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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履約保證金之功能及性質 

第一節、概說 

第一項、履約保證金的內涵 

依據我國現行政府採購法要求27，除勞務採購、未達公告金額之

財物或工程、依市場交易慣例或採購特性無收取保證金之必要或可能

28等──少數例外情形排除之外，幾乎大部分的採購案件，均要求廠

商提供履約保證金29。履約保證金在政府採購契約中，佔有相當重要

的地位不言而喻。 

所謂履約保證金，如照字面意義解釋，應係指為確保契約之履行

為目的，由當事人之一方交付他方的金錢30。現行政府採購法施行前

「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營繕工程招標注意事項」31在民國 81 年修正前

即謂：「履約保證金及差額保證金應由廠商以現金為之……」，即最初

履約保證金之設計，確實僅指現金而言。然由於實務上，廠商在承接

政府採購案件，尤其是公共工程案件動輒千萬，如需以現金繳存履約

保證金勢必造成資金積壓而影響正常營運，故當時透過主管機關解釋

                                                 
27 政府採購法第 30 條第 1 項：「機關辦理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金；

得標廠商須繳納保證金或提供或併提供其他擔保。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一、勞

務採購，得免收押標金、保證金。二、未達公告金額之工程、財物採購，得免收押標金、保

證金。三、以議價方式辦理之採購，得免收押標金。四、依市場交易慣例或採購案特性，無

收取押標金、保證金之必要或可能者。」 
28 例如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工程企字第 8813379 號函釋：「貴公司直接向國外訂購圖書

資料，因向國外書商收取保證金並無可能，且一般慣例無此保証金，故得免收保證金，復請 查

照。」 
29 即使勞務採購或未達公告金額之財物或工程，依規定得免繳保證金，但如機關仍要求繳納保

證金亦無不可。參考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工程企字第 8809991 號函即謂：「政府採購

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勞務採購得免收押標金或保證金，係指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於

辦理勞務採購時，免收押標金或保證金，惟機關倘認為需要並收取上述款項，仍符合本法之

規定。」 
30 參考葉英蕙，工程契約履行擔保之研究，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6 月，頁 61。 
31 政府採購法於民國 88 年 5 月 27 日施行後，行政院即於民國 88 年 12 月 17 日以台（88）內字

第 45598 號函將該「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營繕工程招標注意事項」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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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後修法，始將公債、定存單、票據、銀行保證等納入履約保證金

規定的內容，而得取代現金之繳納。 

現行政府採購法沿襲慣例，履約保證金亦不限於現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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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之連帶保證保險單等均得為之，幾乎

囊括了國內實務上所有慣用於契約擔保的各種方式32。 

由於廠商所繳納之履約保證金並不當然為現金，而政府採購法仍

於規範中統稱之為「履約保證金」，與一般法律用語概念不同33，因而

遭致用語不當、法律概念混淆的批評34。然而，綜觀履約保證金在國

內發展，將現金以外之繳納方式納入履約保證金規範，實為實務運作

不得不然的結果，且因沿襲多年而成為廠商與政府機關慣用的概念，

並亦於政府採購法中明文所採用，如仍以履約保證金限定於金錢繳

納，將無法完整表達履約保證金在法律層面的內涵。 

再者，履約保證金雖得以各項方式繳納，然其僅為實現履約保證

金的方式，並不足以取代履約保證金本身的意義。如以債權人亦即政

府機關立場而言，不論履約保證金以何種方式呈現，其終極所要求實

現的內容，主要仍係為一筆數額固定的金錢35。因此，履約保證金在

政府採購制度的設計，應係為上位概念，至於其下所涵蓋的各項實現

方式，雖然所涉及的法律範疇不同，但仍不應影響履約保證金的解

釋，始為允當。 

                                                 
32 如以國內營造業為例，實務上履約保證金以現金、各種票據、定存單及銀行保證者最為廣泛

使用。可參考王隆昌、沈添賜、李旭哲，健全國內公共工程履約保證制度之研究，第七屆營

建工程與管理研究成果聯合發表會，2003，頁 215。 
33 如民法違約金即指金錢之給付，如約定為金錢以外之給付者，稱為準違約金。 
34 參考陳重見，軍品採購履約擔保制度之研究，國防管理學院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 年 6

月，頁 107；呂彥彬，工程契約履約擔保制度之研究，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
年，頁 65。 

35 現金、票據、公債、定存單等均指涉一筆固定之金錢；保證書亦係由銀行對繳付一定金額之

給付為保證；保證保險單則係由保險公司給付等同於履約保證金之保險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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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履約保證金的定義 

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得標廠商須繳納保證金或提供或併提供其

他擔保，並經授權由主管機關於「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

中，將保證金種類區分為履約保證金、預付款還款保證、保固保證金、

差額保證金等，並分別予以定義。而依據該作業辦法第 8 條規定，履

約保證金是為：「保證廠商依契約規定履約之用」。 

參照該作業辦法可以發現，政府採購之保證金係根據採購作業相

關階段或目的，分別設立有履約保證金、預付款還款保證、保固保證

金、差額保證金等不同類別，因此，履約保證金雖泛稱為保證廠商「依

契約規定履約」之用，但原則應指狹義的契約履行36，而不再涵蓋預

付款或保固等其他契約規定的部分。此外，由於該作業辦法對各類保

證金的解釋定義，重點在於類型區分，因此，就表達履約保證金之意

義內容即顯得薄弱。 

參考國內有關履約保證金之論述，有分別就其繳納時機、繳納方

式、繳納原因、繳納目的等角度為定義者，包括： 

──「履約保證金係於訂約時繳納之保證金，其目的為擔保契約

之履行，保證承包商與業主訂約後，若未能履約，致業主受到損害時，

須負賠償之責。」37 

──「履約保證金係賣方以現金、保付支票或擔保信用狀等預繳

一定款額，作為履行之保證，賣方屆時不能履行合約，則該項保證款

由買方没入抵償損失。」38 

──「所謂保證金係指廠商得標後，應機關於招標文件中之規定

所繳納，對其應履行之契約責任所提之擔保金，又稱履約保證金。」

                                                 
36 此應為狹義之債務履行，指債務人任意履行而言，不包括強制履行。狹義的債務履行亦稱給

付，若側重於債務履行則債之關係消滅，則債務履行即係債之清償。參考鄭玉波，民法債編

總論，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87 年 9 月 11 版，頁 261。 
37 參考葉英蕙，前揭註 30，頁 64；黃紋綦，工程契約風險之研究－以公共工程為中心，臺灣大

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頁 188；蔡麗宜，工程保證金之研究，台北大學法律系

碩士班碩士論文，2001 年，頁 61。 
38 參考陳重見，前揭註 34，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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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履約保證金係為保證得標廠商（債務人）會依約履行債務

所為之擔保。債權人就履約保證金負有附停止條件之返還義務，其停

止條件即為交付保證金之債務人所負之債務履行完畢。因此，於債權

債務關係終了時，債務人債務履行完畢，無債務不履行情事者，停止

條件成就，債權人即應返還履約保證金。反之，履行完畢前，債權人

即無返還義務。」40 

若參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範及實務運作為定義，履約保證金應係

指：廠商為確保其能依據契約規定履行，應招標機關要求所提供之一

定金額的現金或等值擔保，以作為其違反契約約定或無法履行契約所

生相關賠償之充抵，而廠商若無違約情事或充抵賠償後尚有餘額，機

關即應將之返還於廠商。 

 

第二節、履約保證金之功能 
履約保證金雖有「保證」二字，但實與民法上之保證無涉，通說

係屬債權擔保的手段之一，目的在督促及確保廠商依照契約規定履行

契約義務41，簡言之，履約保證金功能在為契約履行提供一定之擔保。

至於擔保的概念為何？履約保證金如何達成擔保功能？其所擔保的

內容及範圍如何？以下將分別加以討論。 
 

                                                 
39 潘秀菊、張祥暉，前揭註 24，頁 104。 
40 林誠二，論政府採購之履約保證金－兼評最高法院九一年度台上字第九○一號民事判決，台

灣本土法學第 72 期，2005 年 7 月，頁 43。 
41 參考林誠二，前揭註 40；葉英蕙，前揭註 30；呂彥彬，前揭註 34；陳重見，前揭註 34；蔡

麗宜，前揭註 37；許黃捷，工程擔保制度之研究，東華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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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擔保的概念 

第一款、擔保與債權的關係 

物權與債權是存在於經濟生活中的兩大重要財產權42，早期人類

多以自給自足的方式進行生產，經濟需求以對物的所有權為重心。然

而，隨著近代大規模生產活動的開展，生產需求不可能再侷限於個人

財產，經常必須借助他人財力的資助，以致於債權漸漸的變成人類社

會生活的重心。拉德布魯赫在其「法學導論」指出：「中古世界到近

代的法律生活是靜止沒有變化的….債權關係是直接從製造商到客戶

的物權途徑。近代資本主義的法律生活是動態和變化的….從債權衍

生的享有權利和利息是現在所有經濟活動的目的，債權是法律目的，

而不再是得到物權和享有物質的方法….經濟價值連續地從一個債權

關係轉到另一個債權關係….」43而生動的描繪出現代經濟社會債權發

展的現象。 

由於債權日漸發展而成為經濟社會的重心，如何確保債權實現也

就相對的重要。而作為確保債權的擔保，也就成為重要的法律議題。 

 

