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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章章  信信用用卡卡交交易易相相關關糾糾紛紛  
第一節 信用卡被冒用之風險分擔 
第一款 信用卡契約當事人之法律關係 

壹、總說 

依信用卡業務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信用卡法律關係共有三方當事

人，即發卡機構、持卡人、特約商店。 

 

所謂「發卡機構」，即經財政部核准辦理信用卡業務之機構，以銀

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信用合作社等）為常見，但不以之為限（信用卡業

務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二項）。所謂「持卡人」，依財政部八十六年五月五

日台財融第八六六二０七九三號函頒佈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一

條第一款規定，指經發卡銀行同意並核發信用卡之人，且無其他特別約

定時，包含正卡及附卡持卡人。所謂「特約商店」，依信用卡定型化契

約範本第一條第三款之規定，係指與收單機構簽訂特約商店契約，並依

該契約接受信用卡交易之商店，且無其他特別約定時，包含辦理預借現

金之機構。 

 

再者，信用卡契約當事人，除前述之「發卡機構」、「持卡人」及「特

約商店」外，經常另有「收單機構」，亦屬不可或缺。依信用卡業務管

理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辦理信用卡業務，得以單獨、或合作辦理、或聯

合成立或加入信用卡中心等方式辦理；前項所稱信用卡中心，謂為二家



以上辦理信用卡業務機構提供收單、清算或授權使用商標或服務標章之

機構。換言之，關於因信用卡之使用而生之收取消費帳單、清算帳單帳

務及授權使用商標或服務標章等事項，各個發卡機構得不自行辦理，而

委由信用卡中心統籌辦理之，在台灣，民國七十七年成立之信用卡處理

中心，即為前述信用卡業務管理辦法第五條所稱之信用卡中心。至於所

謂「收單機構」，依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一條第二款規定，指經各

信用卡組織授權辦理特約商店簽約事宜，並於特約商店請款時，先行墊

付持卡人交易帳款予特約商店之機構。 

 

而在信用卡交易流程部分，係以申請人填具申請書向發卡機構申請

核發信用卡為開端。發卡機構於收到申請書後，應依申請人所填寫之內

容及檢送之文件，進行徵信。發卡機構經徵信後，將依申請人之職業、

年齡、收入、往來信用、資產狀況等情形，決定是否核發信用卡；決定

核發者，並同時決定持卡人之信用額度。其後，發卡機構即製作新卡並

寄送給申請人。申請人取得新卡後，應核對卡片所載資料有無錯誤，有

錯誤者，應將該卡剪斷或銷毀並即通知發卡銀行補送新卡，無錯誤者，

則應在卡片背面簽名，此時該卡片即成為有效之信用卡，而得開始使

用。信用卡得有效使用後，持卡人在特約商店購買物品或取得服務時，

即得憑該信用卡簽帳，以代替支付現金或交付票據，特約商店不得拒絕

持卡人以信用卡簽帳消費。特約商店於接受信用卡消費時，通常應取得

發卡機構准予交易之授權，以避免消費之人係使用偽卡，或雖為真卡但

已逾越當月之信用額度，甚至已因積欠帳款等原因而遭強制停卡。特約

商店接受持卡人之簽帳消費後，定期將所有持卡消費之帳單送交收單機

構並請求收單機構付款，嗣後發卡機構經查核交易資料認無誤，即償還

帳款予收單機構，並彙整持卡人當月份之全部消費帳單，製作繳款通知



書寄交持卡人請求付款。持卡人收受繳款通知書後，若認資料無誤，則

應在通知書所載繳款截止日屆至前，清償全部帳款，但亦得清償部分帳

款，而動用循環信用，在於次月份償還因遲延產生的循環信用利息。最

後，持卡人若於任何時間發現信用遺失或被竊時，應立即通知發卡機

構，並辦理掛失手續，發卡機構應立即照辦。 

貳、發卡機構與持卡人之法律關係
1
 

    一般信用卡之使用，係由聲請人向發卡銀行提出使用信用卡之聲

請，經發卡銀行審核聲請人之信用狀況，決定是否核發信用卡，並同時

確定額度的多寡後，再與聲清人簽約完成手續。之後聲請人取得信用卡

後，即得持之向特約商店刷卡消費，並由發卡機構先行就持卡人所消費

之金額向特約商店為清償，再轉向持卡人請求償還其所付之簽帳款金

額，前已敘明。因持卡人在信用卡有效期間均得持信用卡取代現金而為

消費行為，故持卡人與發卡機構使用信用卡之法律關係為一繼續性之法

律關係。 

  

    持卡人與發卡機構締結契約後，即可憑信用卡於發卡機構之特約商

店刷卡消費，而無庸給付現金。發卡機構對持卡人所負之給付義務即

為，讓持卡人得使用信用卡為支付工具，其性質依德國法上通說之見解

為「事物處理契約」（德國民法第六百七十五條規定），亦即由發卡機構

為持卡人處理清償債務之事務，而發卡機構為持卡人處理上開清償債務

之事務，通常向持卡人收取年費或入會費，故屬有償契約之性質。 

                                                 
1 以下內容係參考楊淑文，信用卡交易之法律性質及其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一）---信用卡交易之

三面法律關係及冒用風險轉嫁條款，政大法學評論，第五十九期，八十七年六月，頁一二二、一二

三。  



 

    我國法上或有主張發卡機構與持卡人間之法律關係係為消費寄託

或消費借貸者2，惟自財政部開放信用卡業務以來，信用卡無庸先行在消

費前開立活期存款帳戶，或繳交保證金，故發卡機構給付特約商店簽帳

單帳款並非屬消費寄託物之返還。而消費借貸契約僅係規範資金之借貸

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亦無法說明信用卡之功能，即發卡機構應提供持

卡人在特約商店以非現金為支付工具之特質。蓋持卡人聲請信用卡時所

考量之主要因素即為發卡機構究能提供多少特約商店，或是否可在國外

提夠足夠之特約商店，該持卡人無庸攜帶現金，避免兌現之麻煩，輕鬆

愉快的購物消費，上開消費寄託或消費借貸契約並不足說明上開信用卡

交易之主要目的。 

 

    而依目前國內實務見解，認為信用卡交易契約之交易型態，係約定

持卡人得向發卡銀行請求信用卡之核發，之後憑卡於特約商店以簽帳方

式作為支付消費帳款之工具，由發卡銀行代為處理結清該筆消費款，而

於嗣後另向持卡人請求償還，其契約性質，顯屬具有委任及消費借貸之

混合契約3。此開實務認定發卡機構為持卡人處理簽帳付款事務，為具有

委任契約性質，實屬的論。故發卡機構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持卡人

處理使用信用卡交易款項之清償事宜，而持卡人則應就使用信用卡而生

之應付帳款對發卡機構負清償責任，持卡人為委任人4，發卡機構為受任

                                                 
2 謝佳雯，「信用卡約款在消費者保護法上之分析」，台灣大學法研所八十四年碩士論文，頁三十七。 
3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三年簡上字第五０九號，同院八十六年簡上字第五八二號民事判決參照，

轉引自楊淑文，信用卡交易之法律性質及其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一）---信用卡交易之三面法律關

係及冒用風險轉嫁條款，政大法學評論，第五十九期，八十七年六月，頁一二二、一二三。 
4依財政部金融局公佈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規定，持卡人對發卡機構則負有下述義務： 
（一）就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帳款，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全數繳付（範本第十四條第一項）；其有

正卡與附卡者，正卡持有人與附卡持有人互負連帶清償責任，但附卡持有人為未成年人且未婚者，

僅就使用該附卡所生應付帳款負清償責任（範本第三條） 
（二）除經發卡機構特別授權外，不得超過發卡機構核給之信用額度使用信用卡，但對超過信用額

度使用之帳款，仍負清償責任（範本第五條第二項）；其因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之不實交易行為而使



人5，委任事務為因使用信用卡而生之應付帳款清償事宜；發卡機構請求

持卡人清償信用卡之消費帳款，即係請求償還因處理委任事務而支出之

必要費用（民法第五百四十六條第一項）6。 

 

    惟除了委任契約外是否仍具有消費借貸之性質，則需視當事人之約

定而定。依財政部頒佈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持卡人同意當期之應付帳款，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全數繳付貴行。第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持卡人得選擇以循環信用卡方式繳款，於當期繳款

截止日前將最低應繳金額以上款項繳付貴行，不適用前條第一項當期清

                                                                                                                                                 
用信用卡所生之應付帳款，亦同（範本第六條第五項）。 
（三）妥善保管及使用信用卡；不得讓與、轉借、提供擔保或以其他方式將信用卡之占有轉讓與第

三人或交付其使用；不得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行為或共謀詐欺，以信用卡簽帳方

式或其他方式折換金錢或取得利益（範本第六條第二項、第四項）。 
（四）除經發卡銀行同意免收或減收年費外，應於發卡銀行指定期限內繳交年費（範本第七條）。 
（五）以信用卡預借現金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款者，應支付循環信用利息（範本第十條第一項、第

十五條）。 
（六）信用卡遺失、被竊、被搶、詐欺或其他遭第三人占有時，應儘速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發卡

機構或其他經發卡機構指定之機構辦理掛失停用手續，並繳交掛失手續費；如經發卡機構要求，並

應於受發卡銀行通之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或以書面補行通知發卡銀行。 
5 依財政部金融局公佈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規定，發卡機構對持卡人負有下列主要義務：  （一）

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為持卡人處理使用信用卡交易款項之清償事宜，並自行或由各收單機構提供

特約商店供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交易。如經發卡銀行同意減收或免收年費者，亦同。 （範本第六條第

一項）。 
（二）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持卡人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範本第六條第六項）。（三）

持卡人如遇有特約商店或辦理預借現金機構依第四項各款以外之事由拒絕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交易，

或以使用信用卡為由要求增加商品或服務價格者，得向發卡銀行提出申訴，發卡銀行應自行或於轉

請收單機構查明後，將處理情形告知持卡人。 如經查明就特約商店或預借現金機構上述情事，發卡

銀行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應對持卡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範本第八條第六項）（四）發卡銀行應

按期寄發交易明細暨繳款通知書。如 持卡人於當期繳款 截止日起七日前 （註：各銀行得視自行狀

況酌予縮短，但應明定於契約中）， 仍未收到交易明細暨繳款通知書，應即向發卡銀行查詢，並得

請求以掛號郵件、 普通郵件、傳真或其他適當方式補送，其費用由發卡銀行負擔。 （範本第十二

條第一項） 

（五）依持卡人之請求，處理帳款疑義（範本第十三條）。 

（六）依約定方式提供持卡人預借現金及循環信用（範本第十條、第十五條） 

（七）受理信用卡遺失、被竊、被搶、詐欺獲其他遭持卡人以外之第三人占有時之掛失停用手續（範

本第十七條）。 

（八）補發新卡、換發新卡及舊卡屆期時續發新卡（範本第十八條）。 
 
6 詹森林，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四），元照，二００六年十二月，頁二八四。 



償全部之應付帳款約定。持卡人就剩餘未付款項得延後付款，並依第三

項計付循環信用利息，且得隨時清償原延後付款金額之全部或一部。如

持卡人均於繳款截止日內將應付帳款給付與發卡機構，係屬必要費用之

償還，則當事人間除了委任契約外並不當然發生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持卡人不繳付全部應付帳款，而需核計循環利息時，方與發卡機構發生

消費借貸須支付利息等等之法律關係。 

 

    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台上字第一六二八號判決謂：「按持卡人依其與

發卡機構所訂立之信用卡使用契約，取得使用信用卡向特約商店簽帳消

費之資格，並對發卡機構承諾償付帳款，而發卡機構則負有代持卡人結

帳，清償簽帳款項之義務。此種持卡人委託發卡機構付款之約定，具有

委任契約之性質，……倘持卡人選擇以循環信用方式繳款，就當期應償

付之帳款僅繳付最低應繳金額，其餘應付款項由發卡機構先行墊付，持

卡人則依約定給付循環利息者，又具有消費借貸契約之性質」，同上述

之見解。 

 

參、發卡機構與特約商店之法律關係 

     發卡機構或各發卡機構所組成之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在信用卡交

易業務中須負責特約商店之遴選，並與特約商店簽訂有關信用卡刷卡收

付款事宜之約定。而發卡機構與特約廠商間之約定事項通常以定型化約

款來訂定雙方之權利義務事項。在認定發卡機構、收單機構、與特約商

店間之契約類型時，應以當事人所約定之契約條款為基礎，如當事人間

未以契約條款明文訂之，則應參酌契約訂定之目的、當事人間之利益狀

態等契約訂立時之具體情事予以判斷之。而發卡機構或收單機構與特約



商店之間究屬何種法律關係，是否為民法債各篇中有名、典型契約，或

為一新型無名契約，國內外學說及實務眾說紛紜，本文將說明如下。 

 

再者，在不同學說中，依其與原因關係（發卡機構與持卡人間）是

否有牽連關係，大約可分為兩類學說，一為給付關係與原因關係相牽

連，原因關係中如持卡人與特約商店買賣或承攬等消費關係之成立、變

更、解除、消滅等情事亦會影響及於特約商店與發卡機構或收單機構。

另一則為給付關係獨立於原因關係之外，不受原因關係成立、變更、解

除、消滅等事由之影響，亦即原因關係所生之抗辯事由（如契約支部成

立、契約之無效、契約之解除、物之瑕疵擔保或損害賠償請求權等抗辯）

不會延伸至發卡或收單機構與特約商店之給付關係中，本文亦將相關理

論驢列如下。 
 

一、發卡機構對特約商店之給付關係與特約商店和持卡人的原因關係
7
 

（一）給付關係與原因關係相牽連之學說理論 

1. 委任契約說 

 Ａ 發卡機構為委任人 

     特約商店（受任人）處理非現金交易之事務，不僅

對發卡或收單機構無報酬請求權，反而須支付一定比率

之簽帳金額與發卡機構或收單機構，亦與典型委任契約

受任人之權利義務類型不符。據此，顯難認定發卡機構

或收單機構與特約商店間係屬委任特約商店放棄以現金

收款方式與持卡人交易之契約。 

 

 Ｂ 特約商店為委任人 

                                                 
7 此部分參考楊淑文，前揭文，頁一０八以下 



                 此見解認為，發卡機構或收單機構與特約商店間所

存在者，為一以發卡機構或收單機構為受任人之委任契

約。亦即特約商店將其對持卡人因消費所生之價金或酬

金請求權委由發卡或收單機構代為收取。 

 

                  惟發卡或收單機構經營信用卡簽帳收款業務，其目

的並非為特約商店之利益，或為減少特約商店無法收取

價金風險。發卡或收單機構競相吸收一般民眾申請信用

卡，其著眼點並非只在特約商店所支付每一筆消費金額

之手續費。持卡人繳交之年費或持卡人利用信用額度刷

卡所須給付之循環信用利息，亦為其獲利之大宗來源。

故自難認定發卡或收單機構係為特約商店之利益而經營

信用卡業務。而發卡或收單機構與持卡人間並無直接之

契約關係，僅立於特約商店代理人地位進行交易，更難

解釋發卡或收單機構與持卡人間關於年費、循環信用利

息之相關法律關係。 

 

2.債務承擔說 

 Ａ 免責的債務承擔說 

     免責的債務承擔係指由發卡或收單機構承擔原持卡

人對於特約商店所負之價金或因其他法律關係所生之債

務，而持卡人對於特約商店之債務亦歸於消滅。 

 

     惟特約商店是否願意因與發卡人簽約時，即喪失對

持卡人的價金債權，實有待商榷。再者。在發卡人與特



約商店常見的返還請求權條款
8
，並非以持卡人與特約商

店之抗辯事由而為主張，如特約商店違反約定之事項，

而對發卡或收單機構喪失請求權，其原來對持卡人之價

金債權又歸於消滅，不僅與債務承擔之原理
9
有違，對特

約商店亦殊為不利，實與特約商店加入信用卡交易非現

金付款之目的有違。 

 

 Ｂ 併存的債務承擔說 

     我國並無明文，但德國法上，有學者主張在信用卡

交易業務中，得由發卡或收單機構加入原來特約商店與

持卡人間之基礎法律關係成為債務人，惟持卡人對於特

約商店之給付義務並不消滅，而構成特約商店就同一債

權得分別向發卡或收單機構及持卡人主張。 

     依併存之債務承擔理論，特約商店既係同時享有對

持卡人及發卡或收單機構之請求權，依民法第二百七十

三條之規定，自得同時，或先後對其中一人或二人主張，

此與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目的係在由金融機構先行付

款，持卡人再向發卡或收單機構給付之信用卡功能亦不

相符，更足證明併存債務承擔理論與信用卡交易業務之

功能與目的扞格不合之處。 

 

3. 債權買賣說 

                                                 
8 如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與商店特約事項第二十六條規定「乙方未依本約定書及作業手冊之約

定處理之帳款，甲方不負支付該筆帳款之義務，若甲方已為給付者，乙方應負返還之責。」 
9 參見民法三０三條，債務人因其法律關係所得對抗債務人之事由，承擔人亦得以之對抗債權人 



   美國學者所提出風險分擔之原則，亦認為發卡機構因得

與特約商店約定返還給付之請求權，相較於持卡人有較佳之

趨避風險之能力，因而，美國在信用卡制度中，發卡機構得

向特約商店主張返還請求權。此一返還請求權或拒絕給付權

之產生，可認為是因發卡機構與各約商店採債權買賣說之結

果
10
。 

 

而德國聯邦法院之見解，乃採債權買賣說，指特約商店與

發卡人以特約商店對持卡人之消費簽帳金額之債權為標的，成

立買賣契約。採此說將使特約商店亦須負擔信用卡冒用所生之

損害。蓋如信用卡為第三人所竊並向特約商店為消費簽帳之情

形，特約商店對於持卡人既無債權，自無法讓與給發卡人，此

時特約商店應負權利瑕疵擔保責任，發卡機構可對特約商店請

求返還簽帳金額或損害賠償。因此，另有學者認為，在此種情

形之下，將使特約商店勢必須負擔過當的風險，而認為特約商

店與發卡人有約款
11
排除特約商店的權利瑕疵擔保責任，故特

約商店只要提出簽帳單，發卡人即應付款，就簽帳單是否由持

卡人所消費，或消費之法律關係是否無效或不存在等權利瑕

疵，特約商店毋庸負擔保或債務不履行責任。 

 

  在法院的見解之下，特約商店勢必承擔任何因信用卡被第

三人盜用及基礎原因關係無效所生之風險，顯然違反信用卡交

易業務之替代現金的目的與功能。而在學說見解之下，排除權

                                                 
10 謝佳雯，信用卡約款在消費者保護法上之分析，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四年六

月，頁八十 
11 歐洲卡契約條款第五條：「我們將於特約商店提出符合推定之使用信用卡交易之簽帳單，扣除手續

費及營餘加值稅後付款。」 



利瑕疵擔保規定的債權買賣，已經嚴重偏離買賣契約的法定類

型，並且使發卡人的給付義務與原因關係全然無依存，則此債

權買賣乃事實上與擔保契約（詳下述）無法區分。且，債權買

賣說本質上，會使受讓人與債務人之法律關係與原來受讓前的

法律關係無法獨立，不符合信用卡替代現金為支付功能之目

的；而排除抗辯延伸的條款將使契約主要的權利義務受到限

制，以致於契約的目的難以達成，而違反消保法第十二條第二

項第三款
12
。 

 

另外此說不夠周延之處在於，首先，在債權買賣契約乃由

當事人以合意行之，故如發卡人與特約商店間並無買賣債權之

合意，則難以合理化適用關於債權讓與之規定。再者，目前在

特約商店向發卡人請款時，發卡人從中扣付一定比例之金額不

為給付，作為特約商店給付與收單機構之報酬，而在本說之

下，此所謂的手續費，似非當事人依契約類型特徵及締約目的

所應負擔之給付義務，似難以民法上典型契約之規範加以說明

13
。 

 

(二)給付關係與原因關係獨立之學說
14
 

1.擔保契約說 

        擔保契約係經由當事人約定，就一定事由或結果之發

生，擔保義務人即負有給付義務。而一定事由或結果之發

生，有可能以另一債務之不履行為其內容。此時，與民法

                                                 
12 楊淑文，前揭文，頁一一一以下 
13 謝佳雯，信用卡約款在消費者保護法上之分析，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四年六

月，頁八十一~八十二 
14 楊淑文，前揭文，頁一一五以下 



上亦以擔保為目的之保證契約不同的是，此擔保契約與另

一債務之間並無從屬性，擔保義務人不得援引另一債務之

抗辯事由以對抗擔保權利人，因其並無從屬性，已欠缺保

證契約之本質，僅得由當事人以契約自由之方式訂立，故

屬與保證不同之無名契約。 

 

        據此，以此說見解，發卡機構對特約商店所負之擔保

付款義務，如歐洲卡契約第四條條款：「我們在收到符合

規定使用信用卡之簽帳單，並扣除手續費後願意立即付

款。」即屬於獨立於持卡人與特約商店基礎原因關係之擔

保付款責任。而此擔保契約係以一定事由發生---持卡人依

照規定使用信用卡---發卡機構（擔保義務人）即應付款之

義務，而不問持卡人與特約商店間基礎原因關係是否成

立，或有其他抗辯事由（如買賣之物有瑕疵）。一般而論，

特約商店受領信用卡為支付工具時，通常希望能達到與受

領現金同樣之效果。 

 

2.抽象的債務承諾說 

    惟擔保契約在德國法上係發生一定結果時，擔保義務

人始負有給付義務之結果責任，而發卡機構所負之給付義

務則係最初的給付義務，正如同德國民法第七百八十條所

規定之債務承諾，均係最初的給付義務。因而亦有學者主

張發卡機構對特約商店所負之給付義務，其性質屬於德國

民法第七百八十條之抽象的債務承諾。依德國民法第七百

八十條規定，債務人如向債權人承諾對其獨立地負擔債務



時，債務人即有為一定給付之義務。依此說學者之見解，

發卡機構與特約商店間所存在係有償委任契約（特約商店

應主張發卡機構之持卡人得使用信用卡為支付工具）中發

卡機構與特約商店間之擔保約定，而由發卡機構向特約商

店承諾就持卡人持卡消費之金額獨立地負擔給付義務。 

 

        反對此說之學者則認為，抽象的債務承諾雖係獨立於

其他債務而存在，但債務承諾之原因關係即擔保約定中所

規定之擔保目的消滅，債務人對債權人仍得依不當得利之

規定請求返還其所提出之給付。而發卡機構對特約商店所

為之給付僅在持卡人所為之簽帳違反約定時方得向特約商

店請求返還。 

 

二、分析檢討
15
 

   在認定發卡機構與特約商店間的法律關係時，需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且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又定型化約款之解釋尤

應考慮消保法十一條的解釋原則，即「約款文義不明時，應為不利

於約款使用人之認定」。上開消保法第十一條所涉及者為定型化約款

之基本原則，縱特約商店非屬一般消費者，亦應有該條之適用。 

 

   發卡機構對特約商店之給付義務之解釋認定，其重點在於信

用卡交易之特殊目的，即持卡人利用發卡機構之信用，而向特約

商店交易取得商品、服務之功能。特約商店願意接受信用卡為支

付工具，乃因信用卡具有替代現金之功能，發卡機構向特約商店

                                                 
15 楊淑文，前揭文，頁一一八以下 



之給付義務，即發卡機構本身須擔保特約商店如同收現金一般的

收取債權。 

 

   發卡機構在其與持卡人間關於使用信用卡之約定條款中通常均

有所謂「抗辯切斷條款」，亦即持卡人不得以其與特約商店間所生抗辯

事由對抗發卡機構主張拒絕付款，此與債權讓與之性質有所不符。依民

法第二百九十九條或第三百零三條之規定，債務人或承擔人均得以其抗

辯事由對抗受讓人或債權人。如債務人或承擔人不得對受讓人或債權人

主張其原有之抗辯，而讓與人或原債務人又已非當事人，債務人或承擔

人亦不得對其主張抗辯，其權益之侵害顯屬重大。此時，如仍認定發卡

機構對特約商店係屬債權讓與或債務承擔，則上開「抗辯切斷條款」亦

已嚴重偏離其法定類型，而應被認定為獨立於原因關係之擔保契約。 

 

    另外，在美國實務發展出所謂的「擔保條款(guarantee agreement)」，

即發卡機構在信用卡背面加註「擔保條款」，約定持卡人對於一切使用

信用卡之消費簽帳均應付款，故持卡人若曾授權第三人使用該信用卡，

雖然爭議之簽帳消費係該被授權之第三人逾越授權範圍所為，但依擔保

條款持卡人仍應就其消費簽帳付款。惟其後學說有認為依普通法，特約

商店是發卡機構之代理人，代理人之認知視同本人之認知，若特約商店

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冒用行為時，應視同發卡機構對於冒用行為明

知或因重大過失不知，而不能依擔保條款向付款人請求付款；且依

UCC(Uniform Commercial Code)，在契約上可對抗特約商店之事由均可

以之對抗發卡銀行，U.S.C.A§166i(a)並規定 發卡銀行對於消費者之買

賣糾紛不具調查之義務
16
。 

                                                 
1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carerlt=CLID_QRYRLT564915343385_



 

    在 TILA(the Truth in Lending Act)就「不具授權之使用行為」為

以下定義:即信用卡持卡人以外之第三人並無實際的、隱含的或外觀上

的授權來使用信用卡，且持卡人自該行為無得到任何好處
17
。而在

TOWERS WORLD AIRWAYS, INC., The Towers Organization, 

Inc. and Towers Financial Corporation, Petitioners,v.PHH 

AVIATION SYSTEMS, INC. and PHH Group, Inc., Respondents.

ㄧ案18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依據 TILA 第 1062 條與 U.S.C 第 1062

條第 O 項，持卡人僅在下列要件符合時始須對信用卡冒用金額負責: 

(A)被冒用之信用卡非未達卡。 

(B)所負責任範圍不超過 50 元美金。 

(C)發卡機構就此所可能產生之責任，應予持卡人適當之通知。 

(D)發卡機構已提供持卡人於信用卡遺失或被竊時，通知發卡機構之方

法。該通知方法得記載於 CCPA(the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CaRE_2_M&tc=5&sv=Split&ncare=8&tf=836&careo=MD&tempinfo=CLID_QRYRLT
564915343385_CLMore&serialnum=0107491888&care=Y&careodt=2F&utid=2&mt=W
orldJournals&vr=2.0&spa=NTLCHENGUV&rpcat=AMJ&rs=WLIN9.04&fn=_top上網

日期：2009年 5月 15日 
 

17
 TILA defines “unauthorized use” of a credit card as:... use of a credit card by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cardholder who does not have actual, implied, or apparent authority for 
such use and from which the cardholder receives no benefit. 

