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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於金融領域之交易，因金融服務業不斷創新，金融商品之設計、金融服務之

型態日趨複雜，導致一般消費者難以了解，故於此領域發展出「適合性義務」，

改變一般交易型態中，消費者本身應自行判斷交易是否適合自己之原則，將評估

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性之義務，由消費者移轉至金融服務業。我國之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第 9 條及第 11 條亦明文。又金融商品及服務之型態多樣，保險業亦屬於

金融服務業，而有適合性義務之適用。然不同金融商品及服務，尤其證券交易與

保險交易之架構截然不同，我國適合性義務規範並未根據適合性義務之理論基礎，

就不同金融商品及服務架構加以區分，導致適用上疑義。 

本篇論文以適合性義務於保險領域之適用為中心，觀察適合性義務之原理原

則，及外國立法例及法院判決，其適合性義務均係基於交易雙方一定之「信賴」

關係，在不同之金融服務或商品，尤其在證券交易架構與保險商品交易之架構，

其信賴關係自有不同，並基此而有不同認定標準，以判斷交易雙方有無信賴關係。

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適合性義務規範並未存有「信賴」之要件，故與適合性原

則本質不符，在適用至保險領域時，使相關義務人之負擔過重，故有加以修正、

導入「信賴」要件之必要；此外，本文亦併就適合性義務之主觀要件及違反效果

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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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我國立法院於 2011 年 6 月 3 日三讀通過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

金消法)，以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增進其對市場之信心、促進金融市場健

全發展；其中第 9 條及第 11 條之規定，明文規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

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契約前，須充分瞭解該消費者相關資料、確保

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契約符合消費者之需求，即｢適合性義務｣；保險業屬

於金融服務業之一環，故亦有適合性義務之適用。 

於一般交易情形，每個人皆受有根據自己意思來形成自身生活關係的

保障，因此也必須受到根據自己意思而形成的結果所拘束，並且承擔該結

果，對於交易是否適合自己，交易行為人本身應自行判斷，然而適合性義

務將該判斷交易適合性的責任轉由交易他方承受，何以適合性原則得改變

一般交易原則？此外，金融業者、金融商品或服務種類繁多、性質各異，

是否所有金融業者、金融商品或服務，一律皆適用適合性義務？保險業者、

保險商品或服務是否有此義務之適用？如有，又該如何適用金消法之適合

性義務規範？與其他金融服務業者、其他證券商品種類之適用方式、內涵

有無不同？ 

本文欲研究金消法適合性義務於保險領域之適用，透過了解適合性義

務的本質、內涵，以確立保險業者於提供保險商品或保險服務予金融消費

者時，其適合性義務之適用範圍及內容為何。 

第二節 問題之提出 

本文研究主軸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適合性義務於保險關係之適用｣，

其具體之問題為： 

一、 適合性原則之理論基礎為何？  

二、 金消法適合性義務於保險關係適用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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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義務主體為何人？現行規範該如何解釋？是否應予修正？ 

(二) 義務客體為何？現行規範該如何解釋？是否應予修正？ 

(三) 義務主觀要件是否須加以修正？ 

(四) 違反義務之損害賠償該如何解釋？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將先介紹我國適合性義務相關規範，由於本文欲研究之金消法為

國內剛制定不久之新法，又因金融商品種類繁多，目前我國文獻及實務案

例大多係針對高投資風險金融商品(如: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研究，關於保險

領域之研究有限，因此本文將著重於外國立法例、實務案例之比較。 

適合性義務是由 20 世紀初期美國證券交易領域發展而來，屬於較新

的概念，本文將從適合性義務之源頭展開研究，對適合性原則於美國證券

領域之發展背景、理論基礎、相關法律規定及自律規範，乃至於實務判決

案例作初步介紹；而後觀察適合性原則發展至保險領域之軌跡，切入適合

性原則於美國保險領域之適用狀況，包括相關規範及實務案例的觀察及分

析；此外，並輔以歐盟、英國、德國之保險適合性原則相關規範之介紹；

透過適合性原則之歷史、目的、各國規範的觀察與比較，就我國金消法現

行規範適用之義務主體、客體、主觀要件及法律效果等，加以檢討。而本

文研究之文獻資料之參考狀況如下： 

一、 美國法部分：由於適合性原則發源於美國證券交易領域，故本文將

著重於美國適合性原則相關法律及自律規範、自律機構之仲裁、實

務訴訟案例之分析比較。 

二、 歐盟、英國、德國法部分：此部分主要以各國與保險領域相關之適

合性原則規範進行介紹及比較，其中德國法部分，筆者礙於語言能

力，故係參考、整理自我國學者之文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t iona l  Chengch
i  

U
n

iv
e

rs
it

y

 

3 

 

第二章 適合性原則與我國法規概

述 

第一節 初探適合性原則 

適合性原則的概念，指金融業者於提供或推介金融商品或服務予特定

客戶時，應調查關於該客戶的投資、理財規劃等相關資訊，如投資目的、

資產配置、風險態度等，透過此一程序瞭解客戶之屬性（Know Your 

Customer Procedure , KYC）1，並依據對該客戶之瞭解，有合理基礎相信，

所提供或推介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是適合該消費者的，方得提供該客戶適合

的金融商品或服務，或不得對各該客戶勸誘不適合之金融商品或服務2；意

即，金融服務業者於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著重各別客戶的屬性，評

估特定金融商品是否適合該客戶，就消極面而言，金融業者不得對金融消

費者推介不適合之金融商品，從積極面觀察，金融業者應對金融消費者推

介適合之金融商品3；適合性之決定並非對於產品的未來財務表現作保證，

而僅為在銷售時，檢視產品是否符合客戶風險承受度、財務目標及財務狀

況4。 

此原則是美國證券交易領域發所展出的概念，而後並逐漸擴及於其他

不同的金融商品、服務5；於 1929 年華爾街股災後，立法者開始進行投資

人保護及維護證券市場公正交易之立法；但嚴格來說，｢適合性｣一詞本身

並未出現在聯邦證券法規之中，而是至多於一銷售行為嚴重到詐欺的層級

時，可適用聯邦證券法反詐欺規範6，例如早期證券商常藉由長途電話進行

                                                        
1
 林育廷，證券從業人員之專業責任，月旦民商法，第 22 期，頁 90，2008 年 12 月。 

2 陳洸岳，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業者損害賠償責任初探，月旦法學雜誌，第 199 期，頁 9，2011

年 12 月；杜怡靜，投資型保險商品關於說明義務與適合性原則之運用－－台北地院九十六年

度保險簡上字第六號及台北地院九十七年度再易字第一號判決，月旦民商法，第 27期，頁 134，

2010 年 3 月。
 

3 王志誠，金融行銷之控制及法制變革：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及解釋，萬國法律，第 179 期，

頁 5，2011 年 10 月。 
4
 Anthony H. Pelle & Donna K. Knapton, The World of Evolving Annuity Products, Life, Health and 

Disability, at 64 (2008). 
5 杜怡靜，同註 2，頁 134。 
6
 Pelle & Knapton, supra note 4, at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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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銷售（High Pressure Selling）7，美國聯邦證券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即認為此銷售方式屬於 1934 年證券交易法

（Security Exchange Act of 1934）反詐欺條款禁止之列。反而是當時美國證

券業自律機構（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s, SROs）如美國聯邦證券交易商

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NASD）及紐約證券交易所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nc., NYSE），率先將適合性的概念予以具體化，

規定於自律規範之中8；而由於證券經紀交易商（broker-dealer）必須在自

律機構註冊成為會員，因此所有會員都會受到自律規範中適合性原則的限

制；此外，證券產業除證券經紀交易商外，尚有投資顧問，其適合性義務

之依據則為投資顧問法（Investment Adviser Act of 1940）反詐欺條款及投

資顧問與客戶間的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y），而不同於前述證券經紀交易

商適合性義務所依據之非正式法規（Black letter rule）9。 

於一般交易情形，在私法自治體系下，當事人因基於個人自由意思與

自我判斷來締結契約，因而必須受根據自己的意思形成之結果的拘束、承

擔該結果，此即自己責任原則10；然而於現今金融產業，一般大眾購買金

融服務業所提供之金融服務或商品情形日益普遍，且金融服務業不斷推出

創新、多樣之金融商品及服務，其所提供之商品的設計、服務的型態，日

趨複雜，導致一般金融消費者難以輕易了解，縱使銷售機構對投資人已善

盡風險告知義務，並提供金融消費者諸如產品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等文件，

惟其內容仍非一般投資人所得理解，因此近年金融交易發達國家或區域如

美國、歐盟及英國等，多認為金融商品之銷售者尚應對投資人負有依一定

標準評估其對特定金融商品之投資是否適合之義務11，由賣方負有判斷商

品是否適合買方之責，改變前述一般交易原則，以防止金融服務業為自己

的利益而濫行銷售或推介金融商品，造成金融消費者權益受損12；有學者

認為此為補充資訊揭露無法完全保護投資人權益的一種重要行為規範13。 

                                                        
7 因銷售方式對受推銷者形成高度壓力，故又稱為「鍋爐房」（Boiler Room）銷售。 
8
 NASD 首先於 1938 年的公平交易規則（Rules of Fair Practice）ArticleIII, section 2 中規範了適合

性原則；施弘文，有價證券買賣之適合性原則與證券詐欺之研究，銘傳大學法律系碩士班碩士

論文，頁 50-51，2012 年；Anthony H. Pelle and Donna K. Knapton, supra note 4, at 65。 
9
 Anthony H. Pelle and Donna K. Knapton, See id., at 65. 

10
 廖大穎，論證券市場與投資人自己責任制度，法學叢刊，第 178 期，頁 111，2000 年；陳洸

岳，非對等契約當事人間之資訊提供義務的確立---以日本｢金融商品販賣法｣及 UNIDROIT｢加盟

契約開示義務模範法｣為中心，律師雜誌第 293 期，頁 4，2004 年；楊敦元，論適合性原則與

保險商品，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頁 21，2010 年。 
11 張冠群，金融商品銷售適合性原則之法制分析－兼評台灣金融服務法草案第三十一條及相關

規定，高大法學論叢，第 5 期，頁 139。 
12

 王志誠，同註 3，頁 5。 
13 杜怡靜，同註 2，頁 134；林育廷，同註 1，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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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適合性原則相關法規 

我國適合性原則相關之規範，在金消法制訂以前，並無普遍適用於金

融業之一般性、法律層級規範，而多散見於各別金融行業的行政函令、自

律規範中14；直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實施金消法，始有一般性、法律層級

之適合性原則規範。本文以下將區分金消法立法前、立法後兩個時期，介

紹我國適合性原則之相關法令。 

第一項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制定前之規範 

第一目 行政命令 

金消法訂定前有關適合性原則之行政命令，為數不少，大略分為｢僅

規範瞭解客戶程序｣及｢包含認識客戶程序及業者行為限制｣二類行政函

令： 

一、僅規範「瞭解客戶程序」之行政函令 

此類行政函令皆要求受規範之主體，應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投資知

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其僅規範｢瞭解客戶程

序｣之部分，未進一步明定相關主體｢應推介或銷售適合該客戶之商品｣，

或｢應避免銷售或推介不適合該各戶之商品｣等行為規範。 

此類行政函令規範的主體、要件各有些許差異，有針對特定金融服務

｢行業類別｣而為規範，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15、證券投資顧問事業16、期

貨信託事業17，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為例，該規則第 22-1 條規定：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

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亦有針對｢特定金融商品｣之銷售為規範，

如：期貨信託基金18、境外基金19，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28 條：｢期貨

                                                        
14 李智仁，金融服務業行銷監理規範之臺灣經驗，月旦財經法雜誌，第 31 期，頁 168，2012 年

12 月。 
15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 22-1 條。 
16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 10 條。 
17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 33 條。 
18

 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28 條。 
19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4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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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基金銷售機構辦理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業務，應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

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亦有就｢特定

事業之特定業務｣為規範，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處理準則第 23 條：｢基金銷售機構辦理基金銷售業務，應充分知悉並評估

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 

二、包含「認識客戶程序」及「業者適合性義務行為規範」之行政函令 

此類行政函令除了規範認識客戶之部分，並規範認識客戶後，對客戶

推介、銷售業務等行為的限制，這些行政函令，亦皆針對不同之特定事業
20、商品21或業務22而為規範。 

以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為例，本注意事項第 6 點要求保險

業於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應考量客戶之適合度，並應注意避免銷售風

險過高、結構過於複雜之商品。但如有客觀事實證明客戶有相當專業及風

險承擔能力者，則不在此限；同注意事項第 9 點並要求保險業對商品銷售

應建立適當的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制度，其中有關適合性原則的制度包括

｢充分瞭解客戶之作業準則｣及｢保險招攬之作業準則｣。 

充分瞭解客戶之作業準則｣於同注意事項第 11 點進一步規定至少應包

含招攬、承保、核保審查、複合抽查及客戶資料運用及保密等原則，該等

原則要求保險業於銷售時，應請客戶提供相關財務資訊，若客戶拒絕提供，

招攬人員應註記於要保書中，並請客戶親自簽名確認；保險業並應訂定決

定是否接受投保之承保條件，及應依核保審查原則評估客戶之投資能力，

對於拒絕提供相關財務資訊之客戶，應訂定較嚴格之審查及核保程序或拒

保；並依複合抽查原則抽查招攬人員有無充分告知及商品適合性。 

而｢保險招攬之作業準則｣之訂定，於同注意事項第 13 條進一步規定

應包含商品適合度政策、資訊揭露與交易控管機制等項目23；此外，保險

                                                        
20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 6、7 條；民國 100 年 2 月 25 日修正之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27、39 條；民國 100 年 2 月 25 日修正之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 26、38 條。 
21

 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第 6 點。 
22 人身保險業辦理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業務應具備資格條件及注意事項第 8 點：人

身保險業辦理本業務，除應落實招攬人員管理、商品資訊揭露及商品適合度政策外，並應遵

循下列事項：…（四）應瞭解要保人之需求與承受匯率風險能力，銷售該等保險商品前並應

建立商品適合度政策。 
23 商品適合度政策，須包括客戶風險等級、商品風險等級分類，使其得以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

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商品，避免招攬人員不當銷售；資訊揭露則指保險業於銷售投資型商品時，

應將商品之風險、報酬及其他相關資訊對客戶作適時的揭露，並提供相關銷售文件，又若涉

及連結結構型商品者，則另應提供客戶投資報酬與風險報告書；交易控管機制則得以避免提

供客戶逾越財力狀況或不適合之商品或服務，並避免招攬人原非受權或不當銷售之行為。以

上詳參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第 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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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應將該注意事項之內容，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並依據保險業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內部稽核及自行查核24，並應確

實要求與其往來之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共同行銷或合作推廣對象，

遵守本注意事項及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之規定，並納入與其簽訂

之合約內容加強管理25。 

上述二類行政函令之違反效果，僅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處理準則在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主關機關得停止其六個月以內之期

間辦理基金銷售業務、同條第 3 項：｢基金銷售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受僱人因故意、過失或違反銷售契約或法令規定，致損害投資人

之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26，以及另有部分規範連結至母法中之行

政罰鍰、糾正等效果27，其餘規範對違反適合性原則一事，均未課予任何

責任，恐僅為注意規定28。 

第二目自律規範 

有關適合性原則之規範，亦出現於各金融服務業之自律規範之中，如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

第 2 條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櫃檯買賣證券商推介客戶

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2 條均規定：｢證券商對特定客戶辦理推介買

賣有價證券，應充分知悉並評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

承受投資風險程度。｣，其餘如「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

券商營業處所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規則」第 16 條、「中華民國證

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業人員行為準則」第

3 條、｢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作業準則｣第 4 條、｢投資

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第 10 條等，皆有相類似之自律規範。 

                                                        
24 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第 16 條。 
25 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第 17 條。 
26

 惟行政政函令乃基於行政母法就該產業監理管制之授權，屬於公法之範疇，與私人間相互求

償之私法法律關係有所不同，如此規定似有不妥。 
27 違反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 33 條或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28 條者，依期貨交易法第 119

條第 2 款得處新臺幣 12 萬元以上 60 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 42 條者，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11 條第 3 款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責令限

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二倍至五倍罰鍰至改善為止；違反證券商辦理財富管

理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13 點者，依證券交易法第 65 條主管機關得隨時以命令糾正之；違反保

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27 條或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 26 條者，依保險法第 167-2 條應限期改

正，或併處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執業證

照。 
28 張冠群，同註 11，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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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為例，該規範乃依投資型保險商品銷

售應注意事項第 17 點第 2 項授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同業公會訂定。該自

律規範第 2 條規定會員應建立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之交易控管機制，避免

提供客戶逾越財力狀況或不適合之商品或服務，並避免招攬人員非授權或

不當銷售之行為；第 10 條進一步詳細規定加強管控之措施，其中第 2 款

之內容包含招攬原則、承保原則、核保審查原則等要求。又同自律規範第

5 條規定會員於銷售商品時，應審酌被保險人年齡等情況予以推介或銷售

適當之商品，若被保險人投保時年齡大於 70 或該商品連結至結構型商品

且背保險人於該結構型商品期滿時之保險年齡大於或等於 70 歲，會員應

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要保書中之重要事項或相關風險告知書上簽名，已

瞭解並願意承擔投資風險，若其不願填寫，則會員得婉拒投保。而若銷售

連結結構型商品，應訂定一套適合度政策，其內涵應包括客戶類型、商品

風險等級等29。 

上述自律規範，雖皆經相關主管機關准予備查，惟其性質並不因此而

成為主管機關訂定之行政法規命令，因為行政法規命令之制定，必須依循

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以下規定之公告、聽證、核定、發布等程序；自律規

範並沒有經以上程序，主管機關並無｢公告｣該等規範而僅本於監理該等事

業之目的，對相關機構提出之自律規範，以｢准予備查｣之函覆，確認相關

公會、機構訂定之自律規範內容並無不當，該等自律規範並不因而轉變為

法令。故若個別業者違反自律規範，並不構成｢違反法令｣，主管機關無從

援引行政法上之罰則予以裁罰30，消費者也難以據此求償；僅得由公會依

自律規範之相關規定處罰31。 

第二項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 

2011 年 6 月 3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並於同年 12

月 30 日開始施行，其中第 9 條、第 11 條為金融服務業之適合性義務，自

此以後，我國存有一適用於金融業之一般性、法律層級之適合性義務。以

下將就此規範作介紹。 

                                                        
29 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第 11 條。 
30 葉啟洲，人壽保險適用消費者保護法契約審閱期間之問題延析，保險專刊，第 28 卷第 1 期，

頁 74。 
31 如：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第十九條：｢各會員違反本自律規範者，經查核屬實且違反

情節較輕者，得先予書面糾正，並限七日內改善；如情節重大者，提報本會理監事會，處以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之罰款；前述處理情形並應於一個月內報主管機

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t iona l  Chengch
i  

U
n

iv
e

rs
it

y

 

9 

 

第一目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立法背景--2008 年金融海嘯之

衝擊 

美國於 2008 年發生次級房貸危機，造成全球歷經金融海嘯。次級房

貸危機起因於當時美國政府為提升國民住屋持有率及拯救網路產業泡沫

化造成的低迷景氣，因此調降利率使經濟能力較差的民眾也能獲得房屋貸

款，銀行也相應調降信用條件而貸款予還款能力較差之次級房貸貸款人；

提供次級房貸之債權銀行或房貸公司並將其債權售予金融公司，由其依不

同還款能力包裝成不同等級之債券，由信評機構評鑑後，再出售予投資人；

其購買者大多為銀行證券自營部門、避險基金等機構投資人。由於次級房

貸貸款人實際還款能力有限，無力支付每月最低應付額，而使抵押之房產

遭債權銀行拍賣，此現象在市場發酵，短期內大量房產釋出於拍賣市場，

使得房價下跌、降低償還房貸之意願，進而造成房價急速下滑，並進一步

使次級房貸債券價值下降。當時全美第 5 大投資銀行 The Bear Stearns 

Companies Inc.因持有過多之次級房貸債券使其帳面出現大量負債且無法

提出充足擔保或現金以支付即將到到期之債務，因而必須由美國聯邦準備

理事會提供資金予 JP Morgan Chase & Co.以承接之；第 4 大投資銀行雷曼

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 Inc.）也發生類似情形，但其未獲

政府援助而於 2008年 9月申請破產保護；其後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也因次級房貸危機導致美國政府必須以 1,700 億美元協助其紓困。此一連

串效應，造成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各國經濟成長衰退或趨緩32。 

而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並進而造成連動債風暴。連動債乃由固定收益商

品與衍生性金融商品組成，其發行商會運用部分之募集資金就投機標的進

行投機操作，其總收益為債券的固定收益加上投機操作的收益。連動債的

風險主要來自投資標的資產的信用風險，若標的資產發生違約，連動債即

中止償付，使投資者之投資本金受到損失；且連動債承擔的信用風險是累

加的，任何一個投資標的發生信用違約都會構成連動債違約，而與一般債

券須發行者及擔保者同時違約才觸發，因而其風險更高；且連動債之抵押

品又常為風險較高之｢抵押債務債券（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 COD）｣或｢

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 CDS）｣，因此，連動債風險較一般債

券為高33。由於連動債結構複雜，投資銀行通常會以法人為銷售對象，許

                                                        
32

 林繼恆，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理論與實務，初版，頁 5-7，2012 年。 
33 林繼恆，同上註，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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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家並禁止銷售此類商品予散戶；但由於亞洲部分國家對此類商品的規

範較不嚴格，許多銀行便將連動債分售予一般投資人，而雷曼兄弟公司於

2008 年因次貸危機破產，其本身為連動債之發行人，直接影響連動債本金

及利息之清償，造成大批投資人本金無法回收而血本無歸。 

由於次級房貸衍伸出之結構型商品、連動債，其內容專業而複雜，許

多銀行理財專員對此類產品亦是一知半解，客戶更難以瞭解產品內容、知

悉其潛在風險；金融海嘯發生前，各國法規並未要求金融機構對客戶為｢

風險告知｣，導致客戶難以瞭解、估計貸款利率、房價等風險；金融海嘯

爆發後，暴露出各國原有金融法規對於風險控管、告知規範之不足34，因

此各國皆加強對金融消費者之保護，進行金融改革；如美國 2010 年 7 月

通過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The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加除強預防系統性風險外，並強化對金融消

費者之保護，如強化對衍生性金融商品、信用評等機構之監管、提升風險

及評等資訊的透明度，提供投資人可靠的投資資訊35。 

第二目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立法歷程 

早在 2007 年，我國金管會即參酌英國金融服務及市場法的監理一元

化立法精神、及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等立法例，提出金融服務法草案，

欲整合銀行、保險、證券法令，該草案歷經 2008 年、2010 年之修正。於

2007 年草案中，已有金融服務業對於客戶之 KYC 責任、適合度義務及說明

義務等規定，並引入金融服務業者違反說明義務之無過失責任，2010 年之

草案更進一步將損害與未盡說明義務間無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移轉於金

融服務業者36。然而金融服務法內容廣泛、涉及各業法間性質上歧異、立

法技術繁雜，因此遲遲未能通過。 

2008 年金融海嘯發生，使各國強化對於金融機構之管理、監理與消費

者保護；我國許多民眾因金融海嘯導致連動債及各種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投

資血本無歸37，主管機關考量當時我國金融環境情勢、金融消費者保護之

迫切，有必要盡速建立一套機制，因此決定將金融服務法中的金融消費者

保護相關規範及金融爭議處理機制抽出，獨立制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38，

                                                        
34 林繼恆，同上註，頁 8-9。 
35

 林繼恆，同上註，頁 9、23。 
36 林繼恆，同上註，頁 89-91 
37 金玉瑩，陳國華、李珮瑄、卓家立、徐惠敏，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解析，初版，頁 1-2，2012

年。 
38 林繼恆，同前註 32，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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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於 2011 年 6 月 3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於 2011 年 6 月 29 日以

華總一義字第10000133861號總統令公布，並於同年 12月30日開始施行；

而為本法施行所需，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1 年 12 月 12 日以

金管法字第 10000707320 號令及第 10000707321 號令訂定發布 6 則法規命

令；金消法於個別具提條文中，為金融商品之消費者建立許多新的、一般

性、法律層級之消費者保護制度及權利。 

該法主要分為兩部分，程序部分建立單一、整合性爭議處理機構；而

實體規範部分參酌消費者保護法，將金融服務業之行為規範提升至法律位

階，且因現今投資人容易從銀行通路購買各種金融商品，如共同基金、保

單、連動債等，且投資型保單亦連結至共同基金、連動債或其他有價證券，

投資人可能透過銀行或非銀行購買金融商品，因此有必要整合銀行及非銀

行之消費者保護39。 

第三目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立法目的 

本法立法總說明謂：｢由於金融服務業不斷推出創新、多樣、複雜之

金融商品及服務，一般金融消費者對此類金融商品之資訊取得與風險認知

時有落差，故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或營業促銷活動時若有內容

不實之情形，或與金融消費者訂立契約前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以銷售適

合之商品或服務，或對商品、服務之重要內容及風險未充分說明及揭露，

將可能造成金融消費者損害，影響金融消費者權益。故除建立金融消費爭

議處理機制外，並有必要定明有關金融消費者保護之規範，以落實金融消

費者權益保護，健全金融市場運作。綜上，為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公平、

合理、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以增進金融消費者對市場之信心，並促進

金融市場之健全發展，爰參考英國金融服務暨市場法、英國金融公評人

（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Ltd.）與新加坡金融業調解中心（Financial 

Industry Disputes Resolution Centre Ltd.）運作機制及國內相關法規，擬具「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草案，藉由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措施及建立金融消費爭

議處理機制，以期達成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增進金融消費者對市場之信

心及促進金融市場健全發展之目標｣；且金消法第 1 條：｢為保護金融消費

者權益，公平、合理、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事件，以增進金融消費者對

市場之信心，並促進金融市場之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法｣。 

觀察前述立法總說明及金消法第 1 條之規定，訂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的目的，除了使金融消費爭議得以公平、合理、有效處理外，另一目的是

                                                        
39 立法院公報第 99 卷第 51 期第 3 冊；林繼恆，同上註，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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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金融服務業的金融商品及服務不斷｢創新、多樣而複雜化｣，一般金融

消費者面對此等專業而複雜之商品，可能產生商品資訊之取得與風險認知

的落差；若此時金融服務業不實之廣告、不當招攬或營業促銷行為、未充

分說明揭露商品服務重要內容及風險，可能造成金融消費者損害；因此，

立法者訂立金消法，目的欲平衡業者與消費者間對創新、複雜的金融商品

或服務之資訊不對稱，及保障消費者取得商品服務之重要內容及風險，免

於不當銷售造成之損害；而本法具體保障消費者知規範之中，第 9 條為本

文欲研究之適合性義務規範，以下將對此規範作初步介紹。 

第四目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適合性義務 

金消法第 9 條規定：｢（第 1 項）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

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以確保該

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第 2 項）前項應充分瞭解之金融消

費者相關資料、適合度應考量之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違反本條之法律效果規定於同法第 11 條：｢金融服務業違反

前二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

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

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

此限｣。 

第一款 適合性義務之規範目的 

法律規範目的，對於該規範的要件、效果之解釋而言，頗為重要；金

消法第 9 條適合性義務之立法理由謂：｢一、金融服務業應充分瞭解金融

消費者（know your customer），爰於第一項規定其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

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所需之客戶基本資料、財務背景、

所得與資金來源、風險偏好及過往投資經驗等各種資料，據以評估適當性、

建立風險管理機制，並遵循主管機關依不同金融消費者類型區別管理之法

令。二、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

消費者之適合度（suitability）。所謂適合度，指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消費

者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有合理基礎相信該交易適合金融消費者，包括考

量銷售對象之年齡、知識、經驗、財產狀況、風險承受能力等。其規範目

的在防止金融服務業為自己利益濫行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損害金融消費

者權益。三、各類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不同，爰第二項就金融服務業所

應充分瞭解之金融消費者相關資料、銷售適合度應考量之事項及其他應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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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同法第 11 條適合性義務違反效果立法理由：｢一、金融服務業違反前

二條規定應對金融消費者說明而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

險，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

金融消費者之損害非因其未盡說明或揭露風險義務所致者，不在此限，爰

為本條規定。本條規定金融服務業之責任為無過失責任，並將因果關係之

舉證責任轉換由金融服務業負擔。二、相對於金融消費者，金融服務業具

有在資訊、交涉能力上之高度優越地位，故應課予高度責任。在此情形下，

即使業者所銷售者為其他業者所發行之金融商品，該銷售業者等亦不得主

張其不知悉該商品之風險而無從說明，並主張免責。又本條之損害賠償責

任主體係金融服務業，金融消費者無須先向其受僱人求償，金融服務業亦

不得主張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但書免責規定之適用。三、參考日本

金融商品銷售法第四條及我國消保法第七條規定｣。 

第 9 條之立法理由內容大多為條文之說明，於瞭解金融消費者之項目

略包括：客戶基本資料、財務背景、所得與資金來源、風險偏好及過往投

資經驗；而適合度則指需考量銷售對象之年齡、知識、經驗、財產狀況、

風險承受能力等，觀察以上考量，立法者關心者主要為消費者財產狀況、

支付能力、風險承受度；而立法者了解不同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不同，

故授權由主管機關訂定各類金融商品或服務應瞭解消費者事項、適合度考

量事項。對於立法目的，其表示乃為了防止金融服務業為自己利益濫行提

供金融商品或服務，透過課予其適合性義務之方式，以達到避免金融消費

者權益受損之目的。 

此立法理由雖可大致說明適合性義務之立法目的，但似乎仍太過寬泛；

具體而言，其欲保障消費者的何種權益？若從文意解釋，似可推論為保護

消費者｢取得適合之金融商品或服務｣之權益；惟｢適合｣一詞可能包含許多

的面向，而顯得寬泛、抽象，在解釋、適用上可能充滿疑義；以衣服作商

品為例，所謂衣服｢適合｣消費者，可能指：最重要者，消費者穿上這件衣

服後是否好看、得體？或者，這件衣服與消費者既有的衣服是否搭配的來？

較客觀層面的考量，衣服的價格消費者可否負擔？又即便消費者可以負擔，

此客觀之價格是否高於消費者心中的評價？這些考量面向，都涵蓋｢適合｣

之概念；且各項考量，有些可以客觀標準加以衡量，如價格、消費者負擔

能力等客觀因素；而是否好看、可否與既有衣服搭配、消費者對於該商品

之評價如何，皆與消費者主觀之價值觀有關，旁人實難以得知並越俎代庖

的為其評估。 

此外，不同類型商品適合度考量面向更有所不同，以引發金消法立法

之連動債為例，其價格為何？能帶來之獲利大小？隱藏之風險為何？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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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都是該商品適合消費者與否的考量。又本文研究核心：保險，其與連

動債等金融商品又有所不同，則適合度考量為何？本條欲課予金融服務業

評估並加保障消費者的，究為何面向之適合度？似無法從立法理由瞭解到

立法者的意思。 

至於第 11 條的立法理由，皆僅與說明義務有關而未提及適合性義務；

本文查詢相關立法資料發現，第 11 條之規定原先僅為違反第 10 條說明義

務之效果，而後才將第 9 條納入，但立法理由似乎未跟著修正，而呈現目

前的內容；因此尚難透過此內容知悉立法者對於違反適合性之法律效果，

為何採取無過失損害賠償，並推定因果關係。 

由於適合度一詞的面相過於寬泛，須透過立法目的加以了解，但此二

條文之立法目的不甚明確，而立法理由可能影響到後續對於條文規範要件、

適用範圍的解讀與判斷，甚至影響到後續法律效果、範圍，故實有必要就

立法目的作進一步深究。 

第二款 適合性義務之相關主體 

一、義務人 

依金消法第 9 條之規定，負擔適合性義務者，為｢金融服務業｣；關於

金融服務業之定義及範圍，本法打破了過去分業限制，橫向整合金融法制

規範40，於第 3 條規定：「（第 1 項）本法所定金融服務業，包括銀行業、

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電子票證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金融服務

業。（第 2 項）前項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及保險業之範圍，依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但不包括證券交易所、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期貨交易所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事業。｣；由於金消法主要在規範金融消費者之保護以及金融消費爭議，

而第 2 項但書所列之機構，因實際上並未直接與金融消費者發生金融消費

法律關係，因被排除於本法之｢金融服務業｣範圍以外41。 

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組織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

前項所稱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及保險業範圍如下：一、銀行業：指銀

行機構、信用合作社、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卡公司、信託業、郵政機構之

郵政儲金匯兌業務與其他銀行服務業之業務及機構。二、證券業：指證券

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金融事業、

                                                        
40

 林繼恆，同前註 32，頁 101。 
41 林繼恆，同上註，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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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都市更新投資信託事業與其他證

券服務業之業務及機構。三、期貨業：指期貨交易所、期貨商、槓桿交易

商、期貨信託事業、期貨顧問事業與其他期貨服務業之業務及機構。四、

保險業：指保險公司、保險合作社、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

人、郵政機構之簡易人壽保險業務與其他保險服務業之業務及機構。｣。 

由上可知，我國金消法適合性義務人，除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期貨交易所等證券交易、保管機構以外，幾乎

涵蓋銀行、票券、證券、期貨、金融衍生商品及保險市場中，所有可能之

營業者，而不論其所提拱者為金融商品或是金融服務，亦不論不同金融交

易之法律關係有無不同，而一律皆須負擔適合性義務；保險業屬於金融服

務業，自然亦在其中；然而不同金融服務業別、同一類業別中不同功能的

業者，其與金融消費者之間的法律關係、性質可能有所差異，是否皆有適

合性義務義務之適用？如是，適用適合性原則於所有業者，是否合理？保

險業與銀行證券業適用相同之適合性原則，是否合理？是否皆能符合適合

性原則之理論基礎？非無疑義。 

二、權利人 

觀察金消法第 9 條適合性義務之權利人為｢金融消費者｣，金消法第 4

條定義：｢本法所稱金融消費者，指接受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

者。但不包括下列對象：一、專業投資機構。二、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

力之自然人或法人。前項專業投資機構之範圍及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條

件，由主管機關定之。｣，前開專業投資機構或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

之人，不受本法相關權利之保障，如遇到金融消費爭議，亦無法適用本法

之爭議處理機制。 

而金管會依第 1 項但書發布｢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4 條第 2 項規

定所發布之令｣（下稱發布之令），第 2 條界定專業投資機構為：｢(第 1 項)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一款所稱專業投資機構，其範圍如下：(一)國內

外之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基金管理公司及政府投資機構。 

(二)國內外之政府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單位信託及金融服務業依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易法或信託業法經理之基金或接受金融消

費者委任交付或信託移轉之委託投資資產。(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機

構。(第 2 項) 前項第一款所稱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依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但保險業不包括保險代

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第 3 條界定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

力法人為：｢本法第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二款所稱法人，其應符合之條件為

該法人接受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最近一期之財務報告總資

產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第 4 條界定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自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t iona l  Chengch
i  

U
n

iv
e

rs
it

y

 

16 

 

人：｢…依下列各款法令規章之一所定，以專業投資人或專業客戶身分，接

受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於該筆金融商品或服務範圍內之自然

人：(一)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二)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

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三)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

(四)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應注意事項。(五)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規則｣。 

值得注意的是，發布之令僅將｢投資｣之專業機構排除於金融消費者外，

故金管會之令並未將｢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列為專業投資機構，而仍

屬於金融消費者，故其同時為金融服務業及金融消費者；另外本法同時將

一定財力之法人或自然人排除於金融消費者之外，以｢財務能力｣作為是否

與以保護之考量；此外，金管會之令所認為之專業之自然人，其參考之相

關辦法規則似皆與投資風險有關之 金融商品。 

第三款 義務之履行 

一、履行時點：依條文文義，金融服務業履行適合性義務之時點，為與金

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 

二、履行方式：金消法就適合性義務之履行方式並無特別規定；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依金消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金融服務業確保金

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 2 條規定，要求業者應依不同金

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建立差異化事前審查機制。 

第四款 適合性義務之客體與考量範圍 

金消法第 9 條適合性義務之判斷客體為金融商品或服務，但不同之金

融商品與服務，性質各異，須適合性須考量之事項亦可能因而不同；因此

本條第 2 項因此授權主管機關對於適合性義務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相關

資料、適合度應考量之事項等作細部規定，主管機關於 2011 年 12 月 30

日實施｢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適合度辦

法），適合度辦法共 12 條，於第 4 條至第 10 條，區分不同之金融行業別

及商品或服務，分別訂定金融服務業於提供不同之商品或服務時，應充分

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訊及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內容。 

適合度辦法第 4 至 7 條，針對銀行及證券期貨業提供｢投資型金融商

品｣加以規範，故若所提供者為非投資型金融商品，則無本辦法適用；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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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提供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務，於訂立契約

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接受金融消費者原則：應訂定金融消費者往來之條件。 

二、瞭解金融消費者審查原則：應訂定瞭解金融消費者審查作業程序，

及留存之基本資料，包括金融消費者之身分、財務背景、所得與資金來源、

風險偏好、過往投資經驗及簽訂契約目的與需求等。該資料之內容及分析

結果，應經金融消費者以簽名、蓋用原留印鑑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確認；

修正時，亦同。 

三、評估金融消費者投資能力：除參考前款資料外，並應綜合考量下

列資料，以評估金融消費者之投資能力：(一)金融消費者資金操作狀況及

專業能力。(二)金融消費者之投資屬性、對風險之瞭解及風險承受度。(三)

