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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相關法律規範 

在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相關法律規範方面，由於在美國市場上分為由美國

國會授權聯邦政府自行設計商品、由金融機構販售的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以

及由聯邦政府自行設計商品販賣的所有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還有私人金融機構

自行設計之商品，因此，在法律適用上即有所區隔。 

就美國聯邦法律之規定，以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為例，其因為由國會立法

為之，因此其所依據之法律規定，為美國法典第 12 部§1715z-20 以及美國聯邦法

規施行細則第 24 部§206 中規範；至於其餘非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之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則是遵循美國法典第 15 部§1648 以及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 
§226.33 之規定。 

至於州法之規定，則因州而異，而略有不同，本研究以以加州為例，介紹州

政府規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態度。 

因此，以下將分別針對聯邦政府法律和加州政府法律規定，為詳細之說明。 

第一節 美國聯邦政府法律關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規定 

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規定，美國聯邦政府並沒有統一之法典為規範，而

是散見於各相關法律規定。若以商品之發行機構為區分，受聯邦政府保證之住宅

權益轉換抵押貸款，其授權法律以及詳細執行之規定見於美國法典第 12 部

§1715z-20 以及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24 部§206 以下；其餘非屬住宅權益轉

換抵押貸款者，即另詢相關規定，目前，美國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規定，可

見於美國法典第 15 部§1648 以及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226.33 以下之

相關規範。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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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  美國法典第 12 部§1715z-20 

 

                        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24 部§206 

其餘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如：所有權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現金帳戶反向房

屋抵押貸款)→ 美國法典第 15 部§1648(信實貸款法) 

               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226.33 

圖十一 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相關適用法律 
 

第一項 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相關法律之規定 

第一款 住宅權益抵押貸款計畫：美國法典第 12 部§1715z-2047 

美國國會 1987 年通過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保險計畫(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 HECM)，規定於美國法典第 12 部§1715z-20。全規定分為

十小節，總體來說，可以歸類為： 

1、發行貸款目的。 

2、關於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之定義。 

3、保險機構。 

4、申請人的適格要件。 

5、抵押權人之揭露義務。 

6、提供給抵押人之資訊服務。 

                                                 
 
47 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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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險機構的限制。 

8、執行機關應行注意事項。 

9、防止房屋所有權人違約之保障。 

10、關於諮商以及消費者保護的融資。 

詳細內容已於第三章第一節之部分說明，在此即不贅述。 

第二款 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48第 24 部§20649 

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24 部§206 是關於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之規定，

共有四小節，分述如下： 

（一）一般原則： 

宣示此條的立法目的，是針對國會所通過、由聯邦住宅管理署所發行的住宅

權益轉換抵押貸款而設。 

（二）適格性以及保證之規定： 

此部分是針對適格之貸款人、借款人以及得為抵押之財產為詳細內容之規

定。 

（三）契約權利義務面之規定： 

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既由聯邦住宅管理署提供保險，因此關於保險費之給

付方式、給付金額、住宅管理署如何提供保險、申請理賠程序等為更詳細之規定。

其主要內容如下： 

                                                 
 
48由行政機關所制定，相當於我國的施行細則，性質上屬於行政命令中之法規命令，其法律

位階低於美國法典(USC)。 

49 See 24 C.F.R. §206. 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24 部之部分，收錄美國聯邦房屋暨都市發

展部相關之法規命令。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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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抵押保險費之給付：繳交給聯邦住宅管理署之保險費必須以現金為

之。 

2、保險費之金額：區分為期初(initial)保險費以及之後每個月繳交之保險費。

前者給付金額以最大求償金額之 2%為限；至於後者保險費金額之計算，則以相

當於以每年 0.5%的利率計算在貸款金額之內。 

3、關於貸款人將貸款債權移轉給聯邦住宅管理署的規定：當貸款總金額等

同或超過最大求償金額 98%時，貸款人即可將債權移轉給政府。 

（四）貸款機構之責任： 

規定貸款機構必須於契約中揭露之事項，包括貸款機構所應提供之訊息、手

續費收費標準、還有提前清償的規定。 

第二項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美國關於消費者貸款之法令，目前以信實貸款法 50最為重要。1968 年美國

國會通過消費者借款成本揭露法(Consumer Credit Cost Disclosure Act)，簡稱信實

貸款法(Truth in Lending Act, TILA)。在信實貸款法立法之前，消費者對於貸款契

約內容之規定，無法獲知真正之貸款成本率，若以利率計算為例，有以折現利率

方式計息、有以加碼方式或簡易利率計息，消費者在選擇商品時，無從比價，只

能被動的選擇「要」或「不要」，在定型化契約中，若貸款人不主動揭露充分之

資訊，借款人顯然居於不利之地位。因此，TILA規定，貸款人必須充分揭露契

約重要事項，使消費者在資訊充分的情況下做出適當的決定。 

TILA是一部經濟法規，其目的在於「充分揭露資訊」，命令受規範之金融機

構在與消費者交易時，充分揭露資訊，使消費者得以進行比較，選擇對其最適當、

最有利之商品。然而，此項立法美意，卻因為契約中所有「重要事項」均必須揭

露，因此，包括違約規定、抵押問題或者揭露事項，均必須列入契約當中。然而，

實證 51結果指出，消費者所能忍受的契約內容僅有八大項，超過者即失去耐心閱

                                                 
 
50 Truth in Lending Act, 15 U.S.C. §§1601~1667(f) 
51 Ndiva Kofele-Kale, ,“The Impact of Truth-in-Lending Disclosures on Consumer Market 
Behavior: A Critique of the Critics of Truth-in-Lending Law”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Law 
Review 117,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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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使得TILA在 1980 年修法之前，成效並不彰 52。 

居於上述理由，國會於 1980 年制定信實貸款簡化法(Truth in Lending 
Simplification and Reform Act, TILASR)，減少了貸款人應揭露之事項，降低其成

本；對於消費者而言，因為契約內容簡明許多，使其易於進行了解。而貸款契約

是否需受 TILA 規範，有兩個重要指標： 

1、 貸款契約 53非屬除外契約之情形。 

2、 若受TILA規範，則再進一步區分為開放式貸款(opened up loan)54或者是

封閉式貸款(closed end loan)55，兩者所適用之規定不同。 

因此，若以圖示分析 TILA 之揭露標準，則如圖下： 

                                                 
 
