羅明宏，不實廣告案例解讀，月旦出版公司，30，1995。 
63 石世豪，「引人錯誤之廣告或商品表示」，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至第

二十四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28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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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契約約定內容與社會一般通念的落差是否即構成不實廣告 

廣告不實或虛偽陳述，應受到法律規範與制裁之原因，應在於該不實已達於足

以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致使其受到損害之程度，即「引人錯誤」，而屬於一種「不公

平或欺罔的交易行為」（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準此，並非每一個「不實廣告」均應受到法律規範的拘束或制裁64，而

是足以構成「欺瞞誤導」（zu täuschen geeignet ist; Eignung zur Irreführung），如果

僅為「吹噓廣告」者，似非法律所不容許之廣告。而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之「虛偽

不實」，並非本條規範之重點，重點應在於引人「對事務情況產生誤判」

（Irreführung über die geschäftlichen Verhältnisse）部分65。 

本案的一個重要爭點為：被處分人於各個服務據點以及成屋履約保證書中，已

對於成屋履約保證之範圍進行明確規定，被處分人已於契約中明訂成屋履約保證之

具體內容，檢舉人是否得以該「保證」非一般社會通念所認知的「保證」指摘被處

分人？本文以私法自治之精神，以契約自由原則來看待成屋履約保證之內容，對此

之分析如下： 

1. 對於契約自由的管制 

依據契約自由原則與契約嚴守原則，其對於個人社會經濟活動的自由與尊嚴具

有相當程度的保障，但是因為資本主義極度發達的結果，其弊病層出不窮66，如該

契約是由企業經營者針對不特定多數人，預先單方擬定之「定型化契約條款」，契

約自由原則將可能成為社會地位優越者與經濟上強者欺壓社會地位低劣者與經濟上

弱者之工具。倘若受壓迫的經濟上弱者仍須遵守不利於己的契約約定，顯然將造成

不公平之結果，而與一般人之正義感情相違。因而國家應設法「管制」

（Regulierung），防止當事人一方之獨裁，以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 

不動產交易所涉及的不只是私人之間的財產權保護，更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活

                                                   
64 徐火明，「論不正競爭防止法及其在我國之法典化（二）」，中興法學，第 21 期，304-

305，1985。 
65 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出版公司，374，2000。 
66 鄭玉波，民法總則，三民書局，12-1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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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與流通，因此，國家對於不動產交易制度的介入應有其必要性。為了達成保護經

濟上弱者之政策目的，國家可經由契約自由之限制，亦即藉由「干預行政」

（Eingriffsverwaltung），對於個別營業為「營業自由」（Gewerbefreiheit）予以必

要管制，此「營業管制」（Gewerberegulierung）之實施，對於國民（營業者）之

「經濟基本權」（ökonomisches Grundrecht）毋寧是一種限制67，惟管制界限仍須通

過憲法上「比例原則」（Der Grundsatz der verhältnissmässigkeit）等之檢驗，自不待

言。 

2. 本案之適用 

對於本案檢舉人而言，被處分人之網站訊息以及進一步簽訂成屋履約保證書，

交易相對人基於普通注意力之認知，似乎可以判斷系爭履約保證，只是「代收代

付」，而非一般社會通念所認知的「保證」概念或是民法所謂之「保證契約」，因

此，在簽約前，對於履約保證契約約定內容，已有明白的認知。 

雖然，欺罔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是要防範行為相對人有受到誤導之虞，

如廣告未能符合行為相對人主觀認知上之期待，則可以認定該廣告是不實廣告，至

於該廣告在客觀上是否絕對正確，並非重點68。 

然而，本案件中，被處分人於廣告上已標明是「價金保證」，雖然廣告說明未

完整明確，但是當事人在簽約時，應該已經確認成屋履約保證之運作方式，並知悉

或可得而知保證銀行於債務人不履行時，非一般社會通念的「保證」。換言之，當

事人審閱了建經業者所提供的成屋履約保證書69後，明白知悉成屋履約保證的具體

內容並非社會一般通念的保證，當事人未於簽約時爭執相關問題，是否得於該筆買

                                                   
67 關於營業自由與管制，詳參陳櫻琴，經濟法理論與新趨勢，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341-

