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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商品（服務）禮券之 
        發行態樣與法律性質 

在開始討論禮券之相關法律問題前，必須先就禮券予以定義，而禮券

之發行態樣不只其一，依其發行態樣之不同，法律性質亦有所不同。本章

擬先就市面上所存在之禮券予以定義，再就發行態樣加以介紹，並分別就

其發行態樣討論其法律性質。 

 

第一節  禮券之概念 
市面上禮券之名稱不一而足，有直接稱之為禮券或商品禮券者，有稱

之為提貨券者，有稱之為體驗券、貴賓券者，名稱雖有所不同，惟大抵上

多是以一紙憑證請求商品或服務之提供。 

 

第一款 「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

記載事項」草案之定義 

依據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委託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1所擬定「商品

（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前言規定：「本契

約所稱商品（服務）禮券，指由發行人發行記載或圈存一定金額之憑證、

晶片卡或其他類似性質之證券（以下稱商品（服務）禮券），而由持有人

以提示、交付或其他方法，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等同商

品（服務）禮券所載金額之商品或服務。」 

 

                                                 
1 商品(服務)禮券之中央目的主管機關原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爲保護消費者權益，提

升國民生活品質，其研擬之「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已

經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於 93 年 12 月 30 日第 120 次委員會議決定，照案通過。惟其後金融

監督管理委員會極力爭執其不適宜擔任主管機關，其後幾經協商，依行政院 94 年 4 月 1 日院授

消督字第 0940003223 號函，再改定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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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開規定，可以整理出禮券意義之內容： 

一、禮券須為得裝載價值之工具 

    最常見之禮券係以紙張形式存在，以紙張形式即可直接表彰其所代表

之價值；除了紙張形式之禮券外，市面上尚存在有以磁卡或晶片卡儲存價

值形式之禮券，此等以非紙張形式存在之禮券，一般俗稱為電子禮券，電

子禮券須以特殊器具始能閱讀禮券上之數額。無論裝載價值之方式為何，

凡是足以表彰價值之憑證均屬禮券，不因裝載工具之不同而改變其為禮券

之本質。 

二、禮券須記載或圈存一定金額 

    禮券上須記載或圈存一定金額。表彰紙張形式之禮券，發行人均會在

禮券上事先印好禮券所表彰之面額，或為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不等；

電子禮券存入金額之動作則稱為圈存，由外觀上雖無法辨別或得知其所代

表之數額，但透過特殊機器之讀取，仍可得知禮券可使用之金額。 

就大多數禮券而言，禮券屬於預付型消費，即消費者「先付費後享受」

之消費型態，由消費者預先給付價金，向禮券發行人取得禮券後，憑券面

上之價額，嗣後請求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提供商品或服務之給付。因此，

禮券上必附有一定價值，以作為兌換商品或服務之依據。 

以聯合報與太平洋 SOGO 百貨公司合作的促銷案為例，若消費者訂閱

聯合報，可獲贈一張聯合報發行三百元面額之禮券，憑此券可換取太平洋

SOGO 百貨公司之商品，嗣後太平洋 SOGO 百貨公司再憑聯合報所發行之

禮券向聯合報請款。實務上有主張其為非屬預付型消費之後付性禮券，後

付式禮券之消費型態不須預先支付價金購買禮券，持有人可持禮券請求業

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業者給付後，再持禮券向發行人請求價款2。 

    在上開定型化契約之禮券定義中，只要憑證得以表彰一定金額即可，

並未限制禮券須預付，因此，類似上述之後付式禮券發行型態，亦屬於商

品（服務）禮券之範疇。 

                                                 
2 財政部金融局，商品禮券規範與管理研討會，92.4.16，太平洋 SOGO 百貨代表之發言。此類

型之發行，可以看成是公平法上的搭售，當然也可以看成是購買聯合報的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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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須由持有人持禮券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提供商品或服務 

    禮券除另有規定外，通常並不限制持有人之資格，任何一人只要持有

禮券，均可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商品或服務之給付。至於請求之內

容，或為商品之交付，或為服務之提供，端視禮券上所定之契約內容為何。 

 

第二款  電子禮券 

市面上最常見之禮券型態為以紙張印行之傳統禮券，傳統禮券在使用

上係如同紙幣般，由消費者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給付商品或提供服

務，並出示禮券以代現金之交付。但紙張禮券不管在管理或成本上，均消

耗相當多之資源，除印製成本外，尚須包含後續清點、銷毀成本、輸入庫

存紀錄的人力成本3，同時更有偽冒及偽製的風險，因此，用以取代禮券適

用之無紙化商品（服務）禮券，一般統稱之為「電子禮券」遂應運而生。 

電子禮券之發行，與傳統禮券相較，製作成本相去不遠，但卻可以省

卻後續之人力成本，蓋其後續清點、輸入、庫存均由電子系統操作，人力

成本幾乎為零，且電子禮券不易偽造，安全性較高，因此已有許多業者開

始發行電子禮券以取代傳統之紙幣禮券。 

俗稱之「電子禮券」，其實有二種型態，一種係以類似現金儲值卡之

方式，由消費者向發行人預先給付貨幣，購買儲值卡，該儲值卡或為晶片

卡（chip stored cards 或 IC 卡），或為磁卡（magnetic stored value cards）4，

發行人將貨幣價值儲存於儲值卡上，持卡人於消費時，則以卡片在讀卡機

所顯示之現金價值作為支付憑藉5。 

此種禮券除在外觀上與紙張禮券不同外，尚有一點與紙張禮券不同，

即持有人使用紙張禮券請求給付商品或提供服務後，須將紙張禮券繳回給

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但電子禮券通常在卡片儲值使用完畢之後，持有人

                                                 
3 曾如萍，「京華城 全國最 e 的商場，怎麼 e 的？」，e 天下雜誌，

http://www.techvantage.com.tw/content/018/018166.asp，上網日期 2004 年 10 月 30 日。 
4 馮馨儀，電子付款與轉帳之法律問題研究，國立政治大學碩士論文，2001 年 7 月，頁 12 至 13。 
5 郭冠甫，電子付款機制的興起與相關法律問題（上），資訊法務透析第十二卷第一期，2000 年

1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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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再加值使用。目前市面上已有發行電子禮券者，如京華城、SOGO 等

百貨業的電子禮券，著名便利商店 7-11 所發行之 i-cash 卡，星巴克、怡客

咖啡等連鎖咖啡店的電子咖啡卡等。 

除了上述晶片型或磁片型之電子禮券外，尚有一種盛行於電子商務之

電子禮券。此類電子禮券應用於線上交易市場中，以數位認證方式，在商

家的大型主機內，開闢一個儲存空間，存放儲值資料，消費者於使用禮券

購物時，打入戶名及認證密碼組合，選擇以扣款方式結帳；由於其仍屬禮

券之性質，因此不限於只有購買者才有權利使用，電子禮券也接受贈與及

轉讓6。在國外線上購物禮品店，經常可見此類型之電子禮券（e-gift 

certificate，electronic gift certificate），消費者可於線上購買禮券，在購買之

同時，填妥欲贈送者之電子郵件信箱，商家便會將該電子禮券連同禮券認

證號碼（Redeemption  Code）於指定之期日寄至受贈人之信箱，受贈人收

到該禮券後，即可至該線上購物禮品店購買自己所需的產品7。 

晶片卡或磁片卡型之禮券，因屬可圈存價值之晶片卡或磁卡，符合商

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之定義，而須受應

記載事項及不得記載事項之規範。至於線上認證之禮券，解釋上而言，因

無實體存在，似乎不屬禮券定義之範疇，惟若觀察線上認證之禮券，可以

發現其使用上必須憑藉禮券認證號碼，並且以商家所開闢之儲存空間，存

放儲值資料，應仍符合得裝載價值之工具與得記載或圈存一定金額之要

件，故亦符合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所

稱之禮券。 

電子禮券與一般傳統禮券，除了裝載價值之介面不同外，在使用方式

與相關牽涉之法律問題大多相同，因此，本文在探討相關法律問題時，除

非二者適用上有不同，否則並不作特別區分。 

                                                 
6 先覺科技電子商務，線上交易安全無虞，http://www.nex1.com.tw/e_commerce/e_com106.htm，

上網日期 2004 年 11 月 1 日。 
7 Amazon.com Gift Certificate ,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tg/detail/-/B00067L6TQ/ref=pd_sxp_f/103-5562378-3642208?v
=glance ﹔e-Bay Gift Certificate, https://certificates.ebay.com/; PETCO.com Online Gift Certificates, 
http://www.petco.com/gc_new.asp?webt=0& .上網日期 2004 年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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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現金儲值卡與悠遊卡之排除適用 

