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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則 
第一節 票據概念 

一、票據意義： 

目的：票據法之立法目的，乃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並促進票據流通性。 

定義： 

係指發票人所簽發以支付一定之金額為目的，記載法定事項，並簽名於票據

上，約定由自己或委託付款人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有價證券。 

票據法所謂票據，包括匯票、本票及支票等三種。（票據§1） 

性質： 

票據為完全有價證券：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二人以上共同

簽名時，應連帶負責。立法理由，乃票據以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並於票據

上簽名。依本法所作成發行證券為必要，以支付一定之金額為標的，其表彰票

據權利與票據有不可分之關係，故票據權利之行使須為提示票據。 

票據為設權證券：票據上之權利，係因票據之作成與交付而創設，一經創設，

須無條件依票據上之文義負責，故票據權利為創設之權利。 

票據為文義證券：票據法第 5 條規定，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

二人以上共同簽名時，應連帶負責。 

票據為要式證券：票據法第 11 條規定，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

一者，其票據無效。同法第 12 條規定，票據上記載本法所未規定之事項者，

不生票據上之效力。所謂不生票據上之效力，係指記載部分無效，但不影響票

據之效力。 

記載無實益之事項：如票據背書時，在票據上記載見證人。此時，見證人係

本法所不規定之事項，該記載無效。但票據本身背書之效力，不受其影響。 

記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事項，票據本身無效：如違反無條件付款委託之記

載，或者支票委託金融業者以外之付款，該票據本身無效。 

記載不生票據上效力，但具有民法上之效力：如提示未獲付款，應負違約金

之約定。此時，違約金係本法所不規定之事項，該記載無效。但票據本身之

效力，不受其影響。 

 
發票人於本票上記載「票據生效之條件」，該本票效力如何？ 
按本票為發票人簽發一定金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自己無條件支付受

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是本票不得附條件，此觀之票據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本票應記載「無條件擔任支付」自明。如記載條件，即

與本票之本質不符而牴觸法律之規定，為學者所稱之「記載有害事項」，

並使該票據欠缺票據法所規定應記載之「無條件擔任支付」，依票據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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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該票據應屬無效 1。（92 年高院法律座談會第

18 號） 
支票加註連帶保證人之背書，票據效力為何？ 
票據上記載本法所不規定之事項，不生票據上之效力，為票據法第 12 條

所明定，而依同法第 144 條關於保證之規定，既不準用於支票，則此項

於支票上加「連帶保證人」之背書，僅生背書效力 2。（53 台上 1930 判

例） 

票據為無因證券：票據具備法定要件，其票據權利即為成立，票據權利人即得

依票據之持有，並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亦不須主張給付之原因與事實

之義務。 

票據為提示證券：係指票據之執票人，欲行使其票據上之債權時，須於法定期

間內為付款之提示，否則票據債務人無從知悉該項權利的內容，自無須給付，

亦不負遲延責任。 

票據為金錢證券：係指以一定金額之給付為標的物之證券而言。 

票據為繳回證券：係指票據之執票人於收受票據金額時，須將該票據繳回其為

給付之人，俾使票據關係消滅或使其得為向前手再追索。 

偽造之票據，發票人是否負票據上之責任？  
盜用他人印章為發票行為，即屬票據之偽造。被盜用印章者，因非其在

票據上簽名為發票行為，自不負發票人之責任，此項絕對的抗辯事由，

得以對抗一切執票人 3。（51 台上 3309 判例） 
票據背面簽名，發票人是否負其責任？ 
票據為文義證券，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第 5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故凡在票據背面或黏單上簽名，而在形式上合於背

書之規定者，縱令非有背書轉讓之意思而背書，仍應負票據上背書人之

責任 4。（71 台上 4942 判決） 

種類： 

匯票： 

概念：稱匯票者，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付款人於指定之到期日，

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票據§2） 

性質：匯票因具到期日，並委託他人支付，適用保證制度，學理稱為「信用

證券或委託證券」。 

委託證券：係指匯票於到期日委託特定第三人付款之票據。 

信用證券：係指執票人於到期日前，無法請求付款，但仍收受票據，此乃信

                                                           
1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2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8 號，92 年 11 月 26 日。 
2最高法院 53 年台上字第 1930 號，53 年 07 月 10 日。 
3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第 3309 號，51 年 12 月 01 日。 
4最高法院 71 年台上字第 4942 號，7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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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發票人未來之支付能力。 