金融消費者服務之合適性，合適之投資建議範圍。｣ 

同辦法第 5 條則具體指明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包含： 

｢一、信託業辦理特定金錢信託業務或特定有價證券信託業務，受託投資

國內外有價證券、短期票券或結構型商品。 

二、信託業辦理具運用決定權之金錢信託或有價證券信託，以財務規劃或

資產負債配置為目的，受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短期票券或結構型商

品。 

三、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於黃金或衍生性金融商品。 

四、共同信託基金業務。 

五、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業務。 

六、銀行與客戶承作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及結構型商品業務。 

七、黃金及貴金屬業務。 

八、受託買賣非集中市場交易且具衍生性商品性質之外國有價證券業務。 

九、證券商營業處所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及槓桿交易商經營槓桿保證金契

約交易業務。 

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買

賣市場交易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十一、期貨信託基金。但不包括受託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交易之

期貨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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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十三、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 

觀察上述商品或服務，除第 6、7、9 款以外，主要受規範之業務，皆

屬於信託性質或受委託進行投資或交易性質之業務。 

同辦法第 6 條規定：｢(第 1 項)銀行業及證券期貨業提供投資型金融商

品或服務前，應依各類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評估金融商品或服務對金融

消費者之適合度；銀行業並應設立商品審查小組，對所提供投資型金融商

品進行上架前審查。(第 2 項)前項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之內容，至少應

包括金融消費者風險承受等級及金融商品或服務風險等級之分類，以確認

金融消費者足以承擔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相關風險。｣，金管會規定之適

合度應考量者為確認金融消費者足以承擔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相關風

險。 

保險業提供保險契約或相關服務之確保適合度規範規定於該辦法第 8

條至第 10 條；第 8 條第 1 項規範應瞭解消費者事項：｢保險業在提供金融

消費者訂立保險契約或相關服務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其內容至少

應包括下列事項：一、金融消費者基本資料 (一)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基本

資料。 (二)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及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之關係。 (三）其他主

管機關規定之基本資料。二、接受金融消費者原則：應訂定金融消費者投

保之條件。三、瞭解金融消費者審查原則：應瞭解金融消費者之投保目的

及需求程度，並進行相關核保程序。｣。 

第 9、10 條分別規範非投資型與投資型保險之適合度考量事項，與銀

行及證券期貨業不同的是，保險業適合度應考量之商品，除投資型保險外，

更及於非投資型保險；第 9 條：｢保險業在提供金融消費者財產保險及非

投資型保險商品或服務前，應考量之適合度事項如下：一、金融消費者是

否確實瞭解其所交保險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品。二、金融消費者投保險種、

保險金額及保險費支出與其實際需求是否相當。三、金融消費者如係購買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應瞭解客戶對匯率風險之承受能力。

｣；第 10 條規定：｢保險業在提供金融消費者投資型保險商品或服務前，

應考量之適合度事項如下：一、金融消費者是否確實瞭解其所交保險費係

用以購買保險商品。二、金融消費者投保險種、保險金額及保險費支出與

其實際需求是否相當。 三、金融消費者之投資屬性、風險承受能力，及

是否確實瞭解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損益係由其自行承擔。四、建立交易控管

機制，避免提供金融消費者逾越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或服務。｣。 

金消法對於金融商品或服務給予一般交易所沒有之適合性原則之保

障，應係基於其一定之特性，導致其消費者確有需要受到特別保護，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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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商品或服務是否有須給予適合性原則保障之特性，而有特別保護其消費

者之必要？於本條條文之文字、立法理由中並未確切說明。又主管機關基

於本條授權訂定之適合度辦法中，於銀行、證券期貨業之商品或服務判斷，

僅限於投資性質之商品或服務，僅於保險之部分，除投資型保險外，並擴

及於非投資型保險，此規範內容是否妥適？是否符合本條之立法目的？甚

或是否符合適合性原則？此外，保險｢商品｣與保險｢服務｣二者性質上為不

同之法律關係、給付內容，其是否皆面臨適合性原則所欲處理的問題？另

就適合度考量事項，銀行、證券期貨業對投資商品僅需考量金融消費者足

以承擔該金融商品或服務之相關風險，保險業則另須考量保險之險種、保

險金額、保險費與消費者實際需求是否相當；此是否屬於立法者訂定適合

性義務之目的？以上之疑問從現行條文、立法理由中皆無法得到解答，而

仍有進一步了解之必要。 

第五款 適合性義務之違反效果 

違反適合性義務之法律效果規定於金消法第 11 條，金融服務業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本條規定參考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之規定，要求金

融服務業若違反第 9 條適合性義務，應對金融消費者負擔無過失之損害賠

償責任42；本條並推定因果關係，由金融服務業者證明損害發生非因其未

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所致，以免負損害賠償責任，改

變傳統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提高消費者求償成功之機會；又立法理由謂

本條損害賠償責任主體為金融服務業，因此金融消費者無須先向其受僱人

求償，金融服務業亦不得主張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免責。 

雖本條立法理由表示本條係參酌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之商品製造人與

服務提供者無過失責任，課予金融服務業對商品或服務之適合度負擔無過

失責任，惟消保法以商品欠缺具體安全性之危險為歸責原因，而適合性義

務以商品或服務是否適合於金融消費者，是否具有共通性而可以比附援引，

或是否有充足理由加諸金融服務業無過失責任，仍有討論空間。此外，金

融消費者欲請求損害賠償，須證明存有損害，惟違反適合性所生之損害為

何？由其於保險契約之交易中，要保人訂定不適合之契約，雖支出保費，

但亦獲得保險人之對待給付，則其損害如何認定？以上問題有進一步了解

之必要。 

                                                        
42 金消法第 11 條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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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保險實務之適合性原則運

作狀況 

為符合金消法所課予之適合性義務，我國保險業者目前因應方式係以

書面制式化表格作為履行本義務之方式；以下將提出幾種目前實務上業者

用以評估顧客適合度之表格，以概略了解我國保險實務對此義務之因應措

施。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0 年 7 月 6 日以金管保理字第

10002650000 號函復保經代公會「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需求及其適合

度分析評估暨業務員報告書」，該報告書並分為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二類，

詳如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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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需求及其適合度分析評估暨業務員報告書（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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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瞭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需求及其適合度分析評估暨業務員報告書（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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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者對投資型保險商特性作適合性評估之書面表格，本文舉出以下

表 3、表 4 二例。 

表 3：投資型保險顧客適合性鑑別、投資風險屬性評估暨建議書目錄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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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投資型商品適合度調查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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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表 2 之報告書由業務員作評估及勾選，於人身保險之報告書，

將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投保目的及需求分類為保障、子女教育經費等選項，

以瞭解要保人投保目的，並有對要保人被保險人財務狀況，包含個人、家

庭年收入、資產狀況作瞭解的欄位，而適合度之判斷，則僅以｢要保人與

被保險人是否已確實瞭解投保目的、保險需求，綜合考量財務狀況以及付

費能力，分析與評估保險費、保額及保障需求間之適當性｣之是非選項作

勾選，而無實際之判斷內容及過程；報告書中其餘問題如要被保險人、受

益人間之關係、身分證明文件是否相符等，與適合度無關。財產部分亦將

客戶目的與需求分為不同選項，其餘為業務之報告，並無瞭解要保人財務

狀況之問題。 

而於表 3、表 4 投資型保險之適合度評估表則有評估客戶投資經驗、

對投資型保險之認識的客戶適合性鑑別，並有對客戶的財務目標及風險容

忍度、投資性向評估並作分類，以視其是否符合商品風險等級。 

保險實務運作上，此類書面文件的內容是否充足，而可認為書面文件

之填寫已符合、履行適合性義務？另若未填寫本表格是否即屬違反金消法

適合性義務？本文並未搜尋到相關案例可供參考，然若未填寫此等表格，

實際履行適合性義務時，是否考量表格內容項目即為已足？值得討論。 

第四節 小結 

於一般交易情形，基於自己責任原則，買方就商品適合自己與否應自

負其責，然於金融商品、服務之交易；適合性原則的出現改變了原本交易

的樣貌，轉由賣方負有替買方判斷商品是否適合的責任。 

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制訂以前，適合性原則之相關規範，多散見在各

別之行政函令或自律規範之中而較為分散、無法律層級之規範；於 2008

年金融海嘯後，我國為防止金融服務業為自己利益濫行提供金融商品或服

務損害金融消費者權益，於 2011 年訂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其中第 9 條、

第 11 條建立了一般性、法律層級之適合性義務規範，課予金融服務業一

普遍性的適合性義務，並將其違反效果訂定為金融服務業之無過失損害賠

償責任，並推定因果關係，大大提升了對於金融消費者之保護。 

保險業亦屬於金融服務業，須適用金消法適合性義務；然｢適合度｣一

詞可包含許多面向而顯得寬泛，使此規定在解釋適用上充滿疑義，其所欲

保障者為何面向之適合度？現行條文於保險領域又該如何解釋？保險商

品或服務是否皆有此義務欲避免之危險？不同金融服務業別、同業別中不

同功能之業者與金融消費者間的法律關係、性質可能有所差異，保險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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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涉及的業者有保險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適合性義務是否因不

同保險業類型而異其適用？若無一律適用必要，又該如何劃定適用的範圍、

內涵？又若違反適合性義務，金消法第 11 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為無過

失責任且推定因果關係，如此規定是否妥當？其於保險交易架構下，損害

賠償該如何認定？ 皆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以下將從適合性原則理論

基礎、其在證券領域之適用狀況、其適用至保險領域過程及與證券領域之

比較，並觀察外國相關法規，探討適合性原則及其於保險領域的適用、檢

討我國金消法第 9 條、第 11 條規範之妥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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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適合性原則之理論基礎及其於美國證

券交易領域之適用狀況 

第一節 證券交易法律架構 

由於適合性原則乃美國證券交易領域下之產物；在探討適合性原則的

理論基礎前，本文欲先將證券交易的法律架構作介紹，以認識適合性原則

產生的環境、背景，並有助於對適合性原則理論基礎的認識。 

第一項 交易當事人 

在證券市場中，有價證券的買賣須透過證券商為之，而證券商則同時

具有經紀商（Broker）與交易商（Dealer）之功能，證券經紀商指代為客戶

買賣有價證券而收取佣金之人；交易商則指以自己之名義（帳戶）買進有

價證券後，隨即以更高之價格出售該有價證券予客戶之人43。而隨著金融

市場的蓬勃發展，目前有價證券之買賣交易，為金融業者所提供眾多營業

項目之一，一般投資人得透過多元之管道向金融業者直接取得各樣之金融

商品或相關金融服務。 

第一目 出賣人 

依我國證券交易法第 15、16 條規定：「依本法經營之證券業務，其種

類如左：一、有價證券之承銷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業務。二、有

價證券之自行買賣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業務。三、有價證券買賣

之行紀、居間、代理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業務。」、「經營前條各

款業務之一者為證券商，並依左列各款定其種類：一、經營前條第一款規

定之業務者，為證券承銷商。二、經營前條第二款規定之業務者，為證券

自營商。三、經營前條第三款規定之業務者，為證券經紀商。」證券商指

                                                        
43 施弘文，同註 8，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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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交法規定經營證券業務者，其種類依其營業務之不同，可分為證券承

銷商、自營商與經紀商。 

證券承銷商從事有價證券承銷業務；承銷業務指於設立公司時採募集

設立之方式，或公司以公開發行新股之方式籌措資金時，由公司給付報酬，

將發行工作委託承銷商處理，由承銷商為發行公司向投資大眾發售證券以

籌措資金；作為發行公司與投資人之中介，證券承銷商在發行市場中扮演

重要之角色44。證券自營商係以自己名義、為自己計算，於交易市場買賣

有價證券並自負擔盈虧之證券商45。證券經紀商為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行

紀、居間或代理為證券業務之證券商。其主要業務乃為客戶計算，於其營

業處所接受客戶委託買賣有價證券，收取手續費，為投資大眾買賣有價證

券之主要橋樑46。此外另有綜合證券商，即證券商許可兼營承銷、自營及

經紀三種業務者，此乃我國證交法於 1988 年修法已開放之制度47。 

上述不同類型之證券商中，由於自營商以自己名義買賣有價證券，本

身即為投資人，故僅證券承銷商、證券經紀商與綜合證券商會向投資人進

行有價證券之推介，而與投資人買賣有價證券並發生權利義務關係者，亦

以此三種類型證券商為主48。 

此外，依證券商設置標準第 13 條規定：「金融機構依銀行法或其他法

令規定得兼營證券業務者，其申請兼營應以機構名義為之。」、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機構兼營證券業務，除期貨商、自行買賣政府債券或本標

準發布前已許可兼營者外，以兼營左列各款之一為限：一、有價證券之承

銷。二、有價證券之自行買賣。三、有價證券買賣之行紀或居間。四、有

價證券之承銷及自行買賣。五、有價證券之自行買賣及在其營業處所受託

買賣。」，金融機構亦得以｢兼營｣之方式，經營證券業務，而兼營之範圍，

則以第 14 條所規定之各款其中之一為限。 

第二目 買受人 

有價證券等金融商品之買受人即投資人，一般而言會將投資人區分為

                                                        
44

 賴英照，股市遊戲規則—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初版，頁 265，2006 年 8 月。 
45 證券自營商係經營自行買賣有價證券業務，應視市場情況有效調節市場之供需關係，並注意

勿損及公正價格之形成及其營運之健全性，故自營商除可加強證券之流通外，亦可發生穩定

股價之作用。詳參賴源河，證券法規，5版，頁 151-52，2008 年 10 月。 
46 賴英照，同註 44，頁 374-76；李開遠，證券管理法規新論，五版，頁 359，2007 年 9 月。 
47 1988 年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45 條第 1 項但書，並刪除同法第 101 條規定經紀商與自營商不得

兼營之規定。 
48 施弘文，同註 8，頁 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t iona l  Chengch
i  

U
n

iv
e

rs
it

y

 

29 

 

一般客戶與專業客戶，並給予不同程度之保護，如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規則」第 5 條

之 1 第 1 項定義專業客戶係指專業機構投資人（如國內外之銀行、保險公

司、票券金融公司等）、總資產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之法人或基金、符合

一定財力或專業條件並向證券商申請為專業客戶之自然人等。 

第三目 銷售管道 

隨著金融業蓬勃發展，金融商品、服務逐漸多元化、政府開放金融控

股公司成立，並逐漸開放各金融業之營業項目後，金融機構混業經營之情

況已逐漸普遍，各式各樣之金融商品已可透過各種不同之行銷通路所購買，

如傳統之銀行業亦有提供有價證券或保險等商品；此外，政府自 2005 年

起，逐步開放銀行、證券商、人身保險業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使金融機構

設有財富管理部門，為客戶提供理財、諮詢等服務，並有財富管理之相關

監理規範為依據，使其得據此進行相關金融商品之販賣、推介行為49，因

此投資人有多元的管道得以購買各種不同金融商品，金融機構亦能提供各

種金融商品以及投資理財諮詢等服務。 

第二項 法律關係 

於目前琳瑯滿目的金融商品，其交易並非單純的買賣關係，且與投資

人交易之金融機構，往往不是該金融商品的發行機構，因此在實務上金融

商品之交易，可能存在行紀、委任、信託、消費寄託等法律關係50。 

第一目 行紀關係 

於單純買賣有價證券之情形，投資人與證券經紀商須先訂定受託契約，

即所謂之開戶，而後投資人透過證券經紀商下單買賣有價證券，以委託買

賣之方式進行交易51。目前實務上，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係屬行紀契

                                                        
49

 施弘文，同註 8，頁 27。 
50 王志誠，財富管理法規與職業道德，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頁 28-33，

2007 年 7 月；施弘文，同註 8，頁 32。 
5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75 條第 1 項、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經

紀商受託契約準則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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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藉由證券經紀商制度，使投資人得以從事證券交易52。所謂行紀，依

民法第 576 條，指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為動產之買賣或其他商業

上之交易，而受報酬之營業；於此法律關係下，經紀商為契約當事人，對

於交易相對人，自得權利並自負義務53，如他方當事人不履行債務時，對

於委託人即投資人，應由行紀人即經紀商負直接履行契約之義務54，投資

人之權益不會受到影響；惟就雙方內部關係，應為委任55；至於與經紀商

實際從事買賣有價證券之交易相對人，其與投資人間，就形式而言並無直

接之法律關係存在。 

第二目 信託關係 

近年來金融市場出現「商業信託」（Business Trusts），如「共同基金」

（Mutual Funds）、「退休信託」（Pension Trusts）、「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等。商業信託於我國較為人所知者為「證券投資信託」，其

係由具有專門知識與經驗之人，將不特定多數投資人之資金，運用於證券

投資，以達分散投資風險與專業經營之目的；不論何種商業信託，其方式

大致均係以信託架構為基礎56。 

信託法第 1 條：｢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

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

財產之關係。｣；以金錢為信託財產者，為金錢信託，委託人以金錢交付

信託，受託人對信託財產不具有運用決定權，委託人對信託資金保留運用

決定權，並約定由委託人本人或其委任之第三人，對該信託資金之營運範

圍或方法，就投資標的、運用方式、金額、條件、期間等事項為具體特定

之運用指示，並由受託人依該運用指示為信託資金之管理或處分。在信託

關係架構下，投資人係基於高度信賴受託人（金融業者）而與之成立投資

信託關係57。 

                                                        
52 賴英照，同註 44，頁 197。 
53 民法第 578 條：「行紀人為委託人之計算所為之交易，對於交易之相對人，自得權利並自負義

務。」 
54 民法第 579 條：「行紀人為委託人之計算所訂立之契約，其契約之他方當事人不履行債務時，

對於委託人，應由行紀人負直接履行契約之義務。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者，不在此限。」 
55

 民法第 577 條：「行紀，除本節有規定者外，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曾宛如，證券交易法

原理，元照出版，五版 1 刷，頁 318，2008 年 9 月；施弘文，同註 8，頁 33。 
56 王文宇，信託法原理與信託業法制，收於新金融法，元照出版，二版 1 刷，頁 224-225，2004

年 11 月；施弘文，同註 8，頁 33。 
57 施弘文，同註 8，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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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財富管理業務 

目前投資人可能透過金融機構提供之財富管理業務而展開投資，於此

情形，提供服務之金融機構、客戶及金融商品提供業者間，依提供之商品

服務內容，及報酬之有無而有不同法律關係，學者將之為以下分類58： 

一、金融商品提供者經由財富管理機構代為銷售，雙方間有代銷契約，而

財富管理機構與客戶間有直接帳戶契約關係，並從客戶處收取服務費。 

二、與前述模式相同，但財富管理機構收入來自於金融商品提供者所給付

之佣金回扣作為推介報酬。 

三、財富管理機構與客戶間有直接契約關係，但與金融商品提供者間並無

代銷契約關係，理財專員係就目前市場上之金融商品，針對客戶之投資需

求、風險態度與資產配置所提出之客觀意見，而對投資人為推介之建議，

其收入來自於客戶基於財富管理帳戶契約所給付之服務費。 

四、財富管理機構與客戶間無直接契約關係，財富管理機構僅單純向投資

人推介有價證券等金融商品或為投資之建議，而其收入來自金融商品提供

者所給付之佣金回扣作為推介報酬。 

由上觀之，不論何種分類，訂定金融商品契約之當事人皆為商品提供

者與投資人，財富管理機構僅為諮詢建議之顧問服務性質，而與傳統金融

商品銷售之情形不甚相同59，於第一、二類財富管理機構為商品提供者之

代理人，由其代為簽訂買賣或投資之契約，並非投資人委由財富管理機構

為買賣或投資；惟投資人若委託財富管理機構辦理資產配置或財務規劃業

務，雙方間仍具有委託之性質，其委託內容為資產之管理與理財規劃等服

務，財富管理機構對投資人為適當建議後，投資人仍需與金融商品提供者

訂定買賣或投資契約而為契約當事人。 

第三項 小結 

由上可知，除證券自營商外，於一般證券之交易，契約當事人為投資

人與證券商，由證券商為出賣人，投資人為買受人，惟與投資人交易之證

                                                        
58 林育廷，論金融專業人員之信賴義務，東吳法律學報，第 20 卷第 4 期，頁 5-6，2009 年 4 月；

施弘文，同註 8，頁 34。 
59 林育廷，同前註，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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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並不是證券的發行機構，雙方間之法律關係並非單純的證券買賣契約，

而實際上可能為行紀或信託關係，若為行紀關係，該關係為投資人與證券

商之外部關係，其內部關係則為｢委任｣；信託關係則為投資人基於高度信

賴證券商而與之成立之關係；而財富管理業務，本質上為提供｢資產配置

或財務規劃顧問｣，屬｢諮詢建議｣之顧問服務；以上之法律關係，投資人

基本上對於證券商或投資顧問都賦予一定程度之信賴。 

第二節 適合性原則之理論基礎 

適合性義務規範之訂立、解釋、適用，可參考適合性原則之理論基礎；

其理論基礎可以從證券業者對其客戶所負之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y）、投

資人自己責任原則之檢討等角度加以觀察60；受託義務涉及美國證券業者

與客戶間之法律關係、其對客戶所負責任的演進；投資人自己責任之檢討

則與買方自負責任（Caveat Emptor）61之原理及其修正有關。本文以下將

說明適合性原則的理論基礎。 

第一項 證券業者之受託義務 

受託義務指二人間存有受託關係時，受託人對於委託人，負有之義務；

受託義務的內涵可進一步分為｢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前者指受託人應

盡最大努力處理受託事務，若有與委託人有利益衝突之情形，應以委託人

利益為優先62。 

由於受託義務以二人之間存有受託關係為前提，故受託關係之存在與

否為關鍵；學理上，受託關係可以區分為正式（formal）與非正式（informal）

受託關係；正式之受託關係為美國普通法經長久發展以來，普遍被認為典

型具有受託關係之類型，包括：信託關係（Trust）之委託人與受託人、董

事與股東、代理人與本人（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等；非正式受託關

係則指在非屬前述正式受託關係時，若雙方間有一定要素存在，仍可能被

認為具有受託關係63；但是該｢要素｣為何，尚無統一的看法，原則上若一

方對他方賦予一定的信心或信賴，導致他方對其具有一定之支配、優勢或

                                                        
60

 張冠群，同註 11，頁 142；楊敦元，同註 10，頁 11。 
61 或稱｢自己責任原則｣、Let the buyer beware。 
62 楊敦元，同註 10，頁 12。 
63

 Peter J. Barack, The Random Road to a New Suitability, 83 Yale L.J. 1516, 1532(1974)；楊敦元，同

註 10，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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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能力，則可認為雙方具有受託關係64；也有認為當一方對於他方具有

依賴，導致其授與他方一定權限，他方亦接受該委託，且授與權限之一方

無法有效維護自身利益時，亦構成受託關係65；一旦認定雙方之間存有受

託關係，受託人則必須對委託人負有一定之受託義務。 

而於美國於證券交易架構下，有透過代理關係、招牌理論、客戶所賦

與之信賴與信心關係，以建立證券業者與客戶或投資人間的受託關係，使

業者便對客戶或投資人負有一定之受託義務，分別說明如後66。 

第一目 代理關係 

代理關係指本人（Principal）同意他方代其為行為並受其控制，他方

亦同意代本人而為行為，並將代理人之行為視為本人之行為，本人可享有

代理行為的利益，同時亦應對其結果負責67，代理人應對本人負受託義務，

保護本人利益，並向本人揭露認何影響代理人判斷的利益衝突68。 

證券業者與客戶間可能構成代理關係，例如證券業者基於接受並同意

執行來自客戶之交易指示，使其構成客戶的代理人，雙方間即成立代理關

係，而因代理關係為典型受託關係之一種類型，故業者因代理關係而對客

戶存有受託義務，負有不從事未獲授權交易與實際執行客戶指示的義務
69。 

代理關係必須符合一定條件方能成立，證券業者與客戶之間未必皆符

合該等要件而構成代理關係；首先，證券業者可能為經紀商（Broker）或

交易商（Dealer），交易商乃為自己之計算、自行負擔買賣盈虧，在交易市

場買賣有價證券，其不得辦理代客買賣證券之業務70，因交易商為買賣一

方當事人而屬於本人（Principal），係為自己之利益而為行為，非客戶的代

                                                        
64 Advocare Intern. LP v. Horizon Lavoratories, Inc., 524 F.3d 679, 695 (2008)； D. Gordon Smith, The 

Critical Resource Theory of Fiduciary Duty, 55 Vand. L. Rev. 1399, 1413-14 (2001)；楊敦元，同註

10，頁 11-12。 
65 Eileen A. Scallen, Promise Broken vs. Promises Betrayed: Metaphor, Analogy, and the New Fiduciary 

Peinciple, 1993 U.I11. L. Rev. 897, 922 (1933)；楊敦元，同註 10，頁 12。 
66

 楊敦元，同註 10，頁 12。 
67 Wolcott B. Dunham, Jr., Aviva Abramovsky, New Appleman New York insurance law, 48-5 (2008)； 

Hugh Cockerell, Gordon Shaw, Insurance Broking and Agency, 26 (1979). 
68 Brown v. Poritzky, 30 N.Y.2d 289, 332 N.Y.2d 872, 283 N.E.2d 751 (1972)(as fiduciaries, agnets are 

required to exercise reasonable diligence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ir principals); Otsego 
Aviation Serv. v. Glens Falls Ins. Co., 277 A.D. 612, 102 N.Y.S.2d 344 (3d Dept. 1951)(agent must 
disclose to principal all adverse interests.) 

69
 楊敦元，同註 10，頁 13。 

70 證券交易法第 15、16 條；賴英照，同註 44，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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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雙方交易地位處於平等（arm-length），自然無從建立與客戶之代理

關係71；而證券經紀商係｢受客戶委託｣，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買賣有價

證券，並向委託人收取手續費之行業72，因而代理理論僅於證券業者處於

經紀商地位時方有適用可能73。 

此外，縱為證券經紀商，其與客戶間不必然構成代理關係，仍須視其

是否符合代理之要件；有學者從證券從業人員之職務行為、內容之角度觀

察，認為目前該等職務行為及內容相當多元，從過去證券商單純執行客戶

委託買賣之指令，至現今推介銷售投資商品，甚至主管機關近年開放之財

富管理業務74，證券從業人員不同職務之行為，未必皆能導出與客戶成立

代理關係，而仍須於各案事實中，視是否有事實上之控制權而定75。另外，

縱然成立代理關係，業者對客戶負受託義務，然受託義務亦有其範圍，例

如，業者因委託買賣而構成客戶之代理人，其受託義務亦係於對於委託買

賣事務執務。 

第二目招牌理論（Shingle Theory） 

｢招牌理論｣為美國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於 1930 年代，在行政監理的過程中發展而來，其意指：

一旦證券業者懸掛起營業招牌並對大眾公開提供證券業務，其即默示

（Implied）其將以專業標準（Standard of Profession）、公允（Fair Dealing）

之方式與客戶進行交易76。 

此理論最早源自於 SEC 行政裁決｢Duker & Duker｣一案77，案中證券業

者以遠高於市場之價格，將其所持有之證券售予客戶；SEC 認為業者構成

證券詐欺，並指出業者與客戶之關係，本質上即包含對客戶公正交易並符

合專業標準之內涵78。早期違反招牌理論之公允交易義務案例，主要集中

於證券價格不實陳述而與市場價格差距過大79、進行未獲授權之交易80、違

反客戶資金使用之目地81，而後漸漸擴張至｢暗示保證所推介之證券健全性

                                                        
71

 張冠群，同註 11，頁 141-142。 
72 證券交易法第 15、16、85 條；賴英照，同註 44，頁 373。 
73

 楊敦元，同註 10，頁 13。 
74 2005 年開放。 
75 林育廷，同註 1，頁 81。 
76 張冠群，同註 11，頁 142。 
77

 6 S.E.C. 386 (1939). 
78

 楊敦元，同註 10，頁 14。 
79 In re Duker & Duker, 6 S.E.C. 386, 389 (1939) 
80

 Eichler v. SEC, 757 F.2d 1066, 1070-71 (9th Cir. 1985) 
81

 SEC v. C.H. Abraham & Co., 186 F. Supp. 19, 21 (S.D.N.Y.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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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ness）｣的責任基礎；意即專業人士若欲作證券之推介，則負有調

查證券相關事實以確保建議合理性之調查義務82。 

因為長久以來，投資人被鼓吹應相信自稱為專家（Self-Asserted 

Expertise）的證券商，且該等證券商亦營造了自己為專家、專業的形像，

進而使大眾相信此等專業，因而使證券商與客戶之間存有非僅止於一般商

業交易的特殊關係，即使雙方間沒有代理關係，證券商對於無知

（Uninformed）客戶的地位是特殊信任關係83，而此關係接近、可能甚至

等於忠實義務84；因而一旦掛牌，即須對大眾負有依其聲稱之專業而為公

允交易的義務。 

透過此理論，可導出證券業者於從事證券業務時，對其客戶應作合理

定價、不作未獲授權之交易，以及只在有合理基礎相信該證券適合客戶時，

才作推薦的義務；若違反此一默示，即屬違反其公允交易義務，並可能違

反 SEC 訂定之 Rule 10b-585之對市場操縱行為86。 

有論者認為，投資人在與證券業者為交易時，不論該業者為證券經紀

商或自營商，其所採取的交易方式對投資人而言並無不同，而皆須受到保

護，因此有必要透過招牌理論，來填補代理關係僅能適用在經紀商之不足
87。 

對於 SEC 此種理論，於 Hughes v. SEC 一案中88，法院認為可能超越了

判例法，但因考量證券銷售市場中，投資者特別須要受到監理規範保護，

且亦相信國會已授權 SEC 如此地規範、管制經紀商交易商，因而肯認了 SEC

之理論，故有法官認為 SEC 實際上是以招牌理論建構了詐欺法規89。 

                                                        
82 Hanly v. SEC, 415 F.2d 589, 595-96 (2d Cir. 1969) 
83 Kahn v. SEC, 297 F.2d 112, 115 (2d Cir. 1961) (noting implied warranty in shingle theory cases); 

Charles Hughes & Co. v. SEC, 139 F.2d 434, 436-37 (2d Cir. 1943); In re United Sec. Corp., 15 S.E.C. 
719, 727 (1944) 

84 William J. Stelmack Corp., 11 S.E.C. 601, 623 (1942) 
85

 Rule 10-5 乃對市場操縱行為，含欺罔行為、不實陳述等行為之禁止規定；其原文如下：17 C.F.R. 

§270.10b-5 (1951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use of any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or of any facility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a. To employ any device, scheme, or artifice to defraud, b. To make any untrue 
statement of a material fact or to omit to state a material fact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tements made, in the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y were made, not misleading, 
or c. To engage in any act, practice, or course of business which operates or would operate as a 
fraud or deceit upon any pers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86 張冠群，同註 11，頁 141。 
87

 Allen D. Madison, Derivatives Reg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hingle Theory, 1999 Colum. Bus. L. 
Rev. 271, 278-80 (1999)；楊敦元，同註 10，頁 14。 

88
 Hughes v. SEC, 174 F.2d 969, 975 (D.C. Cir. 1949) 

89
 Kahn v. S.E.C., 297 F.2d 112, 115 (2d Cir.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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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信任與信心關係（Trust and 

Confidence） 

SEC 除透過招牌理論以解決前述缺乏代理關係所生之問題外，信任與

信心關係亦是 SEC 發展適合性原則的替代理論基礎之一；如同本項最初所

述，受託關係之認定標準在於一方對他方賦與依定的信賴，導致他方對其

具有支配、優勢或一定影響力，故應考量客戶對證券業者賦予之信賴；SEC

認為若經紀交易商使投資者對其產生信賴或信心之關係，亦須對投資者負

擔受託人義務，此亦符合前述非正式關係成立之受託義務90。 

於 Matters of Areel W. Hughes 案中91，SEC 認為業者處於投資顧問或受

全權委託，負有受託人標準得揭露義務要求，而於為自己帳戶而未與客戶

買賣證券，並附帶對客戶提供投資建議之證券業者，不須適用相同的揭露

標準，除非業者行為使客戶對其產生信任與信心關係92。 

甚有認為，若受銷售人員於招攬客戶時附隨地提供了建議，並一點一

滴地在客戶心中建立起對其所為建議的某種程度的信心及信賴，而使客戶

感受到銷售人員是為其利益而為此行為，同時銷售人員亦了解客戶前述之

感受，此情形已不符合雙方交易地位對等，則銷售人員必須負擔受託義務
93。 

第二項 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的檢討 

第一目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概述 

自己責任原則，指私法自治下，行為人為其自己行為負責之過失責任

主義所演繹的衍生性理論；由於每個人皆受有根據自己意思來形成自身生

                                                        
90 Manuel F. Cohen & Joel J. Rabin, Broker-Dealer Selling Practice Standards: The Importance of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in Their Development, 29 Law & Contemp. Probs. at 702-03 n.120 
(1964)；楊敦元，同註 10，頁 15。 

91
 Arleen W. Hughes, 27 S.E.C. 629, 638 (1948). 

92 楊敦元，同註 10，頁 15，see also: Looper & Co., 38 S.E.C. 294, 300 (1958)。 
93

 Louis Loss, The SEC and the Broker-Dealer, 1 Vand. L. Rev., at 529 (1948); Mundheim,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Broker-Dealers: The Suitability Doctrine, 1965 DUKE L.J., at 4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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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關係的保障，因此，其必須受到根據自己意思而形成的結果所拘束，並

且承擔該結果94；而於證券交易之情形，投資人基於自己的判斷，決定是

否投資特定證券，因此就投資判斷上有無失誤，應自行承擔投資的風險及

盈虧結果，此即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95。 

也有論者認為投資人自己責任，可自英美法之｢買方自負責任（caveat 

emptor，或稱 let the buyer beware）｣原則導出；此原則意指出賣人對於其

所出售商品之瑕疵，除非有表示擔保或有詐欺之情形，否則不負任何責任；

因為任何一個潛在的買受人，在進行交易前，皆能對其所購買商品加以檢

查，判斷出賣人之陳述是否真實；此外，任何人都知道，出賣人對於其欲

出售之商品的陳述，不能太過依賴，因為出賣人欲出售該商品，本即會浮

誇該商品的價值與品質96。 

第二目 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之不足 

雖基於投資人自己責任，投資人應自行判斷金融商品之適合性並為最

終之投資決定，然此原則必須建立在買受人得以自己的能力獲得所購買商

品的相關資訊的前提之下，而此一前提在某些現代之交易類型並不存在，

買受人未必皆有機會能發現標的物價值與品質；此問題於證券證券交易領

域更為明顯，因為證券本身並無實質經濟價值，僅為表彰該有價證券的權

利價值，而其價值繫於發行公司的財務、業務發展及諸多市場狀況，而發

行公司擁有完整的資訊，但基於自身利益，可能只作選擇性提供，投資人

難以獲得投資判斷所需的重要資訊97；因此，美國之證券法規也早已透過

課與證券發行者與業者資訊揭露（Disclosure）的規範98，課予業者對投資

人資訊提供之義務，以調整此資訊不平衡之狀況；資訊揭露被認為能嚇阻

詐欺及其他廣泛的投機行為，且能在政府最小介入的情形下，在使投資人

了解證券價值、內含之風險，使投資人有相同之立足點99，確保投資人能

獲得證券相關之資訊，並得以自行作成受告知後之投資決定( make their 

own informed investment decisions)100；如此，方有可能要求其承擔自己所

                                                        
94 廖大穎，同註 10，頁 111；楊敦元，同註 10，頁 21。 
95

 廖大穎，同上註，頁 111。 
96

 Barnard v. Kellogg, 77 U.S.383, 388-89 (1870), See also: Alen M. Weinberger, Let the Buyer Be Well 
Informed? - Doubting the Demise of Caveat Emptor, 55 Md. L. Rev. 387, 390-91 (1996)；楊敦元，

同註 10，頁 21。 
97 賴英照，同註 44，頁 3。 
98

 如美國於西元 1933 年所訂立的聯邦證券法，主要即係透過資訊揭露之規範來保護投資人。 
99 SEC v. Texas Gulf Sulphur Co., 401 F.2d 833, 848 (2d Cir.). 
100

 Peter J. Barack, supra note 63, 1526-27, Yale Law Journal, June, 1974; H.R. REP. NO. 1383, 73d 
Cong., 2d Sess. 2 (1934); SEC, DISCLOSURE TO INVESTORS-A REAPPRAISAL OF FEDERAL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350&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68119310&ReferencePosition=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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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決策之責任101。 

然適合性論者認為，資訊揭露義務仍有以下的問題，而不足以保障投

資人： 

一、投資者是事實上的決策者嗎？ 

資訊揭露義務能發揮功能的前提，必須是投資者本身為決策者；若無

此前提，則資訊揭露的效果將停留在實際之決策者，而使該決策者與最終

投資者間仍存有保障的需求。 

實務上有一部分的投資人是全權委託建議師或經紀人交易上操作；另

一類的投資人，雖未全權委託，但是幾乎完全依賴經紀人等的投資建議；

此二類型實際上投資決策都在建議師或經紀人手裡。因此資訊揭露的效用

僅止於投資建議者，而並不進一步延伸至投資人本身；所以資訊揭露之方

式並不足以保護投資人，而必須透過其他辦法，於實際為投資決策而資訊

揭露對其有意義的建議者、經紀人，與投資人之間建立連結，以保護投資

人102。 

二、投資人有做理性決策的能力嗎？ 

透過資訊揭露來保護投資者，須假設藉由資訊賦予，可使投資人積極

作成投資決策103；若投資人無法利用相關資訊以建構適當投資決策，相關

資訊即便以可理解的方式揭露，也沒有任何效用；此外不論是否須要財務

知識，投資人缺乏時間分析、對股票銷售缺乏抵抗力，都顯示了他們缺乏

單獨作成告知後理性投資決策，而必須依靠建議者或經紀商。另有一群人

則是不論是否知道自己欠缺相關能力，仍會自行作投資決策104。 

基於上述二問題，單單以資訊揭露並不足以保護投資人，並正當化投

資者自己責任，因此必須採取進一步的保護措施，以使資訊揭露的保護能

從真正能有效使用資訊從做決定經紀交易商，流向非作決策或沒有能力做

決策的投資人；課與證券業者｢適合性義務｣即為一保護措施，要求證券業

者僅能建議、挑選適合特定投資人之投資組合的證券，以將得有效使用揭

露之資訊的投資建議者，與無法自行做出合理決策的投資者間建立完整的

連結105。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UNDER THE 33 AND 34 ACTS 10, 50-51 (1969). 