    依上開敘述中可知，凡是發行人所發行可以裝載金錢價值之工具，並

可直接或間接得知價值多寡，持有人可持之向發行人或其所指定之人依憑

證所代表之價額請求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即屬禮券之範疇。 

現金儲值卡與悠遊卡在形式上，均係於晶片型卡片事先儲存特定金

額，消費者可持之以代貨幣之交付，而請求特定之人給付商品或服務，概

念上似乎與草案對於禮券之定義相同。惟基於金融體系之貨幣控管，以及

悠遊卡與禮券本質上之差別，草案前言將現金儲值卡、悠遊卡或其他具有

相同性質之晶片卡排除於禮券之概念之外。 

    「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前言第

二項規定：「前項所稱晶片卡不包括多用途現金儲值卡（例如悠遊卡）或

其他具有相同性質之晶片卡。」儲值卡系統一般分為二種，一為封閉型，

僅可限定特定區域使用，另一則為開放型儲值卡，可於大區域範圍使用，

而作為多用途支付工具，吾人所通稱之電子禮券屬於封閉性之單一用途儲

值卡；而典型之現金儲值卡則為開放性儲值卡，例如 Visa 與 Mastercard 國

際發卡組織所發行之 Visa Cash 與 Mondex 即屬之8。 

現金儲值卡與晶片型電子禮券均係利用 IC 卡記載貨幣價值，不過，

晶片型電子禮券是使用封閉型儲值卡系統，雖不限地點，但僅能於特定商

店使用；而現金儲值卡則係使用開放性儲值系統，可於多數跨行業之商店

使用9。 

現金儲值卡依銀行法第四十二條之一：「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應經主

管機關許可，並依中央銀行之規定提列準備金；其許可及管理辦法，由主

管機關洽商中央銀行定之。前項所稱現金儲值卡，謂發卡人以電子、磁力

或光學形式儲存金錢價值，持卡人得以所儲存金錢價值之全部或一部交換

貨物或勞務，並得作為多用途之支付使用者。」以銀行法第四十二條之一

為授權依據，財政部發布了「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許可及管理辦法」，該

辦法規定多用途現金儲值卡之發行，必須由經財政部許可之銀行才可以發

                                                 
8 淺談現金儲值卡業務之發展，一銀產經資訊第四三七期，2001 年 8 月，頁 2。 
9 盧志敏，多用途儲值卡之發展與影響，國際金融參考資料第四十五輯，2000 年 4 月，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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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10。現金儲值卡與電子禮券二者雖均係以電子、磁力或光學形式儲存金

錢價值，惟不同之處在於，電子禮券只能於單一系統使用，而不能作為多

用途支付，若欲作為多用途支付，則屬銀行法所規範之現金儲值卡，非經

財政部許可，不得發售。 

因此，一般公司行號如欲發行以晶片或磁卡裝載貨幣價值之電子禮

券，該電子禮券亦僅得向發卡人購買商品或服務，而不能跨越其他公司行

號使用，亦不得結盟發行，若結盟發行可能即屬「多用途儲值卡」，除非

該儲值卡由銀行發行，否則即有違反「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許可及管理辦

法」之可能。 

至於悠遊卡，係由台北智慧卡票證公司所發行之一張整合台北捷運系

統、台北市（縣）聯營公車(含捷運接駁公車)及台北市公有路外停車場、

各公有停車場、計程車等繳費系統的 IC 電子票卡。悠遊卡，與電子禮券

相較，均為半封閉型之儲值卡，且因其受交通部及台北市政府管轄，營業

範圍限於大眾交通運輸業內，並受有「台北 IC 卡票證發售及使用須知」

之規範，因此，將其排除於禮券之定義之外11。 

 

第四款  加州民法關於禮券之定義 

除了「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前

言曾對禮券予以定義外，加州民法（California Civil Code）第 1749.5 條以

下12，關於禮券設有專章，在該章之前，雖未對於禮券設有定義性之規範，

但是在第 1749.45 條中，則規定：「禮券（gift certificate）包含禮卡（gift 

card），但是不包含可使用於多數商店之禮卡，如果此等禮卡附有使用期

限，必須印行在禮卡上。」同條並規定：「可使用於多數商店之禮卡，並

不包含可於分店使用之禮卡。」13 

                                                 
10 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許可及管理辦法第三條參照。 
11 張修齊，禮券規範與管理之研究，台灣金融研訓院研究計畫，2002 年 12 月，頁 13。 
12 http://www.leginfo.ca.gov/calaw.html  
13 Cal Civil Code §1749.45：“(a) As used in this title, "gift certificate" includes gift cards, but does not 
include any gift card usable with multiple sellers of goods or services, provided the expiration date, if 
any, is printed on the card.  This exemption does not apply to a gift card usable only with affiliated 
sellers of goods o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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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民法雖對於禮券未做定義性規定，但是在實際之運用上，其實與

「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之定義有類

似之處。首先，就禮券之形式而言，一般吾人常見之傳統紙張禮券，多以

「gift certificate」稱之，磁條式卡片及晶片卡興起後，透過一張卡片可記

載特定金額之卡片型禮券應運而生，利用此等形式所發行之禮券，稱之為

「gift card」，在我國則屬晶片型或磁卡型之「電子禮券」。 

依照「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之

定義，磁卡式或晶片型之電子禮券，係由發起人發行記載或圈存一定金額

之憑證、晶片卡或其他類似性質之證券，持有人可以提示、交付或其他方

法，向發起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等同商品（服務）禮券所載金

額之商品或服務。因此，磁卡式或晶片型之電子禮券包含在禮券中；而加

州民法則於第 1749.45 條開宗明義言：禮券包含禮卡（即吾人所稱電子禮

券），就此規定而言，草案與加州民法是相同的。 

再者，草案第一條第二項，因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許可及管理辦法之

實施，以及悠遊卡本質上之不同，而將現金儲值卡及悠遊卡排除於禮券之

定義之外，加州民法亦排除現金儲值卡類型之適用，將可於多數商店使用

之禮卡，排除於禮券概念之外，但所謂於多數商店使用，並不包含分店或

分支機構，也就是說，若是發行之禮卡，可於某家商店或其分店使用，則

其仍屬禮券規範範疇；惟若禮卡可於多家獨立商店使用，則非屬於禮券，

而不適用禮券之相關規定。就此而言，亦與草案之範圍相同。 

 

