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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美國履約擔保制度之比較 

第一節、概說 
美國政府採購為防止政府機關於採購過程中遭受損失，在制度上

設有取得金融保護的相關規定137，不管是招標或是契約履行階段，大

部分會要求廠商須提供一定之擔保 138。參照美國聯邦採購規則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第二十八節內容，即為針對政府採

購案件──包括財物、勞務及工程案，有關所需之擔保內容、擔保金

額及各項擔保工具等項目之明確規範。 

美國政府採購擔保方式，雖然亦包括了企業或個人擔保、有價證

券、信用狀等金融工具，但原則上卻係以保證狀（bond）為規範主體

139，保證狀在實務上也是廠商或機關最常選擇使用的擔保方式140。加

上經由米勒法案立法要求政府公共工程案承商，就承攬一定金額以上

工程案件，即必須提供履約及付款保證狀（performance and payment 

bond）等規定，而讓保證狀成為美國政府採購擔保制度上，相當重要

的一環。 

為了解美國政府採購相關擔保制度之面向，擬分別就米勒法案、

政府採購規則及其各項保證狀之內容，加以說明。 
                                                 
137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part 28:Bonds and Insurance, issued March 2005 by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Department of Defense/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http://www.arnet.gov/far/ visited on 2009.1.4 

138 依據聯邦採購規則規定：對於無須提供履約或履約及付款保證的案件即不得要求投標保證，

且一般而言，除特殊情形，非工程案件即不必要求提供履約及付款保證。See FAR 28.101-1
（a）”A contracting officer shall not require a bid guarantee unless a performance bond or a 
performance and payment bond is also required….” & FAR 28.103-1（a）” Generally, agencies shall 
not require performance and payment bonds for other than construction contracts. However, 
performance and payment bonds may be used as permitted in 28.103-2 and 28.103-3.” 

139 聯邦採購規則第 28 節標題即為” Bonds and Insurance”，有關企業或個人擔保及其他金融工具

則為保證狀之替代。See FAR 28.201（a）” Agencies shall obtain adequate security for bonds 
required or used with a contract for supplies or service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Acceptable forms 
of security include—(1) Corporate or individual sureties; or (2) Any of the types of security 
authorized in lieu of sureties by 28.204.” 

140 See Amy Dawson, Understanding commercial suretyship: bid, performance and payment bonds, 
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Magazine, July/August, 1993 



 57

第二節、米勒法案141 

第一項、目的及沿革 

美國國會在 1935 制定米勒法案（the Miller Act），其立法目的主

要在保護聯邦政府、以及在聯邦政府公共工程案件142中提供勞務的下

包商及材料供應商，因而立法規定要求一定金額143以上公共工程案件

之主承包商，必須提供政府履約保證狀（performance bonds）及付款

保證狀（payment bonds），以確保聯邦政府不會因承包商無法履約而

遭受損失，而同時也讓參與該工程案件的下包商及材料供應商們，可

以確保取得應有之貨款及報酬。 

事實上，該法案最特別的目的就是為保護下包商及供應商的利

益。因為，根據美國各州政府法規，一般工程案件中提供勞務的下包

商及材料的供應商，如果因主承包商未能支付貨款，即可以針對該工

程取得承攬人優先權144（mechanics’ liens），以確保其權益。然而，自

1888 年法院對公共財產可免除承攬人優先權的判決開始145，無異是

剝奪了下包商及供應商既有權利，因此也才開始有了以立法規範主承

包商取具保證狀的方式，來確保下包商及供應商可以取得貨款。 

                                                 
141 本節內容主要係參考 Brian A. Darst & Lee P. Curtis,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contracting, 

Federal Publications LLC, 2007 
142 See Title Guar. & Trust Co. v. Crane Co., 219 U.S. 24, 1910，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a vessel is 

a public works and that whether or not a work is “public” does not depend upon its being attached 
to the soil. Instead, if it “belongs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ublic,” it is a public work. ---- cited 
in Patricia H. Wittie, Unpaid ship repair subcontractors and miller act waivers: time for a change? 
Procurement Lawyer, Spring, 2007 

143 米勒法案最初規定超過 25,000 美金的工程即須提供保證狀，1994 年制定「聯邦採購合理化法

案」（the Federal Acquisition Streamlining Act）提高門檻金額為 100,000 美金。 
144 承攬人優先權係指為擔保因加工、修繕、保存動產或不動產而生勞務報酬或材料費用，係由

成文法所創設的優先權，其為一種特權，而享有 mechanics’ liens 的主體包括：對於房屋或鐵

路之建造或修繕、為改善河川氾濫而建造堤防，提供勞務或材料之人；以及基於與所有人或

其代理人、委託人、承攬人、次承攬人之契約，而提供勞務或材料之人。以上解釋參考黃健

彰，美國法上優先權 lien 之研究，國立中正大學法學集刊，2008 年 12 月。 
145 See Amy Dawson，supra note 140。而依據法院判決理由，下包商及供應商無法取得承攬人優

先權的原因是基於主權豁免條款的排除。See F.D. Rich Co. v. United States ex rel. Indus. 
Lumber Co., 739F.2d 1287（7th Cir. 1984）See also Department of the Army v. Blue Fox, Inc.,525 
U.S.25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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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1935 年制定米勒法案時，規定付款保證狀的賠償責任上限

為 250 萬美元，隨著時代演變及近年來工程業界的成長，這樣的上限

金額顯然已不符工程實務上的需要，因為在該保證限額下，讓有些下

包商及供應商並無法獲得賠償；此外，許多主承包商也會要求下包及

供應商，在履約之前先行放棄付款保證的求償權利，以致於當主承包

商無法付款給下包時，下包商們又回到求助無門的狀態。這些在在都

違反了米勒法案當初制定的目的。 

因此，國會在 1999 年通過了「工程業付款保護法案」（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Paym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9）以修正米勒法案

的相關缺失。首先，該法案取消了付款保證的上限，機關可以決定賠

償金額，而且該金額不能比履約保證金額低；其次，禁止主承包商要

求下包商預先放棄付款保證求償的權利；同時也取消了下包商對有關

通知必須採用掛號郵件的規定，所有通知可以用有收據的私人快遞，

甚至是可以被證明的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以符合時代潮流。 
 

第二項、規範內容 

第一款、超過十萬元之工程案 

依據米勒法案規定，所有超過十萬美元的工程案承包商，必須提

供下列二項保證狀： 

（1） 履約保證狀──履約保證金額可以由機關以保護政府為理由來

決定適當金額，不過通常為百分之百的契約總價，如果契約價

款增加，保證金額亦必須相應增加。 

（2） 付款保證狀──付款保證金額必須等於照契約條款所有應支付

的總額，但如果機關認定該金額不實際時，機關應決定付款保

證金額，但不可以低於履約保證金額。如果契約價款增加，保

證金額亦必須相應增加。此時，承包商可以採用在既有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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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上增加金額、取得額外的保證狀，或是採用其他的付款保護

機制來處理146。 

履約保證狀及付款保證狀都必須由合格的保證公司發出，合格保

證公司會列在「財政部名單」（the Treasury List），該名單係由財政部

依照保證公司資料審核，並於每年 7 月 1 日公布於聯邦登記（Federal 

Register）147，且開放於 www.fms.treas.gov/c570/c570.html 網頁供各機

關查詢。承包商必須在開工前提出保證狀，如果承包商無法提出可以

被接受的保證狀時，即屬違約而將肇致解約的後果。 

第二款、不到十萬元之工程案 

原米勒法案規定契約超過二萬五千美元的工程案，必須提供保證

狀，但自 1994 年國會制定「聯邦採購合理化法案」（the Federal 

Acquisition Streamlining Act）後，提高該門檻金額為十萬美元，但法

規仍保留機關可以針對不到十萬美元的工程案，選擇下列二種以上方

式作為擔保，而承包商則須依據機關的規定，在接到開工通知前提出

其中之一為擔保148： 

（1） 付款保證（a payment bond）； 

（2） 不可撤銷信用狀（an 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146 See FAR 28.102-2（d）” Securing additional payment protection. If the contract price increases, the 

Government must secure any needed additional protection by directing the contractor to—(1) 
Increase the penal sum of the existing bond; (2) Obtain an additional bond; or(3) Furnish additional 
alternative payment protection.” 

147  “This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Federal Register once a year on July 1.”----See 
http://www.surety.org/content.cfm?lid=11&catid=2 visited on 2009/1/8 

148 See FAR 28.102-1（b）”(1) Pursuant to 40 U.S.C. 3132, for construction contracts greater than 
$30,000, but not greater than $100,000,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shall select two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payment protections, giving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to inclusion of an 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as one of the selected alternatives:” (i) A payment bond. (ii) An 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ILC).(iii) A tripartite escrow agreement. The prime contractor establishes an escrow account in a 
federally in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enters into a tripartite escrow agreement with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as escrow agent, and all of the suppliers of labor and material. The escrow 
agreement shall establish the terms of payment under the contract and of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mong the parties. The Government makes payments to the contractor’s escrow account, and the 
escrow agent distributes the pay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reement, or triggers the disputes 
resolution procedures if required.(iv) Certificates of deposit. The contractor deposits certificates of 
deposit from a federally in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with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in an acceptable 
form, executable by the contracting officer.(v) A deposit of the types of security listed in 28.204-1 
and 28.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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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方公證協議（a tripartite escrow agreement）； 

（4） 擔保品證明（a certificate of deposit）； 

（5） 其他擔保品（a deposit of the one of the types of securities listed in 

FAR 28.204-1 and 28.204-2）。 
 

第三項、小米勒法案 

聯邦政府制定米勒法案後，美國五十州、哥倫比亞特區（the 

District of Columbia）以及波多黎各（Puerto Rico）和幾乎所有的地方

政府均紛紛仿效，制定大同小異的法規，要求一定門檻金額以上的公

共工程案件必須提供保證狀，一般統稱之為「小米勒法案」（the Little 

Miller Acts）149。 

例如美國德州政府法（Tex. Gov’t Code），即規定州政府二萬五千

美元以上合約者，承包商必須提供付款保證狀150；美國密西根州法

（Michigan Compiled Law）則就交通工程及與政府機關超過五萬美元

以上新建、變更或維修的公共工程合約，分別要求提供履約及付款保

證狀151；密蘇里州法規定超過二萬五千美元案須提供付款保證152，而

其他各州亦均有類似之規定153。 
 

                                                 
149 See Jessica Ryan, Surety’s role in public construction, American City & County, February 1999, 

http://americancityandcounty.com/mag/government_suretys_role_public/ visited on 2009.1.4; See 
also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 The abcs of contractors’ surety bonds, Illinois Bar 
Journal, May 1994; See also Phillip G. Alber, Making sense out of performance and payment bonds, 
Michigan Bar Journal, October 1992  See also Amy Dawson，supra note 140 

150 See Tex. Gov’t Code §2253.021（a）（2）,formerly known as the McGregor Act, cited in David D. 
Peden, Taxas Mechanic’s lien and bond claim Law: the construction lien, 
http://library.findlaw.com/1999/Oct/1/126219.html visited on 2009.1.4 

151 See Michigan Compiled Law §570.101 & §129.201 cited in Phillip G. Alber, supra note 149 
152 See Mo. Rev. Stat. §107.170（2） 
153 See Lawrence Lerner & Theodore M. Baum, Performance bond manual of the 50 states, district of 

Columbia, Puerto Rico, and federal jurisdiction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6; See also Wayne 
D. Lambert, Todd R. Braggins,& J. Blake Wilcox, Payment bond manual,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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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成文法及普通法保證狀 

由於米勒法案及小米勒法案的規定，美國聯邦及州政府公共工程

案件多會要求承包商提供履約或付款保證狀，而經由公共工程的帶動

下，私人業者也開始使用相同類型的保證狀，避免介入廠商與下包商

或供應商的付款爭議，防止下包商或供應商主張承攬人優先權，同時

預防廠商違約的問題，因此私部門保證狀也廣泛應用在建築業界，成

為私人業主安心進行簽約的誘因154。 

依據米勒法案或小米勒法案規定，因公共工程案件所簽發的保證

狀，原則上稱之為成文法保證狀（statutory bonds），而因私部門工程

案件所簽發的保證狀，因非基於成文法規定而適用普通法，因此稱之

為普通法保證狀（common law bonds）155。 

然而，對法院審理而言，判斷成文法保證狀及普通法保證狀，並

不全然以是否為公部門所用作為判斷標準，通常還會以保證狀上所載

有關義務人及保證人的義務作判斷，如果該義務僅符合最基本的法規

要求時，即認定為成文法保證狀，若該義務大於法規要求時，則為普

通法保證狀156。但若成文法保證狀內容較法規規定為狹隘時，會以法

規優先；但若保證內容較法規要求更廣泛時，該保證狀就必須依照其

白紙黑字所寫的內容來執行157。 

雖然法院處理成文法保證狀與普通法保證狀並無明顯歧異158，但

仍可發現在某些規範上的不同，會實際影響到判決的結果。例如，依

據佛羅里達州法院實務見解，因為佛羅里達州法規定，所有公共工程

所提供之保證狀，必須引述該法有關訴訟期限為一年的規定，如果保

證狀未為引述而形成模糊地帶時，應解釋為有利於被保護的受益人─

─如政府機關、下包商及供應商。因此，該保證狀因未引述法規，而

                                                 
154 See Amy Dawson，supra note 140 
155 See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supra note 149 
156 See Robert B. Ansley, Smith, Currie & Hancock’s common sense construction law, second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5 p.367 
157 See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supra note 149 
15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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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適用普通法保證狀的規定，訴訟期限因而長達五年159。 
 