第二款、擔保的意義與架構 

所謂擔保，係指以擔保債權為目的，而確保債務人履行債務所認

之制度而言44。債權為債之關係中的請求權45，債權人依債之關係得

向債務人請求給付，反之，即債務人在受請求時有應為一定給付的義

務。而為確保債務人能夠履行其給付義務，債務人係以其財產為債權

                                                 
42 費安玲主編，比較擔保法─以德國、法國、瑞士、義大利、英國和中國擔保法為研究對象，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中國大陸），2004 年 3 月，頁 442。 
43 黎冷、潘嵩譯，古斯塔夫．拉德布魯赫（Gustav Radbruch）著，法學導論，台灣實業文化有

限公司出版，2004 年 6 月初版。 
44 蔡蔭恩，中國固有法與羅馬法關於擔保制度之比較，中興法學第 3 期，1968 年 6 月，頁 10。 
45 黃立，民法債編總論，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總經銷，2006 年 11 月修正三版一刷，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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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擔保，而稱之為責任財產46。民法所規定之代位權及撤銷權的

保全制度，目的即在防止債務人責任財產不當減少而影響債權人債權

之實現。 

惟經由維護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以擔保債權者，實尚有不足，其原

因包括47：債務之責任財產變化不定，非債權人所能控制；債權具有

平等性，責任財產緃維持不變，但因眾人參與分配，亦難期待債權可

全獲清償；再者，基於法律規定，尚有其他稅捐優先權48或工資優先

受償權49等，使民法保全制度對債權之擔保並不完整。 

因此，除民法一般債權擔保的規定外，另有所謂特別之擔保制

度，通常是指為確保債權而負擔之責任或設定之各種權利50，可分為

人的擔保與物的擔保二種。人的擔保稱為保證，物的擔保51則包括質

權、留置權、抵押權、讓與擔保、賣渡擔保、代物清償預約、所有權

保留契約等等52。 

 

 

 

 

 

 

 

                                                 
46 黃立，前揭註 45，頁 493。 
47 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三民書局經銷，2003 年 10 月七刷，頁 34。 
48 例如稅捐稽徵法第 6 條規定：「（第一項）稅捐之徵收，優先於普通債權。（第二項）土地增

值稅、地價稅、房屋稅之徵收，優先於一切債權及抵押權。」；關稅法第 95 條第 4 項規定：「第

一項應繳或應補繳之關稅，應較普通債權優先清繳。」；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7 條

規定：「納稅義務人欠繳本法規定之稅款、滯報金、怠報金、滯納金、利息及合併、轉讓、解

散或廢止時依法應徵而尚未開徵或在納稅期限屆滿前應納之稅款，均應較普通債權優先受

償。」 
49 勞動基準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本於勞動契約所積欠之工

資未滿六個月部分，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 
50 黃茂榮，保證，植根雜誌第 20 卷第 8 期，2004 年 8 月，頁 320。 
51 質權、留置權及抵押權三者在我國民法稱作擔保物權。劉得寬，擔保物權之物權性與債權性，

收於鄭玉波主編，民法物權論文選輯（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 年 7 月初版，頁 513。 
52 劉得寬，前揭註 51，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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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擔保的作用 

（一）壓力工具 

擔保作為確保債權之實現，最基本的作用即為督促債務人履行契

約。有謂債之關係是在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製造了緊張關係，必須經

由債務人的履行才能舒解53。然而，債務人履行債務不僅在於其具有

償債能力，更重要的是繫於其履行債務的意願，而經由擔保的提供，

將或多或少可以造成債務人心理上的強制，藉以提高債務人自主履行

債務的意願。因此擔保可以算是一種壓力工具。換言之，當債之關係

可以順利而正常的履行，擔保實則溯及既往的成為多餘，擔保的提

供，至多給予一方當事人（債務人）心理上的壓力，而給予另一方當

事人（債權人）心理安慰，在法律上可以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54。 

（二）救濟工具 

然而，擔保的重要性，並不在於作為督促債務人履約的壓力工具

而已，尤其當債務人無視於該擔保的存在，或寧願放棄擔保時，壓力

工具的存在顯然毫無意義。而擔保之所以重要的關鍵，在於其具有救

濟損害的效果。亦即，擔保的另一層意義，是指被用以填補債權人因

債務人將來不履行債務所受之損害的救濟工具，藉由擔保的存在，嘗

試在經濟上填補債權人因債務人違約時可能受有損害之風險55。是

以，擔保之所以得確保債權的實現，並不僅止於督促債務人履約而

已，重點是當債務人不履約時，如何藉由擔保可以快速而方便的獲得

救濟。 
 

                                                 
53 黃立，前揭註 45，頁 23。 
54 費安玲主編，前揭註 42，頁 13。 
55 Vgl. Weise, Sicherheiten im Baurecht （ Praxishandbuch）, 1. Auflage, 1999, Rn. 1.轉引自呂彥

彬，前揭註 34，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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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履約保證金的擔保效力 

履約保證金的目的係作為廠商（債務人）履約之擔保，以確保招

標機關（債權人）之債權可以實現，因此履約保證金即應具有壓力工

具及救濟工具的性質。換言之，在簽約之初，藉由課以廠商繳付一定

金額之履約保證金，對廠商心理產生強制，以督促並提高廠商按契約

履行的意願，間接達到確保債權實現的目的。至若發生廠商違約情形

時，此時履約保證金即得以依契約約定條款，直接充抵因違約所生的

損害，以達到其救濟損害的功能，直接確保債權之實現。 

然而，當廠商違約時，如何藉由履約保證金以確保債權之實現，

容有進一步說明之必要。蓋由於採購契約──包括工程、財物與勞務

契約所涉及之契約類型56，其所生之債務內容大多為一定的作為給

付，如：廠商須建造一棟校舍、交付一台機器或提供一年期之清潔維

護工作等等，由於給付內容並非金錢，理論上無法用履約保證金（金

錢）直接代替給付。亦即，此時履約保證金所為的確保債權，原則上

已不是擔保契約原定給付內容的實現，而僅僅在於確保招標機關（債

權人）因廠商違約行為所得主張之相關請求得以滿足57，特別是可以

用金錢計算之相關損害賠償請求權58或必要費用償還請求權等。 

因此，履約保證金作為履約之擔保，其擔保效力所及之重點即在

於：當廠商違約時，招標機關得請求的內容為何？而該請求是否得為

履約保證金所涵蓋？以下將分別就契約責任之內容進行討論。  
                                                 
56 參照政府採購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採購，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勞

務之委任或僱傭等。」則採購契約之態樣，至少包括承攬、買賣、租賃、委任及僱傭等內容；

復對照採購法之規定，又有其他特種買賣契約及有名契約以外之契約型態，例如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5 款的試驗買賣、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8 款的拍賣等，參考張祥暉，政府採購

契約成立問題之探討──論決標之效力，立法院院聞第 31 卷第 12 期，2003 年 12 月，頁 41。 
57 呂彥彬，前揭註 34，頁 28。 
58 民法第 213 條第 1 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應回復

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狀。」是謂我國損害賠償雖以回復原狀為原則，惟仍得依契約另行訂定

損害賠償的方法及範圍。而實務上為利於請求，採購契約損害賠償方式多規定以金錢為主。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採購契約要項」第 58 點即規定：「機關得視採購之特性及實際

需要，就第四十五點逾期違約金以外之損害賠償責任，於契約中明定其賠償之項目、範圍或

上限，並得訂明其排除適用之情形。廠商應負責之損害賠償金額，機關得自應付價金中扣抵；

其有不足者，得自保證金扣抵或通知廠商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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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請求權 

招標機關與廠商訂定採購契約後，即發生債之關係59。債之關係

乃以債務人之一定給付為內容，債務人依債之本旨實現其內容的過

程，稱之為債務履行60。民法第 199 條第 1 項規定：「債權人基於債之

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而履約保證金主要目的即用以擔保該

履行請求權的實現，亦即督促廠商依契約履行。 

惟當實際發生債務不履行時，履約保證金的督促作用退場，而其

救濟功能開始發揮，因其所擔保的標的已由債之履行，轉變為債務不

履行的損害賠償。所謂債務不履行，乃指債之內容未能實現之狀態，

亦即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未依債之本旨以為給付的狀態61。

由於債務不履行，使債之關係走向與原先計劃不同的途徑，此時因法

律規定而產生債之標的變更，例如所負債務由履行變成了損害賠償

62。是以履約保證金原所擔保的履行請求權，也就變成為不履行之損

害賠償的請求權。 

依我國民法規定，債務不履行包括給付不能、給付遲延及不完全

給付三種類型，以下並就可歸責於債務人之損害賠償相關規定進行討

論。 
 

                                                 
59 債之關係可因法律行為或法律規定而發生，法律行為包括：單方法律行為或契約；法律規定

則包括：侵權行為所生債之關係、不當得利所生債之關係、無因管理所生債之關係、由物之

所有人與占有人間關於返還所生給付關係、遺失物之拾得人與遺失人間所生之債、基於添附

混同等所生債之關係、因共有所生債之關係、因監護關係所生債之關係、繼承回復請求權、

扶養請求權、締約過失責任等等。參考黃立，前揭註 45，頁 17-18。 
60 鄭玉波，前揭註 36，頁 257。 
61 鄭玉波，前揭註 36，頁 265。 
62 損害賠償實際上是債務不履行最常見之法律後果，但債務不履行也可能產生其他法律效果。