101 張新楣，金融交易之資訊義務---以金融機構之民事責任為中心，頁 186-187，國立台灣大學法

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102

 Peter J. Barack, supra note 63, at 1528. 
103 See Id. at 1527-28；楊敦元，同註 10，頁 22 
104

 See Id. at 1529-31 
105

 See Id. at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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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認為，資訊揭露與適合性原則，皆是為彌補自己責任原則之功

能不全所生，二者之差別在於前者是透過資訊提供，以投資人有足以判斷、

作成投資決策之基礎；後者在處理特定投資交易，若按照投資人之知識、

年齡、經驗等因素，縱使給予充足之資訊，仍無法期待其作成合理的投資

判斷，或當事人資產狀況並無法承擔該投資交易所生之資產運用風險時，

即有必要透過適合性原則介入，將不適合之投資人，從自己責任原則領域

中排除106；但也有學者認為，透過適合性原則，要求業者於推介特定金融

商品時，應表明該品是否適合客戶投資之價值判斷，實際上適合性原則是

確保投資人自己責任的前提107。 

第三目 告知後同意理論 

另有論者以｢告知同意理論（Informed Consent）｣之角度觀察，認為投

資人多屬於「理財文盲」（Financial Illiterates），因其知識之匱乏、不具有

風險承擔能力及切實際投資目標之認識，自亦無以達成有告知同意之投資

決定，並盲目追求不切實際投資報酬；亦即，散戶之投資客戶，亟需依賴

證券經紀人提供投資建議，專業之理財顧問之建議，並視之為主要資訊來

源；惟證券經紀人鮮少對投資人詳述財務管理之基礎原則及達成告知同意

之判斷所需之知識，包含對風險之忍受度（risk tolerance）及切合實際之

投資目標（realistic investment objectives）的解釋，反而多藉機為選擇性之

資訊揭露，鼓勵投資人為高風險之投資，使投資人作出「未告知同意」

（Uninformed Consent）之投資決定，而從中獲取較高額佣金108。 

為使投資人得為告知後同意之投資決策，此時證券商即負有｢教育投

資人｣，使其認識理財基本原則，以利其認識自我風險承擔能力及投資目

標，將管理風險之能力，由證券經紀人移轉與散戶投資人，其始有因對自

身風險承擔能力及切實際投資目標認識，並進而為受告知同意之決定之可

能；亦即，經紀人對投資人負有為其利益計算之保護義務，投資人應被指

導如何做成受告知同意之投資決策109。 

                                                        
106 楊敦元，同註 10，頁 22。 
107 王志誠，銀行銷售金融商品之義務及責任，月旦法學雜誌，第 183 期，頁 187，2010 年 8 月。 
108

 張冠群，同註 11，頁 142-143。 
109 同上註，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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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小結 

觀察適合性義務的理論基礎，證券業者之受託義務，不論是基於代理

關係，依代理關係之要件，或是透過招牌理論，課予證券業者一默示的專

業責任，形同｢擬制｣地建立起投資人對證券業者｢默示專業責任｣的信賴，

或信心信賴關係而建立的受託關係，實際探尋二人間之信賴或信心，皆可

觀察出，適合性原則的建立，皆是試圖於投資人與證券業者之間，探尋是

否存有任何一絲｢信賴｣之可能。 

而投資人自我責任原則的檢討，由買者自慎原則出發，認為自己責任

原則須以交易雙方必須是處於資訊對等的地位；而後指出，在現今證券商

品、交易，透過｢資訊揭露」保障投資人仍有不足，因為投資者往往｢非事

實上決策者｣且｢沒有能力作理性決策｣，因而需有進一步的保護措施，即

課與證券業者｢適合性義務｣，始能有效地使資訊流向非作決策或沒有能力

做決策的投資人；此理論所認為資訊揭露不足之問題中，投資人無理性決

策能力，似乎無法直接得出證券業者需負適合性義務，而僅為資訊揭露不

足之原因，而非建立適合性原則之｢理由｣；但此理論所另認為投資者非事

實上的決策者，是因為其｢全權委託｣他人為操作，或｢依賴｣證券業者的投

資建議，此一疑問亦與｢信賴｣有關；此時證券業者如仍為不適合的投資決

策，應非｢資訊揭露｣不足以保護投資人，而應探詢瞭解者為該被｢委託｣或

｢信賴｣者是否需承擔責任。 

綜上，應可由不同之理論基礎，推論得出適合性原則之主要核心在於

探尋投資人是否對證券業者寄予信賴，並對該信賴給予保護。 

第三節 美國證券領域之適合性原則規

範 

本文以下就美國於證券領域中，與適合性原則有關之相關法律、規範、

規則作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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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聯邦證券法規範 

美國聯邦之證券法規對於證券業者之規範，主要有規範證券經紀交易

商的 1934 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y Exchange Act of 1934），以及規範投資顧

問（Investment Adviser）的投資顧問法（Investment Adviser Act）110。 

第一目 證券交易法 

於證券交易法中，並沒有針對適合性原則特別制定明文規範111，僅透

過自律機構之自律規範及 SEC 透過招牌理論來定義經紀商交易商對其客戶

之注意義務112；證券交易法中常被援引作為證券從業人員違反適合性原則

之依據，為第 10(b)項及 15(c)項；前者規定任何人以直接或間接之方法、

工具或州際交易或信件，或任何聯邦證券交易之工具，對任何註冊於聯邦

證券交易之證券或未註冊之有價證券或其他與有價證券相關之交換協定

（swap agreement）之買賣，施加操縱性（manipulative）或欺罔性（deceptive）

手段或計謀，而違反證券交易委員會所定有保障公共利益及投資人必要或

適當之規範者，即屬違法113；後者則禁止證券經紀交易商以操縱、欺罔或

其他詐術之方法引介或意圖引介一般級政府發行之有價證券之買賣行為
114。 

證券交易委員會並依證券交易法第 10(b)及 15(c)項，分別頒定規則

10b-5及15c；前者規定於証券之買賣中，任何人不得以直接或間接之方法，

                                                        
110 林育廷，同註 58，頁 226。 
111

 張冠群，同註 11，頁 146。 
112 Gibson Willa E., Investor, Look before Leap: The Suitability Doctrine is not Suitable for OTC 

Derivatives Dealers, 29 LOY. U. Chi. L.J. 546 (1998); Thomas Lee Hazen, The Law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503 (1996). 

113 15 U.S.C. § 78j(b). Section 10(b):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use of any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or of any facility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b) To use or emplo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registered on a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or any security not so registered, or any 
securities-based swap agreement (as defined in section 206B of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any 
manipulative or deceptive device or contrivance in contravention of such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the Commission may prescribe as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r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114 See id. Section 15(c): “(1)(A) No broker or dealer shall make use of the mails or any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to effect any transaction in, or to induce or attempt to 
induce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other than commercial paper, bankers’ acceptances, 
or commercial bills) , or any security-based swap agreement, by means of any manipulative, 
deceptive, or other fraudulent device or contri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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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下列之行為：1.使用任何裝置、計畫或手段而為欺罔者；2.對重要事

實為不真實之陳述或故意省略，使該陳述依當時情況不具誤導性者；3.藉

從事任何業務或交易並對任何人進行詐欺或欺罔者115；規則 15c 內容與

10b-5 類似。 

第二目 投資顧問法 

而投資顧問法與適合性原則有關之規定為第 206 項，要求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於執行業務時，禁止以直接或間接之方法從事操縱、欺罔及其他詐

術行為；該規定亦授權 SEC 制定相關規則以定義並防止前開行為；而該法

相關規則與前開規則 10b-5 類似，於此不再贅述；另外，雖同樣並非適合

性原則的直接明文，但由於投資顧問與客戶間存有受託關係，故投資顧問

對客戶負有忠實義務，應為客戶最大利益計算，因此適合性原則長久來已

經證券交易委員會肯認為此些附隨義務之一環，法院於解釋投資顧問法相

關規定時，亦認投資顧問法中承認投資顧問對其客戶負有受托義務116。 

第二項 自律規範 

1934年聯邦證券交易法第15A條規定了證券交易所（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s）及登記證券協會（Registered Securities Associations）等自律機

構之設立法源，當時欲設立此二機構主要之目的，乃為防止詐欺、推廣公

正、公平交易，透過自律機構訂立自律規範，要求證券業者註冊登記、必

須公正、公平得進行與客戶交易；證券自律機構於美國是負有管理證券業

者的第一線責任，而適合性原則亦以不同用語出現於其所訂定的自律規範

之中。 

另外，依前節所述，SEC依國會之授權創造招牌理論以監理證券業者，

實已超越了判例法原則，但法院仍認為有效，有部分原因是因為SEC於應

用聯邦證券法規時，參考了NASD、NYSE等自律機構所訂立的自律規範117；

故證券自律機構所訂定之自律規範，在適合性原則之發展上，也扮演了重

要角色，文獻上於討論適合性原則理論基礎時，常將自律規範納入討論；

本文以下擬就自律規範的演進過程及較為重要的自律規範作整理。 

                                                        
115 原文詳參註 85。 
116 張冠群，同註 11，頁 147。 
117

 Roberta S. Karmel, IS THE SHINGLE THEORY DEAD?,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1995, at 
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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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NASD Rule 2310(a) 

聯邦證券交易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NASD）

為聯邦證券交易法設立登記之證券自律機構；依該法第 15 條 b 項 8 款及

該法規則第 15b9-1 條規定，證券業者如未取得 NASD 會員資格，不得從事

投資勸募活動。 

NASD 於 1939 年訂定之公正交易規則（Rules of Fair Practice），規範會

員之職業行為規範、交易原則；其中第 3 章第 2 條規定會員推薦客戶買賣

證券時，應依相關事實判斷，有合理理由相信自己對客戶推介的產品是適

合的，該規定後來演變為 NASD 行為規範（NASD Conduct Rules）第 2310(a)

項118：｢會員於推介客戶為有價證券之買賣或其他交易行為時，若客戶對

其持有其他證券之狀況、財務資訊及需求有所揭露，等事實資訊，會員應

基於該等資訊，有合理基礎相信其所為之推介，對於該客戶適合的｣。 

關於此規定最初僅有(a)項規範內容，因而該規範曾發生以下二爭議： 

一、該條文義上規定｢推介｣，則若於｢未｣推介之情形是否仍有適用？ 

對此，NASD 先是以 Notice 96-32 加以說明，認為不論是否存有推介之

行為，公正交易規則要求會員在低價股（Penny Stock）或投機證券之情形，

必須審慎檢視交易的適當性；惟隨後又以 Notice 96-60 解釋認為前述規定

僅適用於推介，若並未從事推介而僅單純執行客戶交易指示，則不適用；

至於何種情形構成推介？該通知定義為：業者以任何手段使客戶對特定商

品引起注意，就有可能被認定為推介119。 

二、就客戶相關資訊，其規定為｢若客戶有所揭露（if any）｣，則業者是否

有主動調查客戶資訊的義務？ 

NASD過去認為不必主動調查，惟 SEC則採肯定看法。直到 1991年NASD

制定 Rule 2310(b)項後，方解決此爭議；該項要求會員對於非機構投資人進

行推介前，除了投資限定於貨幣市場共同基金（Money market mutual funds, 

MMFMs）的客戶外，會員必須盡合理努力取得客戶相關資訊120。至於機構

                                                        
118 原文：”In recommending to a customer the purchase, sale or exchange of any security, a member 

shall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 recommendation is suitable for such customer 
upon the basis of the facts, if any, disclosed by such customer as to his other security holdings and 
as to his financial situations and needs.” 

119 Lewis D. Lowenfels & Alan R. Bromberg, Suitability in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54 Bus. Law. 1557, 
1560-61 (1999)；楊敦元，同註 10，頁 24。 

120 該資訊包含客戶的財務狀況、稅務狀況、投資目的、其他公會員或註冊代表於從事推介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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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依 Rule 2310(c)項第 4 款規定，包含銀行、存放款機構、保險公司

或註冊之投資公司、向州證管會註冊或依投資顧問法向 SEC 註冊的投資顧

問、或任何總資產超過 5 千萬美元之自然人或法人。而縱然屬於該款規定

之機構投資人，也僅是排除證券業者就客戶資訊取得之要求，而仍有適合

性原則適用121。 

Rule 2310 是 NASD 要求註冊會員對客戶負擔之公平交易之基本責任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y for Fair Dealing），而屬於 NASD 規則所訂之專

業倫理（ethical standards）122。 

第二目 NYSE Rule 405 

紐約證交所規則（New York Stock Exchange Rule, NYSE）NYSE Rule 405

規定：會員須盡合理努力以了解每一個客戶、每一個指令、每一筆現金交

易或融資帳戶，以及受顧客全權委託管理帳戶之人的相關必要資訊

（Essential Facts）；於同意開戶前，會員對於有權同意開戶之人並應告知關

於該客戶與帳戶性質的重要情事123。此規定即為｢了解你的客戶（Know Your 

Customer）｣原則，其最初之目的，乃為使會員公司可以對抗不願為自己

之財務操作負責任之客戶124，並於後發展成為適合性原則；該規定雖未明

定以推介為要件125，但實務操作下，該規定與 NASD2310 交叉論證結果，

某程度上使「推介」要件之評價朝實質標準擴充126。 

另外同規則第 472 條規定任一推介，均須有構成該推介之合理基礎，

且進行有價證券買賣或轉換之推介時，應提供該證券之相關資訊，以使受

                                                                                                                                                               
用以考量之資訊。 

121 機構投資人適合性原則之適用，亦與非機構投資人不同，需另參照 IM-2310-3。 
122 NASD Rule IM-2310-2 (a) (1) (2006)；張冠群，同註 11，頁 154。 
123

 NYSE Rule §405 Diligence as to Accounts: ”Every member organization is required through a 
principal executive or a person or persons designat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Rule 342(b)(1) to (1) 
Use due diligence to learn the essential facts relative to every customer, every order, every cash or 
margin account accepted or carried by such organization and every person holding power of 
attorney over any account accepted or carried by such organization….(c)…The member, principal 
executive or other designated person approving the opening of the account shall, prior to giving 
his approval, be personally informed as to the essential facts relative to the customer and to the 
nature of the proposed account and shall indicate his approval in writing on a document which is a 
part of the permanent records of his office or organization.” 

124
 Robert N. Rapp, RETHINKING RISKY INVESTMENTS FOR THAT LITTLE OLD LADY: A REALISTIC ROLE 

FOR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IN ASSESSING SUITABILITY OBLIGATIONS OF STOCKBROKERS, at 
207; Arnold S. Jacobs, Disclosure and Remedies Under the Securities Laws, §18-12. 

125 張冠群，同註 11，頁 156。 
126

 王怡蘋，電子商務環境下適合性原則之運用及紛爭解決機制之因應，軍法專刊，第 61 卷第 6

期，頁 58，201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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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之投資人得以判斷127。 

 

第三目 FINRA Rule 

第一款 FINRA 組織變革概述 

 NASD 與 NYSE 於 2007 年整併成為自律組織美國金融業監管機構

（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FINRA），FINRA 並參考 NASD 及

NAYSE 之自律規範，訂定其自律規範 FINRA Rules 並經 SEC 核准；其中 FINRA 

Rule 2090 及 Rule 2111，分別為了解客戶原則及適合性原則，此二原則為

確保消費者保護、推廣公平、公正交易、以及有道德之銷售行為(ethical sales 

practices)之關鍵128。FINRA 就推介證券商品適合性原則要求，大致上 NASD 

Rule2310 之規定，並沿用 NASD Rule2310 所作成的相關通知（Notice）；FINRA 

Rule2090、2310 自 2012 年 7 月 9 日開始實施。 

第二款 FINRA Rule 2090 

FINRA Rule 2090主要參考NYSE Rule 405之瞭解客戶原則並加以修正，

要求會員對於每一客戶之開戶及帳戶持續期間，盡合理努力以瞭解並保留

關於客戶及受客戶授權並為代表客戶之人的重要事項 129 。 FINRA

以”reasonable diligence”取代 NYSE Rule 405(1)之”due diligence”，以統一與

FINRA Rule 2111 之用語，FINRA 並無改變過去案例或其他關於”diligence”解

釋之意思130；規範中應了解客戶之｢重要事項｣包含：能有效對客戶帳戶提

供服務之事項、為依對帳戶之特定指示而行為所需之事項、瞭解受客戶授

權之人的權限、就遵循適用法律與監理規範等重要事項131。此義務發生於

                                                        
127 NYSE Rule §472 (j) 
128 FINRA Regulatory Notice 11-02: Know Your Customer and Suitability, SEC Approves Consolidated 

FINRA Rules Governing Know-Your-Customer and Suitability Obligations. 
129

 原文：”2090. Know Your Customer: Every member shall use reasonable diligence, in regard to the 

opening and maintenance of every account, to know (and retain) the essential facts concerning 
every customer and concerning the authority of each person acting on behalf of such customer.:” 

130 FINRA Regulatory Notice 11-02, supra note 128. 
131 FIRA Rule 2090.01.:”Essential Facts. For purposes of this Rule, facts "essential" to "knowing the 

customer" are those required to (a) effectively service the customer's account, (b) act in 
accordance with any special handling instructions for the account, (c) understand the author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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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與經紀商之建立關係之初，且不論經紀商是否進行推介132；與 NYSE 

Rule 405(1)之不同在於 FINRA Rule 2090 並不特別強調指令、監督或開戶等

事項，因該等事項已由其他規範詳細規定133。 

第三款 FINRA Rule 2111 

FINRA Rule 2111 規定於 Rule 2100 TRANSACTIONS WITH CUSTOMERS 中

2110 Recommendations 項下，Rule 2111 規定：｢(a)會員或相關人士應透過

合理努力查明取得之客戶投資概況，基此而有合理基礎相信其推介涉及證

券之交易或投資策略，是適合於該客戶。客戶投資概況須包括但不限於客

戶之年齡、其他投資、財務狀況及需求、稅務狀況、投資目標、投資經驗、

投資時程、流動性需求、風險容忍度，及其他客戶可能揭露之與該推介有

關之資訊。｣134。 

FINRA Rule 2111 修正自 NASD Rule 2310，但 FINRA Rules 2111 更擴張

其適用範圍，將推介標的擴及證券的｢投資策略（Investment Strategies）｣，

並做廣泛的認定135；但若屬於下述情形，且無特定證券之推介時，則非屬

此處之投資策略：就有關基本投資觀念、過去資產類別報酬的差異、通貨

膨脹影響、退休收入需求之估算與個人投資概況評估等一般財務與投資資

訊、有關雇主提供之退休計畫的描述、基於特定條件下所作的資產配置、

及同時包含前述類型的投資資料136。 

另就客戶相關資訊部分，除非會員根據特殊情事而可合理相信該事項

無關客戶的個人投資概況（Investment Profile），否則應就 FINRA Rule 2111(a)

所列舉的項目作適當的調查，其包含客戶年齡、其他投資、財產狀況與需

求、稅務狀況、投資目的、投資經驗、投資期間、流動性需求、風險容忍

                                                                                                                                                               
each person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customer, and (d) comply with applicable laws, regulations, 
and rules.” 

132
 FINRA Regulatory Notice 11-02, supra note 128. 

133
 See id. 

134
 FIRA Rule 2111:” (a) A member or an associated person must have a reasonable basis to believe 

that a recommended transaction or investment strategy involving a security or securities is 
suitable for the customer,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the reasonable diligence of 
the member or associated person to ascertain the customer's investment profile. A customer's 
investment profile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the customer's age, other investments,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needs, tax status, investment objectives, investment experience, investment time 
horizon, liquidity needs, risk tolerance,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e customer may disclose to 
the member or associated person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recommendation.”. 

135
 FINRA Regulatory Notice 11-02, supra note 128. 

136
 FINRA Rule 2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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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另外並包含其他於該推介中客戶可能揭露之資訊137。 

此外，該規則並將適合性細分為｢合理基礎適合性｣、｢客戶個別適合

性｣，及｢量化適合性｣138；合理基礎適合性指會員應盡合理努力而有合理

基礎相信該建議至少對某些投資人是適合的；客戶個別適合性指指會員或

相關人士應有合理基礎相信，基於特定客戶之投資狀況，該推介適合該客

戶；而量化適合性，則是針對對於會員實際或事實上控制客戶帳戶之情形，

會員必須根據客戶之投資相關資訊而有合理基礎相信該一系列的推介交

易，縱使從個別交易來看可能皆屬適合，整體而言對客戶並非過當或不適

合。 

最後，會員除非有合理基礎相信客戶之財務能力能履行該投資交易，

否則禁止對客戶作推介139。 

同條(b)項規定若會員有合理基礎認為其客戶有能力評估投資風險，或

機構投資人肯定地告知會員其能獨立判斷評估會員所為之推薦，則可認為

會員以履行對 Rule 4512(c)定義之機構投資人的適合性義務；若其授權由代

理人如投資建議人、銀行信託部門等為決策，前述事實適用於該代理人
140。 

第四目  小結 

適合性義務究竟在何情況啟動，涉及證券業者合理行為界線及投資人合理期

待之價值取捨，而自上述自律規範觀察，「推介」可認為是一種界定標準，也就

是說，證券商與客戶間之互動達到推介之程度，才會啟動適合性義務141。 

                                                        
137 FINRA Rule 2111.04. 
138 FINRA Rule 2111.05. 
139 FINRA Rule 2111.06. 
140 FINR Rule 2111 (b) A member or associated person fulfills the customer-specific suitability 

obligation for an institutional account, as defined in Rule 4512(c), if (1) the member or associated 
person has a reasonable basis to believe that the institutional customer is capable of evaluating 
investment risks independently, both in general and with regard to particular transactions and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volving a security or securities and (2) the institutional customer 
affirmatively indicates that it is exercising independent judgment in evaluating the member's or 
associated person's recommendations. Where an institutional customer has delegated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to an agent, such as an investment adviser or a bank trust department, 
these factors shall be applied to the agent 

141 同前註 126，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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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美國證券領域適合性原則案例 

由上述適合性原則之介紹可知，適合性原則主要源自於自律組織之自

律規範，而聯邦法尚無直接之規範，因而若有違反適合性原則之狀況，自

律組織內部會作成相關懲處，就該懲處不服，可上訴至 SEC，由 SEC 另作

出肯定與否之決定142。於私人間以違反適合性原則對證券業者提起私人訴

訟者，主要以證券交易法第 10(b)項、Rule 10b-5 及普通法加以主張，Rule 

10b-5 雖未明文賦予受詐欺之原告訴因，但美國法院向來肯定之143；投資

人循普通法提出訴訟者，其中最常使用普通法之｢受託義務｣，投資人多主

張業者因為投資人對其託付、信賴，因而對投資人負有受托義務，從而向

投資人推介不適合之證券商品是屬於受託義務之違反；惟並非大多數法院

均肯認投資人與證券業者之間具有｢受託關係｣，其中多有法院認為僅有在

｢全權委託(discretionary account)｣之情形，業者方有受託義務，從而於非全

權委託之情形，投資人可能無法依｢受託義務之違反｣作為請求賠償之依據
144。以下將整理相關重要判決見解。 

第一項 Clark v. John Lamula Investors, 

Inc.145 

一、案例事實146： 

原告 Bernice C. Grupe 女士因離婚而獲得美金 138,000 元之贍養費，其

欲將其中的 100,000 元作投資，並希望能獲得每月 1,000 元之收益；被告

John Lamula Investors, Inc.為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公司（共同被告 John J. 

Lamula 為該公司之負責人），並於 NASD 註冊。於 1974 年 3 月，雙方透過

朋友介紹認識，原告希望被告能為其做投資規劃，雙方於見面數次後，被

告遂於 1974年 5月以 94,360美元之價格，購買可轉換公司債，並以 105,250

                                                        
142 Lewis D. Lowenfels and Alan R. Bromberg, supra not 119, at 1575；施弘文，同註 8，頁 134。 
143 有論者認為，從立法目的觀察，應含有｢隱含的訴權｣存在。詳見賴英照，證券交易法逐條釋

義第一冊，三民書局，1996 年 8 月，頁 357；熊全迪，結構型債券法律規範之研究，臺灣大

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8，2007 年 11 月。 
144 Ramirez, Steven A., The Professional Obligations of Securities Broker under Federal Law: An 

Antidote for Bubbles, 70 U.Cin.L.Rev.527, at 550. 
145

 Clark v. John Lamula Investors, Inc.583 F.2d 594 (2d Cir. 1978). 
146

 See id. at 59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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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之價格轉售予原告；於此交易，被告獲得 10,890 元利益，獲利率約為

11%。在該交易完成後，原告與其擔任投資顧問之姪子討論該項投資，並

發現其所購買之公司債券品質不好，於是要求被告處理該債券，然被告拒

絕之，因此原告於 1974 年 8 月透過其他證券經紀商將該債券賣出，並損

失約 29,311 美元。原告對被告提出訴訟，主張被告違反 1933 年證券法第

17 條(a)項、1934 年證交法第 10 條(b)項、第 15 條(c)項(1)款、NASD 之公

平交易規則、普通法之詐欺、違反忠實義務。 

於地方法院，陪審團認為該交易不符合原告之需求，而被告明知此事，

且知悉原告倚賴其所為之推介，也依該推介而投資該公司債券；然於交易

過程中，被告未告知原告其他適合原告考量的投資機會，亦未告知該債券

之評等、該投資可能無法達到原告年獲利 12,000 之事實，以及購買該證券

所涉及之風險等相關事項；倘若被告告知原告上述事項，原告將不會購買

該公司債券。雖被告未不實陳述，也未隱瞞該證券銷售自其所有之帳戶，

以及其造市者（market maker）之身分，然被告於購買該等債券時，即係

為了轉售該公司債券予被告，並收取高額之佣金，因此陪審團認為被告有

欺騙的意圖（intent to deceive）。 

基於陪審團所認定之上述事實，地方法院以詐欺（statutory fraud）為

基礎，判決被告敗訴，被告不服而上訴至巡迴法院。 

二、法院判決： 

巡迴法院肯認地方法院判決，認為欲主張1934年證交法第10條(b)項、

Rule 10b-5，原告須證明：1.被告違反Rule 10b-5之規定；2.被告具有故意

（Scienter ），即意圖欺騙、操縱或詐欺之要件147。對此，地方法院陪審團

認為，被告明顯的違反了Rule 10b-5之規定，蓋因被告所推介之該公司債券

係不適合原告之需求，而被告亦明知或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該公司債券係不

適合的，然被告卻仍向原告推介該債券。且陪審團認為被告並未告知原告

下列事項：一、對於該公司債券的評等；二、除非原告投資具有高風險的

有價證券，否則無法達到原告預計每年獲得12,000 元利益的期望；三、購

買該公司債券後所涉及之風險程度148。倘若被告告知原告上述事項，或者

其他的投資機會，原告則不會購買該有價證券，因此毫無疑問地，被告的

行為係對原告為詐欺，並隱匿該交易之重要的事實。 

且陪審團亦認為有明顯且確信之證據證明被告購買該有價證券之目

的，係為在轉售予原告並賺取高額之價差，而被告也以詐欺之意圖而為之。

因此上訴巡迴法院肯定地方法院之認定，認為陪審團認定事實無誤，且該

                                                        
147

 See id. at 599-600. 
148

 See id. at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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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實足以支持被告違反了 Rule 10b-5。 

此外，地方法院認為在｢某些情況｣下，違反 NASD 公平交易規則構成

聯邦證券法規之詐欺；巡迴法院就此表示原審未說明何謂｢某些情況下｣且

隨即強調應具有詐欺故意之要件，並認為若證券商具有詐欺之故意、為了

誤導投資人而隱匿重要之資訊時，縱雙方間無信賴關係，仍可認為證券商

之行為屬於詐欺149；是以，並非證券商違反了 NASD 公平交易規則或銷售

不適合之有價證券予投資人，即屬違反 Rule 10b-5 之行為。 

就損害部分，法院肯認原審以 Clark 買進與賣出之價差加計利息為損

害賠償數額，雖上訴人主張應扣除當時熊市造成之損失，因為當時縱然努

力經營，該證券價值也會下降。但法院認為本案是因為詐欺引誘

（fraudulently induced）被上訴人購買不適合證券，上訴人不可僅因在市場

衰退時被發現其詐欺，即無須完整賠償150。 

三、分析： 

美國聯邦法規並無明文之適合性原則規範；本件投資之證券品質不佳、

不符投資人需求等違反適合性之情形，Clark 對 John Lamula 以聯邦證券法

關於詐欺之規定、普通法為依據主張；而欲主張聯邦證券法規之詐欺行為，

必須證明：1.被告客觀上對重要的事實為不實陳述或隱匿的行為；2. 被告

主觀上具有詐欺的故意（Scienter）；而違反 NASD 公平交易規則或銷售不

適合之有價證券予投資人，並不當然等同於違反 Rule 10b-5 之行為；對於

損害賠償之計算，由於本案上訴人為詐欺引誘被上訴人購買不適合證券，

因此賠償範圍為 Clark 買進與賣出之價差加計利息。 

第二項 Brown v. E.F. Hutton Group, 

Inc.151 

一、案例事實152： 

                                                        
149

 同此判決註, at 601；美國最高法院認為，證交法第 10 條(b)、Rule 10b-5 認為係一侵權行為

責任，故當事人間不必具有某種特定關係即可建立責任，Affiliated Ute Citizens v. United States, 

406 U.S. 128, 92 S.Ct. 1456, 31 L.Ed.2d 741 (1972) ；施弘文，同註 8，頁 138；曾宛如，論證券

交易法第 20 條之民事責任—以主觀要件與信賴為核心，台大法學論叢，第 33 卷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61。 
150 supra note 145, at 603-04. 
151

 Brown v. E.F. Hutton Group, Inc., 991 F.2d 1020 (2d Cir. 1993). 
152

 See id. at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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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原告為約 400 位無投資經驗之人，合夥投資石油天然氣油田，嗣

後，原告因無法獲利而對創立此合夥關係並銷售股份予其的合作對象（包

含 Shearson Lehman Hutton, Inc., The E.F. Hutton Group 其及子公司等，共 7

間公司）提起訴訟，主張該等公司之銷售不適合原告之證券，違反證券交

易法第 10 條(b)，請求賠償期投資額及利息，及因而造成之損失。原審認

為原告無法證明他們正當信賴帳戶管理者的適合性陳述，因此判原告敗訴，

原告不符而提起上訴。 

二、法院判決： 

巡迴法院認為違反適合性原則屬於證交法第 10b 條的一種類型，如欲

透過證交法主張違反適合性原則，需證明以下要件：1.該證券不適合上訴

人需求；2.被上訴人知道或合理相信該證券不適合上訴人；3.被上訴人仍

建議或替上訴人購買不適合證券；4.被上訴人故意錯誤陳述或有義務卻未

能揭露與證券適合性的重要事實；5.上訴人有正當信賴（justifiably relied）
153；若投資人在盡最低之勤勉注意即可發現事實時，不應認為投資人的信

賴為正當，則證券業者不發生證券詐欺之責任；法院並認為，於決定投資

人過失時，必須平衡考量下列事實：1.經驗專業 2.雙方關係長久與否 3.相

關資訊取得管道 4.忠實義務存否 5.詐欺隱瞞手法 6.發覺詐欺的機會 7.原告

主動要約或試圖促進該交易 8.不實陳述是泛稱或是明確而特定的154。 

於本案，儘管原告無經驗且是經紀商主動開啟此交易，且帳戶執行者

（account executives）表示此投資是低風險之口頭陳述與所提供之書面資

料相衝突；但因雙方不存在受託關係或長期商務關係，且被告提供給投資

人的書面資料，已充分詳細地揭露客觀資訊，所有相關風險及警語都記載

於該資料中；法院認為，沒有一個投資人在檢視這些文件後，會不知道該

投資的風險；因此，縱然法院認為原告主張投資不符其需求為真，且關於

該等需求的投資，在法律上應為重要事實，但風險揭露已相當明顯，因此

原告的信賴在法律上並不正當，因此巡迴法院維持原審判決。此外，原審

更提到，合理的投資人都知道，應謹慎看待銷售人員的口頭陳述，並以書

面資料查證，畢竟，此類陳述只不過是銷售人員吹捧的話術（puffing）而

已155。 

三、分析： 

此案巡迴法院承認適合性原則之違反，屬於證交法第 10b 條的一種類

                                                        
153 See id. at 1031. 
154 See id. at 1032. 
155

 735 F.Supp. 1196, 1202; See also, Metzner v. D.H. Blair & Co., 689 F.Supp. 262, 264 (S.D.N.Y.1988); 
Center Sav. & Loan Ass'n v. Prudential–Bache Securities, 679 F.Supp. 274, 277 (S.D.N.Y.198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345&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8083279&ReferencePosition=264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345&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8083279&ReferencePosition=264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345&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8024866&ReferencePosition=27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345&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8024866&ReferencePosition=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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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且建立透過證交法主張違反適合性原則需證明之要件，就其中｢正當

信賴｣要件，法院並認為投資人在盡最低之勤勉注意即可發現事實時，不

應認為投資人的信賴為正當，並列舉判斷投資人有無過失可參考的相關事

實，以判斷信賴是否正當；另外，證券業者之主觀故意過失仍為要件之一；

此外於本件地方法院並認為對於銷售人員的吹捧話術，投資人應謹慎看並

以書面資料查證。 

第三項 Banca Cremi, S.A. v. Alex. Brown 

& Sons, Inc156 

一、案例事實： 

Banca Cremi為一家銀行，其透過證券經紀商之雇員購買不動產抵押擔

保債券（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s, CMOs），1994年CMOs市場價格

暴跌後，Banca Cremi對該經紀商及雇員提起訴訟。原告主張被告Alex. Brown

對關於CMOs的重要事實為不實陳述及隱匿（Misrepresentations and 

Omissions），並販賣給原告銀行該不適合之有價證券，及收取過度之溢價，

而違反1934 年證交法第10條(b)項及Rule 10b-5。 

二、法院判決： 

本案法院與Brown v. E. F. Hutton Group, Inc案看法相同，承認違反適合

性原則之屬於證交法第10條(b)項證券詐欺之一種，並採用該案建立之違反

適合性之證券詐欺要件，如為單純虧損，投資人不得透過此方式獲償157。

法院強調「合理信賴」（Justifiable Reliance）之要件係要求投資人為投資時

能謹慎投資，能促進證券法規反詐欺政策，使證券詐欺之行為更容易被揭

露；投資人若未能證明其合理信賴金融業者之隱匿或不實陳述而為投資，

則無法主張受詐欺；若原告拒絕調查已知或明顯能之的風險，應認為其有

過失（reckless）而無法正當化其對經紀商不實陳述及隱匿的信賴將158。 

法院認為本案原告為一銀行，係一具有相當之專業能力、資訊及財力

的投資人，並瞭解有關CMOs利率變動及如何操作等資訊，應對風險有一定

的認識，其投資策略係為平衡自身利益與風險，難認其對被告推介證券具

                                                        
156 Banca Cremi, S.A. v. Alex. Brown & Sons, Inc., 132 F.3d 1017 (4th Cir. 1997). 
157

 See id. at 1027-28. 
158

 See id. at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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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適合性產生信賴，因而被告之行為不構成證券詐欺159。 

三、分析： 

本案採用Brown v. E.F. Hutton Group, Inc.案中違反適合性之證券詐欺之

要件，本案重點在於原告有無正當信賴，法院考量到投資人本身之投資經

驗、資訊取得能力、財務狀況等因素160，作為判斷是否具有正當信賴之依

據；有論者認為，在不實陳述或隱匿（Misrepresentation or Omission）之

案例類型中，「合理信賴」此要件，建立了證券商之詐欺行為與投資人之

損失間之因果關係161。 

第四項 Carol O'connor v. R.F. Lafferty & 

Company, Inc.162 

一、事實背景： 

O’Connor女士在1975年因離婚而獲得20萬美元，其將整筆款項存於被

告R.F. Lafferty& Company (Lafferty)投資公司，並將帳戶全權委託Lafferty公

司和Foulke先生處理，並告知Foulke這筆錢幾乎是她所有資產，而她需要每

個月700元之收益和前夫所支付之800元贍養費以支應生活費，且Foulke亦

知道O’Connor依靠他對該帳戶所作出的所有決定163。 

O’Connor認為1982年到1987年間，被告為她購買不適合的投資標的，

故提起訴訟主張被告：1.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0條(b)項、Rule 10b-5；2.違反

忠實義務；3.對其帳戶之監督具有過失；4.在其本身專業上具有過失；5.

