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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序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內政府採購契約向來不乏履約保證金的概念1，依據現行法令

規範，履約保證金定義為「保證廠商依契約規定履約之用」2，就規

範制度上的目的，無非冀望藉由履約保證金的提供作為擔保，促使廠

商確實依據契約履行，使政府採購契約能順利完成。惟實務上，縱有

履約保證金作為擔保，廠商無法完成履約的情形終究無法完全避免，

而此時，廠商所繳納的履約保證金也就會因契約約定，而遭受機關全

部或部分沒收，無法取回。因此，基於履約保證金所衍生機關與廠商

間的爭議，進而對簿公堂者，屢見不鮮。使得原本係作為督促採購契

約順利執行所設計的履約擔保制度，反而成為政府採購爭議的一環。 

然而，究竟履約保證金是如何成為政府採購契約中，機關與廠商

間爭議的焦點？履約保證制度在政府採購範疇已行之有年，況且相關

採購法令亦有明文規範，參與政府採購之廠商在與機關簽約時必然也

有所瞭解，則理論上，履約保證金是否應予沒收或發還，幾乎都已是

政府採購的通案情形，應該沒有什麼爭議可言。惟事實卻不然，有關

履約保證金的爭議，卻仍然是眾多採購糾紛類型之一，在法院判決中

時有所見，且甚至各個案間亦常有不同見解存在。而當制度上的設

計，可能成為引發爭訟、製造衝突的來源時，委實有深入檢討之必要。 

依據目前政府採購法規範，履約保證金繳納方式允許廠商可自 

行選擇，包括：現金、金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

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金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行開發

或保兌之不可撤銷擔保信用狀、銀行之書面連帶保證、或是保險公司

                                                 
1 政府採購法施行前，政府採購所遵循之「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例」，在民

國 61 年全文修正後其第 18 條條文即有關履約保證金之繳納，內容為：「營繕工程及定製財物

決標後，承辦廠商訂約時，應令其繳納履約保證金或取具殷實保證。」 
2 參考「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8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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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帶保證保險單等。由於這些不同的繳納方式，事實上各牽涉到不同

的規範領域，例如現金、票據的繳納方式，通說認為屬於所有權讓與

擔保的類型；但是，設定質權的之定期存款單卻無所有權讓與的問

題，而為權利質押的範疇；此外銀行保證似乎具有民法保證的外觀，

而連帶保證保險單又牽涉保險法規範等等。由此可知，關於履約保證

金如此多樣的實現方式，所牽涉的法規範疇不一，當實務爭議發生

時，應如何適用法令規範，並使其仍為履約保證金概念所涵蓋，誠有

疑義。 

另一方面，招標機關為了確保債權的實現，往往在履約保證金的

概念下，大幅擴大了其擔保的範圍，特別是將所有可歸責於廠商事由

的損害賠償部分，均列為履約保證金的擔保項目3。以致於履約保證

金雖然顧名思義，僅為履約擔保的性質，但由於其所擔保的範圍遠不

僅止於履約與否的問題，尚可能包括損害賠償、逾期違約金、懲罰性

違約金等等，再加上其允許實現的方式又分別涉及讓與擔保、質押、

保證、保險等不同的法律概念等，以至於，當採購案件發生爭議而涉

及履約保證金沒收與否的問題時，總不得不回歸最基本的命題來討論

履約保證金的性質，然而又因個案中履約保證金有不同的繳納方式、

涉及不同的擔保內容，經由不同的法規範領域加以解讀，其性質隨案

而變，使得履約保證金是「側看成嶺側成峰」，讓採購機關及廠商間

無法根本的釐清雙方權義關係。 

由於採購法令允許履約保證金有不同的實現方式，因而牽涉不同

的法律規範，自然亦應有不同的法律效果。然而，就債權人即各招標

機關而言，雖然法令允許廠商有權可以選擇不同的繳納方式，但是其

擔保的目的及效果必須相同，否則即已脫離設定履約保證金的意義；

然而，不同的實現方式本即存在不同的法律規範，觀諸實務所產生的

爭議案件，通常也可以發現機關與廠商間爭執所在，即招標機關追求

                                                 
3 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範履約保證不予發還的情形，由機關視案

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訂明。並於同條第 2項列舉不予發還的情形，其中第 9款為「其

