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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88 年 9 月 21 日之 921 大地震，造成台灣嚴重災情。根據統計，經濟損失金額

達新台幣 3000餘億元，死亡 2457人、重傷 679人、房屋全倒 5萬 2605戶、半倒 5

萬 3133 戶。受災民眾面對此一劇變，親人死亡、家庭支離破碎，切身之痛無以復

加，造成社會莫大的動盪。由此事件，使吾人體認到天災之可怕，事先無法預測與

防範，事後又無力承擔此種巨大的災害，可行的辦法，便是借助保險制度來謀求危

險的分散。因此地震保險制度的實施，可解決被保險大眾生命、財產損失，獲得適

當的補償。政府遂積極推行辦理地震基本保險，視其為一政策性之保險，其目的在

謀保障民眾生命財產之經濟生活安全，降低政府財政困窘衝擊。 

現行地震基本保險制度為由保險業以共保方式承接，其係依據保險法第 144 條

之 1 規定，其無違反公平交易法有關聯合行為禁止之規定。於民眾購屋向銀行貸款

時，銀行通常要求貸款民眾投保住宅火災保險，以確保銀行債權。然於貸款民眾向

產物保險公司投保住宅火災保險時，地震保險必須同時投保，此舉是否已構成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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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中有關搭售之規定？如其為搭售之行為，此行為適法與否？均值吾人加以關

注。本文即就現行地震基本保險之相關制度，及我國公平交易法就搭售之規定加以

探討。 

 

關鍵詞：地震保險、共保組織、搭售、聯合行為、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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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地震為構成地殼的岩石，受到相當之外力作用，導致超過它的強度而破裂所發

出之震動。科學家估計地球上每天可能發生 1000 到 5000 次的地震，1 年所發生的

地震在 100萬次以上，然其中大部分為只有儀器才能測出之無感地震。1 

地震保險，即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在保險期間，因所投保地震或其他因地震所

引起之危險，而遭受損失時負賠償責任之保險。地震保險所承保之危險包括因地震

震動、地震引起之火災、爆炸或地震引起之地層下陷、滑動、開裂、決口而造成保

險標的之損害，通常 72 小時內連續發生的地震視為 1 次地震。2
我國現行住宅火災

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43 條即規定：「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內，因下列

危險事故致保險標的物發生承保損失時，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負賠償責任：1.地震

震動。2.地震引起之火災、爆炸。3.地震引起之地層下陷、滑動、開裂、決口。前

項危險事故在連續 72小時內發生 1次以上時，視為同 1次事故。」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間的交界處，為板塊碰撞所產生之島

嶼。東部的台東縱谷為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方向移動，並擠壓台灣本島，在花蓮附

近向下俯衝至歐亞板塊之下，因此地震發生的機會頻繁。台灣地震大多數發生在東

部，震源較深、次數較少，且都在海底發生，故對於陸地傷害較小。然西部地震多

是淺源地震，對陸地的傷害較大
3
，921大地震為台灣百年來最嚴重之自然災害。4 

國內火災保險區分為住宅與商業火災保險，921 大地震前，地震保險以附加險

方式承保。全國 760 萬戶住宅中，投保火災保險者約有 350 萬件，其中附加地震保

險約 1萬餘件，投保率僅 0.2%，投保率偏低。投保率偏低之原因可歸納為：保險費

過高、民眾缺乏地震危險之保險意識、產物保險公司承保意願低、且其承保能量有

                                                      
1 何春蓀，普通地質學，395，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 
2 住宅地震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5 條規定：「本保險各層危險承擔限額，均以每一

次地震事故保險損失金額為計算基礎。同一次地震事故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超過各層危險

承擔限額之合計總額時，按比例削減賠付被保險人之賠款金額。本保險各層危險承擔限額，由地

震基金視住宅地震保險之投保、理賠情形，定期檢討研提方案報請主管機關適時調整。第一項地

震事故，於保險期間內連續 72小時內發生 1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事故。」 
3 何春蓀，台灣地體構造的演變－地體構造說明書，8，經濟部，1982。 
4 唐昭明，臺灣地區地震保險問題之研究，9，逢甲大學保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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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5
、國際再保險市場承保能量有限

6
、地震風險評估不易

7
等。 

921大地震後，保險法於 90年 7月 9日修正，增訂第 138條之 1有關建立住宅

地震保險機制之規定，於第 2 項中訂有成立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作為危險承擔機制之

規定。保險法第 138 條之 1 規定：「保險業應承保住宅地震危險，以共保方式及主

管機關建立之危險承擔機制為之。前項危險承擔機制，其超過共保承擔限額部分，

得成立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或由政府承受或向國內、外之再保險業為再保險。前二項

有關共保方式、危險承擔機制及限額、保險金額、保險費率、責任準備金之提存及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第二項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為財團法

人；其捐助章程及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同法第 144 條之 1 規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保險業得以共保方式承保：1.有關巨災損失之保險者。2.配合政府

政策需要者。3.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者。4.能有效提昇對投保大眾之服務者。5.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現行地震基本保險制度為政策性保險
8
，保險業以共保方式承接，因係依據保險

法第 144 條之 1 規定，無違反公平交易法有關聯合行為禁止之規定。於民眾購屋向

銀行貸款時，銀行通常要求貸款民眾投保住宅火災保險，以確保銀行債權。然於貸

款民眾向產物保險公司投保住宅火災保險時，地震保險必須同時投保，此舉是否已

                                                      
5 我國產險公司規模不大，雖近年來要求提高最低資本額，但相對於地震保險累積額，顯然偏
低。  
保險法第 147 條對自留額之規範，實質限制保險業之供給，故承擔能力相當有限；若勉強承
保，恐有喪失清償能力之虞。 

6 1987 年開始天災不斷，國際再保市場嚴重虧損，承保能量大幅縮減，國際再保險人承做天然
巨災危險之額度與政策逐漸朝向保守，天然巨災再保險安排日益困難。其後國外雖倡言巨災危險

債券或危險證券化，但仍未普遍。加上再保市場漸形寡頭壟斷，若費率與條件不符再保險人要

求，如有意購足保障，實非易事。1992 年美國安德魯颶風造成再保險人巨額虧損後，國際再保險
人更提高相關險種之費率。 

7 保險經營重要工作之ㄧ為風險估算，承保能力之評估與保險費率的釐訂，賴於準確的風險評
估結果。地震風險之評估非如其它保險險種，可由過去之損失資料以精算方式推估。需藉由複雜

的地震危害度分析及建築物地震損害分析求得，含大量之不確定性，評估實非易事。因難以取得

精確的地震風險資訊，保險公司因無法確定所承擔風險之高低，自然使其對地震保險保持謹慎不

願承保。 
8 地震保險與社會保險、商業保險之性質並不相同。保險範疇除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外，尚有
損失不確定相當高，而一般保險業者亦不願承保之保險，其不同於保障社會大眾生老病死與失業

等意外危險的社會保險，對於此種保險因政策上的需要，政府亦可能提供保險給予保障，稱為

「政策保險」，其意義為：「政府為了政策上之需要由法律規定，將受特定危險威脅之人組成於

預定損失發生時，予以損失補償的共同團體」。陳彩稚，保險學，431，三民書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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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公平交易法中有關搭售之規定？如其為搭售之行為，此行為適法與否？均值加

以討論。本文即就現行地震基本保險之相關制度，及我國公平交易法就搭售之規定

加以探討。 

二、現行地震保險運作之機制 

(一) 承保方式 

現行投保住宅火災保險，必須同時投保地震基本保險，保險期間最長 1 年，保

險金額為新台幣 120 萬元。於住宅火災保險，建築物採用重置成本960﹪共保條款，

動產採用實際價值計算。承保建築物者，該建築物內之動產，自動納入承保範圍，

其金額為該建築物保險金額之 30﹪，最高以新台幣 50 萬元為限。房屋所有人向銀

行抵押貸款者，其借款條件設定每年續保，保險業應對貸款銀行承諾於貸款年限，

每年自動續保。自 91 年 4 月 1 日起，尚有效之長期保單及 1 年期保單，可自行加

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及附加擴大地震保險。
10 

(二) 承保範圍與不保事項 

依據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規定，該保險承保範圍、不保事項如下： 

1. 承保範圍 

(1) 住宅火災保險承保危險事故包括：火災、爆炸、閃電雷擊、航空器墜落、機

                                                      
9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3 條第 6 款規定「重置成本：指保險標的物以同品質或類似
品質之物，依原設計、原規格在當時當地重建或重置所需成本之金額，不扣除折舊。」 

10 保險不具有損失消除之功能，其經由損失承擔之分散，降低損失發生對投保個體造成之衝
擊，整體而言，損失並未降低。因此大部分保險制度都含有一定程度的減災制度，而這些減災制

度可分為間接及直接兩個方式。間接方式一般是把一定百分比之保險費收入攤做大眾教育或研究

時使用，以此作為減災預防。直接方式是指在建築規範及土地政策中直接規定減災的要求，或給

予施行減災的建築減免保費。最有效的減災為直接方式，即將減災預防措施和方法規定於相關建

物建築規範中或利用保費優惠的誘因。而台灣是所有國家防災保險制度中唯一無減災機制的制

度。美商達信保險經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篇地震保險計畫之設計與管理」，財政部九十一年

