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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租賃發展歷史淵源流長，隨著租賃功能不斷演變，發展出融資性

租賃，在促進投資、資金融通、產品促銷及資產管理等方面有特殊的

功能貢獻。 

中國大陸自八○年代起，厲行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經濟制度劇變、

經濟快速成長，現已成為全球矚目的經貿發展地區之一。大陸為促進

融資性租賃在發展，自 2004 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指示成立草小組

著手於《融資租賃法》草案之起草，並歷經三次修正意見稿後送全國

人大審議。無獨有偶，同時期台灣也為改變融資租賃公司之營業現

狀，正著手起草融資公司法草案，來放寬融資租賃公司之營業範圍並

開始對其進行某種程度之金融監理，以規範並促進融資租賃公司發

展。 

本論文將從融資租賃交易為出發點，從融資租賃交易之意義、發

展背景及演變、來介紹融資租賃交易，並介紹實務上各種融資租賃交

易類型來說明融資租賃公司在融資租賃交易中資金提供者的角色，以

說明融資租賃的各項功能，並簡介兩岸融資租賃實務發展現況。 

再就融資租賃之各種定義、融資租賃交易之主體及客體、《融資租

賃法》律性質及特殊問題為分析探討。最後就中國大陸目前融資租賃

相關法令沿革法制略作整理說明，就目前《融資租賃法》（草案）為

立法分析，並對此次立法之各次意見稿演變內容、重點提出評析，並

進而比較台灣之融資公司法草案之異同，末提出個人建議。    

 

關鍵詞：融資性租賃、融資租賃交易、融資租賃法、融資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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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n the diversifications of leasing, finance lease 

is developed to facilitate the investment, working capital, product 

promotion and asset management.  

   For leverag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finance lease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PC) was assigned to initiate 

a team to draft the financial leasing law and it has been sent to the NPC 

upon the three times’ amendment to its soliciting opinion drafts. 

Meanwhile, Taiwan Government was initiating the draft of Finance Company 

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inance leasing company’s business condition 

by increasing its business scope and regulating its superintendent to 

certain level for bettering the prospects of finance leasing company.  

The thesis will focus on the study of financial leasing transaction. 

First, it will present the meaning,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evolvement 

of finance lease; moreover, introduce various transaction models of 

finance lease for illustrating the role of a finance leasing company that 

plays in the course of transaction as a funding provider. Furthermore, 

the thesis will talk about all the advantages of finance lease 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s’ financial leasing 

business in practice.In addition, the issues such as all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finance lease, the related parties and the underlying 

assets in the financial leasing transaction, the legal attributes and 

particular subjects on finance lease will be further analyzed and 

discusse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thesis will brief the current legal 

regime of finance lease and its development background in China and 

analyze on legislative aspect the draft of the law on finance lease of 

PRC; and meanwhile, make a commentary of the amendment to soliciting 

opinion drafts on its change of contents and main concerns; therefore, 

make a comparison with the draft of Taiwan’s Finance Company Act.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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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illustrations and analysis, the recommendations on financial 

leasing transaction will be proposed in the end of the thesis. 

 
Key words: Finance lease, financial leasing transaction,    finance lease 

law, finance compan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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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融資性租賃爲金融創新産物，是在依循會計原則下，集融資與融

物於一體，兼有融資、投資、貿易、資産管理等功能之創新金融交易。

中國大陸融資租賃的發展起源於 1978 年改革開放，開始對於各項經

濟活動由計畫性全面限制轉爲逐步開放，市場經濟制度亦開始由漸漸

由計畫經濟轉軌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其後全國人大在 1979 年

首先通過中外合資企業法，賦予外商投資大陸法源，並於 1981 年 4

月，大陸企業與日本東方租賃公司首先合資成立中國東方租賃有限公

司，開始中國大陸融資租賃業務發展，其後 1999 年全國人大所通過

《合同法》其中第十四章「融資租賃合同」，算是大陸初步建立融資

租賃法律規範。 

    大陸融資租賃發展雖已二十多年，但其規模從引進之初至 1998

年時卻近至萎縮停擺1。直到大陸加入 WTO 後有其入世之承諾，才又

開始重視融資租賃業務，並頒布相關規定，如 2001 年外商投資租賃

公司審批管理暫行辦法、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2005 年正式頒布

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及 2007 年修訂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等，

並開始著手起草《融資租賃法》（草案），直至 2008 年底已有三次修

改的徵求意見稿草案。惟，因大陸於 2007 年通過物權法後，部分學

者甚至認爲融資租賃目前已有物權法、擔保法及合同法分則第十四章

規範，無單獨立法之必要，並反對再叠床架屋單獨立法2。此外，中

國大陸自 1981 年至 2000 年係由政府主導發展融資租賃業務，因欠缺

融資租賃發展背景，各租賃公司皆産生鉅額虧損，因其營運資金皆來

自銀行，亦造成銀行鉅額損失，故有部分學者亦反對再發展融資租賃

業務。 

                                                 
1 因 1995 年 7 月 1 日施行商業銀行法，商業銀行陸續自租賃公司撤出股金及亞洲金融風暴，承

租人拖欠租金之雙重影響所致。 
2參照網路文章，融資租賃法是否必需?全國人大專家舌戰 作者：蔣雲翔摘自《21 世紀經濟報道》 
2007 年 06 月 12 日 http://www.chinaleasing.org/doc3/doc28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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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台灣自 1970 年代引進融資租賃發展已三十多年，融資租

賃被定位為金融中介業3，提供銀行擔保放款以外之融資管道，可在

銀行授信額度外再次給予中小企業就所需機器設備價值之融資，並發

展出分期付款買賣及應收帳款收買等中小企業融資方式，對台灣中小

企業發展之資金挹注有相當大的貢獻。因台灣經濟發展係以中小企業

爲主，融資租賃業亦以中小企業融資為主要服務對象，故融資租賃業

務發展亦見接加速台灣經濟發展。惟，目前台灣並無專法規範融資租

賃業務，僅靠法院判決逐步在實務上承認融資租賃有別於民法租賃專

章之規定4，出租人對租賃物擁有絕對之所有權及不負擔租賃物之瑕

疵擔保及修繕義務等融資租賃之特徵。台灣學者亦以融資租賃契約內

容爲討論主體，少有就融資租賃交易本質、定義、市場規範及債權確

保與衡平觀點來進行探討。晚近，臺北市租賃公會曾有建議在動産擔

保交易法增列融資租賃專章規範，但考量因理論基礎及法律體系不一

致，最後仍撤回該提案。 

    本文之研究動機，係因大陸《融資租賃法》正著手立法，但是否

立法及立什麽法，大陸學者在立法會議上即爭論不休，這是相當少有

的現象。原因其實在對融資租賃『本質』即産生模糊概念，很多人對

融資租賃地定義僅來自合同法第 237 條：「融資租賃合同是出租人根

據承租人對出賣人、租賃物的選擇，向出賣人購買租賃物，提供給承

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之規定。但這樣的定義其實但這樣的定義其實但這樣的定義其實但這樣的定義其實並並並並不不不不

嚴謹嚴謹嚴謹嚴謹，，，，一般人或法律工作者不僅無法從文義上瞭解其法律定義與一般一般人或法律工作者不僅無法從文義上瞭解其法律定義與一般一般人或法律工作者不僅無法從文義上瞭解其法律定義與一般一般人或法律工作者不僅無法從文義上瞭解其法律定義與一般

租賃實質之差租賃實質之差租賃實質之差租賃實質之差異異異異，，，，且會計實務上亦非以且會計實務上亦非以且會計實務上亦非以且會計實務上亦非以「「「「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出賣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出賣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出賣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出賣

人人人人、、、、租賃物的選擇租賃物的選擇租賃物的選擇租賃物的選擇」，」，」，」，判斷該交易爲融資性租賃與否之根據判斷該交易爲融資性租賃與否之根據判斷該交易爲融資性租賃與否之根據判斷該交易爲融資性租賃與否之根據。。。。融資租

                                                 
3 依台灣行政院主計處 2006 年 5 月公佈最新行業分類，金融租賃屬金融中介業。 
4 參照台灣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482 號判決要旨：『所謂融資性租賃企業，並非直接以金錢貸

與需求資金者之企業，而係出資購買租賃物，取得租賃物所有權後，再出租予需用租賃物者之企

業。此種交易型態，並未違背法令，且無悖於公序良俗，對我國工商界經濟活動，非無助益。而

此融資性租賃行為，其目的固係為承租人取得融資，而消費借貸行為亦同可取得融資，然二者之

法律行為迥然不同，依融資性租賃行為之特徵，宜解為類似租賃之無名契約，蓋其亦有關於租賃

物之利益、危險之分擔問題，與金錢消費借貸並不相同。』 
 



 3 

賃交易為何？為何要對融資租賃設立專法規範？《融資租賃法》要統

整那些規範？本文期待藉由《融資租賃法》（草案）三次徵求意見稿

為文分析，並以融資租賃交易為中心、探討包括融資租賃定義、其在

資本市場需求成因角色、進一步分析融資租賃交易應規範範圍，希望

能對中國大陸《融資租賃法》之立法規範為部分釐清及評析。 

同樣的，台灣融資租賃發展已超過三十年，為規範融資租賃公司

及其營業項目（包括融資租賃交易），台灣亦有《融資公司法》（草案）

之制定，雖二者立法背景及立法內容並非完全相同，但彼此仍有互相

參考價值，期待藉由本文分析，能對二岸立法各自提供分析建議。 

    本研究欲達成之目的，係藉此研究分析探討中國大陸就融資租賃

所散見各法令之規定及《融資租賃法》（草案）爲概念及規定之統整；

並就中國大陸近幾年欲協助並增加中小企業融資管道所爲各項努

力，本文建議應先完善融資租賃市場規範，讓融資租賃公司以其對租

賃設備價值評估及處分之專業，將銀行對中小企業融資授信風險一部

分移轉予租賃公司去承擔風險爲宜，並兼以台灣融資租賃發展實務經

驗及法院判決等實務觀點提出分析建議，期盼能對於當前大陸融資租

賃立法所面臨障礙提出淺見，進而提供台灣就規範融資租賃公司之

《融資公司法》（草案）提出建議與參考。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一項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主題係中國大陸《融資租賃法》（草案）立法之研究，

並以融資租賃交易爲研究核心，就大陸現行散見於各法令之融資租賃

規定、《融資租賃法》草案、及大陸採用之國際會計準則等加以研究

分析。 

    首先以中國大陸融資租賃法制演變開啓本文探討之門，對《融資

租賃法》與經濟關係加以分析，並以其與融資租賃交易相關之法律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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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方向，對於歐、美等主要國家及其他先進國家相關立法加以比

較，針對《融資租賃法》（草案）的基本原則、原理、規範目的的建

構、列舉相關典型案例研究及大陸法調查爲文探討，最後以 2006 年

11 月之《融資租賃法》（草案）三次徵求意見稿立法規範內容為議

題，並進一步以融資租賃交易為中心加以深入分析討論。 

    其次藉由整理專家學者之論著及前人發表之研究、期刊論文等資

料來充實前述之內容，並對專家學者之論著、研究成果進行解讀與分

析，以發掘此議題之中心，藉以研究與本議題相關之最新發展，瞭解

中國大陸官方之最新政策，以掌握未來中國大陸對外經貿及兩岸經貿

發展之最新狀況。 

    引用文獻之選擇除中國大陸融資租賃相關論著外，以中國大陸一

手資料及學者論述著作為基礎，並以相關期刊、論文及實務為輔，以

構成本論文之內容。 

本文之研究先就中國大陸《融資租賃法》制發展歷程加以探討，

並就現行《融資租賃法》（草案）三次徵求意見稿為分析。惟，本文

研究中心將以大陸特殊經濟體制下所生融資租賃交易之本質、定義爲

研究核心。    

第二項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首先採取「文獻分析法」，又稱「內容分析法」或「資

訊分析法」，從搜集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國內、外書籍、期刊、論文、

研究報告、兩岸政府法令、出版品等書面資料及網際網路之資訊、民

間機構與官方網站之電子資料，加以分析、比較、整理，並進行研究

與探討。 

    其次以「歷史分析法」從法制史之角度觀察中國大陸《融資租賃

法》制定沿革及運作模式及法律制度的歷史演進。並透過「比較研究

法」分析主要國家及台灣之《融資租賃法》令規定對中國大陸融資租

賃規範可能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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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以「問題提出法」針對本文各章節所涉及之主題，參酌各國學

理及台灣經驗，並配合現行法令結構，提出理論與實務上可能面臨問

題，並嘗試尋求解決方法。 

    最後，將中國大陸現行與《融資租賃法》相關法令規章加以規範

分析，透過『規範分析法』理解法律理論性與實用性，最後以「綜合

歸納法」加以彙整、歸納、分析、整理，導引出目前中國大陸《融資

租賃法》規範內容之差異及因應之道，以達本文之研究目的。 

    

第三節 預期結果 

    希望藉本文有別以往專以融資租賃合同探討爲中心之研究，能達

到對重新對融資租賃爲法律上之定義，並能以規範融資租賃交易市場

之角度，分析探討融資租賃交易應爲之各項法律規定，進一步調整融

資租賃交易中三方當事人之權利義務，以完善融資租賃交易之投資環

境，讓中小企業能有銀行以外之籌資管道，增進中小企業對經濟發展

貢獻，更期待立法修改意見能提供中國大陸及台灣融資租賃立法之參

考，以促進兩岸之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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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融資租賃概論 

第一節 融資性租賃的意義 

第一項 概念 

                融資租賃是指一種創新金融交易方式，係由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

特定租賃物的請求並限定規格數量等條件，由出租人與第三人(機器

供應商)訂立一項買賣合同，根據此買賣合同，出租人按照承租人指

定條件向機器供應商購買機器設備，在買賣合同中約定由供應商交付

機器予出租人；並且，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一項融資租賃合同，約定

在不得提前終約之前提下，以承租人支付租金爲條件，授予承租人使

用租賃物的權利，並於租期屆滿後，由承租人以低於該租賃物之公平

市價購回租賃物或約定無條件移轉租賃物所有權或另行訂立租約或

結束雙方租賃或其他法律關係。與融資租賃概念相對的是傳統租賃

（會計上稱經營性租賃或營業性租賃），它是指出租人根據市場需要

而購進通用設備，通過不斷出租給不同用戶使用而逐步收回租賃投資

並獲得相應利潤的一種租賃形式，即我們通常所稱的傳統租賃。 

    融資租賃交易有其複雜性，也因它是從傳統租賃演變創新而來，

但與傳統之租賃方式大異其趣，性質與效果亦與傳統租賃大有不同，

並非原有租賃法理所能完全包涵，縱在已有《融資租賃法》律之國家，

亦尚有爭論不休之問題。再加上融資租賃並非一純法律名詞，實為多

年來租賃制度加以變化而生之經濟上及會計上用語，其係側重於資産

之使用收益占有價值之新興事業。因涉及之法律、稅務及會計上之問

題甚多，故尚未有統一確定之定義。 

第二項 融資租賃之定義種類 

有很多學者或法院見解曾嘗試對其定義，如台灣學者5認為「融

資租賃交易，係由租賃公司提供金融與承租人，使供給商立即領受標

的物之買賣價金，同時承租人於租賃期間，將物品之價金加上若干合

                                                 
5 曾隆興，現代非典型契約論，自版，1994 年 1 月修訂六版，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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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金額之總額，以分期付款方式給付租賃公司，而使用收益標的物之

交易」。有學者認為：「簡明之定義：融資性租賃者，乃資産所有者 依

契約在一定之期間，給與特定人資産之使用及占有權利之謂。法理上

之定義：融資性租賃者，乃出租人對於特定之承租人，以在一定期間，

有償使用特定資産爲目的之特種租賃契約6」。「融資性租賃，係指需

用機器、設備之企業，在機器、設備供給者（製造者或經銷商）之處，

看中機器、設備，不願以購買方式籌措資金或苦無資金而又無法從銀

行等金融機構獲得融資購買，乃申請租賃公司出資向機器設備供給者

買下該機器，再由租賃公司出租於該需要機器之企業，而由該承租之

企業按期給付租金，以令租賃公司收回購買標的物之本金、利息、利

潤及其他費用之經濟活動7」。 

台灣因無法律明文對融資租賃有定義，係透過法院判決來定義融

資租賃。如最高法院 74 年臺上字第 1494 號判決：『……根據財政部

於 69 年 9月 30 日頒布之「金融機構對租賃公司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

授信要點」第二條之規定曰：「融資性租賃者，係指租賃公司應承租

人之要求，購入租賃標的物，以融資方式出租予承租人使用者而言。」』

臺北地方法院 93 年重訴字第 535 號民事判決：「按所謂融資性租賃

者，乃指租賃公司應承租人之要求購入租賃標的物，以融資方式出租

予承租人使用者而言，而融資性租賃契約，雖無法依固有法律之規定

加以規範，惟依其主要特徵，宜解爲類似於租賃之無名契約，於其性

質與固有租賃相同者，適用民法有關之租賃規定」。 

第二項 大陸對融資租賃的定義亦在散佈在法律法規中，如： 

1.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融資租賃的定義：融資租賃合同是出租人根

據承租人對出賣人、租賃物的選擇，向出賣人購買租賃物，提供

給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6 吳啟賓，租賃法論，吳青蓉出版，1991 年 8 月初版，頁 258. 
7 呂榮海，融資性租賃契約第一冊，融資租賃雜誌社編輯，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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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陸的企業會計準則8 ，融資租賃是指實質上轉移了與資産所有權

有關的全部風險和報酬的租賃。所有權最終可能轉移，也可能不轉

移。滿足以下一項或數項標準的租賃，應當認定爲融資租賃：（1）

在租賃期滿時，租賃資産的所有權轉移給承租人。（2）承租人有購

買租賃資産的選擇權，所訂立的購買價預計將遠低於行使選擇權時

租賃資産的公允價值，因而在租賃開時日就可以合理確定承租人將

會行使這種選擇權。（3）即使資産的所有權不轉移，但租賃期占租

賃資産使用壽命的大部分。（4）承租人在租賃開始日的最低租賃付

款額現值，幾乎相當於租賃開始日租賃資產公允價值；出租人在租

賃開始日的最低租賃收款額現值，幾乎相當於租賃開始日租賃資産

公允價值。（5）租賃資産性質特殊，如果不做較大修整，只有承租

人才能使用。 

3.《融資租賃法》草案（綱要）初稿9定義：本法所稱融資租賃，是

指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租賃物或者供貨人

的認可或選擇，購買租賃物並將租賃物出租給承租人；承租人占

有、使用租賃物，並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當事人可以約定租賃期

滿時續租、留購、返還租賃物或者將租賃物的所有權轉移給承租

人的交易活動。 

 4.《融資租賃法》草案第二稿定義10：本法所稱融資租賃，是指出租

人根據承租人對租賃物和供貨人的選擇或認可，將其從供貨人處

取得的租賃物按融資租賃合同的約定出租給承租人占有、使用，

向承租人收取租金，最短租賃期限爲一年的交易活動。 

5. 《融資租賃法》草案第三稿定義：本法所稱融資租賃，是指出租

人根據承租人對租賃物和供貨人的選擇，從供貨人處取得租賃物

的所有權，將租賃物出租給承租人，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

                                                 
8 參照大陸 2006 年 2 月新修訂之企業會計準則-租賃第五條及第六條。 
9 參照融資租賃法起草委員會公佈之 2004 年 10 月 29 日之融資租賃法綱要第二條。 
10 參照融資租賃法起草委員會公佈之 2006 年 4 月 23 日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融資租賃法（草案）（二

次徵求意見稿）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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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租賃期間屆滿時承租人可以續租、留購或返還租賃物，首次

租賃期限最短爲一年。 

第三項 結語 

由以上論述可看出，因為融資租賃交易的特殊性與複雜性，融資

租賃之定義亦不斷進行擴充與修正。以大陸爲例，由最早合同法對融

資租賃合同定義，可以發現該定義：「融資租賃合同是出租人根據承

租人對出賣人、租賃物的選擇，向出賣人購買租賃物，提供給承租人

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實無法說明其與一般租賃之差異及充

分表達融資租賃的特殊性，也因大陸對融資租賃之出租人設有資格限

制，及爲規範融資租賃業者，故有學者倡議訂定融資租賃專法，以重

新定義融資租賃、規範融資租賃交易及監管融資租賃業者之專法。 

    

第二節 融資租賃交易之背景及演變 

第一項 租賃的發展歷史 

融資租賃並非憑空生，可說是與租賃歷史發展演變，息息相關。

租賃自古有之，大陸及羅馬古籍早有記載11。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當

人們認識到財富的創造不僅僅依賴於對生産原料的占有，對使用權的

占有和利用同樣可以創造財富時，租賃便成爲人們樂於接受的社會經

濟形式。租賃，從字義上來解釋，“租”係指把物件借給他人而收取

報酬，“賃”系指租用他人物件而支付費用。所以連貫起來說，“租

賃”是指物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間的一種有償的借貸關係，即由資

産所有者（出租人）按契約規定，將租賃物件租給使用者（承租人），

承租人在規定期限內，分期支付租金並享有對租賃物件使用權的一種

經濟行爲。 

租賃源起於古代諸侯領主取得土地後，將土地租與他人耕種，收

取地租爲報酬，租賃在古巴比倫、古東方的腓尼基（Phoenicia）人、

                                                 
11 同前註 6，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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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以及古羅馬等都已經非常的普遍。如古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

典》對租賃物的管理、租金的繳納等事項均作了非常詳細的規定12。

在古希臘，對租賃的規定相當詳細，租賃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有短期

租賃和長期租賃；締約時需要擔保等等；在古羅馬，租賃也像上述的

希臘一樣的普遍了。其後，歐洲中世紀時代的莊園經濟，土地租賃更

為發達。，甚至可說公元 11 世紀之前，租賃最爲基本的表現形式是

土地租賃。地租的支付方式一般有三種形式13：勞役地租、實物地租

和貨幣地租。地租的數額，以分益制爲基礎的短期租賃的租金數額一

般是一半收成歸承租人，另一半收成歸土地所有者；如果是長期租種

價值更高的農作物，則承租人保留收成的九成。此外，租金的收取還

要考慮所有者各自的經濟和生活地位。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以貨幣

支付租金的逐漸增多，到後來幾乎全部是用貨幣支付。 

近代租賃的發展從工業革命開始。在資本主義生産關係發展的

初期，社會各個方面的工業化要求大量的資本，而當時的資本主義剛

剛建立，還沒有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人們經常用租賃別人財産的方

式組織商業行爲。在工業革命時代，唯一昂貴的物資就是廠房和動

力。一些世界知名的企業不僅把租賃作爲企業産品生産的一種手段，

更是把租賃作爲銷售方式。如 1877 年，美國的貝爾電話公司把電話

出租給消費者而不是賣給消費者，以此來保證其在市場上的壟斷地位

14。近代租賃演變有以下特點：獲利的欲望、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

使人們不斷的對商業行爲、商業組織方式進行創新。租賃的對象發生

了重大的轉變，從古代租賃以土地租賃爲主向轉向設備租賃爲主。在

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初期，雖然租賃的總體規模不是很大，但是租賃的

主要對象已經不再是以土地了，主要是以與機器化大工業生産有關的

設備租賃爲主。但近代租賃之租金的支付主要是採取現金支付的方

                                                 
12 王豫川主編，金融租賃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頁 2。 
13 同前註。 
14 史燕平著，融資租賃原理與實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5 年 9 月第一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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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後隨著銀行業的不斷發展，租金的支付出現以票據轉讓、銀行

轉賬等形式來實現租金款項支付的方式。 

第二項 融資租賃的出現及其歷史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次科技革命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家原有工

業部門大批設備相對落後，同時也産生了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爲特點

的耗資巨大的新興工業部門，使得這些國家固定資本投資規模急劇擴

大，設備更新速度空前加快，造成企業一方面急需大量資金購置設

備，另一方面又要承擔因新技術運用設備無形損耗加快的風險，在這

種背景下，以融資爲核心機能的現代融資租賃業應運而生，解決了企

業面臨的上述兩難困境。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迅猛發展，以電

子、通訊、航太等工業爲代表的高新技術産業迅速占有主導地位,企

業設備的技術更新速度空前加快，市場競爭不斷加劇,企業爲了保持

有利的競爭地位,不得不增加投資以加快更新設備,加緊研製新産品,

並不斷把新技術運用到生産中去"大量的資金需求使得企業不得不考

慮除了銀行資金外的其他融資渠道"在這種背景下,融資租賃便成爲

資本投資市場上的一種新的資金來源。融資租賃這種既能融通資金，

又能推銷産品的交易方式恰好適應了開發大陸家的需要，成爲一種

“不蕭條的行業”’。 

美國租賃公司就是順應了當時的歷史背景而迅速崛起的15。1952

年美國人J·H·杰恩費爾曼在舊金山創辦美國租賃公司(現名美國國際

租賃公司)作爲現代租賃誕生的始祖。杰恩費爾曼原本是加州一家食

品工廠的老闆，1952 年他接到大量訂單，但一方面他自己的生産備

不足，無法滿足生産的需求，另一方面又無充足的資金，也無法籌到

所需的資金來購買生産設備。在此形勢下，他打破以往傳統觀念--

先一次性投資，購買設備後再進行生産；反而是以租賃方式先取得機

                                                 
15 程衛東著，國際融資租賃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 年 6 月第一版，頁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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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設備來生產。從消費租購中得到啓示，決定先以租賃設備來盈利，

然後再將所得盈利用以支付租金，最後獲得該承租設備之所有權。這

一成功，引發他創建世界上第一家現代租賃公司16。美國很多公司認

識到了融資租賃的優點，紛紛步杰恩費爾曼後塵，開展融資租賃業

務，美國的融資租賃很快得到了飛快的發展，並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與傳統租賃相比，融資租賃的特殊性體現在其具有融資的性質，

也即融資的成分在融資租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如有的學者認

為，現代融資租賃的出現，同時賦予了傳統租賃和以貨幣爲媒介的信

用融資形式，以全新的內涵從金融角度看，融資媒介實物化，但“融

物”僅僅是形式，“融資”才是本質。因爲，出租人按照承租人的選

擇購買租賃設備，具有墊付資金的基本內涵；而出租人又通過收取租

金的形式，將其給承租人墊付的資金連本帶息地收回，具有了債權融

資的基本特徵。所以，從簡單融資租賃開始，就使這種類型的租賃具

有了金融服務的特性。 

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由於企業設備的技術更新加快，導致對

設備的投資需求急劇上升。而依靠自身條件，傳統的融資方式已無法

滿足日益增長的投資需求。於是，企業不得不在傳統的融資方式之

外，尋找新的融資途徑。而對某些閒置資本來說，由於缺乏有效的資

訊來源，也不敢輕易的確定投資方向。在經濟不斷發展變化的形式

下，繼續尋找新的投資途徑，爲其剩資本尋找出路，於是一種新的融

資方式－－融資租賃便誕生了。融資租賃産生之後，迅速成爲社會經

濟生活中的一種主要的經濟交易形式在美國誕生了許多以融資租賃

爲其主營業務的公司。融資租賃得到了飛速的展，並形成了一定的規

模。各個以經營融資租賃爲主的公司不僅在國內開展此業務，也把融

資租賃的業務拓展到了國外。自 20 世紀 50 年代末期開始，美國始將

其租賃業務向海外推廣，1959 年美國租賃公司在加拿大設立了附屬

                                                 
16 查松著，融資租賃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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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構；1960 年與英國商業信貸公司合資，在英國設立了商業租賃

公司；1961 年資性租賃引入法國；1962 年當時西德成立了第一家租

賃公司；1963 年日本國際租賃公司成立，日本還於 20 世紀 70 年代

將融資租賃引入東南亞。後於 1970 年代初期傳到台灣17，大陸則是在

1981 年成立租賃公司正式將融資租賃業引進18。由於大陸當時正處於

改革開放的初期，整個經濟運行體系還處於計劃經濟時代，而且是一

個金融管制非常嚴的國家，不允許企業之間有借貸關係。但還是允許

融資租賃進入大陸。其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外資、引進先進的設備、技

術和管理，改善大陸的工業落後情况，增加生産出口産品的品質，以

賺取更多的外匯。 

第三項 融資租賃的發展階段 

我們也可以從融資租賃發展的不同階段，來認識融資租賃的發

展狀况。如同其它事物一樣，融資租賃也經歷了初期、發展、成熟

等不同的階段。在不同的階段，融資租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按照

國際租賃專家 Sudir P·Amembal、Steve Gilyeart 的觀點19，世界範

圍內融資租賃的發展可以劃分爲五個階段：融資租賃、靈活的或者

創造性的融資租賃、經營性租賃、創新的租賃以及融資租賃成熟期。

這種劃分基本上概括出了融資租賃的發展道路，在世界各地都得到

了部分的認同。但在大陸有學者則認為，融資租賃業在發展由誕生

到成熟需要六個發展階段20：出租服務（即傳統租賃服務）--簡單金

融租賃服務--創造性金融租賃服務——經營性金融租賃服務--新的

租賃服務産品--最終達到成熟階段。簡單金融租賃服務階段之前的

出租服務階段和傳統的租賃沒有實質的區別，茲融資租賃的發展階

段說明如下： 

1.簡單租賃階段（the Simple Finance Lease）。在該階段，融資租

賃剛剛産生並有所發展。由於這一時期的融資租賃僅僅是在

                                                 
17
 呂榮海，前揭書，頁 2。 

18
 屈延凱，融資租賃立法歷程回顧，2005 年 8 月，轉載自現行租賃網站。 

19 Halladay,Shawn,Sudhir P. Amembal, Equipment Leasing, Institue of America,1995 Inc.轉引註史燕

平前揭註 9，頁 31。 
20
 劉敬東著，國際融資租賃法律問題研究，2001 年中國政法大學博士論文，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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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租賃基礎上的一種超越，在表現爲融資功能目的非常明

顯，仍以最終擁有租賃設備的所有權爲目標。再加上這一時

期沒有成熟的二手設備市場，出租人也不願意在租賃終了之

後仍享有租賃設備的所有權，承租人可按契約優先購買權上

的價款獲得租賃設備的所有權。所以，這一時期信用風險是

該時期最主要的風險。 

2.創新性的融資租賃(The creatitre Finance Lease Phase)。對經

濟利益追逐的需要，使人們不斷的設計出各種各樣的融資租

賃産品，以滿足不同層次客戶即承租人現金流的需求。在這

一時期，出租人提供了許多供承租人選擇的附加服務，並出

現了促銷租賃子公司。出現了諸如杠杆租賃、售後回租、有

殘值選擇權租賃及相應的續租租賃等靈活多樣的租賃類型。

大陸目前處於此一時期。 

3.專業性之營業性租賃階段（The Operating Lease Phase）。專業性

之營業性租賃是融資租賃發展的一個進階階段。租賃業競爭

的結果，使承租人在選擇出租人時擁有更多選擇的權利，融

資租賃的融資功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這也是其不同於傳統

經營性租賃的典型特徵。出租人往往提供的是全方面的服務

如機器維修、並由出租人承擔租賃標的物殘值風險，而且由

於市場競爭的加劇，使得這一時期阻礙出租人進入市場的因

素變得强大。 

4.租賃的新産品階段(the new products phase)。上一階段競爭的結

果，導致行業不斷的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出租人不斷的創

造和開發新的融資租賃服務形式。如將融資性租賃債權證券

化、風險租賃和綜合租賃等。台灣目前已發展至此一階段21。 

5.融資租賃的成熟期。經過上述階段的發展，融資租賃行業本身進入

成熟期。從微觀角度看，效益差的融資租賃企業逐步的退出市

場；效益好的融資租賃公司也在不斷的進行自我完善，以提高

對顧客的服務水平。從宏觀角度看，市場滲透率逐漸穩定，融

                                                 
21 台灣市占率第一之租賃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2007 年 8 月 24 日經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發行第一檔以融資性租賃債權及分期付款買賣債權為標的之金融資產證

券，代表融資租賃產品已趨成熟，獲得主管機關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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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租賃交易量的增長幾乎與經濟的全面增長同步。美國租賃業

已於 1995 年進入了成熟階段22。 

第四項 結語：融資租賃實為金融創新交易之融資方式 

融資租賃具有金融性質，符合現代金融內涵。金融最本質的含

義是指貨幣資金的融通，或稱爲貨幣資金的流通和周轉，主要是

指貨幣資金盈餘者和短缺者之間調劑貨幣資金餘缺。融資租賃符

合現代金融內涵。融資租賃符合現代金融內涵，主要表現爲以下

幾點： 

1.融資租賃作爲一種現代經濟生活的一種交易方式，表現爲一種動

態的資本流動。雖然融資租賃不像銀行業那樣，以經營貨幣爲其

表現形式，但當事人之間的經濟交易也表現爲資本的流動。出賣

人（廠商）通過出賣商品，使商品資本轉化爲貨幣資本；對承租

人通過爲出租人出資購買租賃物，使自己的貨幣資本發生增值；

對於承租人來說，因爲其缺乏必要的資本，從而不得不依靠承租

出租人的資本，實現自己的生産經營活動。整個融資租賃活動都

體現了資本的流動、變化等過程。 

2.融資租賃還表現爲類似銀行的授信關係。融資租賃是依靠標的物

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來實現交易目的的交易方式，實質上也是

在承租人信用基礎上進行的資源配置過程。在市場經濟下，由於

訊息資源的不對稱，各個市場主體所獲取的訊息資源是不對稱

的。而資源配置正是以市場資源稀少爲前提，通過對投入要素進

行組合，使稀缺資源盡可能地保持合理的使用方向和數量比例，

以最大限度減少宏觀經濟浪費，實現整個社會的效益最大化。在

市場經濟條件下，“信用”就是本錢，以信用爲基礎，諸如，賒

購商品、延期付款、匯票結算、預收貨款等商業形式才有存在的

可能。正如有學者所說，融資租賃使承租人獲得了一種新興的信

用，即租賃信用。租賃信用具有信貸投資性質，它是一種有償讓

渡物之使用價值的行爲。租賃物品的使用者不用一次支付全部價

值而可由出租者墊支資金購買，但要求租用人支付的租金中既要

包括租賃物品的磨損價值，還要包括出租者墊支資金應得的利

                                                 
22 劉敬東，前揭書註 20，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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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這種不辦借貸手續的貸款，採用租金的形式收付利息，是一

種金融活動，有著融通資金的作用。從上述的論述可知，融資租

賃具有金融之融通的性質。 

 

第三節、融資性租賃交易的類型 

第一項 直接租賃 

第一款 定義：    

直接租賃是是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出賣人、租賃物的選擇，

向出賣人購買租賃物，提供給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的一種融資租賃方式23。 

第二款 當事人及合同： 

涉及三個當事人：（1）租賃公司，即出租人。（2）有機器設

備租賃需求之企業，即承租人。（3）供貨商，即機器設備之出賣人。 

涉及兩份合同：（1）融租賃合同，由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

（2）購貨合同，由出租人與供貨廠商訂立。 

第三款 操作流程： 

  （1）出租人會與承租人簽訂融資租賃合同，確認承租人將以融資

租賃方式承租指定之租賃物。 

  （2）出租人確認承租人之租賃條件後，出租人才會向供貨商簽訂

購貨合同，標的物之型號與價格皆由承租人事先與供貨商洽

談確定後，由出租人出面購買標的物。 

  （3）交付設備及（4）支付貨款，通常依交易強勢一方決定，並無

一定順序。租賃公司為確保債權，通常會要求供貨商交付標

的物並經承租人驗收後才會支付買賣價金。 

  （5）於租賃物交付驗收後，承租人將依融資租賃合同按期給付租

金。 

 

                                                 
23 參照合同法第 237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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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簽訂融資租賃合同 
  

       承租人(企業)                                  出租人(租賃公司) 

                         （5）支付租金 

            （3）交付設備              （4）支付貨款 

                                       

 

                                                （2）簽訂購貨合同 

 

供貨商 

 

直接租賃流程圖 

第四款 對當事人益處 

（1）就承租人部分：承租人需用機器設備生產時，毋須一次給付全

部買賣價金，亦毋須使用其在銀行授信額度，且可約定期末取

得租賃標的物之所有權，可列為承租人資產並攤提折舊等。 

（2）就出租人部分：出租人可省去交付標物義務及瑕疵擔保責任。 

（3）就供貨商部分：與融資租賃公司配合，可擴大其營業規模並即

刻取得全部買賣標的物之現金，毋須等待承租人分期給付。 

 