實務：實務上常見於國內、外信用狀交易，供應商（賣方）所簽發之提示請

款之票據以及郵政匯票。惟金融實務上所使用之信匯或電匯，並不具票據法

所規定之票據格式，自非為票據法上所規定之票據。故消滅時效應適用民法

之規定，無票據法第 22 條之適用。 

匯票之類型： 

銀行匯票：所謂銀行匯票，係指匯款人將款項交付當地銀行，由銀行簽發

給匯款人持往異地辦理轉帳或支領現金之票據。匯款人申請辦理銀行匯

票，應填寫銀行匯票委託書，載明兌付地點、收款人、用途等內容，向簽

發銀行提出申請，如欲在兌付地支取現金，則應在匯款金額欄填寫「現金

若干元正。」銀行匯票一律採記名式，付款期限見票即付者為一個月內，

其餘為到期日後十日內，逾期兌付銀行不予受理。 

商業匯票：商業匯票是由付款人或受款人簽發，由承兌人承兌，並於到期

日向受款人支付款項的票據。商業匯票按其承兌人之不同，可分為商業承

兌匯票和銀行承兌匯票二種： 

商業承兌匯票：由付款人或受款人簽發，付款人承兌的票據。受款人或

執票人於票據到期時，應送交開戶銀行辦理收款；付款人則應於到期前

將票款交存開戶銀行，銀行俟到期日憑票將款項劃轉給受款人或執票

人。 

銀行承兌匯票：由申請人簽發，經銀行審查同意承兌的票據。申請人應

持購銷合同及匯票向開戶銀行申請承兌，承兌銀行按面額千分之一收取

手續費。受款人或執票人於票據到期時，應送交開戶銀行辦理收款；付

款人則應於到期前將票款交存開戶銀行，銀行俟到期日憑票將款項劃轉

給受款或執票人。如欲在兌付地支取現金，則應在匯款金額欄填寫「現

金若干元正。」 

本票： 

概念：稱本票者，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自己無條

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票據§3） 

性質： 

本票因具到期日，約定由自己或指定之擔當付款人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

執票人，並得由保證人保證之，學理上稱「信用保證工具」。 

本票係由發票人自己而為支付票據金額之證券，學理上又稱「自付證券」。

所謂自付證券，係指本票係到期日由自己付款之證券。 

受款人無資格限制。 

類型：本票又可分為商業本票和銀行本票。商業本票是由工商企業或個人簽

發的本票，也稱為一般本票。商業本票可分為即期和遠期的商業本票一般不

具備再貼現條件，特別是中小企業或個人開出的遠期本票，因信用保證不

高，因此很難流通。銀行本票都是即期的。在國際貿易結算中使用的本票大

多是銀行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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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 

概念：稱支票者，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無條

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票據§4Ⅰ） 

 
第三人偽造印鑑章蓋於支票至銀行盜領存款，對於存款戶是否發生清償之效力？ 
甲種活期存款戶簽發支票委託金融機關於見票時，無條件付款與受款人

或執票人者，核其性質為委託付款，應屬委任契約，此觀票據法第 4 條、

第 125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135 條之規定自明。若第三人偽造存款戶在

金融機關留存印鑑之印章蓋於支票，持向金融機關支領款項，金融機關

如未盡其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而致存款戶受有損害，對於存款戶應負

賠償之責。此與乙種活期存款戶與金融機關間之存款契約具有消費寄託

之性質，如存款為第三人所冒領，則受害人為金融機關，而非存款戶，

故存款戶仍得隨時請求返還寄託物之情形有間 5。（87 台上 2424 判決） 

性質： 

支付證劵：支票係屬見票即付（無到期日），並委託金融業者支付票據金

額，而為貨幣流通之工具，學理上稱「支付證券」。 

委託證劵：支票付款人的限制，以金融業者為限。所謂金融業者，係指經

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及漁會。（票據

§4Ⅱ） 

類型： 

記名支票：是出票人在收款人欄中註明「付給某人」，「付給某人或其指定

人」。這種支票轉讓流通時，須由持票人背書，取款時須由收款人在背面

簽字。 

未記名支票：又稱空白支票，抬頭一欄註明「付給來人」。這種支票無須

背書即可轉讓，取款時也無須在背面簽字。 

劃線支票：在支票的票面上劃兩條平行的橫向線條，此種支票的持票人不

能提取現金，只能委托銀行收款入帳。 

保付支票：為了避免出票人開空頭支票，收款人或持票人可以要求付款行

在支票上加蓋「保付」印記，以保證到時一定能得到銀行付款。 

轉帳支票：發票人或持票人在普通支票上傳明「轉帳支付」，以對付款銀

行在支付上加以限制。 

公庫支票或國庫支票：公庫支票或國庫支票依據公庫法或國庫法之規定，雖

有支票之名。但非票據法中有關支票之定義，在實務上視為非支票，僅具有

民法上之指示證劵而已 6。（61 年度第 1 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國§14、
公§15） 

                                                           
5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2424 號，87 年 10 月 22 日。 
6最高法院 61 年度第 1 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61 年 0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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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說明匯票、本票、支票的區別實益？ 