度委託研究計畫地震保險制度之建立成果報告，7、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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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車輛碰撞、意外事故所致煙燻。 

(2) 地震保險承保危險事故包括：地震震動、地震引起之火災、爆炸、地震引起

之地層下陷、滑動、開裂、決口。 

(3) 臨時住宿費用新台幣 18萬元整。 

(4) 無自負額，承保全損，基本保障新台幣 120 萬元。11
全損的認定經政府機關或

專門建築、結構、土木等技師公會出具證明，鑑定為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

或非經修建不能居住，且補強費用 50﹪以上者屬之。12 

(5) 地震保險不承保動產。 

(6) 地震保險賠款金額，4成分配房貸戶，其餘償還銀行。13 

2. 不保事項 

對下列各種危險事故，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損失，地震保險不負賠償責任：各種

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能之污染；直接或間接因原子能引起之任何損失；戰爭（不論

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扣押、徵用、沒收、火山爆發、地下發火、洪

水或海潮高漲所致損失；非因地震引起之地層下陷、滑動或山崩所致之損失；政府

命令之毀損或拆除，但因承保事故發生，導致政府命令毀損或拆除，負賠償責任。 

                                                      
11 住宅地震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金額以房屋之重置成本

為計算基礎，每戶最高以新臺幣 120 萬元為限。被保險房屋因地震造成全損時，額外支付臨時住
宿費用，每戶為新臺幣 18萬元。前 2項金額得由地震基金視住宅地震保險之投保、理賠情形，報
請主管機關適時調整。」本保險之目的，在於巨災發生後，保險是否可負擔大多數房屋的賠償，

讓災民得以重建其生活。美商達信保險經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篇地震風險評估與保險精算模

型」，財政部九十一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地震保險制度之建立成果報告，41，2002。 
12 住宅地震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本保險於被保險房屋因地震造成全損

時，依保險金額理賠，無自負額之扣減。前項所稱全損，指經政府機關、合格之鑑定人員、專門

之建築、結構、土木等技師公會出具證明鑑定為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或非經修建不能居住且

補強費用為重建費用 50%以上者。前項所稱合格之鑑定人員，係指參加主管機關指定機構所舉辦
之「地震建築物毀損鑑定人員」訓練課程，並領有受訓合格證明之財產保險業理賠人員或保險公

證人。」 
13 住宅火災保險附加地震基本保險抵押權附加條款第 2 條規定：「本附加條款於保險標的物發
生地震基本保險承保之事故致有損失時，本公司同意除臨時住宿費用外，其他應給付之保險金以

60%為限，在抵押權人與被保險人債權債務範圍內，優先清償抵押權人之抵押債權，本公司並應
直接給付予抵押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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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險承擔機制及共保作業 

根據住宅地震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共保組織由辦理住

宅火災保險業務之財產保險業與中再公司共同組成，以共保方式承擔前條第 2 項第

1 款之限額。共保組織會員之認受成份，包括基本成份及分配成份。基本成份由中

再公司（即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4
會商產險公會訂定之。分配成份之計算，

以各會員過去 3 年平均之住宅火災保險保險費收入占有率為準。第 1 項共保組織之

作業規範，由中再公司會商地震基金與產險公會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主要危險承擔機制及共保作業如下所述： 

1. 地震保險制度之財務機制 

(1) 共保組織15 

中再公司設立地震再保險部門，專責辦理地震共保事宜，並由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保險局、保險業及中再公司代表組成監理委員會監督執行。每年所需經費由保

險費中徵收固定百分比支應，第 1 年由中再公司墊付或發展基金提撥。共保小組成

員之認受成分：本國公司基本成分 1﹪，外商公司為 0.5﹪，共計 27.5﹪，剩餘 72.5

﹪按 3年平均市場佔有率分配。 

(2) 共保方式 

簽單公司之地震基本保險保險費，於扣除簽單費用後，全數納入共保組織，火

災保險業務由簽單公司自行處理。簽單公司按共保認定額度，接受共保組織之回

分。於共保組織中，分別設立會員公司（含中再公司）及政府帳戶，集中管理運

用。 

(3) 危險承擔機制 

94 年 12 月 1 日前，地震保險制度的危險承擔機制共分四層：第一層由會員公

                                                      
14 作者加入，以下簡稱中再公司。 
15 共保組織之功能有 1.危險分散 2.大數法則的發揮 3.提升自留能量 4.融合與平均危險 5.緩和市
場競爭 6.節省費用 7.累積經驗提供技術與發展等功能。江世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共保聯營之
研究，13-16，逢甲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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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包含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險公司承擔，第二層政府保證基金承擔，第三層由再保

險市場及資本市場承擔，第四層政府承擔。 

94 年 12 月 1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金管保四字第 09402564041 號

令公佈之新制住宅地震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財產保險業所

承保之住宅地震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應全數向中央再保險公司（以下簡稱中再

公司 ）為再保險。中再公司依前項規定所承受之危險，應依下列機制分散：1、第

一層新臺幣 20 億元，移轉由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以下簡稱共保組織）承擔。

2、第二層新臺幣 480 億元，移轉由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以下簡稱地震基

金）承擔及分散。第 1 項再保險之作業規範，由中再公司會商地震基金與中華民國

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產險公會）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同法第 4 條規定：「地震基金承擔第 2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限額時，應依下列方式辦

理：一、新臺幣 180 億元以下部分，由住宅地震基金承擔，必要時，由國庫提供擔

保，以取得必要之資金來源。二、超過新臺幣 180 億元至新臺幣 380 億元部分，安

排於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三、超過新台幣 380 億元至新台幣 480

億元部分，由政府承擔，損失發生時由主管機關編列經費需求報請行政院循預算程

序辦理。」 

危險承擔機制，除超過新台幣 380 億元至新台幣 480 億元部分，由政府編列預

算外，其餘部分之危險承擔機制成本，均來自地震保險之純保險費。
16
純保險費於

第 3 條危險承擔機制規定，超過新台幣 380 億元至新台幣 480 億元部分，應納入第

二層之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累積處理。第二層之地震保險基金之收支，依據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本基金依據捐助章程第 6 條第

1 款規定之收入應全額累積，非有地震事故需攤付賠款時，不得動用。本基金累積

之金額不足支應應攤付之賠款時，由本基金擬定財務籌措計畫向國內、外貸款或以

                                                      
16 住宅地震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8 條規定：「本保險之保險費採全國單一費率，其

費率結構如下：一、純保險費，占保險費 85%。二、附加費用，占保險費 15%。 
本保險之保險費率，由地震基金依據風險評估結果及投保、理賠情況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後公告實施。本保險共保組織與地震基金應分配之純保險費比率，由地震基金依據風險評估結果

訂定之。地震基金依前項規定分得之純保險費，於扣除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費用

後之餘額，應全數納入地震基金累積處理。本保險之附加費用應至少包括簽單公司費用、中再公

司管理費用、地震基金管理費用及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危險之預留調整準備等四項。除預

留調整準備歸屬於地震基金，其支出或收回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辦理，其餘費用由地震基金會

商產險公會與中再公司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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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融資方式支應，必要時得由財政部提供保證以取得必要之資金來源。」地震保

險基金的運用，依據基金管理辦法第 7 條規定：「本基金之資金，除支應業務之需

要外，其運用以下列各款為限：存放於國內銀行。購買公債、國庫券、金融債券、

可轉讓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及銀行保證商業本票。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之運用項目。」 

三、公平交易法對搭售之規範 

(一) 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目的與保護法益 

經濟法係為調和經濟活動，促進社會整體經濟發展，並達成公平合理目的之法

規範體系。
17
為達前開目標，我國於民國 81 年開始實施公平交易法，按該法第 1 條

之規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

榮，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因此，公平交易法

之規範目的包含：維護交易秩序
18
，確保公平競爭

19
，維護消費者利益

20
，及促進經

濟之安定與繁榮。
21
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法益包含

22
公共利益

23
、競爭利益

24
與交易

                                                      
17 廖義男，企業與經濟法，30，1980。 
18 所謂交易秩序，係指商品或服務之交易市場上，為供給或需要之經濟活動所應遵行之規則。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50，2003。 

19 公平競爭應以競爭所應具備之各種功能為其內涵，包含市場之自由、開放及效率、分配、創
新、制衡等加以詮釋。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53，2003。 

20 公平交易法第 1 條雖將維護消費者利益列入立法目的，因此消費者利益應加以重視，但其並
非本法唯一應保護之法益。而消費者利益與事業在市場上自由競爭之利益不能兼顧時，應從維護

競爭制度與功能，以及整體經濟利益之觀點予以衡量取捨。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2-
3，574，植根有限公司，1993。公平交易法對消費者之保障，在法律上係屬反射利益之ㄧ種。公
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51，2003。 

21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1-14，1994。 
22 黃茂榮，前揭書，5以下；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173-174，翰蘆出版社，1997。 
23 所謂公共利益，在公平交易法指市場經濟制度之建立、維持以及市場競爭機能之維護所構成
之利益。該利益之公共性格，在於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對於私人或事業提供利用自己掌握之資