第二項 回租賃（Sale and Leaseback Lease） 

第一款 定義： 

回租是指承租人將自已擁有的設備資産出賣給出租人，同時

與出租人簽定一份融資租賃合同，將該物件再從出租人處租回的

租賃形式。回租業務是承租人和供貨人爲同一人的特殊融資租賃

方式24。 

第二款 當事人及合同： 

涉及兩個當事人：（1）企業，既是賣主，又為承租人。（2）

租賃公司，既是買主，又爲出租人。 

涉及兩份合同：租賃合同及買賣合同，均由企業與租賃公司

                                                 
24 參照 2007 年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第 4 條：『本辦法所稱售後回租業務，是指承租人將自有

物件出賣給出租人，同時與出租人簽定融資租賃合同，再將該物件從出租人處租回的融資租賃形

式。售後回租業務是承租人和供貨人爲同一人的融資租賃方式。』及 2000 年金融租賃公司管理

辦法第 47 條：『本辦法中所稱回租業務是指承租人將自有物件出賣給出租人，同時與出租人簽訂

一份融資租賃合同，再將該物件從出租人處租回的租賃形式。回租業務是承租人和出賣人爲同一

人的特殊融資租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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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 

第三款 操作流程： 

  （1）承租人就其所擁有且未設定任何擔保之特定機器設備，以帳

上價值25出售予租賃公司，以取得資金。 

  （2）融資租賃公司將租賃物以融資租賃方式回租給承租人，故租

賃物為現實搬遷交付，但仍符合動產所有權交付之要件。 

  （3）出租人於承租人完成融資租賃合同一切約定時，給付買賣價

金予承租人。 

  （4）承租再按期支付租金，至完成融資租賃合同後，又再次取得

原租賃物之所有權。 
（2）簽訂融資租賃合同 

                   

                   
（1）銷售合同 

承租人(企業)                                 出租人(租賃公司) 
                     

（3）支付買賣價金 
                      

（4）支付租金 
 

  回租賃流程圖 

第四款 對當事人益處 

       此種操作，有利承租人將資產轉換為資金，以利其資金使用，

並同時享有融資租賃之會計稅賦等優點，承租人帳上資產亦未減少，

為常見之中小企業設備融資方式。 

 

第三項 轉租賃（（（（SubSubSubSub----leaseleaseleaselease））））    

關於轉租賃，在大陸”合同法”中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僅於大

陸人民銀行 2000 年頒佈的”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有明文定義。

此操作模式，適用於經濟實力較弱、融資技術不發達的地區，且資金

來源有限時之第二出租人，適合成立初期之租賃公司。 

第一款 定義： 

                                                 
25 承租人若出售價格超過帳面價值，且附帶租回時，依通常會計原則，會計師並不會同意其認

列利得，反而增加稅負；同樣，若出售價格低於帳面價值，承租人有出售資產損失，對承租人

並不利，故通常以帳面價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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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租賃業務是指同一物件爲標的物的多次融資租賃業務。在

轉租賃業務中，上一租賃合同的承租人同時是下一租賃合同的出

租人，稱爲轉租人。轉租人從其他出租人處租入租賃物件再轉租

給第三人，轉租人以收取租金差爲目的的租賃形式。租賃物品的

所有權歸第一出租人26。亦即第二出租人未投入資金，從承租人處

收取租金，再向第一出租人支付租金，並從中賺取租出租入的差

額。 

第二款 當事人及合同： 

1.涉及四個當事人：（1）設備供應商。（2）第一出租人。（3）第二

出租人，即第一承租人。（4）第二承租人。 

2.涉及三份合同：（1）購貨合同：租賃公司 A（即第一出租人）與設

備供應商簽訂購貨合同。（2）租賃合同：租賃公司 A與租賃公司 B

簽訂租賃合同。（3）轉租賃合同：由租賃公司 B作為第二出租人與

企業（即第二承租人）簽訂轉租賃合同。 

第三款 操作流程： 

模式一模式一模式一模式一：：：：    
                            （3）租賃合同 

     租賃公司 B                                       租賃公司 A 

    （第二出租人）          （6）觀念交付租賃物        

（第一承租人）                                    （第一出租人）  

                       （10）支付租金         

 

  （4）  （7）（9）                                   （5）  （2） 

  轉     觀  支                                      給     購 

租     念  付                                      付     貨 

賃     交  租                                      價     合 

合     付  金                                      金     同 

同     轉 

            租  

            物  

         企業              （1）預先協議購貨內容 

     （第二承租人）                                   供貨商 

                           （8）實際交付並驗收 

                                                 
26 參照 2000 年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第 4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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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租賃流程圖（由第一出租人簽訂購貨合同） 

第四款 說明： 

（1）購貨協議：企業與供貨商先就設備規格、性能、價格以及交貨

條件等洽談，草簽購貨協議。 

（2）購貨合同：「租賃公司 A」按照企業與供貨商協商的購貨條件，

與供貨商簽訂購貨合同。 

（3）租賃合同：「租賃公司 A」將已確定之租賃標的與「租賃公司 B」

簽訂租賃合同。 

（4）轉租賃合同：「租賃公司 B」與企業簽訂轉租賃合同。 

（5）購買設備：「租賃公司 A」向供貨廠商交付貨款，購買設備。 

（6）觀念交付租賃物：「租賃公司 A」將已確定之租賃標的物購入後，

以觀念交付方式交付「租賃公司 B」。 

（7）觀念交付租賃物：「租賃公司 B」將已確定之租賃標的物購入後，

以觀念交付方式交付企業。 

（8）實際交付並驗收：供貨廠商向第二承租人直接發貨；承租人向

供貨商簽發租賃物件收據，至此租賃正式開始。 

（9）支付租金：承租人向「租賃公司 B」支付租金。 

（10）交付租金：租賃公司 B」將收到的租金，依與「租賃公司 A」

約定之租金匯給「租賃公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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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模式二模式二模式二：：：：    
                           （2）購貨合同轉讓協議 

                                                       

       租賃公司 B           （3）租賃合同               租賃公司 A 

                                          

（8）支付租金 

 

    （4）    （7）                                     （5）    

      轉      支         （1）購貨合同                  給     

租      付                                        付     

賃      租                                        價     

合      金                                        金     

同 

 

 

                            

        企業                                            供貨商 

（6）實際交付並驗收 

   轉租賃流程圖（租賃公司 B 直接簽訂購貨合同） 

第四款 說明： 

（1）購貨合同：「租賃公司 B」按照與企業協商的購貨條件，與供貨

商簽訂購貨合同。 

（2）購貨合同轉讓協議：「租賃公司 B」與「租賃公司 A 」簽訂購貨

合同轉讓協定-把買賣合同權利義務轉讓把買賣合同權利義務轉讓把買賣合同權利義務轉讓把買賣合同權利義務轉讓

給給給給「「「「租租租租賃公司賃公司賃公司賃公司 A A A A 」」」」。 

（3）租賃合同：「租賃公司 B」以承租人身份，與「租賃公司 A」簽

訂租賃合同，租回標的物。 

（4）轉租賃合同：「租賃公司 B」與企業簽訂轉租賃合同，將自「租

賃公司 A」租入之標的物，轉租給企業。 

（5）給付價金：「租賃公司 A」向供貨廠商交付貨款，取得設備所有

權。 

（6）實際交付並驗收：供貨廠商向承租人直接發貨；承租人向租賃



 22

公司B或供應商簽發租賃物件收據，至此租賃正式開始。 

（7）支付租金：承租人向「租賃公司 B」支付租金。 

（8）交付租金：「租賃公司 B」將收到的租金，依與「租賃公司 A」

約定之租金匯給「租賃公司 A」。 

 

第四項 委託租賃（Entrusted Lease） 

基本上轉租賃與委託租賃之租賃型態相近，目前於融資租賃業務

中，基本上採行委託租賃，茲就委託租賃之定義、委託人及受託人之

資格限制作一簡要說明。 

第一款 定義： 

委託租賃27業務是指出租人接受委託人的資金或租賃標的

物，根據委託人的書面委託，向委託人指定的承租人辦理融資租

賃業務。在租賃期內租賃標的物的所有權歸委託人，出租人只收

取手續費，不承擔風險。 

第二款 資格限制： 

1.委託人委託人委託人委託人條件：根據《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第三章第一條第三

款規定，“經大陸人民銀行批准，金融租賃公司可接可接可接可接

受法人機構委託租賃資金受法人機構委託租賃資金受法人機構委託租賃資金受法人機構委託租賃資金””””。可見，根據現行的監管現行的監管現行的監管現行的監管

法規法規法規法規，，，，委委委委託託託託租賃中的委租賃中的委租賃中的委租賃中的委託託託託人必須是法人人必須是法人人必須是法人人必須是法人，，，，不得是自然不得是自然不得是自然不得是自然

人人人人，依法成立的非法人的其他組織也不行。其權利為

除了信託合同約定的指定承租人和租賃專案以及取

得信託利益而外，還包括： 

（1）.瞭解相關的買賣合同和融資租賃合同的履行情况和與相關的融

資租賃交易有關的收支情况，要求受託人作出說明，以及查閱、

抄錄或複製相關的帳目及文件。 

（2）.在受託人違背委託人的意願或違反信託合同的約定而處分信託

財産（無論其形態是貨幣資金還是所購買、所出租、所收回的

租賃物）時，申請人民法院撤銷該處分行爲，恢復其原狀，或
                                                 
27
2000 年 6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令 第 4 号《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第四十九條：『本辦法中所

稱委託租賃業務是指出租人接受委託人的資金或租賃標的物資金或租賃標的物資金或租賃標的物資金或租賃標的物，根據委託人的書面委託，向委託人

指定的承租人辦理融資租賃業務。』本辦法中所稱委託租賃業務是指出租人接受委託人的資金或資金或資金或資金或

租賃標的物租賃標的物租賃標的物租賃標的物，根據委託人的書面委託，向委託人指定的承租人辦理融資租賃業務。 



 23

者予以賠償。 

（3）.在發生承租人違約、融資租賃合同糾紛、訴訟或承租人清算之

類特別事由時，要求受託人按委託人的意願行事。 

2.受託人受託人受託人受託人條件：必須是法人，而且是獲准具備經營融資租賃業務資融資租賃業務資融資租賃業務資融資租賃業務資

格格格格的法人，無論批准其設立的機構是大陸人民銀行

還是對商務部。因此，它同時又必定是相關的融資必定是相關的融資必定是相關的融資必定是相關的融資

租賃合同的出租人租賃合同的出租人租賃合同的出租人租賃合同的出租人。 

受託人有依信託合同取得報酬的權利，以及受託人向受

益人支付信託利益的義務以信託財産爲限；委託租賃中相關

的融資租賃交易所發生的稅費及對第三人所負債務，以信託

財産承擔。 

3.其他規定： 

（1）相關的融資租賃合同：在選擇承租人及融資租賃專案上，以及

在相關的融資租賃合同條件發出要約及磋商中，受託人必須遵受託人必須遵受託人必須遵受託人必須遵

從委託人的意願從委託人的意願從委託人的意願從委託人的意願。 

（2）訂立相關的買賣合同時：在融資租賃交易中，相關的買賣合同

的訂立，包括對出賣人和對標的物的選擇以及對買賣合同條件

的磋商，都必須遵從承租人而都必須遵從承租人而都必須遵從承租人而都必須遵從承租人而並並並並非任何出租人的意願非任何出租人的意願非任何出租人的意願非任何出租人的意願。。。。 

（3）合同要件： 

（A）委託人、受託人的名稱、住所。 

（B）委託人所指定的承租人及租賃專案。 

（C） 將訂立的相關的融資租賃合同的租賃期限及資金利潤率

等主要條件。 

（D）受益人或受益人範圍。 

（E）受益人取得信託利益的方式。 

（F）受託人的報酬。 

（G）承租人違約時受託人的責任。 

（4）對於受託人在相關的融資租賃合同項下的租賃債權或抵押權之

特別的規定。 

（A）受託人不得將上述權利與其固有財産所産生的債務相抵銷。 

（B）受託人不得將不同委託人的信託財産所産生的債權債務相



 24

互抵銷。 

第三款 操作流程：  

模式一模式一模式一模式一：：：：    
                            （2）委託協議 

                                   

         租賃公司         （5）支付 commision fee            金融機構 A 

 

（7）轉交租金 

  

     （3）     （6）                                       （1）    

      租        支                                       購  給     

賃        付                                       貨  付     

合        租                                       合＆價     

同        金                                       同  金     

 

 

 

                             （4）實際交付標的物 

        企業                                               供貨商 

 

  委託租賃流程圖（設備委託） 

 

 

第四款 說明： 

（1）購貨合同＆購買設備：「金融機構 A」按照與企業協商的購貨條

件與供應商簽訂購貨合同後，購入設備。 

（2）委託協議：「金融機構 A」與「租賃公司」簽立委託協議，委由

「租賃公司」將租賃標的物件租給承租「企業」。 

（3）租賃合同：「租賃公司」與企業簽訂租賃合同，將自「金融機構

A」委託之標的物，出租給企業。 

（4）購入設備：供貨廠商向承租人直接交付標的物；承租人簽發租

賃物件收據，至此租賃正式開始。 

（5）支付 commision fee：「金融機構 A」一次支付於委託協議中，

與「租賃公司」約定之 commision fee  

（6）支付租金：承租人向「租賃公司」支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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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轉交租金：「租賃公司」將收到的租金，轉支付予「金融機構 A」。 

模式二模式二模式二模式二：：：： 

                             （2）委託協議給付機器款 

                                   

         租賃公司            （4）支付 commision fee          金融機構 

                                        

（6）轉交租金 

 

     （3）    （5） 

      租       支                            （1）銀行徵授信  

賃       付              （6）沖抵借款      借貸契約 

合       租  

同       金  

 

 

 

 
企業 

 

 

  委託租賃流程圖（資金委託） 

第四款 說明： 

（1）銀行徵授信：「企業」取的「金融機構」授信後在，從「金融機

構」處獲得貸款（此貸款即「金融機構」的委託款項）。 

（2）委託協議： 

A.「金融機構」與「租賃公司」雙方簽定《委託租賃協定》，明確

雙方的權利及義務。 

B.委由「租賃公司」將租賃標的物件融資賃給「企業」。 

（3）租賃合同：「租賃公司」與「企業」雙方簽定《融資租賃合同》，

將自「金融機構」委託標金錢購買標的物，租給企

業，明確融資租賃期限、利率、還款方式、資金入

帳程式。 

（4）支付 commision fee：「金融機構」於委託協議中一次支付予「租

賃公司」約定之 commision fee。 

（5）支付租金：承租人向「租賃公司」支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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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付租金：「租賃公司」將收到的租金，轉支付予「金融機構」；

企業應付貸款與金融機構應付租金對沖。 

 

第五項 槓桿租賃28 (Leveraged Lease) 

第一款 定義： 

出租人一般只需提供全部設備金額的 20﹪~40﹪的投資，就

可獲得設備的所有權，享受 100﹪的設備投資的稅收優惠，設備成

本中的大部份資金則以出租的設備爲抵押，從銀行和金融機購貸款

取得，貸款人提供貸款時對出租人無追索權，其還款保證在於設備

本身合租賃費，同時需要出租人以設備爲第一抵押權，租賃合同及

收取租金的受讓權做爲該貸款的擔保。 

第二款 市場區隔：用於資本密集型設備的長期租賃業務，例如飛機、

大型船舶、電力設備、通訊設備、輸油管道、石油

鑽井平臺、衛星系統…等等交易額大的租賃業務。 

第三款 當事人：槓桿租賃是一種最複雜的租賃交易，包括七個當事

人： 

1.承租人：槓桿租賃中的承租人必需是具有相當資金需求其還款能

力的企業，因槓桿租賃中的貸款是無追索權的，一般小

企業較無法承擔風險。 

2.製造供應商：如飛機製造商波音飛機公司或法國空中巴士飛機公

司。 

3.物主出租人：爲分散風險，杠杆租賃中租賃資産的産權分屬於多

個大公司和大銀行，這些大公司和大銀行就是物主

出租人。 

4.物主受託人：杠杆租賃中租賃資産的所有權分屬於多個大公司和

大銀行爲分散風險，爲便於經營管理，通常委託物

主受託人經營租賃資産的管理。物主受託人便是杠

                                                 
28 史燕平，前揭註 14，頁 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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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租賃的核心。具有三種身份：出租資産法律上的

所有權人，與企業租賃關係的出租人，與銀行借款

關係的借款人。 

5.債權人或貸款人：在槓桿租賃中，債權人往往有好幾個，通常稱為

債權參加者或債權持有者。 

6.合同受託人：債權人有好幾個時，一般設立一個合同受託人，負

責代表債權人與物主受託人聯系。物主受託人把出

租資産、租賃合同、及收取租金的權利移交給合同

受託人，使其在該項財産上有權行使擔保。 

7.經紀人（arrenger）：在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充當中間人，負責安

排起草租賃合同，尋找有利的資金來源，安

排、促成租賃合同的簽署等，從中收取傭金。

一般是由租賃公司、投資銀行、或經紀人擔

任。 

第四款 對當事人益處： 

1.出租人 

（1）出租人只需出資整個設備價款的一部份，即提供全部設備

金額的 20﹪~40﹪的投資，就可獲得設備的所有權。 

（2）享受全部的所有權利益，獲得設備殘值收入以及獲得相當

於設備 100﹪的稅收上優惠，如投資稅收減免、加速折舊…

等。 

（3）出租人借入的貸款爲不可追索的貸款，萬一承租人違約，

被清償的資産僅限予設有擔保權的出租資産，不涉及出租方

的其他資産。 

2.對承租人的好處：出租人可將一部份的好處（如稅務優惠折現、

利率優惠折現）轉移給承租人，降低承租人的租金水準。 

3.貸款人：得到了高於貸款總額的設備第一順位抵押權，收回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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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也有保障。因有多位貸款者參與，可將債務人信用

風險平均給各參貸者。 

第五款 涉及的合同： 

槓桿租賃由於關係人多，交易複雜，因此須要簽署多合同文

本，主要包括： 

 槓桿租賃相關合同簡介 

 

合同 當事人 規定內容 

 

參加協議 

（融通資金

協議） 

 

 

所有當事人 

1.規定當事人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2.載明成交的先決條件，即提出事實說

明、保證事項、以及證明說明和保證

屬實與合法的律師意見書。 

3.同時還規定了各當事人的賠償義

務、貸款證書及信託證書。 

 

購買和製造

協議 

 

承租人與 

製造銷售廠商 

1.先由承租人簽字，再由物主出租人簽

訂。 

2.協議內容包括出租資産的貨價、規

格、  交貨日期以及保證承租人能轉

讓合同條款。 

 

轉讓協議 

（購買協議

的 轉 讓 協

議） 

 

 

承租人與 

物主受託人 

1.規定承租人把購買協議項下的權

利，即從廠商購買設備的權利。 

2.包括獲得服務和培訓的權利，以及製

造銷售廠商對資產的各項擔保所產

生的權利，轉讓給物主受託人，但不

轉讓責任，以達到為籌資建立擔保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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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協議 

 

 

產權參加者與物

主受託人 

1.規定由物主受託人代表産權參加者

執行一切協議和檔，列明授權限度和

活動範圍，以及受託人的責任。 

2.産權參加者把購買出租資産的出資

款項交給物主受託人。 

3.物主受託人承擔産權參加者購買出

租資産的責任。 

4.産權參加者把出租資産以及租賃合

同項下的租金做爲信託財産交給物

主受託人管理。 

5.還規定了由物主受託人簽發證書、以

及報酬標準。 

 

 

 

合同信託協

議 

 

 

 

物主受託人與合

同授託人 

1.包括合同信託和抵押契據兩項檔。 

2.規定物主受託人把出租資産、租賃合

同以及租賃合同項下的租金抵押給

合同受託人作爲貸款的擔保，由合同

受託人代表貸款人持有抵押、擔保權

益。 

3.還規定物主受託人應向債權人簽發

債權證書，載明還款責任、利率與支

付方式。 

 

 

租賃合同 

 

 

承租人與 

物主受託人 

1.規定由承租人選定出租設備與廠商

後由物主受託人購買。 

2.還規定了日期、租金金額和承租人使

用租賃資産的各項費用、支付方式、

保險類別與保險金額、承租人應支付

的各種補償金。 

保證協議 承租人母公司 1.如承租人為子公司時，則由母公司簽

訂保證協議。 

 

第六款 交易方式與結構：其交易過程包括籌備階段和正式進行階段。 

1.籌備階段 

（1）承諾：經紀人（arrenger）與未來承租人聯繫簽署一項具有

承諾性質的委託書，列出幾項條款（如每期租金、租

金的間隔期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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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紀人（arrenger）尋找股權投資人和債權人。包租人（往

往為投資人之一）與承租人簽署委託書後，一邊與其他未來

投資人聯繫安排進行”股權承諾”；一邊與未來債權人聯繫

貸款，如果設備的交貨期較遠，有關的借款則可推遲到交貨

前才進行安排。 

（3）尋找物主委託人和合同受託人：由物主出租人與承租人共同

選定一個物主受託人，若有多個債權人則選定一個合同受託

人。 

（4）上述當事人簽署一項參加協議。 

2.正式進行階段（操作流程）： 

 
    債權人                                              物主出租人 

 

（13）    （3）          （4）                        （1）（4）（14） 

 支        支            債權憑證                      簽  股   交 

付        付                                          訂  權   付 

本        貸                                          信  信   租 

息        款                                          託  託   金 

                                                         協  證  分 

                                                    議      配 

                                                                 利益 

                           （13）轉交租金 

                           （6）簽訂擔保契約 

合同受託人               （3）交付投資現金             物主受託人 

                           （2）簽訂合同信託協議 

                       

（12）    （9）                                        （5）  （8） 

支        交                                           簽   簽轉 

付        付         （10）交付設備物權                訂   訂讓 

租        貸                                           租   購證 

金        款                                           賃   買書 

                                                          合  協 

                                                          同  議 

供貨廠商            （7）簽訂購貨協議 

                                                       

（11）交貨及驗收                      承租人 

 

  槓桿租賃流程圖 



 31

說明： 

（1）簽訂信託託議：物主出租人（即産權參加人）與物主受託人簽

署信託協議，以確定産權參加者所同意預付的現金投資比例及

金額。 

（2）簽訂合同信託協議：物主受託人與合同受託人簽訂合同信託協

議，以確定貸款人在設備總投資中的貸款比例。 

（3）交付投資現金：物主受託人與債權人分別把現金和貸款款項交

付合同受託人。 

（4）股權信託證：物主受託人根據信託託議規定，正式向股權人、

債權人簽發股權信託證書及借據做爲設備産權和設備物主的憑

證和債權憑證。 

（5）簽訂租賃合同：物主受託人代表物主出租人與承租人簽訂租賃

合同。 

（6）簽訂擔保契約：物主受託人與合同受託人簽訂擔保契約，規定

把租賃合同及收取現金的權利移轉給合同受託人，該設備亦約

定日後將設定動産抵押權予合同受託人，以此做為對債權人提

供無追索權債權的擔保。 

（7）簽訂購貨協議：承租人與供貨廠商簽訂購貨協議。 

（8）簽訂購買協議轉讓證書：在購貨協議基礎上，承租人與物主受

託人，簽訂購買協議轉讓證書，規定承租人將其購買設備的權

利，包括獲得服務和培訓的權利，以及製造銷售廠商對資產的

各項擔保所產生的權利，都轉讓給物主受託人，但不轉讓責任，

以達到為籌資建立擔保的目的。 

（9）交付貨款：合同受託人向供貨廠商交付貨款。 

（10）交付設備物權：供貨廠商將設備物權交給物主受託人，如飛機

製造商核發飛機機體及引擎相關權利證明書給物主受託人。 

（11）交付及驗收：供貨廠商向承租人直接交付租賃物；承租人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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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受託人簽發租賃物件收據，至此租賃正式開始。 

（12）支付租金：承租人向合同受託人支付租金。 

（13）轉交租金：合同受託人收到租金，按貸款協議規定，向債權參

加者償付到期的債務本息，並在扣除信託等費用後將租金餘

額交給物主受託人。 

（14）分配租金利益：物主受託人將收到的租金，先扣除信託等費用

後，在再按出租利益比例分給每個債權人。 

    

第四節 融資性租賃功能 

第一項 促銷功能 

 以融資租賃爲核心的現代租賃制度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時

期，適應市場競爭的産物。雖然傳統租賃是建立在透過讓與使用權的

而獲取對價的基礎之上的。但融資租賃租賃以新的要素,那就是將促

進産品銷售作爲融資租賃的基本功能，美國著名租賃專家阿曼波在談

到國際融資租賃時29，曾指出海外租賃顯著地增長海外大型跨國公司

尋求設備融資新形式的外國公司服務。雖然存在著當地國法律限制，

許多設備租賃公司仍對拓展海外租賃市場感興趣，導致該國租賃市場

擴大的同樣原因也刺激了租賃的海外發展。例如許多美國的跨國公司

利用租賃促進了海外銷售，租賃業在美國,特別是在 1955 年後迅速發

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租賃用以幫助推銷,對現購提供了另一選擇從

而增加了銷售融資性租賃自産生以來,迅速得到工業設備製造廠商以

及企業家的歡迎。 

因爲生産企業的廠商認識到,融資租賃是具有遠大前程的促銷方

式,通過這種新型促銷方式可以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已開發國家的

工業産品也急需開拓大量的海外市場來推銷他們的工業産品,在廣大

開發中國家購買設備的資金不足的情况下,融資租賃就成爲他們向廣

                                                 
29 劉敬東，前揭註 20，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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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展中國家推銷設備的重要手段,因此有學者認爲,國際融資租賃

之所以能得到迅速發展,促銷手段是最爲重要的根源30。雖然融通資金

是融資租賃的核心功能,但不能將它當作人們接受融資租賃的根本目

的,對於設備生産商以及發達資主義國家來說,通過融資租賃來增加

産品銷售才是他們的真正目的。   

第二項 金融功能 

第一款 融資功能 

融資功能是融資租賃本質的表現形式，是融資租賃最爲顯著的功

能之一。融資功能是租賃業務最基本的功能。融資租賃業務本身是一

種以實物爲媒介的融資手段31，是承租人擴大投資，進行技術改造；

實現資産變現，增加資産流動性；緩解債務負擔的有效籌資渠道。對

融資租賃公司而言，融資功能是否充分發揮對其效益多寡起到至關重

要的作用。優秀的融資租賃公司不僅可以吸收到社會大衆的閑散資

金，而且還可以選擇最合適、最優的租賃項目，使資金的運作達到最

佳狀態。對承租人來說，融資租賃提供的資金是相當於購置貨物價款

100％的資本流通。承租人還可以通過出售回租的方式，將現有的有

效資産折換成貨幣資金，解決流動資金短缺、投資股本不足或用來籌

措並購資金。 

第二款  融物功能 

融物功能是指利用融資租賃代替直接融資的形式，是租賃業務不

同於其它融資方式的特色。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民航有 300 多家飛

機，金額達 150 億美元，絕大部分都是國外的租賃公司或金融機構採

取融資租賃方式進入大陸飛機市場的32。租賃公司負責解決承租人獲

取機器設備所需資金問題，由租賃公司承擔客戶信用風險；租賃公司

一次付現予供貨商，不僅承租人與出賣人之間的商品銷售渠道變得通

                                                 
30 同前註。 
31 李龍筠，論我國融資租賃監管法律制度，2006 年對外經貿大學博士論文。頁 40。 
32 李龍筠，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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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而且還減少了出賣人收取買賣價金之風險。 

第三款  投資功能 

促進投資，也是融資租賃金融功能的體現。在現代化的生産條件

下，面對豐富的市場訊息，如果沒有專業的經驗不可能對企業的投資

做出準確的判斷，從而也增加了企業的經營風險。而租賃公司由於具

有特殊的資源優勢，有能力發現合適的投資機會。促進投資是指金融

租賃公司作爲一個平台，可以通過吸收股東投資、或在貨幣市場、資

本市場採取借貸、拆借、發債、上市等融資手段拉動銀行貸款，吸收

社會投資。同時，租賃公司利用貨幣市場或銀行資金開展租賃業務可

以減少銀行直接對企業的固定資産貸款，增加資産流動性，減少銀行

信貸風險加大投資金融。財政部門可根據國家的産業政策，充分利用

自己的資金、信用政府的集中採購的杠杆作用，通過租賃公司籌措更

多的資金，可以擴大財政政策的倍數效應，加强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

和支柱産業的投資金額33。 

第四款  資産管理功能  

資産管理功能是由於租賃標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而衍生出

來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融資租賃企業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

發揮資産管理功能。對於融資租賃公司來說，可以幫助經營困難的企

業活化資産，如透過回租賃方式使企業資產變現金，再將現金投入生

產投資或其他投資標的，使企業的資産物盡其用，真正實現企業的價

值增值。或是專營飛機租賃之出租人，透過對租金報酬之精算及風險

控管，往往在租賃期間屆滿將租賃物處分後，還可自租賃物處分獲取

利益，故透過租賃公司對租賃資產的專業化管理能提高整個社會資產

利用率，達到資產管理的功能34。 

 

 

 

                                                 
33 陳建新，正確認識我國金融租賃發展，載金融時報 2000 年 5 月 20 日。 
34 史燕平，前揭註 20，頁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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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兩岸融資租賃交易發展現况 

第一節 台灣融資租賃發展現況    

第一項 前言 

   融資租賃帶有金融之融通的性質，其融通對象大多爲缺乏足夠擔

保品予銀行融資之中小企業。在一般資本市場中，企業取得資金成本

由低而高，分別爲銀行借貸、透過票券公司發行商業本票、與租賃公

司往來。若企業可自成本較低的銀行借貸，則除非另有特殊目的，如

避稅或活化資產，並不會選擇成本最高的租賃公司往來融資租賃。但

與銀行往來，銀行要求擔保品、需要會計師簽證之財報，但中小企業

往往無法提供，而且銀行對中小企業掌握度與租賃公司相較，實相差

甚遠。尤其中小企業對會計帳務處理並不嚴謹，銀行對其財務狀况亦

無法瞭解，故往往擔保授信外，除企業基本營運周轉金外，實不敢對

其增加授信。目前時值金融海嘯，企業籌措營運資金難度大為提高，

為此大陸政府正準備增加對中小企業放款，在探討《融資租賃法》草

案時，台灣融資租賃對之發展歷程及對中小企業之助益，可作為大陸

融資租賃立法補充之參考。 

 

第二項 台灣租賃業的源起及發展 

   台灣財政部在 1971 年訂定發布「信託投資公司辦理機器及設備租

賃業務辦法」，作為信託投資公司辦理租賃業務之依準則。惟信託投

資公司受限於該辦法規定，須以自有資金辦理租賃業務，不利於租賃

業務之發展，各信託投資公司遂紛紛轉投資或與國外租賃公司成立專

業的租賃公司。租賃業務歷經二、三十年的蓬勃發展，極盛時期，國

內租賃業公會的會員一度高達四十五家35，但至二○○九年止，除小

客車租賃公司外，台灣專業性的租賃公司，僅剩 17 家而已36，租賃契

                                                 
35
 鄭西園，金融百科，時報文化出版，1999 年 12 月 10 日二版五刷，頁 258。 

36
 呂榮海，前揭書，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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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金額迄二○○八年底近一千三百億37。 

    隨著經濟的發展，租賃公司為滿足中小企業營運時所面臨資金短

缺的問題，紛紛將營運觸角伸向分期付款、動產擔保交易、小客車租

賃及應收帳款收買暨管理等業務，企圖以多元化的行銷方式，滿足中

小企業成長初期大部分的財務需求。 

第一款 租賃業務之開辦 

  1971 年財政部訂頒「銀行業以租賃方式辦理機器設備放款業務

辦法」，是為租賃業務在台開辦之濫觴。大陸信託、第一信託、中聯

信託、國泰信託及華僑信託等五家信託公司，隨即開辦了兼業式的租

賃業務。為鼓勵銀行業中之信託投資公司專辦機器及設備租賃業務，

財政部繼之於民國六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以台財錢字第 10831 號令

公布「信託投資公司辦理機器及設備租賃業務辦法」（以下簡稱「租

賃業務辦法」）。茲因該辦法中規定，信託投資公司須以自有資金辦

理租賃業務，且租賃合約亦須聲請公證或認證，繁雜的簽約手續與額

外的交易成本，造成租賃業務發展之限制，職是，信託投資公司紛紛

改弦易轍，與國外專業投資公司合資38或自行轉投資設立專業的租賃

公司，繼續辦理租賃業務，自此，形成信託投資公司（金融業）與租

賃公司（金融周邊行業）共同辦理租賃業務的雙軌制39。 

租賃業務辦法公布施行後，曾分別在民國六十三年、六十四年及

六十六年做過修正，由於行政程序法在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公布，

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租賃業務辦法之制定，因為缺乏法律之明

確授權，為免引發效力之疑議，財政部乃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四日以

（89）台財融字第 89747390 號令發布廢止，實施二十七年有餘的租

賃業務辦法，正式宣告壽終正寢。 

   

                                                 
37 詳自台北市租賃業商業同業公會 2009 年統計資料。http://www.tpeleasing.com/business.htm。 
38
 當時的國泰信託與日本東方租賃公司合作，成立了國內第一家專業的租賃公司。 

39
 信託投資公司由於是銀行業，依銀行法規定，應由財政部管轄；一般租賃公司，依公司法設立

登記，由經濟部管轄。前者採高度管理；後者則採低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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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租賃業務之演變 

租賃業務辦法第四條規定，信託投資公司辦理機器及設備之租賃

業務時，以生產、運輸及公用事業和衛生、教育及公共行政機構所需

之機器及設備為限。隨著經濟的變遷，法令的遞嬗，單純的租賃業務

已無法滿足市場之需求，租賃公司為拓展業務搶占市場，想方設法，

推陳出新，除原有的機器及設備租賃業務外，亦涉足原物料、成品、

半成品及存貨之分期付款買賣、車輛及營建機具之動產擔保交易、應

收帳款收買暨管理（factoring）40、小客車租賃、微型企業生產融資

及短期消費借貸等業務之經營。近來，由於大陸市場開放，企業紛紛

西進，造成產業空洞化，復因央行採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以抑制通貨

緊縮，造成市場游資充斥，銀行頭寸浮濫，租賃公司之經營愈形困難，

許多租賃公司為求生存，紛紛致力於業務多元化，並呼籲政府儘速開

放融資公司之設立（主要目的為毋須透過融物方式直接對客戶進行融

資），以解決現階段業務經營之瓶頸。 

 

第三款 台灣租賃業扮演了對中小企業資金融通角色 

     由於銀行資金來大部分來自於一般大眾存款，各國都對銀行採

取高度管制，不希望銀行承擔過高之風險，在此嚴格的限制之下，銀

行選擇放款對象大多為風險較低，擔保能力較強，財務透明度較高之

大型客戶為主。對於公司成立時間較短，財務制度未臻建全健全，但

深具發展潛力及獲利能力的中小企業卻採取迴避態度。資金是企業的

命脈，尤其對於資金較不充裕的中小企業而言，更是生存發展不可或

缺的。以金融局 2 002 年統計為例41，台灣一般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

餘額由 3.32 兆元新台幣下降為 2.82 兆元，衰退幅度達 14.97%。中

小企業每百元營業額可貸之金額，卻從2001年的48.49元驟降至2002

                                                 
40
 民國 75 年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增設應收帳款管理服務部門，並於次年加入 Factoring Chain 

International 國際組織，是台灣最早在此組織的會員。 
41 財政部金融局，金融業務統計概要，2003 年 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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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37.6 元，明確顯示中小企業透過銀行籌資之困難。反觀同時期，

租賃業對中小企業增加之租賃契約金額卻從754億元增加至902億元

42。且依據統計資料43，台灣租賃業者，對資本額一億以下之企業授信

件數比重占 87.53%，授信金額占 61.64%，可見台灣租賃業者對中小

企業重視程度，可說是租賃業已成功扮演中小企業融通資金的角色。 

     