52 金文悅，定型化消費者貸款契約法律問題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年。 

53 受 TILA 所規範之契約需符合下列五個要件： 

   1、貸款者：經常從事貸款之人。 

   2、借款者：個人。 

   3、借款目的：爲個人、家庭、房屋消費。 

   4、借款金額： 

      (1)原則：2,5000 美元以下。 

      (2)例外：若涉及不動產，即不在此限 

   5、借款期數： 

      (1)原則：4 期以上，但不包含第四期。 

      (2)例外：借款人有借款成本之約定時，即不在此限 

54借款人可以在協定期間內隨時還清部分或全部貸款，而不用支付任何費用為開放式貸款。 

55封閉式貸款則是指借款人協議貸款期間內使用固定利率，不能隨時清償部分或全部貸款，

否則須賠償貸款人一筆的懲罰性賠償金(penalty)。在一些使用固定利率的契約中，貸款人常

允許借款人在每 12 個月內的任何日期，提前清還按貸款的 10%，15%所計算之本金，有助

於借款人提前還款。在貸款利率比較低的時期，大部分收入穩定的家庭都會選用封閉式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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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信實貸款法依貸款類型所適用之法律 

整部TILA區分為五個部份：揭露標準、貸款契約揭露事項及效力、廣告中

揭露事項及效力、帳單之揭露及錯誤之救濟、消費租賃契約揭露事項及效力。以

下將僅針對揭露義務之規定為說明 56。 

(一)貸款契約揭露之原則 

在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226.5(a)之下，規定貸款人的揭露原則，

無論是封閉式貸款或是開放式貸款，均須遵守以下原則： 

1、明白顯著原則 57： 

貸款人必須以書面明白、且顯著地根據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

§226.5(b)之規定所應揭露之訊息向借款人為揭露，並且書面應提供與借款人；若

以電子郵件提供書面者，則必須符合電子簽章法。 

2、聯邦盒子原則(Federal Box Rule)58： 

                                                 
 
56 前揭註 52。 

57 12 C.F.R. §226.17(a) (1): “The creditor shall make the disclosures required by this subpart 
clearly and conspicuously in writing, in a form that the consumer may keep. The disclosures 
required by this subpart may be provided to the consumer in electronic form,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the consumer consent and other applicable provisions of the Electronic 
Signatures in Global and National Commerce Act (E-Sign Act) (15 U.S.C. 7001 et seq.). The 
disclosures shall be grouped together, shall be segregated from everything else, and shall not 
contain any information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isclosures required under § 226.18. The 
itemization of the amount financed under §226.18(c)(1) ” 
5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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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閉式貸中，揭露的事項必須放在一起(grouped)，並且與契約中其他規定

有所區隔，故又稱為聯邦盒子原則。所謂必須揭露之事項，包括：接受契約之承

認、消費者的姓名、住址、檔案文件之編號以及交易日期。至於開放式貸款則無

此規定。 

3、揭露期間： 

於某些特定封閉式之貸款種類，需給予消費者一定的審閱期間，而期間長短

之規定必須符合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226.32，至少要三個工作天以

上。然而，消費者可以放棄此項權利，因此，這項原則並非強制規定。 

4、法定義務原則 59： 

    貸款人必須於契約中明白揭露契約雙方當事人的義務，其內容包括有：若貸

款人在契約中於揭露時有不確定之事項，貸款人必須正確地告知消費者此項訊

息，並且明確地註明此項揭露乃是預估。 

由於消費者貸款實務問題變化快速，若要仰賴國會立法規範，勢必無法因應

新興問題，因此，國會基本上僅為原則性立法，例如：揭露原則、貸款歧視禁止

原則、不公平或詐欺禁止原則，其餘細節性之問題，則由國會授權聯邦行政機關

以行政命令規範。而信實貸款法之執行機關有二： 

一、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為 TILA 的執行機關，同時亦為國會授權得制定行政命令規範消費者貸款問

題之機關。若對於非金融業的貸款機構，則接受消費者申訴以及提供消費者教育

之刊物。 

                                                 
 
59 12 C.F.R. §226.31(d):  

(1)The creditor shall furnish the disclosures required by § 226.32 at least three business days prior 
to consummation of a mortgage transaction covered by § 226.32. 

(2) Estimates. If any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an accurate disclosure is unknown to the creditor, 
the creditor shall make the disclosure based on the best information reasonably available at the 
time the disclosure is provided, and shall state clearly that the disclosure is an estimate. 

(3) Per-diem interest. For a transaction in which a portion of the interest is determined on a 
per-diem basis and collected at consummation, any disclosure affected by the per-diem interest 
shall be considered accurate if the disclosure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known to the creditor at 
the time that the disclosure documents are p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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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邦準備金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Board, FRB)： 

美國法典第 15 部§1602(b)規定，聯邦準備金委員會為執行機關之一，委員

會應公佈揭露的標準及格式，使貸款機構易於遵循法令；並且規定貸款人違反

TILA 揭露事項時的民事責任。因此，聯邦貿易委員會係負責對外執行，則聯邦

準備金委員會可以說負責對於契約實質內容之控管。 

1969 年，聯邦準備金委員會制定命令 Z(Regulation Z)，使其和信實貸款法成

為貸款人必須遵守的兩項重要法令。命令 Z 是針對信實貸款法中，貸款人須揭

露反向抵押貸款的總年度貸款成本率(Total Annual Loan Cost, TALC)，總年度貸

款成本率必須完全符合反向貸款的真實成本。因此，以下將針對信實貸款法以及

命令 Z 中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部份為介紹。 

第一款 信實貸款法之規定：美國法典第 15 部§1648 

在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契約中，主要當事人為借款人以及開辦反向房屋貸款業

務之金融機構，要如何調和彼此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一直是各方關注之焦點。美

國國會自 1987 年推出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以降，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市場

監督之關注，始終十分密切；然而，直至 1994 年之前，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受銀

行借貸法相關規定(Banking and Lending Act)之規範，並沒有專門之法律監督控制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運行。 

不過，由於聯邦議員擔心消費者不能夠充分了解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因此爲

使借款人能充分了解與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相關之風險及相關費用，在 1994 年，

美國國會規定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契約中，必須揭露全部貸款成本率費用的真實估

計(total amount of loan cost, TALC)，所有關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相關費用必須以

年費率的方式揭露 60；而若為按年調整的利率，每年調整的上限為 2%；而在貸

款期間內所得調整之幅度為 5%，以防止貸款人藉此收取高額的利息；在手續費

用收取的部份，HECM亦限制貸款人對借款人收取不必要或顯失公平的費用或者

是限制得收取之數額，以保護消費者之權利 61。 

美國法典第 15 部§1648 規定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必須揭露之內容有兩點： 

