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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履約保證 
禮券之發行，多數為預付型消費，即由消費者預付現金於發行人，發

行人交付禮券，嗣後，再由消費者持之以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交付

商品或提供服務。因此，對於業主而言，實為低成本、高效率的行銷方式
1，即便以低折扣售出禮券，由於消費者經常時間一久，即忘記兌換，該未

兌換之現金，對於業者而言，即屬一大暴利；其次，禮券之售出並可培養

客戶的忠誠度，一旦購買了禮券，消費者即必須於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

處，請求消費。 

除上述對於業者發行禮券的好處外，尚有一個吸引業者發行禮券的大

利多，即販賣禮券所事先收取的金額，對於業者之資金運用具有莫大的幫

助2；但亦由於此等利多，使得發行禮券亦潛藏著惡意吸金的弊端。面對此

刀刃之兩面，消費者除了在購買禮券之際，睜大眼睛，選擇購買有信用之

之禮券之外，若無相關規範，似乎亦無任何保障可言，一旦發行人或其指

定之人惡意倒閉，手中所持有的禮券即成為壁紙一堆。因此，規範發行人

或其指定之人於發行禮券之同時，必須提供履約保證，遂成為可能之方式。 

 

第一節  相關案例 

第一款  高峰百貨 

高峰百貨創立於民國六十四年，以「會員量販價」打出名號，並以台

北人手中都有一張高峰會員卡為目標，可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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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面對強力的外商量販業者競爭，遲

遲沒有轉型3，並且由於高峰負責人高誠龍（原名高清腦）與擔任總經理的

次子高大峰，另私下成立同型態量販公司「財洋」，而財洋所銷售之商品，

                                                 
1 突破雜誌編輯部，低成本、高效率禮券行銷，突破雜誌第一五五期，1998 年 6 月，頁 29。 
2 范碧珍，打造貨幣新紀元─禮券變成促銷利器，突破雜誌第一七五期，2000 年 2 月，頁 32。 
3 http://news.taiwannet.com.tw/newsdata/showdetail1.php?ID=6609 ，上網日期 2005 年 3 日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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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直接向「高峰」調貨，且未定時繳款，負責人並放任「高峰」對「財

洋」公司的應收帳款逐年增加由 86 年的 1 億 6 千餘萬元，92 年 3 月暴增

至 3 億 6 千餘萬元，長期積欠「高峰」龐大貨款未償還，高峰竟仍不中斷

供貨，反而任由「財洋」延票積欠貨款，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查高峰會

計帳目時發現疑問，曾在財務報表上揭露應收帳款遲延，應儘速催討以確

保公司權益，但高峰負責人均置之不理。此外高大峰妻子高熊碧雲還挪用

子公司八百餘萬元公款買股票，致民國九十一年底，桃園、板橋、土城、

基隆等高峰分店結束營業，經營疲態已現；其後，雖撤換總經理，惟仍欲

振乏力，每個月賠一千多萬元，而於民國九十二年底，宣布歇業4。 

高峰百貨歇業後，消費者所持有高峰百貨之禮券約有一百多萬元，除

了其後於清倉拍賣時仍開放可由消費者持禮券消費外，惟對未於拍賣期間

內使用禮券之消費者而言，其所持有之禮券其後因高峰歇業而不得再使

用。 

 

第二款  光復書局 

光復書局成立已四十年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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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料事

隔五個多月，該年年底即發生了跳票之財務危機事件，並停止營運5。 

在光復書局發生財務危機前，全台計有五百多家合作書局販售其所發

行之圖書禮券，小的書局平均已賣出二萬多元圖書禮券，大的經銷點賣得

更多，以二萬多元為基準計算，全台五百多家，即有一千萬元以上的圖書

禮券6。光復書局傳出財務危機後，各合作書局因無法向光復書局請款，均

拒絕消費者之兌換，致消費者手中所持有之禮券無法兌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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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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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同上註。 



 147

第三款  新糖主義 

新糖主義麵包店（Twins Brothers Bakery），由雙胞胎兄弟姜台生、姜台

賓開設，登記負責人則是妹妹姜彩珍，標榜飯店精緻烘焙藝術，以鹿坊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名稱登記，資本額七千萬，員工有二百一十人，自民國八

十五年起經營已六、七年，全盛時期，全台有二十家直營門市和四家加盟

店。新糖主義擅長促銷活動，曾推出終身會員制，只要預付 4,000 元，每

年可得 500 元紅利回饋及生日蛋糕一個，會員累計達上萬人，除此之外，

負責人並經常舉辦各項活動，並且曝光於各大電視及平面媒體，建立知名

度，年營業額曾高達上億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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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捲款潛逃，避不出面解決，留下未兌換的禮券金額

高達新台幣八千多萬元8。 

 

第四款  分析 

上開三個案例乃促成消保機關介入商品禮券發行規範之主因，其中又

以新糖主義最為著名，新糖主義在發生財務危機後，明知已積欠員工薪資

三個月以上，並且對於相關廠商之請款已無能力給付後，竟然仍在各家分

店強力促銷其所發行之禮券，並且以極優惠之折扣吸引消費者購買，在業

者捲款潛逃後，消費者對於自己手上所持有尚未使用之禮券，亦只能徒呼

負負。 

其次，若觀察上開三個案例，可以發現，該三公司所發行之禮券，極

容易使人產生係具有信用之禮券，而使消費者不疑有他地購買。高峰百貨

年收入曾高達三十二億、光復書局成立已四十餘年、新糖主義強力的於媒

體曝光，凡此，均使人產生購買該等禮券不會有風險之假象，消費者在購

                                                 
7 http://www.chinamgt.com/harment/bt/0401/222pf-r3.htm，上網日期 2005 年 2 月 28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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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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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禮券時，根本不會想到該公司內部已經發生財務漏洞。換言之，要求消

費者在購買禮券時，必須睜大眼睛選購，不啻為天方夜譚，只要企業經營

者未主動誠實的公開財務情形，消費者根本無從得知自己已成為業主財務

危機的「救主」。 

其次，當發行人出現財務危機之時，其履行輔助人不得以避免自己損

失為由，而拒絕禮券持有人之兌換。在光復書局之案例中，光復書局所發

行之圖書禮券，多係透過特約書局販售，且禮券持有者除可至光復書局之

直營店請求兌換外，並均可至特約書店兌換禮券，此等發行模式，屬於自

家發行之型態，依前文之見解，此際，該特約書局視同為光復書局之履行

輔助人，必須代光復書局履行債務，而不得任意拒絕履行，至於特約書局

無法由光復書局手中請款事宜，則屬特約書局與光復書局間之履約問題，

與消費者無涉。 

當禮券無法獲得兌現後，由於消費者所取得之禮券，通常額度較少，

一般之消費者鮮少為此進行訴訟，多自認倒楣9；即便進行訴訟，亦只能持

禮券向發行人主張債務不履行，看似有救濟程序，其實不然。蓋消費者欲

向發行人主張債務不履行之際，發行人通常均已停止營業，即便取得勝訴

判決10，在執行時由於身為債務人之發行人，名下已無任何財產可供執行，

消費者頂多只能取得俗稱為「傷心證」之債權憑證，無法獲得實質之補償。 

因此，如何事先保障消費者所購買之禮券，以履約保證之方式，確保

消費者手中所持有禮券之信用，即成為重要之課題。 

 

第二節  「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關於履

約保證之規範 
民國六十二年由財政部所發布之「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對於禮

券發行者之規範設置了許多限制，欲發行禮券者，必須先符合該辦法對於

                                                 
9 當然可以依據消保法第 51 條提起團體訴訟或依據同法第 54 條選定當事人訴訟。 
10 通常此時發行人均不會再出面進行訴訟，法院多以一造辯論判決作結，判決原告勝訴，見九

十二年度北小字第一八五九號、九十三年度雄簡字第一三一八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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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營業年限及盈餘之規定，再檢具相關文件後，報經省（市）主管

機關核准後，始得發售。 

經過主管機關核准後，該辦法並且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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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履約保證之方式，

該辦法列出二種，由發行人選擇其一履行。 

其一，係由銀行保證發售，由禮券發售公司與銀行簽訂保證契約，保

證期間，應以所保證之商品禮券全部兌回為止；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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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係透過專款專戶之方式，由發售公司提供與已發售禮券價額同

等現金或政府債券，存入主管機關指定之銀行專戶，作為保證。 

上開履約保證之方式，無論發行人選擇何者，若其後因財務危機或經

營不善而倒閉，禮券之持有者即可由保證人或該專戶中，優先取得受償之

權利，以避免一般消費者成為公司經營不善之犧牲者。 

民國六十九年時，將專款專戶之保證方式廢除，發行禮券之公司所為

履約保證方式，僅得與銀行簽訂保證契約，由銀行保證發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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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施行期間，由於主管機關設有種種限制，任

何一家公司欲發行禮券，除了事先經過審核之外，對於發行之數額亦受限

制，並且尚須提供履約保證，因此，甚少有聽說發行公司倒閉致消費者無

法求償之案例。惟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已於民國七十八年時廢止，因此

該辦法於今已不適用，如今，不肖企業經營者藉發行禮券之名，行吸金之

實，已造成消費者對於禮券市場之不信賴，因此，重新再啟動發行人履約

保證機制，已成為勢在必行之趨。 

 

 



 150

第三節  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

載事項草案之規定 
履約保證之提供，依現行法制之途徑，可以採行之方式約有要求發行

人信託、提供保證或投保責任保險三種，在消保會及相關機關討論之過程

中，一開始之草案內容，即以上三種為主，惟其後因保險司代表表示，禮

券責任保險並無前例可循，並且無保險業者願意承作，因此而將責任保險

一項剔除，惟本文認為，此為危險估計之問題，目前雖無保險業者願意承

保，仍不失為履約保證之方式，故亦納入討論範圍。 

 

