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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融資性租賃是一種特殊型態的交易方式，目的在使企業能夠藉由「融

物」達到「融資」的效果，而有助於資金之流通與運用。融資性租賃在

我國發展至今已三十多年，對我國中小企業資金活絡的貢獻，不容忽

視。惟因融資性租賃涉及了三方當事人與二個契約關係，以致法律關係

錯綜複雜，此種交易型態突破了傳統的買賣和租賃關係，不論從權義分



配或是風險分擔上，均有其獨特之處，也因此，在司法和立法上應如何

面對及處理，便成為重要問題。 除了國內對此交易型態之運用外，國際

間的融資性租賃更是活絡。國際統一私法協會於 1988 年制訂並開放簽署

融資租賃公約，嗣於 2008 年通過租賃示範法，以因應普遍而活躍的融資

性租賃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早在 1999 年即將「融資租賃合同」設為

專章，以規範三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係。是以，面對這行之有年的金

融交易型態，我國的處理方式為何？是否有具體的處理方式或依據能與

國際接軌？實值討論。本文擬分析融資性租賃契約與一般契約的區別，

並整理比較法上的成文規定及國際公約，來具體化其內涵，再就此等交

易方式在我國司法實務的運作進行分析，包括其法律性質的定性和目前

的處理方式，最後就未來的方向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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