1、不論是短期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亦或是和消費者精算預期生命(the 

                                                 
 
60 See 15 U.S.C. §1648. 見附錄(六)。 

61 See 12 C.F.R. §226.33. 見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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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rial life expectancy)相等之貸款、還是聯邦準備金委員會所認可的貸款期間，

均必須揭露說明年利率。而此項年利率不少於 3 個設計的增值率以及不少於 3
個交易期間。 

2、必須揭露說明即使消費者已經接受契約之揭露或者已經簽署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之申請書，消費者沒有義務完成這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交易。而貸款人

揭露予消費者知悉之設計總成本(projected total cost)並非沒有限制，其成本之設

計必須考量到以下四個要素： 

(1)依契約約定，貸款人有權取得之任何增值分享或者資金。 

(2)所有和消費者有關之成本和費用，包括消費者所選擇相關年金的成本或

者是基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交易所需支付之費用。 

(3)在相關年金購買的情形中，所有給予消費者之給付或利益，包括由消費

者所領取之年金給付，或者由貸款金所得到之融資(非將貸款金用以購買年金之

情形)。 

(4)在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下，任何對於消費者債務的限制，例如，貸款人

無追索權的限制，或者是資金轉換的協議。 

第二款 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226.33(Regulation Z) 

命令 Z 中第 E 部份是針對美國法典第 15 部§1648 再為更詳細的說明，可以

說是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特殊規定，條列於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

§226.33 以下，其內容可歸納出三大面向： 

1、 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定義： 

所謂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係指無追索權的消費者信用貸款。係由消費者提供

主要的住宅來為抵押、信託或者是相同效力的物權擔保。在消費者死亡、或者搬

離、或者不再以此抵押房屋為主要住所時，債務始到期。 

2、 揭露內容： 

(1)注意事項(Notice)： 

必須揭露說明即使消費者已經接受契約之揭露或者已經簽署反向房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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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之申請書，消費者沒有義務完成這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交易。此為美國法

典第 15 部§1648 規定之再重申。 

(2)全部年度貸款成本率(Total annual loan cost rate)： 

貸款人對於貸款總成本的設計必須出於善意(good-faith)。 

(3)詳細條列相關資訊(Itemization of pertinent information)： 

契約中必須詳細條列說明貸款事項、費用、最年輕貸款人之年齡以及財產的

鑑定價值。 

(4)說明表(Explanation of table)： 

契約中必須附上全部年度貸款成本率的說明表。其詳細內容規定於美國聯邦

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226.33 附件 K 當中，其內容詳盡規定貸款人計算全部年

度貸款成本率所需使用的公式，其計算過程及結果均必須於契約中揭露。 

3、 貸款成本率揭露之規定： 

(1) 消費者需負擔之成本(Costs to consumer)： 

所有和消費者有關之成本和費用，包括消費者所選擇相關年金的成本或者是

基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交易所需支付之費用。 

(2) 給予消費者之給付(Payments to consumer)： 

    所有給予消費者之給付或利益，包括消費者利用貸款金額之一部份所購買的

年金，所領取之年金給付。 

(3) 貸款人額外的補償(Additional creditor compensation)： 

    依契約約定，貸款人有權取得之任何增值分享或者資金 

(4) 消費者債務的限制(Limitations on consumer liability)： 

任何對於消費者債務的限制，例如，貸款人無追索權的限制，或者是資金轉

換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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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假設年度增值率(Assumed annual appreciation rates)： 

    貸款人必須假設在 0%、4%、8%三種不同增值比率之下，房屋價值的變動

情況，其詳細計算公式及計算過程，可以參閱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

§226.33 附件K(c)62。 

(6) 假設貸款期間(Assumed loan period)： 

    貸款人除了假設上述三種不同的增值率之外，尚必須根據美國聯邦法規施行

細則第 12 部§226.33 附件 L 之規定，假設三種不同之貸款期間：其一為兩年期。

其二為依據消費者的精算預期生命，若為多數消費者之情況，則以最年輕消費者

之年齡為精算預期生命。其三則是根據消費者精算預期生命乘以 1.4，若有小數

點，則採四捨五入進位法；另外，貸款人亦可以根據消費者精算預期生命乘以

0.5 計算，相同地，若有小數點，則採四捨五入進位法。下表即是美國聯邦法規

施行細則第 12 部§226.33 附件 L 所規定各年齡層的貸款期間： 

表九 12 C.F.R. §226.33 Appendix L 不同年齡貸款期間揭露表 

最年輕借款人

之年齡(歲) 

兩年貸款期間

(年) 

精算預期生命

(年) 
精算預期生命

×1.4(年) 

精算預期

生命

×0.5(年) 

62 2 21 29 11 

63 2 20 28 10 

64 2 19 27 10 

65 2 18 25 9 

66 2 18 25 9 

67 2 17 24 9 

68 2 16 22 8 

69 2 16 22 8 

                                                 
 
6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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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 15 21 8 

71 2 14 20 7 

72 2 13 18 7 

73 2 13 18 7 

74 2 12 17 6 

75 2 12 17 6 

76 2 11 15 6 

77 2 10 14 5 

78 2 10 14 5 

79 2 9 13 5 

80 2 9 13 5 

81 2 8 11 4 

82 2 8 11 4 

83 2 7 10 4 

84 2 7 10 4 

85 2 6 8 3 

86 2 6 8 3 

87 2 6 8 3 

88 2 5 7 3 

89 2 5 7 3 

90 2 5 7 3 

91 2 4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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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2 4 6 2 

93 2 4 6 2 

94 2 4 6 2 

95 歲以上 2 3 4 2 

綜合上述，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226.33 除了再度闡述美國法典第

15 部§1648 所規定貸款人於契約中應行揭露之事項，包括：消費者應負擔之成

本、消費者所可以領得之給付、貸款人依契約所享有之權利、以及對於消費者貸

款債務之限制外，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 12 部§226.33 更復要求貸款人假設不

同的增值率、不同消費者年齡之下，以計算不同年度貸款成本率。 

以案例 63進一步說明如下，假設： 

表十 12 C.F.R. §226.33 Appendix L 案例說明(一) 

貸款內容

(Loan Terms) 

初始貸款手續

費用(Initial 
Loan Charges)

每月貸款領取

手續費用

(Monthly Loan 
Charges) 

其他費用

(Other 
Charges) 

清償貸款限

制

(Repayment 
Limits) 

