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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商品（服務）禮券 
    之規範與管理 

禮券之發行是否應予規範，或者應回歸自由市場而全然由業者自制，

誠屬爭議，本章將擬由早期之爭議，介紹我國過往對於商品禮券之規範，

再參考日本與美國各州法之規範，探討商品（服務）禮券之規範與管理。 

 

第一節  早期爭議 
早在民國五、六十年代，即已有商品禮券是否應予規範管理之爭論。 

一、禁止禮券發行 

最為激進的見解認為，應嚴格禁止禮券之發行。此說認為商品禮券具

有類似貨幣之性質與功能，蓋貨幣為交換媒介，可購買一般貨物，商品禮

券亦可購買一般貨物，同具有交換媒介之功能；再者，商品禮券與貨幣均

可在社會上流通，無須簽名或背書，禮券持有者亦可像儲存貨幣一般，將

禮券作為儲存價值之工具，因此禮券具有貨幣之性質與功能；但二者亦有

差別，禮券僅可至發行人所指定之處所購物，貨幣則無此限制。禮券除了

具有貨幣之性質與功能外，亦為具有信用性質之有價證券，必須對外具有

商業信用者始有發行之可能。禮券旣係具有貨幣性質之信用證券，其發行

數量之增加，即等同於貨幣之增加與信用之膨脹，若允許商品禮券之大量

發行，勢必紊亂金融、影響物價，對國家經濟產生不良後果，因此應禁絕

禮券之發行1。 

二、毋庸管制禮券發行 

另有少數說站在禮券發行業者之立場，認為商品禮券之發行，係基於

顧客之方便與需要，可促使商業活動之蓬勃發展，政府對於商業活動之限

                                                 
1 莫萱元，禁止百貨公司發行商品禮券--兼論禮券條例應否制訂，生力月刊第六卷第六十三期，

1972 年 12 月，頁 1 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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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應該越少越好，無須立法管理2。 

三、商品禮券之發行應作適度管理 

在絕對禁絕與毋庸管制之間，當時社會各界普遍認為，禮券對於發行

者而言，固可建立消費者對於發行者之消費忠誠度，進而作為發行者促銷

商品之手段，有助於經濟成長，不宜絕對禁止；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公司發行禮券，實質上係大量吸收無息資金，發行禮券者坐享其利而無限

制的擴張商業信用，對於持有禮券的消費者，是一種相當大的風險，若發

行者浮濫發行禮券，或以發行禮券為手段吸取資金，嗣後再蓄意惡性倒

閉，對於社稷民生之影響，不可謂不大；加以，當時百貨公司所發行之禮

券額度遠遠超過資本總額之數倍，禮券持有人之利益未獲相等之保障；再

者，如此巨額發行，等同於吸收無息資金以供營業週轉，對於金融機構之

業務，不能謂無影響。因此，商品禮券發行須受到適當之規範，遂成為當

時社會輿論之主流3。 

事實上，根據財政部調查統計資料，公司行號發行禮券而未兌現之總

額與其資本總額之比例，在民過五十八年底係百分之九十三，民國五十九

年則高達百分之二百五十六，民國六十年亦達百分之一百四十四4，發行禮

券竟成公司行號取得資金的最大來源。為此，政府為抑制通貨膨脹，防止

商業信用擴張，限制公司藉由商品禮券之發售募集資金，乃由行政院於民

國六十二年時，以國家總動員法第十八條：「本法實施後，政府於必要時，

得對銀行、公司、工廠及其他團體、行號之設立、合併、增加資本、變更

目的、募集債款、分配紅利、履行債務及其資金運用，加以限制。」為依

據，發布了「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 

 

第二節   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 
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之訂定目的，乃在限制公司行號藉發售商品禮

券募集債款及資金之運用，因此，公司行號如欲發行禮券，必須依據該辦

                                                 
2 「禮券如何規範  立委煞費苦心」，聯合報第二版，1972 年 11 月 21 日。 
3 同上註。 
4 陳寬強，「法律常識-禮券可靠嗎？」，綜合月刊，1972 年 5 月，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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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相關規定進行。若公司行號違反該辦法規定而發行禮券者，則依妨害

國家動員懲罰暫行條例第五條5之規定處罰其行為負責人，並不得再申請發

售商品禮券。 

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曾經數次更迭，茲將其大致內容列之如下： 

 

第一款  發售商品禮券之主體限制 

民國六十二年初發布時，發售商品禮券之主體，依該辦法第二條、第

四條之規定，必須為從事商品買賣之公司行號，並限定實收資本在新台幣

一百五十萬元以上、營業滿一年以上，上年度營業總額在新台幣二千萬以

上獲有淨利者。 

原辦法規定只要是公司行號均得發行禮券，民國六十八年則限於公司

組織始得發行禮券；並提升申請條件，將實收資本由一百五十萬元提升至

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營業期間則由一年提升為連續三年以上；原規定為

上年度營業總額在新台幣二千萬以上獲有淨利者，提升為申請前三年，每

年平均營業總額在新台幣四千萬元以上，稅前淨利達營業總額百分之三以

上，營業單位在二個以上者，每一營業單位每年平均營業額應不低於新台

幣二千四百萬元。 

民國六十九年時，刪除稅前淨利應達營業總額百分之三以上之限制，

但增列申請前三年，每年獲有盈餘之要件。 

民國七十二年，對於發行禮券公司實收資本、營業年限或營業單位等

均未做更動，但為避免日用商品批發商或製造商申請發售商品禮券，並鼓

勵社會大眾贈送圖書禮券及買書讀書之風氣，將原本之主體要件「從事商

                                                 
5 妨害國家動員懲罰暫行條例第五條：「 

有左列情事之一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金： 
一  違反或妨害依國家總動員法第五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規定所發之命令者。 
二  違反或妨害依國家總動員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所發管理節制或禁止之命令者。 
三  違反或妨害依國家總動員法第八條規定所發管制之命令者。 
四  違反或妨害依國家總動員法第十四條規定所發禁止之命令者。 
五  違反或妨害依國家總動員法第十九條規定所發限制或禁止之命令者。 
犯前項第五款之罪，其進出口之貨物不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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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買賣者」，修改為「專業從事日用商品零售或圖書出版事業者」，並為因

應出版事業之經營狀況，於第四條增列第二項，圖書出版事業申請發售商

品禮券時，其平均每年營業總額及每一營業單位平均每年營業額減半計算

之。 

民國七十四年時，因應新興百貨公司之興起，並有感於商品禮券發售

管理辦法對於發行主體限制之過於嚴格，再次放寬商品禮券申請發售之條

件6，將申請前之營業年限由三年縮短為一年，並刪除須獲有盈餘始得發售

之規定 

 

第二款  商品禮券之發行採核准制並限制發行總額 

依據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第五條規定，公司如欲發行商品禮券，應

檢具相關文件報經省（市）主管機關核准後發售。於民國六十八年時，更

修正公司發行禮券每年以一次為限，並應於每年七、八月檢具相關文件，

報經省（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依此，公司如欲發行商品禮券，一年僅得

發行一次，且該次發行尚須省（市）主管機關之核准，始得為之。 

公司經核准發售禮券後，並非即可毫無限制發行禮券，而係有總額度

之限制。民國六十二年初發布時，該辦法第六條限制每一公司每年發售禮

券之總額不得超過最近前兩年平均售貨總值百分之十；民國六十八年則將

相關規定遞改為第七條，並修正為按前三年平均自營售貨總值百分之十，

且不得超過其申請年度盈餘分配後資本淨值百分之五十；最高發售總額，

包含以前年度已發售未兌換餘額，不得超過五千萬，但營業單位有二個以

上者，以每一營業單位平均不超過三千萬元計算。 

上述民國六十二年與民國六十八年所規定之發行總額度，只要每一公

司不超過該數額即可；但在民國六十九年時，更具體規定公司得發行的總

額為按申請前三年平均自營售貨總值，乘以申請前三年平均每年盈餘占營

業總額比率之三倍計算之，且不得超過該公司申請前三年平均自營售貨總

值之百分之十，並不得超過其申請前一年度盈餘分配後資本淨值百分之五

                                                 
6 「興來百貨被檢舉擅自發行禮券 財局查無違法漏稅結案」，聯合報第七版，1984 年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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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最高發售總額，包括以前年度已發售未兌換餘額，不得超過五千萬，

但營業單位有二個以上者，以每一營業單位平均不超過三千萬元計算。 

此規定一出，各公司得以發行之禮券總額更加受限制，所發行之禮券

數額供不應求，紛紛巧立名目發行提貨券、提物券、提物單、購物券等以

取代禮券之發行，變相規避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以逃避主管機關管理
7。類似此等發行方式，僅名稱、格式非等同禮券，事實上其本質仍與禮券

相同，但卻未如同一般稱為「禮券」者，依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規定提

供擔保，對於持券人之權益，保護甚為不周。對此等弊端，財政部一方面

以疏導方式勸告業者不要採取類似發行行為；一方面透過修法方式，將發

售限額酌予放寬，因此，民國七十年，再次修正辦法，規定每一公司每一

年度發售商品禮券之總額，包括以前年度已發售未兌換餘額，不得超過該

公司申請前三年平均自營售貨總額之百分之十，並不得超過其申請前一年

度盈餘分配後資本淨額百分之五十。刪除了具體計算公司發行禮券之數

額，亦刪除了最高發售總額之規範，只要公司平均自營總額、盈餘分配後

資產淨額提高，即可發行較多之禮券數額。 

除此之外，為避免公司以類似提貨券、提物單、購物券等名稱發行，

規避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之適用，並於第七條增訂第二項，類似商品禮

券或具有商品禮券作用之其他證券，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均不得發售；所

謂類似商品禮券或具有商品禮券作用之其他證券，係指其券面載有金額、

發售人名稱及依照券面金額兌換發票人出售之商品，而具有募集債款或資

金作用之證券。自此，類似禮券之提貨券、提物券、購物券等，均正式納

入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之規範。民國七十四年時，為防止業者發售提貨

單或商品兌換券，卻藉口非「具有募集債款或資金作用」規避取締8，並修

正刪除了「具有募集債款或資金作用」等文字。 

 

 

                                                 
7 「百貨業發行禮券不容易  巧立名目以提貨券取代」，聯合報第二版，1981 年 2 月 7 日。 
8 「發售商品禮券公司  申請條件將放寬」，聯合報第二版，1985 年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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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商品禮券之內容、面額與銷售限制 

商品禮券上應記載券面金額、編號、發售公司名稱地址、負責人職稱、

簽章及主管機關核准發售之日期及文號，且須經省（市）主管機關驗印。 

商品禮券每張券面額度最高以新台幣一千元為限。於民國七十四年

時，更明文限定最低額為新台幣五百元，以防止一百元、二百元等小額禮

券於兌貨時被整張收回，然後重複發售，造成管理上之困擾9。但為因應圖

書禮券之銷售型態，因此將圖書禮券之最低面額例外規定為新台幣二百元

整。 

除上述對於禮券發行主體之限制與發行總額限制外，該辦法對於公司

發行禮券之銷售方式亦有相當之規範。如：發售商品禮券不得刊登廣告或

做類似廣告之標示；公司發售商品禮券，應按面額直接銷售，並以十足兌

換公司門市出售之各種商品為限，不得以禮券折兌現金或作為償付債務之

用。 

但應注意者，民國七十年時，為倡導讀書之風氣，改善社會風氣，將

圖書出版事業明文規定為發售禮券之主體，並降低其營業總額之限制，當

時圖書禮券之發行方式，係由新聞局贊助，擇定全省多家出版社，由其中

符合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主體規範之出版業者發行禮券，持有商品禮券

者則可以持該禮券於多家出版社兌換商品。鑑於此等由圖書出版事業相互

代銷圖書之經營型態，於民國七十二年時，特將商品禮券「以十足兌換公

司門市出售之各類商品為限」之規定作例外規定，使得圖書出版事業所發

售之商品禮券，不限於僅能兌換發行人之圖書，並得向經其指定之其他圖

書出版事業兌換圖書10；民國七十四年時，更增訂圖書禮券「得由經行政

院新聞局洽請郵政儲金匯業局代售」。 

為徹底貫徹禮券發行總額限制，防止一券二銷，因此，商品禮券經兌

換商品後，應予註銷，不得再行發售，發售公司並應按月報請省（市）主

管機關或其指定機關派員查核後予以銷毀。 

                                                 
9 同上註。 
10 「倡導社會風大眾購書風氣  商品禮券發售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核定」，聯合報第六版，1983
年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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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履約保證 