第四款 台灣並無『融資租賃』之專法規範 

   『法律、會計、稅務及監管』號稱融資租賃發展之四大支柱。

其中法律部分，台灣並未像大陸合同法有融資租賃專章，定義融資租

賃交易及其法律性質，在台灣 1980 年代，法院剛開始認定融資租賃

為附條件之分期付款買賣44，直至不斷修正之法院判決，才逐步凝聚

對融資租賃法律性質共識45。會計方面，則以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

號租賃會計準則，將租賃分為營業性租賃及資本性租賃二種，資本性

租賃即融性資租賃，並就相關名詞及融資性會計處理為規範。 

稅務部分，因台灣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認定融資性租賃在性

質上屬於分期付款買賣，自應將租賃資本化入帳，並認列負債，換言

之，「租賃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上應列為固定資產，並依法提列折舊，

「應付租賃款」則依到期日之遠近，分別列為流動負債（一年或一營

業週期內到期者）或長期負債46。得列為營業費用者，僅應付租賃款

（包括租金、利息費用及手續費）中之利息費用及手續費，非如營業

                                                 
42 陳鳳龍，租賃業對台灣中小企業之貢獻，台北市租賃商業同業公會 23 週年回顧特刊，頁 52-55。 
43 同前註。 
44 參照台北地方法院七十年訴字第一一一九一號民事判決。 
45 參照台北地方法院 93 年重訴字第 535 號民事判決要旨：『按所謂融資性租賃者按所謂融資性租賃者按所謂融資性租賃者按所謂融資性租賃者，，，，乃指租賃公乃指租賃公乃指租賃公乃指租賃公

司應承租人之要求購入租賃標的物司應承租人之要求購入租賃標的物司應承租人之要求購入租賃標的物司應承租人之要求購入租賃標的物，，，，以融資方式出租予承租人使用者而言以融資方式出租予承租人使用者而言以融資方式出租予承租人使用者而言以融資方式出租予承租人使用者而言，，，，而融資性租賃契約而融資性租賃契約而融資性租賃契約而融資性租賃契約，，，，

雖無法依固有法律之規定加以規範雖無法依固有法律之規定加以規範雖無法依固有法律之規定加以規範雖無法依固有法律之規定加以規範，，，，惟依其主要特徵惟依其主要特徵惟依其主要特徵惟依其主要特徵，，，，宜解為類似於租賃之無名契約宜解為類似於租賃之無名契約宜解為類似於租賃之無名契約宜解為類似於租賃之無名契約，，，，於其性於其性於其性於其性

質與固有租賃相同者質與固有租賃相同者質與固有租賃相同者質與固有租賃相同者，，，，適用民法有關之租賃規定適用民法有關之租賃規定適用民法有關之租賃規定適用民法有關之租賃規定，，，，是以是以是以是以，，，，就融資性租賃契約之標的物所有權而就融資性租賃契約之標的物所有權而就融資性租賃契約之標的物所有權而就融資性租賃契約之標的物所有權而

言言言言，，，，係屬於出租人所有係屬於出租人所有係屬於出租人所有係屬於出租人所有，，，，非承租非承租非承租非承租人人人人；；；；次按所謂信託行為，係指信託人將財產所有權移轉與受託人，

使其成為權利人，以達當事人間一定目的之法律行為而言，在信託人終止信託契約前，受託人並

無返還受託物之義務，必俟信託人終止信託關係後，始得請求受託人返還信託財產，而受託人僅

負有將信託財產返還予信託人之義務。』。 
46
 卓敏枝等著，稅務會計，2003 年 9 月修訂十七版，第 259、260 頁，三民書局出版。鄭丁旺，

前揭書下冊，第 139、140 頁。 



 39

性租賃得將全部租金47當作費用以扣減稅金。因此，以為融資性租賃

具有節稅之功能，似乎並不存在48。 

監管部分，台灣租賃公司並無設立準入之門檻，只要經過經濟部

商業司核准登記之公司皆可為融資租賃公司。租賃公司成立後，因其

仍非金融業，故無一般銀行之金融監督主管機關為風險資產控管要求

及嚴格監督業務執行。未能制定租賃業之監管機關造成二個嚴重後

果，因無進入門檻限制，許多地下錢莊改以租賃公司為名，光明正大

營業，甚至透過法院強制執行並進行黑道討債，致使部分人士認為租

賃公司為「有牌地下錢莊」，嚴重影響社會對租賃公司觀感。其二為，

因租賃公司未有適當財務比率要求，致使租賃公司財務不良時無主管

機關可要求停止營業或為財務改善，致使一發生租賃公司倒閉嚴重影

響台灣經濟，如中央租賃倒閉案，據檢調估計，中央租賃弊案總計造

成全台將近一百卅家績優廠商及股票上市公司、與卅餘家的金融業者

高達卅一億餘元損害，連帶遭受波及影響的下游廠商更超過二千家，

迄今有許多遭無端波及的廠商。在求助無門及銀行抽緊銀根情況下，

已發生連鎖跳票與倒閉事件49。 

 

第二節 融資租賃在大陸的發展歷程和營業現狀 

第一項 發展歷程  

大陸在改革初期爲利用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1981 年

中信公司率先成立了大陸第一家中外合資租賃公司——大陸東方租

賃公司和第一家國有租賃公司——大陸租賃公司。二十多年來，大陸

融資租賃有了相當發展。截至 1998 年，大陸有外經貿部批准的中外

合資租賃公司 42 家，人民銀行批准的國有租賃公司 16 家，兼營融資

租賃業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400 多家。1995 年由地方內貿局審批、
                                                 
47
 台灣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將營業性租賃下承租人應按期支付給出租人之款項稱為『租

金』，以別於融資性租賃中所稱之『租賃款』。 
48
 蔡鴻成，租賃公司在台發展沿革與法律問題，台北市租賃商業同業公會 23 週年回顧特刊，頁

81。 
49
 參照工商時報.2004 年 7 月 8 日關於中央租賃公司退票之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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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産流通部門爲營銷其産品而組建的租賃公司（即廠商租賃公司）也

如雨後春笋般發展起來。因此，大陸初步形成了中資金融機構、合資

租賃公司及廠商租賃公司三種租賃業者，其中合資租賃公司多由國內

金融機構、大型企業集團及外貿公司等與國外銀行組建，是大陸租賃

業不可忽視的力量，廠商類租賃公司則尚處於起步階段。 

整體而言，大陸融資租賃可分爲四個發展階段： 

1.初創階段（1979 年至 1983 年）。其間，作爲引進外資和國際經貿

合作渠道之一的大陸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信）成立。1980 年，

根據中信建議，大陸民航總局首次以跨國杠杆租賃方式從美國租

賃了一架波音 747 客機。1981 年 2月，第一家合資租賃公司——

大陸東方租賃有限公司成立。同年，第一家中資租賃公司——大

陸租賃有限公司成立。此後，不少合資租賃公司和中資租賃公司

相繼成立。該階段，租賃交易額雖小，但卻不斷增長。 

2.快速發展階段（1984 年至 1993 年）。該階段，租賃業務迅速增長。

1984 年的租賃交易額爲 1.24 億美元，1987 就已超過 16 億美元，

在 1992 年更達到 33.38 億美元的高峰。九年間，平均增長率爲

77.62%，交易額增長了 29.82 倍。同時，融資租賃公司也迅速增

加。到 93 年底，大陸已有金融租賃公司 13 家，合資租賃公司 32

家。 

3.下滑調整階段（1994 年至 1999 年）。此階段，租賃業經歷了 1992

年的發展高峰後，增長速度明顯放慢，業務量下降。其中，1999

年的租賃交易額更跌至 2.95 億美元，租賃滲透率僅爲 0.26%，還

不如 1984 年 0.39%的租賃滲透率。其原因是租金拖欠現象大量出

現，尤其對合資租賃公司的拖欠嚴重，再加上當時大陸經濟改革

缺乏對租賃基本特點的察覺，以及需要的監督的環境，也危害了

大陸租賃行業的發展，同時亞洲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和國家實行

適度從緊的金融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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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恢復發展階段（2000 年至今）。到 2004 年底，大陸大約有 58 家特

許租賃公司。其中 12 家由大陸銀監會批准作爲非銀行金融機構；

他們中的 7家做經營性租賃，5家吊牌。由商務部批准的是 37 家

外商投資租賃公司。其他的 9家是由商務部批准的內資獨資租賃

公司。此外，隨著有史以來最權威的融資租賃研討會於 1999 年 8

月在河北秦皇島召開，大陸融資租賃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

段。首先，融資租賃業的重組開始，爲租賃公司的發展開創了新

的空間；其次，《融資租賃法》律政策環境得到改善，1999 年頒布

的《合同法》設有“融資租賃合同”專章，而人民銀行的《金融

租賃公司管理辦法》和財政部的《企業會計準則——租賃》也先

後出臺、物權法公布實施、《融資租賃法》草案亦有三次徵求意見

稿，陸續完善大陸融資租賃發展之法律架構。 

第二項 營業現狀 

1.租賃協會。大陸目前有 2個全國性的租賃協會和大約 7個地方租

賃協會50。和許多其他國家的租賃協會的成員有所不同的，在大

陸的大部分租賃協會包含兩種類型的出租人，the leasing 出

租人（長期租賃）和 the rental 出租人(短期租賃)，而

“leasing 和 rental”中文翻譯是相同的。大陸外商投資企業

協會租賃業專業委員會成立於 1993 年。是一個全國性協會，是

大陸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的一部分，大約有 46 家會員。這些會員

是國外投資企業，大部分是長期租賃公司，也有一些是短期出

租公司。大陸金融學會金融租賃專業委員會成立於 2000 年，是

另外一個全國性的協會，是一個行業組織，會員完全是租賃公

司。有 12 個會員單位，是大陸金融和銀行研究會的一部分。地

方租賃協會是獨立機構，包括北京市租賃行業協會、上海租賃

協會、江西租賃協會，浙江租賃協會、甘肅租賃協會、廣州租

                                                 
50史燕平，大陸租賃業的源起及發展 — 摘自 2006 年世界租賃年鑑，引至台北市租賃商業同業

公會網站首頁網路文章 http://www.tpeleasing.com/foru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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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協會和天津租賃協會等。所有這些地方性租賃協會包括兩種

類型的出租人。 

2.租賃業者資金來源管道。當前出租人的資金來源是非常有限的，大

部分是投資者的註册資本金和從商業銀行貸款。除了由中國人

民銀行監管的有牌照的融資租賃公司之外，其他的出租者都需

要銀行貸款。80%的資金來自商業銀行貸款51，少數的金融機構

出租者從股東或者承租者通過吸收存款獲得資金。租賃公司從

商業銀行得到的大部分是中期貸款，租賃時間和模式與銀行貸

款期一致。此外，租賃公司也從一般商業銀行獲得部分短期的

貸款，銀行貸款逐漸成爲出租人資金的重要來源，出租人的成

本也幾乎和銀行貸款利息相等。因出租人不能接收公衆的存

款，其營運資本大幅增加，意味著租賃公司的生存競爭艱難。 

外商投資租賃公司資金來源大部分來自於外國股東銀行，

或者外國股東的海外貸款。按照對外國貸款的管理規定，金融

機構性租賃公司在操作外匯交易租賃時，能從海外銀行或在大

陸的外國投資機構集外匯資金。 

第三項 融資租賃法規現況 

1.法律 

（1）除前述合同法、金融租賃管理辦法，尚有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

辦法規範外商獨資或合資成立融資租賃公司之行為法及組織法

等法律規定外，2003 年底人大常委會頒佈的第十屆的立法規劃，

已開始包括融資租賃相關立法時間表，並於 2004 年初，設立《融

資租賃法》起草小組，該草案三次徵求意見草案在 2006 年底已

送至人大人大常委會。依當時規劃如果草案通過，《融資租賃法》

將於 2007 年頒佈，惟迄今仍未通過。 

（2）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大陸曾於 1997 年要求銀行退出金融租賃

                                                 
51 史燕平，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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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然而，入世協議中向外國商業銀行 2006 年底開放金融租賃業

務的承諾和多年來金融業停滯不前的發展狀況，使頒佈於 2000 年

的原《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已不適應實際需要。銀監會遂於

2005 年底啓動了該辦法的修訂。2007 年 3月 1日起施行訂之《金

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允許商業銀行作爲主要出資人發起設立金融

租賃公司，這是大陸自 1997 年要求商業銀行退出金融租賃公司以

後，首次明確商業銀行可以進入金融租賃業。除了商業銀行，新辦

法還規定租賃公司、主營業務爲製造適合融資租賃交易産品的大型

企業及其他銀監會認可的金融機構也可成爲主要出資人，開始開放

租賃公司和機器設備製造商可加入金融租賃公司之營運。 

（3）近年新出臺與租賃相關法律法規 2007 年 3月 19 日發佈《中華

人民共和國物權法》、5、《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於 2007

年 3月 16 日經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自 2008

年 1月 1日起施行 、《金融企業財務規則》2006 年 12 月 7日公佈，

自 2007 年 1月 1日起施行 、《關於外商舉辦投資性公司的補充規

定》已於 2006 年 5月 17 日經商務部第 5次部務會議審議通過，自

2006 年 7月 1日起施行 

2.稅收 

在大陸，合資企業從組成之日起擁有三年的稅收優惠期。所

以，只有新成立的外商投資租賃公司能享受稅收鼓勵政策。從會計

標準上來說，融資租賃和經營性租賃之間的稅收是沒有區別的52。

所以，融資租賃中的承租人要求稅收折舊，經營性租賃中的出租人

要求稅收折舊。大陸公司稅收法沒有規定最小的租賃期。稅收處理

支援承租人可以做融資租賃和經營性租賃。關於融資租賃，承租人

能決定選擇租賃資産的折舊期是比租賃期更短還是比法定折舊年

限更短。如果選擇更短的折舊期，這樣承租人就獲得加速折舊。關

                                                 
52 姜仲勤，融資租賃在中國問題與解答，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 年 7 月第一版，頁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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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營性租賃，承租人可以扣除超過期限的租金費用。在這裏，因

爲租賃期通常比法定折舊期短，所以承租人獲得了加速折舊。 

大陸有兩種類型的間接稅，增值稅和營業稅。通常增值稅的稅

率是 17%。營業稅根據納稅人服務產品的種類變化稅率從

3%-30%53。按照大陸稅制，當産品銷售收入産生增值稅的時候，出

租收入也就是銀行貸款利息産生營業稅。在出租收入中，所有類型

的出租人都要繳納 5%的營業稅。但是不同類型的出租人應用不同

的方法計算他們的稅基。得到商務部或銀監會許可的出租人，在租

賃業務過程中産生的租金收入只有利息的那部分是需要徵稅的。但

是對於出租行業，出租收入的總數需要徵稅。 

為促進大陸現代租賃業發展，2004 年下半年，商務部、國家

稅務總局聯合開展了內資租賃企業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試點工

作。納入試點範圍的內資租賃企業可按照《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

關於營業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3]16 號）的規定，享

受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相關稅收政策。 

3.監管 

大陸租賃行業在政策架構下，租賃行業的監管法令仍舊是不確

定的。按照當前對銀行業的監管條例，商業銀行不允許直接從事租

賃或者是有輔助機構從事租賃54。因此，大陸的所有從事租賃的出

租人都是非銀行機構的出租人。金融公司或者信託公司也有資格從

事融資租賃。所以，在大陸的租賃市場上，主要是非銀行系統的租

賃公司為主。目前，大陸租賃行業有兩個同級的監管機構：大陸銀

監會和大陸商務部。規範金融租賃公司的《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

於 2006 年 12 月 28 日經第 55 次主席會議修正通過，2007 年 3月 1

日起施行。規範外商合資或獨資為《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2005

年 1月 21 日商務部第 1次部務會議審議通過，自 2005 年 3月 5日

                                                 
53 姜仲勤，同前註 
54 2007 年施行之金融租賃管理辦法已放寬商業銀行可成為金融租賃公司出資人。 



 45

起施行，規範內資融資租賃公司試點為《關於從事融資租賃業務有

關問題的通知》，分別適用於三種不同類型的投資者通過投資設立

租賃公司。不同類型的投資者要向不同監管機構申請執照，如非銀

行外商投資機構的租賃公司申請商務部的執照。註冊資本額也不

同。風險控管也不相同，如銀監會對金融租賃公司的監管比商務部

更嚴。目前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機構有銀監會監管的金融租賃公司

十幾家、中外合資租賃公司 30 家左右和少數幾家外商獨資租賃公

司。此外，大陸至少還有 4000 多家從事租賃業務的內資租賃企業，

但只有被列入試點範圍後才可享受與經批准的融資租賃機構相同

的稅收政策。 

4.會計準則 

大陸針對租賃的會計標準《企業新會計準則- 21 號- 租賃》

最早在 2000 年發佈，開始針對融資租賃會計處理作了基本規範，

其後針對回租賃等會計處理於 2006 年 2月 15 日又再次修正，並於

2007 年 1月日起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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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融資租賃定義與法律性質 

第一節 融資租賃定義 

第一項 台灣對融資租賃之定義 

台灣並無法律對直接對融資性租賃下定義，司法判決僅直接認

定融資性租賃之法律效果並未定義融資性租賃。目前租賃業界通用融

資租賃概念來自會計公報二號所稱之融資性租賃，又稱作資本性租賃

（capital lease），並與傳統的營業性租賃（operating lease）相

區別。營業性租賃（傳統租賃）即台灣民法第四百二十一條以下所稱

之租賃。有學者認為「融資性租賃，簡單言之，係指需用機器、設備

之企業，在機器、設備供給者（製造商或經銷商）之處，看中機器、

設備，不願以購買方式籌措或若無資金而又無法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

得融資購買，乃申請租賃公司出資向機器設備供給者買下該機器，再

由租賃公司「出租「（to lease）」於該需用機器之企業，而由該「承

租」之企業按期給付「租金」（lease payment），以令租賃公司收回

購買標的物之本金、利息、利潤及其他費用之經濟活動55。實務上，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亦於七十二年訴字第五二六二號民事判決中採此

見解。  

由於會計上重視經濟實質較不重法律形式之具體表現，因

此一項租約是否爲融資性租賃合約，端視出租人是否已將租賃

標的物之風險與利益移轉予承租人而定。台灣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二號列舉下列四點作為判斷之依據： 

     1.租賃期間屆滿時，租賃物所有權無條件移轉給承租人。 

2.承租人享有優惠承購權。 

3.租賃期間達租賃物在租賃開始時剩餘耐年數 75 ％以上者。

但舊品租賃如租賃前原使用期間已逾總估計使用年數（自全

新時起算）之 75 ％以上者，則本條件不適用。 

4. 在租賃開始日，最低租金給付額（減除出租人負擔之履約成

本）之現值（以財政部公布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與出租人

                                                 
55 融資性租賃定義參照:呂榮海，前揭書，頁 1。許忠信，從國際金融法之觀點論融資性租賃立

法規範之必要性，月旦法學雜誌，第 95 期，元照出版社，頁 85。楊淑文，融資性租賃之法律

性質與定型化契約，收錄於新型契約與消費者保護法，翰蘆圖書出版，1995 年 5 月初版，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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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隱含利率之較低者計算），達到租賃資産公平價值減去出租

人得享受之投資抵減後餘額之 9零 ％以上者。但舊品租賃如

租賃前原使用期間已逾總估計使用年數（自全新時起算）之

75 ％以上者，本條件亦不適用。 

對承租人而言，凡租約合乎上述四點中任何一點者，其租賃稱爲

「資本租賃」，即應將租金資本化之租賃。凡不合上述四點中任何一

點者，稱爲「營業租賃」。對出租人而言，除上述四條件之一外，尚

應符合下列兩條件，才能稱爲資本性租賃56: 

1.應收租賃款的收帳可能性能合理預估（亦即可以合理的預估壞

帳）。 

2.應由出租人負擔之未來成本，無重大之不確定性。故一項租賃

在承租人列爲資本租賃，而出租人可能列爲營業租賃，即兩方

面之分類並不一定一致。 

因此，根據台灣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之規定可知，融資性租

賃實質上接近分期付款買賣（installment sale），若租賃期間屆滿

時，租賃物所有權無條件移轉給承租人；或承租人享有優惠承購權；

或租賃期間達租賃物在租賃開始時剩餘耐年數 75 ％以上者；或在租

賃開始日，最低租金給付額折現後之現值，超過到租賃資産公平價值

（fair market value）減去出租人得享受之投資抵減後餘額之 90％

以上者，並且，出租人能對應收租賃款收帳之可能性作合理之預估，

以及出租人應負擔之未來成本，無重大之不確定性者即屬之。  

第二項 其他主要國家有關融資租賃定義 

1.美國《統一商法典》2A 編對融資租賃的規定 

美國是融資租賃的發源地，也是當今世界融資租賃業最爲發達的

國家。在美國沒有專門的融資租賃立法，與融資租賃相關的法律制度

散見於聯邦及各州制定的普通商業法律以及專門的法律、法規之中。

在美國《融資租賃法》律體系中，最爲突出的就是《統一商法典》2A

編（UCC2A）。在 1987 年 UCC2A 出臺之前，美國並沒有專門的租賃立

法，動産租賃分屬：普通法關於動産的原則、不動産租賃的原則以及

                                                 
56 鄭丁旺，中級會計學下冊，民國 87 年 1 月第六版，作者自版，頁 134~137。卓敏枝等著， 稅

務會計，2003 年 9 月，修訂十七版，三民書局出版，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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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 第 2 編和第 9編關於買賣與擔保交易的規定的規範。在 80 年代

中期由於動産租賃交易在美國迅速發展，對法律的完善性、針對性也

提出了要求，立法者開始認識到原來的法規與概念並不適宜於該種包

含動産因素而非不動産的交易，且該種交易爲一項租賃，而非買賣或

擔保權益，因此爲動産租賃直接設立一項制度就極爲必需了。基於

此，在 1987 年 UCC 版本中增加了第 2A 編，以若干條款對融資租賃做

出了明確的規定。UCC2A 編中針對融資租賃的規定大體上可分爲三個

方面57： 

其一，對融資租賃概念的界定。UCC2A—103（1）中對融資租賃定義

如下：a、出租人不選擇、製造或供應租賃物；b、出租人接受租賃物

或其所有權以及使用權；c、有以下情形出現：（i）在租賃協議正式

生效以前承租人收到這樣一份協議副本：通過該協議出租人取得或將

取得租賃物或所有權，而且將利用該租賃物。（ii）承租人提出的根

據合同條款出租人取得或將取得租賃物或所有權，而且將利用該租賃

物的合同要約是租賃合同生效的條件。（iii）在租賃合同生效以前，

承租人應得到一項準確而全面的聲明：載明承諾和保證，以及保證的

放棄，對救濟手段的限制和改變，或者包括租賃物生産商在內的與出

租人取得租賃物或所有權或使用權合同有關的任何第三方對損害的

賠償。（iiii）如果租賃不是消費者租賃，那麽承租人在簽訂租賃合

同之前，出租人應以書面形式通知承租人，載明：（I）租賃物供應商

的身份確認，除非承租人選擇供應商並且指令出租人從該供應商那裏

取得設備或擁有權和使用權；（II）承租人應當得到承諾和保證，包

括與承租人取得設備或所有權和使用權合同有關的任何第三方的承

諾和保證；（III）承租人有權與向出租人供應設備的供貨商聯繫，並

且取得準確全面的關於承諾和保證，包括限制的放棄以及救濟手段聲

明在內的聲明。 

其二，對融資租賃特殊規則的規定。2A 編中對融資租賃特殊規則的

規定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僅爲融資租賃所適用。這類規則有：承

租人爲供應合同的受益人（2A—209）；租賃物的損失、風險由承租人

承擔（2A—219（1））；因交貨與租賃合同不符而致拒收導致的風險損

                                                 
57 程衛東，國際融資租賃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頁 5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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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由供應人承擔（2A-220（1）（a））；在特定情况下，偶然事件只

是部分影響出租人或供應人的履約能力，則對其生産與交貨的安排由

供應人通知承租人（2A—405（c））；承租人承諾具有不可撤銷性

（2A-407）；在明知貨物與租賃合同與供應合同不一致的情况下貨物

的接受具有不可撤銷性（2A-516（2））。二是融資租賃不可適用。這

類規則有：出租人對租賃物瑕疵擔保的責任之規定不適用於融資租賃

（2A—211（2））；出租人負擔貨物可銷售性的默示擔保（2A—212（1））

及租賃適用於特殊性目的之擔保（2A—213）不適用於融資租賃；在

貨物減損情况下減免租金之規定不適用於非消費性的融資租賃

（2A---221）；對承租人在領受貨物後可撤銷一批或一個商業單位的

與合同不符的貨物的領受之規定不適用融資租賃（517（a））。 

其三，融資租賃與其他租賃共同適用的規則。該類條款構成了 2A 編

的主要內容，這裏無須贅述。由此可見，《統一商法典》區分了融資

租賃與買賣和一般租賃的界限，明確了各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同

時也爲其他方面的相關經濟立法奠定了基礎。相對於其他國家關於融

資租賃私法的法律規定，UCC2A 應該說是更爲詳細、全面的，16 這與

美國成爲世界上最發達的租賃市場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租賃業 

的迅速發展使立法者有更多的商業習慣與實踐經驗可以借鑒；另一方

面，法律的成熟與完善也推動了租賃市場的進一步興旺。 

2.英國有關融資租賃的民、商事規定 

英國沒有專門關於融資租賃的民商事立法，融資租賃被視爲一種

委託形式，像其他商業合同一樣，受普通法條文的約束，租賃合同則

受合同法一般規定約束。目前，英國對於融資租賃還沒有一致的定

義，較權威的有英國設備租賃協會（ELA）所下的定義58。英國設備租

賃協會規定融資性租賃是在合同中規定在一固定期間支付規定數目

的金額，足以分期償付出租人的資本並能贏利。融資性租賃又稱爲

“全部付清”租賃。設備租賃協會在其定義中規定了融資租賃的主要

特徵： 

（1）承租人，而不是出租人，從這種設備的製造商或銷售商選擇設

備。（2）出租人保留設備的所有權。18（3）承租人在按時付租金並

                                                 
58 李魯陽主編，融資租賃若干問題研究和借鑒，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年 11 月第一版，頁 3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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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租賃其他條件的情况下，在租賃的全部期間對使用設備享受獨有

的權利。（4）租賃期間有一不可取消的部分，在此期間租賃公司設法

補償資本支出的全部或主要部分以及其開支和邊際利潤。（5）設備的

陳舊負擔，完全由承租人承擔。（6）租賃對象是商業顧客。租賃公司

業務活動使用的設備，通常不是消費性的交易。（7）由於設備是在承

租人的請求下，由出租人購進，是否合用和其他條件的責任全在承租

人。（8）承租人有責任對設備維修和保險。（9）租賃協議期滿時，承

租人有權選擇減低租金繼續租賃59。 

與許多國家不同的是，在英國融資租賃合同一般不涉及到在租期屆滿

時承租人購買設備的條款。這是因爲在英國，强調的是租賃財産必須

歸出租人所有，出租人出租的只是設備的使用權，因此不涉及銷售問

題。租賃合同期滿後，對租賃財産有兩種處理方法：在承租人願意續

租的情况下，以較低的租金來安排第二次租賃；在承租人不願意續租

的情况下，承租人可以作爲出租人的代理人將設備出售給第三方。如

在合同中規定租期屆滿承租人有權選擇購買設備，則將視其爲租購，

而不視其爲租賃。 

3.日本有關判例對融資租賃的規定 

在日本沒有專門關於融資租賃的立法，日本民、商法法律體系

較爲完善，融資租賃受民、商法一般規則的約束60。目前，日本民、

商法中尚未有關於融資租賃的法律規定，對融資租賃的法律性質，許

多日本學者認爲其是一種特殊的租賃。日本法院近些年通過判例確定

對融資租賃契約從其特殊本質著手，探求其固有的法理，19 大致可

歸納爲：1、供應商所提供的租賃物件不是由租賃公司而是由用戶自

己選擇決定的；2、在租賃期間，租賃物件所有權始終歸屬於租賃公

司，用戶無取得所有權的權利和機會；3、在租賃期間，用戶以支付

租金爲條件，對租賃物件享有專有權；4、爲保證租賃公司能收回所

投入的資本及支出的費用和金融利益，規定租賃期間絕對禁止用戶一

方解除契約；5、租賃物件之陳舊化風險主要由用戶承擔。日本仍然

停留在典型的融資租賃定義階段，承租人沒有出租物的選擇購買權，

                                                 
59 程衛東，同前註 53，頁 8。 
60 李魯陽同前註 57，頁 29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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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糾紛中融資租賃將被視爲傳統租賃處理。 

 

第 三 項  國 際 融 資 性 租 賃 公 約 （ Unidroit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easing）之定義 

國際統一私法協會（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Unification of Law，簡稱「Unidroit」 ）為減少某些跨國性法律

障礙，在多年努力後，於一九八八年完成國際融資性租賃公約61，供

各會員國參考使用。公約的第一條開宗明義將融資性租賃定義為62 

「1.本公約管轄第二條所指的融資租賃交易，在這種交易中，一方（出

租人）： 

    a.按照另一方（承租人）指定之規格，以及經承租人認可之

有利條件，與第三人（供應商）訂定合約（供應合約），根

據該合約，出租人因此取得廠房、資本財或其他設備（設

備）；並且 

b.與承租人簽訂合約（租賃合約），允許承租人使用該設備，

而由承租人支付租金，以爲使用設備之對價。 

2.前條所指之融資性租賃是一種具有下列特徵之交易： 

a.承租人非主要基於出租人之技能及判斷選擇供應商及指定

設備之規格； 

b.供應商瞭解出租人是基於與承租人間已簽定或即將簽定的

租賃合約而取得設備；並且 

c.計算租賃合約之應付租金時，特別考量設備全部或實質部

分成本之攤提。」 

                                                 
61 本公約現在已在法、義、俄、匈、巴拿馬等國生效，美國則已簽署但尚未批准。引自許忠信，

前揭文，p86 註釋 8。 
62 原文為「…one party ( the lessor ), a. on the specification of another party ( the lessee ), enters into 

an agreement ( the supply agreement ) with a third party ( the supplier ) under which the lessor 
acquires plants, capital goods or other equipment ( the equipment ) on terms approved by the lessee 
so far as they concern its interests, and b. enters into an agreement ( the leasing agreement ) with the 
lessee, granting to lessee the right to use the equipment in return for payment of rentals. 2. The 
financial leasing transaction referred to the previous paragraph is a transaction whi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a. the lessee specifies the equipment and selects the supplier without 
relying primarily on the skill and the judgement of the lessor; b. the equipment is acquired by the 
lessor in connection with a leasing agreement which,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suppler, either has been 
made or is to be made between the lessor and the lessee; and c. the rentals payable under the leasing 
agreement are calculated so as to take into account in particular the amortization of whole 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st of the equi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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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大陸對融資租賃之定義 

                                    依據《融資租賃法》草案三次徵求意見稿第二條，總結融

資租賃為本法所稱融資租賃，是指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和供貨人的

選擇，從供貨人處取得租賃物，將租賃物出租給承租人，向承租

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動，租賃期間屆滿時承租人可以續租、留購

貨返還租賃物，首次租賃期限最短爲一年。 

草案從法律角度對融資租賃作出定義。需要著重說明的是： 

1.關於融資租賃交易的本質特徵。草案規定，出租人要根據承租

人對租賃物和供貨人的選擇或認可，從供貨人處取得租賃物並

出租給承租人。供貨人、出租人、承租人之間就此達成供貨合

同和融資租賃合同，形成了“三方主體、兩個合同”的交易框

架，同時也確立了一些特殊的權利義務關係。如因承租人選擇

租賃物和供貨人，出租人可以不承擔租賃物瑕疵方面的責任，

也不承擔使用期間的維護義務等。 

2.關於最短租賃期限。鑒於融資租賃大多是一項中長期資本性交

易，同時也爲了更便於區別融資租賃和租賃，故設立一個最短

期限。 

3.關於出租人的資格。出租人必須是經過行政審批獲得相應資格

的經營實體。 

4.關於租賃物範圍。草案規定融資租賃物的範圍是機器設備等非

消耗性動産。租賃物範圍排除了軟件、債權等無形資産以及房

地産等不動産。之所以排除軟件是因爲，軟件涉及的多是使用

許可，交易特徵與融資租賃的特點有顯著差別，而且存在可以

無限複製、其取回目的有別於租賃物取回之目的等特點。但軟

件可附著於動産之上，且無價值比例限制。之所以排除房地産

等不動産是因爲，在大陸房屋是特殊類別的商品，有不同於其

他商品的特性。例如，房屋建造在土地上，土地是國有或集體

所有，當事人只能取得和轉讓土地使用權。再如，房屋所有權

的登記和房地産的稅收政策與其他商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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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融資租賃交易之主體及客體 

第一項 融資租賃交易的主體 

融資租賃交易的主體一般會涉及到三方當事人，分別是出租人、

承租人和租賃物的出賣人或供貨人。出租人係利用其資本優勢爲租賃

交易提供資金融通，由其出資爲承租人購買所需要的設備並供給承租

人使用；承租人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租賃物並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

出賣人提供租賃物的供應商。以下茲就融資租賃交易當事人析述如

下： 

第一款 出租人之資格限制。 

      合同法雖訂有融資租賃專章，但並非任何人依據合同法成立融

資租賃合同，即生效力63。大陸融資租賃之出租人設有資格限制，

未取得融資租賃資格，即使簽訂融資租賃合同，依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該合同亦為無

效，以下茲就大陸目前存在三種可從事融資租賃業務之公司說明

資格如下： 

1.金融租賃公司。依照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金融租賃公司的最

低註册資本爲 1億元人民幣，且須經銀監會核准成立。金融

租賃公司之出資人亦有資格之限制64。  
                                                 
63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 1996 年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條：『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應認定融資租賃合同爲無效合同：出租人不具有從事融資租賃經營範圍的出租人不具有從事融資租賃經營範圍的出租人不具有從事融資租賃經營範圍的出租人不具有從事融資租賃經營範圍的；承租人

與供貨人惡意串通，騙取出租人資金的；以融資租賃合同形式規避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依照

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無效的。』 
64 金融租賃公司主要出資人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中國境內外注册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商業銀行，還應具備以下條件：  
  1.資本充足率符合注册地金融監管機構要求且不低於 8％；  
  2.最近 1 年年末資産不低於 800 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  
  3.最近 2 年連續盈利；  
  4.遵守注册地法律法規，最近 2 年內未發生重大案件或重大違法違規行爲；  
  5.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內部控制機制和健全的風險管理制度；  
  6.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的其他審慎性條件。  
  （二）中國境內外註册的租賃公司，還應具備以下條件：  
  1.最近 1 年年末資産不低於 100 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 
  2.最近 2 年連續盈利；  
  3.遵守註册地法律法規，最近 2 年內未發生重大案件或重大違法違規行爲。  

  （三）在中國境內註册的、主營業務爲製造適合融資租賃交易産品的大型企業，還應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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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外商投資融資租賃公司。依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外商投資

融資租賃公司應當符合下列條件65：  

（一）注册資本不低於 1000 萬美元；  

（二）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外商投資融資租賃公司的經營期限一

般不超過 30 年。  

（三）擁有相應的專業人員，高級管理人員應具有相應專業資質

和不少於三年的從業經驗。  

具備上述條件後，經省級商務主管部門進行初審後，上報商務部

進行審批通過之該外商公司，可為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3.試點融資租賃業務內資企業66。依商務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從事融

資租賃業務有關問題的通知，商務部將對內資租賃企業開展從事融

資租賃業務的試點工作，依該通知從事融資租賃業務試點企業應當

同時具備下列條件：  

（一）2001 年 8月 31 日（含）前設立的內資租賃企業最低注册資

本金應達到 4000 萬元，2001 年 9月 1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期間設立的內資租賃企業最低注册資本金應達到 17000 萬

元；  

（二）具有健全的內部管理制度和風險控制制度；  

（三）擁有相應的金融、貿易、法律、會計等方面的專業人員，高

                                                                                                                                            
以下條件：  

   1.最近 1 年的營業收入不低於 5０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兌換貨幣；  

   2.最近 2 年連續盈利；  

   3.最近 1 年年末淨資産率不低於 30％；  

   4.主營業務銷售收入占全部營業收入的 80%以上；  

   5.信用記錄良好；  

   6.遵守註册地法律法規，最近 2 年內未發生重大案件或重大違法違規行爲。  

  （四）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的可以擔任主要出資人的其他金融機構。 

65
 參照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第 9 條及第 11 條。 

66
 參照商務部 2004 年商建發[2004]560 號令，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從事融資租賃業務有關問題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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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管理人員應具有不少於三年的租賃業從業經驗；  

（四）近兩年經營業績良好，沒有違法違規紀錄；  

（五）具有與所從事融資租賃産品相關聯的行業背景；  

（六）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具備上述資格後，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商務主管部