1、最年輕貸款

人年齡：75 歲 

2、房屋鑑定價

值：10 萬美元 

3、利率：9% 

4、月領取金

額：301.8 美元 

5、第一期領取

金額：1000 美

元 

6、貸款專戶金

額：4000 美元 

1、開辦成本：

5000 美元 

2、無抵押貸款

保險費用。 

3、無年金成

本。 

無手續費。 1、無抵押貸款

保險費用。 

2、無房屋增值

分享計畫。 

房屋預訂售

價淨值的

93%。 

                                                 
 
6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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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之假設條件，貸款人其全部年度貸款成本率的計算如下，其計算結

果必須揭露於契約當中，使消費者知悉。 

表十一 12 C.F.R. §226.33 Appendix L 案例說明(二) 

全部年度貸款成本率(Total annual loan cost rate) 

假設年度增值

率(Assumed 
annual 
appreciation) 

兩年貸款期間

(年)：2 年 

精算預期生命

(年)：12 年 

精算預期生命

×1.4(年)：17
年 

精算預期生

命

×0.5(年)：6
年 

0% 39.00% 9.86% 3.87% 14.94% 

4% 39.00% 11.03% 10.14% 14.94% 

8% 39.00% 11.03% 10.20% 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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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加州法律關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規定 

本研究以加州州法為研究對象，係因資料蒐集上較為完整，且在五十個州當

中，加州於 2006 年有最新之修法，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發展有最新之詮釋，

故以加州為研究對象，合先敘明。 

加州於 1998 年允許於州境內由私人金融機構發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加州

議會於 1997 年進行相關針對此項提供退休老人之金融商品進行相關立法；1999
年，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發行一周年，但由於規定不周延，因此美國消費者聯盟對

加州政府提出修法建言；2006 年，加州議會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相關規定進

行修法，以下將分別對於加州法律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規範之沿革進行詳細分

析。 

第一項 加州法律規範─1997 年加州民法典第八章第 1923 條 

    加州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立法，規範於加州民法典§1923 以下，由加州

議會於 1997 年通過，於 199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立法重點在於消費者之保護

以及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申請與運作，茲將其內容重點歸納如下： 

一、提前償還貸款無懲罰金之規定(Penalty-free pre-payment option)： 

加州民法典§1923.2(b)64規定，對於貸款部分或全部，於貸款期間屆至提前

償還，不能向消費者酌收任何懲罰金 65。然而，通常金融機構會變相地將懲罰金

以其他名目為之，以規避法律，例如：以手續費或其他費用的名義向消費者酌收。 

二、對於違約之貸款人加重處罰(Enhanced penalties for defaulting lenders)： 

                                                 
 
64 §1923.2(b)：”Prepayment, in whole or in part, shall be permitted without penalty at any time 
during the term of the reverse mortgage loa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penalty does not 
include any fees, payments, or other charges that would have otherwise been due upon the reverse 
mortgage being due and payable.” 見附錄(八)。 

65 傳統房屋抵押貸款，若消費者提前償還貸款，金融機構會要求提前償還的違約金，以此

方式來控制風險。因為借款人若將未償還抵押貸款之一部或全部金額提前清償給貸款人，會

造成貸款契約存續期間之提早結束，造成金融機構有資金閒置或利息收益減少之狀況。 



 
 

65

加州民法典§1923.2(e)66規定復規定，若貸款人在契約當中若違反揭露義務、

或於事後沒有進行任何補救措施，則貸款人必須被處以本金加利息三倍之罰緩。 

三、標準揭露條款(Standard disclosure statement)： 

  在 2006 年修正前之§1923.2 規定，只要是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契約，契約當中

需說明消費者必須購買哪些種類的年金商品。此項規定係認為，若將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和年金商品相結合，可以提供消費者更深一層的財務保障。 

    加州民法典§1923.567規定貸款人必須建議消費者對於此次之交易尋求專業

的諮詢建議。並且對於契約的字體形式亦有要求，字體不可以過小，以避免消費

者疏於閱讀或閱讀困難。契約當中必須以粗黑體載明以下之敘述字樣：「反向房

屋抵押貸款是一種十分複雜的金融交易，它提供您另一額外的收入來源，此金額

係基於您的房屋價值。若您決定申辦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您必須簽署一份您以及

您的不動產相關之法律文件。因此，您必須了解關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相關項

目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在交易之前，您必須詢問獨立的專業顧問。而貸款人將

提供您可以諮詢的顧問名單，您也可以和您的家人或其他您所信任之人詢問財務

建議。」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加州法律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諮詢或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之項目，並未提供任何實質上的監理。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得否全面落

實，實有疑慮 68。 

                                                 
 
66 §1923.2(e)：”A lender who fails to make loan advances as required in the loan documents, and 
fails to cure an actual default after notice as specified in the loan documents, shall forfeit to the 
borrower treble the amount wrongfully withheld plus interest at the legal rate.” 
67 §1923.5：No reverse mortgage loan application shall be taken by a lender unless the loan 
applicant has received from the lender the following plain language statement in conspicuous 
16-point type or larger, advising the prospective borrower about counseling prior to obtaining the 
reverse mortgage loan: “A REVERSE MORTGAGE IS A COMPLEX FINANCIAL 
TRANSACTION THAT PROVIDES A MEANS OF USING THE EQUITY YOU HAVE 
BUILT UP IN YOUR HOME, OR THE VALUE OF YOUR HOME, AS A SOURCE OF 
ADDITIONAL INCOME. IF YOU DECIDE TO OBTAIN A REVERSE MORTGAGE 
LOAN, YOU WILL SIGN BINDING LEGAL DOCUMENTS THAT WILL HAVE 
IMPORTANT LEGAL AND FINANCIAL IMPLICATIONS FOR YOU AND YOUR 
ESTATE.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TERMS OF THE 
REVERSE MORTGAGE AND ITS EFFECT. BEFORE ENTERING INTO THIS 
TRANSACTION, YOU ARE REQUIRED TO CONSULT WITH AN INDEPENDENT 
LOAN COUNSELOR. A LIST OF APPROVED COUNSELORS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BY THE LENDER. YOU MAY ALSO WANT TO DISCUSS YOUR DECISION WITH 
FAMILY MEMBERS OR OTHERS ON WHOM YOU RELY FOR FINANCIAL ADVICE.” 
68 Wong, V.and N. P. Garcia,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The Implications of Re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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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消費者聯盟 1999 年之建言 69 