如利息之支付、人格權受損的損害賠償規定等，參考黃立，前揭註 45，頁 440。因契約關係

而發生損害賠償者，係廣泛指因契約債務不履行而發生損害賠償之權利義務而言。當債務不

履行時，原來存於債權人債務人間之正常契約關係，於一定要件下，即可變為損害賠償之權

利責任關係，參考曾世雄著、詹森林續著，損害賠償法原理，新學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005 年 10 月二版四刷，頁 9-10。債法中法律效果之規定未必皆為損害賠償，有時即為請求

本身，但請求不能履行時，其解決之方式大致即為損害賠償，參考王文宇，論契約法預設規

定的功能：以衍生損害的賠償規定為例，台大法學論叢第 31 卷第 5 期，2001 年 9 月，頁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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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給付不能 

給付不能，通常指物理上的不能、法律上的不能、經濟上的不能

及客觀上的不可期待63，而為給付不可能的債務不履行態樣。依據民

法第 226 條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不能者，債權

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不能者，若其他部分之履行，

於債權人無利益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不履行之損

害賠償。」而此時標的物既已給付不能，債權人不可能行使履行請求

權，只能主張損害賠償，且其賠償請求應係履行利益之賠償，使債權

人回復到債務正當履行時之地位64。另依民法第 256 條規定，債權人

亦得請求解除契約，且依據第 260 條規定，解除契約並不影響損害賠

償之請求。 

（二）給付遲延 

給付遲延，指債務人給付之履行義務屬可能、屆期，但未被履行

65的債務不履行態樣。債務人於給付遲延時，仍有給付之義務，債權

人並得請求未及時履約所生的損害賠償，稱之遲延賠償，如民法第

231 條第 1 項規定：「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

生之損害。」惟通常於定期行為時，因遲延而無受領給付之利益時，

債權人此時可拒絕遲延的給付，而請求替補賠償，如民法第 232 條規

定：「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利益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並

得請求賠償因不履行而生之損害。」另依據民法第 254 條規定：「契

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履行，

如於期限內不履行時，得解除其契約。」如為定期行為，則依民法第

255 條規定，得不經催告逕行解除契約。 
 

                                                 
63 黃立，前揭註 45，頁 455-457。 
64 黃立，前揭註 45，頁 463。 
65 黃立，前揭註 45，頁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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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完全給付 

不完全給付，指履行時間上正確、其給付亦為可能，惟斟酌誠信

原則所應得者，該給付就債權人而言，價值有減損或全無價值，換言

之，即債務人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66的債務不履行態樣。依據民法第

227 條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不完全給付者，債權

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不能之規定行使其權利。因不完全給付而

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 

參照該條文於民國 88 年修正理由謂：「…按不完全給付，有瑕疵

給付及加害給付二種，瑕疵給付，僅發生原來債務不履行之損害，可

分別情形，如其不完全給付之情形可補正者，債權人可依遲延之法則

行使其權利；如其給付不完全之情形不能補正者，則依給付不能之法

則行使權利。…不完全給付如為加害給付，除發生原來債務不履行之

損害外，更發生超過履行利益之損害…遇此情形，固可依侵權行為之

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但被害人應就加害人之過失行為負舉證責任，保

護尚嫌不周，且學者間亦有持不同之見解者，為使被害人之權益受更

周全之保障，並杜疑義，爰於本條增訂第二項，明定被害人就履行利

益以外之損害，得依不完全給付之理論請求損害賠償。」 

第二款、瑕疵擔保請求權 

契約責任通常除按民法債編總論規定之「債務不履行責任」外，

尚包括債編各論之買賣及承攬所規定的「瑕疵擔保責任」67。債權人

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而該給付應為無瑕疵之給付68，

                                                 
66 黃立，前揭註 45，頁 469。 
67 瑕疵擔保責任除於買賣及承攬有詳細規定外，於其他一切有償契約均有準用。如民法第 347

條規定：「本節規定，於買賣契約以外之有償契約準用之。但為其契約性質所不許者，不在此

限。」 
68 德國民法第 433 條第 1 項第 2 句規定：「出賣人應使買受人取得無物之瑕疵及權利瑕疵之物。」

該規定捨棄瑕疵擔保說，而採取了不履行說，破除了出賣人交付有瑕疵之物也算義務之履行，

而買受人之瑕疵擔保主張應受限制的迷思。參考黃立，前揭註 45，頁 468。我國民法上對於

買賣、加工、租賃契約之瑕疵擔保，應僅為不完全給付，其一般原則應為，債務人非可任意

履行，只能為正當而正確之履行。參考黃立，我國現代債法的展望，台灣法學會學報 1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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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採購契約之債權人（招標機關）以履約保證金作為債權擔保，

其擔保效力除履行責任所衍生之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請求權外，自然

亦包括瑕疵擔保責任所衍生之相關請求權。就民法買賣規定，出賣人

負權利瑕疵擔保責任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另就承攬關係，亦就物之

瑕疵擔保責任有特別規定，分述如下： 

（一）權利瑕疵擔保責任 

權利瑕疵之擔保，包括權利無缺及權利存在的擔保69，亦即出賣

人應對買受人擔保買賣標的物之權利合法、有效且完整存在。如民法

第 349 條規定：「出賣人應擔保第三人就買賣之標的物，對於買受人

不得主張任何權利。」及民法第 350 條規定：「債權或其他權利之出

賣人，應擔保其權利確係存在。有價證券之出賣人，並應擔保其證券

未因公示催告而宣示為無效。」 

出賣人違反權利瑕疵擔保責任之效果，依民法第 353 條規定，買

受人得依關於債務不履行之規定，行使其權利。而所謂行使債務不履

行所生之權利者，即契約解除權、違約金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等

是也70。 

（二）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物之瑕疵，指標的物本身事實具缺點而言，物有瑕疵，勢必影響

其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對於物之瑕疵無論已到滅失價值或效用之程

度，或僅係減少價值或效用之程度，出賣人均須負擔責任71。民法 354

條第 1 項規定：「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

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

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契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度無關重

                                                                                                                                            
1997 年 11 月，頁 371-372。 

69 鄭玉波，民法概要，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0 年 12 月再修訂七版，頁 204。 
70 參考本條之立法理由。 
71 鄭玉波，前揭註 69，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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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者，不得視為瑕疵。」 

出賣人違反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的效果，包括解除契約、減少價

金、不履行之損害賠償等，若為「種類之債」則亦可請求另行交付無

瑕疵之物。如民法第 359 條規定：「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

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契約或請求減少其價

金。但依情形，解除契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金。」

民法第 360 條規定：「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

人得不解除契約或請求減少價金，而請求不履行之損害賠償；出賣人

故意不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72及民法 364 條第 1 項規定：「買賣之

物，僅指定種類者，如其物有瑕疵，買受人得不解除契約或請求減少

價金，而即時請求另行交付無瑕疵之物。」 

（三）承攬之瑕疵擔保責任 

民法第 492 條規定：「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

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不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承攬人違反

瑕疵擔保責任的效果，包括瑕疵修補、解除契約、減少報酬，並得請

求損害賠償。相關規定如下： 

民法第 493 條：「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

攬人修補之。承攬人不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行修補，並

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

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不適用之。」 

民法第 494 條：「承攬人不於前條第 1 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

或依前條第 3 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不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

契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

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不得解除契約。」 

民法第 495 條：「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

                                                 
72 依民法第 360 條規定請求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者，原則上以金錢賠償為限，買受人不得請求排

除物之瑕疵，或另行交付無瑕疵之物。參考詹森林，給付遲延之不履行損害賠償與民法第二

百二十七條規範意義之新認識──最高法院七十八年度臺上字第六三六號民事判決之研究，

收錄於氏著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經銷，2001 年 8 月三刷，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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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契約，或請求減少報酬

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前項情形，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

地上之工作物，而其瑕疵重大致不能達使用之目的者，定作人得解除

契約。」 

第三款、其他契約約定情形 

除一般契約履行及瑕疵擔保責任外，參考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

所訂定之「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採購契約要項」73以

及所提供之契約範本等內容，其中有關常見於政府採購契約內之約定

情形，且亦為履約保證金擔保效力所及者，包括： 

（一）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依據「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有關履約保證金不予

發還情形第 1 款74規定，其中廠商因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

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或不同投標廠商間之

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異常關聯者（圍標），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機關發現後應撤銷決標、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並得追償

損失。參照民法相關規定，應屬民法第 92 條廠商因詐欺致機關為決

標及簽約之決定，機關自得撤銷意思表示75，如有損害並得依據民法

第 184 條規定請求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76。 

                                                 
73 採購契約要項，係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第 1 項所訂定，以供機關各類

採購契約之參考。採購契約要項之內容，須經機關依採購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擇訂於契約內，