門可根據該區租賃行業發展的實際情况，推薦 1—2家從事各種先進

或適用的生産、通信、醫療、環保、科研等設備，工程機械及交通運

輸工具（包括飛機、輪船、汽車等）租賃業務的企業參與試點。 

故並非內資企業租賃公司皆可從事融資租賃業務，必須具備特定

資格及經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商務主管部門檢具推

薦函及可行性研究報告經審批後才可為融資租賃交易。 

4.台灣出租人資格限制。 

（1）初期。台灣財政部於 1973 年 1月 25 日，以台財錢字第 10831

號令公布「信託投資公司辦理機器及設備租賃業務辦法」（以下

簡稱「租賃業務辦法」）67。茲因該辦法中規定，信託投資公司

須以自有資金辦理租賃業務，且視為中長期資金融資業務之一

種，可算是早期對出租人之資格限制。租賃業務辦法公布施行

後，曾分別在民國六十三年、六十四年及六十六年做過修正，

由於行政程序法在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公布，民國九十年一

月一日施行，租賃業務辦法之制定，因為缺乏法律之明確授權，

為免引發效力之疑議，財政部乃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四日以

（89）台財融字第 89747390 號令發布廢止。 

（2）其後經濟部核准設立之租賃公司，則無資格限制，亦非特許

之金融事業，故只要經過經濟部與一般公司設立相同流程之

形式上審核，即可成立租賃公司從事融資租賃業務。融資性

租賃在司法實務演進過程中，亦未對出租人資格有爭議或限

                                                 
67 鄭西園，金融百科，時報文化出版，1999 年 12 月 10 日二版五刷，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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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第二款 承租人及供貨人 

    1.承租人。 

（1）大陸目前合同法及相關法令未就承租人有明文資格限

制，但就融資租賃交易中，期滿取得標的物所有權之情況，承

租人實為該買賣標的物之最終買主，且以融資租賃之本質為機

器設備之融物實為企業設備融資觀點來看，應排除自然人以消

費目的之適用，此觀國際融資租賃公約第一條及《融資租賃法》

草案（三次徵求意見稿）第二條皆排除爲個人、家庭消費目的

使用租賃物的不適用該法規範。再加以自然人若非獨資商號有

攤提折舊之會計處理外，其未享有融資租賃之稅務優點，反增

加其取得租賃物之成本（稅負無法進銷項扣抵）。 

（2）台灣早期公司法有資金貸與他人刑罰之處罰，融資性租

賃未有法律明文規定，僅靠司法判決承認其有別於消費借貸之

融資，故未避免融資租賃與自然人往來被認定為融資及自然人

資力較薄弱且徵信不易，實務上租賃公司皆會自行排除與自然

人往來融資租賃業務，但獨資商號仍可往來。目前雖公司法刪

除相關刑罰，且亦未有法律限制承租人資格，但租賃公司仍未

與自然人直接往來融資租賃業務。 

     2.供貨人。供貨人在融資租賃交易中一般為機器設備之製造

商、代理商；在轉租賃中為租賃公司；在售後回租為承租人，

已有為法律行為之資格，故目前並無限制。 

        

第二項 融資租賃客體 

第一款 融資租賃客體應予限定 

1.作爲《融資租賃法》律關係的客體，必須具有符合民法上對物的概

念特徵，如實物、自由流通及非消耗物等的特徵。因此，法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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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之物，如武器、國家專營産品等應排除在融資租賃交易的客體

以外。另外，限制交易之物一般也不能作爲融資租賃交易的對象。

具體而言，融資租賃交易的標的物具有廣泛性和限定性，現代融資

租賃所經營的租賃設備幾乎無所不包，從人造衛星、航空設備、石

油鑽井平臺等大型成套設備到包括汽車、火車、飛機等在內的各種

運輸工具。 

2.雖然從各種精密儀器、大型電腦處理系統、電話交換機系統、紡織

機械等專用設備，到車床、辦公設備等一般通用生産設備都已成爲

租賃公司經營的對象，然而也並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成爲融資租賃

交易的標的物。根據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國際融資租賃公約》第一

條的規定68，國際融資租賃的標的物限定爲：成套設備、資本貨物

或其它設備。而《國際會計準則 17-租賃》則排除自然資源或礦藏

及智慧財產權之標的適用69。目前《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則就

融資租賃交易的租賃物限定爲固定資産，固定資產為會計觀念，會

計上就物之修復如管線、勞務等成本可列為固定成本逐年攤提，但

                                                 
68
 參照裘企陽譯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國際融資租賃公約（中文）第一條：  

本公約管轄第 2 款所指的融資租賃交易，其中，一方（出租人），按照另一方（承租人）的規格

要求同某個第三方（供貨人）訂立一項協議。根據該協議，出租人按承租人就涉及其利益的部分

所認可的條件取得成套設備、資本貨物或其它設備（設備），幷且，同承租人訂立一項協議（租

賃協議），以承租人支付租金爲條件，授予承租人使用設備的權利。 

前款所指的融資租賃交易是一種包括以下特點的交易： 

承租人指定設備和選擇供貨人，幷且不主要地依賴出租人的技能和判斷； 

出租人之取得設備是同某一租賃協議相關聯的，幷且供貨人知悉該協議已經或必將在出租人和

承租人之間訂立，以及該租賃協議項下應付租金的計算是特別考慮了攤提設備的全部或大部分成

本的。 

無論承租人是否已有或隨後取得購買該設備或憑另一租期的租賃協議占有該設備的任擇權，也

無論是支付名義貨價還是支付租金，本公約均適用。 

本公約適用于涉及所有的設備的融資租賃交易，除非該設備將主要供承租人個人。家人或家庭

使用。  

69
 參照，《國際會計準則－17  租賃》中〈範圍〉一節規定：本準則應適用於一切租賃，除非是： 

   開發或使用諸如石油、天然氣、木材、金屬和其它礦産權的自然資源的租賃協議；以及諸如

電影、錄像、劇本、文稿、專利和版權等項目的許可證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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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購置使用後即發生與動產附合，非獨立之物；且勞務亦非實體

之物，故以固定資產為限定融資租賃客體仍不夠精確。 

第二款 結語 

據此我們可以確認，並非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爲融資租賃交易的客

體，我們可以歸納融資租賃交易之客體應有以下特點： 

1.首先，租賃物必須是物，必須是實物財産。因此，任何形式的

無形資産都不能作爲租賃物（除非係附屬於租賃設備內之從

物）。因為知識産權的轉移使用，並非透過融資租賃合同的許

可證協議來履行。 

2.其次，即使是實物財産，也並非是都可以作爲融資租賃合同的

租賃物的： 

  （1）凡是在使用過程中會轉化爲它物、自身形態不再存在的實物，

不能作爲融資租賃合同的租賃物。例如石油，一經使用（燃

燒），就轉化爲各種形態的熱能或提煉成其他油品，石油本身

不復存在，所謂出租人對租賃物（石油）的所有權將無可行使； 

（2）凡是必須作爲他物的一部分才能發揮相對獨立的功能、産生

相對獨立的使用效果的物即從物，也不能作爲融資租賃交易

的租賃物。例如，油漆，它必須塗覆到它物的表面；管線零

件，它必須安裝在機器上，否則均無效用。而一旦被使用，

即附合之主物之上，則所謂承租人對租賃物（油漆、零件）

的所有權也將無可行使； 

       由以上兩點說明，凡是消耗物和從物均不能作爲融資租賃交

易的租賃物。 

3.根據以上的分析，粗略可認為凡是可以列爲法人的固定資産且非

法律上之從物的實物財産，原則上均可以作爲融資租賃交易的租

賃物，反之則不能。但是，也無法一概而論，目前法律尚未就房

屋、機動車這類特殊的固定資産，開放作爲融資租賃交易的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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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故需視當時的相關法規而定。 

 

第三節 融資租賃之法律性質 

第一項 概述 

融資租賃契約之法律性質究竟屬於何者，在大陸法系國家引起諸

多爭議。其法律性質之認定，不僅於理論上有討論之必要，實際上更

牽涉關於融資性租賃契約條款應為如何之補充解釋，是否違反強行規

定，定型化制式契約條款是否限制承租人行使權利，實值探討。在大

陸制定《融資租賃法》律前，也應注意到大陸法學界對融資租賃的主

體、客體和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係等法律關係問題仍待討論解決，如

對出租人向第三方取得租賃物的理解還是僅局限於購買，學界仍然普

遍使用“出賣人”、“購貨合同”來定義融資租賃。這導致大陸目前

幾乎所有的法律文件都援用了這些法律用語，包括舉足輕重的《合同

法》和《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等，這可說是一個明顯缺憾。又如，

由於對《融資租賃法》律關係的整體性認識不够，部分學者還試圖用

舊有法律理論來解釋《融資租賃法》律關係，或者把融資租賃合同僅

理解爲其中的租賃合同，從而把供貨合同關係和租賃合同關係作爲兩

個獨立的法律關係來看待，這就導致融資租賃三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

割裂。再如，由於對出租人享有的“信用所有權”認識不足，在大陸

立法和司法實踐中普遍只强調“所有權”，不重視融資租賃建立在所

有權基礎上的“信用性”，從而過分强調租賃物的回收，而忽略融資

租賃應有衡平觀點。 

第二項 各種學說  

融資租賃由於各國法制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對融資租賃認識不同，

故發展出各種學說，以下茲介紹之各種學說70，並就各種學說不足提

出說明： 

                                                 
70
 參照程衛東著，國際融資租賃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頁 3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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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分期付款買賣契約說  

該學說爲德國學者 Ebenroth 所提倡，其主張租賃公司對租

賃物僅限於擔保利益，因此，融資租賃合同的內容，如租賃公司

不負交付義務及由承租人負擔租賃物一切風險等，均可得到合理

解釋；由此觀之，融資租賃非常接近於保留所有權的分期付款買

賣，其區別僅在於融資租賃合同沒有承租人將最終取得所有權的

預定，但這只是出於稅法上的考慮而控制所有權向用戶移轉，租

賃公司並沒有作爲所有權人的經濟利益71。因此，融資租賃契約

應爲分期付款買賣契約。該學說一經提出，即受到各國學者的批

判，主要是認爲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的法律關係與傳統買賣契約

關係中的瑕疵擔保、風險承擔等法律制度相差甚遠，不宜解釋爲

分期付款買賣。 

有學者72認為這一學說忽視了融資租賃的租賃性質，即承租

方對標的物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租賃標的物所有權到期移

轉並不是基於租賃物本身價值轉移的完成，而是基於雙方信用關

係的結束而産生的對租賃物處置方式的選擇（退租和續租等租賃

形式的出現也可說明此點），也就是說出租人與承租人之間是一

種信用關係而非買賣關係，因爲買賣關係以轉移標的物所有權爲

必要和特徵。 

筆者個人認為，若以會計之經濟實質來看，承租人給付全部

租金總額達該標的物價值 90%以上，其實接近以分期付款取得該

租賃物之所有權，若承租人選擇期末，最終未取得所有權，承租

人如何處理資產損失亦是一大問題，故分期付款買賣契約說確實

也有著力點，但該說確實未就融資租賃中租賃特點為表述說明，

故此說仍未足以表達《融資租賃法》律性質。 

                                                 
71 楊淑文，新型契約與消費者保護法，p239-243，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叢書（45），1999 年 5 月初

版。 
72 參照劉敬東，國際融資租賃法律問題研究，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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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租賃契約說 

該說又分爲“傳統租賃契約說”及“特殊租賃契約說”兩

種。傳統租賃契約說爲德國學者 Flume 所倡導。他認爲，因爲租

金不是租賃物的對價，而是租賃物使用的對價，所以融資租賃交

易以物的使用爲目的，而不以物本身爲目的。這與通常的租賃契

約完全相同。但 Flume 亦承認，融資租賃契約的內容，如租金比

通常租賃高出甚多、由承租人負擔一切風險等特色，皆與通常租

賃契約不同73。對此，Flume 從融資租賃的經濟目的和民法典關於

租賃契約的規定屬任意性規定來說明這些特殊內容的正當性。由

於融資租賃的本質要素——融資功能未能在傳統租賃契約說中

得到充分體現，該學說受到多數學者的批判，於是産生了以德國

學者 Westphalen 爲代表的特殊租賃契約說。該說强調了融資租

賃的融資機能，重視契約內容的特殊性，認爲融資租賃並非傳統

租賃，民法典關於租賃的規定難以對其進行約束，因此應爲一種

特殊租賃契約。融資租賃在經濟上是以金融爲目的的，租賃契約

是爲達成此金融目的所採取的法律手段，與通常租賃契約相比，

融資租賃具有不能忽視的特殊性，應視爲特殊租賃；民法關於通

常租賃的規定，必須考慮其特殊性而決定是否予以適用。綜觀租

賃契約說，不難看出，其實質是利用傳統民法中租賃契約的觀點

來解釋《融資租賃法》律關係，有的只不過以特殊性來解釋二者

差別。 

惟，該說它無法對融資租賃的金融性質，也就是融資功能

自圓其說，因此就無法對融資租賃禁止中途終約或解約、此外租

賃物的瑕疵擔保免責、標的物風險及維修義務由承租人負擔等加

以合理解釋。另外，傳統租賃關係中只有兩方當事人，其實質是

以物的使用權作爲標的形成的雙方民事法律關係，而融資租賃至

                                                 
73 程衛東，前揭書，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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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三方當事人，租賃物是由承租人選定，雖然租賃合同也以物

的使用權爲標的，但其實質是三方當事人之間形成的法律關係，

作爲租賃物所有權人的出租人期待的是一種租金回報，其往往對

租賃物的實際占用並不感興趣，比如，收回物的使用權總是在承

租人違約時迫不得已才採取的一種措施。 

第三款 貨幣借貸契約說 

該說由法國學者 Calen 提出。他認爲，在融資租賃中，承

租人所支付的租金並非使用租賃物的對價，而是償還租賃公司購

買租賃物所支出的成本及其利息的對價，因此融資租賃契約實質

爲貨幣借貸契約74。德國學者 Borggrafe 也持類似觀點，認爲融

資租賃契約不僅是以物的利用可能爲中介，更重要的是一種融資

的給付。租賃公司所承受的不是買賣風險，而是信用風險。融資

租賃是有形耐用固定資産的借貸，在對用戶的信貸機能及法律權

利義務上同貨幣借貸有許多共同點，二者沒有本質不同。值得注

意的是，持此說的學者大都將租賃物視爲借貸關係的擔保物。 

由以上觀之，正如部分學者指出法國及德國的學者均只著

眼於融資租賃具有的融資實質，忽略法律概念與當事人的關係，

將契約背後的經濟作用與爲達成該經濟作用所採取的法律形式

混爲一談，難以令人信服。此學說雖然强調了融資租賃的信用關

係，但又忽視了融資租賃的融物功能，何况借貸關係中雙方的法

律關係根本不能解釋融資租賃中三方的金流關係。另外，依民法

物權理論並不允許以自己之物擔保他人積欠自己之債務，而在租

賃關係中租賃物的所有權屬於出租人，出租人如何能用自己所有

的物爲自己的權益擔保呢？因此，這種學說無法從法律上解釋融

資過程中租賃物的作用，因而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第四款 動産擔保交易說 

                                                 
74 程衛東，前揭書，頁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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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說由臺灣學者呂榮海提出75，他認爲：其一，融資租賃

在大陸法系國家才發生“法律性質如何”之爭論，因爲德、日兩

國受“物權法定主義”及動産擔保原則上須移轉占有之限制，融

資租賃的傳入使固有的法律産生了無法適應的情形，而在美國法

制史上，將“租賃”作爲一種動産擔保交易制度具有悠久歷史，

因此將融資租賃定性爲動産擔保交易不成問題；其二，融資租賃

具有與動産擔保交易相同的三項功能，即融資、擔保和使用三種

功能。在融資租賃中，承租人（債務人）得籍此方式爭取融資（融

資功能），同時，出租人（債權人）對租賃物享有所有權，得放

心提供融資（擔保功能），再者，承租人亦不須將租賃標的物移

轉供出租人（債權人）占用，仍將繼續使用標的物（使用功能），

其“以籌措融資所購買之動産本身作爲融資之擔保，同時接受融

資者尚能占有、使用該動産”之特徵與一般動産擔保交易並無兩

樣；其三，動産擔保交易說可以包容貨幣借貸說、無名契約說及

特殊租賃說的長處，並可克服各學說缺點。因其具有“融資功

能”之特徵，故能包容貨幣借貸說及無名契約說之長處（指出融

資租賃之實質、即金融行爲），並能克服貨幣借貸說法律形式與

內容有疑問之缺點，以及克服特殊租賃說“契約”之缺點。因其

具有“擔保功能”之特徵，則能克服貨幣借貸說未能涵蓋信用供

給者對標的物享有權利，得於債務人違約時取回標的物之缺點。

最後，因其具有“使用功能”之特徵，故能包容特殊租賃說之長

處，指出債務人（承租人）占有、使用、收益標的物之事實。 

有學者76認為動産擔保交易說看似理由充分，但該說忽視了

融資租賃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實，即美國在上世紀通過加速折

舊和活用投資減稅制等産生了節稅型租賃，還出現了諸如經營性

租賃、風險租賃等多種新型租賃形式，這些已成爲當代融資租賃

                                                 
75 呂榮海，前揭註，頁 91-93。 
76 梁慧星，融資租賃契約法性質論，法學研究 199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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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形式。這些形式發揮了融資租賃的投資、促銷等新功能，

且對所有權的安排更加靈活，當事人在更加重視租賃物使用的同

時，對所有權的關注却在下降，這些使得融資租賃完全擺脫了一

般擔保交易的法律性質，成爲一種新的法律概念。因此，新修訂

的美國統一商法典體現了這一變化，賦予融資租賃新的定義和法

律關係。所以，以美國租賃即係動産擔保交易爲根據的說法就喪

失了理論來源。 

因當代融資租賃的投資、促銷、節稅等多種功能已非一般

動産擔保交易的功能所能涵蓋；因爲擔保權益是一項附屬權益，

它不能脫離所有權而獨立存在，在融資租賃中，出租人擁有租賃

物所有權毋庸置疑，爲保證租金順利收回，出租人追求的是債務

人（承租人）提供其自身財産保證或其他形式保證，以出租人自

有租賃物作爲其收回租金的擔保顯然不能被其接受。因此，以動

産擔保交易說來解釋融資租賃的法律性質在理論上站不住脚，在

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 

第五款 無名契約說 

此學說認爲在融資性租賃契約，租賃公司僅負容忍承租人

使用收益從供給商給付之物品，並不負修繕義務。且因其僅提供

金融，故不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物之擔保責任應由供給商對承

租人負責。租賃公司不問承租人是否使用收益物品，均有請求租

金之合理權利。因租金係租賃公司為回收及承租人之方便而提供

金融而為約定，並無承租人使用收益標的物之對價的性質。而租

賃公司擁有標的物所有權，其目的在於預防承租人不支付租金

時，租賃公司得取回屬於自己所有之租賃標的物，具有擔保債權

之功能。承租人所支付之租金，實質上乃貸款與利息之分期清

償。融資性租賃制度，可謂係代替承租人支付購入標的物價金之

融資標的物本身之「融物」制度，其機能除有租賃契約之性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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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買賣、融資、擔保等作用，宜解釋為係一種有償無名契約77，

此一有償無名契約並非物或權利之買賣，亦非消費借貸或單純融

資契約，更非處理事務之委任契約，而實乃非典型租賃契約之性

質78。融資租賃契約與現有各種典型契約相比均有相異之處，因

此不能歸類於任何一種典型契約，應根據融資租賃的基本特徵，

承認其爲一種獨立於既有典型契約的無名契約。台灣法院實務見

解亦採此說79。 

有論者認為，無名契約說是一種消極做法，民法有名契約

僅二十多種，基於契約自由所衍生之契約不計其數，僅於無名契

約歸類，未就融資租賃交易之獨特性具體說明買賣及租賃部分概

念無法適用，不符合法律創新和進化要求，而且極易在司法實踐

中造成多種解釋的混亂局面，不利於融資租賃業的發展，因而該

學說是不能被接受的。 

第六款 獨立交易說 

                    獨立交易說為歐洲設備租賃協會聯合會（Leasurope）所先提

出，該說認為融資租賃是根據市場需要而在傳統的各種交易，特別是

租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的獨立交易方式。該協會認為融資租

賃並非分期付款買賣，也非債權擔保的一種形式，也不是單純的設備

租賃和回避風險的手段，而是在一組合同基礎上成立的一種自成一類

的三邊交易80。其後國際統一私法協會亦採納 Leasurope 之論點，於

起草國際融資租賃公約時，將租賃與分期付款買賣之部分概念融合於

融資租賃交易內，並認為部分買賣或租賃概念在此情況下不適用。 

    筆者認為，獨立說強調融資租賃交易法律性質應獨立於租賃及分

期付款買賣等學說之外，並以金融創新說明演變及與其他學說之區

別，但並其本身學說仍無具體論述之說明，要成為學說似乎立論稍嫌

                                                 
77 楊淑文，「融資性租賃之法律性質與定型化約款」，前揭書，頁 250-251。 
78 同前註，頁 256-264 
79 參照台北地方法院 93 年重訴字第 535 號判決要旨。 
80 吳光炳、朱湘建，現代租賃理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 年，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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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仍有待補足及建立。 

第七款 結語 

    筆者認為，在獨立交易說未具體說明其主張及立法規範前，在台

灣目前現況之融資租賃法律性質，仍以無名契約說較為可採。因台灣

民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

慣者，依法理。」以為補充民法之助。再依民法第三四七條：「本節

規定，於買賣契約以外之有償契約準用之。但為其契約性質所不許

者，不在此限。」之規定，優先準用買賣契約之規定，惟如買賣契約

之相關規定，與融資租賃契約之性質不相容或相互排斥時，即無準用

買賣契約各該規定之餘地。此時即發生所謂法律所未規定之欠缺，法

官自得比附援引台灣其他類似之民事法律規範，或參採大陸合同法第

十四章融資租賃合同之立法例，以為其造法補充之法理依據81。 

 

第四節 融資租賃交易之特殊問題分析    

第一項 融資租賃合同的組成及聯立 

1.融資租賃交易合同範圍 

典型的融資租賃合同是一個三方交易兩份合同，從融資租賃

交易特性可以發現融資租賃交易牽涉兩類基本合同的法律關係，

即與供應商間供應或買賣合同和承租人間之融資租賃合同。就出

租人與供應商訂立供應或買賣合同而言，此合同表面是雖然與融

資租賃合同相較是獨立的合同，但仍然與融資租賃合同有密切關

係。茲分析如下： 

（1）就融資租賃合同法律關係 

融資租賃合同之生效，必須是出租人已依融資租賃合同約

定『交付』承租人在融資租賃合同所選定之租賃物，而實際上

租賃物之交付者為供應商。在融資租賃合同存續期間，即使租

賃物有瑕疵，承租人仍須繼續給付租金，但租賃物之瑕疵擔保

請求權，即由出租人移轉至承租人去行使。依債之相對性來看，
                                                 
81 黃陽壽，大陸融資租賃合同制度之介紹－兼述台灣法制現況與我見－，頁 19，比較民商法論

文集─方文長教授九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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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買賣合同雖係出租人才係當事人，但因融資租賃交易之特

殊性，故承租人可依融資租賃合同及買賣合同，直接向出賣人

主張物之瑕疵擔保。 

（2）就買賣合同法律關係 

在供應或買賣合同中，買賣標的物係由第三人（即融資租賃

之承租人）所選定，買受人（即融資租賃之出租人）簽訂買賣合

同後亦指定由第三人（融資租賃之承租人）為收受及驗收，出賣

人必須依在第三人完成交付驗收後，出賣人才算完成買賣合同之

義務，也才有買賣價金請求權。如買賣合同有無效或被撤銷，也

同樣影響融資租賃合同之生效，這可證明融資租賃合同並不能被

視爲單一的合同。 

2.合同之聯立 

在一項交易中，包括多個合同的現象是經常發生的，法律

理論稱之爲合同的聯立。即在同一交易中，數個合同在各不失其

個性的情况下相互結合。合同聯立的情形有許多種82，主要包括: 

(1)數個合同之間是相互依存的，互爲條件的。 

(2)一合同依賴於另一合同而成立，但另一合同對之却沒有

同等依存關係。在這兩種情況下，依存的合同因被依存

合同的生效或無效而産生同樣的效果，但除了效力與成

立上的依存關係外，其他方面各依其自身的法律支配，

如第三人債權擔保合同。 

(3)擇之結合，數個合同因某一條件而結合，該條件使其中

某些合同失效而使另一些合同生效，即同一條件或事實

爲某些合同之解除條件而爲另一些合同之停止條件。 

總之，合同的聯立使得某一交易中産生多個合同，各合同間存

在一定的依存或相互影響的關係，各合同本身仍具有一定的獨

立性。合同聯立會使合同當事人之間存在複雜的權利義務關

係，如: 

(1)各當事人之間存在相互權利義務關係。例如在第三人擔保

主債權合同及主債權合同的各方當事人之間，在一定條件

                                                 
82 鄭玉波主編，民法債編論文選輯，五南圖書出版，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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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兩個合同的當事人之間可以存在直接的請求權:當主債

務關係中的債務人未履行債務時，主債權人可以直接請求

擔保合同的擔保人履行債務，而在擔保人爲主債務人清償

債務之後，可以向其直接求償; 

(2)各合同當事人之間分別存在權利義務關係。對其他合同的

當事人無直接請求權。如一合同之生效是另一合同生效的

條件時，非同一合同的當事人之間不存在權利義務關係; 

(3)在一般情况下，不同合同當事人之間相互沒有權利義務關

係，但是由於交易的特殊性而使一合同當事人之間關係轉

由另一當事人承擔。 

3.融資租賃交易中的合同聯立分析 

融資租賃合同中的供應合同和租賃合同的聯立關係可以從以下

二方面來分析: 

（a）首先，從合同的訂立觀之，兩合同有一定的依存關係。

一方面租賃物是由承租人來確定，供應商也是由承租人選定

的，通常在供應商與出租人簽訂供應或買賣合同之前，承租

人己與供應商就供應或買賣合同的主要條款進行了洽談，供

應合同的簽訂是爲了讓實質資金提供者即出租人以當事人的

身份介入到融資租賃交易中，供應合同和融資租賃合同共同

成就了承租人通過出租人的融資獲得供應商提供設備的使用

權的經濟目的。 

（b）在形式上，兩份合同的標的物是相同的。從合同的效力

而言，儘管多數國家認爲融資租賃交易中的買賣合同和融資

租賃合同是兩個獨立的合同，如日本的判決83，即一合同的無

效並不當然導致另一合同的無效。但是對於融資租賃合同中

兩合同間産生的關聯性的特徵，法律必須予以考慮，在融資

租賃交易中，買賣合同與融資租賃合同具有相互關聯性，在

效力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依存性，如果融資租賃合同無效或解

除，在標的物交付前，買賣合同也應可以解除，惟一旦標的

物已經交付，買賣合同效力不受影響;而買賣合同如果無效或

                                                 
83 日本大阪高判昭 58.8.10 判決，轉引自史燕平著，國際租賃理論與實務，第 61-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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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則租賃合同應可以解除，甚至可以視一合同的生效是

另一合同有效的默示解除條件，一合同無效可導致另一合同

自動失效。應强調的是，即買賣合同的賣方應該在簽訂買賣

合同時知悉或應當知悉，該買賣合同將是爲後續的融資租賃

合同作準備的，否則，該買賣合同並不是本案討論的融資租

賃合同中的買賣合同，而是一個獨立的買賣合同。 

第二項 融資租賃交易中租賃物所有權性質探討 

1.所有權的演進 

依傳統民法的概念，完整的所有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

處分的權利，在融資租賃中，承租人對標物享有所有權中之占有、

使用及收益之權利；出租人之所有權僅剩處分權，而該處分在融

資租賃關係存續期間中，亦係受當相當的限制。於承租人未違反

融資租賃合同之約定或合同存續期間屆滿前，出租人都不得處分

該租賃物。有認為所有權的分化是融資租賃的基礎，沒有所有權

分化的理念便沒有融資租賃的經濟動力與法律上的合理性。如果

權利不能分化，則除所有權以外的任何人無權享有物的任何權

益，除非所有權轉讓至其名下。然而，現代法上與經濟實踐中，

權利分化已成爲一種普遍現象，多種權能的複合體的所有權亦

然。所有權分離的一個基礎前提是，發生分離的客體能够在相當

長的時間內産生一種收益，並且不改變其存在的基本屬性，可以

隨時確認其所有權.”所有權分離的情形包括以下幾種情况84: 

（1）有形財産的分割，即空間上的分割，財産被分割成幾個不同

的單元，不同單元的所有權歸不同人所有，典型的是共同所

有權; 

（2）所有權在時間上的分割，在不同時間內，不同的主體對同一

物擁有所有之不同權能。如租賃，在租期內出租人對物再擁

有占有與使用權，但擁有財産的最終處分權與所有權的複歸

權; 

（3）物的所有權的不同權能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分離.這主要是體

現在無形資中，分離出來的權能是建立在物的價值基礎上

                                                 
84 程衛東著，國際融資租賃法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第 1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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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非實際的物的分離，如股、拆息證券(將利息賣給他

人)等，股票只代表公司財産的價值，股東擁有收益與名義

上的所有權，而股票所代表的物的占有、管理、使用與處分

權則在於公的管理者85。 

2. 融資租賃中的所有權分化及弱化 

（1）所有權分化理論。 

在融資租賃中，出租人享有租賃物的所有權權能是不完整的，

即對租賃物的最終處分權和一定條件下的複歸權;而承租人則享有

物的占有、使用、管理與收益的能，但不享有最終處分權和複歸權。

隨著生産力的發展，物，具有了生産收益的功能，人們的經濟目的

發生了變化，物權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相反，債權的權利與利

益的享有成爲所有權的目的，而不再只是物權的手段。商人並不注

重所有的物有多少，而是物可以增值多少，即如何使自己手中的物

加入到債權關係中去成爲可以獲取利益的手段。融資租賃中物的所

有權分離正是上述分析的有力證明，出租人參與融資租賃交易獲得

租賃物的所有權，其目的並非是爲了擁有物，而是通過將物租借給

承租人使用收取租金，最終獲得投資收益。對於承租人而言，獲得

對物的占有和使用是其主要的目的，儘管在某些融資租賃交易中，

承租人可能會爭取獲得物的所有權，這通常是通過行使租賃期末的

選擇購買權來實現，但是也是爲了保證自己能够繼續占有和使用租

賃物獲得利潤。一旦承租人覺得獲得租賃物的所有權的成本高於其

繼續占有和使用租賃物所能賺取的利潤，他就會放棄獲取所有權嘗

試。雖然融資租賃中所有權分化的情况與一般租賃是相似的，但是

在融資租賃中，所有權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弱化86。 

（2）融資租賃中所有權的弱化 

在融資租賃中，因爲承租人是依賴租賃物的使用獲利，故承租人

承擔更多物上的義務，比如租賃物之維護、修理以及風險承擔等。相

反的，出租人對物的關心僅只於形式上法律名義的權利，甚至在有的

融資租賃案例中，出租人始終未曾見過租賃物，這也充分體現了融資

                                                 
85 張文顯等譯，法律的原則-一個規範的分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01-102
頁。 
86 程衛東前揭註，第 1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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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的金融特性。融資租賃中出租人所有權弱化主要表現以下方面: 

a.租人所有權的主要功能在於取得稅收優惠和作爲租金債權的擔保。 

在某些國家，投資減免稅是給予資産所有人，出租人正是借對

出租物的所有權來獲得稅收上的若干優惠。此外，所有權對出租人

更大的益處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擔保了租金債權的實現。在融資租

賃中，租金包括了攤提租賃物的成本和出租人收益兩部分，而且一

般國家都允許對租賃物一定程度的加速折舊，出租人收回成本的速

度一般高於設備是實際折舊的速度，這意味著租賃期末設備的實際

價值通常高於設備的帳面殘值。隨著租期的推進，出租人在出租物

上的投資日漸減少，在承租人違約的情况下，出租人收回設備，其

處理設備所得到的收益通常會高於其未收回的投資，多餘部分經常

可以抵償租金中的收益部分。有的學者認爲，作爲所有權融資

(title finance)交易，利用絕對所有權與抵押之間的區別，以尋

求達到逃避抵押法上的不便，交易的主要目的是獲取融資，同時獲

得一種資産上的擔保;同時由於它是一種商業上的擔保，使之比一

般的融資擔保在費用上更爲低廉87。在一般擔保中，所有權分權是

一種時間限制的分權，出租人在租期結束後通過複歸權回復對出租

物的完全所有權;而在融資租賃中，通常是承租人享有時間利益，

出租人的所有權反而成爲一種受時間限制的權利。在租期結束時，

典型的融資租賃的出租人物權直接以複歸權收回出租物，其能否複

歸完全的所有權受承租人選擇權的制約。如果考慮到租賃物在租賃

期內消失(非出租人原因所致的滅失)，出租人所有權的性質與功能

就容易說明。在一般租賃中，租賃物意外滅失，自滅失之日起，出

租人無權向承租人要求繼續支付租金，租賃關係自然解除;但在融

資租賃中則不然，設備意外損失並不導致合同的解除，承租人仍負

有租金支付義務，這表明在融資租賃中，出租人在租金債權上的利

益較所有權利益要重要的多，即使在所有權喪失的情况下，其租金

債權仍然存在。 

b.出租人的所有權受承租人的占有與使用權的限制。 

                                                 
87 Philip R Wood, Title Finance, Derivatives, Securitisation, Set- off and Netting(Sweet & 
Maxwell ,London 1995),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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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期內，出租人未經承租人同意，一般不得在租賃物上設定

其他物權，如抵押權等，否則將對承租人占有、使用、收益及日後

行使優惠承購權取得租賃物受到限制;在租期內，雖然出租人可以

轉讓其融資租賃合同中的某些權利，但是其所有權轉讓不得影響承

租人根據融資租賃合同而享有的權利，承租人的占有與使用權依然

可以對抗新的所有權人，新的所有權人之所有權仍受承租人權利的

制約。租期結束時，根據承租人的不同選擇，即續租、購買或歸還，

出租人的租賃物的所有權相應爲無法全部回復、喪失和完全回復.