構成普通法上的詐欺；6.在交易過程中意圖施加壓力；7.違反相關州法164；

求償32萬9千美元及本應獲得但因該不適合之投資而損失的合理報酬165。 

地方法院認為於第10條(b)項、Rule 10b-5之主張，被告並無故意或意

                                                        
159 See id. at 1029. 
160

 楊雨耕，金融服務業業務行為準則規範之研究—以金融商品之推介為中心，臺灣大學法律學

研究所，2008 年，頁 186。 
161 施弘文，同註 8，頁 141；Lyle Roberts, Suitability Claims under Rule 10b-5: Are Public Entities 

Sophisticated Enough to Use Derivatives?, 63 U. Chi. L. Rev. 801, 812 (1996).. 
162 O'Connor v. R.F. Lafferty & Co., 965 F.2d 893 (10th Cir. 1992). 
163 id, at 895. 
164

 其內容類似於 1934 的證券交易法 § 10(b) 和 1933 年的證券法 § 12(2)之規定，施弘文，同

註 8，頁 142。 
165

 supra note 162, at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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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詐欺O’Connor，並未符合故意（Scienter）要件，駁回O’Connor請求；

O’Connor不服，向上訴巡迴法院提出上訴。 

二、法律分析： 

巡迴法院認為，原告主張被告以「為其購買有價證券之行為」對其為

詐欺，而非主張被告「不實陳述或對重大事實為隱匿」（Misrepresentation 

or Omissions），故原告係以「以行為為詐欺」（Fraud on Conduct）主張被

告之行為違反適合性。因「以行為為詐欺」與證券商以客戶之帳戶為「過

度交易」（Churning deals）之情況相似，因此法院採用了該類型案件之判

斷標準，以判斷被告是否違反適合性。 

以「過度交易」行為主張違反證交法第10條(b)項及Rule 10b-5，需符

合下列要件：1.證券商對該帳戶之交易，超過了投資人之投資目標；2.證

券商對於該帳戶具有控制權；3.證券商之行為係具有故意之詐欺或有意的

忽略投資人之利益166。巡迴法院依此要件作為輔助，並進而建立了證券商

為不適合推介之詐欺行為要件：1.證券商所推介之有價證券等投資標的或

受全權委託為客戶買進之有價證券，不適合其客戶的投資目標；2.證券商

於推介或買入有價證券等投資標的時，具有詐欺之意圖或因重大過失而漠

視投資人利益；3.該證券商控制投資人之帳戶167。 

巡迴法院認為，O’Connor 雖可證明其投資目標保守、Foulke 所代為之

買賣與其投資目標未盡相符，然 Foulke 亦可證明其為每次投資前，均已就

各種投資機會進行調查，並得對 O’Connor 能提出其所購買該投資標的之理

由，且其對 O’Connor 之財務狀況已充分了解，難認 Foulke 有故意欺詐

O’Connor 或因重大過失（Recklessness）罔顧上訴人利益之情事；因此原告

的主張並不足以構成證交法第 10 條(b)項、Rule 10b-5168。 

法院並參考 Hotmar v. Lowell H. Listrom & Co.169一案，認為判斷證券商

不正當之行為時（Misconduct）， NYSE 的瞭解客戶原則以及 NASD 的適合

性原則，可被用來作為判斷證券商之交易行為之標準170。 

三、小結： 

在本案中，巡迴法院認為，違反適合性原則之主張構成證交法詐欺條

款第 10 條(b)項、Rule 10b-5 之態樣有二，一為不實陳述或對重大事實為隱

                                                        
166 See id. at 898. 
167 See id. at 898 
168 See id. at 900. 
169

 Hotmar v. LowellH. Listrom & Co., 808 F.2d 1384 (10th Cir. 1987). 
170

 supra note 162, at 898.; See id. at 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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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另一則為本案之「以行為為詐欺」情形。法院於本案建立以「控制」

要件作為判斷以證交法第 10 條(b)項、Rule 10b-5 主張違反適合性原則之依

據；投資人若欲提起此項違反適合性原則訴訟，則需證明金融業者於向投

資人推介或受全權委託交易時，所為之投資行為不適合其客戶的投資目標，

而主觀上具有詐欺之意圖或因重大過失而漠視投資人利益，且該金融業者

對投資人之帳戶具有控制之能力。要件，巡迴法院仍認為｢對投資人帳戶

之控制｣要件，係滿足證交法第 10 條(b)項、Rule 10b-5 要件中之因果關係

及信賴要件不可或缺之要素171；而法院通常認為，如果客戶對於是否投資

有最終決定權時，一般而言將不會允許其請求賠償172。 

第五項 小結 

美國就投資人與業者間適合性原則之訴訟中，法院認為證券業者違反

適合性，屬違反證交法第 10 條(b)項、Rule 10b-5 之態樣之一，得以之為訴

因而為主張，或以普通法主張業者行為屬於詐欺或違反受託義務等173。 

欲以證交法第 10 條(b)項、Rule 10b-5 主張業者違反適合性原則，須需

證明：1.該證券不適合上訴人需求；2.被上訴人知道或合理相信該證券不

適合上訴人；3.被上訴人仍建議或替上訴人購買不適合證券；4.被上訴人

故意錯誤陳述或有義務卻未能揭露與證券適合性的重要事實；5.上訴人有

正當信賴（justifiably relied）174；其中較關鍵亦較難證明者為證券業者之

主觀要件及正當信賴要件；因業者與投資人間所存有之交易地位具有落差，

以及多數資訊皆掌握於業者手中，因此投資人欲主張金融業者具有詐欺之

故意或重大過失，或是否有合理信賴，必須依照個案相關事實綜合判斷，

皆有一定之難度。 

另若投資人以違反普通法注意義務、忠實義務向金融業者為主張，須

以投資人與金融業者間存有信賴關係為前提，信賴關係之基礎則較為不易

認定。 

綜上所述，投資人欲向證券業者主張違反適合性原則，並不容易，國

會在聯邦法規中亦僅於證券業者有嚴重之不法行為時，方賦予投資人得依

聯邦證券法規尋求救濟之途徑，而並未在聯邦法規中針對適合性原則賦予

                                                        
171 supra note 162, at 898. 
172

 林仁光，論證券業對客戶資訊揭露之規範—以風險預告與客戶投資適合性之判斷法則為核心，

月旦法學雜誌，第 126 期，2005 年 11 月，頁 44。 
173 施弘文，同註 8，頁 145；熊全迪，同註 143，頁 109，。 
174

 此外，上有原告受經濟上的損失（Economic Loss）、具有損失因果關係（Loss Causation）之要

件，詳參 Gibson Willa E., supra note 112, at 54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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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對證券業者為主張之依據；因此儘管 SEC 於行政監督上課以嚴格的

適合性原則要求，在私法訴訟中，通常須比違反以道德為基礎的自律規範

來得重大的惡性行為，方可能構成證券交易法反詐欺條款的違反175；故可

說目前美國於證券領域之適合性原則，主要以市場自律為核心，希望透過

SEC 及自律規範機制來保護投資人176。 

第五節 小結 

經由本章之探討可知，適合性原則發源之證券交易領域，其交易當事

人間之法律關係，非單純有價證券的買賣，實則為具有委任、信託關係或

｢諮詢建議｣之顧問服務，投資人皆對業者賦予一定之信賴；而由於證券交

易中，資訊不對等、商品專業而複雜，易造成證券業者之不當銷售；故有

適合性原則之發跡，透過此原則將｢商品不適合｣的風險移轉予證券業者。 

適合性原則之理論基礎，不論由代理關係、招牌理論、信心信賴關係

而建立受託關係，或檢討投資人自我責任原則的所著眼的問題點，皆可明

顯觀察出，適合性原則是基於在投資人與證券業者間所可能存有或擬制出

來的｢信賴｣，並欲對此信賴予以保障。 

而適合性原則在美國證券領域的狀況，明文之規範主要存在於以道德

標準為出發點之自律規範中；在民事私法關係中，尚無直接明文適合性原

則之法律，如欲主張證券業者違反適合性原則，多以證券交易法第 10 條(b)

項、Rule 10b-5 作為基礎，法院於審判時需考量該等規範之重點要件為證

券業者是否符合「故意」及投資人｢正當信賴｣之要件；儘管 SEC 與自律機

構設有嚴格的適合性原則要求，私法訴訟中通常須比違反以道德為基礎的

自律規範來得重大的惡性行為，方可能構成證券交易法反詐欺條款的違

反。 

                                                        
175 Arnold S. Jacobs, supra note 124, §18-12；有論者認為國會此舉如限縮聯邦證券法規保障投資

人之功能，此亦長期遭各界所批評；詳參 Barbara Black, Transforming Rhetoric into Reality: A 

Federal Remedy for Negligent Brokerage Advice, 8 Transactions: Tenn J. Bus. L. 101, 106-107 
(2006)；施弘文，同註 8，頁 466。 

176 Arnold S. Jacobs, supra note 124,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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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適合性原則於美國保險領

域之適用狀況 

第一節 美國適合性原則適用範圍之演

變 

由前述可知，適合性原則乃美國證券交易下之產物，因此在判斷一交

易有無適合性原則適用時，首先須判斷交易是否涉及「證券｣177。隨著金

融商品之日新月異、推陳出新，越來越多複雜結構的金融商品以及更多元

的金融服務，甚至出現結合不同金融行業別之金融商品及服務；因此適合

性原則的適用範圍，也跟著改變，其中同屬金融領域的保險產業，因變額

年金保險(variable annuity policies )及變額人壽保險(variable life insurance )

的出現，使適合性原則逐漸向保險領域延伸。本文以下將說明適合性原則

擴張至保險領域的過程。 

第一項 傳統保險商品時期 

美國之金融監理原則採分業進行監理，早期保險事業之監理問題主要

集中在討論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8 節第 3 項「商業條款(commerce clause )｣

與各州監理權限之關係。該條文指出國會行使立法權對象為｢與外國通商、

州與州之間或州與印地安部族之商業行為｣，即洲際的商業行為屬於國會

的立法權限範圍；保險事業是否符合該條｢商業行為｣即成為一討論課題178。

法院曾對此問題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釋，如 Paul v. Virginia 案179，法官認為保

險單僅為契約行為而非商業行為，因此國會無權拘束保險事業，應由各州

州法為之；但在 United State v. South-Eastern Underwriters Association 一案

                                                        
177 Anthony H. Pelle and Donna K. Knapton, supra note 4, at 65. 
178

 梅津昭彥，保險仲介人之規範與責任，呂慧芬譯，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997 年 11 月，頁 11；

楊敦元，同註 10，頁 76。 
179

 75 U.S.(8 Wall.)168 (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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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保險行為仍為商業行為，亦在憲法商業條款範圍

內。 

國會為避免聯邦法與州法間之衝突，於 1945 年通過之 McCarran- 

Ferguson Act，宣告｢各州對保險事業持續性監理與課稅，係基於公共利益

而生者，國會對此保持沉默不應被解釋為強迫限制各州對該事業監理與課

稅之意思｣、第 2 條規定｢保險事業及從是該事業之人，皆應受對該事業具

有監理與課稅權限之州所訂立的州法約束。……除非聯邦法有特別指名針對

保險事業之規範，原則上任何州基於監理保險事業或對該事業課稅所制定

之法律，皆不因為國會所通過之法案認定為無效、終止或效力被削減｣；

意即，保險監理是劃歸各州州法負責，國會制定的法律不得被解釋為使｢

規範保險產業之州法｣無效，抑或取代、損及其效力，除非聯邦法立法目

的係針對此所發，故州法未特別規範的部分，仍可適用聯邦法，如此大致

上解決了保險商品與聯邦法間的問題181。 

此時的保險事業與證券並無關聯，保險業者不受聯邦證券法、證券自

律機構規範，或 SEC 的監督；美國 1933 年證券法第 3 條 a 項 8 款明文將

保險契約排除於證券法之適用，該法之所以如此規定，除涉及｢證券｣之定

義外，亦是因為認為國會既無管轄保險事業之權利，且年金、保險契約已

受各州州法規範，無須再受制於聯邦之證券法；其後之 1940 年投資公司

法第 3 條 c 項 3 款將保險公司排除於投資公司之列，同年之投資顧問法第

202條 a項 11款亦將銷售保險商品為唯一業務之公司排除於投資顧問範圍

外182。 

綜上，在證券市場加強監理的同時，因憲法商業條款就保險事項之分

配，及保險與證券之劃分，保險事業原則上不受到聯邦法拘束；保險事業

既非證券事業之範圍，則證券監理、自律之相關規範自不及於保險事業；

此時保險事業僅須檢視各州對於保險事務所設之規範，以確保保險事務之

執行合於州法。 

第二項 變額保險商品出現帶來之改變 

投資證券早期是屬於有錢人進行之活動，中低收入階層主要會選擇較

簡單安全的財務商品，如銀行帳戶存款、壽險、政府債券等風險較低的儲

蓄工具，由於行業市場區隔，保險公司享有自己專屬市場而並未與證券業

                                                        
180

 322 U.S. 533 (1944). 
181 梅津昭彥，同註 178，頁 12；陳豐年，美國保險監理政策之新進展與啟發，法令月刊，第 63

卷第 1 期，頁 78；楊敦元，同註 10，頁 76。 
182 梅津昭彥，同註 178，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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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183；但隨著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的出現，保險面臨了與證券業的

競爭；當時不少人將於壽險或銀行內之儲蓄，轉移至含有風險但相對亦提

供股權報酬（ewards of equities）的共同基金，而保險業開始注意到到傳

統保險商品無法滿足客戶逐漸擴張的需求。 

為與共同基金競爭，保險業開始研發新型產品，於 1930 年代後期發

展出年金商品；年金商品最初乃為提供個人退休後之收入，又稱作固定年

金（Fixed annuity），因其提供保證收益，保險人承擔在利率低時，仍須給

付年金受領者最低保證收益之風險；基於此保證收益特色，固定年金仍被

認為與傳統保險商品相近，屬於證券法第 3 條 a 項 8 款證券除外規定之保

險商品。 

其後於 1950 年，保險業發展出具有投資特色的｢變額（variable）商品

｣；最早被開發出的商品為變額年金（variable annuity），該契約約定要保

人交負之保險費，保險人應設立分離帳戶（separate account），將該帳戶

累積資金投資於股市，而年金受領人最終領取之年金並非定額，而係依投

資績效而有所變動，故稱｢變額｣184。其不同於固定利率年金，因為其收益

（returns）損失的風險完全由購買者承擔、通常沒有固定利率，而收益隨

所連結之證券投資組合而變化，在連結證券表現好時，購買者有機會增加

收益報酬，但在證券表現不好時，當然也沒有保證最低給付作為收益損失

的停損點185，因此，保險公司僅負擔死亡率與費用之危險，而將投資之危

險移轉由年金受領人負擔186，使年金受領人可能負擔本金之損失；由於此

類商品具有投資風險，因此引起證券監理官注意，產生此類保險商品是否

須受聯邦證券法規、SEC 規制之爭議。對於此爭議，有以下重要案例： 

一、SEC v. Variable Annuity Life Ins. Co.187：法院認為，保險之概念應指

保險公司應至少應保證（guarantee）給付一定額度之利益，而變額年金產

品發行人雖承擔死亡風險，但其給付並非固定，而是取決於投資運用的結

果，故投資風險實際上由要保人承擔，保險人實質上未承擔任何風險188；

故法院認為變額年金商品屬於 1933 年證券法所稱之證券；一旦被認定為

證券，就須受到證券法規及自律規範的限制。 

                                                        
183 Kathleen C. Engel and Patricia A. McCoy, A TALE OF THREE MARKET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PREDATORY LENDING, 80 Tex. L. Rev. 1255, at 1329(2002). 
184 梅津昭彥，同註 178，頁 13。 
185 Anthony H. Pelle and Donna K. Knapton, supra note 4, at 66-67. 
186 S. Huener & K. Black, Life Insurance (10th ed. Printice-Hall, Inc. 1982), at 108；梅津昭彥，同註178，

頁 13。 
187

 SEC v. Variable Annuity Life Ins. Co., 359 U.S. 65 (1959). 
188

 See id. at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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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rudential Ins. Co. v. SEC189：Prudential 保險公司所承保之業務，皆

為 1940 年投資公司法所規定非屬投資公司之範圍，但就保險人提供設置

分離帳戶之變額年金部分，由於分離帳戶之目的係用於證券投資，其投資

成果或危險完全由年金受領人承擔，進而影響到保單價值，因此法院認為

投資公司法之立法目的應包含對該類投資於證券的變額年金購買人提供

保護，應將 Prudential 解釋為 1940 年投資公司法所稱之投資公司。 

三、SEC v. United Benefit Life Ins. Co.190：本案爭議的｢彈性基金年金

（flexible fund annuity）｣，未將所有的投資風險轉嫁於要保人191，要保人

得於未滿期前提領自己在基金所持有之比例部分，並保證解約金不得低於

純保費之約定比率；惟法院基於以下三點理由認為該年金的累積期間，屬

於1933年證券法中所稱之證券：｢1.累積部分不屬於聯邦法所定義之保險，

其保證金額較一般年金契約之保證金額為低192；2.依招攬文宣、分售計畫

及經濟誘因來看，要保人係期待透過專家運用該筆基金，從中獲取利潤，

而購入該證券；3.該商品係為與多項基金競爭而發行｣。 

除變額年金外，於 1976 年，美國發售變額人壽保險（variable life 

insurance），其雖為人壽保險，但與變額年金相似之處在於，其保險金係以

分離帳戶投資績效而定；由於負擔投資危險，其可領取之保險金可能較定

額保險為高，但也可能較低。 

其後，，究竟如何判斷各類變額人壽、年金商品是否僅為證券，於保

險業界與 SEC 之間引發爭議；證券監理者認為此類產品應被認定為證券，

因為其對年金受領人無限制的投資風險，SEC 先於 1978 年公布第 154 號函

令193，以年金契約書是否保證固定比例之年金契約、是否含預託基金條款、

是否以投資為主要目的，判斷該年金契約是否符合為證券法第 3 條第(a)項

第 8 款之排除適用對象；SEC 於 1979 年發表｢Statement of Policy｣，表示人

壽及年金契約之特徵為保險人須同時負擔死亡風險與投資風險194。而後

SEC 又於 1986 年撤銷 Statement of Policy，公布第 151 號函令，表示若年金

                                                        
189 Prudential Ins. Co. v. SEC , 326 F.2d 383 (3d Cir. 1964). 
190 SEC v. United Benefit Life Ins. Co., 387 U.S. 202 (1967). 
191 依該合約，要保人得於未滿期前提前領回自己在基金所持有之比例部分，並保證解約金不得

低於純保費之約定比率。 
192 本案法院雖未具體指出保險公司應負擔之危險程度，但指出保險公司所負擔之危險程度亦為

判斷商品是否為保險之重要因素；P.J. Mason & S.E. Roth, SEC Regulation of Life Insurance 

Products- On the Brink of the Universal, 15, Connn L. Rev. 505, 519 (1983)；梅津昭彥，同註 178，

頁 15。 
193 Securities Act Release No. 5933 in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Federal Securities Laws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 1979), at 195-209. 
194

 Securities Act Release No.6051 in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Federal Securities Laws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 1979), at 26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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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符合：1.保險公司受州監理官之監理、2.由保險人負擔投資風險並保

證支付足夠之本金及利息、3.非以投資為銷售訴求，則可以排除適用聯邦

證券法。 

由上可知，變額商品因含有投資性質而被認定為聯邦證券法的｢證券｣，

需受證券法規及監理之約束；因此，變額保險商品需依照 1933 年證券法

辦理登錄，經營該類商品的保險人，應依 1934 年證券交易法規定，登錄

為｢經紀交易商（broker-dealer）｣；從事銷售的保險經紀人與代理人，亦

須分別以｢獨立契約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或經紀交易商的｢關係人

｣，辦理登錄195；也因此，他們必須受到當時相關證券監理、自律規範的

適合性原則限制196。 

第三項 小結 

於早期之傳統保險市場，因監理之市場區隔、1945 年 McCarran- 

Ferguson 法案對保險事業管轄之決定，傳統保險商品不受到聯邦證券法規

之適用，也無須受到證券監理、自律機構的適合性原則限制；其後變額年

金、變額人壽保險的開發及銷售，由於其含有投資性質，被認定為聯邦證

券法的｢證券｣，因此對於此類性質保險商品，應採取不同於對以往傳統保

險商品之監理態度，而需受聯邦證券法規及監理、自律規範之約束。證券

市場為保護投資人發展出之適合性原則，透過變額保險商品，逐漸擴張適

用至保險領域。 

第二節 美國保險領域適合性原則立法

例 

由於保險商品屬於州管轄事項，因此保險相關規則是各州自行規範的；

而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NAIC）197對於保險監理事項會制訂示範規則，供各州參考，於 NAIC 制定

                                                        
195 梅津昭彥，同註 178，頁 43。 
196

 此外，變額年金通常有高傭金，促使銷售人員捨棄其他商品而推銷變額年金，且變額年金較

其他投資來得複雜，銷售人員易於進行不當之銷售，因此，NASD 發行 notice 96-80(December 

1996)提醒變額年金是受到證券規範的、notice 99-35 (May 1999)提出作適合度決策時之指導方

針。 
197 NAIC 為美國 50 州、哥倫比亞特區以及 5 大屬地之保險監理官共同組成之自願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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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示範規則中，與適合性原則相關者，分別為年金交易適合性示範規

則以及變額人壽保險示範規則；各州於訂定州規範時，或完全移植該示範

規則，或部分採納該規則，亦有不採納示範規則者198。另外，若保險商品

含有證券之性質，而被認定為證券法之證券，業者另須遵守聯邦證券法規、

受 SEC 之監理以及證券自律機構之自律規範；其中聯邦證券法及 FINRA 自

律規範主要部分已於前章說明，但 FINRA 針對定商品有特別之規範，Rule 

2330 是針對遞延變額年金所設，以下僅就 NAIC 金交易適合性示範規則、

變額人壽保險示範規則，以及 FINRA Rule 2330 加以說明。 

第一項 NAIC 年金交易適合性示範規則199 

由於近年保險人銷售年金之數量增加，導致聯邦與各州證券監理者更

加關注年金交易並推動了一些法規修正200；NAIC 最早於 2003 年制訂｢高齡

客戶年金交易保護示範規則（Senior Protection in Annuity Transactions 

Model Regulation）｣，其規範的商品包含定額年金以及變額年金，但因考

量欠缺普遍的適合性標準支持，且過去各州亦多無此標準，所以並將該規

範適用範圍限縮於 65 歲以上之高齡客戶為對象；而後於 2006 年，NAIC 認

為購買年金產品的程序通常複雜而使人困惑，因此將該規範修正為｢年金

交易適合性示範規則（下稱年金示範規則）｣，刪除前述年齡之限制，使

其適用範圍及於所有年齡層之客戶201；於 2010 年，NAIC 為了給予消費者

更完善保障、避免不當年金保險銷售行為，並調和保險與證券之監理，再

次修正了年金交易適合性示範規則，擴張了適合性標準、新增招攬人員

（producer）訓練要求、擴張保險人遵循該規則的責任202。 

年金示範規則規範目的為要求保險人建立對於推薦行為之監督系統，

並設立對消費者推薦且進而成立交易的推薦標準及程序，以使涉及年金之

交易，能適度滿足消費者的保險需求及財務目標；惟本規則並不產生或隱

含私人訴訟之請求權203。 

                                                        
198

 Anthony H. Pelle and Donna K. Knapton, supra note 4, at 65. 
199

 NAIC MODEL LAWS,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Volume II-275-1, Suitability in Annuity 
Transactions Regulation. 

200
 Rebecca Snider, Suitability in Annuity Transactions Regulations Development, 934 PLI/Comm 483, 

at 485. 
201

 See id. 
202

 See id. 
203  Suitability in Annuity Transactions Regulation, Section 1 Purpose: “A. The purpose of this 

regulation is to require insurers to establish a system to supervise recommendations and to set 
forth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for recommendations to consumers that result in transactions 
involving annuity products so that the insurance needs and financial objectives of consumers at 
the time of the transaction are appropriately addressed. B. Nothing herein shall be constru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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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示範規則適用對象為保險招攬人員（Insurance producers）204（若

無保險招攬人員時則為保險人）對於客戶購買、交換或替換年金保險之｢

建議｣205；因此若交易並無｢建議｣，則不在適用範圍內206；其中｢建議｣指

保險招攬人員或保險人對個別客戶提供的推介（Advice），並產生與該推介

相符的年金相關交易207。 

適合性義務主要規定在第 6 條｢保險人及保險招攬人員之義務｣，第 A

項規定：｢於對客戶推介購買年金或導致其他保險交易之年金交易之情形，

保險招攬人員，若無保險招攬人員時則為保險人，必須以客戶提供之投資

及其他保險、以及其財務資訊及需求等資訊(包含客戶的適合度資訊)為基

礎，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推介適合於客戶208，並且須有合理理由相信：(1)

客戶已受合理告知年金保險的特色，如解約期間與解約金、消費者出售、

交換、解約、年率化年金可能導致之稅務懲罰、死亡費率、投資顧問費等，

以及保險和投資成分及市場風險；(2)客戶會因年金保險的特色而獲得利益，

如遞延稅務負擔、年金或死亡或生存之給付利益；(3)特定年金商品整體觀

之，基於該客戶的適合度資訊而言，是適合該客戶的209…｣；本項中提到的

                                                                                                                                                               
create or imply a private cause of action for a violation of this regulation” 

204 指依州法規定領有執照而銷售、招攬、交涉包含年金等保險商品之人，See id. Section 5. 

Definitions F。 
205 See id. Section 2. Scope: “This regulation shall apply to any recommendation to purchase, 

exchange or replace an annuity made to a consumer by an insurance producer, or an insurer 
where no producer is involved, that results in the purchase, exchange or replacement 
recommended.” 

206 See id. Section 4. Exemptions A: “Driect response solicitations where there is no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the consumer pursuant to this regulation”. 

207 See id. Section 5. Definitions G: “means advice provided by an insurance producer, or an insurer 
where no producer is involved, to an individual consumer that results in a purchase, exchange or 
replacement of an annu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advice”. 

208 See id. Section 6 Duties of Insurers and of Insurance Producers, A: ”In recommending to a 
consumer the purchase of an annuity or the exchange of an annuity that results in another 
insurance transaction or series of insurance transactions, the insurance producer, or the insurer 
where no producer is involved, shall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 
recommendation is suitable for the consumer on the basis of the facts disclosed by the consumer 
as to his or her investments and other insurance products and as to his or her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needs, including the consumer’s suitability information,……” 

209
 See id. “……and that there is a reasonable basis to believe all of the following: (1) The consumer 

has been reasonably informed of various features of the annuity, such as the potential surrender 
period and surrender charge, potential tax penalty if the consumer sells, exchanges, surrenders or 
annuitizes the annuity, mortality and expense fees, investment advisory fees, potential charges for 
and features of riders, limitations on interest returns, insurance and investment components and 
market risk; (2) The consumer would benefit from certain features of the annuity, such as 
taxdeferred growth, annuitization or death or living benefit; (3) The particular annuity as a whole, 
the underlying subaccounts to which funds are allocated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or exchange of 
the annuity, and riders and similar product enhancements, if any, are suitable (and in the case of 
an exchange or replacement, the transaction as a whole is suitable) for the particular consumer 
based on his or her suitabilit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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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適合度資訊｣，定義於第 5 條第 I 項，指客戶之年齡、年收入、財

務狀況及需求(包含投入年金之資金來源)、財務經驗、財務目標、購買年

金之用途、財務時程、既存資產(包含投資及人壽保險)、流動性需求、淨

值流動性、風險容忍度、稅務狀況210。 

同條第 B 項規定，保險招攬人員，如無招攬人員時則為保險人，在執

行該推介之年金的購買、交換、取代前，須盡合理努力去取得客戶適合度

資訊211。第 C 項規定除非基於客戶適合度資訊而有合理基礎相信所推薦的

年金保險適合該客戶，保險人不應簽發該年金保險212。 

D 項則規定了保險招攬人員或保險人免負適合性義務之情形，包含：（a）

沒有提供建議；（b）雖有建議，但事後發現客戶所提供之資訊並不正確；

（c）客戶拒絕提供適合度相關資訊，且未推薦該年金交易；（d）客戶決

定的年金交易，並非基於保險人或招攬人員所為之建議。 

E 項規定招攬人或保險人銷售時應：（1）紀錄所有符合 A 項的推薦；（2）

若客戶拒絕提供資訊，取得客戶之簽名；（3）若客戶決定簽訂非招攬人或

保險人推薦之年金保險，取得客戶之承認之簽名。 

F 項要求保險人必須建立合理的監督機制，以確保招攬人或保險人遵

循法令，該機制應包含但不限於下列事項：（a）保險人應維持通知招攬人

員本法令之要求之合理程序，並將本法令之要求納入相關訓練手冊；（b）

應建立招攬人員產品訓練標準，並維持要求招攬人員遵循本法第 7 條規定

之合理程序；（c）應提供個別產品訓練，訓練教材應解釋所有年金商品之

重要特色；（d）保險人應建立並維持於各年金保險簽發前，檢視各個推薦

程序，以確保推薦之適合性是有合理基礎的213；（e）檢測不具適合度之建

議的程序214；（f）保險人應每年提供資深經理人關於監督系統效用之相關

                                                        
210

 See id. Section 5. Definitions I: ““Suitability information” means information that is reasonably 

appropriate to determine the suitability of a recommendation,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1) Age; (2) 
Annual income; (3)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needs,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used for the 
funding of the annuity; (4) Financial experience; (5) Financial objectives; (6) Intended use of the 
annuity; (7) Financial time horizon; (8) Existing assets, including investment and life insurance 
holdings; (9) Liquidity needs; (10) Liquid net worth; (11) Risk tolerance; and (12) Tax status. ” 

211 See id. Section 6B: “Prior to the execution of a purchase, exchange or replacement of an annuity 
resulting from a recommendation, an insurance producer, or an insurer where no producer is 
involved, shall make reasonable efforts to obtain the consumer's suitability information”. 

212 See id. Section 6C: “Except as permitted under subsection D, an insurer shall not issue an annuity 
recommended to a consumer unless there is a reasonable basis to believe the annuity is suitable 
based on the consumer's suitability information.” 

213 此程序可應用篩選系統以對被選出的交易作額外的檢視，並且可以電子化作業或其他方式完

成之。 
214 例如：確認客戶適合度相關資訊、系統性與客戶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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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215。 

G 項則規定保險招攬人不應勸阻客戶據實回應保險人詢問的適合性資

訊、提出申訴，或配合申訴調查。 

除此之外，該條 H 項並提供保險人或招攬人一安全港（safe harbor），

若受規範者能符合 FINRA 的適合性規範，便視為符合年金示範規則。 

對於違反適合性義務的效果，第 8 條 A 項規定216，如有違反規範之情

形發生，不論係保險人或其保險招攬人員之作為或不作為，保險監理官得

命令：(1)保險人對因保險人或其招攬人員違反行為而受損之客戶，採取適

當之更正行為；或(2)一般代理人、獨立代理人或保險招攬人員對因其違反

行為而受損之客戶，採取適當之更正行為；或(3)適當的罰金或制裁。同條

B 項規定217：若於發現違規後立即對客戶採取更正行為或違規非因行為所

致，可減輕或免除罰金。 

目前年金示範規則於美國，共有 17 州採用 NAIC 2006 年之年金交易適

合性示範規則，有 2 州正在修法採納 NAIC 2010 年之年金交易適合性示範

規則，而共有 30 州採用 NAIC 2010 年之年金交易適合性示範規則，此外 6

州採用類似或與適合性原則相關之規範218。 

第二項 變額人壽保險示範規則219 

變額人壽保險示範規則本身並非如同年金適合性示範規則係專門針

對適合性原則作規範，其僅於第 3 條第 C 項規定，任何尋求受核准而得於

該州從事變額人壽保險業務之保險人，應以書面建立並維持保險人得使用

的適合性標準；該標準應具體指出：根據保險人合理詢問所取得之要保人

                                                        
215

 supra note 203, Section 6F(1). 
216 See id. Section 6B: “A. An insurer is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with this regulation. If a violation 

occurs, either because of the action or inaction of the insurer or its insurance producer, the 
commissioner may order:(1) An insurer to take reasonably appropriate corrective action for any 
consumer harmed by the insurer’s, or by its insurance producer’s, violation of this regulation;(2) A 
general agency, independent agency or the insurance producer to take reasonably appropriate 
corrective action for any consumer harmed by the insurance producer’s violation of this regulation; 
and (3) Appropriate penalties and sanctions…”. 

217
 See id. Section 6B:”…B. Any applicable penalty under [insert statutory citation] for a violation of 

this regulation may be reduced or eliminated [, according to a schedule adopted by the 
commissioner,] if corrective action for the consumer was taken promptly after a violation was 
discovered or the violation was not part of a pattern or practice.” 

218 Carl B. Wilkerson, ACLI RESPONSE TO REQUEST FROM SEC FOR INFORMATION ON THE DUTIES OF 
BROKERS, DEALERS, AND INVESTMENT ADVISERS, SV002 ALI-ABA 1073, APPENDIX A. 

219
 NAIC MODEL LAWS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Volume II-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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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包括要保人之保險及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需求、及其他保險人

或代理人於推介時所知道之資訊)，若無合理理由確信購買該保單，對該要

保人無不適合時，將不會對要保人推介購買該變額人壽保險，或簽發變額

人壽保險單220。 

第三項 FINRA Rule 2330 

FINRA 針對特別商品設有 Rule 2300 Special Products 特別規範，該章節

下針對遞延變額年金所設之 Rule 2330，進一步對適合性原則加以規範。 

其(b)項｢推薦要求（Recommendation Requirements）｣221第 1 項規定會

員不應推薦客戶購買或轉換遞延變額年金，除非有合理基礎相信： 

(A)該交易符合 Rule 2111，且須有合理基礎相信： 

(i)客戶被告知關於遞延變額年金的特色 

(ii)客戶可以基於遞延變額年金的特色而獲得利益 

(iii)整體觀察特定之遞延變額年金年金，於購買或轉換變額遞延年金

的時，基金分配之其子帳戶是適合客戶的。 

(B)於轉換年金之情形，須考量客戶是否因此產生解約費用、喪失既有

的保險給付、必須支付其他費用，以決定其適合度。 

第 2 項規定於推薦購買或轉換前，會員須盡合理努力取得至少包含客

戶年紀、年收入、財務狀況與需求、投資經驗、投資目標、使用遞延變額

年金之意圖、投資時間計劃、既有資產、流動性需求、流動性淨值、風險

容忍度、稅務狀況及其他會員於推薦時應考量之相關資訊。 

第 3 項規定於取得資訊後之適當時間內，為推薦之會員應轉交完整的

申請資料予監督之部門。 

                                                        
220

 See id. Section 3.C.: “Every insurer seeking approval to enter into the variable life insurance 
business in this state shall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written statement specifying the Standards of 
Suitability to be used by the insurer. Such Standards of Suitability shall specify that no 
recommendations shall be made to an applicant to purchase a variable life insurance policy and 
that no variable life insurance policy shall be issued in the absence of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purchase of such policy is not unsuitable for such applicant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furnished after reasonable inquiry of such applicant concerning the applicant's 
insurance and investment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need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known to the insurer or to the agent making the recommendation.” 

221
 FINRA Rule 2330 (b) Recommendation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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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項222規定該監督主管須於最多 7 個營業日內審核並決定是否同意該

推薦或轉換行為。且於該主管基於(b)節所列之資訊，有合理基礎相信該交

易適合客戶時，其應同意該交易。而本節所要求之同意應紀錄並由該主管

簽名。 

第三節 美國保險領域適合性原則案例 

第一項 FINRA 仲裁（FINRA Dispute 

Resolution, Arbitration） 

由保險業發行、可能被認定為證券，而受 FINRA 規範限制者，主要為

變額年金、變額人壽等，具有證券性質之商品。在 FINRA 仲裁中，於有違

反適合性主張之案件中，申請者通常亦同時主張詐欺、違反受託義務、不

實陳述/遺漏、過失不當行為、未能監督（failure to supervise）；而請求項

目之一般包含損害賠償（compensatory damages）及相關程序費用、成本

（包含律師費)，部分有主張返還費用、傭金、懲罰性損害賠償；而 FINRA

所公佈之最終裁決結果，賠償內容主要為補償性損害賠償、仲裁費用。 

由於 FINRA 之仲裁僅公佈結果，而未公布事實及理由；本文僅舉仲裁

結果較為詳盡之 11-04569 號223案件為例。申請者 Allen B. Silk 等數人，基

於一家證券服務公司（Securities Service Network, Inc.）職員 Gary Lee 

Spooner 的推介，購買四張 Prudential 變額年金，並以該年金之給付

（liquidation）購買 AVIVA 之股權連結年金（Equity Indexed Annuities），申

請人主張：Spooner 之行為違反適合性、證券服務公司未能監督、詐欺、

違反 FINRA Rules，請求該證券服務公司及 Spooner 賠償補償性損害賠償

250,000 美元、律師費及支出 95,839 美元及未明確計算其數額之解約費用

補償、退還費用及傭金、懲罰性損賠。 

FINRA 仲裁結論認為，就 Spooner 之部分，其銷售四張 Prudential 年金

確實違反 FINRA Rule2310 適合性原則，但就 AVIVA 股權連結年金，仲裁結

論認為此部分之推介，並不涉及證券銷售，所以不適用 FINRA Rule 2310224；

                                                        
222 FINRA Rule 2330 (c) Principal Review and Approval. 
223

 FINRA Dispute Resolution, Arbitration, Case Number: 11-04569. 
224

 See id. “Recommendation to purchase Equity Indexed Annuities from AVIVA with the proc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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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詐欺之請求，仲裁結論則認為不得以 Rule 2020 為基礎，但推薦購買

AVIVA 年金有詐欺，應對此負責225；申請人主張違反認識客戶原則(FINRA 

Rule 2090)之部分，仲裁結論認為沒有基礎得對銷售人主張責任226；因此仲

裁結論認定 Spooner 應負擔補償性損賠分別為 22,606.57 美元及 34,017.00

美元，共計 56,623.57 美元，以因詐欺而生之懲罰性損賠 136,093.00 美元

及 15,946.74 美元之律師費及其他費用。 

至於相對人證券服務公司就適合性原則之部分，仲裁結論認為因

Spooner 於 Prudential 年金之推薦銷售行為違反 Rule 2310，又因 Spooner

係基於公司之授權而為推薦銷售，因此公司對損害亦有責任227；而 AVIVA

股權連結年金部分因超出 Spooner 所獲得的授權，所以公司對此部分損害

不負責任；此外，對於申請人主張公司未能盡監督之責，仲裁結論認為公

司並未違反對 Spooner 為其進行之證券商業行為的監督義務228；詐欺與認

識客戶原則之主張，仲裁結論認為皆無基礎；因而認定證券服務公司須負

擔 22,606.57 美元之補償性損害賠償；此外，仲裁結論並認定 Spooner 對

公司應補償 22,606.57 美元之損失。 

從本件當事人的主張及仲裁結論做出裁決的方式，可以瞭解其認為

FINRA Rule 適合性原則是以推介行為人為義務人，而行為人所屬公司則需

對該行為負授權人或監督的責任。 

第二項 保險業者對州監理官所作裁決之

訴訟 

第一目 Bankers Life and Casualty Company 

                                                                                                                                                               
from the liquidation of the Prudential annuities: The Panel finds that this recommendation did not 
involve the sale of securities and, therefore, FINRA Rule 2310 does not apply;” 

225 See id. “The Panel finds that there is no basis for liability against Spooner under FINRA Rule 2020. 
However, the Panel also finds that the recommendation to purchase the AVIVA annuities was 
fraudulent and Respondent Spooner is liable for damages resulting from this.” 