第五項、政府及保險公司的責任 

依據米勒法案有關付款保證狀規定，聯邦政府並沒有因此產生直

接對下包商或供應商負擔任何契約上或法定上的義務，聯邦政府不需

直接支付下包商或供應商貨款，而且，政府也不能因為承包商未對下

包商付款，即扣留承包商應得的貨款160。下包商或供應商如欲求償未

獲支付之應得貨款，必須向承包商或保證公司提出告訴，如果誤向聯

邦政府求償將會導致敗訴的命運161。 

然而，依據付款保證狀要求，當承包商未支付下包商或供應商貨

款時，保證公司即有付款的義務。保證公司的責任以保證狀上所載保

證金額（或謂賠償總額）為限，但由於保證公司處於可能會成為最終

該負付款義務的地位，法規上亦給予保證公司一定之權利或特權，用

以維護其利益。例如，當承包商未支付下包貨款時，保證公司可以書

面通知要求政府暫停支付尾款予承包商，而此時政府即必須照辦，但

保證公司必須同意政府不會因此而負擔任何責任162。 

此外，對於任何契約上的修改，包括取得別家保證公司的額外保

證狀、增加原契約範圍外的新工作，或在原契約範圍內的加減帳超過

百分之 25 或超過五萬美元、或更新協議等，政府機關都必須取得保

證公司的同意163。 
                                                 
159 See Brian Scott Dranoff, Not all bonds are created equal: distinguishing a common law bond from a 

statutory bond, the Florida Bar Journal, February 2005 
160 See FAR 28.106-7（a）” During contract performance, agencies shall not withhold payments due 

contractors or assignees because subcontractors or suppliers have not been paid.” 
161 See Delmar Davis and the City of Great Falls v. C. E. Mitchell and Sons, 511 P.2d 316, cited in 

Jimmie Hinze, Construction contracts, second edition,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1, p.104 
162 See FAR 28.106-7（b）” If,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contract work, the Government receives written 

notice from the surety regarding the contractor’s failure to meet its obligation to its subcontractors 
or suppliers,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shall withhold final payment. However, the surety must agree to 
hold the Government harmless from any liability resulting from withholding the final payment.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will authorize final payment up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contractor and surety 
or upon a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163 See FAR 28.106-5（a）”When any contract is modified,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shall obtain the 
consent of surety if— (1) An additional bond is obtained from other than the original surety; (2) No 
additional bond is required and— (i) The modification is for new work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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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聯邦採購規則 
                   

第一項、法源依據及目的 

聯邦採購規則（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為美國歷史上第

一個為所有行政機關所建立、編纂及公布的統一採購政策及採購程序

彙編164。所使用 Acquisition 這個字來代替 Procurement 表彰「採購」

的用法，是美國國防部在 1970 年開始使用的，並在其後成為美國政

府採購法規體系的正式用語165。 

美國採購的三大基本法源依據166為：1974 年的軍事採購法167（the 

Armed Services Procurement Act of 1947, ASPA）、1949 年的聯邦財產

暨行政服務法168（the Federal Property and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ct 

of 1949, FPASA）以及 1984 年施行的契約競爭法169（the Competition in 

Contracting Act, CICA）。軍事採購法為軍事機關所遵行的採購法令，

聯邦財產暨行政服務法為一般行政單位遵行的採購法令170。至於契約

競爭法則為 1980 年代美國政府藉由是否公告招標（advertised 

bidding）的指標性評估，發現具競爭的購案不到百分之五十171，因此

在 1984 年國會藉由通過契約競爭法，再次強調政府採購規範及招標

方式，均應確保為係「完全及公開的競爭」（full and open competiotion）
172。 
                                                                                                                                            

original contract; or (ii) The modification does not change the contract scope but changes the 
contract price (upward or downward) by more than 25 percent or $50,000; or(3) Consent of surety 
is required for a novation agreement (see Subpart 42.12).” 

164 See W. Noel Keyes, Government contracts in a nutshell, fourth edition, Thomson West,2004, pXLI 
165 See R. Marshall Engelbeck, Acquisition Management, Management Concepts, 2001,p.1 
166 See Carl Lee Vacketta, Federal Government Contract Overview, January 1999, 

http://library.findlaw.com/1999/Jan/1/241470.html visited on 2009.1.4 
167 Codified at 10 U.S.C.§2301-2314 
168 Codified at 40 U.S.C.§471-514 & 41 U.S.C.§251-260 
169 Codified in scattered sections of 10,31,40,41 U.S.C. 
170 參考湯德宗，美國公共契約法制之研究－我國政府採購及委辦制度興革建議，行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編印，1993 年 9 月，頁 22 註 5 
171 See R. Marshall Engelbeck，supra note 165 
172 See Geoffrey T. Keating, Changes & claims in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Federal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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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競爭法同時也提供了聯邦機關創立單一採購規定的法源，這

就是所熟知的聯邦採購規則，而基於該法授權，聯邦採購規則也具有

法律的效力173。聯邦採購規則於 1984 年公布，可說是反應了國會數

年來，致力於為聯邦機關創建統一採購架構的努力174。因此，就如同

私部門間的商業交易有「統一商法」（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

可以規範，相對的，在與公部門的政府採購也有了「聯邦採購規則」

可以作為統一標準175。 
 

第二項、聯邦採購規則系統 

              

聯邦採購規則系統（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System）係由

一份主要文獻（ the primary ducument ）及數十份補充文獻

（supplementary ducument）所構成的176，主要文獻即前述為所有聯邦

行政機關一體適用的「聯邦採購規則」，補充文獻則係各機關為適用

或補充前者而自行頒布的細則。聯邦採購規則編於聯邦行政規則彙編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的第四十八篇第一章，第二章至

第九十九章則為其他補充細則，就內容論，聯邦採購規則有七百餘

頁，而各機關所發布的補充細則卻多達數千頁177，二者共同構成一個

相當龐大的規範系統。 

由於聯邦採購規則之內容，可由具有法定權限之機關作部分調

整，亦即機關首長可就聯邦採購規則之履行或補充，為採購規範提案

或授權機關為之，是以造成數量龐大的補充文件。然為控制機關之間

關係，機關之補充文件均必須於聯邦登記、公開並加以法典化，且其

                                                                                                                                            
LLC,2007 

173 Id. 
174 See Carl Lee Vacketta，supra note 166 
175 See R. Marshall Engelbeck，supra note 165 
176  See FAR1.101”…… The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System consists of the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FAR), which is the primary document, and agency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that implement or supplement the FAR. ……” 

177 湯德宗，前揭註 170，頁 49。 



 65

格式、安排及數字系統皆與聯邦採購規則平行178（即如前述彙編於聯

邦採購規則同篇第二章以下），而且「各機關擬定之採購規範，不應

就已包含於聯邦採購規則或較高層級機關規範內容，為不必要之重

複、改寫或重述，或與聯邦採購規則內容衝突或不一致」179。 

由於聯邦採購規則目的原本即在於建立統一、並簡化各行政機關

的採購作業程序，但對於各機關隨後另行發布補充細則部分，却又明

顯缺乏管理，以致造成各機關補充細則已較聯邦採購規則多出數倍，

由於這些條款，在實質上都可能對締約人或潛在締約人，產生不同程

度的影響，也成為聯邦採購規則系統的一大威脅180。 
 

第三項、基督條款 

由於聯邦採購規則系統如此龐大，千頁以上的規定及指令──其

中有些甚至是經國會授權而具有法的位階──必須遵守，因此聯邦政

府辦理採購時，會採用所謂的「基督條款」來解釋採購規範的效力。

亦即，當聯邦採購合約漏未包含依法律（statute）、規定（regulation）

或行政命令（executive order）要求應納入的規定時，依據法的運作

該規定自動在該合約中生效181。 

基督條款（Christian doctrine）的產生，係源於 1963 年的法院判

決，在該 G.L. Christian & Associates v. United States 案例中，由於契

約並未包括「政府便利解約條款」（the termination for convenience of 

the government clause）182，但法院最後仍以政府機關無權將法律規

定必須執行的條款排除而訂約，因而判決該條款必須包含在該契約

中生效183。 

                                                 
178 謝欣怡，美國聯邦採購規範體系簡介（二），現代地政 321 期，2008 年 03 月，頁 33。 
179 See W. Noel Keyes, supra note 164, p.12,，並參考謝欣怡中文翻譯，前揭註 178，頁 33。 
180 謝欣怡，前揭註 178，頁 33；湯德宗，前揭註 170，頁 53。 
181 See R. Marshall Engelbeck, supra note 165, p.10 
182 See FAR 2.101:” “Termination for convenience” means the exercise of the Government’s right to 

completely or partially terminate performance of work under a contract when it is in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 

183 See W. Noel Keyes, supra note 164,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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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督條款對於無強制力的條款並不適用，故聯邦採購規則

之草擬者，於各種章節中持續使用「應」（shall）的字眼，就是為了

讓法規規定可以運用基督條款的解釋，自動納為契約的一部分，藉

以降低行政機關因契約疏漏部分規定，所可能造成的損害184。 

 

第四項、規範架構 

聯邦採購規則原則上適用於一切採購（acquisition）185行為。而

所謂採購（acquisition）係指：「藉由適當預算成立之買賣或租賃契約，

以獲得供聯邦政府使用的供應或服務（含工程）之行為；而不管該供

應或服務係既有，或仍待創造、開發、展示及評估者，在所不問。」

且而「採購是始於機關需求確定時，且包括滿足機關需求規範之描

述、招標、來源選擇、決標、契約財務、契約履行、契約管理，以及

其他與運用契約滿足機關需求目的直接相關的技術及管理功能。」186 

聯邦採購規則規範架構共包括五十二節（parts），並分類為八個

子章（subcharpters），分別為： 

A、總則（General）； 

B、競爭與採購計劃（Competition and Acquisition Planning）； 

C、締約方式及契約類型（Contracting Methods and Contract Types）； 

D、社會經濟方案（Socioeconomic Programs）； 

E、一般契約規定（General Contracting Requirements）； 

F、訂定特定領域契約（Special Categories of Contracting）； 

                                                 
184 Id., p.8；謝欣怡，美國聯邦採購規範體系簡介（一），現代地政 320 期，2008 年 02 月，頁 37 
185 See FAR 1.104 :” The FAR applies to all acquisitions as defined in Part 2 of the FAR, except where 

expressly excluded.” 
186 See FAR 2.101” “Acquisition” means the acquiring by contract with appropriated funds of supplies 

or service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by and for the us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rough purchase 
or lease, whether the supplies or services are already in existence or must be created, developed, 
demonstrated, and evaluated. Acquisition begins at the point when agency needs are established 
and includes the description of requirements to satisfy agency needs, solicitation and selection of 
sources, award of contracts, contract financing, contract performance,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and 
those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function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rocess of fulfilling agency needs 
by contract.” 



 67

G、契約管理（Contract Management）；以及 

H、條款及文件（Clauses and Forms）。 

由於聯邦採購規則體系龐大，無法逐一介紹，僅基於本文研究範

圍所及，就其中「一般契約規定」子章內第二十八節「保證狀及保險」

（Bonds and Insurance），其中有關保證狀及其擔保之規定，於以下項

次分別加以介紹。 
 

第五項、有關保證狀及其他規定架構 

依據聯邦採購規則第二十八節（part 28）有關保證及其他擔保規

定，其章節架構如下： 

28.000  範圍（Scope of part） 

28.001  定義（Definitions） 

Subpart 28.1—保證及其他金融保護 

（Bonds and Other Financial） 

28.100  範圍（Scope of subpart） 

28.101  投標保證（Bid guarantees） 

28.101-1 使用方針（Policy on use） 

28.101-2   招標或契約條款 

（Solicitation provision or contract clause.） 

28.101-3  投標保證實際代理的授權 

（Authority of an attorney-in-fact for a bid bond.） 

28.101-4  不予接受的投標保證 

（Noncompliance with bid guarantee requirements.） 

28.102  工程契約之履約及付款保證狀和替代之付款保護 

（Performance and payment bonds and alternative payment 

protections for construction contracts） 

28.102-1  總論（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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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02-2  要求總額（Amount required） 

28.102-3  契約條款（Contract clauses） 

28.103  非工程契約之履約及付款保證狀 

（Performance and payment bonds for other than construction 

contracts） 

28.103-1  總論（General） 

28.103-2  履約保證狀（Performance bonds） 

28.103-3  付款保證狀（Payment bonds） 

28.103-4  契約條款（Contract clause） 

28.104  全年度履約保證狀（Annual performance bonds） 

28.105  其他保證狀型式（Other types of bonds） 

28.105-1  預付款保證狀（Advance payment bonds） 

28.105-2  專利違害保證狀（Patent infringement bonds） 

28.106  行政規定（Administration） 

28.106-1  保證狀及有關保證狀格式 

（Bonds and bond-related forms） 

28.106-2  擔保保證狀的替代（Substitution of surety bonds） 

28.106-3  額外保證狀及擔保（Additional bond and security） 

28.106-4  契約條款（Contract clause） 

28.106-5  保證公司的同意（Consent of surety） 

28.106-6  提供資訊（Furnishing information） 

28.106-7  扣留契約款（Withholding contract payment） 

28.106-8    對分包及供應商的付款 

（Payment to subcontractors or suppliers） 

Subpart 28.2—擔保及其他擔保品 

（Sureties and Other Security for Bonds） 

28.200  範圍（Scope of subpart） 

28.201  擔保的要求（Requirements for secur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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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02  可接受之企業擔保（Acceptability of corporate sureties） 