即使承租人選擇歸還租賃物，對物的處理及其收益分配仍將根據當

事人之間的租金條款的不同而不同。但大多數情况下，收益在承租

人與出租人之間按比例分配，出租人並不能以所有權人的身份占有

全部的利益，在獲取全部資本收回與利潤後，多於部分將歸承租人

所有。 

c.租賃期間內，出租人基於所有權對設備的處分實際上是對租金債權

的處分。 

在融資租賃的租賃期內，出租人轉讓設備的所有權或設立其他

物上優先權其本質並不在於物本身，而是因物的出租而形成的租金

債權。從所有權轉讓的角度看，由於承租人享有租賃物絕大部分經

濟壽命期內的占有等部分所有權能，受讓人取得設備所有權並不能

真正享有物的使用價值。因此受讓人獲得租賃物的目的並不在於獲

得物的本身，而在於其取得物的所有權後由物的所有權所産生的租

金債權，其所有權同樣受承租人占有與使用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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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融資租賃相關法令規範及沿革 

第一節 立法沿革 

第一項 前言 

   融資租賃行業總體規模超不過 400 億人民幣88，只是一家信託投

資公司的規模，爲什麽受到大陸如此重視？首要一個原因是大陸目前

的經濟發展需要融資租賃，過去是爲瞭解決資金問題和引進先進的生

産設備，現在是解決國家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資金瓶頸和技術瓶頸問

題，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第二是融資租賃打破

了金融管制中企業之間借貸不可以計算利息的規定89。第三是融資租

賃在大陸屬於新生事物，新觀念、新思潮、新做法引起各界關注和立

法部門的重視。大陸經濟發展必須依靠不斷創新，才能發展。因此在

制定政策時受到特殊關注。第四是大陸法制不健全，有待立法整合。 

但相關立法截至目前為止，物權法雖然於 2007 年三月出臺，但

仍著重在不動産方面之權利規定；相反的是，融資租賃側重的是動產

融資之權利保護，物權法仍無法就融資租賃交易為適切保障。另外《貸

款通則》還限制企業之間的融資行爲90，若不增訂《融資租賃法》，放

寬增加企業資金管道，將影響經濟發展。稅務方面，租賃和融資租賃

的稅收差別至少是 8 倍91，還有許多和租賃有關的法律法規都不配

套。以下茲就《融資租賃法》律、會計、稅務及監管立法沿革分別說

明如下。 

第二項  融資租賃中法律之立法沿革 

大陸財政部於 1985 年頒布的《關於國營工業企業租賃費用財

務處理的規定》和《關於國營工業企業租賃固定資産有關會計處理

問 題的規定》是大陸最早的針對融資租賃交易進行規範的行政規

                                                 
88 參照沙泉，融資租賃的立法沿革，發表於現代租賃網站上融資租賃立法專題研究討論

http://www.chinalesing.org。 
89 大陸於 1996 年頒布貸款通則，禁止企業間借貸行為。 
90 同前註。 
91 租賃公司購買設備課徵 17%之增值稅，但在融資租賃視同銷售之固定資產增值稅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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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92。儘管上述規定只是從會計角度對融資租賃之租入資産的費用

與折舊處理問題作了一些零散規定，但仍具有開創性意義。後來，

隨著融資租賃在大陸的迅速發展，融資租賃立法呼聲日益高漲。國

務院於 1990 年即針對融資租賃的立法問題，列入立法計劃規劃

中，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擔任了立法起草任務。隨後《融資租賃合

同條例》（送審稿）於 1994 年完成，並於 1994 年 12 月 19 日報國

務院審議。該條例明確規定了融資租賃合同的概念及各方當事人的

權利義務，並在一定程度上參考《國際融資租賃公約》的規定，並

客觀地反映了當時融資租賃在大陸的實踐，是一部初期較爲完善的

立法。但是因考慮到人大法工委已開始起草新的合同法並擬制定

“融資租賃合同”專章，故該條例未能頒布。 

1999 年正式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將融資租賃

合同作爲專章加以規定，第一次在法律層次上確認了融資租賃合同的

含義，規定了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合同權利及義務等。雖然合同法還存

在許多缺陷和不足，但該法總結了大陸融資租賃發展二十年來的經

驗，參考並借鑒了《國際融資租賃公約》的成功規定，無疑爲大陸建

立完善的《融資租賃法》律體系奠定了重要基礎。其後 2004 年成立

《融資租賃法》起草小組，開始就融資租賃為整合之立法。 

第三項  融資租賃中會計之立法沿革 

另一個融資租賃發展重要立法——《企業會計準則——租賃》

也於 2001 年 1月 1日由財政部公布實施，後於 2006 年再次修正。

該準則主要參考了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 17——租

賃會計》（IAS17）和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財務會計準則第 13 號》

（FAS13）的有關條款，針對融資租賃的含義、分類（區分融資租

賃與經營租賃）會計處理及其他融資租賃形式做了明確規定，如其

依據租期的長短、租期結束時設備殘值的大小及所有權是否轉移、

                                                 
92 李魯陽、張雪松，融資租賃的監管，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年 2 月 1 版。第 3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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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是否有購買租賃資産的選擇權爲標準區分融資租賃和經營

租賃等93。在會計處理上，這兩種租賃存在明顯差異：融資租賃要

記入承租人的資産負債，並由承租人提取資產折舊，攤提利息，承

租人只能用稅後利潤償還本金；而經營租賃的租賃資産不計入承租

人的資産負債，租金作爲承租人之營業費用而非長期應付款（負債）

處理，而同時租賃資産應反映在出租人的資産負債表上，由出租人

提取折舊、攤提利息並承擔租期結束後處理租賃殘值的風險。 

第四項  融資租賃中行業監管之立法沿革 

大陸以往對融資租賃公司之監理，多採市場准入之審批方式辦

理，較少就審批過後，融資租賃公司之營運為監理之要求。人民銀

行於 2000 年 6月 30 日頒布了《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管理辦法》，這是大陸首次頒行融資租賃監管的行政規章。該

辦法共 6章 52 條，對金融租賃公司的業務主管機關、機構設立及

變更、業務經營、監督管理和整頓、接管及終止等內容作了明確規

定，在大陸融資租賃金融監管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其後該法

於 2006 年 12 月 28 日經大陸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令再次修正，

並自 2007 年 3月 1日起施行。該辦法變更為 6章 46 條，由大陸銀

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取代大陸銀行為監督主管機關。 

但是，《管理辦法》的規範對象還僅限於中資金融機構型融資

租賃公司，而過去由外經貿部主管（現改為商務部）的合資租賃公

司則不適用該辦法。而在合資租賃公司立法方面，主要有原外經貿

部於 2001 年 8月 13 日發布的《外商投資租賃公司審批管理暫行辦

法》及《外商投資融資租賃公司管理暫行辦法》等。其後商務部於

2005 年 1月 21 日審議通過之《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並於

2005 年 3月 5日施行，該法共 23 條，正式賦予外商得獨資設立融

資租賃公司之法律，並同布廢止前述之《外商投資租賃公司審批管

                                                 
93 參照企業會計準則-租賃第二章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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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暫行辦法》。 

第五項  融資租賃稅收方面立法沿革 

大陸至今尚無針對融資租賃的專門稅法。一些涉及融資租賃稅

收問題的法律文件都是以國家稅務總局及海關總署以“通知”方式

甚至復函方式發布的。這些文件較爲零散，系統性不强，法律效力

也相對較弱。但它在歷史上或多或少地支持了融資租賃的發展。其

中較爲重要的文件有：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融資租賃業務徵收營業

稅的通知》（1995 年 12 月 22 日）；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融資租賃營

業稅計稅營業額問題的通知》（1999 年 6月 24 日）；財政部、國家

稅務總局《關於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有關財務稅收問題的通知》（1996

年 1月 1日實行）；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融資租賃業務徵收流轉稅問

題的通知》（2000 年月 7日）：海關總署關稅處《關於租賃進口設備

申請免稅問題的復函》（1982 年月 9日）；海關總署《關於中外合營

大陸東方租賃有限公司經營範圍和有關監管徵稅、統計事項的通知》

（1981 年 7月 28 日）等等。 

第六項 結語 

從大陸融資租賃相關之立法回顧，可以發現大陸融資租賃立法是

以涉及融資租賃業務的行政部門起草或頒布行政規章爲起點的，且這

些行政規章在早期《融資租賃法》律體系中占主要地位，這與大陸融

資租賃業産生和發展的特定歷史條件有關。融資租賃在大陸發展初

期，由於規模小、影響不大、交易糾紛少，租賃界與法律界對明確融

資租賃合同法律性質問題並不感到迫切，且法學界對融資租賃合同法

律性質的認識也不可能超越當時融資租賃發展的歷史條件。基於此背

景，大陸立法對融資租賃這種新型交易形式，不可能在 80 年代中前

期頒布的《民法通則》及《經濟合同法》中作出規定。但是，長此以

往大陸融資租賃立法的這種情况對融資租賃的發展十分不利，主要表

現爲融資租賃立法層次不高，部門和行業分割嚴重，立法不協調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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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矛盾等。其次，融資租賃長期處於無“法”可依的局面。而《融

資租賃法》律關係的複雜性要求由專門立法加以調整。當時《經濟合

同法》和《民法通則》規定的一般租賃條款，根本不能適應《融資租

賃法》律關係的特點，這直接導致司法審判生搬硬套上述兩個基本

法，將許多融資租賃合同判爲無效或直接認定爲買賣合同94等，對融

資租賃當事人不公平的判決時有發生。雖然目前已經出臺《合同法》

對融資租賃合同作了專章規定，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目前迫切的立法

要求但應指出，《合同法》畢竟是從合同角度對融資租賃進行規範的，

而融資租賃並不僅僅是一個合同問題，更不能認爲只要將融資租賃合

同法律關係調整好了就能促進融資租賃業的健康發展。總而言之，除

合同法律外，融資租賃立法還應涉及融資租賃的機構、性質、主管部

門以及會計、稅收、監管等方方面面的內容。而這些立法在大陸發展

初期大部分還是空白，或者有重大缺陷。回顧大陸融資租賃的立法實

踐，還是相當不健全。 

 

第二節 重要《融資租賃法》律行為相關之法令介紹 

第一項 金融租賃管理辦法 

第一款 立法背景 

2001 年 12 月 10 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2001】第 1號公告，宣

布自 2001 年 12 月 11 日起，外國投資者可以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

的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的規定，申請設立獨資或合資的金融租賃公

司，提供金融服務。依該法設立之金融租賃公司，主要是指經中國銀

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以經營融資租賃業務爲主的非銀行金融機

構。這表明中國大陸金融市場中，已率先對外全面開放，國際金融資

本在中國大陸融資租賃市場得依法享受「國民待遇」95。於 2006 年

                                                 
94 李魯陽主編，融資租賃若干問題研究和借鑒，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年 11 月一版一刷，頁

129-134。 
95 同前註，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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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經銀監會再次修正，自 2007 年 3月 1日起施行。 

第二款 法律內容 

該辦法共 6章 46 條，主要內容析述如下： 

1.1.1.1.融資租賃定義融資租賃定義融資租賃定義融資租賃定義：本辦法所稱融資租賃，是指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租

賃物和供貨人的選擇或認可，將其從供貨人處取得的租賃物按

合同約定出租給承租人占有、使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

活動96。  

2.2.2.2.明定明定明定明定售後售後售後售後回租賃回租賃回租賃回租賃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1）明文規定其為融資租賃：本法所稱售後回租業務，是指承租

人將自有物件出賣給出租人，同時與出租人簽定融資租賃合

同，再將該物件從出租人處租回的融資租賃形式。售後回租業

務是承租人和供貨人爲同一人的融資租賃方式97。 

（2）售後回租業務必須有明確的標的物，標的物僅限爲固定資産，  

  且必須由承租人真實擁有並有權處分。並禁止接受已設置任

何抵押、權屬存在爭議或已被司法機關查封、扣押的財産或其

所有權存在任何其他瑕疵的財産作爲售後回租業務的標的物。  

（3）售後回租業務中，金融租賃公司對標的物的買入價格應有合

理的、不違反會計準則的定價依據作爲參考，不得低值高買98。  

（4）售後回租業務的金融租賃公司應真實取得相應標的物的所有

權，如標的物屬於法律規定其産權轉移必須到登記部門進行登

記的財産類別的，應進行相關登記99。 

3.3.3.3.出資者限制出資者限制出資者限制出資者限制，必須要符合本辦法主要出資人條件的出資人，才可以

擔任金融租賃公司的一般出資人，其中商業銀行、租賃公司、

製造商資格要求各有不同，分述如下100： 

                                                 
96 參照金融租賃管理辦法第三條。 
97 參照金融租賃管理辦法第四條。 
98 參照金融租賃管理辦法第 33 條。 
99 參照金融租賃管理辦法第 34 條。 
100 參照金融租賃管理辦法第九條及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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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中國境內外註册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商業銀行，並具

備以下條件：  

     1.資本充足率符合註册地金融監管機構要求且不低於 8％；  

     2.最近 1年年末資産不低於 800 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兌

換貨幣；  

     3.最近 2年連續盈利；  

     4.遵守註册地法律法規，最近 2年內未發生重大案件或重大

違法違規行爲；  

     5.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內部控制機制和健全的風險管

理制度；  

     6.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的其他審慎性條件。  

  （2）中國境內外註册的租賃公司，還應具備以下條件：  

     1.最近 1年年末資産不低於 100 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兌

換貨幣；  

     2.最近 2年連續盈利；  

     3.遵守註册地法律法規，最近 2年內未發生重大案件或重大

違法違規行爲。  

  （3）在中國境內註册的、主營業務爲製造適合融資租賃交易産

品的大型企業，還應具備以下條件：  

     1.最近 1年的營業收入不低於 5０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自由

兌換貨幣；  

     2.最近 2年連續盈利；  

     3.最近 1年年末淨資産率不低於 30％；  

     4.主營業務銷售收入占全部營業收入的 80%以上；  

     5.信用記錄良好；  

     6.遵守註册地法律法規，最近 2年內未發生重大案件或重大

違法違規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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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的可以擔任主要出資人的

其他金融機構。  

4.4.4.4.註冊資本註冊資本註冊資本註冊資本：金融租賃公司的最低註册資本爲 1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的

自由兌換貨幣，註册資本爲實繳貨幣資本101。 

5.5.5.5.營業範圍營業範圍營業範圍營業範圍：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金融租賃公司可經

營下列部分或全部本外幣業務102：  

  （1）融資租賃業務；  

  （2）吸收股東 1年期（含）以上定期存款；但不得吸收銀行股

東之存款。 

  （3）接受承租人的租賃保證金；  

  （4）向商業銀行轉讓應收租賃款；  

  （5）經批准發行金融債券；  

  （6）同業拆借；  

  （7）向金融機構借款；  

  （8）境外外匯借款；  

  （9）租賃物品殘值變賣及處理業務；  

  （10）經濟諮詢；  

  （11）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的其他業務。 

可吸收股東一年期以上之存款、向商業銀行轉讓應收租賃款及發行

金融債券有助金融租賃公司籌措營運資金降低其營業成本，為大陸

《融資租賃法》令之創舉。 

6.監管機關：金融租賃公司依法由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派

出機構依法對其實施監督管理。 

第三款 結語 

      金融租賃公司為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許可設

立，並受其監督管轄。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中國大陸銀行相

                                                 
101 參照金融租賃管理辦法第 11 條。 
102 參照金融租賃管理辦法第 22 條及第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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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務之最高監理機構，在其監理下，金融租賃公司有一定風險資產

比率要求及財務報表須報送監管機關等限制，故其可經營部分融資租

賃以外之金融業務，該辦法並開放部分籌資管道予金融租賃公司，使

其營運資金來源除本身自有資金及銀行借貸外，得憑藉自身營運績

效，向外籌措資本，為首先就學者倡導應增加融資租賃公司籌資管道

具體落實之法律。 

 

第二項 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 

第一款 立法背景 

《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前身為《外商投資租賃公司審批管

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為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即現在

之商務部）於二○○一年外經貿資字[2001]62 號令發布，並自二○

○一年九月一日起施行。依該暫行辦法，為中國大陸初步以法令規定

外國公司與中國企業為合營或合作設立外商融資租賃公司或外商租

賃公司設立依據及監管條件，以從事融資租賃業務或一般租賃業務之

試行法令。 

其後於 2005 年 1月 21 日商務部第 1次部務會議審議通過《外商

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自 2005 年 3月 5日起開始施

行，並廢止原暫行辦法。該辦法共 23 條，主要係規範外國公司、企

業和其他經濟組織（以下簡稱外國投資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以

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以及外商獨資的形式設立從事租賃業務、融資租

賃業務及監管的法令。 

第二款  法律內容 

1.1.1.1.最早且最多最早且最多最早且最多最早且最多融資租賃交易種類融資租賃交易種類融資租賃交易種類融資租賃交易種類： 

依暫行辦法之規定103，融資租賃種類為直接租賃、轉租賃、回

租賃、杆杆租賃、委托租賃、聯合租賃等不同形式的本外幣融資性

                                                 
103 參照外商投資租賃公司審批管理暫行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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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業務。合同法僅規定直接租賃之融資租賃態樣，金融租賃公司

管理辦法，增加了回租賃，但暫行辦法則多了轉租賃、杆桿租賃、

委托租賃、聯合租賃四種，但未明文定義。其後之辦法104，亦規定

相同之融資租賃種類。 

2.融資租賃定義融資租賃定義融資租賃定義融資租賃定義：：：：該辦法所稱融資租賃業務系指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

出賣人、租賃物的選擇，向出賣人購買租賃財産，提供給承租人使

用，並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業務105，該定義與合同法融資租賃之定

義相類似，合同法之融資租賃合同為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出賣人、

租賃物的選擇，向出賣人購買租賃物，提供給承租人使用，承租人

支付租金的合同。 

3.組織形態：外國公司可以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以及外商獨資三種形

式設立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來從事租賃或融資租賃業務106。 

3.3.3.3.出租出租出租出租人最低資產人最低資產人最低資產人最低資產限制限制限制限制：：：：外商投資租賃公司和外商投資融資租賃公司

的外國投資者的總資産不得低於 500 萬美元。 

4.4.4.4.出租人出租人出租人出租人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就外商是否經營融資租賃業務區分，如聲請從事融資租賃業務

之外商投資融資租賃公司，則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註册資本不低於 1000 萬美元；  

（2）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外商投資融資租賃公司的經營期限一般不

超過 30 年。  

（3）擁有相應的專業人員，高級管理人員應具有相應專業資質和不

少於三年的從業經驗。  

5.5.5.5.租賃物限制租賃物限制租賃物限制租賃物限制：：：：    

該辦法放寬無形資產如技術及軟體在一定條件下107，可成為融

資租賃之標的，可成為融資租賃物標的包括：  

                                                 
104 參照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3 項。 
105 參照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 
106 參照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第 2 條及第 3 條。 
107 參照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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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産設備、通信設備、醫療設備、科研設備、檢驗檢測設備、

工程機械設備、辦公設備等各類動産；  

（2）飛機、汽車、船舶等各類交通工具；  

（3）前述（1）、（2）項所述動産和交通工具附帶的軟件、技術等無

形資産，但附帶的無形資産價值不得超過租賃財産價值的二分

之一。  

6.監管機關：明定外商租賃業之監管機關為商務部，該辦法若有疑

義，亦由商務部統一解釋。 

第三款 結語 

     《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為中國大陸最早同意外商可獨資

設立融資租賃公司之法令。中國大陸早期融資租賃業不甚發達，有部

分原因為外商對中外合資或中外合作之企業經營形態有疑慮，如關鍵

管理技術在外商，外商未實質掌握公司營運亦不願管理技術外流，且

雖各自出資，但外商出資往往無掌控權而白白虧損，故降低外商發展

融資租賃業務之意願。現開放外商可獨資設立融資租賃公司，經營管

理階層及運作人員皆由外商決定，並自負營虧，又重新吸引外商進入

大陸融資租賃市場108。 

 

第三項 企業會計準則第 21 號——租賃 

第一款 立法歷程 

       1993 年 7月 1日起開始施行的會計基本準則是 1992 年 11 月

16 日，以財政部長命令的形式發布的，名稱爲《企業會計準則》，企

業會計準則包括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具體準則的制定係遵循《企業

會計準則-基本準則》之規定。隨後財政部於 2001 年發布與融資租賃

相關之具體準則，《企業會計準則-租賃》，該準則規範承租人和出租

人對融資租賃和經營租賃的會計核算和相關信息的披露，後於 2006

                                                 
108 台灣市占率及營業規模最大之租賃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5 年 3 月為依該辦法

第一家核准在上海設立之外商獨資融資租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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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 15 日又發布了《企業會計準則第 21 號-租賃》，就租賃相關會

計準則再為增修，並於 2007 年 1月 1日起施行。 

第二款 法律內容摘要 

1.2001 年版租賃會計準則中規定，將租賃分爲融資租賃和經營租賃。

融資租賃是指實質上轉移了與資産所有權有關的全部風險和報酬的

租賃，所有權最終可能轉移，也可能不轉移109；經營租賃是指除融資

租賃以外的其他租賃110。滿足以下一項或數項標準的租賃，應當認定

爲融資租賃111：：：：    

（1）在租賃期屆滿時，租賃資産的所有權轉移給承租人。 

（2）承租人有購買租賃資産的選擇權，所訂立的購價預計將遠低  

於行使選擇權時租賃資産的公允價值，因而在租賃開始日就

可以合理確定承租人將會行使這種選擇權。 

（3）租賃期占租賃資産尚可使用年限的大部分。但是，如果租賃

資産在開始租賃前已使用年限超過該資産全新時可使用年限

的大部分，則該項標準不適用。 

（4）就承租人而言，租賃開始日最低租賃付款額的現值幾乎相當

於租賃開始日租賃資産原賬面價值；就出租人而言，租賃開

始日最低租賃收款額的現值幾乎相當於租賃開始日租賃資産

原賬面價值。但是，如果租賃資産在開始租賃前已使用年限

超過該資産全新時可使用年限的大部分，則該項標準不適用。 

2. 2001 年版租賃會計準則中，首先規範了融資租賃中承租人的會

計處理、融資租賃中出租人的會計處理、經營租賃中承租人

的會計處理、經營租賃中出租人的會計處理，作為融資租賃

會計處理之法令依據。    

3.2006 年年版租賃會計準則就認定融資租賃之會計標準略作修

                                                 
109 參照 2001 年版企業會計準則-租賃第 5 條。 
110 參照 2001 年版企業會計準則-租賃第 6 條。 
111 參照 2001 年版企業會計準則-租賃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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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符合下列一項或數項標準的，應當認定爲融資租賃： 

  （1）在租賃期屆滿時，租賃資産的所有權轉移給承租人。 

  （2）承租人有購買租賃資産的選擇權，所訂立的購買價款預

計將遠低於行使選擇權時租賃資産的公允價值，因而在

租賃開始日就可以合理確定承租人將會行使這種選擇

權。 

  （3）即使資産的所有權不轉移，但租賃期占租賃資産使用壽

命的大部分。 

  （4）承租人在租賃開始日的最低租賃付款額現值，幾乎相當

於租賃開始日租賃資産公允價值；出租人在租賃開始日

的最低租賃收款額現值，幾乎相當於租賃開始日租賃資

産公允價值。 

  （5）租賃資産性質特殊，如果不作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

能使用。 

3.2006 年增訂售後租回交易之會計準則，企業應就售後租回交易

依本準則認定爲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售後租回交易認定爲融資

租賃的，售價與資産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應當予以遞延，並按照

該項租賃資産的折舊進度進行分攤，作爲折舊費用的調整。 

第三款 結語 

會計是融資租賃發展四大支柱之一。2001 年頒布《企業會計準

則-租賃》之範了融資租賃中承租人的會計處理、融資租賃中出租人

的會計處理、經營租賃中承租人的會計處理、經營租賃中出租人的會

計處理等會計處理原則，有效界定及規範融資租賃市場，使部分名為

租賃合同但本質為融資租賃合同之租金會計處理並非全可列為費

用，得到公允之判斷標準。其後 2006 年修訂，針對售後租賃回交易，

其交易本質可能為一般租賃（會計稱經營租賃）亦可能為融資租賃，

提供會計處理原則，以區別並非所有回租賃即為融資租賃。中國大陸



 86

自《企業會計準則-租賃》頒布施行後，融資租賃之會計原則得以建

議，開始逐漸邁向完善融資租賃立法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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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融資租賃法》（草案）立法分析 

第一節、融資租賃必須單獨立法理由 

第一項 引言  

大陸目前融資租賃立法存在重大缺陷，不健全的重要表現之即是

未制定融資租賃專門立法來解決融資租賃四大問題：法律、會計、稅

務及監管，以下將逐一論述現有主要融資租賃立法的問題和缺陷。 

第二項 《合同法》中“融資租賃合同”專章的立法缺漏探討 

1999 年頒布的《合同法》第 14 章爲“融資租賃合同”，共 14

條，規定了融資租賃合同的定義、合同內容、當事人的租賃權利義務

及融資租賃合同的解除等內容。事實上即使合同法頒布，但對融資租

賃定義、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仍存有許多爭議，有以下立法缺漏： 

1.合同法就融資租賃之定義過於狹隘，也無法表達其與一般傳統

租賃情形下，標的物若係由承租人特別指定其二者之差異。 

2.在各法令中，雖已出現回租賃、轉租賃、槓桿租賃、項目融資

租賃等等，但基本規範融資租賃之定義及態樣，在合同法仍付

之闕如。 

3.關於租賃物瑕疵擔保免責。對於租賃物瑕疵(包括質量瑕疵及

使用瑕疵)，確定其責任承擔主體至關重要，因爲它直接關係

到融資租賃交易的本質特徵能否體現，關係到融資租賃與傳統

租賃能否明確區分。《合同法》第 244 條似乎規定的是出租人

瑕疵擔保免責問題，但仍未明確規定出租人就租賃物之質量瑕

疵外，出租人對有關租賃物的使用瑕疵（不符合使用目的等）

也應免責。因出租人為資金提供者之角色，且租賃物係由承租

人所指定，甚至係由承租人與租賃物之供貨人交涉確定之故。 

4.因合同法融資租賃專章規範內容過於簡陋，在施行時遇到法律

不足問題。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於 1996 年 5月 28 日發佈《關於

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就融資租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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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及程序法缺漏部分，公佈 21 條文以為融資租賃處理補充依

據。惟，該內容偏向審理程序之程序法規定，並非實體法補充

規定，並明訂出租人不具融資租賃經營資格的融資租賃合同無

效，確立融資租賃合同不存在一般民眾或彼此皆不具融資租賃

經營資格企業之間112。 

第三項 《企業會計準則——租賃》租賃會計法律制度問題 

1.《企業會計準則——租賃》（下稱《準則》）將租賃分爲兩種類

型——融資租賃和經營租賃。財政部在制定《準則》時，對融

資租賃的理解僅限於由專門出租人經營的直接融資租賃，未將

廠商類之出租人開展的廠商租賃包括在內。換言之，《準則》

中的融資租賃僅指簡單的直接融資租賃。 

2.對融資租賃的加速折舊問題規定不徹底，其《準則》第 16 條

規定：「計提租賃資産折舊時，承租人應當採用與自有應折舊

資産相一致的折舊政策。能够合理確定租賃期屆滿時將會取得

租賃資産所有權的，應當在租賃資産尚可使用年限內計提折

舊；無法合理確定租賃期屆滿時能够取得租賃資産所有權的，

應當在租賃期與租賃資産尚可使用年限兩者中較短的期間內

計提折舊」。可見，對於大陸大多數租期屆滿時轉移所有權的

融資租賃交易，不能以短於租賃物實際使用年限的租期作爲折

舊年限，也就不能形成加速折舊，從而達不到加大成本、降低

稅負的目的。 

3.對融資租賃的會計處理比較僵化，沒有根據融資租賃業的發展

需要採取更爲靈活的措施。對此，有學者認為可以借鑒韓國的
                                                 

112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通知， 

第六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融資租賃合同爲無效合同： 

  （一）出租人不具有從事融資租賃經營範圍的； 

  （二）承租人與供貨人惡意串通，騙取出租人資金的； 

  （三）以融資租賃合同形式規避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 

  （四）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應認定爲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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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韓國的租賃會計準則非常註重扶植租賃業的發展，規定

融資租賃的承租人可以根據租賃分類準則，選擇適用傳統租賃

方式的會計處理和融資租賃的會計處理。由於傳統租賃期間大

大短於設備的折舊期限，採取這種方式承租人可以得到加速折

舊效果，對發展融資租賃業務有相當大的作用。 

第四項 與融資租賃有關的稅收立法問題 

大陸與融資租賃交易有關的稅收主要包括所得稅、流轉稅和

關稅。 

1. 首先在所得稅方面，對租賃企業實行雙重企業所得稅制度：對

內資企業按《企業所得稅法》以 33%的稅率徵稅；對外商投資

企業和外國企業按《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以正

稅稅率 30%，地方所得稅附加 3%徵收所得稅。到目前爲止，金

融機構類租賃公司還沒有外資參股，應按《企業所得稅法》繳

納所得稅。合資租賃公司則適用《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

得稅法》，幾乎所有合資租賃公司都曾享受過不同類型的稅收

優惠，如所得稅的“二免三減”等。 

2. 其次在流轉稅方面，出租人購買或進口租賃物時，在支付給供

貨人的貨款中，根據規定必須再附加 17%或 13%的增值稅，然

後在銷項稅額中抵免。一般出租人都會將增值稅作爲租賃物購

置成本轉嫁給承租人。 

3. 另外租賃公司還須繳納營業稅。但是，融資租賃公司的納稅基

數是周轉額中的利差部分，稅率爲 8%；傳統租賃公司則以交

易的周轉額（既全部租金收入）作爲營業稅的納稅基數，稅率

是 5%。可見，融資租賃公司在營業稅的徵收上是有比較優勢

的。 

4. 再次在關稅方面，如果是進口租賃物，還要交納進口關稅，不

同類型設備適用不同稅率。此外，在大陸購買或從國外進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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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還要繳納消費稅。未明文規定融資租賃承租人可適用出租

人（所有權人）之暫時免繳關稅之優惠。 

5.總結大陸融資租賃稅收立法主要有如下問題： 

第一，大陸尚無針對融資租賃的專門稅法，並且現有融資租賃稅

收立法沒有體現對融資租賃的特殊優惠和扶持。近二十年

間，全國人大、國務院及財政部、國家稅務局、海關總署等

頒布的一系列稅收規定中只有個別規定對融資租賃有間接

規範和影響。而且這些稅收規定中，多數沒有針對融資租賃

的特別稅收優惠。不僅如此，在大陸出臺的針對承租人的稅

收法規中，有些法規甚至是抑制租賃業發展的113，相比之下，

融資租賃所需的成本就更高一些，這顯然不利於大陸融資租

賃業的發展。雖然後來經過修訂的針對承租企業的規定有所

改變，但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國家對融資租賃業的支持力度

較小。 

第二，大陸目前仍未出臺稅收基本法，使得融資租賃的稅收立法

層次低，效力不高，具體表現爲內部通知多、解釋隨意性

大、稅收政策變動性大。因此，各項融資租賃稅法之間缺

乏一致性和透明性。國家稅務總局於 2000 年 6月 15 日發

布的《關於融資租賃業務徵收流轉稅問題的通知》就是一

個典型事例。該通知規定：“對經大陸人民銀行批准經營

融資租賃業務的單位所從事的融資租賃業務，無論租賃的

貨物的所有權是否轉讓給承租方，均按《中華人民共和國

營業稅暫行條例》的有關規定徵收營業稅，不徵收增值稅。

其他單位從事的融資租賃業務，租賃的貨物的所有權轉讓

給承租方，徵收增值稅，不徵收營業稅；租賃的貨物的所

                                                 
113 如財政部在 1982 年大陸融資租賃業剛誕生不久頒布的《關於租賃費用的財務處理的暫行規

定》中規定，企業通過融資租賃方式進行設備改造必須動用專用基金，而如通過借款來進行技術

改造的，則可能獲得稅前還貸優惠，負擔的利率也可能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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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未轉讓給承租方，徵收營業稅，不徵收增值稅。”此

通知一發出，立即在融資租賃業界産生極大爭議114。目前大

陸經營融資租賃業務有三大類公司，即金融租賃公司、中

外合資或外商獨資租賃公司和廠商類租賃公司，從事的融

資租賃業務性質及方式並無差別，應當同等對待。若按該

通知的規定，將使非金融機構租賃公司的年均所得稅後利

潤只能達到金融租賃公司年均所得稅後利潤的 47.06%或

34.78%，無疑對非金融機構租賃公司顯失公平，甚至該通

知與稅務總局 1993 年 12 月 28 日印發的《增值稅若干具體

問題的規定》第 1條第 3款的規定相違。鑒於此種錯誤，

國家稅務總局不得不在 2000 年 11 月 15 日發布《關於融資

租賃業務徵收流轉稅問題的補充通知》，對合資租賃公司和

金融租賃公司同樣對待，只徵收營業稅。由此，融資租賃

稅收立法的不穩定、甚至相互矛盾可見一斑。 

第三，由於目前廠商類出租人經營融資租賃業的合法性尚未確

定，導致這類租賃公司在經營融資租賃業務時只能像傳統租

賃公司那樣繳納營業稅，不能對本金進行稅前扣除。這顯然

不利於減輕廠商類出租人的稅收負擔，從而成爲大陸廠商類

出租人發展融資租賃業務的主要稅收障礙。 

第五項 融資租賃風險防範與監管制度問題 

從 1991 年發布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實

施細則》規定合資租賃公司可提取壞帳準備金，到 1999 年國家

稅務總局發布《關於金融保險企業呆賬壞賬損失稅前扣除管理

問題的通知》允許金融租賃公司提取呆帳準備金，僅算是初步

的風險防範制度，但呆帳準備金無法 100%覆蓋壞帳風險。2006

年頒布的《管理辦法》，僅對金融租賃公司的各項資産負債比例

                                                 
114 裘企陽，融資租賃的稅收待遇和會計處理，2008 年 11 月 6 日中國金融學會金融租賃專業委

員會網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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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有風險控管機制要求，如資本總額不得低於風險資産總

額的 8%，對同一承租人的融資餘額（租金＋貸款）最高不得超

過金融租賃公司資本總額的 30%115等。可以說，到目前爲止，大

陸已初步建立了一定的融資租賃風險防範體系，但其仍很不完

善： 

第一款允許租賃公司提取的呆壞帳準備金比例較低，不足以加强租賃

公司防範風險的能力。 

第二款《管理辦法》中規定金融租賃公司既可經營直接租賃、回租、

轉租賃、委託租賃等融資租賃業務，又可經營傳統租賃業務，還

可向承租人提供租賃項下的流動資金貸款，這就形成了不同種

類、不同性質的風險資産，而《管理辦法》未對金融租賃公司風

險資産的範圍、種類、分類辦法做出具體規定，而由於融資租賃

業務與其他金融機構業務差別較大，資産構成也不同，不能適用

原有的其他金融機構的風險資産分類辦法，這就導致與風險資産

的界定密切相關的租賃公司的資産負債比例的要求無法很好實

施。這勢必影響立法本意所追求的降低租賃風險的效果。 

第三款 大陸至今沒有針對融資租賃的完善的保險法律制度。 

大陸融資租賃仍處於發展初期，租賃公司面臨的主要是商業信

用風險，而目前過大的信用風險已阻礙融資租賃業的發展。理論

上，中小企業應該是租賃公司重要的服務對象，但目前大陸承租企

業主要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爲主，例如在金融租賃公司的承租對象

中，國有大中型企業占 51%，其次是集體鄉鎮企業、合資企業。建

立租賃信用保險機制無疑是最好的風險補救方法之一。但是，業界

對如何辦理融資租賃信用保險還存在較大分歧，以至融資租賃信用

保險制度遲遲未能建立。 

第四款 目前大陸融資租賃監管的問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對融資租

                                                 
115 參照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 2007 年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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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行業的金融監管不一，二是行業自律監管不完善，缺乏統一的行

業自律組織。 

1.融資租賃業的監管單位及原則不一 

全世界各國就租賃業的監管可分爲兩類，一是沒有行政監

管的國家，主要是一些租賃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及澳洲，

對租賃業的監管主要由行業協會制定行業自律規範來完成116；

另一類是將租賃業作爲金融行業進行金融監管的國家，主要發

生在租賃業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大陸雖然為融資租賃發展中

國家，但對監管仍不完整。其目前三類融資租賃公司，現分別

歸銀監會和商務部管理。以審批權爲例，金融機構類租賃公司

由銀監會審批，合資融資租賃公司與其他合資公司一樣，其審

批權在商務部，而國內其他兼營和專營融資租賃業務的公司雖

目前剛收歸商務部主管，但仍未能明確租賃經營的合法性問題。 

其次，多數融資租賃公司處於監管真空狀態。目前，由 

《管理辦法》只適用於經銀監會批准成立的金融租賃公司，而對

合資租賃公司的監管辦法尚未出臺，使得大陸對融資租賃的金

融監管只限於對金融租賃公司的監管，而無論在個體數量還是

在營業規模上均占壓倒多數的其他非金融機構租賃公司則基本

處於無監管狀態。不僅造成對多數融資租賃的違法經營無法監

管，且使得這些融資租賃公司違規甚至違法經營、超範圍經營

高利潤、高風險項目，變相發展其他法律禁止之金融業務，如

進行證券、外匯買賣和房地産開發等，嚴重偏離融資租賃本業

及擾亂了大陸金融業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這些公司也不能

享受《管理辦法》所規定的融資便利，使融資公司喪失一個籌

資管道。最後，從監管原則來看，《管理辦法》沒有對融資租賃

業務及出租人的從業資格等實行特定監管，而對傳統租賃業務

                                                 
116 李魯陽，張雪松前揭書，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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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行監管。但依《管理辦法》規定，金融租賃公司既可經營

融資租賃業務，又可經營傳統租賃業務，而對金融租賃公司的

業務監管包括其所有租賃業務，這就造成對不具有金融性質的

傳統租賃業務的監管。這是不必要的，因爲傳統租賃不具有金

融性質，對金融安全意義不大。應當看到，目前同時經營融資

租賃業務和傳統租賃業務的租賃公司不在少數，所以有必要確

立對融資租賃業的特定監管原則。 

2.缺乏統一的行業自律組織 

目前大陸主營融資租賃業務的租賃公司所成立的行業 

會有中國金融學會之金融租賃專業委員會和中國外商投資企業

協會租賃委員會，其主管部門分別爲人民銀行和商務部。而過

去內貿部所屬的租賃公司組成的是地方性租賃協會，如浙江租

賃協會、上海租賃協會等，但其主營業務爲傳統租賃。目前大

陸融資租賃業的全國性行業自律組織——大陸融資租賃協會，

還沒有成立，還不能達到統一行業規則、加强行業交流、防範

行業風險、規範行業運作的行業自律監管要求，不利於大陸融

資租賃業的發展。 

    