226 See id. “The Panel finds that there is no basis for liability against Spooner.” 
227 See id. “Spooner was acting with actual authority from Respondent SSN to recommend this sale; 

and respondent SSN is liable for the damages occasioned by this recommendation;…” 
228

 See id. “Failure to Supervise: The Panel finds that Respondent SSN did not breach its obligations to 
supervise Respondent Spooner in the conduct of his securities business for Respondent S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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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uperintendent of Insurance229 

一、事實背景： 

2007 年，為 Bankers Life and Casualty Ccompany (Bankers life)招攬保險

的保險代理人 Matthew F. Juliano 與一位 75 歲罹癌婦女討論醫療、健康及

藥物、長期看護保險、個人退休金帳戶(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選

擇權等(CD option)商品；經過與 Juliano 及其同事 Timothy E. Farren(Bankers 

Life 銷售部門經理)數次會談，該婦女透過終止(liquidating)其既有的 3 張銀

行存款單(certificates of deposit)、賣掉其股票(General Electric stock)及轉換

(rolling over)個人退休帳戶年金至該年金保險之方式，購買了 3 張年金230。 

然而，此一系列之交易行為涉及以下之問題231： 

1.代理人用以了解客戶財務概況的文件(fact finder)有許多項目填寫(且

該文件應提呈給適合性監督者 Eugene Gagnon)；儘管該文件載明該婦女需

要 20,000 美元之資金處於可流動狀態，代理人卻將銀行存單、股票之利益

(proceeds)投資於年金，只留下稅後 6000 元給該婦女使用。且 Bankers Life

並未要求該婦女在交易前，於該文件上簽名。 

2.個人退休年金之轉換的適合度是有問題的，因為保險人的年金之利

率較被保險人原本持有的退休年金低且限制較多；此外，新的須十年才期

滿，超過這位 74 歲老婦的平均餘命232。 

3. Juliano 與該婦女說明時，以短期之方式將 Bankers Life 的年金保險保

證最低利率與其欲取代的年金保險之標準保證最低利率作不當比較。 

4.在年末出售股票，使該婦女增加 39,000 美元之收入，造成其稅率等

級增加兩個等級，不僅增加其稅務負擔，更影響醫療負擔之計算。 

5.保險人標準銷售模式須考量稅務負擔，但保險代理人並未將之納入

考量以確保該婦女獲得專業建議；最後此交易導致該婦女手邊無充足資金，

無法立即取得其房屋需要的相關支出以及信用卡債、及其向代理人提及的

慈善捐款。 

                                                        
229 BANKERS LIFE AND CASUALTY COMPANY v. SUPERINTENDENT OF INSURANCE., 60 A.3d 1272. 
230 See id. at 1274；此外，監理官另發現 Juliano 曾引誘該女士融資並透過 Juliano 買雪地摩托車，

但因. Bankers Life 不必為此負責，因此法院未多做討論。 
231 See id. at 1274-75 
232 事實上，這位婦人已於 2010 年 11 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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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局員工(The staff of the Bureau of Insurance)以這些違規行為

Bankers Life, Juliano, Farren, and Gagnon.向保險監理官(Superintendent of 

Insurance)提起請願(petitioned)。監理官於 2011 年 1 月聽證後，做出裁決

(decision)認定 Juliano 未能盡合理努力取評估其推介適合性之資訊，違反 6 

C.M.R. 02 031 917–1 § 6(A)233之規定、且其年金銷售行為不值得信賴、財務

上不負責任，違反 Maine 州保險法 24–A M.R.S. § 1420–K(1)(H)234；且其做

出誤導比較，違反 24–A M.R.S. § 2155 之規定235。監理官並認為保險人須為

Juliano 之行為負責，因為 Juliano 為其代理人(acting as its agent)，卻未進行

有效手段阻止其不當銷售或及時更正。監理官撤銷(revoked) Juliano 執照、

課予 10,000美元之民事罰金、要求 Bankers Life給付 10,000美元民事罰金、

並退還(restitution) 年金之解約金(annuity surrender penalties)2,801 美元為

及利息236。Bankers Life 與 Juliano 在時效內提起上訴，並於 2011 年 7 月判

定維持監理官裁決；保險人對於保險監理官依據 24–A M.R.S. §§ 12–A(1)237

作成退還(restitution)及民事罰金裁決不服，請求法院重新檢視之。 

二、法院判決： 

依照 24–A M.R.S. § 1445(1)(C) and (D)238規定，保險人對於指定銷售人

員造成客戶之損失之行為，應負擔退還、退款(restitution, reimbursement of 

money)範圍內的責任，並可能因指定銷售人員的行為而受裁罰；該法不要

求保險人自己有不當行為，而是其代理人之行為使保險人受此規範之規制；

                                                        
233 依判決所示，本條規定要求招攬人員以消費者揭露之財務資訊為基礎有合理理由相信年金是

適合的；此外保險人或招攬事業(如 Banker Life)應有｢監督推介｣系統(包括對其自身招攬人員

推介的監督)以確保前述法令之遵循。  
234 Maine Revised Statutes Annotated, Title 24-A. Maine Insurance Code, Chapter 16. Producers, 

djusters and Consultants, Subchapter 2-A. Maine Producer Licensing Act, § 1420-K. License denial, 
nonrenewal or revocation: “1. Causes. The superintendent may place on probation, suspend, 
revoke or refuse to issue or renew an insurance producer's license or may levy a civil penalty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2-A or take any combination of such actions, for an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causes:...H. Using fraudulent, coercive or dishonest practices, or demonstrating 
incompetence, untrustworthiness or financial ir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duct of business in this 
State or elsewhere;…” 

235 supra note 229, at 1275. 
236 See id. at 1275-76. 
237 Title 24-A. Maine Insurance Code, § 12-A. Civil penalty and enforcement provisions. 
238

 Maine Revised Statutes Annotated, Title 24-A. Maine Insurance Code, Chapter 16. Producers, 
Adjusters and Consultants, Subchapter 4. Producers, § 1445. Responsibility of insurer,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fraternal benefit society, or nonprofit hospital or medical service 
organization; prohibited activities: ”1. Responsibilities for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applicable provisions of law, the insurer,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fraternal 
benefit society or nonprofit hospital or medical service organization:……C. Is responsible for 
injuries to consumers resulting from the actions of its appointed producers to the extent of 
restitution, reimbursement of money or payment of interest to the consumer; and D. Is 
accountable and may be penalized by the superintendent, as provided for in this Title, for the 
actions of its producers.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000265&DocName=MESTT24-AS1420-K&FindType=L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000265&DocName=MESTT24-AS2155&FindType=L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000265&DocName=MESTT24-AS1445&FindTy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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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件之證據足以證明 Juliano 的不當行為，Bankers Life 依該條規定須為該

等行為在歸還、退款的範圍內負責239。 

此外，亦有證據證明 Bankers Life 欠缺必要之適合性監督行為，無法確

保客戶財務流動性是否充足、無不當誤導之比較、事實清單的準確性、是

否合理詢問以蒐集適合度資訊、以及銷售人員的能力即可信任度；因此基

於保險人未進行適合度｢監督｣，且未遵守自己的適合度檢視程序，監理官

亦得以同條(A)(B)項之規定為裁罰240。 

故上訴法院認為保險監理官對保險人課予此處分沒有濫用其權限。 

三、法律分析： 

本件案例可知，原則上保險銷售人員須對其推介行為負擔之適合性義

務，而保險人則是因為指定銷售人員、未進行適合度監督，而對銷售人員

之推介行為負責，此時保險監理官可要求在歸還、退款之範圍內由保險人

負擔責任，保險人並非為自己之行為負責，實屬為銷售代表之行為負責。 

而本件在判斷銷售人員或保險人責任過程，無考量其主觀故意過失，

監理官作成之裁決中，除監理上的裁罰如撤照、罰金外，並有一特殊的裁

決：｢退還｣解約金；依 24–A M.R.S. §§ 12–A(1)6，監理官可對課予民事罰金

之違反行為，命令對受損害的要保人退還241；退還並非基於侵權行為或契

約，而是基於被告得不正當得利，此補償計算方法通常不是基於原告的損

失，而是被告的獲利，要求其返還或修復特定物予有權之人或地位；此方

法通常用於減輕(relief)之狀況，亦有案例勝訴一方獲得之｢退還｣是其以前

沒有的東西，如被告自第三人取得之利益，而給予原告是正當的情況；由

於 restitution 一字是模糊的，有時涉及強迫交出被取走的某物，有時為補

償造成之傷害，但通常結果是一樣的，如原告被詐騙 1000 元，則損失與

得利相同；但若損失較多、獲得較少，而被告又是故意的，則原告獲得其

準契約（quasi-contractual）之損失補償，總之 restitution 的基礎為不正當

的損失與獲得242。由此觀之，｢退還｣似與我國｢不當得利｣相近。 

第二目 William J. Debruin v. Office of the 

                                                        
239

 supra note 229, at 1276-77. 
240

 supra note 238, § 1445.1(A), (B): “A. Shall ensure adequate training for its appointed producers; B. 
Shall provide supervision of its appointed producers who sell insurance on its behalf;”.;id, at 1277. 

241 See id. § 12–A(1)6.Restitution. The superintendent may order restitution for any insured or 
applicant for insurance injured by a violation for which a civil penalty may be assessed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242
 Restitution, n. (13c), 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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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er of Insurance243 

一、事實背景： 

Wisconsin 州保險監理局(Commissioner of Insurance, OCI)認為 DeBruin

（Wisconsin 州之保險中介人）於銷售年金給申訴者時，違反 Wisconsin 州

法第 628.34 條不實陳述、第 628.347 條年金銷售適合度244及 Wisconsin 州

保險法第 2.16(6)條適合性規範，要求年金銷售的適合性：｢在沒有和理基

礎相信推介無不適合要保人實，沒有保險人或中介人可向潛在購買者推介

購買或取代任何個人壽險保單或年金契約245。｣，對 DeBruin 提起行政訴訟

(administrative action)；行政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 經聽證(hearing)後，

做出行政裁決(proposed decision)指出 DeBruin 與申訴者交易時違反前述規

範，故建議廢除 DeBruin 中介人執照，並要求其對申訴者退還(restitution)。

DeBruin 不同意該決定原欲要求再次聽證，但 OCI 採納行政官之裁決並做

出最終處分(issued a decision)，DeBruin 提出請願(petition)請求重新檢視處

分。 

二、法院判決： 

行政官認為 Wisconsin 州保險法第 2.16(6)條適合性規範承認了客戶對

於中介人之信賴，且規範並要求中介人提供必要資訊以確保其陳述無誤導，

因此依據 OCI 規定，只要中介人未能提供充足資訊給客戶，就構成不實陳

述，也使中介人之建議為不適合246；監理官及行政官並認為判斷適合度之

事實繁多，包括客戶之年紀、職業、投資經驗及目標、風險承受能力、財

務狀況；而於其行政程序中之紀錄皆證明 DeBruin 未能提供客戶充足資訊

                                                        
243 William J. DEBRUIN v.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INSURANCE , 340 Wis.2d 496. 
244  WIS. STAT. §628.347: “…(2) DUTIES OF INSURERS AND INSURANCE INTERMEDIARIES WITH 

REGARD TO RECOMMENDATIONS AND ISSUANCE OF ANNUITIES. (a) In recommending to a 
consumer the purchase of an annuity, or the exchange of an annuity that results in an insurance 
transaction or series of insurance transactions, an insurance intermediary, or insurer if no 
intermediary is involved, shall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recommendation is 
suitable for the consumer on the basis of facts disclosed by the consumer as to his or her 
investments, other insurance products, and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needs, including the 
consumer's suitability information, and that all of the following are true..” 

245
 WISCONSIN ADMIN. CODE § Ins 2.16(6):” SUITABILITY OF POLICIES. No insurer or intermediary 

may recommend to a prospective buyer the purchase or replacement of any individual life 
insurance policy or annuity contract without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recommendation is not unsuitable to the applicant. The insurer or intermediary shall make all 
necessary inquiri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o determine that the purchase of the insurance is 
not unsuitable for the prospective buyer. This subsection does not apply to an individual policy 
issued on a group basis.” 

246 本案中，被上訴人之主張，2011 WL 1689067 (Wis.App. III Dist.),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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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重覆強調股權連結年金比固定年金還有潛在獲利能力，卻未揭露其可

能比固定年金收益來的少之風險)，甚至有遺漏、誤導之陳述，而客戶也實

際上未了解該商品；雖客戶皆不否認其於 DeBruin 提供之文件上簽名，但

客戶表示因為他們相信 DeBruin 之推介，他們實際上並不了解自己所買為

何物247；綜上，監理官認為有足夠之證據認定 DeBruin 違反適合性原則。 

DeBruin 上訴主張：1.州保險法第 2.16(6)條所稱之｢合理基礎相信｣為中

介人主觀的相信，監理官並未證明 DeBruin 主觀相信其｢沒有合理基礎相信

｣推介的年金為不適合；2. 有證據證明消費者瞭解此交易，則無不適合之

可能；惟法院認為 DeBruin 沒有引註任何法律依據以支持其主張；而若有

證據證明消費者瞭解此交易，則無不適合之可能，但 DeBruin 亦沒有提出

此法律見解之依據，故不作進一步討論，而駁回原告此部分之主張248。 

三、法律分析： 

本案中監理官及行政官對於州保險法適合性規範之解釋，認為該規定

承認了客戶對於中介人之信賴；在判斷是否違反適合性義務時，似將是否

揭露充足之資訊、有無遺漏、誤導之陳述作為考量之依據；此外，本案例

可知監理官關切的適合度考量事項為客戶年齡、職業、投資經驗及目標、

風險承受能力、財務狀況等，似乎以客戶之財務負擔為考量重心。另外，

本件在判斷銷售人員或保險人責任過程，並無考量其主觀故意過失。 

第三項 消費者與保險業者間之訴訟 

第一目 投資型商品---Cooper v. Pacific Life 

Ins. Co.249 

一、事實背景： 

原告等數人透過在 NASD 註冊為經紀交易商的不同註冊代表，購買被

告 Pacific Life 保險公司發行之變額年金商品，欲將該變額年金用於其個人

                                                        
247 See id. at 17-26. 
248

 supra note 243, at 3-4. 
249

 Cooper v. Pacific Life Ins. Co, 229 F.R.D.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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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帳戶（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 IRAs）250，以使其退休計劃能獲

得美國稅法相關租稅優惠之適格計畫（qualified plans）。惟該適格計劃有條

件限制，只有符合相關條件限制，且希望透過變額年金中的遞延課稅功能

而取得額外投資收入之人，方會認為變額年金是有吸引力的。原告等認為，

被告未揭露該年金的｢遞延課稅｣功能對原告而言是多餘而沒有吸引力的，

且被告未確保對各購買者已為適當的適合度決策（ suitability 

determination），因此主張被告構成 1934 年聯邦證券交易法第 10 條(b)項、

Rule 10b-5 之詐欺，向法院提起團體訴訟，希望法院核准原告等得以代表

基於相同目的而於 1998 年 8 月 19 日至 2002 年 4 月 30 日間向被告購買此

年金商品的所有消費者，對被告進行訴訟251。 

原告主張被告遺漏適合度決策（Omission Related to Suitability 

Determinations），並提出以下兩點理由252： 

(一)欠缺適合性檢視（lack of suitability review）： 

變額年金的最後銷售步驟為保險人檢視並核准客戶之申請，被告未否

認保險人有責任挑選出發行年金契約所需要的資訊，因此被告有能力確保

適合度；但被告卻未能阻止或質疑不當銷售（stop or question improper or 

doubtful sales），以保障投資人作出受告知後決定（informed choice）。 

(二)欠缺適合度之監督（suitability oversight）： 

被告未盡監督代理人以確保商品是以適當的方式銷售（sold in a 

suitable manner）的責任；且保險人與代理人合約約定代理人必須進行適

合度判斷，此約定隱含發行者有最終確認適合銷售（suitable sale）之責，

但被告並沒有對於其代理人是否進行適合度決策的內控程序。 

被告則抗辯：1.變額年金在某些情況下適合用於適格計劃，但保險公

司不該為判斷這些情況是否發生負責；2.該商品的管理費用低，還有死亡

給付特色，都是吸引投資人的特點。 

二、法院判決： 

法院認為，雖然銷售時判斷適合性通常是指證券商的責任，但由於變

額年金為複雜之金融商品，而有別於一般股票或債券，且原告亦證明保險

人對於保險死亡給付之經濟價值具有優越的知識，使保險人在判斷個別客

戶是否適合將變額年金用於適格計劃時，處於優越之地位。此外，原告也

                                                        
250 變額年金商品有共同基金類似之投資特色，但共同基金沒有變額年金的遞延課稅、死亡給付、

年金給付等特色，See id. at 249。 
251

 See id. at 249-51. 
252

 See id. at 2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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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被告透過含有誤導內容的商品說明書，增加原告判斷自己是否適合該

商品的難度，也使其銷售人員必須依賴保險人對該商品與適格計劃如何搭

配的解釋；因此實難認為保險人不需就適合性判斷負任何責任253。 

故法院認為變額年金之發行人怠於檢視適合性或未就適合性作監督
254，可能需負證券詐欺規範下的對於適合性遺漏（omission）的責任；而

在本件案例的前提事實下，能否對 Pacific Life 課予此一責任，必須由陪審

團決定255；然而，法院亦強調，此見解必須限縮於本案特殊事實背景256。 

三、法律分析： 

本案法院認為保險人對於其發行的變額年金商品，可能基於遺漏適合

性，而必須負擔證券詐欺之責，保險人對於變額年金商品的適合性審查或

是監督銷售人員是否進適合性審查，是必須負責的；是否構成此責任須由

陪審團來決定；法院並表示此見解須限縮於本案之特殊事實前提下，該特

殊事實包括：保險人具有優越的知識、保險人透過含有誤導內容的商品說

明書，增加原告判斷該商品適合度的難度，也使註冊代表必須依賴保險人

對該商品與適格計劃如何搭配的解釋。 

惟因本案為原告提起團體訴訟之申請，因此法院僅肯認原告以適合性

之遺漏主張被告違反證券詐欺規定之權利，而後僅就此權利是否符合團體

訴訟要件為審理，故未就被告是否構成證券詐欺作出認定。 

第二目 非投資型商品 

第一款 Anderson v. Knox257 

一、事實背景： 

本件原告 Knox 年收入約 10,000 美元，並有 3 名子女；被告 Anderson

為從事多年保險銷售之保險代理人，且其擅長於銀行融資保險（bank 

financed insurance）及透過銀行貸款計劃購買保險（insurance under the 

                                                        
253

 See id. at 256. 
254

 See id. at 255: “a variable annuity issuer's failure to undertake suitability reviews, or engage in 
suitability oversight, could constitute securities fraud”. 

255 See id. at 255: “Whether liability should be imposed on Pacific Life under the facts of the instant 
case is a matter for the jury to determine”. 

256
 See id. at 256. 

257
 Anderson v. Knox , 297 F. 2d 702 ( 9th Cir.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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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loan plan），此類保險乃向銀行融資以支付保險費，於當時稅法規定，

給付銀行貸款之利息是可以扣除租稅，而因此可省下的稅額多寡，需視該

人的租稅等級，若低於 40%，所能省下的數額並不多，而低於 30%時，並

無法省下任何稅額；被告於申請銷售銀行融資保險執照時，曾被警告將此

類產品銷售給固定收入家庭的危險性。 

於 1952 年 8 月，Knox 因被告之推薦，以銀行貸款計劃購買了保險金

額 100,000 美元之人壽保險契約，每年保險費為 7,265 美元；Knox 並授權

被告將其既有的數張保單（累積價值約 35,000 美元）轉換、借款支付新保

單的首期保費，並將原有保單的剩餘現金價值（remaining cash value）作

為擔保向銀行貸款，以支付續期保費；依據 Anderson 之建議，Knox 僅需

支出貸款利息即可，又因利息給付可扣除租稅，因此原告每年僅需支出貸

款利息與因租稅扣除額獲得的節稅利益。此計劃是否能發生效用，關鍵在

於貸款者適用之稅率等級；，此計劃對高稅率等級者有利，但原告明顯非

屬高稅率等級。Knox 在經過其身為投資經紀人以及保險公司員工的朋友分

析後，發現其不適合此計畫，決定取消該計劃並對 Anderson 提起詐欺及不

實陳述之訴訟。 

原審認為 Knox 因信賴 Anderson 所為的非真實陳述而購買該保單，且

基於雙方間信賴信心關係及其擁有專業知識，Anderson 有義務對 Knox 揭

露相關重要資訊以及事實，Knox 亦有權依賴 Anderson 所陳述之事實與意

見；而 Anderson 不僅未完全、公正地揭露，甚至 Anderson 在知道 Knox

依賴其意見以決定是否以此方式購買保單，卻明知或應知而做出非真實陳

述；因此原審認定 Anderson 應對 Knox 賠償該計劃造成之財產上損失

13,309.98 美元、精神上損賠 2,500 美元，以及懲罰性損賠 10,000 美元。被

告不服，提起上訴258。 

二、法院判決： 

首先，上訴法院認為本案不以雙方間存有受託義務為必要，因為

Anderson 明顯為保險人之代理人而會努力為保險人銷售，Knox 亦瞭解其交

易對象為保險人的代理人。其次，被上訴人另主張雙方存有信賴信心關係，

惟上訴法院認為該等案件被告都顯為原告代理人，而與本案不符。法院審

理之重要爭點如下： 

(一)Knox 有無權利依賴 Anderson 所為之陳述： 

在該案交易過程中可見 Anderson極盡努力影響 Knox：在雙方見面前，

Knox 先收到一封 Anderson 所屬公司總裁的信，指出 Anderson 為保險年金

                                                        
258

 162 F.Supp. 338, at 3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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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counsellor），高度專精於此計畫，並說明自己一開始也是對此計劃

感到懷疑，但經詢問後，了解到計劃是完全合法；此信件實為 Anderson

提議發出並經其審閱。其後 Anderson 透過另一位保險代理人 Kreidler 協助

塑造其成為唯一有資格能完成此驚人工作的形象259。於 1952 年 11 月，

Anderson 與 Knox 會面，Anderson 提供銀行貸款保單方案之表格，但該表

格過於複雜，一般人無從瞭解該計劃對既有保單會產生什麼效果或該計畫

之成本；Knox 曾詢問為何該表格如此複雜，Anderson 表示其花了數年時間

設計此計劃，沒有人可以瞭解；Knox 並表示該資料以 40%的稅率為基礎但

自己未達該標準， Anderson 解釋縱使稅率為 30%，該計劃也是有利的。

Knox 因此簽立保險金額 100,000 美元之人壽保險契約。 

由於 Anderson 呈現了其不僅是此領域的專家，還是唯一瞭解此計劃之

人，他並使用許多鮮明字句，說明該計劃有多完美；因此上訴法院認為 Knox

有權依賴 Anderson 的適合性陳述。 

(二)該計劃是否如同 Anderson 所說的如此適合 Knox？ 

法院參考專家證人之報告，認定 Anderson 的計畫不僅摧毀了原有保險

之保障外，新計畫的成本並不值得 Knox 投入，且 Knox 無法負擔該計畫，

因而法院認定原審對於該計畫不適合於 Knox 之判斷無誤。 

(三)關於詐欺之議題： 

是否構成詐欺須考量者為：1.適合度的陳述是事實還是僅為意見表達？

2.陳述者之故意過失。 

雖詐欺行為以陳述之內容為事實為原則，意見之陳述原則上不構成詐

欺260，惟此原則已有所修正，｢意見之表達｣實為陳述者陳述其相信的事實，

故若對有權依賴該意見的人，陳述不誠實的意見，是可能構成詐欺的；故

若專家陳述不誠實意見，縱然僅為意見，仍有可能負擔詐欺責任261。 

於一般交易，一方並無義務對他方揭露資訊，惟一旦自願提及或被詢

問關於資訊的一部，則應誠實告知其所知道的所有重要事實；由其在一方

占有關於交易的重要事實，或處於知識的優勢地位時，更應如此；此時若

僅提供零碎不完全的資訊，可能會構成誤導或不實陳述；而本案銷售過程

充滿太多錯誤、遺漏、未揭露之錯誤陳述，故法院認為本件中之適合度的

意見，並非誠實之陳述262。 

                                                        
259 supre note 257, at 708. 
260 Barron Estate Co. v. Woodruff Co., 163 Cal. 561. 
261

 supra note 257. at 721. 
262

 See id. at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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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Anderson 不實陳述為故意或過失，法院認為 Anderson 並未檢視

Knox 的財務狀況並作適合度規劃，卻告知此計劃適合 Knox，而 Knox 已正

當信賴 Anderson 之專業；且任何一位保險代理人都會知道，銷售給收入有

限的人此種需向銀行貸款購買本案之保險，並浪費掉要保人既有保單的現

金價值，這樣的交易是不誠實的，而 Anderson 只在乎該交易之高額傭金，

不顧其對適合性之陳述是否正確；因此 Anderson 於本件交易過程就適合度

表示之意見，有不顧其陳述為正確或錯誤之重大過失，而這已相當於故意

詐欺。 

(四)損害： 

Knox 決定結束貸款計畫時，曾向 Anderson 要求以給付至當時保障範

圍的成本之方式，終止該計劃；若 Anderson 同意並繳出其傭金，則可以此

方式解決；惟 Anderson 以 Knox 違反｢不得將該計劃提供給其他同業｣之約

定而拒絕；因此 Knox 僅得終止（surrendering）新保單、舊有保單中之 3

張教育基金保單，以及壽險儲蓄保單（paid up policy），並將剩餘的既有

保單，由限制給付轉換為普通壽險保障，以取得脫離銀行貸款計劃之資金。

而對於因被詐欺而為之解約、轉換損失、利息及貸款之成本，共計 13,309.98

美元，法院認為被告就此部分應付補償性損失賠償263。 

此外，由於詐欺可構成懲罰性損害賠償，被告為詐欺銷售不適合之保

單予原告，因此法院認定被告應賠負原告 10,000 美元之懲罰性損害賠償。

另原告因此詐欺行為，損失舊保險的價值，其中並含有其子女的教育基金，

因而原告感到相當失望沮喪，因此法院認為原告應獲得 2,500 美元之精神

上損害賠償。 

三、法律分析： 

由本案可知，對於保險之適合性主張，無獨立的請求權，而是透過既

存之請求權為主張，本案係主張保險代理人詐欺；本件詐欺之主張必須判

斷要保人是否｢有權依賴｣保險代理人之陳述？而本案法院在判斷時，參考

                                                        
263

 See id. at 728: ”Knox was therefore obliged to help himself in the only way possible. His old 
policies had been pledged for the purpose of initiating the New York Life policies. He cancelled the 
program by surrendering the New York Life policies, his three Sun Life educational endowment 
policies, the Sun Life paid up policy, and by converting the remaining policies from limited 
payment forms to ordinary life. This provided the proceeds to discharge the bank loan. At the 
same time Knox got a cash refund from the bank loan of $239.74, and it was stipulated that 
against his costs, including the proceeds of the policies mentioned and the conversions mentioned 
plus interest paid to operate the Anderson program, credit was properly allowed for the cash 
refund and for the cost of coverage under the Prudential and the John Hancock policies in their 
original forms. These debits and credits, the proceeds of surrenders and conversions, the interest 
costs and the credits aforesaid, were stipulated. Calculated in this manner, Knox actually lost 
$13,309.98. We think this amount was properly awarded as compensatory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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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交易過程中銷售人員如何陳述、表達，是否將自己呈現為此領域的專家；

此外，本件另一考量重點為陳述者之主觀故意過失，法院認為 Anderson

根本未探究 Knox 的財務狀況，亦未就貸款計畫對 Knox 之適合度作規劃，

而逕告知此計畫適合 Knox（實則並不適合），故法院認為 Anderson 的適合

性意見並不誠實，為故意詐欺。本件之法律效果為損害賠償，包括因被詐

欺而為之解約、轉換損失、利息及貸款之成本之損失的補償性損害賠償、

懲罰性損害賠償、精神上損害賠償；其中補償性損害賠償包含因被詐欺而

為之解約、轉換損失、利息及貸款之成本。 

第二款  Superior v. Bean Insurance Agency, Inc.264 

一、事實背景265 

被告 Bean Insurance Agency, Inc. (Bean)為一保險代理人公司，其協助

原告 Mark DeWyngaerdt d/b/a Superior Tree Service (Superior)購買保險契約，

原告告知被告其業務包含砍伐修剪第三人土地上之樹木樹枝，原告並要求

提供｢完整保障｣；Superior 基於 Bean 的建議購買了 Nautilus 保險公司之體

傷與財產責任保險。 

其後，原告誤將第三人 Engel 之樹木砍倒，原告向保險公司請求保險

金遭拒賠，因｢誤砍｣屬於除外不保事項，Engel 對原告提起訴訟，原告接

著對被告提起本訴訟，主張 Bean 過失未建議(negligent in failing to advise)

保單的除外責任；而遭誤砍之樹木所有人 Engel 參加本訴訟；原審駁回原

告之訴， Engel 提起上訴。 

二、法院判決 

由於本件是以｢過失｣為理由提起訴訟，故上訴人必需證明存有此一義

務、被告違反此義務、原告被告違反此義務而受有損失。 

上訴人 Engel 主張 Superior 已向 Bean要求｢完整保障｣並解釋其業務內

容，使 Bean 負有告知 Superior 保單將｢誤砍｣列為除外事由266之義務。被

上訴人則主張保險代理人沒有通知或建議被保險人關於承保範圍的有效

性或充足性之確定義務（affirmative duty），Superior 沒有正當信賴；此外，

｢完整保障｣的陳述過於模糊，不足以使保險代理人負有取得｢保障誤砍｣之

                                                        
264 Mark DeWYNGAERDT d/b/a Superior Tree Service and another. v. BEAN INSURANCE AGENCY, INC., 

151 N.H. 406, 855 A.2d 1267. 
265

 See id. at 1269. 
266

 See id. at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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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或告知 Superior 保單此部分之除外。 

法院參考 Sintros v. Hamon 案267判決認為保險代理人對客戶負有｢合理

注意及勤勉之義務(a duty of reasonable care and diligence)｣，但若欠缺｢特

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則該義務並不包括確定、持續通知或告知被

保險人保障範圍之有效、充足性；本件法院認為被保險人雖有要求｢完整

保障｣，並解釋其業務涉及修剪、砍伐、移植樹木，但不因而導致保險代

理人有義務通知或建議被保險人關於誤砍樹木之責任屬除外不保。而

Superior 並未主張其不適用 Sintros 案之規則，且 Bean 與 Superior 之間又

無特殊關係，因此我們認定被上訴人並無此義務268。 

又上訴人主張 Superior 已要求｢完整保障｣，卻獲得一保障不足之保單，

因而被上訴人對於提供合意之保障的保單有過失。 

依前述 Sintros 案，法院肯認保險代理人對被保險人有合理注意義務，

保險代理人可能因為過失不實陳述或未能提供所合意的保障範圍；故如有

購買特定保障範圍之請求，保險代理人對被保險人即有購買此保障範圍之

義務；但本案中，S 僅要求｢完整保障｣，此要求太過廣泛、模糊，故無法

構成｢特定請求｣269。 

法院並參考 Trotter v.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案270、Boston Camp. 

Distrib. Co. v. Lumbermens Mut. Cas. Co.271及 Banes v. Martin272案判決，認為

｢完整保障｣、｢最佳保單｣之要求並無法因而課予保險代理人負有決定被保

險人完整保險需求、提供被保險人建議，或發揮其判斷能力及專業能力已

決定被保險人應該購買怎樣的承保範圍之義務；因為若僅因｢完整保障｣之

請求而課予保險代理人通知或建議被保險人保障範圍是否充足之義務，將

違反 Sintros 案中所考量的原則，使保險代理人轉變為風險管理的保證人地

位，並造成被保險人在損失後僅須主張｢他們如果被提供如此保險，就會

獲得購充足保障｣，就可獲得保障之後果；此外，若僅因｢完整保障｣之要

求，即以任何可能細節或除外之未告知，認定保險代理人有過失，將使被

保險人閱讀保單、定決定其自己的保障範圍充足與否的責任完全移除。更

有甚者，縱然認為對保障請求的事實是恰當的，被上訴人對 Superior 事業

的基本知識並不足以將｢完整保障｣之請求轉換為對｢誤伐｣此一特定保障

                                                        
267

 Sintros v. Hamon, 148 N.H. 478, 480, 810 A.2d 553 (2002) 
268

 supra note 264 at 1269-70. 
269 See id. at 1270. 
270 Trotter v.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297 S.C. 465, 377 S.E.2d 343, 347 (Ct.App.1988) 
271 Boston Camp. Distrib. Co. v. Lumbermens Mut. Cas. Co., 361 Mass. 769, 282 N.E.2d 374, 376 

(1972) 
272

 Banes v. Martin, 965 S.W.2d 383, 385 (Mo.Ct.App.1998)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SerialNum=2002684652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62&FindType=Y&SerialNum=200268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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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請求273。 

本案法院拒絕僅因被保險人廣泛之｢完整保障｣、｢最佳保單｣ 等請求，

而課予保險代理人知悉客戶所有需求之義務、用其專業判斷決定購買適合

保險之義務、建議保障範圍，以及通知被保險人所有面向保障之義務。因

被保險人未提出充足事實以說明 Bean 有通知或建議義務，故駁回原告之

訴。 

三、法律分析 

本件法院認為保險代理人原則上沒有知悉客戶所有需求、用其專業判

斷決定購買適合保險、建議保障範圍之有效性、充足性、適合性的義務，

以及通知被保險人所有面向保障之義務。縱使要保人表示其需要｢完整保

障｣、｢最佳保單｣，亦不使保險代理人負有上述義務。要保人需要｢特定｣

其要求、具體表明對特定承保範圍，方有可能與保險代理人產生｢特殊關

係｣，而使保險代理人負有上述義務。 

事實上，此一見解不僅限於保險代理人，而可適用於保險中介人；原

則上保險中介人並無為客戶取得特定保障範圍之保險、通知取得之保障有

不足，或對客戶提供建議之義務。 

保險中介人為客戶取得特定保障範圍保險、通知保障不足義務之產生，

個案中必須存有要保人明確特定要求，以及中介人之承諾；要保人必須明

確描述其想要之特定承保範圍或保單條款，一般要保請求並非特定，僅邀

請中介人討論關於購買保單事宜亦不構成購買特定保單之請求；而中介人

之承諾由契約法控制，法院應考量雙方行為與溝通，是否足以認定中介人

接受此義務，單純沉默並不構成之274。 

至於建議義務，除非保險中介人同意、承諾提供建議，或者如保險中

介人與要保人之間有｢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亦可能負有建議義

務；特殊關係之要件可能依地區而異，某些地區是基於中介人下列行為而

被認為有特別關係275：1.在對要保人需求提供服務時(serving the insured’s 

need)，行使寬廣的處理權(broad discretion)；2.與要保人商議特別承保範圍；

3.主張其為專家，以其專業處理要保人之信賴；4.因提供建議或指導而獲

得超過一般傭金之補償。其他區域，特別關係建立於當中介人知悉276：1.

被保險人對保險事物一無所之；2.被保險人依靠(relying on)中介人以獲得適

                                                        
273 supra note 264, at 1270-71. 
274 Insurance Agent and Broker Liability, New Appleman Insurance Law Practice Guide, 2010 edition, 

Vol. 1, 2.12[1]-[3]. 
275

 Court View Centre,753 N.E.2d at 87. 
276

 Beauty Craft, 479 N.W.2d at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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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承保範圍；3.要保人須要之承保範圍是有爭議的(at issue)。不論如何，欲

主張建議義務者，須證明其與保險中介人間有特殊關係277。 

第三款 Warren C. Helton v. American General 

Life Insurance Co.278 

一、案件事實279： 

本件爭議涉及被告保險公司 American General Life Insurance Co. 