第五款  日本「預付式證票法規制法」之規定 

日本「預付式證票法規制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預付

式證票』，指下列證票及其他物品（除車票，入場券或其他政令所定者及

限於自發行日起至政令所定一定期間內使用者）： 

一、乃發行證票或其他物品（以下稱『證票等』）以取得相當於證票

等所記載或圈存之金額，而得由持有人以提示，交付或其他方法

使用該證票等，以清償向該證票或其他物品之發行人或其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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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購買、租借物品或接受服務時所應支付之對價者。 

二、乃發行證票等以取得相當於證票所記載或圈存物品或服務數量之

金錢，而得由持有人以提示、交付或以其他方法，向發行人請求

交付該物品或提供服務者。」14 

    預付式證票在日本法上包含甚廣，並不僅限於禮券，惟若以上述定義

對照禮券，可以知道，適用預付式證票規制法之禮券上，必須記載或圈存

一定的價值，而兌換方式，可能是直接以禮券兌換某樣商品或服務，亦可

能是以記載或圈存的價值，抵償禮券持有人所應支付的對價。 

除了上述對於預付式證券之定義外，同法第三條並規定：「下列預付

式證票不適用本法之規定： 

一、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所發行之預付式證票。 

二、依法律直接設立之法人、依特別法以特別設立行為設立之法人或

依特別法由地方公共團體所設立之法人所發行之預付式證票。 

三、專為員工所發行之自家型預付式證票或政令所定與保全其交易有

關之預付式證票。 

四、依分期付款買賣法（割賦販賣法）或其他法律為政令所定與保全

其交易有關之預付式證票。 

    五、為其使用者僅在成為商行為交易所使用之預付式證票。」15 

由於預付式證票泛指契約相對人之一方預付價金所取得之憑證，範圍

相當廣，為避免規制範圍過大，因此作上述限制，將若干符合預付式證票

定義者排除在外。 

 

第六款  小結 

    禮券之概念，事實上就是一種記載可以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特

定給付之憑證，傳統禮券之發行以紙張為大宗，名稱或直接稱為禮券、商

品禮券，亦有非以禮券為名，而稱為提貨券者，惟無論名稱如何，實質上

                                                 
14 王志誠譯，預付式證票規制法，收錄於張修齊，前引註 11，2002 年 12 月，頁 70 以下。 
1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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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之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特定給付之本質是不變的。 

    再者，因應科技發達與電子商務之興起，以磁卡式或晶片型卡片儲存

消費金額之所謂「電子禮券」，雖然外觀形式與傳統所稱之禮券有極大之

不同，但是均為表彰持有人可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行使權利之內容，因

此，即便外觀形式不同，或具有特殊名稱16，仍屬禮券之範疇。 

    其次，無論是磁卡式或晶片型禮券，均為儲值式卡片，必須與同為儲

值式卡片之現金儲值卡區別。在我國並由於財政部發布了「銀行發行現金

儲值卡許可及管理辦法」，使得現金儲值卡必須限於財政部所許可之銀行

才可發行，而現金儲值卡依據該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定義為：「本辦法所稱

現金儲值卡，謂發卡人以電子、磁力或光學形式儲存金錢價值，持卡人得

以所儲存金錢價值之全部或一部交換貨物或勞務，作為多用途之支付使用

者。」同條第二項並言：「前項所稱多用途係指現金儲值卡之使用，可跨

越不同營運系統間使用，或應用於不同之商業體系。」因此可知，磁卡式

或晶片型電子禮券僅能於單一商店或其分店使用，而不能跨越不同營運系

統或不同之商業體系，否則即屬現金儲值卡，必須由財政部許可之銀行發

行，若否即屬違法。因此，「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

記載事項」草案將現金儲值卡排除於禮券之概念之外。 

    加州民法對於禮券設有專章規定，雖未對於禮券直接定義，但其亦言

明禮券包含了禮卡，而禮卡實際上即屬我國之電子禮券，為免說明上之困

難，因此在本文以下，均將禮卡稱為電子禮券。 

    在加州民法之規定中，亦同於「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

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將電子禮券列為禮券範圍，並且將該電子禮券限

定僅得於特定商店或其分店使用，而排除了可於多數商店使用之儲值卡。 

    而日本預付式證票規制法之定義，則大致與我國商品（服務）禮券定

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相同，不同的是，日本法對於法律之

適用設有諸多排外條款，而我國定型化契約則僅排除多用途現金儲值卡、

悠遊卡或其他具有相同性質之晶片卡。則類似各縣（市）立游泳池所販售

之一本游泳券或是國道高速公路管理局所發行的回數票，是否須受商品

                                                 
16 如 7-11 所發行之 i-cash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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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之規範，而必須提供

履約保證，不無疑問。 

    本文認為，各縣（市）立游泳池所販售之一本游泳券或是國道高速公

路管理局，若依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對於禮券之定義，其亦屬於記

載或圈存一定金額之憑證、晶片卡或其他類似性質之證券，持有人得以提

示、交付或其他方法，向縣（市）游泳池或高速公路管理局請求提供等同

券面金額之服務，似乎亦應受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之規

範。惟若考量縣（市）游泳池或高速公路屬於營造物，其與使用者間之關

係為營造物利用關係，而非消費關係，則可將類似爭議問題排除於禮券之

規範之外。然為避免爭議起見，本文建議，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

範本草案，應仿日本預付式證票規制法第三條之規定，將公家機關所發行

類似於禮券性質之證券，明文排除於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範本草

案之適用之外17。 

 

第二節  商品（服務）禮券之發行態樣 
禮券之使用甚為普遍，舉凡百貨公司、健身房（體適能中心）、塑身

美容、化妝品、書局、健康飲食、火鍋店、麵包店、咖啡店、連鎖店、超

市等各式行業，均有發行禮券。其目的除促銷商品或服務之外，對於發行

者而言，消費者預先支付價金購買禮券，企業經營者即事先取得資金，實

質上有募集資金之作用，況且，在此等已預先支付之預付型消費契約中，

消費者亦常因時間之久而忘記兌換，使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僅收取價金而

未提出對待給付。因此，禮券之發行對於企業經營者而言，無疑是以紙張

換鈔票，屬於經營上之一大利多。 

禮券之兌換內容，多數為商品之兌換，但隨社會風氣之轉換，以禮券

兌換服務之提供者，亦不在少數，最常見者如向健身中心購買之貴賓券或

向瘦身美容業購買之體驗券，均係以禮券請求服務之提供，因此，禮券之

種類可能為商品禮券或服務禮券，「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

                                                 
17 但若不是公營造物性質，如中油發行的加油券，基於市場競爭的考量，確保其與民營台塑石

油或民營加油站有相同的競爭基礎，不宜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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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遂以「商品（服務）禮券」稱之。 

禮券之發行，若以禮券外觀形式作區分，可將禮券分為傳統紙張禮券及

電子禮券，而電子禮券又可再分為以卡片形式或以虛擬形式存在於網路交易

之無紙化禮券；但若就禮券發行人與商品或服務提供者是否為同一人作區

分，則可將禮券之發行型態，分成「自家發行」與「第三人發行」二種18： 

 