始生拘束契約雙方的效力。參考林誠二，損害賠償總額預定違約金之損害舉證問題，台灣本

土法學第 36 期，2002 年 7 月，頁 173。至於採購契約要項之性質，既非法律亦非命令，參照

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似為解釋性或截量性行政規則。參考李家慶主持，政府採購契約

之廠商所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研究報告，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研究計劃，2006 年 12 月，

頁 3 。 
74 見前第二章第二節第四項。 
75 未撤銷決標前，仍為有效之法律行為。參照最高法院 63 年度第 2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

「因受詐欺而為之買賣，在經依法撤銷前，並非無效之法律行為，出賣人交付貨物而獲有請

求給付價金之債權，如其財產總額並未因此減少，即無受損害之可言。即不能主張買受人成

立侵權行為而對之請求損害賠償或依不當得利之法則而對之請求返還所受之利益。」 
76 法律行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固不發生該法律行為上預期效力，但不妨發生其他法律

效果，如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尤其是在詐欺、脅迫情形）。參考王澤鑑，民法總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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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採購契約要項規定，工地作業意外事故侵權行為77、施

工中之侵權行為78、侵害第三人權利之侵權責任79、第三人請求損害

賠償之防免責任80等，該各項之侵權損害賠償，亦得藉由有關履約保

證金不予發還之概括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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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情形，而為履約保證金

所擔保。 

（二）違約金請求權 

依據「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有關履約保證金不予

發還情形第 2 款81規定，廠商轉包者，全部履約保證金不予發還。所

謂轉包，指將原契約中應自行履行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由其他廠商

代為履行82。由於轉包向為公共工程弊端不絕的重要原因，政府採購

法乃予以明文禁止。廠商如有轉包行為時，機關即得依政府採購法規

定，行使法定解除權或終止權，亦得不解除或終止契約而没收履約保

證金，且不論用何種方式均得同時請求損害賠償83。 

由於該法條規範沒收履約保證金及損害賠償得併列請求，因此，

履約保證金並非損害賠償之預定者甚明，且照此規定，當廠商轉包而

                                                                                                                                            
民書局經銷，2004 年 3 月十三刷，頁 533。另參考最高法院 67 年度第 13 次民事庭庭推總會

議決定：「六十三年四月九日本院六十三年度第二次民庭庭推總會議議案（二）之決議所謂『因

受詐欺而為之買賣，在經依法撤銷前，並非無效之法律行為，出賣人交付貨物而獲有請求給

付價金之債權，如其財產總額並未因此滅少，即無受損害之可言，即不能主張買受人成立侵

權行為而對之請求損害賠償.....』。旨在闡明侵權行為以實際受有損害為其成立要件。非謂類此

事件，在經依法撤銷前，當事人縱已受有實際損害，亦不得依侵權行為法則請求損害賠償。」 
77 採購契約要項第 12 點：「廠商應對其工地作業及施工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

責任。廠商之工地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廠商應立即採取防範措施。發生意外時，應

立即採取搶救、復原、重建及對機關與第三人之賠償等措施。」。 
78 採購契約要項第 15 點：「廠商履約施工時，應避免妨礙鄰近交通、占用道路、損害公私財物、

汙染環境或妨礙民眾生活安寧。其有違反致機關或其他第三人受有損害者，應由廠商負責賠

償。」 
79 採購契約要項第 55 點：「得標廠商應擔保第三人就履約標的，對於機關不得主張任何權利。

廠商履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廠商負責處理並承擔一切法律責任。」 
80 採購契約要項第 57 點；「機關及廠商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對方免於因本契約之履行而

遭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賠償。」 
81 見前第二章第二節第四項。 
82 參照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規定。 
83 政府採購法第 66 條規定：「得標廠商違反前條規定轉包其他廠商時，機關得解除契約、終止

契約或沒收保證金，並得要求損害賠償。」另參考潘秀菊、張祥暉，前揭註 24，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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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未必有損害產生時，機關仍得沒收全額之履約保證金，則此時所

沒收之履約保證金，即具有懲罰性違約金的意涵84。惟因履約保證金

原係履約之擔保，如因該項規定即謂履約保證金即為違約金，勢將造

成解釋上的矛盾。是以，此時應可認為履約保證金之額度係約定作為

違反轉包之懲罰性違約金的額度85，且因該懲罰性違約金依約定仍為

履約保證金所擔保的範圍，因此，廠商如有違約時，即得依該規定由

履約保證金充抵之。 

同理，關於不予發還情形第 4 款86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

分、全部終止或解除契約者，依比例為部分或全部不發還履約保證金

之沒收規定，亦可視為以不予發還履約保證金之額度，作為違約金之

額度。至於該違約金係懲罰性違約金或損害賠償性違約金之性質，則

視各別採購契約約定內容而有不同。 

另有關不予發還情形第 5 款因驗收不合格之懲罰性違約金87及第

6 款逾期違約金88，亦均為履約保證金所擔保之範圍。惟其擔保順位

另有特別約定，係先由待付契約價金扣抵，如由待付契約價金扣抵後

仍有不足時，才由履約保證金扣抵該不足的部分。 

                                                 
84 另可參照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6 年重上字第 8 號判決表示：「查：系爭工程契約第二十六條第

一項第二款約明：『乙方（按即上訴人）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第六十五條規定轉包者，其所繳納

之履約保證金、差額保證金及其孳息全部不發還』，此觀卷附系爭工程契約書約定至明（原審

卷第六五、六六頁）。上開契約條款既明定：上訴人有轉包行為之違約情事時，即賦予被上訴

人不予發還履約保證金之契約效果，且不以被上訴人受有損害為必要，顯係約定於債務人不

依適當方法履行債務時，即須支付違約金，核其性質屬於懲罰性違約金，上訴人主張上開不

予發還履約保證金條款之約定，屬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金性質云云，即無足採。」 
85 林誠二，前揭註 40，頁 58。另參考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6 年重上字第 8 號判決：「按履約保證

金之性質原在保證廠商依契約規定履約之用，惟依系爭工程契約第二十六條約定，於上訴人

違法轉包，應負支付懲罰性違約金之責時，履約保證金得全部不予返還，而寓含以履約保證

金轉換為懲罰性違約金支付之意旨。」 
86 見前第二章第二節第四項。 
87 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98 條第 2 項：「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辦理減價收受，其減價

計算方式，依契約規定。契約未規定者，得就不符項目，依契約價金、市價、額外費用、所

受損害或懲罰性違約金等，計算減價金額。」。 
88 依據採購契約要項第 45 條規定，逾期違約金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金。但如採購機關於採

購契約中明定其為懲罰性違約金者，依民法第 250 條第 2 項前段之規定，仍生懲罰性違約金

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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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支領價金返還請求權 

關於招標機關因「溢額給付所生之返還請求」是否亦為履約擔保

涵蓋的問題，原則上應以該返還請求權之法律依據而定，如其法律基

礎係源於契約上之不履行損害賠償請求，即應為履約保證金所擔保；

反之，若該返還請求權係因單純溢付而產生的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時，

則認為此返還請求權，應非為履約保證金擔保的範圍較為合理89。 

惟按「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履約保證金不予發還

情形第 7 款90之約定，廠商有須返還已支領價金而未返還者，與該未

返還金額相等之保證金不予發還。是以，若契約納入該項約定，則應

認為締約之雙方同意，不論價金返還請求權之依據係為債務不履行或

為不當得利，均應為履約保證金所擔保之內容。 

第三項、小結 

政府採購契約為政府機關執行國家預算的過程，對於契約履行不

僅有維護納稅人稅收的責任，契約所涉內容通常也具有公共利益的目

的，因此，招標機關基於契約債權人地位，對於債權之擔保自然更不

能掉以輕心。而履約保證金即為政府採購制度中所設計的債權擔保工

具，目的即在於督促及確保廠商能依照契約規定履行契約義務，機關

之債權得以確保，而使採購契約之目的得以達成。 

履約保證金作為採購契約債權之擔保，即具壓力工具及救濟工具

的特性。換言之，當債務人順利履約完成後，作為擔保之履約保證金

即予返還債務人，該擔保等於是溯及既往的失其效力，充其量只能算

是督促債務人履約而加諸於債務人的一項心理壓力工具而已；然而，

當債務人無法完成履約時，則此時履約保證金即得由債權人逕行充抵

因債務不履行所生的損害，而發揮其作為擔保之救濟損害的特性。 

                                                 
89 呂彥彬，前揭註 34，頁 44。 
90 見前第二章第二節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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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履約保證金擔保履約的效力，原則上係以廠商之契約責任為

主，亦即契約之履行責任及瑕疵擔保責任均應包括在內。而由於廠商

履行標的通常並非金錢給付之債，不是履約保證金所提供之金錢所能

直接替代，是以，履約保證金所為確保債權的意義，原則上已不是擔

保契約原定給付內容的實現，而僅僅在於確保招標機關（債權人）因

廠商違約行為所得主張之相關請求得以滿足，是藉由同樣為金錢債務

得以互為充抵，以達到便於債權人得以救濟損害的功能。 

由於履約保證金擔保效力及於廠商之契約責任，因此除了法定之

債務履行責任（或謂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責任）及瑕疵擔保責任

外，自然也包括由機關與廠商間依契約自由原則所約定之內容，而其

內容自然也就因不同的採購契約而異。惟若參考政府採購法、政府採

購契約要項及政府採購契約範本等規範，履約保證金擔保之效力，通

常還會包括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違約金請求權以及已支領價金

之返還請求權等，而使採購契約債權之保障更為周全。 

 

