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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國傳統觀念下的人生兩件大事：生前購屋與往生後事。這兩件大事所涉

及的觀念與法律問題相當複雜，其通常無法立即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主要原因

在於不僅有有體物的交付還包含無體的服務，因此要讓消費者滿意，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尤其在生前契約，其簽約的相對人（父母）與是否感受滿意的消

費者（子女），常常不是同一個人。至於購屋，常涉及價金分期給付與所有權

移轉登記無法同時進行，加上無法信任不認識的契約相對人，甚至遇到有些不

目　次
壹、前言

貳、履約保證的意義與相關法規

　　一、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二、私立學校法、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

　　三、發展觀光條例、旅行業管理規則

　　四、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對於「預售屋」買賣預付款保障制度的
措施

叁、現行法規中有關履約保證的核心制度—信託

　　一、不動產預付價金的履約保證或信託

　　二、生前契約預付金額的強制信託

　　三、其他行業消費者預付價金之相關保障

肆、以公平交易法補遺專業法規的不足以及資訊揭露的完整性

　　一、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資訊揭露不足的處理

　　二、美、日處理資訊揭露不足的相關案例

伍、結論

* 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40

夠了解法律又不夠盡責的房屋仲介時，消費者常徒呼奈何。

本文以購屋與生前契約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在於兩者的事業時有使用自己

所稱的「履約保證」措施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並吸引消費者與其交易，但消費

者卻不知業者所稱「履約保證」的範圍，以致易產生糾紛。此外，對於交易金

額龐大的不動產買賣與看不到自己身後事的殯葬所可能出現無法履約的情形，

主管機關在相關法律中祭出「信託」的手段，以期確保消費者的權益，但是否

果真能發揮其功效，仍值得探討。

對於生前契約，內政部在殯葬業法中規定，對於預收款項的百分之七十五

必須強制信託，以防業者預收此等款項作轉投資而不慎被套牢或業者一旦破產

結束營業時可將信託的金額返還消費者或其繼承人，讓消費者不致全部落空。

但此一措施，果能滿足簽訂生前契約預付現金的消費者所需嗎？

本文首從信託的本旨逐一闡述相關主管機關在其主管的相關行政法規中所

採取的措施，究竟能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到何種程度作逐一說明。其次再從公平

交易法對於不實廣告與欺罔或顯失公平的概括規定所可能介入規範的可行性作

探討。

關鍵詞： 公平交易法、履約保證、不動產仲介、預售屋、殯葬業、生前契約、
信託、資訊揭露、欺罔、顯失公平

壹、前言

購屋與生前契約——我國傳統觀念下的人生兩件大事，對於其相關的法律

爭議如何讓它圓滿落幕？法律人都未必能盡如己意，更何況一般民眾。

    透過不動產仲介購買成屋，明明是有體物的買賣交付，卻是與服務業難
以脫鉤。而屬於服務業的生前契約，卻又包含許多有體物（例如棺木、壽衣、

骨灰甕、靈骨塔位……等等）的交付。其性質與先給付金錢後再作單純消費

（商品的替代性大）的電子票證有很大的差異。

不動產交易的金額對於一般民眾而言，負擔可謂相當沉重，多數人一輩子

只買得起一件不動產。有不動產仲介公司為了吸引顧客（包括買方、賣方）的

信任，打出「履約保證」的廣告。問題是不動產仲介公司所稱「履約保證」的

概念與我國民法債篇「保證」所規範的內容是否一致，尚有待檢驗。

至於生前契約，據財政部在98年的調查數字顯示，全臺殯葬業市場營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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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超過新臺幣500億元。每位往生者平均殯葬費用則為新臺幣35萬4,145元，
若加上撿骨進塔、再葬、後續超渡法會、追思禮拜等，讓殯葬業成為「非一次

買斷」、後利無窮的產業，殯葬過程不管是臨終諮詢、悲傷輔導、葬禮流程，

都代表一個商機。但是，「生死關懷」不只是數字、價格或商機那麼膚淺。禮

儀師的「送行」，不只是送亡者走向彼岸，也要送家屬走出悲傷，更要與所有

參與喪禮的人一起成長。人的生與死是奧妙而難以參透的，所有從事生死服務

的人，都在進行一種直接的靈性生命修練
1
！往者已矣，送行的悲傷家屬，豈

有心情與能力去比較業者殯葬服務內容與品質的良窳，尤其住在都市的年輕後

輩更不知殯葬的內容與流程，因此生前契約的推出，有其正向功能的一面。

殯葬業的多層次傳銷業者在十幾年前推出「生前契約」，遊說民眾加入傳

銷體系成為參加人，不但喪葬後事可使用在自己身上，而且在介紹他人加入時

又有佣金與業績獎金的收入。當時許多隻身在台的老兵榮民莫不為之心動，

不再擔心自己的後事無人料理，孰知有少數不肖業者在預收款項後轉投資失利

而結束營業，主管機關只得立法以「預付現金強制信託」方式來保障民眾的權

益，但此一制度仍過於消極，難以符合民眾的真正需求。

我國一般民眾對於高檔食物的吃喝，常常毫不吝惜，一桌酒菜動則數萬元

也豪不心疼。但對於購買交易金額龐大的不動產或生前契約時，卻不願花費數

萬元聘請律師或法律專家事先過目業者所事先擬定好的定型化契約書，以了解

並確保自己應有的權益，等出現糾紛，才要求主管機關強力介入，著實在令人

遺憾。

本文即在此等感慨中，擬探討買賣雙方的權益關係以及主管機關在現有的

有限法規中，尋求妥善的處理機制，並期待對於業者與消費者能發揮法律常識

再教育的功能。本文不擬對艱深的法理作鑽研，而希望能從實務面作務實的說

明與可行的設計，並期待業者也能提出更完善的制度不但確保自己的權益並能

進一步嘉惠消費者，以達到雙贏的境界。

貳、履約保證的意義與相關法規

保證在我國民法739條（保證之定義）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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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但無

1 訓練出更多「台灣送行者」  真理大學宗管系推出殯葬學位學程，中央社訊息
服務，2010年8月12日。http://news.pchome.com.tw/living/cna/20100812/index-
12815964476700418009.html 查閱日期20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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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保證」一詞。公平交易委員會曾於第三百次委員會議決議，有關履約保

證制度之用語，由於國內現行法規尚無明確之規範，基於不同立場，對該制度

所應提供之保證範圍自會有不同之解釋，故是否應以不實廣告加以規範，應以

其廣告用語所表現之涵義是否與實際情況相符予以認定。

在民國88年（88）公處字第099號一案中對於被處分人於房屋仲介廣告上
就履約保證服務之提供與功能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
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該項引人錯誤
之表示。本案係檢舉人透過被處分人媒介購買房地，依約交付價金及契稅費用

後，屢次要求賣方辦理過戶手續，賣方均無回應，詢問被處分人亦不獲置理，

後經查詢始發現系爭房地已遭法院查封拍賣，而被處分人竟又表示其並無提供

履約保證之服務。被處分人辯稱若需該項服務則必須另外提出申請，但檢舉人

並未提出申請，然而檢舉人認為自廣告文義來看，並未說明買方須踐行申請手

續，始得享有該項服務；又系爭廣告標題雖為「交易價金履約保證」，但說明

中卻有「買方怕的是付了價金卻拿不到產權」之文字，一般消費者已不能辨別

價金履約保證與產權履約保證係二事，更容易被廣告說明文字誤導，致以為有

包括此項服務。從廣告文義，該等字句使一般人對系爭履約保證制度產生之期

待，係為被保證人（買方或賣方）毋須負擔買賣交易過程中可能產生之所有風

險，因此自須以該制度在交易產生糾紛時所發揮之功能，來判斷是否真正達到

「○風險」之程度。該制度雖可減少當事人求償之困難性，惟並不具備「○風

險」程度之高度保障功能，因而有引人錯誤情事。

另於民國96年公處字第096075號2
一案中對於被處分人在房屋仲介廣告宣

稱「成屋履約保證」、「風險歸零」就其服務之品質、內容有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而處新臺幣120
萬元罰鍰。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本案中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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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之定義，依民法第739
條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

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query.cgi?q=%e6%88%90%e5%b1%8b%e5%b1%a

5%e7%b4%84%e4%bf%9d%e8%ad%89&submit=search&dbs=decisionfilesearch&descp
s=DecisionFileScirp&fdate=&fsize=&sortby=score&direction=down&n=10&enc=utf8&n
ewquery=1&uilang=cht  查閱日期9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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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而依一般社會通念，保證係「指對他人行為、資產

或信用負責擔保」，擔保則為「承當保證的責任。若出問題，擔保者須負起責

任」之意。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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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兩案案例可知，既用「保證」一詞，就應回歸我國民法第739條規
定對於保證的意涵，而不可任意逸脫其範圍，且其保證事項的範圍有多廣也需

明示清楚，否則將違反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委員會上述的見解應值得肯任，以免因企業界任意憑自己主觀觀