第二節 《融資租賃法》草案說明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融資租賃法融資租賃法融資租賃法融資租賃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徵求意見稿修正演變徵求意見稿修正演變徵求意見稿修正演變徵求意見稿修正演變 

第一款 《融資租賃法》綱要（第一次徵求意見稿） 

1.立法背景 

依《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確定，由全國人大財

經委員會主持起草《融資租賃法》。2004 年 3 月 16 日在人民大

會堂召開會議，成立《融資租賃法》起草組，正式啓動此項立法

工作，起草領導小組成員單位有：商務部、中國銀監會、最高人

民法院、國資委、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

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自《融資租賃法》起草小組成立以來，起

草工作小組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在此基礎上，經過比較充分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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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及討論，2004 年 10 月 25 日至 29 日，起草工作小組主持起草

了《《融資租賃法》綱要（徵求意見稿）》，將繼續廣泛徵求社會

各方面的意見，並結合國情借鑒國外的經驗，儘快擬定《融資租

賃法》（草案）。其綱要說明如下 

2.關於調整範圍 

有一種意見認爲117，應當起草一部租賃法，將包括融資租

賃、經營租賃的各種租賃交易形態均納入其調整範圍。但是，建

議未被採納，主要基於兩方面的考慮。第一，第十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立法規劃中列入的是《融資租賃法》而非租賃法，將此法列

入立法規劃絕非輕率之舉。第二，融資租賃與經營租賃在法律關

係上具有顯著的差別，將兩者放在一部法律中調整難度比較大，

而且經營租賃是否需要本法進行調整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

題。因此，爲了加快融資租賃立法進程，使其儘早出臺，還是以

起草《融資租賃法》爲宜。 

3.關於綱要的結構 

綱要由總則、融資租賃交易、融資租賃企業、融資租賃的經

營規則、融資租賃的扶持、融資租賃的監督管理、法律責任、附

則八章組成。係將行爲法、組織法、管理法的內容放在一起的作

法，與保險法等法律立法方式相同。 

4.關於融資租賃企業設立審批和註册資本最低限額 

因融資租賃業帶有很强的融資性，如果不設置一定的准入門檻

容易造成市場混亂，故對於註册資本有最低限額的設定，傾向適當

放寬市場准入爲指導思想。依 2001 年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中，金

融租賃公司的准入門檻爲 5 億元人民幣118，2003 年外商投資租賃公

司審批暫行辦法中外商投資融資租賃公司的門檻爲 2000 萬美元119，

社會上對於市場准入門檻過高的反映比較强烈，降低設立門檻也是

有關部門的共識。故爲鼓勵和促進融資租賃行業發展的需要，綱要

適當降低了註册資本的標準。 

                                                 
117

 屈延凱《融資租賃法綱要（徵求意見稿）》和說明，2004 年 11 月 22 日。查閱自

http://tec.lmjx.net/2004/200412/20041204150600.shtml 網路文章。 
118 2007 年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已降低准入門檻為人民幣 1 億元。 
119 2005 年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已降低融資租賃公司准入門檻為 10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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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於監管部門 

目前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依其市場准入條件分屬不同部門管

理，究其實質，兩者並無大的差別。這一不合理的現象有其産生

的客觀原因和過程，不易透過立法加以確認。這是該法立法過程

中需要解決的重點和難點問題，綱要目前只是進行了技術性處

理，將國家的監管部門稱爲國務院融資租賃綜合管理部門。 

6、其他綱要規定內容 

（1）綱要確定了融資租賃物登記，規定融資租賃物交付後應當在登

記機關辦理融資租賃物登記，未辦理登記的，出租人的物權不得

對抗善意第三人。 

（2）綱要將提供融資租賃物的當事人統稱爲“供貨人”，而沒有採

用“出賣人”一詞。主要是考慮在轉租賃等一些特殊情况下，還

存在著提供融資租賃物的當事人並非出賣人的情形，因此將“出

賣人”稱爲“供貨人”。而且，在國外融資租賃的相關立法中普

遍使用的是“supplier”一詞，而與此相對應的中文也以採用

“供貨人”更爲妥當。此一變更，自始改變從合同法對融資租賃

交易中租賃物提供人稱為“出賣人”之稱謂，往後之三次意見稿

內容亦繼續沿用。 

 

第二款 《融資租賃法》草案（二次徵求意見稿） 

1.立法歷程 

      依據《融資租賃法》的立法工作規劃，立法將分爲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 2005 年第 2 季度前完成整部法規的草稿；第二階

段，在 2006 年底將徵求意見稿報送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根據

規劃，整部法律將於 2006 年底前完成。起草小組於 2006 年 4月

23 日公布了《融資租賃法》（草案）二次徵求意見稿，該意見稿

分為總則、融資租賃交易、融資租賃業的監督管理、融資租賃業

的促進、法律責任及附則共 6章 63 條。 

2.意見稿變動內容簡述 

    二次意見稿將原本綱要內容又再作部分修正，以下茲就融資性租

賃定義、出租人權利義務、承租人權利義務、租賃物相關規定、



 97

融資租賃合同、其他監理規定兩次版本差異說明如下： 

（1）融資性租賃定義 

    a.二次意見稿於融資租賃定義中，將原綱要定義由「…購買租賃

物並將租賃物出租給承租人…」改為「…，將其從供貨人處取

得的租賃物按融資租賃合同的約定出租給承租人…」，以符合轉

租賃型態中第二次融資租賃中出租人實際上並未購買租賃物之

情況。 

    b.二次意見稿增加明文限定融資租賃為最短租賃期限爲一年的

交易活動。惟，此增加定義並無實益，因融資租賃之承租人將

租賃物列為帳上資產並依會計準則提列折舊，故其租賃期間大

多為一年以上，故其增加一年期以上之文字，實為贅文。 

    c.二次意見稿刪除融資租賃種類之不完全償付租賃及其定義。不

完全償付租賃是指在對同一承租人的租賃合同期內收取的租

金折現值額低於租賃物實際成本的90%以下的融資租賃交易形

式，此概念係源自會計上對融資租賃定義之概念，筆者個人認

為，刪除此定義未增加實務上常見之委託租賃、槓桿租賃等融

資租賃形式定義，反而減少對融資租賃種類明文定義及未符法

律及會計原則一致情況。 

    d.二次意見稿將回租賃及轉租賃定義為用語文字簡化及修正，但

精神仍為一致。  

（2）出租人資格 

    a.二次意見稿刪除部分文字，直接定義出租人為限於依法取得融

資租賃經營資格的企業，並明文規定審批機關為國務院之商務

部。 

    b.註冊資本額由原來 8000 萬人民幣降為 5000 萬人民幣。 

（3）出租人之權利義務 

    a.增列出租人告知供貨合同義務。如出租人應當保證承租人知悉

供貨合同的主要內容，如出租人取得承租人對供貨合同的認

可；或出租人應當將供貨合同送交承租人。此外，出租人應當

以書面告知承租人供貨合同的供貨人、租賃物的規格和性能、

租賃物的交付、瑕疵擔保、違約責任、爭議解決方式等主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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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b.未交付租賃物出租人的責任限縮。二次意見稿將原綱要中未交

付租賃物之索賠結果由出租人負擔，現僅限出租人過錯造成租

賃物未交付承租人時，才由出租人負責，即承租人在供貨商未

交付租賃物時仍應給付租金並自行向供貨商求償。 

   c.增列二種出租人免責例外情況，如供貨合同的索賠權只能由出

租人行使，而出租人怠於行使的；出租人有其他過錯的。 

   d.刪除承租人違約時出租人解除合同之求償不得超過租金總額的

五分之一限制及强行阻擾出租人取回租賃物，觸犯刑法的，出

租人有權按侵占他人財産罪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條款。 

   e.增列公共利益要求承租人補償條款。對用於能源、交通、通訊、

醫療、教育等公益設施的租賃物，出租人行使收回租賃物的權

利不得嚴重影響社會公共利益，由此造成出租人損失的，承租

人應當給予補償。惟此條款並無實益，若承租人違約無法給付

租金情形下，即使出租人有補償權亦無法自承租人取得補償（因

承租人若有資產，出租人自可以租金請求權滿足債權），若政府

因公共利益限制出租人取回，應由政府補償才符合公共利益補

償精神。 

（4）承租人權利義務 

   a.刪除原綱要中對承租人包括自然人或企業之定義。 

   b.明定承租人之風險承擔義務。於根據供貨合同，租賃物毀損或

者滅失的風險轉移給出租人時，該風險即轉移給承租人。承租

人占有租賃物期間，租賃物毀損或者滅失的風險由承租人承

擔，不影響承租人按照融資租賃合同應承擔的義務。租賃物毀

損或者滅失後，承租人能够修復租賃物或者購買同條件替代物

的，融資租賃合同繼續履行；租賃物不可修復或者不能就替代

物達成一致的，融資租賃合同終止，承租人應當向出租人支付

到期租金，並賠償出租人的損失。   

c.明定承租人的特殊權利。承租人作爲買受人獲得租賃物時應該

享有的各種待遇，不應因承租人采用融資租賃方式、出租人在

融資租賃期間作爲買受人而受到影響，承租人辦理相關行政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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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手續應視同於出租人辦理，但租賃物所有權不轉移的除外。

例如出租人就租賃物依法進口暫時免繳關稅時，視同承租人進

口，亦得暫時免繳納關稅。 

（5）租賃物 

   a.將可為融資租賃物限定爲機器設備等非消耗性動産，並排除爲

個人、家庭消費目的使用租賃物於《融資租賃法》的適用。 

   b.增列租賃物附合條款。租賃物附合於其他動産、不動産上時，

應單獨登記爲出租人所有。租賃物附合後的動産、不動産轉讓

時，出租人得就轉讓所得價款在租賃物價值範圍內有取回的權

利。 

（6）其他條款 

   a.明定商務部為融資租賃業之監管機管，但金融租賃公司監管由

國務院金融監管機關（目前為銀監會）監督管理。 

   b.修改融資租賃經營規則。將風險資產由不得超過淨資產 10 倍放

寬到 15 倍，刪除原綱要中對業外投資之限制。 

   c.增列會計處理及稅務相關條款。如允許融資租賃企業提取呆帳

準備金、在跨境融資租賃中，入境租賃物以各期次租金爲稅基

繳納關稅、及應當以其向承租人收取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減

去其承擔的租賃物實際成本後的餘額作爲稅基繳納流轉稅等。 

   d.增列扶助租賃業條款。如國家採取措施鼓勵和促進融資租賃企

業擴大資金來源，增加融資渠道。國家採取政策措施鼓勵融資

租賃企業對中小企業、貧困地區及其他符合國家扶持條件的項

目、行業或地區開展融資租賃業務。 

 

第二項 《融資租賃法》草案（三次徵求意見稿）簡介 

第一款 立法歷程： 

《融資租賃法》草案歷經起草小組多次召集政府相關機構及租

賃業者及學者專家開會協商後，於 2006 年 11 月再次提出三次徵求

意見稿，逐漸將大陸融資租賃實踐經驗及學者建議融合整合在一部

法律中。三次意見稿計有總則、融資租賃交易、融資租賃業的監督

管理、融資租賃業的促進、法律責任和附則共六章 63 條。本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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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稿為送人大審議前最後一次徵求意見稿，對融資租賃定義、融資

租賃交易模式及融資租賃業的設立資格、監督管理、促進、法律責

任等為原則性規定，本文亦以此次意見稿版本為討論核心。 

第二款 三次意見稿內容重點如下： 

（1）再正修融資租賃之定義： 

a.該草案第二條：「本法所稱融資租賃，是指出租人根據承租人

對租賃物和供貨人的選擇，從供貨人處取得租賃物，將租賃物

出租給承租人，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動，租賃期間屆滿

時承租人可以續租、留購或返還租賃物，首次租賃期限最短為

一年。 

出租人限於依法取得融資租賃經營資格的企業。 

適用於融資租賃交易的租賃物為機器設備等非消耗性動產，為

個人、家庭消費目的使用租賃物的不適用本法。」 

與合二次意見稿相較，本次增列「…租賃期間屆滿時承租人可以

續租、留購或返還租賃物，首次租賃期限最短爲一年。」之條文，

因原定義未能明確表達融資租賃期間屆滿有續租（故加入首次租

期條文）、優惠承購權或返還租賃物之融資租賃交易之特點，故

於本次意見稿加入。 

b.明文規定非消耗性動產才能成為融資租賃之租賃標的物，即一

般企業之會計帳上雖可認列為資產（如裝潢設備），因其非屬機

器設備，故不可成為租賃標的物。此外，並排除個人或家庭等消

費目的需要使用之物，可成為融資租賃之客體或受《融資租賃法》

之規範。 

c.明定融資租賃之特殊形式為回租賃及轉租賃。 

（2）出租人資格、權利與義務 

a.出租人限於依法取得融資租賃經營資格的企業。設立融資租賃

企業，其註册資本的最低限額爲人民幣五千萬元，應有具備融

資租賃專業知識和從業經歷的高級管理人員，並有健全的組織

機構、經營管理制度、風險控制及風險處置制度。 

b.出租人應當保證供貨人知悉出租人取得租賃物的目的是租給

承租人。出租人應當保證承租人知悉供貨合同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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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經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得變更與承租人有關的供貨合

同內容。 

c.明文規定轉租賃應當經出租人同意。 

  d.出租人應當保證承租人對租賃物的占有和使用，不因出租人的

原因而受第三人主張權利的干擾。 

    e.出租人免責條款。承租人占有租賃物期間，租賃物造成人身傷

害或者他人財産損害的或承租人使用租賃物造成人身傷害或

者他人財産損害的，出租人皆不承擔責任。除出租人免責的例

外的情形外，供貨人違約而出租人未違反供貨合同義務的，對

供貨人的索賠不影響出租人向承租人行使融資租賃合同項下

包括收取租金在內的權利。 

f.未交付租賃物出租人的責任。由於出租人的過錯致使供貨人沒

有履行供貨義務的，出租人向承租人承擔違約責任。 

  g.修改承租人違約時出租人的救濟。承租人連續兩期未按約定支

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融資租

賃合同，收回租賃物，並要求承租人賠償損失。原綱要及第二

次意見稿規定「承租人未按約定支付租金達到租金總額的五分

之一的，或者未付租金期次超過約定應付租金總期次的五分之

一的」才可請求全部租金和解除合同，因租賃業者反對及影響

租賃業者債權回收，故放寬至連續兩期未按約定支付租金即可

主張請求全部租金和解除合同。 

  h.明定解除合同後權利義務歸屬。出租人要求解除融資租賃合同

收回租賃物的，當事人約定租賃期間屆滿租賃物歸承租人所

有，收回的租賃物的價值超過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費用

的，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還；當事人約定租賃期間屆滿租賃

物歸出租人所有，收回的租賃物價值超過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

及其他費用的部分歸出租人所有。 

    i.明定出租人的取回權。承租人有其他嚴重違約或嚴重侵害出租

人權益的行爲時，出租人有權取回租賃物，由此造成的損失由

承租人賠償。出租人依前款規定，有權直接向承租人行使取回

權，承租人應予配合。此條款在規範承租人已喪失償債能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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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連續二期未付租金之申請破產或停業情況，賦予出租人取

回租賃物確保債權權利。 

  j.出租人免責的例外。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索賠逾期或

者索賠失敗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一）明知或者應當知道租賃物有瑕疵而未告知承租人的； 

   （二）融資租賃合同約定由出租人行使對供貨人的索賠權，而

出租人怠於行使的； 

   （三）供貨合同的索賠權只能由出租人行使，而出租人怠於行

使的； 

   （四）在承租人行使索賠權時不予協助的。 

   k.出租人破産之處理。出租人破産時，不得影響承租人在融資租

賃合同項下的權利。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破産管理人不得解除

融資租賃合同。 

    l.出租人有限租賃物瑕疵擔保責任。租賃物不符合約定的，出租

人不承擔責任，但承租人依賴出租人的技能和判斷確定租賃物

或者出租人干預選擇租賃物的除外。 

（3）承租人之權利與義務 

   a.承租人享有供貨合同中買受人權利。明文規定供貨人向承租人

直接承擔供貨合同項下的全部義務。即融資租賃交易中供貨合

同的權利由承租人享有，如要求供貨人更換、修理租賃物及租

賃物嚴重不符合約定之損害賠償權利等。 

 b.承租人的受領義務。承租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時間、地點和方式

受領租賃物。 

c.承租人善良保管義務。承租人應當妥善保管、使用租賃物，除

合理的損耗及出租人同意的對租賃物的改變外，承租人應當使

之處於交付時的狀態。出租人不承擔租賃期間租賃物的維修義

務。 

d.租賃物嚴重不符合合同約定時的處理。租賃物嚴重不符合約定

的，承租人可以選擇解除融資租賃合同，並要求供貨人賠償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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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出租人因此受到的損失，由承租人向出租人賠償，該項賠

償不受承租人向供貨人索賠結果的影響。 

   承租人也可以要求供貨人更換、修理租賃物，因更換、修理租

賃物給承租人造成的損失，由供貨人賠償。承租人接受租賃物

或者更換、修理租賃物而使租賃物的價值減損的，該損失部分

由供貨人向承租人賠償。出租人因此受到的損失，由承租人向

出租人賠償，該賠償不受承租人向供貨人索賠結果的影響，但

租金應當適當降低。 

   e.承租人之風險承擔。根據供貨合同，租賃物毀損或者滅失的風

險轉移給出租人時，該風險即轉移給承租人，但供貨人將租賃

物直接交付給出租人的除外。 

   在租賃期間，租賃物毀損或者滅失的風險由承租人承擔。 

（4）租賃物相關規定 

  a.合同到期後租賃物的歸屬。對租賃期間届滿租賃物的歸屬沒有

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

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租賃物的所有權歸出租人。 

b.租賃物登記。租賃物應當在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登記，未辦理

登記的，出租人對租賃物的所有權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c.租賃物附合於他物。租賃物附合於其他動産、不動産上時，不

改變出租人就租賃物享有的權利。租賃物附合後的動産、不動

産轉讓時，在租賃物價值範圍內的轉讓價款歸出租人。 

 

第三節 與台灣《融資公司法》草案分析與比較 

第一項 台灣《融資公司法》立法背景 

台灣目前係以中小企業為主之經濟結構，如何穩定提供中小企業

資金來源是台灣經濟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資金為企業之命脈，建構

多元且有效之資金融通管道，有助幫助台灣中小企業發展，進而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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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整體經濟發展。目前依據公司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公司之資金原則上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亦不得為保證

人，故目前除銀行、保險公司及當鋪業外，一般公司均不得以放款、

保證及票據貼現為業。公司法第十五條之規定雖係為維持公司正常經

營，避免公司過度借貸影響該公司正常營運。惟，台灣目前從事租賃、

分期付款買賣及應收帳款收買等業務之租賃業者，如對客戶提供融資

時，須透過租賃、買賣等融資交易方式並開立發票，使融資行為雖具

備融資交易外觀，但此等迂迴之安排，除徒增業者及中資金需求者之

交易成本及困擾外，亦難滿足一般社會大眾及企業之融資需求120。 

行政院目前參考外國，如日本、新加坡及香港等國家係以制定專

法方式對融資公司(Finance company)之管理經驗，擬以制定專法方

式，開放非收受存款之融資公司設立，並引導目前租賃公司轉型為融

資公司，使融資公司可從事直接放款、保證、票據貼現、融資交易等

業務，提供中小企業及一般自然人多元管道之資金來源，並對融資公

司加入金融監理，保障資金借貸者免為不當剝削及催收，以整頓目前

金融機構以外之資金借貸市場之交易秩序。行政院於２００８年１月

３０日該院第３０７８號決議通過『融資公司法草案』，並於同年２

月４日送立法院審議中。 

第二項 草案說明要點 

因台灣司法實務上已就融資性租賃定義為類似租賃之無名契約

121，其出租人不負物之瑕疵及承租人應付所有未到期租金等融資租賃

交易規範較無法律爭議，且立法背景係因台灣租賃公司業務發展已近

趨成熟並陷入發展瓶頸，極須建構多元化之資金融通管道，滿足企業

及個人資金需求，故擬開放融資公司可直接為放款、保證、票貼等融

                                                 
120 參照台灣行政院 2008 年 2 月送立法院審查之融資公司法草案說明。 
121 參照台灣雲林地方法院 88 重訴字第七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87 年台上字第 1448 號判決

之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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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業務，故此行政院版之「融資公司法」草案內容偏向融資公司之監

理，包括採許可制、提高市場准入之門檻，並要求融資公司不得為不

當催收等，其要點茲析述如下： 

1.融資公司之准入 

（1）融資公司之組織型態限於股份有限公司，設立融資公司及其分

公司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非經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不

得開始營業。其最低實收資本額及負責人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由主管機關審酌其業務範圍及經濟發展情形訂定或調整之授權

由主管機關定之；非融資公司不得使用融資公司名稱122。 

（2）融資公司業務人員非經向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登記，不得執行

職務；業務人員之範圍、應具備之資格條件、登記、訓練等管理

事項，由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123。 

（3）經營融資性租賃業務、分期付款買賣、應收帳款收買或金融機

構金錢債權收買業務之公司得申請變更為融資公司124。 

（4）在全國區域內有二家以上之融資公司者，應組織融資業商業同

業公會；融資公司非加入公會，不得營業。但該公會成立前，已

取得營業執照者，得先行營業125。 

2.融資公司之業務範圍 

（1）融資公司得經營放款、票據貼現與票券及有價證券以外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保證之融資性交易業務126。放款係指直接融資；票據

貼現指以折扣方式，預收利息而購入未到期匯票或本票之交易，

其定義與銀行法之票貼定義相同；保證與銀行或票券公司就企業

依其信用情況於其所發行商業本票為背書保證收取保證費之授

                                                 
122 參照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4 條-第 6 條及第 8 條-第 10 條。 
123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7 條。 
124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12 條。 
125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37 條。 
126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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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業務相同。 

（2）融資公司除經營融資性交易外，尚得經營融資性租賃、應收帳

款收買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業務127。涉及外匯業務之經營或

依其他法律規定須經許可者，尚應經中央銀行或其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惟，該草案為就融資性租賃、應收帳款為名詞定義

亦未納入融資買賣。 

（3）開放融資公司得對自然人為融資性交易，惟其年利率上限不得

超過百分之二十；對非自然人為融資性交易，不得超過百分之三

十128。 

3.禁止融資公司不當催收或債權移轉 

（1）融資公司或其受雇人進行催收行為時，不得有強暴、脅迫、侵

害隱私權等不當催收行為，受融資公司委託催收之受任人或其受

雇人進行催收行為時，亦同129。 

（2）融資公司對自然人之債權，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讓與；

融資公司將債權讓與第三人，應於事前取得客戶同意，並告知債

權轉讓之時間、金額及受讓人名稱；受讓人及其受雇人如有不當

催收行為，融資公司應受理申訴130。 

（3）融資公司對自然人之債權，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委託

他人催收。融資公司將債權委託他人催收之受任人及其受雇人應

符合一定之資格條件，委託催收前應以書面通知客戶、保證人；

如有暫停或終止委託催收之情形者，融資公司應將受任人及其受

雇人之資料報送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予以登錄131。 

（4）融資公司受理客戶申訴之相關事宜，應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

                                                 
127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12 條。 
128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16 條。 
129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22 條。 
130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23 條。 
131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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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公布，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應擬訂融資公司受理客戶申訴之

應遵行事項。融資公司對債權轉讓後客戶申訴有不當催收案件，

經查證確有不當催收行為者，應協助當事人向司法機關訴追，並

報送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登錄列為會員禁止往來名單132。 

4.融資公司之監管 

（1）融資公司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33。 

（2）融資公司之風險管理、會計制度、內部稽核及內部控制制度，

由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融資

公司作業委託他人處理者，應訂定內部作業制度及程序；其辦

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134。 

（2）融資公司對其利害關係人為融資性交易，其條件不得優於該公

司其他同類對象。主管機關得就融資公司之各項財務比率，訂定

基準，並得就融資公司與同一人、同一關係人、同一關係企業及

利害關係人為融資性交易，予以限制135。 

（3）融資公司之重要財務、業務資訊之申報及公告，準用證券交易

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136。 

（4）融資公司如有申請設立事項有虛偽情事、或經核發營業執照後，

未於六個月內開始營業、或無正當理由，擅自停業、或擅自經營

收受存款、辦理國內外匯兌或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業務

之情形，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融資公司設立許可。 

4.融資公司之稅務優惠 

融資公司經營融資性交易業務，適用銀行業經營非專屬本業以外

                                                 
132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25 條。 
133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2 條。 
134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26 條。 
135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27 及第 28 條。 
136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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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銷售額之營業稅稅率137。 

 

第三項 台灣融資公司法草案之評析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特殊特殊特殊特殊租賃實務租賃實務租賃實務租賃實務背景背景背景背景，，，，造成造成造成造成立法結構偏向限制融資公司之業務立法結構偏向限制融資公司之業務立法結構偏向限制融資公司之業務立法結構偏向限制融資公司之業務

人員資格人員資格人員資格人員資格、、、、責任責任責任責任及催收規範及催收規範及催收規範及催收規範。。。。    

台灣租賃業務發展三十多年，除部分為金融機構或其關聯企業轉

投資成立之租賃公司、汽車租賃公司外，還有一部分（租賃）公司成

立背景是所謂的地下錢莊所支持成立。因台灣公司設立為形式審查，

除特許業務外，於經濟部商業司核准設立後，其業務執行並無其他主

管機關監管，亦毋須受金管會金融檢查，明顯以合法掩護非法。部分

不肖（租賃）公司在與急需用錢之中小企業簽訂所謂之『租賃契約（利

率可能超過民法 20%上限）』進行放款並額外設定動產擔保後，於中

小企業一違約，即透過法院強制執行，在不知情民眾誤解下，以為黑

道與法院勾結，造成吃虧之中小企業敢怒不敢言。甚至透過合法掩護

非法強制執行下，該租賃公司於執行過程中搬遷整廠設備後逐一向各

機器設備債權人要求給付『協尋獎金』。 

在此情形下，相關立法學者認為應該限制融資公司進入門檻，如

提高資本額138，以減少地下錢莊透過融資公司進行放款。要求融資公

司負責人應具備一定資格139，以避免曾經犯過組織犯罪之人擔任負責

人。甚至融資公司業務人員須向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登記且須有資格

條件、訓練等，否則不得執行職務140，以避免不具金融授信專業之黑

道人士進入融資公司業務市場。要求融資公司不得為不當催收或委託

不具催收資格之第三人進行催收，以避免融資公司債務人被黑道討債

方式對待。 

                                                 
137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36 條。 
138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5 條，但因融資公司最低資本額應如何規

定並無共識，改由授權主管機關依經濟發展決定。 
139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6 條第一項。 
140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7 條第一項。且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依法

案規劃，具有協同或被主管機關授權檢查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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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之立法，可謂良善，有助於減少地下錢莊「漂白」成為融

資公司。其中禁止不當催收及限制融資公司債權轉讓，明顯係從衡平

經濟弱者避免播削，由政府介入之立法政策考量，與一般融資租賃立

法僅考量租賃交易之秩序有明顯之不同。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融資公司法對融資公司得經營之業務融資公司法對融資公司得經營之業務融資公司法對融資公司得經營之業務融資公司法對融資公司得經營之業務，，，，仍未有完整定義仍未有完整定義仍未有完整定義仍未有完整定義    

     依該草案，融資公司得經營融資性交易（放款、票據貼現、票

券、有價證券以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保證）、融資性租賃及應收帳款

收買141，但除融資性交易在該草案有定義性之文字，其餘融資性租

賃、應收帳款收買並無法律上之定義，甚至漏列具融資性質之分期付

款買賣142。台灣司法實務雖已承認融資性租賃，但畢竟並非法律條

文，一般社會大眾仍無法清楚瞭解融資性租賃下雙方清楚之權利義

務。基於契約自由原則下，租賃公司往往在法律限制下竭盡所能在契

約維護其自身利益，故租賃契約之當事人權利義務往往是不對等的，

如法律未定義融資性租賃，僅依目前社會上流通之租賃契約來認識融

資性租賃的權利義務是非常危險的。 

    很明顯台灣融資公司法的立法是假設社會大眾對融資性租賃、分

期付款買賣、應收帳款收買等業務之債權成立並無法律上爭議，故立

法是偏向債權成立後處理問題。但此假設很明顯是過於簡化及不瞭解

融資性租賃實務，事實上融資性租賃交通之當事人權利義務有待政府

介入調和，中小企業即資金需求者，通常並無討價還價能力，再加上

定型契約偏向制訂方，權利義務並不對等，故實際發生爭議後又往往

因債務人已無力對爭議提起法律救濟而無疾而終。為避免爭議及建立

完善之融資環境，台灣融資公司法（草案）應以大陸融資租賃法（草

案）而借鏡，就融資性租賃為法律上之當事人權利義務之條文明定。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明文明文明文明文規定自然人與非自然人往來融資性交易之利率上限規定自然人與非自然人往來融資性交易之利率上限規定自然人與非自然人往來融資性交易之利率上限規定自然人與非自然人往來融資性交易之利率上限    

                                                 
141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3 條及第 14 條。 
142 立法院全球資訊網之法制局研究成果網路文章，亦認行政院版融資公司法第 14 條草案漏列「分

期付款買賣」及「金融機構金錢債權收買」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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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公司法規定了對自然人為融資性交易，利率不得超過週年

百分之二十；對非自然人為融資性交易，利率不得超過週年百分之三

十143。租賃公司普遍並不贊同，因為中小企業毛利很少能超過 30%，

如果中小企業借 30%年利率的資金來營運，其營業毛利若只有 20%，

他將無法生存；反觀，自然人並無營業毛利問題，只要借款人有工作

即可償還債務。上述利率差異觀念實來自風險愈高，應以較高之報酬

來涵蓋，即高風險高報酬，支持者論點為基於市場經濟，應讓高風險

企業或個人有借款機會，只是利率要調高以更高收益報酬來平均分散

可能發生之信用風險。 

    筆者認為在經過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及台灣2005年信用卡現金

卡之卡奴風暴後，上述論點已證明是錯的。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

證明金融全無管制或無政府監理，帶來的災害並非市場經濟自行調節

可一筆帶過，如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倒閉，所衍生其擔保之債券頓時成

為廢紙，全球各銀行投資之資產頓成泡沫。同樣，當初發卡銀行堅持

給予信用風險高借貸資金機會，故創立現金卡讓經濟弱者往來借貸，

但年利接近20%之高利豈非一般受薪階級或工作不穩定之失業族所能

負擔。若無法儘速還清，以 20%年利計算循環利息，其實已接近所謂

高利貸，其往來借款通常為經濟上弱勢族群，高利資金之使用，只是

讓借款人永不翻生，銀行業者根本無法收回本金更徨論收取高利來涵

蓋部分信用風險，故承作愈多之信用卡預借現金或現金卡業務之銀行

皆產生鉅額虧損。答案其實很簡單，其鎖定獲利來源之客群明顯發生

錯誤。因為會往來高利之借款人，其因本身信用風險偏高，在市場上

已無其他較低資金來源可取得，再加上其本身通常為經濟上之弱者，

故取得高利之資金，對其本身償債能力就是雪上加霜。銀行應多將資

金提供予有償債能力之人，而非多提供給有負擔高額利息義務之人。 

    筆者認為，融資公司法（草案）限定利率之規定立意良善，但該

                                                 
143 參照行政院版 2008 年 2 月送審之融資公司法草案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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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就非自然人利率上限設為 30%，筆者建議應可刪除或限制，中小

企業使用利率 30%之資金成本營運，離倒閉通常僅一步之遙，如為短

期融通，則尚屬可行。即非自然人短期融通利率之上限可為年利 30%，

但仍應多所設限，包括違約金、遲延利息之計算期限應限制在一定期

間，超過則建議依央行短期融通利率加碼，以免融資公司為追求高利

走向錯誤授信政策144而成為合法之高利貸公司。 

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    同業公會成為主管機關查核之助手或被授權者同業公會成為主管機關查核之助手或被授權者同業公會成為主管機關查核之助手或被授權者同業公會成為主管機關查核之助手或被授權者    

  融資公司法草案另一個特殊的立法為，要求融資公司必須加入商

業同業公會才能營業，該法並賦予商業同業公會協助主管機關推行、

研究融資公司與客戶權益保障相關政策及法令、融資公司法規定應辦

理之事項、主管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衍然成為主管機關查核之助手主管機關查核之助手主管機關查核之助手主管機關查核之助手

或被授權者或被授權者或被授權者或被授權者。 

  因融資公司成立係為解決租賃公司轉型問題，以往租賃公司之營

業方式外界通常不甚了解，甚至認為不可思議。以部分銀行觀點會認

為租賃公司之資金成本來自銀行即資金成本高，往來客戶體質又比較

差，租賃公司如何能盈利？是故要瞭解租賃公司轉型為融資公司後之

營業行為，最能得知是否符合法令即是有實務背景的商業同業公會，

該立法規定確實表現主管機關欲進行實質監管，如委託商業同業公會

對融資公司進行業務及財務檢查。而非僅為財務比率之形式要求，與

大陸融資租賃法（草案）有很大不同。 

 

第四項 結語 

                台灣之租賃公司並非採許可制，故有部分地下錢莊以租賃公司名

義與極需用錢之中小企業往來售後租回交易，除利率高過民法上限年

利率 20%外，於企業付不出租金後，地下錢莊化身為租賃公司便透過

                                                 
144 租賃公司通常高風險之客戶會徵提擔保品及保證人，法律賦予租賃公司請求上限提高到３０

％，徒然是增加租賃公司之利益及增加保證人的負擔，對已接近倒閉之公司徒然只是加速其滅

亡，租賃公司可能期待其違約，以獲取３０％年利之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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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強制執行程序搬走企業整廠設備抵償債務，使租賃公司在一般社

會大眾印象為有牌的地下錢莊，實不利正規租賃公司發展。在此這種

背景下，為規範這種亂象政府所採立法管制過於偏向融資公司（租賃

公司）之准入及禁止不當催收等融資公司監理部分。如立法過程中，

有建議融資公司門檻應訂為最低資本額新台幣二十億元以上，以避免

資本額過低讓地下錢莊進入融資公司過於簡便，但如此高准入門檻，

全台租賃公司恐將只有一家租賃公司可轉型為融資公司145。因資本額

有建議新台幣二十億元以上，亦有建議折衷採新台幣五億元以上，故

政院版草案最後決定將資本額委由主管機關依其業務範圍及經濟發

展情形訂定或調整，惟如此立法似有失明確性。 

    此外為避免地下錢莊依法轉型為融資公司後對其往來客戶為不

當催收，融資公司法有很大部分在明訂利率揭露及限制、禁止不當催

收或限制債權讓與，過於偏重與融資公司往來後違約禁止行為，但對

融資租賃交易之權利義務完全未有任何條文定義、時下已占租賃公司

營業額 50%以上之分期付款買賣業務（融資買賣）卻漏未規定146。反

觀大陸對融資性租賃交易訂有專章，以法律明定出租人及承租人就融

資租賃交易為明確法律條文之權利義務規範，實值台灣融資公司法就

融資性租賃、分期付款買賣（融資買賣）、應收帳款收買為相關之行

為法規範。 

    

    

    

    

    

    

    

    

                                                 
145 目前台灣租賃公司僅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為 80 億，其餘租賃公司皆在 20 億以下。 
146 同前註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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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兩岸修法之建議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以以以以建全建全建全建全大陸大陸大陸大陸融資租賃公司之經營與發展融資租賃公司之經營與發展融資租賃公司之經營與發展融資租賃公司之經營與發展之之之之修法修法修法修法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 2008 年 9月全球因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倒閉，導致引發全球性金