第一款  信託專戶 

信託者，乃財產移轉及管理之手段。信託關係之關係人，一般而言有

三，即委託人、受託人與受益人，而產生信託關係之法律行為則統稱為「信

託行為」。 

一、信託概論 

我國信託法第一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

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益人之利益或為特定目的，管理或處

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之概念析言之： 

（一）信託須委託人對於受託人為財產權之移轉或為其他處分 

信託關係之成立，須由委託人對於受託人為某種財產權之移轉或其他

處分，一旦信託財產依信託契約移轉於受託人，信託關係隨即形成。信託

關係一經成立，信託財產即分割為「名義上之所有權」與「實質上之所有

權」，由受託人因信託而取得信託財產名義上之所有權，得對於信託財產

為管理、處分，委託人或受益人則取得實質上所有權，得享受信託財產及

其管理處分之收益11。 

                                                 
11 方嘉麟，信託法之理論與實務—以比較法觀點論信託法制繼受之問題，1998 年 1 月，頁 43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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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託須為他人之利益或為完成特定目的而為財產權之管理或處分 

信託關係之成立，必須係為了他人之利益或為完成特定目的，而對於

委託人之財產為管理或處分。如受託人對於信託財產無管理或處分之權

限，而係由受益人管理者，即所謂之消極信託，英美法院認為，消極信託

無存在實益，此時應逕將信託財產移轉於受益人而消滅信託關係；蓋信託

之意義在於，由受託人管理或處分財產，受益人則享受利益，若使受益人

既可管理處分財產，又可享受利益，則受託人並無存在之實益12；在我國

實務上曾認為消極信託除有確實之正當原因外，通常多屬通謀虛偽意思表

示，極易助長脫法行為之形成，故法院亦難認為其行為之合法性（七一台

上字第二Ο五二號判決參照）13。 

（三）信託須為委託人依信託本旨而管理或處分財產 

    信託財產一經移轉於委託人，委託人即應依信託本旨管理或處分財

產。所謂信託本旨，係指委託人與受託人所成立之信託內容。 

信託之成立，除了上開三要素外，並以信託財產為信託關係之核心。

自信託之成立與存在而言，必委託人移轉信託財產於受託人，信託始成立

及生效，信託財產倘不再存在，信託關係亦自然消滅；蓋信託之目的在賦

予受託人一定之財產權，使其對之加以經營管理，因此，委託人必須將財

產之名義上所有權移轉於受託人，由受託人管理經營，委託人於信託期

間，並且對於該財產權無再管理處分之權限。 

再者，就信託行為之法律效果而言，信託財產獨立於信託關係人之自

有財產外，非其一般債權人所得追及，具有獨立性14。故信託法規定，受

託人不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利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理、處分、滅失、毀損或

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第九條）；信託財產不屬於受託

人之遺產，亦不能將之列入受託人之破產財團（第十、十一條）；受託人

之債權人原則上不得對信託財產聲請強制執行（第十二條）；屬於信託財

                                                                                                                                            
44。 
12 同上註，頁 214。 
13 潘秀菊，信託法之實用權益，1996 年 5 月，頁 75。 
14 朱柏松，論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之效力，月旦法學第八十二期，2002 年 3 月，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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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債權與不屬於信託財產之債務不得互相抵銷（第十三條）；信託財產

為所有權以外之權利時，受託人雖取得該權利標的之財產權，其權利亦不

因混同而消滅（第十四條）。 

二、禮券發行人信託專戶之履約保證 

依據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事項第二點第四選項規定：

「本商品（服務）禮券所收取之金額，已存入發行人於ΟΟ金融機構開立

之信託專戶，專款專用；所稱專用，係指供發行人履行交付商品或提供服

務義務使用。」 

禮券發行人若選擇以信託方式提供履約保證，須與金融機構成立信託

契約，約定由發行人於該金融機構處開立信託專戶，將發行禮券所收取之

金額，存入該信託專戶內。以發行人為委託人，金融機構為受託人，發行

禮券所收取之金額，則屬信託財產，由受託之金融機構取得名義上之所有

權，發行人對該筆財產僅存實質上之所有權，不得任意處分。 

專戶內之款項僅供發行人履行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義務使用，發行人

除為履行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義務外，不得任意處分該筆財產。成為受

託人之金融機構，則須依其與發行人之信託內容，忠實的管理信託財產，

將該筆款項專款專用，只有當發行人提供履行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義務

後，方得給付於發行人。 

禮券多數為預付型消費，並且亦只有預付型禮券會對消費者產生風

險，蓋發行人一旦發行禮券而取得資金後，通常容易將之作為轉投資之資

金，其後如發生財務危機而倒閉，消費者往往無法再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

人請求對價，預先支付之金額亦難以索回。以交付信託之履約保證方式，

可以限制發行人不得任意處分其預先收取得之金額，發行人因而不得將預

先取得之資金作為轉投資之資本，較無產生惡意吸金之動機。 

信託專戶之方式，除限制發行人對於預先收取禮券現金之使用外，尚

可利用信託專戶獨立性之特性，確保消費者預先支付之金額，不致用來清

償發行人之其他債務。如前所述，信託財產具有獨立性，與信託關係人之

固有財產應分別視之，因此，委託人、受託人與受益人之一般債權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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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對該款項請求。換言之，一旦發行人或受託之金融機構發生財務危機

或面臨倒閉之情事時，發行人或受託金融機構之一般債權人，亦無法針對

信託財產進行強制執行；蓋委託人已非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其債權人無法

對該筆財產權為強制執行，而信託財產雖登記或交付於受託人所有，由受

託人取得名義上之所有權，事實上仍非屬受託人之固有財產，即便因受託

人之經營、管理而有收益取得，仍屬信託財產，並不因夾雜受託人之努力

而使其一部分歸屬於受託人15，並且信託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本文之規定：

「對信託財產不得強制執行。」從而可以得知，信託財產僅供信託目的使

用，一般債權人不得對之請求，間接確保禮券持有人之債權。 

    再者，如發行人確實發生無法兌現禮券之事由，消費者亦可透過訴訟

方式，取得執行名義後，對該筆信託財產進行強制執行程序；當然，亦可

於信託契約中約定，如發行人倒閉或破產，信託受益人即變更為禮券持有

人，使持有人得向委託人請求信託財產之返還。信託財產在一定情形下，

是可以對之強制執行的。本文認為，消費者購買禮券後，對於發行人即產

生一定之債權，而該信託財產之最主要目的即在於清償發行人因發行禮券

所負擔之債務，則消費者因持有禮券所擁有之債權，係於信託前即已存在

於信託財產，故一旦發行人無法履行債務時，持有禮券之消費者自可對該

筆信託財產進行強制執行程序，而取回已給付之價金。 

最後，此條款與舊時「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未修正前之第二種履

約保證方式類似。舊時，「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未修正前之第二種履

約保證方式規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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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二者，可以發現有若干之不同。首先，

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規定，發售公司所提供與已發售禮券價額同等現金

或政府債券，係存入主管機關指定之銀行專戶；而範本應記載事項中，主

管機關並未硬性規定應存入何家銀行，全然由禮券發行人自行決定欲與何

家銀行成立信託契約。 

其次，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規定，該專戶之存款，係專供保證之用，

換言之，禮券公司當年度發行多少禮券，即必須提出相當於禮券數額之現

金或政府債券，存款於所指定之專戶，並非直接以禮券發售之金額直接存

                                                 
1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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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該帳戶；而範本應記載事項，則係專指信託專戶，發行人將發行禮券所

收取之金額，直接存入特定信託帳戶，發行人不得以其他有價證券代替，

該筆金額專供發行人履行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義務使用。 

二者雖有上述不同，惟本文認為，在實際運作上，應無太大區別，二

者均係限制發行人對於禮券發行所得之金額，不得任意處分。商品禮券發

售管理辦法之該等履約保證方式，雖名為擔保，該筆財產在名義上亦未移

轉，一旦發行人發生倒閉之情形，其一般債券人理論上可對該筆財產查

封，而與禮券之持有人平均分配該筆財產，惟為達到保護禮券持有人之目

的，在同法第十三條卻明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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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發行人所提供之擔保金，一般債權

人並無法與禮券持有人平均分配，而係由禮券持有人取得優先受清償之地

位。而範本應記載事項之信託擔保方式，則因身為委託人之發行人已非該

財產權之名義上所有權人，因此發行人之一般債權人並無法對之強制執

行。 

 

第二款  責任保險 

    責任保險者，依保險法第九十條之規定，係指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

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責任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之

保險。 

一、責任保險概說 

責任保險之起源主要係自工業革命以來，科技活動及機械技術發達，

危險歸責之無過失責任亦日漸形成，因而責任保險益漸重要；再者，人與

人間之交往活動種類繁多而複雜，每有對於他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事發

生，災難時有所見，賠償數額之大，基於義務人財產之有限性，常非義務

人所能負荷，透過責任保險的制度，可以提供加害人足夠之清償能力，並

使受害人之損害得到適當之賠償16。因此，責任保險之機能兼具有保護加

                                                 
16 梁宇賢，保險法，1995 年 2 月，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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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與受害人之機能，蓋加害人之民事責任，包括侵權責任及債務不履行

責任，均可轉嫁於責任保險，填補其損害賠償之損害，並且，責任保險可

以確保加害人對於被害人損害賠償義務之履行，以保護被害人。 

責任保險依保險法第九十條之規定，其成立須具備： 

（一）須在保險契約有效期間發生被保險人應向第三人負責任之事實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責之事故，須發生於保險契約之有效期間內，

且應負責任之事故，僅限於私法上之法律事實。只要被保險人對第三人須

負責任，不論該事實為侵權行為責任、債務不履行責任，或因其他法律事

實而發生之責任，均得為責任保險之標的17。 

（二）須被保險人受第三人之請求 

    責任保險雖以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賠償責任為標的，但若該項賠償

責任縱已發生，而第三人不向被保險人請求賠償時，被保險人仍無損害可

言，因此。保險人自無須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18。 

責任保險之保險標的為「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應負之賠償責任」，而

保險事故之發生，則眾說紛紜，約有損害事故說、被保險人責任發生說、

被保險人受請求說及賠償義務履行說19四說，學說上有認為，我國係兼採

第二說及第三說，即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即

為保險事故之發生，惟若保險人向被保險人給付保險金時，則應受保險法

第九十四條之限制，亦有認為我國採第三說20者。本文認為，責任保險之

保險事故究竟發生於何時，應視保險契約之訂定，保險契約未約定者，則

以保險法第九十條為依據，以被保險人「受賠償之請求」時，為保險事故

之發生時點。 

    其次，保險法第九十四條規定：「保險人於第三人由被保險人應負責

                                                 
17 劉宗榮，保險法，1995 年 8 月，頁 325。 
18 鄭玉波，保險法論，1994 年 10 月，頁 139。 
19 「損害事故說」認為發生損害之事故，即為保險事故；「被保險人責任發生說」認為，損害事