源，根據其自由意思從事自己決定之經濟活動之項目與方法，另一方面，使整體經濟因此可獲得

安定繁榮。 
24 所謂競爭利益，指參與市場之事業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可經由提供商品或服務，及有利之交
易條件供交易相對人選擇，爭取交易機會，以獲得發展自己之業務的利益。亦即，競爭利益為市

場經濟體制對於事業所提供之經營環境上之利益，為一種制度性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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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25
。 

(二) 搭售 

1. 概說 

搭售指買受人購買甲產品或服務時，出賣人要求買受人須一併購買乙產品或服

務，否則拒絕單獨出售甲產品或服務予買受人之行為。
26
搭售契約，在公平交易法

原則被定位為屬於不公平競爭的類型之一
27
，因交易相對人成為搭售產品或服務之

買受人或被授權人，往往須接受所不必要或對搭售產品無實質上助益，或根本無任

何關係之其他產品或服務（被搭售產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迫於需求壓力，與考

量自身利害，而必須接受。搭售契約除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交易選擇自由外，並進而

造成其成本增加，使其競爭能力受到影響，對整體市場競爭有相當之影響。
28
因此

                                                      
25 交易利益指交易行為發生時，或可期待其發生時，參與交易者間，因該交易所可獲得之利
益。 

2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認識公平交易法，210，2002。法國公平交易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亦同。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專論，693，1993。其中，消費者所購買的產品被稱為搭售品，
而事業經營者同時要求消費者購買的是被搭售品。鄭茜純，搭售行為之分析，6，中原大學財經法
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3。 

27 在行銷上，搭售屬產品促銷之技巧，其目的在於增加產品的銷售，藉由與既有的品牌之主產
品的搭配，發揮母雞帶小雞的效果，以拉抬新上市產品的銷售或增加整體的業績，或是為了順利

進佔通路。黃營杉、范建得，「事業垂直限制行為之公平法適用問題----以非價格垂直交易限制為
核心」，第五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44，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1999。 

28 芝加哥學派以前的有關搭售的經濟學理論通稱為古典理論。古典搭售理論是以哈佛學派為代
表的 SCP分析方法（ Structure - Conduct - Performance）。在 SCP分析方法，產業組織理論由市
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三個基本部分和政府的公共政策組成，而其間存在因果關係，只要

在一個不合理的市場結構下，企業會透過不正當的競爭行為來損害市場。該理論的內容相當簡

單：在一個產品(搭售產品)具壟斷地位的公司，透過搭售的方式，壟斷另一產品(被搭售產品）的
市場。在被搭售品市場進行競爭的公司會被排擠出該市場，而消費者的選擇權會受到侵害。在古

典搭售規則下，很少注意搭售是否在搭售品市場傳遞現有壟斷力量的有效途徑，或在被搭售品上

建立新的壟斷的方法。然古典搭售規則存在著理論上的缺陷，按照該理論，只有在搭售產品市場

上具有壟斷力量的公司才能進行搭售，否則，搭售無法推行。反之，只要進行搭售，則該公司在

搭售產品市場上就具有壟斷力量。在這一推演下，實施搭售的公司是否具有壟斷力量其實已非構

成要件，而這和其理論的基礎相矛盾。該規則簡單明瞭，和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感受非常的接

近，因而對法院中法官的影響可謂巨大而深遠。在古典經濟學理論下，搭售被認為是限制商業行

為，違反歇爾曼法(Sherman Act )第 1條的精神，因此，法院對搭售當然認為違法。芝加哥學派的
出現對反托拉斯法理論帶來改革命力量。芝加哥學派對古典搭售規則的批評主要在 3 個方面：1.
搭售能夠為消費者提供便利和更低的交易成本。2.搭售是壟斷者市場力量無效率的使用。在一個
產品市場上有市場力量的公司有能力壟斷另一個產品市場，但這樣做不僅不能增加利益，反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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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平交易法上，原則禁止搭售行為，在例外情況始允許之。
29 

依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6.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

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稱限制，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

業活動之情形。前項限制是否不正當，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

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由前述 2 法條

觀之，搭售屬於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6款的規範項目。 

於第 19 條第 6 款無法處理的情形，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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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量是指，出賣人可以提高價格，或要求買受人接受一些在完全

競爭市場中不會被接受的負擔條件。
30
搭售行為之事業須具有一定的市場力量

31
。而

就「一定的市場力量」可區分為獨占和非獨占但具有市場力量之事業，所適用的規

定有所不同。搭售行為的事業，可區分為下列三種： 

                                                 
減少利潤。3.搭售會導致對消費者更低水準的價格和更高水準的產出。相關討論，鄭茜純，前揭
論文，10-16。 

29 搭售契約於經濟上被認為罪惡，係在於其自搭售產品市場延伸經濟上控制力至被搭售產品市
場，限制被搭售產品市場的交易。其經由搭售產品市場延伸經濟上控制力發生兩個效果。1.排除
賣方的競爭者加入被搭售產品市場，或增加進入該市場的困難。2.若消費者對賣方的搭售產品有
興趣，及被迫必須接受被搭售產品，而放棄選擇其他同類產品的權利，無形中限制消費者對被搭

售產品品質及需求的獨立判斷。周信宏，著作財產權授權契約之研究，205-206，台灣大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6。 

30 劉靜怡，「初探網路產業的市場規範及其未來：以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案的發展為主
軸」，台大法學論叢，第 28卷第 4期，7-10，1999。 

31 公平交易委員會無明文規範，但實務上認定標準為市場佔有率 10%。鄭茜純，前揭論文，
66。市場力量（market power），在經濟層面可被作為品質、服務或創新程度之指標，但就反托拉
斯法而言，則可視為影響、改變或破壞競爭市場上平衡均勢之力量。因此，某廠商對於其較高品

質之產品，能以較高價格售出之能力並非此之市場力量，而係指市場上不論買賣雙方，於相當之

一段時間內，在競爭層面下能擁有將物價予以上下控制或維持之實力。反托拉斯法由 3 大部分構
成：市場力量濫用、企業併購和限制競爭協議。在這三個部分中，只有市場力量濫用，強調從事

經營活動之事業所擁有之對市場之影響力，但對市場力量之分析為反托拉斯法案件分析之第一

步，有時是唯一之一步，但在搭售中則是第二步。因市場力量之存在與否，直接構成對競爭秩序

和消費者之潛在損害之可能前提。對搭售而言，市場力量之存在是搭售策略是否得以實施，是否

會造成對競爭秩序、消費者權益損害之要件。如一個對競爭秩序和消費者很少潛在損害之市場結

構，即不需特別之關心公司之行為，因為有效率之競爭會阻止對消費者之剝削和破壞競爭秩序。

但對反托拉斯法之這一核心概念，如何界定和判斷反托拉斯法意義上之市場力量，長期為反托拉

斯法研究之重要問題。 



7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1) 獨占事業為搭售行為，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及 4款規定處理。 

(2) 雖非獨占事業，但具有相當的市場力量，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

處理。 

(3) 不具市場力量的事業，為違法之搭售行為，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處

理。 

2. 搭售之類型 

搭售的表現形式複雜，可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認識： 

(1) 顯性搭售和隱性搭售：前者指賣方在銷售某商品時，要求買方須同時購買另

一商品，這種搭售安排表達明確，不生歧義；後者指賣方在銷售商品時，雖

未直接要求買方須同時購買另一商品，但規定買方將不從其他任何供應商購

買該種商品，此搭售安排隱蔽，但效果卻與前者相同。 

(2) 契約式搭售和事實搭售：前者指以契約方式的搭售安排；後者雖沒有搭售契

約，但透過一系列事實可推定搭售存在。實務中，最主要的兩個事實是「賣

方強迫」和「買方不願意」，即只要有證據證明買方在購買第二種商品時是

「不情願」或賣方「強迫」之結果，就可認定搭售事實上存在。 

(3) 封閉式搭售與開放式搭售：前者指賣方要求買方必須同時購買第二種商品，

才願意銷售第一種商品。也就是說，如果買方不購買被搭售商品，賣方就拒

絕銷售搭售商品；後者指在搭售契約中有「特惠路線」條款（preferential 

routing clauses），即當競爭者所提供之被搭售商品，在品質上和價格上與賣

方所提供的被搭售商品相同時，賣方有優先交易的權利。 

搭售涉及的被搭售商品的範圍非常廣泛，除常見之貨物外，還包含： 

(1) 服務：例如歐盟 1988 年處理的英國食糖公司案中，英國糖業公司憑藉優勢地

位，要求購買其產品之客戶，一律要接受其提供之送貨服務，以收取運送

費，否則不供應食糖。歐盟認為，送貨服務是一項獨立的和附屬之業務，可

以由其他企業提供服務。英國糖業公司將銷售食糖與提供送貨服務強行搭

售，剝奪客戶自由選擇送貨服務的機會，為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
32 

                                                      
32 阮方民，歐盟競爭法，398，中國政法大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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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貸款：如美國汽車融資案，汽車製造商常擁有財務金融公司，甚至是銀行。

