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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之課題為探討消費者信用交易中，買方
因商品未交付或有瑕疵時，是否亦得以之對授信人
為抗辯之主張並拒絕支付應繳款項，且如買賣契約
無效或被撤銷，買方是否得向授信人請求返還價
金。
    經由比較研究得知，基於賣方與授信人之一體
性，在一定前提下，各國立法例及實務皆肯定買方
之抗辯與請求。其理論基礎與方向足資為我國立法
之借鏡。
關鍵詞：消費者信用、抗辯、免責條款、一體性、

緊密關係理論、價金之返還
Abstract
    This research deals with following issues within
sales by consumer credit: whenever the goods has not
been delivered or has been short of merchantability,
if buyer could assert defence against creditor and
refuse to pay the price ; also whenever the sale
contract has been rescinded , if buyer could request
refund from creditor .
    By comparative research, it has been found  that
because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ler and
creditor , buyer’s claims and defence against creditor
is admitted under certain requirements in most
countries. Thes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solutions are helpful in legislation for consumer
credit.
Keywords: consumer credit , defence , disclaimer ,

unity , close connectedness doctrine ,
refund

二、緣由與目的
由第三人授與交易當事人一方經濟上信用，

被授與人利用該信用購入各種商品或勞務之提供
已成為現代社會重要之交易手段，且其方式亦呈現
多樣化之狀態。其中最廣為一般消費者所利用者為
以提示信用授與人所發行之信用卡一次或分期地
購入商品或勞務之提供，並由信用授與人先行對加
盟店支付價金，再由持卡人於被指定之期限內一次
或分次地支付該價金與發卡人。

而就發卡人、加盟店與會員消費者三當事人
間之法律關係而言，一般認其係由消費者與業者間
之買賣或勞務提供契約、消費者與發卡人間之信用

授與契約、發卡人與加盟店業者間之契約構成。在
此前提下，商品或勞務之提供主體與授信主體間之
立場既無互相交換之可能性、亦無主從關係，因此
就商品或勞務之提供原應僅屬業者與消費者間之
契約上的問題。但因於第三人授信而締結消費者信
用契約之情形，係由複數當事人就一交易行為發生
關係，其間之債權債務關係亦必然地多樣化與複雜
化。尤其是於消費者基於買賣或勞務提供契約所生
問題對業者得提出抗辯之情形，其是否亦得對受信
人主張抗辯易生爭議。具體而言，如業者於締約後
未給付標的物或勞務、或其給付為有瑕疵者，則消
費者是否一方面仍須對受信人支付價金，他方面追
究業者之債務不履行或瑕疵擔保責任；又如原締結
之買賣或勞務提供契約不成立、無效或被撤銷之
時，消費者是否仍須繼續對受信人支付價金，且不
得請求返還已支付之價金。上述問題在學說上以所
謂之「抗辯之接續」稱之，其在先進各國為探討消
費者信用交易問題時之一重要課題，但在國內則尚
少有關檢討。在我國以信用卡進行交易已蔚為風氣
之情形下，對上述問題提供理論基礎與解決方針有
其必要性，本研究即參考外國（日、德、美）之發
展狀況，嘗試檢討抗辯之接續一問題的本質，及其
適用之範圍。