發售禮券之公司，不得以出售禮券籌集之資金轉貸他人，並應辦理履

約保證，其保證方式有二，公司可擇一辦理：1.由銀行保證發售，保證手

續由發售公司與保證銀行簽訂契約為之，保證期間，應以所保證之商品禮

券全部兌回為止，其須中途變更保證銀行者，應俟繼續保證契約簽妥，並

經省（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原保證銀行始終止保證責任；2.發售公司提

供同額現金或政府債券，存入主管機關指定之銀行專戶，作為保證。 

履約保證之目的在保護禮券持有人，避免禮券於尚未兌換前，發行公

司經營不善或惡性倒閉，導致禮券成為廢券。透過此等履約保證之方式，

使持券人不致損失過大，因此，該辦法第十三條明文商品禮券持有人對依

上述規定所提供之保證，有優先受清償之權利。 

民國六十九年，將第二項方式專款專戶之保證方式廢除，並同時刪除

第十三條商品禮券持有人有優先受清償權利之規定。發行禮券公司所為履

約保證方式，僅得與銀行簽訂保證契約，由銀行保證發售；發行辦法雖刪

除了商品禮券持有人優先受清償之規定，惟因保證契約乃當事人約定，一

方於他方之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時，由其代負履行責任，因此，禮券發行人

若經營不善或惡性倒閉導致禮券無法兌現時，禮券持有人仍得向銀行請求

代為履行禮券發行人之責任，實質上第十三條保障禮券持有人權利之精神

仍然存在。 

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透過嚴格限定禮券發行人之資格、限制公司發

行數額並採行每年須經核准始得發行、且強制發行禮券公司提供履約保證

等種種規定使得發行禮券處處受有限制，加以主管機關財政部之嚴格控

管，禮券發行之數額於該辦法頒布後明顯降低11，對於持券人之保護甚為

周密，消費糾紛因而減少甚多，以發行禮券募集資金之經營方式甚難再現。 

民國七十七年，政府宣布解嚴，財政部認為商品禮券之發行已無管理

之必要，而於民國七十八年時宣布廢止商品禮券規範管理辦法。其廢止理

由為，商品禮券規範管理辦法乃依國家總動員法第十八條所定，目的在限

                                                 
11 「北市公司發行禮券  發行額已較前減少」，聯合報第五版，1974 年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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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公司藉由發售商品禮券而募集資金，而隨時空環境變遷，公司藉由禮券

發售募集資金之情形甚少，多數僅用以促銷商品，且發行禮券應屬一般商

業行為，似無須以總動員法加以管理；再者，禮券持有人所持禮券多來自

餽贈，金額有限，欲藉此募集大量資金亦屬不易，基於上述考量，商品禮

券發售管理辦法遂正式廢除12。 

惟事實上，商品禮券發行辦法廢除後，公司以發行禮券募集資金之情

形一再出現，甚而有惡意吸金倒閉者，因而對於商品（服務）禮券，是否

有必要再予以管制之爭論遂再起。 

 

第三節  商品禮券發行規範與管理機制 
在商品發售管理辦法廢除後，禮券爭議仍一再發生，尤以近幾年為

甚，成為商業交易市場的一大問題。最近一段時間，國內接連發生在百貨

公司設專櫃的「新糖主義」麵包店13、本土最早的大型量販店高峰百貨14，

因財務出現問題宣告停業。由於兩家公司在停業前，就有不少禮券流通市

面，使得消費者手上的禮券在無貨可買、無貨可換下，猶如帶有苦澀的壁

紙；類似的案例尚有光復書局15等。相較於商品禮券規範管理辦法著重於

避免影響社會經濟，近日對於商品禮券之規範，則是著重於消費者權利之

保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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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商品禮

券發售  已無管理必要」，經濟日報第七版，1988 年 11 月 29 日。 
13 新糖主義麵包店全盛時期，全台有二十家直營門市和四家加盟店，年營業額曾高達上億元。

新糖主義約於民國九十二年初，即因盲目擴增分店與促銷費用過鉅，而出現財務危機，惟該公司

竟於出現財務危機後，仍於各分店強力促銷禮券，並限制須於九十三年一月方得開始使用。不料，

該公司於九十二年十一月即宣告倒閉，留下未兌換的禮券金額高達新台幣八千多萬元。參見「新

糖主義  姜台安有意接手」，經濟日報第三四版，2003 年 11 月 12 日。 
14 高峰百貨創立於民國六十四年，為國內第一家導入會員制批發量販概念的大賣場，巔峰時期

曾有九家分店，年營業額高達三十二億。不過其後因外商量販業者逐漸興起，遲遲未轉型，加以

負責人掏空資產，而於民國九十二年底，宣布歇業。高峰歇業後，約留下一百多萬之禮券未兌現。

參見「高峰百貨案  起訴高清腦父子」，聯合晚報第十一版，2005 年 5 月 26 日。 
15 光復書局曾積極規劃股票上櫃，並斥資 7.3 億元，於內湖興建光復大樓，該大樓甫於民國九十

一年六月剛落成啟用，不料，該年年底即發生了跳票之財務危機事件，並停止營運。在光復書局

發生財務危機前，全台計有一千萬元以上的圖書禮券無法兌換。參見「無法兌換！千萬元  光復

禮券變廢紙」，聯合晚報第五版，2003 年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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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券之發行為商業行為，在強調自由經濟之今日，對於商業行為實不

宜過度介入。但若是考量禮券之消費型態多數為預付型消費，再者，禮券

持有人相較於發行人而言，多為經濟上弱者，在契約磋商之地位難以取得

平衡，則對於禮券發行，應有相當程度之規範。關於禮券之規範，大約有

下列方式： 

一、市場自律 

    透過市場制約機制，由發行者基於自身之道德與誠信，使禮券之發行

與使用不違反其他法律強制禁止規定。我國在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廢止

後，對於禮券之管理即係委諸於市場自律，希冀透過禮券發行人之商業道

德與誠信，避免發行違反法律強制禁止規定或其他違反公平正義原則之禮

券16。 

二、消費者組織與輿論之壓力 

消費者組織對於禮券之規範可能表現在，一方面透過消費者組織教育

消費者，使其能夠建立消費意識而有足夠之能力挑選有信用之禮券，避免

自身受到損失；另一方面則可透過輿論力量，促使禮券發行人加強其禮券

商業信用之保證，以確保禮券購買人之權利。 

三、立法防制 

    透過國會所制定之法律，對禮券之發行與使用予以限制。例如加州民

法（California Civil Code）即對於商品禮券之發行內容作相當之限制，日

本則定有預付式證票規制法，規範禮券發行之相關事宜。 

四、行政監督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相關之行政行為介入禮券規範之管理。常見

的規制行政行為有行政命令、行政處分及行政指導等17。行政命令者，行

政機關行使公權力而單方面訂定，具有抽象及一般拘束力之規範。由於國

家職能日益增加，制定法律之程序繁雜，法律數量恆有不足，而以行政命

令為法律之外最重要之法源。但行政命令與法律仍有若干不同，就形式上

                                                 
16 張修齊，前引註 12，頁 19。 
17 林志輝，消費契約之安全確保與公平維護－以消費者保護法為中心， 輔仁大學碩士論文，1998
年 7 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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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法律須經立法機關三讀通過，議定程序較為繁雜，行政命令則係由

行政機關單方面制定；基於行政命令之制定程序較法律簡便，因此，若涉

及人民之權利義務，必須要有法律之授權18。我國舊時針對商品禮券，由

財政部所發布之商品禮券規範管理辦法，即屬以國家總動員法為授權依據

所發布之行政命令。 

    除以行政命令規制外，亦可以行政處分之方式介入禮券規範。行政處

分者，依行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規定：「本法所稱行政處分，係指行政機

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

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具體而言，根據行政程序法對於行政處分之定義，

可析述為： 

（一）行政處分乃行政機關所為之單方行政行為。 

（二）行政處分乃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單方行政行為。 

（三）行政處分乃行政機關所為直接對外之行為。 

（四）行政處分乃行政機關所為發生法律效果之行為19。 

行政處分對於禮券之規範，可以表現在，單一公司禮券之發行，須經

主管機關之核准，但此一方式等同於嚴格限制禮券之發行，以極端公權力

行為介入商業活動，我國舊時由財政部所制定之「商品禮券規範管理辦法」

即係採核準制，公司如欲發行商品禮券，應檢具相關文件報經省（市）主

管機關核准後發售。但類似上述之行政處分，因已干涉發行人之權利義

務，在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廢除後，若無其他法律或經法律授權之行政

命令為依據，再欲要求禮券發行人須經核准始得發行，恐怕已違反法律保

留，該行政處分即屬違法之行政處分。 

    在法規命令與行政處分之外，行政指導亦可作為規制方法。行政指導

者，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六十五條規定：「本法所稱行政指導，謂行政機

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行政目的，以輔導、協助、

勸告、建議或其他不具法律上強制力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不

作為之行為。」行政指導為事實行為，並不發生一定之法律效果20。最常

見之行政指導方式，即行政機關對於特定行業發布定型化契約範本，即主

                                                 
18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2003 年 10 月，頁 45 至 46。 
19 同上註，頁 307 至 340。 
20 同上註，頁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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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就其所管轄範圍之特定行業，為建立合理之定型化契約以供該行業

參考，而擬定全部或一部契約書約款，對從事業務之企業經營者所為不具

有法律拘束力之單方行政行為21。 

除了上述三種常見之行政監督手段外，消費者保護法對於行政監督之

規制方式亦有相當規定： 

（一）主管機關規制定型化契約、公告應記載或不得記載事項 

為保護消費者權益，消保法規定行政機關應規制定型化契約，而於第

十七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行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契約應

記載或不得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契約，其定型化契約條款

無效。該定型化契約之效力，依前條規定定之。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契

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本條之行政規制方式，應屬於經法律

授權，由主管機關所發布之授權命令，經主管機關所發布之應記載及不得

記載事項，具有強制介入私法之效果，主管機關並可隨時查核，詳細規定

請參照下章定型化契約中之相關說明。 

（二）行政監督 

    消保法之行政監督手段中，首見於消保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企

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契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企業經營者使

用與消費者締結之定型化契約條款，不得違反主管機關所公布之應記載及

不得記載事項，且為徹底落實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維持契約公平之目

的，避免企業經營者利用自身之經濟上強制地位，締結不利於消費者之定

型化契約條款，主管機關得隨時派人查核。 

為保護消費者，避免消費損害事故之發生，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為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

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之虞者，應即進行調查。於調查完成後，得公

開其經過及結果。」同條第二項並規定，調查人員為調查時，應出示相關

證件，依下列方式進行：「 

一、向企業經營者或關係人查詢。 

二、通知企業經營者或關係人到場陳述意見。 
                                                 
21 林志輝，前引註 17，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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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知企業經營者提出資料證明該商品或服務對於消費者生命、身

體、健康或財產無損害之虞。 

四、派員前往企業經營者之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有關場所進行調查。 

五、必要時，得就地抽樣商品，加以檢驗。」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七條則係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對於行使調查權之

後續處理。至於中央主管機關，第三十八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

要時，亦得為前五條規定之措施。」換言之，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仍

的行使上述地方主管機關之權限。 

五、自律組織 

    自律組織具有法定地位，藉由自律規章之擬定與執行，擔負起教育、

監督、管理業者之自律功能22，常見之自律組織，如各行業之組織公會即

屬之。我國各行業公會對於商品禮券並無統一之規範；然日本「預付式證

票規制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申報自家型發行人等為保護預付式證票購

票人等之利益，並促進預付式證票發行業務之健全發展，得於其名稱中使

用預付式證票發行協會之文字，依民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設立法人。」23而

所謂「預付式證票發行協會」即屬透過自律組織之設立，以規範預付式證

票發行人相關業務行為之方式。 

六、司法規制 

    相較於上述方法屬於對禮券事先防範以避免發生爭執，司法規制則是

由事後規制之角度，介入禮券之規範。例如，若發行人惡意倒閉，持有人

可透過私法救濟程序取得賠償，不過此時提起訴訟似乎並無實益；再者，

若發行人與禮券持有人間關於雙方權利義務規範之定型化契約，有任何不

公平條款者，亦可透過法院，認定該條款或契約無效。 

上述六種對於禮券之規範，其實可區分為事前預防與事後補救方式，

市場自律、消費者組織與輿論之壓力、立法防制、行政監督、自律組織屬

於事前預防方式，司法規制則係事後補救方式；惟若就預防勝於治療之觀

點，事前預防之方式又較事後補救為佳，蓋若發行人與禮券持有人間關於

                                                 
22 張修齊，前引註 12，頁 21 至 22。 
23 王志誠譯，預付式證票規制法，收錄於張修齊，前引註 12，頁 7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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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權利義務規範之定型化契約，有任何不公平條款，雖可透過法院宣告