顧客在購買汽車時，被要求向該汽車製造商之附屬金融機構，或與該汽車製

造商關係良好之銀行辦理融資，由於此搭售案件對於市場競爭具相當影響

力，美國法學界將其稱為“全線控制契約”（full - line forcing），其認為是違

法行為。
33 

(3) 保險：英國法規定，在居民辦理私有財產抵押時，禁止銀行服務部門搭售保

險單。
34 

3. 獨占事業  

獨占，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為事業在特定市場無競爭狀態，

或具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者之能力者。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

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第 1 項所稱特定市場，

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
35
，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事業不會因具獨占地

位就違反公平交易法，單純具獨占地位並不違法，僅於以不公平之方法濫用其獨占

地位之行為，才予以禁止
36
。 

判斷獨占地位是否濫用，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應審酌下列事

項加以認定：1.事業在特定市場之佔有率。2.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

務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3.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4.他事業加

入特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5.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37 

公平交易法第 5 條之 1 規定：「事業無左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

認定範圍：1.事業在特定市場之佔有率達 1/2。2.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佔有率達

2/3。3.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佔有率達 3/4。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在

該特定市場佔有率未達 1/10 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 10 億元

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

                                                      
33 湯明輝，公平交易法研析，125，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2。 
34 Richard Whish, Competition Law, 3rd ed ,Butterworths, 609(1993). 
35 一定之商品或服務之「ㄧ定」，當在於界定商品或勞務之種類，而種類還可從品質加以區
分。黃茂榮，前揭書，79。 

36 獨占僅為事實狀態，其並不具有可非難性。黃茂榮，前揭書，88、99。 
37 有關之分析見，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18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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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特定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

事者，雖有前 2 項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

業。」 

獨占事業為搭售行為時，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款及第 4款規定處理。38

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獨占之事業，不得有左列行為：1.以不公平之方法，直

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2.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

變更。3.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4.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

為。」事業屬獨占，且具排除競爭者之能力，如其對象是事業，該獨占事業針對其

他事業為不公平之搭售行為，阻礙其他事業選擇或參與競爭，則應適用公平交易法

第 10條第 1款的規定。  

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未指明其行為態樣，其規定以行為對市場競爭環境

之影響為準。事業利用其獨占優勢，而為妨礙市場競爭，或獲取不當利潤之行為，

如非為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款所稱之行為，則以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處理。39
因

此，事業搭售行為未符合第 10 條第 1 款之規定，但搭售行為有礙市場自由競爭或

不當獲得利潤者，可依第 4款認定為違法搭售。  

獨占事業具特定市場之高佔有率，當有礙交易相對人之搭售行為，該搭售行為

可能使交易相對人因市場上無其他可供選擇的產品，無從選擇而必須接受。因此行

為具有可非難性，而與市場競爭秩序是否受到影響，無直接關聯。獨占事業行為是

否違法，應就其行為本身判斷。獨占者所為對其他交易相對人不利益或不當獲利的

行為，應認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及 4 款之規定。然現今實務主要仍基於

第 19條第 6款及第 24條規定處理搭售之行為，利用第 10條處罰搭售40
，尚無案例

可資參酌。
41 

                                                      
38 鄭茜純，前揭論文，61-62。 
39 簡榮宗，公平交易法，69-70，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 
40 華視、中視、台視三家電視公司被認為，電視公司有利用其在電視廣告市場之優勢地位，將
低收視率節目廣告搭售於高收視率節目廣告。屬於典型具有獨占地位的事業利用其獨占力為搭售

行為，但實務上並不依第 10條作為處罰的依據，而認為違反第 19條第 6款之違法搭售行為。(82)
公處字第 058號處分。 

41 鄭茜純，前揭論文，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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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類型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屬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公平交易法施

行細則 25 條第 1 項，將限制的競爭行為予以明文規定，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因此

更明確，其包含搭售行為。 

搭售違反公平交易法，須有兩個要件： 

(1) 搭售行為是不正當的行為。 

(2) 搭售行為須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  

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搭售行為之主體係指事業。事業按公平交

易法第 2 條之規定為 1.公司。2.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3.同業公會。4.其他提供商

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搭售行為的實施，未必對市場競爭產生不良影響，

因此公平交易法並未將搭售行為全部加以禁止。其是否違法，可就其構成要件與違

法性加以判斷。
42 

(1) 構成要件 

A. 須有二種可分之產品（服務）存在  

搭售須存在二種可分的產品（或服務）。
43
至於如何判斷是否可分，可考慮下

述標準：
44  

a. 同類產業間的交易慣例；  

                                                      
42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 2 卷第 10 期，1993。82 年階梯股份有限
公司要求其加盟店購買教學課本，須一併購買錄影帶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有關搭售限制之規定

案，即依照兩階段的判斷標準。階梯公司涉及以搭售方式，要求其加盟店購買教學課本須一併購

買錄影帶。依公平交易委員會決議先依第一階段，是否符合搭售之構成要件，應考慮至少存在二

種可分的產品（服務），須存在明示或默示之約定，買受人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

搭售或被搭售產品。階梯公司出售之教學課本係用以供加盟店學生上課用，而錄影帶則供學生回

家複習，該二產品各具有不同效用，且階梯公司分別對其訂有價格，另據資料顯示，有部分學童

僅購教學課本，未購錄影帶，故就上述論點而言，教學課本與錄影帶應屬兩種可分之產品。而此

項合併購買之要求於業者申請時即已知悉，因此階梯公司與加盟店間存有限制後者選擇產品來源

之協議，因此依第一階段的判斷，階梯公司涉有搭售之嫌。但依照第二階段對於是否有市場力

量、是否對於市場有產生排除效果或是否有其他合理化理由等，來判斷階梯公司是否違法。由於

兒童美語加盟除階梯公司外尚有其他 14家，亦即階梯公司在兒童美語市場無壟斷能力。因此對於
市場不生排除效果，且此種搭售有幫助學生課後複習，以及預防加盟店聘請素質較差教師等品質

控制之功能，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不違法。  
43 鄭茜純，前揭論文，24-28。 
44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 1卷 11期，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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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此二種產品或服務分開銷售時，是否具有其個別的效用價值； 

c. 此二種產品或服務在合併包裝或是販賣時，是否能有效地節省成本，並

足以反映在售價上而使消費者獲益； 

d. 搭售廠商是否對此二產品或服務分別指定其價格； 

e. 搭售廠商是否曾個別販賣此二種產品。 

又公平交易法與相關智慧財產權法之規定似為衝突，然兩者在功能上屬於從市

場機能之維護觀點提供保護，因此在專利、商標、著作權法等與公平交易法競合

時，不生互相排斥的問題。只有從體系之觀點，互相界定個別法律之規範目的及其

適用範圍之問題。
45

 

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

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46
，但權利人為不正當之搭售時，應如何判斷此時具

權利的物品與被搭售之物品，是否為單一商品？如於加盟店之經營，須使用同一商

標，而加盟主要求加盟店必須一併購買設備或原料。曾有案例認為霜淇淋廠商將其

商標授權給加盟事業，但可要求加盟事業一併購買廠商出產的霜淇淋。
47
此時，應

如何判斷商標與要求購買之產品是一項或兩項產品？如商標將使消費者因信任該商

標而至該加盟商店購買產品，且消費者已將該產品的商標和該產品緊密連結，認定

該產品如非由該商標生產，即係由該商標擁有者授權所製造，亦即將產品和商標認

定為一項產品，應無疑義。然產品和商標不具連結性，如加盟主授權其商標於加盟

事業時，要求購買自動販賣機。授權與自動販賣機間實不具連結性，屬不同之產

                                                      
45 張心悌，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張與公平交易法規範，12，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5。 
46 自該條規定所使用之文字，似意在排除公平交易法對於行使該等權利之正當行為的適用性。
然究諸實際，條文僅將「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豁免於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其應在表明專利、商

標及著作權不阻卻濫用其權利行為之違法性，亦即智慧財產權之行使並不當然排除公平交易法之

適用。張心悌，前揭論文，13。 

如專利法第 60條規定：「發明專利權之讓與或授權，契約約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致生不公平競爭
者，其約定無效：1.禁止或限制受讓人使用某項物品或非出讓人、授權人所供給之方法者。2.要求
受讓人向出讓人購取未受專利保障之出品或原料者。」 
如不得要求被授權人向授權人購買無必要之技術或未受專利權的產品或原料，其目的在維持公

平交易秩序，避免利用專利權為手段，搭售非專利權之物品或原料。但只有在其約定不會導致不

公平競爭時始加以准許，否則仍可加以禁止。可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以及第 45 條等條文規
定作為依據。趙晉牧、蔡坤財、周慧芳、謝銘洋、張凱娜，智慧財產權入門，58、269-270，元照
出版公司，2000。 

47 Krehl v. Baskin-Robbins Ice Cream Co. 664 F.2d 1348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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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48  