故發生後，如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如判決確定或和解成立），即為保險事故之發生；「被

保險人受請求說」認為，被保險人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時，始為保險事故之發生；「賠償義務說」

認為，被保險人履行對於第三人之賠償義務時，始為保險事故之發生。上參見鄭玉波，同上註，

頁 143 至 145。 
20 梁宇賢，前引註 16，頁 242 至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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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事故所致之損失，未受賠償以前，不得以賠償金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被

保險人。」其立法意旨在保護受害之第三人，故令被保險人須先向受害者

賠償後，始得向保險人求償，惟若被保險人無足夠之資力賠償時，則受害

人既無法由被保險人處取得賠償，是否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賠償？此即第

三人直接請求權之爭議。 

在保險法修正前，學說上雖有認為第三人對於保險人有直接請求權
21，惟多數學說認為，第三人對於保險人並無直接請求權，蓋責任保險僅

存在於保險人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間，保險人與被害人並無直接關係存

在；保險法第九十五條雖規定：「保險人得經被保險人通知，直接對第三

人為賠償金額之給付。」惟就其反面解釋而言，保險人未經被保險人通知，

保險人不得直接對第三人給付，而第三人亦不當然對保險人有給付請求

權，因此，被害人不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保險金22。實務亦認為，保險法

第九十條與第九十二條為自己兼為他人利益之責任保險不同，第三人不得

逕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金；至同法第九十五條之規定，係因被保險人為

謀手續之便利，避免收支之勞費，故通知保險人直接向第三人給付，保險

人依此規定，故可直接向第三人給付，但並非第三人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

給付23。 

學說通說雖認為，依我國保險法之規定，第三人對於保險人無直接請

求權，惟亦均承認，為保護被害第三人之利益，應修法賦予第三人對於保

險人有直接請求權。因此，民國九十年七月九日公布修正保險法第九十四

條，基於避免原第九十四條產生「在被保險人無足夠資力賠償第三人時，

受害人不但無法從被保險人處獲得賠償，又無法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致責

任保險制度之原意盡失，惟獨保險人無需理賠」24之弊病，於同條增定第

二項：「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金

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例，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金額。」 

                                                 
21 桂裕，保險法，1992 年 12 月，頁 352 至 353；鄭玉波，前引註 18，頁 147。 
22 施文森，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之研討，收錄於保險法論文第一集，1985 年，頁 292；劉宗榮，

前引註 17，頁 341；梁宇賢，前引註 16，頁 248。 
23 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三期第十三則。 
24 保險法第九十四條修正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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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禮券發行人投保責任保險之履約保證 

範本應記載事項草案在討論之初，曾經將責任保險列入禮券發行人履

約保證之方式之一：「本商品（服務）禮券所收取之金額，事前向ΟΟ保

險公司購買足額責任保險。」若發行人果向保險公司購買足額之責任保

險，則嗣後如發生禮券無法兌換之債務不履行情事，經禮券持有人向發行

人（被保險人）請求賠償時，該責任保險之保險事故即已發生，加以保險

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之新增，禮券之持有人可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保險金之

給付，以此，作為禮券持有人權益保障之方式。 

惟其後在各主管機關討論應記載事項之過程中，經保險司表示，此類

責任保險並無前例可循，且保險業者認為無法承作，而遭刪除25。本文認

為，除了現實上無保險人願意承攬此種保險之外，以責任保險作為禮券之

履約保證方式，存有一盲點。保險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保險人對

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之故意者，不在此限。」換言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若故意造成

保險事故之發生者，保險人並不因此負有給付保險金之責任，此於任何保

險皆然，其目的在防止當事人故意侵害他人或故意違反自身之義務，而以

保險轉嫁其責任於保險人也26。 

    以新糖主義之案例而言，禮券發行人大量發行禮券，事後卻拒絕給

付，難謂其非屬故意行為，即使發行人事先投保責任保險，其惡性倒閉之

行為亦屬故意導致保險事故之發生，即便保險法賦予禮券持有人得向保險

公司直接請求保險金之權利，保險公司亦可以此為被保險人之故意行為而

拒絕給付，則責任保險事實上既不能遏阻發行人之惡性倒閉，亦無法於事

後對禮券持有人賠償，並無法發揮保障禮券持有人之權益。 

 

第三款  保證契約 

    大凡債權之擔保，可分為物保與人保，前者指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

                                                 
25 http://www.tcoc.org.tw/newslist/004200/4229.htm ,上網日期 2004 年 12 月 20 日。 
26 桂裕，前引註 21，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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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物，以供債權人設定擔保物權，如抵押權、質權等；而人保，主要即指

民法第七百三十九條以下之保證。 

一、保證契約概論 

保證者，依民法第七百三十九條規定，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

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時，由其代負履行責任之責任。以保證人作為契約履行

之擔保，則債權人之債權，除了主債務人之財產外，並有保證人之財產可

供擔保。保證契約之特性，一般而言有二： 

（一）從屬性 

    保證契約與其所擔保之主債務，原則上同其命運，具成立上、移轉上

及消滅上之從屬性。成立上之從屬性者，保證債務之發生以主債務有效存

在為前提；移轉上之從屬性，則指主債務移轉時，保證債務原則上亦隨同

移轉（民法第二百九十五條參照），惟若保證人預先表示僅對於特定債權

人為保證，或於債權讓與時，讓與人與受讓人間有相反之表示，或保證人

與債權人間有禁止讓與之特約時，則不在此限27；至於消滅上之從屬性，

則係指主債務因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或混同而消滅者，保證債務亦隨

同消滅28。 

（二）補充性 

    保證債務具有補充性，於主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時，由保證人負履行之

責。因保證債務之補充性，保證契約雖一經成立即生效，保證債務原則上

俟債務人請求時，始屆清償期，而保證人履行責任之具體化時點，則以主

債務人之不履行為停止條件29，因此，保證人在保證契約成立後，即取得

先訴抗辯權，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行而無效果時，保證人

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參照）。 

    禮券發行人若採保證契約作為履約保證之方式，對於禮券持有人而

言，除了發行人本身之財產外，保證人之財產亦屬對於禮券持有人之擔

                                                 
27 史尚寬，債法各論，1981 年 7 月，頁 830 至 831。 
28 鄭玉波，民法債編各論（下），1997 年 8 月，頁 829 至 830。 
29 史尚寬，前引註 27，頁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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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因此，發行人若有惡意倒閉，或因經營不善而結束營業之情事，禮券

持有人在對於發行人之財產執行無效時，便可向保證人主張其應代發行人

履行債務，對於禮券持有人而言，不失為債權保障之方法。 

    保證契約雖如上所述，可以作為禮券持有人債權之擔保，惟其畢竟為

人保，純粹以保證人個人之資力作為債權之擔保，如若保證人之資歷不

足，則債權人可能亦無法得到完全之求償，因此，若欲以保證契約作為發

行禮券之履約保證方式，即必須要求保證人之資格。商品（服務）禮券應

記載事項第二點即考量此點，發行人如欲選擇以保證方式作為履約保證，

其保證人須限於銀行。 

二、以金融機構保證方式為履約保證 

商品（服務）禮券應記載事項第二點第一選項規定：「本商品（服務）

禮券其內容所表彰之金額，已經ΟΟ金融機構提供足額履約保證，前開保

證期間至ΟΟ年ΟΟ月ΟΟ日止（自發行日起至少一年）。上開履約保證

內容應載於禮券正面明顯處。」 

保證於銀行實務上具有重要之地位，其主要運用為兩方面，第一類係

銀行辦理放款或其他業務時，由第三人為債務人提供保證；第二類則係銀

行接受客戶（債務人）之委託，就委託之事項，對客戶之債權人為保證之

承諾30（銀行法第三條第十三款參照）。本款之規定，即屬第二類，由銀行

居於保證人之地位，為發行人於其所發行之禮券額度內提供保證。 

保證人於保證之額度內，負人之無限責任。因此，保證人自身之資力

即顯得相當重要，以金融機構為保證人，對於發行人所發行之禮券提供履

約保證，應屬適當，畢竟金融機構之資力，相較於一般自然人或法人而言，

償還能力較強。 

銀行對於禮券提供保證後，其對於持券人所負擔之責任，並非與發行

人負連帶責任，而係居於補充責任。換言之，持券人並不得直接向銀行請

求履行禮券之債務，仍必須向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請求給付商品或提供服

務，此為銀行先訴抗辯權之行使。不過，若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陷於破產

                                                 
30 陳怡林，「民法」債編修定對銀行保證契約之影響，金融財務第五期，2000 年 1 月，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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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財務危機而無法提供給付，經持券人提起訴訟而取得執行名義，並且實

行強制執行無效果時，銀行即應為發行人或其指定之人代為清償禮券債

務。 

惟若銀行表示願拋棄先訴抗辯權，則銀行與發行人即相當程度地負擔

連帶責任。拋棄之方式，如於保證書上註明「願與主債務人負連帶責任或

同一責任」字樣，又如記明「清償期屆至，保證人即應清償」，則屬默示

拋棄先訴抗辯權31等均屬之。應記載事項所規範之內涵，並未強迫金融機

構拋棄先訴抗辯權，但如果金融機構自願放棄先訴抗辯權，對於消費者之

權益亦無影響。 

再者，一般保證契約，保證人所負擔之保證範圍，契約若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契約未規定者，依民法第七百四十條之規定，除主債務外，並

且包含主債務之利息、違約金、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惟

以應記載事項之規定而言，似乎規範金融機構僅須就禮券上之面額加以保

證即可，對於禮券面額以外之損害賠償、利息、違約金或其他負擔，則不

負保證責任。 

除了保證範圍外，保證期限亦為保證債務內容之一部，保證人僅於保

證期間負保證責任，超過保證期間後，保證人即解除其保證責任，無論主

債務清償於否，均不再與保證人有任何關聯。應記載事項所規定銀行之保

證期限為一年，就此而言，其規定與舊時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並不相同。 

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所規定之第一種履約保證，亦要求發行人必須

請求銀行提供保證。不同的是，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事項，規範銀行保

證之期間至少為一年，而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則規定，銀行保證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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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保護消費者角度之觀點，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之規定較為周延，