15 U.S.C. § 1602(0). See also Reg. Z § 226.12(b) (1), n. 22. 

 
18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carerlt=CLID_CARE730897485_CaRE
_0_N_1&tc=189&sv=Split&tf=781&ncare=1&serialnum=1991431377&care=Y&mt=La
wSchool&fn=_top&vr=2.0&utid=1&ifm=NotSet&sp=NTLCHENGUV&rpcat=SCT-BRI
EF-ALL&rs=WLIN9.04 上網日期：2009年 5月 15日 
 



Act)第 127 條 b 項規定通知書之正面或反面，或記載於其他通知連同

前開通知書ㄧ併寄給持卡人。 

(E)該冒用係發生於發卡機構接獲信用卡掛失通知之前。 

(F)就使用信用卡之人係持卡人，發卡機構已提供足以辨認其身分之方

法19。 

    此外，一旦消費簽帳款係由冒用而生，發卡機構須對各項要件負舉

證責任，發卡機構若違反規定，須對持卡人負民事賠償責任。因 CCPA

已對持卡人應負責任及舉證責任有明確規範，故我國實務上持卡人應否

就冒用信用卡之金額負責之爭議在美國實務上已鮮少發生。其後美國實

務爭執之焦點反而著重在信用卡冒用是否基於持卡人之授權，以及超出

持卡人授權之冒用應否由持卡人負擔。在本案中，上級審法院開拓了有

關責任限制之例外，其認為若信用卡冒用是基於持卡人之配偶、受僱人

所為或持卡人給信用卡予他人作暫時性或限制性用途的情況，上開責任

                                                 

19 Section 1643 of the Truth in Lending Act, 15 U.S.C. § 1643, provides: Liability of holder 

of credit card. A cardholder shall be liable for the unauthorized use of a credit card only if –  

(A) the card is an accepted credit card;  

(B) the liability is not in excess of $50;  

(C) the card issuer gives adequate notice to the cardholder of the potential liability; 

 (D) the card issuer has provided the cardholder with a description of a means by which the 

card issuer may be notified of loss or theft of the card, which description may be provided on 

the face or reverse side of the statement required by section 127(b) or on a separate notice 

accompanying such statement; 

 (E) the unauthorized use occurs before the card issuer has been notified that an 

unauthorized use of the credit card has occurred or may occur as the result of loss, theft, or 

otherwise; and 

 (F) the card issuer has provided a method whereby the user of such card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person authorized to use it. 

 



限制之條款必須排除適用；此見解對於離婚或分居之配偶以及中小企業

有深遠影響，惟法院亦強調在撤回授權之情況，亦符合未經授權，一旦

發卡機構接獲通知，發卡機構若認為取消卡片是唯一可以保護自身的途

徑，其可在持卡人解釋冒用風險後繼續讓持卡人使用卡片。惟若發卡機

構認為因第三人未經授權刷卡而取消帳戶過苛，發卡機構可採取科技方

式在個人信用卡上加密而非取消整個帳戶
20
。作法值得我國實務參考。 

 

第二款 銀行概括免責條款 

    在信用卡使用初期（即民國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發卡機構通

常於其定型化契約上約定：「信用卡掛失時，於發卡機構通知特約商店

前被冒用所發生之一切損失，概由持卡人及其連帶保證人負擔」。 

  

    此種條款，曾經最高法院認為並無可議之處，而屬有效。例如，在

最高法院七十年台上字第三七四三號判決中，上訴人（持卡人）於六十

九年七月十三日發現信用卡被竊後，即於當日以電話向被上訴人（發卡

機構）掛失，因適逢星期日，被上訴人公司並未派員值日，致未受理。

                                                 

20 R. Rohner, F. Miller, J. Mancuso, The Law of Truth in Lending, ¶ 10.03 (Supp. 1989) at 

S10-8.  

 “Once the issuer receives notice, the Act enjoins the issuer to act promptly and responsibly. 

If the issuer determines that cancellation of the card is the only feasible means of protecting 
itself, the issuer may condition continuation of the card's use upon the cardholder's express 
assumption of the risk of unauthorized use. If the issuer considers that it is too draconian to 

cancel an entire account in the situation of improper third-party card use, issuers can take 
technological steps to code individual cards so that only the problematic cards, and not the 

entire account, are canceled upon notification of improper use. What the issuer cannot do, 
as PHH did 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and then attempt to hold the cardholder liable.” 

 



翌（十四）日上午九時始辦理掛失手續。訟爭債務均為六十九年七月十

三日至十五日被上訴人之停用名單送達於各特約商店前，持卡人之信用

卡被冒用期間所發生。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及其連帶保證人連帶清償訟

爭債務，最高法院贊同原審所持之見解：「依照兩造訂立之信用卡契約

約定條款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信用卡掛失時，於被上訴人通知特約商店

前被冒用所發生之一切損害，概由持卡人及其連帶保證人負責。被上訴

人處理上訴人掛失之作業程序，既無懈怠稽延等過失行為，上訴人所持

信用卡因失竊致被冒用，被上訴人主張依約由上訴人負擔其損害，自非

無據」，而駁回持卡人及連帶保證人之上訴21。 

 

    本文認為，上開條款違反民法上有關委任契約第五百四十六條，就

必要費用償還之規定，且消費者因而承擔其所不能控制之風險，對其顯

失公平而無效。自委任契約之本質視之，發卡機構未基於持卡人之指示

而支出費用，依法不得請求返還墊款，故應承擔冒用風險，儘管特約商

店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但非持卡人消費簽帳之款項，發卡銀行

仍無理由向持卡人請求。再者，持卡人並無不定時檢查信用卡之義務，

若持卡人將信用卡收藏在第三人通常無法取得之處，應認為已盡保管義

務，縱持卡人保管信用卡有疏失，發卡機構承擔冒用風險之原則不受影

響。既然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非基於己意喪失占有之情況，若非第三人

之行為，並不必然發生信用卡冒用，故持卡人保管信用卡之疏失行為，

與被冒用之結果不具相當因果關係，持卡人僅應就保管疏失造成發卡銀

行額外增加費用之部分，予以賠償。 

 

 
 

                                                 
21詹森林，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四），元照，二００六年十二月，頁二六六。 



第三款 二十四小時風險轉嫁條款 

壹、實務見解 

    民國八十年代間之信用卡時期，發卡機構之定型化契約大多約定：

「持卡人於信用卡遺失或被竊時，應儘速向發卡機構辦理（書面）掛失

停用手續；持卡人依規定辦理掛失前二十四小時（或一日）起，其被冒

用所生損失全數由發卡機構負擔；持卡人及其連帶保證人對於辦妥（書

面）掛失停用手續前二十四小時（或一日）以前遭冒用所致之損失，無

論其簽名是否相符，均應負連帶清償責任」22。 

 

  此種條款是否有效，實務上曾有不同意見，有認為：信用卡發出後，

發卡銀行對信用卡之使用狀況已無法掌握，則信用卡是否遺失、被竊，

持卡人方有發覺、控制之能力，故「二十四小時」條款於當事人平等互

惠原則並無違背，對持卡人並無不公平。 

例如：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簡上字第二九九號判決：「……兩

造信用卡申請書所附約定條款第十四條之規定『甲方（持卡人）若持有

乙方（發卡銀行）所發行之信用卡後，應妥為保管，若有遺失，被竊或

其他喪失占有之情形，應即以電話或相當之方法向乙方（發卡銀行）通

報掛失....  乙方（發卡銀行）接受甲方（持卡人）之書面掛失後，即

按『信用卡遺失被竊風險免責辦法』之規定辦理。..... 自甲方（持卡

                                                 
22 詹森林，前揭書，頁二六六、二六七。 



人）辦妥電話掛失手續之前二十四小時起... 其被冒用所生損失全數由

乙方（發卡銀行）擔...』。 

發卡銀行向持卡人主張八十七年七月七日、八日、九日之消費款共

計四萬六千四百零七元，而持卡人否認上開消費主張其係被盜刷，其應

不負責任為抗辯；且持卡人亦主張兩造所定信用卡申請書所附約定條款

第十四條免除發卡銀行的債務履行輔助人（特約商店）所應盡的核對簽

名的善良管理人注意，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

款，而無效。發卡銀行主張依兩造信用卡申請書所附約定條款第十四條

之規定，持卡人於八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始發覺信用卡遺失，並辦理掛

失，被盜刷的風險應由持卡人負擔。……信用卡發出後，發卡銀行對信

用卡之使用狀況已無法掌握，則信用是否遺失、被竊，持卡人方有發覺、

控制之能力，發卡銀行無從控制此風險，故衡諸契約當事人權利、義務

及風險分配，遂將信用卡掛失前一日被冒用之風險由發卡銀行負擔，其

餘均由持卡人負擔，於當事人平等互惠原則並無違背，故約定條款第十

四條之約定，對持卡人並無不公平致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以

肉眼審查，與信用卡申請書上持卡人之簽名，並無明顯不同，即使以交

易上誠實勤勉負責而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之人觀之，亦未必得以辨識二者

之不同；且系爭信用卡後之簽名，與簽帳單之簽名，是否具有肉眼即可

辨識之明顯不同，亦無從得知，應認特約商店已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盡其核對簽名之義務，持卡人指摘發卡銀行之特約商店未盡查核簽名之

義務，尚屬無據。從而發卡銀行亦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23。」 

 

                                                 
23 本文以為，特約商店有故意過失（沒有核對簽名），特約商店應解為發卡銀行的履行輔助人，依

民法第二二四條，銀行亦要負責。 
 



又例如：嘉義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嘉簡字第一千零一四號判決:

「……發卡銀行主張，持卡人雖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十一時十八分時

向發卡銀行掛失信用卡，惟依兩造信用卡約款第十二條約定：『甲方（即

持卡人被告）及其連帶保證人，對於辦妥電話掛失手續之前二十四小時

以前遭冒用所致之損失，無論其簽名是否完全相符，均應負連帶清償責

任。』因此發卡銀行僅負擔掛失前二十四小時之內（即自八十五年五月

十九日十一時十八分起至同年月二十日十一時十八分止）遭盜刷之損

失，對於持卡人自八十五年十二月四日起至八十七年六月三日止，共計

消費記帳四筆與掛失費共五萬六千二百元，該四筆消費均係同年月十八

日之消費，，自應由持卡人負擔損失。 

 

持卡人則主張，其向銀行所申請使用之信用卡，於八十七年五月十

八日被竊遺失，且已經報警並向原告掛失，而發卡銀行所列各款項，均

非持卡人所消費而係被他人所盜刷該信用卡之花費，各筆消費收據上之

簽名，亦均非持卡人所簽，且與持卡人存留於信用卡上及銀行之原始簽

名均顯不相符；又發卡銀行所列各款消費中，其中在飛迅企業有限公司

新民分公司所為之消費收據上，係簽「黃健益」而非被告之名義，另外

在金星珠寶銀樓之消費被盜刷時，所消費之金額已超過所授權之額度，

惟該特約商店亦未查證盜刷人之身分卻允其另以他項為超過授權額度

之低價貨品刷卡消費，顯有過失；此外，信用卡之交易包括發卡機構、

特約商店，應各依其所可以注意之範圍，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包

括發卡及核對簽名等事項，以避免信用卡被冒用，而萬一發生盜刷時，

亦應由具注意能力者負擔損失始符公平原則。且系爭定型化契約條款違

反消保法之規定亦無效。……  信用卡契約乃委任和消費借貸的混合契

約，發卡銀行所負的給付義務乃為持卡人處理消費款項之清償事務及提



供特約商店供簽帳消費之服務，從而特約商店為發卡銀行之履行輔助

人。就委任關係而言，發卡銀行從代為處理持卡人之消費帳款中獲取手

續費或年費，應屬有償委任，依民法第五百三十五條之規定，受任人應

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而就兩造所簽訂的定型化契約約款，該條款將遺失信用卡之風險，

於掛失止付前二十四小時以內之風險歸由發卡銀行負擔，而掛失止付前

二十四小時之前之損失則由持卡人負擔，具有合理分配失卡風險於持卡

人及發卡銀行間之功能，亦得以防止道德危險24（例如由持卡人自行故

意謊報遺失再刷卡消費），縱使信用卡之遺失後遭人盜刷為持卡人所不

能控制之危險，惟如前之推論，亦不得認此一失卡風險均應由發卡銀行

負擔始符公平原則，況持卡人亦負有保管信用卡之義務，從而上開約款

不足認已違反公序良俗，該約款應認有效。但該約款縱認有效，並非即

謂得以免除特約商店與發卡銀行需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上開系爭四筆消費，其中除第二筆在「飛迅企業有

限公司新民分公司」之消費款一萬八千三百元，在消費收據上，盜刷人

之簽名為「黃健益」而非以被告之名義特約商店竟仍允其消費，足認為

                                                 
24 類似見解，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二年度小上字第一一六號

24
「…經探究該條

約定之目的，乃因信用卡依其交易之性質，屬「塑膠貨幣」，即持卡人消費時僅須使用信用卡

簽帳，無須支付現金，亦無須出示身分辨別文件，即可完成交易，卡片一旦任意交付他人，或

因遺失、遭竊脫離持卡人占有，均易遭人不法之利用；而信用卡於發卡機構核發予持卡人後，

已在持卡人之占有領域中，持卡人對於信用卡遺失、遭竊或其他脫離占有之防免，相對比發卡

機構擁有較高之控制能力及察覺機會，如其能善加保管，或遺失後即時通知，均能有效防免卡

片遭他人盜刷，是發卡機構為防止持卡人任意交付第三人使用之道德危險，或避免遺失後遭盜

刷之損害擴大，課予持卡人應善盡保管責任，如經遺失亦應即時辦理掛失，違反者應自行負擔

損失等約定，就道德危險之預防及風險控管而言，尚屬合理，並無使消費者負擔其所不能控制

之危險，亦無違反平等互惠。況該條款係約定自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前二十四小時以前被冒用之

損失，始由持卡人負擔，並非約定掛失前被冒用之一切風險，均由持卡人負擔，就卡片遺失之

風險分配，發卡機構已自願承擔掛失前二十四小時內遭冒用之危險，持卡人就此部份毋須就遺

失時間、地點、原因等責任而為舉證，已相當程度減輕持卡人之賠償責任，而將信用卡遭冒用

之風險，合理分配予契約之雙方當事人，並無顯失公平之處，上訴人辯稱該條款內容違反消費

者保護法第十二條規定，應認為無效等語，並不足採…。」 



原告履行輔助人之該特約商店飛迅企業有限公司有違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應由原告負擔此次盜刷消費之損失，此外其餘三筆之消費收據

均係簽被告之名義，且依一般普通視力尚無從辨別與被告留存於信用卡

申請書上之簽名具有嚴重歧異，應認發卡銀行與特約商店已盡其注意義

務，則此一風險應歸由持卡人負擔，以維交易之安全。……針對持卡人

抗辯稱盜刷人於金星珠寶銀樓盜刷消費時，本已超過信用卡之授權額

度，特約商店未進一步確認持卡人身分仍允該盜刷之人選擇較低而未超

過授權額度之物品為消費刷卡，亦有過失之部分，認為特約商店對於超

過授權額度範圍之刷卡消費，僅負有審酌額度之義務，是否超過授權額

度之消費與是否係本人持卡消費亦無合理之關聯關係，特約商店並非因

此即負有進一步確認刷卡人之義務，就帳單上之簽名與信用卡上之簽名

是否吻合特約商店之認定如無過失，即無注意義務違反之問題。」 

另外，有實務認為，銀行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只是為與有過失，

銀行仍可向持卡人請求處理委任事務的費用，只不過是請求處理費用的

減少。 

例如：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九年簡上字五十五號判決：「…係他人持

被上訴人乙○○之信用卡冒刷所發生，該冒刷之人所為之「乙○○」簽

名與上訴人之真實簽名並不相符，已如前述，上訴人之特約商店未察覺

簽名不符，竟同意持卡人消費，顯有過失，依上開法條規定，視為上訴

人之過失。又上開過失係可避免之事項，故上訴人之過失行為對於損害

之發生顯然與有過失，本院認為應依民法第二百十七條之規定，減輕被

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上開消費款之二分之一即五萬八千元為宜。是以上

訴人依信用卡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 

 



亦有實務認為，二十四小時條款雖非無效，但不能據以免除發卡機

構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故如信用卡印有持卡人之相片在其上，

而特約商店竟允許女性顧客使用男性之信用卡（男卡女用），則發卡機

構仍不得以所謂之「二十四小時條款」，請求該男性之持卡人清償掛失

二十四小時以前由女性顧客所冒用之消費帳款。 

 

例如：新竹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竹簡字第四六七號判決：「……發

卡銀行主張，依據兩造間信用卡約定條款第十三條約定：『持卡人之信

用卡如有遺失或被竊，發卡銀行承擔掛失前一日內遭冒用之損失；反之

掛失前一日之前冒刷之損失，無論其簽名是否完全相符，均由持卡人負

清償責任。』，持卡人於八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才向發卡銀行掛失，而關

於八十七年一月十四日被冒用簽帳一萬六千元，依上開約款，應由持卡

人承擔風險。且持卡人遺失卡片被他人盜刷，顯然對於卡片之保管有過

失，又即便是簽帳消費上的筆跡和信用卡留存信名不符，但是特約商店

通常不檢查簽名只認可，故發卡銀行亦無過失。持卡人則抗辯簽帳消費

之簽名和信用卡上之簽名不符，自非其所消費，自可不必負責。 

持卡人和發卡銀行為有償委任之關係，發卡銀行須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為持卡人處理事務，在簽帳消費之簽名和持卡人簽名相同時（民法

第五百三十五條參照），替持卡人給付和特約商店交易時之費用；而特

約商店乃發卡銀行的履行輔助人，其自亦有核對簽名真正的義務。而就

兩造的定型化契約條款，法院認為依據所謂「優勢之風險承擔人」之理

論而言，應將風險分配於支付最少成本即可防阻風險發生之人，始能達

成契約最高經濟效率之目的。而持卡人就卡片喪失占有時，對於是否會

被盜刷已無法控管，相對而言，發卡機構與特約商店在接受信用卡而提

供消費服務或清償款項時，均可再次檢查簽帳單上之簽名與信用卡既有



之簽名，或持卡人留存之簽名記錄是否相符，甚且可查詢是否持卡人為

真正之信用卡申請人，或要求持卡人出示相關之身分證明，以之決定接

受該筆信用卡消費。顯然相較於持卡人而言，有更大的能力來控管盜刷

風險，因此該風險應由發卡銀行來承擔。 

就專業能力而論，發卡機構較一般持卡人具有專業素養及訓練，較

諸持卡人對於冒用信用卡等行為可能遭致之損害，更具預防能力，而信

用卡中心與特約商店簽訂契約時，亦可課與特約商店一定程度之注意義

務，謹慎辨明持用人與持卡人之同一性。……就經濟分析的角度，發卡

機構具有較強之經濟能力，可藉由保險或其他方式轉嫁風險，或以較強

之談判實力與特約商店約定風險分擔之比例，故由發卡機構承擔冒用之

風險，較之經濟能力較弱之持卡人承擔此一風險，更符合效益與經濟成

本之考量。……就建立健全的良好交易環境而論，課與發卡機構和特約

商店來核對簽名是否真正的義務，使其承擔盜刷之風險或可能耽誤交易

時間致增加交易成本，或引致消費者不悅，惟其卻直接促進交易安全，

對於健全誠實信用之交易秩序確有裨益而有其必要。……從而就上所

述，系爭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消保法上的平等互惠原則，而無效。」 

 

又例如：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台上字一六二八號判決：「持卡人依其

與發卡機構所訂立之信用卡使用契約，取得使用信用卡向特約商店簽帳

消費之資格，並對發卡機構承諾償付帳款，而發卡機構則負有代持卡人

結帳，清償簽帳款項之義務。此種持卡人委託發卡機構付款之約定，具

有委任契約之性質，‥‥信用卡使用契約既具有委任契約之性質，則發

卡機構處理信用卡簽帳款之清償債務事務時，依民法第五百三十五條規

定，應依持卡人之指示為之。而持卡人在簽帳單上簽名，可視為請求代

為處理事務之具體指示，若特約商店就簽帳單上之簽名是否真正，未盡



核對之責，發卡機構竟對之為付款，其所支出之費用，尚難謂係必要費

用，自難依民法第五百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向持卡人請求償還，從而持

卡人如主張信用卡係因遺失、被盜而被冒用、盜用，除發卡機構能證明

持卡人有消費行為，或就其簽名之真正，特約商店已盡核對責任外，尚

不得請求持卡人償還墊款。」 

 

在最高法院的見解確立下，發卡銀行所擬訂的掛失前 24 小時之前

在銀行已盡善良管理人義務的前提下可免負擔盜刷之風險的定型化契

約條款，實務上幾乎認為有效，探究其理由可能是信用卡持卡人和發卡

銀行間之關係是有償委任之關係，蓋發卡銀行通常收有手續費，故銀行

本來即須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替持卡人處理事務，因此只有在發卡銀行

已盡法律賦予之義務下，才可以以 24 小時風險分擔條款轉嫁其責任，

此時的風險分擔才符合公平法理
25
。 

 

貳、學說見解 

    「二十四小時條款」，係發卡機構不合理移轉信用卡被冒用之風

險，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之「平等互惠原則」，

應屬無效26。實務亦有採此見解者，並因而認為，持卡人（及其連帶保

                                                 
25 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簡上七三二號判決: 「‥‥由發卡銀行自願承擔掛失前二十四小時以內之

風險，以資減輕持卡人之過失責任，及免除持卡人證明遺失時間、地點、遺失原因等責任，並督促

持卡人除善盡卡片之保管責任外，亦應盡力在卡片遺失後及早掛失，以防止損害之擴大。就此而言，

並不違反公平互惠原則。且依上開約定，並非所有在辦妥掛失手續前被冒用之風險，無論出於何種

原因，均由上訴人負擔，而係約定在被上訴人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前提下，自辦理掛失停用

手續時二十四小時以前被冒用之損失，始由上訴人負擔。是該項約定並無顯失公平之處，上訴人指

有違平等互惠原則且顯失公平，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及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

款，均應認為無效云云，尚不足採‥‥」 
26 詹森林，前揭書，頁二六七。 



證人）應否就第三人冒用信用卡所生之帳款，對發卡機構負（連帶）清

償責任，應視特約商店就冒用者之簽名與信用卡背面持卡人之簽名是否

相符，有無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定27。 

 

    亦有學者採相同見解認為28，信用卡並非文義證券，以持有信用卡

者得享有信用卡之權利。故簽帳款是否屬於「真卡消費」或「偽卡消費」，

並非審究之重點，亦不得以「真卡消費」認定持卡人對冒用信用卡應負

賠償責任。發卡機構就信用卡冒用並無更值得保護之法益須由持卡人承

擔風險。而持卡人在信用卡交易法律關係中亦未受有相當之補償，致其

所受之損害得認適當者。一般使用「二十四小時約款」之發卡機構，仍

向特約商店收取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之手續費，持卡人勢必不願因年費

之免繳而須負責信用卡遺失未及時發現之各種無法預料之風險。而發卡

機構創造塑膠貨幣之交易新型態，在考量收入之同時亦須一併考量各種

風險之防範。觀諸法院所發生各種信用卡冒用之案例，持卡人能控制者

少，發卡機構能避免者多。如男卡女用，簽名明顯不符，特約商店不僅

有輕過失，顯屬有重大過失或故意行為，對特約商店之選定與監督，及

刷卡流程之規範，均有賴於發卡機構之行動。或信用卡開卡手續之採用

（須持卡人確認後，才啟動刷卡程序），甚或採用以照片印製於信用卡

上之防範措施。最後，就無法完全防止之偽造信用卡問題，亦可採行保

險分散風險之方式。發卡機構不思及此，而將冒用之風險以定型化約款

方式強加予持卡人負擔，該約款如為限定持卡人僅於有故意獲過失方須

負賠償責任，則屬不合理的危險轉嫁，依消保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

應為無效。 

 

                                                 
27 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台上字第一六二八號判決。 
28 楊淑文，前揭文，頁一五一、一五二。 



    其次，發卡機構對特約商店之付款，係屬費用之支付，並非直接對

持卡人（委任人）造成損害，亦與民法第五百四十四條受任人對委任人

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無涉。故發卡機構對第三人偽簽持卡人姓名之消費

簽帳款對特約商店為付款，無論有無審查之過失，均屬未經持卡人指示

而為委任事物之處理，依民法第五百四十六條對委任人（持卡人）不得

請求償付已付之款項，因該項費用非屬必要費用。故亦不得謂發卡人如

審查簽名無過失或故意（如肉眼無法辨識簽名不符之情形）即可毫無限

制任令持卡人就掛失前，或掛失二十四小時前之冒用信用卡之損害負無

過失之賠償責任，否則即屬違反消保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而為

無效之約款。 

 

最後，於信用額度，嘉義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嘉簡字第一千零一四

號判決認為特約商店對於超過授權額度範圍之刷卡消費，僅負有審酌額

度之義務。惟有學者認為，超過該信用額度金額的部分是不能刷的，若

有此種情況，特約商店應打電話或以其他可行方式與發卡機構聯絡，請

發卡機構與消費者溝通，且發卡機構可拒絕增加信用額度之要求，否則

信用額度之規定即失其意義。而發卡銀行若要在各別消費擴張授權額，

應與本人溝通，舉證責任在發卡銀行，而非消費者29。此外，銀行不可

片面提高授權額，授權額應可以照消費者的要求，而非依銀行的規定；

若消費者欲降低授權額，銀行不得拒絕，且銀行不可片面提高授權額，

授權額應可以照消費者的要求，而非依銀行的規定30。   
 

                                                 
29 銀行局不容許離線刷卡，惟飛機上不在此限。 
 
30 2007年消費者專題研究課堂，黃立博士講授。 



參、評析 

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掛失之前二十四小

時之前」若被冒用，持卡人必須負擔不超過三千元之自負額。「掛失之

後」持卡人被冒用之損失由發卡機構承擔，此部分無爭議。而「掛失之

前二十四小時以後」由發卡機構承擔亦無問題。惟自負額有最高額之限

制，固然已比早期法院無上限之見解合理，但這也是消保會不令特約商

店查核簽帳者身分，以免消費者感到使用信用卡不便之妥協結果，依此

由於消費者承擔風險的可能性不是很高，故有認為可以本約款算是可以

接受31。但本文仍認為須考究，在持卡人根本未於簽帳單上簽名作指示

之下，本約款是否仍然構成風險之不當轉嫁而無效？ 

 