三、結果與討論
（一）我國實務上之作法及其問題點
    由於我國並未針對消費者信用制訂單行法
規，因此有關信用卡所生之問題仍只有依民法或相
關特別法及當事人間之約定解決。根據財政部制訂
之「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十一條第一項，原
則上持卡人與特約商間就有關商品或勞務之品
質、數量、金額有所爭議時，應向特約商店尋求解
決，不得以此作為向發卡人拒繳應付帳款之抗辯。
唯有在例外之情形，亦即持卡人於未接獲商品之給
付或數量不符或未獲預訂之勞務時，持卡人應先向
特約商店尋求解決；無法解決時，應於繳款截止日
前檢具發卡人要求之相關證明文件，請求發卡人就
該筆交易依帳款疑義處理程序辦理（「範本」同條
第二項）。而所謂之帳款疑義處理程序，依「範本」
第十三條乃當事人需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檢具理
由及發卡人要求之證明文件通知發卡人、或請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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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人依規定作業程序，向特約商店主張扣款。持卡
人唯有於履行上述程序後始得暫停付款；且就暫停
付款之帳款，如係非可歸責於發卡人之事由而不得
扣款時，持卡人應於受通知後立即付款並繳納原繳
款期限之次日後之利息。在實務上，上述範本之條
款為一般發卡人所沿用而成為合約書之內容。
    由以上之內容可知，就抗辯接續之問題，實務
上採取非常消極之態度。換言之，約款中雖對尚未
受給付之商品或勞務，賦予持卡人得暫停付款之權
利，但持卡人為達此目的，所需踐行之程序受到相
當程度之限制。即以「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之
要件而言，對於原約定商品或勞務之給付期限為後
於繳款日之情形就無法適用。且除特約商店未為給
付以外之情形，「範本」一律排除發卡人之責任，
如此之處理使得持卡人就得進行抗辯之地位與一
般之現金交易無任何差異。尤其是在分期給付之契
約中，如為一對一之契約關係時，消費者仍得以拒
絕支付價金對抗給付有瑕疵之商品或勞務之賣方
或勞務提供人；但在三方關係之情形，因發卡人之
介入，反而使得特約商店未履行其義務時，持卡人
仍被強制地履行其義務。如此之約款是否違反消費
者保護法第十一、十二條對約款之規制的本意，殊
值探討。
（二） 外國法之現況

1.美國法之現況
    以提示信用卡，藉其所表徵之信用購入商品或
接受勞務之提供甚而借用金錢之交易方式起源於
美國，其亦具備目前可稱世界上最完備之消費者信
用法。而就與本研究之課題的部分而言，其現況如
下。
    美國最初有關於抗辯接續之問題出現於簽發
票據之消費者是否得以其得向賣方主張之抗辯對
抗取得該票據之金融機關。針對該問題採取之否定
見解，其後因消費者支付票款後復需以賣方之詐欺
或債務不履行進行訴訟，有違訴訟經濟原則、且如
賣方破產或逃逸亦使訴訟失其意義，故於一九四○
年代後，法院以所謂之緊密關係理論(close
connectedness doctrine)，致力於在可能之範圍
內承認抗辯之接續，並於統一消費者信用法典
（Uniform Consumer Credit Code）中明訂禁止於消
費者交易中使用除支票以外之流通證券，如被使用
即不得否定抗辯之中斷。另外如當事人在買賣契約
中約定債務人不對債權受讓人主張抗辯之放棄抗
辯條款，判例亦與對消費者票據之處理採相同之態
度，統一消費者信用法典與大多數州法亦限制或禁
止該類條款之使用，
    以上對三方當事人信用交易中之抗辯中斷採
取否定見解之態度亦被反映於信用卡交易上。蓋在
發卡人與特約商店處於緊密之關係、且中斷消費者
信用之抗辯被視為不公平的思潮下，並無區分交易
型態而異其結果之當然理由。在 1974 年修訂後之
統一消費者信用法典第 3-403 條第一項中即規定，
發卡人對持卡人因商品或勞務之購買或租賃而生
之持卡人對賣方或出租人所取得之一切的請求或
抗辯，得對發卡人主張。依此，除以金錢之借貸為
目的的信用卡以外，發卡人與賣方或出租人具有關

係、或賣方或出租人在發卡人之許可或承認或取得
單獨販賣權之情形下，以其名義或服從發卡人之指
示而經營發卡人之事業者，發卡人受到持卡人之抗
辯或請求的拘束。同時依該法同條第二項之規定，
發卡人之住所與買賣或租賃之發生場所屬同一州
內、或雙方之場所的距離在 100 英里內者，對於以
信用卡購買超過 50 美元之情形，發卡人受到持卡
人對賣方或出租人所取得之請求或抗辯的拘束。但
持卡人對發卡人為請求或抗辯前，需以誠實之態度
努力與與加盟店解決所發生之問題。另外如聯邦法
之消費者信用保護法、Truth-in-Lending Act 、 Fair
Credit Billing Act、加州、麻州與阿力桑那州等州法
亦都有類似之規定。
    由以上可知美國法在處理信用卡之抗辯接續
的問題上，充分地展示了保護消費者之意圖，但就
金額與地域之限制的要件曾引發許多爭論。針對此
爭論，聯邦之消費者信用保護法第一七○條即規定
在特約商店受發卡人之支配、或其與發卡人共同受
直接或間接之支配、或其取得販賣發卡人之製品或
勞務之販賣權、或其接受持卡人基於發卡人之勸誘
而以該發卡人發行之信用卡提出要約等情形，即使
其未滿足金額與地域之限制，抗辯之接續仍有其適
用。