消費者手中所持有之禮券，只要在未兌現之前，全然受到保障。惟若就銀

行之觀點而言，在商品禮券發售管理辦法規範之時代，禮券之發行除了必

                                                 
31 鄭玉波，前引註 28，頁 842 至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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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提供履約保證外，尚設有公司營業額之種種限制，其發行並且由主管機

關採取數額之核准制，銀行作為保證人所要負擔之風險似乎較小。該辦法

廢除後，禮券回歸市場機制，由發行人針對自身經營所需而發行禮券，發

行之主體不再限制為公司，既無主管機關之審核，亦無數額之限制，若要

求銀行再如從前一般，提供無限期之保證，恐怕不會有銀行欲加以保證，

其結果或不免架空本款之選項，因此，增定保證期限恐怕為合理之考量。

消費者若購得此等履約保證之禮券，為保障自己之權益，必須儘速在保證

期間內使用完畢，蓋保證期間經過後，禮券雖然仍可使用，但銀行對此禮

券已解除其擔保責任，一旦發行人倒閉，消費者將可能求償無門。 

 

第四款  同業聯保 

禮券應記載事項第二點之履約保證方式，除了信託、金融機構保證之

外，並且規定有同業聯保之履約保證方式。同業聯保之方式又區分為同業

相互擔保與同業禮券聯保，前者僅為二經營業務相同之公司相互為對方之

擔保人，後者則必須牽涉到同業公會之運作。 

一、同業相互擔保 

商品（服務）禮券應記載事項第二點第二選項規定：「本商品（服務）

禮券，已與ΟΟ公司（同業同級，市佔率至少百分之五）等相互擔保，持

本禮券可依面額向上列公司購買等值之商品（服務）。」 

    本選項之適用，係利用同業間相互擔保之方式，保障消費者之權益，

其適用與上述銀行保證之方式略有不同，銀行保證之方式係居於補充性地

位，於發行人無法履行時始負保證責任；而同業間之擔保，則係賦予消費

者得持禮券向發行人請求履行，亦得向發行人之擔保人請求履行之權利，

其法律性質較類似於併存之債務承擔。 

併存之債務承擔者，由第三人加入既存的債之關係而為承擔人，而其

原債務人仍與債權人繼續維持原有債之關係。併存之債務承擔於民法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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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文規定，惟學說與實務上均承認之32。併存之債務承擔與免責之債務

承擔不同，免責之債務承擔依民法第三百條之規定：「第三人與債權人訂

立契約承擔債務人之債務者，其債務於契約成立時，移轉於第三人。」因

此，第三人一旦承擔債務，原債務人之權利義務即由該第三人承擔，原債

務人因此退出原來的債之關係；而併存之債務承擔，除了第三人加入為承

擔人外，原債務人並不因此退出債之關係，仍應負擔其依原契約所應負擔

之權利義務。換言之，併存之債務承擔對債權人而言，除了得向原債務人

請求履行債權外，亦得向新加入之承擔人請求履行，原債務人與新債務人

間之關係，屬於連帶債務關係，債權人僅得請求一次之清償，但原債權人

對於其債權，因有二債務人之負有義務，更有獲得清償之可能。 

併存之債務承擔與保證有相類似之處，但其法律性質仍然不同。相同

之處在於，二者均使債權人之債權，獲得來自原債務人以外之擔保，並且

原債務人均不免除其自身之責任；但在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係從屬於主債

務人義務之存續與內容，屬於從債務與主債務之關係，而併存之債務承

擔，則係創造承擔人自身之債務，承擔人與原債務人對於債權人之債務，

均屬主債務。 

但在個案中，欲區分二者，應視當事人約定之內容而定，如當事人之

約定無法明確認定究係併存之債務承擔或保證時，應研究欲參與之人係希

望為自己債務負責，亦或作為保證人為他人擔保。德國判例認為，就自身

之經濟上利益參與時，始可認為係併存之債務承擔，個人之身分利益則不

能作此推定，例如基於友誼或家庭之關係，而表示願意為債務人解決，只

能認係保證33。 

應記載事項之此項選項，規範發行人發行之禮券，應與其他發行禮券

之人相互為擔保，以「擔保」二字視之，似乎以發行人與其他發行禮券之

人為相互保證之關係；惟其後文又規定，禮券持有人所持有之禮券，亦可

向擔保人請求兌換，則擔保人本身亦屬於債務人，而保證人在保證關係

中，除非放棄先訴抗辯權，否則保證人對於債務之履行，乃係基於補充關

係，債權人並不得逕向保證人請求履行債務責任，是故，此款規定之法律

                                                 
32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論，1990 年 10 月，頁 730。 
33 黃立，民法債編總論，2000 年 9 月，頁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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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並非屬保證關係，而係併存之債務承擔。再者，債務擔保人之所以

願意為擔保人，主要之理由在於，除了其自身為他方之債務承擔人，與他

方共為其債權人之債務人外，由於相互擔保之關係，該他方亦因此成為自

己債務之承擔人，與自己對於自己之債務，共為債務人，二者具有經濟上

之利益關係，因此，本文認為，本款之規定應屬於併存之債務承擔，而非

屬保證。 

在此選項中，為加強保障持券人之權利，因此限制得為相互擔保者，

須為同業同級，並且市佔率須為百分之五，換言之，發行人若與選擇此選

項作為履約保證之方式，則發行人本身之市佔率須達百分之五以上，市佔

率未達百分之五之發行人，無法採取此等履約保證方式，僅得採取信託或

銀行保證之方式。此外，發行人所擇定之擔保人，則必須為其同業同級之

競爭對手，且市佔率亦須達到百分之五以上。論者遂有謂，此等履約保證

型態將造成另一類型之禮券托拉斯，例如以每年發行量超過三十億元之

SOGO 百貨而言，欲採取同業聯保之方式提供履約保證，可選擇隸屬同一

企業集團下之遠東百貨作為同業擔保，如此一來，光是遠東百貨旗下所發

行之百貨公司禮券一年將超過四十億元，甚至五十億元之大量，對於小百

貨公司而言，競爭力更將下滑34。 

消保會亦注意到此規範所可能產生之弊端，因此對於此選項之履約保

證，認定其僅為過渡時期之條款，最終應被同業禮券聯保機制取代35。惟

因我國尚未有此制度之建立，必須集合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經濟部、中

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與各產業商業同業公會共同規劃，在規劃尚未完成之

際，同業相互擔保之方式，僅屬過渡時期保障消費者之手段之一，待同業

聯保制度建立，則同業間相互擔保之履約保證方式即自動失效。 

二、同業禮券聯保 

商品（服務）禮券應記載事項第二點第四選項規定：「本商品（服務）

禮券已加入由ΟΟ商業同業公會辦理之ΟΟ同業禮券聯合保證協定，持本

券可依面額向加入本協定之公司購買等值之商品（服務）。」 
                                                 
34 「禮券新制  又被批為象牙塔」，中國時報第 A6 版，2004 年 10 月 19 日。 
35 九十三年十月一日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商品（服務）禮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事項第二

點」（草案）審查會會議紀錄附帶決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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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選項係透過各商業同業公會，由公會內部就關於禮券之發行，簽定

聯合保證協定，凡簽署該協定而發行禮券之人，均應遵守該保證協定之規

範。一般消費者若向特定發行人購買該等禮券，其兌換禮券之地點，即不

限於發行人之營業所，凡加入該協定之成員，均有義務接受該等禮券之兌

換。 

與上述業者相互擔保之履約保證方式相較，禮券聯保協定對於持券人

而言，更加有所保障。僅僅從債務履行之角度而言，業者相互擔保之方式，

頂多僅有二債務人，雖已相當程度獲得保證，惟若該二債務人隸屬於同一

企業集團之下，甚至係子公司與母公司之關係，則消費者是否獲得實質之

保障，尚有可疑之處；而禮券聯保協定之保障，等同於有更多債務人願意

承擔債務，即便原債務人惡意倒閉拒不履行，對於持券人而言，亦不影響，

因為持券人仍然可以持禮券至其他債務人之營業所兌換禮券，持券人之權

利獲得更多之保障。 

我國目前尚未有任何公會著手進行禮券聯合保證協定之簽定，且現實

上亦存在有若干實行上之問題。日本針對百貨公司所發行之禮券，訂有「全

國百貨公司共同商品券使用條款」，自平成十年十一月起（西元 1998 年 11

月）適用，以該條款之規定而言，共同商品券持有人所持有之禮券可至「全

國百貨公司共同商品券使用店一覽」上所記之各百貨公司、禮券上所記載

之發行人之營業所消費（第一條參照）；但其第四條規定，發行人若發生

下列情形時，持券人將無法使用共同商品券：「 

（一）破產、申請民事再生、申請民事更生、公司重整或是申請特別

清算。 

（二）遭受票據交換所停止交易之處分或其他支付命令。 

    （三）重要財產有假扣押、保全扣押、扣押之命令或通知。 

（四）因天災地變停止營業。 

    （五）違反或不履行共同商品券發行與處理契約行為。 

（六）發生除上述以外信用顯著低落之該當事項。」36 

換言之，即便日本全國百貨公司已發行共同使用券，其對於消費者之

                                                 
36 王志誠譯，全國百貨公司共同商品券使用條款，收錄於張修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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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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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實益，亦僅為消費者可以至發行人營業所以外之處所行使禮券，一旦