第三節、履約保證金之性質 
履約保證金雖為採購實務慣用之擔保工具，惟於規範契約關係之

民法卻無明文規定，因此判決及學說論述上，則多有引用相類似的民

法上定金、違約金或擔保物權的概念予以定位，試圖藉民法既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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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金或違約金等概念來理解？以下即分別整理歸納相關學說及實務

上之論點，並進而檢討履約保證金在法律上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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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實務見解 

第一款、質權 

（一）最高法院 69 年台上字第 2915 號裁判91要旨 

「工程保證金，如其性質為一種質權，即不失擔保物權，依民法

第八百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被上訴人應穎興公司之請求退還保證

金，即喪失其擔保物權，則上訴人謝塗城主張保證人依民法第七百五

十一條規定，就所拋棄限度範圍內免除保證責任，是否毫無足採，尤

非無研究餘地。」 

 

第二款、違約定金 

（一）最高法院 77 年台上字第 767 號裁判92要旨 

「契約當事人之一方，以確保契約之履行為目的，而交付他方之

金錢或其他代替物，無論其使用之名稱如何，均為定金。惟因作用之

不同，尚可分類。其作為不履行契約之損害賠償者，稱之為違約定金。

因此原審就被上訴人於訂約時所交付之履約保證金，解為違約定金，

不為違法。」 

                                                 
91 本案係某營造廠承攬中央公教人員住宅輔建及福利互助委員會招標之住宅工程，因其間分期

核退（履約）保證金，致連帶保證人認有抛棄擔保物權之爭議。 
92 本案係有關合建契約履約保證金之判決，最高法院 90 年台上字第 1136 號判決仍維相同見解，

謂「衡之契約中約定被上訴人應交付上訴人保證金，目的在於確保契約之履行，於契約順利

履行時，上訴人應將保證金退還，於被上訴人違約及無力完工不能履約時，上訴人得沒收保

證金，可見係以該保證金作為契約不履行之損害賠償擔保，應屬『違約定金』之性質。故契

約中雖未有上訴人加倍返還之約定，惟如因可歸責上訴人之事由致契約不能履行時，被上訴

人自得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三款之規定請求其加倍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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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高法院 82 年台上字第 674 號裁判93 

「違約金與定金之約定，固均以確保契約之履行為目的所成立之

從契約，但前者為諾成契約，後者為要物契約。是違約金係於債務人

不履行時始應支付，定金則於契約訂立時交付，此觀民法第二百四十

八條、第二百五十條第一項之規定自明。如當事人約定以定金之交

付，強制契約之履行，付定金之當事人如不履行契約時，受定金之他

方當事人即得沒收其定金者，其性質即屬違約定金。民法第二百四十

九條規定之定金，乃有違約定金之性質。又祇須交付金錢之目的，係

為確保契約之履行，無論其稱為定金、保證金或其他名稱，均不影響

其為定金之性質。…上訴人既自陳於被上訴人應其要約而承諾時，即

已繳交履約保證金六百萬元，且係約定為確保契約之履行而交付，如

有違反得由被上訴人沒收等語，依上開說明，該履約保證金應屬違約

定金，而非違約金，即無適用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之規定，得由法院

酌減之餘地。」 

（三）最高法院 84 年台上字 2617 號裁判94 

「…依訂購合約第八條、第九條約定內容觀之，第八條約定之履

約保證金係屬民法第二百四十九條所規定之違約定金之性質，與本件

被上訴人係依合約第九條所定懲罰性之違約金請求者不同。上訴人所

辯違約金過高及該履約保證金係損害賠償之總額，被上訴人不得再請

求違約金云云，亦無理由。」 

 

                                                 
93 本案係就有關某證券商向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證券集中交易市場電腦連線，並

依約定交付履約保證金，後因故無法營運復要求返還履約保證金案。 
94 本案係有關某汽車公司得標行政院環保署標案，因更改規格而有交貨遲延及違約金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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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違約金 

（一）最高法院 88 年台上字第 1853 號判決95 

「…系爭履約保證金雖定為九千五百萬元，惟債務已為一部履行

者，法院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履行所受之利益，減少違約金，民法第

二百五十一條定有明文。查新工處解除契約時，遠東公司已完成百分

之五五點五八之工程，…應依上開法條規定，減少違約金為四千七百

五十萬…按債務已為一部履行者，法院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履行所受

之利益，減少違約金，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定有明文。法院適用本條

規定，係本於職權為之，無待當事人請求，且係比照債權人因一部履

行所受之利益而減少違約金，亦非基於當事人主張抵銷之結果。新工

處上訴論旨主張東高雄分行並未請求減少違約金，且依履約保證金保

證書第三條約定，東高雄分行不得主張抵銷，原判決竟予減少違約

金，不無違誤云云，指摘原判決不利於己部分違背法令，聲明廢棄，

揆諸首開說明，自無理由。」 

（二）最高法院 93 年台上字第 2140 號判決96 

「…上訴人並未依系爭合約之約定提出系統規劃書作為驗收之

標準，而其安裝之五大應用系統經五人測試小組測試結果，復有瑕疵

而無法驗收合格，經被上訴人致函催告其改善，復不能修補其瑕疵，

被上訴人依約解除系爭合約，並依系爭合約第五條第八款及第二十二

條沒收上訴人已交貨之硬體、軟體及履約保證金，自屬有據。惟被上

訴人關於履約保證金部分之違約金顯屬過高，爰予以酌減，然應返還

之新台幣（下同）五百六十二萬一千元與被上訴人已交付之價金七百
                                                 
95 本案係有關某公司得標高雄市府新工處標案，並由銀行出具保證書繳納履約保證金，後因該

公司未履約完成，機關與銀行間就給付履約保證金引發爭議。 
96 本案係某科技公司承標台北縣政府系統建置案，因驗收不合格遭解除契約並沒收履約保證

金，本判決除認履約保證金為違約金外，就同契約條款約定一併沒收之軟、硬體視為準違約

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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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萬五千元相抵扣後，仍無餘額可得請求。從而，上訴人本於系爭

合約之法律關係，訴請被上訴人給付二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元本息，

於法無據，不應准許…末查，系爭合約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無

法履行，被上訴人得依法解除契約並沒收上訴人所交貨之硬體、軟體

及履約保證金。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五條第八款解除契約並沒收

上訴人已交貨之硬體及軟體，應屬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準違約

金』，蓋依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之規定，解除契約後雙方互負回復原

狀之義務。然系爭契約第五條第八款之規定係使上訴人回復請求權喪

失，核其性質不失為違約金之一種，為原審所合法確定之事實，則原

審未予以酌減，此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行使，不能泛指其為違法。」 

（三）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604 號判決97 

「…依同一契約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約定，系爭履約保證金係供擔

保被上訴人履行契約及違約時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核屬違約金性

質。衡諸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規定，法院就約定之違約金金額過高

者，自得酌減至相當之金額。…再審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狀況

及上訴人所受前揭實際損失暨被上訴人無違約惡意等情，認上訴人以

被上訴人交付如附表一所示之定期存單三紙共計四百四十九萬二千

一百二十五元充作違約金而不予退還，顯然過高，應酌減為定期存單

一紙（附表一編號三所示部分）之金額一百四十九萬七千三百七十五

元，方屬公允。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其餘如附表一編號一、

二所示之定期存單二紙，即屬有理。為原審心證之所由得，並說明兩

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無庸逐一論述之理由，因而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

人返還附表一編號一、二所示二紙定期存單部分，廢棄第一審所為被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改判如其聲明。經核於法洵無違誤。上訴意旨，

猶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契約之職權行使，指摘原判決對

其不利部分不當，聲明廢棄，非有理由。」 
                                                 
97 本案係某營造公司承攬內政部營建署某宿舍工程，因廠商延誤履約而終止契約並沒收履約保

證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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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信託讓與擔保 

（一）最高法院 94 年台上字第 1209 號裁判98 

「承攬契約之承攬人交付履約保證金予定作人，係以擔保承攬

債務之履行為目的，信託的讓與其所有權予定作人。此項保證金之返

還請求權，附有於約定返還期限屆至時，無應由承攬人負擔保責任之

事由發生，或縱有應由承攬人負擔保責任之事由發生，惟於扣除承攬

人應負擔保責任之賠償金額後猶有餘額之停止條件。」 

 

第二項、學說文獻 

第一款、違約定金 

依據郭玲惠教授見解：「所謂『履約保證金』係債務人訂約時所

繳納之保證金，目的在於擔保契約之履行，性質上屬於違約定金性

質。至於其違約金之內涵，如未特別約定，性質上應為『最低損害賠

償總額之預定』。」99 

另葉英蕙女士則引據鄭玉波教授對定金的看法，認為民法規定之

定金，其主要目的在於確保契約之履行，只要以此目的而交付者，即

為定金，至於是否使用定金之名稱，則非所問100，而表示「履約保證

金目的為確保契約之履行，且於訂約之初已然交付，應屬訂金中之一

種類型。」101 
 

                                                 
98 本案係某營造公司承攬嘉義縣阿里山鄉公所社區更新土地重劃工程，因故停工致遭機關終止

契約，其差額保證金是否核退之爭議。 
99 郭玲惠，工程契約中之給付遲延與懲罰性違約金，月旦法學教室第 11 期，2003 年 9 月，頁 8。 
100 鄭玉波，前揭註 36，頁 335。 
101 葉英蕙，前揭註 30，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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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信託讓與擔保 