通說32認為發卡銀行和持卡人間為委任關係或委任和消費借貸的混

合契約，持卡人去特約商店簽帳消費，再由發卡銀行依民法五百三十五

條之規定依持卡人簽名指示替持卡人給付簽帳費用而處理委任事務，而

銀行最後依民法五百四十六條向持卡人請求處理委任事務（替持卡人給

付簽帳費）之必要費用。故法律在持卡人和發卡銀行間已建立一明確的

風險分配的基準，即發卡銀行必須要依據持卡人真正之簽名給付帳款

（民法第五百三十五條參照），若被盜刷則簽帳的簽名和信用卡簽名不

符，此時該筆消費並非持卡人真正簽名，從而發卡銀行給付該帳款亦不

算是為持卡人處理委任事務，而不得向持卡人依民法五百四十六條請求

處理委任事務必要之費用33。若發卡機構欲將法律規定之風險分擔轉嫁

                                                 
31 黃虹霞，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消費爭議，消費者保護法制論文集，頁一八六。 
32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台上字一六二八號判決；楊淑文，前揭文，頁一二二~一二三；謝佳雯，信用卡

約款在消費者保障上之分析，月旦法學雜誌第十期，頁一０四 
33 板橋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小上字一０四號判決 



予消費者，必須有正當之理由，否則即與法條立法意旨相違背，違反消

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34。 

 

而上述之臺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簡上字第二九九號判決及嘉義

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嘉簡字第一千零一四號判決，均認為銀行所為的掛

失前 24 小時之前，不論盜刷簽名是否真為持卡人所簽，持卡人亦須負

責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係有效的，該見解實已違反法律明定之風險分配準

則 。而前述之高雄地方法院八十九年簡上字五十五號判決之見解，亦

是將信用卡冒用之風險不當轉嫁予持卡人，蓋如果未盡善良管理人注

意，即無法依民法第五百四十六條，依委任關係向持卡人請求處理委任

事務的費用，而與有過失是須以責任成立為前提，再為責任範圍的減輕

或免除，既然銀行根本無法依據民法規定向持卡人請求，即無法以與有

過失減輕其請求。 

 

上開實務之所以有不論簽名是否為持卡人所簽，持卡人均須負責之

見解，主要是其認為信用卡是否遺失、被竊，持卡人方有發覺、控制之

能力，發卡銀行無從控制此風險、防止持卡人先故意掛失而繼續刷卡消

費之道德危險、信用卡乃塑膠貨幣具有一定之經濟價值等理由，故持卡

人必須善盡保管之責，從而認為上開定型化契約條款，具有公平分配當

事人間危險、變更法律明定的風險分配的正當理由。 

 

惟上開實務見解有商榷餘地，依現行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六

條：「持卡人之信用卡屬於貴行之財產，持卡人應妥善保管及使用信用

卡。貴行僅授權正卡持卡人或附卡持卡人本人在信用卡有效期限內分別

                                                 
34楊淑文，前揭文，頁一四八 



使用，不得讓與、轉借、提供擔保或以其他方式將信用卡之占有轉讓予

第三人或交其使用。」故持卡人確實具有保管信用卡之義務，惟信用卡

遺失並非全然是持卡人之過失，故不應僅憑信用卡遺失即認定持卡人未

盡管理義務，從而認為風險移轉合理，其次，發卡銀行與特約商店，在

接受信用卡而提供消費服務或清償消費款項時，均可再次檢查簽帳單上

簽名與信用卡上既有之簽名，或持卡人留存之簽名記錄，是否相符，亦

可查詢是否持卡人為真正之信用卡申請人，再決定是否接受該筆信用卡

消費，而達到風險控管，相較於持卡人於遺失信用卡後，在掛失前毫無

保障相比，銀行明顯有較高的風險控管能力； 再者，就避免道德風險

而論本文認為，一般消費者不等於犯罪人，犯罪人才會用到道德風險。

雖然實務上不乏消費者詐欺之情形，但不應因少數不肖消費者，即可正

當化發卡銀行將盜刷風險轉嫁讓其他守法持卡人負擔，且避免道德風險

的手段，應透過銀行在發卡時充分告知持卡人消費詐欺可能會有的法律

效果，較為妥適。最後，從銀行之專業能力、經濟能力及建立交易安全

環境的角度分析
35
，銀行較消費者本來就有較大承擔盜刷風險的能力，

將冒用信用卡之風險轉嫁與他人欠缺其正當性，亦造成風險分擔之不

公。其後實務見解認為須發卡人已盡善良管理人的義務後，才可轉嫁風

險36；惟單純在 24 小時風險轉嫁條款中加入發卡銀行已盡善良管理人注

意即作為風險轉嫁的正當理由，本文認為仍不可行。蓋此時持卡人仍須

就非其過失所生，依法律規定應由發卡銀行承擔之冒用信用卡風險負

責，故亦為違反平等互惠、誠信原則而無效37。 

 

                                                 
35 台北地方法院九十簡上字六二八號判決、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九簡上字一八七號判決 
36 台北地方法院八十八簡上字四七九號判決、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九簡上字三六六號判決、台北地方

法院八十九簡上字七三二號判決 
37 楊淑文，前揭文，頁一五一。 



財政部民國九十年一月公布的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自

負額條款，含有消費者和企業經營者間風險公平分配的意旨，惟有下列

兩點值得進一步探討，茲申述如下： 

 

（一）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第四項 

「持卡人有本條第二項但書及下列情形之一者，且貴行能證明已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者，其被冒用之自負額不適用前項約定：  

1. 持卡人得知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知貴行，或持卡人

發生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後，自當期繳款截止日起已逾二十日仍未

通知貴行者。  

2. 持卡人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約定，未於信用卡簽名致第三人冒用者。  

3. 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掛失手續後，未提出貴行所請求之文件、拒絕協

助調查或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 」 

    此規定認為，若發卡銀行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而持卡人符合信用

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第四項的情形時，針對掛失前 24 小時以前

和掛失前 24 小時以後，就同條第三但書第二款和同條第三但書第一款

之規定，因此時銀行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故應由銀行負完全盜刷之責。 

惟本文認為，此時的持卡人亦有過失（同條第四項之規定），若完

全由銀行承擔風險，對於銀行並不公平。 

    （二）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 



「持卡人自辦理掛失停用手續時起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貴行負

擔。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仍應負擔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後被冒用

之損失：  

1. 第三人之冒用為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信用卡交其使用者。  

2. 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

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第三人知悉者。  

3. 持卡人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行為或共謀詐欺者。 」 

    此規定認為，在發卡銀行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而持卡人有信用卡

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的情形時，就掛失前 24 小時以前

由於同條第四項文義的反面解釋，使持卡人有自負額條款的適用，而就

掛失後，依同條第二項但書文義，持卡人須負全部盜刷責任。 

就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內涵部分，其定義有學者認為：「系指交

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平均理念人，所應盡之

注意。
38
」惟其定義之敘述，為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應就個案而具體化；

在信用卡盜刷之風險分配，銀行在何種情況下方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實務見解不一。 

 

例如，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年度小上字五十六號判決：「信用卡之特

約商店及聯合信用卡中心應認均為發卡銀行之履行輔助人，依民法第二

百二十四條前段之規定，其如有故意或過失時，發卡銀行應與自己之故

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故本件所應審究者，為被上訴人之履行輔助人

即聯合信用卡中心及信用卡契約中之特約商店在審查信用卡之真偽及
                                                 
38 邱聰智，民法債篇通則，修訂六版，頁 252 



有效性、持用者與持卡人之同一性、簽帳單上之簽名與信用卡之簽名是

否相符時，有無違反其應盡之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經查，上訴人所

持用之卡號：0000000000000000 萬事達信用卡曾經掛失、及系爭消費款

係於上訴人掛失前二十四小時前所消費者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

並有信用卡申請書、信用卡使用須知、信用卡約定條款、消費明細表、

帳單及信用卡一般交易帳單資料查詢單各一件可稽，業論述如前，而本

件系爭信用卡為一般之簽名式信用卡，信用卡上並無持卡人之照片，故

被上訴人之履行輔助人在審查信用卡之真偽及有效性後，僅得依卡片上

之簽名做為審查持用者與持卡人是否同一之標準，且其審查簽名是否相

符之標準，即應以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之人處理事務之注意義務為標準，

惟並無必然須請持卡人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之要求。查，兩造所爭執之該

筆銷費係由「皇品汽車音響材料行」所填發，購買明細為「音響」，金

額二萬八千元，亦即該皇品汽車音響材料行即為被上訴人之履行輔助

人，其為一般商店，以販賣汽車音響材料為業，持卡人向該商店購買音

響，自足認係符合交易常態之消費；且一般音響材料商店之人員並非筆

跡鑑定之專家，而上訴人之簽名為橫式反寫之特殊設計，此據原審命上

訴人簽名在卷可參，與上訴人所稱上開被冒刷之該紙簽單上之簽名，以

普通視力觀察，不論就簽名之樣式外觀及筆順，均極為相似，而人之每

次簽名不可能完全一致，故縱有些許差異，尚難判斷為不相符，故應認

被上訴人之履行輔助人就該筆信用卡消費使用之審查，已盡其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自無何過失可言。上訴人辯稱特約商店於系爭簽單中未

注意善盡其善良管理人之責任等語，則無可採。」 

此實務見解認為，以肉眼觀察不論就簽名之樣式外觀及筆順，均極為相

似，即可認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並無必然須請持卡人出示身分證明文

件之要求。 



 

    惟亦有實務見解認為，以肉眼觀察簽名有明顯不相同，即須要求當

事人出示證件審查，若特約商店已為上述作為，方得謂銀行已盡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例如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簡上字一二七號判決：「‥

若簽帳單上之簽名與信用卡上之簽名，以肉眼即可辨識兩者有所不同

時，特約商店即應要求簽帳者提出身分證明或拒絕簽帳，始得謂已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非謂需簽帳單上之簽名與信用卡上之簽名顯不相

同，而特約商店仍予簽帳，方認其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其次，

台中地方法院八十九簡上字二七六號判決認為：「…依一般社會通念，

『陳玫玉』為女性之姓名，『陳紋義』則為男性之姓名，二者之區別，

自外觀上稍加留意即可分辨。特約商店對此女卡男用之行為既可輕易察

覺，自應依上開信用卡約定條款第八條第四項第四款及聯合信用卡中心

與商店特約事項第十三條規定，拒絕接受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交易，以盡

其應盡之義務。乃竟任其刷卡消費，顯然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

有過失…」，亦即，若持卡人留存簽名為女生姓名，而卻由男生來刷卡，

特約商店未加以注意，仍允許其刷卡，即未盡其應注意之義務。 

 

從上述可知，實務見解有認為善良管理人注意僅須善盡核對簽名之

責，有認為善良管理人注意除了核對簽名外，還包含請求刷卡人出示證

件，有認為女卡男用或男卡女用未經發覺，即未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

而就財政部公布的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文義而言，似乎認為

善良管理人義務不包含核對簽名之義務，但本文認為在信用卡盜刷時，

善良管理人義務之內涵須以善良管理人義務在發卡銀行和持卡人間扮

演的角色而定。就自負額條款而言，銀行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即

為盜刷風險應由何者分擔之指標。若銀行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銀



行須承擔在掛失前 24 小時之前盜刷之風險，但若銀行已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即須由持卡人承擔部份的盜刷風險，才可調和發卡機構與持卡

人之利益。 

 

本文認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的內涵解釋應不僅只要求銀行或其履

行輔助人特約商店憑肉眼觀察簽帳姓名和持卡人姓名是否顯無不同即

足夠，此說法對於持卡人過度不利，蓋信用卡遺失時，持卡人已無法控

制盜刷之風險，銀行或特約商店善盡其核對之義務才是有效控制盜刷風

險之方式。故發卡銀行和特約商店除了要核對簽名外，還必須為其他判

斷，例如要求持卡人出示證件與以證明或信用卡留存簽名依一般社會通

念為女性之名而刷卡人為男性時，應拒絕刷卡等。另外，雖發卡銀行和

特約商店相較於一般人，具較有較高之專業能力來核對簽名，但發卡銀

行和特約商店並非專業的鑑定人士，無法特過專業的鑑定儀器來核對簽

名，故本文認為簽名之核對仍應以肉眼來判斷是否符合，再輔以其他情

事（例如：請求核對證件）綜合判斷，如此才能兼顧交易迅速和持卡人

的保障。 

 

但若持卡人未於信用卡上簽名時，銀行如何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則有疑問。桃園地方法院九十四年小上三五號判決認為：「本件被

上訴人所持有之信用卡，係於被上訴人未依約於系爭信用卡背面預留足

資視為信用卡名義人確有指示請求代為處理消費事務之標記即簽名之

狀態下，係遭不知名之第三人盜取並進而持以使用，準此，系爭信用卡

上既無任何可資特約商店從業人員辨識之憑據，自難苛求特約商店從業

人員就信用卡名義人與持卡人是否具同一性進行識別，是以堪認特約商

店於從事上開交易時，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核對義務。」。另外，台中地



方法院九十二小上六０號判決認為：「上訴人收受後未即時在卡片背面

簽名，遭人竊取後自行開卡後，並持用簽帳消費，已屬兩造不爭之事實，

換言之，被上訴人之特約商店自無從依信用卡上之各項資料，查核持卡

消費之人是否真實，要難謂未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由此可知，

此時因為特約商店和銀行無法核對刷卡人之身分，所以即便是讓第三人

刷卡，仍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上述實務見解可供參考。 

 

第四款 自負額條款 

壹、總說 

 

在民國九十年一月起，財政部公布修正的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一七條(卡片被竊、遺失或其他喪失占有) 有以下規定： 

    「持卡人之信用卡如有遺失、被竊、被搶、詐取或其他遭持卡人          

以外之第三人占有之情形 (以下簡稱遺失或被竊等情形) ，應儘速以電

話或其他方式通知貴行或其他經貴行指定機構辦理掛失停用手續，並繳

交掛失手續費新台幣__元 (註：各銀行得視其狀況自行約定是否收取掛

失手續費，但應明定於契約) 。惟如貴行認有必要時，應於受理掛失手

續日起十日內通知持卡人，要求於受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

案或以書面補行通知貴行。 

    持卡人自辦理掛失停用手續時起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貴          

行負擔。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仍應負擔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後被

冒用之損失： 



1 第三人之冒用為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信用卡交其使用者。 

2 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

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第三人知悉者。 

3 持卡人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行為或共謀詐欺者。 

      辦理掛失手續前持卡人被冒用之自負額以新台幣__元為上限。           

(各銀行得視本身狀況自行約定收取金額，但不得超過新臺幣參仟元，

且應明定於契約中。)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免負擔自負額： 

1 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掛失手續時起前二十四小時以後被冒用者。 

2 冒用者在簽單上之簽名，以肉眼即可辨識與持卡人之簽名顯不相同或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可辨識與持卡人之簽名不相同者。 

3 持卡人於二年內未有失卡紀錄者。 (註：第 3  點各銀行得斟酌是否

列入契約中) 。 (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部分，持卡人辦理掛失手

續前之冒用損失，由持卡人負擔，不適用本項自負額之約定) 

    持卡人有本條第二項但書及下列情形之一者，且貴行能證明已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者，其被冒用之自負額不適用前項約定： 

1 持卡人得知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知貴行，或持卡人

發生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後，自當期繳款截止日起已逾二十日仍未

通知貴行者。 

2 持卡人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約定，未於信用卡簽名致第三人冒用者。 

3 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掛失手續後，未提出貴行所請求之文件、拒絕協

助調查或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 

 

自負額條款與二十四小時風險分擔條款之不同在於，前者係就掛失

前 24小時之前如果被盜刷時，發卡銀行和持卡人均無過失時，由持卡

人負擔有限責任，其自負額不超過三千元。後者則指，就掛失前 24小



時之前如果被盜刷時，在發卡銀行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即須持卡人負

盜刷責任，且該責任並無上限。 

 

    依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一七條第二項規定，發卡人若已盡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而 1.第三人之冒用為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信用卡交其

使用者 2.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

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第三人知

悉 3 持卡人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行為或共謀詐欺

時，就掛失後盜刷之風險應由持卡人承擔。有疑問者為，掛失前 24小

時以後之風險由誰負擔之問題。依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第四

項的規定可知，被冒用之自負額不適用同條第三項之約定，則此時應無

同條第三項但書第一款的適用，且基於舉重以明輕的法理，持卡人連就

掛失後的風險均須負責，而就掛失前 24 小時以後當然須負責，因此應

由持卡人負全部盜刷之責；掛失前 24 小時以前，不適用自負額條款，

應由持卡人負全部責任。其次，若發卡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而持卡

人無第二項但書39及第四項本文40之情形時，就掛失後盜刷的損失應由銀

行負擔；掛失前二十四小時以後由銀行負擔盜刷風險，掛失前二十四小

時以前由銀行負擔全部盜刷之責，即持卡人無自負額條款的適用。 

 

而現行實務上針對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條款第十七條之規定，仍未表

示意見，到底實務態度如何？有賴日後實務見解的形成。 

                                                 
39 1 第三人之冒用為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信用卡交其使用者。2 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

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第三人知悉

者。3 持卡人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行為或共謀詐欺者 
40 1 持卡人得知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知貴行，或持卡人發生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

情形後，自當期繳款截止日起已逾二十日仍未通知貴行者。2 持卡人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約定，未於

信用卡簽名致第三人冒用者。3 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掛失手續後，未提出貴行所請求之文件、拒絕

協助調查或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 



     

貳、預借現金與自負額條款 

信用卡之功能依據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二條包含預借現

金，而預借現金的方式一種為到銀行櫃檯預借現金，另一種為透過自動

化設備來預借現金41，本文擬就後者來探討信用卡遺失時，若被他人盜

用，透過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時，現行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
42
認為不

適用有關盜刷自負額條款43，其見解是否妥適之問題。 

關於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是否適用自負額條款，有實務見解採否定

說。例如：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簡上字第 321 號判決：「……持卡人持

有發卡銀行核發之白金信用卡，於民國 93 年 9月 13 日 22 時許遭人自

其車內竊取，旋即於同日 22 時 22 分至 28分間遭人持該卡盜領（預借

現金七筆）125,000 元，持卡人發現後立即於同日 22 時 43 分向被告辦

理掛失手續，及於同日 23 時 40 分向警方報案。持卡人主張，系爭遭盜

領之款項既非持卡人所為，持卡人自不用負擔。又發卡銀行單方制訂之

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第 18條第 3項括弧約定『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

金部分，持卡人辦理掛失前之冒用損失，由持卡人負擔，不適用本項自

負額之約定。』之內容，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誠信原則，依消費者保護

                                                 
41 王偉光，由信用卡之使用論消費者信用保護，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中華民國八十四年

六月，頁二二 
42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辦理掛失手續前持卡人被冒用之自負額以新台幣__元為上

限。( 各銀行得視本身狀況自行約定收取金額，但不得超過新臺幣參仟元，且應明定於契約中。) 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免負擔自負額：1 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掛失手續時起前二十四小時以後

被冒用者。2 冒用者在簽單上之簽名，以肉眼即可辨識與持卡人之簽名顯不相同或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而可辨識與持卡人之簽名不相同者。3 持卡人於二年內未有失卡紀錄者。 ( 註：第 3  點各銀

行得斟酌是否列入契約中) 。 ( 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部分，持卡人辦理掛失手續前之冒用損

失，由持卡人負擔，不適用本項自負額之約定) …」 
 
43 在民國八十六年版本的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規定，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不適用有關 24
小時失卡零風險。 



法第 12 條規定，應為無效。為此，求為確認銀行對持卡人之系爭 125,000

元之信用卡預借現金債權不存在。……發卡銀行則主張所核發信用卡預

借現金之密碼係由亂碼設備產生，且未將密碼置於卡片磁條內，亦無法

於電腦畫面查詢或經由系統取得，故他人不可能以原告之證件號碼猜測

或胡亂猜出密碼或以高科技手法測錄得知，加上本件提領一次就試中正

確密碼，且系爭七筆預借現金金額合計未超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其中

有 6 筆均為 20,000 元，足見該該提領人係在知悉系爭信用卡之密碼、

持卡人之信用額度及一次只能預借最高額度之規定下提領，持卡人聲稱

係遭盜領云云，實不合常理。其次，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 6 條第 2項約

定『持卡人之信用卡屬於貴行之財產，持卡人應妥善保管及使用信用

卡。』、第 3項約定『持卡人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

交易，就其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應予以保密，不

得告知第三人。』、第 5 項約定『持卡人違反第二項至第四項約定致生

之應付帳款者，亦應對之負清償責任。』，本件系爭預借現金交易，縱

非原告所親為，亦須知悉該密碼方可為之，原告未盡保管密碼之注意義

務，或根本容許他人知悉密碼後提領，故仍應由原告負清償之責。再者，

依第 18 條第 3 項括弧約定『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部分，持卡人

辦理掛失前之冒用損失，由持卡人負擔，不適用本項自負額之約定。』，

已明示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部分，排除自負額條款之適用，持卡

人仍應負擔清償之責等語，資為抗辯。……信用卡預借現金之使用方式

係與提款卡相同，即持卡人可在銀行同意之可動用額度內，以輸入約定

密碼之方式，在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以為借貸，因此，自動櫃員機所得

判讀辨識者，僅限於正確之密碼，而無法及於持卡人之人別是否正確。

相對於上述借貸之便利性，信用卡預借現金之風險自然較大，故持卡人

就防阻卡片及密碼遺失所需盡之注意義務自應提高，方符公平。依兩造



信用卡約定條款第 18 條第 1項後段約定：『持卡人（即原告）之信用

卡如有遺失、被竊、被搶、詐取或其他遭持卡人以外第三人占有之情形

（以下簡稱遺失或被竊等情形），應儘速以電話及書面方式通知貴行（即

被上訴人）或其他經貴行指定機構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同條第

3 項括弧約定：『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部分，持卡人辦理掛失手

續前之冒用損失，由持卡人負擔，不適用本向自負額之約定』，即係針

對持卡人與銀行間之風險負擔予以明定，參酌持卡人對於卡片及密碼之

保管，遠較發卡銀行容易控管，是該條課予持卡人對於卡片及密碼負完

全之保管之責，核其規定尚符衡平，並無顯失公平之處，仍屬有效，是

上訴人自應受上開約定之拘束甚明。 

2、依卷附卡片交易紀錄查詢表所示，上訴人（持卡人）所申領之

現金卡係於 93 年 9月 13 日下午 10 時 22 分起至 28 分止，遭人分 7次

共提領 125,000 元成功，且提領過程密碼一試就正確，並無測試之情形，

依現今銀行所核發信用卡預借現金密碼，係由亂碼設備產生，且未將密

碼置於卡片磁條內，亦無法於電腦畫面查詢或經由系統取得，故他人不

可能以上訴人（持卡人）之證件號碼猜測或隨意猜出密碼，或以其他高

科技手法側錄得知，是被上訴人（銀行）指稱本件提領預借現金者，應

持有系爭信用卡之密碼，並非全無可採，則上訴人對於系爭信用卡預借

現金密碼之保管不周，應難卸其責。」 

 

亦有實務見解採肯定說，例如：板橋地方法院九十三年小上字第三

九號裁定：「……銀行起訴主張，被告二人共同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十一日，與銀行簽訂信用卡使用契約，由被告丙○○持有原告所核發之

信用卡正卡、丁○○持有該卡附卡以簽帳消費，原告並於發卡後，另以

平信郵寄預借現金密碼予被告。嗣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被告丁



○○因家中遭竊，其持有之信用卡附卡被人竊走，嗣被告丁○○雖於發

現失竊情形，隨即向原告掛失上開信用卡，然於被告掛失前該卡已遭他

人持以向自動提款機預借現金新臺幣（下同）二萬元各四筆，每筆手續

費為七百元，惟最後一筆預借現金二萬元，未經取走，由自動提款機收

回，扣除該筆款項，合計遭預借現金之損失為六萬二千八百元，故依信

用卡約定條款第三條、第十七條第二項：「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

部分，持用人辦理掛失手續前之冒用損失，由持卡人負擔」及民法第二

百七十二條、二百七十三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六萬二千八百元，

及自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日息萬分之五點四計算之

利息，暨按上開利息百分之十計算之違約金。 

被告丙○○、丁○○均以：其並未向原告申請預借現金密碼，亦未

收受原告所寄之預借現金密碼函，並無保管之疏失，而被告之信用卡係

於家中失竊，始遭他人冒用以預借現金，自不應由被告負擔此一損失等

情，資為抗辯，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針對兩造約定的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條款第十七條第二項，依該

條項之規定可知，於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前，原則上持卡人被冒用之自負

額以新台幣三千元為限，而例外於有第二項但書第一、二款情形時，持

卡人免負擔自負額。惟於第二項但書第二款持卡人免負擔自負額情形，

上訴人依約本應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然卻特別於辦理自動化設備辦

理預借現金部分，予以排除上訴人所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將於

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情形，持卡人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前被冒用之損

失，不論上訴人是否盡到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一律歸由持卡人負擔被

冒用之風險，此部分之約定為顯失公平，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規

定而為無效。……為銀行所提的證據不足以證明預借現金的密碼已送達

與持卡人之手中，持卡人自無從管理其密碼；且預借現金密碼如銀行所



述應非常重要，而銀行不以掛號信之方式確保送達持卡人之手，難謂已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參、評析 