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機關遭受損害，其應由廠商賠償而未賠償者，與應賠償金額相等

之保證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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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履約保證金擔保目的之一致性，但廠商卻分別就其不同的法規範

主張，例如以保證保險為履約保證金時，廠商主張保險概念與履約保

證金目的有所衝突，即為適例。 

由於目前政府採購法所允許用以實現履約保證金的各項法律規

範，並不是專為履約保證金而發展出來的工具，但要如何使其在作為

履約保證金繳納時，可以達到殊途同歸的擔保效果，而得以同時成為

以履約保證金為上位概念下的等值擔保，實為政府採購法令應予以規

範的方向。因此，本文研討目的，即欲藉由實務上履約保證金所產生

的爭議問題，試圖找出不同規範工具與履約保證金目的與功能上的差

異，期能經由理論或學說上的解釋，以合理的方式修正可能存在的偏

離性，而使其均能有效達成履約保證金擔保目的及功能。如此，或能

有效減少機關與廠商間有關履約保證金爭議事項的發生。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方法 
民國 88 年政府採購法施行後，政府採購主管機關行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依據授權訂有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對於政

府採購契約中有關保證金之種類、繳納額度、發還情形等等，均為詳

細之規範，而成為政府機關辦理政府採購契約所遵循的標準。而雖然

履約保證金的概念也經常出現在私部門契約中，例如私人工程承攬契

約或是民間合建契約等等，然而，由於私人契約中所約定之履約保證

金，多為依據個案需要而訂定，並無援用政府採購法規範之必要，為

免論述引據失當，本文研究範圍，原則上將限於政府採購契約範疇，

而不包括私部門所使用之履約保證金概念。 

此外，由於政府採購法將保證金之種類，細分為履約保證金、預

付款還款保證、保固保證金、差額保證金等等，雖其在政府採購領域

中均具有債權擔保的同質性，且亦均得使用相同之繳納方式為之，惟

由於各項保證金間仍有規範目的上的差異，因此，為避免內容過於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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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本文研究範圍將僅限於履約保證金之相關規範及案例，而不包括

政府採購法所規範之其他保證金類型。 

至於民國 88 年政府採購法施行之前，雖然當時政府採購所適用

之「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例」並未對履約保證金

有如同現行之詳細規範，然而，由於政府採購實務上的連續性，以及

採購制度演進的一貫性，即便當時實務上所採行之履約保證金並非依

據現行規範而為，但其實踐上所產生之爭議事項，均對於現行制度的

形成及運作具有相當之參考指標，而非全然無涉。因此，雖然本文研

究範圍就法規規範部分，係以現行政府採購法為主，但所援用之實務

案例，原則上仍包括政府採購法施行前之採購案件。 

而為能對於履約保證金有較完整性之了解，本文研究方法，首將

參考前稽察條例、現行政府採購法及子法相關規範、主管機關之解釋

函令等資料為架構，配合相關學說及文獻資料的探討整理，以建立起

對履約保證金在制度、規範、功能及性質等各個面向的了解。同時，

為能釐清履約保證金所得使用之多項擔保工具的差異性，期能達成整

合各項擔保工具等值性之研究目的等，本文研究方法之另一重點，將

藉由搜集法院實務中有關履約保證金所衍生之爭議案例，嘗試將爭議

問題類型化並分別進行問題探討，以釐清履約保證金理論與實務之偏

差，並提出有關擔保工具差異修正之建議。 

此外，有鑑於目前保證保險單在國內政府採購領域中僅「預付款

保證金保證保險」及「保固保證金保證保險」為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

所接受外，餘如押標金、履約保證金等部分保證保險單，均無法在政

府採購契約中使用4，幾乎架空履約保證金制度中有關保證保險的設

                                                 
4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 年 3 月 31 日工程企字第 09700134500 號函「主旨：重申機關辦理採