禮券發行人發生破產之情事，或者禮券發行人違反或拒不履行依照內部共

同商品券發行與處理契約行為者，則其他共同商品券之發行人即得拒絕履

行禮券持有人之請求，則購得該等發行人所發行禮券之消費者，亦僅能夠

回歸預付式證票規制法之相關規定，請求發行人負責，並無法對於其他百

貨業請求債務之履行。 

因此，欲藉由同業禮券聯合保證協定提供消費者履約保證，其重點即

在於該保證協定規範之內容。解釋上而言，既為履約保證，即不應有上述

類似日本「全國百貨公司共同商品券使用條款」之規定。即便加入禮券聯

合保證協定之發行人，其後不履行依照內部協定所規範之權利義務，在該

發行人未被該等協定成員除外前所發行之禮券，仍應受到聯合保證協定之

保障，其他成員仍有義務對消費者為清償；再者，若特定發行人已被同業

禮券聯合保證協定除外，同業公會亦必須盡告知義務，將此項訊息廣為消

費者所周知，否則，消費者仍須受到同業禮券聯合保證協定之保障。如此，

方能落實以同業公會禮券聯合保證協定提供履約保證之目的。 

 

第四節  日本預付式證票規制法之規定 
日本預付式證票規制法，將預付式證票發行分為自家發行與第三人發

行，且無論是自家發行或第三人發行，均須向內閣大臣申報特定事項37後

始得發行，第三人發行之發行業務，並且非已向內閣總理大臣登錄之法

人，不得為之38。 

此外預付式證票規制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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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申報基準額超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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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依預付式證票規制法第四條，自家發行須申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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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種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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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第三人發行之申請書須記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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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王志誠譯，預付式證票規制法，收錄於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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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以下。 
38 預付式證票規制法第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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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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並且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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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行保證金，

有優先於其他債權人受清償之權利。」 

    所謂「基準日未使用餘額」依同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係指「由預

付式證票發行人於每年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以下稱「基準日」），

將其所發行預付式證票在該基準日所未使用餘額之總額，依內閣府令所定

方法計算出之金額」，而禮券未使用餘額之計算，係以在基準日前，禮券

持有人未持之以兌現之禮券總額。若該等總額申報基準額超過日本財政廳

所定之金額，則應將基準日未使用餘額二分之一以上之金額，作為發行保

證金，而予以提存，而禮券之持有人，對該筆保證金有優先於發行人之一

般債權人清償之權利。 

日本之禮券履約保證方式，係在特定情形下，發行人始負有履約保證

之義務，並且該等履約保證方式對於禮券持有人而言，因保證金僅為未使

用餘額之二分之一以上，而非全部，故非全額之保證，一旦發生禮券發行

人倒閉之情事時，禮券持有人所能獲得之賠償，恐怕也只能按禮券面額打

折扣理賠了；此外，履約保證之提供僅限自家發行之禮券，至於第三人發

行之發行人，則無此義務。 

 

第五節  美國州法之規定 

第一款  未請求財產法案 

美國各州對於特定財產，若經一段期間後未有人加以主張者，該特定

財產即屬未有人主張之財產，應歸於州政府所有。一般而言，各州各自定

有適用於其州境內之未請求財產法，惟大致上，各州所定之未請求財產

法，多來自於一九九五年所制定之「統一未請求財產法案」（Uniform 

Unclaimed Property Act，簡稱 U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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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UUPA 之規定，禮券包含在 UUPA 之財產範疇中，若自售出當年

度之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經過三年未有外觀上之所有人請求禮券之權利

者，禮券即被推定為拋棄，而應收歸州政府所有39。禮券之發行人於該期

間經過之後，若未有持券人要求兌換禮券，發行人即應將該筆金額歸還於

州政府，即便因持券人之過失，未要求或提出可證明之文件，亦同40。 

但是，誠如前章所述，各州政府對於禮券之使用期限並未均有規範，

若州政府未規範使用期限，則禮券使用期限之長短，完全委由雙方當事人

之合意，更進一步而言，係由發行人單方面決定。因此，一旦發行人所決

定之使用期限短於收歸公有之期限時，使用期限與收歸公有之期限究應如

何適用？例如，發行人若約定使用期限為二年，而禮券持有人於二年後始

兌換禮券，對於發行人而言，因使用期限已經過，發行人可拒絕兌現禮券，

再者，因禮券持有人於三年內已請求財產，自不符合上述三年內無人主張

權利，而應歸還州政府之要件，則該筆財產似應歸屬於發行人所有。 

為避免此等弊端，UUPA 於第十九節（a）規定，限制所有人接受或取

得財產之期間，無論係由契約、法令或法院之裁判所定，若早於或晚於本

法案所規定之期間，均不妨礙財產被推定為廢棄，或影響本法案所定報

告、給付、收受或移轉財產於管理者之義務41。因此，即便禮券之使用期

限為二年，禮券持有人於第三年請求兌現禮券，禮券發行人雖可拒絕持有

人之請求兌現，但並不因此免除 UUPA 法案對之所課與之義務，換言之，

即便拒絕持有人之請求，發行人於三年後仍應將該筆財產移轉於管理者

（即州政府）。 

一九九五年統一未請求財產法案，雖將禮券納入可推定為無人請求財

產之範圍，但各州對於其州境內之財產，均各自設有相類似之法案，在州

                                                 
39 UUPA（1995） Section 2（a）（7）：“Property is presumed abandoned if it is unclaimed by the apparent 
owner during the time set forth below for the particular property:……(7) gift certificate, three years 
after December 31 of the year in which the certificate was sold, but if redeemable in merchandise only, 
the amount abandoned is deemed to be [60] percent of the certificate's face value;……” 
40 UUPA（1995） Section 2（e）：“Property is payable or distributable for purposes of this [Act] 
notwithstanding the owner's failure to make demand or present an instrument or document otherwise 
required to obtain payment.” 
41 UUPA（1995） Section 19（a）：“The expiration, before or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Act], of 
a period of limitation on the owner's right to receive or recover property, whether specified by contract, 
statute, or court order, does not preclude the property from being presumed abandoned or affect a duty 
to file a report or to pay or deliver or transfer property to the administrator as required by thi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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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所發生之財產權，應優先適用該州之未請求財產法案（Unclaimed 

Property Law）。若觀視各州之未請求財產法案，可以發現各州之規定均不

相同，有將禮券列入可被推定為拋棄之財產，而屬於收歸州有之範圍，但

未請求期間之長短則不一；亦有排除禮券成為可推定拋棄之財產，而不屬

收歸州有之財產者。 

    以第三章中曾經提及，對於禮券設有規範之各州而言，即未必將禮券

定為可被推定為拋棄之財產，而屬於收歸州有之範圍： 

一、加州 

加州民法規定，原則上禁止禮券附加使用期限42，例外則於發行人之

禮券，係作為獎品、忠誠度之獎勵或作為促銷手段，而無償贈與消費者；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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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專為食物所發行之禮券始得附加使用期限者43，始得於禮券

上附加使用期限。 

加州民事訴訟法（California Civil Procedure Code）1520（a）規定：「在

本州內之所有個人有形資產，以及依 1510 節規定之所有個人無形資產，

除了第 1511、1513、1514、1515、1515.5、1516、1517、1518、1519 及

1521 所提及之團體財產之外，包含任何收入或者其後之增額並且扣除任何

合法之費用，以持有者之正常交易程序而擁有或取得者，自其成為可支付

款項或可分配之財產起，超過三年未有所有人對之主張權利者，該筆財產

必須歸還於州政府。」44即收歸州有之期間，必須自持有人取得時，原所

有人於其後三年間均未主張權利，該筆財產即應歸還於加州政府。 

惟同法第 1520.5 節則規定，上開第 1520 節並不適用於民法第 1749.45

節所規定之禮券，但仍適用於附有使用期限，且以現金或其他有價值之物

所取得之禮券45。換言之，加州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並非全然將禮券納入

                                                 
42 Cal. Civil Code §1749.5（a） 
43 Cal. Civil Code §1749.5（d） 
44 Cal. Civ. Proc. Code §1520（a）：“All 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 located in this state and, subject to 
Section 1510, all in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 except property of the classes mentioned in Sections 
1511, 1513, 1514, 1515,1515.5, 1516, 1517, 1518, 1519, and 1521, including any income or increment 
thereon and deducting any lawful charges, that is held or owing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holder's 
business and has remained unclaimed by the owner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after it became payable or 
distributable escheats to this state.” 
45 Cal. Civ. Proc. Code §1520.5：“Section 1520 does not apply to gift certificates subject to Title 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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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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得將該禮券收歸州有。至於大多數未附使用期限之禮券，則

因加州民法對於禮券利益之歸屬設有專條規定，本文將於第二款詳述之。 

二、新罕布夏州 

新罕布夏州對於禮券使用期限之規定，依照禮券面額而作區分，若禮

券面額等同於或少於美金一百元，禁止發行人於其上附加使用期限，但若

係發行人無償贈與之禮券，發行人自得於禮券上附加使用期限46。 

由於等同於或少於美金一百元之禮券禁止使用期限之附加，因此，新

罕布夏州法第 471-C 章關於收歸州有之規定，即將此類禮券排除使用。該

章第 16 節規定：「即使法律有相反規定，等同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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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因此，在新罕布夏州，不得附加使用期限之禮券，不屬應收歸州有之

財產，亦不受到收歸州有相關法律之規範。但若禮券售出面額超過美金一

百元，於售出五年後仍未使用者，依新罕布夏州法彙編第 471-C 章之相關

規定，此時禮券發行人必須將該筆金額轉入州立無人認領財產部門48，該

禮券並且視為屆期而消滅。 

三、夏威夷州 

夏威夷州並未禁止禮券附加使用期限，但是規定使用期限必須揭示於

禮券正面上，使用期限自發行日起不得少於兩年49。 

                                                                                                                                            
(commencing with Section 1749.45) of Part 4 of Division 3 of the Civil Code. However, Section 1520  
applies to any gift certificate that has an expiration date and that is given in exchange for money or any 
other thing of value.” 
46 N.H. Rev. Stat. Ann. §358-A: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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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gift certificates and store credits remitted to the state prior to January 1, 1998, and gift 
certificates and store credits that are properly determined to be reportable in any compliance audits 
initiated prior to January 1, 1998 and subsequently remitted, shall remain in the custody of the state 
unless and until returned to the owner. This section shall not apply to season passes or coupons that are 
nonrefundable and nonredeemable.” 
48 The Associated Press, NH Gift Certificate Law, 
http://www.newhampshire.com/pages/giftcertificate.cfm 上網日期 2005 年 2 月 18 日。 
49 Hawaii Rev. Stat. § 481（B）-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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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夏威夷州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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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因禮券之使用期限，在夏威夷州，只要使用期限不短於二年均屬合