B. 交易選擇自由的喪失  

出賣人須要求交易相對人同時購買搭售及被搭售產品，方可構成搭售。搭售實

際上會發生強制買受人與出賣人增加交易，而使競爭者間接被排擠。
49
如購買教學

課本須一併購買教學錄影帶；或以套裝方式提供，或要求購買最低數額，但契約中

無單一產品之銷售或價額等搭售，使交易相對人無從選擇具有強制性
50
，屬違法搭

售。
51 

(2) 違法性之判斷  

A. 市場力量 

搭售行為違法與否，一般認為須出賣人在搭售產品市場擁有足夠之市場力量。

若出賣人不具足夠之市場力量，則難以推動搭售行為。即使能搭售，對於市場競爭

亦無不利影響。公平交易委員會現亦以有足夠之市場力量為執法標準，然實際市場

運作中，雖無足夠市場力量的事業，亦可能有市場優勢地位，而從事不公平之行

為。 

因專利權擁有技術上優勢，將不具有專利權之產品一併搭售，則因具有專利權

而被認定其具相當市場力量。又具專利權的產品，使對手無法做出相同的產品時，

亦可能認為具有市場力量。然其應視取得該智慧財產權保護之難易決定，如其容易

創造且取得保護，則不認為權利人具市場力量。智慧財產權本身是調查市場力量的

證據，不必然推論出絕對具市場力量，須綜合其他事實判斷。
52 

B. 妨礙市場競爭之虞  

                                                      
48 Midwestern Waffle v. Waffle House 734 F.2d 705, 712﹙1984﹚。 
49 謝穎青，「公平交易法對經銷關係之影響(四)----搭售」，萬國法律，第 62期，8，1992。 
50 強制性指購買者無法自由選擇是否向出賣人同時購買搭售與被搭售產品：在法律上判定是否
構成強制購買者購買被搭售產品，是以賣方是否有提供買方分開購買的機會。林國棟，「廠商搭

售行為的經濟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5 卷第 4期，79-135，1997。 
51 楊宏暉，公平交易法對於搭售行為之規範，238、239，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 
52 對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亦有規範競爭之功能，故智慧財產權法為公平交易法之特別法。公平交
易法可謂為智慧財產權法之補充法，以補充該體系之漏洞。為維持競爭之功能，亦包括藉由競爭

達到革新技術之效果，故二者實為一相輔相成之法律體系。智慧財產權因具有提升產業技術、保

護文化資產、鼓勵創新發明等公益性質，因此公平法對行使智慧財產權所造成經濟秩序之負面影

響，予以較大之寬容。有關此議題可參見，陳家駿、羅怡德，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五南圖

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鄭茜純，前揭論文，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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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售之實施，有妨害被搭售產品市場公平競爭之虞時為違法。所謂「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應就事業採取之競爭手段
53
或其競爭結果

54
是否具不公平性，或減損市場

之自由競爭機能判斷。如競爭手段已失公平，即具可非難性，構成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之當然違法。競爭手段之不公平未達當然違法時，應從其競爭結果是否減損市場

之自由競爭機能認定。若有減損者，再依據合理原則
55
探求有無構成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
56  

C. 是否具有正當理由  

為確保出賣人之商譽及品質管制，或保護商品創作者之智慧財產權，可視為具

有商業上之正當理由而予以容許搭售。穩定價格和環境保護亦可認為係具有正當理

由。
57
公眾安全的維護，亦可為正當之搭售行為，如上游事業能提出公正客觀之證

明，證實下游事業必須使用所搭售的產品，若不使用將有危及公眾安全之虞者，則

認為搭售有正當理由。
58 

                                                      
53 競爭手段是指行為不法，即行為本身具有之商業倫理道德的可非難性，與市場競爭秩序是否

受到影響無直接關聯。其是否違法應就行為本身判斷，無須探討與市場整體競爭秩序的關聯。 
54 競爭結果是指市場不法，即行為所以受到非難係因其對市場競爭秩序帶來不當影響。因而其

是否違法，依該行為與整體市場競爭的關聯為判斷，即從其競爭結果是否減損或影響市場自由競

爭加以認定。 
55 美國早期判例倘肯定賣方於搭售商品市場上具有獨占性（monopolistic）、控制性
（dominant）或充分經濟力（sufficient economic power）之市場地位；同時賣方已實質性的支配被
搭售商品市場之交易數量（substantial volume of commerce）者，即構成歇爾曼法第 1條、克萊頓
法（Clayton Act）第 3條等規定之違法。惟自 1980年代起，美國最高法院就搭售案件提出合理原
則之判斷標準。即先檢視賣方於搭售商品市場上有無相當程度之市場支配力、賣方在獲取被搭售

商品市場支配力之高低；由是否具有同一經濟效率之觀點區別兩商品是否為獨立之商品。倘皆為

肯定，則進一步比較衡量其對社會性福利與反競爭效果，以視其違法性之有無。顏廷棟，論垂直

性交易限制在公平交易法上之規範，54-56，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鄭茜純，前揭

論文，17-22。 
56 李憲佐、吳翠鳳、沈麗玉，「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規範之討論---以『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10 卷第 2 期，171-173，2002。有學者認為在探討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時，應分成三部份「妨礙」、「公平競爭」及「虞」，加以分析。其中最重要屬公

平競爭。公平交易法第 19條規範不是嚴格要求事業必須遵循公平的法則，乃從防衛預防的觀點，
消極禁止企業不得做出破壞此一理想的公平競爭狀態之行為，藉以實現確保公平競爭之立法目

的。所謂妨礙指對促使公平競爭狀態得以實現或存在的各種條件，予以破壞之行為。黃銘傑，

「公平交易法第 19條之規範原理與架構」，月旦法學月刊，第 69期，68，2001。 
5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00105 次委員會議，1993 年 10 月。台塑冷煤 R12 與 R22 的搭售案
中，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台塑公司於市場混亂時，在維持原價的情形下，為平衡市場供需所為之

搭售，不但使 R22價格大幅滑落，R12 之價格亦趨於穩定且下降，而且 R22可取代部分 R12，其
破壞臭氧層係數約只為 R12的 1/12，故擴展 R22之市場對環保將有幫助。 

58 賴源河編，公平交易法新論，315，元照出版公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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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限制是否不正當，應綜合當

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

影響等加以判斷。」當事人之意圖、目的是否有限制交易相對人以達限制競爭或不

公平競爭之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屬於獨、寡占傾向或競爭是否活絡？

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和對市場競爭之影響如何？均為確定搭售行為是否違法之重要

因素。在考量違法性時，其考量事項應包括市場上品牌競爭、事業價格策略與獲利

性、市場參進障礙、不正當競爭手段，以及事業之財務與融資能力、技術性、潛在

競爭之存在及完善之商業網路等。
59  

5. 違反搭售的行政、刑事及民事責任  

違法搭售行為，依據公平交易法所採取的責任可分成三部份：  

(1) 行政責任：  

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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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萬元以

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

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若該違法行為經處罰仍不停止或改正時，除可科處刑罰外，公平交易委員會可

否依第 41 條後段「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

連續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為止。」？如再處以行政上的處罰，是否違反一事不二罰之原則？ 

一事不二罰原則，就行政制裁而言，係指違法行為人之同一違法行為，亦即其

基於單一之決定，或自然意義下之單一行為，違反數個法律；其與通常複數之違反

行政義務行為，係由於各別之決意或自然意義下之複數行為有別，不得以同一事實

與同一依據，給予兩次以上行政處罰。反之，為達行政「合目的性」之要求，遇有

數個違反行政義務之行為，應分別處罰。 

                                                      
59 李憲佐、吳翠鳳、沈麗玉，前揭書，192。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481次委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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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會議第 503 號解釋謂：「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為罰，僅須

其有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即應受處罰；而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則須具有處罰

法定要件之漏稅事實方得為之。二者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不相同，惟其行為如同

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之

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

之基本原則。是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

法而處罰種類相同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再就其他行為

併予處罰，始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本院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應予補

充。」其認為應依行為態樣、處罰種類、及處罰之目的不同而有異。
60
如兩者處罰

的性質、種類相同的情形，例如刑法處罰是罰金，行政法是罰鍰屬於金錢的處罰，

則兩者應是吸收關係；但兩者的處罰種類、性質並不相同，如刑罰是罰金而行政罰

是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等不利的行政處分時，若非達成行政目的

所必要者，則以應為吸收關係，但如是為了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則允許其重複處

罰。  

(2) 刑事責任 

公平交易法第 36 條規定：「違反第 19 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41 條規

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行為人 2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00萬元以下罰金。」 

                                                      
60 大法官釋字第 503 號解釋理由書：「違反租稅義務之行為，涉及數處罰規定時可否併合處
罰，因行為之態樣、處罰之種類及處罰之目的不同而有異，如係實質上之數行為違反數法條而處

罰結果不一者，其得併合處罰，固不待言。惟納稅義務人對於同一違反租稅義務之行為，同時符

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者，例如營利事業依法律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致短報或

漏報銷售額者，就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為罰與因逃漏稅捐而被處漏稅罰而言，其處

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有不同，前者係以有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即應受處罰，後者則須有處罰法

定要件之漏稅事實始屬相當，除二者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例如一為罰鍰、一為沒入，或一為

罰鍰、一為停止營業處分等情形，必須採用不同方法而為併合處罰，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

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從而，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如同時構成漏稅