 匯票 本票 支票 

主體 
發票人、付款人 
受款人 

發票人 
受款人 

發票人、付款人 
受款人 

票據 
行為 

發票、背書、保證 
承兌、參加承兌 

發票、背書、保

證 
 

發票、背書 
 

票據 
性質 

信用證券、委託證券
信用證券、自付

證券 
 

支付證券、委託證券 

期限 

發票日、到期日 
種類：定日付款、發票

日後付款、見票即付、

見票後定期付款 

同匯票 
發票日（限於見票即

付，即發票日為付款提

示日） 

付款人 
無資格限制，自然人或

法人均可 

發票人兼付款人

或指定銀行為擔

當付款人 
付款人以金融業者為限 

保證 保證人保證之 保證人保證之 
支票因為支付工具，不

能有保證人之記載 
付款 
規定 

付款人承兌後，應負付

款人責任 
見票（無承兌手

續） 
保付（無承兌手續） 

效果 匯兌工具 信用利用 支付工具 

平行線 無平行線規定 無平行線規定 
可劃平行線二道，以限

制付款人僅能對金融業

者支付票據金額 
擔當 
付款人 

發票人、付款人得指定

擔當付款人 
發票人得指定擔

當付款人 
 

預備 
付款人 

發票人、背書人得指定

預備付款人 
  

複、 
謄本 

複本、謄本 謄本  

電子票據： 

係指以電子方式製成之票據，經由電子簽章取代實際簽名蓋章。惟電子票據之

簽發、提示與付款均依電子方式完成，其功能與實體票據並無差異，亦為票據

法上之票據。 



第一部分 票據法概論 8 

二、票據之法律關係： 

票據本身所生之法律關係： 

概念：係指基於票據行為所發生之法律上之債權債務關係。即依票據法規定，

享有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關係。換言之，票據持有人為票據權利之取得者，享

有票據法上所規定之權利；而於票據上簽名者，則負擔票據法上所規定之義務。 

例如：發票、背書、承兌、參加承兌和保證所產生之權利及義務關係，即票據

付款請求權及其追索權。 

權利： 

對於票據主債務人之付款請求權： 

付款人於承兌（匯票付款人對於發票人之付款委託表示承諾，願照票據文

義付款，所為之票據附屬行為）後，應負付款之責。（票據§52Ⅰ） 

本票發票人所負責任，與匯票承兌人同。（票據§121） 

付款人於支票上記載照付或保付或其他同義字樣並簽名後，其付款責任，

與匯票承兌人同（如參加承兌人及本票、支票發票人等）。（票據§138Ⅰ） 

對於保證人之權利：保證人與被保證人負同一責任。（票據§61Ⅰ） 

對於保證人清償債務後，對被保證人及其前手之追索權：保證人向債權人為

清償後，承受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票據§64） 

對於參加承兌人及預備付款人之付款請求權：所謂參加承兌人，包括預備付

款人（法定參加承兌人）及票據債務人（第一債務人或第二債務人）以外之

第三人（意定參加承兌人，但須經執票人同意）而言。（票據§79Ⅰ） 

參加付款人、對於承兌人、被參加付款人及其前手，取得執票人之權利。所

謂參加付款人，係指付款人或擔當付款人以外之第三人（預備付款人），於

票據被拒絕承兌或拒絕付款時，為特定票據債務人之利益，向執票人為付

款，以阻止追索權之行使。（票據§84Ⅰ） 

對於背書人及其前手之追索權。 

匯票到期不獲付款時，執票人於行使或保全匯票上權利之行為後，對於背

書人、發票人及匯票上其他債務人，得行使追索權。（票據§85Ⅰ） 

發票人、承兌人、背書人及其他票據債務人，對於執票人連帶負責。（票

據§96Ⅰ） 

執票人為發票人時，對其前手無追索權。執票人為背書人時，對該背書之

後手無追索權。（票據§99） 

非票據之法律關係： 

概念：與票據有關之法律關係，分為票據法上之非票據關係與非票據法上之非

票據關係，分析如下。 

票據法上之非票據關係：係指票據法上之權利。換言之，與票據行為相牽連，

而法律上不認為係票據行為所發生之法律關係而言。 

對於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票據之人，真正權利人有票據返還請求權。如竊

盜、拾得人未完成法定程序。（票據§14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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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人付款後對於執票人之交出票據請求權： 

