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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again 何謂票據抗辯之限制？票據法何以對於票據抗辯加以限制？票據抗辯事由

是否均受限制？票據法如何限制票據抗辯？哪些情形不受票據抗辯之限

制？� 【83政大】

解題要點：

1票據抗辯之限制乃指票據法第13條本文規定，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

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2最主要的意旨在於助長票

據流通；3票據抗辯事由非均受限制，蓋票據抗辯事由包括物的抗辯與人的抗

辯，票據法第13條本文所涉及乃人的抗辯中之原因抗辯部分；4票據債務人不得

以其與發票人之事由對抗執票人；票據債務人不得以其與執票人之前手所存之事

由對抗執票人；5票據法第13條但書惡意抗辯與第14條第2項對價抗辯。

甲簽發一紙本票與受款人乙，乙因支付買賣價金而將該紙本票背書讓予

丙，嗣後丙未依約定交付買賣標的物，乙即解除與丙間之買賣契約。試

問：當丙向甲行使票據權利時，甲得否援引乙解除買賣契約之抗辯事由對

抗丙？ 【95輔大】

A向B銀行辦理貸款並約定，A應將持有之融資客票1
（C為發票人）以讓與

擔保方式依背書轉讓予B銀行，俟票據提示屆至時，由銀行以執票
人身分領取票款，抵償債務；不料票款屆期因A遭法院裁定假處分（禁止
提示）而不獲兌現，試附理由敘明：

1 B應如何對票據債務人主張票據法上之權利？
2 題示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規定可能提出之抗辯為何？� 【92東吳】

1 即融通票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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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具理由說明，在下列案例中之法律紛爭如何解決？

1 甲簽發乙張記載「免作拒絕證書」，發票日為93年1月29日之500
 萬元支票予乙，乙於次年1月28日提示付款時，被付款人以甲存款不足
為由拒絕付款。乙旋即於1月31日以提起訴訟方式向甲行使追索權，惟
甲以該支票對其之追索權已消滅時效為由拒絕給付。甲之主張是否有

理？

 【94政大民法組1】

解題要點：

破題步驟：首先為支票；其次執票人向發票人請求，依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後

段規定：「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一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時

效起算日依最高法院見解始日算入為93年1月29日2，消滅時效以94年1月28日為末

日，乙於94年1月31日始向甲起訴請求似罹於時效，惟乙於94年1月28日已向付款

人請求，等同於對發票人甲請求3，故該追索權之時效因而中斷（有兩次請求第一

次被拒絕），乙僅要在中斷後6個月內起訴即可（民法第130條），因此甲不得以

追索權消滅時效為由拒絕給付。

住居台北縣新店市之甲簽發新台幣十萬元之記名支票一紙交付受款人乙，

發票日為九十一年四月一日，支票未載發票地，付款地為台北市，付款人

為X銀行，乙空白背書交付丙，丙空白背書交付丁。試問：
2 如執票人丁於九十二年三月十日向付款人X銀行提示請求付款不獲付
款，付款人X銀行並作成退票理由單，執票人丁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對發票人甲起訴追索票款，發票人甲對丁得否主張時效抗辯？

 【92司法官2】

2 題目中的「免作拒絕證書」是幌子，按照正確步驟解題即可知悉此處乃適用票據法第22條
第1項之規定，起算點為發票日，而不是同條第2項規定以提示日計算，本條法條的記憶十
分重要，務必牢記。

3 本題最大爭點，於題型1-1-17已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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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要點：

本題中給予許多線索，例如發票人之住所地、付款地等，但不要困惑住了，

照著我們的破題步驟：首先為支票；其次執票人向發票人請求，依票據法第22

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支票發票人自發票日起算，一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