美國消費者聯盟於 1999 年對於加州議會提出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共十四

項建言，此份報告認為，若加州法律於消費者保護的主要架構沒有建立，則將影

響老年人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需求。本研究將此十四項建言歸納出兩大部

分，分別是對於法律監理面的修正、以及消費者保護面的加強，分述於下： 

第一款 法律監理面 

一、增加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推廣、教育以及諮詢等活動之資金(Increase 
Funding for Outreach,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Activities)： 

無論是聯邦政府、州政府或者是金融機構，都必須增加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

推廣、教育以及諮詢等活動之資金。房屋暨城市發展局是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諮詢

最主要的資金提供者，然而此項資金之提供並不穩定。報告中指出，許多諮詢機

構每年都會被警告資金的補助將暫停，使得機構必須另尋財源，而現實的情況

是，除了政府補助之外，無其他管道提供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諮詢的資金來源。 

因此，另一解決之道，就是由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貸款機構來負責大部分的

資金來源，畢竟貸款人是既得利益者，經由消費者向諮詢機構諮詢之後，才能訂

立貸款契約。不過，由貸款機構提供事前貸款的諮詢根本上即存在利益衝突，能

否提供消費者最適之建議甚有疑慮。故實際上，諮詢的資金來源，並非由貸款機

構負責，而是由 AARP、HUD 以及 Fannie Mae 來處理，其要求貸款人必須繳交

一筆資金，再將這筆資金集合起來，全部用以提供諮詢機構的資金來源、推廣工

作以及教育。 

加州政府必須考量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諮詢以及教育的資金來源，畢竟僅要求

諮詢是不足夠的，因為若無資金的支持，整體仍無法有效運作。 

二、增加聯邦以及州政府的監控以及加強現行法或新法的監理(Increase 
Federal and Stat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of Existing and Any New 
Regulations)： 

                                                                                                                                            
 
Mortgages On Seniors in California”, Consumers Union of U.S., Inc., August 1999. 
6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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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貸款人仍有效遵循法律的規定以及政府的監理，則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將提

供消費者莫大的助益。在實務上，時常發生貸款人規避法律的情形發生，例如，

HECM 制度規定，貸款人必須在訂立契約之前，提供借款人中立的諮詢機構名

單；然而，諮詢者卻指出，實際上的運作是有難度的。因此，政府機關必須加強

現行法或新法的監理，使能落實對於消費者之保護。 

報告中建議，對於監理諮詢機構的單位，可以由非營利機構的組織來擔任；

如果實施上有難度，房屋暨城市發展局以及州政府可以共同擔任此任務，以確保

貸款人遵守規定。因此，加州政府若為贏得消費者的信心，則必須審慎處理現行

因為監理不足而遭消費者投訴的問題。 

三、要求所有貸款人符合 Fannie Mae 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消費者保護的

規定(Require all Lenders to Meet Fannie Mae’s Rules for Protecting Consumers of 
Reverse Mortgage Loans)： 

1997 年 5 月 7 日，Fannie Mae 發表重要聲明，僅有符合其所規定消費者保

護措施的貸款，Fannie Mae 才願意在次級市場購買。這些規定適用全部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之類型，詳細內容包括： 

(一)手續費的限制：HECM的手續費不得超過2,000美元，或者最大請求金額

的2%。 

(二)橋樑貸款(Bridge Loans)金額之限制：所謂橋樑貸款，係指為了支付手續

費而另行申辦的貸款。橋樑貸款金額不得超過1,800元。 

(三)貸款人內稽內控制度的確立：以監控及評估貸款人全部抵押貸款商品的

品質，並且確保遵守Fannie Mae的規定和措施。 

(四)貸款人必須利用Fannie Mae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軟體或其他相類似的軟

體，幫助消費者比較不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間之優點。 

(五)為了避免詐欺情事的發生，貸款人必須告知消費者，無需為了得到反向

房屋抵押貸款，而向第三人購買商品或服務。 

(六)貸款人必須詳加調查一年之內五個或者更多借款人的推薦人，以證明僱

用情事完全屬實。 

(七)貸款人必須向消費者說明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再融資的成本，並且和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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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貸款相比較。 

(八)貸款人必須保護居住於抵押房屋內少於一年的消費者免於藉由得到消

費者書面聲明自願取得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詐欺情事。 

四、所有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申請人必須於貸款前接受獨立之諮詢(Mandate 
Independent Pre-loan Counseling for All Reverse Mortgage Applicants)： 

申請人在開辦貸款之前，必須向獨立之諮詢機關於法律面上或財務面上進行

諮詢。所有HECM的借款人一律被要求接受房屋暨城市發展局所認可的諮詢機構

進行諮詢，諮詢的方式可以面對面或以電話為之；而Fannie Mae所發行的房屋所

有權人抵押貸款亦比照HECM之要求辦理；至於由私人金融機構Financial 
Freedom所發行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則沒有強制要求消費者諮詢。 

之所以要求加州政府重視事前諮詢的目的在於，自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市場發

展以來，發生數起爭執案件，多屬消費者事前之諮詢不足而生，因此，要降低爭

執之情事產生，事前的防範顯然係必須注重的課題。 

五、要求所有貸款人告知消費者提供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諮詢之機構(Require 
All Lenders to Inform Borrowers about Reverse Mortgage Counseling Agencies)： 

雖然加州民法典§1923.5 規定貸款人必須建議消費者尋求相關建議，然而並

未強制規定貸款人必須歌之消費者有哪些機構可以進行諮詢，故消費者聯盟建議

增加貸款人此項義務，以對於消費者進行更周延的保護。 

六、排除貸款人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諮詢機構的給付(Eliminate Direct 
Lender Payments to Reverse Mortgage Counseling Agencies)： 

為了避免諮詢機構和貸款機構之間的利益衝突，使消費者得到最適的建議及

諮詢結果，因此必須排除貸款人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諮詢機構的給付。顯而易

見的，若消費者缺乏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資訊，例如，對於此商品有疑惑，

或對於此商品之高成本的特性不了解，則易陷入貸款人的說服當中。爲避免利益

衝突情事，必須使貸款機構和諮詢機構兩者之間無任何利益牽連。 

七、必須揭露全部年度貸款成本率(Disclose Total Annual Loan Cost Rates)： 

此部分是針對美國聯邦法規施行細則第12部§226.33規定之再重申。詳細內

容參見前述第一節第二款(二)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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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要求銷售年金的機構必須揭露藉由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每個月或信用貸款