條款無效，但很容易因為禮券持有人不熟悉訴訟實務而獲致敗訴判決，即

便禮券持有人了解法律，欲宣告該條款無效，亦必須透過冗長之訴訟程

序；再者，若發行人果真惡性倒閉，持有人即便經過訴訟程序取得執行名

義，亦多因發行人倒閉而求償無門。因此，司法規制固不可少，但事先預

防之手段亦不可缺。 

    在事先預防的種種手段中，市場自律、消費者組織與輿論之壓力是不

具有任何的法律效果的，質言之，這兩種方式只適用於道德良心高的企業

經營者，若是企業經營者枉顧自身之商業信譽，消費者除拒絕消費外，對

之亦莫可奈何。較市場自律、消費者組織與輿論之壓力規制力較高的是自

律組織，但是自律組織跟前二者同，亦無法律效果，只不過是運用同儕團

體之力量，迫使同業遵守規則而已。 

相較於市場自律、消費者組織與輿論之壓力以及自律組織之鬆散規制

力，立法防制與行政監督是比較有效的手段。立法防治透過國會所通過的

法案，直接規範禮券的發行，對於違反者施以特定之法律效果，較易遏止

消費者權益之受侵害；但相反的，法律之通過或修正，必須經過議會審議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禮券則係因應社會生活變遷而生，以立法防治規制

禮券，恐怕會有修法不及因應社會生活變遷的風險。 

    行政監督則無立法防制的顧慮，因行政機關只要有法律依據，可以透

過各種行政行為直接規制禮券發行，但如此一來，卻可能消耗行政資源。

惟以我國立法院目前立法之行政效率而言，行政監督應該是目前較有效率

之規制方式。 

 

第四節  日本法關於禮券之規範 
日本對於商品禮券之規範，係依「預付式證票規制法」之規定，該法

制定之目的，依該法第一條之規定，係「為對預付式證票之發行人實施登

錄或其他必要規制，確保其發行業務之適正營運，以保護預付式證票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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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之利益，並維持預付式證票之信用，特制定本法。」24 

預付式證票規制法所稱之「預付式證票」，本文於第二章第一節第五

款已提及，係指下列二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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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禮券係於證票上記載或圈存相當之金額數量，以向發行人請求交付商品或

提供服務者，因此，亦屬預付式證票之類型，而有預付式證票規制法之適

用。 

預付式證票規制法對於禮券之規範，依其發行態樣為自家發行或第三

人發行而不同之規範。 

 

第一款  自家發行禮券之規範 

預付式證票規制法所稱之自家發行型禮券，係指禮券發行人與給付商

品或提供服務之人為同一人而言。在自家發行之禮券型態中，預付式證票

規制法對於發行人之資格並未限於法人，個人亦可發行禮券25。 

自家發行發行人之申報義務，規定於第四條第一項，發行人於發行禮

券時，必須依內閣府令之規定，向內閣大臣申報下列事項：「 

一、姓名、商號、名稱及住所，其為法人者，其代表人或管理人。 

二、所發行自家型預付式證票之證票金額及種類。 

三、在該基準日之基準日未使用餘額。 

四、其他內閣府令所定之事項。」 

此外，上開應申報事項如申報後有變更者，依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

                                                 
24 同上註。 
25 預付式證票規制法第二條第六項：「本法所稱『自家型發行人』，指為自家發行型預付式證票

之發行人之法人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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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立即向內閣總理大臣申報其要旨。 

發行禮券之後，發行人必須將禮券發行之相關業務作成帳冊資料，此

規定於第十六條：「已申報自家型發行人及第三人型發行人，應依內閣府

令之規定，作成或保存有關其預付式證票發行業務之帳簿書類。」除此之

外，第十七條並且規定發行人負有義務向內閣大臣申報發行業務之報告

書：「申報自家型發行人等，應於每一基準日，自該基準日翌日起二個月

內，向內閣大臣申報有關預付式證票發行業務之報告書，並記載下列事項： 

一、依內閣府令之規定方法，所算出於基準期間（包括該基準日）已

發行預付式證票之發行額。 

二、在該基準日之基準日未使用餘額。 

三、其他內閣府令所定之事項。」 

其主管機關並得對之加以檢查，依第十八條之規定：「內閣總理大臣

在本法施行之必要限度內，對申報自家型發行人等，得命其提出有關其業

務或財產得供參考之報告或資料，……，檢查其業務、財產狀況、帳簿書

類或其他物件，並得質問關係人。」 

該法並於第十二條規定禮券上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姓名、商號及名稱。 

二、住所或有關發行該預付式證票之營業所或事務所之所在地。 

三、該預付式證票之證票金額等。 

四、其他內閣府令所定之事項。」 

除此之外，自家發行禮券之發行人，在特定情形之下，必須將一定比

例之金額提存作為保證金之用。此規定於第十三條第一項：「自家型發行

人等在基準日，如其已發行預付式證票之基準日未使用餘額，申報基準額

超過政令所定之金額時，應將該基準日未使用餘額二分之一以上之金額，

作為發行保證金，於該基準日翌日起二個月內提存於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

最近之提存所。」 

所謂「基準日未使用餘額」係指發行人於基準日，即每年三月三十一

日與九月三十日，將其所發行之禮券在該基準日所未使用餘額之總額。至

於該總額之計算，如禮券係以相當於現金之面額記載，則以禮券上記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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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額計算，如禮券上係記載得請求給付特定商品或服務之數量，計算方式

則以內閣府令所定方法換算之26。 

保證金之提存，係在保障禮券持有人之利益，因此，第十四條規定：

「預付式證票所有人對有關預付式證票之債權，就發行該預付式證票之自

家型發行人等之保證金，有優先於其他債權人受清償之權利。」發行人所

提存之保證金，禮券持有人有優先於一般債權人受清償之權，以確保禮券

持有人不致因發行人之給付不能而受有損害。 

 

第二款  第三人發行禮券之規範 

第三人發行型之禮券，依預付式證票規制法第六條之規定，非已向內

閣總理大臣登錄之法人，不得為之。因此，發行人之資格限於法人，個人

不得發行，且此法人須向內閣大臣登錄。 

    法人欲申請登錄以發行第三人型禮券，依第七條之規定，應檢附申請

書，載明下列事項，向內閣總理大臣提出申請：「 

    一、商號、名稱及住所。 

    二、資本或出資額。 

    三、負責人之姓名及住所。 

    四、所發行預付式證票之證票金額及種類。 

    五、其他內閣府令所定之事項。」 

對於登錄之申請，第九條規定：「登記申請人有下列各款情事，或其

登錄申請書或其檢附書類之重要事項有虛偽記載或重要事項之記載有欠

缺時，內閣總理大臣應拒絕其登錄。 

一、非法人者。 

二、與其他第三人型發行人現所使用之商號或名稱相同，或有混同誤

認之虞之法人。 

三、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撤銷第六條之登錄，且自撤銷日起未滿三

年之法人。 

                                                 
26 預付式證票規制法第二條第二項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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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本法科處罰金刑，且其刑執行終了或其刑免受執行之日起未滿

三年之法人。 

五、負責人中有為下列各目所規定之法人： 

（一）被監護人或被保護人。 

（二）破產而尚未復權者。 

（三）受有期徒刑之宣告，且其刑執行終了或其刑免受執行之日

起未滿三年者。 

（四）依本法科處罰金刑，且其刑執行終了或其刑免受執行之日

起未滿三年者。 

（五）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撤銷第六條之登錄，而在撤銷日前

三十日為該第三人型發行人之負責人，且自撤銷日起未滿

三年者。 

六、未具有足夠財產基礎以適確實行第三人發行型預付式證票發行業

務之法人。」 

但如發行人未有上開第九條之情形，則內閣總理大臣應於第三人型發

行人登記簿冊中登錄之，並且內閣總理大臣應備置第三人型發行人登錄簿

冊，以供公眾閱覽（第八條參照）。 

第三人型發行人發行禮券之後，亦與自家發行之發行人相同，必須依

內閣府令之規定，作成或保存有關其預付式證票發行業務之帳簿書類（第

十六條參照），但毋庸於基準日後向內閣總理大臣提出發行業務報告書。

惟主管機關對之仍有檢查權，可派員進入第三人型發行人之營業所或事務

所，檢查其業務，財產狀況，帳簿書類或其他物件，並得質問關係人。（第

十八條參照）。於認發行人之發行業務，有損害禮券持有人利益之事實時，

在保護禮券持有人利益之必要限度內，對於發行人得命其變更業務方法或

採取其他改善業務經營之必要措施（第十九條參照）。 

    除此之外，第二十條並且規定，內閣總理大臣於第三人型發行人有下

列各款情事時，得撤銷該發行人依第六條所為之登錄，或者停止其全部或

一部有關第三人發行型之禮券發行業務：「 

一、有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五款之情事者。 

二、以不正方法取得第六條之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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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定命令或依其所為之處分。」 

第三人型之發行人所發行之禮券，亦與自家發行相同，均須於禮券上

記載姓名、商號及名稱、發行人住所或有關發行該預付式證票之營業所或

事務所之所在地、禮券金額及其他內閣府令所定之事項等（第十二條參

照）。 

與自家發行相較，可以發現主管機關對於第三人發行之禮券規範較

多，並且在發行人財務出狀況或可能導致禮券持有人之權益受損時，隨時

可以相當手段命其改善，或停止發行，甚至撤銷其登錄，規範顯然較自家

發行禮券為嚴。此或許係因為自家發行禮券之發行人必須將未兌現禮券之

部分提存作為保證金，以保證金作為對於禮券持有人權益之保障為已足，

但提存之規定並不適用於第三人發行型之禮券，因此，對於此等禮券所作

的監督規範，自較自家發行型禮券為嚴格。 

 

第五節  美國各州法關於禮券之規範 
在 2000 年時，美國運通公司（the American Express Retail Index）曾

經作過統計，當年度消費者花費在禮券上之金額，達到美金 220 億27；2002

年，更達到美金 300 億28。2004 年，美國國家零售公會亦曾作過統計，當

年度單單是禮卡（gift card）的販售，就已經達到美金 170 萬元29。隨著禮

券銷售金額之連年升高，美國各州紛紛開始注意到對於禮券販售之規範。 

不同於日本預付式證票規制法，對於發行人發行資格及主管機關對於

禮券發行之控管，美國各州法對於禮券之規範偏向禮券內容的規範，特別

是禮券使用期限與服務費之收取。此外，由於美國有收歸州有之制度，對

於特定財產，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若無人主張者，該財產依未請求財產

                                                 
27 Todd G. Friedland, Feature：Gift Certificate in California：The Gift that Keeps on Giving, 45 Orange 
County Lawyer 35, March, 2003. 
28 Franchisees－Gift Certificate Redemption , 
http://www.franchise.com/en/us/template/buyer,ResearchCenter.vm/display/654 ,上網日期 2005 年 3
月 15 日。 
29 BACK GRUND Gift Cards/Certificate, 
http://www.restaurant.org/government/state/giftcards/giftcards_background.doc ,上網日期 2005年 5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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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Unclaim Property Act）即被推定為拋棄，應收歸州有。各州對於收歸

州有之規範均不相同，有將禮券列入收歸州有範疇者，亦有將禮券逕排除

於收歸州有之範圍外者（詳見本文第五章）。 

在所有對於禮券有規範之州法中，加州民法於 1996 年開始規範，係

最早亦最為詳盡之州法，華盛頓州雖晚於加州民法而於 2004 年始制定，

惟亦屬近幾年來規範較為詳盡之法律，因此，本文以下將擬先介紹加州民

法與華盛頓州法關於禮券之相關規範，至於其他州之規範，將於其後介紹

之。 

 

