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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我們多數人終其一生，與他人維持著忠實關係。我們與他人建立關

係，既為受任人（代理人、公司主管及董事、信託受託人、律師與醫

師），亦是受任人之對方當事人（本人、投資人、受益人、客戶與病患）。

此等關係被植入契約、財產移轉、股份以及其他日常交易。惟此等關係至

今少見書面之整體論述。它們從何而來，又將往何處去？ 

本書提供忠實法理論，揭明其基本架構、原理、主旨與目標，描繪忠

實法之之射程與其發展地圖。為整體檢視多種忠實關係，必須借用一個名

詞，稱謂與各種不同忠實關係有關的所有當事人。在本書，稱之為委託人

（Entrustors）。此名詞由委託（Entrustment）一詞所衍生，它是由具有忠

實關係的全部當事人所創設—其等將財產與權力委託給受任人。委託人

亦為信賴（Trust）一詞的衍生詞，一切忠實關係必須奠基於它。
1 

如同所有法律，忠實法是由它們所規範社會，對其成員施加法律以外

之壓力所塑造，並且該社會成員共認其有強制遵循之價值。壓力越大，課

予反社會行為自我約束的價值越高；壓力越小，則法律需求越低；反之亦

然。設若社會壓力與譴責反社會行為的價值越弱，則會出現一種觀點，就

是何時必須藉由法律阻止反社會活動的猖獗，縱使在法律啟動前可能有時

間落差。 

在美國，輿論是一種社會壓力，它表達於報紙、電視與使用電子設備

的公眾互動上。其共同價值在於信賴他人與自我信賴、成本與效益、風險

驅避與風險承擔、對自己與對社會的承諾間獲得平衡。 

社會對其成員施加壓力。 在美國，除非輿論強烈、大聲且持續，否
                                                      
1 「委託人（entrustor）」一詞曾用於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Law, 71 CAL. L. REV. 

795 (1983)，此用語在韋氏字典（Webster Dictionary）中並未發現，儘管有

「entrust」與「entrustment」。惟在 2008 年 Google 搜尋「entrust」一詞與忠實義務

聯結，則發現 2400 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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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似乎不能深入影響強而有力受任人的不當行為。輿論對於課諸嚴格忠實

法律規範，似乎也不扮演要角。事實上，受任人之傲人成就的確具有示範

作用。在美國，人人平等的說法，助長人們對受任人每年賺取數百萬元的

欽羨。「如果他們能，我也能」之論調，當股市上漲，賺錢容易時，特別

具有影響力。與其他文化下之受任人不同，美國受任人似乎較不受羞恥與

同情心影響，即使引發報酬過高的社會公憤，仍面臨此等受任人及其支持

者的頑強抵抗，
2 導致忠實法則趨於嚴格之步調極其緩慢。相同的，儘管

法院已對受任人報酬採取強勢觀點，
3 最高法院也關心投資公司顧問費

用，
4 並且即使有對仲介商應課予忠實義務之主張，但忠實義務趨於嚴格

之態勢能否持續，仍欠明朗。一般而言，唯有強有力的公眾壓力，才能將

法律管制受任人的天平，推往較強勢的一方。 

自我信賴之論調在美國甚囂塵上。 自我信賴適用於依賴者以及強

者。自我信賴的信念削弱藉由法律管制保護弱者並對抗強者。此概念乃委

託人有權要求揭露充分資訊，以平衡強者所掌握的「不對稱資訊」。一旦

揭露，委託人即應自我保護。此立場並不必然支持詐欺與專業知識的不對

稱。然而，由於美國人自認為是自我信賴者之觀點備受推崇，故對於以法

律或由政府保護委託人的需求因而弱化，意即美國人能照顧自己以對抗受

託人。 

美國人傾向以成本評量法律管制。 此傾向導致對忠實法之限制。畢

竟反社會行為之成本與效益，相較於法律管制之成本與效益，更難以量

化。就違反忠實義務以及該違反行為損害財經體系，對社會所造成損失予

以量化，縱非不可能，亦有困難。此外，違反行為之成本也會變動。總而

                                                      
2  Tamar Frankel, Trust and Honest (2006). 
3  Complaint, SEC V. Bank of Am., No. 09CV6829, (S.D.N.Y. Aug. 3. 2009); Joshua Gallu 

& Lorraine Woellert, Bank of America May Face More Claims, SEC Aide Says 
(Update3), BLOOMBERG, http://acprof:oso/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1087
&sid=ak53n.Fr2bYg&pos=4. 