融風暴，雖然銀行倒閉為市場自由競爭下的淘汰結果，但大家也發現

某些大型企業是大到不能倒閉，如全世界最大保險公司 AIG、美國抵

押貸款擔保公司房地美公司及房利美公司、甚至亞洲金融風暴時韓國

的三星、現代集團，是無法讓其破產倒閉而必須以國家力量支持營運

的，可見市場經濟原則並非鐵律，以往經濟學者認為政府介入市場愈

少愈好之觀念亦須修正，提供資金供給之遊戲規則更須政府介入調

整。融資租賃公司即是以提供中小企業資金為主之金融中介業，故加

速對融資租賃公司的規範立法實刻不容緩。 

資金是中小企業的命脈，大陸目前為提昇中小企業對經濟發展，

開始在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增加銀行提供資金與中小企業。因大陸目前

經濟環境，直接依政策大幅提供資金給中小企業實非最好的政策，畢

竟銀行與租賃公司並不相同，租賃公司可能更貼近瞭解中小企業，租

賃公司透過融物方式提供資金，可能可以有效降低授信風險，故完善

並促進目前之《融資租賃法》出台，實爲對大陸中小企業經營與發展

的最佳幫手，並有助於改善大陸目前以大企業或國有企業之經濟結

構。為完善融資租賃立法，建議應從融資租賃公司之業務、財務及稅

務進行管理與監督等方面融入草案，始克有功。以下擬從融資租賃公

司之業務面及財務、稅務面分別進行分析與探討。 

第二款 業務面 

1.建議將金融租賃公司規範整併在《融資租賃法》中，並分級管理及

分級開放許可業務。 

（1）因目前金融租賃公司係由銀監會審批且可經營融資性租賃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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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許可業務，但僅監理規定及准入資格不同外，其餘融資租賃

交易規範部分並無差異。建議可納入《融資租賃法》草案，以

分級方式管理即可，其中涉及金融監理部分仍統籌由銀監會監

管，未涉及金融監理仍由商務部管轄。惟，因應金融監理一元

化趨勢，租賃公司之監理應由單一機關即銀監會負責。 

（2）在融資租賃公司分級管理前提下，為促進租賃公司非銀行業務

發展，宜分級管理並擴大融資租賃公司業務範圍，除目前《融

資租賃法》草案中已有融資性租賃規定外，建議仿傚台灣融資

公司法草案之融資公司經營項目，依租賃公司之資本額，分級

可經營包括分期付款買賣、應收帳款收買等其他法令許可之中

小企業常見資金需求之業務。並在符合一定金融監理及資格

下，部分融資租賃公司得為直接融資（但限制營業規則在其淨

資產一定比例以下）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金融業務。 

2. 建議擴大各級融資租賃公司可為分期付款、融資買賣及應收帳款

業務。中小企業所需要之融資及態樣並非僅有融資性租賃，建議應

可參考台灣租賃公司發展三十年所演變之中小企業常見之融資方

式，分次說明如下： 

（1）分期付款買賣 

分期付款買賣（installment sales）係出賣人透過買賣，讓

買受人得分期遞延付款，等同提供買受人一定信用額度之交易方

式，屬於台灣租賃公司常見主要業務之一。業務項目包括原物料分

期付款買賣、存貨分期付款買賣及車輛分期付款買賣等。企業有原

物料或機器設備之分期付款需求，可由融資租賃公司向原物料或機

器設備之供貨商購買，再以分期方式出售給企業，其操作方式與融

資租賃方式類似，亦為三方當事人，二份合同，主要差異為企業與

融資租賃公司成立買賣合同非融資租賃合同，因為融資租賃方式操

作，有租賃標的物限制，且企業購買原物料後即會耗用原料來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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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標的物會不斷減少，故不適合融資租賃但可採用分期買賣，

該操作方式對中小企業融資有很大助益。 

（2）售後買回 

售後買回（sale and purchase back）係分期付款或附條件買

賣業務操作之特殊形式。機器設備之售後買回如同售後租回，其所

有權僅為民法上物權觀念交付之移轉，實際上仍由出賣人占有，融

資租賃公司係以占有改定方式取得間接占有，再依讓與合意使買受

人依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完成機器設備之所有權變動。因此也帶有較

濃厚之融資特性，然究非單純之通謀虛僞意思表示或脫法行為，而

不應以消費借貸視之，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6 年度簡上字

第 220 號之判決理由「…按以買賣方式移轉標的物所有權，而以價

金名義融通金錢，嗣再將該標的物以分期付款方式買回，即所謂「買

賣式擔保」，為晚近興起之融資交易態樣，並無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

或禁止規定，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尚非法所不許」，可資參照。再者，

如雙方經濟利益即在售後買回，强認其交易爲消費借貸，並調整其

交易條件，是否符合當事人最大利益？容有討論空間。建議將售後

買回業務，亦列為融資租賃公司所得經營業務之一，以杜爭議。 

（3）應收帳款收買暨管理 

建議於該草案明文加入對於融資租賃公司得辦理應收帳款收

買暨管理業務之條文。在台灣，因法律並無明文限制應收帳款收

買，故融資租賃公司得從事應收帳款收買暨管理業務。應收帳款收

買業務主要係針對中小企業與其日常營業所交易對象（買受商）提

供商品或勞務後，因交易條件約定為月結 180 天，且該交易對象無

開立遠期票據作為支付（無法有票據可再貼現融資），故中小企業

一般為避免周轉時數過長，通常會將該帳款讓與租賃公司或銀行來

取得融資之一種方式。  

3. 建議增列融資租賃公司經許可後可為部分金融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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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列所謂融資性交易，建議可參考台灣融資公司法草案第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同意融資租賃公司得經營放款、票據貼現以

及票券及以有價證券以外之保證。上述放款，應包括有擔保及無

擔保放款。雖目前大陸有《貸款通則》限制，禁止企業直接放款，

仍建議在一定條件之下可開放融資租公司從事一定淨資產比例下

之企業放款。因融資性租賃或售後買回之融資買賣都有交易成

本，如買賣須課徵 17%之增值稅，不如直接融資僅有利息之交易

成本。 

（2）至於票據貼現，係參照台灣銀行法第十五條第四項之立法例，

指以折扣方式，預收利息而購入未到期匯票之交易。尚不包括客

戶以其營業所生之遠期支票。可就中小企業營業上所收取之票據

為貼現，增加中小企業融資方式。 

（3）融資租賃公司並不當然得以經營保證業務，但建議可於《融資

租賃法》加入規定，應於具備一定條件並經主管機關准許後，始

得辦理票券及有價證券以外之保證。爲能有效監督及管理融資租

賃公司之保證業務，建議可由銀監會制定相關規定，規範融資租

賃公司可辦理票券及有價證券以外保證業務應具備之要件、承作

保證之總餘額、種類、個案限額、程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款 財務及稅務面 

1.不宜明訂單一之風險資産比例 

  目前草案規定融資租賃公司之風險資産不得超過淨資産的十五

倍且融資租賃和其他租賃資産比重不得低於總資産的百分之六十。

為因應不同融資租賃公司分級管理制度，建議應按不同經營業務之

融資租賃公司訂定不同等級之風險資產比例，並授權監管機關得按

經濟情況適時調整之。 

2.建議明文增加融資租賃公司之籌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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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將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中，可吸收股東一年期以上存款及

發行金融債券之規定納入草案中。其中收受定期存款，甚至進

一步將融資租賃公司之股東，放寬至經政府許可之投資法人。 

（2）建議允許融資租賃公司得發行票券、公司債或將融資租賃等資

產證券化，以籌措中期資金來源，降低其資金成本。 

（3）目前融資租賃公司與銀行往來借貸之營運資金成本和一般企業

與銀行往來相較幾乎相同。在促進融資業務發展初期，若無政

府政策性補貼融資租賃公司與銀行往來資金成本利率，則一般

中小企業往來融資租賃之實質利率亦將往上墊高，亦增加中小

企業資金取得成本。故若採政府利率補貼政策，降低融資租賃

公司資金成本，反而降低中小企業資金透過融資租賃等交易行

為所取得之資金成本，實有助經濟發展。 

（4）融資租賃之稅制應予統一 

      

第三款 管理及監督面 

1.融資租賃公司設立應依不同營業範圍設立不同門檻 

爲免融資租賃公司過於浮濫導致惡性競爭，及提高融資租賃公司

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等同提高其自我營業之財務結構穩定，實有必要

將融資租賃公司之設立，由目前草案規定之最低註冊資本額由人民

幣五千萬元提高到人民幣一億元以上，並應依不同營業範圍設立不

同最低註冊資本額。因自有資本係充作營業資金，若實收資本額偏

低，將不足以因應營運之需，故為強化融資租賃公司之風險承受能

力，提高最低註冊資本額限制。 

台灣融資公司法草案曾考量融資公司最低資本額提高到新台幣

二十億元，其主要原因為避免地下錢莊藉機轉為合法融資公司，及

一定資本額之要求，提高准入門檻，亦有助於實際監管。 

2.增列負責人資格限制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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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租賃公司之負責人如具有黑道背景，或有組織犯罪、僞造有

價證券、僞造文書、詐欺、背信、竊盜等前科，易使企業或消費者

將融資租賃公司，與地下錢莊相聯結。再者，融資租賃公司之催收

行為，涉及客戶權益之保障及社會秩序之維護，為避免不適任者擔

任融資租賃公司之負責人，影響融資租賃公司業務之正常發展，建

議訂定融資租賃公司負責人之消極資格條件。 

3.累計虧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應限期增資或停止業務。 

融資租賃公司雖不吸收大衆存款，主管機關適度管理即可。但融

資租賃公司持續虧損，惡性倒閉，仍會對社會經濟有重大影響。如台

灣中央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倒閉，除造成銀行直接貸放之資金損失外，

尚因該租賃公司，將其向企業收取之營業票據轉貼現予銀行但卻未依

約給付應付之款項，但銀行要求企業簽發之租賃還款票據須兌現，造

成百餘家與該租賃公司往來企業受到影響及傷害，故為適時監督管理

融資租賃公司，有必要加以限制。 

4.建議明訂成立之融資租賃公司須加入行業協會，才能營業之限制。 

《融資租賃法》草案僅規定，融資租賃協會是融資租賃業的全國

性自律組織，接受國務院商務部門的業務指導，維護會員的合法權

益，反映融資租賃企業的建議和要求，爲融資租賃企業提高管理能力

和經營水平提供服務。建議可參考台灣融資公司法草案對融資公司之

自律監管，並可代替部分監理主管機關為一般查核，建議應明文要求

融資租賃公司應加入融資租賃協會，以成員彼此拘束內省的力量來監

管融資租賃業。 

第四款 建議修改草案中融資租賃定義 

目前草案定義融資租賃為：「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租賃物和供貨

人的選擇，從供貨人處取得租賃物，將租賃物出租給承租人，向承租

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動，租賃期間屆滿時承租人可以續租、留購或返

還租賃物，首次租賃期限最短為一年。出租人限於依法取得融資租賃

經營資格的企業。」，筆者認為該定義仍不嚴謹，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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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一般傳統租賃也有由承租人選擇租賃物及供應商情形，但當事

人雙亦無成立融資租賃合同合意，如辦公室使用之影印機租賃，

承租人並無意願取得影印機所有權，即使有續租亦不希望成立融

資租賃合同，希望依照一般租賃會計原則，將所有租金全部認為

當期費用。 

2.取得融資性租賃資格之租賃公司，並非其業務所成立之租賃合同

皆為融資租合同，依草案之定義，無法區別承租人有選擇供應商

及租賃物情形，但卻希望成立傳統租賃合同與融資租賃合同差異。 

若法律定義與會計準則不一致，就會出現以下幾種租賃形態。即： 

（1）出租人符合融資租賃資格，且交易形式符合《融資租賃法》

（草案）對融資租賃的定義，交易的經濟實質又符合會計準

則對融資租賃的定義的，即從形式到實質都是融資租賃的典

型融資租賃形態。筆者認為，應當此部分才是融資租賃交易

真正要規範之範圍。 

（2）出租人符合融資租賃資格，交易形式符合目前《融資租賃法》

（草案）對融資租賃的定義，但交易的經濟實質不符合會計準

則對融資租賃的定義。例如融資租賃交易形式下的租金不完全

償付，出租人承擔 10%以上餘值風險的經營租賃形態。筆者認

為，此部分因為不符會計原則，故不許承租人將租賃物認列資

產提列折舊，並由出租人承擔租賃物殘值風險。此時，即使租

賃合同約定有出租人不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不可解約性、承

租人違約應負擔未到期租金及對出租人因承租人違約處分租

賃物差額之損害賠償，仍應認為係契約自由之傳統租賃合同。 

（3）出租人不符合融資租賃資格，應當無法成立融資租賃合同。即

使簽署，融資租賃合同亦無效，亦無法為會計處理，故無討論

必要。 

第五款 結語 

因為實務上，界定公司簽署之租賃合同是否為融資租賃合同，仍

是參照是否符合會計準則，若不符合會計準則規定，仍無法認定為融

資租賃合同，只是絕大部分情形融資租賃合同會符合融資租賃之會計

準則，故建議《融資租賃法》律定義應與會計準則一致，讓融資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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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能在承租人之財務報表確實揭露，避免表外融資，以減少美國恩

隆公司破產案、世界通訊破產案情形發生。 

筆者建議草案融資租賃修改為：「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租賃物和

供貨人的選擇，從供貨人處取得租賃物，將租賃物出租給承租人，向

承租人收取租金並符合企業會計準則第並符合企業會計準則第並符合企業會計準則第並符合企業會計準則第 21212121 號對融資租賃定義號對融資租賃定義號對融資租賃定義號對融資租賃定義的交易

活動，租賃期間屆滿時承租人可以續租、留購或返還租賃物。出租人

限於依法取得融資租賃經營資格的企業。」如此與會計定義相結合，

就毋須加入首次租期為一年以上之條文。 

 

第二項 對台灣融資租賃交易及該行業規範及立法建議 

第一款概述 

台灣目前並沒有針對融資租賃交易、會計、監管、稅務等為單一

立法，其中會計處理部分，自從會計公報第二號公布後，已有融資租

賃會計準則可資遵循；稅務部分，亦有所得稅法、營業稅法及相關主

管機關解釋令等遵循，較無爭議。惟，法律及監管部分是台灣目前融

資租賃環境較為欠缺的。其中法律部分，僅靠司法實務認定為融資租

賃情形下，形成簡易融資租賃之權利義務概念，未有法律明為規範。

監管部分，較為相近者，為針對租賃公司轉型為融資公司時可直接對

企業或自然人為放款而訂定『融資公司法』草案。惟，該草案較偏重

融資公司業之監理，對融資性租賃之定義、分期付款之融資買賣及應

收帳款收買基本皆未為原則性之規定，亦未明文規範融資租賃之當事

人權利義務、且融資租賃相關之稅務及會計處理並未統整在內。 

第二款 茲提出融資公司法修法建議如下： 

1.應明融資租賃交易之定義及形式。 

『融資公司法』草案僅說明融資公司可從事融資性租賃、應收

帳款收買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業務業務，法條並未明文融資性

租賃之定義及態樣，建議仿傚大陸《融資租賃法》草案之融資租賃

定義及形式以減少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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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應法律明文規定，以解決融資租賃、售後買回等交易之法律爭

議。 

（1）台灣『融資公司法』草案內容過於偏重組織法及管理法，對

基本行為法之規範甚少。建議可參考大陸大陸《融資租賃法》草案

中融資租賃交易專章，明文訂定出租人及承租人之權利義務、租賃

物瑕疵擔保問題及風險移轉承擔、違約時出租人之救濟、出租人之

免責事由等。 

（2）台灣司法實務上雖有承認售後買回為「買賣式擔保」，為晚近

興起之融資交易態樣，並無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或禁止規定，基於

契約自由原則，尚非法所不許。但未有法律明文規定，仍有被認定

為融資可能，進而影響出租人與承租人是否逃漏營業稅問題，為免

爭議應以法律明文規定承認其仍為買賣並非單純資金貸與。 

3.建議參考大陸《融資租賃法》草案就加速折舊、關稅繳納等會計及

稅務特別規定147，明文納入於融資公司法中。 

4.建議應仿照大陸《融資租賃法》規定，對融資租賃物進行登記，以

對抗第三人，亦避免承租人惡意重覆融資。 

5.建議增加融資公司資金取得管道。 

融資公司之資金並非來自社會大眾存款，僅能靠向銀行周轉借

貸及自身營利，經營成本過高且不易，但因融資租賃業對中小企業

發展有重大貢獻，應參考大陸《融資租賃法》草案以法律明文規定

協助其營運資金多樣化，如允許吸收股東一年期以上之存款，進而

放寬至投資法人之存款、或政府以政策性利率補貼中小企業與融資

公司往來之業務。    

第二節 結論 

台灣融資租賃發展超過三十年，但台灣到目前爲止仍沒有單獨對

融資租賃進行立法，通稱融資租賃發展四大支柱中法律、會計、稅務

                                                 
147 參照融資租賃法草案第 50 條、51 條、52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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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監管，目前台灣勉强以司法判決承認融資租賃為無名契約之一；以

會計公報明定融資性租賃之要件；以稅務解釋令解決融資性租賃相關

稅務問題，但無法律明文融資性租賃可在租賃期間加速折舊之規定，

租賃標的物仍須依耐用年限爲法定折舊。惟關於融資性租賃之行爲態

樣尚欠缺統一見解及共識，如傳統融資性租賃概念爲三方之法律關

係，若爲其變形之售後租回（大陸稱爲回租賃）是否仍爲融資性租賃？

目前實務見解仍存歧見，如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96 年上聲議字第

2977 號不起訴處分書中，檢察官竟認回租賃非融資性租賃而為融資，

故其私自處分租賃物並無違法。為解決法律爭議，應以立法方式解釋

相關問題，而非如大陸以司法解釋代替立法之不足。 

此外就監管部分，租賃公司在台灣並沒有特別法及金融主管機關

進行監管，主要因爲融資租賃公司並無對大衆吸收存款，且資金來源

除自有資金外大多來自銀行，以致金融主管機關並未對其有特別注

意，直到中央租賃公司發生倒閉事件影響許多上市櫃公司及中小企業

後，金融主管機關才驚覺租賃公司良窳對經濟亦有連鎖影響，建議可

參考大陸制定《融資租賃法》草案之立法過程及學者意見探討，就融

資租賃行爲進行明確法律規範，並就融資租賃行業之監管進行立法準

備，並考慮針對融資性租賃標的物進行公示登記制度，以避免承租人

惡意以租賃物重覆融資及租賃物之歸屬發生爭議等問題。 

    大陸《融資租賃法》起草小組自 2004 年起四處考核各國融資租

賃實施經驗，期能一次立法解決所有問題，原訂 2007 年可望通過《融

資租賃法》，但遲至 2009 年仍未排入全國人大議程。此外，於 2007

年 6月 5日及 6日之《融資租賃法》立法國際研討會，全國人大法工

委於會中表達對於已有合同法第 14 章融資租賃合同之規定，已沒有

必要再就融資租賃單獨立法，明顯對於融資租賃立法能否排入人大議

程，增加一大變數。筆者認為，因大陸對融資租賃交易之出租人有資

格限制，一般民眾間不可能成立融資租賃合同，不僅應就融資租賃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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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成立特別法，更應將規定債法原則之合同法中之融資租賃專章刪

除。 

大陸《融資租賃法》草案是就融資租賃之行爲法、組織法、監管

法、會計準則及稅負等期待能以立法方式作統一規定，內容涉及民商

法、合同法、稅法、會計法及金融監管等，非全國人大法工委所認僅

以合同法關於融資租賃合同專章之規範爲已足，惟目前學者專家仍意

見紛歧，針對《融資租賃法》應規範之範圍尚無統一看法。筆者認爲，

就草案第三次徵求意見稿難行之處若去除，再加上融資租賃之登記制

度，應可先行。畢竟法律制定再完美，欠缺執行或社會背景配合，仍

然無法解決所有問題，期待本文能對兩岸目前就融資租賃相關所各自

進行之「《融資租賃法》草案」及「融資公司法草案」之提供小小意

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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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融資租賃法》草案 

（三次徵求意見稿） 

2006 年 11 月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一條（立法目的）爲規範融資租賃活動，維護融資租賃市場秩序，保護融資租

賃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融資租賃業的健康發展，制定本法。 

第二條（定義）本法所稱融資租賃，是指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和供貨人的選擇，從

供貨人處取得租賃物，將租賃物出租給承租人，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

易活動，租賃期間屆滿時承租人可以續租、留購貨返還租賃物，首次租

賃期限最短爲一年， 

出租人限於依法取得融資租賃經營資格的企業。 

適用於融資租賃交易的租賃物爲機器設備等非消耗性動産，爲個人、家

庭消費目的使用租賃物的不適用本法。 

第三條（特殊形式）融資租賃包括回租賃、轉租賃等特殊形式。 

回租賃是指出租人將從承租人作爲供貨人處取得的租賃物出租給承租人

的租賃形式。 

轉租賃是融資租賃合同的承租人作爲出租人將同一租賃物進行再次融資

租賃的形式。租賃物的所有權歸第一出租人。 

第四條（效力範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融資租賃活動，應當遵守本法。 

第五條（經營原則）從事融資租賃活動應當遵守法律，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

原則。 

第六條（主管部門及其職責）國務院商務部門爲融資租賃業的主管部門，對全國

融資租賃業進行綜合協調、指導、管理和服務。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商務部門爲本行政區域內的融資租賃業的

主管部門。 

第七條（監督管理原則）對融資租賃企業實施監督管理應當遵循依法、公開、公

正、效率的原則。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融資租賃交易融資租賃交易融資租賃交易融資租賃交易    

第八條（當事人範圍）融資租賃交易的當事人包括出租人、承租人和供貨人。 

第九條（要式）融資租賃交易的當事人訂立供貨合同和融資租賃合同應當採用書

面形式。 

第十條（內容）融資租賃合同的內容包括租賃物名稱、數量、規格、技術性能、

檢驗方法、租賃期限、租金構成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幣種、租賃期間

屆滿租賃物的歸屬等條款。 

第十一條（租金的確定）融資租賃合同的租金，可以根據出租人取得租賃物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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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潤確定。 

第十二條（合同到期後租賃物的歸屬）對租賃期間屆滿租賃物的歸屬沒有約定或

者約定不明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

能確定的，租賃物的所有權歸出租人。 

第十三條（出租人變更供貨合同的限制）未經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得變更與承

租人有關的供貨合同的內容。 

第十四條（轉租賃合同的訂立）轉租賃應當經出租人同意。 

第十五條（告知義務）出租人應當保證供貨人知悉出租人取得租賃物的目的是租

給承租人。 

出租人應當保證承租人知悉供貨合同的主要內容。 

第十六條（供貨合同無效或撤消時融資租賃合同的處理）供貨合同被確認無效或

者撤銷，融資租賃合同同時解除。融資租賃合同解除後當事人的損失，

由供貨合同被確認無效或者撤銷的過錯方承擔。 

第十七條（承租人享有的買受人權利）供貨人向承租人直接承擔供貨合同項下的

全部義務。 

第十八條（承租人的受領義務）承租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時間、地點和方式受領租

賃物。 

第十九條（租賃物登記）租賃物應當在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登記，未辦理登記的，

出租人對租賃物的所有權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第二十條（租賃物瑕疵擔保責任）租賃物不符合約定的，出租人不承擔責任，但

承租人依賴出租人的技能和判斷確定租賃物或者出租人幹預選擇租賃

物的除外。 

第二十一條（出租人平靜占有擔保責任）出租人應當保證承租人對租賃物的占有

和使用，不因出租人的原因而受第三人主張權利的幹擾。 

第二十二條（承租人善良保管義務）應當妥善保管、使用租賃物，除合理的損耗

及出租人的同意的對租賃物的改變外，承租人應當使之處於交付時

的狀態。出租人不承擔租賃期間租賃物的維修義務。 

第二十三條（産品責任和第三人損害責任）承租人占有租賃物期間，租賃物造成

人身傷害或者他人財産損害的，出租人不承擔責任。 

承租人使用租賃物造成人身傷害或者他人財産損害的，出租人不承擔

責任。 

第二十四條（風險承擔）根據供貨合同，租賃物毀損或者滅失的風險轉移給出租

人時，該風險即轉移給承租人。供貨人將租賃物直接交付給出租人

的除外。 

在租賃期間，租賃物毀損或者滅失的風險由承租人承擔。租賃物毀

損或者滅失的，不影響承租人按照融資租賃合同應承擔的義務。 

租賃物毀損或滅失後，承租人能够按照出租人的要求修復租賃物或

者購買同條件替代物的，融資租賃合同繼續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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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物不可修復或者不能就替代物達成一致的，融資租賃合同終

止，承租人應當向出租人支付到期租金，並賠償出租人的損失。 

第二十五條（融資租賃合同不可解約性）除非出租人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出租

人平靜占有擔保責任）、第二十七條（租賃物嚴重不符合合同約定時

的處理）、第二十八條（未交付租賃物出租人的責任）的規定，承租

人不得解除融資租賃合同。 

第二十六條（對供貨人的索賠）供貨人違反供貨合同約定，承租人可以向供貨人

主張因供貨人違約給承租人造成的損失。 

承租人直接向供貨人行使索賠權的，出租人應予協助，索賠的費用

和結果，由承租人承擔和享有。 

第二十七條（租賃物嚴重不符合合同約定時的處理）租賃物嚴重不符合約定的，

承租人可以選擇解除融資租賃合同，並要求供貨人賠償損失。出租人

因此受到的損失，由承租人向出租人賠償，該項賠償不受承租人向供

貨人索賠結果的影響。 

承租人也可以要求供貨人更換、修理租賃物，因更換、修理租賃物給

承租人造成的損失，由供貨人賠償。承租人接受租賃物或者更換、修

理租賃物而使租賃物的價值減損的，該損失部分由供貨人向承租人賠

償。出租人因此受到的損失，由承租人向出租人賠償，該賠償不受承

租人向供貨人索賠結果的影響，但租金應當適當降低。 

第二十八條（未交付租賃物出租人的責任）由於出租人的過錯致使供貨人沒有履

行供貨義務的，出租人向承租人承擔違約責任。 

第二十九條（承租人違約時出租人的救濟）承租人應當按照約定支付租金。承租

人連續兩期未按約定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

可以解除融資租賃合同，收回租賃物，並要求承租人賠償損失。 

出租人要求解除融資租賃合同收回租賃物的，當事人約定租賃期間屆

滿租賃物歸承租人所有，收回的租賃物的價值超過承租人欠付的租金

以及其他費用的，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還；當事人約定租賃期間屆

滿租賃物歸出租人所有，收回的租賃物價值超過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

及其他費用的部分歸出租人所有。 

第三十條（欠付租金償還順序）在承租人延遲支付租金的情形下，承租人向出租

人支付的款項，應當按照欠付租金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金、租金

的順序償還。 

第三十一條（出租人的取回權）承租人有其他嚴重違約或嚴重侵害出租人權益的

行爲時，出租人有權取回租賃物，由此造成的損失由承租人承擔。 

出租人依前款規定，有權直接向承租人行使取回權，承租人應予配

合。 

第三十二條（出租人免責）除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出租人免責的例外）的情形

外，供貨人違約而出租人未違反供貨合同義務的，對供貨人的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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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響出租人向承租人行使融資租賃合同項下包括收取租金在內的

權利。 

第三十三條（出租人免責的例外）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索賠逾期或者索

賠失敗的，應但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一）明知或者應當知道租賃物有瑕疵而未告知承租人的； 

（二）融資租賃合同約定由出租人行使對供貨人的索賠權，而出租人

怠於行使的； 

（三）供貨合同的索賠權只能由出租人行使，而出租人怠於行使的； 

（四）在承租人行使索賠權時不予協助的。 

第三十四條（租賃物附合於他物）租賃物附合於其他動産、不動産上時，不改變

出租人就租賃物享有的權利。租賃物附合後的動産、不動産轉讓時，

在租賃物價值範圍內的轉讓價款歸出租人。 

第三十五條（租賃物非責任財産）租賃物不得作爲承租人承擔民事責任的財産。 

承租人破産的，租賃物不屬於破産財産。 

第三十六條（出租人破産）出租人破産時，不得影響承租人在融資租賃合同項下

的權利。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破産管理人不得解除融資租賃合同。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融資租賃業的監督管理融資租賃業的監督管理融資租賃業的監督管理融資租賃業的監督管理    

第三十七條（監管職責）國務院商務部門對融資租賃企業實施監督管理，負責制

定有關規章、審查批准融資租賃企業及其分支機構的設立和變更，監

督檢查融資租賃企業經營規則實施情况。 

第三十八條（設立審批）設立融資租賃企業應當經國務院商務部門及授權的省、

自治區 、直轄市人民政府商務部門的批准。 

境內金融機構投資控股融資租賃企業的設立，應當經國務院金融監管

機構批准。 

第三十九條（審查內容）審查批准融資租賃企業的設立，應當對股東的資金來源、

財務狀况進行審查。 

第四十條（設立條件）設立融資租賃企業，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註册資本的最低限額爲人民幣五千萬元； 

（二）有具備融資租賃專業知識和從業經歷的高級管理人員； 

（三）有健全的組織機構、經營管理制度、風險控制及風險處置制度。 

第四十一條（企業名稱）融資租賃企業名稱應當標明“融資租賃”字樣，其他經

營性組織名稱不得含有“融資租賃”字樣。 

第四十二條（經營規則）融資租賃企業經營應當遵循下列規則： 

（一）風險資産不得超過淨資産的十五倍； 

（二）融資租賃和其他租賃資産比重不得低於總資産的百分之六十。 

第四十三條（財物制度）融資租賃企業應當依照法律和國家統一的財務、會計制

度及有關規定，建立、健全本單位的財務、會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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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報告和審計）融資租賃企業應定期向監督管理部門報送業務經營情

况報告和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財務會計報告，以及監督管理部門

要求報送的其他資料。 

第四十五條（金融租賃監管）境內金融機構投資控股融資租賃企業由國務院金融

監管機構進行監督管理。 

國務院可以對境內金融機構投資控股融資租賃企業制定嚴於本章本

條之前規定的規定。 

第四十六條（行業協會）融資租賃協會是融資租賃業的全國性自律組織，接受國

務院商務部門的業務指導。 

融資租賃業協會應當維護融資租賃企業的合法權益，反映融資租賃

企業的建議和要求，爲融資租賃企業提高管理能力和經營水平提供

服務。 

第四十七條（登記機關）本法第十九條（租賃物登記）規定的租賃物登記機關如

下： 

（一）以航空器、船舶、車輛作爲租賃物的，爲運輸工具的登記部門； 

（二）以設備和其他動産作爲租賃物的，爲租賃物所在地的工商行政

管理部門。 

第四十八條（辦理登記的條件）辦理租賃物登記，應當向登記機關提供下列文件

原件或者複印件： 

（一）融資租賃合同； 

（二）租賃物的取得憑證。 

第四十九條（登記資料的使用）登記機關登記的資料，應當允許查閱、抄錄或者

複印。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融資租賃業的促進融資租賃業的促進融資租賃業的促進融資租賃業的促進    

第五十條（加速折舊、呆帳準備、流轉稅繳納）融資租賃的機器設備實行加速折

舊。 

允許融資租賃企業提取呆帳準備金並作稅前扣除。 

融資租賃企業從事融資租賃業務，應當以其扣除融資成本後的淨收入

作爲稅基繳納流轉稅。 

第五十一條（關稅繳納）在跨境融資租賃中，入境租賃物以各期次租金爲完稅價

格分期繳納關稅。融資租賃企業要求一次性繳納稅款的，也可以以

租金總額作爲完稅價格。 

第五十二條（承租人的特殊資質）承租人作爲買受人取得租賃物時應該享有的各

種待遇，不應當因爲承租人採用融資租賃方式、出租人在融資租賃

期間擁有租賃物的所有權而受到影響。承租人辦理相關行政許可手

續應視同於出租人辦理，但租賃物所有權不轉移的除外。 

第五十三條（資金來源）國家採取措施鼓勵和促進融資租賃企業擴大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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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融資渠道。 

第五十四條（鼓勵方向）國家採取措施鼓勵融資租賃企業對中小企業、貧困地區

及其他符合國家扶持條件的項目、行業或地區開展融資租賃業務。 

第五十五條（信息服務）國家建立融資租賃公共信息服務系統，向融資租賃交易

的當事人和其他社會公衆提供信息服務。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法律責任法律責任法律責任法律責任    

第五十六條（非法經營處罰）非法設立的融資租賃企業及非法從事融資租賃業務

的企業，由審查批准部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查處，沒收違法

所得，並可視情節輕重處以一百萬元以下罰款。 

第五十七條（非法經營處罰）未經批准設立分支機構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由審

查批准部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沒收違法所得，並

可視情節輕重處以五十萬元以下罰款。 

第五十八條（非法經營處罰）違反本法規定，有下列行爲之一的，由審查批准部

門查處，視情節輕重予以警告、通報、責令限期改正、停業整頓、

關閉，並可處以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 

（一）風險資産超過淨資産十五倍的； 

（二）融資租賃和其他租賃資産比重低於總資産百分之六十的。 

第五十九條（信息披露）融資租賃企業不按照本法第四十四條（報告和審計）規

定提供相關資料的，由審查批准部門責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處

以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六十條（對監管部門工作人員的查處）有關工作人員在融資租賃監督管理工作

中違反本法規定，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玩忽職守、失職失察，依法

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十一條（金融租賃監管規則）境內金融機構投資控股融資租賃企業及國務院

金融監管機構從事監督管理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爲，依照相關法律、國

務院相關行政法規處罰。 

 

第六章 附則 

第六十二條（具體辦法制定授權）對融資租賃業監督管理、租賃物登記和稅收及

其徵管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另行制定。 

第六十三條（生效時間）本法自 年 月 日起開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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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公司法草案融資公司法草案融資公司法草案融資公司法草案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總總總    則則則則    章名章名章名章名    

第一條 為增進資金融通管道，健全融資

公司之經營及發展，保障融資公司客戶

權益，特制定本法。 

本法之立法目的在於增進企業及個人資

金融通管道，健全融資公司之經營與發

展，保障客戶之權益。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 

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融資公司：指依本法經主管機關許

可，為經營融資性交易業務而設立之

股份有限公司。 

二、融資性交易：指放款、票據貼現與

票券及有價證券以外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保證。 

三、票據貼現：指以折扣方式，預收利

息而購入未到期匯票或本票之交易。 

四、同一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 

五、同一關係人：指本人、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血親及以本人或配偶為負責

人之企業。 

六、關係企業：指適用公司法第三百六

十九條之一至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

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及第三百六十九

條之十一規定之企業。 

七、大股東：指持有融資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超過百分之十者；股東為自然

人時，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持股

數，應一併計入本人之持股計算。 

八、利害關係人：指融資公司之大股東

與負責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之血

親。 

一、鑒於融資公司係為經營融資性交易業

務，依本法許可設立之公司，有別於依

公司法設立之一般公司，爰於第一款規

定「融資公司」之定義。 

二、第二款規定本法所稱融資性交易之範

圍，除放款及票據貼現外，亦包括保證，

惟保證因具有擴張信用之效果，基於有

效控管融資公司行業整體經營風險之考

量，定明保證業務之範圍限於票券及有

價證券以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證。 

三、參酌銀行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銀

行對遠期匯票或本票，以折扣方式預收

利息而購入者，謂貼現。」於第三款規

定本法所稱票據貼現之定義。 

四、融資公司不得收受存款，故融資公司

與同一人、同一關係人、關係企業、大

股東或利害關係人之交易，並無必要比

照銀行業給予高度監理之必要，惟融資

公司以融資性交易為主要業務，故仍須

就其與上開對象之交易行為，予以適度

管理，爰參考金融控股公司法、證券交

易法、公司法規定，於第四款至第八款

分別規定同一人、同一關係人、關係企

業、大股東及利害關係人之定義。 

第四條 融資公司應於其名稱中標明融資一、第一項規定融資公司應於其名稱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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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字。 

非融資公司，不得使用融資公司之

名稱或易使人誤認其為融資公司之名

稱。 

      本法施行前已登記營業之非融資公

司，而使用融資公司之名稱或易使人誤

認其為融資公司之名稱者，應於本法施

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調整其名稱。 

明融資之文字，以利消費者辨識。 

二、為保障合法融資公司經營權利，避免

其他公司或個人使用融資公司之名稱或

易使人誤認其為融資公司之名稱營業，

致社會大眾混淆，爰參酌銀行法第二十

條第三項及郵政法第七條，於第二項規

定非融資公司，不得使用融資公司之名

稱或易使人誤認其為融資公司之名稱。 

三、為使本法施行前已登記營業之非融資

公司能調整其名稱，以免觸法，爰於第

三項規定應於本法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

完成名稱調整。 

第五條 融資公司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由

主管機關審酌其業務範圍及經濟發展情

形訂定或調整之。 

融資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未達主管

機關依前項規定訂定之最低實收資本額

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辦理增資，屆

期未完成增資者，廢止其設立許可，並

註銷其營業執照。 

一、融資公司辦理融資性交易業務，應有

充足之資本以為因應，且為強化融資公

司之風險承受能力，實務管理上宜採分

級規範，依融資公司之業務範圍，分別

規定不同之實收資本額，或視經濟發展

情形，審酌調整融資公司之最低實收資

本額，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融資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未達主管機關