第一款  加州民法之規定 

加州民法在 1749.5 以下對於禮券設了專章之規範。1749.5（a）開宗明

義的禁止禮券附加使用期限及收取服務費用：「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出售包

含下列情形之禮券者，均屬不合法： 

一、使用期限。 

二、服務費用，例如休眠費用等。但符合 1749.5（e）之規定者，不在

此限。」30 

既禁止使用期限之附加，1749.5（c）遂規定：「未附使用期限之禮券

於兌現或更換新禮券前，均屬有效。」31但若一律禁止使用期限之附加，

對於特定發行人而言，負擔未免過大，因此，在若干情形，加州民法允許

禮券得附使用期限，此規定於 1749.5（d）：「於 1998 年 1 月 1 日以後所

發行之禮券，若符合下列情況之一者，並且以字型至少 10 號以上之大寫

將使用期限印製於禮券之正面者，本節規定即不適用之： 

（1）發行人所交付於消費者之禮券，為作為獎品、忠誠度之獎勵或

作為促銷手段，而免費或非以有價值之物與消費者交換者。 

                                                 
30 Cal. Civil Code §1749.5（a）：“It is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or entity to sell a gift certificate to a 
purchaser that contains any of the following: 

(1) An expiration date. 
(2) A service fe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 service fee for dormancy,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division (e). ” 
31 Cal. Civil Code §1749.5（c）：“A gift certificate sold without an expiration date is valid 
until redeemed or repl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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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低於面額之大量折扣價格售予雇主，或非營利慈善機構以供

其募款之用之禮券，而禮券上的使用期限自售出之日起未逾三

十日者。 

（3）專為食物所發行之禮券。」32 

除了使用期限之禁止與例外規定外，加州民法亦禁止發行人除了禮券

本身所收取之現金外，不得再向禮券購買人或持有人要求給付服務費用。

當然，凡有原則必有例外，因此，在 1749.5（e）即規定：「1749.5（a）

（2）之規定不適用於符合所有下列情形之禮卡休眠費用： 

（1）禮卡儲值每次僅剩五元或低於五元時，該費用始被徵收。 

（2）該筆被徵收之費用並未超過每個月一元。 

（3）禮卡已連續二十四個月未使用，包括未購買、未加值或未查詢

餘額等。 

（4）持有者對禮卡可再加值。 

（5） 必須以至少鉛字 10 號以上印製於禮卡上，說明收取費用之額

度、該費用之收取多久會產生、費用之收取係因多久未使用禮

卡而引起，以及在何時點該費用會被索取。上開說明可印製於

禮卡之正面或背面，但必須清楚的可使禮卡之購買人在購買前

知悉。」33 

 
                                                 
32 Cal. Civil Code §1749.5（d）：“This section does not apply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gift certificates 
issued on or after January 1, 1998, provided the expiration date appears in capital letters in at least 
10-point font on the front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1) Gift certificates that are distributed by the issuer to a consumer pursuant to an awards, loyalty, or 
promotional program without any money or other thing of value being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 gift 
certificate by the consumer. 

(2) Gift certificates that are sold below face value at a volume discount to employers or to nonprofit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for fundraising purposes if the expiration date on those gift certificates is 
not more than 3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sale. 

(3) Gift certificates that are issued for a food product. ” 
33 Cal. Civil Code §1749.5（e）：“Paragraph (2) of subdivision (a) does not apply to a dormancy fee on 
a gift card that meets all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1) The remaining value of the gift card is five dollars ($5) or less each time the fee is assessed. 
  (2) The fee does not exceed one dollar ($1) per month. 
  (3) There has been no activity on the gift card for 24 consecutive month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urchases, the adding of value, or balance inquiries. 
  (4) The holder may reload or add value to the gift card. 
  (5) A statement is printed on the gift card in at least 10-point font stating the amount of the fee, how 
often the fee will occur, that the fee is triggered by inactivity of the gift card, and at what point the fee 
will be charged. The statement may appear on the front or back of the gift card, but shall appear in a 
location where it is visible to any purchaser prior to the purchase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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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之「禮卡」，其實即吾人俗稱之卡片型電子禮券。加州民法規定，

除了此等類型之禮券經過長時間未使用時，禮券發行人可向持有人收取費

用之外，其餘一般情形或一般禮券均不得收取任何名義之服務費用。 

加州民法除了規範禮券之使用期限及服務費用外，對於禮券得否找

零，亦作有規範。1749.5（b）規定：「任何於 1997 年 1 月 1 日售出之禮

券，均可以禮券面額兌換為現金，或者免費更換新禮券於購買者或持有

者。」34但此款是否即表示禮券持有人可直接持禮券向發行人請求兌換現

金，一般而言尚有疑義，本文將於第四章之找零規範中，作相關之討論。 

除 1749.5（b）外，在特殊情形下，禮券發行人須返還禮券購買價金

於禮券購買人，此規定於 1749.5（f）：「禮券發行人可能接受來自於一個

或多個將禮券當作禮物給予受贈人之贈與者的資金，在符合下列情形時，

每一贈與人得請求其購買禮券所支付金額之全額退款： 

（1）該筆資金之目的在清償受贈人使用禮券的支出。 

（2）受贈人可以該筆資金兌現禮券的消費期間，必須向贈與人及受

贈人清楚的揭露。 

（3）受贈人未在第二款所定之期間內兌現禮券。」35 

以上係加州民法對於禮券本身之規範，與其他州不同的是，加州民法

雖亦有收歸州有之規定，但並非全然將禮券納入收歸州有之範疇，僅限定

於有償取得並附有期限之禮券，於三年內未有人主張權利時，方得將該禮

券收歸州有。最主要之理由是加州民法明文規定，禮券發行人僅係代禮券

購買人或持有人保管該筆利益，在禮券未兌換前，該筆利益並不全然歸於

發行人所有，此規定於 1749.6（a）：「禮券構成禮券發行人為禮券受益人所

保管之利益。禮券所代表之價值，屬於受益人，或是依法律所規定之受益

                                                 
34 Cal. Civil Code §1749.5（b）：“Any gift certificate sold after January 1, 1997, is redeemable in cash 
for its cash value, or subject to replacement with a new gift certificate at no cost to the purchaser or 
holder.” 
35 Cal. Civil Code §1749.5 (f)：“An issuer of gift certificates may accept funds from one or more 
contributors toward the purchase of a gift certificate intended to be a gift for a recipient, provided that 
each contributor is provided with a full refund of the amount that he or she paid toward the purchas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upon the occurrence of all of the following: 
   (1) The funds are contributed for the purpose of being redeemed by the recipient by purchasing a 
gift certificate. 
   (2) The time in which the recipient may redeem the funds by purchasing a gift certificate is clearly 
disclosed in writing to the contributors and the recipient. 
   (3) The recipient does not redeem the funds within the time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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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法定代表所有，而非發行人。」36因此，禮券發行人即便於破產時，

仍然必須要兌現禮券之內容37。 

 

第二款  華盛頓州法之規定 

華盛頓州法之諸多規定，均與加州民法相同。在其相關規定之前，更

表明了對於禮券規範之目的，「立法者制定本法之目的，在緩和企業經營

者將禮券作為無人主張財產之報告義務。但又為了保護消費者，立法者並

且禁止零售商剝奪禮券價值之行為，例如在禮券上附加使用期限、收取服

務費用、休眠費用及未使用費用等。……」38 

華盛頓州法於 19.240.020（1）禁止禮券附加使用期限及任何費用：「除

了 19.240.030 至 19.240.070 之規定外，任何人或法人發行或對持有人主張

包含下列事項之禮券者，均屬不合法： 

一、使用期限； 

二、任何費用，包含服務費用；或 

三、休眠費用。」39 

                                                 
36 Cal. Civil Code §1749.6（a）：“A gift certificate constitutes value held in trust by the issuer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on behalf of the beneficiary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The value represented by the gift 
certificate belongs to the beneficiary, or to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beneficiary to the extent 
provided by law, and not to the issuer.” 
37 Cal. Civil Code §1749.6（b）：“An issuer of a gift certificate who is in bankruptcy shall continue to 
honor a gift certificate issued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bankruptcy filing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valu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constitutes trust property of the beneficiary.” 

38 Wash. Rev. Code §19.240.005：“It is the intent of the legislature to relieve businesses from the 
obligation of reporting gift certificates as unclaimed property. In order to protect consumers, the 
legislature intends to prohibit acts and practices of retailers that deprive consumers of the full value of 
gift certificates, such as expiration dates, service fees, and dormancy and inactivity charges, on gift 
certificates. The legislature does not intend that chapter 168, Laws of 2004 be construed to apply to 
cards or other payment instruments issued for payment of wages or other intangible property. To that 
end, the legislature intends that chapter 168, Laws of 2004 should be liberally construed to benefit 
consumers and that any ambiguities should be resolved by applying the uniform unclaimed property act 
to the intangible property in question.” 
39 Wash. Rev. Code §19.240.020：“ 
(1) Except as provided in RCW 19.240.030 through 19.240.070, it is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or entity 
to issue, or to enforce against a bearer, a gift certificate that contains: 
     (a) An expiration date; 
     (b) Any fee, including a service fee; or 
     (c) A dormancy or inactivity charge. 
(2) If a gift certificate is issued with the sale of 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 or services,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subject to subsection (1) of this section. 
(3) If a purchase is made with a gift certificate for an amount that is less than the value of the g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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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240.020 章為禮券之原則規定，例外規定則規定於第 19.240.030

章至第 19.240.070 章中，其中第 19.240.030、19.240.050、19.240.060 章係

允許禮券得附加使用期限之例外，而 19.240.040 則係允許得收取休眠費用

或未使用費用之例外。以下分述之： 

第 19.240.030 章規定：「（1）發行附加使用期限之禮券，並且以之對

抗持有人，係屬合法，若（a）禮券係發行作為獎品、忠誠度之獎勵或其他

非有償或非以有價值之物與消費者交換者。（b）禮券以無償或其他非有價

值之物提供於慈善組織，並且該禮券僅係由慈善組織用於提供慈善服務。

（2）上開（1）所附加之使用期限，必須清楚且明確的印於禮券上。」40 

19.240.050 規定：「發行附加使用期限之禮券，並且以之對抗持有人，

係屬合法，若（1）禮券係無償或非以有價值之物作為交換，捐贈於慈善

機構，作為該慈善機構從事募集資金之活動；（2）使用期限清楚並明確的

印於禮券之正面，或以字型至少 10 號以上印製於禮券之背面；並且（3）

使用期限自該慈善機構發行之日起，至少須為一年以上之時間。」41 

19.240.060 規定：「發行附加使用期限之禮券，並且以之對抗持有人，

係屬合法，若（1）禮券所兌換的商品或服務，係由華盛頓州內的藝術或

文化組織所提供；（2）使用期限清楚並明確的印於禮券之正面，或以字型

                                                                                                                                            
certificate, the issuer must make the remaining value available to the bearer in cash or as a gift 
certificate at the option of the issuer. If after the purchase the remaining valu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less than five dollars, the gift certificate must be redeemable in cash for its remaining value on demand 
of the bearer. A gift certificate is valid until redeemed or replaced. 
(4) This section does not require, unless otherwise required by law, the issuer of a gift certificate to 
replace a lost or stolen gift certificate.” 
40 Wash. Rev. Code §19.240.030：“(1) It is lawful to issue, and to enforce against the bearer, a gift 
certificate containing an expiration date if: 
 (a)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issued pursuant to an awards or loyalty program or in other instances where 
no money or other thing of value is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 gift certificate. 
(b)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donated to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without any money or other thing of 

value being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 gift certificate if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used by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solely to provide charitable services. 
(2) The expiration date must be disclosed clearly and legibly on any gift certificat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1) of this section.” 
41 Wash. Rev. Code §19.240.050：“It is lawful to issue, and to enforce against the bearer, a gift 
certificate containing an expiration date if: 
 (1)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donated to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is used for fund-raising activities of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without any money or other thing of value being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 
gift certificate by th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2) The expiration date is clearly and legibly printed on the front or fac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or 

printed on the back of the certificate in at least ten-point font; and 
 (3) The expiration date is at least one year from the date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issued by th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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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10 號以上印製於禮券之背面；（3）使用期限自該藝術或文化組織發

行之日起，至少須為三年以上之時間；（4）在使用期限後未使用禮券之價

值，全然歸屬於該藝術或文化組織之利益。」42 

而 19.240.040 之規定，係禮券禁止收取服務費用之例外，在特定情形

之下，允許發行人發行得收取休眠費用或未使用期間費用之禮券：「 

（1） 必須以至少鉛字 6 號以上印製於禮卡上，說明收取費用之額

度、該費用之收取多久會產生及費用之收取係因未使用禮卡而

引起。上開說明可印製於禮卡之正面或背面，但必須清楚的可

使禮卡之購買人在購買前知悉。 

（2） 禮卡儲值每次僅剩五元或低於五元時，該費用始被徵收。 

（3） 該筆被徵收之費用並未超過每個月一元。 

（4） 禮卡已連續二十四個月未使用，包括未購買、未加值或未查詢

餘額等。 

（5） 持有者對禮卡可再加值。 

（6） 在休眠或未使用費用被收取之後，持有人可請求發行人以現金

將禮券之剩餘價值兌現。」43 

 

