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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法概論 

第一節 租賃法之源起 

租賃自古有之，我國及羅馬古籍早有記載。蓋在古代農業社會，

工商尚未發達，土地乃為人類生活之憑藉與財富之內容，惟可供生活

之土地有限，遂產生土地分配不均，利用不良之問題，租賃制度由是

而生。我國戰國時代中葉，歐洲中古世紀封建時期，擁有封邑或土地

之諸侯、地主，將土地租與佃農耕作，收取地租為報酬。此種土地租

佃制度，就土地所有權人而言，既仍可保有其土地所有權，且可藉租

佃而獲租金之收入；而於佃農則可獲得土地之使用，以耕作謀生，兩

蒙其利。租賃制度即以土地租佃為基礎，逐漸發展而成。 

嗣人口增多，工商發達，人類各方面之使用收益需求大增，租賃

之標的物，乃由土地擴及於房屋、工具、一般家具，乃至於服裝首

飾、書籍、交通工具、生產設備等等。至今所謂耕地租賃、房屋租

賃、基地租賃、船舶航空器租賃、銀行保管箱租賃、融資性租賃等特

殊租賃，乃紛紛出現。 

第二節 租賃之意義 

租賃，就現行民法之規定而言，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

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第 421 條第 1 項）。茲說明於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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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租賃法論 

一、租賃為契約 

形式上法律條文明定租賃為契約，就實質而言，租賃係出租人與

承租人約定互負債務、互享權利，其為契約殊無疑義。故民法上有關

契約之通則及法律行為之規定，於租賃當然適用之。 

租賃既為契約，則租賃之主體須為人自不待言。其一方曰出租

人，另一方則曰承租人。惟此雙方主體為自然人、法人、本國人、外

國人、一人、多數人，則非所問。 

二、 租賃為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之

契約 

（一）租賃之客體 

依民法第 421 條第 1 項規定，租賃之客體須為物，包括動產及不

動產。祗須為物，不問其為主物、從物、消費物、非消費物、特定

物、種類物，均得為租賃之客體。祗因租賃物於租賃關係消滅時，應

由承租人返還與出租人（民法第 455 條），故如就消費物成立租賃，

須以非消費之方法而使用，始得為之，例如租賃食品以作展示會陳列

用
1
。至於物之一部，雖不得成立物權，惟租賃非以取得物權為內

容，基於契約自由之原則，自無強求當事人須以物之全部為租賃標的

物之理由，故亦得成立租賃，例如房屋一部之分租。基於同一理由，

集合二以上之物體，當然亦得成立一租賃契約。再租賃非以租賃物之

交付為成立要件，故就將來之物，例如建築中之攤位，亦得成立租賃。 

公有物，因公法人非不得為私法契約之當事人，而租賃公有物亦

                                                      
1 參照鳩山秀夫著，「日本債法各論」下卷，昭和 9 年版，441 頁；永田菊四郎著，

「新民法要義」第 3 卷下，「債権各論」，昭和 34 年版，173 頁；龍顯銘著，「現行

法上租賃之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46 年 4 月版，7 頁；鄭玉波著，「民法債

編各論」上冊，1979 年 10 月版，1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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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即與其為公有之性質及目的相違背，故亦得為租賃之標的物，例

如公有市場攤位、公有土地之出租。 

第三人之物亦得為租賃之客體，蓋租賃非如消費借貸，係以移轉

物之所有權於相對人之契約，不過使承租人就其物而為使用收益，故

出租人對其物有所有權或其他權利與否，全非租賃之成立要件
2
。故

出租他人之物，其租賃契約並非無效，倘出租人能使承租人使用收益

他人之物，既已履行出租人之義務，承租人不得藉口出租人就租賃物

並無正當權源而拒付租金；倘出租人無法使承租人就租賃物為使用收

益時，對於承租人自應負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惟無法律上之權源，而

出租他人之物，使承租人使用收益，究屬妨害物之所有人對其物之使

用收益，侵害其所有權，出租人難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任。至於

承租人，因與物之所有人間並無租賃關係，自不得以其租賃契約對抗

之，其占有租賃物，由所有人觀之，仍屬無權占有，所有人得逕向承

租人請求所有物之返還
3
，承租人僅得依民法第 436 條之規定對出租

人終止契約，但物之所有人亦不得請求承租人給付租金
4
。如承租人

明知租賃物非出租人所有而承租之，其與不法出租他人所有物之出租

人間，在主觀上縱無加損害於真正所有人之共同意思，惟所有人如因

其租賃行為而受有不能為使用收益該物之損害者，承租人與出租人亦

應因其各自之故意或過失，而負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良以

                                                      
2 最高法院 33 年上字第 84 號判例：「租賃，就出租人無所有權之物，亦得成立。」 

最高法院 50 年台上字第 284 號判例：「租賃非如消費借貸，係移轉物之所有權於

相對人之契約，不過使承租人就其物而為使用收益。故出租人對其物有所有權或

其他權利與否，全非租賃之成立要件，至於耕地承領人於承領後將承領耕地出

租，亦僅構成由政府收回耕地沒入地價之原因，並非使當事人間之租約當然無

效。」 
最高法院 64 年台上字第 424 號判例：「租賃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