28.203  可接受之個人擔保（Acceptability of individual sureties） 

28.203-1   個人擔保的擔保利益 

（Security interests by an individual surety.） 

28.203-2  可接受的資產（Acceptability of assets） 

28.203-3  可接受的不動產（Acceptance of real property） 

28.203-4  資產的替代（Substitution of assets） 

28.203-5  解除抵押（Release of lien） 

28.203-6  契約條款（Contract clause） 

28.203-7  個人擔保之除外規定（Exclusion of individual sureties） 

28.204 企業或個人擔保之替代 

（Alternatives in lieu of corporate or individual sureties.） 

28.204-1  美國債券或票據（United States bonds or notes） 

28.204-2  證明或現金支票、銀行匯票、匯款或現金（Certified or 

cashier’s checks, bank drafts, money orders, or currency） 

28.204-3  不可撤銷信用狀（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ILC)） 

28.204-4 契約條款（Contract clause） 
 

第六項、有關各類型擔保 

參照上述有關聯邦採購規則規範架構，該第二十八節第一小節，

係有關各項保證狀之規定，其中除了涵蓋米勒法案，就門檻金額以上

所要求之履約及付款保證狀外，尚規範了投標保證187、預付款保證狀

（advance payment bonds）以及專利違害保證狀（patent infringement 

bonds）等。第二小節，則係針對保證狀開立之企業或個人條件、以

及可替代保證狀之擔保品種類予以明確規範。 

                                                 
187 換言之，履約及付款保證狀為法律要求，但投標保證僅為行政規則。See W. Noel Keyes, 

p.353: ”In Federal procurement, bid bonds are not required by statute; they are only called for by 
regulations.” supra note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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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投標保證、履約及付款保證狀為常見之保證狀種類，另由以

下第五節單獨介紹外，有關預付款保證狀及專利違害保證狀之規定，

摘略如下： 

（一） 預付款保證狀──當契約包含預付條款且沒有履約保證下，

可要求廠商提供預付款保證狀。立約機關應就保護政府需要

而決定預付款保證狀的總額188。 

（二） 專利違害保證狀──契約提供專利損害賠償時，可要求廠商

提供專利違害保證狀，且僅於該契約未要求履約保證狀、且

該立約商的財務責任未知或存疑時適用189。該保證總額應由

立約機關決定。 

依據聯邦採購規則明文規定，除法令禁止外，招標機關不應限制

投標廠商使用該規則所允許的各類型之擔保方式190。而可替代企業或

個人所提供保證狀之擔保方式，則規範於聯邦採購規則 28.204-1 到

28.204-3，包括： 

（一） 美國債券或票據──以美國債券或票據代替保證狀者，其債

券現值總額須等同於保證金額。此外，廠商必須同時提出一

份適當可行的授權書，以同意當保證失敗時，授權機關可徵

收或出售該美國債券或票據191。 

                                                 
188 See FAR 28.105-1:” Advance payment bonds may be required only when the contract contains an 

advance payment provision and a performance bond is not furnished.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shall 
determine the amount of the advance payment bond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Government.” 

189 See FAR 28.105-2:” (a) Contracts providing for patent indemnity may require these bonds only if— 
(1) A performance bond is not furnished; and (2) Th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ntractor is 
unknown or doubtful. (b)The contracting officer shall determine the penal sum.” 

190 See FAR 28.201（b）:” Solicitations shall not preclude offerors from using the types of surety or 
other security permitted by this subpart, unless prohibited by law or regulation.” 

191 See FAR 28.204-1:” Any person required to furnish a bond to the Government has the option, 
instead of furnishing a surety or sureties on the bond, of depositing certain United States bonds or 
notes in an amount equal at their par value to the penal sum of the bond (the Act of 
February 24, 1919 (31 U.S.C. 9303) and Treasury Department Circular No. 154 dated July 1, 1978 
(31 CFR Part 225)). In addition, a duly executed power of attorney and agreement authorizing the 
collection or sale of such United States bonds or notes in the event of default of the principal on the 
bond shall accompany the deposited bonds or notes.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may—(a) Turn 
securities over to the finance or other authorized agency official; or (b) Deposit them with the 
Treasurer of the United States, a Federal Reserve Bank (or branch with requisite facilities), or other 
depository designated for that purpose by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under procedures 
prescribed by the agency concerned and Treasury Department Circular No. 154 (exception: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shall deposit all bonds and notes received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with the 
Treasurer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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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證明或付款支票、銀行匯票、匯款或現金──任何被要求提

出保證狀的人可選擇以保付支票、銀行本票、銀行匯票、郵

政匯票或現金，其金額等於保證金額者，來代替保證或擔保

的提出。這些支票、滙票應以聯邦機關為受款人192。 

（三） 不可撤銷信用狀──以等同保證金額的不可撤銷信用狀代替

保證狀時，如因違約而由機關要求付款時，其提示文件僅只

要書面請求及信用狀（及確認函，如有必要）即可。此外，

僅有聯邦認可的金融機構評列為投資等級或更高者，可以發

行或確認不可撤銷信用狀。除非該發行金融機構在前一年信

用狀業績至少達 2 千 5 百萬美元；而超過 5 百萬美元的信用

狀，必須由另一個前一年信用狀業績至少達 2 千 5 百萬元的

金融機構確認。信用狀效期，如作為投標保證，信用狀應於

截標後不少於 60 天有效。如果作為履約或付款保證者，依是

否繫屬米勒法案合約，分別規定如下193： 

（1） 符合米勒法案的合約： 

i. 預定最後付款後一年 

ii. 僅就履約保證，為直到任何保證期間完成；或 

                                                 
192 See FAR 28.204-2:” Any person required to furnish a bond has an option to furnish a certified or 

cashier’s check, bank draft, Post Office money order, or currency, in an amount equal to the penal 
sum of the bond, instead of furnishing surety or sureties on the bonds. Those furnishing checks, 
drafts, or money orders shall draw them to the order of the appropriate Federal agency.” 

193 See FAR 28.204-3:” (a) Any person required to furnish a bond has the option to furnish a bond 
secured by an ILC in an amount equal to the penal sum required to be secured (see 28.204). A 
separate ILC is required for each bond.  (b) The ILC shall be irrevocable, require presentation of no 
document other than a written demand and the ILC (and letter of confirmation, if any), expire only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f) of this subsection, and be issued/confirmed by an acceptable federally 
in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g) of this subsection….…  (f) The period for 
which financial security is required shall be as follows: (1) If used as a bid guarantee, the ILC 
should expire no earlier than 60 days after the close of the bid acceptance period. (2) If used as an 
alternative to corporate or individual sureties as security for a performance or payment bond, ….…(i) 
For contracts subject to the Miller Act, the later of— (A) One year following the expected date of 
final payment;(B) For performance bonds only, until completion of any warranty period; or (C) For 
payment bonds only, until resolution of all claims filed against the payment bond during the 
one-year period following final payment.  (ii) For contracts not subject to the Miller Act, the later 
of— (A) 90 days following final payment; or (B) For performance bonds only, until completion of 
any warranty period.  (g) Only federally insur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ated investment grade or 
higher shall issue or confirm the ILC. Unless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issuing the ILC had letter of 
credit business of at least $25 million in the past year, ILCs over $5 million must be confirmed by 
another acceptable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at had letter of credit business of at least $25 million in the 
p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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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僅就付款保證，為直到最後付款後一年內，所有基於該付

款保證的索賠解決。 

（2） 非屬米勒法案的合約： 

i. 最後付款後 90 天；或 

ii. 僅就履約保證，為任何保證期間完成。 

      
 

第四節、保證 

第一項、保證制度之發展 

保證（suretyship）是一項相當古老的商業行為，依據目前所知最

早的記載，係在薩爾貢一世（Sargon I）194圖書館留存的陶版，時間

約為西元前 2750 年左右，所記載內容為：一名農夫（出租人）因參

加軍隊，將耕地讓予另一名農夫（承租人）使用，並約定所產出之農

產品半數須歸還給出租人，同時，由一位商人擔保該農夫（承租人）

的履行義務。由於該商人係來自於鄰近的城市，因此推測這是一個收

取費用的商業性擔保行為195。 

據知最早將保證編入法典者，為西元前 1792 至 1750 年的漢摩拉

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196；西元前 670 年一份巴比倫財務

保證契約則為至今留存下來最古老的書面保證契約197；至西元 150 年

羅馬帝國時代，當時所發展的保證法原則有些仍留存至今。當時保證

係以個人保證（personal suretyship）為主要發展的形式，其概念強調

                                                 
194 Sargon of Akkad, also known as Sargon the Great, was an Akkadian king famous for his conquest 

of the Sumerian city-states in the 24th and 23rd centuries BC. The founder of the Dynasty of Akkad, 
Sargon reigned for 56 years, c. 2270–2215 BC.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rgon_of_Akkad , 
visited on 2009.1.4 

195 See Willis D. Morgan, The history and economics of suretyship, Cornell L.Q., 1926, p12, cited in 
Edward Graham Gallagher, The law of suretyship, second editio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0, 
p.4 

196  See Surety Information Office website, The importance of surety bonds in construction, 
http://www.sio.org/contractor_main.html visited on 2009.1.14 

19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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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而非獲取報酬，因此為鼓勵個人願意擔任保證，制度上即提供保

證人相當的權利及可資運用的抗辯198。而羅馬法有關個人保證的特

性，也一直影響著其後在保證這個範疇中相關規範的發展199。 

個人保證的問題，通常會因為保證人未考量自己是否確有代履行

的能力，而於債務人違約時造成糾紛，十八世紀中葉，英國即經常因

這類保證糾紛而鬧上法庭，使社會普遍對個人保證失去信心200。此

外，相對於保證人而言，保證責任之癥結則在於如何確實了解主債務

人償債能力與信用，由於這需一定的調查與勘驗，並非一般人能力所

及，也因此，保證業務就逐漸由專業性的銀行或公司所取代201，而使

保證制度從個人保證（personal suretyship）發展為企業提供契約保證

（corporate contract suretyship）。最早的企業保證開始於英國，1720

年有公司提出擔保負責主人遭受僕人竊盜所受損失的保證202。而美國

American Surety Co.則是在 1884年 4月 14日於紐約成立203，並於 1887

年成為美國第一家專業簽發保證狀（surety bond）的公司204。 

就在美國 American Surety Co.成立十年後，即 1894 年，美國國會

面臨了 3,500 萬美元私人保證的債權205，因而開始採用赫德法案（the 

Heard Act）要求聯邦契約的履行須由企業提供保證。而赫德法案即為

後來米勒法案的前身。自 1894 年美國聯邦公共工程採用企業保證之

後，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保證市場，全世界 35 億美元的保證費收

入，美國即佔了百分之六十以上206。 
 

                                                 
198 See Edward Graham Gallagher, supra note 195, p.6 
199 See Barlow Burke, Reclaiming the law of suretyship,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Spring, 1997 
200 應式文，保證、保險和保證保險的比較和評析及旅遊業投保傷害險、責任險和履約保證險的

探討，保險專刊 39 期，1995 年 3 月，頁 102。 
201 林咏榮，保險法上保證保險的增設及其問題，法令月刊 45 卷 9 期，1994 年 9 月，頁 3。 
202 See Willis D. Morgan, p163, cited in Edward Graham Gallagher, supra note 195, p.26 
203 See Willis D. Morgan, p491-492, cited in Edward Graham Gallagher, supra note 195, p.27 
204 See Edward Graham Gallagher, supra note 195, p.27 
205 See Fitzpatrick & E. Buse, Fifty years of suretyship and insurance, 1946, p13-15, cited in Edward 

Graham Gallagher, supra note 195, p.28 
206 費志強，美國工程保證擔保制度的發展及應用，中國擔保論壇（中國大陸），2001，轉引自王

隆昌、沈添賜、李旭哲，前揭註 32，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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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何謂保證 

依據 Restatement of Security207定義，保證（suretyship）是指「當

一人負有義務而另一人也同時對權利人負有同樣或其他義務時所存

在的關係，權利人僅有權要求一人履約，雖二人均受該義務之拘束，

但其一人履約另一人則可免除。」208 

另依據 Restatement (Third) of Suretyship And Guaranty209對保證關

係（Suretyship Status）的定義，則謂：「因他人（主義務人）對權利

人負有債務（主義務），權利人基於契約（次義務契約）而可對該人

（次義務人）或其財產有請求權；若主義務或次義務已履行其一，則

權利人不得再請求履行另餘義務；且就主義務人和次義務人之間，以

主義務人應負主義務履行之責任或負擔履行之成本。」210而就其中所

謂次義務內容則包括下列三種情形：「（1）次義務人應履行全部或部

分的主義務；（2）當主義務人未能履行主義務時，權利人得向次義務

人或就其財產求償；（3）權利人得請求次義務人若不是向其買回主義

                                                 
207 “In 1941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romulgated the Restatement of Secutity. Division II of the 

Restatement （Sections 82 through 211）were entitled “SURETYSHIP”. These sections were 
intended to be an orderly statement of generally accepted governing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case 
law.”---- See Gary L. Monserud, Interested sureties and the restatement of suretyship: an argument 
against tender treatment, Hamline Law Review, Spring, 1992;  “The Restatements of the Law are 
treatises on U.S. legal topics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n organization of legal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as scholarly refinements of black-letter law, to "address uncertainty in 
the law through a restatement of basic legal subjects that would tell judges and lawyers what the 
law was."”----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tatement_of_the_Law visited on 2009.1.4 

208 See Restatement of Security § 82（1941）:” Suretyship is the relation which exists where one 
person has undertaken an obligation and another person is also under an obligation or other duty to 
the oblige, who is entitled to but one performance, and as between the two who are bound, one 
rather than the other should perform.” 