念來解讀並使用既有的法律名詞，反而造成此一法律名詞的不同解讀，進而影

響當事人的認知與應有的權益。

其他行政主管機關在其主管的特別法修法時，若欲採用民間之一般用語而

逸脫現行法律原始意義時，就應在該特別法中再作進一步的定義說明、應具備

之要件與法律效果，否則容易造成解釋上的分歧，以至產生法律糾紛。

在我國現行法中已將「履約保證」作為正式的法律名詞者如下：

一、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民國98年1月23日公布）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18條規定：「非銀行發行機構發行電子票證所收
取之款項，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繳存足額之準備金；其準備金繳存之比率、

繳存方式、調整、查核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銀行會商主管機關定
之。 前項收取之款項，扣除應提列之準備金後，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
十足之履約保證。」同法第20條規定：「第十八條所稱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
證，係指發行機構應就持卡人儲存於電子票證之金錢餘額，與銀行簽訂足額之

履約保證契約，由銀行承擔履約保證責任。」

此處規定係由銀行承擔履約保證責任，其責任範圍僅限於持卡人儲存於電

子票證之金錢餘額，這只不過是單純的將消費者預先給付的金錢返還，並無

涉及是否應確實依債之本旨履行契約原本應給付的內容。若從民法第740條規
定：「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

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來觀察，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18條規定法
律用語應改為「由銀行負給付儲存於電子票證之金錢餘額及其應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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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應使用「由銀行承擔履約保證責任」一詞，否則不但與民法債篇有關保證

所規定的意義與內涵不符，銀行也有不當得利之嫌。

二、私立學校法、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民國98年
3月13日公布）

私立學校法第39條規定：「私立學校得依前項核定之招生總額，為學生之
利益，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其履約保證保險之保險契約、保險範圍、保險金

額、保險費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本條規定因係「得」投保

履約保證保險，並非應投保，並無強制力，因此對學生的保障仍相當有限。

此外，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第3條規定：「私立學校以其
本身為要保人，為學生之利益投保履約保證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應依本

辦法規定，與保險人訂定保險契約，以已繳交就學費用之學生為被保險人。」

又同辦法第4條規定：「私立學校於保險期間內，向學生收取就學費用後，有
本法第七十條所定學校停辦、第七十二條所定學校法人解散、第七十八條所定

學籍不予承認或其他無法繼續辦學之情事，致學生全部或部分就學費用遭受損

失者，保險人應依保險給付基準表（如附件）負賠償責任。」因此保險人所為

之保險金給付，是基於投保契約而來，並非立於保證人地位來負保證的責任。    
我國民法第739條規定：「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

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若依該條規定保證的意涵應是

必須由保證人來「代負履行責任」，但從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

第4條規定可知，當學校停辦而無法提供學生學習環境時，保險人所負責任也
只是按基準表所訂的金錢賠償責任而已，並無法提供學生有學校的學習環境的

債務內容。由於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只是行政命令位階，恐難

以排除民法的適用，因此該辦法實不宜在文中使用「履約保證」一詞，以免混

淆保證責任的範圍。

三、發展觀光條例、旅行業管理規則（民國99年9月2日修正公布）

發展觀光條例第31條第2項規定：「旅行業辦理旅客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
時，應依規定投保履約保證保險。」據此，旅行業管理規則第53條第2項規
定：「旅行業辦理旅客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時，應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其投保

最低金額如下：一、綜合旅行業新臺幣六千萬元。二、甲種旅行業新臺幣二千

萬元。三、乙種旅行業新臺幣八百萬元。四、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每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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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一家，應增加新臺幣四百萬元，乙種旅行業每增設分公司一家，應增加

新臺幣二百萬元。」同規則同條第3項規定：「旅行業已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足以保障旅客權益之觀光公益法人會員資格者，其履約保證保險應投保最

低金額如下，不適用前項之規定：一、綜合旅行業新臺幣四千萬元。二、甲種

旅行業新臺幣五百萬元。三、乙種旅行業新臺幣二百萬元。四、綜合旅行業、

甲種旅行業每增設分公司一家，應增加新臺幣一百萬元，乙種旅行業每增設分

公司一家，應增加新臺幣五十萬元。」同規則同條第4項則規定：「履約保證
保險之投保範圍，為旅行業因財務困難，未能繼續經營，而無力支付辦理旅遊

所需一部或全部費用，致其安排之旅遊活動一部或全部無法完成時，在保險

金額範圍內，所應給付旅客之費用。」同條第5項規定：「第二項履約保證保
險，得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以同金額之銀行保證代之。」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7條規定，旅行業未依同法第31條規定辦理履約保證保
險或責任保險，主管機關得立即停止其辦理旅客之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並限

於三個月內辦妥投保，逾期未辦妥者，得廢止其旅行業執照。倘若業者已為消

費者辦理出國旅遊業務中而且出國在即，卻因未依規定辦理履約保證保險，而

遭主管機關命立即停止其辦理旅客之出國業務，甚或廢止其旅行業執照時，消

費者的權益是否仍不受影響而仍可出國旅遊？不無疑義。

又從旅行業管理規則第4項規定觀察可知，只有在旅行業因財務困難，未
能繼續經營的情況下，而且無力支付辦理旅遊所需一部或全部費用，而導致其

安排之旅遊活動一部或全部無法完成時才需給付，而且僅限於在保險金額範圍

內給付費用，這根本不足以賠償消費者實際上所受之損失（甚至包含有無法再

度向公司請特別休假或年假的假期損失），這與一般消費者通常所認知應全額

賠償的情形尚有差距。因此，業者在契約中除應明載上述相關條款外，還應向

消費者作進一步的闡明。

四、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對於「預售屋」買賣預付款保障制度
的措施（民國99年6月11日新聞稿：第176次委員會議通過，

由內政部公告後 8個月後實施。）3

為健全國內預售屋買賣交易機制，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下稱行政院

消保會）邀集相關機關、專家學者、業界及消保團體共同審議內政部「預售屋

3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新聞稿：標題：「預售屋強制履約保證機制有譜了！」
http://www.cpc.gov.tw/detail.asp?id=1527 查閱日期：99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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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契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事項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該會第176次
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將由內政部公告後8個月後實施。
本次修訂的「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事項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重點包括：

強制履約保證機制。預售屋屬於預付型商品，在消費者未取得所有權前，

業者須依規定辦理履約保證，履約保證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

（一）內政部同意之履約保證方式。

（二）其他經雙方同意之任一替代方式，包括：

1. 價金返還之保證
本預售屋由　　　（金融機構）負責承作價金返還保證。

價金返還之保證費用由賣方負擔。

賣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保證契約影本予買方。

2. 價金信託
本預售屋將價金交付信託，由　　　（金融機構）負責承作，設立專款專

用帳戶，並由受託機構於信託存續期間，按信託契約約定辦理工程款交付、繳

納各項稅費等資金控管事宜。

前項信託之受益人為賣方（即建方或合建雙方）而非買方，受託人係受託

為賣方而非買方管理信託財產，但賣方無法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受益權歸屬

於買方。

賣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信託契約影本予買方。

3. 同業連帶擔保
本預售屋已與○○公司（同業同級之公司，市占率由內政部另定之）等相

互連帶擔保，持本買賣契約可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上列公司不

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賣方應提供連帶擔保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4. 公會連帶保證
本預售屋已加入由全國或各縣市建築開發商同業公會辦理之連帶保證協

定，持本買賣契約可向加入本協定之○○公司請求共同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加

入本協定之○○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賣方應提供加入前項同業聯合連帶保證協定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4
。

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新聞稿：有關「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事
項」中關於履約保證機制之內容，本會再予補充說明。http://www.cpc.gov.tw/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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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所擬預售屋買賣契約中所謂的「強制履約

保證機制」包含了數種不同制度，顯然與前述的「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私立學校法、私立學校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實施辦法」、「發展觀光條例、旅

行業管理規則」等，對於「履約保證」或「履約保證保險」的內涵不太一致，

尤其給付金額或賠償金額、內容不一致，這都不是一般消費者有能力詳細區別

的。

同樣的法律用語但在不同的法律當中其意義卻有所差異，果若運用在實務

的廣告或契約中，將容易出現游移的空間。尤其在資訊不對等的業者與消費者

間很容易出現一面倒的情形，而在業者間也會產生不公平競爭的現象。

叁、現行法規中有關履約保證的核心制度—信託

一、不動產預付價金的履約保證或信託

由於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於民國99年6月11日新聞稿中所提「強制履
約保證機制」只針對「預售屋」的部分，成屋並不包括在內。但針對仲介業在

仲介成屋買賣時所提出之「履約保證」，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民國96年
公處字第096075號對仲介業的處分一案來看，若業者有不實廣告、欺罔或顯失
公平的情形時仍有公平交易法的適用，因此日後對於仲介業在仲介成屋買賣若

有打出「履約保證」的廣告而有不實時，仍有公平交易法的適用。

在該成屋履約保證一案中，被處分人在廣告中宣稱的主要內容有：「成屋

履約保證制度簡單的說，就是○○房屋在買賣雙方同意保證責任範圍內的前提

下，由銀行出面保證，讓買方得到清楚的產權，屋主也得到應有的價款，並由

○○建築經理公司，以公正的第三人角色處理所有事項，做好資金保管、監控

與流程控管，如果交易過程中任何一方有違約的事情發生致無法履約，經查證

屬實，則銀行將出面，依保證書約定，負應有的責任，將買賣交易風險降到最

低。」「只要買賣雙方均簽妥代辦成屋履約保證委任契約書，執行成屋履約保

證的相關費用和手續費全部由○○房屋支付，客戶不需負擔。」至於對買方的

權益保障內容有「1.保障產權清楚；2.風險發生時，依約定保障已支付款項的
安全；3.履約保證專戶控管購屋款，若賣方違約，經買方完成法律程序解除買
賣契約確定後，履約保證專戶將歸還買方已支付之買賣價款。」而對賣方的權

asp?id=1528  查閱日期：99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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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障內容有「1.不動產過戶前，買方如果違約不買，賣方經過法律程序解除
買賣契約確定後，賣方可取得專戶中買方已繳存的款項；2.風險發生時，依約
定保障尾款給付的安全。」