滅。」；最後，時效起算日為91年4月1日，時效之末日為92年3月31日，雖丁於92

年8月12日才對甲起訴似罹於時效。惟92年3月10日（在時效期間內）曾對付款人

提示，等於對發票人請求4，丁只要於92年9月10前起訴均可保全時效中斷之效力

（民法第130條）（兩次請求第一次被拒絕），丁於8月12日起訴符合上述說明，

甲不得主張時效抗辯。

甲簽發一紙欠缺發票年月日之支票與乙，乙補充記載後背書讓與丙。問：

丙對甲或乙有無票據權利？� 【83高考法制】

甲簽發一紙欠缺發票年月日之本票與受款人乙，乙擅自補充記載發票年月

日後背書讓與丙。試問丙對甲或乙得否行使票據權利� 【98輔大財法】

某甲向某乙購買車子一輛，並由某甲簽發一張同額之本票給某乙做為價金

之給付，但該本票上並未記載到期日，問某乙就該本票是否仍應為付款之

提示？如應提示，則其提示期間如何計算？如未於期間內提示，則其法律

效果應為何？� 【93民間公證人】

法人為票據行為時，其簽名之方式，我國最高法院之判決迭有不同？究以

何者為妥？試就票據法規定及法理述之。又其與民法規定是否相同？試舉

一例說明之。� 【91台北大】

4 本題最大爭點，於題型 1-1-17 已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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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旺恩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一簽發本票一紙面額新台幣貳拾

萬元，票上記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向「富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購貨一

批。試問「旺恩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本票上應如何簽名？

� 【97台北大前半題】

又甲所持有另一張支票，係Ａ所簽發向Ｂ購貨。Ｂ得票後於票背上簽名並

記載「禁止被背書人甲轉讓」之文句後讓與甲。甲持該票向Ｃ購貨。試問

甲轉讓該票與Ｃ之方式有幾？ 【91司法官中間題】

解題要點：

雖然不知道A簽發給B時，為記名票據或無記名票據，但由題旨可知，B轉讓

給甲時，乃以記名背書之方式，因此就記名背書票據而言，其轉讓方式可依記名

背書或空白背書之方式為之。

甲於民國97年2月1日為支付乙貨款，乃簽發一張未記載受款人姓名、發
票日為民國97年3月1日、付款人為府城商業銀行之遠期支票給乙，且該
支票並未記載禁止背書轉讓之文字。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1 乙於該支票之提示期限屆滿前，如欲將票據上之權利轉讓給丙，以清償

欠丙之債務，則依票據法之規定，其得以何種方式為之？

 【97中正1】

解題要點：

甲所簽發給乙乃無記名支票5，當乙轉讓給丙時，依票據法第30條第1項之規

定：「匯票依背書及交付而轉讓。無記名匯票得僅依交付轉讓之。」因此當無記

5 如筆者所言：「在記載受款人之場合下，讀者應直覺反射到二件事：該票據為記名票據、
受款人須為第一背書人。」反之，未記載時，乃為無記名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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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支票轉讓時，除了得以記名背書或空白背書為之，另得僅以交付為之即可6（票

據法第144條準用第30條）。

試就票據法之規定、最高法院之判決及法理，說明票據發票人之禁止轉讓

及背書人之禁止轉讓，究應記載於票據之正面或背面？倘票據有此禁止轉

讓之記載後，執票人得否將該票據再背書轉讓他人？倘執票人塗銷該票據

禁止轉讓之記載及簽章後，其效果如何？請分別附理由以對。

 【95高考法制】

王某簽發符君承兌之匯票二張交給載明為受款人之甲，並在其中一張載明

禁止背書轉讓。甲將之背書與乙，乙則再背書轉讓與丙。試問：

1 此二匯票在甲背書時，發生何種之轉讓效力？
4 符君拒絕付款，丙依法對發票人王某及乙行使追索權，此二人之責任
如何？ 【84司法官】

甲因買賣關係簽發本票一張，以乙為受款人，乙背書後交還給甲，甲再交

付移轉給丙為支付買賣價金之用。丙背書轉讓給丁，丁背書轉讓給戊。到

期日屆至，戊向甲提示付款遭拒，轉向乙行使追索權，乙表示此為回頭背

書拒絕追索，請問乙之主張是否有理？ 【94東吳】

解題要點：

本題最關鍵的地方在於，受款人乙以空白背書7轉讓給發票人甲後，甲又交付

移轉給丙，此時是否為空白背書，如上所述最高法院77年度第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以票據外觀解釋原則判斷，如果無法判斷時，依票據客觀解釋原則亦無法以其他