                                                 
42 Wash. Rev. Code § 19.240.060：“It is lawful to issue, and to enforce against the bearer, a gift 
certificate containing an expiration date if: 
 (1)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redeemable solely for goods or services provided in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by artist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2) The expiration date is clearly and legibly printed on the front or fac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or 

printed on the back of the certificate in at least ten-point font; 
 (3) The expiration date is at least three years from the date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issued by the artist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and 
 (4) The unused valu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at the time of expiration accrues solely to the benefit of 

artist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43 Wash. Rev. Code §19.240.040：“It is lawful to issue, and to enforce against the bearer, a gift card 

containing a dormancy or inactivity charge if: 
  (1) A statement is printed on the gift card in at least six-point font stating the amount of the charge, 

how often the charge will occur, and that the charge is triggered by inactivity of the gift card. The 
statement may appear on the front or back of the gift card, but shall appear in a location where it is 
visible to any purchaser before the purchase of the gift card; 
  (2) The remaining value of the gift card is five dollars or less each time the charge is assessed; 
  (3) The charge does not exceed one dollar per month; 
  (4) The charge can only be assessed when there has been no activity on the gift card for twenty-four 

consecutive month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urchases, the adding of value, or balance inquiries; 
  (5) The bearer may reload or add value to the gift card; and 
   (6) After a dormancy or inactivity charge is assessed, the remaining valu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redeemable in cash 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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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0.020 除規定禁止使用期限與服務費用之外，並且有找零條款之

規定：「如果購買商品之價值，低於禮券面額者，發行人必須選擇對持有

人以現金找零或更換禮券，若購買商品後，禮券剩餘價值少於五元者，發

行人須應持有人之要求，將禮券剩餘價值，換現於持有人。」44除此之外，

華盛頓州對於遺失或被竊之禮券，則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本節不要求

禮券發行人更換遺失或被竊之禮券。」45 

華盛頓州在財產收歸州有部分，則與加州民法類似。加州民法對於禮

券收歸州有之規範，僅限於附有使用期限且有償之禮券，除此之外之禮

券，均排除於加州民法之適用之外。華盛頓州法更將禮券收歸州有之規定

作更近一步之排除，州法第 63.29.020 章係有關被推定拋棄財產而應收歸

州有之規定，在其第六節特別明文：「「本章規定不適用於依第 19.240.020

章禁止附加使用期限之禮券，亦不適用於依第19.240.030章至第19.240.060

章所規範之禮券。然而，本章仍適用於依第 63.29.110 章被推定為廢棄之

禮券。」46換言之，華盛頓州法更進一步的將禮券排除於收歸州有財產適

用之外。 

    禮券被排除於收歸州有之財產之外，主要之原因與加州民法相同，均

認為禮券之利益應歸屬於禮券之受益人所享有，在尚未承兌之前，發行人

不當然取得發行禮券之利益，並且即便在發行人破產時，發行人對於在破

產前所發行之禮券，仍然需負兌現之義務47。 

                                                 
44 Wash. Rev. Code §19.240.020（3）：“ If a purchase is made with a gift certificate for an amount that 
is less than the valu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the issuer must make the remaining value available to the 
bearer in cash or as a gift certificate at the option of the issuer. If after the purchase the remaining valu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less than five dollars, the gift certificate must be redeemable in cash for its 
remaining value on demand of the bearer. A gift certificate is valid until redeemed or replaced.” 
45 Wash. Rev. Code §19.240.020（4）：“ This section does not require, unless otherwise required by law, 
the issuer of a gift certificate to replace a lost or stolen gift certificate.” 
46 Wash. Rev. Code §63.29.020（6）：“This chapter does not apply to a gift certificate subject to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expiration dates under RCW 19.240.020 or to a gift certificate subject to RCW 
19.240.030 through 19.240.060. However, this chapter applies to gift certificates presumed abandoned 
under RCW 63.29.110.” 
47 Wash. Rev. Code §19.240.090：“ 
(1) A gift certificate constitutes value held in trust by the issuer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on behalf of the 
beneficiary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The value represented by the gift certificate belongs to the beneficiary, 
or to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beneficiary to the extent provided by law, and not to the issuer. 
(2) An issuer of a gift certificate who is in bankruptcy shall continue to honor a gift certificate issued 
before the date of the bankruptcy filing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valu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constitutes 
trust property of the beneficiary. 
(3) The terms of a gift certificate may not make its redemption or other use invalid in the event of a 
bankrupt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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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其他州法之規定 

    除加州與華盛頓州對於禮券作相當之規範外，美國之其他州對於禮券

之使用期限與服務費用亦均有規範，惟其規範之內容與加州民法及華盛頓

州法相較之下，較為簡單，以下將就其他對於禮券有作規範之州法，略作

敘明： 

一、夏威夷州（Hawaii） 

    夏威夷州在 2005 年 7 月 1 日前發行之禮券，適用舊法，依舊法第 481-B

章第 13 節規定：「（a）任何從事零售商業活動，而提供服務或販賣商品之

餐廳或個人，可發行禮券供消費者購買。禮券發行人自發行日起至少兩年

內均必須兌現禮券。（b）若禮券附有使用期限，禮券發行人必須將使用期

限揭示於禮券正面之上。（c）任何違反（a）或（b）規定者，均屬第 480-2

章中所謂以不公平或詐欺之行為或習慣進行交易或商業行為者。」48 

    2005 年 7 月 1 日後，則適用新法第 481-B 章第 13 節規定：「（a）任何

從事零售商業活動，而提供服務或販賣商品之餐廳或個人，可發行禮券供

消費者購買。禮券發行人自發行日起至少兩年內均必須兌現禮券。禮券發

行人不得收取任何費用，例如於休眠期間或未使用期間之服務費用等。（b）

禮券發行日及使用期限，必須清楚的揭示於禮券之正面上，若為可圈存價

值之電子卡片，則在完成交易時，應清楚的印製於購買電子卡之收據上。

                                                                                                                                            
(4) This section does not require, unless otherwise required by law, the issuer of a gift certificate to: 
     (a) Redeem a gift certificate for cash; 
     (b) Replace a lost or stolen gift certificate; or 
     (c) Maintain a separate account for the funds used to purchase the gift certificate. 
(5) This section does not create an interest in favor of the beneficiary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in any 
specific property of the issuer. 
(6) This section does not create a fiduciary or quasi-fiduci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neficiary of 
the gift certificates and the issuer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 
 (7) The issuer of a gift certificate has no obligation to pay interest on the value of a gift certificate held 
in trust under this section,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 
48 Hawaii Rev. Stat. §481（B）-13：（Effective until July 1, 2005）“ 
（a）Any restaurant or person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f offering services or goods for sale at retail 
may allow customers to purchase gift certificates; provided that the certificate issuer shall honor the 
certificate for a period of at least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ssuance. 
（b）A certificate issuer shall include the expiration date on the face of any gift certificate that has an 
expiration date. 
（c）Any violation of subsection (a) or (b) shall constitute an unfair and deceptive act or practice in the 
conduct of trade or commerce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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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自禮券發行日起不得少於二年。若禮券未附有使用期限，則該禮

券永久有效。（c）為作為獎品、忠誠度之獎勵、作為促銷手段，或供給非

營利慈善機構之禮券，而免費或非以有價值之物與消費者交換者，免除本

節之適用；惟如附有使用期限，必須揭示於禮券上或者附隨於收據上。（d）

任何違反（a）或（b）規定者，均屬 480-2 中所謂以不公平或詐欺之行為

或習慣進行交易或商業行為者。」49 

夏威夷州法之規定，將禮券包含在收歸州有之財產範圍內50，「在一般

發行人之交易程序中所發行之禮券或儲值卡，若自所有人可給付或可支配

時起，經過五年以上仍未主張權利者，即應推定為拋棄。」51因此，在夏

威夷州之禮券若經過五年未行使，該筆禮券金額即應收歸州有。 

二、伊利諾州（Illinois） 

伊利諾州並未禁止使用期限之附加，亦未有使用期限不得少於若干年

之規範，而僅規定使用期限必須清楚的印製於禮券上。依該州法第 815 章

第 505 節第（c）款之規範：「任何欲附加使用期限之禮券，必須在禮券上

清楚且顯著說明該使用期限。陳述可印製於禮券之正面或背面，但必須使

消費者於在購買前知悉。」52 

                                                 
49 Hawaii Rev. Stat. §481（B）-13：（Effective July 1, 2005）“ 
（a）Any restaurant or person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f offering services or goods for sale at retail 
may allow customers to purchase gift certificates; provided that the certificate issuer shall honor the 
certificate for a period of at least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ssuance. A certificate issuer shall not 
charge a service fe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 service fee for dormancy or inactivity. 
（b）The date of issuance and the expiration date shall be clearly identified on the fac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or, if an electronic card with a banked dollar value, clearly printed upon a sales receipt 
transferred to the purchaser of the electronic card upon the completed transaction. The expiration date 
shall be not less than two years after the date of issuance. If the gift certificate does not have an 
expiration date, it shall be valid in perpetuity. 
（c）Gift certificates that are issued as part of an awards, loyalty, or promotional program, or to a 
not-for-profit charity organization, where no money or anything of value is given to the issuer by the 
consumer in exchange for the gift certificate, are exempt from this section; provided that the expiration 
date, if any, appears on the gift certificate or accompanying printed receipt. 
（d）Any violation of subsection (a) or (b) shall constitute an unfair and deceptive act or practice in the 
conduct of trade or commerce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480-2. ” 
50 Hawaii Rev. Stat. § 523（A）-1 
51 Hawaii Rev. Stat. § 523（A）-14（a）：“A gift certificate or a credit memo issued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an issuer's business which remains unclaimed by the owner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after becoming 
payable or distributable is presumed abandoned.” 
52 Ill. Rev. Stat. ch. 815, §505/2QQ（c）：“Any gift certificate subject to an expiration date must contain 
a statement clearly and conspicuously printed on the gift certificate stating the expiration date. The 
statement may appear on the front or back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in a location where it is visible to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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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服務費用之收取亦未禁止，而規範於同節第（b）款：「任何欲收

取費用之禮券，必須在禮券上清楚且顯著說明是否收取費用、費用之數

額、費用多久會產生、費用何時會引發、費用因禮券未使用而產生者，費

用產生之時點。陳述可印製於禮券之正面或背面，但必須使消費者於在購

買前知悉。」53 

說明之方式除印製於禮券之上，亦可以其他方式代替：「若禮券上印

製免付費電話，且清楚而顯著地說明禮券持有者得撥打該免付費電話以洽

詢禮券之收支情形（若合適公布者）及使用期限者，不適用第（c）節之規

定。該免付費電話及陳述可印製於禮券之正面或背面，但必須使消費者在

購買前得知悉。」54 

除了不禁止使用期限與服務費用之收取外，伊利諾州對於說明義務更

定有與加州民法相同之條款，在符合該例外規定時，禮券發行者可無須履

行上開說明義務：「本節規定不適用於下列禮券： 

（i） 發行人所交付與消費者之禮券，係作為獎品、忠誠度之獎勵或

作為促銷手段，而免費或非以有價值之物與消費者交換者。 

（ii） 以低於面額之大量折扣價格售予雇主，或非營利慈善機構以供

其募款之用之禮券，若其上定有使用期限，該使用期限自售出

之日不得逾三十日。 

（iii）專為食物所發行之禮券。」55 

                                                                                                                                            
purchaser prior to the purchase.” 
53 Ill. Rev. Stat. ch. 815, §505/2QQ（b）：“Any gift certificate subject to a fee must contain a statement 
clearly and conspicuously printed on the gift certificate stating whether there is a fee, the amount of the 
fee, how often the fee will occur, that the fee is triggered by inactivity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and at what 
point the fee will be charged. The statement may appear on the front or back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in a 
location where it is visible to any purchaser prior to the purchase.” 
54 Ill. Rev. Stat. ch. 815, §505/2QQ（d）：“Subsection (c) does not apply to any gift certificate that 
contains a toll free phone number and a statement clearly and conspicuously printed on the gift 
certificate stating that holders can call the toll free number to find out the balance on the gift certificate, 
if applicable, and the expiration date. The toll free number and statement may appear on the front or 
back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in a location where it is visible to any purchaser prior to the purchase.” 
55 Ill. Rev. Stat. ch. 815, §505/2QQ（e）：“This Section does not apply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gift 
certificates: 
 (i) Gift certificates that are distributed by the issuer to a consumer pursuant to an awards, loyalty, or 
promotional program without any money or thing of value being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 gift 
certificate by the consumer.. 
（ii）Gift certificates that are sold below face value at a volume discount to employers or to nonprofit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for fundraising purposes if the expiration date on those gift certificates is 
not more than 3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sale. 
(iii) Gift certificates that are issued for a food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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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收歸州有之規定，伊利諾州法規定，僅有符合下列情形之禮券，