本案成屋買賣的買方違約，因此賣方檢舉被處分人未依廣告內容做到履約

保證責任，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該案理由第三點後半段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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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該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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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銀行行所承擔」可知，其顯然不只是侷限在買方將部分金額預付而交付信託

後，當賣方違約而不願移轉不動產登記給買方時仲介業只將交付信託的金額返

還買方而已，還包含其他違約的責任。

業者喜好將收自於客戶預付的金錢轉交給信託公司管理該預收金錢一事稱

為信託，但實質上是否符合信託意旨仍有待商榷。從我國信託法第1條規定：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

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觀察可知，將

金錢交給信託公司的信託人應是該筆金錢的所有權人，亦即成屋的買方，而不

應是房屋的仲介業者，仲介業者對於該筆預收的金錢從來都沒有權利取得所有

權，因此信託契約的當事人一方是信託公司，而另一方的當事人應該是成屋的

買方而不應該是仲介業者。甚者更有那種保管預付價金的並不是信託業者，而

是建築經理公司，而且與該不動產仲介業者是關係企業，這如何能取信於消費

者。因此，在未建立完整制度之前，業者各顯神通，消費者只能自求多福。

實務上成屋買賣最主要的風險在於買方今天先付第一筆價款、第二筆價價

款、第三筆款後，除了剩下的尾款，都已經給賣方，賣方收到大部分金額後要

去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給買方，買方才能順利去銀行辦理房屋貸款，因為必須

拿房子抵押，所以賣方一定要先移轉登記給買方，當然賣方也會擔心不動產移

轉登記後，買方尾款不給付時該怎麼辦？除非買賣雙方共同配合，當賣方移轉

不動產登記給買方時，在同一時間所完成的房屋貸款的金額直接撥入賣方的帳

戶。否則現行法律真的也沒有辦法解決此一問題。現行一般實務的做法，針對

最後一筆尚未給付的尾款，會請買方開同金額的本票，並將該本票放在代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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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經理公司，等到向銀行貸款撥款給買方後，再將該筆金額交付給賣方，賣

方同時將本票還給買方。主要是因本票的執行有其便利性，只要聲請裁定後即

可強制執行，不像支票、匯票還要另外起訴，比較費時麻煩。成屋通常有辦理

產權登記，一般而言是買方會比較擔心金錢給付之後，賣方卻將房屋移轉登記

給別人或被第三人查封拍賣而無法順利登記給買方，因此會出現所謂「履約保

證」的作法。

事實上我國土地法中有「預告登記」制度，預告登記的運用其實就可確保

買方的權益，以避免賣方收了買方的部份價金後仍將產權移轉登記給第三人。

土地法第79條之1規定：「聲請保全下列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
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一、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

即買方給第一筆錢的同時，就要求登記名義人（即不動產所有人賣方），出具

同意書給買方到地政事務所辦理預告登記，登記表示買方已與賣方簽約，買方

已給付賣方部分價金，而賣方同意讓買方去辦預告登記。預告登記的法律效果

是：「前項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

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亦即買方去辦理預告登記，賣方也同意讓買方辦理

預告登記，表示雙方買賣契約成立生效，倘若賣方再將該不動產賣給其他第三

者，此時該第三者就不能夠對抗買方，買方只要把後面的尾款付清即可辦理不

動產移轉登記而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該第三者則無法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該條

的增訂即是為了要解決此一問題。倘若能善用此一預告登記的制度，也就不需

要法律意義不夠明確的「履約保證」了。但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

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同條第三項），因此，買方仍需儘速

完成整個交易。

同樣的理念，在生前契約中買方要的是在幫消費者辦理後事的殯葬業者結

束營業時，希望信託業者來幫我辦理後事，而不是單純的只把75%信託的金錢
還給買方本人或其繼承人，因我可能不信任不肖的繼承人會確實幫我妥善完成

後事，而是希望信託業者能另尋其他殯葬業者為我完成後事，這才是信託的真

正本旨。所以信託的目的是在背後真正的履行買方所真正想要或需要的東西。

同樣的在成屋買賣，買方真正要的是房子，而不是屆時賣方不移轉登記時，卻

只是把已給付的金錢退還給買方。

至於仲介的成屋履約保證是否包含房屋會不會漏水、輻射屋、海砂屋或有

沒有其他瑕疵等，就須視仲介所打出的廣告與契約內容而定。仲介若願意連

「物之瑕疵擔保」也保證的話當然更有利於買方，但風險變大、交易成本會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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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會把成本轉嫁到買方，也是當事人所必須慎重考慮。

由於土地通常不會有物的瑕疵擔保的問題，但房屋會有物的瑕疵擔保的問

題，而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變成在締約的過程當中應該要先跟消費者講清楚，

預告登記只有針對房屋產權的部分，至於房屋是不是輻射屋、海砂屋、會不會

漏水都是另外一個問題，若要由仲介業保證的話，收費即有不同，當然還是有

一個很大的空間。這樣一個不同的理念加進來後對成本會提高多少，這可能需

要進一步做精算的統計，不過相信透過市場的競爭機制，也許這個地方的風險

就由業者自己吸收也說不定，此與保險雷同，需要透過大數法則，可能發生的

機率多高、利潤多高，要不要把成本吸收下來，其實個人認為應可透過精算。

另外蠻可惜的是金融業、信託業還蠻保守的，如果說金融業者、信託業者也願

意承擔這樣的風險時，可以收一些管理費、手續費，這也會是利潤之一。

二、生前契約預付金額的強制信託

我國殯葬管理條例第44條規定：「與消費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殯葬
服務業，須具一定之規模；其有預先收取費用者，應將該費用百分之七十五依

信託本旨交付信託業管理。前項之一定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央主

管機關對於第一項書面契約，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

該條的規定為何不是百分之百強制信託？其他百分之二十五的部份看似先

留給公司因經營或處理相關事務所需之費用，但哪種事業在營運時沒有經常性

的支出？這本是應以公司成立時募集的資本去支應，怎可將生前契約的消費者

所預付的部份金額作為經常門的開銷。因此該未交付信託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金

額實為多層次傳銷業者在招募會員時，會員欲取得參加人資格（得介紹他人加

入並取得介紹佣金與獎金的資格）時的對價
5
。若非為此緣故，為何不需將參

加人所給付往生契約所有應付全部的金額百分之百強制信託，以確保將來殯葬

業者無法履約時仍能全身而退。

信託人是殯葬業者，受益人也是殯葬業者，只有在例外因殯葬業者因經營

不善結束營業時，其受益人才變為買方或其繼承人。這並沒有考慮到買方當初

5 公平交易法第8條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
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
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而言。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給付金錢、
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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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預先簽定「生前契約」並先給付價金給殯葬業者，有時是因沒有子女

或子女不孝、也有可能繼承人有紛爭，不想把錢留下來讓他們幫我辦後事，甚

至於他們可能把那些錢隨便花掉，草率幫我處理，也沒有其他值得信賴的人，

只好信賴信託業者。因此今天找殯葬業者簽訂生前契約所要的是甚麼？就是幫

我完成整個往生的儀式，這是我在乎的。

像「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比如說悠遊卡現在可以儲值，或是百貨公

司預收金錢，這些金錢是先給付給公司，公司拿去使用或交付信託，若結束營

業，大不了就把金錢還給消費者，而消費者要的還是那個金錢，但消費者今天

跟葬儀社簽訂的生前契約，消費者所要的不是說如果今天有問題而把金錢還給

消費者就了事，若果如此，殯葬業者把錢給我，我人都已往生，由子女來繼承

幫我辦後事，就算是已履行契約內容，那又何必先把該筆金錢預先給付殯葬業

者，消費者大可把錢留下等子女長大或直接交付信託，嗣後再把金錢給子女辦

後事即可，所以「殯葬管理條例」事實上對消費者的保障不是考慮的很詳盡。

個人以為比較好的作法應該是：殯葬業者不管是找銀行或信託業者信託，

信託後如果殯葬業者結束營業，信託業者就應拿這筆信託的金錢去找另一個殯

葬業者，來幫消費者履行契約內容，而不是很簡單的把金錢還給消費者。當然

我們的業者能不能進步到這種程度，就要看怎麼樣去商談。當然這可能會發生

一個問題，亦即把價金75%部分信託給信託業者，而業者收了錢後，消費者往
生且殯葬業者倒閉後，信託業者要再找一家殯葬業者商談，這些相關費用及保

管費這筆錢要不要給付利息，可不可以利用信託的資金再去做進一步的投資，

在「殯葬管理條例」條文未規定，只能由雙方當事人在契約中明定。

此外，在該條規定有預先收取費用者應將百分之七十五交給信託業者管

理，條文中只規定「管理」，未提及「運用」，曾有業者在有關生命事業金錢

的契約書第一條內容明定，會將向消費者收來的錢百分之百交付給受託人，由

受託人依本信託的意旨及約定條款為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及運用，也就是跟

信託業者簽訂的契約內容是管理、處分及運用，但「殯葬管理條例」只講管

理，就是由信託業者幫殯葬業者管理這筆錢，這家業者是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

之七十五信託，當然有利於消費者，應該是可被允許的，但在契約書裡卻明定

「管理、處分跟運用」，是否跟「殯葬管理條例」的規定有所出入？當然有所

出入，因為加上了處分跟運用，如何去處分、運用？當信託業者進一步將這筆

錢去轉投資購買一些金融商品時，如果出了問題該怎麼辦？而去運用產生更多

的收益歸誰的？內政部所負責的「殯葬管理條例」裡，只講管理未講運用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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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法律上的效果會是怎樣？恐怕就有待以後法院來做認定，此因牽扯三者