6 以通說作答即可。
7 雖題目僅言背書，但只有在空白背書時，甲始得以交付方式轉讓票據，因此由題目反推而
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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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證明其內容，所以認為空白背書與發票人時，不能認為為回頭背書8。惟李欽

賢教授認為最高法院決議之理由有誤，認為應實質判斷為妥。

解決是否為回頭背書後，接下來就是回頭背書之效力，亦已如前述。

甲未在其所有之空白支票一紙上填寫金額及發票日，僅於票上簽名後，交

與業務員乙，囑乙南下高雄購買原料時填用。乙於南下途中，遺失該票為

丙拾得。丙填上金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及發票日為民國九十年七月四日

後，向丁購貨。丁得票後背書轉讓與戊。戊持票於民國九十年七月五日向

付款銀行提示請求付款被拒後，戊於該票背書再轉讓與己。試問己得否對

甲、乙、丙、丁及戊行使追索權？請附理由以對。 【90高考法制】

解題要點：

戊於提示期間內向付款銀行提示付款被拒後，將該紙支票背書轉讓給己，此

背書為期後背書，因此己取得如何之權利取決於戊，戊完成保全行為取得追索權

後，對甲而言，雖甲未完成票據行為，然依票據法第11條第2項或權利外觀理論9甲

仍應對戊負責；對乙、丙而言，其未於票背上簽名，依票據法第5條文義性之規定

不負票據責任；對丁而言，由於丁以背書轉讓與戊，雖發票行為無效，但因事後

被他人補充，此時仍應得依獨立性原則，請求丁負票據責任。綜上己取得對甲、

丁之追索權。

至於己對戊得否行使追索權，由於戊乃期後背書，不負背書之擔保責任，因

此己不得對戊行使追索權。

8 在此筆者透過解釋去瞭解最高法院之意旨。
9 於此讓筆者感到困惑的是，本題中同時欠缺形式要件與交付要件，兩者之處理方式不同，
在李欽賢教授之處理方式均得以法外觀理論處理之，固無問題，惟實務見解於形式要件欠 
缺以票據法第11條第2項處理之，交付要件欠缺乃以票據法第14條善意取得處理之。對此筆
者以為當形式要件未被補充時，亦無法善意取得，因此當形式要件被補充時，應該以票據
法第11條第2項一併處理即可，況按通說見解，戊亦得善意取得該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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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甲所持有另張支票，係丁所簽發面額新台幣捌萬元，經戊背書。甲未於

提示期限內向付款銀行提示，卻背書轉讓與庚。試問庚持上述支票得否分

別向票上簽名人甲、丁、戊追索？請附理由以對。

 【91高考法制後半題】

解題要點：

甲逾提示期限後將該紙支票轉讓給戊，此背書為期後背書，因此戊取得如何

之權利取決於甲，依題旨所示甲未遵期提示，依票據法第132條10之規定：「執票人

不於第一百三十條所定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或不於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

請求作成拒絕證書者，對於發票人以外之前手，喪失追索權」因此甲僅得對發票

人丁行使追索權，不得對戊行使追索權。綜上庚僅得對丁行使追索權。

至於庚對甲得否行使追索權，由於甲乃期後背書，不負背書之擔保責任，因

此庚不得對戊行使追索權。

試說明票據期後背書之效力？
 【94調查局】

甲簽發以華南銀行萬華分行為付款人之支票面額新台幣20萬元，並於支票
正面記載乙為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之劃平行線支票一紙，交付