345， 2000。 
68 劉孔中，「論欺罔與虛偽不實引人錯誤之標示與廣告」，公平交易季刊，第 8 卷第 2 期，7-

8，2000。 
69 此處可能涉及定型化契約的問題。消保法第 2 條第 9 款規定：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

約條款作為契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而訂定之契約，又，所稱「定型化契約條款」（亦稱一般契約

條款、一般交易條款、定型化條款以及一般條款），依同條第 7 款規定，係指由企業經營者針對

不特定多數人，預先單方擬定之契約條款，茲須指出者為，其內容並不以記載於書面者為限，以

張貼與廣告或其他方式為之者，亦屬之，顯見其範圍頗為廣泛。又，經由契約當事人個別磋商而

合意之契約條款，則為「個別磋商條款」，而非此處所稱之「定型化契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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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交易未完成時，再回頭針對保證書已明定之內容辯稱被處分人使用保證制度於法

無據，並指摘該履約保證制度與社會大眾一般認知大相逕庭？此部分似有討論的空

間。 

本文認為，檢舉人爭執之重點在於廣告被處分人既稱「成屋履約保證制度」、

「銀行負擔所有風險」及「真正將交易之風險歸零」，賣方仍然無法推論出該保證

是社會一般觀念的保證或是民法所稱之保證，更不可以合理期待「銀行將會承擔所

有風險」。理由如下： 

(1) 現實生活上，因不動產買賣金額龐大，買賣雙方本應提高其注意義務，更

應積極詢問仲介業者、建經業者、甚至地政士，交易當事人可否因為網站

上的內容即該合理期待「銀行將會承擔所有風險」，而未就於簽署成屋履

約保證書詳細的研讀，當事人未於契約簽定時提出質疑，或是另外簽訂個

別磋商條款，事後再否認契約上的成屋履約保證之定義，此舉似有破壞契

約安定的原則。 

(2) 公平會認為採用「保證」一詞，自須合乎法令規定或一般社會共通之概

念，而非自行發明、詮釋之說法，本文認為似乎有待商榷。 

A. 一般社會通念的保證，依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

本）有二個意義，即「○1 作為擔保的事物。○2 對於他人行為、資產或信

用負責擔保。」至於所謂的「擔保」，則指「承當保證的責任。若出問

題，擔保者須負起責任70。」因此，一般通念的保證應該是：對於他人

行為、資產或信用負責承當保證的責任，若出問題，擔保者須負起責

任。從此點觀察，亦無法推論出「保證銀行於債務人不履行時應具有風

險移轉之功能，而負有『將買主全部已支付價金返還給買主』之回復原

狀義務，或保證履行『給付全部尾款』之義務」。此外，該案的成屋履

約保證人應該是「建經公司」而非「銀行」，銀行當然未負有保證責

任；再依據民法第 1 條之規定，有法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法律之規定，

而非以一般社會通念觀察。是以，公平會自應先就法律是否有所規定判

斷個案，非用一般社會通念為判斷之基礎。 

                                                   
70 該辭典網域名稱  http://dict.revised.moe.edu.tw，查訪時間 2008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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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美國對於商品或服務宣傳涉及「擔保」（warranties）或「保證」