209 由於 1941 年的 Restatement of Security 在法院實務並沒有形成影響力，自 1941 到 1991 年總

共只有被引用 1,007 次，因此 1990 年間美國法律協會開始重擬新的 1996 Restatement of 
Suretyship And Guaranty。See Gary L. Monserud, supra note 207。  

210 See 1996 Restatement（third）of Suretyship And Guaranty § 1（1）:＂This Restatement applies and 
a secondary obligor has suretyship status whenever: (a) pursuant to contract (the "secondary 
obligation"), an obligee has recourse against a person (the "secondary obligor") or that person's 
property with respect to the obligation (the "underlying obligation") of another person (the 
"principal obligor") to that obligee; and (b) to the extent that the underlying obligation or the 
secondary obligation is performed the obligee is not entitled to performance of the other obligation; 
and (c) as between the principal obligor and the secondary obligor, it is the principal obligor who 
ought to perform the underlying obligation or bear the cost of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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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契約，就必須承擔前二種情況所產生的責任。」211 

若參考 Black's Law Dictionary 對保證（suretyship）所作的解釋，

則包括下列三種情形：「（1）當一方為另一方承擔債務、不履約或其

他失敗責任時所產生的法律關係，而雙方責任則同時產生。換言之，

在保證契約下，保證人即成為義務人義務的一方；（2）借出信用以幫

助沒有足夠信用之義務人，而其目的在當主債務人無法履約時可防止

損失；（3）保證人的地位或狀態。」212 
 

第三項、Surety、Guaranty 及 Warranty 的差異 

美國有關保證用字，常見 Suretyship 、Guaranty 以及 Warranty 等，

雖然一般中文均翻譯為「保證」，但就美國法制意義及使用上，仍有

其不同的內涵。通常 Guaranty 及 Warranty 都是為防義務人違約而與

權利人所作的保證協議，只不過二者適用對象不同罷了。Guaranty 是

指對未來某種違約所作的一種附屬的及有條件的保證，而 Warranty

則被視為是對現在及未來無條件的擔保承諾，因此，Warranty 通常會

用來對協議標的之品質、數量或權利作保證，但 Guaranty 則多會結

合第三方來保證義務人履約213。 

至於 Surety 與 Guaranty 的差別，可以由下列三方面來區分214：首

                                                 
211 See 1996 Restatement（third）of Suretyship And Guaranty § 1（2）(b):” pursuant to the secondary 

obligation, either: (i) the secondary obligor has a duty to effect, in whole or in part, the performance 
that is the subject of the underlying obligation; or (ii) the obligee has recourse against the secondary 
obligor or its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the failure of the principal obligor to perform the underlying 
obligation; or (iii) the obligee may subsequently require the secondary obligor to either purchase 
the underlying obligation from the obligee or incur the duties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i) or (ii).” 

212 “Suretyship: (1) The legal relation that arises when one party assumes liability for a debt, default, or 
other failing of a second party. • The liability of both parties begins simultaneously. In other words, 
under a contract of suretyship, a surety becomes a party to the principal obligation.(2) The lending 
of credit to aid a principal who does not have sufficient credit. • The purpose is to guard against loss 
if the principal debtor were to default. (3) The position or status of a surety.” ----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 (8th ed. 2004) ,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 visited on 2009.1.4 

213 “Both a guaranty and a warranty are agreements to make an obligee whole against the default of a 
principal, but they apply to different subjects. A guaranty is a collateral and conditional warranty 
against some default arising in the future, whereas a warranty is understood as an absolute 
undertaking in the present as well as in the future. Thus a warranty assure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or title to, the subject of an agreement, but a guarantee binds a third party for the principal’s 
fulfillment of an agreement.”----See Barlow Burke, supra note 199 

214 參考費安玲主編，前揭註 42，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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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Suretyship 中的保證人和義務人是處於同一地位，當 Surety 允諾

保證的同時，即開始承擔義務人的義務，好比保證同時即附了張擔保

支票在內，而向義務人表明：「如果義務人不（does not）履約，我會

履行」215。但是，Guaranty 保證人的義務僅於「義務人不能（can not）

履約」的情況下存在。亦即，Guaranty 的保證人對權利人表明的是：

「請先向義務人起訴，如果尚有不足才由我負責。」216 

因此， Surety 保證人及義務人可以在一個訴訟中同時成為被告，

但 Guaranty 保證人卻不能和義務人成為共同被告217。 

其次，Suretyship 中的保證人和義務人責任來源於同一契約，只

有一個約因（consideration），但是 Guaranty 則是分別、獨立的契約，

具有其獨立的新約因218。 

最後，Surety 的責任是原始的、第一位的，而 Guaranty 的責任則

為間接的、次位的。依據美國法院實務見解：「當保證人承擔了首要

且直接的責任時，不論是否附條件，對於立即或隨後將產生的情況，

就債權人而言，他們就是 Sureties；但是當所承担的責任是次位的且

附屬於義務人時，則為 Guarantors。」219 

 

                                                 
215 See Barlow Burke, supra note 199 
216 Id. 
217 Id 
218 該原則有三個例外：（1）the guarantor requests the agreement with the principal and the guaranty is 

made after the principal’s agreement is made;（2）the guarantor induces the creditor to make the 
agreement with the principal; or （3）the guarantor’s agreement is the basis of the agreement made 
with the principal.----See Earl C. Arnold, Outlines of suretyship and guaranty, 1927, cited in Barlow 
Burke, FN14, supra note 199 

219 “When the sponsors for another assume a primary and direct liability, whether conditional or not, in 
the sense of being immediate or postponed till some subsequent occurrence, to the creditor, they are 
sureties. …but when this responsibility is secondary, and collateral to that of the principal, they are 
guarantors.”----See Saint v. Wheeler and Wilson Mfg. Co., 10 So. 539（Ala. 1892）, quoted and 
discussed in Earl C. Arnold, Outlines of suretyship and guaranty, 1927, cited in Barlow Burke, 
FN14, supra note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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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保證狀 

第一項、何謂保證狀220 

保證狀（Surety bonds）是商業上成立保證的一項工具221，用以

表彰及證明保證關係中權利義務的文書，換言之，當保證公司簽發保

證狀就創造了保證關係222，保證狀為義務人無法履約時，由保證人提

供金錢賠償給權利人的書面協議223。換言之，保證狀是將義務人無法

完成工作的風險，由權利人移轉到保證人的一項工具224。 

因此，保證狀牽涉三方關係，包括：義務人（principal or principal 

obligor）225、保證人（surety or secondary obligor）226以及權利人（obligee 

or creditor）227。所謂「義務人」（principal），是指對權利人負有履行

義務的一方；所謂「保證人」（surety），是指當義務人不履約時，負

有對權利人履行或支付一定金額責任的一方；而所謂的「權利人」

（obligee）則是指擁有該履約利益的一方，也就是在保證狀中所謂的

受益人（beneficiary）228。如以工程保證狀為例，業主為權利人、承
                                                 
220 廣義的 Surety bond 包括 Fidelity bond 及狹義的 Surety bond，前者譯為忠誠保證，類似我國

民法第 756 條之 1 的人事保證，或保險法第 95 條之 1 的誠實保證保險。──參考卓家立，從

經濟的觀點論信用加強法制─以保證、信用狀、保證保險及信用衍生商品為例，國立台灣大

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3 月，頁 42。另參照 Surety Information Office 網頁將 Surety 
bonds 分為二類：Contract surety bonds 及 Commercial surety bonds，並謂：”Contract Surety Bonds 
provide financial security and construction assurance on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by 
assuring the project owner (obligee) that the contractor (principal) will perform the work and pay 
certain subcontractors, laborers, and material suppliers.”----See  What is a surety bond? , Surety 
Information Office website, http://www.sio.org/faq.html visited on 2009.1.14──本文所論即為與

履約保證相關之 Contract surety bonds。 
221 See John F. Dobbyn, Insurance law in a nutshell, fourth edition, Thomson West, 2003, p.442 
222 See Phillip G. Alber, supra note 149 
223 “A surety bond is a written agreement that usually provides for monetary compensation in case the 

principal fails to perform the acts as promised.”----See The Surety & Fideli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website, http://www.surety.org/content.cfm?lid=70&catid=2 visited on 2009.1.13 

224 See, Judith H.B. Maxwell, Esq., Surety bonds, ASHRAE Journal, February 2005, p62 
225 “ The Restatement of Suretyship uses the terms “principal obligor”, “secondary obligor”, “oblige” 

or “creditor” in describing the parties to a suretyship obligation or instrument. .….use the terms 
“principal”, “surety”, “oblige” because they are used in surety practice.”----See T. Scott Leo,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 surety and some suretyship defenses,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Summer 1993, FN1  

226 Id. 
227 Id. 
228 See Jimmie Hinze, supra note 161,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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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工程的廠商為義務人，而簽發保證狀的保證公司即為保證人。三方

關係可以下列圖例表示229： 

 

 步驟一：義務人取得保證人的服務 

 

 

 

 

步驟二：結合義務人 

履行之契約予以保證 步驟三：保證人對權利人 

  保證義務人履約（保證人對義 

  務人不履約負責） 

 

 

保證狀主要內容包括義務（obligation）及條件（conditions）二

部分，「義務」是指規範保證狀各方的責任，而「條件」則規範了啟

動義務的各種情形230。原則上，保證狀格式及內容，大部分是制式的，

例如成文法保證狀即由政府機關規定，聯邦採購規則 28.106-1 裡便列

有各項保證狀之標準格式；至於私人業界所使用的普通法保證狀，則

通常會採用美國建築師協會（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

所制定之保證狀格式231。 

 

第二項、保證狀與保險單的差異 

美國保證狀業務最初是由保險公司兼營，自 1884 年第一家保證

                                                 
229 Id. p.90 
230 See John F. Dobbyn, supra note 221, p.448 
231 e.g.,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 Document A311, Performance bond and labor and 

material payment bond（1970）& AIA Document A312, Performance bond and payment bond 
（1984）---- See T. Scott Leo, supra note 225 

權利人 

義務人 保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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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立後，才開始有單獨經營保證之保證公司，且在赫德法案之後

許多保證公司紛紛成立。惟二十世紀初因競爭激烈，引發保證公司倒

閉事件，保證業者向全國保險監理官聯合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請求援助，隨後美國保證協會（The Surety 

& Fideli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formerly known as The Sure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於 1908 年成立，經由這兩個機構調查資料都

認為保證公司有管理之必要，由於保險公司早由各州立法管理，因此

在 1945 年以後，各州逐漸將保證公司也納入保險法以內，一併由保

險監理官監督管理232。 

依目前實務，許多保險公司同時具有保證業務部門233，而且經營

保證業務也是由各州政府的保險主管單位核准234，因此，保證與保險

在外觀上看似有許多相似的地方，例如：同由州保險委員會管理、同

為風險轉移工具、以及同樣提供財務損失的賠償235等。然而，就其法

律關係觀察，保證與保險原理並不相同，而保證狀（surety bond）並

非等於保險單（insurance policy）。 

首先，保險單是保險公司與被保險人間的雙方契約，目的在保障

被保險人特定類型的損失；而保證狀則為三方協議，義務人所買的保

證狀並非為了自己，而是保障第三者權利人的損失236。其次，保險費

是基於實際風險率計算的，但保證狀費用卻是固定的，該費用的收取

只是一種行政手續費的性質，或者類似於銀行放貸所收的利息237。 

第三，保險是將被保險者的損失風險，分散於所有的投保者之

間，因此保險是風險分配的工具，保險人不會（依規定也不能）從被

                                                 
232 參考應式文，前揭註 200，頁 102。 
233 ” Most large property and casualty insurance companies have surety departments. In addition, there 

are some companies for which surety bonds make up all or most of their business.” ----See The 
Surety & Fideli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website: 
http://www.surety.org/content.cfm?lid=11&catid=2 visited on 2009.1.10 

234 Id.:” ……In either case, in order for a company to write a surety bo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must 
be licensed by the insurance department of one or more states.” 

235 See The Surety & Fideli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website:.: 
http://www.surety.org/content.cfm?lid=70&catid=2 visited on 2008.1.10 

236 See Jimmie Hinze, supra note 161 , p.90 
23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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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再尋求賠償238。但是，保證的前提是沒有損失的，如果預計有

損失就不會簽發保證，義務人必須同意賠償保證人因保證而支付的所

有費用，而為防止任何損失，保證人通常也會要求義務人或其相關人

提出賠償協議（idemnity agreement）。此外，即使沒有賠償協議，基

於衡平代位（equitable subrogation）的法理，保證人在代義務人履約

或支付貨款後，即「立於義務人的地位」（steps into the shoes of the 

contractor），而可向任何義務人可以求償的對象，代位求償其所受的

損失239。 

第四，保險是針對特定損失，但保證狀卻包括任何損失240。第五，

保險可以移轉風險，在保險期間保險公司通常有能力取消保險單，但

保證則不同，保證狀一經發出即具效力，視為不可撤銷（irrevocable），

即使保證費用未繳都不影響其效力241。最後應注意的差異，在於保險

是損害賠償，保險人的義務只有在被保險人產生損失時才開始，但保

證人責任則在義務人違約即開始，因此以權利人觀點而言，保證優於

保險，因為提出違約證明比提出損失證明要容易的多242。 
 

第三項、保證狀類型 

美國政府採購有關之保證狀，主要包括投標保證狀、履約保證狀

及付款保證狀等三種，茲分別介紹如下： 

第一款、投標保證狀 

投標保證狀（bid bond）的目的，在於確保如果投標者的報價被

接受時，投標者會依該報價簽約，並能提出所要求的履約及付款保證

狀243，用以保護政府免於得標商不肯簽約的締約前（pre-contract）風

                                                 
238 See Barlow Burke, supra note 199 
239 See Jimmie Hinze, supra note 161, p.91 
240 Id. 
241 Id. 
242 See Barlow Burke, supra note 199 
243 See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supra note 149; See also Jimmie Hinze, supra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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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244，以及確保投標者在參標過程具有財務上的支持245，同時，也可

以防止得標商不簽約所可能危及競爭性投標制度的健全及利益246。 

如果投標廠商在決標後一定期間內不簽約或無法提出所需之保

證狀時，機關可以廠商違約而終止該契約247，同時並可向投標保證狀

的保證人請求賠償機關的損失。而通常投標保證狀會以下列三種情況

約定損失248：第一，該損失為得標者與次低標的價差；第二，為投標

標價的一定百分比，如果違約須照該金額全額賠償；第三，綜合上述

兩者，而約定為得標者與次低標的價差，但賠償上限為標價之一定百

分比。依據聯邦採購規則要求，該百分比須至少為標價的百分之二

十，但不能超過三百萬美元249。 

基於上述不同約定會讓投標保證狀具有不同的意義。例如，當約

定廠商違約即須没收全額押標保證金時，此時保證狀會被當作是約定

的損害賠償（a liquidation of damages）、但具有責任限制（limitation of 

liability）；若約定廠商違約須賠償與次低標價差時，則此時保證狀是

被當作一種擔保工具（a security device）使用。對於最常使用賠償價

差並同時約定賠償上限的投標保證狀，則傾向被視為是一項請求文書

（a demand instrument）250。 

投標保證狀的保證人面對機關請求賠償時，通常可以主張的三項

抗辯251，包括：（一）契約範圍和招標內容有重大的變更；（二）機關

未依規定時間而延遲決標；（三）嚴重錯誤的報價造成不合理的契約

價格。而這裡所謂的報價錯誤，必須是事實錯誤（a mistake of fact）
                                                                                                                                            

161, p.95 
244 See Thomas J. Kelleher Jr., Smith, Currie & Hancock’s Federal government contracts: a practical 

guide for the industry professional,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8, p.376 
245 Id., p.377 
246 See Paul Grodecki, Bids and bonds, Ashrae Journal, 1998 
247 See FAR 52.228-1（d）:”If the successful bidder, upon acceptance of its bid by the Government 

within the period specified for acceptance, fails to execute all contractual documents or furnish 
executed bond(s) within 10 days after receipt of the forms by the bidder,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may terminate the contract for default.” 