方適用屬收歸州有之範疇：「本法僅適用於符合下列要件之禮券： 

（i） 禮券或禮卡以文字表明禮券附有使用期限者，其使用期限，或

以文字表明有收取任何形式郵遞買賣之索費或費用者，例如服

務費、休眠費用、會計維持費用、現金支出費用，更換卡片費

用，以及開卡費用或重新開卡費用等；並且 

（ii） 任何除外於本節者，均不適用之。」56 

符合上開收歸州有之財產者，自該禮券得使用之時起，五年內無人主

張者57，該禮券即應收歸州有。 

三、路易斯安那州（Louisiana） 

路易斯安納州對於使用期限與服務費用之規定為：「任何個人或法人

發售包含下列情形之禮券於消費者者，均屬不合法： 

（1） 自發行之日起，使用期限短於五年。使用期限必須以字型至少

10 號以上之大寫印製於禮券之上。 

（2） 服務費用，例如休眠時之服務費用等。然而發行人仍可索取一

次管理費，但該筆管理費每張禮券不得超過一元。」58 

雖然州法規定使用期限只要不得少於五年，均屬合法，但發行人仍可

發行未附使用期限之禮券，「未附使用期限之禮券在兌換或更換前，均屬

有效。」59 

                                                 
56 Ill. Rev. Stat. ch. 815, §1025/10.6（a）：“This Act applies to a gift certificate or gift card only if: 
(i) the gift certificate or gift card contains or has language indicating there is an expiration date, 
expiration period or language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any type of post-sale charge or fe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ervice charges, dormancy fees, account maintenance fees, cash-out fees, replacement 
card fees, and activation or reactivation charges; and 
(ii) none of the exceptions in this Section apply.” 
57 Ill. Rev. Stat. ch. 815, §1025/9 
58 La. Rev. Stat. Ann. §51：1423：B：“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or entity to sell a gift 
certificate to a purchaser that contains any of the following: 
(1)  An expiration date that is less than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ssuance.  Such expiration date shall 
appear in capital letters in at least ten-point font on the gift certificate. 
(2)  A service fe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 service fee for dormancy fee. However, nothing shall 
prevent the issuer from charging a one-time handling fee, which shall not exceed one dollar per gift 
certificate.＂ 
59 La. Rev. Stat. Ann. §51：1423：C：“A gift certificate sold without an expiration date shall be valid 
until redeemed or repl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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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禮券關於使用期間與服務費用之限制，路易斯安納州州法亦

定有例外規定：「本節之規定不適用於下列禮券： 

（1） 發行人所交付與消費者之禮券，為作為獎品、忠誠度之獎勵或

作為促銷手段，而免費或非以有價值之物與消費者交換者。 

（2） 禮券係爲非營利慈善組織募款之目的，而以低於禮券面額之價

格售出或捐贈者。 

（3） 可於多數商品或服務提供者之營業所使用之禮券。」60 

在路易斯安那州，禮券屬於收歸州有財產之範疇，自發行當年度之十

二月三十一日起經過三年，若無人主張權利，禮券即被推定拋棄而應收歸

州有61。 

四、緬因州（Maine） 

緬因州州法第 1953 節（g）規定：「禮券自發行當年度十二月三十一

日起三年內，未有人主張權利者，該權利即推定拋棄。不得限制禮券所有

人請求兌現禮券之期間。未主張之價值以禮券之面額計算，但若禮券發行

人未徵收休眠費用者，則以禮券面額之百分之六十計算。除非清楚的標示

於禮券上並符合第 1956 節之規定，否則禁止服務費用或其他費用之收取。

所收取之費用並且應該清楚的予以標示。」62因此可知，緬因州禮券屬於

收歸州有財產，此外，緬因州並禁止限制禮券之使用期限，換言之，發行

人不得於禮券上附加使用期限；並且，除非符合第 1956 節之規定，否則

服務費用之收取亦在禁止之列。 

                                                 
60 La. Rev. Stat. Ann. §51：1423：D：“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shall not apply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gift certificates: 
(1) Gift certificates that are distributed by the issuer to a consumer pursuant to an awards loyalty or 
promotional program without any money or other thing of value being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 gift 
certificate by the consumer. 
(2) Gift certificates that are sold below face value or donated to nonprofit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for fundraising purposes. 
(3) Gift certificates that are usable with multiple sellers of goods or services.＂ 
61 La. Rev. Stat. Ann. §9-154 
62 Me. Rev. Stat. Ann. tit.33, §1953（1）（g）：“A gift obligation, 3 years after December 31st of the year 
in which the gift obligation occurred. A period of limitation may not be imposed on the owner's right to 
redeem the gift obligation. The amount unclaimed is the face value of the gift obligation, except that 
the amount unclaimed is 60% of the gift obligation's face value if the issuer of the gift obligation does 
not impose a dormancy charge. Fees or charges may not be imposed on gift obligations unless they are 
noted on the gift obligation and are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956. The amount of these charges or 
fees may not be unconscion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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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56 節規定：「若在持有人與所有人間，存在有效並可執行之書面

契約，在該契約之下，持有人可索取費用，且持有人定期的索取該筆不得

撤銷或取消之費用者，持有人得由被推定為拋棄之財產中，請求扣除因可

歸責於所有人之過失而未於特定期間內主張權利之費用。該扣除額必須限

於符合公平公正之費用。」63 

五、麻薩諸塞州（Massachusetts） 

麻薩諸塞州法第 200A 章第 5D 節規定：「符合第 255D 章第 1 節所定

義而被出售之禮券，在發行日後不少於七年內均為有效。發行日及使用期

限必須清楚的揭示於禮券的正面，並且適用第 266 章第 75C 節之規定；如

為儲存金額之電子禮券，則須於交易完成時清楚的印製於電子禮券購買者

之收據上，或者以網際網路或免付費資訊電話之方式，使電子禮券之購買

者或持有者知悉。未附使用期限的禮券，或未以本節方式揭示使用期限

者，禮券視為永久有效。一旦禮券使用期限屆至，禮券發行人不再適用第

七節之規定。不論有無相反之規定，一旦禮券已經兌現了禮券面額百分之

九十之價值後，消費者可以選擇取得現金返還，或者繼續使用禮券。」64 

同法第 266 章第 75C 節則規定：「任何出售或提供符合第 255D 章第 1

節定義之禮券，並且限制禮券得兌現之期間短於七年者，均可處以美金 300

元以下罰鍰。本節規定並不適用於非預付型禮券。於發行禮券後，發行人

                                                 
63 Me. Rev. Stat. Ann. tit.33, §1956：“A holder may deduct from property presumed abandoned a 
charge imposed by reason of the owner's failure to claim the property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only if 
there is a valid and enforceable written contract between the holder and the owner under which the 
holder may impose the charge and the holder regularly imposes the charge, which is not regularly 
reversed or otherwise canceled. The amount of the deduction is limited to an amount that is not 
unconscionable.＂ 
64 Mass. Gen. Law. Ann. ch.200A, §5D：“A gift certificate, as defined in section 1 of chapter 255D, 
sold or offered to be sold shall be valid for not less than 7 years after its date of issuance. The date of 
issuance and the expiration date shall be clearly identified on its face, subject to section 75C of chapter 
266, or, if an electronic card with a banked dollar value, clearly printed upon a sales receipt transferred 
to the purchaser of the electronic card upon the completed transaction, or otherwis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rchaser or holder of the electronic card through means of an Internet site or a toll free 
information telephone line. A gift certificate not clearly marked with an expiration date or for which the 
expiration date is not otherwise made available as provided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redeemable in 
perpetuity. Once an expiration date has been reached, the issuer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section 7. Notwithstanding any general or special law to the contrary, upon a gift certificate 
being redeemed for at least 90 per cent of its face value, a consumer shall make an election to receive 
the balance in cash or to continue with the gift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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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拒絕對未屆期之禮券給付者，處以美金 300 元以下罰鍰。」65 

麻薩諸塞州並未將禮券列入收歸州有之財產，亦未禁止服務費用之收

取。僅限制使用期限不得少於七年，使用期限屆至後，如持有人均未向發

行人請求，該利益即歸屬發行人所有；且使用期限必須印製於禮券上，如

未表明使用期限者，該禮券永久有效。 

六、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 

新罕布夏州法第 358-A 章第 2 節規定：「在本州內，任何人以不公平

競爭之方法、不公平或詐欺之行為或習慣進行貿易或商業行為者，均屬不

合法。不公平競爭之方法、不公平或詐欺之行為或習慣者，例如下列情

形：……十三、出賣禮券面額等於或少於美金一百元之禮券，而於其上附

有使用期限者。禮券購買面額超過美金一百元者，於依州法彙編第 471-C

章之規定，視為無人認領之財產而歸於州政府時，屆期消滅。休眠費用、

潛伏費用或其他管理費用，任何會降低持有人行使禮券之價值者，均被禁

止。本節之規定不適用於定期通行證。」66 

因此，在新罕布夏州，將禮券依面額區分為二，如為一百元以下，禁

止附使用期限，一百元以上則不在此限；禁止任何服務費用之收取，且無

除外規定。 

關於收歸州有之規定，依州法第 471-C 章第 1 節之規定，禮券屬於無

實體財產67，因此，依第二節之規定，自禮券可行使之日起，五年內未有

                                                 
65 Mass. Gen. Law. Ann. ch.266, §75C：“Whoever sells or offers to sell a gift certificate as defined in 
section 1 of chapter 255D, which imposes a time limit of less than 7 years within which such certificate 
may be redeemed, shall be punished by a fine of not more than $300. This section shall not apply when 
the purchaser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not obligated to pay for it until the time of use. Whoever, after 
having sold a gift certificate refuses to redeem the certificate before it has reached the expiration date, 
shall be punished by a fine of not more than $300.” 
66 N.H. Rev. Stat. Ann. § 358-A:2 Acts Unlawful：“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to use any unfair 
method of competition or any unfair or deceptive act or practice in the conduct of any trade or 
commerce within this state. Such unfair method of competition or unfair or deceptive act or practice 
shall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XIII. Selling gift certificates having a face value 
of $100 or less to purchasers which contain expiration dates. Gift certificates having a face value in 
excess of $100 shall expire when escheated to the state as abandoned property pursuant to RSA 471-C. 
Dormancy fees, latency fees, or any other administrative fees or service charges that have the effect of 
reducing the total amount for which the holder may redeem a gift certificate are prohibited. This 
paragraph shall not apply to season passes.” 
67 N.H. Rev. Stat. Ann. §471-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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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張權利者，該無實體財產即應被推定廢棄68而應收歸州有。該章第 16

節規定：「即使法律有相反規定，等同或少於美金一百元之禮券及專為商

店消費所發行之儲值卡，無論於何時發行，均不被推定為拋棄財產，且不

適用第 471-C 章或其他過去或現在之法律。」69換言之，禮券面額如為一

百元以下，該禮券即便無人主張，亦不需收歸州有，但禮券面額如超過美

金一百元以上之禮券，五年內無人主張者，則被推定拋棄，而收歸州有。 

七、紐澤西州（New Jersey） 

紐澤西州州法規定：「零售商爲經營商品所發售之禮券，在提出兌換

貨品前，均屬有效，或者必須將所有之條件與限制： 

（1）在購買時向消費者揭示，且 

（2）清楚的印製於禮券上。」70 

依紐澤西州法之規定，除非在販售禮券時，即已將特殊之限制在購買

時向消費者揭示，且該限制並印於禮券上，否則該禮券無論如何在未兌換

前均屬有效，換言之，紐澤西州並未禁絕使用期限之附加或服務費用之收

取，但要求該些限制與條件必須於購買時即印製於禮券上，並向消費者揭

示，否則，禮券在兌現前均屬有效。 

紐澤西州將禮券排除於收歸州有之財產之外，若禮券上表明有使用期

限，且已向消費者揭示，則在使用期限屆至後，該筆禮券之利益即歸屬於

發行人所有。 

                                                 
68 N.H. Rev. Stat. Ann. §471-C：2：“I.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chapter, all intangible 
property, including any income or increment derived from it, less any lawful charges, that is held, 
issued, or owing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a holder's business and has remained unclaimed by the owner 
for more than 5 years after it became payable or distributable is presumed abandoned.” 
69 N.H. Rev. Stat. Ann. §471-C：16：“Notwithstanding any law to the contrary, gift certificates of $100 
or less, and store credits that were issued for store merchandise credit, regardless of when issued, shall 
not be property presumed abandoned and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RSA 471-C or any other past or 
present law.” 
70 N.J. Rev. Stat. Ann. §56：8-110：“1. a. A gift certificate issued by a retail merchandise establishment 
shall be valid until presented in exchange for that merchandise, or shall have any and all conditions and 
limitations:  
(1) disclosed to the purchaser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at the time of purchase and  
(2) conspicuously printed on the gift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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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紐約州（New York） 