第一款  「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 

「自家發行」，係禮券發行人本身即為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其形

態又可區分為二，一係禮券發行人與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同屬一人，此

種發行方式為禮券市場最廣為採取之發行方式。持有此等禮券者，可直接向

禮券發行人請求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 

應注意者，解釋上分公司依公司法第三條第二項後段，為受本公司管轄

之分支機構，屬本公司分設之機構，不能為權利義務主體19，在法律人格上

與本公司屬同一，亦即權利主體僅有一個。因此，發行禮券者雖為本公司，

持有人若選擇向其他分公司請求給付，因分公司與本公司屬同一主體，實質

上仍係向本公司請求給付，換言之，禮券發行人與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者仍

為同一人，並不違反自家發行商品（服務）禮券之發行形態。 

以太平洋崇光百貨（SOGO）為例，其所發行之禮券僅得於太平洋崇

光百貨之本公司與各分公司中使用20。再如，亞力山大健身中心所發行之

貴賓券，亦得於亞力山大健康休閒俱樂部全省各分店中使用21。 

另一種「自家發行」之形態，係商品（服務）禮券發行人結合數個商

品或服務提供者而發行禮券，發行人與加盟者之關係，通常二者間定有契

約，約定加盟者應依契約受他方之規範或監督22。此等類型之禮券發行，

                                                 
18 張修齊，前引註 11，頁 11。 
19 柯芳枝，公司法論（上），三民書局，2002 年 11 月，頁 47。 
20 太平洋 SOGO 百貨公司禮券使用簡則參照。 
21 亞力山大貴賓券使用簡則參照。 
22 對於加盟關係的法律規範，如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 4 條（用詞定義）：「本條例用辭定義

如下：…八、加盟經營者：經紀業之一方以契約約定使用他方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

服務標章等，並受其規範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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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行人仍僅有一個，其本身並未免除實現禮券內容之給付義務，但除了發

行人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兌換外，其他加盟者雖非發行人，亦非發行人之分

公司，卻也提供禮券之兌換，也就是說，持有該種商品（服務）禮券者，

可選擇向商品（服務）禮券發行人或其他加盟店請求商品或服務之交付。 

須注意者，此處之結盟發行，係指加盟人非屬禮券之發行人而言，如

加盟者亦為禮券之發行人，則屬聯合發行，其型態應屬自家發行之第一種

型態，即商品（服務）禮券發行人與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同屬一人而

言。 

以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所發行之禮券而言，除可於統一超商使用之

外，亦可於統一超商之連鎖企業如康是美藥妝店、統一星巴克、聖娜多堡

麵包、統一 Smile 加油中心、無印良品及伊士邦健康俱樂部等使用23。再

如衣蝶百貨所發行之禮券，除可於衣蝶百貨各分店使用外，並可於其結盟

系統如力霸皇冠飯店、台北海洋館、喫茶趣複合茶館、天仁茗茶全省直營

門市及新東陽食品全省直營門市等使用24。 

 

第二款  「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 

「第三人發行」，係指商品（服務）禮券發行人與交付商品或提供服

務之人非屬同一人，其發行型態僅係形式上由發行人發行，發行人本身並

不提供商品或服務，禮券持有人不得直接向發行人請求商品之兌換，而須

向發行人所指定之人請求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 

此等發行型態，最常發生於政府機構或公司行號為餽贈旗下員工，而

向特定公司行號購買禮券，雙方約定，以政府機構或公司行號為券面上之

發行人，發行可於該特定公司行號使用之禮券。例如，桃園縣政府向新東

陽股份有限公司購買禮券，贈與縣府員工作為中秋節禮物，券面上發行人

為桃園縣政府，持券人則可持該等禮券向新東陽換購商品；或如，中華電

信文山營業處向遠東百貨公司購買禮券餽贈員工，雙方約定發行人為中華

                                                 
2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禮券簡則參照。 
24 衣蝶百貨禮券簡則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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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文山營業處，而遠東百貨公司則於持券人持該份禮券至遠東百貨公司

消費時，負給付商品之義務。 

「第三人發行」之商品禮券與前所述「自家發行」之商品禮券，其最

大之區分點在於，發行人本身是否提供商品或服務，若發行人除發行禮券

外，亦提供商品或服務，則不論禮券上記載負有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義務

之人有幾人，均屬自家發行之商品禮券；反之，若禮券發行人除發行禮券

外，並不直接負有提供兌換商品或服務之義務者，即屬第三人發行之商品

（服務）禮券。 

區分為自家發行與第三人發行型態之商品（服務）禮券之實益在於二

者之法律性質並不相同，前者屬於民法債編第二十一節之無記名證券，後

者則屬民法債編第二十節之指示證券，因其法律性質之不同，在禮券之適

用上亦有若干之區別。 

 

第三款  電子禮券之發行型態 

我國因受到銀行法之規範，認定現金儲值卡屬於銀行法中之存款，銀

行除須提供責任準備金外，尚須以之為存款保險之保險標的，故非銀行業

不得經營25。而電子禮券之型態，與現金儲值卡有相類似之處，均為得儲

存價值之載具，不同的是，二者所適用之系統並不相同，電子禮券屬封閉

性系統，僅限單一用途使用，而現金儲值卡則屬開放性系統，可多用途支

付。 

銀行法第四十二條之一第二項對於現金儲值卡之定義為：「前項所稱

現金儲值卡，謂發卡人以電子、磁力或光學形式儲存金錢價值，持卡人得

以所儲存金錢價值之全部或一部交換貨物或勞務，並得作為多用途之支付

使用者。」換言之，只要是屬於多用途之支付工具，即不再屬於電子禮券，

而為現金儲值卡，應受到「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許可及管理辦法」之規範，

僅限由經財政部許可之銀行始得發行。 

                                                 
25 方翊人，現金儲值卡與消費者保護相關法律議題之研究，科技法律透析第十四卷第三期，2002
年 3 月，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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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多用途支付，銀行法或「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許可及管理辦法」

內並未予以定義，解釋上而言，似乎只要跨越二個以上之營運系統，即屬

多用途支付。電子禮券雖亦為禮券之範疇，但在發行型態上，因受限於銀

行法及「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許可及管理辦法」，並無法全然適用上開自

家發行與第三人發行之類型。 

簡單而言，若係以電子禮券存在者，其給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不得

超過一人。以自家發行而言，禮券發行人與給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須為

同一人，但自家發行除了發行人本身外，可能存在多個給付商品或提供服

務之人，類似此等類型之加盟發行，或者由多個發行人聯合發行之禮券，

均僅得以傳統紙張禮券形式存在，若以電子禮券形式存在，無論是卡片型

或線上認證之禮券，如有多個可給付商品或提供服務者，即應屬多功能支

付工具，而應受到銀行法或「銀行發行現金儲值卡許可及管理辦法」之規

範。 

如為第三人發行，發行人本身並不給付商品或提供服務，而由被指定

之人給付商品或提供服務。電子禮券如欲以第三人發行之型態存在，被指

定之人應僅限於一人，否則亦屬多功能支付工具。 

    應注意者，如給付商品或提供服務者僅為一人，但其開設有分公司

者，則因本公司與分公司屬於同一實體，該電子禮券並不屬於多功能支付

工具，而仍為單一系統支付工具。 

 

第三節  商品（服務）禮券之法律性質 
商品（服務）禮券之消費方式，係由消費者事先取得禮券，取得原因

或為贈與，或為買賣，或其他法律行為，消費者可持該禮券至禮券發行人

或其指定之人處，兌換同等價值之商品或服務，亦即禮券本質上以證券形

式取代了貨幣之給付，屬有價證券之一種。因此，以下擬先略述有價證券

之基本理論，再就商品（服務）禮券於有價證券中之體系地位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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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有價證券基本理論 