的問題，消費者跟殯葬業者簽約，殯葬業者的信託給信託業者，假如消費者先

把30萬給殯葬業者，殯葬業者對這30萬就有所有權，消費者對業者只有取得一
個所謂債務履行的請求權而已，如果沒有辦法履行也只是請求把30萬返還，而
不能主張對那30萬有所有權，就算把鈔票號碼都記下來，也並不代表錢就是消
費者的，所以當殯葬業者拿了去運用，而此一問題個人認為內政部並沒有針對

核心問題去處理，實在有點遺憾，法律上75%信託，如此一句話很簡單，但衍
生的相關問題該如何解決，當初立法時是否有邀請消保會、公平會、金管會、

法務部、民間業者等相關單位詳細討論此等問題，這實在有必要再進一步思

考。

美國FTC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非常重視，對於殯葬契約亦訂有指導原則
（Funerals: A Consumer Guide）6

。我國的殯葬業的主管機關雖是內政部，亦訂

有殯葬管理條例來規範業者，但對於與消費者交易時相關的廣告或訂約時的資

訊透明化並非內政部的專長。因此，為確保競爭秩序，在其他相關法規尚無法

周延保障正當經營之業者的經營環境與消費者權益的情況下，仍宜以公平交易

法介入加以規範事業提供履約保證的確實履行。

三、其他行業消費者預付價金之相關保障

早期有殯葬業者透過多層次傳銷的方式銷售生前契約，在台灣與中國大陸

兩岸尚未開放三通時，有業者利用多層次傳銷的方式推銷產品，主打的對象之

一就在一些老兵身上，這些老兵有些來台時沒有結婚只孤家寡人一個，但我國

傳統觀念很在乎往生後若沒有人祭拜時將成為餓死鬼，而且後事要葬在何處等

等，都是一般民眾所關切的問題。由於有殯葬業者對其宣稱公司會派人為其處

理後事，不致於成為孤魂餓死鬼，因此許多老榮民就加入這些傳銷事業成為會

員與參加人。然後又一併介紹軍中同袍加入會員。之後陸續一些老榮民開始往

生，雖然在往生前就透過同袍幫他留意殯葬業者是否有在其往生後盡到履行契

約的內容，但後來發現部分業者就算有履約但也是草率了事，更有甚者，連往

生儀式都未辦理，當其軍中同袍向業者質問時，業者就以其軍中同袍的身分在

法律上並無任何可以主張的權利而斷然拒絕。

以多層次傳銷方式的健康檢查也有預付價金的情形。健康檢查需安排健檢

6 http://www.ftc.gov/bcp/edu/pubs/consumer/products/pro19.shtm 最後查閱日期
20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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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若業者倒閉而無法履約作健檢，或債信不良、資金周轉不靈導致健康檢

查特約醫院均與其終止契約，倘消費者因等待而遲延健檢，未能即時檢查出疾

病之所在，其責任由誰來負？這已不是把金錢返還就能安然無事的問題，現今

社會既已出現如此消費方式，政府即有責任加以規範。

在旅遊契約中因涉及機位、旅館、車輛等等之預訂問題，先向消費者預收

價金顯然有其必要性。一旦結束營業而無法履約時，即便有品保協會出面善後

協調其他旅遊業者代為出團，其將與當初所預計軟體硬體的旅遊品質有所出

入，消費者也只能勉強接受。最糟的是不但無法出團也拿不回價金，即便能要

回價金，假期也無法回復，即便臨時規劃行程，也可能因住宿、交通等因素而

無法成行。這已不是單純的將信託金額返還的問題，因此當只返還價金的情況

下就不應當使用履約保證一詞，以免誤導消費者的認知。

雖然前面所述的學生保險和電子票證的問題已有相關法律觀範，但法律都

還是停留在金錢返還的問題。

私立學校於保險期間內，向學生收取就學費用後，學校停辦、學校法人解

散、學籍不予承認或其他無法繼續辦學之情事時，致學生全部或部分就學費用

遭受損失者，保險人應依保險給付基準表負賠償責任。此處法規非常明確僅

言只是一個保險，學生與家長看這個條文就知道權利僅只於此。當然學校若停

辦，教育部可能也會把學生轉到其它同等級的學校就讀，若其他私立學校願意

接收。相同原理，為何信託業者不另尋其他殯葬業者把它承接過來，而新承接

的殯葬業者的利潤就也會存在，當然成本或許多少會提高，因此業者有責任將

這些相關問題讓消費者有所認知與理解。

在瘦身美容業的問題比較單純，若業者結束營業而消費者只不過是外觀沒

有得到美容而已，但因加入會員時會費也是預收。因此預收的金錢是否也應交

付信託？若此一行業也將預收金額交付信託，而當結束營業時將剩餘金額返還

消費者時，是否也可稱履約保證？其保不保證瘦身、美容更美？顯然不可能。

因此這不僅需透過立法去解決此一問題，而且有必要在整個締約過程中清楚揭

露相關資訊。

肆、以公平交易法補遺專業法規的不足以及資訊揭露的完整性

資訊不對稱乃當交易雙方的一方擁有另一方所不知道的資訊，即產生資

訊不對稱問題。資訊不對稱可分為下列兩類：第一類為「藏匿的特性（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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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即交易之一方知道其本身的某些特質，而另一方想要知道
但卻無法獲知。第二類為「藏匿的行為（hidden actions）」，即一方的某種影
響交易成果的行為，另一方無法直接觀察到。由上述兩種資訊不對稱衍生出來

的經濟問題，可歸納為「惡性選擇（adverse selection）」及「道德危機（moral 
hazard）」。惡性選擇由於有「藏匿的特性」問題，進行交易時往往會導致資
訊較少的一方在選擇擁有資訊的一方的交易對象時，做出惡性選擇，亦即選擇

較差的交易對象。在資訊經濟學領域中最有名的例子，可稱之為「檸檬市場

lemon market」問題，即留在樹上沒有採的都是酸梨子，甜的早就被採光。在
美國，買賣舊車非常普遍，真正知道舊車優點的是那長期擁有的車主，買者雖

可以四處打聽並進一步實地測試，但舊車仍不能很快暴露出它的毛病。因此推

測便知道，保養得很好的車子，比較不會出現在舊車市場；低品質車子，其車

主才會急於出售之。因此，消費者自然也預期二手車的品質不高，故不願支付

高價購買。這種現象會有進一步惡性循環的效果，既然舊車市場價格不高，就

只有低品質、低價位的爛車市場
7
。

如何解決惡性選擇問題呢？最常見的方法，擁有資訊較少的人，會利用

一些可觀察的指標，來推測藏匿的特性。這種可觀察的指標稱之為「信號

（signal）」。
消費者是屬於資訊較少一方，而最後常會因為加入前沒有充分了解事業之

特性或產品之相關資訊，於交易時容易產生糾紛，使社會大眾對業者產生負面

印象，因此，如何透過各種方式所提供之信號（signal）以降低消費者於交易
進行前獲得充分資訊，以避免因「藏匿的特性」而產生交易糾紛之問題。由於

「藏匿的行為」容易產生交易糾紛，惡性選擇肇因於藏匿的特性之資訊不對

稱，此問題產生於經濟交易發生之前。而道德危機問題則肇因於藏匿的行為的

資訊不對稱，此問題發生於交易或契約訂定之後。在解決問題方面，性選擇問

題因關鍵在於資訊的傳遞，故可以尋找適當的「信號」作為惡參考。而道德

危機的解決，則強調必須給予擁有資訊一方正確的行為誘因。Coase（1937）
提出交易成本的觀念，其認為從現實環境觀察中，經濟學家同意價格機能是

一種較佳的協調機制，但也承認企業家的協調功能。直到1975年Williamson 綜
合了Coase的理論及其他相關交易及交易成本相關文獻，發展出「交易成本經

7 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專業評鑑指標」之研究與建立，執行期間：
95年3月至95年10月；主辦單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中華民國95年10月25日，頁90-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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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其中提出當買賣雙方於資源交換過程中存在高交易成本時，則可透