謝在全教授在其著作102中表示：「我國社會常見之押金103或保證

金，並非質權…通說認為押金或保證金之交付，乃債務人以擔保債務

之履行為目的，將特定金錢之所有權移轉於受領人即債權人之信託的

所有權讓與行為（信託的所有權讓與說）。惟債權人就此項金錢負有

附停止條件之返還義務，其停止條件為交付押金或保證金之債務人所

負債務之履行完畢。易言之，債務人債務履行完畢時，停止條件成就，

對受領押金或保證金之債權人所享有之返還請求權發生效力，得對之

請求返還，否則，債權人在自己之債權未全部清償前，無返還之義務。

且就未履行之債務，當然得就押金或保證金抵充之，如有剩餘再返還

之。因之，他債權人對於尚未生效之返還請求權，不能亦無從請求強

制執行，受領押租金之債權人於債權受清償後，始有返還義務，是亦

達受優先清償之目的。此說與實際情形符合，且最能說明押金或保證

金之性質與機能，較為可採104。」 

林誠二教授亦謂：「…實際上『押租金』與履約保證金同，民法

條文中並無此用語，土地法之用語則稱為『擔保』（土地法第 98 條第

1 項、第 99 條第 1 項）、『擔保金』（土地法第 99 條第 2 項），出租人

於受領押租金時取得其所有權，於租期屆滿承租人履行所有義務（給
                                                 
102 謝在全，民法物權論（下），新學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年 6 月修訂四版，頁 215。 
103 此押金，即所謂押租金，又稱擔保金。「押租」一語，為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對於押租金之法

定用語，見該條例第 14 條、第 23 條。我國其他法律或民間傳統上尚有稱押租金為「擔保金」

（土地法第 99 條第 2 項、第 112 條第 2 項）、保證金、壓地金（台灣民間）、榷租、頂首、座

租、押櫃、按櫃（大陸各省）者，惟押金、押租、擔保金等語仍為較常被使用之名稱。又在

日本則稱押租金為「敷金」；德國則稱押租金為 Kautionsgeld、Mietkaution 或稱 Barkaution，

屬於一種之租賃擔保（Mietsicherheiten），參見德民法第 551 條。又國內常見一種之「押租制

度」，係指承租人提供一筆較大之資金給出租人，並以此資金之利息抵充房屋租金，承租人為

確保其押金返還請求權，常對出租人該筆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制度。此外，內政部地

政司頒布房屋租賃定型化契約範本時，為避免名詞之混淆，依據土地法規定統一使用「擔保

金」一詞，亦值注意。參考吳秀明，租賃，收於黃立主編之民法債編各論（上），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出版，2002 年 7 月初版第一刷，頁 394。 
104 押租金法律性質之學說見解尚包括：不規則質權說、債權質說、抵銷預約說、附解除條件消

費寄託與質權契約說、附解除條件之債權說、伴有附停止條件返還債務之所有權移轉說等，

參考吳啟賓，論押租金，收於鄭玉波主編之民法債編論文選輯（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發行，

1984 年 7 月初版，頁 1044-1046；史尚寬，押租之研究，收於鄭玉波主編之民法債編論文選

輯（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發行，1984 年 7 月初版，頁 1033-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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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租金、回復原狀等）時返還，其目的與履約保證金均相同，即擔保

債務人履行債務。因此，土地法第 99 條第 2 項定已交付之擔保金，

超過二個月房屋租金之限度者，承租人以超過之部分抵付房租，此一

規定並不是以押租金（擔保金）作為租金給付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或

違約金等，而是代為履行租金給付義務。至於承租人如有破壞租賃物

致出租人受到損害而未賠償時，出租人亦得由押租金中扣抵，此抵銷

之效力與履約保證金用以抵銷違約金或損害賠償，如出一轍。」105 

洪羽柔律師也持相同見解，謂：「履約保證金之法律性質，應較

類似押租金之概念，亦即視為附有停止條件之信託讓與擔保，承包商

為擔保其債務履行或損害賠償之債務，將履約保證金交付予業主，承

包商對該履約保證金之返還請求權附有『工契契約終了且承包商無債

務不履行情形』之停止條件，惟承包商有債務不履行時，履約保金所

『擔保』之範圍究係實際損害亦或僅係所謂『最低損害賠償數額預定』

之違約定金？仍應視當事人間所約定之履約保證金條款而判斷該履

約保證金所擔保之內容為何，不能一概而論。」106 

第三款、擔保權 

謝哲勝教授於其著作表示：「履約保證金既然也是履約的擔保，

與定金類似，但一般交易上，並無契約成立後另行交付定金以擔保履

約，因此，履約保證金視為擔保權即可，而雙方又約定違約時沒收履

約保證金，即是對於違約時損害賠償額的預定，即是違約金的約定，

因此也具有違約金的性質，而有民法第二五二條規定的適用。即使認

為是定金性質，因違約定金本質也是違約金，所以，也有民法第二五

二條規定的適用。」107 
 

                                                 
105 林誠二，前揭註 40，頁 45-46。 
106 洪羽柔，工程履約保證性質之初步檢討，萬國法律 127 期，2003 年 2 月，頁 13。 
107 謝哲勝、李金松，工程契約理論與求償實務，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叢書（五），2005 年

11 月，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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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問題探討 

第一款、履約保證金與定金之差異 

（一）定金之概念 

定金乃一締約人向他締約人，因締結契約及確保契約履行所為之

給付。為增強相對人對契約之忠誠，有許多當事人將定金作為保證履

行之處罰。在具體法律行為中，定金用以提醒當事人履行義務，借由

部分履行表示其已置身於契約，若無當事人間的協議或訴訟，將無法

自行退出此一關係。定金的性質係屬從契約、要物契約、非要式契約，

其成立原則上以主契約之成立為前提，如主契約因解除或其他原因消

滅時，定金契約亦歸於消滅108。 

定金制度起源甚早，羅馬法中定金是當事人為表示願意訂立契

約、或證明契約成立、或保證契約的履行，而由一方交付他方的金錢

或財物109，故因訂金交付目的及作用之不同，可以分為成約定金、證

約定金、違約定金與解約定金。如以定金做為擔保不履行契約之損害

賠償者，謂之違約定金，當交付之一方不履行契約時，對方得沒收其

定金，反之若收受之一方不履行契約時，須加倍返還其定金110，其與

違約金同樣具有間接強制債務履行的效力111。 

違約定金之性質一般有主張「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最低損害

賠償額之預定」或「違約罰」者112。損害賠償總額預定說，指除契約

另有訂明外，債權人只得沒收定金或請求加倍返還定金，不得更請求

其他損害賠償113；最低賠償數額預定說，係參考德國民法第 338 條規

                                                 
108 黃立，前揭註 45，頁 526-527。 
109 費安玲，前揭註 42，頁 493。 
110 鄭玉波，前揭註 36，頁 335。 
111 費安玲，前揭註 42，頁 497。 
112 錢國成，違約金與違約定金，法令月刊第 42 卷第 10 期，1991 年 10 月，頁 7。 
113 鄭玉波，前揭註 36，頁 337-338。該主張學者尚包括：史尚寬、胡長清、戴修瓚、何孝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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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認為定金應作為賠償額之一部，沒收訂金尚有不足時仍得請求賠

償114；而違約罰說，則除沒收定金外尚可就所受損害請求賠償115。 

（二）差異性比較 

由於違約定金係作為擔保不履行契約之損害賠償，與履約保證金

係擔保契約履行及充抵損害賠償性質相仿，且履約保證金與違約定金

同樣均有事先交付之態樣，故有認為履約保證金之性質應屬違約定金

之論。 

然而，若深究其間差異，可以發現定金通常均具有證約的功能

116，但履約保證金就法規規定或實務運作上，均無證約的意涵117；此

外，若以效果論二者亦不相同，蓋交付定金之一方違約不得要求返還

定金，但若收受定金之一方違約，則須加倍返還定金，是違約定金可

以拘束債權人及債務人雙方。但是，依據政府採購實務，殊難理解如

果招標機關違約時，會有加倍返還履約保證金之情形存在118！是履約

保證金只能拘束提供履約保證金之債務人，並不及於債權人。因此，

履約保證金實不宜解為違約定金。 

                                                 
114 黃立，前揭註 45，頁 493-494。該主張之學者有：王伯琦、孫森焱等。另民國 71 年 3 月 13

日司法院第 1 期司法業務研究會結論亦為相同見解，謂：「民法第 249 條規定之定金，係違約

定金，為最低賠償額之預定，故所受損害如超過定金時，仍得依民法第 226 條規定，請求額

外之損害賠償。」 
115 錢國成，前揭註 112，頁 7；該主張之學者尚包括：洪文瀾及梅仲協等。 
116 錢國成，前揭註 112，頁 7。 
117 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機關辦理簽約，得不以廠商先繳納