付款人付款時，得要求執票人記載收訖字樣簽名為證，並交出匯票。付

款人為一部分支付款時，得要求執票人在票上記載所收金額，並另給收

據。（票據§74） 

本票準用匯票之規定（準用第 2 章第 7 節關於付款之規定）。（票據§124） 

支票準用匯票之規定（準用第 2 章第 7 節關於付款之規定）。（票據§144） 

支票執票人對於支票付款人之直接請求權。（票據§143） 

例如：甲、乙間有債權債務關係（乙欠甲 100 萬元），而丙與乙間另有債

之關係（丙欠乙 100 萬元），基於債權相對性原則，甲不得向丙請求返還

債務。如法律明文規定，甲得向丙請求，係甲以自己獨立地位直接向丙請

求，則為法定直接訴權。此與，代位權有所不同，代位權乃以乙的地位向

丙請求。 

匯票之受款人，得自負擔其費用，請求發票人發行複本。（票據§114Ⅰ） 

匯票上有前項記載者，執票人得請求接收人交還其所接收之複本。（票據

§117Ⅱ） 

匯票上有前項記載者，執票人得請求接收人交還原本。（票據§119Ⅱ） 

票據上之債權，因時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執票人對於發票人或承兌

人，於其所受利益之限度，得請求償還。（票據§22Ⅳ） 

例如：甲向乙購買貨物，簽發本票一紙予乙，面額新台幣 10 萬元。乙背

書轉讓予丙，丙出國唸書，經過 5 年始回國。丙向甲、乙請求付款提示，

依票據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本票自到期日起算 3 年不行使而消滅。故

丙不得向甲、乙行使票據上之權利。同法第 4 項規定，丙僅得向甲發票人

請求利益（所謂利益，係指票據債務人於原因關係或資金關係上所受之對

價而言。）返還請求權，以發票人所受利益為限，但不得向乙行使票據上

權利。 

 
付款請求權與追索權之區別？ 
 付款請求權 追索權 
意義 係指執票人第一次且絕對地

向第一債務人請求票面金額

之權利。因係絕對之責任，縱

令執票人不於提示期間內為

付款之提示，或不於法定期間

內作成拒絕證書時，該第一債

務人仍不能免其責任。 

係指執票人得依票據關係向票據

債務人請求票據款項之權利。換言

之，執票人於票據到期不獲付款或

有不獲付款之可能時（如匯票不獲

承兌或無從承兌），執票人於行使

或保全匯票上之權利後，對於背書

人及匯票上之其他債務人所得行

使之權利。 
行使主體 執票人 執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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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對象 第一債務人（主債務人）分

為：匯票為經付款人承兌後之

承兌人及其保證人（§52Ⅰ）。
本票： 
發票人及其保證人。（§§121、
124） 
支票： 
發票人及其保付支票之付款

人。（§138Ⅰ） 

第二債務人（償還義務人）：即執

票人未於法定期間內行使或保權

票據上之權利時，對於第二債務人

即喪失追索權。（§§104、124、131、
132） 
匯票：發票人、背書人、參加承兌

人及其保證人（§§29Ⅰ、39、57、
61）。 
本票：背書人及其保證人（§124）。 
支票：發票人、背書人。（§§126、
144） 

責任 絕對義務 相對義務 
喪失（保

全程序） 
執票人縱未於法定期間內提

示或作成拒絕證書，仍不喪失

其權利，債務人仍須負責 

執票人若未於法定期間為保全手

續，對於第二債務人即喪失追索權 

請求金額 
限於票面金額 

大於票面金額（再追索權之金額，

以所支付之總金額、利息、必要費

用） 
時效 較長（如本票為 3 年）§22 較短§22 

一般法上之非票據關係：係指不適用票據法之規定，而應依民法之規定，此

關係又分為如下所示。 

原因關係：係指發票人簽發票據與受款人，背書人背書轉讓票據予被背書

人，其間必有原因。換言之，當事人為票據行為時，乃基於民法上之法律

關係而來，基於對價關係所授與票據而言。如買賣、消費借貸、契約、租

賃等。 

例如：發票人為了買賣貨物而簽發票據與受款人時，則買賣契約，係屬票

據原因（此為有對價之原因關係）。若票據上請求權已罹於時效而消滅，

仍得依民法上關係請求之。 
例如：背書人因贈與將票據讓與被背書人，則贈與契約，係屬票據原因（此

為無對價之原因關係）。如贈與、寄託、委任取款等。 

資金關係：係指匯票或支票之付款人與發票人間所存在的法律關係而言。

即付款人所以願意付款，須與發票人間有一種法律關係，此法律關係稱為

「資金關係」。另本票之票據金額係發票人自己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

票人，因欠缺委託付款之事實，故無資金之關係。惟本票有擔當付款人之

記載，其間必有供給資金之關係，稱為「準資金關係」。 

例如：匯票付款人對於發票人曾負有債務（或者發票人曾向付款人供給資

金，付款人對於發票人負債等），或支票發票人與付款人（金融業）間有

支票存款或有信用契約（金融實務所稱透支契約或活期透支契約）。 

票據預約：係指當事人授受票據時，必先就票據之種類、金額、到期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