4  Jones v. Harris Assoca., L.P., 527F 3d 627 (7th Cir), veh’g denied., Veh’g en banc denied, 
537 F. 3d 728 (7th Cir. 2008), vacated, remanded, No. 08-586, 2010 U.S. LEXIS 2926 
(U.S. Mar. 3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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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縱使投資銀行違反其忠實義務並且交易失利，其等仍會復活，或

者，其他業者將崛起並取而代之。 

相對的，政府之監理成本則得以金錢量化。政府官員固守其職位其人

數有時可能增加，即便其服務已不再被需要。甚者，法令可能弱化創新以

及受任人之獲利，立即肇致社會損失。「小政府」論調伴隨著市場處理問

題，以及競爭控制過度的說法。縱使經歷 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反對政

府干預與主張市場處理問題更好之聲音，依舊存在，因此，反對課諸受任

人限制之主張始終存在。 

就委託人立場而論，許多美國人是風險承擔者。 委託人基於未來事

況會好轉，以及船到橋頭自然直，借用事情總會自行解決之假設，許多人

乃傾向尋求短期滿足。而無庸訝異的，廣告與銷售始終在美國扮演重要角

色，許多人遂被銷售說辭所擺布。委託人由於獲得金錢獲利之承諾，勢必

限縮其等對承擔風險的視野。因此，法律好像是一種風險承擔之障礙，直

到美國人發現其風險承擔之成本，並吞食幻想破滅的苦果為止，從而風險

承擔與課諸包括法律在內之限制互相對立。 

就個人利益與對團體承諾兩者之平衡，美國人選擇個人利益。 此事

重點在於大多數美國人並非獨立營生者，而是受雇人，
5 亦不在市場泡沫

與崩潰是大眾隨波逐流與個人缺乏決策判斷之結果，而是美國人堅持其以

獨立個體追隨群眾之權利。美國人生性慷慨，也是大方捐獻者。但若要當

成一種信條，承諾為公益獻身，從未是美國人的願景。「公地悲劇」理論

是基於人們以犧牲他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以及私有財產較公共財產更具

生產力的假設，其結論在美國已被證實正確無誤。公有財產在人們需要團

結共同努力求發展，甚至求生存時期可能成功過，而在繁榮時期，私有財

產則驅動人們的衝勁與創造力。
6 個人主義抗拒限制，包括法律與政府之

                                                      
5  依最近人口普查，美國有 1 億 2 千萬人為受僱人，美國人口普查局，美國企業之統

計，http:/acprof:oso/www.census.gov/econ/sush/（最後瀏覽日期：2010 年 3 月 30
日）。 

6  在以色列，Kibutzim 共同農業屯墾，非常成功一直到更趨繁榮，其源自利益與負擔

之平分，類似於企業經營，並非歸因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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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上述思考可能降低忠實法之需求壓力，即使法律認有其必要。 

忠實法之法則應依美國的社會壓力與價值予以審查、解釋與評估。 

本書標題為「論辯」之部分，反映此所提及社會壓力與價值之衝突。忠實

法之變更，反映社會變遷。當平衡支點因受任人與委託人而向極端傾斜

時，又當雙方無法抵擋誘惑時，忠實法應扮演矯治不平衡的角色。
7 

如同其他規範社會與人類關係之法則，忠實法反映社會內部固有矛

盾。 為求生存，人類必須仰賴他人。事實上，社會是建構在其成員分

工，並且信賴彼此專業。然而，對分工需求與對他人信賴越深，依賴者－

委託人－信賴被濫用或損害之風險就越高。由於所有委託人並非皆能保護

自己免於信賴關係所造成的損害，每位信賴的受任人並非皆能抵擋自信賴

獲利之誘惑。因此，社會認可並創設不同機制以強化受任人之可靠性，忠

實法就是其中之一。 

類似矛盾出現於社會對信賴之見解。 當人們必須依賴他人時，人們

被期待保護自己免於遭受任人濫用信賴。信賴與自我保護之間，其分界線

乃取決於特定行為人（例如成人與兒童）、彼此間互動之本質（例如議價

能力對等或不對等）、與其等所處社會之文化與需求（例如羞恥與同情之

文化強度）。此外，在委託人與受任人就交易有類似利益之情況下，委託

人自己得以同意免除受任人之法律限制。此界線不是被刻劃在花崗岩上，

也很少於各種情況下被指明。本書殫舉原理與案例，以提供趨向此界線之

指引。 

委託與信賴關係密切。 委託與信賴兩者本是自相矛盾的。本人界定

信賴為合理相信對方會說實話，並履行其承諾。自願的委託可視為積極信

託。委託與信賴二者皆具有社會價值，特別在涉及查證他人陳述之真偽，

與得否信賴其承諾，必須付出較高成本的情形下。俄國諺語有謂：「信賴

但查證」，固然自相矛盾，卻屬真實。人們會比較信賴與信賴他人但附加
                                                      
7  公務員亦為受託人（被託付公共資產與權力），彼等可能在相同惡化趨勢下惡化，

並且屈服於集結高於其職務所需之權力、為自己利益使用權力、與疏於執行職務之

誘惑。惟本書探討受託人，即私人權力之受託持有者，與政府權力之類比，在結語

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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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或避免互動）的成本。 