法，則若發行人之使用期限設為三年，其與收歸州有之五年期限間應如何

適用？州法 523（A）-29（a）規定：「契約、法令或法院命令所規定得請

求給付金錢或財物、或提起訴訟或強制執行之使用期限，若早於或晚於在

本節所規定應收歸州有之期限，並不會阻止該筆金錢或財物被推定為拋

棄，或影響本節所規範之報告或給付或移轉財產於州政府義務。」52 

換言之，即便約定使用期限為三年，三年內禮券持有人未主張權利，

則禮券發行人於五年後，仍應將因發行禮券所得之利益，依照相關規定報

告並移轉於州政府。 

四、麻薩諸塞州 

麻薩諸塞州未禁止禮券附加使用期限，但限制使用期限不得短於七

年，並且使用期限應揭示於禮券上，若未揭示於禮券上，則禮券即視為永

久有效53。與上開夏威夷州相較之下，雖然均允許禮券附加使用期限，但

不同的是，麻薩諸塞州並未如同夏威夷州般地將禮券列入應收歸州有之財

產範疇，因此，在麻薩諸塞州所發行之禮券，若附有使用期限並揭示於禮

券上者，使用期限如已屆至，而持券人未向發行人請求兌現者，則該筆禮

券所得之利益，即歸屬於發行人；惟若禮券未附使用期限，或雖附使用期

限但未明文揭示者，則禮券永久有效，均無須收歸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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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waii Rev. Stat. § 523（A）-29（a）：“The expiration, before or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subsection, of any period of time specified by contract, statute, or court order, during which a claim for 
money or property can be made or during which an action or proceeding may be commenced or 
enforced to obtain payment of a claim for money or to recover property, does not prevent the money or 
property from being presumed abandoned or affect any duty to file a report or to pay or deliver 
abandoned property to the director as required by this part.” 
53 Mass. Gen. Law. Ann. ch.200A, §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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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華盛頓州 

華盛頓州係 2004 年始開始對於禮券作詳細之規範，其大多數之內容

與加州民法相同，禁止使用期限之附加54，於例外之三種情形，如禮券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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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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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56；或禮券係由華盛頓州內的藝術或

文化組織所提供者，始允許禮券上記載使用期限57。 

依華盛頓州法之規定，禮券屬於被推定拋棄之財產，蓋在州法第

63.29.010 章之定義規定中，禮券屬於無形財產之內涵58，而依第 63.29.020

章第一節之規定：「除了本章法律另有規定外，持有人以正常交易程序而

持有，發行或所負擔之所有無形財產，包含任何收入或因其所增加之利

益，扣除合法之費用後，若自可給付或可支配時起，超過三年未有所有人

主張者，即被推定為拋棄。」59 

惟同章第六節卻又明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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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第 19.240.020 章係禮券原則禁止使用期限記載之規定，而第 19.240.030

章至第 19.240.060 章則係得附加使用期限之例外，依照此些規定所發行之

禮券，無論期間經過多久而無人主張，發行人均無需將其列入拋棄財產而

收歸州有。第 63.29.110 章則係規範於特殊情形所持有之無形財產，蓋無

                                                 
54 Wash. Rev. Code §19.240.020 
55 Wash. Rev. Code §19.240.030 
56 Wash. Rev. Code §19.240.050 
57 Wash. Rev. Code §19.240.060 
58 Wash. Rev. Code §63.29.010 （11）（b）：“"Intangible property" does not include contract claims 
which are unliquidated but does include:……(b) Credit balances, customer overpayments, gift 
certificates, security deposits, refunds, credit memos, unpaid wages, unused airline tickets, and 
unidentified remittances, but does not include discounts which represent credit balances for which no 
consideration was given;……” 
59 Wash. Rev. Code §63.29.020（1）：“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is chapter, all intangible 
property, including any income or increment derived therefrom, less any lawful charges, that is held, 
issued, or owing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holder's business and has remained unclaimed by the 
owner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after it became payable or distributable is presumed abandoned.”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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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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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財產若係經由一般交易程序而取得，通常經過三年未有人主張權利，該

財產即被推定為廢棄，而第 63.29.110 章則規定：「經由商業協會之分配程

序所取得之無形財產，若自最後分配日起經過一年仍無人主張權利者，推

定為拋棄。」61換言之，禮券若係經由分配程序而取得，不僅應適用推定

為拋棄之規定，且期限更較一般期限之三年為短，而為一年。 

以商業機構分配而取得之禮券，畢竟仍在少數，大多數禮券之取得，

多係基於一般正常之交易程序而取得，是故，吾人可言，在華盛頓州所發

行之禮券，不適用收歸州有相關法律之規範。 

六、伊利諾州 

伊利諾州不禁止禮券附加使用期限，亦未規定使用期間之長短，但要

求使用期限必須清楚的印製於禮券上62。至於禮券是否屬於無人主張財產

而應收歸州有，則應視情形而定，如禮券附有使用期限，或禮券收取服務

費用者63，該禮券若自得使用之日起，五年內無人主張者64，即被推定拋棄

而應收歸州有。但若禮券未附有任何之使用期限，則禮券即便經過五年而

無人主張權利，亦不因此而收歸州有。 

七、路易斯安那州 

路易斯安那州規定禮券之使用期限不得短於五年65，但自發行當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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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八、緬因州 

緬因州禁止使用期限，但其州法關於禮券收歸州有之規範，與路易斯

安那州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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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Wash. Rev. Code §63.29.110：“Intangible property distributable in the course of a dissolution of a 
business association which remains unclaimed by the owner for more than one year after the date 
specified for final distribution is presumed abandoned.” 
62 Ill. Rev. Stat. ch. 815, §505/2QQ（c） 
63 Ill. Rev. Stat. ch. 815, §1025/10.6（a） 
64 Ill. Rev. Stat. ch. 815, §1025/9 
65 La. Rev. Stat. Ann. §51：1423：B 
66 La. Rev. Stat. Ann. §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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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權利即推定拋棄，而應收歸州有67。 

九、紐澤西州 

紐澤西州不禁止禮券使用期限之附加，且其禮券亦不屬收歸州有之範

疇。 

十、紐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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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收歸州

有之規定，紐約州並未將禮券排除於無人主張財產法之適用之外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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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十一、羅德島州 

羅德島州禁止使用期限之附加70，且將禮券納入收歸州有之財產71，在

發行後超過三年，若未有人主張者，即應收歸州有72。 

十二、田納西州 

田納西州法規定，在禮券使用期限屆至或自禮券發行之日起二年內，

如所有人未主張權利者，該禮券即被推定為拋棄73，而應收歸州有。但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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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67 Me. Rev. Stat. Ann. tit.33, §1953（1）（g） 
68 N.Y. Gen. Bus. Law §396-i（3-c） 
69 N.Y. Aband. Prop. Law §1315 
70 Id. 
71 R.I. Gen. Laws §33-21.1-1（10）（ii）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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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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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4 Tenn. Code Ann. §66-29-13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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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加州與華盛頓州之特別規定 

加州與華盛頓州原則上將禮券排除在未請求財產法之適用之外，最主

要之目的在平衡禮券發行人與持券人之利益，此觀之華盛頓州法

19.240.005 之規定：「立法者之目的在減輕企業將禮券作為未請求財產之報

告義務。另一方面，為了保護消費者，立法者禁止零售商剝奪消費者行使

禮券權益之行為與商業慣例：例如禮券之使用期限、服務費用，及休眠與

未使用期間之費用之課予。……」75自明。但爲避免發行人破產時，禮券

持有人無法向發行人請求禮券之兌現，加州民法自 2002 年 9 月起，華盛

頓州法自 2004 年 7 月起，針對禮券於發行人破產之情形，設有專條規定。 

加州民法 1749.6（a）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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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之法定代表所有，而非發行人。」76換言之，禮券所販得之價金，並非即

歸屬於禮券發行人所有，而仍係禮券之受益人或其法定代表所有。乍看之

下，似乎係在發行人與受益人之間，以發行人為受託人，禮券持有者為委

託人及受益人，而成立之信託契約。 

惟加州民法對此卻規定，發行人與受益人間並未成立信託關係或類似

信託之關係，此規定明文於 1749.6（d）（2）：「除非法律另有規定，本節

規定並未在禮券之受益人或發行人間創設信託或類似信託之關係。」
771749.6（d）（1）則規定：「本節並未要求在發行人之特定財產中，必須提

供禮券受益人任何利益。」78並且，1749.6（d）（3）更明文：「除法律另有

規定外，在本節規定之下，禮券發行人無義務為其所受託之禮券價值支付

任何利息。」79換言之，1749.6（a）之規定，僅係在表明禮券所販售之價

金，歸屬於禮券受益人所有，暫時由禮券發行人保管而已，禮券受益人與

發行人間並未成立信託或類似信託之關係，發行人對於該筆款項，毋庸為

                                                 
75 Wash. Rev. Code §19.240.005 
76 Cal. Civil Code §1749.6（a） 
77 Cal. Civil Code §1749.6（d）（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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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al. Civil Code §1749.6（d）（1）：“This section does not create an interest in favor of the beneficiary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in any specific property of the issuer.” 
79 Cal. Civil Code §1749.6（d）（3）：“The issuer of a gift certificate has no obligation to pay interest on 
the value of the gift certificate held in trust under this section,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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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營管理，亦無義務支付利息或利益於禮券之受益人。另外，1749.6（c）