依第一項所定之最低實收資本額者，主

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辦理增資，屆期未完

成增資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設立許

可，並註銷其營業執照，爰為第二項規

定。 

第六條 融資公司負責人應具備之資格條

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未具備前項辦法所定之資格條件

者，不得充任融資公司負責人，已充任

者，當然解任。 

一、鑒於融資公司負責人之良窳對公司治

理有重大影響，又考量融資公司之業務

特性，與消費者權益之保障及社會秩序

之維護息息相關，對融資公司負責人之

適格性宜有適當規範，爰於第一項規定

融資公司之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主管機關定

之。 

二、如未具備第一項辦法所定之資格條件

者，不得充任融資公司負責人，已充任

者，當然解任，爰為第二項規定，以加

強對融資公司負責人之管理。 

第七條 融資公司業務人員非經向融資業一、鑒於融資性交易有其專業性，並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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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同業公會登記，不得執行職務。但

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成立前，得先行執

行職務，於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成立之

日起三個月內，應向該公會辦理登記。 

融資公司業務人員之範圍、應具備

之資格條件、登記、訓練及其他管理事

項，由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請

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依第一項但書規定登記執行職務之

融資公司業務人員，應自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管理事項之日起一年內，取得前項

所定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屆期未取得

者，由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廢止其登記。 

費者權益息息相關，故應建立融資公司

業務人員登記制度，使業務人員具備一

定之素質條件，俾促進融資公司行業之

健全發展，保障消費者權益。爰於第一

項規定融資公司之業務人員須向融資業

商業同業公會辦理登記，始得執行業

務。另考量融資公司開放初期，因融資

業商業同業公會之設立，尚須籌設期

間，爰於第一項但書規定於該公會成立

前，融資公司之業務人員得先行執行職

務，惟應於該公會成立之日起三個月內

完成登記。 

二、第二項規定業務人員之範圍、應具備

之資格條件、登記及受訓等事項，由融

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經主管機關

核定後實施。 

三、另為加速推動融資公司業務人員取得

資格，於第三項規定先行執行職務之業

務人員，應自主管機關核定第二項業務

人員管理事項之日起一年內，取得業務

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屆期未取得

者，由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廢止其登記。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設立及變更設立及變更設立及變更設立及變更    章名章名章名章名    

第八條 融資公司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

司為限。 

設立融資公司者，應填具申請書，

載明下列事項，申請主管機關許可： 

一、公司之名稱。 

二、實收資本額。 

三、營業計畫。 

四、本公司所在地。 

五、發起人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及

認股金額。 

六、公司章程。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載明之事項。 

依前項規定申請設立許可應備之文

件、申請設立程序、營業計畫之格式、

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一、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資本大眾化、財務

公開化以及所有權、經營權分離之優

點，其法規架構及組織規定較嚴謹、公

司治理及內部控制制度較健全，對於融

資公司業務發展及監理最為適當，爰於

第一項規定融資公司之組織，以股份有

限公司為限。 

二、為落實許可制之精神，爰於第二項規

定設立融資公司，應提出申請書載明相

關事項，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 

三、第三項規定融資公司申請設立許可之

應備文件、申請設立程序、營業計畫之

格式、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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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定之。 

第九條 融資公司設立分公司者，應填具

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申請主管機關

許可： 

一、分公司之名稱。 

二、分公司所在地。 

三、分公司經理人姓名。 

四、分公司營業計畫。 

依前項規定申請設立許可應備之文

件、申請設立程序、營業計畫之格式、

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一、為有效管理融資公司，第一項規定融

資公司設立分公司，亦須提出申請書載

明相關事項，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 

二、設立分公司之應備文件、申請設立程

序、營業計畫之格式、內容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於第二項授權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條 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融資公司

者，應於辦妥公司登記後，申請主管機

關核發營業執照。 

融資公司本公司及分公司，未經主

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不得開始營業；

其申請營業執照應備之文件，由主管機

關定之。 

融資公司本公司營業執照，應記載

事項如下： 

一、公司之名稱。 

二、公司之代表人。 

三、公司之業務項目。 

四、公司實收資本額。 

五、公司之所在地。 

融資公司分公司營業執照，應記載

事項如下： 

一、分公司之名稱。 

二、分公司之經理人。 

三、分公司之所在地。 

融資公司營業執照所載事項有變更

者，應於變更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主管

機關申請換發營業執照。 

一、融資公司須先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

辦妥公司登記後，再申請主管機關核發

營業執照始得營業，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第二項規定融資公司本公司及分公司

未經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不得開始

營業。融資公司本公司及分公司申請營

業執照應備之文件，授權主管機關定之。 

三、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融資公司本公司

及分公司營業執照應記載事項。 

四、融資公司之營業執照應揭示正確之資

料，爰於第五項規定融資公司營業執照

所載事項有變更者，應於變更之日起十

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營業執照。 

第十一條 融資公司本公司延展開業、停

業、復業、合併、分割或解散，應事先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融資公司本公司遷移及分公司延展

一、融資公司本公司延展開業、停業、復

業、合併、分割或解散，因屬融資公司

業務經營之重要事項，為融資公司管理

監督之必要，爰於第一項規定應經主管



 140 

開業、遷移、停業、復業或裁撤，應於

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為之。 

前二項之申請或申報生效期限、應

備文件、申請或申報生效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機關核准。 

二、融資公司本公司遷移，及分公司延展

開業、遷移、停業、復業或裁撤，雖非

屬融資公司業務經營之重要事項，惟仍

有向主管機關通報之必要，以利管理，

爰於第二項規定應於向主管機關申報生

效後為之。 

三、第三項規定前二項之申請或申報生效

期限、應備文件、申請或申報生效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二條 經營融資性租賃、分期付款買

賣、應收帳款收買或金融機構金錢債權

收買業務之公司，符合主管機關依第五

條第一項所定最低實收資本額者，得擬

訂營業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變

更為融資公司。 

直轄市政府設立之公營質借機構，

符合主管機關依第五條第一項所定最低

實收資本額者，得由該管市政府擬訂營

業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立為

融資公司。 

前二項申請變更或設立之應備文

件、申請程序、營業計畫之格式、內容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一、實際經營融資性租賃、分期付款買賣、

應收帳款收買或金融機構金錢債權收買

等業務之公司，具有業務之豐富經驗，

為簡化行政程序，使該等公司免除依本

法新設融資公司，而得以直接改制設立

為融資公司，爰於第一項規定該等公司

符合主管機關依本法所定最低實收資本

額者，得擬訂營業計畫，向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變更為融資公司。本項所稱融

資性租賃，指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所定要件之

租賃交易；所稱分期付款買賣，指消費

者保護法第二條第十二款所定之交易型

態。 

二、目前臺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所轄之

動產質借機構，雖因時代變遷，業務漸

有萎縮，惟對於部分需緊急融資之市民

而言，仍有其需求。另從擴大市政服務

之角度而言，符合本法所定融資公司最

低實收資本額之動產質借機構，如能轉

型成為融資公司，將可提供市民更為多

樣化之資金融通服務，爰於第二項規定

直轄市政府所轄之公營質借機構，得申

請設立為融資公司。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申請變更或設立

之應備文件、申請變更或設立程序、營

業計畫之格式、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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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於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融資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其設立許可，並

註銷其營業執照。 

一、經許可設立後，發現其原申請設立

事項有虛偽情事。 

二、經許可設立後，未於六個月內辦妥

公司設立登記，並取得營業執照。但

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關核准延展

者，不在此限。 

三、經核發營業執照後，未於六個月內

開始營業。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

關核准延展開業者，不在此限。 

四、經核發營業執照後，未經主管機關

核准而停業。 

五、擅自經營收受存款、辦理國內外匯

兌或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業

務。 

一、為利融資公司之管理，第一項規定主

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融資公司設立許可

之事由。又主管機關若已核發營業執照

者，並應註銷之。 

二、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設立許可者，

主管機關自應依公司法第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撤銷或廢

止其公司登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財務及稅務財務及稅務財務及稅務財務及稅務    章名章名章名章名 

第十四條  融資公司除經營融資性交易

外，得經營下列業務：  

一、融資性租賃。 

二、應收帳款收買。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業務。 

前項業務，涉及外匯業務之經營或

依其他法律規定須經許可者，應經中央

銀行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一、融資公司之業務項目應以融資性交易

為主，惟為強化融資公司提供企業、個

人融資服務之功能，爰於第一項規定融

資公司除經營融資性交易外，得經營融

資性租賃、應收帳款收買及其他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業務。 

二、融資公司所經營之業務，如涉及外匯

業務或依其他法律規定須經許可之業

務，自應先經中央銀行或其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爰於第二項定明。 

第十五條 融資公司對自然人辦理融資性

交易之種類、總餘額、同一人融資限額、

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融資公司辦理融資性交易中之保證

業務應具備之要件、承作保證之總餘

額、種類、個案限額、作業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參考日本融資公司改革經驗及我國消

費者卡債問題之處理經驗，其共通點為

自然人過度借貸，而陷於以債養債之惡

性循環，最終因無力還款，致使借貸雙

方均蒙受損失。有鑑於目前已難自銀行

體系取得融資之自然人，可能轉而依賴

融資公司取得資金，為避免重蹈消費者

過度借貸之覆轍，融資公司與自然人從

事融資性交易，允宜適度管理，爰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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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規定融資公司對自然人辦理融資性

交易之種類、總餘額、同一人融資限額、

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

權主管機關定之，期藉適度規範，以兼

顧融資公司健全發展及消費者融資之需

求。 

二、按保證業務具有信用擴張之效果，為

能有效管理融資公司辦理保證業務而衍

生之經營風險，爰有適度管理之必要，

於第二項規定融資公司辦理保證業務之

總餘額、種類、個案限額、作業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十六條 融資公司經營融資性交易，而

以利率計價者，其約定利率應以年利率

為準；對自然人為融資性交易，利率不

得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對非自然人為

融資性交易，利率不得超過週年百分之

三十。 

      融資公司與客戶約定超過前項利率

計收規定之部分無效。 

一、有關利率計收規定，攸關客戶權益至

鉅，應有明確之計算標準，經參考現行

銀行實務、民法及外國立法例規定，爰

於第一項規定約定利率應以年利率為

準。 

二、鑒於向融資公司借款之自然人，可能

係自銀行體系取得資金困難之經濟弱勢

者，為避免其因利息負擔加重，衍生惡

性循環借貸問題，爰於第一項規定融資

公司對自然人為融資性交易之年利率上

限，比照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不得

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至於融資公司與

非自然人從事融資性交易，因非自然人

之資金需求多屬商業週轉性質，可負擔

較高之利率成本，爰以年利率百分之三

十為上限。 

三、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於第二項規定融

資公司與客戶約定超過第一項利率計收

規定之部分無效。 

第十七條 融資公司經營融資性交易，應

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揭露下列資訊： 

一、利率及利息計算方式。 

二、客戶負擔之各項費用及計算方式。 

三、客戶應付所有費用之年百分率。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揭露之資訊。 

一、為加強資訊揭露，促使融資公司相關

交易資訊更加透明化，促進市場競爭，

參酌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三十四

條規定，於第一項規定融資公司經營融

資性交易，應以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揭

露有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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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公司向客戶收取之各項費用種

類，由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請

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二、為避免融資公司浮濫收費，保護消費

者權益，爰於第二項規定融資公司向客

戶收取之各項費用種類，由融資業商業

同業公會擬訂，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十八條 融資公司與客戶所定交易契

約，應以書面為之，並將契約交付客戶；

保證人如要求提供契約，融資公司不得

拒絕。 

一、為明確融資公司與客戶間之權利義務

關係，規定融資公司與客戶所定交易契

約，應以書面為之。 

二、參考日本、香港立法例，規定融資公

司應將交易契約一份交付借款人收執，

保證人如要求提供契約，融資公司不得

拒絕，俾讓雙方明瞭自身之權利義務。

另融資公司與客戶簽訂交易契約，亦須

遵循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之ㄧ規定，

於簽訂契約前，給予客戶合理之審閱期

間，以供客戶審閱契約條款內容。 

第十九條 融資公司受領客戶清償本金或

利息時，應交付清償證明，載明清償日

期、清償及尚未清償之金額。客戶清償

全部債務後，融資公司應即返還借據及

其他債權憑證。 

為落實消費者保護，參考日本貸金業法立

法例，規定融資公司受領客戶清償本金或

利息時，應交付清償證明；客戶清償全部

債務後，融資公司應即返還借據及其他債

權憑證。 

第二十條 融資公司不得拒絕客戶提前清

償；非經客戶同意，不得收取提前清償

違約金。 

前項提前清償違約金之計收方式，

應於契約書以個別磋商條款方式與客戶

個別約定。 

一、為落實消費者保護，於第一項規定融

資公司不得拒絕客戶提前清償，且非經

客戶同意，不得收取提前清償違約金。 

二、另為避免日後客戶於提前清償時與融

資公司發生爭議，爰於第二項規定有關

提前清償違約金之計收方式，應於契約

中以個別磋商條款方式與客戶個別約

定。 

第二十一條 融資公司之廣告、行銷活

動，應以顯著方式表明公司名稱及主管

機關所核發之營業執照號碼。 

前項廣告、行銷活動對有關融資條

件之表示，不得與事實有差異或使人誤

認有較實際條件更為優惠之用語；對融

資利率之表示，應以年利率為之，對客

戶應付所有費用之表示，應以年百分率

為之。 

融資公司從事廣告、行銷活動之自

一、為落實消費者保護，參考日本貸金業

法及香港放債人條例之立法例，於第一

項規定融資公司之廣告、行銷活動，應

以顯著方式表明公司名稱及主管機關所

核發之營業執照號碼。 

二、為避免融資公司廣告或行銷活動中，

有誤導民眾之情事，使之陷入誤認，而

與融資公司為貸款或其他交易，衍生消

費爭議，故於第二項規定，融資公司廣

告、行銷活動中有關融資條件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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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規範，由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擬訂，

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不得與事實有差異或使人誤認有較實際

條件更為優惠之文字、語言。此外，廣

告、行銷活動對融資利率之表示，應以

年利率為之；對客戶應付所有費用之表

示，應以年百分率為之，以符消費者保

護法第二十二條之ㄧ規定。 

三、第三項規定融資公司從事廣告、行銷

活動之自律規範，由融資業商業同業公

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二條 融資公司或其受雇人進行催

收行為時，不得對客戶、保證人或相關

第三人為強暴、脅迫、侵害隱私權或其

他嚴重妨礙其日常生活或營業之不當催

收行為。受融資公司委託催收之受任人

或其受雇人進行催收行為時，亦同。 

前項催收行為應遵行事項之準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保障客戶、保證人或相關第三人之

權益，禁止融資公司或其受雇人進行依

一般社會通念為不當之催收行為，參酌

日本貸金業法之立法例，於第一項規定

融資公司或其受雇人或融資公司委外催

收之受任人及其受雇人進行催收行為

時，不得對客戶、保證人或相關第三人

為強暴、脅迫、侵害隱私權或有其他嚴

重妨礙其日常生活或營業之不當催收行

為。 

二、有關融資公司催收行為應遵行事項之

準則，授權主管機關定之，爰為第二項

規定。 

第二十三條 融資公司對自然人之債權，

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委託他人

催收。    

融資公司將債權委託他人催收者，

其受任人及受任人之受雇人應符合一定

之資格條件；於簽訂委託催收契約後，

應揭露受任人之資料，並於債權委託催

收前以書面通知客戶及保證人；如有暫

停或終止委託催收之情形者，應將受任

人及其受雇人之資料報送融資業商業同

業公會予以登錄。 

前項一定之資格條件、委託催收契

約應記載之事項、受任人資料揭露之方

式與內容、書面通知客戶與保證人之內

容、暫停或終止委託催收之事由、受任

人與其受雇人資料之報送及其他應遵行

一、有鑑於目前我國尚無債務催收行為之

管理專法，為免融資公司將債權委外催

收而造成客戶、保證人或相關第三人之

困擾與疑慮，特別是自然人多為經濟上

之弱者，為避免前述不法催收及所衍生

之社會問題，對自然人債權之委外催

收，實有加以特別規範之必要，以落實

消費者保護，爰於第一項規定融資公司

對自然人之債權，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外，不得委託催收。 

二、為防止融資公司委託不適任之催收公

司進行催收行為，爰於第二項規定，融

資公司將債權委託催收，其受任人及受

任人之受雇人應符合一定之資格條件，

並於簽訂委託催收契約後，揭露受任人

之資料，另債權委託催收前，亦應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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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面通知客戶及保證人。融資公司如有暫

停或終止委託催收之情形者，應將受任

人及其受雇人之資料報送融資業商業同

業公會予以登錄。 

三、有關受任人及其受雇人之資格條件、

契約應記載事項、資料揭露之方式及內

容、書面通知之內容、暫停或終止委託

催收之事由、受任人或受雇人資料之報

送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於第三項

授權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融資公司對自然人之債權，

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讓與。 

      融資公司將債權讓與第三人者，應

於事前與客戶以書面約定，取得客戶同

意。 

融資公司於債權讓與時，應以書面

通知客戶，告知債權轉讓之時間、金額

及受讓人之名稱。 

前項債權受讓人或其受雇人對客

戶、保證人或相關第三人，如有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準則所定不當催收行為之虞

者，融資公司應受理申訴。 

一、為免債權讓與造成客戶之困擾與疑

慮，特別是自然人多為經濟上之弱者，

對自然人債權之讓與應予以特別規範，

以落實消費者權益保護，爰於第一項規

定融資公司對自然人之債權，除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外，不得讓與。 

二、參考日本貸金業法及民法第二百九十

七條規定，並為加強對消費者權益之

保護，於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融資公

司將債權讓與時，應於事前取得客戶

書面同意，另債權讓與時，並應以書

面通知客戶，告知債權轉讓之時間、

讓與之債權金額及受讓人名稱。 

三、為保障客戶、保證人或相關第三人之

權益，融資公司將債權讓與後，債權

受讓人或其受雇人如有不當催收行

為時，應課予融資公司協助客戶處理

之義務，爰於第四項規定融資公司仍

應受理申訴。 

第二十五條 融資公司受理客戶申訴之相

關事宜，應依主管機關指定之內容及方

式對外公布。 

融資公司處理客戶申訴之方式、期

限、程序、處理、記錄、查核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由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擬

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融資公司受理前條第四項之申訴案

件，應善盡查證義務，經查證確有第二

一、為加強融資公司對客戶服務、妥善處

理客戶申訴案件，以維護其權益，於第

一項規定融資公司之客戶申訴，應依主

管機關指定之內容及方式對外公布。 

二、鑒於融資公司處理客戶申訴之方式、

期限、程序、處理、記錄、查核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係屬業者自律事項，宜由

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後實施，爰為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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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條第二項準則所定不當催收行為

者，融資公司應協助當事人向司法機關

訴追，並將受讓人或其受雇人之資料報

送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登錄列為會員禁

止往來名單。 

三、配合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融資公司

讓與債權後，仍有受理申訴之義務，爰

於第三項規定融資公司受理該項之客戶

申訴後，應善盡查證義務，經查證確有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催收行為準則所定不

當催收行為者，融資公司應協助當事人

向司法機關訴追，並報送融資業商業同

業公會登錄列為會員禁止往來名單。 

第二十六條 融資公司之風險管理、會計

制度、內部稽核及內部控制制度，由融

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

核定後實施。 

融資公司作業委託他人處理者，其

委託事項範圍、客戶權益保障、風險控

管、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加強融資公司之風險管理、會計制

度、內部稽核及內部控制制度，爰於第

一項規定上述事項由融資業商業同業公

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二、融資公司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建立

內部處理制度及程序，以確保作業之品

質及客戶之權益，並減低對融資公司可

能造成之風險，爰於第二項規定主管機

關應就融資公司作業委外處理之委託範

圍、客戶權益保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

制、內部稽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訂定

辦法管理之。 

第二十七條 融資公司對下列對象為融資

性交易者，其條件不得優於該公司之其

他同類對象：  

一、融資公司之大股東、負責人、利害

關係人或關係企業。 

二、融資公司之大股東、負責人或利害

關係人獨資、合夥經營之事業。 

三、融資公司之大股東、負責人或利害

關係人單獨、共同或合計持有超過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

十之事業。 

四、融資公司之大股東、負責人或利害

關係人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事

業。 

前項融資性交易達主管機關規定金

額以上者，應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

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後為

之。 

一、融資公司雖不得對社會大眾吸收存

款，惟為強化融資公司之公司治理，允

宜對融資公司之關係人交易作適度規

範，爰於第一項規定融資公司與關係人

交易之交易條件不得優於該融資公司之

其他同類對象，並定明關係人之範圍。 

二、為明確規範融資公司董事對關係人交

易之責任，經參考銀行法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及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於

第二項定明融資性交易達主管機關規定

金額以上者，應經董事會之重度決議通

過，即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

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方得為之。 

三、為求明確，參酌財政部依銀行法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授權發布之「銀行法第三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適用疑義」第六點對

同類授信對象之定義，於第三項定明第

一項所稱同類對象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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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稱同類對象，指在同一融

資公司適用相同融資利率期間、融資用

途及會計科目之客戶。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就融

資公司之各項財務比率，定其基準。 

      融資公司與同一人、同一關係人、

同一關係企業及前條第一項所定對象為

融資性交易，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予

以限制；其限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為健全融資公司之財務結構，主管機關於

必要時，得訂定融資公司之各項財務比率

基準，並得就融資公司與單一客戶及關係

人為融資性交易，予以限制。 

 

第二十九條 融資公司重要財務、業務資

訊之申報及公告，準用證券交易法第三

十六條規定辦理。 

為提高融資公司之財務、業務透明度，規

定融資公司之重要財務、業務資訊之申報

及公告，準用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辦理。 

第三十條 融資公司之負責人及受雇人不

得以任何名義，向交易相對人或客戶收

受佣金、酬金或其他不正利益。對融資

公司有實質控制之人，亦同。 

前項所稱有實質控制之人，指持有

融資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

過融資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

資本總額之半數，或直接、間接控制融

資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自然

人。 

ㄧ、為避免融資公司假藉各種名義向交易

相對人或客戶收受佣金、酬金或其他不

當利益，影響融資公司業務之正當經

營，爰於第一項明文禁止之。同時，對

融資公司有實質控制之人，亦有其適用。 

二、參考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有關

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之定義，於第二項

規定第一項所稱有實質控制之人之定

義。    

第三十一條 融資公司對客戶資料及往來

交易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 

一、參酌銀行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定明融資公司對客戶個人資料及往來交

易資料，應負保密義務，以確保客戶相

關資料之機密性。 

二、司法、稅務及其他依法律規定具有調

查權之機關，為辦案需要，有調閱融資

公司客戶資料及往來交易資料之必要

者，融資公司宜配合提供之，爰規定其

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之保密除外

規定。 

第三十二條 融資公司應編製年報，年報

應記載之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融資公司之年報，應依主管機關指

定之方式揭露。 

為確保融資公司之健全經營，加強融資公

司財務及業務之資訊揭露，規定融資公司

應編製年報，且年報應依主管機關指定方

式，對外揭露，以提高融資公司之財務透

明度，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148 

第三十三條 主管機關得命融資公司於限

期內提供財務報表、交易資訊或其他有

關資料，並得隨時派員、委託適當機構

或命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檢查融資公司

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委託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就前項規定應行檢查事

項、報表或資料予以查核，並向主管機

關據實提出報告；其費用，由被查核之

融資公司負擔。 

主管機關或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依

前二項規定執行檢查或查核時，融資公

司之負責人或受雇人，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第一項有關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檢

查及違規處置之規範，由融資業商業同

業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二項委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查

核費用收取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融資公司之健全經營，對於融資公

司之營運，主管機關應得予以監督，爰

參酌銀行法第四十五條、金融控股公司

法第五十二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

一百零五條及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五十

四條規定，於第一項規定主管機關得命

融資公司於限期內提供相關財務報表、

交易資訊或其他有關資料，並得隨時派

員、委託適當機構或命融資業商業同業

公會檢查融資公司之業務、財務及其他

有關事項。 

二、為利主管機關委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協助主管機關進行第一項規定之檢

查，爰於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於必要

時，得委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就第

一項規定應行檢查事項、報表或資料予

以查核，並向主管機關據實提出報告，

其費用由被查核之融資公司負擔。 

三、主管機關或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依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執行業務、財務檢查

或查核時，融資公司之負責人或受雇

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爰為第三

項規定。 

四、第四項規定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檢查

財務業務及對違規事項處置等規範，由

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後實施。 

五、第五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委託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查核費用收取之辦法。 

第三十四條 融資公司之虧損逾實收資本

額二分之一者，其董事或監察人應即向

主管機關申報，並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一個月內，將財務報表及虧損原因函報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對有前項情形之融資公

司，應限期命其補足資本，必要時得併

限制其營業；屆期未補足者，得勒令其

停業並廢止其設立許可。 

一、融資公司資本額之多寡，關係其承擔

風險及吸收損失之能力，為使主管機關

得以適時瞭解融資公司發生虧損之原

因，於第一項規定融資公司之虧損逾實

收資本額二分之一者，其董事或監察人

應即申報主管機關，並應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一個月內，將財務報表及虧損原因

函報主管機關。 

二、對於已產生虧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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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公司設立許可經主管機關廢

止者，應即解散，依公司法規定進行清

算。 

融資公司設立許可經主管機關廢止

者，由主管機關註銷其營業執照。 

一之融資公司，為使其儘速補足資本，

於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補

足，必要時得併限制其營業，如屆期未

補足資本者，主管機關得勒令其停業並

廢止其許可。 

三、融資公司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者，應

即解散，依公司法規定進行清算。同時

由主管機關註銷其營業執照，爰為第三

項及第四項規定。  

第三十五條 融資公司違反本法或依本法

所發布之命令者，主管機關除依本法處

罰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警告。 

二、停止本公司或分公司於一定期間內

之一部或全部融資性交易業務。 

三、命其解除經理人或受雇人之職務。 

四、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或停止其於

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 

五、廢止本公司或分公司設立許可。 

六、其他必要之處置。 

融資公司依前項第三款規定解除經

理人或受雇人之職務時，應通知融資業

商業同業公會廢止其業務人員登記。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解除

董事或監察人職務時，應通知公司登記

主管機關廢止其董事或監察人登記。 

一、為能對融資公司之違法行為，予以迅

速有效之處理，以確保融資公司之經營

發展，爰於第一項規定對於違反本法或

依本法所發布命令之融資公司，除依本

法處罰外，主管機關可視其情節輕重，

分別予以警告、停止業務、解除經理人

或董事、監察人之職務、廢止設立許可

或其他必要之處置。 

二、依本法第七條規定融資公司業務人員

應於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辦理登記，方

能執行職務，故融資公司之經理人或受

雇人之職務，經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命令解除者，融資公司應通知融

資業商業同業公會廢止其業務人員登

記，爰於第二項定明。 

三、融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職務，如經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予以解除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廢止其董事或監察人登記，爰為第三項

規定。 

第三十六條 融資公司經營融資性交易業

務，適用銀行業經營非專屬本業以外之

銷售額之營業稅稅率。 

融資公司經營放款、票據貼現與票券及有

價證券以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證等融資

性交易業務，與銀行業相同，係以利息收

入為主，爰規定融資公司經營融資性交

易，適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十

一條所定之銀行業經營非專屬本業以外之

銷售額之營業稅稅率。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同業公會同業公會同業公會同業公會    章名章名章名章名    

第三十七條 在全國設立有二家以上之融 一、按商業團體法第八條規定：「在同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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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公司者，應於第二家融資公司設立登

記後六個月內，組織融資業商業同業公

會，不受商業團體法第八條規定之限制。 

融資公司非加入融資業商業同業公

會，不得營業。但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

組織成立前，已取得營業執照者，得先

行營業，於該公會成立之日起一個月內

應加入該公會。 

（市）、直轄市或全國區域內，依公司法

或商業登記法取得登記證照之同業公

會、行號達五家以上者，應組織該業商

業同業公會」。鑒於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

具有協助主管機關推行、研究融資公司

及客戶權益保障相關政策及法令、發揮

同業自律功能及健全融資公司業務經營

之功能，爰於第一項規定在全國區域內

有二家以上之融資公司者，應於第二家

融資公司設立登記之日起六個月內，組

織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不受商業團體

法第八條規定之限制。 

二、為落實「業必歸會」原則及強化融資

公司行業之自律功能，爰於第二項規定

融資公司非加入同業公會，不得營業，

惟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之設立，尚須籌

設期間，爰於但書規定於該公會成立

前，已取得營業執照者，得先行營業，

於該公會成立之日起一個月內應加入該

公會。 

第三十八條 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

之健全經營及維護同業聲譽，應辦理下

列事項： 

一、協助主管機關推行、研究融資公司

與客戶權益保障相關政策及法令。 

二、本法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三、就會員所經營業務，為必要之指導

或調處其間之糾紛。 

四、受理會員之客戶提出之申訴及調處

會員與其客戶間之糾紛。 

五、辦理融資公司從業人員之訓練。 

六、建置徵信交換資料庫，並協調會員

提供信用資料。 

七、主管機關指定辦理之事項。 

八、其他為達成公會任務之必要事項。 

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辦理前項各款

事項、決議或所擬訂之規定，不得有限

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 

一、為促使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協助主管

機關推行、研究融資公司及客戶權益保

障相關政策及法令、發揮同業自律功能

及健全融資公司業務經營，參照票券金

融管理法第五十五條、信用卡業務機構

管理辦法第三十二條、日本貸金業法第

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規定公

會應辦理之事項。 

二、為防止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之決議或

所擬訂之規定，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

爭之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參酌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於第二項定明公會行為之限制。 

三、第三項規定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依本

法規定應擬訂之事項，應於公會成立之

日起六個月內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

定，以落實業者自律，促使融資公司行

業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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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規定由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

擬訂之事項，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應於

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擬訂，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 

 

第三十九條 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之業

務，應受主管機關之指導及監督；其章

程應載明事項、業務監督、業務計畫之

擬訂、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 

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之理事、監事

有違反法令、章程，怠於實施該公會應

辦理之事項，濫用職權或違背誠實信用

原則之行為者，主管機關得予糾正或命

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予以解任。 

一、為督導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落實健全

會員經營、維護同業聲譽及前條第一項

所定公會應辦理事項，爰於第一項規定

公會業務，應受主管機關之指導及監

督，並參酌信託業法第四十六條規定，

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

業務管理之規則。 

二、參照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五十六條及信

託業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於第二項定明

公會理事、監事怠忽職守時，主管機關

之處置方式，以健全公會之運作。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罰罰罰罰        則則則則    章名章名章名章名 

第四十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命其停止該行為及去除融資公

司或易使人誤認其為融資公司名稱之標

誌及廣告；未依主管機關命令停止該行

為或去除標誌及廣告者，按次處罰。 

經依前項規定處罰三次仍未停止、

去除或停止、去除後再為相同違反行為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

責人。 

一、為健全融資公司行業之經營發展，對

於非經本法許可設立之公司或個人，使

用融資公司之名稱或易使人誤認其為融

資公司名稱之行為，處以罰鍰，並命其

去除有關融資公司，或易使人誤認其為

融資公司名稱之標誌及廣告，未依主管

機關命令停止該行為或去除有關之標

誌、廣告者，按次處罰，爰為第一項規

定。 

二、為遏止不法，於第二項規定，連續處

罰三次仍未停止、去除或停止、去除後

再為相同違反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三、法人犯第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

責人，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四十一條 融資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該行為，或限

期責令改正；未依主管機關命令停止該

行為，或屆期仍不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

為有效監理融資公司之營運，對違反第十

條第二項、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四項、第二

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三項、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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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發營業執照開始營業。 

二、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經營未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業務。 

三、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對自然人辦理融資性交

易之種類、總餘額、同一人融資限額

或作業程序之規定。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第二項所

定辦法中有關保證業務應具備之要

件、承作保證之總餘額、種類、個案

限額或作業程序之規定。 

五、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六、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 

七、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

定。 

八、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

定。 

九、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 

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所定財務比率基準，或違反同條第二

項融資性交易限制。 

十一、違反第三十一條規定。 

十二、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十三、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之行為處以罰鍰。如未依主管機關命令

停止該行為，或屆期仍不改正者，按次處

罰。 

第四十二條 融資公司或其受雇人，違反

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所定準則

中有關催收行為應遵行之事項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按次處罰。 

受融資公司委託催收之受任人或其

受雇人，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二條第

二項所定準則中有關催收行為應遵行之

事項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融資公司之受雇人有第一項情形或

受融資公司委託催收受任人之受雇人有

第二項情形者，對於融資公司或受融資

一、為有效禁止融資公司及其受雇人、受

融資公司委任之催收公司及其受雇人，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對客戶、

保證人或相關第三人，進行不當催收行

為，爰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其處罰。 

二、融資公司受雇人有第一項情形或融資

公司受任人之受雇人有第二項情形者，

主管機關並應對融資公司或其受任人處

以罰鍰，爰為第三項規定。 

三、至於融資公司或其受任人之催收行

為，若違反刑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自

應另依刑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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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委託催收之受任人亦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三條 融資公司之負責人或受雇人

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該行

為，或限期責令改正；未依主管機關命

令停止該行為，或屆期仍不改正者，按

次處罰：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開啟金庫

或其他庫房。 

二、隱匿或毀損有關業務或財務狀況之

帳冊文件。 

三、對檢查人員之詢問，無正當理由不

為答復或答復不實。 

四、逾期或拒絕提報主管機關所指定之

表報、報告或資料，或提報不實、不

全。 

有前項情形之一者，對於融資公司

亦處前項之罰鍰。 

一、為有效監理融資公司之營運，對融資

公司之負責人或受雇人違反第三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檢查或提供財務業務資料者，於第一

項明文予以處罰。 

二、第二項規定，融資公司之負責人或受

雇人如有第一項違法行為，亦併罰該融

資公司。 

第四十四條 融資公司之負責人、受雇人

或對融資公司有實質控制之人違反第三

十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為促使融資公司遵守本法之相關規定，加

強融資公司之管理監督，爰對融資公司之

負責人、受雇人或對融資公司有實質控制

之人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向交易相

對人或客戶收受佣金、酬金或其他不當利

益之行為，予以處罰。 

第四十五條 融資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該行為，或限

期責令改正；未依主管機關命令停止該

行為，或屆期仍不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僱用未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經融資

業商業同業公會登記之業務人員執行

職務。 

二、違反第十條第五項規定。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四、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五、違反第十八條規定。 

為有效監理融資公司之營運，爰對僱用未

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登記之業務人員執行

職務、違反第十條第五項、第十一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或第三項、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二十九條、第三十

二條規定之行為處以罰鍰，未依主管機關

命令停止該行為，或未於期限內改正者，

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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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違反第十九條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條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 

九、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 

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委託事項範圍、客戶

權益保障、風險控管、內部控制或內

部稽核之規定。 

十一、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 

十二、違反第三十二條規定。 

第四十六條 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違反主

管機關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所定規則中

有關章程應載明事項、業務監督、業務

計畫之擬訂、申報之規定，或違反同條

第二項規定未依主管機關命令解任理

事、監事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責令改

正，屆期仍不改正者，按次處罰。 

規定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違反主管機關依

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所定規則中有關章程應

載明事項、業務監督、業務計畫之擬訂、

申報之規定，或違反同條第二項規定未依

主管機關命令解任理事、監事之罰則。 

 

第四十七條  融資公司或其負責人、受雇

人、受融資公司委託催收之受任人或其

受雇人、對融資公司有實質控制之人或

融資業商業同業公會違反本法規定，應

受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處分時，如於未被

發覺前，向主管機關自行通報違規情事

者，得減輕處罰。 

依前項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

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

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

一。 

一、為促使業者發揮自治監督功能，降低

金融檢查之行政成本，對融資公司或其

負責人、受雇人、受任人或其受雇人、

對融資公司有實質控制之人或融資業商

業同業公會違反本法規定，而應受主管

機關處以罰鍰處分時，如於尚未被主管

機關發覺前，陳報違規之事實者，得予

減輕處罰，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第二項定明依第一項規定減輕處罰

時，裁處罰鍰之範圍，以為主管機關裁

處之依據。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章名章名章名章名 

第四十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本法涉及多項命令及規範之訂定，為使業

務能順利推動，爰就本法之施行日期授權

由行政院另定之，以為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