（guarantee）者，訂有「擔保及保證廣告處理原則」（Guides for the 

Advertising of Warranties and Guarantees）71，該原則對於商品及服務保

證有詳細規範內容。我國未就該部分有明確的規範與說明，故公平交易

法的規範體系中，目前針對「保證」並無處理之準則可資適用。 

C. 若回歸民法的體系中，民法對於「保證」之定義，依第 739 條規定與同

法第 740 條規定可知，保證債務若契約另有訂定，應優先適用契約之約

定。至於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

行責任之範圍自應從當事人約定之契約內容加以觀察，以符合私法自治

之精神。準此，公平會應探求系爭案件中，成屋履約保證契約之約定內

容對於「保證」之定義為何72，始得據此判斷該案有否形成不實廣告之

情形，則本案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案件

之處理原則」第七點之（四）規定內容，該保證之表示或表徵具有多重

解釋時，其中一義為真者（當事人約定內容），即無不實。 

(三) 被處分人對於成屋履約保證是否已盡資訊揭露之義務 

1. 涉及重要差異與交易有關之重大事項應予以揭露 

在今日社會分工精緻化、高度技術化、專門化之產業結構下，交易雙方之一方

當事人為企業經營者與事業時，消費者之知識、資訊明顯處於不對等之地位。消費

者因欠缺專門知識與經驗，而提供商品及服務從事交易之企業經營者與事業，在掌

控資訊上，相對地居於優勢地位，形成「資訊不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之

情況73。此時，消費者進行商品或是服務的選擇將發生相當嚴重的交易資訊失衡74，

                                                   
71 參見 http://www3.ftc.gov/bcp/conline/pubs/buspubs/warranty.htm，查訪時間：2008 年 8 月 20

日。  
72 關於履約保證一詞，工程契約上有所謂的「履約保證書」，可參現行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其法律性質亦有爭議，共計有三種說法：甲說：銀行連帶保證責

任說：台北地院 84 年度重字第 945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0 年度上字第 248 號判決；乙說：銀

行履約保證書為民法之保證；丙說：銀行之付款承諾：台灣高等法院 88 年度重上字第 292 號判

決。準此，並非所有的保證皆須符合一般社會通念的保證，而是需要探求該契約之內容。 
73 詳參陳明燦、何彥陞，「不動產買賣契約審閱期相關法律問題之探析」，月旦財經法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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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透過對於廣告的內容、網站上所揭露的資訊、事業所提供的資料與文件等進行

判斷，此一認知將影響當事人對於簽訂契約的基礎。故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揭示事

業必須在廣告上對於商品有關之重要資訊不得為不實之揭露。 

我實務見解75對於資訊揭露之義務，是以契約締結階段中的過失76。而公平法上

對於廣告的資訊揭露，是以明確、顯而易見的資訊揭露為原則，依其所揭露之程度

而有所不同77： 

(1) 「最少資訊原則」（Minimal Information Rule）：有關於詢問商品之資訊其

責任應歸於消費者。亦即，除非消費者有特別詢問，賣方並沒有提供任何

相關資訊之義務。 

(2) 「基本資訊原則」（Modified Minimal Information Rule）：賣方有提供「使

消費者免於傷害的資訊」之義務。 

(3) 「平等原則」（Fairness Rule）：賣方有提供消費者「在考慮是否購買時所

需的資訊」之義務。 

(4) 互惠原則（Mutual Benefit Rule）：在消費者考慮購買產品時，賣方有義務

提供幫助消費者做出合理判斷所需的資訊。 

(5) 「最大資訊原則」（Maximal Information Rule）：賣方應盡全力的提供所

有可能的資訊，並且將資訊予以透明化。 

至於對於商品以外之重要資訊，雖該條無明文之規定，惟依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仍可發揮其補充功能78。 

由上可知，企業經營者與事業於廣告中必須針對重要的交易事項（如考慮是否

購買、做出合理判斷所需之事項）與以揭露，尤其是涉及與社會大眾一般經驗有重

要差異的部分，或是與交易有關之重大事項皆應予以揭露。 

                                                        
第 9 期，151-174，2007。 

74 詹森林、馮震宇、林明珠，認識消費者保護法，元照出版公司，142-143，1995。 
75 如最高法院 87 年台上字第 1396 號判決、高等法院 92 年上易字第 336 號判決、臺灣台北地

方法院 87 年簡上字第 91 號等 
76 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參照。 
77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等行為之規範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6-7，2003。 
78 陳峰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對於建築業之規範」，月旦法學雜誌，第 63 期，10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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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之適用 