與乙向乙購貨。旋乙因事需前往中國上海洽商業務，礙難於該票之提示日

期向銀行提示請求付款，乃於該支票背面記載：「票面金額委任受任人丙

提款」字樣並簽名後交付與丙，請其代為提示領款。丙於法定提示期限

內，將該支票存入丙在華南銀行萬華分行之帳戶。華南銀行萬華分行依票

面所載金額，存入丙在華南銀行萬華分行之帳戶，完成付款轉帳。試就票

據法規定及法理回答下列問題：

1 甲於支票正面發票人處簽名，又另於該支票正面記載：「禁止背書轉

讓」字樣，是否須再簽名？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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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華南銀行萬華分行對丙之提示該支票，而為轉帳付款的行為，是否對
該票有支付之效力？

3 倘甲於其所簽發之支票正面記載：「禁止背書轉讓及禁止委任取款背
書」字樣，華南銀行萬華分行得否對丙之提示請求付款，予以拒絕？

 【99年國家考試模擬試題】

解題要點：

就第一小題而言，實務見解認為在票據正面記載禁止背書，該記載如依社會

觀念足認由發票人於發票時為之者，亦發生禁止背書轉讓之效力；學說見解則認

為禁止背書轉讓乃屬於票據發票時，得記載事項之一，若記載於票據正面，則與

其他得記載之事項一樣，為發票人所為發票行為中一部分自無庸於每部分的記載

事項下再加發票人之簽章。然現今實務見解與學說見解漸趨一致（最高法院93年

度台簡上字第15號判決）。

就第二小題而言，多數學者及實務見解認為受款人將票據以委任取款背書方

式委託他人取款，蓋執票人僅授與被背書人收取票款之代理權，並非移轉支票之

所有權，故不生支票上權利移轉之效力。是以，記載發票人禁止背書轉讓之記名

支票，依法固不得轉讓其權利，惟仍得以委任取款背書方式，委託他人代為取

款。

就第三小題而言，對於得否記載禁止委任取款背書，票據法中並無規定，依

票據法第12條之規定認為該記載事項不生票據上之效力，從而受款人縱然違背禁

止委任取款背書之意旨，而背書委任他人取款，付款銀行亦不得拒絕付款。故華

南銀行不得拒絕丙之提示請求付款。

發票人王發向錢君借款，簽發支票乙張，於票據正面記載「憑票祈付錢

XX」等字樣，然後託由證人持往李保家，請其「背書作保」，然後再由
發票人持向錢君借款而交付。試問：李保應負背書或保證責任與否？

 【82司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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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因向某乙借款，開具六個月後為發票日抬頭人為乙之普通劃線支票乙

張交予某乙，作為借款到期還款（提示）之用。某乙於收受支票時，要求

某甲另覓一背書人及一保證人在該支票上分別背書及保證。某甲不諳票據

法，對乙突如其來之請求，未加思索，當場請求在旁之A君及B君分別充
任背書人及保證人，由A君在支票背面為背書之簽名，由B君在支票之正
面書明保證之意旨並為簽名。屆期某甲存款不足，支票遭致退票，某乙乃

起訴請求A君及B君分別履行背書人及保證人之責任。試附具理由答覆下
列各題：

1 A君及B君依據票據法之規定，應否負責？ 【84律師1】

解題要點：

首先A所為之記載目的乃在為甲之債務為保證，所為之背書乃為隱存保證背

書，依通說與實務見解僅發生背書之效力，惟乙為受款人應以其為第一背書人，

然票背上之第一背書人為A，因此背書不連續，依實務見解乙不得向A請求，惟學

說上認為僅乙證明其受讓票據具有實質關係時，亦得主張票據權利；其次，B之保

證之記載不發生任何票據上之效力，蓋支票無保證之規定，且B之記載亦不符合背

書之規定，因此B之記載不發生任何票據法上之效力。

A因向C購貨遂簽發B銀行為付款人之支票乙紙予C，C提示付款，詎料B
銀行職員甲監守自盜，將受款人由C變造為自己獲取款項後逃逸無蹤。
1 C向B請求支付票款。B辯稱票據為提示證券，C無法提示該票。而且，
該票業經B付款，業經付款人付款之票據不得聲請公示催告，C自亦無
法取得除權判決回復執票人地位。故C無權請求B支付票款。請簡單評
論。