法律顯現其自身衝突。 限制託付濫用、增加委託與信賴之利益，必

須衡量政府限制與對受任人的成本，法律限制對於受任人的成本，必須與

取得委託人與委託與信賴之利益衡量。抑且，如同評量人類關係，短期之

明確利益與風險及未來之可能損失兩者絕然有別。 

在某些方面，所有受任人將其委託人暴露於同種類風險（信賴濫用與

不良服務）。因此，法律焦點不是如同受任人種類繁多般複雜，而且限制

彼等之法則似有指明。忠實法理論是尋求在信賴的風險與查證、自我保護

與政府介入的成本之間，趨於平衡之畛域予以標明。查證成本越低，委託

人自我保護之能力就越大，法律介入也越低。尋獲信賴濫用開始急遽惡化

的精準點，可能較為困難，但要劃定一個已經或即將開始急遽惡化危險區

域的範圍，相對較為容易。在此區域內特定法則的確定性（假如曾經達成

過）可能被沖淡，進而達成維持對受任人所提供服務的委託與信賴的目

的。因此，忠實法聚焦在受任人信賴濫用，及缺乏可信賴履約服務急遽惡

化之範圍。 

將忠實法視為包括不同種類受任人的單一類別，此觀點有其批評者。

若干批評者擁護傳統上分別關注每種受任人（例如代理人、醫師、專業人

員）的觀點。其等主張將各種受任人一體適用，將創造出不確定的法

律。
8 當然，忠實法之類型開放予新成員加入，無論新成員中兩者間近似

或不同。誠然，在此範圍內，忠實法被認為不確定，然而本人一向主張從

無任何法律規範是清楚明確的，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 

其他論者否認忠實法存在，並視信賴關係為特定種類之契約，乃由任

意法則與受任人揭露義務所組成。然而，忠實法包含類似侵權法、衡平救

濟與其他法領域的特性。它具有專屬自己的特徵，由不同觀點觀察忠實法

所得出結果，天差地遠。此等觀點會影響社會慣行。例如，契約模式將自

我保護之負擔移轉給市場上個別行為人；侵權模式則視每個受任人之違失

                                                      
8  參見 Deborah A. DeMett, Beyond Metaphor: An Analysis of Fiduciary Obligation, 1988 

DUKE L.J. 879 879 (1988).（敘述忠實法之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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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事不法行為。忠實法確有其特點，如同本書將要證明的。 

 

本書組織結構如下： 

 

第一章 界定忠實關係。舖敘忠實關係之構成要素，揭露忠實關係可能發

生或弱化與消失之灰色地域。第一章強調在界定忠實關係的不同

意見與相關不確定性邊緣，以及討論承認忠實關係時法律扮演的

角色。 

第二章 提供忠實法根源與歷史綜合觀察，其內容指明古代法律所處理之

問題，以及文化、宗教與商業對此等法律所提供解決方案之影

響。與橫亙三千年簡要背景相對照，現行法一些色彩顯現更鮮

明，也較生動。 

第三章 處理忠實義務。本章說明在不同情況下，課予不同程度各種義務

之理論基礎，其內容闡述受任人濫用權力之潛在嚴重性，委託人

欠缺保護其信賴免遭受任人濫用之能力，以及法律強加規範嚴格

性彼此間之關聯。 

第四章 討論忠實義務得以被寬解，以及經由委託人與其受任人間以合約

修改之方法。許多忠實義務係屬任意法則，容許委託人依法拋棄

其權利，前提是該委託人獨立於其受任人，且已受領決定是否拋

棄法律上保護委託人權利所需之全部資訊。本章審視受任人對許

多委託人負義務的實況，該等受任人的利益彼此相衝突，以及受

任人在此情況應遵循之原理與指南。 

第五章 著重將忠實法地位列為單獨類別的爭論。分類為何如此重要？前

章已闡明忠實法獨特的本質。此法領域涵攝部分財產法、部分契

約法；它與侵權法和刑事法併存。它是否因具獨特性而應被視為

獨立類別？本章提出將忠實法歸類於契約之議題、論辯與涵義，

以及主張忠實法應為一獨立類別觀點。 

第六章 分析法院對忠實法則形塑之裁量，法院行使裁量權之自我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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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違反忠實義務所給予之救濟，以及依據歷史上義務之法源，導

引出衡平法與普通法法院之訴訟程序：英國普通法與衡平法法

院。 

第七章 檢視信賴的之觀念與實務。大多數人類關係固然是基於某程度的

信賴，但忠實法著眼於要求高程度信賴。本章探討法律為支持信

賴關係而干預之本質與理由。 

 

無任何法律是靜態的，但是忠實法較諸其他法律，似乎更趨於動態。

它觸及許多學科，例如經濟學、哲學與倫理學。它提出基本之私人委託財

產與權力議題，類似將政治權力委託予政府。兩者皆是人們為特定目的自

願將其財產與權力託付予少數人代為行使。兩者皆建構避免託付財產與權

力遭濫用之機制。果不其然，忠實法就其將成為，與即使已經是一個獨立

類別，乃激起強大且劇烈反對。本書驅宏探本，務綜終始，以簡短數語歸

結，它指明忠實法與有關規範政治權力之法律與理論有相似性。因為私人

權力深深影響大多數人，其類推比照不應會被忽視。 

本人對此等以及其他爭論，都有自己立場，但也接納他人相左之概

念。此等論辯留待讀者最終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