被處分人認為其所印製之「成屋履約保證」、「客戶須知」文宣資料，均提供

交易雙方，各分店亦備有「安信成屋履約保證流程圖」等圖說資料，報章媒體更有

大篇幅報導，對於一般大眾對於「成屋履約保證」已有所認識。實則，該等文宣資

料與流程圖，甚至是媒體報導僅就成屋履約保證之標題或流程提出說明，對於成屋

履約保證之實質內容以及範圍仍無明確說明，一般潛在消費者無法直接而具體地確

認成屋履約保證的真實意義，故被處分人應積極主動的明確說明或澄清成屋履約保

證之內容，並於消費者委託仲介時，以專人進行成屋履約機制的說明，始足當之。 

於本案中，所稱「履約保證」之說明，在交易上屬於已確定或可得確定，客觀

上可向仲介業者查證以確定其真偽，則該廣告之內容即成為契內容之一部分，然

而，對於「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零」的陳述，是否可以解為「交易上可容許之吹

噓、噱頭或誇張」，而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分，則容有討論之餘地。蓋不動產買

賣依據一般社會通念皆可認識其將發生風險之機會相當高，且不動產交易價值相當

高，當事人似乎應具備更高的注意義務，是否真會受到該文字的說明後，真正認知

該仲介業的履約保證將達「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零」，進一步直接影響其進行交易

之決定，仍有待釐清。 

此外，對於被處分人而言，我國成屋履約保證未如美國制度有產權保險機制的

配套，因此對於物之瑕疵、產權保障無法完全兼顧。此等重要的差異涉及不動產交

易重大事項，被處分人自應於網站上予以說明，而非消極的說明「付款安全保障–

成屋履約保證」，即認其已說明成屋履約保證為「付款」保障而已。 

另外，檢舉人所指「銀行將出面負責應有之賠償，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零」等

文字未完全揭露銀行保證之條件或限制一事，被處分人確實需負有資訊未揭露的責

任，由於網站上之資訊僅有正面意義之內容與成屋履約保證之效果，並未說明成屋

履約保證的重要保障範圍，該等範圍的界定涉及整個成屋履約保證機制的核心價

值，因此，被處分人應於網站上進行說明，以減少資訊不對稱之情形。 

本案中，被處分人在網站中強調成屋履約保證之功能與效用，對於成屋履約保

證之完整內容應有告知情報之義務，但似乎必無明顯揭露該等重要資訊，而被處分

人又為資訊之優勢者或專業者，消費者無法獲知相關知識，故廣告內容應視為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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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以衡平雙方之地位落差。準之，被處分人不得以其僅係廣告並非契約之一部分

歸避責任。 

五、交易保障制度改善之建議─代結論 

由於成屋履約保證並無法將該機制的精神予以闡明，且「履約保證」與一般社

會大眾之認知不同，極易發生糾紛與困擾。惟觀察我國交易風險的機制，確有該制

度存在之必要。尤其，以成屋履約保證作為風險控管之名稱極易發生當事人的誤

會，故本文建議以其他更適合之名稱取代成屋履約保證。 

(一) 現行成屋履約保證之資訊揭露改良 

1. 積極資訊之揭露 

(1) 業務資訊的提出 

本文建議相關業者對於的網路資訊的說明可以在多就「價金保障」之內容與含

意進行說明，並且將產權瑕疵有否保障的部分明確界定，以減少消費者的期待落

差。此外，於相關之文宣資料與流程圖針對成屋履約保證之範圍、爭議解決、保證

項目以及重要交易事項予以明確說明，並且於潛在買方與賣方與仲介業初期交涉時

可以有完整的書面資料。當買方與賣方開始進行簽約協商而想要更了解相關資訊

時，仲介業者應特別以專人進行簡報，確認買賣雙方可以明確知悉成屋履約保證之

完整資訊，並且做成紀錄，提供買賣雙方留存，減少事後買賣雙方與仲介業者之間

的認知糾紛。 

(2) 資訊宣傳 

由於現在交易實務上，不論是民眾或是其他不動產業者，對於成屋履約保證人

機制仍然相當不熟悉，在機制的推動上，仍有宣導與教育訓練的必要。例如透過各

不動產相關公會，就各個專業人士開設教育訓練課程，使得欲從事該項業務者，可

以參與教育訓練，建立更專業的知識背景；並且透過該相關的業者組織從事廣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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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活動，建立消費者對該項機制的信賴，提升消費者的參與度。 