但如以地域之限制而言，加州之面積遠遠超過
台灣地區，而即以 100 英里之距離而言，其所得面
積亦遠超出台灣地區，因此如僅以面積計算，在台
灣地區之任何角落以信用卡進行交易，應都有適用
抗辯接續之可能性。而在金額方面，如單純地以匯
率計算，絕大部分之信用卡消費亦都在此範圍內。
相較於美國之現況，財政部所頒佈之「範本」不無
過份偏袒業者之嫌。
2.德國法之現況

德國至 1950 年代，對於消費者信用交易，通
常係於受信契約中訂有買方不得對授信人主張其
基於買賣契約所生之抗辯的條款，因第三人介入授
信體系之影響，使得買方需背負由賣方所引起之不
利的結果。法院於當時即已意識到因契約之相對性
所生之抗辯接續之問題，並圖以類推適用分期付款
買賣法(Abzahlungsgesetz)克服該問題。但因該法基
本上係保護買方免於受履行遲延所生之不利效
果，對於介入授信契約關係之賣方的不履行並非其
規制之對象，故針對無法類推適用該法規定之案
例，實務上乃就消費借貸契約與買賣契約同時處於
有機的牽連關係之情形，依據誠信原則將基於買賣
契約所生之不履行的效果貫徹於授信業者，以迴避
因契約之法律上的獨立性所引發之不利於買方之
結果。亦即法院認為「依誠信原則，於契約書中將
經濟上為一體關係之交易分離為買賣契約與消費
借貸契約之情形，貸與人自身不得主張依契約所生
對己有利之效果。蓋將法律上被分離之買方的地位
置於較未分離狀態之不利的地位乃不被允許」。原
係為保護取得融資進行分期付款交易之買方為目
的而形成之本法理，其後持續擴大適用至存在著與
上述利益狀態相同之各種金融性法律行為。而其主
要之適用要件可歸納如下：（1）由經濟觀點觀之，
於關係人之統一的交易過程之理解上，消費借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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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與買賣契約必須互有補完性（客觀要件）、（2）
由受信者之立場來看，授信人與賣方具經濟上之一
體關係（主觀要件）。至於抗辯接續之法律效果，
是否得請求授信人返還已支付之金額亦為議論焦
點。至 1970 年代中期之判決以承認此效果將使受
信者取得較一般買方有利之地位，故持反對見解。
但 80 年代後，判決針對買賣契約違反公序良俗而
無效之情形，認授信人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
益，應依不當得利負返還義務。

承受實務於 60 年代確立之抗辯接續法理，德
國政府乃積極地進行立法作業，但其內容大抵為整
理判例法理，並未提出新的見解，甚至於在 1980
年之德國法曹大會中，大多數之意見傾向支持授信
人之地位，並主張將抗辯接續之要件嚴格限制。會
議之最後決議則為不設推定規定而由受信者就個
別事案證明授信人與賣方之一體性， 且維持判例
已廢棄之補充性原則（即抗辯之接續需於賣方實際
上無支付能力時，受信者始得對授信人主張瑕疵擔
保等抗辯）。如此決議非但較判例之法理退步，更
不及當時英美及 OECD 等積極地確立賣方與授信
人之共同責任的立法動向。

上述立法之遲緩的腳步終於在 1991 年施行消
費者信用法得到完全的解決。依該法第九條，信用
授與被使用於買賣價金之融資，且買賣契約與信用
授與契約在經濟上應認定為一體時，買賣契約構成
與信用授與契約結合之交易，信用授與人於交涉或
締結信用授與契約時，如其利用賣方之協助，即明
顯地構成經濟上之一體性。而消費者依結合之買賣
契約所生之抗辯，於得對賣方主張拒絕自己之給付
的權限內，得拒絕清償信用授與額。但如接受融資
之買賣價格未超過 400 德國馬克，且該抗辯係賣方
與消費者於締結信用授與契約後基於合意而變更
契約者，前述抗辯無適用之餘地。另外，如消費者
之抗辯係因所受給付之物品的瑕疵而生，且該消費
者依契約或法律之規訂請求修補或補完時，該消費
者於修補或補完未成就時，始得拒絕信用授與額之
清償。