過「仲介機構」提供資訊、協助談判及監督交易，以降低交易成本之三邊局

勢
8
。

未來環境如果充滿著變化與不可預期，則交易雙方的理性行為必會受到許

多限制，在協商與定契約的過程中，常需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同時，由於

環境的變化很大，交易雙方常希望有較大的彈性來調整彼此的供需關係，但這

往往造成另一項很大的交易成本。在交易過程中，由於環境變化及人性的投機

心理，使得交易雙方握有的資訊完整性，在程度上往往不同。交易雙方若是處

於對立的立場，整個交易常充滿著懷疑與不信任的氣氛，交易過程將重視形式

而不重視實質，徒增交易成本
9
。

如前面各章節所述，現有各主管機關所訂定的專業法規仍不足以完整規範

「履約保證」在實務運作上所產生的疑義與糾紛，因此為確保事業的公平競爭

與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除公平交易法第21條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外，公平交
易法第24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與顯失公平的規定，應可考慮作為階段性
的補遺措施。尤其在與消費者簽訂的契約中未載明應明載前述相關法規規定的

條款外，還應向消費者作進一步的闡明依法應付履約保證責任時的給付金額或

範圍。

一、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資訊揭露不足的處理

實務上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各種行業者在資訊揭露不足的問題上曾作

成相關決議或處分：

（一）工業住宅

「工業住宅」一詞亦為業者所創之名詞，並非法律正式用語。在公平交易

委員會的處分案中，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業者雖在海報上已註明使用分區／工

業區（用地）字樣，並無意欺瞞消費者，然其在室內裝潢傢具配置參考圖廣告

中載有臥室、餐廳、客廳、廚房、浴室等 一般住宅室內規劃設計平面圖及客餐
廳、臥室、廚房、浴室等室內設備建材說明文字，並以客廳、臥室等照片為圖

示，並未明確表示該建物之用途為供工業使用之廠房，且合併觀察其廣告整體

效果亦使消費者誤認該建築物為供一般居住之住宅，其在廣告上對於商品之內

8 同前註。
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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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用途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洵堪認定。
10

由於工業住宅會讓消費者誤以為其隔間裝潢與一般住宅相同，殊不知會被

認定為違建而遭拆除，而且其得向銀行貸款之成數亦與一般住宅不同，更無優

惠房貸利率的適用，對消費者權益影響甚大。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原則」第二十一點有關不動產工業住宅之表示或表

徵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所稱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1.廣告未對建築基地使用限制為「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表示。
2.廣告雖已載明基地使用限制為「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但標註較廣
告中其他說明顯然有所不足。3.廣告未對建築物係供與工業有關之使用明確加
以表示。4.廣告使用一般住宅配備為圖示，或文字說明暗示其建築物適合供住
宅使用。5.廣告中有關「建築物用途」之宣傳，與建築或使用執照不同11

。

（二）預售屋

預售屋與工業住宅及成屋的買賣，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的消費者交付部份

價金時仍不見任何房屋的蹤影，這對消費者的壓力非常大。在交易過程中所透

露出來的資訊能讓消費者完全信賴的實在非常有限。為保護消費者的權益，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是在91年10月17日第571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詳附件一）並於91年11月
6日公壹字第0910010858號令發布，迄今修正過三次。該規範說明一背景說明
稱：「緣目前房屋預售制度之交易特性，消費者於簽訂買賣契約書時，就所購

房屋事先可取得之資訊相當有限，消費者完全依憑廣告或買賣契約書以認識所

購建物之環境、外觀、隔局、配置及建材設備等，並據為是否交易之參考，復

以預售屋較其他消費性商品，有『價值較高』、『不易流通』等特性，致消費

者與建築開發業者間，常因雙方就給付內容之認知與期待不同而產生爭執，而

其所衍生之交易糾紛，將影響買賣雙方權益至鉅，故若能於合理範圍內促進房

屋買賣交易資訊之透明化，當可有效減少此類糾紛。鑒於公平交易法的立法目

的係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的安定與繁榮，

同時冀期建築開發業者均能瞭解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本會爰訂定本規範說

明，俾使相關業者知所行止，同時作為本會今後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並祭

10 公平交易委員會82年1月14日（82）公處字第○○四號處分書；行政法院83年度判
字第994號判決。

11 公平交易委員會 h t t p : / / w w w. f t c . g o v. t w / i n t e r n e t / m a i n / d o c / d o c D e t a i l .
aspx?uid=165&docid=253查閱日期9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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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公平交易法第24條的帝王條款來規範，顯見對於預售屋銷售的資訊透明化非
常關切與重視。

（三）銀行定期儲蓄存單逾期處理相關資訊揭露問題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民國84年1月9日（84）公壹字第00108號解釋：
「關於銀行未預先通知定期儲蓄存單屆期及明示存單逾期處理辦法，致存款戶

遭受損失之行為，經邀請集相關單位到會研商，並提本會83年12月28日第168
次委員會議決議，為期交易資訊充分透明，銀行應事先在契約或類似書面資

料中，明白記載有關定期儲蓄存款逾期處理辦法等規定，以告知存款人有關資

訊，俾利其作最適切之選擇。各銀行應於84年3月1日前完成調整作業，否則，
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嫌。」又在金融機構要求支票存款戶須留存

定額餘款之資訊揭露問題案中，中華民國84年3月22日（84）公壹字第01933號
函認為：「一、有關金融機構對支票存款戶要求留存一定金額乙事，本會第

163次委員會議決議，銀行未預先告知存款戶有要求存款實績，亦未告知存款
實績標準及存款往來情形不佳時，得停止發給空白支票之作法，使存款戶不知

情而申請支票帳戶，在往來時日後，銀行再以須達存款餘額，否則拒發支票使

用為由，迫使存款戶存入定額存款，應屬公平交易法第24條所定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二、鑑於系爭行為為銀行業共通問題，經邀集相關單位

到會研商，並提本會第178次委員會議決議，金融機構如要求支票存款戶留存
一定金額，應於84年5月31日前完成調整作業，於契約中明定左列事項，否則
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嫌：存款餘額，調整之通知及生效時間。未達存
款數額之效果，如扣繳定額費用、或停止使用支票等規定

12
。」此外，於民國

91年11月6日公壹字第0910010855號函訂定「公平交易法對金融業經營行為之
規範說明」，並進一步歸類「金融業者經營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案

例類型」（詳附件二），顯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的行業對於消費者有資訊揭露不完整而可能造成對消費者權益侵害的情形時，

仍不排除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12 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cgi-bin/search/getfile.cgi?act=download&d
b=decisionfilesearch&id=1944&t=DOC&uilang=&title=%e6%a1%88%e7%94%b1%20
%ef%bc%9a%e6%9c%89%e9%97%9c%e9%8a%80%e8%a1%8c%e5%ae%9a%e6%9c
%9f%e5%84%b2%e8%93%84%e5%ad%98%e5%96%ae%e9%80%be%e6%9c%9f%e8
%99%95%e7%90%86%e7%9b%b8%e9%97%9c%e8%b3%87%e8%a8%8a%e6%8f%a
d%e9%9c%b2%e5%95%8f%e9%a1%8c%e6%a1%88%0a&url=E:\ftc2\uploadDecision\
upload\84100108_INT.txt  查閱日期9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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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日處理資訊揭露不足的相關案例

日本在平成12年（2000年）日本的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葬儀社所提供服務的
不當價格比較廣告作成警告。葬儀社於夾報廣告傳單上記載「其他葬儀社葬儀

總費用約60万圓～70万圓；本葬儀社葬儀總費用約40万圓」，實際上有關從60
万圓～70万圓價位的競爭業者的價格及葬儀服務的內容，並未基於正確的調查
來比較表示

13
。因此在服務業中所提供的服務，即便只是作單純的價格比較廣

告，但因涉及的服務內容品質不同，其價格的比較即不易有客觀的標準
14
。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對資訊揭露的一些看法，除了不實或誤導之外，資訊

揭露的不足或無意義的資訊也可能被認定構成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的欺罔

（deception）。例如某菸商聲稱其香菸所含焦油與尼古丁比其他廠牌的香菸還
低，這是無意義的，因為就算真的比較低，其對人體的健康依然有害。又如某

廠商宣稱其狗食品中含有奶蛋白（milk protein）而其他廠牌沒有，即便真實，
這也是無意義的，因為狗只需很少量甚至不需要這種奶蛋白。又如一種阿司匹

靈的替代品，其廣告忠實的說明不含阿司匹靈，這不適當地暗示該產品沒有阿

司匹靈副作用的影響。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也要求更完整的資訊或正確

的說明，例如產品對於「疲勞的感覺」有幫助，不能說是有效的治療；又如對

於禿頭的治療被要求必須指出這通常是遺傳與無法治療的（untreatable）；又
如玩具通常被假設是安全的，因此玩具廠商有特別的責任去指出他們的玩具有

哪些可能不安全的情形。觀察上面的說明可知，在廣泛種類的廣告商品品牌的

完整資訊的揭露，對FTC來說，有一條漫長又很大壓力的路要走，只因為消費
者欠缺能力、知識去獨立判斷商品的有效性，FTC就能要求廣告主確實的說明
商品的性能、功效、安全性、品質、或比較價格