2. 契約資訊之揭露 

買賣雙方透過成屋履約保證進行不動產買賣交易時，買方、賣方與建經業者必

需簽定三方協定，該協定書之內容主要是在買方、賣方與建經業者的權利義務關係

之約定。爲了使契約內的資訊以及買賣過程其他資訊的揭露，建議各個成屋履約保

證之建經業者可以擬定更明確的「價金信託專戶控管協定書」，以界定建經業者與

買賣雙方的權利義務關係。以下提出初步建議： 

(1) 應記載事項 

A. 基本條件：買賣標的物之坐落地址、地號共計幾筆土地、建物及其坐落土地應

有部分；說明於民國幾年幾月幾日與賣方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陳明買方必

須切實履行買賣契約之義務，並遵守該協定之約定；協定之期限。 

B. 價金控管：建經業者所經收之買賣價金，應存於金融機構所開立之價金信託專

戶；買方依不動產買賣契約應給付之各期價金，各期付款買方應以匯款方式按

「專屬繳款號」匯入信託專戶，並保留匯款單據以茲憑證；本案專屬繳款帳

號：銀行別、帳號、專戶戶名；買、賣雙方得約定建經業者由價金信託專戶中

代為支付之款項。 

C. 糾紛處理機制：若賣方未能依買賣契約履行義務之處理方式；買方若未能依買

賣契約履行義務之處理方式；若買賣發生糾紛，並且爭議已進入司法程序前/

中/後之所有處理方式；買賣雙方就違約金或損害賠償部分之訴追方式；若買

賣雙方就契約履行發生爭議之認定。 

(2) 不得記載事項 

A. 不得約定「付款契約書」內容僅供參考。 

B. 不得約定當事人一方得為片面變更之約定或建經業者得片面解約之條款。 

C. 不得約定繳回付款契約書。 

D. 不得約定除收取約定之服務報酬外，以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 

E. 不得記載違反其他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為顯失公平或欺罔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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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不得記載預先免除建經業者故意及重大過失責任。 

(二) 成屋履約保證之制度改良 

1. 開放其他地政士可以參與 

除了建經業者的指定地政士之外，在不影響主要地政士的業務執行之下，買賣

雙方亦各自委任地政士進行土地及建物相關稅務以及登記事務之監督與風險告知，

使得買賣雙方可以藉由買賣雙方的地政士確認、監督、稽核不動產的交易流程是否

合理保障雙方當事人權利。在契約的內容亦可以由雙方地政士確認，而產權調查上

可以獲得雙重的確認。 

2. 原有不動產經紀人業務範圍的強化─雙仲介機制 

雙仲介業是美國不動產交易的一般型態，由買賣雙方各自委託不同仲介業者進

行買方委買，賣方委賣的不動產交易行為。有雙方的仲介業者協商與協調，可以爭

取買賣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交易條件。 

於我國交易實務中，或可以建立如同美國之雙仲介機制，因此建議不動產仲介

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評估、推行並宣導雙仲介機制，藉由該機制的推行，可以降低部

分買賣真意與身分真實風險以及部分的產權確認風險，再由主管機關進行輔導與管

理，強化仲介業者的告知與說明義務，使得該等交易風險控管機制可以發揮部分公

證託管資訊管理與告知的功能。 

3. 信託業者或建築經理業者業務範圍的再擴張 

現行信託業者或建築經理業者，在成屋部分有提供成屋買賣價金信託。在交易

實務中，現行大型的經紀業者與金融業者或是建築經理業者合作，於業務中亦加入

了成屋履約保證或是價金保證的行列，並以此為吸引消費者的機制，提高消費者的

信任。如能更健全的強化該等之機制內容與管理，藉由該機制的推行，可以降低部

分價金交付風險以及部分的產權確認風險，建議信託公會或建築經理公會進行相關

的宣導活動，主管機關進行輔導與管理，使得該等交易風險控管機制可以立即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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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公證託管的功能。 