首先，在冒名行為，若使用之姓名係憑空杜撰，則此行為乃行為人

之行為；若係冒用他人之姓名，而使相對人產生同一性之看法，此一行

為是否對行為人有影響，學說上有下列原則： 

1.當面訂立之行為，應視行為人本身或其所冒用之姓名，何者對相

對人較為重要。有疑問時，視行為人自身之法律行為，其行為在冒用人

與相對人間成立。若被冒用人的姓名，對相對人比較重要，在被冒用人

與相對人無法律行為存在，在被冒用人與相對人間也無法成立法律行

為。 

2.非當面訂立之行為，由於行為人間並未碰面，自不能視為冒名者

之行為。此一行為與被冒名者並無任何關聯，也不是被冒名者的行為。 

如行為人曾自被冒名者處獲有代理權，而行為之結果亦歸之時，應

認為此行為對被冒名者係有效。如行為人並未被授權，而行為亦未被同

意時，則此行為人之責任，ㄧ如無權代理人，應負信賴利益之賠償責任

(類推適用民法第一百一十條)44。 

 

從上述判決可知，現行實務對於信用卡預借現金部分被冒領是否適

用於自負額條款部分，見解仍不一致。認為在預借信金密碼已送達於持

卡人手中不適用自負額條款採取的理由為，在使用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

之情形，銀行係透過真正的信用卡和密碼來識別持卡人，無法像信用卡
                                                 
44 黃立，民法總則，頁四 0 六，元照，ㄧ九九九年十月二版一刷。 



遭盜刷時透過特約商店核對簽帳簽名和信用卡持卡人簽名是否一致，來

達成風險控管，惟持卡人可以透過善盡其管理密碼之義務，避免遭他人

冒領（預借現金）；密碼是透過亂數選取，銀行無法得知，故當被他人

冒領現金時，應係持卡人未盡保管密碼之義務所造成之結果，銀行此時

不具過失，故在預借現金時是不適用於自負額條款。惟本文認為，此見

解有商榷餘地，茲申述如下： 

            

（一）、預借現金的法律性質 

 以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其法律性質台南地方法院九十二年簡上字

一二一號判決認為：「……就風險控管而言：按持卡人持信用卡向發卡

銀行預借現金，核其法律性質，應屬持卡人與發卡銀行間成立消費借貸

契約，因一般人向銀行借貸，須經徵信、對保等手續，而發卡銀行在核

發信用卡時，已對持卡人之債信做過審核，故而持用信用卡預借現金，

發卡銀行即不再另行徵信，惟為確認持卡人身，必須同時持有信用卡及

授權密碼始得為之，該授權碼又僅持卡人始得知悉，持卡人為保自己權

益，只須將預借現金之密碼與信用卡分開存放，縱然信用卡遭竊時，冒

用者仍無法藉由信用卡預借現金之方式，盜領上訴人之信用卡額度，又

因以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時，發卡銀行係以核對密碼之方式來確認持卡

人之真正，被上訴人在密碼符合之情況下，顯然無法管理並控制信用卡

預借現金是否為本人之風險，不若持卡人持信用卡於特約商店以簽帳單

刷卡消費時，尚可藉由特約商店核對其簽帳單簽名與信用卡之簽名是否

相符之方式，來確認持卡人之真正，是前開國際信用卡使用手冊暨約定

條款第十七條之約定，課以持卡人妥善保管預借現金密碼之義務，並將

不正使用信用卡以預借現金之風險歸由持卡人負擔，並無任何顯失公平

之處。另依九十二年十月七日修正之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三十六



條之規定：「發卡機構訂定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容時，其對消費

者權益之保障，不得低於財政部發布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之內容」，

參以財政部金融局制定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就信用卡辦

理掛失手續前持卡人被冒用時之損失，雖明定以各銀行視本身狀況所自

行約定之金額（最高不得超過三千元）作為持卡人應負擔之自負額，惟

於第一項末段亦括弧註明：「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部分，持卡人

辦理掛失手續前之冒用損失，由持卡人負擔，不適用本項自負額之約定」

等語以觀，亦堪認被上訴人就本件約定條款第十七條之約定，實與前開

財政部所發布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內容相符，對消費者權益之保

障，並未低於前開契約範本規範之內容。是綜參以上各節所述，前開第

十七條約定條款，並無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十二條違反誠信原則或

顯失公平之情事。上訴人主張該約定條款無效云云。即無可採。」惟消

費借貸唯一要物契約，故除了雙方當事人要有借貸的合意外，仍須有金

錢所有權移轉，方可有效成立消費借貸契約（民法第四百七十四條參

照）。在信用卡遺失而被他人冒領現金（預借現金）時，持卡人和銀行

根本無借貸之合意，亦無金錢交付之事實，應無法在持卡人和銀行間成

立一有效之消費借貸契約。 
 

另外，他人以持卡人之信用卡和正確密碼未經持卡人同意和銀行預

借現金時，由於在以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的情形下，銀行無法審核借用

現金者是否為信用卡契約下的持卡人，此時第三人持有真正信用卡和密

碼，會使銀行產生同一性的的錯誤認知，此時的法律性質本文認為乃冒

名行為，而冒名行為的法律效果，有學者
45
主張在非當面訂立之行為，

如行為人未被授權，且該行為亦未被同意時，應類推無權代理的規定。

而在自動化預借現金被冒領的情形時，由於盜刷者透過自動化設備未當

                                                 
45黃立，民法債篇總論二版三刷，頁一五九 



面和銀行訂立消費借貸契約，且該行為未被持卡人同意也未授權，依學

者之見解似乎此時應類推無權代理之規定，持卡人無須負預借現金之

責。但是由於銀行是憑藉真正信用卡和密碼確認持卡人之身分，在他人

冒用持卡人名義（以真正信用卡和密碼），和銀行訂立消費借貸時，應

考量到銀行對於刷卡人是真正持卡人的信賴（蓋此時信用卡是真正且密

碼亦是真正），故此時應類推民法表現代理的規定。類推民法第一百六

十九條之規定可知，對於表現外觀之形成，本人須有可歸責性46，從而

持卡人對於第三人取得信用卡和密碼也必須有可歸責性，才能要求持卡

人承擔此一預借現金的風險。 

 

（二）評析 

實務見解認為以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不適用自負額條款所採之理

由大致上為 1、銀行是透過真正的信用卡和密碼來識別持卡人，無法像

信用卡遭盜刷時透過特約商店核對簽帳簽名和信用卡持卡人簽名是否

一致，來達成風險控管，反而持卡人可以透過善盡其管理密碼之義務，

來避免遭他人冒領（預借現金）；2、密碼是透過亂數選取且和信用卡分

開不可能被側錄，且銀行不可能得知，所以當被他人冒領現金時，一定

是持卡人未盡保管密碼之義務所造成，而非銀行有過失；3、該密碼既

為確認持卡人身分所必須，持卡人為保自己權益，即應妥善保管，且該

密碼係由持卡人持有，因該密碼遺失、遭他人竊用之風險，理應由持卡

人負擔，始為公平；4、自動櫃員機所得判讀辨識者，僅限於正確之密

碼，而無法及於持卡人之人別是否正確。相對於上述借貸之便利性，信

用卡預借現金之風險自然較大，故持卡人就防阻卡片及密碼遺失所需盡

之注意義務自應提高，方符公平。 

                                                 
46黃立，前揭書，頁一五四 



 

惟依前所述，只有在持卡人對於信賴外觀（真正信用卡和真正密碼）

之產生有歸責性時，才可以要求持卡人承擔此一由第三人預借現金的風

險；而實務見解認為以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不區分持卡人對於第三人

取得真正信用卡和密碼是否有過失，均無自負額條款之適用，基本上已

違反了法律風險分配之標準，使持卡人負無過失之責任，而實務所持上

開第一點到第四點之理由是否能足夠當作風險轉嫁正當化之依據，以下

就其討論之。 

 

針對第一點和第二點而論，以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被冒領和盜刷的

確不同，銀行在預借現金時的風險控管能力相較於在盜刷時低，但不代

表銀行均無風險控管之能力。例如士林地方法院九十三簡上字第八號判

決即認為：「…訴外人孫曉茹於竊取信用卡後，透過自動化設備向上訴

人預借現金二萬元所使用之密碼，並非被上訴人原設定之密碼，而係其

自行透過電話向上訴人請求變更密碼獲准後、重新設定之密碼乙節，亦

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亦難認被上訴人就信用卡密碼應盡之保密義務

上，有何疏誤之失。…且有關持卡人之基本資料如出生年月日、易於為

他人查悉取得之資料；尤以本件竊取被上訴人信用卡者乃被上訴人之友

人，其對被上訴人之年籍資料，衡情應有相當之瞭解。則上訴人僅向不

詳之來電者核對前開基本資料，即同意由其變更信用卡申請人原設定之

密碼，以致信用卡密碼之辨識功能形同虛設，實難認已盡其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 

 

其次，預借現金的密碼亦有可能被歹徒在自動化設備以針孔攝影機

側錄，士林地方法院九十五年簡上字七十四號判決即認為：「次按持信



用卡使用 ATM提款機預借現金，必須信用卡與預借現金密碼二者兼備始

能為之，此為上訴人所自承。又經本院向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函查，該中心以 95 年 10 月 18 日 (95) 聯卡商管字第 0000000000

號復稱：本中心目前為止並未接獲發卡銀行通報類似以偽造之信用卡預

借現金盜領成功之案例，惟若信用卡之磁條資料遭不法側錄進而複製成

偽卡，同時該卡片之預借現金密碼亦被取得（如趁持卡本人輸入正確預

借現金密碼時，透過預先裝設之針孔攝影機竊拍密碼），則不排除有遭

盜領成功之可能等情（本院卷第 78 頁）。顯見目前無法排除使用偽造之

信用卡及以非法方式取得之預借現金密碼至 ATM提款機預借現金之可

能性。」由此可知，自動化設備既然為銀行所提供，銀行即須負擔其安

全性（消保法第七條參照），藉以達到避免密碼被側錄的情形發生，因

此銀行並非完全無法控制冒領的風險。 

 

再者，針對第三點而言，密碼雖由持卡人持有，故其原則上即須負

擔保管之責，但密碼的失竊有可能是不可歸責於持卡人，若讓被冒領的

風險完全由持卡人負擔，無疑是要求持卡人負無過失責任，不符合公平

正義。最後，就第四點之部分，實務認為預借現金相對於持卡人來說，

有一定的便利性，從而有關冒領的風險應由持卡人承擔。惟銀行透過辦

理預借現金可以收到相較於一般消費借貸高的循環利息，獲有的利益較

消費者只是享有借貸的便利性而言為高，因此冒領風險理應有銀行承擔

而非轉嫁予弱勢之消費者。 

 

綜上所述，實務所持之上開理由，均無法作為將冒領現金風險轉嫁

的正當理由，而依現行的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之規定，認為

在以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時，無自負額條款之適用，即在掛失前被冒領



現金的風險，不論銀行是否有盡到善良管理人注意，或持卡人是否有可

歸責事由，均由持卡人承擔，違反法律規定的風險分配，對於持卡人有

所不公，應刪除之47。 
 

第五款 抗辯延伸條款 

    在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與商店特約事項中第十八條約款名

定，乙方（特約商店）對其銷售或提供之商品或勞務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如因商品或勞務之品質、數量等發生爭議時，甲方於責任確定前，得在

通知乙方後，暫延支付該筆帳款，其已為給付者，乙方應退還甲方暫予

保留，甲方並得由乙方他次請款金額中暫予扣付；責任確定後，若有應

支付與乙方之帳款，甲方即應支付之。亦即發卡機構得以持卡人對特約

商店之收單機構主張拒絕付款，上開條款對特約商店權益影響甚鉅，且

涉及發卡機構之付款義務是否受原因關係牽連之法律問題，實有進一步

探討之必要48。 

 

    在德國實務上之相關案例「地毯事件」中49，有一美國旅客在德國

海德堡旅遊時，以信用卡購買地毯一件，價金為四千八百馬克，回美後

卻向發卡機構主張特約商店所運送之地毯與其原先所購買者並不相

同，而拒絕付款。發卡機構乃依其與特約商店所定之「抗辯延伸條款」

主張持卡人對特約商店有抗辯事由而起訴要求特約商店返還已付款

                                                 
47 消保會 93年 1 月 8 日研商「預借現金卡所衍伸之消費者權益等相關事宜」會議，會商結論第二點：

請財政部修改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包括信用卡預借現金之部分，可適用持卡人於辦理掛失手續

前被冒用，自負額以新台幣 3000元為上限之相關規定。參見黃虹霞，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消費爭議，

消費者保護法治論文集，頁 179 
48 楊淑文，前揭文，頁一二０、一二一。 
49 LG Heidelberg, WM 1988, 773 轉引自楊淑文，前揭文，頁一二０ 



項。海德堡地方法院認定上開約定並未構成對特約商店之重大侵害而仍

屬有效之約款。其理由在於，上開條款可使發卡機構避免介入持卡人與

特約商店之紛爭之中。惟關於上開條款是否與發卡機構之獨立擔保付款

義務本質有所不符，法院則未論及。依其見解，發卡機構僅承擔持卡人

清償不能之風險，而不承擔因持卡人與特約商店有爭議而拒絕給付所生

之風險。此外，特約商店亦受有利益，經由使用信用卡簽帳擴大營業額，

使原先無法使用足夠現金購買之國外旅客得以完成交易。 

 

    上開見解則為部分學說所反對，發卡機構所負之給付義務既屬獨立

於原因關係外之擔保義務，發卡機構自不得主張原因關係之抗辯而拒絕

付款。更何況在使用信用卡交易中，特約商店有先為給付之義務，如發

卡機構以持卡人主張瑕疵擔保責任而拒絕付款，特約商店勢須前往國外

對持卡人提起訴訟請求給付價金，而非如現金交易般係由持卡人對已付

之價金起訴請求特約商店返還。特約商店所受之侵害顯屬重大，且此種

因物之瑕疵而拒絕付款之風險亦屬於因使用信用卡所生特殊型態之風

險，依信用卡之使用目的與功能屬於發卡機構應予擔保之範圍50。 

 

    惟亦有學說贊同在特殊情況下如發卡機構對於持卡人基於委任契

約為委任人利益處理事務之目的，在持卡人無法前往國外進行訴訟，應

任此時不得完全排除發卡機構主張持卡人對特約商店抗辯之可能。此時

如持卡人已對特約商店表示解除契約，則應認非在發卡機構之擔保目的

內，發卡機構在已經給付時，可向特約商店請求返還，在未為給付時發

卡機構亦可拒絕付款，故該條款並未對特約商店構成不適當之重大權益

侵害，仍屬有效之約款51。蓋發卡機構在此種情形，本得依不當得利之

                                                 
50 Martinek,a.a.OS.105 轉引自楊淑文，前揭文，頁一二一 
51 Wolf/Horn/Lindacher,AGB-Gξ9 Rz.K67；Weller,a.a.OS.157ff轉引自楊淑文，前揭文，頁一二一 



規定向特約商店請求返還，故不得僅因上開條件有礙「代替現金」之信

用卡功能之達成，即謂為無效。 

 

    關於信用卡交易中之抗辯接續問題，我國並無直接規範之法規存

在，而在實質上提到此問題者可見於財政部所頒佈之「信用卡定型化契

約範本」，其中第十一條有如下之內容： 

    「持卡人如與特約商店就有關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數量、金額，或

與委託辦理預借現金機構就取得金錢之金額有所爭議時，應向特約商店

或委託辦理預借現金機構尋求解決，不得以此作為向貴行拒繳應付帳款

之抗辯。  

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時，如符合各信用卡組織作業規定之下列特殊情

形：如預訂商品未獲特約商店移轉商品或其數量不符、預訂服務未獲提

供，或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而未取得金錢或數量不符時，應先向特

約商店或辦理預借現金機構尋求解決。 如無法解決時，應於 繳款截止

日前 （註：各銀行得視自行狀況酌予延長，但應明定於契約中）， 檢

具貴行要求之相關證明文件 ，請求貴行就該筆交易 以第十三條帳款疑

義處理程序辦理 ，不受前項約定之限制。  

持卡人使用信用卡進行 郵購買賣 或 訪問販賣 交易後，依消費者

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向特約商店解除契約者，準用前項之約定。 」 

 

由以上內容可知，關於持卡人與發卡機構間之信用卡契約，除例外

之情形，原則上發卡機構得基於該約款，否認持卡人援用其對特約商店

所生權利以拒絕付款之主張。而例外情形則僅限於商品未獲交付或數量

                                                                                                                                                 
 



不符、服務未獲提供、於猶豫期間內解除之郵購買賣或訪問買賣；且主

張之前提為須先向特約商店尋求解決，無法解決時尚須於繳款截止日前

踐行一定程序始得拒絕付款52。 
 

第六款 結論 

從信用卡盜刷風險之分配，可以看出實務之用心，從最早期概括免

責條款，完全保護企業經營者；而到中期二十四小時盜刷風險轉嫁條

款，以企業經營者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作為盜刷風險由企業經營者轉

嫁到消費者之依據；到近期的自負額條款，就轉嫁風險之標準更細緻，

而且消費者所承擔的風險有一定之上限，對於消費者之保護，可以說是

十分完善，只不過在發卡銀行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而持卡人有信用卡

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第四項的情形和發卡銀行未盡善良管理人注

意，而持卡人有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的情形時，

理論上仍有些未盡周延之處，值得三思。 

                                                 
52 依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三條之內容，持卡人所需踐行之程序及其效果為： 

「持卡人 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 （註：各銀行得視自行狀況酌予延長，但應明定於契約中），如對

交易明細暨帳款通知書所載事項有疑義，得檢具理由及貴行要求之證明文件（如簽帳單或退款單收

執聯等）通知貴行，或請求貴行向收單機構 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 ，或請求貴行就該筆交易依各信

用卡組織之作業規定，向收單機構或特約商店、辦理預借現金機構 主張扣款 ，並得就該筆交易對

貴行 暫停付款 。  

持卡人未依前項約定通知貴行者，推定交易明細暨帳款通知書所載事項無錯誤。  

因發生疑義而暫停付款之帳款， 如經貴行證明無誤或因非可歸責於貴行之事由而不得扣款時 ，持

卡人於 受貴行通知後 應立即繳付之，並 自原繳款期限之次日起，以年息百分之  計付利息予貴

行（註：各銀行得視本身資金成本自行約定是否收取利息或其計算方式，但應明定於契約中，惟不

得高於循環信用利率）。如有請求貴行向收單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時，並應給付貴行 調閱簽帳

單手續費，國內消費為每筆新台幣 元，國外消費為每筆新台幣 元 。（註：各銀行得視其狀況自

行約定是否收取調閱簽帳單手續費，但應明定於契約中）」 

 



 

而就風險轉嫁之標準，發卡銀行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而言，何

謂善良管理人注意其內涵現今實務見解還不一，本文從交易迅速和消費

者保障之觀點，認為銀行除了以肉眼辨識簽名外，還需盡其他判對之標

準，例如要求刷卡人出示證件等，方可謂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 

 

就預借現金是否適用於自負額條款而言，雖現行的信用卡定型化契

約範本第十七條規定，在以自動化設備預借現金時，不適用自負額條

款，但本文認為上開約款不區分持卡人是否有過失，銀行是否已盡善良

管理人注意，而將預借現金被冒用的風險轉嫁予持卡人承擔，有違風險

分配之原則，對持卡人顯失公平，故宜修改之。 

 

 

 

第二節 附卡持卡人之連帶清償責任 
第一款 附卡制度來源 

附卡制度之設計，一般而言，係因附卡持卡人與正卡持卡人具有一

定之親誼關係(可能為未成年人、無收入、或為公司公款支出記帳方便

而向銀行申請附卡供附卡持卡人使用)，經銀行就正卡持卡人信用調查

之結果，若認為正卡持卡人之信用財產狀況足以支付附卡人之消費帳款

即予以核發附卡與附卡持卡人，將正、附卡之消費帳款均彙算在正卡持

卡人之每月帳單，由正卡持卡人統一繳納，銀行並不會就附卡持卡人的

信用狀況進行徵信。因此，可知附卡之設計目的係正卡持卡人願意就附



卡持卡人之消費款負連帶清償責任。 

 

從契約的本質及目的而言，正卡持有人「為」他人申請附卡之對象，

實應限於不具備發卡機構所設定信用卡消費條件之人，亦即缺乏資力或

財力之人。因為如發卡機構已預定附卡申請人就其附卡消費所應負之債

務，能夠獨立支付，即不必有附卡之設計，直接同意該人申請正卡即可。

此外，附卡制度應係由正卡持有人以共用同一信用額度、負責清償刷卡

金額為前提，為其家屬、親屬或未成年人向發卡機構申請附卡使用為原

則，此所以發卡機構通常不對附卡持有人作徵信之主要緣由。發卡機構

所以擴張附卡持有人之申請對象，一方面固然是私法自治下契約自由原

則之展現，他方面則是發卡機構為了自身利益，便宜行事的獲取額外的

保障，要求附卡持卡人應與正卡持卡人就消費款項連帶負責。 

 

第二款 法律關係 

    有見解指出，由於附卡持卡人指示之後，發卡機構即應付款，故兩

者間之權利義務與正卡持卡人與發卡機構之權義大致相同，即發卡機構

之義務係提供附卡持卡人簽帳消費之給付義務、為附卡持卡人代為處理

消費簽帳事務；而附卡持卡人之義務為對發卡機構支付處理委任事務支

出費用之返還義務。因此附卡持卡人與發卡機構間亦存有一個獨立的委

任契約，正卡持卡人與發卡機構、附卡持卡人與發卡機構為二個個別契

約。 

 



    惟有反對見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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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為「依傍」之意，故附卡持卡人並未具

備契約相對人之主體性與獨立性，且從實際上運用本制度的特色觀之，

每月消費帳單僅對正卡持卡人送達，可證明附卡持卡人並非委任契約之

相對人，故其並不具有作為委任人所應有之被個別送達的獨立地位。其

次，依範本第三條之文義係由正卡持卡人「為」經「銀行」同意之第三

人申請核發附卡，該第三人於申請書上所為的簽名，應為「利益第三人

契約」(正卡持卡人與發卡機構之委任契約)中，表示享受利益之意思，

因為雖第三人未表示享受利益亦可有效成立此利他契約，亦可據此行使

債權，但依民法第二六九條第二項，第三人如未表示其欲享受利益之意

思之前，當事人可以變更契約或撤銷之，故要求第三人於申請書上簽名

實有接受其利益之意思。故該第三人在申請書上之簽名，並非有與發卡

機構締結委任契約之意思。故只有正卡持卡人、發卡機構才是委任契約

之當事人，附卡持卡人僅是依附在此契約之下，享受處理委任事務之契

約以外的第三人。惟範本第一條第一款所規定持卡人包含正卡及附卡持

卡人，有附卡持卡人是否亦為契約當事人之疑慮，應加以修正。 

 

第三款 範本規定及相關主管機關見解 

壹、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 

    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一條第一款規定，所謂持卡人，係指經貴

行同意並核發信用卡之人，且無其他特別約定時，包含正卡及附卡持卡

                                                 
53林孟皇，前揭文，頁七。 



人。再者，同範本第三條規定：「正卡持卡人得為經貴行同意之第三人

申請核發附卡，且正卡持卡人或附卡持卡人就各別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

帳款互負連帶清償責任 。 附卡持卡人如未成年且未婚者，僅就使用該

附卡所生應付帳款負清償責任，不適用前項與正卡持卡人互負連帶清償

責任之約定。 」 由範本文義解讀，除非附卡持卡人為未成年且未婚之

人，否則就正卡持卡人應負帳款，原則上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貳、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函示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函中華民國 93 年 4 月 12 日 消保法字

第 0930000890 號認為：「(一)有關信用卡正附卡就個別使用信用卡所生

應付帳款須互負連帶清償責任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效力問題，信用卡附卡

持有人須就正卡持有人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帳款負連帶清償責任之約

定，違反以下三項法律基本原則： 

１、該約定讓附卡持有人負擔無法知悉且無法控制之重大風險及損失，

違反定型化契約基本原則。 

２、依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

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

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故該約定顯然違背連帶責任基本原理。 

３、該約定違背契約基本原理，因附卡持有人非契約當事人，使非契約

當事人負連帶責任，顯然違反契約法基本原理。 

(二)銀行使用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條款規定，信用卡正附卡持卡人就個

別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帳款須互負連帶清償責任，因而使附卡持有人對

正卡持有人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帳款，亦須負連帶清償責任之約定，因



１、該條款約定與現今信用卡使用契約之本質不符，２、該條款與附卡

使用契約之目的不符，３、該條款約定使附卡持有人負擔非其所能控制

之危險等，該約定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規定，違反誠信原則及平等

互惠原則，應認為無效。」 

 

就信用卡正附卡就個別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帳款須互負連帶清償

責任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效力問題，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亦函請財政部參

考，修正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相關規定，並函送該決議內容予司法院

秘書長參考。 

 

參、財政部決議 

財政部針對前述消保會之建議，於 2004 年 1 月 16 日發佈新聞稿表

示：「財政部正視此一發展將對持卡人的權益所產生的影響，將積極研

議。財政部表示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是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團體、學者專家及財政部共同討論

後訂定，整個機制已運作數年；實務上如正附卡申請人在信用卡申請書

上已親自簽名，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同意後，契約才能生效，附卡持卡

人當然是契約當事人，對契約條款的內容應該充分瞭解，也有權利請發

卡機構說明；附卡持卡人如果認為負擔正卡人應付帳款的風險太高，也

可以向發卡機構要求停卡，至於附卡人『知』的權利，可藉由發卡機構

的通知來加強（例如：帳單、信用額度調整等通知附卡人）；司法機關

自然會審視契約關係的周全性，衡酌契約雙方當事人應負擔的責任，相

信發卡機構也會以更審慎的角度來處理正附卡持卡人的關係，以保障消



費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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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若附卡持卡人既已親自簽名，對契約條款應有充分瞭解，況且附

卡持卡人若認為風險過高，尚可要求發卡銀行停卡，財政部此項決議似

認為附卡持卡人仍應依信用卡契約範本第三條規定就正卡持卡人之消

費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 

 

肆、金管會函示55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於九十五年四月

四日作出金管銀（四） 字第 09585007640 號函，其認為「93 年 9  月 

1  日前成立之附卡契約，如附卡持卡人非正卡持卡人之配偶、父母、

子女、兄弟姊妹及配偶父母，該契約仍為有效，已兼顧法令不溯既往之

原則；惟於該卡片有效期間屆滿時，發卡機構應以書面通知持卡人終止

契約，且不得續發新卡予附卡持卡人。」 

 