15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本身在

條文上雖以unfair或deceptive呈現，而於不公平競爭之領域上被廣泛運用，但
絕非單一的或排他的「不公平競爭」管制法令，負有補充功能之相關規範實分

散的數種法規與制度中，甚至如從立法背景觀察，通說認為是補充休曼法實體

13 山岡誠朗，最近の景品表示法事件 處理狀況，公正取引第608號，2001年6月，頁
63。

14 「比較廣告資訊揭露完整程度與不正競爭相關問題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委託研究計畫，趙義隆（主持人）祝鳳岡（共同主持人）謝杞森（共同主持人），
民國91年3月至91年10月，頁77。

15 同前註，頁92-93。David A. Aaker, Rajeev Batra, John G.Myers, ADVERTISING 
MANAGEMENT,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92, 4th edition, pp534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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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程序之不足，意即在於使若干未達休曼法或其他反托拉斯法違法標準之行為

能透過對該條之廣範構成要件，即「不公平之競爭方法」加以解釋而包含在

內
16
，因此我國在判斷是否運用第24條予以補充時，可以用此一標準作考量，

意即以「商業競爭行為違反社會倫理，或侵害以品質、價格、服務等效能競爭

本質為中心之公平競爭」作為要件，應是正確的看法
17
。 

又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有關欺罔、不公平資訊行為的案例在2005年之前的
12個案例中有10件以「欺罔」來處理；而從2005年起，聯邦交易委員會多次
用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禁止不公平（unfair）行為的規定進一步擴張管制範
圍，在13件案例中有7件則認定「不公平」18

。因此，凡「業者未充分告知其資

料蒐集、處理的原則」或「業者未採行合理適當的資訊安全措施」都會被認為

是不公平（unfair）行為19
。

在競爭法上強化資訊義務的保護，一方面可提早將妨害自主決定的危險因

素及早加以排除，另一方面也可促成契約在事實上決定自由的情形下締結，避

免契約因意思表示瑕疵而處於效力不確定的狀態，是故，競爭法對於契約法，

實具有補充功能。基本上，競爭法上的資訊義務係屬一般性的保護方式，以市

場透明化目標的客觀因素作為考量，與契約法的個別保護觀點，並不相同，但

同屬對於契約實質自由的維護，具有功能上的互補關係
20
。因此，若資訊不能

清楚的揭露以及不實或有誤導性的資訊不但對於相競爭的事業產生不公平的

競爭，對於市場資訊處於弱勢地位的消費者也可能因此被欺罔而作成錯誤的決

定。為降低業者與消費者間因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交易成本，我國公平交易法

第24條的規定，正可以補充其他行政法規規範上的不足。

16 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合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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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報告，民國93
年11月，吳秀明撰寫之第二十四條部分，頁416-417。

17 廖元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與其他反托拉斯法之關係——兼論我國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範圍」，公平交易季刊第8卷第4期，民國89年10月，頁
27。

18 從1999年到2008年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有關欺罔、不公平資訊行為案例分析表請參
考：劉定基，「欺罔與不公平資訊行為之規範——以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的管制案
例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4期，民國98年10月，頁86。

19 同前註，頁58。
20 楊宏暉，「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揭露與廣告規制——以我國法及德國法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第18卷第3期，民國99年7月，頁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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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陳榮傳教授與學者李智仁教授認為：「透過法律明

確規定並進行審查，可避免劣幣驅逐良幣，保障業者的經營環境，透過行政檢

查機制監督與查核，使業者落實交付信託，確保消費者權益
21
。」

成屋仲介業者推出自己所謂的「履約保證」制度，一方面對於買方違約不

給付價金時卻無法為其履行義務或追究買方責任並使買方賠償金額；抑或只是

將消費者預繳的價金信託給第三者，一旦賣方違約未能移轉登記不動產給買方

時，只有將該筆信託金額返還買方。此與我國民法第739條所規定保證的意義
不同，在不了解法律的一般消費者無從理解二者的差異何在，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有關「履約保證」的引人錯誤廣告做出行政處分，以確保消費者應有的權

益。實務上，對於後者的情形，我國土地法第79條之1規定的「不動產預告登
記」制度即可保障買方的權益且已增訂多年，仲介業者與消費者卻鮮少使用該

制度殊為可惜，顯見我國的法治教育與宣傳仍待加強。

殯葬業者在預收金額的情況下，我國殯葬管理條例第44條規定：「與消費
者簽訂生前殯葬服務契約之殯葬服務業，須具一定之規模；其有預先收取費用

者，應將該費用百分之七十五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業管理。」此一信託制度的

運用乍看之下似乎可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但實際上仍有所不足。一則條文只規

定「交付信託業管理」，若殯葬業者交付信託管理的同時，若與信託業者也同

時簽定可「運用」該筆金額時，其法律效果如何？又是否會發生何種不良後遺

症？恐也是消費者所難以消受。二則在殯葬業者倒閉而無法為消費者辦理後事

的情況下，頂多將信託的金額返還給消費者或其繼承人，倘若繼承人不孝，也

是不可能為其辦理後事，仍無法達成當初消費者之所以願意預先給付價金給殯

葬業者讓業者在其往生後確實為其料理後事，以免因子孫不孝或只有孤家寡人

一個時，仍有人為其辦理喪事而很有尊嚴的離開人世。因此，比較好的作法應

該是，由信託業者與其他殯葬業者策略聯盟，一旦殯葬業者倒閉時，信託業者

有義務尋找別家為其履約給與同等級品質的後事，這才是踐行信託真正的本

旨。

至於實務上陸續出現許多預付金額的商品類型，雖然政府也陸續制定相關

法規來保障消費者權益，例如（一）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18條規定：「非

21 陳榮傳、李智仁，「論預收款信託之法律架構與適用問題」，月旦法學雜誌 
No.178，2010年3月，頁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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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發行機構發行電子票證所收取之款項，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繳存足額之

準備金；其準備金繳存之比率、繳存方式、調整、查核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銀行會商主管機關定之。前項收取之款項，扣除應提列之準備金

後，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同法第20條規定：「第十
八條所稱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係指發行機構應就持卡人儲存於電子票證

之金錢餘額，與銀行簽訂足額之履約保證契約，由銀行承擔履約保證責任。」

（二）私立學校法第39條規定：「私立學校得依前項核定之招生總額，為學生
之利益，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其履約保證保險之保險契約、保險範圍、保險金

額、保險費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三）發展觀光條例第

31條第2項規定：「旅行業辦理旅客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時，應依規定投保履
約保證保險。」(四)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對於「預售屋」買賣預付款強制
履約保證機制，履約保證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1.價金返還之保證、2.價金信
託、3.同業連帶擔保、4.公會連帶保證等的保障措施。前述制度的建立雖立意
良善，但未來可能出現更多的爭議。

由於政府在上述相關法規中都使用「履約保證」一詞，使原本是業者自創

但意義含混的名詞正式成為法律用語，而在各該法令中其所保障的內容與範圍

卻又有不同，一般民眾根本難以理解其差異何在，實在不該。如今已把不夠嚴

謹而且又未對其下定義的用詞成為法律用語，若要重新修法，恐也難以統一其

定義與法律效果，因此唯有透過公平交易法第21條的不實廣告與資訊揭露不足
時以第24條欺罔或顯失公平的帝王條款來補遺現行法規的紛歧與不足，才能真
正確保業者的公平競爭與消費者的真正權益所在。

最後，持續對一般民眾的法學教育與法治宣導以增強消費者蒐集與理解相

關法律資訊的能力，是大學法律系、政府相關主管機關以及所有媒體責無旁貸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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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

91.10.17第571次委員會議通過
91.11.6. 公壹字第0910010858號令發布
94.1.13.第688次委員會議修正名稱
94.2.24.公法字第0940001278號令發布
94.8.26.公法字第0940006955號令發布修正第3點
96.12.27.第842次委員會議修正
97.1.10.公壹字第0970000186號令發布
一、背景說明：

緣目前房屋預售制度之交易特性，消費者於簽訂買賣契約書時，就所購房屋事先可

取得之資訊相當有限，消費者完全依憑廣告或買賣契約書以認識所購建物之環境、

外觀、隔局、配置及建材設備等，並據為是否交易之參考，復以預售屋較其他消費

性商品，有「價值較高」、「不易流通」等特性，致消費者與建築開發業者間，常

因雙方就給付內容之認知與期待不同而產生爭執，而其所衍生之交易糾紛，將影響

買賣雙方權益至鉅，故若能於合理範圍內促進房屋買賣交易資訊之透明化，當可有

效減少此類糾紛。鑒於公平交易法的立法目的係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

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的安定與繁榮，同時冀期建築開發業者均能瞭解公平交易法

相關規範，本會爰訂定本規範說明，俾使相關業者知所行止，同時作為本會今後處

理相關案件之參考。

二、名詞定義：

（一） 建築開發業者：指經營投資興建住宅、大樓及其他建築物開發租售業務
之事業。

（二） 預售屋：本規範說明所謂「預售屋」，係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
而以將來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物。

三、 建築開發業者銷售預售屋過程中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
為：

（一）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規範：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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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係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凡具有

不公平競爭本質之行為，如無法依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加以規範

者，則可檢視有無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之適用。而公平交易法 第二
十四條所規範者即為建立「市場競爭之秩序」，而對「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行為」或「顯失公平行為」加以管制，因此強調個案交易

中，交易之一方是否使用了「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

方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之「欺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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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抑或對交易相對人為不當壓抑，妨礙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

易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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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之