2 C向A請求支付貨款。A辯稱該票既未經退票，C自無由行使原因關係之
請求權。請簡單評論。 【97政大財法組】

解題要點：

1 分別就B之抗辯論述如下：

1. B之抗辯「票據為提示證券，C無法提示該票」與實務見解一致，實務見解認

為：「按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以票據之占有為必要，若票據喪失，執票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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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行使票據債權。」惟學說見解認為提示票據之立法目的乃在使付款銀行

有機會為形式審查，故若該B銀行已審查過，C向B請求時，自無在提示之必

要。

2. B之抗辯「該票業經B付款，業經付款人付款之票據不得聲請公示催告，C自

亦無法取得除權判決回復執票人地位」惟B之付款無論依票據法第71條第2項

或是最高法院73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均不具付款之效力。且票據係由

非權利人提示請求付款者，由於提示之人欠缺移轉該票據之權利，故為無權

處分，付款人須為善意始得依民法第801、948條之規定取得該票之所有權，

若為惡意，則為無權占有，真正權利人C得依民法767條前段所有物返還請求

權規定請求返還之，並再據該紙票據請求支付票款。無庸透過公示催告與除

權判決。

2 就A之抗辯論述如下：

 A簽發票據之行為以清償買賣價金係屬於民法第320條之新債清償，然B之付款

既未使票據債務消滅，因此舊債務即原因關係亦未消滅，C自得行使原因關係

之請求權。

1 A公司因支付貨款，簽發支票乙紙予B公司，B總經理甲將票上金額自
一百萬變造為一千萬元，背書轉讓C公司。設C為發現金額經變造有過
失，但未達重大過失程度，請簡述C能否取得票上權利。

2 事實如前題，付款人D銀行因過失（但未達重大過失程度）未發現金額
經變造，支付C一千萬元，請簡述D對A是否有責任。

 【94政大財法組】

解題要點：

1 依通說與實務見解，民法第553、554條之規定稱經理人者，謂由商號之授權，

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且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商號或其分號，或

其事務之一部，視為其有為管理上之一切必要行為之權。因此甲應有權代理B

公司，其所為之變造行為對B公司亦生效力，且自有將票據背書轉讓與他人之

權限，因此C得因B之背書轉讓取得票據權利，且依票據法第16條之規定B公司

應對變造後文義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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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之錯誤付款是否具有付款之效力，須視付款人D之注意義務為何，有二種見

解：1.抽象輕過失；2.故意或重大過失。另外事實上付款人有無盡其注意義務，

當盡其注意義務後，仍無法發現有偽造之情事，該付款對發票人仍發生效力，

此時發票人A即有損失發生，可對B主張民法第544條不完全給付或民法第184條

之侵權行為。反之，若付款人未盡義務，該項付款應由銀行自行承擔，發票人

並無任何損失。

登記於台北市之甲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長A為整頓公司，在未經董事會
決議下，自行延攬二位業界高手B、C擔任甲公司之總經理與業務經理，
並將B為總經理一事向經濟部辦理登記。甲公司因資金需求，由A代表公
司向同業周轉，於96年12月6日以公司名義簽發支票一張，發票日為97年
3月6日、付款地於台北市、金額壹仟萬元之支票給乙公司。乙公司於97
年1月6日背書轉讓給丙公司，丙公司交付給丁公司，丁公司則於97年3月
22日背書轉讓給戊。請附理由說明下列問題：
1 B、C對外代表公司所為之法律行為，效力如何？
2 戊對甲、乙、丙、丁可否主張票據債權？ 【97東吳】

甲為A公司董事長，卸任前偽刻A印鑑發票予自己，復背書轉讓乙，乙能
否向A主張票上權利。
事實同前題，付款人B銀行因過失未發現印鑑不符對乙付款，B對A是否有
任何責任。 【95政大財法組】