專戶所可以領得之給付(Require Independent Annuity Sales Agents to Disclose the 
Availability of Monthly and Line of-Credit Advances Through Reverse Mortgages)： 

消費者可以透過一次領取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金額來購買年金商品。不過，

藉由此種方式來購買年金的價格，和僅是每個月就貸款金額單純領取給付之方式

相較，是比較昂貴的方式。不過，現行規定僅要求契約中說明何種年金商品得以

購買，但未要求銷售年金的機構有為消費者說明之義務。 

是以，為了保護消費者購買過於昂貴或者不符需求的之年金商品，消費者聯

盟建議加州保險局要求銷售年金的保險公司或機構必須竭盡說明之義務，並且對

於相關針對老年人的保險商品廣告進行監理。 

第二款 消費者保護面 

一、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諮詢機構素質的標準化： 

消費者聯盟建議，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諮詢機構素質必須標準化，使諮詢機構

有最低的遵循標準；對於政府而言，更易於監理。 

二、加強地區推廣、教育以及諮詢活動： 

目前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教育是不充足的。加州州民或許了解市場上有

此類商品存在，但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特性和風險之認識，顯然不足。大部

分的貸款機構僅讓消費者得知其有利之部分，但對於高額之成本以及利率之計算

並沒有詳盡的資訊揭露。因此，除了要求貸款人在訂約前需要求消費者進行諮詢

之外，亦必須對於消費者進行認知教育。 

三、利用現行其他法防範不法貸款情事的發生： 

在加州民法典§1923 以下保護不足的部份，可以藉由其他法規來加強： 

(一)加州老年人濫用保護法 70：此法規定，若是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貸款人對

於其老年客戶進行詐欺行為時，則法院可以對其處以罰金或者是支付所有律師費

用、所有訴訟成本。 

                                                 
 
70 See California Welfare & Institute Code §15600(a).見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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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州商業暨職業法 71：此法禁止不正當之商業行為，包括以不正當、詐

欺的商業行為或者不正當、詐欺、不實有誤導之嫌之廣告；對於特別針對老年人

為訴求之行為或廣告，授權法院可以額外處以行為人罰金。 

四、鼓勵消費者提起行政爭訟： 

消費者聯盟建議，基於加州政府處理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申訴案件的費時和低

效率，鼓勵消費者提出行政爭訟，以促使主管機關正視消費者於反向房屋抵押貸

款爭議中所面臨的問題。 

五、訓練諮詢機構在消費者識別能力有欠缺時之處理： 

有些消費者對於欠缺識別能力時，為了避免讓此類消費者接受不合理的反向

房屋抵押貸款契約，必須訓練諮詢機構面對此種情況時之處理方式。亦即，諮詢

機構至少必須和消費者面對面進行諮詢，雖然不要求諮詢機構需達到社福機構之

工作人員的標準，但必須詳加和消費者之家人、律師以及其他相關人員進行調

查，以作出對於消費者最有利之諮詢結果。 

第三款 本節小結 

綜上所述，加州目前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監理法規共如下： 

一、 加州民法：其§1923 以下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為規範，要求貸款人

不得於借款人提前清償貸款時請求懲罰金、必須揭露固定利率和調整

利率，以及提供書面。其所揭露之內容字型大小必須為 16、要求借

款人必須接受法律上和財務上之諮詢、以及必須指出哪些年金商品是

消費者所必須購買。 

二、 加州保險法：加州保險法對於有關 65 歲以上老年人之廣告提供保護
72，以及允許 60 歲以上之老年人在 30 天之內可以解除單一年金契約
73，並得到全額的退款；再者，若契約涉訟，法院有權宣告不合理的

                                                 
 
71 See Cal. Business & Professions Code §17200: “As used in this chapter, unfair competition 
shall mean and include any unlawful, unfair or fraudulent business act or practice and 
unfair, deceptive, untrue or misleading advertising and any act prohibited by Chapter 1 
(commencing with Section 17500) of Part 3 of Division 7 of th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 
72 See California Insurance Code §787. 見附錄(十)。 

73 Id. §10127.10. 見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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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房屋抵押貸款項目無效。 

三、 加州老年人濫用保護法：若是在財務上有濫用老年人的情事發生，並

且行為人在行為上有輕率、壓迫、詐欺或惡意，則法院會判決行為人

必須給付老年人律師費及所有訴訟成本，甚而，在某些案例中可處以

刑罰的情況。 

四、 加州商業暨職業法：禁止不正當之商業行為，包括以不正當、詐欺的

商業行為或者不正當、詐欺、不實有誤導之嫌之廣告；對於特別針對

老年人為訴求之行為或廣告，授權法院可以額外處以行為人罰金。 

然而，由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交易量，自 1998 年發行以來，市場增長

40%，可以用一飛衝天一詞形容其盛況，因此，上述關於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之法律規定，顯係不足。故 2007 年，加州議會為加強對於老年人之保護，特修

正加州民法典§1923.2 及§1923.5，下一節將針對修法內容為詳細說明。 

第三項 2006 年加州關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規定最新修正 74 

加州議會於 2006 年對於現行法規的修正方向，以加強對於加州地區高齡老

人的保護，其修正理由指出，雖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擁有不少優點，然而，在實

際運作上其實仍存在些許問題，為了確實落實消費者保護，提供退休老人安全的

金融商品，參酌聯邦消費者聯盟於 1999 年提出之意見，以及加州保險市場之狀

況，而為修正。 

此次修正內容，可歸納出三點，以下將針對三點修正進行說明。 

第一款 修正加州民法典§1923.2 

修正後之§1923.2 禁止貸款人在契約中提供借款人年金商品的選擇，並且要

求其購買，以為貸款契約成立之一部分；或禁止貸款人要求借款人在貸款開辦之

前，向第三人購買年金。 

修正前之§1923.2 會要求以借款人購買年金為契約成立之一部分，係考量若

                                                 
 
74 Ramos, L. R., “Review of Selected 2007 California Legislation: Civil: Chapter 202: California 
Provides Further Protection for Seniors Contemplating Reverse Mortgage Loans”, McGeorge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McGeorge Law Review 4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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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強制要求借款人購買年金，則借款人可能會將這筆貸款金額用於非養老之目