「顯失公平行為」。

（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態樣：

　１、不當限制購屋人審閱契約

在預售屋交易過程中，由於買賣契約書多半為建築開發業者事先單方擬

定，而買賣標的之建物又尚未具體成形，就相關之契約資訊內容而言，

建築開發業者無疑為具優勢地位之一方。倘建築開發業者先收取定金再

揭露契約內容，及至購屋人對契約內容有所異議，建築開發業者未能接

受或甚至堅持依既定內容簽約，否則沒收定金，則該定金之收取不無陷

購屋人於弱勢之不利地位，此等行為已有顯失公平之情形；又因房屋買

賣契約書內容涉及專業用語，需時查證瞭解，故如建築開發業者給予之

審閱期間未盡合理，仍無法提升購屋人之簽約交涉能力。是建築開發業

者於銷售預售屋時，如有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金始提供契約書，或收受

定金或簽約前，未提供購屋人至少 五天契約審閱期間等行為，將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之虞。

　２、隱瞞重要交易資訊

建築開發業者倘未告知購屋人有關依法重劃土地所有人須受土地重劃用

地限制及負擔重劃費用等重要交易資訊等行為，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３、未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土地移轉年度或日期

按一般房地預售契約書中，如未明訂土地移轉時間，在約定增值稅由購

屋人負擔之情況下，將不利於購屋人對土地增值稅負擔之估計，易造成

其錯誤認知，進而影響其權益，是以建築開發業者未於契約中明定土地

移轉年度或日期，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４、未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 共用部分所含項目及分攤之計算方式

按預售屋 共用部分之分配涉及房地交易標的面積之計算，為購屋人決定
交易與否之重大交易資訊，且由於預售屋尚未辦理產權登記，購屋人無

從藉由地政機關查得相關資料，倘建築開發業者未於契約中將資訊完整

揭露，顯有對交易相對人欺罔之情事，是建築開發業者應於房地產買賣

契約書中，列舉各共有人所分配之 共用部分之項目，並載明 共用部分面
積或比例分攤之計算方式、各戶持分總表應足以顯示全區 共用部分分攤
之計算結果，至少應列出各戶各項目之持分佔總 共用部分之比例，並自
行決定採行提供公眾閱覽、分送或自由取閱等方式。又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 五十三條規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組成
集居地區相關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如具有整體不可分性者，即屬「 共用
部分」。至若於簽定買賣契約書當時買賣標的之不動產已經完成產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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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並有所有權狀可資瞭解 共用部分分配狀態者，則不在此限。建築開發
業者未為本款資訊揭露，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５、建築開發業者指定貸款銀行

購屋人如欲自行選定貸款銀行，應於與建築開發業者簽訂房屋買賣契約

書時予以明示，否則於交屋辦理貸款時，因其個別事由擬自行辦理貸

款，而請求建築開發業者提供權狀遭拒，該建築開發業者是否違反公平

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尚須視具體情況而定。其應斟酌之因素包括：
購屋人自選之銀行貸款之利息是否確實較低（例如勞工住宅貸款、公教

住宅貸款）、建築開發業者是否協助分攤利息之差額、購屋人是否配合

建築開發業者之債權確保、 二銀行間之配合狀況等等。
　６、預售屋未售出部分逕自變更設計，增加戶數銷售

建築開發業者倘未知會原買受人，並給予表示同意、解除契約、減少價

金或其他和解措施之選擇，即逕自變更廣告上所載之設計，使原買受人

無從選擇，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７、建築開發業者要求購屋人繳回契約書

依民法債編買賣之規定，出賣人對於出賣物本負有權利及物的瑕疵擔保

責任，而買賣之書面契約係買受人行使請求權之最主要依據，購屋人如

繳回契約書將使上開請求權之行使發生困難，須承受不可預期之危險損

失，不但顯失公平，且已嚴重影響消費者之權益及交易秩序，是建築開

發業者倘要求購屋人繳回契約書，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
之虞。

四、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之罰則與法律責任

（一）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事業，依據同法第 四十一條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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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五 萬元以上二 千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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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萬元以上五 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二） 事業倘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除依法須負刑事或行政責任外，尚須負
同法第 五章之損害賠償責任。

五、 本規範說明，僅係例示若干預售屋銷售常見之可能牴觸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態樣加以說明，容或有未盡周延之處，本會將隨時補充修正，個案之處理

當仍須就具體事實加以認定。另針對 不動產廣告案件，本會訂有「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建築開發業者應注意

並遵守規定。

六、 不屬於公平交易法規範範疇之交易糾紛案件類型：對於不涉及事業競爭行
為之交易糾紛或純屬消費爭議案件，仍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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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規定處理詳附錄。

附錄：不適用公平交易法類型

類型 處理依據

定金返還 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開工遲延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交屋遲延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施工瑕疵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坪數不足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契約書載明建商對海砂屋、輻射屋

之責任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未依內政部公告「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規定記

載相關契約條款

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工程結構及公共工程安全問題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地方建管單位反映，抑

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建材消防設備不符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地方建管單位反映，抑

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建物不符容積率規定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地方建管單位反映，抑

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停車位分配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未交屋即向貸款銀行請款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地下室、防空避難室等共用部分產

權與使用權爭議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土地登記規則向內政部

反映，抑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房屋傾斜度爭議
依營建法規向內政部或地方建管單位反映，抑

或依民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巷弄或公共路使用權、產權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

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大樓或社區共用部分管理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

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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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收取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

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建照未核發即行銷售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內政部反映，抑或依民

法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一屋二賣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產權不清問題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建商倒閉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銷售人員捲款潛逃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房屋續建（建商債權或債務移轉）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逃漏稅捐 依所得稅法或營業稅法向財政部反映。

代辦費（水電費、規費契稅、印花

稅、公證費、保險費等）
依民法或買賣契約書規定，循民事途徑解決。

土地鑑界糾紛 依土地法向內政部反映。

公有土地租售
依國有財產法或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

法等法規向財政部反映。

〈附件二〉金融業者經營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案例類型

類型 說明

未揭露借款利率

或拒絕提供契約

書 

金融業者簽立借據或借貸契約於借款人簽章時，應寫明利率；另

借據或借貸契約原則上應簽立正本二份，由雙方各執一份，惟金

融業者如因作業考量，得以註明「與正本完全相符」之影本交借

款人收執。金融業者倘拒絕揭露借款利率或提供契約書，且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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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借貸契約明

定行使加速條款

事由 

金融業者於借款人發生債信不足情形，而有加速債務期限到期等

確保債權之必要者，應事先與借款人議定債信不足之事由。如：

1、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2、依破產法聲請和解、聲
請宣告破產、聲請公司重整、經票據交換所通知拒絕往來、停止

營業，清理債務時；3、依約定原負有提供擔保之義務而不提供
時；4、因死亡而其繼承人聲明為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時；5、因
刑事而受沒收主要財產之宣告時；6、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付息
時；7、擔保物被查封或擔保物滅失、價值減少或不敷擔保債權
時；8、立約人對金融業者所負債務，其實際資金用途與該業者
核定用途不符時；9、受強制執行或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
處分，致金融業者有不能受償之虞者。依第6至第9目事由行使加
速條款，並應事先以合理期間通知或催告立約人。另，除前九目

行使加速條款之事由外，業者倘確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得個別議

定加列他種事由，並應於契約中以粗體字或不同顏色之醒目方式

記載之，同時明示發生加速期限到期（經通知或無須通知）之效

果。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要求借款人遵守

不確定概括條款 

金融業者及借款人間除借貸契約本約及附約各項約定外，如有未

盡事宜，應由雙方另行議定，金融業者不應要求借款人遵守不確

定之概括條款（如要求借款人遵守該銀行或銀行公會現在及將來

之一切規章等約定），否則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之虞。 

未揭露抵押權擔

保範圍 

金融業者抵押權擔保條款中，有關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擔保債權範

圍之「保證」部分，應由金融業者授信人員向抵押人詳為解說，

且以紅色或大型粗黑字體（或線條）印載，以喚起抵押人之注

意，俾便其與金融業者商議是否將本部分納入擔保範圍之內。金

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協力辦理塗銷抵

押權登記之義務

不對等 

金融業者宜自競爭服務觀點斟酌訂定衡平之權利義務條款。如金

融業者於借款人清償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後，即應協力辦理塗銷

抵押權登記。金融業者倘憑恃其優勢地位，要求借款人接受顯失

公平之契約條款，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服務業的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不動產買賣、仲介及殯葬業為例 269

未揭露設定抵押

權登記規費轉嫁

之資訊 

金融業者如以特約轉嫁土地法第七十六條所定之登記費負擔，應

於簽訂契約時，以個別商議之方式為之，並載明於特別條款之

中。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未揭露存款業務

相關計息、計費

資訊 

金融業者應事先在契約或類似書面資料中，向存款人揭示利息之

計算方式、起息點或停息點等資訊。業者計收任何名目之手續費

用，如「帳戶管理費」、「匯款手續費」、「請領支票手續費」

或其他手續費用，應於計收前充分揭露，不得以逕行扣抵之方式

計收。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未揭露定期儲蓄

存單逾期處理相

關資訊 

金融業者應事先在契約或類似書面資料中，明白記載有關定期儲

蓄存款逾期處理辦法等規定，以告知存款人有關資訊，俾利其作

最適切之選擇。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未揭露支票存款

留存金額相關資

訊 

金融業者如要求支票存款戶留存一定金額，應於契約中明定：1、
存款餘額，調整之通知及生效時間；2、未達存款數額之效果，如
扣繳定額費用，或停止使用支票等資訊。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