私法上之書據，大凡可分為二類乃至三類，一為證書、一為有價證券

之二類26，或於其二類之外再加上資格證券共三類27。證書僅用以證明特定

權利關係或法律事實之存在與否，並不直接左右權利義務關係，如借據、

租約、買賣契約書、收據、結婚證書等，此類書據僅供證明之用，其書據

之存在與否，對於實質法律關係之有無及內容，並無影響。有價證券，則

是書據同時為權利之化身，亦即證券上所記載之權利與證券本身有不可分

離之關係，不僅可用以證明，抑且可表彰權利，證券之喪失，對於權利會

有一定之影響。 

除此兩類書據之外，尚有所謂之「資格證券」，如衣物存放證、代客

停車證、照相館之相片領取條等，此類證牌通常僅記載號碼，目的在證明

攜帶物寄託之用，但寄託物之返還，不以證牌為必要，雖經遺失証牌，如

得證明自己為寄託人，仍得請求寄託物之返還，就此而言，與證書之性質

類似；另一方面，受寄人如善意的對證牌持有人返還寄託物，即使證牌持

有人非真正權利人，受寄人仍得主張免責，就此部分而言，又與有價證券

類似，因此，有學者將其列為證書與有價證券之中間過渡28，亦有將民法

上之書據採二元三分法，先將書據分為證書與證券，再將證券區分為資格

證券與有價證券，二者合稱為廣義之有價證券，而前所言之有價證券稱之

為狹義之有價證券29。惟無論如何區分，一般吾人所稱之「有價證券」，其

內涵均不包含資格證券在內。 

有價證券之定義，學者間之解釋頗不一致，一般均秉承德國學者布倫

那（Brunner）所創設之定義，並加以闡揚：有價證券乃表張私權之證券，

其權利之行使、移轉以證券之占有為必要。其後，肯茲（Kuntze）鑒於證

券對於債務具有充足其發生、生存、終結等三種機能，而肯認權利之發生

亦為有價證券之本質，因此認為：有價證券者，乃表彰具有財產價值之私

權證券，其權利之發生、移轉或行使，須全部或一部依證券行之；換言之，

                                                 
26 戴修瓚，民法債編各論，1979 年 9 月，頁 289。 
27 史尚寬，有價證券之研究，收錄於鄭玉波所編民法債編選集（下），1984 年 7 月，頁 1361。 
28 同上註。 
29 邱聰智，新訂債法各論（下），2003 年 7 月，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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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之權利發生、移轉或行使須與證券之占有結合，並非必三者均具

備，只要一部分與證券占有結合即可，惟一部分相結合者，至少必須「移

轉」部分與證券相結合30。 

我國關於有價證券之定義，在民法上並無一般之定義規定，證券交易

法上雖於第六條規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謂政府債券及依本法公開募

集、發行之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政府核准之其他有價證券。」惟該條

規定，僅在限定適用證券交易法之有價證券種類及範圍，尚難作為有價證

券之一般概括意義31。 

因此，我國學者間關於有價證券之定義，多採肯茲對於有價證券之定

義，認為有價證券乃表彰財產權之有價證券，其權利變動之一部或全部，

須與證券之占有結合，詳言之，權利之發生須作成證券，權利之移轉須交

付證券，權利之行使須提示證券，反面言之，非作成證券則權利不發生，

非交付證券則其權利不會移轉，非提示證券則其權利不能行使;惟尚不以發

生、移轉、行使三部份均與有價證券結合為要，只要一部分與證券結合即

可。若三部份均與證券相結合，謂之為「完全有價證券」，僅一部分與證

券相結合者，則稱之為「不完全有價證券」32。 

在我國，何種證券屬於有價證券，已無異論者，如最為代表之票據，

包含匯票、本票、支票等，已有單行法之票據法加以規範。民法上屬於有

價證券者，如倉單（第六百十五條至第六百十八條之一）、提單（第六百

二十五條、第六百二十七條至第六百三十條）、指示證券（第七百十條至

第七百十八條）、無記名證券（第七百十九條至第七百二十八條）。其他如

海商法上所規定之載貨證券（第五十三條至第五十四條、第五十八條至第

六十條、第七十四條）、公司法之股票（第一百六十一條至一百六十六條）、

公司債券（第二百五十七條至第二百六十一條）等均屬之。 

除前所述之完全有價證券與不完全有價證券外，學說上並依不同之分

類標準將有價證券區分為數類，茲將其中重要之分類列之如下： 

                                                 
30 蕭亨國，有價證券之基本理論，最高法院七十九年度研究發展項目研究報告，頁 15 至 16。 
31 邱聰智，前引註 29，頁 311。 
32 鄭玉波，債編各論（下），1997 年 8 月，頁 730；蕭亨國，前引註 30，頁 20；邱聰智，前引

註 29，頁 308 至 309；戴修瓚，前引註 26，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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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名證券、指定證券、無記名證券 

此係依指定證券上權利人之方法而為之分類。指名證券者，又稱記名

證券，證券上記載特定之人為權利人之證券。指定證券者，乃於證券上旣

記載特定權利人之姓名復附以「或其指定人」字樣之證券；應注意者，指

定證券不同於民法第七百十條以下之指示證券，指定證券之「指定」乃係

證券權利人以背書讓與證券時，對於受讓人之指定而言，而民法第七百十

條指示證券之「指示」，則係指證券發行人對於被指示人所為之委託而言，

二者迥然不同33。無記名證券，則是證券上未記載權利人姓名之證券。 

上三種證券區別之實益在於權利轉讓方法之不同。無記名證券只要向

證券持有人給付，即已達清償效力，因此，無記名證券之轉讓只要交付證

券即可。指定證券，得向證券上所記載之權利人清償，亦可向其所指定之

人清償，自須以背書轉讓證券權利；通常情形，指定證券上須附加指定文

句時始有指定證券之性質，而得依背書轉讓，惟票據法上之票據、倉單、

提單等雖無指定文句，亦得依背書轉讓，學說上稱之為「法定指定證券」

或「當然指定證券」。指名證券則因僅得向證券上所記載之特定人為清償，

因此，如欲轉讓證券上權利，僅得依普通債權轉讓之方式及效力為之34。 

二、債權證券、物權證券、社員權證券 

此分類係以證券上所表彰之權利性質為標準所作之分類。債權證券，

其所表彰之權利為一定內容之債權，持有證券之人對發行人或其他證券債

務人，僅有債權上之請求權，如票據、公司債券等多數證券屬之。物權證

券者，所表彰之權利為一定內容之物權，占有證券即等同於占有物之所有

權或其他物權；我國是否有物權證券，學者間甚有爭議，論者有謂如倉單、

提單、載貨證券等屬之35，亦有認為，我國並無物權證券之存在，倉單、

提單、載貨證券僅係以物品交付為目的之債權，並非物權，僅係因法律上

之特別規定，而使其具有物權之效力而已36。社員權證券者，乃在表彰社

員在社團中之地位，如股票者屬之。 

                                                 
33 鄭玉波，前引註 32，頁 731。 
34 鄭玉波，前引註 32，頁 731；蕭亨國，前引註 30，頁 43 至 45；戴修瓚，前引註 26，頁 293。 
35 戴修瓚，前引註 26，頁 132、162、292；蔡章麟，民法債編各論（下），1959 年，頁 131；楊

仁壽，海商法論，頁 329；邱聰智，前引註 29，頁 312；蕭亨國，前引註 30，頁 42。 
36 鄭玉波，前引註 32，頁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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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付證券、委託證券 