解題要點：

針對第一題部分，甲自行代理A簽發支票與自己，違反公司法第223條，對此

有三種見解，管見採類推適用無權代理之規定，當乙持票向A請求時，A若拒絕承

認時，A之發票行為自始無效，其即得據此對抗執票人乙。

針對第二題部分，B之錯誤付款是否具有付款之效力，須視付款人B之注意義

務為何，有二種見解：1抽象輕過失；2故意或重大過失，可參照題型2-2-2。另外

事實上付款人是否有盡其注意義務，當盡其注意義務後，仍無法發現有偽造之情

事，該付款對發票人仍發生效力，此時發票人A即有損失發生，可對B主張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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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條不完全給付或第184條之侵權行為。反之，若付款人未盡義務，該項付款應

由銀行自行承擔，發票人並無任何損失。

甲、乙分別為A營運公司之董事長及監察人，丙則為B建設公司之董事
長。若甲尚擔任B公司之董事，丁為B公司之唯一監察人，則A公司與B公
司若欲簽訂「投資及工程承攬協議書」，交易金額為一億元，雙方應由何

人代表簽約？又雙方簽約後，若B公司應簽發票面金額2000萬之本票以擔
保A公司之利益，則應由何人代表B公司簽發本票？
 【王志誠，董事自己交易規範之適用要件及範圍，

 台灣法學雜誌第130期】

解題要點：

依公司法第223條之規定其要件可分為主觀要件與行為要件，前者係指交易當

事人為公司及其董事或公司及董事居於他人之代理人，為他人之利益所為之法律

行為；至於後者係指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包括契約行為與單獨行為。依題

旨所示，甲為A公司之董事長及B公司之董事，若甲代表A公司與丙代表B公司訂立

契約，此時將發生董事（甲）居於他人（A）代理人，為他人之利益為法律行為之

情狀，因此丙不得代表B公司，僅得由監察人丁擔任之。而甲非該契約之當事人，

亦非為B公司為法律行為，自不受公司法第223條之拘束，仍得代表A公司該契約行

為。

其次，公司法第223條規定之「其他法律行為」亦包括票據行為，因此當B公

司簽發本票與A公司時，仍應由其監察人丁代理之。

甲偽造乙簽發之一紙本票與丙，丙再背書轉讓丁。試問丁對甲、乙或丙有

無票據權利？ 【84高考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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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無代理權卻代理乙發行匯票一張交予丙，票面金額為新台幣（下同）十

萬元整，並以辛為付款人。其後丙將其持有之該張匯票記名背書轉讓予

丁，並於匯票上為「禁止轉讓之記載」。丁以化學方法塗銷「禁止轉讓」

之記載，並將票面金額變造為二十萬元整後，又將該匯票依記名背書轉讓

予戊，戊再記名背書轉讓予己，己再記名背書轉讓予庚。庚於提示經辛承

兌該票後，將戊之簽名塗銷。在此情況下，甲、丙、丁、己之票據責任如

何？試具理由說明之。 【88司法官】

解題要點：

1. 就甲而言，甲為無權代理人，依票據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負票據上責任，此時

其須負發票責任10萬元整。

2. 就丙而言，丙記載禁止背書轉讓，依票據法第30條第3項之規定，丙僅對其直接

後手丁負擔保責任，雖該記載為丁所塗銷，惟丁非權利人，依票據法第17條之

規定該塗銷不生效力。

3. 就丁而言，丁變造金額為20萬元，依票據法第16條之規定，丁須就變造後文義

負責。

4. 就己而言，依票據法第38條之規定當執票人故意塗銷背書時，被塗銷背書人及

其後手且於塗銷前所背書者，均免其責任。因此當執票人庚將戊之背書塗銷

時，戊之後手己免負背書之責。

某甲因買賣關係簽發面額新台幣參萬元之支票一張，交付與某乙給付價

款，某乙不慎將該支票遺失。試問某乙應如何謀求救濟？

 【85第二次司法官】

設有住所於台北之「忠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甲簽發該公司名義之

支票一紙，面額新台幣五十萬元，交付於經理乙，南下高雄，作為向「仁

愛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原料之貨款，惟乙於途中遺失該支票。問乙應

採如何救濟方法，以維護其票據權利？ 【81司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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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要點：