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之虞。 

未揭露信用卡循

環信用利息計算

方式 

金融業者應於契約中，以淺顯文字輔以案例具體說明計息方式與

利率水準，另為利息計算之透明化，循環信用起息日不應早於實

際撥款日。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未揭露現金卡業

務相關重要交易

資訊 

金融業者於現金卡申請書及契約中，應揭露現金卡之貸款本質及

違約影響、借款利率、還款方式、各項相關費用之計算、終止

契約程序等資訊，並以淺顯文字輔以案例具體說明利息、延滯利

息、違約金之計算方式、起訖期間及利率。金融業者未依本款規

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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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確限定連帶

保證人之責任範

圍 

金融業者於辦理個人授信業務徵取連帶保證人時，應於締約時明

確限定連帶保證責任範圍係基於主債務人與金融業者間具體特定

法律關係所生債務或明定保證責任之最高限額；就連續發生之債

務訂定未定期限之保證契約，應載明保證人得依民法第七百五十

四條規定隨時終止保證責任之意旨。金融業者於訂定定型化借貸

契約連帶保證約款或連帶保證契約時，應以粗體字或不同顏色之

醒目方式記載重要交易資訊（例如：保證債務範圍、最高限額保

證之意義等），經連帶保證人逐項閱讀後簽名，並提供借貸契約

及連帶保證契約正本或註明『與正本完全相符』之影本交連帶保

證人收執，否則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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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機構自行行銷或委外行銷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消費性貸

款業務時，所提供之貸款契約或貸款申請書，應充分揭露貸款本

質，並應與其他文件如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書、商品（服務）認購

書等分列，避免消費者誤認為係申請商品價款之分期付款；另於

貸款契約或貸款申請書之正面，應以較大或粗體字等顯著方式揭

露金融機構名稱及違約效果等重要交易資訊。金融業者未依本款

規定為資訊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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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o important things in the life: estate buying and pre-need. There are complex 
in law and in our traditional concept. If you need to loan you couldn’t pay part of 
cash and ask the opposite party transfer registration of estate at the same time in 
estate buying. 

In pre-need you give in cash to funeral industry but they service after you 
dead. In pre-need parents sign contract with the firm but satisfied or not is offspring. 
Sometimes the parents haven’t children. How do they know the funeral is good or 
not.

Advertisement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consumers in modern 
transaction. As a result, the content of advertisements constitutes a major incentive 
for customers to make transaction-related decisions. Customer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advertisements and information disclose. If important information is distorted or 
concealed, the fairness of the contract will be negatively affected.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Fair Trade Law and the rule of other 
administrative law about ensure responsibility of contract.  

However, a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or deceptive conduct might result in unfair 
competition, harms to consumers’ rights.

Keywords:  Fair Trade Law、Unfair Competition、False Advertising、Security 
Responsibility、Estate Buying、Pre-need、information dis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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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評論人：陳榮傳（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主持人汪委員、報告人謝主任、報告人林教授、評論人楊教授、施副主

委、各位同仁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有機會能夠先拜讀謝主

任的大作，我個人覺得非常榮幸。從謝教授的大作，各位可以看出他從我們本

土的公平交易法的案例出發，針對目前交易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類型－履約保證

的問題，提出他的研究心得和看法，我個人讀後受到很多的啟發，也有一些感

想。

我個人發現，履約保證除了謝主任所提到的這些法律裡面的規定，以及他

所舉的幾個行業或交易，例如預售屋、生前契約或者是電子交易這些契約之

外，在我國的實務中，特別是公共工程領域也運用得很廣。我覺得謝教授很精

準的從一個角度切入：他認為履約保證的用語可能會有讓人誤解之虞。但這個

角度我認為有一部分它是對的，也有一部分可以再商榷。我個人發現，當履約

保證的用語使用愈來愈廣以後，「保證」可能開始出現「一個保證，兩個定

義」的情況。從謝教授所特別談的履約保證來看，購買人甲向出賣人乙購買服

務或商品時，都是由出賣人乙，通常是向金融業者丙，去取得履約的保證。那

麼，這個履約保證從傳統契約的角度來看，它當然不是「保證」，因為傳統的

保證契約應該是由債權人甲跟保證人丙之間訂契約（民法第739條），可是這
裡的債務人乙是跟「保證人」丙之間去訂定契約。從這個角度來看，履約保證

本來就不是保證契約，因此，依照民法第739條關於保證契約的定義，去說履
約保證不是保證契約，有一部分是對的，但另外一部分則不一定合適。

由於我們必須要接受履約保證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功能，我很佩服謝主任發

現這個履約保證具有保險的功能，但是它仍然不是保險。所以，這裡的履約保

證人並不是以保險人的身分來做履約保證。履約保證基本上是一個擔保，此種

擔保作用的發生，在一般的情況下，都是在對於債權人有保障不周的時候，希

望使債務人能夠提供一個擔保，藉由這個物上擔保或人的擔保，增加其保障。

例如修正前的民法第513條即規定此種擔保，即在承攬人和定作人對於不
動產的建築或重大修繕，雙方依承攬契約去進行他們的交易時，由於承攬人他

不斷的去付出他的勞務甚至材料，但是最後才能請求報酬，此時雙方當事人的

付出跟他們所獲得的保障並不對稱，因為定作人不斷地獲得承攬人所提供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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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但承攬人面對的卻是未來的、虛無縹緲的報酬請求權。此時，我們認為雙

方當事人所獲得的利益是不相稱的，乃用法定的擔保物權，即法定抵押權增加

對承攬人的保障，88年修正後的規定關於法定抵押權已有一些改變，就性質言
可認為它不再是法定抵押權，但是其基本的功能相同，也是在創設履約的保

障。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謝教授的大作涉及到兩個部分，一個是當

事人交易的對等原則的實踐，我們透過履約保證，當購買人付出的是現金，而

面對的是未來生前契約的履行的不確定性時，我們為了讓生前契約的一方當事

人，也就是服務的購買者，讓他不要已經失去了金錢，卻換得非常不確定的請

求權，於是我們就用這裡的履約保證來讓他可以比較安心。也就是說，他如果

付出了那麼多錢，至少透過法律的設計，我們讓相對人不要取得那麼多。從這

個角度，我們就會發現履約保證就像謝主任發現的一樣，可以適當地運用。殯

葬業管理條例規定要把生前契約的給付中的75％強制信託，而不是用履約保證
的方式，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而是用強制信託的手段，它是希望購買人的

錢不要就此不見了。我們希望生前契約的購買者所付出的給付，在對方沒有提

出對待的給付之前，其價金不要就整個被拿走了，所以才在殯葬業管理條例設

計這個規定。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不同意謝教授所提出來的一個見解：他認為

應該價金的100％可以去做強制信託，但這樣的話，殯葬業者將一無所得，這
樣的契約一定沒有市場，因為這樣的話，購買者所支付的價金或者給付，全部

都不能由相對人來取得，在市場上不會有這種商品被推出來。因此我覺得就謝

教授在大作裡所提出來的這個觀點，還可以再考慮。

另外，預告登記在一定程度上是讓出錢的購買人甲，在支付了部分價金以

後，透過預告登記去擔保他將來去獲得物權的請求權。如果能夠為預告登記，

基本上已經是沒有交易不對等的情況，也因此在這種情形下，也沒有必要再用

我們的強制信託或履約保證的設計。因此，從民法的角度來看，履約保證其實

是在雙方當事人的支出及獲得不對等的情形下，和強制信託或其他擔保的方式

一樣，藉以讓雙方所獲得的保障可以趨於平等的方法。這也是履約保證目前在

我們的交易上廣泛的被採用的原因。

履約保證在公平交易法上的問題，就如謝教授所特別提出來的，如果有，

它應該是會不會有引人錯誤之虞？關於這一點，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瞭解履約

保證它不是一般的保證，因而不應適用民法第739條的規定的話，把它的法律
關係很忠實地讓我們的消費者跟一般事業的交易對象充分瞭解，應該就已經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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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也就是說，這裡的履約保證不是在保證一定會履行契約，而是在保證現在

所支付的價金在將來債務人無法履行時，還可以去取回，而不是在確保契約一

定會履行。

謝教授文章裡面，有一個看法我不是很同意。他認為應該在履約保證的情

形之下，把履行契約的義務當然移轉給第三人，例如讓銀行去找另外一個殯葬

業者來繼續生前契約的履行。我個人認為這中間會有當事人之間信賴的問題，

如何能去重視原來生前契約的購買者的信賴關係。也是蠻重要的問題點。為了

移轉此種履約的義務，從殯葬業者的角度來看，我也會擔心我們殯葬業者間的

策略聯盟。謝教授認為這是解決公平交易法疑慮的辦法，但我有點擔心策略聯

盟會不會讓我們的殯葬業者，會產生以聯合行為的方式違反公平交易法的新問

題出現？我個人認為這是值得探討的。

閱讀了謝教授的大作，我個人深受啟發，當然也產生了一些疑慮，就把我

個人的這些淺見提供給謝教授和在座的先進參考，謝謝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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