248 See John F. Dobbyn, supra note 221, p.452 
249 See FAR 28.101-2（b）:” …..The bid guarantee amount shall be at least 20 percent of the bid price 

but shall not exceed $3 million. When the penal sum is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a maximum 
dollar limitation may be stated.” 

250 See Jimmie Hinze, supra note 161, p.95 
251 See Thomas J. Kelleher Jr., supra note 244, p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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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包括判斷錯誤（errors in judgment）252，法院對於報價錯誤是否

足以讓投標廠商及保證人免責時，通常會就誠信、錯誤的疏失程度、

是否造成投標廠商及保證人承擔嚴重的財務損失、是否對業主不公

平，以及投標廠商和保證人是否即時通知等方面加以考量253。 

 

第二款、履約保證狀 

（一）意義 

履約保證狀（performance bonds）是保證完全及忠實的履行契

約254，通常用於工程案以確保該工程將依照契約完成，特別是在承

商（義務人）違約時用以保護業主的權益（權利人）255。換言之，

履約保證狀是保證如果承商不確實履約，其仍有具財務上責任的一

方（保證人）為後盾256。亦即，當承商違約時，保證人將會依照所

保證的契約履行257。 

因此，廠商違約將啟動保證人義務，此時權利人必須聲明廠商

違約、並終止契約，然後通知保證人258。而所謂的違約（default in 

performance），其類型通常包括：廠商停工（abandonment of the 

work）、怠工（failure to prosecute or perform the work diligently）、未

支付材料或下包商貨款、工作品質不良（sub-par work）或不符契

約要求259等，該違約程度必須是嚴重破壞契約（a material breach of 

the contract）約定的情形，如果只是部分（partial）或輕微（minor）

                                                 
252 See Jimmie Hinze, supra note 161, p.95 
253 See John F. Dobbyn, supra note 221, p.454 
254 “A performance bond guarantees the full and faithful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See THE 

SURETY ASS’N. OF AM., GLOSSARY:FIDELITY AND SURETY 24, 1997 quoted on Robert J. 
Duke, The tucker act and payment bond surety’s equitable claim of subrogation-- post-blue fox: 
keys to the courthouse doors,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Fall 2004  

255 Id.  
256 See Jimmie Hinze, supra note 161, p.98 
257 See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supra note 149 
258 Id. 
259 See Amy Dawson，supra note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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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違反契約260，或是無害的（harmless）、可以輕易改正的問題（easily 

curable），都不足以構成違約261。 

當權利人通知義務人違約時，保證人首先會查證廠商行為是否

違約、該違約是否重大且足以構成終止契約，以及權利人是否也善

盡其契約責任，因為當權利人先違反契約時，保證人即可不用為當

事人的違約負責，例如，權利人未盡其付款的義務等262。因此，誰

先違約就成為關鍵的問題。當然，有時討論誰先違約只是保證人及

義務人用來討價還價的手段263。 

 

（二）保證人的責任選項 

如果對違約沒有爭議時，通常保證人會有下列選項來完成其保證

責任264： 

第一， 對義務人提供財務上援助（financing the contractor），以

協助義務人完成契約。通常該方式會在義務人提出書面請求、其賠償

協議人同意，且合理期待可求償的情況下採用。而且通常也會在當工

程將近完工的情形下使用，因為當只剩一些工作時，若更換廠商將使

工程反而受到過度的拖延及干擾。 

第二， 保證人自行接管並完成工程（takeover and completion by 

the surety）。通常，當契約接近完工，且完工時間緊迫時，自行接管

會是最佳的選項，此時，保證人會直接成為契約責任下的立約商，雖

然保證人不會自己施工，但可由其另行僱用的廠商完成工程。 

第三， 重新招標新廠商（tender of a new contractor），由該新廠商

                                                 
260 See L&A Contracting Co. v. Southern Concrete Servs., 17 F.3d 106（5th Cir. 1994）quoted in  

Robert B. Ansley, supra note 156, p.366 
261 See James A. Knox, What constitutes a default sufficient to justify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The 

Surety’s Perspective, 2 Const Lawyer 1, 1981; See also Mary J. McElroy, et al, Defaults and 
disputes during and after construction, HCLE Dec. 6, 1981----cited in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FN30, supra note 149  

262 See Thomas J. Kelleher Jr., supra note 244, p386 
263 See, Judith H.B. Maxwell, Esq., supra note 224 
264 See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supra note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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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利人簽約，如果新約的價金高於剩餘工程款的話，則該額外的價

金即由保證人支付。該方式與接管類似，但差別在於保證人可以在一

開始確定賠償金額，而不是持續支付到完工的所有費用，而且當新廠

商與權利人簽約，新廠商會提供他自己的保證人，而原保證人即解除

責任而脫離該案。 

第四， 協議付款（a cash settlement），或稱買回保證狀（buying 

back the bond），係指保證人與權利人協商，藉由支付一定金額給權利

人自行完工，而解除其保證責任。對保證人而言，這個方式的好處是

可以快速的從該案件中脫身。只是保證人利用協商付款後，要再向義

務人或賠償協議人要求賠償時，必須能顯示其係基於誠信基礎而進行

協商的。 

當然，如果保證人認為權利人違約在先或解約不合法，其保證責

任已被解除時，保證人就不會履行上述責任。通常這樣的爭議接著就

會走向訴訟求償的途徑。而如果權利人勝訴，保證人就必須賠償權利

人完工成本加上後續的損害（賠償上限為保證狀金額），而且在保證

人不誠信履行保證責任的情況下，權利人所獲得之損害賠償可能就不

受保證狀金額的限制。 

保證人責任選項通常會在保證狀中約定。依據聯邦採購規則所訂

之標準履約保證狀265內容，當廠商違約時保證人責任只限於支付賠償

金，但聯邦採購規則也授權訂約機關，在考量政府利益前提下可以考

慮接受保證人提出的完工建議266。因此，就美國政府採購而言，實務

上保證人選項將以訂約機關可接受的方案為限267。 
 

                                                 
265 See FAR53.301-25: Standard Form 25（performance bond） 
266 See FAR49.404:” (b) Since the surety is liable for damages resulting from the contractor’s default, 

the surety has certai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tract work and application of 
any undisbursed funds. herefore,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must consider carefully the surety’s 
proposals for completing the contract.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must take a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 including the possible effect upon the Government’s rights against the 
surety. (c)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should permit surety offers to complete the contract, unless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believes that the persons or firms proposed by the surety to complete the work 
are not competent and qualified or the proposal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Government.” 

267 See Thomas J. Kelleher Jr., supra note 244, p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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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證人的抗辯 

依據履約保證狀內容，保證人係承諾與義務人連帶且分別（jointly 

and severally）對義務人負責268，保證人責任與義務人責任共同擴張

（coextensive），且保證人為義務人所負擔的責任不能高於義務人本

身。因此，所有義務人所能主張的抗辯，保證人均可以主張，如前所

述及，當權利人未付款給義務人時，保證人就能以此為不必履約的抗

辯。而同樣的，對於義務人無法主張的抗辦，保證人自然也不能主張

269。 

除主張義務人抗辯，保證人亦具本身獨立抗辯，一般稱之為技術

抗辯（technical defenses）──這是基於保證狀本身或所約定求償情

形所產生的。例如，保證人對於簽發保證狀之前的義務人行為不必負

責270，因為保證狀尚未生效。而如果保證狀載明限制條款──典型的

作法是對提出訴訟求償的期限作限制271──，若未遵守該條款亦將成

為保證人有力的抗辯。 

此外，基於保證狀只約束保證人承擔確定的風險，因此當權利人

得知或應得知、而保證人無從知悉的重大風險增加時，權利人必須將

該資訊告知保證人。依據這樣的義務及原則，當權利人未及時通知違

約、契約內容重大改變、未經其同意就予義務人展期、草率付款、溢

付貨款或未依契約規定保留一定比率的貨款等等，由於增加保證人風

險並實質擴張了保證人的責任，因此保證人可以據此主張免責272。至

於權利人解除當事人責任或與當事人約定不會訴訟的情況，亦將輕易

被解讀為是終止保證協議，成為保證人解除責任的有力抗辯273。 
 

                                                 
268 See FAR53.301-25: Standard Form 25（performance bond） 
269 See Thomas J. Kelleher Jr., supra note 244, p389; See also Robert B. Ansley, supra note 156, p.371 
270 Id. 
271 See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supra note 149 
272 Id. 
273 See Barlow Burke, supra note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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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證人的權利 

保證人除了主張免責抗辯外，亦具有一定權利以避免或減少損

失。這些權利就普通法而言包括：免除（exoneration）、求償（indemnity）

以及代位（subrogation）274。 

免除權在普通法原則為：「支付債務之前，保證人可要求義務人

免除，保證人對最終應由義務人負責的損失，沒有義務損及自己的財

產。」275，亦即當基於保證狀而索賠時，保證人可以要求保證狀義務

人以其個人財產支付該項賠償。至於求償權，則是強迫義務人歸還保

證人的任何損失。求償權通常會藉由賠償協議的約定，使該賠償責任

不僅及於義務人也擴及賠償協議人。而賠償協議內容通常會將所有損

失、成本、費用含蓋在內，甚至包括實際因該保證狀所產生的律師費

用276。 

免除權與求償權的差異，在於免除權是產生索賠時即已成立，但

求償權則必須在支付賠償之後才會成立。 

保證人第三個權利是代位權。代位權（subrogation）在英美法是

用以描述，一人為自己利益，替代他人而向他人對第三者之權利為主

張的過程277，亦即當保證人完成履約278後，即可取得義務人對業主或

                                                 
274 See Phillip G. Alber, supra note 149 
275 “…before paying a debt, a surety may call upon the principal to exonerate him by discharging it; 

(the surety is ) not obliged to make inroads into his own resources when the loss must in the end 
fall upon the principal.”---See Admiral Oriental, Inc v. United States, 86 F2d 201 2d Cir. 1936, 
quoted in Id. FN37 

276 Id. 
277 “The term is used in the context of English and Commonwealth law to describe a process by which 

one party is substituted for another so that he may enforce that other’s rights against a third party 
for his own benefit.”---See Charles Mitchell, The law of subrog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 “Historically, subrogation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substitution of one person（the 
surety）in place of another（the creditor）with respect to the other’s lawful claim or rights.”---See  
Edward Graham Gallagher, supra note 195, p.419 

278 The right of subrogation involves four elements:”An obligation of the contractor to the owner; The 
failure of the contractor to perform that obligation; Rights in the owner arising from the 
contractor’s failure to perform; The performance by the surety, pursuant to the suretyship, of the 
obligation which the contractor has failed to perform.”:see Daniel Mungall, Jr., The buffeting of the 
subrogation rights of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 bond surety by United States v. Munsey Trust Co., 
46 Ins. Couns. J., 607, 1979, cited in Robert J. Duke, supra note 254, FN 19。” A surety cannot 
stand in the shoes of a contractor and demand payment of re-procurement costs where the surety 
has not completed the contract.”---See W. Noel Keyes, supra note 164, p.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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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包的所有權利279。代位權的主要案例是 Pearlman v Reliance Ins 

Co280，該案保證人依保證狀付款給勞工及供應商，完工後保證人要求

取得義務人應得的契約價款。最高法院在判決保證人勝訴中表示： 

「傳統上，保證人被迫為義務人付款即被視為有權要求賠償，縱

使如本案缺少契約承諾的情況下亦同。相較於保證人支付他人債務而

擁有受款人所有權利以確保賠償的說法，有些原則的建立可能更適

切，這個原則已廣泛用於國內即為所謂代位權……。」281 

依據代位權，保證人相對於所有其他人，就義務人對權利人的契

約價款具有優先權282。保證人對契約價款的優先權具有相當強的效

力，其優先於銀行借款人283，甚至優先於破產托管人284，如經過事先

約定，亦可優於權利人對貨款的抵銷權285。此外，保證人的代位權也

包括義務人對下包的權利。因此，保證人可以主張所有的下包契約條

款，其至對保證工程的下包提起訴訟286。 
 

                                                 
279 “…the surety might be subrogated not only to the rights of the obligee, but to the rights of the 

principal/ contractor and the payment claimants it pays.” See T. Scott Leo, supra note 225, FN36  
280 371 US 132, 9 L Ed2d 190, 83 S Ct 232, 1962---quoted in Id. FN40;該案係有關 Dutcher 公司和政