    金管會已發函同意銀行公會就信用卡「正卡申請人代理附卡

申請人簽名申請附卡」及「正附卡申請人間的關係」兩項議題所

訂定的規範；信用卡發卡機構將不得在信用卡申請書中，以「正

卡申請人代理附卡申請人簽名申請附卡」的方式受理附卡的申

請，而未來對於正附卡申請人間的關係，也將限制在於正卡申請

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及配偶父母。 

                                                 
54 參網址：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15117&ctNode=657&mp=1。 
55 http://www.fscey.gov.tw/news_detail2.aspx?icuitem=34111 



 

  過去對於信用卡正附卡申請人間的關係與附卡申請的方式並

沒有法令的規範，為求明確，金管會遂移請銀行公會調查目前市

場的現況與研議建議意見。根據銀行公會的調查，目前各信用卡

業務機構中，有十餘家發卡機構並未限制正附卡申請人間的關

係，另有九家發卡機構允許正卡申請人在申請書上替附卡申請人

簽名，以申請附卡；經過銀行公會討論後，認為正附卡持卡人必

須要有一定的親屬關係，附卡申請人也必須在申請書上親自簽名。 

 

  由於信用卡正附卡持卡人均持有並使用信用卡，因此正附卡

申請人必須在信用卡申請書上親自簽名，契約的當事人意思表示

一致後，契約才能生效，正附卡持卡人才能受到契約條款的約束

與保障，因此金管會將要求發卡機構立即配合辦理，至於正附卡

申請人間的關係，考量業者的作業時間，將自九十三年九月一日

起正式實施。金管會也提醒民眾申請信用卡時，對於契約條款的

內容應該充分的瞭解，也有權利請發卡機構說明相關的權益與應

承擔的義務。 

 

  金管會表示，信用卡是一種消費支付工具，也由於它的普及

化，使社會大眾充分享受到它的便利性，但往往也因為業者與民

眾的溝通不足，而引發消費爭議，金管會為健全信用卡業務的發

展及保障消費者的權益，除要求信用卡業務機構確實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外，並將持續督促信用卡業務機構審慎處理相關消費爭

議，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肆、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其後於二００六年十月四日研議「信用卡定型化

契約不得記載事項」草案，該草案第三條規定：「發卡機構於契約中不

得約定要求附卡持卡人就正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所生債務負連帶清償

責任。」並因應銀行公會之建議，加上「本條文效力不溯及既往。」之

文句。惟有學者認為，本條規範應溯及既往，蓋若不溯及既往對人民顯

失公平，溯及既往條款若對人民有利，就不應限制56。 

 

    而因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草案業有規定第三十三條，本條建議

刪除，但該草案並未實施，故附卡持卡人是否就正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

所生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及是否溯及既往等問題，尚未獲得明確結論。 

 

第四款 實務見解 

壹、肯定說 

一、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二年簡上第六四三號判決 

「……然查，系爭信用卡申請書背面有關「用卡須知」部分明載：「在

您決定向行申請信用卡使用時，請您詳讀下列事項．．．．． (7)其他

違反誠信原則者。信用卡正附卡為一體關係，正卡停止使用，附卡亦應

                                                 
56 「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第四次會議，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黃立教

授發言。 



停止使用，其再行使用者，其因使用所生之帳款及費用仍應連帶負

責。．．．」（參原審卷第六九頁背面），依此約定，可知信用卡正附卡

持卡人對於彼此消費乃係負連帶清償責任，而此一約定係記載於信用卡

申請書背面，理論上申請人於申請前，應當已經詳閱條文內容，而依一

般申請信用卡實務，申請人取得申請書提出申請前，並無所謂急迫性，

通常係在申請人有使用信用卡需要時，始向發卡機構取得申請書表格填

寫，填寫完畢後亦無立即交付之必要，換言之，申請人大可從容不迫地

詳閱申請書所載文字後，始提出申請，若申請人已經提出申請，其後始

稱申請時未仔細詳閱申請書內容，若此說可採，則競啟效尤，契約交易

安全與金融市場穩定恐亦難以維繫。吾人對於申請房屋貸款時其契約條

文多能費心閱讀，對信用卡申請書所載條文何獨不能？倘契約當事人對

於簽約內容漠不關心，嗣後如何能對此一漠不關心之態度冀望免責？是

本件申請書表格中既已明文記載正附卡持有人間就消費款項負連帶清

償責任，上訴人簽名其上提出申請，於取得信用卡後復持卡消費，使用

經年，對於此一約定條款自不得再諉為不知。本件上訴人既未循正常程

序終止契約，甚且持卡消費多年，縱其事後不再使用自己所持有之附

卡，其就正卡持卡人之消費債務對被上訴人負連帶清償責任之義務並未

終止，是以，本件上訴人既已持卡消費，應認為其已明白知悉契約內容，

對其所應負擔之義務亦已相當明悉，今正卡持卡人確有消費款未還，依

約其應負連帶清償責任……或謂信用卡附卡申請人其經濟地位通常較

處弱勢，且銀行於核發信用卡時，通常亦不審核附卡申請人之資力及信

用狀況，而僅係審核正卡申請人之個人徵信資料，若謂附卡持有人因此

須為正卡持有人之消費款負連帶清償責任，顯然係要求弱勢之附卡持有

人負擔超過其能力及預期之債務，此種情形有失公平云云。然此說倘若

成立，亦即附卡申請人之債信能力通常較低，則正常情形下，附卡申請



人應不容易申請取得信用卡正卡，即任申請成功，其信用額度亦當不

高，是以，倘若消費者自忖其弱勢地位後，願以持有附卡方式，通過信

用審核，取得等同於正卡持卡人之消費額度，就附卡持有人而言，何嘗

不是一種利益？雖然此種利益通常伴隨等高風險，亦即須負擔正卡消費

額度內債務之連帶清償責任，惟究竟是否申請信用卡、以及究竟係以自

己名義申請正卡或以擔任他人信用卡附卡方式取得信用卡，本即為消費

者申請信用卡時應當仔細衡量之義務，倘若其願意選擇高額利益，對於

伴隨而來之等高風險，自亦應當承擔！況且，正卡持有人通常為附卡持

有人之親友，其消費習性以及還款能力，當為附卡持有人所明知，且較

發卡單位深度了解，若消費者不願因貪圖高利而承擔正卡持卡人之消費

債務，且有使用信用卡之必要時，自以自己申請正卡為宜，如何能一方

面要求獲得高額利益，一方面要求解免高額風險之承擔？此在一般銀行

借款債務中擔任連帶保證人或連帶債務人之情形亦同，雖然款項通常為

主債務人取用，連帶保證人或連帶債務人未必獲有任何利益，其資力或

財務狀況亦未必較主債務人佳，惟消費者本於理性考量，既然同意擔任

連帶保證人或連帶債務人，自應依約負責，如何能於簽約後，再以其弱

勢經濟地位作為拒絕承擔債務之抗辯事由？進一步言，信用卡契約與一

般消費借貸契約類似，而一般消費借貸契約中常有連帶保證人或連帶債

務人之約訂，此種情形下鮮聞認同連帶保證人或連帶債務人以其弱勢經

濟地位作為拒絕清償債務之辯詞，何以信用卡契約中連帶債務人此一辯

詞即為可採？足徵所謂經濟地位之考量，本不應作為連帶債務人是否應

依約負連帶清償責任之依據，蓋窮者與富者申請信用卡時所使用之申請

書並無不同，其所負擔之權利義務亦不因此而有何差異。而信用卡契約

中，亦非不得約訂正卡持卡人與附卡持卡人彼此間就債務之相互關係，

審酌重點應僅在於附卡申請人是否有機會清楚知悉其與正卡持有人間



之債權債務關係，至開卡與否，使用與否，與信用卡契約成立與否，可

謂毫不相干矣。……」 

 

二、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五年簡上第三三六號判決 

「…然查：（一）發卡銀行針對申請人決定是否核發信用卡及信用額度

之多寡，主要因素在於正卡申請人個人信用情況之差異，倘發卡銀行對

於正卡申請人為資力及信用能力之徵信後，認為正卡申請人符合信用標

準而核發信用卡時，附卡持卡人在毋須經發卡銀行為信用狀況調查下，

即可與正卡持卡人共用同一信用額度消費，並未因此即限制附卡持卡人

之消費額度，且由正卡持卡人統一繳納款項，發卡銀行及正卡持卡人均

承擔附卡持卡人事後可能因信用不足而無力償債之風險。（二）信用卡

之法律關係，核屬委任及消費借貸之混合契約，非屬民生之必需行為，

經濟能力不佳之消費者，對於是否申請信用正卡、或以擔任他人信用卡

附卡持卡人之方式取得信用卡等問題，本即為消費者申請信用卡時所應

審慎衡量之因素，且以目前申請信用卡之方便、核發信用卡之浮濫，消

費者若不欲與他人負擔連帶責任，大可自己申請信用卡，若消費者依附

於正卡持卡人之信用狀況，而申請附卡，並因之取得高於自己經濟能力

之信用消費額度，就附卡持有人而言，亦不失為一種利益。雖此種利益，

亦伴隨某種風險（也就是必須負擔正卡消費額度內債務之連帶清償責

任），附卡持有人既願意選擇擁有高於本身經濟能力之信用利益，則對

於伴隨而來之風險，自亦應一併承擔。兩相權衡，難認有何不利消費者

或違反誠信之情事。（三）本件正卡持有人陳鳳南為附卡持有人即被上

訴人之父親，其為至親，陳鳳南之消費習性以及還款能力，被上訴人較

上訴人應更為了解，並帳單亦照渠二人所填寫申請書上地址寄送，被上

訴人一旦發現陳鳳南之消費狀況不正常或信用能力遽減時，可依信用卡



約定條款第 22 條第 4項約定：『持卡人得隨時以書面通知貴公司終止本

契約』，以終止其與上訴人間之信用卡使用契約關係，俾隨時降低其承

擔之風險，由此觀點而言，較諸上訴人於發卡徵信時，僅對正卡持有人

之信用狀況有所了解，實有程度上之差異，從而，上訴人利用定型化契

約條款要求被上訴人必須與正卡持有人陳鳳南負連帶清償之責任，使上

訴人得以調整渠對正卡持卡人陳鳳南暨被上訴人之風險控管，其間尚無

因不當連結風險而致顯失公平之情。（四）是以，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

關於正、附卡持卡人對該卡內全部應付款項負連帶清償責任之約定，並

無違反誠信原則或對被上訴人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該約款自屬有效。」 

 

三、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四年簡上第六三八號判決 

「……按上訴人據以請求被上訴人己○○與正卡持卡人戊○○連帶清

償之依據為美商花旗銀行信用卡約定條款第 3條第 1項，該條約定為：

『正卡持卡人得為經貴行同意之第三人申請核發附卡，且正卡持卡人或

附卡持卡人就各別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帳款互負連帶清償責。』，而上

訴人為以提供金融服務為業之企業經營者，該信用卡約款係上訴人為與

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屬

消費者保護法第 2條第 7 款所稱之定型化約款，有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

定之適用，合先敘明。被上訴人己○○在信用卡申請表格之附卡申請人

簽名欄簽名，其上方『申請人僅同意下述聲明』欄，亦載明『二、同意

花旗銀行以本人名義開設／信用卡帳戶及遵守隨卡附上之信用卡會員

規章並同意共同及個別負責該帳戶之基本信用卡／    所有附屬信用

卡所負之一切帳項』，此段文字之文義並無難以理解之處，依被上訴人

己○○之年齡，自得理解前開文字之意旨，即使被上訴人己○○未加以

注意，亦僅為被上訴人己○○選擇漠視而放棄自身權益而已，無礙本條



約定業已訂入兩造信用卡契約，成為契約內容之一部之事實，是以除該

條約定內容有違反法律規定而應屬無效之情事，被上訴人己○○仍應受

其拘束。現代社會中，個人日常生活即有大量之締約需求，就所有契約

均要求由交易雙方個別商議，於交易速度與締約成本上均不可行，定型

化契約實係因應現代交易型態所必須之締約方式。而私法自治、契約自

由仍為我國民法之基石，締約雙方於理性判斷下均會追求自身最大利

益，雙方意思表示合致而締結之契約將達成雙方最大利益，於此前提

下，公權力無須過度介入，否則反將因管制措施妨害最大利益之達成，

僅在有違反強行規定或公序良俗，始例外認為無效。於定型化契約中，

因考量締約地位、資訊之不對等，法律特別擴大司法機關介入規制之程

度，於定型化約款有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之情況時，亦使

其歸於無效（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參照），然除有前開情事者外，仍應

回歸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原則，對契約之效力予以尊重。是以司法對

定型化契約之規制，應僅在企業經營者濫用其締約優勢地位，以違反誠

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之約款圖謀己利之範圍內，始加以介入，若

無此等依法應認為無效之情形，法院對當事人意思合致之契約內容即應

予尊重，此由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均以約款對

消費者『顯』失公平、消費者負擔『顯』不相當、『顯』有不利於消費

者等為約款無效之要件可之，是以契約約款尚未達明顯不公平、不相當

之狀況，法律上均應承認其效力，縱該契約係以定型化約款之形式為

之，亦與一般私法行為相同，評價上尚無二致。若僅因契約係以定型化

約款之方式為之，即由法院就約款內容之對價關係嚴加審核，一旦不能

認定雙方之給付義務客觀價值完全相等，即逕予宣告無效，顯然過度干

預前開法律所容許之契約自由範圍，亦與民法之基本精神不符。綜上所

述，系爭約款在信用卡申請表格正面，簽名欄上方『申請人僅同意下述



聲明』欄，以載明『二、同意花旗銀行以本人名義開設／信用卡帳戶及

遵守隨卡附上之信用卡會員規章並同意共同及個別負責該帳戶之基本

信用卡／所有附屬信用卡所負之一切帳項』之方式，重申其意義，並無

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亦無顯失公平之情事，揆諸前開說明，系爭約

款仍屬有效，被上訴人己○○既已於信用卡申請書上簽名   同意，明

示對被上訴人戊○○所持正卡之消費款連帶負責，即應受其拘束，負連

帶清償責任。……」 

 

四、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五年訴字第二八九七號判決 

「……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及信用卡申請書背面之用卡須知，係原告為

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

並作為契約內容之全部而訂定之契約，性質屬於定型化契約條款，然定

型化契約條款僅在發生顯失公平之情形時，法律始定有種種調整兩造契

約關係以彌補弱勢一方並達衡平之機制，或於該當法律規定之要件時，

該部分約定無效（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至第 17 條、民法第 247 條之 1

參照），並非一旦使用定型化契約條款即生必對消費者明顯不利或違反

誠信原則之結果，仍須就個案為具體審查，不可遽謂定型化契約條款當

然等同不利消費者或違反誠信之契約。經參諸信用卡申請及核發之實際

狀況，可知發卡銀行針對申請人決定是否核發信用卡及信用額度之多

寡，主要因素在於正卡申請人個人信用情況之差異，倘發卡銀行對於正

卡申請人為資力及信用能力之徵信後，認為正卡申請人符合信用標準而

核發信用卡時，附卡持卡人在毋須經發卡銀行為信用狀況調查下，即可

與正卡持卡人共用同一信用額度消費，並未因此即限制附卡持卡人之消

費額度，且由正卡持卡人統一繳納款項，發卡銀行及正卡持卡人均承擔

附卡持卡人事後可能因信用不足而無力償債之風險。又信用卡之法律關



係，核屬委任及消費借貸之混合契約，非屬民生之必需行為，經濟能力

不佳之消費者，對於是否申請信用正卡、或以擔任他人信用卡附卡持卡

人之方式取得信用卡等問題，本即為消費者申請信用卡時所應審慎衡量

之因素，且以目前申請信用卡之方便、核發信用卡之浮濫，消費者若不

欲與他人負擔連帶責任，大可自己申請信用卡，若消費者依附於正卡持

卡人之信用狀況，而申請附卡，並因之取得高於自己經濟能力之信用消

費額度，就附卡持有人而言，亦不失為一種利益。雖此種利益，亦伴隨

某種風險（也就是必須負擔正卡消費額度內債務之連帶清償責任），附

卡持有人既願意選擇擁有高於本身經濟能力之信用利益，則對於伴隨而

來之風險，自亦應一併承擔，經兩相權衡，難認有何不利消費者或違反

誠信之情事。本件正卡持有人即被告戊○○及被告乙○○於領用附表編

號 1 至 3信用卡附卡申請書時為夫妻關係，有系爭信用卡申請書及戶籍

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22、36、37 頁），足認被告乙○○與戊○○

之關係甚為密切，被告乙○○應較原告更為了解被告戊○○之消費習性

及還款能力，且較有機會在發現被告戊○○消費狀況不正常或信用能力

遽減時，則依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第 24 條約定隨時以書面通知原告以

終止其與原告間之信用卡使用契約關係，俾隨時降低其承擔之風險，由

此觀點而言，較諸原告於發卡徵信時，僅對正卡持有人之信用狀況有所

了解，實有程度上之差異。從而，原告利用定型化契約條款要求被告乙

○○必須與正卡持有人即被告戊○○負連帶清償之責任，使原告得以調

整渠對正卡持卡人即被告戊○○暨附卡持卡人即被告乙○○之風險控

管，其間尚無因不當連結風險而致顯失公平之情，或有違誠信、互惠原

則。又被告乙○○不爭執其簽名為真正之如附表編號 2 所示附卡之簽收

回條上（見本院卷第 43頁），於附卡人簽名欄位即印有「亦為連帶保

證人」，並無難以注意或辨識其存在之情形，顯見被告乙○○就其應負



連帶保證之責，並無不知之理，足認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第 3條約定『且

正卡持卡人或附卡持卡人就各別使用信用卡所應付帳款互負連帶清償

責任。』，應有適用。且被告乙○○前於 79 年即申請系爭如附表編號 1

所示之信用卡，於 81 年、89年再為申請時，應已有充分之時間足以詳

閱背面之所有用卡須知事項，乃被告乙○○怠於審閱用卡須知條款內

容，事後又以看不出條款內容記載有應負連帶保證之責而主張不構成契

約內容，顯屬無據，尚無足採。至於被告原名為第一信託，嗣後變更銀

行名稱或有合併情形，均無礙信用卡約定條款內容之一致性，被告乙

○○辯稱其簽名資料為第一信託云云，亦難認其即毋庸負連帶保證之

責。遑論被告乙○○迨至 91 年 2 月 3 日時，仍持如附表編號 3 所示附

卡消費，有歷史消費明細表可參（見本院卷第 68 頁），是其抗辯不明

白原告所提出之消費明細資料、附卡已剪掉、有附卡未開卡云云，殊難

憑採，其既未依上開第 24 條約定通知原告終止契約，自應就該正卡持

卡人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帳款負連帶清償責任。被告丙○○固辯稱：如

附表編號 1所示信用卡並無積欠消費款項，其保證責任於該卡停用後即

應隨之消滅，且被告戊○ ○持卡自普通卡轉為金卡，原告並未告知，

致其無法行使終止保證契約之權利，原告猶對其主張，顯有失公平及違

反誠信、平等互惠原則，其連帶保證責任應無效云云。惟查：系爭信用

卡約定條款及信用卡申請書背面之用卡須知，不可遽謂定型化契約條款

當然等同不利消費者或違反誠信之契約，已如前述。而被告丙○○為被

告戊○○之友人，如非有相當情誼或信任，要無願為他人負擔連帶保證

責任之理，其既願擔任連帶保證人，應已就被告戊○○之經濟能力有相

當之了解，且足認被告丙○○較原告更為了解被告戊○○之消費習性及

還款能力，揆諸上開說明，縱認原告未通知被告丙○○關於被告戊○○

之持卡業經由普通卡轉為金卡，其間尚無因不當連結風險而致顯失公平



之情，或有違誠信、互惠原則之情事可言。又被告丙○○不爭執其簽名

為真正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申請書，於連帶保證人簽名欄上即記載有『連

帶保證人並同意於申請人（含附卡申請人）持有貴公司信用卡期間（包

括繼續換卡後持卡期間）發生之一切債務負連帶保證責人』（見本院卷

第 36頁），亦無難以注意或辨識其存在之情形，顯見被告丙○○就於

被告戊○○換卡後其亦應負連帶      保證之責，並無不知之理，足認

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第 24 條約定『連帶保證人對於持卡人現在及將來

向貴行所申請各種信用卡之正、附卡所產生之應付帳，均付連帶清償責

任。持卡人年度換卡或掛失補發新卡者，亦同』，於本件應有適用。是

被告丙○○抗辯其毋庸就換卡後之消費款項負連帶清償之責，殊無足

取。綜上所述，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第 3 條、第 24條之約定，並無違

反誠信原則、平等互惠原則，或對被告乙○○、丙○○有顯失公平之情

形，且被告乙○○、丙○○亦無難以注意或辨識之情形存在，是該約款

自屬有效。上訴人對於約款內容無異議，並簽署申請書，逕向原告申請

核發信用卡附卡使用及簽名表示願負連帶保證之責，自應受該約款之拘

束，是被告乙○○、丙○○就其等與被告戊○○使用信用卡正卡所生之

簽帳款，自應負連帶清償之責。……」 

 

五、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五年簡上第二四０號判決 

「……經查：（一）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及信用卡申請書背面之用卡須

知，係被上訴人為與不特定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

擬定之契約條款，並作為契約內容之全部而訂定之契約，性質屬於定型

化契約條款等情，固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然定型化契約條款僅在發生

顯失公平之情形時，法律始定有種種調整兩造契約關係以彌補弱勢一方

並達衡平之機制，或於該當法律規定之要件時，該部分約定無效（消費



者保護法第 11 條至第 17 條、民法第 247 條之 1參照），並非一旦使用

定型化契約條款即生必對消費者明顯不利或違反誠信原則之結果，仍須

就個案為具體審查，不可遽謂定型化契約條款當然等同不利消費者或違

反誠信之契約。（二）經參諸信用卡申請及核發之實際狀況，可知發卡

銀行針對申請人決定是否核發信用卡及信用額度之多寡，主要因素在於

正卡申請人個人信用情況之差異，倘發卡銀行對於正卡申請人為資力及

信用能力之徵信後，認為正卡申請人符      合信用標準而核發信用卡

時，附卡持卡人在毋須經發卡銀行為信用狀況調查下，即可與正卡持卡

人共用同一信用額度消費，並未因此即限制附卡持卡人之消費額度，且

由正卡持卡人統一繳納款項，發卡銀行及正卡持卡人均承擔附卡持卡人

事後可能因信用不足而無力償債之風險。又信用卡之法律關係，核屬委

任及消費借貸之混合契約，非屬民生之必需行為，經濟能力不佳之消費

者，對於是否申請信用正卡、或以擔任他人信用卡附卡持卡人之方式取

得信用卡等問題，本即為消費者申請信用卡時所應審慎衡量之因素，且

以目前申請信用卡之方便、核發信用卡之浮濫，消費者若不欲與他人負

擔連帶責任，大可自己申請信用卡，若消費者依附於正卡持卡人之信用

狀況，而申請附卡，並因之取得高於自己經濟能力之信用消費額度，就

附卡持有人而言，亦不失為一種利益。雖此種利益，亦伴隨某種風險（也

就是必須負擔正卡消費額度內債務之連帶清償責任），附卡持有人既願

意選擇擁有高於本身經濟能力之信用利益，則對於伴隨而來之風險，自

亦應一併承擔，經兩相權衡，難認有何不利消費者或違反誠信之情事。

（三）本件正卡持有人即原審被告蔡佳霖及上訴人於 88 年 9 月間填寫

本件信用卡附卡申請書時為未婚夫妻關係，有系爭信用卡申請書在卷可

稽，顯見上訴人與蔡佳霖之關係甚為密切，上訴人應較被上訴人更為了

解蔡佳霖之消費習性及還款能力，且較有機會在發現蔡佳霖消費狀況不



正常或信用能力遽減時，依據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第 23 條第 4項約定

隨時以書面通知被上訴人以終止其與被上訴人間之信用卡使用契約關

係，俾隨時降低其承擔之風險，由此觀點而言，較諸被上訴人於發卡徵

信時，僅對正卡持有人之信用狀況有所了解，實有程度上之差異。從而，

被上訴人利用定型化契約條款要求上訴人必須與正卡持有人蔡佳霖負

連帶清償之責任，使被上訴人得以調整渠對正卡持卡人蔡佳霖暨上訴人

之風險控管，其間尚無因不當連結風險而致顯失公平之情。（四）又系

爭附卡申請書之背面印有『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用卡須知』，其中

第九條『其他事項』第 1 項即明白約定『且正卡持卡人或附卡持卡人就

各別使用信用卡所應付帳款互負連帶清償責任。』，該項約定記載，於

『九、其他事項：』字樣，採較大字體記載，且以紅色標明，而其下方

各項約定內容，亦以淺藍色字體印刷，相較於其他較不重要之約定內

容，乃以黑色字體印刷之情形觀之，前揭『且正卡持卡人或附卡持卡人

就各別使用信用卡所應付帳款互負連帶清償責任。』之約定內容，並無

難以注意或辨識其存在之情形。且系爭信用卡申請書，上訴人係以郵寄

方式向被上訴人提出申請核發信用卡，衡情，上訴人寄出申請書之前，

確有充分之時間足以詳閱背面之所有用卡須知事項，上訴人怠於審閱用

卡須知條款內容，事後又以條款內容記載不易注意或辯識而主張不構成

契約內容，顯屬無據，尚無足採。……」 

 

貳、否定說 

一、高等法院九十三年上易第一一四九號判決 

「……按信用卡現為國人日常生活重要消費工具之一，主要用於替代現

金支付，至於保證或連帶清償並非其基本功能及需求，在此前提下，發



卡銀行將信用卡契約結合保證或連帶清償條款，顯然在消費者預期之

外。再者，比較發卡銀行與消費者地位，消費者對於契約條款多半無從

討論增、刪、變更，只能接受契約條款所定內容，因此，解釋相關條款

尤應注意此一特點，以調和締約雙方經濟實力。其次，正附卡持有人經

濟能力不同，附卡使用者多半係經濟狀況較差之家屬，反而要為正卡持

有人連帶清償債務，亦不甚合理。是以本件契約而言，約定條款第三條

固然有正附卡持有人連帶清償之約定，但契約約定條款內容甚多，此一

條款其字體、大小均與其他約定條款無異，消費者於訂約時極易忽略此

一條文。再者，信用卡申請書上雖然有申請人（即正卡持有人）與附卡

申請人簽章欄，但是該欄反而未註明「連帶保證人」或「連帶債務人」

等重要性質，消費者如何能預期日後有連帶負責情事？從而，本件信用

卡契約有關正附持卡人互負連帶清償責任之條款，確已違反誠信原則，

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該條款應屬無效。故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就其餘