的，則有失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立意，因此，為尋求較穩定的財務保障，故要求

借款人必須利用貸款購買年金。 

然而，實務運作上，有不少否定以貸款購買年金的意見存在，其認為，強制

借款人以貸款購買年金的規定，可能會造成濫用，畢竟，年金商品是非常複雜且

精細的產品，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之下，例如：健康情況良好或者需要長期醫療照

護，而必須定期領取給付之退休老人才有益處。 

但若在一般情況之下，若強迫老年人購買年金商品，其實是浪費資金的情

況，況且，越高齡者購買保險的成本越高；又老年人實際上是否需要購買年金，

應由其自行選擇，雖然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最主要之目的是提供老年人退休生活，

較寬裕且穩定的經濟來源，然而，應該如何使用這筆貸款、或欲如何使用這筆貸

款，是借款人之自由，不應該將購買年金視為貸款契約成立要件。 

另外，加州保險委員會委員John Garamendi指出，若強加將年金保險之銷售

視為貸款契約之條件，則可能產生一種危險：即是使借款人選擇到不符合自己需

求之年金商品，因為貸款人僅需提供可以購買的年金目錄，但是不負責向借款人

說明商品內容以及評估借款人之實際情況，而這樣輕率的心態(the desk just over 
there)，其實對於消費者之保護是不周嚴的 75。 

因此，如何讓借款人善用這筆資金，而非僅被動地接受貸款人的資訊提供，

日後加州保險局可以規定，銷售年金的機構必須主動揭露由反向房屋抵押貸款

中，亦有類似年金給付之方式，如：定期給付或帳戶型，而不需要另行購買年金，

以增加其資金運用的靈活度 76。 

第二款 修正加州民法典§1923.5 

§1923.5 是針對諮詢之修正。修正前加州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在實務上面臨兩

個問題： 

1、何種反向房屋抵押貸款需要接受諮詢？ 

                                                 
 
75 Letter from John Garamendi, Cal. Ins. Commissioner, to Senator Joseph Dunn, California State 
Senate, Apr. 19, 2006. 
76 Press Democrat, “In Reverse: The Use of Mortgages to Fund Retirement Will Likely Increase”, 
Feb. 2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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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政府所發行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無論是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

或者是所有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借款人於申辦之前，均必須接受獨立諮商機構

之諮詢。 

然而，隨著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市場的蓬勃發展，亦有多家私人金融機構投入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之開發，若借款人選擇由私人金融機溝發行商品，則是否

需要強制接受諮詢，法律上並無明文規定，為了確保消費者之權益，似有修正之

必要。 

2、發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私人金融機構可否提供諮詢？ 

若肯認私人金融機構所發行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亦需強制消費者接受

諮詢，則會面臨另一個利益衝突的情境，即是：可否由金融機構自行提供諮詢服

務，而不經由獨立之諮商機構？ 

就以上兩個問題，修正後§1923.5 規定，所有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申請人，

都必須接受由房屋暨都市發展部所認可之諮詢機構之諮詢；而貸款人必須主動提

供借款人五家以上可以諮詢機構之地址、電話。而借款人機受諮詢之後，諮詢機

構必須簽發諮詢證書，以示證明，證書上需記載：諮詢雙方當事人之簽名、地址、

電話以及諮詢日期；貸款人必須在貸款期間，謹慎地保存此證書。 

然而，此項強制諮詢的要求，易增加借款人之時間成本，因為或許有些許借

款人即是因為聯邦政府所發行的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商品需要接受諮詢，所以才選

擇私人金融機構所發行的商品。修正後之§1923.5 強制無論何種機構所發行之商

品都需要接受諮詢，顯然增加借款人之負擔，看似對其不利。不過為了保護消費

者，使其能夠有足夠的等待期(waiting period)思考申辦此貸款之必要性，並多徵

求親朋好友或專家之建議，以降低日後所可能產生之爭議，其實是必要的。 

第三款 要求確實遵循加州民法典§1632 之規定 

其於加州人口之組成種族多元，為了保護非英語系國家之居民，防止金融機

構藉此為詐欺之情勢，因此要求發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機關，必須遵守§1632
之規定，對於非英語系國家之居民申請貸款時，必須提供翻譯文件。 

反對見解認為，此項規定加重金融機構之負擔。然而，肯定見解認為，此項

成本其實不高，不會因此而使金融機構停止發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商品，相反

地，為了增加客源，金融機構會樂於遵守此項規定。因此，僅管已有其他法律禁

止金融機構對於非英語系國家居民詐欺之規定，但是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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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申，可給予消費者更周嚴的保護。 

因此，若比較住宅權益轉換抵押貸款、信實貸款法及加州州法規定，可以歸

納出就借款人之強制諮詢義務一項，聯邦法律和州法就有相衝突之處，而此種衝

突，是美國法律上無可避免的宿命。 

表十二 聯邦法規和加州法律對於借款人是否接受諮詢比較表 

    貸款種類

項目 

HECM 其他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 
於加州發行之反

向房屋抵押貸款 

法律規定 

美國法典第 12 部

§1715z-20 

美國聯邦法規施

行細則第 24 部

§206 

美國法典第 15 部

§1648 

美國聯邦法規施

行細則第 12 部

§226.33 

加州民法 

§1923 

 

借款人是否須

接受諮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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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監理衝突 

美國法律架構層次上有聯邦法和州法之分，因此，在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監

理，本質上就存在有相互衝突的因子，而此原因亦為美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市場

當中，阻礙其發展的原因之ㄧ。 

關於聯邦與各州權限的劃分，根據美國憲法本研究第一條第八項之規定，憲

法賦予聯邦政府若干列舉之權力，而將其餘的權力保留與各州。例如，美國憲法

增修條文第十條關於州權力之保留(Powers Reserved to the States)之規定﹔「憲法

中未授與聯邦或禁止各州行使之權力，皆保留於各州或人民。77」 

而美國最高法院亦表示，憲法所包括授予聯邦政府的權力，其中若干已由各

州政府所行使，且不失為各州行政和立法的重要事項﹔故僅因憲法的文字規定將

此種權力授予國會，似不能謂各州對該事項的原有主權，亦以移轉於國會。反之，

憲法作合情合理的解釋，必然產生下列結論:權力授予聯邦政府行使者，非即排

斥各州保留同樣的權力，除非憲法條文明示某項權力應由國會單獨行使，或禁止

各州政府行使類似的權力，或如由各州政府行使足以發生直接之矛盾者。」78 

Andrew Caplin79指出美國市場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監理，乃是肇因於聯