府機關簽約承作 Lawrence Seaway Project，並提出由 Reliance 保險公司簽發的履約及付款保

證，後因 Dutcher 公司財務出現困難而由 Reliance 保險公司代為支付約 350,000 美元給下包

商，但政府機關卻把契約餘款 87,000 給了 Dutcher 公司的破產托管人 Pearlman 公司，因此

Reliance 公司向 Pearlman 公司提出告訴。See Robert J. Duke, supra note 254  
281 “Traditionally sureties compelled to pay debts for their principal have been deemed entitled to 

reimbursement, even without a contractual promise such as the surety here had. And probably there 
are a few doctrines better established than that a surety who pays the debt of another is entitled to 
all the rights of the person he paid to enforce his rights to be reimbursed. This rule, widely applied 
in this country and generally known as the right of subrogation….” quoted in Phillip G. Alber, supra 
note 149 

282 Id. 
283 See Prairie State Nat’l Bank v. United States, 164 U.S. 227, 1896; 該案是有關 Sundberg 廠商簽約

在德州建海關大樓案，該廠商向銀行借款並以契約尾款作擔保，但履約保證人 Charles 
Hitchcock 在建商違約後完成該工程，高等法院判決保證人具代位權而優於銀行，法院表示，

保證人完成工程後，所代位的不只限於建商的權利，也及於政府使用契約基金的權利。See also 
Henningsen v. United States Fidelity & Guaranty Co., 208 U.S. 404, 1908, 該案是有關

Henningsen 公司和政府簽約承攬軍事基地工程，並提供由 USF&G 公司簽發的履約及付款保

證狀，隨後 Henningsen 從 the National Commerce Bank of Seattle 取得貸款，並以契約價款作

擔保。因為 Henningsen 沒有付下包款項而由 USF&G 公司支付。USF&G 為了取回損失及獲

得契約價款，提訴要求禁止銀行取得任何契約價款。Quoted in Robert J. Duke, supra note 254. 
284 See Pearlman v. Reliance Ins. Co., supra note 280 
285 See Robert B. Ansley, supra note 156, p.374 
286 See Phillip G. Alber, supra note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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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賠償人對保證人的抗辯 

由於保證人簽發保證狀並非保險，不會預設任何損失的產生，因

此為預防仍有可能發生的索賠，保證人會要求保證狀義務人及其公司

股東、員工或配偶等簽下賠償協議（indemnity agreements）287。賠償

協議的內容一般會要求：當義務人違約時，工地現場的所有工具材料

及設備，以及對後續契約款的利益均轉讓予保證人；義務人必須負責

賠償，使保證人不必承擔任何損失、費用或索賠；義務人需提出一筆

擔保金以預防可能產生的索賠等288。 

僅管賠償協議內容至為廣泛，但賠償人也不是完全沒有抗辯餘

地。例如，保證狀前提是當義務人違約時保證人才有賠償責任，如果

保證人未確認違約以及權利人是否逾越權限時，賠償人即可以此為抗

辯289。相反的，對於保證人不合理的拒絕可降低賠償人損失的協議

（settlement offer）時，賠償人就可以對超過該協議以外的實際損害，

免除其賠償責任290。 

然而實務上，賠償協議通常也會明確約定保證人具有和權利人協

議的權利291，而且這樣的約定也都有效。只是，保證人仍有義務以誠

信（good faith）及公平（fair）的方式來處理義務人、權利人以及賠

償人間的關係。如果不能顯示保證人破壞誠信義務，他就可以照賠償

協議取得賠償。而通常判定保證人破壞誠信的標準是很嚴格的，賠償

人必須證明保證人的行為具有不當動機（improper motive）或不誠實

目的（dishonest purpose）292。 
 

                                                 
287 See Robert B. Ansley, supra note 156, p.366 
288 Id. 
289 See Seaboard Sur. Co v. Dale Constr. Co., 230 F.2d 625 1st Cir. 1965; See also Angle v Banker’s Sur. 

Co., 210 F. 289 N.D.N.Y 1913  
290 See Briggs v Travelers Indem, Co., 289 So.2d 762 Fla.Dist. Ct. App. 1974 
291 “The sure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djust, settle or compromise any claim,…” see Richard K. Allen, 

Bad faith claims by the principal and indemnitors, 
http://library.findlaw.com/1995/Jan/1/130989.html visited on 2009.6.27 

292 See PSE Consulting, Inc., v Frank Mercede and Sons, Inc., 838 A.2d 135 Con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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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付款保證狀 

（一）意義 

付款保證狀（payment bond）是由保證人對提供該契約勞務或供

應材料者保證：若廠商未付款時由保證人支付293。該保證狀的受益人

為業主（即權利人），下包或供應商即被視為第三受益人，換言之，

付款保證狀是在廠商不付款時，作為解決業主對下包以及材料供應商

責任的一個方法294。依據米勒法案規定，政府工程案的承攬商必須提

出付款保證狀，以作為下包商等無法對政府工程主張承攬人優先權的

替代保護工具295，而私人業主也會使用付款保證狀，以避免介入廠商

及下包商的付款糾紛，並防止被主張承攬人優先權的困擾。 

（二）保證對象 

依據米勒法案要求，付款保證狀是確保對該合約中「所有」提供

勞務或材料的人可依法取得報酬296。由於這樣的文字規定實在太過於

廣泛，因此實務乃經由法院見解，將付款保證狀的保證對象作了相當

的限縮及界定。 

在 1944 年 Clifford F. MacEvoy Co., v United States ex rel. Tomkins 

Co.,案例297中，最高法院將米勒法案所保護的對象分為二類：包括所

有與主承攬商直接交易的勞工（laborers）、材料商（materialmen）、

下包商（subcontractors）及供應商（suppliers），稱為第一層（the first 

tier）；以及和第一層下包商（subcontractors）有直接契約關係的材料

商（materialmen）、下包商（subcontractors）及勞工（laborers），稱之

                                                 
293 See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supra note 149 
294 See Amy Dawson，supra note 140 
295 參本章第二節。 
296 See FAR28.001（5）:“A payment bond assures payments as required by law to all persons supplying 

labor or material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ork provided for in the contract.” 
297 322 U.S.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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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二層（the second tier）。如下圖所示： 
 

 

 

 

 

 

 

 

 

 

 

 The first tier the second tier 

 

基本上，只要是和主承攬商以及第一層下包商具直接契約關係的

人，都是付款保證狀的保護對象，至於該範圍以外或更遠的廠商關

係，例如供應商的供應商，則不在付款保證狀的保護範圍內。因此，

對於第二層關係而言，如何界定下包商及供應商的差別將成為是否可

以主張付款保證狀權利的關鍵298。 

1974 年 F.D. Rich Co. v. United States ex rel. Industrial Lumber Co.

案例299，最高法院對下包商的判斷標準為「與主承攬商具有實質且重

要的關係」（the substantiality and importance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ime contractor）。對於只是提供材料而不包括安裝（install）的情況，

通常並不會被認定是下包商，但如果所提供的材料是特製的，且專供

該契約所用的，則會被認定是下包商300。此外，對於下包商的判別，

還包括：是否提供付款保證狀、價格是否含銷售稅、有無進度付款或

                                                 
298 See Thomas J. Kelleher Jr., supra note 244, p380 
299 417 U.S. 116 
300 See Thomas J. Kelleher Jr., supra note 244, p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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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留款以及有無工地圖說或提供薪資表等301。 

由於付款保證狀所保護的對象，在實務上係以第一層及第二層契

約關係來判斷，以至於有些主承攬商會使用「假的下包商」（dummy 

subcontractor）來拉長契約關係，藉以避免付款保證的責任。不過法

院通常仍會讓實際的下包商及供應商可以依據付款保證狀求償302。 

（三）保證標的 

除了界定出誰是付款保證狀所保護的對象外，對付款保證狀的求

償範圍包括哪些，也是相對重要的議題。實務上可以發現，法院判決

中有大量案件是關注於何為付款保證狀下所謂「勞務」（labor）及「材

料」（material）的內容303。 

「勞務」，一般除了指在工地現場施作的勞工外，還包括下包或

材料商依據契約規範所製作或組裝材料所需的勞務304。此外，也包括

運費（freight）在內，因為，如果契約商僱工推運物料即亳無疑問是

屬於提供勞務，同理，若改用火車、卡車等較長的搬運工具運輸，則

就提供勞務而言即無本質上的不同305。對於契約約定可補償的待工時

間（waiting time），基於類似的分析下也被視為是勞務306。 

勞務成本（labor costs）原則上是包括在付款保證狀的賠償範圍

內，但比較有爭議的是附加利益的部分307，例如在 United States ex rel. 

Sherman v. Carter 案例308中，公司因勞資協議須捐款給工會的健康福

利基金，該捐款被視為勞務成本，亦為付款保證狀所保證的內容。 

至於「材料」的範圍，照實務見解則幾乎已擴張解釋為任何實質

                                                 
301 Id. 
302 Id. 
303 See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supra note 149 
304 See Amy Dawson，supra note 140 
305 See Davis Standard Acc. Ins. Co. v. United States ex rel Powell, 302 US 442, 1938; See also United 

States for use of Mid Seven Transportation v. Blinderman Const. Co., 735 F Supp 272 1990, cited 
in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supra note 149, FN73 

306 See Prepakt Concrete Co. v Fidelity & Deposit Co. of Maryland, 393 F2d 187, 7th Cir. 1968, cited 
in Id. 

307 See Brian A. Darst & Lee P. Curtis, supra note 141 
308 353 U.S.210,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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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consumed）於履行該契約的東西，如表格、輪胎、燃油、

甚至包括食宿等等309。而依據米勒法案規定，所謂材料係「供履約之

用」（furnished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ork），因此通常會被理解為：

須檢驗提供者是否有合理期待該材料係會被用於該工程310。是以，這

些材料除了運到工地的，對於依契約規範所製作而尚未送抵的材料都

可以包括在內311，保證人不能以材料是否移轉給廠商來作為抗辯。 

對於非消耗性的資本設備的採購，並不包括在「材料」範圍內。

因為該設備可以使用於其他的工程案，而並未在該案中「消費」掉；

但如果是租借設備，則該租借費用即屬於「材料」範圍。同樣，如果

該設備因磨損及偶發的維修費用可以算在內，但對於重整設備的大規

模修繕費用則排除在外312。 
 
 

第六節、實務案例 
 

為能對履約保證狀有更進一步之了解，乃參考美國法院有關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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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行討論。 

第一項、保證狀與主契約關係 

履約保證狀係保證完全及忠實的履行主契約，因此履約保證狀之

內容即應與該主契約內容一併解讀，以確認保證狀所涵蓋之保證責任

範圍，而如果契約內容更有引述其他法規規定事項時，亦將使廠商有

依法規執行之責任，也成為履約保證狀所涵蓋範圍。以下所引述第一

                                                 
309 See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supra note 149 
310 Id.  
311 See Amy Dawson，supra note 140 
312 See Richard S. Wisner & James A. Knox, Jr., supra note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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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二款案例，即指明如契約約定逾期完工時廠商應付逾期違約金，

或契約約定廠商負有修補瑕疵的義務時，則該逾期違約金責任或修補

瑕疵的責任亦為履約保證狀所涵蓋。第三款案例，則因契約表示係依

據美國維州運輸道路橋樑規範執行，而依該規範機關可以按月依估價

付款，以及廠商有歸還溢付貨款之義務等，則廠商歸還溢付貨款即為

契約責任，因此亦屬履約保證狀之責任範圍。 
 

第一款、Pacific Employers Insurance Company v. City of Berkeley 

（一）事實摘要313 

柏克萊市府與 Emerald Builders 公司於 1974 年 11 月 26 日簽約，

委由該公司建造詹姆士肯尼公園社區休閒中心（the James Kenney 

Park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契約總價為 759,061 美元，並由

該公司提供 Pacific 公司（以下稱保證公司）開發之履約保證狀。本

案原訂工期 300 天，但其後經市府同意展延至 1976 年 5 月 6 日。該

公司持續施工至 1976 年 9 月 17 日後決定放棄。而至該期間，市府仍

依進度付款。因該公司放棄並由市府解約後，保證公司應市付要求，

安排其他公司接續施作至 1977 年 4 月 2 日完工，並由保證公司共支

付 138,651.82 美元的費用。惟最後市府僅給付保證公司 57,892.93 美

元，並主張為抵銷自 1976 年 5 月 6 日到 1977 年 4 月 2 日，每日以

250 美元計算的逾期違約金 82,500 美元及另外修補費用 5482.73 美元

（該部分無爭議），而扣留契約餘款 87,982.73 元。保證公司因而提出

訴訟請求契約餘款。 

（二）判決理由 

本案判決保證公司敗訴，其理由包括： 
                                                 
313 Pacific Employers Insurance Company v. City of Berkeley, 158 Cal.App.3d 145, Court of Appeals 

of California, first Appellate District, Division Three, July 9,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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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證公司應負逾期違約金責任 

依據本案保證狀內容謂：本保證義務條件為，如果當事人依

上揭契約合宜並真正的履約時，保證義務將失其效力，否則即具

有完全的效力（Now, therefore, the condition of this Obligation is 

that if the Principal shall well and truly perform the work contracted 

to be performed under said contract, then this obligation shall be void, 

otherwise to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而本案契約有關逾期

罰款則謂：如果該契約下所有工作未在標單所設時限或之前完

成，市府將受有損害。有鑑於該實際損害計算顯有困難，為此立

約商同意支付在限定完工至實際完工日止，每逾一日以美金 250

元計算之總額──並非罰款，而是預定損害賠償額（not as a 

penalty, but as a predetermined liquidated damage）。立約商並同意

市府可在契約任何到期款項下扣除該款。 

法官表示：依據一般規則，契約的履約保證狀應和契約併

論，雖然保證狀不必然包括所有的契約責任，但實務上仍應由二

者一併解讀以確定保證狀的責任範圍。是以，基於本案保證狀及

契約內容觀察，保證公司應負有契約約定之逾期違約金責任。 

2、廠商放棄合約不影響逾期違約金之存在 

保證公司雖引述二個加州案例：Bacigalupi v. Phoenix Bldg.