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相同者，則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

得再就其他行為併予處罰，始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本院釋字第 356 號解釋雖認營業人違
反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其性質為行為罰，此與逃漏稅捐之漏稅罰乃屬兩事，但此僅係就二者之

性質加以區別，非謂營業人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罰與逃漏稅捐之漏稅罰，均應併合處罰。在具體

個案，仍應本於上述解釋意旨予以適用。本院前開解釋，應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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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事責任 

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

人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規定：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如可證明事業

是具有故意行為，則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之規定。第 32 條規定：「法院因前條

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

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 3 倍。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

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 

公平交易法就損害賠償之方法，對於故意行為，賦予被害者 3 倍的損害賠償請

求權。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而受有損害者，其均為請求權人，而因事業之違

反行為而受有損害之競爭事業，亦應屬於請求權人。然一般消費者是否可主張此請

求權？因公平交易法旨在保護市場公平自由之競爭秩序，事業違反之行為是破壞市

場交易秩序，消費者往往為間接受害，其損害是反射的損害，所以能否為請求權

人，於學說上實有爭議。多數學說認為，消費者本身並非直接競爭者，而為最終買

受人，而公平交易法第 1 條亦揭示消費者利益為保護範圍，因此若將消費者排除於

請求權人範圍之外似有不公。各個消費者可能因為搭售行為，而個別受到損害，消

費者應可主張請求損害賠償。
61  

四、住宅火災保險與地震基本保險合併販售為違法之

搭售行為 

如同前述，現行於民眾購屋向銀行貸款時，銀行通常要求貸款民眾投保住宅火

災保險，以確保銀行債權。然於貸款民眾向產物保險公司投保住宅火災保險時，地

震保險必須同時投保，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中所規定之搭售行為？如為搭售行為，

是否違法？以下分述之。 

                                                      
61呂榮海、謝穎青、張嘉真，公平交易法解讀----空前的經濟憲法，157，元照出版公司，1995；
賴源河編，公平交易法新論，442、446，元照出版公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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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物保險公司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 

按公平交易法第 2 條，就所稱事業包含：「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同

業公會
62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經營火災保險附加地震基

本保險之組織為產物保險公司，因此為本法所規定之事業。 

(二) 共保組織無獨占事業與否之問題 

如同前述，搭售行為的事業，可區分為三種，而分別適用不同條文之規定。

即： 

1. 獨占事業為搭售行為，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及 4款規定處理。 

2. 雖非獨占事業，但具有相當的市場力量，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處

理。 

3. 不具市場力量的事業，為違法之搭售行為，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處

理。  

按保險法第 138 條之 1 規定：「保險業應承保住宅地震危險，以共保方式及主

管機關建立之危險承擔機制為之」。同法第 144 條之 1 規定，保險業對於巨災損失

及政策性保險得以共保方式承接。依據 94 年 12 月 1 日前，地震基本保險制度的危

險承擔機制共分四層：第一層由會員公司，包含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險公司承擔，

第二層為政府保證基金承擔，第三層由再保險市場及資本市場承擔，第四層由政府

承擔。該共保組織由辦理住宅火災保險業務之財產保險業與中再公司共同組成，其

所含之財產保險業占有國內地震基本保險之全部市場，此之共保組織應可認係公平

交易法所稱之獨占事業。 

然於 94 年 12 月 1 日後，地震保險制度之危險承擔機制第 2 條規定：「財產保

險業所承保之住宅地震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應全數向中央再保險公司（以下簡

                                                      
62 所謂之同業公會為依法設立，而擁有法人人格者。蘇永欽，「事業團體之聯合行為」，政大
法學評論，第 44 期，211；黃茂榮，前揭書，46。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本法第 2 條第
3 款所稱同業公會如下：1.依工業團體法成立之工業同業公會及工業會。2.依商業團體法成立之商
業同業公會、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輸出業同業公會及聯合會、商業會。3.依其他法規規定所成
立之職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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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中再公司 ）為再保險。中再公司依前項規定所承受之危險，應依下列機制分

散：1.第一層新臺幣 20 億元，移轉由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以下簡稱共保組織）

承擔。2.第二層新臺幣 480 億元，移轉由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以下簡稱地

震基金）承擔及分散。」此新制之共保組織之角色，已轉變為承擔再保險之地位，

於本問題中無庸討論其是否為公平交易法第 10條所規定之獨占事業。 

(三) 地震基本保險與住宅火災保險合併販售為搭售之行為 

1. 地震基本保險與住宅火災保險為二種可分之產品 

按前述之說明，住宅火災保險承保危險事故包括：「火災、爆炸、閃電雷擊、

航空器墜落、機動車輛碰撞、意外事故所致煙燻」。地震保險承保危險事故包括：

「地震震動、地震引起之火災、爆炸、地震引起之地層下陷、滑動、開裂、決

口。」 

產品是否可分之判斷標準，依前開之說明，即：(1)同類產業間之交易慣例，此

二種產品或服務分開銷售時，是否具有其個別的效用價值；(2)此二種產品或服務在

合併包裝或是販賣時，是否能有效地節省成本，並足以反映在售價上而使得消費者

獲益；(3)搭售廠商是否對此二種產品或服務分別指定其價格；(4)搭售廠商是否曾各

別販賣此二種產品等。以前述標準觀之，地震基本保險與住宅火災保險所承保之風

險並不相同，二者之保險費亦分別定價。二者分開銷售具有各別的效用價值，其合

併販賣並未顯現得以有效節省成本，或反映在售價上而使得消費者獲益，且此二保

險產品可以分開販售，其並無所謂經濟上之關聯性存在。因此，地震基本保險與住

宅火災保險為二種可分之產品。 

2 .地震基本保險與住宅火災保險合併販售，使消費者交易選擇自由喪失 

現行於民眾購屋向銀行貸款時，銀行通常要求貸款民眾投保住宅火災保險，以

確保銀行債權。然於貸款民眾向產物保險公司投保住宅火災保險時，地震保險必須

同時投保，即已使消費者交易選擇自由喪失。又產物保險公司未提供消費者供買方

分開購買的機會，其已構成強制消費者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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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 

由前開之說明，可認為地震基本保險與住宅火災保險合併販售，為一搭售之行

為。 

(四) 地震基本保險與住宅火災保險合併搭售具違法性 

1. 概說 

如同前述，921 大地震前，國內地震保險以附加險方式附加於火災保險承保。

全國投保率僅 0.2%，投保率偏低之原因為保險費高、民眾缺乏地震危險之保險意

識、產物保險公司承保意願低、國際再保險市場承保能量有限等原因。 

因發生 921 大地震，造成嚴重災情，根據統計經濟損失金額高達新台幣 3000

餘億元，死亡 2457人、重傷 679人、房屋全倒 5萬 2605戶、半倒 5萬 3133戶 1。

受災民眾面對此一劇變，親人死亡、家庭支離破碎，切身之痛無以復加，造成社會

莫大的動盪。由此事件，使吾人體認天災之可怕，事先無法預測與防範，事後又無

力可以承擔此種巨大的災害。欲解決此種困難，可行的辦法便是借助保險制度以謀

求危險的分散。因此地震保險制度的實施，可降低被保險大眾之生命、財產損失，

而獲得適當的補償。政府遂積極推行辦理地震基本保險，視其為一政策性之保險，

其目的在謀保障民眾生命財產之經濟生活安全，降低政府財政困窘之衝擊。 

地震危險之發生，將造成巨大之損失，國內產物保險業者資本額普遍不高，且

國際再保險市場承保能量有限，因此產物保險公司承保意願低。為解決此困難，遂

修正保險法，於保險法第 138 條之 1 規定：「保險業應承保住宅地震危險，以共保

方式及主管機關建立之危險承擔機制為之。前項危險承擔機制，其超過共保承擔限

額部分，得成立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或由政府承受或向國內、外之再保險業為再保

險。前 2 項有關共保方式、危險承擔機制及限額、保險金額、保險費率、責任準備

金之提存及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第 1 項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為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及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以強制國內產物保險業

承保住宅地震危險。於民眾購屋向銀行貸款時，銀行通常要求貸款民眾投保住宅火

災保險，以確保銀行債權。然於貸款民眾向產物保險公司投保住宅火災保險時，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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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險業者為達成前開政府政策，遂以販賣住宅火災保險時搭售地震基本保險。 

現所有國內本國或外國產物保險公司因前開保險法之規定，應承保住宅地震危

險，且其販賣地震基本保險之方式與保險條款內容均相一致，並依據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金管保四字第 09402564041 號令公佈之新制住宅地震共保及危險