有價證券，因其應為給付之債務人是否為發行人本身，得區分為自付

證券與委託證券。自付證券者，有價證券債務之給付人即發行人本身，又

稱約束證券，如民法上之倉單、提單、無記名證券及票據法上之本票屬之。

委託證券則係發行人委託第三人為給付，發行人本身原則上並不負擔給付

義務，如民法上之指示證券及票據法上之匯票、支票等屬之。 

商品（服務）禮券，如前所述，乃持券人可持禮券至發行人或其指定

之人處兌換商品或服務，而禮券之所以可供持券人使用以取代貨幣之給

付，係因禮券上存在有請求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履行債務之債權，亦即持

有人之債權已與禮券本身相結合，其權利變動之一部或全部，須與禮券之

占有相結合，因此，禮券屬於表彰財產權之有價證券應屬無疑。 

再者，商品（服務）禮券之使用，只要屬於正當持有證券之人即可，

禮券上並未記載特定之人為權利人，通常屬無記名證券，任何人只要持有

證券，即可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權利。禮券上所表彰之權利，係可

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交付商品或服務，內容應屬可請求特定內容

之債權，因此商品（服務）禮券屬於表彰債權之債權證券。至於，商品（服

務）禮券究屬自付證券或委託證券，則應視商品（服務）禮券之發行態樣

而定，若禮券發行人同時即為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則屬自付證券，惟若

禮券發行人本身並不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其發行型態僅形式上由發行人

發行，發行人本身並不提供商品或服務，禮券持有人須持禮券向發行人所

指定之人請求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此際即屬委託證券。以下本文將依照

發行態樣之不同，分別論述其於民法體系上之地位。 

 

第二款  自家發行商品（服務）禮券之法律性質 

一、法律性質 

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乃禮券發行人與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

之人同屬一人或有加盟關係，持有禮券之人，可依禮券記載之內容，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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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人或其他加盟人請求履行禮券上之內容，性質上屬於民法債編第二章各

種之債第二十一節之無記名證券。 

無記名證券者，依民法第七百十九條規定，謂持有人對於發行人得請求

依其所記載之內容為給付之證券。無記名證券之當事人為發行人與持有人，

發行人對於持有無記名證券之人，有為給付之義務37。 

商品（服務）禮券之發行型態中，發行人與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同

屬一人之發行方式為禮券市場中最廣為採取之發行方式，持有此等商品（服

務）禮券者，可直接向禮券發行人請求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性質上屬於無

記名證券38。 

玆將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性質列之如下： 

（一）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為完全之有價證券 

有價證券者，表彰財產權之證券，權利變動之一部或全部，須與證券

之占有相結合，換言之，權利之發生、移轉、行使之一部或全部須提示證

券，若權利發生、移轉、行使均與證券之作成、交付、提示相結合，則稱

之為完全有價證券，反之即為不完全有價證券。 

無記名證券在交易上以占有作為認定依據，權利之發生、移轉或消滅

均與證券之占有不可分離，民法債編第二十一節無記名證券之相關規定

中，當事人為發行人與持有人，而「持有」一辭即占有證券之意，因此屬

於完全之有價證券；此外，無記名證券一節立法理由之說明：「查民律草

案債權編第五章原案謂無記名證券者，約明依券面之所載，給付於其持券

人之證券也。故無記名證券持有人，對於發行人，有請求其依所記載之內

容，為給付之權利，發行此種證券，有使債權易於移轉之利，實際上甚屬

重要，故本法特設本節之規定。」亦表明為促進交易之順暢流通，無記名

證券本質上必須與證券之占有相結合39。 

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上記載著特定之權利，而其權利之發生，

始於發行人作成禮券並交付，權利之行使由持有人向發行人出示所占有之

                                                 
37 杜怡靜，無記名證券，收錄於黃立主編，民法債編各論（下），2002 年 7 月，頁 509。 
38 同上註。 
39 邱聰智，前引註 29，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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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券，權利之移轉，僅須持有人直接將禮券交付於受讓人即可完成，因此

可知，禮券上權利之發生、移轉或行使均與禮券之占有密不可分，性質上

屬於「完全有價證券」。 

（二）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為不記載權利人之有價證券 

有價證券上，如記載特定權利人，即屬記名證券；記載特定權利人並

附加指定文句者為指定證券。無記名證券則與上述二者不同，並不記載特

定權利人，任何人只要持有證券，即為權利人，可向發行人行使證券上之

權利40。 

自家發行之商品禮券上，並不記載特定權利人之姓名，僅以占有表彰

其權利，主要之理由在於便利禮券之流通與移轉，因此任何人只要持有商

品（服務）禮券，便可向禮券之發行人或發行人之履行輔助人請求提供商

品或服務之兌換。 

（三）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為自付證券 

有價證券由發行人自為給付者為自付證券，由發行人指示（委託）他

人給付者為委託證券。由制度面而言，廣義之無記名證券只要該有價證券

未記載權利人，即為無記名證券，不問其屬性為委託證券或自付證券。惟

民法第七百十九條之無記名證券，不僅不記載特定權利人，並且須限於發

行人自為給付（民法第七百二十條第一項參照），性質上為自付證券41。因

此，民法第七百十九條所謂之無記名證券，範圍較上述廣義之無記名證券

窄，必須既為無記名證券，又為自付證券，學說上普遍稱之為狹義之無記

名證券42。 

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發行人同時負有提供兌換商品或服務

之義務，性質上屬於自付證券。 

 

                                                 
40 鄭玉波，前引註 32，頁 762；戴修瓚，前引註 26，頁 334；杜怡靜，前引註 37，頁 509；邱

聰智，前引註 29，頁 392。 
41 鄭玉波，前引註 32，頁 764；戴修瓚，前引註 26，頁 334；杜怡靜，前引註 37，頁 510；邱

聰智，前引註 29，頁 393。 
42 鄭玉波，前引註 32，頁 763；邱聰智，前引註 29，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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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為無因證券 

無記名證券之取得，或為買賣、贈與或其他法律行為，但無記名證券

上權利之取得，並不因取得原因之瑕疵而受影響，縱取得原因不存在、無

效或被撤銷，持有人仍得依證券上所記載之內容，向發行人請求給付，性

質上為無因證券。 

持有人持有商品（服務）禮券之原因，多數為買賣或贈與，惟禮券上

並不特別記載此類原因，只要持有禮券之人持禮券向發行禮券之人請求給

付，發行人即負有依禮券記載內容為給付之義務，故商品（服務）禮券為

無因證券。 

（五）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為文義證券 

無記名證券乃依證券記載內容為給付之證券，持有人向發行人請求給

付，應以無記名證券上所記載之內容為準。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

發行人應依禮券上所載文義對持有人負責，因此為文義證券。 

（六）自家發行之商品禮券為返還證券 

無記名證券持有人請求給付後，應將證券交還發行人，蓋證券與權利

相結合，為權利之表彰，發行人給付後如不收回證券，則證券其後若落入

善意持有人之手，即不免有再度給付之危險43。因此，民法第七百二十三

條規定，無記名證券持有人請求給付時，應將證券交還發行人。 

是故，商品（服務）禮券之持有人，向禮券發行人請求給付後，應將

禮券交還於發行人，以免發行人有重複給付之疑慮，故商品（服務）禮券

為返還證券。但應注意者，因應電子商務而興起之電子禮券，因其型態與

傳統禮券不同，係透過特殊機器讀取禮券之金額，且可再次加值使用，其

法律性質雖亦屬無記名證券，但因無發行人重複給付之危險，故可毋庸繳

回。 

由上述可知，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其法律性質為無記名證券，

應適用無記名證券之相關規定。而依民法第七百十九條規定，無記名證券為

持有人得依所記載內容為給付之證券，因此，持有自家發行商品（服務）禮

                                                 
43 戴修瓚，前引註 26，頁 342；邱聰智，前引註 29，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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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之人，得依禮券上所記載之內容，向禮券發行人請求給付，為文義證券、