183,111 元本息、違約金部分與苗琇媚負連帶給付之責，於法無據，不

應准許。……上訴人有否收受繳款通知書與應否給付信用卡帳款間並無

必要關聯性。況依上開信用卡附卡申請書所載，信用卡帳單地址為申請

人所載，上訴人既未能證明被上訴人有免除債務之意，自不得以未收受

繳款通知單為其免責事由。……」 

 

二、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二年上易第二五一號判決 

「……按信用卡中附卡之設計，乃因正卡持有人之家屬、親友或員工，

或因係未成年人，或因沒有收入，或為公司公款支出記帳方便，遂由正

卡人代向銀行申請附卡使用，或由附卡持有人經正卡人同意後向銀行申

請使用，經發卡銀行對正卡持有人信用調查之結果，若認為正卡持有人

之財產狀況足以支付另筆附卡人之消費帳款，因而同意核發之附屬卡



片。社會上常見申辦之情形有：父母為未成年兒女、配偶之一方為他方、

成年子女為退休父母、公司為員工申辦等情形，一般持卡人多將附卡申

辦視為一種對親友的便利、贈與及愛心。附卡之最大特色，乃係從屬於

正卡之下之附屬卡片，此由銀行多把正附卡寄發於正卡人指定處所、附

卡乃與正卡持有人共用同一消費信用額度、正卡持有人可片面終止附卡

使用契約（坊間少數銀行約定禁止正卡持有人之終止權，亦有違反誠信

原則之虞）、正卡若被銀行終止則附卡亦不得繼續使用、正附卡之消費

帳款均會算於正卡人之每月帳單，而由正卡人統一繳納等情可證。就上

開附卡申領使用之本質與目的而言，其精神乃正卡人願意就其所同意申

領附卡使用人之消費款，共負連帶清償責任，即正卡人係附卡人之保證

人，而非附卡人係正卡人之保證人，方符合消費者訂立契約之真意。正、

附卡持有人之責任，乃附卡持有人僅須對於「自己」之消費帳款負清償

責任，正卡持有人方才對於「正、附卡」之消費金額負連帶清償責任才

是。惟系爭定型化條款，卻約定附卡持有人亦須就正卡人之消費負連帶

清償責任，其顯然已經超越一般消費者對於申辦附卡使用所得預見之風

險，並加重附卡人之責任，不但違反消費者申請附卡使用之目的，亦有

違反誠信原則之不公平現象。該條款約定使附卡持卡人負擔非其所控制

之危險，違反平等互惠原則：按附卡乃發卡機構就正卡持有人為信用調

查後，認正卡人足以支付附卡人消費帳款，而為核發之附屬卡片，故附

卡人之信用額度乃在正卡人額度內，正附卡之消費帳單均併列於正卡人

帳單中，並寄發予正卡持有人清償，正卡人若不同意為附卡人以後之消

費清償，可終止附卡使用契約等情，均已如前述。自反面角度觀之，即

附卡持有人並未接受帳單，無從按月知悉正卡持卡人所生帳款若干，亦

無法預知正卡持卡人將來之消費金額，或限制正卡人之消費金額，尤其

若正卡持卡人每月僅繳納最低應繳金額時，正卡人會被課以高額之循環



利息再滾入消費帳款中不斷累積，其超過原定之信用額度時銀行仍會允

許正卡人繼續使用，此時顯非附卡持有人所得預見控制。再者，依現行

信用卡實務，正卡持有人若使用信用良好，銀行便會不斷提高正卡持卡

人之信用額度，惟其通常並未徵詢附卡持有人之意見，依系爭定型化契

約約定之運作結果，同時意味附卡持有人對於正卡持卡人之保證額度亦

不斷提昇，因而使附卡持有人負擔非其所得控制之危險，消費者一般相

信被提高信用額度乃係一種信任、獎勵與尊榮，孰料無形間卻使附卡人

負擔更高的保證風險，顯然已違反契約之公平誠信原則，亦應受到譴

責。該條款約定使銀行之給付與一般消費者之對待給付義務顯不相當，

而違反平等互惠原則：按通說認為信用卡使用契約乃屬委任契約及消費

借貸之混合契約，發卡銀行之主要給付義務乃提供信用卡供持卡人使

用，並受任代為清償記帳消費款，附隨義務則有提供道路救援、旅遊平

安險、消費折扣等服務；持卡人之對待給付義務則為給付委任報酬（例

如年費），並於約定期限清償墊款，若未依約履行，則需負擔循環信用

利息、違約金（至於附卡人之記帳消費，乃視為正卡人之消費，已如前

述），此種依債務本旨而生之契約義務乃屬相當對等。故消費者若申請

為一般持卡使用人，僅須負擔前揭義務即為已足，惟若申請為附卡持有

人，因系爭定型化約款之約定，則尚須額外負擔為正卡持有人債務連帶

負責之給付義務，然此時銀行對於附卡持有人之主要給付義務並未同時

增加或改變，顯然銀行之給付與附卡持有人之給付義務並不相當。上訴

人雖主張附卡持有人原無資格申請信用卡，因依附於正卡人之下故得請

領，亦享有銀行提供之給付，自應與正卡持有人互負連帶保證責任等

語，惟查：附卡持有人與銀行間之法律關係，應與前揭一般持卡人相同，

其應負之給付義務亦應僅為給付委任報酬（現今銀行實務，定型化契約

中對於附卡持有人約定須酌收年費者亦在所多有，至於因銀行信用卡業



務競爭激烈，銀行業者有無落實核收則在所不問），及依約清償記帳消

費款，即為相當，吾人並無其他積極理由得知，銀行對於附卡持有人所

提供之給付或服務，與一般正卡人有何不同，是否遠比提供一般持卡人

之給付服務多，而使附卡持有人應額外負擔連帶保證之責任！在此積極

理由出現之前，依據契約之公平互惠原則，系爭定型化契約條款似無合

理存在之堅實依據。……惟按定型化契約理論之產生，乃源於企業經營

者預先片面擬定之附合契約條款，通常僅為自身之最大利益考量，而將

不利益之風險轉嫁由消費者承擔，一般消費者於訂約時亦常缺乏詳細審

閱之機會及能力，且或因市場遭壟斷而無選擇機會，或因經濟實力、知

識水準造成之締約地位不平等，以致消費者對於該內容僅能決定接受或

不接受，而別無討價還價之餘地，亦即消費者只是事前知悉該約款內容

而已，仍無事前決定該內容之機會，基此，為保障締約實質正義，國家

便授與司法機關介入契約自由領域之權力，而得對於定型化契約條款之

合理性進行司法審查，此觀諸消費者保護法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二條、

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甚明。故除非企業經營者能夠證明系爭定型化

契約條款乃屬兩造特別合意之個別磋商條款，而非屬一般性條款，否則

若僅以消費者事前已有機會審閱契約條款，欲藉以排除司法審查之控

制，即顯然與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本旨有違……」 

 

三、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五年訴字第五二四四號判決 

「……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資證明，從而據此足證原告並未將系爭

連帶責任約款告知被告，被告丙○○確實並未閱讀系爭信用卡約定條

款。且系爭條款全文多達 28 條，內容複雜、字體細小，客觀上亦不可

能為一般信用卡申請者（消費者）於簽約當場或簽約前之短時間內，予

以全部審閱，或縱加審閱，即能明瞭個中含有「附卡申請人應就正卡消



費金額負連帶清償責任」之約定及意涵，自難單憑系爭約定條款第三條

所謂「正卡持卡人或附卡持卡人就各別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帳款互負連

帶清償責任」等語，即認附卡申請人即被告丙○○已充分閱覽並瞭解系

爭約款之內容。從而被告所辯，應屬可採。故系爭條款第三條所謂「正

卡持卡人或附卡持卡人就各別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帳款互負連帶清償

責任」之約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兩造間就該部分並無意思表示之合

致。原告主張依該約款請求被告丙○○、丁○○應就各別使用信用卡積

欠款項負連帶清償責任云云，並不可採。……」 

 

四、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五年簡上第八五號判決 

「……經查，依被上訴人提出系爭信用卡申請書所示，該申請書於申請

人親簽欄位處及背面條款，均無任何有關『正、附卡申請人就其各別使

用信用卡所生之全部應付帳款，應互負連帶清償之責』之記載，此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該申請書在卷可稽，足堪信實。是上訴人於該申請書

上簽名，用以向被上訴人申請附卡時，未對於正、附卡申請人應就其各

別使用信用卡所生之全部帳款，互負連帶清償之責，為承諾之意思表

示，遑論兩造間有達成該意思表示之合致。至於被上訴人信用卡約定條

款第 2 條雖載有上開條文，惟上訴人否認收受該約定條款，被上訴人雖

主張正、附卡包含約定條款，均已寄送予正卡人申請人陳威誠，由其轉

交附卡人申請人收受等語，然查上訴人否認正卡人申請人交付附卡予上

訴人時，一併將約定條款交予上訴人，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言，被上

訴人對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自負有舉證之責，被上訴人既未舉證以實其

說，則其主張，尚難憑採。再查，本件正、附卡的消費款項，曾經於 92

年 4 月 30 日全部繳清歸零，至於其後所產生之消費，均是正卡人持有

陳威誠的消費，此業經被上訴人於本院 95 年 4 月 14 日準備程序時所自



承（參照當日庭訊筆錄所載），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歷史帳單在卷可稽，

足證上訴人對於其持附卡所為之消費款項，均已清償完畢，被上訴人訴

請清償者，皆是正卡持卡人之消費款項甚明。……綜上所述，上訴人向

被上訴人申辦附卡使用時，並不知道有『正、附卡申請人就其各別使用

信用卡所生之全部應付帳款，應互負連帶清償之責』之約定事項，其後

收受附卡信用卡時，未曾同時收受信用卡約定條款，對於該約定條款記

載之內容，亦無從知悉，是兩造間自無達成『正、附卡申請人就其各別

使用信用卡所生之全部應付帳款，應互負連帶清償之責』意思合致之可

能，上訴人自不受該約定條款內容之拘束，上訴人應僅對其持附卡消費

之款項，負清償之責，其對正卡持有人所為之消費款項，並不負連帶清

償責任。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對系爭正卡持有人之消費款項負

連帶清償之責，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三年簡上第六０四號判決 

「……該條款約定與現今信用卡使用契約之本質及附卡使用契約之目

的不符，違反誠信原則，且加重附卡持卡人之責任，顯有不利於附卡持

卡人情形，顯失公平：查信用卡制度，係因持卡人不欲使用現金消費，

乃向銀行申請信用卡並約定持卡人可持卡前往特約商店消費後，委由銀

行先為給付，持卡人再於約定期限內清償銀行代墊之款項，銀行接受信

用卡申請時，係經審核申請人之財產、收入及職業等信用狀況而決定是

否准予申請及額度為何，並無需申請人徵提連帶保證人，可知銀行風險

控制之本質在於申請人個人信用狀況之徵信，而毋須申請人提出其他擔

保以確定銀行代墊款項之收回，銀行豈可另行迂迴透過鼓勵信用卡附卡

之申請使用而使附卡持有人同時成為正卡持卡人之連帶保證人以降低

原應負擔風險之理？而附卡之設計，係因附卡持卡人與正卡持卡人具有



一定之親誼關係，或為未成年人，或無收入，或為公司公款支出記帳方

便而向銀行申請附卡供附卡持卡人使用，經銀行就正卡持卡人信用調查

之結果，若認為正卡持卡人之信用財產狀況足以支付附卡人之消費帳款

即予以核發附卡與附卡持卡人，將正、附卡均寄發至正卡申請人指定場

所，由正卡及附卡持卡人共用同一消費信用額度，並將正、附卡之消費

帳款彙算於正卡持卡人之每月帳單，由正卡持卡人統一繳納，可知附卡

之設計目的乃在於正卡持卡人願意就附卡持卡人之消費款負連帶清償

責任而擔任附卡持卡人消費之保證人，並非附卡持卡人願為正卡持卡人

之消費款負連帶清償責任，此亦始與社會常情就附卡申請使用目的並非

同時簽立連帶保證契約之認識相符，惟本件系爭定型化契約條款卻約定

附卡持卡人需就正卡消費金額負連帶清償責任，其不利於消費者及違反

消費者申請附卡使用目的之情形甚明，顯已超越一般消費者對於申辦附

卡使用所得預見之風險範圍，並加重附卡持卡人之責任，足認系爭定型

化契約條款違反誠信原則並顯失公平。 

該條款約定使附卡持卡人負擔非其所控制之危險，違反平等互惠原則：

附卡之設計目的及銀行係准予正、附卡持有人使用同一信用額度，並將

正、附卡消費並列於正卡持卡人帳單後寄予正卡持卡人清償之處理模

式，已如前述，則附卡持卡人既未接受帳單，自無從按月知悉正卡持卡

人刷卡消費之帳款為若干，亦無法預知正卡持卡人將來之消費金額並加

以限制正卡持卡人之消費金額，尤其若正卡持卡人每月僅繳納最低應繳

金額時，正卡持卡人會被課以高額之循環利息再滾入消費帳款中不斷累

積，其超過原定之信用額度時銀行仍會允許正卡持卡人繼續使用，此時

顯非附卡持卡人所得預見並控制。再者，依現行信用卡實務，正卡持卡

人若使用信用良好，銀行便會不斷提高正卡持卡人之信用額度，惟此通

常並未徵詢附卡持卡人之意見，依系爭定型化契約約定之運作結果，將



使附卡持卡人對於正卡持卡人之保證額度亦不斷提昇，因而使附卡持卡

人負擔非其所得控制之危險，消費者一般相信被提高信用額度乃係一種

信任、獎勵與尊榮，孰料無形間卻使附卡持卡人負擔更高的保證風險，

顯已違反契約之平等互惠原則。 

該條款約定使銀行之給付與附卡持卡人之對待給付義務顯不相當，而違

反平等互惠原則： 

查信用卡契約之性質，係屬委任契約及消費借貸之混合契約，發卡銀行

之主要給付義務乃提供信用卡供持卡人使用，並受任代為清償記帳消費

款，附隨義務則係提供道路救援、旅遊平安險及消費折扣等服務，持卡

人之對待給為給付委任報酬（例如年費），並於約定期限清償墊款，若

未依約履行，則需負擔循環信用利息、違約金，此種依債務本旨而生之

契約義務乃屬相當對等，故消費者若為一般持卡使用人，僅須負擔前揭

義務即為已足，惟若為附卡持卡人，將因系爭定型化契約條款之約定，

尚須額外就正卡持卡人債務負連帶責任，然此時銀行對於附卡持卡人之

主要給付義務並未同時增加或改變，顯見銀行之給付與附卡持卡人之對

待給付義務並不相當。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係契約當事人，應善盡審

閱契約內容之責，瞭解契約所規範之權利及義務，又依私法自治原則及

契約自由原則而有訂約與否之自由，其既經申請並使用系爭信用卡消

費，即應負起契約責任，不得以不知契約內容推卸責任等語。惟按定型

化契約理論之產生，乃源於企業經營者預先片面擬定之附合契約條款，

通常僅為自身之最大利益考量，而將不利益之風險轉嫁由消費者承擔，

一般消費者於訂約時亦常缺乏詳細審閱之機會及能力，且或因市場遭壟

斷而無選擇機會，或因經濟實力、知識水準造成之締約地位不平等，以

致消費者對於該內容僅能決定接受或不接受，而別無討價還價之餘地，

因而為保障締約實質正義，國家始授與司法機關介入契約自由領域之權



力，而得對於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合理性進行司法審查，此觀諸消費者保

護法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二條及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甚明。故除非

企業經營者能夠證明系爭定型化契約條款乃屬兩造特別合意之個別磋

商條款，而非屬一般性條款，否則若僅以消費者事前已有機會審閱契約

條款，欲藉以排除司法審查之控制，顯與消費者保護法及民法之立法本

旨有違，是上訴人前揭主張並不可採。再者，上訴人單方所擬定之系爭

條款雖與財政部訂頒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三條之規定相若，

但因系爭條款與信用卡使用契約之本質及目的不符，並有加重附卡持卡

人責任之情事，顯已違反誠信原則；而使附卡持有人負擔非其所能控制

之危險，且銀行之給付與附卡持卡人之對待給付義務亦顯不相當，即有

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之情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民法第二百四

十七條之一之規定，應屬無效。……」 

 

第五款 評析(代結論) 

壹、附卡持卡人是否需負連帶責任 

    有學者認為，就信用卡約款部分，消保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適

用，以定型化約款依客觀解釋原則解釋後，仍至少有兩種解釋可能性為

前提。例如：信用卡定型化約款規定：「正、附卡持有人應就使用信用

卡而生之一切費用負連帶清償責任」，則因所謂「使用信用卡」一語，

既可解為包括使用正、附卡，亦可解為僅包括正卡之使用，或僅包括附

卡之使用三種可能性，故應為有利於相對人（尤其是有利於附卡持有



人），而解為僅就附卡之使用，正、附卡持有人負連帶責任，至於因正

卡之使用而生之費用，則不在連帶責任範圍內，而僅由正卡持有人自負

清償之責。 

 

    反之，如定型化約款並無多種解釋可能性者，而僅係其單一之解釋

可能性在效力上有疑義時，則非屬消保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問題，而應

依同法第十二條解決之。例如：信用卡定型化約款規定：「正附卡全部

應付款項，由正附卡申請人負連帶清償責任」、「正、附卡持卡人間對因

採用信用卡所產生之各類帳款及債務互負連帶保證責任」、「正、附卡持

有人連帶負責該帳戶之基本信用卡/或所有附屬信用卡所負之一切款

項」57。 

 

    亦有意見指出，從實務經驗來看，一方面由於信用卡申請書、定型

化契約文字之記載密密麻麻，消費者實無法鉅細靡遺看完條款內容，何

況定型化契約條款均寄送給正卡持有人，附卡持有人縱有意願亦無從知

悉，如何認定附卡持有人已同意該條款而構成契約內容；他方面由於約

定條款內容許多是使用高度專業之法律用語（如「連帶」清償），如發

卡機構未盡告知、說明之附隨義務，依照一般國人對於申請附卡使用之

認知，在於提供家人、親友便利使用，鮮有知悉向銀行申請附卡使用時，

亦同時簽立類似連帶保證之契約關係，顯見一般消費者縱已仔細閱讀，

實無從理解發卡機構竟透過鼓勵消費者申請附卡使用，變相使附卡持有

人同時成為正卡持有人之連帶保證人。 

    由於行政機關公告定型化契約範本時，其重點通常係基於公共政策

及行政管理上的考量，有時在顧及企業經營者的利益下，尚未能依據法

                                                 
57 詹森林，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三）消費者保護專論，元照，二００三年八月，頁二三、二四。 



律所賦予之權限，完全落實保護消費者之意旨。此時，司法作為權力分

立制衡機制之一環，作為發卡機構與消費者間私法上契約關係之最後裁

判者，即需基於貫徹契約當事人間實質正義之意旨，針對該定型化契約

條款內容是否合乎法律正義，作最後之審查控制，尚不得謂發卡機構所

擬定之條款已記載行政機關公告應記載事項，即保證該條款必然有效。 

 

    上開實務判決認為附卡持卡人不須就正卡持卡人之消費金額負連

帶清責任者，所持之理由大致可歸納出以下三點： 

一、雙方簽訂定型化契約，明顯不利於持附卡消費者，有失公平：發卡

銀行依據申請人財產、職業等信用狀況決定是否核准，除未成年人申請

需家長連帶保證外，並無另外要求申請人徵得連帶保證人後方准予核

發，焉能變相以透過鼓勵附卡之申請使用，而使附卡持有人同時成為正

卡持有人之連帶保證人之理﹗  

二、該條款約定與附卡使用契約之目的不符，違反誠信原則，且加重持

卡人之責任，明顯有失公平：附卡人為正卡人家屬、親友或員工等，銀

行對正卡人信用調查，把正卡、附卡一同寄給正卡人，共用消費額度，

並由正卡人繳納，正卡被禁用，附卡跟著不能使用，正卡人是附卡人保

證人，而非附卡人是正卡人的保證人，才符合消費者訂約真正含意。  

三、該條款讓附卡人負擔非其所能掌控的危險，違反平等互惠原則：正

卡人若不同意附卡人消費，可終止附卡使用契約﹔附卡人並未接受帳

單，無從得知正卡消費帳款，更無法預知正卡人未來消費金額，或限制

對方消費，加上未繳款利息，附卡人無法擔負和控管預見的風險。  

 



    相對地，以上實務見解認為附卡持卡人須就正卡持卡人之消費金額

負連帶清償責任者，不外乎基於下列理由： 

一、申情人於申請前，應當已詳閱契約內容，若申請人提出申請，其後

始稱申請時未仔細詳閱申請書內容，則競起效尤，契約交易安全與金融

市場穩定恐難維繫。 

二、持有附卡取得等同於正卡持卡人之消費額度，就附卡持卡人而言                             

不失為一種利益，故其亦應承擔一定風險(連帶清償責任)。 

三、附卡持卡人多為正卡持卡人之親友，對其消費習性及還款能力應知

之甚稔，若附卡持卡人不欲負連帶清償責任且有使用信用卡之必要時，

自得為自己申請信用卡。 

 

    本文認為，正卡持有人通常雖為附卡持卡人之親友，但在強調個人

主義之現代社會裡，正卡持有人之消費習性及還款能力，未必為附卡持

卡人所明知，何況每月之消費帳單均寄給正卡持卡人，如正卡持有人每

月均按時繳納最低應繳金額，附卡持有人實不知悉正卡持有人累積積欠

之消費款項多寡。故該範本第三條中「附卡持有人需就正卡持有人所生

應負帳款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約定內容部分無效，至於「正卡持有人

需就附卡持有人所生應負帳款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約定內容之部分，

則與附卡制度之本質即使用目的相符，應無顯失公平而無效之情事。 

 

    雖有部份銀行信用卡中心認為，由於民眾申辦信用卡時，其合約即

已載明，正、附卡持有人視為共同債務人，因此不管正卡或附卡持有人

任一方未履行償債義務時，銀行都會要求另一方負連帶償債責任，而對

於法院出現附卡持卡人不用支付正卡持卡人債務之判決，應僅為特例，

不影響未來信用卡合約內容。其又表示，一般而言，附卡持卡人大多屬



於經濟較弱勢的一方，因此，出現刷卡之後無力償債的案例也以附卡持

卡人較多。但由於正、附卡持有人都會在同一張申請書中簽字，且合約

內容均有註明兩者為共同債務人，因此雙方不論是誰拒絕清償債務，另

一方均有義務為其還債。
58
 但本文認為，綜上所敘，附卡持卡人並非信

用卡使用契約之當事人，在此意義下，應由正卡持有人負責全部消費債

務之清償，附卡持卡人則對發卡機構無任何義務。若契約中無特別約

定，即無使附卡持有人就附卡消費款項負清償責任之餘地。而在無個別

磋商條款之前提下，若發卡機構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有類似信用卡定型

化契約範本第三條之規定即令附卡持卡人就正、附卡消費款項債務負連

帶清償之責，該條款應違反誠信原則、平等互為原則而無效。消保會秘

書長亦表示59，附卡持卡人必須負正卡債務連帶責任相當不公平，且附

卡持卡人大都為經濟上無法自主的弱勢，要連帶負正卡債務清償責任並

不合情理。 其亦指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完成信用卡修正

條款草案，通過「信用卡附卡持卡人除明示同意就正卡持卡人使用信用

卡所生應負帳款責任外，僅就使用附卡所生應負帳款負清償責任」。其

認為，修正條款草案雖然尚未正式公布實施，但已形成各界共識，並成

為各業者所遵循的法則。  

 

雖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於二００六年十月四日研議「信用卡定型化契

約不得記載事項」草案，該草案第三條規定：「發卡機構於契約中不得

約定要求附卡持卡人就正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所生債務負連帶清償責

任。」 復因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草案業有規定第三十三條，而刪

除，但因該草案並未實施，故附卡持卡人是否就正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

                                                 
58 (http://www.dajiyuan.com 上網日期：2003 年 7 月 13 日 http://www.dajiyuan.com 上網日期 2003 年 7

月 13 日 
59 中央社@ http://udn.com/ 上網日期:2009 年 3 月 26 日 



所生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之問題，仍未有明確解決方式，且實務見解不

一，金管會應儘速修改前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第三條之規定，並通過消

保會所審查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所明白

揭示「不得約定要求附卡持卡人就正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所生債務負清

償責任」之條款。 

  

第三節 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第一款 循環信用利息之意義及性質 

    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五條規定為： 

「持卡人每期最低應繳金額為應付帳款之百分之 （如低於新台幣 

元，以新台幣 元計），加計超過信用額度之全部使用信用卡交易金額、

累計以前各期逾期未付最低應繳款項之總和，循環信用利息及年費、預

借現金手續費、掛失補發手續費、調閱簽帳單手續費等其他應繳費用。 

(註：各銀行得視本身狀況自行約定最低應繳金額之計算方式，但應明定

於契約中）  

各筆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係將每筆「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