承擔機制實施辦法辦理相關作業，其具絕對之市場力量。保險市場中，消費者無從

選擇其他相同之產品供應者，因此並無其他之競爭者。 

2. 強制承保與非強制保險 

保險法對於地震基本保險採強制國內產物保險業承保之制度，其係要求保險人

對於要保人投保要約不得拒絕承保之強制承諾的規定。
63
保險人強制承諾的範圍，

是否僅限於地震基本保險亦或包含所有之地震保險，保險人都無拒絕之權利？自大

眾一般利益之保障，及保險商品多樣化而觀，其僅限於法定最低保障或最低保險金

額範圍內，始有法律強制締約之情形。超過地震基本保險所定最低保障金額部分，

被保險人如認有投保保險之必要，法律自無剝奪保險人核保及依危險性質選擇被保

險人權利之理由，其屬任意保險之範圍。
64 

保險法對於地震基本保險採強制承保，但並不採強制保險，行政機關不得以命

令強制人民必須投保地震保險。地震保險是否應採強制性保險制度，學說上多有爭

議
65
。肯定說認為，台灣屬於地震帶，強制保險可提高低迷的地震保險普及率，解

決地震保險的地域性逆選擇之問題，降低地震保險費率等益處。
66
然按強制保險係

                                                      
63 本條應為強制契約而非強制締約。因強制締約目的係使契約容易成立，因此應提高地震保險
要保人之投保可能性，限制保險人拒保之途徑。然地震保險制度之目的，係在地震發生後，被保

險人可迅速重建生活。因此當地震事故發生後，該災區之各項設施中斷，如要求被保險人需以訴

訟之方式來強制執行保險人承保之意思表示，至使該地震保險契約成立，對被保險人來說未免過

苛，且不符合地震保險制度之目的。王曹正雄，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暨示範

條款之評析，111-113，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64 王曹正雄，前揭論文，112。謝宗穎，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保險人之免責範圍，24，中興
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65 認為應採強制性保險制度：江朝峰，「中日地震保險制度之比較研究」，淡江學報，第 36
期，207-209；蕭鶴賢、賴麗琴，各國巨災保險比較研究，76-78，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認不應採強制性保險制度：李珍穎，建立台灣綜合天然災害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之研究，115，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趙秋燕，「美國加州地震保險制
度」，保險專刊，59期，137-138。 

66 王曹正雄，前揭論文，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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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民財產權的處分構成限制，強迫人民接受保險契約之內容，將對人民之基本

權利造成侵害。 

按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

之。」即須有法律之依據並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方可對於人民之基本權加以限

制。
67
強制保險並非投保率提高之唯一方式，且其可透過自負額等制度，助於提高

被保險人對地震防護注意，並減少保險人之巨額損失，降低地震保險的保險費，強

制投保方式應非唯一且必要之方式。又地震保險在填補自己財產之損害，守護自己

的財產是自我原則範疇之問題，其應由自己決定，非可由國家用強制保險制度予以

處理。  

3. 違法性判斷 

(1) 概說 

火災保險中附加地震基本保險販售，表面似無強制人民投保地震保險的問題。

但藉由人民在購買住宅時向銀行貸款，銀行貸款予人民時，要求貸款人投保火災保

險，以確保銀行債權。於貸款民眾向產物保險公司投保住宅火災保險時，產物保險

業者則以販賣住宅火災保險時，搭售地震基本保險。其乃係強制向銀行貸款之特定

人，須投保地震基本保險。此舉是否已侵害人民之基本權利？又現行地震基本保險

須於投保住宅火災保險時方得附加投保，對未投保住宅火災保險者不得單獨投保地

震基本保險，因此國內房屋所有人於未投保火災保險時，則無法獲得地震基本保險

之保障。 

然因此為私人間之法律關係，是否可主張憲法上基本權利條款而為主張，涉及

基本權利效力擴張與放射效力之問題，即基本權利對第三人效力之問題。 

(2) 基本權利之功能 

人性尊嚴乃彰顯個人有獨立、自主、不受不當干預影響，其享有身體、精神與

行為等的自主、自決的價值。
68
人性尊嚴為憲法所肯認，其並要求國家應予以保護

                                                      
67 王曹正雄，前揭論文，117-118。 
68 許志雄、蔡茂寅、蔡宗珍、陳銘祥、周志宏，現代憲法論，45-46，元照出版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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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尊重，其為憲法之基本精神，無待憲法明文揭示。
69 

於德國法，人性尊嚴之規定被認為是基本法中價值之第一位階，我國憲法雖無

明文規定人性尊嚴之保障，但由憲法對基本權利的規範所隱涵之基本價值，即可創

造出個人在法律上之自我決定權，並經由憲法之程序使基本權利獲得保障，而無庸

經由法規範作為媒介。憲法有關人性尊嚴之保障，係憲法存在之基本價值理念，不

待法規範加以明定。
70
世界人權宣言亦揭示人格尊嚴之維護與人身安全之確保，其

亦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
71
憲法基本權利之規定，為憲法之核

心，且為憲法之最重要地位。
72
基本權利之功能如下： 

A. 防禦功能73
：從憲法第 22條、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6項以及憲法之整體精神

觀之，有關人性尊嚴之保障，防禦權之功能本質上不排除對私人侵害之主

張。 

B. 受益權功能74
：憲法所保障之各種基本權利中，除有屬於消極性防止公權力

侵害之防禦權外，尚有積極性要求國家提供服務或給付之受益權功能。
75 

C. 保護義務76
：大法官釋字第 346 號解釋要求國家應立法尊重人民平等接近使

用傳播媒體的權利，俾以要求傳播媒體提供版面或時間，許其行使表達意

見之權利。此表示基本權課予國家採取一定措施的義務，以保護人民的基

本權利，使免於遭受來自第三人對其基本權之侵害。大法官釋字第 422 號

解釋更指出，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第 153 條復明

定，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

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明確揭示國家負有保障農民生存及提昇其生活水準

                                                      
69 蔡宗珍，「人性尊嚴之保障作為憲法基本原則」，月旦法學月刊，第 45期，99，1999。 
70 蔡宗珍，前揭文，100。 
71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372號解釋。 
72 李鴻禧，「保障基本人權思想之本質與變異之研究分析－ 以立憲主義思想為基座」，憲政時
代，第 4卷第 3期，8，1979。 

73 指基本權賦予人民一種法的地位，於遭受國家的侵害時，得直接據以向國家請求停止其侵害
行為，藉以免於國家權力恣意之干預。因此對於侵害基本權之法律或命令，人民得請求宣告無

效；對於侵害基本權利之行政處分或司法裁判，人民得訴請撤銷或廢棄之，並請求除去違法之結

果；國家行為有侵害基本權利之虞者，人民亦得訴請防止之。李建良，憲法理論與實踐（一），

62，學林文化事業，1999。 
74 受益權功能，即人民站在主動之地位，得請求國家為一定行為，並形成國家之意志。 
75 大法官釋字第 368號解釋吳庚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76 指國家有保護國民之法益及憲法所承認之其他制度之義務，特別是對保護國民之生命、身體
之自由與以財產權為內容之義務，此為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所應具有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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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務。 

D. 程序保障功能77
：大法官釋字第 488 號解釋，就基本權利之程序保障功能

謂：「基於保障人民權利之考量，法律規定之實體內容固不得違背憲法，

其為實施實體內容之程序…亦應有『合理』規定，方符憲法維護基本權利

之意旨。」 

E. 制度性保障功能：大法官釋字第 380 號解釋謂：「憲法第 11 條關於講學自

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 

人民對抗國家的防禦權是基本權利之主要功能，但憲法各個基本權利之規定，

亦表現出客觀的價值秩序，其為憲法上之基本決定，並有效適用於各個法律之領

域。
78

 

(3) 基本權利對於第三人之效力 

傳統理論中，保障人民免於遭受國家權利濫用之侵害，是憲法規定人民基本權

利之主要功能。因此，基本權利本身乃為消極的權利，即防衛權，用以對抗國家之

侵害。
79
是基本權利條款之本身，純粹係針對國家之性質，而非針對人民之性質。

80

此傳統見解，在現代憲法之解釋已被放棄。1919 年之威瑪憲法為成文憲法首度將基

本權利條款明定，用來規範私人間契約自由之私法行為者。 

基本權利對第三人效力，即討論私人在私法關係上得否援引憲法上基本權利條

款之規定，而主張私法行為應受基本權利條款之拘束。按基本權利條款對第三人之

效力，學說有第三人效力理論否定論、直接第三人效力與間接第三人效力之爭。第

三人效力理論否定論，否認基本權利之規定，得適用在民事法律關係中，顯不合現

代國家保護義務之概念，自屬不足為採。 

                                                      
77 其為課以國家提供人民訴訟上的程序保障，此種功能屬於消極性，但此項基本權對現代民主
法國家建立可供人民信賴的司法制度，為不可或缺。有關本議題可參見，司法院，「正當法律程

序與人權之保障」，司法院大法官九十二年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其中，陳愛娥，正當法
律程序與人權之保障—以我國法為中心；李建良，正當法律程序與人權之保障—以德國法為中心
等兩篇文章對此議題有深入之討論與說明。   

78 大法官釋字第 291 號、第 350 號、第 451 號解釋，均為基本權之放射效力引導進入私法之合
憲性審查之例。 

79 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點、戶松秀典，周宗憲譯，憲法(下)基本人權篇，51，元照出
版公司，2001。 

80 陳新民，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下），59，元照出版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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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爭論點係集中於直接效力與間接效力之討論。
81
主張直接效力說者認為，