自付證券與無因證券；禮券之權利並可經由占有禮券而彰顯，如欲權利移

轉，以交付禮券為以足，亦即禮券上權利之行使須與證券相結合，為完全之

有價證券。 

二、當事人間之權利義務 

    自家發行之禮券，契約當事人僅有二：一為禮券持有人，另一則為禮券

之發行人。由於禮券為無記名證券，性質上屬於無因證券，因此，任何人只

要持有禮券，無論其所持有之禮券原因為何，只要是真正之禮券，持有人即

有權利向發行人請求。 

禮券之發行人，依民法第七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無記名證券發行人，

於持有人提示證券時，有為給付之義務。」換言之，發行人一旦發行禮券，

即應負給付之義務，其內容應依禮券之記載，此乃為自付證券之本質。 

至於結盟發行之商品禮券，發行人與其他結盟者間多為關係企業，爲使

消費者得到購買禮券可以獲得更多選擇之印象，而使商品禮券之兌換範圍不

限於發行人，亦可向禮券上所記載之其他加盟人兌換，本文認為，其他加盟

人應可視為禮券發行人之履行輔助人。 

履行輔助人依民法第二二四條規定，包括債務人之代理人或使用人，係

債務人為履行債務及與履行債務相關之行為而自行選任者，但依通說亦包含

非自行選認之法定代理人44。代理者，乃代理人於代理權限內，以本人名義

所為之意思表示或所受之意思表示，而法律效力直接歸屬於本人而言。使用

人之概念，則較代理人來的廣，凡一切基於債務人之意思爲債務履行所使用

之人均屬之45。 

在結盟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交易形態中，如持券人持禮券向非發行

                                                 
44 史尚寬，債法總論，1954 年，頁 349；孫森焱，民法債編總論，1990 年 10 月，頁 352；黃立，

民法債編總論，元照出版公司，2000 年 9 月，頁 424；王澤鑑，爲債務履行輔助人而負責，收錄

於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六），1991 年 10 月，頁 67。實務見解如 73 台上第 2201 號判例：「民法

第二二四條所謂代理人，應包含法定代理人在內，該條可類堆適用於同法第二一七條被害人與有

過失之規定，亦即在使用民法第二一七條之場合，損害賠償權利人之代理人或使用人之過失，可

視同損害賠償權利人之過失，適用過失相抵之法則。」 
45 史尚寬，前引註 44，頁 349。 



 29

人之其他加盟業者請求履行券面上之內容，其他加盟業者在履行之形態上，

可能係以發行人之名義為之，亦即以發行人之代理人資格爲發行人履行債

務，但多數而言，均係以自己名義，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兌換，並不能視為發

行人之代理人，而屬爲發行人履行債務之使用人。惟不論係代理人或使用

人，均屬發行人之履行輔助人，發行人對其關於債之履行有故意或過失時，

亦應負責。 

因此，結盟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發行人本身提供商品或服務，其

餘結盟提供商品禮券兌換之人，則屬發行人之履行輔助人，故結盟發行之法

律性質亦屬無記名證券。 

 

第三款  第三人發行商品（服務）禮券之法律性質 

一、法律性質 

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型態，與前述自家發行禮券最大之不

同，在於第三人發行之禮券，發行人與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非屬同一

人，其發行型態僅係形式上由發行人發行，發行人本身並不提供商品或服

務，禮券持有人須持禮券向發行人所指定之人請求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

因此，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其法律性質應屬民法債編第二章

各種之債第二十節之指示證券。 

指示證券者，依民法第七百十條第一項，謂指示他人將金錢、有價證

券或其他代替物，給付第三人之證券。指示證券之當事人有三：發行指示

證券之人為指示人，被指示之人為被指示人，受給付之人為領取人（民法

第七百十條第二項參照）。 

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係指商品（服務）禮券發行人與交

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非屬同一人，其發行型態係僅形式上由發行人發

行，發行人本身並不提供商品或服務，禮券持有人須持禮券向發行人所指

定之人請求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換言之，發行人指示特定人向持有證券

之人為給付，發行人為指示人，提供商品或服務兌換之人為被指示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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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券之人為領取人。 

玆將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性質列之如下： 

（一）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為完全之有價證券 

指示證券上所謂之證券，為有價證券之簡稱，而如同上所述，有價證

券權利之發生、移轉或行使之全部或一部，須與證券之占有相結合。指示

證券所表彰一定數額之金錢或一定種類、品質、數量之其他代替物，係依

證券而為表彰，其發行、行使或消滅，原則上須憑藉證券為之，故屬完全

有價證券。 

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如同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

禮券上權利發生於禮券作成時，權利行使須出示禮券，權利移轉須交付禮

券，故屬完全之有價證券。 

（二）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為指名證券或指定證券？ 

有價證券依證券上是否指定證券上權利人，可區分為指名證券、指定

證券與無記名證券。指名證券者，又稱記名證券，乃證券上應記載特定權

利人之姓名；而指定證券，除於證券上記載特定權利人之姓名外，並附以

「或其指定人」字樣之證券。無論係指名證券或指定證券，其均須於證券

上記載特定權利人之姓名。 

民法第七百十條之指示證券是否應記載特定受領人之姓名，學說上有

不同之看法。一說認為，領取人為指示證券之權利人，故必須記載特定人，

記載之方式得為記名式（指名式）或指定式，但不得為無記名式，亦即指

示證券上須記載領取人之姓名或名稱始可；最主要之理由在於，指示證券

領取人讓與證券時，應以背書為之（民法第七百十六條第二項參照），而

無記名證券則得以交付讓與為之46。 

另一說則認為，民法第七百十六條第二項雖規定，指示證券之讓與應

以背書為之，依此規定，指示證券雖似只能有記名證券與指定證券二種，

然證券之指示性與證券之無記名性，二者間性質上並無衝突；再者，背書

                                                 
46 史尚寬，債編各論，1981 年 7 月，頁 760；鄭玉波，前引註 32，頁 740；戴修瓚，前引註 26，

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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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記名背書外，尚有空白背書，如於證券上為空白背書，事實上亦等同於

無記名證券，並無特別不許指示證券採無記名之理由47。 

實務上亦認為指示證券無須記載特定領取人之姓名，四十年台上字第

一三七一號判例謂：「支票之付款人以銀錢業為限，為票據法第一二三條

所明定。支票上所記載之付款人如非銀錢業，即不能適用票據法關於支票

之規定，祇應認為民法債編所稱之指示證券。此項指示證券並無須記載領

取人之姓名，其未記載者固亦屬指示證券之性質，領取人並得將其讓與第

三人，惟被指示人拒絕承擔或給付時，領取人可向指示人請求清償其原有

債務，受讓人如因受讓該指示證券已交付對價於領取人，亦可本於不當得

利向領取人請求返還對價，領取人及受讓人均不得仍持該指示證券，請求

指示人給付證券上所載之金額。」換言之，指示證券上縱未記載特定領取

人之姓名，亦不妨礙其為指示證券之性質。 

本文認為，民法第七百十條以下指示證券之相關規定中，並未規定指

示證券應記載領取人之姓名；再者，以最典型之指示證券－票據法上之三

種票據而言，受款人之記載並非絕對應記載事項，而為相對應記載事項，

如票據上未記載受款人，則以執票人為受款人（票據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第一百二十條第三項、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項），足見指示證券並非