基本上票據喪失之救濟程序如前所述，而本案最大的爭議點，在於發票人是

否為票據法第18、19條所稱之票據權利人，實務見解均認為可分為：1.未轉讓他人

前：發票人同時兼具票據權利人與票據債務人兩種身分；2.轉讓他人後：除該票據

經回頭背書而由發票人持有外，已純為票據債務人。因此本案中發票人尚未交付

該支票與他人，仍為票據權利人得為止付通知、公示催告、除權判決以維護其權

利。

支票刑責取消後，債權人為何要求債務人簽發以銀行為擔當付款人之本

票，以取代過去常用之支票？又此二種票據在效力上有何主要不同？

 【85第一次司法官】

某甲自A銀行領用空白本票一本，本票上附記有A銀行服務標章，某甲簽
發一張載明A銀行為擔當付款人，經某乙公司以背書方法保證後，交付某
丙，某丙將該本票存入其往來銀行C之某丙帳戶中，試問：
3 某丙將本票存入C銀行中之自己帳戶之行為，是否為票據行為？
 【76律師】

甲於A銀行並未開設支票存款帳戶，卻簽發一紙以A銀行為付款人之支票
與乙，乙再背書轉讓丙，丙於法定提示期限內向A為付款提示而被退票。
問：丙對甲或乙有無追索權？ 【87調查局】

民法第408條第1項規定：「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
與。其一部已移轉者，得就其未移轉之部分撤銷之。」今甲以贈與之意，

簽發票面金額十萬元之遠期支票交予乙。請問：在票載發票日屆至前，甲

得否撤銷其贈與？換言之，甲若在交付票據之後，向乙表示撤銷贈與、拒

絕履行之意，而乙於票載發票日屆至後遵期提示不獲付款，此時乙得否向

甲請求支付票款？ 【99公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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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發以B銀行為付款人、甲為受款人、該年九月一日為發票日之支票一
張；該支票之金額為新台幣壹百萬元。甲收受該支票後於同年八月五日以

背書轉讓該支票給乙。乙於同年八月十日以背書轉讓該支票給丙。試附理

由回答下列問題之法律效果：

1 丙於該年八月二十日向B銀行提示付款而B銀行拒絕付款。
2 丙於該年九月八日向B銀行提示付款而B銀行拒絕付款。
3 丙於該年九月十五日向B銀行提示付款而B銀行拒絕付款。 【87律師】

解題要點：

1 在問遠期支票可否於票載發票日前提示付款，涉及票據法第128條第2項，B之

拒絕自屬合理。

2 在問提示付款期間如何計算，涉及票據法第130條始日要不要算入之問題，實務

見解認為不用算入，當B拒絕付款後，丙自得依票據法第143條向B行使直接訴

權。

3 依票據法第132條之規定可知此時丙對甲、乙均喪失追索權，僅得對發票人A行

使票據權利。

何謂保付支票？支票經保付後發票人及背書人是否仍須負責？分別說明

之。 【93調查局】【99調查局】

何謂平行線支票？其種類為何？其平行線得否撤銷？請說明之？

 【97中正財法】

解題要點：

本題要注意的是在第三個問題上，對於特別平行線支票可否撤銷，學說上有

爭議。有採否定說11認為，若允許特別平行線之撤銷，則平行線內記載特定金融業

11 陳世榮，票據法實用，頁198；施文森，票據法論，頁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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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再由發票人記載照付現款或同意字樣，則該支票付款人勢將難以判斷應向

何人為付款，故特別平行線支票應無票據法第139條第5項之適用，如有此情形則

應解為付款人得拒絕憑該支票付款。有採肯定說12認為票據法第139條第5項並無限

制僅有普通平行線才可適用，且此撤銷制度既為執票人之利益而設，實無必要限

制特別平行線之撤銷。

12 此乃通說見解，可參照王志誠，票據法，頁 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