4. 法制之建立 

為了落實成屋履約保證之功能，在中長期的規劃中，有必要針對相關機制進行

立法，例如美國公證託管法或信託帳戶法相關法制，以進行規範與管理。至於其規

劃之原則如表 4所示。茲簡述如下： 

(1) 協定書之契約範本與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買賣雙方透過建經業者進行不動產買賣交易時，買方、賣方與建經業者必需簽

定三方的協定或契約，該協定書之內容主要是在買方、賣方與建經業者的權利義務

關係之約定。建議主管機關擬定建經業者價金信託專戶控管協定書之契約範本，並

且訂定該契約之必要性規範說明，亦即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之內容，以界定

建經業者與買賣雙方的權利義務關係。 

(2) 價金控管信託帳戶相關規範 

為了能落實付款保障功能，美國以及澳洲許多有公證託管制度的州或省，都有

制定公證託管法或信託帳戶法相關法制加以規範與管理。於我國，該等法律信託相

關的法令之立法，是以銀行局為主要管理機關，所以建議信託單位依據類似相關法

令來擬定相關規定。而在我國目前僅有信託法可以適用，相關的不動產交易法草案

在內的許多相關法規至今仍未通過，而如美國或澳洲的中間人配套措施更是付之闕

如。於我國，欲更完整的保障不動產交易，本文建議仍需朝向專案立法的方式，對

於託管的各項業務進行整體性的規範。如價金控管信託專戶的立法內容中，信託專

戶的相關監督管理規範、託管人資格與認證、業務範圍、獎懲制度、業務之監督管

理、法律名稱與適用對象問題、職權範圍問題、帳戶管理監督、救濟與罰則問題等

皆應予以明確規範。 



論我國成屋履約保證與不實廣告─兼評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處字第096075號處分書 215 

表 4  不動產交易安全機制策略規劃之原則 

 
規劃 
層面 

參考 
依據 

基本原則 說   明 

1.最小變動 盡可能在最小的範圍內變動現行機制 

2.程序縮減 減少現行的流程與程序 

3.資訊揭露 將相關交易資訊進行揭露與說明 
技術面 

技術 
可行性

4.與現行機制銜接可行性 是否可以銜接現行的機制 

1.個人成本較低 交易參與人所花費的成本較低 
經濟面 

經濟 
效益 2.社會成本降低 整體社會為此所花費的成本最低 

1.交易安全保障較完整 就交易安全有較完整的保障 

內
部
規
劃
原
則 

效益面 
規劃 
效益 2.風險控管效果較好 可以控管較多的交易風險 

1.現行交易現況 參考現行的住宅交易情形 

2.過去修法經驗 參考過去立法與修法的經驗 
環境 
評估 

3.未來交易型態 考量未來住宅交易的演變與型態 

1.交易當事人可接受 機制必須是交易當事人可以接受的 

2.參與業者可接受 該機制須相關的業者可以接受的 

外
部
規
劃
原
則 

環境面 

社會 
可行性

3.政府主管機關可接受 該機制必須是政府主管機關可以接受的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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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gal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s of “Existing-Housing Contract Warranties” and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of Dealers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Discussions on 

“Decision No.096075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Ho,Yen-Sheng and Chen, Ming-Tsann * 

Abstract 

Due to the changing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in Taiwan, the application and rights 
of real estate have also become more intricate.  Hence, under the situation of shortage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arency of data, it’s easy for information to be asymmetrical.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for the authority to make decision or to interpret the controveries. 
“Decision No. 096075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can be used as a typical example 
and this also serves as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The “existing-housing contract warranties” and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related to 
real estate where it is claimed that there is no risk in the so-called “existing-housing 
contract warranties” for buyers during the transactions. However, in fact, the buyer still 
needs to confront the risk. Meanwhile, the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i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dealers in this case. In this context,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function of the “existing-housing contract warranties” in Taiwan and the “escrow” in 
the U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factors of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in 
“Decision No.096075 o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inally,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authority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transactions security 
during the transaction of real estate between related participants. In addition, it’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dealers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lity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real 
estate to buyers. 

Key words: Existing-Housing Contract Warranties,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Escrow, 

Liability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Fair Trad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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