款」，自  

□ 各筆帳款入帳日起  

□ 各筆帳款結帳日起  

□ 各筆帳款當期繳款截止日起  

（但不得早於實際撥款日）， 就該帳款之餘額以年息百分之 （日息

萬分之 ）計算至該筆帳款結清之日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持卡人於



當期繳款截止日前結清全部應付帳款，或繳款後剩餘未付款項不足新臺

幣壹仟元，則當期結帳日後發生之循環信用利息，不予計收 。（註：

銀行對同時持有貴行兩張以上信用卡之持卡人，其循環信用之使用及

「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之計算，如採持卡人歸戶合併處理者（非

依卡片類別分開處理者），應明定於契約。）  

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期最低應繳金額或遲誤繳

款期限者，應依第三項約定計付循環信用利息，並同意貴行得依本約款

收取違約金或催收費用，各帳單週期之違約金或催收費用之計算方式

為。 （各銀行得自行決定是否收取違約金或催收費用以及收取標準，

但擬收取者應明定於契約，並應注意符合衡平原則）。  

（註：各銀行就「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

金或催收費用之計算方式，應於實際契約及持卡人手冊中以淺顯文字輔

以案例具體說明其範圍、計息方式、起訖期間及利率，又各銀行計收之

循環信用利息與違約金，若兩者合計實質之利率逾年利率百分之二十，

各銀行應於契約中舉例計算公式，並以顯著方式標示，以利持卡人瞭

解） 」 

    由此可知，循環信用發生之原因為 1.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

僅繳納最低應繳金額以上之款項，而為繳清全部帳款，並就該未繳清之

部分，以支付循環利息之方式，延後繳納，且於延後之期間內，得隨時

清償該未繳清部分金額之全部或一部。 2.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屆至

時，未繳納任何款項，或於繳款截止日之後，始繳清當期應繳全部金額

60。 

                                                 
60 詹森林，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三）---消費者保護法專論，元照，二００三年八月，頁二六七。 



    而有關循環信用之法律性質，有學者認為係委任契約之債務不履行

損害賠償之一環。其理由為，信用卡制度設計係為持卡人提供非現金之

支付工具之功能，性質應屬委任契約，發卡銀行為持卡人處理消費簽帳

款之清償事宜，其代墊款項或必要費用之支出，本質上應依民法第五四

六條第一項墊付利息，不得推定每一持卡人於申請信用卡之同時均有與

發卡銀行成立循環信用契約之合意。除非有雙方明確之合意（如勾選循

環信用契約，並同時簽名），尚難因持卡人無法繳交消費簽帳款，或僅

繳交部分款項，即認定持卡人與發卡銀行除委任發卡銀行處理信用卡消

費款項之清償外，亦有消費借貸之合意。蓋消費借貸之成立仍以雙方之

合意為基礎，持卡人向發卡銀行申請核發信用卡使用時，通常僅有委任

發卡銀行處理墊付簽帳款事宜，不應假設每一持卡人均有向發卡銀行借

款之意思表示61。再者，卡費未繳清應認定為給付遲延，蓋消費者本來

就有付款的義務，依民法第 229條以下規定可以請求的是遲延利息，並

不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若清償困難，可以訴訟解決。德國有「循環

利息」規定，於其債務清理法中，只要一期清償不能，就是給付遲延、

清償困難，需回歸基本法制給付遲延指令（依歐盟金錢債務遲延指令）

中，只能請求給付遲延利息，即基本的利率加上 5％，等於是給 8％的

利息。在德國會發生銀行的利率訂在 12％以上者，無法去申請支付命

令。蓋利率約定在 12％以上就認為是無效的約定，所以不准申請支付命

令，因此，為了要能夠利用支付命令，銀行就會回歸 12％以下。是銀行

局允許銀行公會去擴張信用，擴大發卡的風險，造成難以收拾的困局，

明智決定就是把信用卡中有繳循環利息者，認為是清償困難，終止與其

之信用卡契約，未繳清的部分用債務清理法來處理62。 

                                                 
61 楊淑文，消費者借款債務（雙卡債務）之清償不能，政大法學評論，第九十八期，九十六年八月，

頁一五一、一七一。 
62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審查會會議紀錄。



    惟有意見指出，發卡機構與持卡人間就持卡人剩餘未償還款項應成

立消費借貸契約，亦即持卡人以循環信用方式繳納因使用信用卡而生之

消費帳款或其他費用時，即為持卡人向發卡銀行借款，持卡人於繳款截

止時前僅繳納最低應繳金額，而尚有餘額未繳者，即以未繳納之部分，

為借款金額；持卡人於繳款截止日前未繳納任何款項者，即以當期全部

應繳款項，為借款金額63。本文贊同之，而循環信用既然屬於消費借貸

契約，而且係基於信用卡定型化契約之約定，故循環信用之利息，即為

約定利息。 

第二款 循環利率條款之效力 

    由於信用卡在台灣已成為慣用之支付工具，持卡人於申請信用卡

時，應屬普遍認知若未繳清應繳款項時，即負有依所謂之循環信用方式

而計付利息之義務，故循環信用條款尚非屬於突擊性條款。而各發卡銀

行就循環信用之發生原因及利率額度，不論在簡易之信用卡申請書上或

是詳盡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書中，均依據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確實

載明並附具案例解說，應屬已以明示方式告知。故消費者於接獲信用卡

後，開始使用信用卡時，即可認定持卡人同意循環信用條款成為契約內

容。 

 

    惟就定型化循環利率條款有效性之爭議，尚應特別思考者為64，發

卡機構與信用卡持卡人間循環信用利息定型化契約條款，應優先適用消

                                                                                                                                                 
九十五年十月四日，楊淑文教授發言。 
63 詹森林，前揭書，頁二六七。相同見解：林孟皇，前揭文，頁十三；司維瑄，前揭文，頁五十七；

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台上字第一六二八號判決。 
64 整理自詹森林，信用卡定型化契約與卡債風暴，月旦法學雜誌，第一三五期，二００六年八月，

頁三十八至頁四十。 



費者保護法（以下稱消保法）第十一條至第十七條關於定型化契約之規

定；條款是否具有無效事由，亦應依該法第十二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十

三條與第十四條規定認定之。故雖循環信用因具有消費信用貸款之性

質，無具體擔保，故其風險較高，但年息百分之二十與其他消費信用貸

款比較仍屬偏高，依消保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及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當事人間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違反平等互

惠原則而無效。其次，定型化契約條款雖不違反強行規定，而僅係排除

任意規定，仍然可能無效（消保法第十二條第二款），亦即，消保法第

十二條及民法第二四七條之一才是定型化契約條款有效與否之依據，法

院不應僅因條款形式上不違反強行規定，即認為有效。尤應特別注意者

為，民法第二０五條立法背景係建立於債權人與債務人詳細磋商之背

景，未考量定型化契約之情況，故法院應因應環境之演變，不應僵化認

為年息百分之二十以下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均屬有效。定型化循環利率條

款經法院認定無效時，該條款全部為無效，而非部分無效，在發卡機構

與持卡人間，即無約定利率可言。此與消保法第十六條所定定型化契約

中有部分條款無效時，原則上條款仍為有效之情形不同。發卡機構僅得

依據民法第二０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請求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法定遲

延利息。 

 

    各家銀行之信用卡利率利差比較表如下65： 

序

號 

信用卡 

發卡銀行名稱 

差別

利率 

級數 

最低利率 
最高利

率 

定期檢

視頻率 

1 三信商業銀行 7 7.9％ 19.9％ 6 個月 

2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7 ㄧ般卡：6.71％、 19.71％ 

每年 2

次 

1 法人卡：19.71%  無 

                                                 
65資料來源，消基會網站：http://www.consumers.org.tw/unit412.aspx?id=1160， 



序

號 

信用卡 

發卡銀行名稱 

差別

利率 

級數 

最低利率 
最高利

率 

定期檢

視頻率 

1 公司戶商務卡：12%  無 

3 大眾商業銀行 3 12.99% 20% 6 個月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6 

 (依 97/08本行 ARMs

指數為 2.74%計算) 

8.71% 

20% 3~6個月 

5 元大商業銀行 10 6.57％ 19.71％ 3 個月 

6 友邦國際信用卡公司 
3 

保富卡、南山 VISA 白

金卡、Auto Plus 汽

車卡：9.99% 

20% 
6 個月 

4 其他：13.99％ 20％ 

7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6 6.48％ 19.71％ 6 個月 

8 日盛商業銀行 6 7.88% 20.00% 3 個月 

9 台中商業銀行 5 8.98％ 18.98％ 6 個月 

10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7 7.98% 20.00% 3~6個月 

1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12 
一般利率：8.00% 
（除代償卡、八八卡外之

其它台新銀行信用卡） 
20.00% 6 個月 

12 台灣土地銀行 6 4.99% 17.99% 6 個月 

13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7 ㄧ般卡：3.99 19.24％ 

6 個月 
2 商務卡：10.24％ 19.24％ 

14 台灣永旺信用卡公司 10 9.49% 19.71% 6 個月 

15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 7 6.71％ 20％ 6 個月 

16 台灣銀行 3 8.8% 10.8% 6 個月 

17 玉山商業銀行 10 7.88％ 19.71％ 6 個月 

18 合作金庫銀行 7 5.65％ 18％ 6 個月 

19 永豐信用卡公司 9 3.99% 19.97％ 6 個月 

20 安泰商業銀行 6 3.88% 19.71% 1 個月 

21 亞洲信託投資公司 5 6.5％ 17.5％ 6 個月 

22 京城銀行 3 9.99% 18.25% 6 個月 

23 花旗（台灣）銀行 4 12.99％ 20％ 6 個月 



序

號 

信用卡 

發卡銀行名稱 

差別

利率 

級數 

最低利率 
最高利

率 

定期檢

視頻率 

24 美商花旗銀行 
4 鑽石卡：8.99% 20% 

6 個月 
4 其他卡別：12.99% 20% 

25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2 

國泰航空聯名卡/晶

華珍饌白金卡：15.99

％ 

19.99％ 3 個月 

26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7 
普、金、白金卡：

11.99% 
19.929% 3 個月 

27 高雄銀行 4 9.855% 18.25 % 6 個月 

28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7 8% 19.7% 6 個月 

29 第一商業銀行 5 ㄧ般卡：6.88% 18.25% 6 個月 

30 荷蘭銀行 

2 Super One：10.99% 19.97% 

6 個月 5 Super Cash：7.88% 19.97% 

5 其他一般卡：7.88% 19.97% 

31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4 渣打信用卡：12.40% 20%  

2 Elite Club：9.9% 20% 

6 個月 

2 Staff Card：9.99％ 20％ 

3 安麗寰宇卡：12.40% 20% 

3 郵政龍卡：12.40% 20% 

5 
中華郵政遨遊卡：

12.40% 
20% 

4 
渣打一般代償卡：

12.40% 
20% 

3 
渣打指數型代償卡：

12.40% 
20% 

9 

HOLLY 卡/渣打 COMBO

卡/PHS卡/風城卡/交

大卡/清大卡/丹堤卡

/真理卡/快樂卡/義

民廟卡/生命線卡/寶

貝卡/雀巢成長卡/牙

醫師白金卡：9.99％ 

20% 

32 華南商業銀行 
7 一般卡：8.61%、 20% 

3~6個月 
1 商務卡：14.6％  

33 華泰商業銀行 7 9.25％ 18.25％ 6 個月 

34 陽信商業銀行 3 9.9％ 19.71％ 6 個月 

35 萬泰商業銀行 7 7.5% 19.89% 
現 有 客

戶 每 6



序

號 

信用卡 

發卡銀行名稱 

差別

利率 

級數 

最低利率 
最高利

率 

定期檢

視頻率 

個月 

新 客 戶

為 7~12

個月 

36 彰化商業銀行 
5 一般卡：9.88％ 18.25％ 

6 個月 
3 商務卡：9.88％ 18.25％ 

37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6 7.99％ 19.97％ 3 個月 

38 慶豐商業銀行 17 9.9% 19.71% 6 個月 

39 聯邦商業銀行 5 7.99％ 19.99％ 3 個月 

40 星展商業銀行 5 金、普卡：9.88％ 19.71％ 6 個月 

 

    本文認為，依民法第二０四條規定：「規定利率逾週年百分之十二

者，經一年後，債務人得隨時清償原本。但須於一個月前預告債權人。  

前項清償之權利，不得以契約除去或限制之。」可得知，立法者認為年

息百分之十二已屬於對債務人過重負擔，故發卡銀行以定型化契約條款

之方式，向持卡人收取遠超過年息百分之十二之循環信用利息，已屬立

法者不認同之超額利潤。故銀行不應在其超高利率之信用卡業務上，降

低消費帳款之最低繳款金額，而鼓勵或引誘持卡人盡量消費、延後付

款，再以循環利率向信用卡債務人剝削利息。 

 

第三款 循環信用利息之起息日 

    依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五條之規定，各銀行可視自行狀況，而以「自

當期結帳日」、「自該筆帳款入帳日」為準，但不得早於銀行實際撥款與



特約商店之日。在實務上發卡銀行係自「各筆帳款入帳日」、「各筆帳款

結帳日」、「各筆帳款當期繳款截止日」三種日期中，挑選其中之一，為

循環利息的利息起算日，而載明信用卡定型化契約書。 

 

    惟目前各發卡銀行幾乎均以入帳日為循環利息起算日66，而以時間

到來之先後而言，入帳日、結帳日、繳款截止日三者中，入帳日最先，

結帳日其次，繳款截止日最後。故循環利息自入帳日起算者，持卡人所

應負擔的利息最重，最不利於持卡人。但有學者67指出，由於入帳日乃

銀行實際支付消費帳款與特約商店之日，而消費者若未使用信用卡，除

非得特約商店同意，否則即應於消費時以現金付款，故消費者在使用信

用卡後，又以循環信用方式付款與發卡銀行者，應負擔自入帳時起之利

息，應屬合理，亦為符合循環信用乃消費借貸之性質。準此，發卡銀行

以定型化契約條款約定，循環利息之起算日為入帳日，應無突襲性條款

之虞，亦無違反平等互惠原則或誠實信用原則，應為有效。 

                                                 
66  

發卡機構 信用卡約

定條款 

循環信用年息 起算日 

花旗銀行 第十八條

第四項 

白金卡：折算年息 14.235%；金、普卡：

年息 19.71% 

各筆帳款入帳

日起 

遠東商銀 第十五條

第三項 

信用卡持卡人信用評分結果所訂差別

利率年息（最高 19.97%） 

各筆帳款入帳

日起 

國泰世華 第十五條

第四項 

持卡人當期適用之分期循環信用年利

率（6.75%~19.7%） 

各筆帳款入帳

日起 

中國信託 第十五條

第三項 

持卡人信用評分結果所訂之信用優惠

利率（其最高上限為年息 20%） 

各筆帳款入帳

日起 

匯豐銀行 第十五條

第三項 

年利率 10.74%至 19.929% 各筆帳款入帳

日起 

第一銀行 第十六條

第二項後

段 

依持卡人信用狀況給予之循環信用利

率（最高以年息 18.25%） 

各筆帳款入帳

日起 

參閱消基會網站：http://www.consumers.org.tw/unit412.aspx?id=689 
67 詹森林，前揭書，頁二七二。 



 

    本文認為，循環信用之性質為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且繳款截止日

作為起息日對持卡人最有利，故繳款截止日才是合理的起息日。蓋持卡

人對於發卡機構為其處理消費簽帳事宜支出之必要費用（消費簽帳款）

有返還義務，同時以繳款日為其清償日。如持卡人未於繳款日清償全部

應負帳款時，才由發卡機構就持卡人未償還之部分貸與持卡人金錢，依

民法第四七三條第二項成立消費借貸契約，故借款之利息亦應從繳款日

起算。 

 

第四款 遲延繳款違約金或手續費條款 

    發卡機構既約定持卡人應支付接近年息百分之二十之利息，又約定

持卡人應另支付違約金，且通常以該接近年息百分之二十之十為違約金

額，二者相加後之總額，經常超過遲延部分本金之年息百分之二十。接

近年息百分之二十之循環利息本身，已屬超高而亟待檢討，已如前述，

則總額超過年息百分之二十之遲延繳款責任，顯有違背民法第二０六條

之嫌，自不待言。且金額債務之違約與金錢債務之遲延，並無不同，因

金錢債務無給付不能可言，而金錢債務之不完全給付，亦屬罕見，故民

法第二０五條規定，在法理上，即屬法律對於金錢債務之違約所課與責

任上限。亦即，金錢債務之債務人違約時，其所應負之最大責任，以支

付百分之二十之週年利息為限。故發卡銀行以定型化條款約定持卡人遲

延繳款時，除應支付百分之二十之遲延利息外，又應支付以該百分之二

十之十或二十計算之違約金，不啻剝奪持卡人依民法第二０五條所享有



之拒絕給付權，為民法第二０五條之脫法行為68。 

 

    亦有相同意見指出69，在債務人違反約定遲延清償金錢債務時，債

權人已可事先預估可能所受之損害，不須於遲延利息外，另外約定懲罰

性違約金。如肯認當事人對於金錢債務約定高於法律許可之利率之遲延

利息與違約金，則法律關於利率限制將失其效用，而債務人將任債權人

巧取利益，故在金錢債務中，當事人約定之遲延利息及違約金合計不得

超過年息百分之二十。此外，關於發卡銀行所收取之各項手續費部分，

辦理信用卡掛失、補發及調閱簽帳單確實會額外支出成本，基於使用者

付費之觀念，發卡機構向持卡人收取一定金額之手續費應無問題，至於

收取提前清償手續費及法律程序費用部分，並無理由，蓋持卡人已逾期

清償，故無「提前清償」問題。 

 

    本文認為，在持卡人選擇以循環利息方式清償應付帳款後，持卡人

與發卡人之間已就未繳清帳款成立消費借貸契約，前階段之委任契約應

給付之必要費用已因當事人間約定轉為消費借貸契約，持卡人亦可自行

選擇何期間全部清償，故在持卡人全部清償前，每期支付循環利息即

可，本約定係屬未定期限之消費借貸契約。在此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存續

中，持卡人若按時繳交循環利息，即無違約，故該「違約金」顯為巧立

名目，迴避民法第二０五條之規範，惟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五條

第四項卻默許此不合理之情況，金管會銀行局應儘速修改該條規定，使

發卡機構收取之循環利息及違約金不得超過年息百分之二十。 

 

                                                 
68 詹森林，前揭書，頁二七六、二七七。 
69 林孟皇，前揭文，頁十六。 



第五款 相關主管機關意見及實務見解 

壹、法院判決 

 

一、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七年簡上字第九號判決70: 

「……惟按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至第十七條及民法第二四七條之一

條規定，固有對定型化約款因違反誠信原則而顯失公平等情時，部分約

款應無效者予以規範，然定型化契約條款僅在發生顯失公平之情形時，

法律始定有此予以調整彌補弱勢一方並達衡平之機制，於該當法律    

規定之要件時，使該部分約定因而無效，並非一旦使用定型化契約條款

即有對消費者明顯不利或違反誠信原則之結果。本件關於被上訴人使用

循環計息方式或逾期未清償而應給付遲延利息之利率，所根據之上開信

用卡約定條款雖屬定型化契約條款，但參諸信用卡申請及核發之實際狀

況，發卡銀行係在審核正卡申請人個人信用情況，認已符合標準時即予

以核發，在信用卡使用人無須提供任何擔保，即可在卡片有效期間內取

得一定信用額度之情況下，遇信用卡使用人僅清償部分帳款甚或發生逾

期未清償等違約情事時，發卡銀行請求信用卡使用人須以高於一般擔保

放款利率之約定利率計付循環利息、遲延利息等，考諸上開情事發生時

亦顯示該信用卡使用人之個人信用風險已屬較高，發卡銀行為此收取較

高利率計付之金額，當無不合理處。雖然民法第二０三條有關於應付利

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年息為 5%之規定，惟以

此得適用該年息 5%者，仍須在無約定或其他法定利率時為限，只要在未

                                                 
70 相類似判決:  高雄地方法院 97 年簡上字第 214 號判決、桃園地方法院 97 年桃小字第 2229 號判
決、98 年北簡字第 1979 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97 年竹北簡字第 27 號判決、臺中地方法院 97

年中小字第 557 號判決、南投地方法院 97 年投小字第 830 號判決。 
 



違反民法第二０五條最高利率年息 2    0%限制之情形下，當事人本得

基於雙方之債務情況及個人能負擔之風險等另為適當約定，上訴人所稱

兩造上開約定利率過高，應改依中央銀行基本放款計息等語，已屬無

據；況兩造之上開約定利率有無過高情形，上訴人於九十四年一月間申

辦時及其後，隨時有與其他發卡銀行之條件加以比較、選擇之機會，其

既仍決意與被上訴人締約，甚而繼續使用循環計息方式，且有逾期清償

情形，有歷史帳單彙總查詢等件在卷可稽，亦難認此有何顯失公平之情

形可言，是上訴人前開所辯，均無足採。……」 

 

二、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五年訴字八四四號判決
71
: 

「……經查，本件原告就系爭信用卡消費款請求被告自延滯繳款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 17%計付利息，已相當接近法定年息 20%，而本件依信

用卡約定條款第十五條約定，被告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期最

低應繳款金額或遲誤繳款期限者，固需支付逾期手續費，惟核其性質屬

懲罰性質之違約金，其標準自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

人尤其是債務人之財產狀況，以及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時，債權人可得

享受之利益即原告之實際損失為衡量，以求公平。 

又本件原告因被告遲延給付，除受有利息損失外，尚難認有其他損

害，且參酌國內貨幣市場利率已大幅調降，原告猶以單方擬定之定型化

約款，向消費者即被告收取年息 17%計算之循環信用利息，已因此獲取

大量之經濟利益，若再課予被告給付如約款所示之違約金義務，則合併

上述循環信用利息計算，被告因違約所負之賠償責任，將高達年息 30%，

明顯偏高，且有規避民法第二０五條法定利率上限予以巧取利益之嫌，

                                                 
71 相類似判決: 98 年店簡字第 110 判決、97 年北簡字 42555 號判決、97 年嘉簡字第 1064 號判決。 



是原告請求之違約金金額過高，對被告有失公平，爰依民法第二五二條

規定予以酌減至一元為適當。……」 

三、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四年北簡字第三一四一四號判決72: 

「……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第二、四款規定，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

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其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或其他於他

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本

件信用卡契約雖明定遲延利息為年利率百分之二十，但是本院考慮原告

係金融業者，被告係一般消費借貸之客戶，雙方締約能力顯有差距，本

件契約即係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所定類型。再者，近年銀行定期儲

蓄利率較低，惟本件信用卡契約仍以百分之二十計算遲延利息，顯然過

高，參酌銀行業對於無擔保借款之利率水準，應認為本件遲延利息以年

息百分之十五較適宜，約定利率超過此部分即顯失公平而無效。故本件

遲延利息僅得計算至百分之十五，超過部分為無效。……」 

 

貳、消基會立場
73
 

是否有使用循環信用之意思，應從當事人真意解釋去判斷，若當事

人對此無約定，應用５％計算利息。此外，基於平衡觀點，若非高風險

就不應適用高利率，信用卡使用契約是長期的繼續性契約，應可長期觀

察並控制風險，而短期融通、風險低，才是信用卡使用契約之本性。且

在其他無擔保放款之項目，借款利息均未逾１０％，故信用卡循環利息

亦無理由如此高，況差別利率亦無法正確反應風險。我國實務部份地方

法院判決似察覺到此問題，而依民法第二五二條規定，將違約金酌減至

一元，但實際上根本的問題在於發卡銀行所定之循環利息過高而顯失公

平。 

                                                 
72 相似見解:台北地院 94年北簡字第 31666號判決、台北地院 94年北簡字第 33647號判決。 
73 以下節錄消基會董事長謝天仁，政大法研所契約法課堂上之發言，民國九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叁、金管會銀行局之立場
74
 

    金管會對雙卡業務之管理，在於健全發卡機構之經營及保護持卡人

之權益，本（6）日民法第二０五條修正案之協商，行政立法部門皆有

此共識。為此，金管會已於民國九十七年底起研修管理辦法，採取相關

措施，重新定位信用卡，並於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邀集十二家主要發

卡機構會商同意對繳款正常且無不良信用紀錄之信用卡及現金卡持卡

人，至少調降利率 1.25 個百分點，以逐步導引利率下降，因此民法第

二０五條協商條文符合前述一貫之立場。  

 

    金管會自去年年底以來，曾舉辦兩次「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修正公聽會，其中內容包括強化發卡機構徵信審核及行銷之管理、導正

信用卡為支付工具之本質等，與近年來本會要求無擔保債務總餘額不得

超過平均月收入 22 倍、發卡機構不得對信用卡預借現金功能進行行銷、

要求各發卡機構落實持卡人風險分級管理等措施，其意旨均在逐步淡化

信用卡融資工具之色彩，重拾其為支付工具之傳統功能，且藉以促使銀

行檢討降低其利率結構中之營運成本及風險成本。  

 

    有關民法第二０五條修正條文案，考量民法乃規範一般民事法律關

係之基本大法，適用範圍不僅為金融機構消費金融業務，亦適用於其他

民事法律關係所生利息之債，為避免對民間其他交易造成過度衝擊，且

考量金融管理之需求，宜與其他民事法律關係分別規範，爰行政立法部

門已達成共識，將民法第二０五條修正條文分為二項，第一項為一般民

事關係之利率上限，而特殊民事關係利率上限，包括自然人無擔保放

                                                 
74 http://www.fscey.gov.tw/news_detail2.aspx?icuitem=5691735上網日期: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款、現金卡及信用卡，則訂於第二項。  

 

第六款 美國法制 

    美國以往對於信用卡之循環利率與違約金多半採取放任姿態，認為

此係基於銀行與相費者在契約上之自由約定事項，公權力應無權干涉。

但有鑒於消費者之信用卡卡債問題日益嚴重，二００九年四月三十日美

國國會通過了 Credit Cardholders' Bill of Rights Act75，修正了 the Truth in 

Lending Act 的見解，希望可在消費者信用卡市場建立透明化制度，限制

不公平的循環信用、手續費、違約金數額，並禁止發卡銀行無限制地予

未滿十八歲之青少年信用卡，而本文係將重點置於利率與違約金部分。 

     

    就限制循環信用、原約金、手續費數額之條款主要規定在該法案第

一七一條76與第一七二條77，原則上除非增加利率的原因是由於利率之自

                                                 
75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D?c111:10:./temp/~c1112HOvIZ::上網日期：2009/06/12 
76

`(a) In General- In the case of any credit card account under an open end consumer credit 

plan, no creditor may increase any annual percentage rate , fee, or finance charge 

applicable to any outstanding balance, except as permitted under subsection (b). 