邦政府和五十個州政府的態度不一，因此影響整個市場上供需情況。而聯邦政府

和州政府監理面的衝突表現在三方面： 

一、法律適用的問題面： 

申請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申請人，究竟是聯邦法優先於州法、亦或是州法優

先於聯邦法，即有爭議。美國目前市場上發行最廣泛的HECM而言，其是由聯邦

住宅管理署所執行，若契約內容發生爭議，依循上述美國憲法相關規定之本旨，

聯邦法律乃美國最高法律之一，故應予優先適用，此為聯邦最高法院針對聯邦與

各州的權限之劃分，透過判決遞次形成的「聯邦法效力優先原則」(Doctrine of 
Preemption)之憲法基礎，此原則著眼於聯邦法的規範效力，係指聯邦法在特定的

                                                 
 
77 See U.S Constitution Amend. X. 

78蕭秉國，論美國高科技產業併購專利策略與其法律問題研究，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

論文，2004 年，頁 145。 

79 Caplin, A., “Turning Assets into Cash: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e Reverse Mortgage 
Market”, Pension Research Council Working Paper No. 2000:1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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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80，應優先於州法的適用。 

然而，Hammond81卻認為，關於不動產的創設、改良以及強制執行，是屬於

不動產所座落的州政府所管轄；而關於貸款種類決定的權限，則分屬於聯邦政府

和州政府監理機關所有。然而，當抵押貸款法和管制聯邦貸款機構的規定相衝突

時，除非法有明定優先適用聯邦法，否則即應適用州法的規定。故雖然得以發行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機構是由聯邦政府所授權，亦不表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申

請人就可以得到利益。 

二、州政府是否發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以及適格之貸款機構有決定權： 

儘管國會通過聯邦政府之聯邦住宅管理署發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但州政府

是否要採納在州境內發行，得自行決定。以德州(Texas)為例，德州議會立法明文

規定，除了爲購屋、爲繳納房屋稅或者是修繕房屋等特定目的之外，禁止任何形

式的抵押貸款。 

                                                 
 
80 美國最高法院曾有見解表示，當有下列六種情況時，即應適用聯邦法效力優先理論，而

使聯邦法聯邦法優先於州法而適用： 

（一）國會明確表示聯邦法須優先州法適用。 

（二）聯邦法與州法間存有完全且實質的衝突。 

（三）完全不可能一併遵守聯邦法與州法。 

（四）聯邦法中明文規定不得適用州法。 

（五）國會針對特定事項全面性地立法，並無留下空間由州法加以補充。 

（六）州法對國會立法所欲達成及實行的目標構成阻礙。 

See La. Pub. Serv. Comm'n v. FCC, 476 U.S. 355, 368-69 (1986): “Preemption occurs when 

Congress…expresses a clear intent to pre-empt state law, when there is outright or actual conflict 

between federal and state law, where compliance with both federal and state law is in effect 

physically impossible, where there is implicit in federal law a barrier to state regulation, where 

Congress has legislated comprehensively, thus occupying an entire field of regulation and leaving 

no room for the States to supplement federal law, or where the state law stands as an obstacle to 

the accomplishment and execution of the full objectives of Congress.”蕭秉國，論美國高科技產

業併購專利策略與其法律問題研究，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頁145。 

81 Hammond, C., “Reverse Mortgages: A Financial Planning Device for the Elderly”,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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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決定適格貸款機構方面，亦呈現分歧狀態：紐約、田納西以及南加州致力

將聯邦法和州法的衝突降至最低；然而，另一方面，明尼蘇達州卻規定抵押銀行

不能發行反向房屋抵押貸款，限縮了聯邦政府所規定的適格貸款人範圍。 

三、抵押權人順位的定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態度不一 82： 

美國聯邦房屋暨都市發展部對於得否在各州法律架構之下，確保 HECM 的

貸款人、同時亦為抵押權人為第一順位債權人甚為重視，尤其是在反向房屋抵押

貸款這種債務逐漸增加的貸款，若於房屋強制執行拍賣時，房屋價值低於債務，

則貸款人的債權優先順位即十分重要，以確保其債權在無法滿足時，仍將其無法

回收債權之風險降至最低。基本上，HECM 的產品即有確保貸款人債權優先的

規定，理論上無須擔心此問題。 

然而，因為州法和聯邦法的規定並不一致，部分州法對於隨著時間增加貸款

金額的貸款類型，認為其貸款人並非第一順位的債權人，若依Hammond83的見

解，州法和聯邦法相衝突時，州法優先適用的情況下，這樣的法律風險將使HECM
的貸款人之債權有無法獲得清償之可能性，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即是使反向房屋

抵押貸款在特定區域無法推行。 

    茲有復言者，即使是聯邦政府所制定的法律之間，亦有爭議情形發生，最明

顯的是表現在稅務議題上，房屋暨都市發展部和國稅局雙方關於反向房屋抵押貸

款期貸款性質之認定，即產生重大歧異：究竟「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是如普通貸

款那樣是納稅人的債務，而免予課稅？亦或是貸款金融機構向借款人買房屋的一

種分期付款買賣，而需要將借款人的收入課稅？Rosenbaum等學者 84的見解認

為，國稅局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的定義，亦影響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在稅法上的

地位。美國國稅局認為，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在法律定義上，毋寧是一種買賣，而

並非是借貸契約。 

美國聯邦房屋暨都市發展部十幾年來致力降低聯邦法律和州法之間的鴻

溝，而各州政府對於老年人經濟生活之安全亦不遺餘力。然而，基於反向房屋抵

押貸款之特殊性和複雜性，勢必仍有一段磨合期。 

                                                 
 
8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 “Evaluation of the 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 Insurance Demonstration”, Washington, D.C.: USGPO, 1995. 
83 Supra note 80. 
84 Rosenbaum, D., T. Goren, and L. Jacobs, “Risk and Benefit: Structural Efficiency in Senior 
Home-Equity Conversion”, California Lifetime Security Pla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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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小結 

美國聯邦政府將對於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監理重心在於貸款契約內容之揭

露，以及高齡消費者之保護，在信實貸款法中可窺之ㄧ二。然而，若我國要發行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則必須先定義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究為我國物權篇中抵押權型

式之一，因為基於物權法定主義，不得創設任何非物權篇所規定之物權類型。若

結論肯認反向房屋抵押貸款為物權篇所規定之擔保物權，第二步始討論貸款契約

之內容。 

反向房屋抵押貸款本質為貸款，因此其契約構成要件和一般貸款契約相同，

僅在於由於其係提供老年人之貸款，故在貸款人之揭露義務上有所加重而已。然

而，若要將反向房屋抵押貸款運用於我國，本研究認為並不能全然移植國外之規

定，是以，在某些要件上須有變化，或以符合我國之法律規範、或以順應實務上

之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