(American General)及其保險代理人 Lawrence A. Rasche (Rasche)銷售融資人

壽保險計畫；於融資計畫下，被保險人透過銀行融資給付保險費，並簽立

不可撤回之信託(creates an irrevocable trust)，指定親屬為受託管理人及保

單所有人；依該計畫，如被保險人死亡，保險金將足以支付保費，並能提

供受益人充足保障；American General 提供之貸款計畫，是由銀行提供保

費及利息之貸款，並由銀行取得保單現金價值中的保證利息 (security 

interest)直到累積達貸款加計利息280。該保單應附加一年期定期壽險附約

(An annual term rider)以涵蓋累積之利息281；American General 並證稱：｢為

了涵蓋保單前幾年現金價值與保單貸款之差額，被保險人除須提供抵押外，

須在含有利息(interest bearing account)之帳戶存入資金｣。 

原告皆收到計畫說明書，其中有爭議的是名稱為｢管理帳戶存款

(managed account deposit)｣之表格 8；原告皆收到用以作為表格 8 中載明之

保費貸款之補充抵押的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原告皆認為表格 8 是在說

明每年信用狀額度，且該額度會每年減少，故原告皆未於帳戶中存入現

金。 

而後原告等皆發生以下類似問題，以 Helton 先生為例，於 2007 年 6

月 28 日，American General 發行保險金額 300 萬之人壽保險予原告 Helton

與其太太(同時為信託受託人)，保費每年 20 萬；Helton 於 2007 年 6 月 25

                                                        
277 supra note274, 2.14[1]-[3] 
278 Warren C. HELTON, v. AMERICAN GENERAL LIFE INSURANCE CO.; and Lawrence A. Rasche., 2013 

WL 2242773. 
279 See id. at 1-3. 
280 此方案由 Bill Gray(曾為 American General 代理人)，並對於此是否專為 American General 設計

有爭執。 
281 “An annual term rider was supposed to be added to the policy each year to cover the interest that 

was accumulating.” supra note 278, at 1, “An annual term rider was supposed to be added to the 
policy each year to cover the interest that was accum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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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取得 Old National 銀行貸款，並取得 22.5 萬元之信用狀；但於 2007 年

11 月 28 日，該以 Helton 太太為受託人之信託執行了”轉讓(assignmen)”，

將保單轉讓給 Old National 銀行；而後，銀行基於 2008 年之全球經濟不景

氣及信用危機，拒絕貸予額外保費，銀行於 2009 年 12 月單方面將保單終

止(surrendered)，並回收現金價值；原告 Helton 夫婦於第二份申訴書送出

時，對銀行負債 439,995.12 美元 

原告等認為 Rasche 對於該融資人壽保險之運作與適合性有不實陳述

(包括對於對於表格 8 陳述、該貸款架構適合於客戶之陳述，及對於銀行貸

款內容之陳述)，故對保險公司 American General 及其代理人 Lawrence A. 

Rasche 提起訴訟，主張其違反受託義務、違反明州監理規定、詐欺不實陳

述、過失不實陳述、不當得利、退款、明州消費者詐欺法。本文以下針對

適合性相關之主張為分析研究。 

二、法院見解： 

(一)過失不實陳述282 

依照 Restatement of Torts 對過失不實陳述之定義：｢任何在商業上因

獲有利益而提供錯誤資訊者，若其對於資訊的取得與溝通未盡合理注意，

對於因合理信賴該資訊而受損之人，負賠償責任｣283；原告主張 Rasche 過

失不實陳述｢保費貸款架構對於原告之年紀、健康狀況、收入、投資目標

及財務計畫目標而言，是適合的。｣；且原告並依賴 Rasche 篩選保費融資

之專業。 

被告 Rasche 則提出以下抗辯：1.原告並沒有依賴 Rasche 的口頭陳述；

2.原告未提出證據證明 Rasche 明知而為不實陳述；3.過失不實陳述之主張

不得以承諾或與未來有關的意見為基礎；Rasche 主張保險代理人對潛在被

保險人不負忠實義務，且合意之文件記載之貸款期間為一年，並無與之衝

突之口頭陳述；而因為 2008 年之全球經濟不景氣及信用危機是無法預期

的，故原告亦沒有辦法證明 Rasche 之陳述有過失。此外，Rasche 並引述

原告與銀行間貸款文件等資料為證據，該文件已載明限制貸款期間，因此

原告在決定是否為保單融資時，不得對 Rasche 之陳述有信賴。被告

American General 另主張意見、預測或對未來的陳述並非可訴訟之不實陳

述(an actionable misrepresentation)，且原告並未證明 Rasche 斷然表示保單

是｢適合｣原告的。 

                                                        
282

 See id. at 9-11. 
283 Restatement (2d) of Torts § 552(1) (1977): ‘One who, in the course of his business, profession or 

employment, or in any other transaction in which he has a pecuniary interest, supplies false 
information for the guidance of others in their business transactions, is subject to liability for 
pecuniary loss caused to them by their justifiable reliance upon the information, if he fails to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 or competence in obtaining or communicating the information.’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101577&FindType=Y&SerialNum=029069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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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反駁表示，依 Restatement (2d) of Torts § 552：｢認為接受資訊之

一方，有權期待提供者依所提供資訊之性質，盡其注意及能力；若資訊包

含接收者不知道的事實，其有權期待提供者在查證過程中，盡其商業或專

業要求284。｣，主張 Rasche 聲稱其為人壽保險融資專家，也給原告已超過

單純意見表示的肯定說明。原告並引註兩案主張 Rasche 對於融資的承諾及

預測，因為屬於專業的預測，故可以對之提起訴訟285；此外，被告對貸款

說明書中，表格 8 的保險費貸款額外抵押總額，除輕描淡寫得帶過外，且

說明書要求將｢資金｣，而非｢信用狀｣，存入管理儲蓄帳戶；原告主張若他

們被要求要將資金存於管理儲蓄帳戶，他們將無法獲得貸款。 

法院認為依 Kentucky 州之法律，原告主張不實陳述必須證明286：1.被

告因系爭交易獲有利益，2.被告提供錯誤資訊，3.該資訊於其交易中提供

他們指引，4.被告於傳遞該資訊時未盡合理注意，5.原告因而產生信賴，

6.錯誤資訊造成損害287；重要的是，得以支撐詐欺訴訟得不實陳述，必須

是現在或既存的事實(a present or pre-existing fact)，而非未來表現的承諾(a 

promise to perform in the future.)288。對此，法院區分兩部分觀察289： 

1.就｢未來融資｣之陳述；Rasche 就貸款所為之陳述是沒有爭議，確實

有許多銀行願意提供貸款，且原告不需要以自己的資金給付保險費；而原

告簽名之貸款文件及合意書皆載明貸款期間，如原告 Milligan 的合意書記

載：｢此票據之期間(term of the note)為一年｣及｢銀行沒有義務也未承諾於

票據到期後，更新該票據或就該保單做額外的優惠或貸款。本件合意書中

已載明，若銀行選則不更新貸款，則貸款總額必須在到期時全數清償｣、｢

簽名視為知悉並同意不論 Rasche 或任何涉及本保單發行之保險代理人皆

非銀行之受僱人、代理人或代表，也沒有獲得銀行授權對貸款人或任何第

三人延長、更新信用貸款，或任何代表銀行之行為。｣；本件原告、受託

人及Rasche皆於合意書上簽名。如同法院先前所述，已簽名於書面之一方，

不得信賴他方｢與書面記載免責條款內容不符｣之口頭陳述。因此法院認為

Rasche 關於貸款的陳述是屬於對未來表現的陳述、且與合意書記載不符，

因此不得對於此陳述主張過失不實陳述。 

                                                        
284

 Restatement (2d) of Torts § 552, comment e (1977):” The particulars in which the recipient of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another is entitled to expect the exercise of care and competence depend 
upon the character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supplied. When the information concerns a fact not 
known to the recipient, he is entitled to expect that the supplier will exercise that care and 
competence in its ascertainment which the supplier's business or profession requires and which, 
therefore, the supplier professes to have by engaging in it.” 

285 Dryvit Systems, Inc. v. Feldspar Corp., et al., 1995 WL 941376 (R.I.Super.Ct. Jan. 19, 1995) 
286 supra note 278, at 10. 
287 Presnell, 134 S.W.3d at 580–82. 
288

 Filbeck v. Coomer, 298 Ky. 167, 182 S.W.2d 641, 643 (1944) 
289

 supra note 278, at 11.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101577&FindType=Y&SerialNum=029069440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999&FindType=Y&SerialNum=1995256144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999&FindType=Y&SerialNum=1995256144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44&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4494808&ReferencePosition=580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44&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4494808&ReferencePosition=580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713&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44112268&ReferencePosition=643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713&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44112268&ReferencePosition=64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t iona l  Chengch
i  

U
n

iv
e

rs
it

y

 

85 

 

2.就 Rasche 表示｢該貸款對於原告之收入而言是適合的｣之陳述，法院

認為原告有足夠證據使陪審員認定 Rasche 對於與｢貸款說明書表格 8｣以及

｢所需之抵押｣有關的現在或既存事實有不實陳述。原告證稱 Rasche 告知表

格 8 代表所須之信用狀總額290，然表格 8 事實上不是顯示信用狀之狀況，

而是應存入帳戶之現金，並於壽險保單期間累積利息，作為貸款之抵押。 

因此，法院認為原告提出足夠證據證明被告 Rasche 是否對原告就保險

契約的抵押需求為過失不實陳述，屬於重大事實爭議。 

(二)過失(negligent)： 

原告主張 Rasche 有以下之過失：1.未考量其他融資選擇；2.明知壽險

保單不適合原告；3.是因為傭金而促使其銷售不適合保單。 

欲主張過失必須證明：1.被告對原告負有注意義務(duty of care)；2.被

告違反該義務；3.因該違反行為而造成原告損害；Kentucky 州最高法院並

認為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原則上只對客戶負有合理注意之標準義務

(standard duty of reasonable care)291；但保險人可能在以下情況被認定對被

保險人有建議義務：1.保險人明確表示對被保險人承擔建議之責；2 保險

人默示對被保險人表示其承擔建議之責292；默示推定建議義務則可能包含

以下情形：1.被保險人給付保險代理人超過保險費之傭金；2.雙方締約過

程經過很長之時間，足以使客觀合理之保險代理人注意到其建議是被尋求

及依賴的；3.被保險人明確表要求建議293。 

Rasche 主張本件不存在默示推定之建議義務，因其所獲得之補償屬於

傭金，且其與客戶建立關係的時間並不長；且縱然 Rasche 違反對原告之義

務，但被告損害之原因並非違反義務之行為，而是銀行不繼續貸款之決定，

才是造成損害之主要原因。American General 則主張沒有證據證明 Rasche

有建議義務、原告之中有兩人為專業之保險代理人；American General 表

示原告主張 Rasche 有義務提供符合他們需求的交易，是混淆銷售證券與銷

售保險所存在之義務；American General 亦主張銀行決定不更新貸款中斷

了 American General 或 Rasche 的過失，銀行是否更新貸款是無法預見的。 

                                                        
290 原告 Helton 證稱其 Rasche 告訴他信用狀在 4、5 年內會隨年度減少，保單現金價值會超過解

約價值，其即可以廢止(do away)信用狀。 
291 See Associated Ins. Service, Inc. v. Garcia, 307 S.W.3d 58, 63 (Ky.2010) 
292

 Mullins, 839 S.W.2d at 248: ” an insurer may assume a duty to advise an insured when: (1) he 
expressly undertakes to advise the insured; or (2) he impliedly undertakes to advise the insured.”; 
see also Dotson v. Grange Mut. Cas. Co., 2010 WL 1133337 (Ky.Ct.App.2010). 

293 See id. “An implied assumption of duty may be present when: (1) the insured pays the insurance 
agent consideration beyond a mere payment of the premium; (2) there is a course of dealing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which would put an objectively reasonable insurance agent on notice 
that his advise is being sought and relied on; or (3) the insured clearly makes a request for advice.”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44&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21197959&ReferencePosition=63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44&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21197959&ReferencePosition=63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713&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2155341&ReferencePosition=248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999&FindType=Y&SerialNum=2021625722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999&FindType=Y&SerialNum=202162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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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抗辯被告 Rasche 主張其為銀行貸款保險之專家，且主張其擁如貸

款、保單、信託律師等，有所有必須要件之管道；該專業導致他們交給

Rasche 來作決定。 

法院認為若保險公司或代理人對公眾主張自己是諮詢顧問，其建議義

務範圍與銷售保險之人被推定者相同294；本案中 Rasche 提供銀行之貸款、

於原告簽立貸款文件時在場，且保單持有人建立信託是基於 Rasche 的意見，

亦由其安排，原告皆不曾與設定信託的律師碰面；證據顯示原告於很少作

出決策，皆是由被告 Rasche 所指引；雖有部分原告是保險代理人，但本件

並非單純購買保險，事實顯示 R還有提供保費融資之建議。因此法院認為，

雙方之交易過程持續一段時間，而使一位客觀合理之保險代理人注意到其

建議是被尋求及依賴的，故被告 Rasche 對原告有默示推定之建議義務295。 

(三)American General 違反監督責任(duty to supervise and monitor)296： 

依 Kentucky 州之法律，雇主於知道或應知道其受僱人所製造出來之風

險時，對其受僱人監督過失須負責任297。 

原告主張 Rasche 為 American General 之代理人，且 American General

協助 Rasche，也知道其銷售的所有保單，American General 為其銷售保險

之 Rasche 的行為有監督義務；然 American General 卻以高額傭金引誘

Rasche 銷售融資人壽保險，且 American General 也參與本件保費貸款計畫

之發展，故應知系爭計畫係專為高資產族群而設計，而是否發行保單是由

American General 決定，因此 American General 須為 Rasche 之前開不當銷

售行為負責。 

對此法院依 Restatement of Agency 第 213 條：｢若一人透過代理人而為

行為，則其須為以下之過失或粗率行為造成之損害，負擔責任:…(b)於涉及

對他人傷害之風險的工作中，雇傭不適當之人或工具；(c)對行為之監督｣298；

認為如保險人知悉或應知道其雇傭之 Rasche 對要保人造成之風險，則須負

監督之責299。 

                                                        
294 Mullins, 839 S.W.2d at 249.:”When an insurance company or an agent ‘holds itself out’ to the 

public as a counselor and/or advisor, the scope of duty to advise is commensurate with the 
obligation assumed by the insurance company or agent selling the insurance.”  

295 惟法院於此僅對 Rasche 請求簡易判決予以駁回。 
296

 supra note 278, at 14 
297 Booker v. GTE.net LLC, 350 F.3d 515, 517 (6th Cir.2003); Buckminster v. Arnold, 2008 WL 2168882, 

*2 (W.D.Ky. May 23, 2008). 
298

 Restatement (Second) of Agency § 213(1958): “[a] person conducting an activity through servants 
or other agents is subject to liability for harm resulting from his conduct if he is negligent or 
reckless: ... (b) in the employment of improper persons or instrumentalities in work involving risk 
of harm to others; [or] (c) i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activity[.]” 

299 法院認為此屬重要事實爭議，因此無法為簡易判決。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713&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2155341&ReferencePosition=249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506&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3895943&ReferencePosition=51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506&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3895943&ReferencePosition=51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999&FindType=Y&SerialNum=2016177455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999&FindType=Y&SerialNum=2016177455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999&FindType=Y&SerialNum=2016177455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101579&FindType=Y&SerialNum=028887313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t iona l  Chengch
i  

U
n

iv
e

rs
it

y

 

87 

 

(四)代理責任： 

原告主張基於長官應對下屬職務範圍內之行為負責之原則(respondeat 

superior)，American General對Rasche的行為負代理責任(vicariously liable)；

由於法院先前已認定 Rasche 對原告有建議義務，且針對 Rasche 主張過失

不實陳述及過失責任，有事實上之重要爭議，因此於此代理責任之主張，

法院審查重點為 Rasche 的融資安排行為是否為代理之範圍。 

American General 主張授權範圍內之行為必須在受雇人從事對雇主有

利益之行為，而非為自己的利益，且侵害權利之行為必須與雇傭關係中受

雇人之一般、例行性行為有相似之處300；然其與 Rasche 間之銷售契約對於

Rasche 獲授權之行為有限制；且沒證據證明原告相信 Rasche 有獲得

American General 授權從事保費貸款；此外，原告也沒證明合理信賴 Rasche

的行為。原告主張肯州依據案例法及法律，縱然保單或申請書為相反記載，

為保險人招攬或接受申請保險之人，為該公司代理人301。且肯州保險法規

定：｢於代理人在授權範圍內從事保險人代表之行為，保險人對其代理人

行為負責。若一企業受保險人指定，領有證照之個人被該企業指定使用企

業代理人證照時，則應被認為保險人之代理人302｣。 

法院認為依照州法及代理法原則，保險公司只對其代理人授權範圍內

之行為、且被保險人合理信賴該行為、且因該信賴造成被保險人損害時，

保險人須負責任303；若受僱人行為純屬個人動機，與雇主利益無關，則該

行為應與雇傭關係分離，雇主無用為該行為負責304。 

法院認為有充足證據證明 Rasche 於銷售人壽保險予原告之範圍內，為

American General 之代理人；因 Rasche 收到 American General 傭金，該保

單之銷售並非出自於個人動機，而 American General 也因該銷售而獲得利

益，且 Rasche 的行為亦為保險代理人在銷售融資人壽保險契約時，會從事

之普通、一般、例行性行為305。 

三、法律分析： 

                                                        
300 Patterson v. Blair, 172 S.W.3d 361, 368 (Ky.2005). 
301 Roethke, 30 S.W.3d at 131: “[i]n Kentucky, by case law and by statute, anyone who solicits and 

receives applications for insurance on behalf of an insurance company is an agent of the company, 
‘anything in the policy or application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 ”  

302
 KRS § 304.9–035:” Any insurer will be liable for the acts of its agents when the agents are acting in 

their capacity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surer and are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authority. 
Licensed individuals designated by a business entity to exercise the business entity's agent license 
shall be deemed agents of the insurer if the business entity holds an appointment from the 
insurer.” 

303 See id., at 132. 
304 Patterson, 172 S.W.3d at 369 
305 對此，法院認為此主張不適合簡易判決。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44&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7356484&ReferencePosition=368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44&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7356484&ReferencePosition=368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44&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0489452&ReferencePosition=131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44&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0489452&ReferencePosition=131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000010&DocName=KYSTS304.9-035&FindType=L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FindType=Y&SerialNum=2000489452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FindType=Y&SerialNum=2000489452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44&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7356484&ReferencePosition=369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44&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7356484&ReferencePosition=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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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案可知，欲於私人間訴訟中主張適合性原則，仍須透過目前制度

下之不同法規、案例法加以主張，而無｢適合性義務｣之獨立請求權基礎；

各種不同主張是否成立須視其依據而有不同要件。 

前述 4 項主張中，前 2 項｢過失不實陳述｣及｢過失｣為對銷售行為人即

保險代理人 Rasche 請求之主張，而後 2 項則為對保險人 American General

主張之｢監督責任｣及｢代理責任｣，主要請求評估適合性的對象，為實際與

原告溝通、為銷售、推介、說明行為的保險代理人 Rasche；無法直接對保

險人主張過失不實陳述、過失，而係以監督或代理責任要求其對保險代理

人之行為負責。由此可知｢適合性原則｣為對於實際為銷售行為人之要求，

要求銷售行為人對於其某種類型之銷售行為負擔適合性之責，屬於一種行

為責任；無銷售行為之保險人，須與該代理人有一定之代理或可認為有監

督責任之關係，透過該關係使保險人為銷售行為人之行為負責。 

至於對何種類型之銷售行為內容須負擔適合性之義務？雖不同之請

求依據會有不同之要求，惟觀察本案兩項主張，有 2 點共通之處，即行為

人之｢過失｣，以及資訊之接收者對於資訊之｢信賴｣；於過失不實陳述，須

考量陳述者故意過失、接收者對該陳述須有信賴等要件；於過失之主張，

須判斷是否銷售人員有建議義務而違反之，且法院判斷建議義務存否之要

件：包括 Rasche 是否在場、原告是自行作決策或是由 Rasche 指引等，與

原告是否信賴 Rasche 有關。 

而於過失不實陳述之判斷，如陳述屬於對未來之預測、意見表達等非

既存事實之陳述，無法主張不實。法院對過失得主張，認為保險業者之注

意義務，不包含注意適合性之義務，除非其存有建議義務，才必須負擔適

合性判斷的義務；而建議義務之存否又須判斷行為認是否明示或默示承擔

此一義務。 

而於保險人負責依據之關係中，保險人｢可能｣對保險代理人負有監督

之責任，如欲課予雇主監督過失之責，須證明雇主知道或應知受雇人所製

造之風險；代理責任則須判斷，爭議行為是否屬於授權範圍、被保險人是

否合理信賴該行為、是否因該信賴造成損害。 

第四節 小結 

由本章可知，適合性原則並不適用於美國傳統保險商品，隨著變額保

險商品之開發，由於其具有投資性質，故需受聯邦證券法規及監理、自律

規範之約束，適合性原則也透過此類商品逐漸擴張適用至保險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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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國保險領域適合性原則相關立法例中，年金示範規則以保險招攬

人員為原則上之規範對象；該規則要求於推介時，義務人負有判斷該｢推

介｣的適合性之責，適合度之考量事項多為客戶財務狀況、目標與經驗，

及風險容忍度等事項；若義務人已符合 FINRA Rule 的適合性規範，則視為

已符合適合性義務。變額人壽保險示範規則則要求保險人建立審查適合性

之標準，透過審查確定該商品對要保人｢無不適合｣，方得推介或簽發保單。

另若保險商品具有投資性質而落入證券範疇，依 FINRA Rule 2111，會員須

參酌客戶之財務狀況需求、投資目標、風險容忍度等資訊，確保對客戶推

介之涉及投資之交易適合該客戶。 

而觀察美國保險領域適合性原則不同爭議案例的裁決內容，大多以實

際進行銷售之行為人為義務人，保險人本身則可能基於｢指定銷售人員｣、

｢未進行適合度監督｣、｢代理關係｣，而對銷售人員之行為負責。而於消費

者對保險業者提起之訴訟中，美國並無違反適合性義務的獨立請求權，須

以既有的請求權基礎類型加以請求；如不實陳述、過失、詐欺等，若屬於

投資型保險商品，更可主張違反聯邦證券法反詐欺的規定；以上不同主張，

需證明的要件有所不同。 

在前述不同之爭議解決管道或主張中，主要皆含有｢有權信賴｣之要素

在其中；於自律機構所依據之自律規範、或州保險法依據之 NAIC 相關示

範規則，皆含有｢推介｣之要件，基於適合性原則之本質為對於客戶｢正當

信賴｣之保護，應可認為｢推介｣為客戶對銷售人員｢信賴｣之擬制306；而於

消費者對保險業者提起之訴訟中正當之信賴為多數法院判斷消費者起訴

之主張是否有理由之要件之一；換言之，主張違反適合性所依據之各種不

同請求權基礎，｢正當信賴｣為其共通之要件。 

另外，前述保險業者與行政監理官之訴訟，並未考量業者之故意、過

失之可歸責事由，為其效果除行政上裁罰外，另有命業者｢退還｣之裁決，

此裁決的內涵與我國｢不當得利｣規範類似；而於消費者與保險業者之訴訟

中，法院須判斷消費者請求依據的要件是否皆已符合，但不論消費者是依

據證券交易法之反詐欺條款、普通法之詐欺、不實陳述、過失，皆以義務

人有故意或過失之主觀要件。 

上述案例中，僅 Anderson v. Knox 中 Knox 勝訴並獲得損害賠償，就補

償性損害賠償，內容包含因被詐欺而為之解約、轉換保單損失、利息及貸

款之成本，其賠償內容為回復未被詐欺之原狀。 

                                                        
306

 且於 William J. DEBRUIN v.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INSURANCE 案中，監理官及行政官

認為州保險法適合性規範承認了客戶對於中介人之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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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他國保險適合性原則相關

規範 

經前面章節說明美國保險領域的適合性原則適用狀況，本章將整理、

介紹歐盟、英國、德國目前關於保險領域之適合性原則相關規範。 

第一節歐盟指令 

歐盟所訂定之相關指令中，涉及保險領域之適合性原則者有 2002 年

頒布之保險中介指令（Directive 2002 92 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9 December 2002 on insurance mediation），以及於 2004 年

頒佈「金融市場指令」（ DIRECTIVE 2004/3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April 2004 on 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MiFID）。 

第一項 保險中介指令 

一、本指令之適合性原則規範： 

保險中介指令中，與適合性原則較接近之規範，規定於該指令第 3 章

中介人資訊提供責任章節中，第 12 條仲介人提供之資訊307，該條第 1 項

要求中介人於締結保險契約以前，或於續約前（如有必要），仲介人應告

知的事項中，第(e)款事項為保險中介人是否為專屬特定保險公司的代理人，

以及其所提供的契約是否基於公平分析（Fair analysis）義務而給予建議

(gives advice)308；若中介人告知客戶其係基於公平分析而給予建議，則同

                                                        
307

 Directive 2002/92/EC, CHAPTER III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FOR INTERMEDIARIES, Art. 12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insurance intermediary,. 

308 See id. 1(e): ”Prior to the conclusion of any initial insurance contract, and, if necessary, upon 
amendment or renewal thereof, an insurance intermediary shall provide the customer with at 
leas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e)…… In addition, an insurance intermediary shall inform the 
customer, concerning the contract that is provided, whether: (i) he gives advice based on the 
obligation in paragraph 2 to provide a fair analysis, or (ii) he is under a contractual obligation to 
conduct insurance mediation business exclusively with one or more insurance undertakings. In 
that case, he shall, at the customer's request provide the names of those insurance 
undertak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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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規定，保險中介人有義務(is obliged to)分析市面上足夠數量

(sufficiently large number)之保單，使其能給予符合其專業標準的建議以及

客戶需求(meet the customer's needs)309；亦即，若中介人告知客戶其所提

供之建議係基於公平分析所作出，則負有公平分析之義務。 

另外，中介人於契約訂定以前，至少應以客戶提供之資訊為基礎，具

體說明客戶的要求及需求(demands and needs)，以及如有提供建議，該建

議的原因為何；這些說明的詳細程度，應依照所提出之保險契約的複雜程

度而有所調整310。 

二、本指令之適用範圍： 

本指令第 1 條第 1 項規定適用範圍為於歐盟會員國內設立或希望設立

並從事保險中介行為之自然人或法人；所謂保險中介行為，指介紹、提出

或從事其他準備簽定保險契約的行為，或簽定此類契約，或協助管理或執

行此類契約，特別是於索賠的情形，若前述行為由保險業 (insurance 

undertaking)311或其員工為之，不被認為是保險中介312；此外，如果相關的

資訊提供，是進行其他專業行為時偶然為之313，且該資訊提供之行為，非

為協助客戶簽訂、完成保險契約、對保險公司權利之專業管理、調整及對

申請理賠之專業估價，則非屬保險中介314；同條第 5 項定義保險中介人為：

為獲取傭金(remuneration)而從事保險中介之自然人或法人。 

                                                        
309 See id. Art. 12-2: “When the insurance intermediary informs the customer that he gives his advice 

on the basis of a fair analysis, he is obliged to give that advice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f a 
sufficiently large number of insurance contracts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to enable him to make a 
recommend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professional criteria, regarding which insurance contract 
would be adequate to meet the customer's needs.” 

310
 See id. Art. 12-3. 

311
 依本指令 Art. 2-1 之定義，Insurance undertaking 指從事 73/239/EEC 指令第 6 條所稱人身保險

以外之直接保險（direct insurance），或 79/267/EEC 指令第 6 條所稱之直接人身保險之事業。 
312 See id. Art. 2-3:” insurance mediation’ means the activities of introducing, proposing or carrying 

out other work preparatory to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of insurance, or of concluding such 
contracts, or of assisting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such contracts, in particular in 
the event of a claim. These activities when undertaken by an insurance undertaking or an 
employee of an insurance undertaking who is acting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surance 
undertaking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insurance mediation….” 

313
 例如稅務顧問於諮詢時提及保險契約。 

314 supra note 307, Art. 2-3: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on an incidental basis in the context of 
another professional activity provided that the purpose of that activity is not to assist the 
customer in concluding or performing an insurance contract, the management of claims of an 
insurance undertaking on a professional basis, and loss adjusting and expert appraisal of claims 
shall also not be considered as insurance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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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金融市場指令 

一、本指令之適合性原則規範： 

金融市場指令第 2 部分投資人保護第 19 條規定了企業提供投資服務

時的行為義務。第 1 項開宗明義規定會員國應要求提供投資服務或其他附

隨服務之投資公司(investment firm)，應以誠實、公平及專業之作為，為投

資人利益計算並符合本指令所揭示之相關原則315。 

同條第 4 項進一步規定，在提供投資建議或帳戶管理 (portfolio 

management)服務時，投資公司應取得客戶或潛在客戶之對特定商品或服

務之知識與經驗、財務狀況及投資目標等相關必要資訊，以使其得以推薦

適合於客戶之商品或服務316。 

同條第 5 項則規定了｢妥適性(appropriate)｣之要求及警告義務；其要求

會員國應確保投資公司於提供第 4 項以外(other than)之投資服務於其客戶

時，詢問(ask)客戶於特定種類之產品或服務的投資相關知識及經驗，以使

公司得以評估其所設想之投資服務或商品對客戶而言是否妥適317；若認為

有不適當，公司應給予客戶警告(warn)318。若客戶不提供資訊或提供不足，

公司則應向客戶警告上開情形使公司無法判斷服務或商品對客戶是否妥

適319。本條設有免責規定，如投資服務機構僅係單純執行（execution）客

                                                        
315 Directive 2004/39/EC, Art. 19 Conduct of business obligations when providing investment services 

to clients, (1). 
316 See id. Art. 19(4): “When providing investment advice or portfolio management the investment 

firm shall obtain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lient's or potential client'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investment field relevant to the specific type of product or service, his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his investment objectives so as to enable the firm to recommend to the 
client or potential client the investment services and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at are suitable for 
him.” 

317 See id. Art. 19(5):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investment firms, when providing investment 
services other than thos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4, ask the client or potential client to provide 
information regarding hi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investment field relevant to the 
specific type of product or service offered or demanded so as to enable the investment firm to 
assess whether the investment service or product envisaged is appropriate for the client.” 

318
 See id. Art. 19(5), subparagraph 2: “In case the investment firm considers,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under the previous subparagraph, that the product or service is not 
appropriate to the client or potential client, the investment firm shall warn the client or potential 
client. This warning may be provided in a standardised format.” 

319 See id., Art. 19(5), subparagraph 3: “In cases where the client or potential client elects not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referred to under the first subparagraph, or where he provides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hi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he investment firm shall warn the client or 
potential client that such a decision will not allow the firm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ervice or 
product envisaged is appropriate for him. This warning may be provided in a standardised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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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之指示、單純接待轉介（reception and transmission）客戶之指示，或因

而附隨提供投資服務，且符合所列之所有條件時，則無需取得客戶相關資

訊，亦無須履行第 5 項之妥適性義務320。 

此外，若為投資服務機構接受其他機構之轉介而提供服務時，前者可

以倚賴後者提供之客戶資訊而為適合性之判斷；後者對所資訊傳遞之完整

性（completeness）與精確性（accuracy）負責321。準此，因客戶對中介投

資服務之機構所提供之推介仍有信賴，故中介機構對客戶最終取得之商品

推介或投資建議之妥適性，仍應負責322。 

第 21 條則為投資人最佳利益（terms most favorable to the client）執行

其指示，亦可以認為是適合性原則之規範。該條要求會員國應要求各投資

機構於執行投資人之指示時，採任何必要之步驟，綜合考量價格、成本、

速度、交易達成之可能性、標的性質、數量及其他任何相關資訊，以取得

對投資人最有利之結果，會員國並應要求各投資機構建立服膺此義務之一

切有效措施323。 

二、指令適用範圍： 

第 1 條指出本指令適用於投資公司(investment firms)，投資公司從事

投資服務為職業的法人324；緊接著在指令第 2 條臚列了許多除外情形，第

1 項第 a 款即排除了 Directive 73/239/EEC 指令第 1 條之壽險以外之其他直

接保險事業325、Directive 2002/83/EC 指令326第 1 條定義的人身保險公司；

前者所定義之保險公司指：個體經營的直接保險事業，且類型限於：意外、

疾病、車險、陸上運輸、航空、船舶、貨物、火險天災、其他財產損失、

動力交通工具責任、航空責任、船舶責任、一般責任、信用、保證人之責

任、各式財損、法律支出；後者定義則指從是單純之生存至約定年齡、死

亡、生死、退還保費之人身、婚姻或出生保險、.年金、人身保險附加之保

險（如傷害失能、意外、健康險）、終身健康險。 

                                                        
320 該等條件包含：1.該服務是有關已獲監理市場核准交易之股份、貨幣市場工具、債券或其他

證券債、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劃(UCITS)及其他非複雜財務工具；2.客戶主動要求提供服務；

3.客戶或潛在客戶經投資服務機清楚告知：所提供之產品、服務未經前項適合性評估，故客

戶不受相關商業行為規範之保護；4.投資服務機構遵守第 18 條之利益衝突規範。詳參 id, Art.  

19(6). 
321

 See id. Art. 20. 
322 See id. 
323

 See id., art. 21. 
324

 Directive 2004/39/EC, art.4-1. 
325 Directive 73/239/EEC of 24 July 1973 on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taking-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direct insurance other than life 
assurance. 

326
 DIRECTIVE 2002/83/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5 November 

2002 concerning life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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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法 

英國透過其金融服務總署（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 FSA）327制定業

者應遵守之相關守則，以落實歐盟指令；其中適用於所有金融機構最高指

導原則(High Level Standards)的業務經營原則(Principles for business)第9條｢

金融業者與客戶間之信賴關係｣指出，業者對於有權依賴其判斷之客戶，

應盡合理注意以確保所提供之建議與決定的適合性。FSA 並認為該原則之

適用不限於有受託關係存在，在顧客對該業者的判斷有正當信賴時，也有

適用328；而所謂正當信賴業者判斷，指如對個人推介或業者作為全權委託

經理人等情形329；FSA 並於 2007 年頒訂「業務進行規則」（Conduct of 

Business Sourcebook, COBS）與「保險業務進行規則」（Insurance: Conduct of 

Business Sourcebook, ICOBS）；實踐前開歐盟指令，更進一步做具體明確規

範。 

第一項 ICOBS 

第一目 適用範圍 

ICOBS 原則上適用於從事非投資型(non-investment)保險契約之保險中

介、履行(effecting and carrying out)契約、或銷售的溝通行為330；但各別條

文則可能依不同公司的類型、行為或設立地、或因條文的特定目的而調整

適用範圍。而所謂之非投資型保險，則包含一般保險(general insurance)331、

單純保障保險 (prue protection contract) 332與給付保障保險 (payment 

protection contract)333。 

                                                        
327 金融服務總署（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 FSA）已於 2013 年 4 月改變組織架構，分為金融行

為管理局，以及審慎監督臉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PRA）。 
328

 FSA, THE FSA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 Response on Consultation Paper 13, at 15 (1999). 
329

 Ruth Fox (ed.), A Practitioner’s Guide to the FSA Handbook, 5
th

 ed., at 65, 308 (2008). 
330

 ICOBS 1.1.1 
331 詳細細節參照 Article 3(1) of the Regulated Activities Order. 
332

 指保險金之給付限於死亡或因疾病、傷害所導致之失能，且保險不提供解約的現金價值

(surrender value)，亦不適用與轉換(conversion)方式使其超出前述範圍之保險契約，參照 FSA, 

Glossary Definition, pure protection contract. 
333 指保險給付用以確保期能持續對第三人為給付之保險契約，參照 FSA, Glossary Definition, 

payment protection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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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規範內容 

ICOBS 於第 5 條｢認定客戶需求及建議(Identifying client needs and 

advising)｣中，將業者的行為區分為｢建議銷售(advised sales)｣與｢非建議銷

售(on-advice sales)｣，並區分不同產品性質，而設有不同的規定。 

於建議銷售之情形，第 3 項｢建議銷售｣第 1 款設有適合性規範：業者

對於有權依賴(entitled to rely)其判斷之顧客，應採取合理注意確保其給予

客戶之建議的適合性334；同項第 2、3 款進一步區分保障保險（protection 

policies）或銀行帳戶組合中的保險（policies included in a packaged bank 

account），而有不同規定。 

於保障保險，業者應：(1)建立客戶要求與需求：公司應以既有之客戶

資訊及進一步自客戶取得之資訊，包含客戶既有之保險相關細節，以建立

之；業者不須考量保單的替代品，亦不須考量與客戶有興趣之保單無關但

是客戶有需求的保單；(2) 採取合理注意確保保單適合客戶要求與需求，

同時應考量保障範圍及成本及相關除外事項(exclusions)、溢額條款（excess）、

限制(limitations)及條件(conditions)；(3)若有任何客戶之要求或需求未能達

成，應告知客戶335。 

若推介係基於銀行帳戶組合中的保單，則其適合度須考量：(1) 利用

公司已有的資訊及進一步自顧客取得的資訊，建立客戶要求與需求，該資

訊包含已有之保險，其不須考量保單的替代品，亦不須考量與客戶有興趣

之保單無關聯彈客戶有需求的保單；(2)採取合理注意以確保各保單（包含

銀行帳戶組合）是否適合客戶要求與需求，並須考量其保障及成本的等級、

相關除外、過多保障、限制及條件；(3) 若有任何要求或需求未達，應告

知客戶；(4) 向客戶解釋其推介及推介的原因。 

此外，於保險中介人推介之情形，若中介人對客戶表示其所給予的建

                                                        
334

 ICOBS 5.3.1 “A firm must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ensure the suitability of its advice for any 
customer who is entitled to rely upon its judgment.” 