依該條之規定可知德國法係以「經濟上之一體
性」的判例法理作為立法基礎，至於原買方應具之
主觀要件則已不復存在。而在判斷是否具有一體性
時，其主要之判斷要素有：（1）賣方與授信人間
是否有繼續性的交易關係、（2）授信人對標的物
是否設定讓與擔保、（3）賣方是否對買方負連帶
債務責任、（4）賣方是否介紹授信人、（5）融資
申請書是否於事前交付與賣方、（6）賣方是否與
買方交涉融資契約之締結、（7）融資之用途是否
限定於支付買賣價金、（8）融資是否直接支付與
賣方、（9）一方之契約是否載有他方契約之內容
等。由此除可充分瞭解其擴張抗辯接續之權利的意
圖外，依同條第四項將前述規定準用於物品之供給
以外之契約類型的規定，更可見已撤離了就交易類
型為不同處理之藩籬。
3.日本法之現況

日本於 70 年代中期信用交易制度開始廣被利
用後，有關抗辯接續之問題開始受到重視。後於一
因商品之瑕疵，買方拒絕對授信人支付價金之事件

中，法院以授信人與賣方之實質上資金供給的繼續
性關係，及買賣契約與代付求償清償契約之密切的
不可分性為由，認定買方對授信人之瑕疵擔保的抗
辯。此判決破除了基於契約之相對性所形成之形式
上的三面契約理論，提供學界檢討該問題之基礎。
但當時之學說多僅為比較法上之研究，而前述判決
亦僅為一例外之處理。因此在交易實務上，大多認
為以三面契約結構之特殊關係，抗辯之接續根本不
成為問題；且為迴避對抗問題而普遍地被使用之抗
辯中斷條款，其效力亦未遭否認。

但在三方當事人間如因商品存有瑕疵或因賣
方破產而未交付商品之情形，何以買方之地位遠劣
於二方當事人之情形，前述之「個別理論」並無法
提供合理根據，因此問題之焦點轉化為在如何之要
件下允許抗辯之接續。而以判決在處理上的理由可
大致區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型為以賣方與授信人
在經濟上的一體性及買賣契約與授信契約之牽連
性，允許買方在瑕疵商品與未受給付時，得以同時
履行抗辯對抗授信人。第二類型則是以誠信原則為
媒介，允許買方拒絕給付價金與授信人。第三類型
則是以買賣契約與授信契約之牽連關係或以授信
人為實質上之賣方為由，並根據誠信原則否定中斷
抗辯特約條款之效力。

但無論何者，抗辯終究只是消極的緩兵之計，
如買方以賣方之債務不履行為由解除契約時，其與
授信契約是否發生連動，且是否得以之請求授信人
返還已支付之價金即成問題。針對此實務上有以買
賣契約與授信契約在「成立上、效力上、履行上立
於完全之牽連關係，故隨著前者消滅後者亦消滅，
且因「買賣契約之解除所生回復原狀，授信人對買
方負有返還已支付價金之義務」。如此擴張抗辯接
續之適用範圍的見解，除上述情形外，亦擴張至買
賣契約及授信契約之無效或不成立之情形。

與實務上呈現多樣化見解的同時，1984 年割賦
販賣法（分期付款買賣法）之修正中，於第三○條
之四就指定商品斡旋分期付款買賣之情形，明訂了
買方對賣方之抗辯亦得對授信業者主張。至此有關
信用交易契約中之抗辯接續的問題得到了立法上
的解決。但因該規定以指定商品為適用對象，則在
其他非指定商品之情形有無適用引發了爭論。而大
多數之見解認為前開規定為無條件允許抗辯之主
張，但在其他情形，基於買賣契約與授信契約之相
互依存關係，抗辯權也應處於有機之牽連狀態，故
也仍有有適用抗辯接續之餘地，只是其效果應限於
拒絕支付與契約遭解除時之返還價金的請求。