以指名證券或指定證券為必要，亦可能為廣義之無記名證券。 

一般而言，市面上所出現的第三人發行禮券，雖不排除指名式或指定

式形式，但多數並未特別記載得享受禮券權利之特定權利人，屬於廣義之

無記名證券，只要持有人持有禮券，即可向已承擔禮券債務之被指示人請

求實現禮券之內容，因此，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其形式上可

能為指名式、指定式證券，亦可能為廣義之無記名證券。 

（三）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為委託證券 

第三人發行與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最大之區別在於發行人

本身並不擔負給付禮券上權利之義務。自家發行之禮券，性質上為無記名

證券，發行人於持有人提示禮券時，有為給付之義務（民法第七百二十條

第一項參照）；但第三人發行之禮券，則係由發行人所指定之第三人為其

                                                 
47 薛祀光，民法債編各論，1950 年 6 月，頁 347 至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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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行債務，發行人本身並不提供服務或物品之兌換，性質上屬於委託證券。 

（四）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為無因證券 

持有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者，多數為因贈與而取得，但因

指示證券與無記名證券同為無因證券，禮券上權利之取得，並不因取得原

因之瑕疵而受影響，縱取得原因不存在、無效或被撤銷，持有人仍得依證

券上所記載之內容，向受指示人請求給付。 

（五）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為文義證券 

第三人發行之禮券，經被指示人承擔後，被指示人即有依證券之內容

為給負之義務（民法第七百十一條第一項參照），因此屬於文義證券。 

（六）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為返還證券 

指示證券雖未如無記名證券規定，無記名證券持有人請求給付時，應

將證券交還發行人，惟基於證券與權利相結合，為權利之表彰，被指示人

給付後如不收回證券，則證券其後若落入善意持有人之手，即不免有再度

給付之危險48，因此應與無記名證券作相同之解釋，認為領受人於被指示

人給付後，應將證券交還。第三人發行之禮券，性質上既屬指示證券，則

禮券持有人於向物品或服務提供者請求實現禮券內容後，即應將禮券交由

被指示人收回，故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性質上為繳回證券。當

然，若電子禮券屬第三人發行時，基於與自家發行電子禮券相同之解釋，

應認此時之電子禮券無返還證券之性質。 

二、當事人間之權利義務 

第三人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因涉及三方當事人，因此法律關係

較自家發行之商品（服務）禮券複雜，但除了發行人自身不提供商品或服

務之外，事實上，無論是自家發行或第三人發行之禮券，均屬完全之有價

證券，權利之發生、行使或移轉須占有禮券始得為之；再者，二者均為無

因、文義、繳回證券，持有人只要持有證券，即可向商品或服務提供者請

求依禮券內容兌換商品或服務，無須深究其持有原因為何，禮券之內容一

                                                 
48 邱聰智，前引註 29，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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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兌換，商品或服務提供者並應將禮券收回，以避免二次兌換之風險。 

在指示證券之法律關係中，指示人與領取人之關係多為債務履行關

係，債務之發生可能係基於買賣、贈與或其他法律行為，而由指示人發行

證券作為代替金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學說上有稱之為「類似之間接給

付」；蓋間接給付者，即民法第三百二十條規定之新債清償，因清償債務

而對於債權人負擔新債務者，除當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若新債務不履行

時，其舊債務仍不消滅，亦即新舊債務屬於併存之情況，債權人在請求清

償債務時，應先就新債務請求清償，於新債務不履行時，始請求舊債務之

履行。而在指示證券之情形，指示人發行指示證券與領取人，雖可作為清

償舊債務之方法，但指示人並不因此而負擔新債務，與間接給付之情形並

不相同，只是民法第七百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指示人爲清償其對於領取

人之債務而交付指示證券者，其債務於被指示人為給付時消滅。」同條第

二項則謂：「前項情形，債權人受領指示證券者，不得請求指示人就原有

債務為給付。但於指示證券所定期限內，其未定期限者，於相當期限內，

不能由被指示人領取給付者，不在此限。」換言之，於指示證券之情形，

領取人（債權人）於所定期限或相當期限內，不能直接向指示人請求履行

原債務，而若被指示人爲指示人給付，則原債務即歸於消滅，就此而言，

則與間接給付相同，因此學說上稱指示證券之給付型態為「類似之間接給

付」49。 

指示證券之法律關係，除了指示人與領取人外，尚有指示人與被指示

人間之關係，學者稱之為「補償關係」，蓋被指示人所以爲指示人之計算

而向領取人為給付，其間必有補償問題之存在，被指示人並不因指示證券

之發行，即負有義務向領取人為給付，即使係被指示人對指示人存有其他

債務者亦同，此可由民法第七百十三條觀之：「被指示人雖對於指示人負

有債務，無承擔其所指示給付或為給付之義務……」50，蓋指示證券之發

行為發行人（指示人）之單獨行為，因發行人一方之意思表示而成立，而

任何人不得以自己之單獨行為使他人負有法律上之義務，因此，被指示人

並不因指示證券之發行，即對領取人負有義務。欲使被指示人負擔指示證

券之債務，惟有使被指示人於指示證券上為承擔之行為，而承擔與否，則

                                                 
49 鄭玉波，前引註 32，頁 744。 
50 鄭玉波，前引註 32，頁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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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指示人之權利，一旦被指示人同意承擔，其即有義務代指示人為給

付，亦即如同票據法上匯票之承兌人負有票據責任般，於領取人請求給付

時，負有依指示證券之內容為給付之義務（民法第七百十一條參照）。承

擔之形式，法無明文規定，解釋上應於證券上記明承擔字樣，由被指示人

簽名，或僅由被指示人簽名亦可；承擔之時期，一般係於指示證券發行後，

經領取人或受讓人之請求為之，但於發行前，已由被指示人記明承擔者，

其承擔因證券交付於領取人時亦發生效力51。 

指示證券發行後，如被指示人拒絕承擔時，由於指示人本身並不因指

示證券之發行而負擔新債務，而被指示人又未對指示證券為承擔之行為，

則領取人既不能向指示人亦不得向被指示人請求依指示證券內容給付，僅

得向指示人依原有債務之內容請求履行52。 

依上開指示證券之法律關係，禮券之發行人與持有人間可能存在有債

權債務履行關係，以實務上之第三人發行禮券而言，大多為買賣（例如公

司爲優待員工，而與百貨公司約定，發行得於該百貨公司使用之禮券，而

以較低價格售與員工）或贈與（例如公司爲激勵員工，與特定商行約定，

發行得於該特定商行使用之禮券贈與員工，員工可持禮券至該特定商行兌

換商品），發行人依其與持有人間之基礎關係，負有給付義務，而以發行

禮券替代，但發行人本身並不直接提供禮券之兌換，而係指示商品或服務

之提供者代為履行，換言之，持有人於禮券所定期限或相當期限內，不能

直接向發行人請求履行原債務，僅得向發行人所指示之人請求履行禮券之

內容，若發行人所指定之人向禮券持有人給付，則發行人對於持有人之原

債務即歸於消滅。 

再者，禮券之發行為單獨行為，並不因發行人發行禮券即使商品或服

務提供者負有義務，發行人與商品或服務提供者間必存在有補償關係，因

此，商品或服務提供者會於禮券上為承擔行為，一旦完成承擔行為，商品

或服務提供者即不得拒絕禮券之持有人之兌換請求。承擔行為之作成，通

常係由被指示人，也就是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在禮券發行前，在禮券上

以簽名或蓋章表示為承擔行為，由於係在發行前承擔，其承擔行為因禮券

                                                 
51 史尚寬，前引註 46，頁 767；鄭玉波，前引註 32，頁 752。 
52 最高法院四十年台上第一三七一號判例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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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於領取人時即發生效力。商品或服務提供者若拒絕承擔，則禮券之持

有人得向發行人請求原債務之履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