及 Sinnott v. Schumacher，主張：當原立約商放棄合約即導致逾期

違約金不適用。而所引述之 Bacigalupi v. Phoenix Bldg.案為立約

商放棄履約後，業主向保證公司要求違約金，法院認為逾期違約

金只與遲延所生損害有關，並不包括無法履約或放棄履約的損害

計算。Sinnott v. Schumacher 案則為立約商主張業主違付預付款而

放棄履約，並因而請求業主支付已支出之材料及貨款，業主反控

立約商及保證廠商，請求支付因完成工作的額外成本及衍生費

用。因立約商及保證廠商主張其損害計算已由逾期違約金約定，

法官則認為逾期違約金約定不適用於中止契約所生的損害，該損

害的計算不受制於、也不受限於逾期違約金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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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案法官認為該二案例雖係有關逾期違約金，但都是對違

約後實際損害的請求，與本案情形不同，是以並不意謂原告即不

能基於該約定而對逾期所生損害加以請求，並表示本案更適於參

照 Southern Pacific Co. v. Globe Indemnity Co.案法官的見解：「…

有不少案子，在毁約前即產生逾期違約金，實在沒有理由認為業

主應對此放棄主張。」 

至於損害期間是計算約定完工日到實際完工日的期間──

不論該實際完工是否由立約商自行完成，因損害是由逾期完成工

作所致，並非逾期完成契約所致（It is not for delay in completion of 

the contract but for delay in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k that the 

damages are provided.）。是以，逾期違約金約定並沒有隱含給予

立約商可以在期限過後，即簡單的以放棄合約來免除逾期違約金

責任的權利。同時，因保證公司係在契約規範下承受原立約商義

務而完成工作，原立約商所應負逾期違約金責任，由保證公司負

担亦屬相當，且亦符合保證公司責任不大於當事人的要求。 

3、市府並無放棄權利並得主張抵銷 

保證公司主張，當立約商已逾完工期限時，市府仍未扣除逾

期罰款而支付貨款，當屬抵銷權利的放棄（…waived the right to 

offset such damages against the contract fund.）。法官認為關於此項

主張並不足採，因為該合約 801.9 章即明白約定，市府在遲延後

接受工作或支付契約價款，該項支付並不意謂放棄或修改任何完

工期限或逾期罰款。（If the City accepts any work or makes any 

payment under this contract after a default by reason of delays, the 

payment or payments shall in no respect constitute a waiver or 

modification of any of the provisions in regard to time of completion 

and liquidated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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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Kilpatrick Bros. Painting v. Chippewa Hills School Dist 

（一）事實摘要314 

Chippewa Hills School District（以下簡稱學校）與 Kilpatrick 

Brothers Painting（以下簡稱承商）簽約進行油漆工程，並由 Merchants 

Bonding Company（以下簡稱保證公司）提供履約保證狀。後因學校

發現該工程有瑕疵，即於 2002 年 3 月 2 日及 3 月 13 日分別發函給承

商及保證公司，要求承商改善，並表示如果承商不履行改善，將依契

約 2.4.1 條款規定另雇廠商處理。2003 年 3 月 19 日學校再發函表示

承商已違約，並要求依保證狀 3.1 條款規定召集三方會議。2003 年 4

月 26 日學校發函終止契約，並表示將依契約約定以契約餘款給付予

完工廠商。承商置之不理，學校即另洽廠商完工。承商對學校提出訴

訟。 

（二）判決理由 

本案經上訴法院改判學校勝訴理由為： 

1、承商應負違約責任時，保證公司亦應負責 

保證公司雖主張只對違約及解約後的成本負責，並不及於之

前承商應負之責任。惟法院表示，依據該契約規定，業主可以就

承商費用去修正或完成承商有瑕疵的工作。而依據履約保證狀條

款，保證公司是連帶且分別的對契約負責（…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with plaintiff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即意謂保證公司必須與承商共同負擔契約責任。且契

約為履約保證狀所提及時，該二者應一併解讀（When a 

construction contract is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to a erformance 

bond, the two are to be read together）。換言之，當承商應負違約之

                                                 
314 Kilpatrick Bros. Painting v. ChippewaHillsSchool Dist., Mich.App.,2006, March 1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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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時，保證公司亦然（…if the principal can be held liable for breach 

of a construction contract, so may the surety）。是以，本案保證公司

的責任並不限於解約後所生之成本。 

2、學校並未違反保證狀之規定 

保證公司雖稱學校未依保證要求辦理通知。惟法院認為，事

實上在 2002 年 3 月 2 日及 3 月 13 日學校即通知修正工程，否則

即依契約另洽廠商修正；2002 年 3 月 19 日學校又函知承商違約

請依保證將進行三方會商；2002 年 4 月 26 日學校發函解約並要

求由保證公司負責或另雇工完成，是即已符合通知要求，此時保

證公司有義務即時（promptly）擇一履行。 

至於保證公司稱學校另洽商完成，剝奪其保證上的權利，因

此其可免除保證責任。惟因學校既未免除也未修正承商的義務，

也未損及保證公司對承商的追索權，學校並未改變保證公司的風

險。依本案所示，學校在 2002 年 5 月 6 日通知完成修正前，保

證公司既不試著安排承商履約，也沒有試著另找承商。學校因此

依契約規定另洽商承作顯然沒有違約，而縱使學校違約，保證公

司也無法舉證其已因而受有損害。 

雖保證公司又稱，學校未依約定在另僱承商前給予額外的通

知，因此解除了其保證責任。惟依據保證狀 4.4 條款明白約定保

證公司應為「合理即時的回應」（with reasonable promptness），而

當學校在 2002 年 4 月 26 日通知保證公司時，保證公司並沒有遵

守即時回應的要求，因此，學校即無再為額外通知的必要，學校

自得為決定保證公司應償付的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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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VDOT v. Selective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 

（一）事實摘要315 

NCI 公司與維州運輸部（以下簡稱 VDOT）簽約承作 28 號公路

工程，總價 1,105,200.8 美元，並由保證公司 Selective 公司簽發等額

之履約保證狀。本案契約約定須依照維州運輸道路橋樑規範執行，而

依該規範 VDOT 按月以預估方式支付貨款，最後結算如有溢付，NCI

公司即應予歸還。本案於 2001 年 12 月 3 日完工，經核算 VDOT 表

示 NCI 公司應歸還溢付貨款 56,954.5 美金及支付罰款 79,800 美金。

經 NCI 公司申訴，於 2003 年 2 月 4 日雙方最後達成協議：免除罰款

部分，但仍應歸還溢付貨款，還款期限為 2003 年 4 月 1 日。惟期限

屆至 NCI 仍未付款。至 2004 年 2 月 17 日 NCI 申請破產，2004 年 3

月 9 日 VDOT 即通知保證公司應支付 56,954.5 美金而遭拒付，VDOT

乃起訴向保證公司求償。 

（二）判決理由 

本案判決原告維州運輸部勝訴，其理由包括： 

1、履約保證狀亦包括契約所引之維州規範 

保證公司雖主張履約保證狀只及於公路施工，但法院引用履約保

證狀約定內容，認為保證狀所引述的契約亦及於維州規範，而依

該規範即有按月依估價付款的方式，同時規定承商有歸還溢付貨

款的義務，因此，該義務即為契約義務，亦為履約保證狀所涵蓋

之保證範圍。 

2、本案並無保證公司所主張的免責事項 

保證公司主張，在 2004 年 3 月 9 日之前均未被告知有溢付貨款

                                                 
315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 Departmentof Transportation v. SELECTIVE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 Va.Cir.Ct.,2005, Circuit Court of Virginia, Loudoun County, Sept. 1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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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議內容，致使保證公司無法維護其權益，是屬契約重大變

更，故保證公司得予免責。惟法院認為，契約並未要求機關應予

通知，法規也未課予機關這樣的義務。況且，依據履約保證狀約

定，廠商與保證公司是「連帶且分別負擔責任」（…NCI and 

Selective are jointly and severally bound…），保證公司的責任並無

條件，因此保證公司對於自己去了解廠商工程進度將是責無旁

貸。同時依據保證公司所提證據，也看不出有什麼慣例是機關必

須通知保證公司工程進度或違約狀況。 

3、本案求償時程並未延誤亦不構成免責 

保證公司主張該工程已於 2001 年完工，但機關却在 2003 年才求

償，因機關之延遲求償而使保證公司免責。法院則認為：合約明

白規範求償程序，所以這些期間都是可以預見的。此外，保證公

司主張機關與廠商間的放棄求償協議，已解除廠商的責任。惟法

院認為，該協議並非解除廠商的契約責任，而僅只解除了預定損

害賠償的部分，該部分算是減輕了廠商的賠償責任，同時也減輕

了保證公司的責任，因此保證公司不應就此而為爭議。 

 

第二項、保證公司對契約價款之權利 

保證公司依據履約保證狀責任，代替廠商履行契約義務後，即代

位（subrogated）取得廠商對機關所得主張之契約價款的權利，是為

代位權（subrogation）316。然而，代位權所得主張之基礎包括：廠商

對業主有義務、廠商未履行該義務、業主之權利係因廠商違約而來、

保證人依保證關係完成廠商未完成的義務等四個要件
317
。亦即，當保

                                                 
316 The term is used in the context of English and Commonwealth law to describe a process by which 

one party is substituted for another so that he may enforce that other’s rights against a third party 
for his own benefit.”，參考前揭註 461；其定義與我國民法第 242 條代位權定義相似，均為代

位行使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權利，惟我國民法代位權之構成要件包括：該權利須非屬於債務

人本身、須債務人怠於行使其權利、債務人已應負遲延責任或係屬專為保存債務人權利之行

為、須為因保全債權之需要等（黃茂榮，代位權，植根雜誌第 18 卷第 6 期，2002 年 6 月，

頁 206-212），在適用上似仍與英美法 subrogation 有差異。 
317 The right of subrogation involves four elements:”An obligation of the contractor to the own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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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公司未依保證責任完成履約，即無代位取得契約價款的權利，此可

參考以下第一款案例情形。此外，保證公司雖在承接契約時得代位取

得契約價款，惟當保證公司承接廠商之契約時，同時也承接前所已產

生之罰款責任，因此保證公司不得以對契約價款的代位權，主張免除

原廠商之罰款債務，以下第二款法院裁判即為適例。 

 

第一款、Contractors Equipment Maintenance Co., Inc. v. Bechtel 

Hanford , Inc. 

（一）事實摘要318 

Bechtel Hanford 公司與下包 P.W. Stephens Contractors 公司簽有

長期契約，約定由下包公司履行翰福核子保護區（Hanford Nuclear 

Reservation）環境清潔工作，並由下包提供保證公司 Acstar Insurance

公司開發之履約及付款保證狀。後因下包公司違約，經法院判決，保

證公司應給付 Bechtel Hanford 公司損失及律師費等，保證公司不服上

訴，主張其可代位下包公司取得 Bechtel Hanford 公司尚未給付予下包

的保留款（retainages）及未付之契約價款（unpaid contract earnings）。 

（二）判決理由 

本案判決就保證公司應給付賠償部分維持原判319，雖保證公司主

張 Bechtel Hanford 公司損失應與未付予下包的貨款抵銷（offset），且

由於未付貨款高於當年度損失，保證公司基於保證狀的付款義務即未

被啟動，並主張即使未為抵銷，其亦有權得代位主張下包尚未取得之

                                                                                                                                            
failure of the contractor to perform that obligation; Rights in the owner arising from the 
contractor’s failure to perform; The performance by the surety, pursuant to the suretyship, of the 
obligation which the contractor has failed to perform.”，參考前揭註 462。 

318 Contractors Equipment Maintenance Co., Inc. v. BechtelHanford , Inc. C.A.9 (Wash.),2005,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Ninth Circuit. D.C. No. CV-02-05006-RHW. Argued and Submitted July 
11, 2005.Decided Aug. 24, 2005 

319 本案判決係一部維持、一部改判（….we affirm, in part, and reverse, in part.），改判部分係將律

師費排除於賠償項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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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留款及未付款。然而，法院表示，因該契約為長期契約，下包違約

所產生的損失並非單止於當年度，故合計所生損失仍高於未付貨款，

因此保證公司基於保證狀之賠償責任仍已被啟動。至於保證公司主張

代位權部分，基於保證人履行當事人義務後，始能向當事人對第三人

具有之貨款權利主張代位的原則為判斷（…a surety does not become 

subrogated to its principal's right to payment from a third party until the 

surety performs the principal's obligation.），因據資料顯示，保證公司

並未完成其履約保證狀義務，因此即不得主張代位權。因此，保證公

司仍應履行其保證狀責任，支付 Bechtel Hanford 公司之損害賠償。 

 

第二款、East Quincy Services Dist. v. General Accident Ins. Co. 