然 1990 年最高法院於一判決中將該規定定位
為解決抗辯之接續的創設規定，並為下級審所遵循
後，該規定之適用受到嚴格限制。亦即唯有在事關
斡旋分期付款購入、且其為非商行為之總額在政令
所定金額以上之指定商品的販賣時，始有抗辯接續
規定之適用。對於本判決罔顧在其前敏銳地洞察授
信契約實態而形成之判例法理與學說的成果，學說
大多傾向於將該判決定位為非一提示普遍性法理
之判例，而是為解決特殊事案的特殊個案。亦即本
案係因買方與賣方合意解除買賣契約，故判決之重
點在於認定如此之情形不構成割賦販賣法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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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四的對抗事由，而非創設該條之適用範圍。而
為解決非屬該規定適用對象之情形，學說有主張類
推適用該規定者，亦有主張將其做為契約解釋之問
題並活用民法上之一般條款解決者。但其基準應如
何設定尚未達成共識。
（三） 啟發與檢討

由以上觀察各國就抗辯接續之問題的解決方
法可知，各國於容許消費者為抗辯之情況不盡相
同，而其中之主要的論點為容許抗辯接續之根據、
容許抗辯接續之範圍與立法解決之必要性。
1.接續抗辯之理論基礎

就三方當事人之交易，受信者得以其與賣方間
之法律關係所生之抗辯對抗授信人，前述各國皆已
以立法方式加以解決。但其理論根據卻未必一致。

以美國之統一消費者信用法典而言，其一方面
以「緊密關係理論」容許抗辯之接續，但同時對於
以特約條款排除該權利之效力，則於該法第 5-108
條規定非良心性(unconscionability)之法理，賦予法
院否定契約之全部或一部效力的權限。於本法中導
入此為排除不公平交易以確保市場競爭原理而發
展之歷史悠久的法理，雖僅係確認非良心性法理之
一般性，但卻也同時宣示了美國法欲藉維持競爭秩
序來間接地達到保護消費者之目的。相對地在德國
法及日本法則係以「經濟上之一體性」為直接容許
消費者之抗辯權的理論基礎，但對於排除條款則係
將其與其他之契約為同視，以違反「一般交易約款
規制法(AGBG)或誠信原則處理。

但不論其目的係為透過競爭以保護消費者或
直接賦予消費者權利，授信人與賣方之一體關係已
成為抗辯接續之實質上的根據為一不爭之事實。財
政部之「範本」完全忽視此點，並在根本上否定抗
辯之接續，明顯地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有速重新
檢討之必要。
2.抗辯權接續之範圍

前述各國以明文規定抗辯接續之問題都設有
金額上之限制，因此即使容許消費者之抗辯接續的
權利，仍有可能因金額的限制而無法主張該權利。
但各國對於設下金額限制之理由並不明確，且如以
信用卡進行交易之金額以小額者居多，而其受抗辯
接續之保護的必要性並不亞於其他之信用交易。故
不設金額限制之立法應為一值得考慮之方向。
3.從速立法之必要性

美、德皆以單一之法規規定關於消費者信用所
生之問題，日本學者亦對該國僅針對分期付款買賣
為規定多所批評。以消費者信用進行分期付款買賣
與使用信用卡進行交易固然為現代社會之重要交
易型態，但凡事涉消費者信用之問題，且其為典型
的三方面契約者，則都應服膺於相同之法理，此在
接續抗辯之問題尤然，此所以美、德在法政策上採
取綜合立法之方式。其實際性與妥當性應值為借
鏡。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畫對於國內尚少探討之抗辯接續問
題，參考外國之立法例提出建議，應具拋磚引玉之
效。但由於在文字表達及文章架構上尚須修正，故

完整之說明將於修正完成後投稿於國內之法學刊
物。

又，本報告偏重於立法論之理論基礎與方向，
欠缺以解釋論探討以授信人與賣方之法律關係是
否亦可於現行法下導出抗辯接續之可能性（例如以
債權讓與或委任之構成），同時，本研究亦欠缺對
國內實務上發生之問題為實證調查。此部分之缺失
將於今後進行更深入探討時補足之，期能完成對消
費者信用問題之體系性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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