履約保證金為條件。」且按通說，在招標程序中，招標公告應該是要約的引誘，廠商投標為

要約，政府決標是對於要約的承諾，是此時契約業已成立。亦即在無要式之約定時，當主標

人宣布決標或機關決標通知送達得標廠商時，雙方即成立採購契約。是以履約保證金在採購

契約中並無任何證約之功能。參考黃立，投標低於底價八成應繳差額保證金的問題，月旦法

學雜誌第 56 期，2000 年 1 月，頁 163；張祥暉，前揭註 56，頁 44。 
118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64 規定：「採購契約得訂明因政策變更，廠商依契約繼續履行反而不符公

共利益者，機關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並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

損失。」並無加倍返還履約保證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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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履約保證金與違約金之差異 

（一）違約金之概念 

所謂違約金，係指當事人締約時，就契約債務人於債務不履行、

給付遲延或違反其他契約上義務時，約定應以一定金額之給付，作為

賠償額預定或處罰之承諾119。通說分為賠償預定性違約金及懲罰性違

約金兩種120。 

懲罰性違約金，為於債務不履行時債務人須支付違約金外，關於

其因債之關係所應負之一切責任均不因而受影響，故債權人除得請求

支付違約金外，並得請求履行債務、或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至於

賠償預定性違約金，則是以違約金為債務不履行所生損害之賠償額，

經當事人於損害發生前預先約定者121，此時為請求權併存，即債權人

僅得就債務履行或違約金之支付二者，擇一行使122。至於違約金之性

質為何，應依當事人意思定之，如當事人未為約定，則依據民法第

250 條第 2 項規定，該違約金「視為因不履行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

至於如約定僅就債務人不於適當時期或不依適當方法履行債務時，即

須支付違約金者，此時違約金視為因不於適當時期或不依適當方法履

行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且債權人仍得請求履行債務。 

由於懲罰性違約金除了請求違約金外，尚可請求履約，則如履約

或不履約所生之損害賠償亦可請求，故具有「積極攻擊性」；至於賠

償預定性違約金則在請求違約金後，即不能再就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119 黃立，前揭註 45，頁 532。 
120 學者幾乎都將違約金分成懲罰性與損害賠償預定性兩類，參照史尚寛，債法總論、王伯琦，

民法債編總論、何孝元，民法債編總論、鄭玉波，民法債編總論、孫森焱，民法債編總論、

邱聰智，民法債編通則、曾隆興，民法債編總論；另參照最高法院 62 年台上字第 1394 號判

例：「違約金有屬於懲罰之性質者，有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者…」。參考林忠義，違約金

分類標準之建立暨現行法違約金相關問題之省思──評最高法院八十三年度台上字第二八七

九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7 期，1996 年 10 月，頁 109。依該文表示除此二類外，應容有

當事人自行約定的其他類型。 
121 孫森焱，論違約金與解約金，法令月刊第 47 卷第 12 期，1996 年 12 月，頁 662。 
122 黃立，前揭註 45，頁 535；鄭玉波，前揭註 36，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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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具有「消極防守性」，但二者仍皆具有防止債務人債務不履行之作

用的性質123，且在確保契約之履行觀點，與定金相同。惟違約金與定

金仍有區別，定金是當事人間建立起一種信用關係，使定金所承擔之

功能得以實現，而違約金主要是一種責任方式，其根本目的在於制裁

違約行為；且定金必須於主契約履行前交付，違約金則須發生違約行

為後，才須交付。 

（二）差異性比較 

履約保證金在實務上常被視為違約金，不外乎因其具有「沒收條

款」的約定124。而所謂「沒收條款」，係指當事人在契約中載明於一

定情況發生時，履約保證金即不予返還的約定條款，例如因可歸責於

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契約者，履約保證金不予發還等125即是一

例。而通常從沒收條款呈現出的違約及可能涉及的損害賠償內容觀

之，其與作為違約損害賠償額預定之違約金，可說是幾無二致。 

然而，由於履約保證金之功能及目的，本在於擔保契約之履行，

而不是作為損害賠償之預定，不應視為違約金。至於所謂「沒收約

款」，亦僅為履約保證金不予發還情況（充抵各項違約所生之請求權

126）其中一例，原即不能代表履約保證金全部之規定，就基於履約保

證金擔保目的，如將該沒收約款解為對違約金之充抵，體系上亦顯得

較為合理。是以，實不能因履約保證金有沒收約款之存在，而謂履約

保證金即為違約金。 

此外，履約保證金基於擔保目的之遂行，依採購實務作法，係於

採購契約成立後，廠商即依約定有繳付履約保證金的義務127，但違約

                                                 
123 林忠義，前揭註 120，頁 106。 
124 參考呂彥彬，前揭註 34，頁 79-80。 
125 參見前第二章第二節第四款。 
126 參見本章第二節第二項。 
127 依據「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18 條規定，履約保證金之繳納期限，由機關視

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中合理訂定之。但屬查核金額以上之採購，應訂定 14 日

以上之合理期限。而廠商依契約規定須繳納履約保證金係「擔保之約定」，本質上係一債之

約定，原則上僅賦予機關可以請求廠商提出一定擔保的權利，至於機關是否能夠在實際上獲

得所約定之擔保，基本上仍取決廠商的意願。參考呂彥彬，前揭註 34，頁 18。惟依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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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則是在債務人因有故意或過失違約時，才得以請求。是以履約保證

金與違約金在目的上及提出之時間點均不相同。至於實務上，法院為

適用民法第 251、252 條酌減之規定，而將履約保證金解為違約金者，

則實有倒果為因之違誤128。 

第三款、履約保證金與押租金之差異 

（一）押租金之概念 

押租金一般係指租賃契約成立時，為擔保承租人之租金或損害賠

償債務，而由承租人交付出租人之金錢或其他替代物。出租人應於租

賃關係終了後，承租人無債務不履行且將租賃物返還出租人時，將押

租金返還於承租人，如承租人有欠租或應負損害賠償債務之情形者，

出租人即可自押租金中直接扣抵受償並返還其餘額129。 

押租金之性質學說各異，包括：不規則質說、債權質說、抵銷預

約說、及信託的所有權讓與說等。首先，所謂不規則質，係謂押租契

約為質權設定契約，且係在不特定之金錢或其他代替物上設定質權。

然我國民法動產質權之標的物須為特定有體物，並無不規則質之概

念，此說顯無理由。其次，有關債權質說，是謂交付押租金之人對出

租人有請求返還之債權，故出租人於此債權上取得權利質權。然究其

實際關係，乃出租人收受押租金係欲以押租金抵充清償債務，而不是

於將來之返還請求權設定質權，故此說亦不符事實。再者，所謂抵銷

預約說，係謂押租契約為當事人間預行約定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時，債

權人得以其債權與押租金返還之債務相抵銷，而滿足其債權。然依此

說，出租人對於其他一般債權人將無就押租金為優先受償之權，亦與

                                                                                                                                            
採購實務之運作，常有以押標金轉換為保證金的方式，以防止廠商未依約定繳納履約保證金

的困擾，至若廠商得標後無法或不願依約定提出履約保證金者，按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6 款規定「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間內，繳足保證金或提供擔保」者，押標金將不予發還。 

128 洪羽柔，前揭註 106，頁 11。 
129 吳秀明，前揭註 103，頁 39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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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租之本質不符130。 

至於信託的所有權讓與說，則謂押租金交付人以擔付承租人因租

賃所生之債務為目的，移轉押租金之所有權與出租人，約定租賃關係

終了、無債務不履行時，出租人即應返還其全部，若有債務不履行時，

當然就押租金扣抵受償而僅返還其餘額。因此，受領押租金之出租人

僅負附停止條件之返還押租金債務，在自己之債權受清償前，不負返

還之義務，且出租人就押租金抵充承租人之債務有優先權，交付押租

金者之其他債權人不得就尚未發生返還請求權之押租金，施行強制執

行131。由於該說能適切解釋押租金雙方之法律關係及其本質，也成為

我國之通說。 

而押租金之特徵則包括，其屬物之擔保、為獨立於租賃契約外的

契約、與租賃契約關係為從契約、要物契約132且為讓與擔保。其擔保

之債權，原則上以因租賃關係所生之債權為範圍，主要有租金、租金

之遲延利息，以及承租人因違反契約上之其他義務（如保管義務），

所生之損害賠償等133。 

（二）差異性比較 

我國民法並未就押租金設有明文規定，但實務上押租金實為我國

租賃法律關係中，承租人主要的債權擔保工具。出租人藉由收受承租

人所提出之押租金，作為將來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因租賃關係所生損害

賠償之抵充。而履約保證金亦非我國民法明文所規定，但同樣亦為政

府採購實務上，招標機關主要之債權擔保工具。招標機關藉由要求廠

                                                 
130 史尚宽，前揭註 104，頁 1033-1034；吳啟賓，前指註 104，頁 1044-1045。 
131 史尚宽，前揭註 104，頁 1033-1034；吳啟賓，前指註 104，頁 1044-1045。 
132 有關押租是否為要物契約，我國實務採肯定說，如 28 年院字第 1909 號解釋文提到：「押金契