（一）事實摘要320 

東昆夕服務區（East Quincy Services District，以下稱業主）在 1996

年 4 月與 P&M Pipelines 公司（以下稱承攬人）簽約下水道工程，合

約總價 2,289,000 美元、後因變更追加至 2,304,000 美元，該標單明確

表示承商必須遵守公共工程通常工資及工時的要求，違反者將受罰。

本案保證公司（General Accident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以下

稱保證公司）以合約原價開出付款及履約保證狀，該保證狀同意：“就

承攬人在系屬合約所生義務職責全部履行＂（…cause the obligations 

and duties of the Principal, as set forth in the Contract referred to herein, 

to be carried out in full）。後因承攬人財務困難於 1996 年 11 月停工，

並將契約權利轉讓與保證公司，保證公司乃找其他廠商續行完工，合

計支出 1,059,000 美元，但僅由業主處取得 492,000 美元之貨款。業

主於 1997 年 9 月發出完工證明。而勞工規範執行部（the Division of 

Labor Standards Enforcement）前經一段時間的調查，發現本案承攬人

                                                 
320 East Quincy Services Dist. v. General Accident Ins. Co., （2001） 88Cal.App.4th239, 

105Cal.Rptr.2d 694, Mar. 2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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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支付通常工資，且違反工時要求，乃於 1997 年 11 月函請業主扣

留 97,000 美元未付工資及 80,000 美元之罰款，而業主及保證公司均

未在 90 天內期限提起異議。1998 年 1 月勞工規範執行部即要求業主

提交上述金額。1998 年 6 月保證公司交給勞工規範執行部未付工資

部分，隨即業主以名義上原告提出訴訟，並將爭議貨款提存法院。 

（二）判決理由 

本案判決該提存款項應交勞工規範執行部。其判決理由表示：

雖然勞工規範執行部對代位權提出許多抗辯，但其實本案與代位權無

關。代位權關鍵問題在於決定保證公司取得業主權利時，有多少貨款

總額是屬於承攬人（Subrogation thus only begs the vital question of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the funds owing to the contractor at the time 

of defendant Surety’s acquisition of the District’s right…），然而本案更

重要的原則是，既然保證公司承擔了義務人的契約，即立於義務人在

該契約的地位，而包括承擔所有之義務；因此保證公司應對承擔契約

前所有既定罰款負責，而不再受限於其後完成履約之保證狀。（…once 

a surety assumes the contract of its principal, it stands in the same 

position to the contract as the principal, including all liabilities; a surety is 

thus liable for all liquidated damages accruing before it assumed the 

contract, and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its bond in completing the contract 

thereafter.） 

至於保證公司主張，該罰款是在勞工規範執行部函請業主扣留

貨款時才發生（完工通知之後），惟事實上，無論違法是否被發現或

確定，在行為違反當下，違法之罰款即已產生。因此，承攬廠商未支

付通常工資且違反工時規定時，罰款即已產生。則保證公司承擔契約

時亦應承受該已產生之罰款義務。縱使保證公司事實上花費之成本高

於未付之契約價款，仍不影響罰款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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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保證公司之技術抗辯 

依據履約保證狀本身或所約定求償情形，可使保證公司具有本身

之獨立抗辯，一般稱之為技術抗辯（technical defenses）。例如以下第

一款案例中，依據保證狀約定，機關須在廠商違約後以書面通知保證

公司履行保證責任，但機關未依該約定執行時，即導致解除保證公司

保證責任之結果。此外，當保證狀約定起訴時效時，如機關未於約定

時間內起訴，亦將使保證公司得以主張技術抗辯而免除其責任，惟保

證公司若在該期間有賠償磋商之情形，將被視為是放棄時效利益，例

如以下第二款案例情形即是。 

第一款、Seaboard Surety Company v. Town of Greenfield 

（一）案例事實321 

Greenfield（以下稱機關）和 Interstate Construction Company（以

下簡稱 ICC）在 1998 年 6 月 18 日簽約整修中級學校大樓（renovate its 

Middle School building），並由 Seaboard 保證公司提供履約保證狀。

保證狀條款內容摘略如下： 

3.1 機關考慮宣告承攬人無法履約並通知召集會議，保證人於收到通

知不晚於 15 日內討論本案之履約，如三方同意，在不放棄機關權

益下，應予承攬人合理時間完成合約，否則即可宣告其無法履約。 

3.2 機關宣告承攬人無法履約並正式中止契約時，該宣告不得早於 3.1

保證人收到通知後 20 天。 

3.3 機關同意支付契約餘款給保證人或選定之承商，以依據契約條款

完成合約。 

4.0 機關依條款 3 辦理後，保證人應立即進行相關作為…… 

                                                 
321 Seaboard Surety Company v. Town of Greenfield,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irst 

circuit No.03-1453, June 9, 2004, http://laws.findlaw.com/1st/031453.html visited on 200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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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保證人應自行或由代理或透過獨立承商承繼合約及完成工作。 

5.0 如果保證人未在合理即時下採取條款 4 的作為，機關在發出另外

的書面通知保證人履行保證責任後 15 天，視為保證人無法履約，

機關將有權取得賠償。（If the Surety does not proceed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4 with reasonable promptness, the Surety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 default on the Bond fifteen days after receipt of an additional 

written notice from the Owner to the Surety demanding that the 

Surety perform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Bond, and the Owner shall 

be entitled to enforce any remedy available to the Owner.）。 

2000 年 8 月 24 日機關因 ICC 嚴重遲延而中止契約，同時通知

保證公司履行保證責任。8 月 25 日保證公司要求時間審查 ICC 違約

內容，同時機關則找了顧問公司 Baybutt 評估損失。9 月 26 日機關將

ICC 無法履約相關文件寄給保證公司，並正式要求其承繼合約施工，

要求保證公司於 10 月 20 日回應，以期可在 11 月 4 日復工。10 月 11

日三方會議後，保證公司同意進行緊急工程，但因文件尚未審查完

成，所以表明非基於保證下承作。10 月 31 日雙方簽署緊急工作協議、

費用 207,000 美元、指定由 W.S.為工程負責人。 

11 月 15 日機關傳真給保證公司三封函件，分別告知含損失維

修共 560 萬、超出契約餘款 380 萬、議會決議工程必須在 12 月初復

工、請保證公司在 11 月 20 日前答復是否依保證責任接續施工。11

月 20 日保證公司同意接手，並要求損失維修資料以期儘速達成協議

以利工進。12 月 1 日保證公司寄出接收協議，12 月 8 日機關通知保

證公司表示：委員會將於 12 月 11 日開會決議工程進行方式。12 月

11 日保證公司寄出修正後的接收協議，指定 W.S.為工程負責人，惟

機關並不滿意所指定人選，因此同日委員會決定由顧問公司 Baybutt

接手施工，次日即通知保證公司其決議。12 月 22 日保證公司向地方

法院起訴因機關違約另雇他人而要求解除其保證責任，機關並反訴保

證公司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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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理由322 

本案法院認為：機關未發書面通知，依保證條款 5 規定之 15 天

後視為保證公司違約的期間無法起算。是以，機關違約因而解除保證

公司之保證責任。而雖然機關主張：保證公司未遵守條款 4「即時」

作為在先，故保證公司即已違約，無庸再適用條款 5。但由於通知條

款構成保證人重要的權利，是提供保證人機會去保護自己免於損失，

藉由參與選擇繼任承商，確保雇用最低報價者以減輕損失，換言之，

是保證人用以補救要保人無法履約的機會。機關未依條款 5 為通知，

即係違約。    

此外，聲明無法履約的通知，必須足以激發起保證責任，必須是

明白、直接而不含糊的（…a declaration of default sufficient to invlke the 

surety’s obligations … must be made in clear, direct, and unequivocal 

language…）。該通知型式或不重要，但必須表達合理的確信來彰顯要

求目的。雖然機關主張：其曾多次發函給保證公司，但經由一一檢視，

這些信件沒有警示保證公司將被視為無法履約，也未有依條款 5 在

15 天後被視為違約，沒有合理的陪審會認為信中包含了確定符合條

款 5 的通知要求。因而判決機關敗訴。 
 

第二款、Carle Place Union Free School Dist. v. Bat-Jac Const 

（一）事實摘要323 

2000 年 2 月 17 日 Carle Place Union Free School Dist.（以下簡稱

                                                 
322 本案巡迴法官 Lipez 對判決出具不同意見（Dissenting opinion follows）而表示，依據條款 5

的文字，只要業主所發書面通知，是「要求保證人履行保證責任」即可，因此據此檢視信件，

合理的陪審都會認為所有信件都在要求保證人履行保證責任，雖然多數意見認為這些信件沒

有警示保證公司將被視為違約…等，但其認為這已超出該條款的文義。此外，任何簽約者都

應了解其法律意義，因此業主並不負有教育保證人法律效果的義務，而應認為雙方對於條款

5 的規定及效果應有所認識，無庸業主在通知中強調違約效果。 
323 Carle Place Union Free School Dist. v. Bat-Jac Const., Inc. N.Y.A.D. 2 Dep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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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和 Bat-Jac（以下簡稱承商）訂立工程契約，並由承商提供

American Safety Casualty Insurance Campany（以下簡稱保證公司）之

履約保證狀。同時機關並與 Turner Construction Company（以下簡稱

顧問公司）訂立工程顧問契約，負責審圖及相關作業。 

2001 年 1 月 7 日承商停工，機關欲執行履約保證狀，開始與保

證公司展開廣泛的互動，重點都在討論該案的範圍及成本問題，但從

未達成協議。2004 年 4 月 6 日機關決定起訴保證公司、承商及顧問

公司等，要求執行履約保證狀及顧問公司詐欺、違約的損害賠償。保

證公司則以依據履約保證狀條款之約定：機關應在承商停工、違約或

保證公司拒絶履行保證責任日起 2 年內起訴，而機關起訴時間已超過

該項約定。機關則主張，保證公司不是放棄時效，也將因禁反言而不

得主張起訴時效已過（…either waived the contractual period of 

limitation or was estopped from interposing it.）。顧問公司則主張駁回對

詐欺及損害賠償的部分。 

（二）判決理由 

本案原審以機關無法提出保證公司已放棄起訴時效的證據為

由，判決機關敗訴。惟經最高法院改判（modify），認為雖然機關無

法提出保證公司放棄時效的證明，但是機關確實提出了與保證公司廣

泛互動、以及保證公司支付小包價款的事實，這不僅只是保險者與被

保險者間的一般溝通而已，且將誤導並讓機關在履約保證狀的權利睡

著（…and misled or “lulled [it] into sleeping on its rights” under the 

performance bond）。從而，保證公司即不得主張時效已過作為抗辯。

至於詐欺損害不能單憑違約而斷，機關既無法提出顧問公司行徑惡劣

或故意等情形，因此機關對顧問公司所主張之詐欺及損害請求沒有法

律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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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保證公司履約後之責任 

保證公司依保證狀完成保證責任後，原則上即毋需再對廠商之侵

權責任負責。如 Scott v. Red River Waterway Commission 案即有關機

關因人身傷害案件，而請求保證公司賠償，惟法官認為保證公司並非

承攬廠商，因此毋需負責。其事實摘要及判決理由如下： 

（一）事實摘要 

Bossier 市（以下簡稱市府或業主）道路工程之原承商為

Plaquemines 公司，並由 Continental Casualty Insurance Company（以

下簡稱保證公司）為保證公司。後因原承商無法履約，市府乃於 1999

年 9 月 22 日與保證公司簽訂完工協議（Completion Agreement），由

保證公司另覓二家公司聯合承攬（以下簡稱聯合承攬）繼續施作，並

經市府同意。此外，於 1999 年 12 月 28 日保證公司亦與聯合承攬訂

定完工契約（Completion Construction contract），全案並於 2000 年 5

月 10 日 由 市 府 發 出 完 工 證 明 （ Certificate of Substantioal 

Completion），本案工程餘款 2,969,960.05 美元係由市府按合約直接撥

付予聯合承攬，另為完成該工程之價差 992,515.19 則由保證公司一次

給付予聯合承攬。2002 年 8 月 24 日 Jason David Scott 開車在該道路

發生死亡車禍，其父母乃以道路及標示瑕疵向市府及委員會（標示之

所有人）起訴求償。因此，委員會乃向標示工程公司起訴（略）；而

市府則向保證公司求償。 

（二）判決理由 

原審表示依完工協議，聯合承攬才是承商，而非保證公司，而判

決市府敗訴，上訴法院亦維持原判，其理由： 

1、雖然市府主張保險公司因簽訂完工協議，而使其具有原承商的總

包地位，須對該工程瑕疵負責，因該協議第 1條即謂：「保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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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在契約下安排履行及完成剩餘工作，並接受對剩餘工程的責

任。」（Surety agrees to arrange for the performance and completion of 

the work remaining under the contract and accept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ork remaining to be completed under the 

contract.）。並舉出另一案法官見解：「當保證公司積極於完成該案

時，即已立於原承商的地位，例如可以直接決定用以完工的材料。」

（…the surety stepped into the shoes of the contractor when the 

surety took an active role in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such as 

giving direct orders for materials used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惟

本案法官認為，市府所舉案例並未牽涉人身傷害。而且依據路易

斯安納公共工程法 The Louisiana Public Works Act 所規範之履

約保證狀，目的在於保護公務機關免於因承商失敗而導致損失或

額外支出（…provides protection to the public authority from loss and 

expense arising out of the failure of the contractor to faithfully 

perform the contract.），因此，保證公司具有在承商無法履約時，

支付保證總額的責任，顯然，保證公司是一個金融保證的地位，

並非實際施工者，不可能造成瑕疵而負侵權責任。 

2、另就市府所舉案例中，其保證公司直接與業主簽約承担工程，足

以擴大其保證的責任，而依據本案顯示，本案保證公司並未簽署

任何足以改變其保證責任的文件。市府雖稱其僅與保證公司簽完

工協議，並未與聯合承攬公司簽約，所以應該認為保證公司是為

承繼原承商的總包地位，而聯合承攬則為其下包。唯法院認為市

府雖未與聯合承攬簽約，但市府在完工協議中同意由聯合承攬繼

續施工，而完工契約中聯合承攬也同意在原契約下承繼總包的地

位，依其行為實已成立了契約關係。且事實上，本案貨款除一部

由保證公司付清外，餘均由市府按原契約規定依時撥付，工程完

工也確由市府受領並發出完工證明，則市府與聯合承攬間的契約

關係並非不存在。 

3、因無法指稱保證公司施作工程、或指揮聯合承攬公司工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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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改變原始的設計或規格，而保證公司對於其 9 百萬保證總額

的責任，也支付了 992,512.19 的工程款，況基於各項條件認為保

證公司亦未逾越他的保證責任，因此不負有對第三人死亡的損害

賠償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