購，遇廠商以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押標金或保證金時，其保證保險內容須符合政府採購

法規定，始得接受，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轄）機關(構)。說明： 一、關於政府採購法第 30
條第 2 項「保險公司之連帶保證保險單」，本會業依「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34 條規定訂定各種保險單條款內容(公開於本會網站 http:\\www.pcc.gov.tw)\政府採購\政府採購

法規\招標文件範本及表格」，屬法規之一部分。 二、另按本會 90 年 9 月 10 日(90)工程企字第

90034891 號令(公開於本會網站)，目前僅財政部 90 年 8 月 6 日台財保字第 0900750741 號函核

准之「預付款保證金保證保險」(編號：C88122002)及「保固保證金保證保險」(編號：C88122003)
所出單之保險單，得允許用以繳納預付款還款保證及保固保證金。 三、為免機關於接受廠商

提出之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有不符前揭保單條款內容，致機關遭受損害，爰提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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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也引發政府採購法中保證金制度是否應排除保證保險之質疑5。

由於國內履約保證金實務所採用之保證保險單，係參考美國保證狀

（Surety Bond）制度而來，而究竟保證狀在美國政府採購範疇中如何

應用？其內容為何？與我國保證保險運作的差別何在？──為能對

該項制度有所了解，本文研究方法亦將採比較法的角度，另以專章討

論美國政府採購之履約擔保制度，以期能提供國內保證保險比較的基

礎，而有助於健全國內履約保證金制度的運作。 

 

第三節、論文結構 
本論文共分六章，除本章序論用以闡明論文之研究動機及目的、

界定研究範圍及方法外，論文論述之脈絡，將先從國內政府採購履約

保證金之制度沿革及現行規範，作一概要式的整理與介紹（第二章），

並進一步針對履約保證金規範功能，以及履約保證金法律性質層面上

的相關問題進行探討（第三章）；其次，則藉由美國履約保證制度之

比較（第四章），以及我國履約保證金實務爭議類型分類等（第五章），

來探討我國履約保證金在實務運作上所產生的相關問題；最後，則以

結論總結本文之研究成果（第六章）。除本章「序論」及第六章「結

論」外，對於本論文各章節所擬論述之重點及擬予討論的爭議問題，

茲摘略如下： 

首先，關於第二章「履約保證金之制度及規範」部分，本文將藉

由對我國早期「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例」、「行政

院暨所屬各機關營繕工程招標注意事項」及當時主管機關函釋等內容

的整理，了解履約保證金在我國政府採購制度上的沿革與發展脈絡

                                                 
5 早在政府採購法實施之前，內政部 88 年 1 月 6 日台 86 營字第 8672024 號函送會議記錄，即謂：

「產物保險公司雖屬金融機構體系，惟因所出具之工程履約保證保險單條款有不保事項規定與

金融機構履約保證金之書面保證條件不同，故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營繕工程招標注意事項第十

七條所稱金融機構之書面保證，不包含產物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產物保險公司之工程履約

保證保險單雖加註『本保險單本公司放棄行使抵銷權』，惟仍有不保事項條款規定，宜俟該保

險單條款刪除不保事項及修正賠償給付方式與金融機構保證責任相同時，再修訂上開招標注意

事項。」參見臺灣省政府公報 86 年春字第 23 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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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其次，則擬參照現行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的規範，彙