（2）（C）並且規定：「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本節並不要求禮券發行人：……

（C）為兌現禮券之基金而提供一獨立帳戶。」80更與我國之信託方式履約

保證不同，既非屬信託財產，則禮券發行人對該筆費用，並未被禁止自由

使用。 

    1749.6（a）規定之實益，事實上在於使禮券發行人於宣告破產期間，

不得任意拒絕禮券持有人之行使債權，並且即便於宣告破產後，仍然要清

償其在破產前所發行之禮券。依 1749.6（b）規定「禮券發行人即便宣告

破產，仍然必須繼續兌現其於宣告破產前所發行之禮券，蓋禮券之價值構

成受益人之受託財產。」81當一個公司破產時，必須經過法院對於公司聲

請破產之許可。對於持有個別禮券消費者之風險而言，通常因標的數額較

少，欲在破產法庭上爭取債權清償，係不符合經濟效益的，因此，此法案

要求公司在破產後，仍應清償消費者之禮券，藉以保護消費者毋庸於破產

法庭爭執即可對發行人請求。其次，由於禮券非屬於發行人的資產，而係

發行人為禮券之受益人所保管之財產，故在發行人聲請破產之後，發行人

因禮券所取得之資金，因非發行人之資產，自不得認定屬於破產財團之一

部分82。 

華盛頓州法之規定，亦與加州民法完全相同，認為禮券構成禮券發行

人為禮券受益人所保管之利益，但在發行人與受益人間，法律並未創設信

託或類似於信託關係，因此，發行人毋庸另外以獨立帳號處理因發行禮券

所收取之資金，亦無庸給付利息或利益於禮券之受益人，只須於破產程序

中，仍然必須負擔承兌禮券之義務83。 

                                                 
80 Cal. Civil Code §1749.6（c）（2）（C）：“Maintain a separate account for the funds used to purchase 
the gift certificate.” 

81 Cal. Civil Code §1749.6（b） 
82 2002 Cal AB 247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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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his section does not require, unless otherwise required by law, the issuer of a gift certificat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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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分析 

在上開各州當中，加州、新罕布夏州、華盛頓州、緬因州與羅德島州，

原則上均禁止禮券附加使用期限，前三州並且將此等禮券排除推定為拋棄

財產而應收歸州有，在此三州中對於得附加使用期限之例外，是否有未請

求財產法之適用，規定又有不同，加州及新罕布夏州之規定，若係有償取

得附加使用期限之禮券，則仍有收歸州有規定之適用，華盛頓州則僅限於

自商業機構以分配方式而取得之禮券，始受收歸州有相關法律之規範。但

緬因州與羅德島州均未將禮券排除於未請求財產法之適用，前者自發行當

年度之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後者自發行之日起，經過三年未主張權利者，

禮券即應收歸州有。 

    至於夏威夷州、麻薩諸塞州與路易斯安那州則未禁止禮券附加使用期

限，但限制使用期限分別不得少於二年，七年及五年，在未請求財產法之

適用上，夏威夷州與路易斯安那州將禮券包含於被推定為拋棄財產之範圍

內，持券人自得行使權利之際起或自禮券發行當年度十二月三十一日起，

若經五年不行使，發行人即應將該筆發行禮券所得之資金，報告並繳交於

州政府。至於麻薩諸塞州則完全將禮券排除於未請求財產法之適用之外，

一旦使用期限屆至，發行人不但可拒絕持券人之使用，並可將該筆財產納

入自己之收益之下。 

    由上觀之，美國各州法對於禮券是否收歸州有，並未有統一之規範，

與使用期限之附加與否，亦不必然與收歸州有畫上等號，惟一般而言，若

係未附使用期限而得永久使用之禮券，通常並未劃歸為收歸州有財產，即

便劃歸收歸州有財產，而被推定拋棄應收歸州有，持券人亦可向主管拋棄

財產之機關，依一定程序主張權利，而將該權利索回。事實上，美國各州

之未請求財產法，多數均與統一未請求財產法相同，將禮券納入被推定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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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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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財產，而應收歸州有。換言之，禮券發行所得之金額，若持券人於使用

期限屆至後未使用，發行人亦不取得發行禮券所得之資金，該筆資金可能

在扣除必要費用後，必須繳交回州政府84，或者若係以記載兌換特定商品

方式售出，則以禮券面額之百分比繳交85。即便將禮券排除於未請求財產

法之適用，如加州與華盛頓州，亦於其州法中明文，禮券之利益應歸屬於

禮券之受益人所有。換言之，發行人因出售禮券所得之利益，並非即屬發

行人所有之資產，可能係發行人爲禮券受益人所保管之利益，亦可能最後

進入州政府之口袋，除非法律明文將禮券排除於未請求財產之外，並且對

該費用亦無其他規範，如麻薩諸塞州與紐澤西州，否則，發行人對於未兌

換之禮券，不得主張禮券所收之價額屬於自己所有。 

再進一步而言，美國各州法對於禮券之規範，無論係未請求財產法，

或者係加州民法與華盛頓州法之規定，均非在事前預防禮券發行人惡性倒

閉，而使禮券持有人求償無門之履約保證制度，與我國之事先履約保證並

不相同。就未請求財產法而言，我國並未有類似之相同規定，相反的，在

我國若係債權人怠於行使權利，時效消滅後之利益應歸屬於債務人，即禮

券發行人，而非國家或其他行政主體，換言之，在禮券應記載事項及不得

記載事項發行前，即便禮券持有人因時效消滅而不得使用禮券，該筆未消

費之費用，亦無須歸還於國家或其他主管機關，而係由發行人獲得該筆利

益。 

再就加州民法與華盛頓州法之規定而言，其與我國應記載事項草案之

事前履約保證亦有所不同。以最為類似之信託履約保證方式而言，二者雖

均未要求發行人為發行禮券所得之資金提供利息，但在形式外觀上即有區

別。我國之信託履約保證，以發行人為委託人，特定金融機構為受託人，

                                                 
84 例如亞利桑那州（Arizona）之規定。Ariz. Rev. Stat. Ann. §§44-305：“A holder, except an agency 
of this state, may deduct from property presumed abandoned a charge imposed by reason of the owner's 
failure to claim the property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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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charge is not regularly reversed or otherwise canceled. The 
amount of the deduction is limited to an amount that is not unconscionable.” 
85 例如蒙大拿州（Montana）規定，僅可兌換特定商品之禮券，被推定拋棄之數額為禮券面額之

百分之六十。Mont. Code Ann. §70-9-803（1）（g）：“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6), property 
is presumed abandoned if it is unclaimed by the apparent owner during the time set forth below for the 
particular property:……（g）gift certificate, 3 years after December 31 of the year in which the 
certificate was sold, but if redeemable in merchandise only, the amount abandoned is considered to be 
60% of the certificate's fa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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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益人則視信託契約之簽訂而有所不同，其規範之重點在於發行人對於販

賣禮券所得之金額，一旦交付信託，則發行人對該款項即不得任意管理處

分，因該信託專戶之目的，在於專供發行人履行禮券債務之用；而加州民

法之規定，並未成立任何之信託契約，僅明示禮券之利益屬於受益人，即

禮券持有人所享有，既未要求發行人對該筆金額成立專戶，亦未限制發行

人不得任意處分該筆費用，規範之目的僅僅在於使禮券之持有人得不經過

破產程序，即得向發行人請求兌現禮券。 

 

第六節  小結 
觀察美國法之規定，可以發現美國某些州對於禮券雖定有規範，但均

係針對禮券使用本身而言，多數為使用期限、服務費用與收歸州有之規

範，並未要求禮券發行人對於禮券之發行提供足額保證，雖然規範最為詳

盡之加州民法與華盛頓州法，明文規範發行禮券之該筆利益應屬禮券之受

益人享有，惟其目的亦非在限制發行人使用該筆資金，而係在發行人進行

破產程序時，保護禮券持有人之債權，使其得較易於其他債權人獲得清

償。嚴格言之，美國州法之規定，並非在於事前要求發行人提供履約保證，

與我國應記載事項草案之履約保證制度並不相同。 

日本百貨公司所發行之禮券，依「全國百貨公司共同商品券使用條款」

之規定，持有共同商品券之人「全國百貨公司共同商品券使用店一覽」上

所記之各百貨公司、禮券上所記載之發行人之營業所消費（第一條參照），

其形態與我國商品（服務）禮券應記載事項草案之同業禮券聯合保證相

同，惟其第四條規定，於發行人發生特定信用顯著低落之情事，如破產、

公司重整、申請特別清算、遭受票據交換所停止交易之處分或其他支付命

令、重要財產遭假扣押、保全扣押或因違反或不履行共同商品券發行與處

理契約行為等，禮券之持有人將無法使用共同商品券。我國目前雖尚未有

同業禮券聯合保證制度，惟本文認為，如欲達到保護消費者之目的，對於

禮券發行人個人營業疏失所導致之損失，不應歸由禮券持有人承擔，故對

於上開第四條之規定，本文認為不宜出現在同業禮券聯合保證協定中，否

則對於禮券之持有人而言，顯然只有請求履行地點擴張之實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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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百貨業間所建立之「全國百貨公司共同商品券使用條款」外，日

本「預付式證票規制法」，對於自家發行禮券之發行人，在每年之三月三

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必須將未兌現之禮券總額，向其主管機關報告，若

該總額超過日本財政廳所定之金額，則應將未使用餘額二分之一以上之金

額，作為發行保證金予以提存，而禮券之持有人，對該筆保證金有優先於

發行人之一般債權人清償之權利。 

預付式證票規制法之規定，類似於我國商品（服務）禮券應記載事項

草案之信託專戶履約保證，不同的是，信託專戶履約保證要求只要有發行

禮券，即須提供信託專戶，且其為足額擔保，發行人必須將因發行禮券所

得之現金，全部存入該信託專戶中；而預付式證票規制法則未要求發行人

一律必須提存，而係以基準日為時點，如禮券未使用餘額超過主管機關所

定之標準時，該未使用餘額之半數始需提存。 

發行禮券究竟應否要求發行人提供履約保證？乃此次商品（服務）禮

券定型化契約討論之重點，所有之禮券發行人幾乎全部反對履約保證之提

供，認為履約保證之施行，對於企業資金之影響過詎，更批評草案所提出

之履約保證方式為「學者躲在象牙塔內所提供不可行之方式」86，惟擺在

眼前的事實是，一家又一家的公司行號，以禮券未受到任何規範，又係實

質上的無償資金，而大筆大筆的像印製鈔票般的印製禮券，以輕易的換取

現金，加以我國又未如美國各州有收歸州有之規定，消費者購買或取得禮

券後，常因時間經過、工作繁忙或其他因素等，而未向發行人請求給付商

品或提供服務，每每使發行人成為最大之獲益者。 

    企業之經營或擴展必須有資金存在，資金之來源可能是企業經營者本

身所擁有，亦有可能係向外借貸，以最常見的向銀行借貸而言，銀行在提

供資金於企業經營者時，必然會要求其提供人保或物保，藉以擔保自己的

債權，何以發行禮券所得之資金，持券人一樣是發行人之債權人，發行人

對於廣大之禮券持有人卻毋庸提供擔保？再就另一角度而言，中央銀行發

行貨幣，尚須提供準備金，何以發行人印行禮券換現金，卻毋庸提供任何

之擔保？ 

                                                 
86 「禮券新制  又被批為象牙塔」，中國時報第 A6 版，2004 年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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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如發行禮券之業者所言，認為履約保證制度會限制其資金運用，必