335
 ICOBS 5.3.2: “n taking reasonable care to ensure the suitability of advice on a payment protection 

contract or a pure protection contract a firm should: (1)establish the customer's demands and 
needs. It should do this using information readily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to the firm and by 
obtaining fur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customer, including details of existing insurance 
cover; it need not consider alternatives to policies nor customer needs that are not relevant to the 
type of policy in which the customer is interested; (2) take reasonable care to ensure that a policy 
is suitable for the customer's demands and needs,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level of cover and cost, 
and relevant exclusions, excesses, limitations and conditions; and (3) inform the customer of any 
demands and needs that are not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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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是基於公正分析時，其必須先就市場上多數保險商品作充分分析，以使

其能根據專業標準推薦與客戶需求相符合之保險商品336；本條即係將歐盟

保險中介人指令之要求轉化為英國之法規範。 

而於不存在推介的一般情形，第 1 項通則設有｢可主張性(eligibility)｣

之要求。如果顧客購買的商品屬於為一般保障保險（general insurance 

contracts and pure protection contracts ）或給付保障保險（ payment 

protection contracts）之交易，業者應採取合理步驟確保該保單得使客戶於

事故發生時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若安排保險過程中公司發現部分保障有

作用，部分沒有作用，則應通知顧客，使顧客能在受通知後再做出是否購

買的決定；此原則不適用於銀行帳戶組合中的保險安排337；判斷可主張性

之合理步驟應包含確認客戶符合保單各部分所要求的資格338。 

而於銀行帳戶組合安排中的保險交易，則業者應：（1）採取合理步驟

確保客戶可主張銀行帳戶組合中各張保單的利益；其中必須包含確認客戶

符合各張保單受益的資格要求；（2）通知客戶是否能主張該組合下各張保

單的利益，以使客戶得以作出受告知後之決定。業者並應將可主張性之評

估作成紀錄，若客戶接受業者提議安排的，應保留該資料至少三年339。 

而保險中介人以及給予客戶建議的保險人，於契約簽訂前，應基於客

戶揭露之資訊，具體說明客戶之要求及需求，如有建議，並須對其推介特

定保單及推介之理由加以說明340；其說明之細節應依照保單複雜程度調整；

保險人並負有提供需求說明書之義務，即對客戶需求之判斷結果，應以適

當之媒介，以書面形式送達客戶，其內容需精確而可理解，且於客戶要求

時，對客戶為口頭說明341。但在未提供個人建議之時，要求與需求之說明

的方式則較有彈性，例如將要求與需求說明作為申請表格的一部分342。 

                                                        
336

 ICOBS 5.3.3 
337

 ICOBS 5.1.1 - 2. 
338 ICOBS 5.1.3 
339 ICOBS 5.1.3A, B 
340 ICOBS 5.2.1 - 2. 
341

 ICOBS 5.2.3 
342

 ICOBS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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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COBS 

第一目 適用範圍 

保險事業之營業行為若非屬 ICOBS 之適用範圍，亦可能有 COBS 之適

用。COBS 主要係就投資商品推介作規範，其適用範圍，包含於英國從事指

定投資業務(designated investment business)或與人壽保險有關的長期保險

事業343；惟此規則可能因不同行為或地點，甚至後續章節特定目的，而修

正其適用範圍344。指定投資業務指金融服務與市場法(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之受監理行為命令第 3 章之證券或以契約為基礎之

投資，除包含股票、債券、選擇權、期貨外，亦包含具有投資性質之保險

(investment-related insurance)，而長期照護保險(long-term care insurance 

contract)定義上可能屬於單純保障保險，但仍被 COBS 歸類為指定投資事業
345。 

而 COBS 之適合性規範，適用範圍，又特別限縮於作出與指定投資事

業有關之推介346或投資管理347的公司。 

第二目 規範內容 

COBS 第 9 條乃適合性原則之專章。首先，COBS9.2.1 要求業者應採合

理步驟確保對客戶所為之個人推介(personal recommend) 或為客戶所做之

投資決策（decision to trade）適合該客戶348；其中個人推介，指對投資或

家庭財務交易之建議(advice)，且是被認為適合於該人或以該人之相關資訊

為考量基礎；若該推介僅透過通路或對公眾發行，則非個人推介349。 

而為使業者履行前開義務，業者於進行個人推介或管理客戶投資時，

                                                        
343 COBS 1.1.1 
344 COBS 1.1.2 - 3. 
345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Regulated Activities) Order 2001 (SI 2001/544), part 
III.；楊敦元，同註 10，頁 81-82。 

346
 COBS 9.1(Application and purpose provisions).1: ” This chapter applies to a firm which makes a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in relation to a designated investment.”. 
347 COBS 9.1.3.: “This chapter applies to a firm which manages investments.”. 
348 COBS9.2.1 (1): “A firm must take reasonable steps to ensure that a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or a 

decision to trade, is suitable for its client”. 
349

 Commission Directive No. 2006/73/EC, the MiFID implementing Directive, article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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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應取得客戶對特定投資商品或服務之知識、經驗、財務狀況及投

資目標等相關必要資訊，使其得以了解客戶之狀況350；其中，應取得之投

資目標相關資訊應包含：希望持有投資標的期間長短、對風險之態度、目

前持有投資摽的之風險組合及投資之目的等相關資訊351；關於財務之資訊

則包括客戶之固定收入來源與數量、現有財產（含流動資產、現有投資及

不動產）與願投資金額之相關資訊352；至於客戶關於投資標的之知識與經

驗，則含投資人對產品或交易之本質、複雜性與涉及風險之認識程度及投

資人對特定商品或交易之熟悉程度與投資人對特定商品過去之交易量與

頻率併投資人之教育程度及專業等事項353。 

業者應基於前述客戶資訊，適切考量將提供之服務性質，而產生合理

基礎相信所為之推介或交易符合下列事項：(1)符合投資人之投資目標；(2)

投資人財務上足以承擔特定商品之投資風險，且不違其投資目標；(3)投資

人對商品或投資組合之風險充分認識並具充足經驗354。 

除明知資訊過度老舊、不正確或不完整之場合外，投資服務機構有權

信賴客戶提供之相關資訊355，COBS 同時亦規定投資服務提供者不得鼓勵

客戶對達成適合性評估所需之資訊不為揭露356；而投資服務機構於未獲得

適合性判斷之必要資訊時，不得為推介或為客戶進行交易357。 

COBS 9.3 復進一步揭示不符合適當性原則之情形。舉凡特定投資標的

之風險、交易類型、交易結構特性與交易頻率等，皆可能成為特定商品不

適合於特定客戶之原因；在投資管理（investment management）服務之情

形，若一項交易導致不適合之投資組合（unsuitable portfolio）者，亦違反

                                                        
350 COBS9.2.1 (2): “When making the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or managing his investments, the 

firm must obtain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client's: (a)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investment field relevant to the specific type of designated investment or service; (b)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c) investment objectives; so as to enable the firm to make the recommendation, or 
take the decision, which is suitable for him”. 

351
 COBS 9.2.2 (2):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investment objectives of a client must include, 

where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 length of time for which he wishes to hold the investment, his 
preferences regarding risk taking, his risk profile, and the purposes of the investment” 

352
 COBS 9.2.2 (3) 

353
 COBS 9.2.3 

354
 COBS 9.2.2 (1): “A firm must obtain from the client such information as is necessary for the firm to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facts about him and have a reasonable basis for believing, giving due 
consideration to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service provided, that the specific transaction to be 
recommended, or entered into in the course of managing: (a) meets his investment objectives; (b) 
is such that he is able financially to bear any related investment risks consistent with his 
investment objectives; and (c) is such that he has the necessar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 or in the management of his portfolio” 

355 COBS 9.2.5 
356

 COBS 9.2.4 
357

 COBS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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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性原則358。而關於交易頻率之不適合，則縱於各筆交易獨立觀察，均

符適合性原則之場合，僅需推介之商品其交易頻率非為客戶之最佳利益，

亦屬不適合；此處最佳利益之判斷，則依客戶與服務機構合意之投資策略

（investment strategy）決之359。 

至於其他義務方面，COBS 同時要求投資服務機構於特定場合（如進

特定交易或推介特定商品如終身保單時）應提供適合性報告（suitability 

report）360，且對適合性之記錄（suitability record）應至少保留一定期間361。 

另外，於 COBS 第 10 條設有一與適合性概念相近之｢妥適性

(appropriateness)｣規範。其規定業者若為個人推介或管理投資以外之非建

議銷售之行為362，業者應要求客戶提供(ask the client to provide)與該特定商

品或服務相關之投資知識及經驗，以評估該商品或服務對客戶之妥適性363；

於評估妥適性時，公司應決定客戶是否具有相關知識經驗以了解相關產品
364；其中客戶對該投資領域之知識經驗指：客戶熟悉的服務、交易或指定

投資之類型、客戶於指定投資交易的頻率及持有期間、客戶之教育程度及

現任或先前之職業等資訊365。若經業者判斷客戶是具有必要之知識與經驗，

公司沒有義務將此項認告知客戶366。若公司取得之資訊族以評估適當性，

而認為商品不具妥適性者，應以正式表格警告客戶367。 

而該條亦設有免責規定，於下列情況公司不負詢問或評估妥適性義務：

僅為由客戶主動要約(initiative)就特定財務工具為執行或移轉命令之服務、

客戶被清楚告知公司對此服務不負適合性評估義務，且公司遵守利益衝突

之義務368，或該財務工具並不複雜369；若為連續交易，公司亦不必重新評

                                                        
358

 COBS 9.3.1: “(1) A transaction may be unsuitable for a client because of the risks of the designated 
investments involved, the type of transa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der or the frequency of 
the trading. (2) In the case of managing investments, a transaction might also be unsuitable if it 
would result in an unsuitable portfolio” 

359 COBS 9.3.2 
360

 COBS 9.4.1 - 2 
361 COBS 9.5.2 
362 COBS 10.1.1: “This chapter applies to a firm which provides investment services in the course of 

MiFID or equivalent third country business other than making a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and 
managing investments”. 

363
 COBS 10.2.1 (1) 

364 COBS 10.2.1 (2): ”When assessing appropriateness, a firm: (a) must determine whether the client 
has the necessar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involved in relation 
to the product or service offered or demanded…”. 

365 COBS 10.2.2 
366 COBS 10.2.8 
367 COBS 10.3.1 
368 COBS 10.4.1(1) 
369

 COBS 10.4.1(2)，而(3)進一步說明｢不複雜｣指：非衍生性、有許多機會贖回；不涉精算、市場

上已有充足、可以理解的資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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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只須於初始之服務評估即可370。 

第三節 德國法 

德國法上與適合性義務較為相近的概念，為保險人與保險中介人之諮

詢建議義務。 

第一項 保險中介人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59 條以下為關於保險中介人之規範。 

中介人之建議及紀錄義務，依保險契約法第 61 條第 1 項第 1 句之規

定，若評估保險有困難性，或欲購買保險之個人及其自身之情形，就此存

在適當理由(或機會)時，中介者應就客戶的願望與需求進行詢問、作出建

議，並就所作建議附上理由；第 2 句規定仲介人應就此作成紀錄；另要保

人可以依書面聲明放棄仲介人履行第 1 項之建議及紀錄義務371。 

保險中介人之定義，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中介人分為保險代理人

與保險經紀人，第 2 項規定保險代理人指受保險人或保險代理人委託，營

業性地進行保險契約之招攬中介或訂約；第 3項第1句規定保險經紀人指，

營業性地為委任人進行保險契約中介或訂約，且對此並未受保險人或保險

代理人委託；同項第 2 句規定若有人使要保人誤以為其係依據第 1 句提供

保險經紀人之服務時，則其被視為保險經紀人。 

保險代理人受保險人或其他保險代理人授與契約上之事務處理權限，

依據契約關係為該人從事保險契約之招攬仲介或訂約，被委託之保險代理

人應基於委託人之利益從事業務活動，由於其事務處理權限乃來自於保險

人或令依保險代理人，而非要保人，其必須遵從保險人指示、維護保險人

利益，係與保險人處於同一立場372。保險經紀人之事務處理權限來自於潛

在要保人，其間有經紀契約的關係，而為要保人的處理機關；雖保險經紀

人與保險人間仍可能存有債之關係，而使保險經紀人處於雙重法律關係，

但並不改變經紀人在第一線上為要保人的利益373。此外，第 59 條第 3 項

                                                        
370 COBS 10.4.2 
371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61 條；洪秀芬，德國法對保險仲介人之監理規範，月旦法學雜誌，第 205

期，頁 235，2012 年 6 月。 
372

 洪秀芬，同上註，頁 222。 
373 洪秀芬，同上註，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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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句視為保險經紀人之規定，乃立法者欲改善實務上常發生虛假經紀人

之情況，此等實為保險代理人但已經紀人形態出現，讓客戶誤以為其為經

紀人，有較高之中立性，增加客戶對其之信賴，因而法律明定表見經紀人

適用保險經紀人之規定。 

第 60 條規定中介人提供建議之基礎，第 1 項第 1 句規定保險經紀人

負有義務以保險市場所提供之足夠數量的保險契約及保險人為基礎來提

供意見，以使其依專業標準，能提供符合要保人需求之適合保險契約建議；

德國多數學者認為｢足夠數量｣指應達經紀人分析時，其認真考量之保險商

品的全部提供人所提供的全部商品都納入。而若於要保人提出保險契約之

要保前，保險經紀人已對要保人明確表示其係以有限之保險人及保險契約

的選擇作為建議基礎，則依同項第 2 句，不適用第 1 句要求之建議義務，

而應依第 2 項第 1 句，告知要保人其以何種市場及資訊基礎提供服務。保

險代理人亦有同要之告知義務374。 

建議義務之違反，第 63 條規定保險中介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保

險中介人對義務之違反無可歸責時，無須負責375。 

第二項 保險人 

德國 2008 年修法後新保險契約法第 6 條明訂保險人諮詢建議義務，

本條第 1 項規定：保險人於契約訂定前，只要當所提供的保險商品有被決

定(或判斷)的困難性或要保人個人及其自身之情形，就此存在適當理由(或

機會)時，應詢問要保人的期望和需要，並衡量諮詢建議的費用和要保人所

繳交保費間之適當比例，應提供諮詢建議376。 

鑒於保險契約本身之複雜性、保險人之優勢專業知識，為平衡契約雙

方當事人地位，德國新保險契約法加重保險人對先契約債之關係下之｢有

保險意願之人｣應履行之義務，本項之諮詢建議義務即為其一377；於本項

規定訂立前，德國法院實務便已累積與保險人諮詢建議義務相關之判決，

此條規定延續其過去法院實務累積之見解須以｢適當的緣由｣或｢可謂要保

人有值得保護的諮詢需求存在時｣，為先契約的諮詢建議義務之必要要件
378；新保險契約法將前述要件予以明定為：｢提供之保險商品有判斷上的

                                                        
374 洪秀芬，同上註，頁 234-235。 
375

 洪秀芬，同上註，頁 235。 
376 廖伯鈞，初探 2008 年德國新保險契約法---以保險人諮詢建議義務為中心，法學新論，第 23

其，頁 120，2010 年 6 月。 
377

 廖伯鈞，同上註，頁 116。 
378 廖伯鈞，同上註，頁 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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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性｣或｢要保人個人及其自身情形有關諮詢建議理由｣，故德國保險契

約法並未承認一個普遍、無要件限制的諮詢建議義務；該項並規定必須衡

量諮詢建議所需之費用和該保險應繳保險費之間之適當比例關係，立法理

由以此比例性要件限定諮詢建議義務範圍379。 

本條規定係參考歐盟指令要求保險中介人之諮詢建議義務而定，其條

文與新保險契約法第 61 條內容大致相同；依照歐盟指令，應履行諮詢建

議義務之主體僅係保險中介人，而不包含保險人，然而，依德國民事法一

般原理，代理人自己並無契約上義務，僅被代理之人須負擔契約上之義務，

德國立法者一方面為了避免和德國民事法，一方面配合國內法院實務見解

發展之現實，因此將此義務加諸於保險人之上380。 

保險人諮詢建議義務有以下例外，其一為同法第 10 條第 1 項之巨大

風險(如金額巨大之運送或責任契約)，其二為當保險契約係透過保險經紀

人訂定者，因保險人足以認定經紀人依第 61 條提供適當諮詢建議與要保

人；另外，德國民法第 312 條 b 第 1、2 項之遠地交易契約，因此時保險

人無履行義務之可能性，要保人亦明瞭此情形；最後，保險契約法第 6 條

第 3 項規定要保人若以書面表示放棄接受諮詢及受領諮詢文件時，並經保

險人告知放棄之不利效果後，亦為諮詢建議義務之例外情形381。 

保險人諮詢建議義務違反效果規定在保險契約法第 6 條第 5 項，保險

人可歸責的違反諮詢建議義務時，對要保人因使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同項後段並推定要保險人之故意過失；此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德國民法締約

過失或積極侵害債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特別規定；雖締約過失係賠償信賴利

益之損害，然此損害於｢欠缺保險人提供適當諮詢建議時所生之保險保障

不足｣之情形，與積極利益有一致性，故相當於保險人於提供適當諮詢建

議時原應獲得知保險保障為是382。 

第四節 小結  

歐盟的保險中介指令要求若中介人告知其係基於公平分析而給予建

議，須分析市場上可得保單之一定數量保單，以符合其專業以及客戶需求；

但若中介人並未告知其係基於公平分析，則僅須具體說明客戶的要求及需

求以及提供建議的原因；此規定似非課予保險中介人建議或適合性評估之

                                                        
379 廖伯鈞，同上註，頁 120-121。 
380 廖伯鈞，同前註，頁 119-120。 
381

 廖伯鈞，同前註，頁 123。 
382 廖伯鈞，同前註，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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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而在規範中介人建議時應有之分析水準與程度；中介人指令規範對

象限於為從事保險仲介行為之人，保險人並非受規範對象。 

而金融市場指令，則要求投資公司於提供｢投資建議｣或｢帳戶管理服

務｣時，應取得客戶投資、財務等相關資訊，以確保其所為之推薦適合客

戶；而若投資公司提供前開服務以外的投資服務，雖無適合性義務，但另

有一妥適性義務，妥適性之評估須考量客戶對該產品或服務的知識、經驗；

另若投資服務屬於單純執行或接待轉介客戶之指示時，則無前開義務，惟

仍須為客戶之最佳利益執行指示。本指令適用對象為投資公司，並排除壽

險外之直接保險事業及單純之人身保險。 

英國對於保險領域之適合性原則亦區分不同之保險類型、是否為建議、

個人推介之行為而異其規範；於給予客戶建議之情形，依照 ICOBS 第 5 條

之規範，在一般保險、單純保障保險及給付保障保險，業者應採取合理注

意確保其給予客戶之｢建議｣適合於有權依賴該建議之客戶；若是基於銀行

帳戶組合而為推介，另需考量公司已有之該客戶資訊，並確保各保單（包

含銀行帳戶組合）適合客戶要求與需求。若在保險中介人推介，且中介人

告知客戶該建議是基於公正分析，則中介人需就市場上多數保險商品作充

分分析而為建議。於不存在推介的情形，業者則是須依照不同類型之保險，

遵循不同之確保顧客可主張性規定。而於投資型商品情形，則落入 COBS

的適用範圍，業者於為個人推介或為客戶所做之投資決策之情形，業者依

COBS 第 9 條負有採合理步驟確保所為之｢推介｣適合於客戶之義務；不存

在個人推介時，業者則是依照 COBS 第 10 條，負有妥適性的評估、警告義

務。(詳參圖 1 英國保險適合性規範架構圖) 

       

圖 1：英國保險適合性規範架構圖 

德國保險契約法之規定，當所提供的保險商品有被決定(或判斷)的困

難性或要保人個人及其自身之情形，就此存在適當理由(或機會)時，保險

中介人、保險人負有諮詢建議的義務，故德國並不承認一個普遍、無要件

限制的諮詢建議義務，而是需視實際交易狀況，有諮詢建議之適當緣由，

非投資型保險商品 

投資型保險商品 

有為建議：適合性義務 

未為建議：可主張性義務 

個人推介：適合性義務 

未為推介：妥適性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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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有值得保護的諮詢需求存在時，給予諮詢建議以保障之，可說是從

實際交易之需求給保障；而不論保險人或保險中介人，其諮詢建議義務皆

以義務人可歸責為要件，條文並已推定義務人可歸責；其違反之效果為損

害賠償。 

本文整理以上之觀察，並加入我國金消法適合性義務之規範，製作一

比較表如下： 

 

表 5：各國保險適合性原則規範比較表 

 美國 歐盟 英國 德國 我國 

主體  年金示範規

則：原則為

銷售人員，

例外為保險

人 

 變額人壽示

範規則：保

險人 

 FINRA Rule:

會員(證券經

紀交易商) 

 中介人指

令：保險中

介人 

 金 融 指

令：提供投

資服務或

其他附隨

服務之投

資 公 司

(investmen

t firm) 

 ICOBS：保

險業者，包

含保險中

介人、保險

人。 

 COBS：指定

投資業務

或與人壽

保險有關

的長期保

險事業 

保險人、保險中

介人 

保險業（包含：

保險公司、保險

合作社、保險代

理人、保險經紀

人、保險公證

人、郵政機構之

簡易人壽保險

業務與其他保

險服務業之業

務及機構） 

有 無

行 為

要 件

之 限

制 

 年金示範規

則：限於推

介 

 變額人壽示

範規則：推

介、簽發保

單 

 FINRA Rule：:

限於推介 

 中介人指

令：非義務

規範。 

 金融指令 :

提供投資

建議或帳

戶管理服

務 

 ICOBS：建

議銷售 

 COBS:個人

推介或為

客戶所做

之投資決

策 

建議義務之要

件： 

 保險人：於

商品有被

決定之困

難，或要保

人個人及

其自身情

形，就此存

有適當理

由(或機會)

時。 

訂定提供金融

商品或服務之

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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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中介

人：在要保

人依其就

所提供之

保險為判

斷之困難

度，或依要

保人個人

且其所處

情況有正

當理由者。 

未 推

介

時 ，

有 無

其 他

義

務？ 

無 金融指令：妥適

性 

 ICOBS：可

主張性 

 COBS：妥適

性。 

無關 無關 

義 務

客體 

 年金示範規

則：年金商

品 

 變額人壽示

範規則：變

額人壽保險 

 FINRA：涉及

證券之交易

或投資策略 

 中介人：保

險契約 

 金 融 指

令：投資建

議或帳戶

管理服務 

 ICOBS：非

投資保單 

 COBS：個人

推介、投資

決策 

所提供的保險

商品。 

金融商品或服

務之契約 

適 合

性 考

量 事

項 

 年金示範規

則：客戶之

年齡、年收

入、財務狀

況及需求、

財務經驗、

財務目標、

金 融 市 場 指

令：特定商品或

服務之知識與

經驗、財務狀況

及投資目標 

 ICOBS：要

求 與 需

求、保障範

圍及成本

及相關除

外事項、溢

額條款、限

無關  非投資型

保險：1.金

融消費者

是否確實

瞭解其所

交保險費

係用以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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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年金之

用途、財務

時程、既存

資產、流動

性需求、淨

值流動性、

風 險 容 忍

度、稅務狀

況 

 變額人壽示

範規則：保

險及投資目

標、財務狀

況及需求 

 FINRA Rule：:

客戶年齡、

其他投資、

財務狀況及

需求、稅務

狀況、投資

目標、投資

經驗、投資

之時程、流

動性需求、

風 險 容 忍

度。 

制及條件 

 COBS：客戶

對特定投

資商品或

服務之知

識、經驗、

財務狀況

及投資目

標 (希望持

有投資標

的期間長

短、對風險

之態度、目

前持有投

資摽的之

風險組合

及投資之

目的等相

關資訊) 

買保險商

品、2.投保

險種、保險

金額及保

險費支出

與其實際

需求是否

相當、3.如

係購買以

外幣收付

之非投資

型保險商

品時，應瞭

解客戶對

匯率風險

之承受能

力 

 投資型保

險：同前

1、2、3.金

融消費者

之投資屬

性、風險承

受能力，及

是否確實

瞭解投資

型保險之

投資損益

係由其自

行承擔 

歸 責

事由 

 NAIC 示範規

則：無 

 FINRA：無 

無 無  保險人：推

定可歸責 

 中介人：推

定可歸責 

無過失責任 

違 反 行政裁罰、自律 本文未搜尋到 本文未搜尋到 損害賠償 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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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機構裁罰 相關資訊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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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適

合性義務於保險關係適用之檢討 

第一節 義務主體 

依照第二章的說明，適合性義務主體於保險業之範圍，包括保險公司、

保險合作社、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郵政機構之簡易人

壽保險業務與其他保險服務業之業務及機構383，因而除與了保險契約一方

當事人之保險業以外，似乎包括非屬保險契約當事人之各種不同性質、功

能、法律地位之保險輔助人。 

由於適合性原則源自證券交易架構，投資人與證券商間並非單純的證

券買賣關係，而實為行紀或信託關係，其中行紀乃投資人與證券商之外部

關係，其內部關係則為｢委任｣384；而保險業者於保險交易的法律地位，與

證券商在證券交易的法律地位未必相同，是否所有保險業皆適用本條適合

性義務？（此處先以保險商品為討論對象，保險服務將於後面之章節討論）

該如何解釋？頗有疑問。 

本文認為此問題可從適合性義務之本質---信賴---來加以檢討；由前述

章節可知，不同的適合性原則理論基礎，皆有一共通的考量：信賴，亦即

在交易、締約過程中消費者對於業者所產生的信賴；將適合性原則予以規

範化，課予業者負有判斷金融商品或服務對於消費者適合性之義務，可說

是給予消費者前述信賴的明文保護，並增加金融業者之負擔，惟該消費者

之信賴須正當且合理，方得課予此義務。然金消法第 9 條規範，從文義及

立法理由皆難以解讀其含有信賴之要件，恐導致不當之適用結果，分述如

下。 

                                                        
383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第 3 項。 
384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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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保險人 

保險人屬金融服務業，依金消法第 9 條第 1 項，保險人對消費者負擔

｢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消費者｣之義務，亦即要求保險人向消費者擔保商品

或服務適合消費者的結果，並不要求有任何行為義務的違反，與消費者保

護法所採之｢危險責任｣相同，或類似英美法上的｢擔保責任｣；亦即相當於

負擔保險契約不適合消費者之｢危險責任｣，或對消費者｢擔保｣保險契約適

合。 

然從信賴的角度觀察，本條訂定方式似未探尋適合性義務本質即消費

者須對業者之特定行為產生正當且合理之信賴，或者反面來說，直接｢擬

制｣保險人本身(而非因其何種行為)即令人相信其｢會擔保商品或服務是適

合消費者｣，並同時｢擬制｣消費者對於保險人本身(而非對業者之何種行為)

｢已經產生｣會擔保商品或服務是適合消費者的｢正當信賴｣。 

此規定方式與適合性原則之理論基礎不符，立法理由又未見此種規範

模式之理由；此外，在沒有任何正當基礎下，推定交易一方當事人合理信

賴他方會為自己的利益，即商品服務適合度著想，似與一般交易常理不符，

保險人與消費者分屬保險契約當事人之對立雙方，處於交易對等

（arm-length）之地位而無從與客戶建立代理關係，且一般交易常理385，

一般人對於交易他方當事人所為之陳述，皆不輕易相信。更有甚者，如此

規定亦可能造成利益衝突之問題；有論者認為於保險代理人情形，若其與

保險人簽立銷售保險契約，則應以保險人之利益為優先，若同時需為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的利益著想，則可能影響保險人利益、利益衝突的情形產生
386，故若無特殊理由（如正當信賴），應無課予保險代理人為要/被保險人

之利益著想之理；於保險代理人之情形如此，何況為保險契約當事人一方

之保險人？且此時保險人乃為保險商品之發行人，而非如同保險代理人係

代理銷售保險人之保險契約，其利益衝突之情形恐更直接且明顯。 

本條規定文義上似難解釋出信賴之要件，因而可能產生以上之問題，

而須加以修正；在修正前，在本項課予行為人無過失責任並推定因果關係

的前提下，或許可以在｢適合度｣的要件，放寬其認定程度，以減輕保險人

的負擔及避免目前規定不當可能產生的問題。 

                                                        
385 諺語有云：貨比三家不吃虧、商人無祖國、無奸不成商，皆描述了商人以自己利益為優先而

不宜太過相信商人的交易常理。 
386

 黃愉婷，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對銀行保險業務影響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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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險輔助人 

除保險人以外，在保險市場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即屬同為保險輔助人

之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保險輔助人並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解釋上

似與本條第 1 項規定之｢訂立提供金融商品契約之金融服務業｣不符387，而

無需依本項負擔保險契約適合性之義務，如此結果似不符合立法者本意，

且從信賴之角度出發，保險輔助人在保險契約簽訂之過程中，亦有可能使

消費者對之產生信賴關係，若不給予保護，似無法達成適合性原則之目

的。 

保險代理人，依保險法第 8 條：｢本法所稱保險代理人，指根據代理

契約或授權書，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並代理經營業務之人。｣，保險代理

人因代營保險業務，故屬於保險人之輔助人，其對外關係適用民法上代理

之規定388。若保險人透過保險代理人進行銷售，消費者在交易過程接觸者

為保險代理人，保險代理人可能為推介之行為、作出客製化的建議，並表

示其所為之建議是適合該消費者的，則消費者非無可能對於該推介、建議

產生信賴，若無金消法第 9 條第 1 項之適用，將使適合性義務之功效打折

扣；此外，於保險代理人代理銷售保險契約之情形，保險人並未實際進行

包括推介、建議之任何銷售行為，卻須直接對消費者負擔適合度之結果責

任，似不符合適合性原則的本質、法理。 

而保險經紀人，依保險法第 9 條：｢本法所稱保險經紀人，指基於被

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而收取佣金或報酬之人。

｣其本質上是為要保人訂定保險契約之代理人，以其豐富的保險經驗、代

向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389；保險經紀人同樣並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似無

金消法對於保險契約適合原則之適用；惟保險經紀人與要保人之間應存有

一保險經紀契約；保險經紀人既為從事｢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之

獨立營業，其以保險經紀人之名義為要保人取得保險，應肯定其間存在保

險經紀服務契約、保險經紀人對要保人提供者為保險經紀服務390；於此情

況，保險經紀人應依據保險經紀契約之內容、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而為

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而依其契約約定的內容，確認所洽訂、提

供之服務，是適合於要保人的；此時保險經紀人所應負擔保險商品適合度

                                                        
387 葉啟洲，台灣保險消費者之資訊權保護---以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說明義務規範為中心，月旦

法學雜誌，第 214 期，頁 49，2013 年 3 月。 
388 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頁 181，92 年 9 月修訂 4 版；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頁 75，

2009 年 6 月初版。 
389

 江朝國，同前註，頁 193；葉啟洲，同前註，頁 75-76。 
390 葉啟洲，同註 387，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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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責任依據為「保險經紀契約」，而非金消法第 9 條第 1 項391，其適合度之

內容，須視經紀服務契約當事人間之合意而定，但不論如何，至少應達確

保保險契約是否符合消費者之財務狀況、支付能力、是否為消費者之風險

承受度所能承擔等基本要求。惟現行保險實務上似未充分意識到此一經紀

契約的存在，其內容亦有所不明，因而同樣可能存在前述消費者之信賴未

受保護的情形。 

第三項 保險業務員之適用疑義 

另於我國保險行銷招攬生態中，皆透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保險法第

8 條之 1 規定：｢本法所稱保險業務員，指為保險業、保險經紀人公司、保

險代理人公司，從事保險招攬之人。｣，故不論為產壽險保險人、保險經

紀人、保險代理人招攬保險者，皆為保險業務員。 

由於金消法適合性義務主體為金融服務業，第 11 條立法理由亦謂：｢

本條之損害賠償責任主體係金融服務業，金融消費者無須先向其受僱人求

償，金融服務業亦不得主張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但書免責規定之適

用。｣，保險業務員並非義務主體，故可以確定依現行金消法之規定，保

險業務員不需負擔適合性義務，且甚至金融服務業不得再向保險業務員求

償。 

但保險業務員為保險招攬過程中實際上為銷售、推介、建議行為之人，

消費者如於招攬過程中產生信賴，可能是對保險業務員之招攬行為、內容

之信賴；且前述美國、英國之立法例，是以行為人為義務主體；此外，若

保險業務員無須負擔適合性義務，而保險業者需負擔適合性義務，又不得

依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但書向保險業務員求償，似乎使保險業者少了對業

務員產生監督、管理之力量。 

第四項 義務主體之修正建議 

適合性義務前述疑義該如何解決，參考外國之立法例，美國 NAIC 年

金交易適合性示範規則規定、FINRA Rule 適合性義務之規範對象原則以銷

售人員優先，以｢推介行為人｣為義務人，且負擔範圍為｢推介｣內容之適合

性；歐盟金融市場指令第 19 條第 4 項規定適合性原則適用前提為｢提供投

                                                        
391 依金消法第 9 條第 1 項，保險經紀人需負擔者為保險「經紀」契約對於要保人之適合度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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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建議或帳戶管理時｣392。英國 ICOBS 第 5 條適合性義務人為受消費者有權

依賴之建議銷售行為業者393；COBS 第 9 條適合性原則亦限於個人推介或為

客戶所做之投資決策之情形394。而於美國實務案例，不論 FINRA 仲裁、法

院訴訟，皆以實際為推介、建議、銷售過程中為陳述之行為人為判斷是否

違反適合性義務之對象，其中 William J. DEBRUIN v.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INSURANCE 案中監理官直接認為州保險法適合性規範

承認了客戶對於中介人之信賴；如欲課予非自為銷售行為之保險人此義務，

須以代理或監督責任加以主張，而非由發行保險契約之保險人直接負擔保

責任而不論其是否為任何銷售行為。 

前述規範多以推介行為人或對消費者有更高度控制之帳戶管理或做

之投資決策行為人為適合性義務人；推介、建議之所以不斷被強調，除可

認為外國立法例普遍認為適合性原則為一行為責任以外，自適合性原則是

給予信賴保護的本質觀察，似可推論各國法規是將｢信賴｣轉化為具體的推

介行為，以｢推介｣作為信賴的連結因素，將適合性義務正當化、合理連結

至推介行為人；而我國現行法之適合性義務仍有待植入信賴要件，可參考

外國之立法例，於條文中加入｢建議、推介｣要件，藉此連結至建議或推介

行為人作為義務人，以解決前述問題。 

另外，參考德國保險契約法從要保人諮詢建議需求面著手，在適當的

緣由或可謂要保人有值得保護的諮詢需求395，課予保險人或保險中介人建

議義務，亦不失為達成適合性義務目的的方法，其以個案實際建議需求限

縮建議義務之負擔，亦值得我國反思現行規範使保險人負擔擔保適合度的

結果。 

而保險業務員是否應負擔適合性義務？本文認為應視立法者欲從何

種角度處理商品適合度議題，若係欲以行為責任之規範方式，處理既已產

生的信賴，則應以行為人即保險業務員為義務人，而保險人如依金消法第

9條規定賠償消費者，應得依民法第 188條第 1項但書向保險業務員求償；

若參考德國法規，以先契約義務之方式，給予進入締結契約特殊關係、有

建議需求的要保人保障，則應而由保險契約之當事人即保險人負擔建議義

務，並透過內部關係，如保險人與保險業務員間之契約，加以管控保險業

務員。 

                                                        
392 Directive 2004/39/EC, art. 19(4). 
393 ICOBS 5.3.1；至於非建議銷售時，則業者則僅須確保顧客購買保險之｢可主張性｣(eligibility)，

ICOBS 5.1.1 
394

 COBS9.2.1 (1)；同樣的，非建議銷售之行為，業者僅評估妥適性，COBS 10.2.1 (1). 
395 廖伯鈞，同註 376，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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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小結 

由於金消法第 9 條 1 項之規範模式及文字難以解釋出｢信賴｣要件，因

而導致未必為銷售行為的保險人，仍需擔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消費者｣

結果，不僅與適合性原則本質不符、使保險人負擔過重，也與交易常理不

相符、甚至產生利益衝突之情形；對於可能實際為銷售行為之保險代理人、

經紀人，卻非適合性規範之義務主體，可能導致要保人對其之合理正當信

賴不被保護。 

對於現行規範可能產生之上述疑義，似難透過解釋加以解決，而須藉

由修法解決；其修正方向需視立法者處理商品適合度議題之角度而定，如

欲針對實際上產生信賴之保護，則須在法規中建立信賴要件，如外國法規

以推介、建議作為信賴的連結因素，將適合性義務正當化、合理連結至推

介行為人，保險人處於非實際進行銷售者時，監督或代理原則課予其監督

過失或代理責任；或者參考德國保險契約法，以實際交易要保人被保護之

需要，有條件得課予保險人或中介人建議義務。而保險業務員，非本項之

義務人，然其為實際推介、銷售之行為人，未來是否課予其適合性義務，

視立法者欲從何種角度處理商品適合度議題而定；若以行為責任之規範方

式處理既已產生的信賴，則保險業務員應為義務人，保險人如依賠償予消

費者，應得依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但書向保險業務員求償；若以先契約義

務之方式處理適合性原則議題，則由保險人負擔建議義務。 

但在修正前，目前文字上尚難對義務人加以限縮，或許可以透過放寬

｢適合度｣的認定程度，以減輕保險人的負擔及避免目前規定不當可能產生

的問題。 

第二節 義務客體 

依照金消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適合性義務之判斷客體包括所有之金

融商品或服務，然觀察其立法理由，其要求需要充分了解客戶者為｢客戶

基本資料、『財務背景』、『所得與資金』來源、『風險偏好』及過往『投資』

經驗｣、適合度指｢包括考量銷售對象之年齡、知識、經驗、『財產狀況』、

『風險承受能力』｣，似主要在考量消費者知識、經驗、財務狀況、支付

能力、投資風險承受能力；再觀察金消法立法總說明以及立法理由，可知

金消法整體立法目的，在平衡業者與消費者間對創新、複雜的金融商品或

服務之資訊不對稱，及保障消費者取得商品服務之重要內容及風險，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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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銷售造成之損害396；金融商品、服務基於本文前述特性，其消費者確