紐約州規定：「任何發行禮券或商店儲值卡，或為促銷商品而實施本

章第 581 節所定義之『閉館拍賣』或『歇業拍賣』之人、商號、合夥、公

會或公司，不得拒絕接受以禮券或商店儲值卡兌換為個人、家庭或家用目

的而購買之商品或服務，包括為拍賣、促銷換現或閉館廣告所提出之商品

或服務等；但若禮券或商店儲值卡上有限制使用期限，則該禮券與商店儲

值卡即應於使用期限屆至前，請求兌現。」71 

紐約州並未禁止禮券之發行人對於禮券附加使用期限，凡在使用期限

之前，禮券持有人均得持禮券向發行人請求給付商品或服務。此外，紐約

州州法並且規定禮券持有人使用禮券之方式不得受到任意之限制：「任何

發行禮券或商店儲值卡，或為促銷商品而實施本章第 581 節所定義之『閉

館拍賣』或『歇業拍賣』之人、商號、合夥、公會或公司，不得限制禮券

持有人以不違反禮券或儲值卡條款之方式使用禮券或儲值卡；任何發行禮

券或商店儲值卡，或為促銷商品而實施本章第 581 節所定義之『閉館拍賣』

或『歇業拍賣』之人、商號、合夥、公會或公司，亦不得在禮券發行之後

片面更動禮券或儲值卡的條款。」72因此，禮券持有人可在禮券條款之限

制下，自由使用禮券，且發行人不得任意片面更動禮券之任一條款，以免

損及禮券持有人之權益。 

 

                                                 
71 N.Y. Gen. Bus. Law §396-i（1-a）：“No person, firm, partnership, association or corporation who or 
which issues gift certificates or store credits, or who or which conducts a "closing out sale" or "defunct 
business sale" as such terms are defined in section five hundred eighty-one of this chapter, of the 
merchandise of any such person, firm, partnership, association or corporation, shall refuse to accept 
such gift certificate or store credit in payment for goods or services used or bought for use primarily for 
personal, family or household purpos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goods or services advertised on 
sale or pursuant to a liquidation or close-out, provided that if the certificates or the terms of the store 
credits limit the period of time during which they may be used, they are presented for redemption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such period of time.” 
72 N.Y. Gen. Bus. Law §396-i（2）：“No person, firm, partnership, association or corporation who  or 
which issues gift certificates or store credits, or who or which conducts a "closing out sale" or "defunct 
business sale" as such terms are defined in section five hundred eighty-one of this chapter, shall in any 
manner restrict the holder of a gift certificate or store credit from electing use of such gift certificate or 
store credit in a manner not inconsistent with stated terms of such gift certificate or store credit, nor 
shall any person, firm, partnership, association or corporation who or which issues gift certificates or 
store credits, or who or which conducts a "closing out sale" or "defunct business sale" as such terms are 
defined in section five hundred eighty-one of this chapter, alter the term of a gift certificate or store 
credit after it has been iss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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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券上之條款與條件，必須向禮券之購買人揭示：「 

（a） 禮券上之條款與條件，必須在禮券上向禮券之購買人揭示： 

（i） 清楚的標示『適用於禮券/禮卡之條款與條件』；或 

（ii） 清楚的以正式郵件方式表明『適用於禮券/禮卡之條款與條

件』。 

（b） 經由電子、電腦或電話方式所購買之禮券，關於『適用於禮券/

禮卡之條款與條件』，必須於消費者購買禮券前陳述，或者在提

供購買禮券之電子訊息中清楚的說明。 

（c） 所有禮券之廣告或促銷活動，均必須包含相同或類似於『適用

於禮券/禮卡之條款與條件』之告知。」73 

至於揭示之內容，依州法之規定：「條款與條件應包含使用期限、對

於禮券剩餘額度之服務費用是否課予，以及是否請求於禮券遺失、被竊或

毀損時更換禮券之費用。其他條款包括退款規定、授權行為、擔保規定、

換貨條款或條件、作業及棄權證書等，均必須清楚的印製於： 

（a） 禮券上；或 

（b） 若在禮券之信封或包裝上說明者，必須在禮券上提供一免費之

電話號碼，以告知額外之條款或條件；或 

（c） 若印製於購買禮券之收據上者，必須在禮券上提供一免費之電

話號碼，以告知額外之條款或條件。」74 

                                                 
73 N.Y. Gen. Bus. Law §396-i（2-a）：“ 
(a)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gift certificate shall be disclosed to the purchaser: 
 (i) on a sign conspicuously posted stat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APPLIED TO GIFT 
CERTIFICATES/GIFT CARDS"; or 
 (ii) conspicuously  stated  in an offer made by mail thus: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APPLIED TO GIFT CERTIFICATES/GIFT CARDS".  
(b) For purchases via electronic, computer, or telephonic means, the statement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APPLIED TO GIFT CERTIFICATES/GIFT CARDS" shall be stated prior to the 
customer's purchas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or conspicuously written within the electronic message 
offering a gift certificate for purchase. 
(c) All advertisements or promotions for gift certificates shall include a notice in like or similar term to 
the follow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APPLIED TO GIFT CERTIFICATES/GIFT 
CARDS".” 
74 N.Y. Gen. Bus. Law §396-i（3）：“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gift certificate store credit shall be 
clearly and conspicuously stated thereon. Terms and conditions shall include the expiration date, 
whether any fees are assessed against the balanc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and whether a fee will be 
charged for the replacement of a gift certificate that is lost, stolen, or destroyed. Additional terms and 
conditions including, but not be limited to, policies related to refunds, warranties, changes in terms and  
conditions, assignment and waiver shall be conspicuously printed: (a) on the gift certificate; or (b) on 
an envelope or packaging containing the gift certificate, provided that a toll free telephone number to 
access the additional terms and conditions is printed on the gift certificate; or (c) on an accomp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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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券上若設有條款或條件，必須依上該揭示方式向消費者說明，但若

發行人本身對於禮券未設有任何之限制，發行人即毋庸適用上述關於條件

與條款說明之義務75。除此之外，紐約州規定，在下列三種情形中，亦毋

庸適用關於條件與條款說明義務之規範：「 

（i） 禮券係為雇員、非營利慈善組織或教育機構募款之用，而以低

於面額價格或以折扣出售者。 

（ii） 發行人所交付與消費者或員工之禮券，係作為獎品、忠誠度之

獎勵或作為促銷手段，而免費或非以有價值之物與消費者或員

工交換者。」76 

在收歸州有之規定上，紐約州並未將禮券排除於無人主張財產法之適

用之外77，因此，自發行之日起，經過五年無人主張權利者，該禮券即應

被推定為拋棄而應收歸州有78。 

九、羅德島州（Rhode Island） 

羅德島州法對於禮券發行人之規範，要求其在販售可兌換其所提供產

品或商品之禮券時，必須紀錄每筆交易，且須正確而完整地保存每筆禮券

售出之紀錄；該筆紀錄必須記載禮券售出之日期、禮券的面額、禮券認證

碼，以及禮券兌換物之陳述；此外，對於超過美金五十元的禮券，零售商

必須額外給予禮券購買者一份書面且編號之收據，以證明禮券之賣出79。 

                                                                                                                                            
printed document, provided that a toll free telephone number to access the additional terms and 
conditions is printed on the gift certificate.” 
75 N.Y. Gen. Bus. Law §396-i（3-a）：“The requirements of subdivisions two-a and three of this  
section  shall not apply to a gift certificate that has no terms and conditions.” 
76 N.Y. Gen. Bus. Law §396-i（3-b）：“Subparagraph (i) of paragraph (a) of subdivision two-a of this 
section shall not apply to gift certificates: 
 (a) sold below face value or at a volume discount to employees, to nonprofit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fundraising purposes; or 
 (b) distributed to a consumer or employee pursuant to an awards, rewards, loyalty, or promotional 
program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being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 gift certificate by the consumer or 
employee.” 
77 N.Y. Gen. Bus. Law §396-i（3-c）：“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prevent unclaimed 
funds related to gift certificates from becoming abandoned under section thirteen hundred fifteen of the 
abandoned property law.” 
78 N.Y. Aband. Prop. Law §1315 
79 R.I. Gen. Laws §6-13-12：“……Any person, firm, or corporation that sells gift certificates for any 
product or merchandise sold by the person, firm, or corporation, shall be required to record the sales 
and keep an accurate and complete record of each gift certificate sold. The record shall include the date 
of sale, the full value of the certificate, the identification number assigned by the retailer to the 
certificate, and the state in which the sale of the certificate took place. The retailer shall furthe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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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該法對於使用期間與服務費用規定：「任何個人、行號或

公司在禮券上要求按月或按週期收取各種額外之服務或保管費用，或限制

禮券兌換之時間，或於禮券上附加使用期間者，均屬違法。任何關於禮券

得附加使用期限之文字，對於該禮券均屬無效。任何個人、行號或公司違

反本節之規定者，處以美金 200 元以下之罰金。」80但對上述規定，亦設

有例外，即「發行人所交付與消費者之禮券，係作為獎品、忠誠度之獎勵

或作為促銷手段，而免費或非以有價值之物與消費者交換者。」81可免受

上述限制，但「任何對於此等禮券之限制，均必須在該禮券交付於消費者

時，以書面向消費者揭示。」82 

在羅德島之州法中，禮券屬於收歸州有之財產83，在發行後超過三年，

若未有人主張者，即應收歸州有84。 

十、田納西州（Tennessee） 

田納西州法規定：「以發行人之正常交易程序所發行之禮券，在下列

時點前，如所有人未主張權利者，被推定為拋棄： 

（1）禮券之使用期限；或 

    （2）自禮券發行之日起，兩年內。 

被推定為拋棄財產之價值，係禮券購買者所支付之價金。」85「但若係在

                                                                                                                                            
required to give to the purchaser of gift certificates exceeding fifty dollars ($50.00) a written and 
numbered receipt evidencing the sale of the certificate.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firm, or 
corporation of any kind to charge additional monthly or annual service or maintenance fees on gift 
certificates or to limit the time for the redemption of a gift certificate or to place an expiration date 
upon the gift certificate. No gift certificate or any agreement with respect to such gift certificate may 
contain language suggesting that an expiration date may apply to the gift certificate. Any person, firm, 
or corporation that shall violate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shall be punished by a fine of not more 
than two hundred dollars ($200).……This section shall not apply to the following:……(b) Gift 
certificates that are distributed to a consumer pursuant to an awards, loyalty or promotional program 
without any money or other thing of value being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 gift certificate by the 
consumer. Any restrictions or limitations which such gift certificates may be subject to must be 
disclosed to the consumer, in writing, at the time the gift certificates are distributed to the 
consumer.……＂ 
80 Id. 
81 Id. 
82 Id. 
83 R.I. Gen. Laws §33-21.1-1（10）（ii） 
84 R.I. Gen. Laws §33-21.1-14（a）：“A gift certificate or a credit memo issued by a business 
association that remains unredeemed for more than three (3) years after issuance is presumed 
abandoned.＂ 
85 Tenn. Code Ann. §66-29-135（a）：“A gift certificate issued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an issuer's 
business is presumed abandoned if it remains unclaimed by the owner upon the earli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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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年 12 月 31 日後所發行僅得以貨物清償之禮券，被推定為拋棄之價