約為要物契約，以金錢之交付為其成立要件」；又 65 年台上字第 156 號判例要旨亦謂：「若因

擔保承租人之債務而接受押租金，則為別一契約，並不包括在內，此項押租金契約為要物契

約，以金錢之交付為其成立要件，押租金債權之移轉，自亦須交付金錢，始生效力。」惟吳

秀明教授表示：「宜以押租金契約之性質為諾成契約而非要物契約為當，當事人就押租金之意

思表示一致時，契約即為成立，承租人依此債權契約，即負有交付押租金給出租人之義務，

而押租金之交付授受與所有權之讓與，乃履行此一債權契約之物權行為，兩者應予以區別。」

參考吳秀明，前揭註 103，頁 398-400。 
133 參考吳秀明，前揭註 103，頁 39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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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繳納履約保證金，作為擔保未來廠商如發生債務不履行時，其有關

損害賠償請求權得以充抵。由此觀之，履約保證金與押租金之性質顯

然沒有不同。 

惟一般押租金多以金錢繳付，因金錢之所有權往往與占有合為一

體，金錢占有之取得通常即為所有權之取得，故以金錢供債權之擔保

而移轉其占有，所有權亦隨同移轉，與質權之設定不移轉所有權之性

質不符，不能認係質權134，故通說認為押租金之交付，乃債務人以擔

保債務之履行為目的，將特定金錢之所有權移轉於債權人之信託的所

有權讓與行為135。然而，由於履約保證金雖亦以金錢交付為原意，但

實務上已發展出以票據、保證書、信用狀及保證保險單代現金之交

付，且亦已蔚為大宗，而當以這些非現金之類別提出作為履約擔保

時，主觀上既無物權移轉之意思，事實上也並沒有因交付、移轉占有

而產生所有權隨同移轉的效果。 

亦即，當履約保證金係以現金交付時，因金錢移轉占有所有權亦

隨同移轉，因此可以押租金之「信託的所有權讓與」性質等同視之；

但當履約保證金係以非現金方式交付時，該項說法即無法符合實際狀

況。 

 

第四項、小結 

履約保證金並非民法所明文規定，又因其在實務運作上，具有違

約前交付的態樣，與定金相仿，而其沒收條款之約定又與違約金相

似，且參照民法第 251 條及第 252 條規定，違約金得有一部履行酌減

及金額過高酌減的規定，但定金卻無相同規範，因此，當實務上發生

履約保證金是否返還之爭議時，廠商通常會主張履約保證金之性質係

屬違約金，要求因一部履約而酌減金額，或主張履約保證金（違約金）

                                                 
134 謝在全，前揭註 102，頁 224。 
135 謝在全，前揭註 102，頁 215。普通質權之標的物為特定物，如標的物為不特定之金錢時，稱

之為不規則質。然而由於我國民法不承認不規則質之存在，因此以金錢交付之押租金並不屬

於動產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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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約定過高，而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反之，在該類爭議中，招標機

關則通常會主張履約保證金之性質係屬定金，並無酌減之適用。是以

履約保證金之性質為何，常成為訴訟攻防上的重點。 

然而深究履約保證金在政府採購制度中的規範架構、使用目的及

功能，實難認為履約保證金具有約定為定金的目的，蓋通常採購契約

之確立與否，係以機關決標而定，而不是以履約保證金之交付為準

據。況且，契約解釋首重於締約當事人原意，而以採購實務運作中招

標機關與廠商雙方間對履約保證金的認知而言，並無以履約保證金為

定金來拘束雙方當事人的意思，因此，即不應將履約保證金解釋為定

金。 

至於履約保證金於約定一定情形發生即予沒收的條款，雖規範方

式似乎與違約金相同，但由於履約保證金不予發還情形眾多，「沒收

約款」僅為各種情形之一，如據此即認定履約保證金為違約金，則將

忽略履約保證金整體規範目的，特別是履約保證金除「沒收約款」外，

尚有「抵充約款」存在，如履約保證金係屬違約金，則對於履約保證

金既為違約金又亦得抵充損害賠償的約定條款，將形成解釋及制度上

的混亂。 

因此，履約保證金既不應定位為民法上之定金，也不是違約金，

而應回歸探討履約保證金設立之目的及功能。依照採購實務發展，政

府機關為能確保其採購任務完成、債權得以實現，最初係採用廠商提

供殷實商店擔保，其後再發展為以履約保證金方式辦理，但其目的仍

不脫為擔保契約之履行。而此種交付現金作為擔保的方式，又因金錢

之特性，在於移轉占有即形同所有權的移轉，故認為以現金交付之履

約保證金與押租金同具有讓與擔保之性質，殊值贊同。 

惟依照現行政府採購法規定，履約保證金得以現金及非現金之方

式繳付，亦即，就現行採購實務中所謂的「履約保證金」而言，其法

律內涵並不等於金錢，而有時可能是指一紙有價證券的債權憑證、一

張銀行的保證書或信用狀、抑或是一份保險公司開立的保證保險單…

等，而該類形態之繳付方式通常都不涉及所有權的移轉，如仍比照現



 54

金交付而逕以讓與擔保的概念一以貫之，將造成相關機制之混淆。至

於學說涉及履約保證金之論述，雖均明確定義履約保證金為現金交付

態樣，再進而討論其性質，惟因政府採購法規範方式，履約保證金顯

然已成為眾多擔保態樣的上位概念，如僅以現金為論述，則將難以就

履約保證金之全貌為一完整的說明。 

因此，履約保證金之性質，與其論究其為定金、違約金、抑或等

同於押租金的所有權讓與擔保等，不如仍僅以其為擔保權視之即可，

依照其在政府採購實務，用以擔保履約的目的及功能為主軸，並依其

擔保涵攝範圍以及相關規範，以建構履約保證金在政府採購制度中的

特殊地位。 
 

第四節、本章結論 
履約保證金雖名為保證，但實與民法上的保證無涉，究其目的及

功能，在於擔保契約之履行、確保招標機關之債權得以實現。因其作

為擔保，同時具有壓力工具及救濟工具的效果，即藉由現金或其他票

據之繳付，造成債務人心理上的強制及壓力，以達到間接確保債權實

現的目的；惟當廠商發生債務不履行時，履約保證金即得用以抵充相

關賠償或請求，以達到經濟上填補損害的救濟功能。 

政府採購契約債務人（廠商）所負之債務，通常為非金錢給付的

作為義務，而履約保證金本質上係以金錢衡量之擔保，則當發生債務

不履行時，履約保證金無法直接當作原定給付內容的代替136，因此履

約保證金所為之擔保，並不是擔保原定給付內容的實現，而係擔保當

廠商發生債務不履行時，機關所得行使之相關請求權得以實現。而履

約保證金的效力即其所擔保之相關請求權，包括：債務不履行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瑕疵擔保請求權、依約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違約金請

求權以及已支領價金返還請求權等。 

                                                 
136 例如押租金係以金錢為擔保，而債務人給付租金之債務亦為金錢給付之債務，則當發生債務

不履行時，押租金用以抵充租金，即得以押租金擔保原定給付內容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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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履約保證金之性質，學說及實務上多所探討，有謂為質權、

違約定金、違約金或是等同押租金之所有權讓與擔保等。然而，由於

履約保證金僅拘束債務人（廠商）而不及於債權人（機關），與定金

得拘束契約雙方當事人不同。況且履約保證金不具證約之功能，以及

採購實務機關及廠商並無以履約保證金為定金之意思等，而認為履約

保證金並非民法上之定金。 

至於履約保證金因「沒收約款」之約定方式與違約金相仿，實務

上常因此而將履約保證金定性為違約金。然而，由於沒收約款僅為履

約保證金不予發還的眾多情形之一，並不足以代表履約保證金之全

貌，況如以此認定履約保證金為違約金，則對於履約保證金又得充抵

損害賠償之約款，將造成解釋上的矛盾。因此，基於體系上之完整，

以履約保證金擔保請求權的功能出發，可將沒收約款解釋為抵充違約

金的過程，而所沒收者實為與履約保證金同額之違約金，亦即履約保

證金本質上並非違約金。 

至於將履約保證金定性為等同押租金之所有權讓與擔保，在以現

金交付之情況下，因繳付之金錢移轉占有同時也發生所有權移轉，且

機關與廠商雙方當事人亦均共識該金錢係作為擔保之用，因此符合

「所有權讓與擔保」性質，也成為以現金交付履約保證金的情形時，

可以被理解與接受的看法。然而由於依據現行政府採購法之規範架

構，履約保證金並不僅止於以現金繳納，尚包括非現金之有價證券、

保證書、信用狀或保證保險單，而該繳納類型通常並無伴隨所有權移

轉的情形，因此，如蓋以「履約保證金」具讓與擔保的性質，將造成

一般認知上的混淆，畢竟履約保證金在現行法制上乃係各項擔保類型

之上位概念，而不再只具現金之涵義而已。 

因此，履約保證金之性質仍應回歸其所由設立之目的及功能，以

其擔保履約為軸，輔以擔保效力所及範圍，建構政府採購實務上專屬

於履約保證金的規範制度，或較能符合實際之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