有需要受到特別保護，而有受到本條適合性義務保障之必要。 

但不同之金融商品與服務，性質各異，於保險商品與服務，未必皆具

有投資之風險，因此在保險產業適用時，保險商品或服務是否皆有受適合

性義務特別保護之理由？保險｢商品｣與保險｢服務｣為不同法律關係，亦有

是否皆須受適合性義務保護之問題？ 另觀察主管機關依本條授權制訂之

｢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 8 至 10 條，對

於保險商品之適合度判斷，其包含非投資型保險商品，判斷內容也不僅限

於消費者財務狀況、支付能力、風險承受能力，而及於保險目標；此辦法

該如何解釋？與適合性義務規定之關係如何？實有加以研究之必要。本文

認為關於適合性義務客體之問題，可由本條之立法目的出發，探究其欲保

障之內容為何，並針對保險商品、服務之類型、特性加以檢討。 

第一項 自適合性義務之立法目的角度出

發 

本法第 9 條之立法目的為防止金融服務業為自己利益濫行提供金融商

品或服務，透過課予其適合性義務之方式，以避免金融消費者權益受損，

此立法理由過於寬泛，已如前述，故難以藉此立法目的瞭解適合性義務欲

確保何種面向之適合度，以確定其欲保障消費者何種權益397，並進一步劃

定義務之客體。對於本條之立法目的之疑義，除可從第二章之立法背景（即

次級房貸及連動債引發之金融海嘯）398以及第四章適合性原則之發展過程

（因投資性質之保險商品出現，適合性原則由證券領域適用至保險領域）

加以了解外399，另可由立法過程加以觀察。 

於立法過程之中，多位立法委員對於本法所關切與重視者，皆為金融

風暴造成金融消費者重大損失表達，重點節錄如下： 

立法委員蔡正元：……2008 年金融風暴以來，很多金融商品消費者都

蒙受重大的損失，……原來的消費者保護法因為涵蓋面很廣，而且缺乏金融

                                                        
396 詳細內容詳參本文第二章第 12 頁。 
397 關於立法目的之疑問，詳參本文第二章第 13 頁。 
398

 關於本法立法背景，詳參本文第二章第 10 頁以下。 
399 適合性原則之發展歷程可參考本文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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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和對金融商品的特殊保護條例，使得很多消費者哭訴無門……400； 

立法委員盧秀燕：……之所以產生糾紛就是因為各說各話，銷售端說當

初他們就告訴消費者不保本、會有風險等等，但受害的民眾說根本沒有，

銷售端當初都是拼命賣，然後告訴自己利潤多好，風險部分幾乎沒想或是

說風險很小……否則契約書那麼大一疊，如果不保本、有風險的說明僅佔契

約書中很小的篇幅，而利潤、誘因卻占了很大的篇幅，一旦有糾紛時，就

說自己在契約書中有載明不保本、有連動……401； 

立法委員賴士葆：……商業週刊有一個報導，(台灣連動債)投資者有 800

億變成壁紙…現在連動債又開始熱起來……台灣人真不怕死，讓人騙不怕台

灣人很喜歡嘗試新產品最近又強調保本保息，以前都死在這……402； 

立法委員江義雄：…消費者保護法施行至今，大家買基金等金融商品

還是戰戰競競，害怕銀行人員沒有把風險講得很清楚，這種狀況對消費者

損亦影響很大。這裡面涉及到我們方所說的連動債，他有沒有剛剛召委所

說的損害賠償呢？……403； 

立法委員康世儒：(提出中信推案)：當你是百姓角色，拿到這張資料

看到文案，會不會覺得至少有 65%保本？理專的對象都是怎樣的人？……

金融業非常內行的有錢人，他自己投資操作就好了，根本不需要理專人員，

這樣的論述有無道理？……大部分理專對象都是不太內行的人，你認同這樣

的說法嗎？……我告訴你，中國信推這麼大的公司就，竟然可以拿這一張紙，

去誤導百姓……銀行界吃百姓吃夠夠……是不是所有百姓都被銀行吃夠

夠？……連動債會發生這麼多問題的原因，都是因為這樣，百姓信任專家，

信任他會幫忙照顧本金，所以才會共同支持，結果被他吃掉。有道理嗎？

很沒道理！……我要講的是，理專服務對象是不懂的人，金管會有義務事前

為其把關，你認為政府有沒有這種義務？……我要求以後金融商品契約都必

須經過事前審核，你覺得有沒有道理？……政府對於百姓權益有事先防治的

義務，在權益受損前，專業內行人應事前防治，可以避免事後是非一大堆、

漏洞一大堆……百姓都會覺得，這家金融機構是大公司，就會對它很信任，

但是他卻胡亂搞。……404； 

立法委員趙麗雲：……請問你覺得金融，尤其是衍生性商品到成的傷害

大、小、多、少，你主觀認為覺得是如何？不只這些連動債，卡債，利息、

                                                        
400 財政委員會審查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會議日期:0991227，立法院公報 100 卷 009 期 3861 號，

第 5 頁。 
401 同前註，第 11-12 頁。 
402 同前註，第 17 頁。 
403

 同前註，第 35 頁。 
404 同前註，第 35- 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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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信用消費貸款問題都很多。為什麼爭議這麼多？因為權力不對

秤。……405； 

臨時提案二：……鑑於金融商品推陳出新迅速，銷售過程常發生風險告

知、保本條件資訊認知有落差而衍生交易糾分。揆諸市面上金融商品銷售

文件，普騙存在資訊不對成，有誤討消費者之嫌。要求於母法中訂定紅字

告知風險保本條件，以保障民眾權益。……406、七：……連動債讓台灣投資

人承受 800 億新台幣損失，主要原因在於商品過度強調保本……因此金管會

為一般投資人做好把關工作，應盡速針對這類商品的合約適法性、風險性

等相關問題，出金管會的具體做法……407。 

觀察前述立法背景、目的，以及立法過程中委員的言論，立法者所認

知、關切、欲處理之問題，應為金融商品或服務之投資風險、保本與否；

立法者欲保障者為金融消費者在接受金融商品或服務時，可能面臨之本金

虧損之風險，並未見對於非投資性質商品應如何適用適合度義務之討論；

因此，似可推論立法者在制定適合性原則，其目的為避免金融消費者對於

金融商品隱含的投資風險、是否保本認知不清，導致消費者與金融服務業

簽立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而因投資風險造成消費者之損失。 

綜上，創新複雜的金融商品使投資人難以發現了解其投資風險，導致

投資人於金融海嘯遭受重大的損失，此背景促使我國訂定包含適合性義務

之金消法；於立法的過程中，立法者所意識、討論、並欲處理者為｢金融

商品之投資風險可能造成消費者損失｣此一問題，除此之外，並未見立法

者針對非投資商品特別討論；又適合性原則的演進係以｢證券｣的認定範圍

為核心而發展，並以｢投資風險是否移轉予消費者｣作為判斷保險是否屬於

證券受適合性原則限制之關鍵；故本條適合性義務之立法目的、欲解決的

問題為：由於金融商品或服務複雜、創新，一般投資人難理了解其中之投

資風險，產生投資風險認知落差，使客戶承受超出其財務所能負擔之投資

風險，亦即避免消費者因承受不適合於其風險承受度之｢投資風險｣可能遭

受之損失。而基於此立法目的，則適合度之面向應指，消費者所接受之金

融商品或服務契約，所隱含之投資風險，是否符合消費者之財務狀況、支

付能力、是否為消費者之風險承受度所能承擔，因而得基此而劃定適合性

義務客體範圍。 

第二項 保險商品之適用範圍---以是否具

                                                        
405 同前註，第 38 頁。 
406

 同前註，第 51 頁。 
407 同前註，第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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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投資性質為區分標準 

保險契約以其是否具有投資性質，可區分為投資型保險契約與非投資

型保險；投資型保險，指結合保障與投資功能之商品，保險人將要保人所

繳納之保險費，依約定方式扣除各項費用後之餘額，置於專設帳簿中，依

要保人同意或指示之方式而為投資，由要保人承擔全部或部分投資風險之

保險商品408；其與傳統非投資型保險，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給付契約

上所記載之固定數額之保險金不同，投資型保險於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

人視當時之投資績效給付保險金；投資型保險乃以壽險為中心，主要分變

額壽險、變額年金、萬能壽險，變額壽險、變額年金的保單價值隨投資績

效變化而變動，保險金額亦可能跟著保單價值變化而變動；萬能壽險則為

保戶可彈性繳納保險費，增減保額，只要保單價值足夠支付保險成本及各

項費用，保險契約就不會停效或終止；另有變額萬能壽險，即結合變額壽

險及萬能壽險特色，保戶可自行選擇投資標的並承擔投資風險，亦可彈性

繳交保險費，保單現金價值隨投資績效變化而變動409。投資型保險具有以

下之特色：1.投資收益或虧損，大部分或全部由保戶盈虧自負；2.專設帳

簿之保單投資資產，由保險人以個別帳戶管理（分離帳戶）；3.須揭露投資

型保險商品之相關費用，以使保戶了解保險費結構；4.彈性之繳費方式，

保戶可依據經濟狀況繳納保費，只要不低於約定之下限，保單不至於停效；

不具上述投資性質之保險商品，即被歸類為非投資型保險。 

而基於前述本條之立法目的，應認為有投資性質之金融商品，方有本

條適合性義務之適用，如無投資性質之金融商品，因不存在本條所欲保障

之投資風險，而無從適用適合性義務。 

此外，比較外國立法例，美國適合性規範除年金適合度示範規則外皆

僅適用於具有投資性質之保險商品，非投資型保險商品大致上並無成文適

合性規範之拘束，消費者如欲就非投資型商品對業者主張適合性，則須以

普通法之制度為之；歐盟於金融指令，對於投資公司及受監理市場，設有

適合性義務之規範。 

雖有部分外國立法例將適合性原則擴及於不具投資性質之保險商品，

惟我國於立法時，對此並未加以著墨，似難認立法者對此部分有加以考量、

斟酌之意思，無從確定對此部分所欲保障者為何、該如何解釋，故難認本

條立法目的涵蓋非投資性質之保險商品。 

                                                        
408

 陳雲中，保險學要義，96 年 9 月修訂八版，頁 360。 
409 陳雲中，同前註，頁 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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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法對於｢金融商品｣未有定義，於文義將包含所有銀行、證券、

保險業所提供之商品，然本條基於前述目的，保險商品依其是否具有投資

性質區分為投資型與非投資型保險，非投資型保險本身不具投資風險，故

並非本條立法目的所欲處理之問題，惟我國目前條文文義上包括非投資型

保險，似已逾越當初立法目的之範圍而有涵蓋過廣之情形，有加以修正之

必要；但從本條立法理由中仍可看出立法者有意區分不同性質之金融商品

而調整適用；金管會依授權訂定之適合度辦法，並進一步訂定具體適合度

規範，其中第 9 條更直接對非投資型保險而設之規定，其該如何解釋，容

後詳述。 

第三項 保險服務 

金消法規範之另一適合性義務客體，為｢金融服務｣，惟本法亦未進一

步定義金融服務；如觀察證券交易法律關係，一般證券交易之契約內容，

並非單純的證券買賣，亦即並非金融機構販售證券予金融消費者，而實為

｢行紀｣410或｢信託｣411關係，又其中行紀，乃投資人與證券商之外部關係，

其內部關係則為｢委任｣412，以上之法律關係皆實為金融服務業提供一定之

勞務，故如欲稱為金融服務，似無不可；然於保險相關交易，保險契約為

｢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

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413，契約中並無勞務之提

供，似難認保險人所提供者為一｢服務｣；保險服務可能之情況，應為保險

經紀人依保險法第 9 條414為要保人提供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之保

險經紀契約。 

惟保險經紀服務契約本身，與｢金融商品｣或前揭證券交易之｢服務｣並

不具有相似性。首先保險經紀服務契約提供洽訂保險契約或相關服務，其

本身並沒有任何投資風險，而不符合前述適合性義務之立法目的，且此服

務契約甚至無金消法立法總說明所謂之創新、多樣、複雜特性，一般金融

消費者對｢保險經紀服務契約｣之資訊取得或風險認知亦難有落差。 

此外，觀察外國立法例之適合性義務判斷客體，美國 NAIC 二示範規

                                                        
410

 民法第 576 條：｢稱行紀者，謂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為動產之買賣或其他商業上之

交易，而受報酬之營業｣。 
411 信託法第 1 條：｢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

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412 民法第 528 條：｢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 
413 保險法第 1 條。 
414

 保險法第 9 條：｢本法所稱保險經紀人，指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

務，而收取佣金或報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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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分別為｢年金｣、｢變額人壽保險｣，FINRA Rule 規範為｢涉及證券之交易或

投資策略｣，證券交易法為｢有關註冊或未註冊之有價證券或其他與有價證

券相關之交換協定之買賣｣；歐盟保險中介人指令：｢保險契約｣、金融指

令：｢投資建議或帳戶管理服務｣；英國 ICOBS：｢保單(一般保險、單純保

障保險與給付保障保險)｣，COBS：｢個人推介、投資決策(服務)｣；德國保

險契約法：｢所提供的保險商品。｣；皆為以保險契約、涉及證券之交易、

投資策略，至多僅有涉及投資之建議或帳戶管理服務之用語。 

故實無理由對於無投資風險、亦不具創新複雜性之保險服務課予保險

經紀人適合性義務，應針對｢投資風險｣之商品、交易本身或與投資有關之

建議為客體，方能適切符合本條之立法目的，並避免不當課予保險業者過

重之適合性義務，金消法第 9 條以｢金融服務｣之文字涵蓋範圍超過其立法

目的，有加以修正、於條文中適當限縮於涉及服務範圍的必要。 

第四項 非投資型保險商品之疑義 

本條文義上及適合度辦法中，適用之範圍皆包含非投資型保險，且外

國立法例中，英國法 ICOBS 對非投資性質之一般保險、單純保障保險與給

付保障保險給予適合性原則之保障，德國亦不區分商品之性質，而課予保

險人或保險中介人在適當情況負擔建議義務，對保險商品之消費者給予適

合性原則之保障，其立法目的不僅只在避免具投資性質金融商品之投資風

險，可能對消費者造成之損害，更擴及於非投資型商品之複雜性、業者之

專業優勢，為平衡契約雙方當事人地位而課予業者適合性義務；故亦有將

非投資型保險納入適用之可能，而難以立法目的而逕行排除非投資型商品

之適用，也難認為適合度辦法有踰越母法授權。 

但從前述之說明，至少可以確定適合性原則之主要在避免消費者承受

不適合之投資風險而遭受損失，以及我國立法者並未就非投資型保險，討

論其有無與投資商品或服務相同之問題、風險，且外國立法例對適合性義

務皆設有一定之要件限制，如德國法以所提供的保險商品有被決定(或判斷)

的困難性為建議義務之前提要件之一，英國法之 ICOBS 亦較 COBS 有多出｢

客戶需有正當信賴｣之要件限制。 

本條文義上涵蓋非投資型商品，但幾乎無類似英國、德國立法例之要

件限制，更有甚者，違反本條之效果為無過失並推定因果關係之損害賠償

責任，對義務人課予較一般民事責任更嚴苛之歸責及舉證責任，在立法歷

程未有詳細討論，而無具體詳盡之立法理由之基礎下，不宜對提供非投資

型商品或服務之金融服務業，課予過高之適合度義務；本文認為在條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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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無法排除非投資型商品適用之情形下，似可從判斷適合度之程度上從寬

認定，如參考英國規範之｢可主張性｣、｢妥適性｣即可，認為若業者能提供

與要保人保險需求相同｢類型｣之保險，如符合第二章第三節所舉實務上用

以評估適合度之表格中投保目的之要求，即可認為義務人符合適合性義

務。 

第三節 主觀要件---無過失責任之檢討 

金消法第 9 條規定金融服務業者負擔無過失責任，惟如此之主觀要件，

是否妥適，值得檢討，本文認為訂立此法律責任時，其主觀要件應視該責

任性質為何而定，惟適合性義務之性質究屬侵權行為或先契約義務，立法

理由似未具體說明，本文擬就二種可能之性質皆加以討論，試分析如後。 

第一項 侵權行為 

我國金消法第 11 條之立法目的，課予金融服務業者對於違反適合性

義務負擔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係參酌我國消保法第 7 條商品製造人責任

無過失侵權責任，且其用語一致，皆要求義務人負有｢確保商品或服務｣符

合一定之要求，故立法者似將金消法之適合性義務定性為侵權行為。 

關於侵權行為之主觀歸責，我國係採過失責任原則，因自己行為不法

侵害他人權益時，須有故意或過失始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而無過失責任，

德國法稱為危險責任；其係以特定危險為歸責理由，即持有或經營某特定

具有危險的物品、設施或活動之人，對於該危險實現致侵害他人權益時，

應就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而不問賠償義務人對事故之發生有無故意過失，

即侵權行為之成立不以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415。 

於無過失責任，行為人並無可非難之過失，卻課予其損害賠償責任，

其理由在於416：1.特定企業、物品或設施之所有人、持有人，製造了危險

來源；2.某程度上，只有該等人能夠控制這些危險；3.獲得利益者，應負

擔責任，係正義的要求；4.因危險責任而生的損害賠償，得經由商品服務

的價格機能或保險制度予以分散。無過失責任制度著眼於損害發生｢原因｣，

即肇致損害發生之行為人的行為、管領之物或設施的｢特別危險｣，其傳統

上是建立在形體化的一定危險來源之上，而後並擴張於生產或提供具有缺

                                                        
415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 15-16，2009 年 1 月。 
416 王澤鑑，同前註，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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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的商品或服務417。 

消保法之商品製造人無過失責任，以商品欠缺具體安全性之危險為歸

責原因，即商品或服務不具｢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包括設計上欠缺、製造上欠缺、指示上欠缺418，該等欠缺皆為存在於商品

本身、且得以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衡量是否欠缺之危險，皆屬於客觀存在

之危險。 

然金消法第 11 條參考消保法第 7 條課予保險業者對於保險商品對消

費者之適合度負擔無過失責任，是否妥當，本文擬從本法欲規範危險、欲

保障之權益加以檢討： 

一、欲規範之危險： 

姑不論本條之立法目的是否限於處理具投資風險之保險契約，其欲確

保之商品適合度一事，並非存在於商品本身安全性欠缺之危險，而是對於

個別客戶適合與否的主觀評價，換言之，適合性義務欲評估者乃個別客戶

對於商品是否適合之價值判斷事項，而非商品本身是否存有設計上、製造

上、指示上之欠缺，或是否不符合當時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存在客觀之

危險；若參考美國 FINRA Rule 對於適合性評估之三個階段中，僅｢合理基

礎適合性｣性質上較接近商品本身有無客觀上欠缺、危險，至於客戶個別

適合性及量化適合性，皆非商品之客觀危險，而為個別客戶與商品之間，

是否適合之個別客戶疑慮；由於適合性義務欲避免者為金融商品不適合個

別客戶之問題，而不是在避免存在於商品本身之欠缺、缺乏合理期待安全

性之危險，故商品適合度並未具備無過失責任歸責事由之｢特定危險｣要件，

不符合無過失責任、危險責任課予行為人損害賠償責任之基本理由。 

二、欲保障之權益： 

如從保護權益之角度出發，消保法第 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之規定保護

之權益為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健康及財產，所謂財產除物之毀損滅失外，

是否包括｢純粹經濟損失｣；解釋上，由於消保法第 7 條規範業者應負擔｢

無過失責任｣，重於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故法益保護範圍不應超過

一般侵權行為的規定，即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所保護的｢權利｣而不及

於非因人身或物權等受侵害而發生的財產上損失之｢純粹經濟損失｣，此外，

為區別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之規範功能，不易確定人與責任範圍之純粹經

濟上損失，原則上應由契約責任加以規範，因此，消保法第 7 條所謂｢財

                                                        
417

 王澤鑑，同前註，頁 18。 
418 王澤鑑，同前註，頁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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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並不包括純粹經濟上損失419。 

而金消法適合性義務，若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定不適合之金融

商品或服務而生損害，該損害並非基於消費者之人身或物權等權利受侵害

而生，而屬於純粹經濟上損失，故與消費者保護法之權益範圍不符而無參

考消保法之基礎；此外，本條主要保障者既為純粹經濟上損失，竟加諸金

融服務業者無過失責任，而重於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一般侵權行為過

失責任，似有過重。更進一步言之，本條保障金融商品對於消費者適合與

否，此一非屬存在於商品本身之客觀危險，而為存在於商品以外對於個別

消費者適合度之主觀不確定之風險，此一權益並非消費者人身或物權等權

利，而屬於純粹經濟上之利益，基此背景，不論從是否存有危險之角度，

或從保障之權益範圍角度，應無參考消保法商品製造人無過失責任之基礎，

亦無課予無過失責任之理，而應回歸侵權行為過失責任之主觀歸責原則為

妥。 

此外，觀察前述章節之外國法規及美國判決，美國之 NAIC 相關示範

規則或 FINRA Rule 雖不以行為人故意過失為要件，惟該等規則皆為行政上

監理或自律機構之規範，非屬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險監理官雖可依

州保險法要求保險業者向要保人退款(restitution)，不以保險業者之故意過

失為必要，惟其效果接近於我國之不當得利之返還，不當得利之機能在取

除｢受益人｣無法法律上原因而受的利益，而非在賠償｢受損人｣所受的損害，

故受益人是否有故意過失均非所問420，其與侵權行為之｢填補損害｣之機能
421不同，無法類比；美國實務上私人間訴訟有以過失侵權行為為請求者，

當然要求行為人主觀之過失422；而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61 條規定非契約當

事人之保險仲介人，負擔諮詢建議義務，亦以中介人違反此義務有可歸責

事由作為損害賠償之要件；故比較各國規範、實務案例，課予業者對適合

性義務負擔無過失責任，為較罕見之規範模式。 

第二項 締約上過失 

適合性原則亦可能以先契約義務之規範模式訂定，違反者得成立締約

上過失，如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6 條之保險人諮詢建議義務，其違反之損害

                                                        
419 王澤鑑，同前註，頁 708；王澤鑑，商品製造者責任與純粹經濟上損失，民法學說與判例研

究第 8 冊，頁 268-272，2009 年 12 月出版。 
420

 王澤鑑，不當得利，頁 3，2004 年 3 月出版。 
421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 5。 
422

 2013_WL_224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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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即為德國民法上締約上過失之特別規定423。 

契約關係是基於一種信賴而發生的法律上特別結合關係，為使債權圓

滿實現，或保護債權人其他法益，債務人除給付義務外，尚應履行其他行

為義務，如協力義務、通知義務、照顧義務等，以誠信原則為基礎隨債之

關係演進而生之附隨義務。而當事人契約締結時，是從契約外的一般普通

關係、消極義務，進入到特殊聯繫關係、契約上的積極義務範疇，相互間

建立了一種特殊信賴關係，依誠實信用原則，產生上述協力、通知、照顧、

保護等附隨義務，其性質超過一般侵權行為法之注意義務，而與契約關係

相近，適用契約法的原則，較符合當事人的利益狀態424，對於違反此義務

之人，依契約法原則負賠償責任，實現信賴原則，將整個制度納入契約上

的基本理論體系與思想425。 

由於適合性原則是對於金融消費者於締結契約前與保險人委託之銷

售行為人接觸、接洽過程中所可能產生之｢信賴｣的保護，已如前述，適合

性原則之基礎與先契約義務基於誠信原則而對於締約前特殊信賴關係之

保護相同，故於保險契約當事人間，適合性原則本質上似可歸類為先契約

之義務；而由於先契約義務屬於債之關係上給付義務之一426，依民法第 220

條之規定，以過失責任為原則，因此違反先契約義務，構成締約上過失，

原則上須以有可歸責事由為必要427，且應以過失責任為原則。 

而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6 條第 5 項規定保險人違反諮詢建議義務之損害

負賠償責任，同項後段推定要保險人之故意過失，故仍以保險人有可歸責

之事由為要件；此外，以過失不實陳述制度處理先契約責任問題之美國，

亦要求行為人之主觀過失428。 

 

綜上，從侵權行為角度出發，適合性義務欲保障者並非存在於金融商

品或服務本身之客觀欠缺、危險，且因商品或服務不適合所產生之損害，

基本上屬於純粹經濟上利益，二者皆與消保法第 7 條有所不同，因此並無

理由參考消保法之規定，課予金融消費者無過失責任；而若從先契約義務

之角度觀察，亦以過失責任為其歸責原則。因此不論將金消法第 9 條適合

性義務定性為侵權行為，或先契約義務，皆無充足理由將此義務訂定為無

過失責任，而實應回歸侵權行為或先契約義務以過失責任為原則，至於是

                                                        
423 廖伯鈞，同註 376，頁 123。 
424

 王澤鑑，締約上之過失，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一冊，頁 85。 
425 王澤鑑，同前註，頁 86。 
426 葉啟洲，同註 387，頁 61。 
427

 王澤鑑，債法原理第一冊，基本理論債之發生，頁 271-272。 
428 2013_WL_224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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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為推定過失責任，減輕金融消費者之舉證責任，則為立法政策考量之

問題。 

第四節 違反效果---損害賠償之範圍與

方法 

違反金消法第 9 條第 1 項之效果，依照同法第 11 條為損害賠償。如

要保人欲請求損害賠償，須先證明其受有損害，而此處之｢損害｣究竟為何？

其範圍為何？似不明確；另本法第 11 條將違反行為與損害間直接推定具

有之因果關係，此推定是否妥當，或該如何解釋？而此損害之賠償方法為

何？皆有值得討論之處。 

第一項 損害之認定 

保險人違反適合性義務時，消費者可否主張其所受損害即為倘保險人

未違反適合性義務下，消費者原購買到適合之保險商品扣除目前所能取的

保險金之差距，非無疑義；一方面，保險契約為雙務、有償之契約429，保

險契約之訂定，使要保人負有給付保險費之義務，但其亦獲得請求保險人

承受其風險的權利，二者之間通常具有對價平衡關係430，因此訂定不適合

之契約，未必即可以認為要保人受有損失，因保險人仍承擔一定之保險責

任；另一方面，縱使保險人提供不適合之保險商品或服務予要保人，即違

反適合性義務，未必保證要保人一定能另行獲得適合之保險契約；此外，

保險契約是否符合要保人的期望與需求，未必有客觀認定標準431；因此，

若依照傳統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之差額說來認定損害，於此情形未必能清

楚認定損害。 

就上開情形，於同以第 11 條為違反效果之第 10 條說明義務義務，有

學者認為應透過同法第 9、10 條之規範目的以探尋第 11 條之｢損害｣所指

為何432，而第 9 條適合性義務與第 10 條說明義務同為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

服務之契約前應履行之義務，同樣皆有損害難以認定之問題，且法律效果

                                                        
429 江朝國，同註 388，頁 30-31、38-40；葉啟洲，同註 388，頁 13、23。 
430 葉啟洲，同註 387，頁 63。 
431

 葉啟洲，同前註。 
432 葉啟洲，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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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金消法第 11 條之損害賠償責任，故應可採取相同之方式，透過立法

目的以了解條文欲保障者為何，義務違反時何種權益未受保障而生損害。 

探究本法第 9 條適合性義務之立法目的，在於確保消費者所接受之金

融商品或服務契約之投資風險，是否符合消費者之財務狀況、風險承受能

力，由此觀之，本條所欲避免者，為消費者簽訂並承擔超過其風險承受能

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契約，如保險人履行適合性義務，要保人將不會與金

融服務業簽訂超過其風險承受能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契約，因此，｢締結

超過消費者風險承受度之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務契約｣，即屬本條欲避免之

情形，而屬於第 11 條之｢損害｣。 

第二項 損害賠償方法與範圍 

而就此損害之賠償方法，依照民法第 213 條，以回復原狀為原則、例

外則以金錢賠償，惟於違反適合性義務之情形，應以何種方法為賠償？如

認為｢契約之締結｣為損害，雖第 11 條非賦予權利人撤銷契約而得以回復

原狀之權利，但有學者於同以第 11 條為違反效果之第 10 條說明義務之情

形，透過民法第 198 條之廢止請求權，自始廢止契約關係，作為回復原狀

之損害賠償方法433；於適合性義務違反之情形，若採相當之方式，則契約

自始廢止，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其結果相當於要保人因購買不適合

之投資風險商品所受之投資損害，皆係因為適合性義務違反而導致，而以

此回復原狀方式將投資虧損全數轉由保險人承擔，此結果是否妥當，非無

疑義。 

本文認為此部分可參酌證券交易法中之證券詐欺之損害賠償，因為適

合性原則源自證券交易領域，且美國對適合性原則在私人間訴訟案例之處

理方式，主要透過證券詐欺434；因此，適合性義務之違反與證券詐欺實具

有類似性。 

於證券交易法中，證券詐欺對於義務人之主觀可歸責性有所要求435，

而因果關係上，法律並未推定因果關係，然實務有參考美國之｢欺騙市場

理論｣推定｢交易之因果關係｣，就｢損失之因果關係｣則未有推定而仍需由

請求權人證明之436，而損害賠償之金額計算法院有採毛損益法，要求義務

                                                        
433 葉啟洲，同前註，頁 63-64。 
434

 美國法院承認適合性原則之違反，屬於證交法第 10b條的一種類型，Brown v. E.F. Hutton Group, 

Inc., 991 F.2d 1020 (2d Cir. 1993)。 
435 證券詐欺之義務人主觀要件就是否限於故意，或及於過失，實務有所歧異，賴英照，同註 44，

頁 787-789。 
436 賴英照，同註 44，頁 8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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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負擔高價買入與低價賣出間之差額損失，而不論該損失是否因為詐欺所

致；也有採淨損差額法，允許扣除市場因素之損失。 

而相較於惡性較為重大的證券詐欺，尚未課予義務人無過失責任、亦

未推定因果關，惡性較輕之適合性義務卻課予義務人無過失責任並推定因

果關係，似有輕重失衡之情；此種立法方式為外國立法例上所未見而無參

考之依據，僅得從現行法規加以解釋，為平衡此一失衡狀況，似可從損害

賠償上加以限縮。 

前述適合性義務違反之回復原狀，實已相當於前述證券詐欺之毛損益

法，如此顯為產生前段所述之失衡結果。本文認為，此處似可對於前述｢

損害｣更進一步探究；所謂｢締結超過消費者風險承受度之金融商品或金融

服務契約｣，其損害可解釋為非指｢契約的締結｣本身，而著重於締結｢超過

消費者風險承受度｣之契約，就超過之部分方為｢損害｣；就此部分，似無

法以回復原狀方式，回復至｢未超過消費者風險承受度｣之狀況，因此需以

金錢賠償作為賠償方式；此時，雖違反適合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係

已遭推定，但推定之內容應為違反行為與適合消費者風險承受度以外之風

險所造成之損害間的因果關係。 

而就此部份之損害，證交法就證券詐欺造成之損害，就是否考量市場

因素，區分為淨損差額法或毛損益法，如為前者，僅需賠償｢因詐欺行為

導致之損失｣，於適合性原則架構，因為消費者個人之適合性不可能影響

到市場價格，此時消費者所承受之投資虧損，當然全數皆為市場因素造成，

故損害應為零，但如此結果將使本條規定完全失去意義，故此處似應採毛

損益法並將為超過消費者個人財務狀況、能力所能承受最大投資風險（虧

損）部分認定為損失，就此範圍為金錢之賠償。 

另外，由於本條文義上似難排除非投資型保險之適用，已如前述；若

此，在非投資型保險之情形，適合性義務違反之損害，依前述損害之認定

方式，應為｢不適合契約之締結｣，而不包括｢要保人能另行獲得適合之保

險契約｣；而此損害賠償之方式，因無與證券詐欺規範之平衡考量，可參

考前述違反說明義務之賠償方式，以民法第 198 條之廢止請求權作，自始

廢止契約關係，作為回復原狀之損害賠償方法437。 

                                                        
437 葉啟洲，同註 387，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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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於一般交易情形，原則上買方應就商品適合自己與否自負其責，適合

性原則改變了此交易原則，將｢商品不適合消費者｣的風險移轉予證券業者；

適合性原則係源自證券交易市場上雙方資訊不對等、商品專業且複雜等特

性，易造成證券業者之不當銷售，使投資人承受不當風險，另一方面，投

資人大多對證券業者賦予一定之信賴，為了保障投資人對於證劵業者之

「信賴」關係，故建立「適合性原則」調整雙方之交易風險。 

2008 年美國因次級房貸、連動債引發金融海嘯促使我國制訂金消法，

建立了一般性、法律層級的適合性原則規範，課予金融服務業適合性義務，

並適用於包含證券、保險等所有之金融商品，提升了對於金融消費者之保

護；探就該項義務之制定過程，立法者討論皆著重在金融商品之｢投資風

險｣問題，並未針對非投資型商品或服務進行討論或評估；另一方面，保

險業雖屬金融服務業但其所提供之保險商品或服務未必皆具有投資風險，

故適合性義務是否一律適用所有保險商品，不無疑義；此外，立法者將違

反本義務之法律效果訂定為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並推定義務違反與損害

間之因果關係，是否允當亦值得檢討。 

關於本條適用上之疑義，於解釋上，就義務主體而言，由於適合性原

則本係就消費者在交易過程中，對銷售行為人之推介或建議行為產生之正

當合理信賴給予保護之機制，故原則上該規範主體應係使消費者產生信賴

關係之金融服務業者。現行金消法第 9 條第 1 項文義上尚難解釋或推衍出

出具有｢信賴｣之要素，造成所有保險人均為適合性義務之規範主體，此結

果與適合性原則本質不符、使保險人負擔過重之義務，且亦與一般交易常

理不相符、甚而產生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利益衝突之情形，因而有加以修

正之必要；但在修正前，或許可以透過放寬｢適合度｣的認定程度，以減輕

保險人的負擔、避免目前規定不當可能產生的問題。 

就義務客體部分，本文從立法目的、過程及適合性原則發展歷程觀之，

認為適合性義務客體應限於具有投資性質之金融商品或服務，非投資型之

保險商品及保險經紀服務應排除適用；雖現行條文及相關適合度子法，其

條文文義似難排除非投資型商品之適用，但在解釋上，應盡可能減輕此類

商品或服務義務人責任，從寬認定義務人履行適合度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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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觀要件上，不論從侵權責任或締約上過失責任，皆無充足理由將

此義務訂定為無過失責任，而實應回歸侵權行為或先契約義務之原則：過

失責任；現行之無過失責任規定並不妥當，應予修正。 

最後就違反此義務之法律效果而言，由於以差額法不易認定｢損害｣，

故宜從立法目的出發，在投資型保險商品不適合而生之損害，為避免與證

券詐欺規定產生輕重失衡之情形，本文認為宜以｢締結超過消費者風險承

受度之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務契約｣為損害，而以金錢賠償為賠償方法，並

以毛損益法計算超過消費者風險承受度以外之風險所造成之損害為賠償

範圍；而就非投資型保險適合度義務之違反，本文認為｢不適合契約之締

結｣之損害賠償方式，可透過民法第 198 條之廢止請求權，自始廢止契約

關係以回復原狀，但關於｢要保人能另行獲得適合之保險契約｣並不在損害

賠償之範圍。 

第二節 建議 

對於無法透過解釋加以解決的疑義，有必要對適合行義務之規定加以

修正；首先，適合性義務主體可能修正方向，本文認為需視立法者處理商

品適合度議題的角度而定，如係對消費者實際上產生信賴之保護，則須在

法規中建立「信賴」要件，例如外國法規之｢推介｣、｢建議｣行為，將適合

性義務正當化、合理連結至推介行為人；而如欲從實際交易上要保人諮詢

建議需求給予保障，可參考德國保險契約法規定於一定之情形，課予保險

人或保險中介人諮詢建議義務；不論如何，皆非如同現行規定課予保險人

擔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消費者｣結果的義務。客體部分，本文認為立法

者的意思如僅欲規範具投資風險之商品，應於條文中載明，如其有意將非

投資性質金融商品納入，由於二者性質不同，亦應至少於立法理由中說明

此二不同性質商品適合度應考量的面向，使主管機關基此方向進一步訂定

子法。主觀要件上，現行之無過失責任規定並不妥當，應修正回歸侵權行

為或先契約義務之原則：過失責任；至於是否定訂定為推定過失責任，減

輕金融消費者之舉證責任，為立法政策之問題，考量目前無過失規定目的

在減輕金融消費者於金融消費爭議，因專業知識落差導致之舉證困境，因

此推定過失責任較符合立法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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