值，以購買人購買禮券時之百分之六十計算之。」86 

「但在 1998 年 12 月 31 日後發行之禮券，若發行人未對禮券課予休

眠費用，並且符合下列情形時，該禮券即不適用拋棄財產之相關規定： 

（1）顯著的陳述禮券不會逾期； 

（2）未寫有任何之使用期限；或 

（3）說明禮券上所印製的使用期限不適用於田納西州。」87 

田納西州對於禮券之使用期限並未有禁止之規定，只是使用期限之附

加與否，將會影響到該禮券是否屬於收歸州有之財產。 

茲再將美國加州、華盛頓州與上述州法之規範，列簡表如下： 

州

名 
使用期限之限制 服務費用之收取 收歸州有之規定 

加

州 

原則：禁止 

例外：具備下列之一

即許可，但須揭示 

1.無償作為獎品、忠誠

度獎勵或促銷手段

之禮券。 

2.以大量折扣價格售

原則：禁止 

例外：符合下列要件

即許可，但須揭示 

1.每次僅剩五元或低

於五元時，始徵收

費用。 

2.費用每個月未超過

原則：排除 

例外：有償取得並附

有期限之禮券，於三

年內未有人主張權利

者，該禮券應收歸州

有。 

                                                                                                                                            
（1）The expiration date of the certificate; or 
（2）Two (2) years from the date the certificate was issued. 
The amount presumed abandoned is the price paid by the purchaser for the gift certificate. ” 
86 Tenn. Code Ann. §66-29-135（b）：“Notwithstanding subsection (a) to the contrary, if a gift certificate 
issued after December 31, 1996, is redeemable for merchandise only, then the amount presumed 
abandoned is sixty percent (60%) of the price paid by the purchaser for the certificate.  ” 
87 Tenn. Code Ann. §66-29-135（c）：“Notwithstanding this section or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e law to 
the contrary, a gift certificate issued after December 31, 1998, shall not be abandoned property and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this part if the issuer of the certificate does not impose a dormancy charge and 
when the gift certificate: 
（1）Conspicuously states that the gift certificate does not expire; 
（2）Bears no expiration date; or 
（3）States that a date of expiration printed on the gift certificate is not applicable in Tenness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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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雇主或非營利慈

善機構以供其募款

者。 

3.專為食物所發行之

禮券。 

一元。 

3.已連續二十四個月

未使用。 

4.禮卡可再加值。 

5.必須說明收取費用

之相關事宜。 

華

盛

頓

州 

原則：禁止。 

例外：具備下列之一

即許可，但須揭示 

1.無償作為獎品、忠誠

度之獎勵者，或以

無償提供於慈善組

織，以供慈善服務

者。 

2.無償捐贈於慈善機

構，作為該慈善機

構從事募集資金之

活動者。 

3 禮券所兌換的商品

或服務，由華盛頓

州內的藝術或文化

組織所提供。 

原則：禁止 

例外：符合下列要件

即許可，但須揭示 

1.說明收取費用相關

事宜。 

2.每次僅剩五元或低

於五元時，該費用

始被徵收。 

3.費用未超過每個月

一元。 

4.已連續二十四個月

未使用。 

5.禮卡可再加值。 

6.收取費用後，持有人

可請求現金兌現禮

券之剩餘價值。 

大致排除 

夏

威

夷

原則：不得少於兩年 

例外：作為獎品、忠

誠度之獎勵、促銷手

2005.7.1 前，未禁止。

2005.7.1 後，禁止收取

服務費用，但作為獎

自可使用時起，經過

五年以上無人主張

者，即被推定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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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段，或供給非營利慈

善機構之禮券，而無

償交付於消費者，不

受限制。 

品、忠誠度之獎勵、

促銷手段，或供給非

營利慈善機構之禮

券，而無償交付於消

費者，不受限制。 

應收歸州有。 

伊

利

諾

州 

未限制，但須揭示。 

惟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者，免揭示義務： 

1.無償作為獎品、忠誠

度之獎勵或促銷手

段者。 

2.以大量折扣價格售

予雇主或非營利慈

善機構以供其募款

者。 

3.專為食物所發行之

禮券。 

未限制，但須揭示。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者，免揭示義務： 

1.無償作為獎品、忠誠

度之獎勵或促銷手

段者。 

2.以大量折扣價格售

予雇主或非營利慈

善機構以供其募

款。者 

3.專為食物所發行之

禮券。 

附加使用期限或收取

服務費用之禮券屬於

收歸州有財產範圍，

自得使用之時起，五

年內無人主張者，即

應收歸州有。 

 

路

易

斯

安

那

州 

原則：不得少於五年 

例外：下列情形不受

限制： 

1. 禮券無償作為獎

品、忠誠度之獎勵

或促銷手段者。 

2.爲非營利慈善組織

募款之目的，而以

低於禮券面額之價

原則：禁止，但發行

人仍可索取一次管理

費，但該筆管理費每

張禮券不得超過一

元。 

例外於下列情形不受

限制： 

1. 禮券無償作為獎

品、忠誠度之獎勵

自發行當年之十二月

三十一日起三年內無

人主張權利者，禮券

即被推定拋棄而應收

歸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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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售出或捐贈者。 

3.可於多數商品或服

務提供者之營業所

使用之禮券。 

或促銷手段者。 

2.爲非營利慈善組織

募款之目的，而以

低於禮券面額之價

格售出或捐贈者。

3.可於多數商品或服

務提供者之營業所

使用之禮券。 

緬

因

州 

禁止 原則：禁止 

例外：若發行人與持

有人間，存在有效並

可執行之書面契約，

契約內並有可索取費

用之約定，且發行人

可定期的索取該筆不

得撤銷或取消之費用

者。 

自發行當年度十二月

三十一日起三年內，

未有人主張者，即推

定拋棄，應收歸州

有。 

麻

薩

諸

塞

州 

不得少於七年 不禁止 不屬收歸州有財產 

新

罕

布

夏

州 

面額等於或少於一百

元者，禁止之。面額

超過一百元者，不禁

止。 

禁止 面額等於或少於一百

元者，不屬收歸州有

財產；一百元以上

者，自發行之日起五

年內無人主張者，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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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拋棄，收歸州有。

紐

澤

西

州 

不禁止，但須揭示 不禁止，但須揭示 不屬收歸州有財產。

紐

約

州 

不禁止，應揭示。例

外符合下列情形時，

無須揭示： 

1.為雇員、非營利慈善

組織或教育機構募

款之用，而以低於

面額價格或以折扣

出售者。 

2. 無償作為獎品、忠

誠度之獎勵或促銷

手段者。 

不禁止。 自發行之日起，經過

五年無人主張權利

者，該禮券即應被推

定為拋棄而應收歸州

有 

羅

德

島

州 

原則：禁止 

例外：無償作為獎

品、忠誠度之獎勵或

促銷手段者。 

原則：禁止 

例外：無償作為獎

品、忠誠度之獎勵或

促銷手段者。 

發行後超過三年，未

有人主張者，即推定

拋棄應收歸州有。 

田

納

西

州 

未禁止 未禁止 在禮券之使用期限或

自禮券發行之日起兩

年內，如所有人未主

張權利者，被推定為

拋棄，應收歸州有。

但若在 1998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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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後發行之禮券，

而發行人未對禮券課

予休眠費用，並且符

合下列情形時，該禮

券即不適用拋棄財產

之相關規定： 

1.顯著的陳述禮券不

會逾期。 

2.未寫有任何之使用

期限。 

3.說明禮券上所印製

的使用期限不適用

於田納西州。 

 

第六節  我國商品禮券管理機制之規劃 
觀察日本法與美國州法之規定，可以發現，二者對於禮券之規制方

式，均係採取立法規制，惟規範內容則迥不相同。日本法著重於行政機關

對於禮券發行人之控制，發行人在發行前須向主管機關報備發行之數額、

已發行未兌現之禮券數額等，在第三人發行之禮券，並且須經主管機關核

可始得發行，在發行禮券後之數額若有變更，更須向主管機關報備。除此

之外，為了保障消費者之權益，並規定在符合一定情形下，發行人須將未

兌換禮券之一部分提存，以作為禮券持有人之保證。 

美國州法則係著重於禮券內容條款之限制，特別是使用期限與服務費

用，並且要求禮券之發行人，在對於禮券之行使設有限制時，必須在消費

者購買時，履行揭示義務。並未如日本法般，對於禮券發行採報備核准制，

亦未要求發行人須提供履約保證，惟在多數美國州法中，均將禮券列入收

歸州有之範圍內，在一定期間未請求權利之禮券利益應歸屬於州政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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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未將禮券劃歸於收歸州有之範圍者，如加州、華盛頓州等，亦表明禮券

之利益應歸屬於禮券受益人，即持有人本身，藉此限制發行人為吸收資本

而濫發禮券。 

我國舊時商品禮券規範管理辦法之規定，較類似於日本之預付式證票

規制法，不同的是，日本法為法律階層，而我國則屬依國家總動員法授權

所發布之授權命令；但規範之內容均著重於對禮券發行量之控管。在商品

發售管理辦法廢除後，我國對於商品禮券一向採取市場自律之方式，惟市

場自律後十幾年，當初制定商品發售管理辦法的理由，仍然發生，多家企

業經營者在其所印製之使用簡則上，憑勢其經濟上強勢地位，訂定對於自

身有利之契約條款，更甚者，以大量發行禮券為名，行詐騙吸金之實，由

此可見，對於商品禮券採市場自律之方法顯然是不足的。 

    在對禮券發行的規制手段中，可以再區分為針對禮券發行本身加以限

制，以及針對禮券發行之後，禮券持有人與禮券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間之

權利義務加以限制。前者之規定，如我國舊時所發布之「商品禮券發售管

理辦法」中，就限制禮券發行人須達到一定規模，且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

經核定後始得發行禮券，此外，禮券發行之額度亦非毫無限制，以民國七

十年之修正為例，每一公司每一年度發售商品禮券之總額，包括以前年度

已發售未兌換餘額，不得超過該公司申請前三年平均自營售貨總額之百分

之十，並不得超過其申請前一年度盈餘分配後資本淨額百分之五十。 

除了對禮券之發行予以規範之外，另一規制方式，係針對禮券持有人

與禮券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間之權利義務加以限制。禮券持有人與發行人

雙方之權利義務屬於契約自由之範圍。問題在於契約自由事實上是否存

在，根本取決於當事人之地位是否對等；若是一方當事人不得不屈服於他

方意思之下，則自由其名，壓榨其實，契約自由無疑將會成為強者剝削弱

者之工具。因此，契約自由應作相當程度之限制，經由醇化，促進實踐契

約正義88。 

    為保護禮券持有人之利益，並促進商品禮券業務之健全發展，禮券管

理機制或可由以下發展加以規劃： 

                                                 
88 王澤鑑，台灣的民法與市場經濟，收錄於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七），1994 年 8 月，頁 22 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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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者組織與輿論之壓力 

    由消費者組織檢閱禮券發行人所發布之禮券使用條款，將其中不合宜

之處透過媒體公眾週知，並教育消費者之消費意識，使消費者有能力選擇

商業信用良好之發行者。 

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導商品禮券發行人所屬同業公會管理 

    藉由行政監督與自律組織之併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導禮券發行

人所組成之公會，使公會訂定自律規章，由公會擔負起教育、監督以及管

理業者之責任，間接落實市場自律之目的89。 

三、定型化契約範本與應記載事項、不得記載事項之公布 

    相較於前二者無法律效力之規劃方式，由主管機關發布定型化契約以

供禮券發行人參考，是可行的方式；但是，光有定型化契約，無法直接規

制禮券法律關係，必須再配合消保法第十七條之規定，針對禮券定型化契

約發布應記載事項與不得記載事項，使其得以依同條第二項強制在發行人

與持有人間發生私法上效力。此等方式，即屬前文所言，透過公權力介入

當事人間，某程度之限制契約自由而實現契約正義之目的。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自八十三年七月一日成立後，即陸陸續續檢討市面

上所存有之定型化契約90，並發布應記載事項及不得記載事項，使其發揮

得以平衡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經濟地位之目的。商品禮券之糾紛既有避免

之必要，因此可以針對禮券部分之使用簡則，作一通盤檢討，發布定型化

契約、應記載事項與不得記載事項，以保護持券人之消費利益。 

 

 

 

 

                                                 
89 張修齊，前引註 12，頁 23。 
90 目前已經通過之定型化契約，例如小客車租賃、不動產委託銷售、觀光遊樂園（場、區）遊

樂服務、安養、安親、有線電視、行動電話、汽車買賣、汽車駕駛、信用卡、洗衣、記時記次停

車場、預售屋、瘦身美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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