須疑問的是，利上逐利為企業經營之法則，但在企業經營或擴展之過程

中，必然存在有風險，此等風險必須要由企業經營者自己承擔；但實際上，

從新糖主義、高峰百貨、光復書局到近日的佳姿事件等等預付型消費契

約，無論是企業發生財務危機或者負責人掏空資產到國外享樂，最終爲此

些企業經營者負擔風險者，卻是持有禮券的弱勢消費者。吾人必須提出的

疑問是，企業經營者既然自禮券發行本身獲取極多利益，要求企業經營者

提供履約保證，自非屬不合理之要求。 

其次，在九十四年五月三十日經濟部所召開之「商品（服務）禮券定

型化契約應記載事項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說明會中，馬秀如教授曾

經發言表示，禮券之發行在企業經營者之財務報表上係列入負債資產，既

然為負債資產，即不應再限制企業經營者資金之運用，而要求業者提供履

約保證。惟事實上，履約保證制度之提出，係從另一角度而言，禮券之發

行雖使企業經營者必須背負給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債務，但是企業經營者

對此債務亦獲有資金，而已列入資金收益中，履約保證制度之目的乃係在

限制發行人對於該筆資金之運用，以確保負債之履行，並不能僅單方面的

觀察禮券發行對發行人而言屬資產負債，而免除發行人之履約保證責任。 

此外，馬秀如教授在會後私下並且曾經提出一構想，即在履約保證之

四選項後，再增加一選項，允許發行人不提供履約保證，而在網路平台上

公佈發行人之財務報表，已經過會計師認證之財務報表透視公司營業情

形，使消費者在購買禮券時，能夠選擇信用營運良好之發行公司。 

對於此一意見，本文認為藉財務報表之公佈，或可某程度的遏止公司

因內部營運不善而仍大肆發行禮券之弊，惟真正達到保護消費者之目的則

成效有限。最主要之理由在於，財務報表為商業上之專業報告，對於一般

消費者之意義而言，可能僅為一堆數字之排列組合，無法辨識數字所代表

之意義，從而奢望由中選出有信譽之公司，更屬遙不可及；其次，即便不

考慮消費者之智識，經過會計師認證之財務報表本身亦可能與實際公司營

運狀況仍有差距，欲透過財務報表之公布代替履約保證之機制，恐怕只是

將禮券消費之風險，再轉由消費者自己承擔而已。 

在四種履約保證方式中，以信託專戶方式對於消費者較有保障，蓋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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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保證一方面僅有一年之期間，消費者必須於購買後一年內儘速使用禮

券，再者，銀行保證為人保，若銀行本身資金不足，或者禮券發行人發行

禮券之數量過多，仍然可能會有無法清償之可能；而同業相互擔保或同業

相互聯保之方式，雖無有期間之限制，惟亦可能存在與銀行保證相同之問

題。但信託專戶對於業者而言，實屬對己最不利之履約保證方式，蓋發行

禮券所得之金額均為信託財產，該信託財產並必須專款專用，僅於發行人

履行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義務使用，加上不得記載事項中，禁止禮券使用

期限之記載，則一旦禮券之持有人一直未使用禮券，發行人對該筆資金均

不得利用，如此一來，發行人由禮券所獲得之利益，可能最為稀薄。 

以銀行保證方式，業者可能必須支付銀行一筆之保證金，如該筆保證

金過多，將會降低禮券發行人採取此種履約保證方式；而同業互保或同業

聯保之方式，發行人雖可能除了發行禮券之外，無庸再提出保證金，但卻

必須承擔他人企業經營不善之危險，風險亦不可謂不大，可以預期的是，

屬於同一企業集團下之禮券發行人，將來一定會採取同業互保之方式，然

如此一來，是否可達履約保證之方式，會不會產生如同高峰百貨與財洋百

貨之弊端，則頗值觀察。 

再者，以同業互保與同業聯保之方式提供禮券，因在我國尚未有此制

度之實施，此等履約保證方式是否會造成企業經營型態較大之禮券發行公

司相互為限制競爭，而壓縮了規模較小之企業經營者競爭力，甚至構成獨

占或寡占之情形，在未來施行之後，必然為後續觀察之重點。 

除此之外，禮券依發行人與給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是否為同一人，

尚可分為自家發行與第三人發行，多數情形屬於自家發行，禮券發行人與

給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為同一人，因此，要求發行人提供履約保證尚無

爭議，但在第三人發行之禮券，是否亦必須要求發行人提供履約保證？ 

以日本預付式證票規制法之規定而言，要求將基準日未使用餘額二分

之一以上之金額提存之義務，僅限於自家發行之發行人，至於第三人發行

則毋庸提存，但第三人發行禮券之發行人雖毋庸提供保證金，在發行禮券

前仍應向主管機關登錄，主管機關如認該發行人未具有足夠財產以確實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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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第三人發行型預付式證票發行業務者，得拒絕該發行人之登錄87。換言

之，第三人發行型發行人之財務狀況必須經過主管機關之審核之後，才能

夠發行禮券。 

我國商品（服務）禮券應記載事項草案所提出的履約保證機制，並未

區分是否為自家發行或第三人發行，解釋上應認為無論是自家發行或第三

人發行，只要是屬於發行人，發行人即應提供履約保證。由第三人發行之

法律性質觀之，第三人發行屬指示證券，持券人義務內容之履行必須向承

擔人請求為之，若承擔人拒絕或無法承兌，發行人自應負擔保責任，因此，

即便給付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人拒絕給付，持券人仍可依其與發行人間之基

礎關係向發行人請求賠償。 

    有疑問者，在於第三人發行之情形，因企業經營者此時已非發行人，

僅負責提供商品或服務，其地位類似於匯票承兌人的絕對責任地位，必須

保證履行禮券之債務，不得任意拒絕；但以文義上解釋而言，既非發行人

即毋庸提供履約保證，如此一來，是否會造成企業經營者以第三人發行之

形態，規避自身之履約保證義務，有待注意。 

本文認為，對於禮券之發行，除了應提供履約保證之外，正本清源之

道仍在於限制禮券發行之數額。觀察我國舊時法制商品禮券規範管理辦

法，除了要求發行禮券之公司必須提供履約保證之外，並對於禮券之發行

採核准制，且限制每一公司得發行禮券之總額。以該辦法在最後一次之修

正後為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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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之獲利，不應該大部分由發行禮券取得，禮券之發行既屬負債，

則公司之發行更應慎重為之，並且，考量公司治理的原則，如果禮券的發

行異常，會計師在審查帳目的時候亦應該拒絕簽證。本文強烈懷疑，禮券

發行業者之所以強烈反對履約保證制度之建立，極有可能是透過發行禮券

獲得極大之利益，只有在利益極大之情形之下，要求公司提出履約保證始

可能對公司之資金運用產生衝擊。限制禮券之發行，不但可以降低公司之

                                                 
87 預付式證票規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六款。 



 183

負債，避免公司發行超過自身信用可以負擔之禮券，而導致商業信用之濫

行擴張，且履約保證制度之建立對於公司而言，衝擊亦會減少許多。  

再者，在履約保證之各種方式中，若控制禮券發行之數額，更可有助

於主管機關查核禮券發行人對於履約保證之確實履行，對於同業相互聯保

與同業聯合保證之方式，亦不致於擴張其他同業經營之風險。 

蓋我國目前對於履約保證制度之建立，並非透過立法方式，而係以應

記載事項之方式要求發行人履行，而應記載事項之法律效果，依消保法第

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違反應記載事項及不得記載事項之定型化契約，其

契約條款無效，而該定型化契約之效力，依第十六條之規定，除去該無效

部分契約仍可成立者，契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發行人若未於禮券發行

之同時提供履約保證者，事後若經營不善而倒閉，消費者欲再以消保法第

十七條或第十六條主張契約效力，實益恐怕不大。履約保證制度之施行必

定需仰賴主管機關之查核，即依消保法第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主管機關

對於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契約者，得隨時派員查核，而查核之內容，應

著重於禮券發行人禮券發行數量之控制，以及發行人提供履約保證之方

式，若係以信託專戶方式為之，是否確實落實專戶專用？若係以銀行保證

提供履約保證，銀行所提之保證是否為足額？ 

至於以同業相互擔保或同業聯合保證方式提供保證者，前者須著重於

擔保人是否確實為同業同級，以及是否佔市佔率之百分之五，若否，則恐

怕對於履約保證之提供無實質上之助益，因同業相互擔保之方式，與保證

類似，均須注重保證人或承擔人之支付能力，始得對禮券持有人提供確實

之擔保。同業聯保方式，則因承擔之人眾多，對於禮券持有人之債權之保

障，更為充足。惟對於業者而言，無論是同業相互擔保或加入同業聯保，

若對於其他發行人之發行數額未加以控管，恐怕會增加自身營業上之相當

風險，若係得以限制發行人發行禮券之數額，使其全部發行量必須與其資

本額與盈餘相符合的話，一方面擔保人本身可以控制風險，另一方在面對

發行人營運狀況發生問題時，損失亦不致於過鉅。 

    事實上，履約保證在討論之初，消保會所提出之構想，即在於限制禮

券數額之發行，惟當時身為暫定主管機關之金管會認為如此會限制商業活

動之進行，而未予採行。誠如前揭文所言，禮券發行不應成為企業獲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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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之來源，企業亦不應藉由發行禮券而圖未兌換禮券之利益，否則此一財

務洞口一開，除非採取信託專戶之履約保證，否則提供再多之保證或承

擔，亦為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