憲法乃國家最高之法規範，為一切法律領域中最高位階之價值決定，任何違反此項

客觀價值決定之私法行為，均屬無效。且法官除受實證法之拘束為審判外，尚受憲

法秩序所隱含之價值之拘束。因此法官在審判民事案件時，對於違反基本權利規定

之私法案件，得直接引用基本權利條款之規定，而無庸經由民事法律之涵攝，以實

踐憲法之精神。 

間接效力說認為，私法規定有其本身之獨立性及特定功能，為避免直接適用因

而侵犯私法自治、契約自由等私法領域，且為達到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精神，

應經由私法上之概括條款或不確定法律概念為媒介，除實證法明文規定外，因法官

不能代替立法者，不能由法官在訴訟時，直接引用基本權利條款之規定。 

就前述直接效力或間接效力之爭執，我國有學說
82
及實務見解

83
似採間接效力

說。然不論直接效力或間接效力，均同意憲法基本權利條款具有保護私人間法律行

為之效力，其所爭者，僅為法官審判時可否直接引用基本權利條款之規定，抑或應

透過民法概括條款或不確定法律概念規定加以保障而己。無論適用之方式如何，其

結果則無二致。 

(4) 小結 

如上所述，不論直接效力說或者是間接效力說，均同意憲法基本權利條款具有

保護私人間法律行為之效力。產物保險業者為達成政府政策，於販賣住宅火災保險

時搭售地震基本保險，就基本人權之侵害，可就自我決定權與財產權兩部分加以說

明。 

                                                      
81 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點、戶松秀典，前揭書，52-55。 
82 王澤鑑，民法總則，312，自版，2000；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7. Aufl.,Rn. 

693f(1997). 
83 甲女受僱農會之初，預立於任職中結婚即辭職之辭職書，其效力如何？研究意見： 
1.按甲女受僱農會之初，如因農會之要求，必須預立於任職中結婚即辭職之辭職書，則該辭職
書之訂立，可認為具「附合契約」之性質，非當然具有其所約定之效力，仍應就約定之內容為具

體衡量，定其效力之。 
2.次查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為憲法第 7 條所明定，又人民之工作權及
其他自由、權利亦受憲法所保障（憲法第 15 條、第 22 條）；雇主要求女性受雇人預立於任職中
結婚即辭職之辭職書，不惟破壞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則，並且限制人民之工作權及有關結婚之

基本自由及權利，該結婚即辭職之約定，可認為違背我國之公序良俗，依民法第 72條之規定，應
屬無效。（78.8.7（78）廳民一字第 859號函復臺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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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我決定權 

火災保險中附加地震基本保險，表面似無強制人民投保地震保險的問題。然藉

由人民在購買住宅時向銀行貸款，銀行貸款予人民時，要求貸款人投保火災保險，

以確保其債權。於貸款民眾向產物保險公司投保住宅火災保險時，產物保險業者為

達成政府政策，遂於販賣住宅火災保險時搭售地震基本保險。即強制向銀行貸款之

特定人須投保地震基本保險，其已侵害人民之基本權利，即個人有獨立、自主、不

受不當干預影響，享有行為自主、自決之自我決定權。 

按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

之。」火災保險中附加地震基本保險並無法律之依據，已違反憲法法律保留原則，

且其亦不符比例原則或有其他正當之理由，因而具違法性。 

B. 財產權 

又火災保險中附加地震基本保險之搭售，亦涉及憲法第 15 條之財產權之保

障。蓋若使用房屋貸款之民眾只想單獨投保住宅火險，卻仍要額外投保地震基本保

險，以致須多支出保險費。或未向銀行貸款之民眾，其只想單獨投保地震基本保

險，卻無法如願，因現行產險公司對於此種情形仍要求須與住宅火險並同搭售，導

致無法分散住宅因地震毀損滅失所遭受之損失，因而住宅所有權無法藉由保險受到

應有的保障。又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若以我國實務見解採間接效力說，須藉由

民法之概括條款或不確定法律概念加以轉換，在此似應產生間接強制締約的義務

（Mittelbarer Kontrahierungszwang，即非直接基於法律規定之締約義務）。換言

之，基於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及保險法第 138 條之 1 規定，產物保險公司對於欲

單獨投保住宅火險或單獨投保地震基本保險之民眾，尚不得以契約自由之名而拒

絕，仍應予以承保。一般認為間接強制締約義務的依據，有如下兩種情形： 

a. 為總體類推適用現行法關於郵政、電力、自來水等之規定，而建立一般

法律原則，認為凡居於事實上獨占地位，而供應重要民生必需品者，負

有以合理條件與用戶訂立契約的義務。 

b. 為由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但書，可導出間接強制締約的義務。即拒絕訂

立契約，係出於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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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故相對人得請求訂立契約，以回復原狀
84
。 

考慮現行地震基本保險係以各產物保險公司共保為危險承擔機制，各家產物保

險公司的作法皆屬相同，已居於實質上獨占地位。且保險已為一般民眾分散危險、

消化損失之最重要機制，復以從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可藉由民法善良風俗加以

轉換，似可得出間接強制締約的義務。 

另就比較法而言，違反德國反限制競爭法之限制競爭行為，常導致在私法上當

事人間負有強制締約義務的法律效果。
85
住宅火災保險附加地震基本保險合併販

售，既屬違法或不合理的搭售，故認為產物保險公司對於欲單獨投保住宅火險或單

獨投保地震基本保險之民眾，尚不得以契約自由之名而拒絕，仍應予以承保，在比

較法上亦有相當之根據與支持。 

五、結論 

地震基本保險於我國定位非商業保險亦非社會保險，而是政策保險，其非強制

保險制度。保險法第 13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保險業應承保住宅地震危險，以共保

方式及主管機關建立之危險承擔機制為之。地震屬特殊性質危險事故，災害性大地

震發生的頻率雖低，然發生如 921 大地震時，造成之損害幅度相當龐大。我國以法

律強制產物保險業者需承保地震基本保險，藉以幫助地震發生後，災民重建生活，

具社會安全之目的。保險法第 138 條之 1 規定，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採取共保及危險

承擔之機制，在超過共保承擔限額部分，由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基金、國內外再保險

與政府承受之，此將降低保險業的危險。又現行住宅地震保險業務採無盈無虧原

則，對產物保險業實不影響其經營。現今商業保險社會化，賦予地震保險保險人強

制締約之義務，以達成地震保險制度幫助災民重建生活之社會安全目的，亦應屬合

理。 

我國對於地震保險不採強制保險制度，在火災保險中自動附加地震基本保險，

表面似無強制人民投保地震基本保險的問題。然藉由人民在購買住宅向銀行貸款，

                                                      
84 王澤鑑，債法原理（一）基本理論，86，自版，1999。 
85 Medicus , SchuldrechtⅠAllgemeiner Teil,12. Aufl. , Rn.82f（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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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予人民時，要求貸款人需投保火災保險，以確保銀行債權。然於貸款民眾

向產物保險公司投保住宅火災保險時，產物保險業者販賣住宅火災保險時需搭售地

震基本保險。此舉，實為侵害向銀行辦理貸款人民之基本權利，其無法律之依據，

違反憲法法律保留原則。又購置住宅須向銀行貸款之人，通常經濟情況較為不佳，

因而在住宅火災保險自動附加地震基本保險，為對於此等弱勢人民再次之剝削，實

不合理。又對未向銀行貸款之民眾，其欲單獨投保地震基本保險，藉已獲得基本保

障而不投保住宅火災保險，亦無法如願。因此，住宅火災保險自動附加地震基本保

險之制度，實應加以重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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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quake Insurance Should Be Purchased with Home Fire Insurance. Could This 

Be Viewed as a Tie-in by the Fair Trade Act? 

Lo, Chun-Wei and Liao, Chia-Hung* 

Abstract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 that struck Taiwan on September 21, 1999 severely 

damaged the island.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compiled in relation to this disaster, over 

NT$300 billion in damage was caused, 2,457 lives were lost, 679 people were seriously 

wounded, 52,605 houses were demolished and a further 53,133 were unsuitable for 

occupation. 

In evoking the reality of trauma, death and destruction, the 921 earthquake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community at all levels. Understanding this incident made me 

realize the fear that people have of the unpredictable, the unpreventable nature of the 

calamity and our helplessness in responding to it. A feasible way of responding to such a 

disaster would be to have a well-designed insurance system in order to defuse a potential 

hazard of such a magnitu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rthquake insurance could appropriately offer protection 

against the losses of life and property of the insured by providing suitable and timely 

compens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primary earthquake insurance by the government is a 

strategy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also to ease 

th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resulting from the natural disaster. 

Currently, primary earthquake insurance is administered by an alliance of the 

members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based on Article 144 of the Insurance Act. It does not 

violate the spirit of the Fair Trade Act in banning the formation of an alliance in the 

industry.  

However, the earthquake insurance should be purchased together with hom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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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Can this be considered to be a tie-in according to the wording of the Fair Trade 

Act? Is it appropriate in light of the Fair Trade Act? In this study, I will focus on the 

current system of earthquake insurance and the spirit of tie-i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ir 

Trade Act in so far as it relates to the insurance industry.    

Key words: earthquake insurance, co-insurance, tie-ins, concerted action, Fair Trad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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