整目前履約保證金之繳納方式、額度、繳納、發還以及不予發還情形

等規定，以建構對履約保證金基本面向的了解（第二節）。 

其次，關於第三章「履約保證金之功能及性質」部分，本文首先

將就政府採購制度中，履約保證金的內涵及定義為一概說性的介紹

（第一節）；然後，即由履約保證金的擔保功能角度切入，先由擔保

與債權的關係、擔保的意義與架構及擔保的作用等為總論性的說明，

並藉由擔保係作為救濟工具的立論出發，推導出履約保證金在政府採

購制度中所擔保的效力範圍（第二節）；其次，則將分別依據法院實

務見解及學說等內容，來討論履約保證金的法律性質。而有鑑於實務

判決及學說論述上，多有引用相類似的民法上定金、違約金或押租金

的概念，來解釋履約保證金之法律性質，惟履約保證金究否宜於以既

有之定金、違約金或押租金等概念來理解？本文亦將分別進行論述比

較，以釐清其間的差異（第三節），最後，則就本章論述的部分，提

出本文的看法（第四節）。 

再者，關於第四章「美國履約保證制度之比較」部分，本文首先

將就美國政府採購履約擔保制度為一概說性的介紹（第一節），並由

其推動政府採購履約擔保制度發展之法案，即米勒法案的規範目的、

沿革及內容等（第二節），以及該國政府採購法令彙編的聯邦採購規

則系統架構，及其中有關履約保證相關規範內容等（第三節），作整

體性的整理與了解。其次，則由歐美制度中個人保證到企業保證的發

展，及其保證的意義等出發（第四節），進而就其政府採購履約擔保

制度中所常用之保證狀，包括押標保證狀、履約保證狀以及付款保證

狀等，分別進行內容及規範的探討（第五節）。同時，為能對美國履

約保證狀之運作有更進一步之了解，乃搜集美國法院有關履約保證狀

之實務案例判決，分別就保證狀與主契約關係、保證公司對契約價款

之權利、保證公司之技術抗辯以及保證公司履約後之責任等面向進行

討論（第六節）。 

最後，有關第五章「履約保證金實務爭議類型」部分，本文將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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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搜集我國實務有關履約保證金爭議案例，將爭議問題類型化後分別

進行討論（第一節），包括：首先，本文歸納的第一爭議類型為「履

約保證金沒收約款之爭議」，經問題之提出以及實務案例整理，本文

將就實務上該類爭議中，通常所引發之履約保證金性質究否為違約金

的部分進行探討。而藉由履約保證金作為擔保的立論出發，區分履約

保證金沒收約款與抵充約款的差異性，並提出本文對該類爭議之看

法；同時，對於該類爭議中尚牽涉返還履約保證金的條件何時成就之

問題，亦將進行討論（第二節）。 

其次，本文歸納的第二爭議類型為「保證人請求履約保證金之爭

議」，經問題之提出以及實務案例整理，對於該類爭議重點：有關保

證人係為債務承擔的方式履行自己債務，抑或基於保證人地位清償而

得主張民法第 749 條清償代位權？以及，履約保證金所為擔保之債權

為何？是否已為保證人清償而發生移轉債權之效力等等問題，本文將

一併進行討論並提出本文的看法（第三節）。 

再者，本文歸納的第三爭議類型為「銀行保證書之爭議」，經由

問題之提出以及實務案例整理，可以發現該類實務爭議重點，通常在

於保證書法律性質的認定上。本文除將分別整理實務及學說上對於銀

行保證書性質之看法外，對於保證書最具爭議的請求即付約款部分，

亦將就請求即付概念的起源、發展及內容等，以及參照德國實務上的

運作方式，提出對該項問題解決的建議；此外，對於該類實務爭議中

亦引發銀行主張抵銷權的部分，亦將進行討論（第四節）。 

最後，本文歸納的第四爭議類型為「保證保險單之爭議」，經由

問題之提出以及實務案例整理，可以發現該類實務爭議重點通常包

括：履約保證金保證保險單的性質究為保證抑或保險？該保證保險單

之責任，以及該保證保險單理賠範圍是否包括加害給付等等，本文亦

將分別進行探討及提出本文之看法（第五節）；最後則為彙整本章各

類型爭議問題研究之總結（第六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