`(b) Exceptions- The prohibition under subsection (a) shall not apply to-- 

`(1) an increase in an annual percentage rate upon the expiration of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provided that-- 

`(A) prior to commencement of that period, the creditor disclosed to the consumer, in a 

clear and conspicuous manner, the length of the period and the annual percentage rate that 

would apply after expiration of the period; 

`(B) the increased annual percentage rate does not exceed the rate disclosed pursuant to 

subparagraph (A); and 

`(C) the increased annual percentage rate is not applied to transactions that occurred prior 

to commencement of the period; 

`(2) an increase in a variable annual percentage rate in accordance with a credit card 

agreement that provides for changes in the rate according to operation of an index that is 

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reditor and is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3) an increase due to the completion of a workout or temporary hardship arrangement by 

the obligor or the failure of the obligor to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a workout or temporary 

hardship arrangement, provided that-- 

`(A) the annual percentage rate , fee, or finance charge applicable to a category of 

transactions following any such increase does not exceed the rate , fee, or finance charge 

that applied to that category of transactions prior to commencement of the arrangement; 

and 

`(B) the creditor has provided the obligor,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such arrangement, 

with clear and conspicuous disclosure of the terms of the arrangement (including any 

increases due to such completion or failure); or 

`(4) an increase due solely to the fact that a minimum payment by the obligor has not been 

received by the creditor within 60 days after the due date for such payment, provided that 

the creditor shall-- 

`(A) include, together with the notice of such increase required under section 127(i), a 

clear and conspicuous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and that the 

increase will terminate not later than 6 month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it is imposed, if the 

creditor receives the required minimum payments on time from the obligor during that 

period; and 

`(B) terminate such increase not later than 6 month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it is imposed, 

if the creditor receives the required minimum payments on time during that period. 

`(c) Repayment of Outstanding Balance- 

`(1) IN GENERAL- The creditor shall not change the terms governing the repayment of any 

outstanding balance, except that the creditor may provide the obligor with one of the 

method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2) of repaying any outstanding balance, or a method that 

is no less beneficial to the obligor than one of those methods. 

`(2) METHODS- The methods described in this paragraph are-- 

`(A) an amortization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5 years, beginning on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increase set forth in the notice required under section 127(i); or 

`(B) a required minimum periodic payment that includes a percentage of the outstanding 

balance that is equal to not more than twice the percentage required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increase set forth in the notice required under section 127(i). 

`(d) Outstanding Balance Defined-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the term `outstanding 

balance' means the amount owed on a credit card account under an open end consumer 

credit plan as of the end of the 14th day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creditor provides notice 

of an increase in the annual percentage rate , fee, or finance charge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27(i).'. 

(c) Interest Rate Reduction on Open End Consumer Credit Plans- Chapter 3 of the Truth in 

Lending Act (15 U.S.C. 1661 et seq.) is amended by adding at the end the following: 

 
77 `(a) Limitation on Increases Within First Year- Except in the case of an increase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2), (3), or (4) of section 171(b), no increase in any annual 

percentage rate , fee, or finance charge on any credit card account under an open end 

consumer credit plan shall be effective before the end of the 1-year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n which the account is opened. 

`(b) Promotional Rate Minimum Term- No increase in any annual percentage rate 

applicable to a credit card account under an open end consumer credit plan that is a 

promotional rate (as that term is defined by the Board) shall be effective before the end of 



然漲幅、基於獎懲目的（例如：發卡銀行與消費者在契約上約定，在半

年內繳清漲款者利率為 3%，過清償期半年使償還者利率為 12%。惟需注

意就該期間之限制不得低於六個月。）、在清償期後六十日內發卡銀行

遲未收到應繳漲款者，否則發卡銀行發給消費者信用卡之第一年不可調

升利率。而在發信用卡已逾一年時，發卡銀行就未來期貨（future 

purchases）之消費在四十五日以內，可視情況調升利率。 

 

    其次，若是因為在清償期後六十日內發卡銀行遲未收到應繳漲款而

調升利率，則發卡銀行在半年內若收到應繳最低漲款時，仍應將利率調

回最初之數額。此外，在手續費與違約金部分，手續費僅能在消費者要

求發卡機構提高信用額度或是消費超出信用額度等，才能調升；違約金

之數額必須合理且與積欠之帳款合乎比例，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必須設立一套標準以規範發卡銀行，而且發卡銀行不可以兩週期之循環

計算複利，其必須每六個月檢查一次消費者之帳戶，若發現帳款以結

清，就必須將利率調低78。 

 

    惟有論者
79
謂，此修正法案是不合理的，發卡銀行在過低的利率政

策及欠缺因遲延給付之手續費的前提，根本無獲利可能，該法案為短視

近利的經濟政策。就中低收入戶而言，信用卡確實可提供短期資金，絕

                                                                                                                                                 
the 6-month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n which the promotional rate takes effect, 

subject to such reasonable exceptions as the Board may establish, by rule.'. 

(e) Clerical Amendment- The table of sections for chapter 4 of the Truth in Lending Act is 

amended by striking the item relating to section 171 and inserting the following: 

`171. Limits on interest rate , fee, and finance charge increases applicable to outstanding 

balances. 

`172. Additional limits on interest rate increases. 

`173. Applicability of State laws.'. 

 
78 http://www.msnbc.msn.com/id/30888662/ns/business-personal_finance/上網日期：2009/06/12 
79  http://caps.fool.com/Blogs/ViewPost.aspx?bpid=216052&t=01005325313362345842上 網 日 期 ：
2009/06/21 



大多數的人接受遲延給付之循環信用條款，並按時清償帳款，若發卡銀

行被迫去服從此限制法案，則該人民即失去使用信用卡之機會，可能走

典當財產或是預支薪水的回頭路。再者，越來越多公司例如 Capital One 

(COF), Discover (DFS), 或 Visa (V)亦深受其害，像 Wal-Mart (WMT) or Best Buy 

(BBY)的公司，短期籌措資金的客源亦大幅減少，而像 TSS 或 PRAA此種

專門提供信用卡之企業亦受衝擊。歐巴馬此項經濟政策非但未顧慮中低

收入戶的資金融通考量，亦破壞了基本的商業原則、資本主義及美國在

交易上最中心之思想----締約自由原則。 

 

第七款 評析 

    本文認為，循環信用繳款方式為持卡人只須先償還最低應繳金額，

而就未繳清的款項支付利息，故發卡銀行與持卡人間就持卡人剩餘未償

還款項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而在循環信用計息基準日，以繳款截止日起

算方為合理，蓋從該日消費借貸契約始成立，借款之利息應從該日起

算。此外，在認為循環信用為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前提下，循環利息可認

為是消費借貸之對價，但若在部分案例循環利息顯然過高，不符合對價

衡平原則時，違反消保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平等互惠原則。 

 

惟上述之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七年簡上字第九號判決卻認為，信用卡

使用人僅清償部分帳款甚或發生逾期未清償等違約情事時，顯示該信用

卡使用人之個人信用風險已屬較高，發卡銀行為此收取較高利率計付之

金額，並無不合理之處，只要在未違反民法第 205 條最高利率年息 20%

限制之情形下，當事人本得基於雙方之債務情況及個人能負擔之風險等



另為適當約定。本文認為，信用卡契約之主要目的，在於使持卡人得持

信用卡消費，作為替代現金之用，且現今發卡銀行基於發展業務牟取高

度利潤之需要，未完善核對申請人信用，持卡人因其債信不良而導致債

臺高築資金無法回收，信貸過程中持卡人未向銀行爭取信貸，反倒是貸

與人即銀行逆向地為獲取利潤而向社會大衆授信且不要求擔保，之後反

以高風險需有高利潤作為分散風險之成本為理由向持卡人收取高利率

利息。民法二零五條之立法背景在於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個別約定，並未

預期其後社會發展出定型化契約條款，大企業以不合理條款與消費者簽

約之情況，故是否得以利率未超過 20%即適法，令人懷疑。 

 

    上開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四年北簡字第三一四一四號判決認為銀行

之定型化循環利率條款無效，值得贊同，但該判決卻逕自酌減為銀行仍

得請求百分之十五，有商榷餘地。蓋定型化循環利率條款經法院認定無

效時，應全部無效，而非部分無效，此時在法卡機構與持卡人間已無約

定利率可言，應適用民法第二零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請求按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法定遲延利息。此外，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五年訴字八四四號判

決意識到循環利息定型化條款及違約金條款違反民法第二零六條巧取

利益禁止原則，進而認為超過一定利率以外之部分，應為無效，是為「定

型化契約條款效力之減縮」
80
。惟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誠信原則而無效

時，不得再由法院依職權減縮其效力至合理範圍並仍據以拘束相對人，

否則將誘使條款使用人於擬定條款內容時，基於「縱使條款不合理，相

對人不一定會請求法院救濟，縱然相對人請求救濟，法院仍將在合理範

圍內承認條款對相對人有拘束力」之心理，恣意擬定對相對人不利之條

款。故法院就上開條款應直接宣告無效，而非適用民法第二五二條，依

                                                 
80 詹森林，前揭文，頁四四。 



職權核減至法院認為合理之數額。 

 

    此外，雖然發卡銀行與持卡人間就持卡人剩餘未償還款項成立消費

借貸契約，而在認為循環信用為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前提下，循環利息可

認為是消費借貸之對價，原則上循環利息不宜過高，否則法院應依職權

宣告無效，前已敘明。惟參酌美國新修正之 Credit Cardholders' Bill of Rights 

Act，本文認為，若以法律強行規定發卡銀行所定之循環信用應為若干，

或是以法律就發卡程序作過多限制，會造成銀行獲利率降低、債信評等

亦會隨之降低，對於公司之成長及對外擴張之整體發展十分不利。其

次，大部分消費者均有按時繳清帳款，而循環信用是為了督促少數揮霍

及不肖消費者清償債務，故大部分消費者是不會用到循環利息的，若一

律強制循環信用或年利率為若干，有違反平等原則之疑慮。故本文認

為，循環信用之數額，屬於市場條件，故應取決於市場供需，為司法自

治及契約自由之範疇，只有在數額過份不合理或顯然違背平等互惠原則

時，司法機關方介入該定型化約款，救濟企業對人民之不法剝削。 

 
 

第四節 其他爭議問題 
 

第一款 使用限制條款及加速條款 

壹、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之規定81 
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二十一條規定：「持卡人 如有下列事由之一

者，貴行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調整循環信

用最低應繳比率或金額或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權利：  

                                                 
81 以下底線為筆者所加。 



1. 持卡人違反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或第四項或第十條第二項

者。  

2. 持卡人故意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

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者。  

3. 持卡人連續二期未繳付最低應繳金額或所繳付款項未達貴行所定最

低應繳金額者。  

4. 持卡人依破產法聲請和解、聲請宣告破產、聲請公司重整、經票據交

換所宣告拒絕往來、停止營業或清理債務者。  

5. 持卡人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法定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者，關於

該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經票據交換所公告拒絕往來者。  

6. 持卡人因刑事而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或沒收主要財產之宣告者。  

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經貴行事先通知或催告後，得降低持卡人

之信用額度、調整循環信用最低應繳比率或金額或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

信用卡之權利：  

1. 持卡人違反第二條第二項，貴行已依原申請時填載資料之聯絡地址、

電話通知而無法取得聯繫，或持卡人職業或職務有所變動足以降低原先

對持卡人信用之估計者。  

2. 持卡人有一期未繳付最低應繳金額或所繳付款項未達貴行所定最低

應繳金額者。  

3. 持卡人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約定超過信用額度使用信用卡交易者。  



4. 持卡人存款不足而退票，或其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法定代理人、代

表人、管理人，而該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存款不足而退票者。  

5. 持卡人遭其他發卡機構暫停用使用信用卡之權利或終止信用卡契約

者。  

6. 持卡人受強制執行或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處分者。  

7. 持卡人因其他債務關係被提起訴訟，或因涉及刑事被偵查或起訴者。  

8. 對貴行（包括總機構及分支機構）其他債務延不償還，或其他債務有

遲延繳納本金或利息者。  

9. 持卡人依約定負有提供擔保之義務而不提供者。  

（註：除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事由外，發卡機構視持卡人信用狀況及

確保債權必要，得與持卡人以個別商議方式加列他種事由，該議定事項

應於契約中以粗體或不同顏色之醒目方式記載之，並明示經通知或無須

通知之不利後果）  

貴行於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事由消滅後，或經貴行同意持卡人釋明相當

理由，或持卡人清償部份款項或提供適當之擔保者，得恢復原核給持卡

人之信用額度、原循環信用最低應繳比率或金額或使用信用卡之權

利。 」 

又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與第二項規定：「持卡人如

有前條第一項各款事由之一或本契約終止者，貴行無須事先通知或催

告，得隨時縮短持卡人延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  



持卡人如有前條第二項各款事由之一或持卡人死亡而其繼承人聲明為

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者，經貴行事先通知或催告後，貴行得隨時縮短持

卡人延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  

（註：除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事由外，發卡機構視持卡人信用狀況及

確保債權必要，得與持卡人以個別商議方式加列他種事由，該議定事項

應於契約中以粗體或不同顏色之醒目方式記載之，並明示經通知或無須

通知之不利後果） 」 

貳、評析 

一、範本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其前段規定為：「發卡銀行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降低持卡人之

信用額度、調整循環信用最低應繳比率或金額或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信

用卡之權利」應違反意思表示到達之強行規定而無效，蓋信用額度與循

環信用為雙當事人契約之內容，若欲變更契約內容，原則上需要契約當

事人合意方可為之，即便認為契約一方當事人有權單方面變更契約內

容，亦應以意思表示為之，範本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發卡銀行可

不須事先通知或催告，違反意思表示到達之強行規定
82
。其次，發卡銀

行以定型化契約條款賦予自己單方面變更契約內容之權利，該條款亦違

反消保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四款之平等互惠原則。 

二、範本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 

其規定為，持卡人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法定代理人、代表人、管

理人者，關於該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經票據交換所公告拒絕往來，發卡銀

                                                 
82 黃立，民法總則，頁 312。 



行可主張使用限制條款及加速條款。本文認為此規定顯然不利於消費

者，違反平等互惠原則（消保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四款）：蓋持卡人

與第三人（法人、非法人團體）為不同權利主體，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喪失債信時，未必其代理人或代表人亦喪失償債能力；不應因法人或非

法人團體債信喪失或有債信喪失之虞，而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或調整

其使用信用卡之權利，否則無異因第三人之行為而懲罰持卡人，故本文

認為此規範有商榷餘地。 

三、範本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 

其規定為，持卡人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約定超過信用額度使用信用卡

交易，發卡銀行可主張使用限制條款及加速條款。而範本第八條第四項

第五款但書規定，超過信用額度部份若經持卡人以現金補足，或經發卡

銀行考量持卡人之信用及往來狀況，特別授權特約商店得接受其使用信

用卡交易者，特約商店仍可接受持卡人為信用卡交易。再者。範本第五

條第二項但書亦提及，若持卡人不符合範本第八條第四款但書之情形，

而作出超過信用額度之消費，其就該超過之消費帳款仍負清償責任。茲

說明下列兩點： 

（一）範本第五條第一項提及，發卡銀行可自行或依持卡人之申請調整

信用額度，惟本文認為，原則上持卡人應不得超過信用額度為消費，且

信用額度之意義在於規範持卡人之消費上限，故發卡銀行審酌持卡人之

債信情況後，方訂定授權額，若超過授權額之部分，消費者仍負清償責

任，則信用額度之規範即失卻其意義。其次，發卡銀行應無片面提高授

權額之權限，信用額度應參考消費者之要求，而非銀行之規定，但若持

卡人欲降低授權額，發卡銀行不得拒絕。 



（二）當持卡人超過信用額度而消費時，發卡銀行若認為有不妥之處，

應可拒絕給予特約商店授權，惟其在持卡人超額消費時仍給予授權碼，

即不應在持卡人超額消費後，以之為理由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或暫停

其使用信用卡之權限，本文認為範本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違反誠信

原則而無效。 

四、範本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六款 

其規定為，持卡人受強制執行或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處分

者，發卡銀行可主張使用限制條款及加速條款。此係針對持卡人本人而

設之規範，與前述之範本同條第一項第五款不同。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

六款適用前提係持卡人受保全處分，惟保全階段之措施不應有污名化之

效果，持卡人在其後的本案訴訟，仍有獲得勝訴判決之可能，故本文認

為，本規範過度保護發卡銀行，顯然不利於消費者，違反消保法施行細

則第十四條第四項之平等互惠原則。 

第二款 抵銷條款 

壹、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之規定 
範本第十九條規定：「持卡人經貴行依第二十二條主張視為全部到期之

權利時，貴行得將持卡人寄存於貴行之各種存款（支票存款除外）及對

貴行之一切債權期前清償，並得將期前清償之款項抵銷持卡人對貴行所

負之債務。 （註；有關支票存款抵銷之約定部份，各銀行得參照財政

部金融局授權，金融人員研究訓練中心發行之「銀行定型化契約之研究 

-授信及催收有關契約」第一五六頁，以適當文字於支票存款約定書中訂

定之）  

貴行預定抵銷之意思表示，自登帳扣抵時即生抵銷之效力。同時貴行發

給持卡人之存摺、存單及其他債權憑證，在抵銷範圍內失其效力。 如



抵銷之金額不足抵償持卡人對貴行所負之全部債務者，依民法第三百二

十一條至第三百二十三條規定抵充之。但貴行指定之順序及方法較民法

第三百二十三條之規定更有利於持卡人者，從其指定。 」 

 

貳、評析 

（一）範本第十九條應僅限於乙種活期存款之情形 

    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

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

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法律

上之期限，有為債務人之利益而定者，有為債權人之利益而定者，有為

雙方當事人之利益而定者。例如無利息之消費借貸（民法第四百七十四

條以下），債務人得隨時償還，蓋債權人並無利息可收入，對於清償期

之拖延並無值得保障之利益，故此期限純為債務人之利益而設。若在無

償寄託，定有返還期限，依同法第五百九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受寄人

非有不得已之理由，不得於期限屆滿前返還寄託物，此時期限利益係純

為債權人之利益而定。反之，在定期限且有利息之消費借貸，債務人固

有利益在清償期前，不須為清償，而債權人因有利息之收入，亦有利益

至清償期始受清償83。而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一項所謂「均屆清償期」

學者認為應指被動債權存在，且被動債權得被履行，亦即債務人可拋棄

期限利益，有權為現在清償84。 

關於乙種活期存款契約，實務多認為屬於消費寄託之法律性質85，

且因其未有返還期限之約定，依民法第六０二條第二項準用同法第四百

七十八條之規定，債務人即銀行可隨時清償。再者，銀行法第七條規定，

                                                 
83 黃立，民法債編總論，元照，二００二年九月，頁六六三、六六四。 
84 黃立，民法債編總論，元照，二００二年九月，頁六九一。 
85 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三年重上更（二）第一二三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二年重上更（一）第二

三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九年重上第四六五號判決。 



活期存款係指存款人憑存摺或依約定方式，隨時提取之存款，故債權人

即存款人可隨時請求清償。故發卡銀行認為持卡人有範本第二十二條喪

失期限利益之情形，就持卡人存放在發卡銀行之乙種活期存款債權，發

卡銀行可拋棄期限利益，與對持卡人之債權互為抵銷，蓋乙種活期存款

銀行有權為隨時清償，存款人亦有權隨時請求清償，符合民法第三百三

十四條抵銷之情狀。 

    其次，若持卡人與發卡機構所為者係定期存款契約，本文認為發卡

銀行不得於清償其前行使抵銷權，無範本第十九條之適用。蓋定期存款

實務上多認為屬於消費寄託之法律性質86，且依民法第六百零二條之規

定，寄託物之返還定有期限者，寄託人原則上不得於期限屆滿前請求返

還寄託物；另一方面，因定期存款均有利息之約定，故存款人與銀行就

定期存款均享有期限利益，銀行不得於清償期屆至前單方面主張抵銷。

惟最高法院五十年台上字第一八五二號判例：「……按抵銷除法定抵銷

之外，尚有約定抵銷，此項抵銷契約之成立及其效力，除法律另有規定

（如民法第四百條以下交互計算之抵銷）外，無須受民法第三百三十四

條所定抵銷要件之限制，即給付種類縱不相同，或主張抵銷之主動債權

已屆清償期，而被抵銷之被動債權雖未屆清償期，惟債務人就其所負擔

之債務有為期前清償之權利者，亦得於期前主張抵銷之。……該定期存

款雖未屆清償期，但曹○○曾對被上訴人出具約定書，其第十二條明

載：『因立約人或其連帶債務人等之行為（包含不作為）致違背或不履

行本契約所載各條項時……貴行認為必要時，貴行有權將立約人寄存在

貴行之各種存款及立約人對貴行之一切債權，不必通知立約人，亦不問

債權債務之期限如何，予以扣抵，抵銷貴行對立約人之債權，此時貴行

出給立約人之存款憑單摺簿等，即行作廢』等語，其為約定被上訴人對

                                                 
86 最高法院九十年台上字第八二九號判決、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台上字第二一七八號判決。 



於曹○○所負擔之八十萬元之定期存款債務，有為期前清償之權利，而

得於期前主張抵銷，甚為明顯。……」該實務見解認為若銀行與存款人

約定銀行有權得為期前清償時，銀行得於清償期屆至前，行使抵銷權；

惟本文認為給付利息為銀行之義務，存款人亦享有期限利益，故此期前

清償之約定，限制了存款人依約享有之利息請求權，銀行不得單方決定

是否繼續履行此一義務。 

 

    最後，應附帶論者為，發卡銀行不得以持卡人存放於發卡機構支票

存款戶中之存款主張抵銷。蓋最高法院七十三年第十次民事庭決議認

為，支票存款契約屬於消費寄託與委任之混和契約，且最高法院八十三

年台上字第一五二號判例亦認為：「……按支票存款戶對銀錢業雖負有

債務，但在存款戶終止其與銀錢業所定之支票存款往來契約前，銀錢業

對該存款戶並無返還存款之義務，即與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得為抵銷之

要件不合，亦不能依預定抵銷之特約，主張與存款抵銷，庶支票之安全

與信用得以確保。……」故若持卡人有範本第二十二條喪失期限利益之

情形，除非發卡銀行先終止其與持卡人之支票存款契約，否則不得依範

本第十九條之規定，以持卡人存放於支票存款戶之存款主張抵銷。 

 

（二）以登帳扣抵方式為抵銷所生之疑義 

    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

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

抵銷之性質為形成權，且乃單方有待接受之意思表示，一經向他方為意

思表示，即生抵銷之效果，非對話之意思表示，以抵銷之意思表示到達

持卡人時發生效力，反之，若係對話之意思表示，以持卡人瞭解時發生

效力。登帳動作僅為銀行之內部作業，不能認為係意思表示，本文認為



範本第十九條違反意思表示到達之強行規定而無效。 

 
第三款 匯率與手續費 

 

若在台灣要使用大陸信用卡,台灣的刷卡機器上必須要有銀聯的標

誌，亦即，如果用單幣種(只有人民幣選項)但刷卡機上面沒有銀聯，即

不得使用人民幣信用卡消費；用雙幣種(也就是有人民幣、美金或歐元、

港幣)，而刷卡機上沒有銀聯，仍可繼續消費，但會轉換成美金(或歐元、

港幣)。但在匯率上就會有所不同，如果是用人民幣，就是人民幣兌台幣

的匯率，相對的，若是使用雙幣種的信用卡，使用的是美金，即是台幣

對美元的匯率，而匯率是由結算那天的匯率為準。使用大陸信用卡到台

灣消費沒有手續費的問題，除非消費者欲從信用卡裡提錢，才會有手續

費87。 

 

    另外，日本銀行發行之 VISA、MASTER信用卡集團，就換算日幣，

係以各貨幣決算系統進行，由縣遞貨幣直接換算成日幣88。又，日本之

信用卡公司不得從事銀行業務，所以貨幣之換算僅在世界共通之 VISA

決算中心進行。DC卡部分，換算日幣之匯率，除以 VISA international

或 MASTER card international處理出售資料之日，各 international適用

之換算匯率外，另在匯率上加計 1.63％，作為處理伴隨海外利用之各種

事務的支出，但其未必為利用日之換算匯率89。UFJ卡使用者則依

MASTER CARD 會員約款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會員於日本以外之其

                                                 
87http://www.mjjq.com/blog/archives/92.html  http://cn.exchange-rates.org/history/CNY/TWD/T 上網

日期：2009/07/01 
88 http://www.dccard.co.jp/card/kaigai.shtml 上網日期：2009/07/01 
891.販賣記錄由利用信用卡購物之商店送至該地之信用卡公司，再轉換為出售資料。 

2.出售資料送至各 international後，將被送至 DC。 
3.由 DC 向顧客請求支付日幣。 

 



他國家的利用金額，以本公司所定方法換算為日幣後支付。最後，使用

三井住友卡之消費者，在國外之利用金額，於各國之 VISA international

或 MASTER card international將資料送達美國之決算中心時，在 VISA 

international或 MASTER card international換算外幣之匯率上，加計 1.63

％，作為處理伴隨海外利用之各種事務的支出，並以加計後之匯率換算

為日幣，惟其非依利用日之換算匯率。 

 

故原則上，在海外刷卡，銀行係以結帳日當天的匯率逕行敲匯換算

台幣，再外加手續費。站在銀行的角度，幫消費者結匯收手續費應為合

理，否則無法說明銀行幫消費者負擔匯差的理由，銀行原則上賺取手續

費，但視匯率變動狀況負擔匯率風險。例如，若消費者海外刷卡當天日

幣匯率 0.3350，結帳當天匯率被銀行敲匯 0.3400 (+1.63%)再外加手續

費，實際被敲匯變成 0.3405+手續費。反之，若消費者刷卡當天日幣匯

率 0.3400，結帳當天匯率變 0.3350+1.63%，可能匯率就變成 0.3355。其

次，銀行通常自行與商家約定付款日期，有可能是銀行墊款或是等消費

者付款再入帳給商家，銀行在處理時，只有收手續費，會作結匯動作的

是商家，商家請多少的款，銀行就照付原幣，再以結帳日當天匯率跟消

費者收帳90。 
 

                                                 

90 彰化銀行信用卡手冊「當您在國外簽帳消費後,該帳款會依特約商店將帳單送往各

信用卡國際組織請款之當日,由各信用卡國際組織訂定之當日國際匯率,並加收 VISA  

MASTER CARD JCB國際組織規定之手續費(1.55%),由當地幣別換算成美金在換算

成新台幣  因市場匯率波動,故特約商店請款當日匯率與您簽帳消費當日之匯率可

能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