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而成立，並不以出租人對於租賃物有所有權為要

件。」 
3 龍顯銘著，註 1 書，10-13 頁；鄭玉波著，註 1 書，176 頁。 
4 最高法院 48 年台上字第 1258 號判例：「租賃，乃特定當事人間所締之契約，出租

人既不以所有人為限，則在租賃關係存續中，關於租賃上權利之行使，例如欠租

之催告，終止之表示等項，概應由締結契約之名義人行之始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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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侵權行為之民事責任，與關於犯罪之刑事責任不同，乃專著重於

填補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而以被害人之救濟為首要目的。共同侵

權行為，無如刑法上之共同正犯，以意思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為必

要，在民事責任上，僅在使賠償義務人分擔共同生活中所生之現實損

害，以實現社會之妥當性。故非因有意之計畫而偶然發生加害之協力

行為，如認為各該行為與損害之發生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即應成立共

同侵權行為
5
。惟若承租人誤信租賃物為出租人所有，而與之訂立租

賃契約，承租人得否以錯誤為理由，撤銷其訂約之意思表示？愚意除

以租賃物屬於出租人所有為租約之前提或內容，得認為意思表示內容

錯誤外，一般就他人之物為租賃既非法所不許，應非屬意思表示內容

之錯誤，倘出租人因租賃物非屬其所有，而無從使承租人就租賃物為

使用收益，應屬出租人債務不履行之問題，承租人尚不得以錯誤為理

由撤銷其訂立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惟有認為不法出租他人之物者，

承租人不得以其租賃權對抗該他人，且有時不免對之負侵權行為之責

任，故出租人之資格，交易上一般認為重要。其誤信出租人為所有人

而與之訂約，以解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為當。縱使不然，亦應解為

屬於「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之範圍，而承認承租人有

撤銷權
6
。此說亦有參考之價值。 

對於物原有所有權或原有使用收益其物之權利人，自無無故就該

物成立租賃契約之必要，縱與他人訂立租賃契約，因欠缺租賃債權發

生之目的，應解為該租賃契約無效。惟如承租自己所有或原有使用收

益權利之物，於承租人有利益時，例如承租他人享有地上權之自己所

有土地，或租用轉租於他人之自己原承租之物，應解為其租賃契約仍
                                                      
5 最高法院 67 年台上字第 1737 號判例：「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狹義的共同侵權

行為，即加害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

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苟各行為人

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

侵權行為，依民法第 185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各過失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應負全

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 
6 龍顯銘著，註 1 書，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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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效
7
。 

1999 年 4 月 21 日民法債編修正增訂第 463-1 條規定：「本節規

定，於權利之租賃準用之。」蓋關於權利之租賃，特別法雖設有規定

（例如著作權法第 29 條第 1 項及舊礦業法第 52 條第 1 項8
），惟皆屬

行政或訓示事項；對於出租人與承租人間之權利義務並未規範。而現

今社會關於權利之租賃甚為普遍，亟需在法律上加以規範之必要，故

增訂本條文，使權利租賃得準用一般租賃之規定。 

（二）租賃之內容 

租賃之內容，在將物租與他人使用收益。所謂使用，係不毀損物

或變更其性質，依物之效用，而加以利用之謂。例如租車供駕駛、租

房屋供居住是。所謂收益，係收取由物所生之天然孳息或法定孳息之

謂。例如租用果園收取果子、租用房屋分租其房間而收取租金是。惟

出租人僅許承租人使用而不許收益，例如出租房屋而約定不許轉租、

分租，亦非不可。以故，出租並非讓與其所有權與承租人，性質上為

管理行為，而非處分行為。 

三、租賃為當事人約定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 

租賃之承租人使用收益租賃物，以支付租金為必要，否則，即非

租賃，此為租賃與使用借貸不同之所在。所謂租金，乃使用收益租賃

物之對價，金錢或其他之物均可。因多數情形，係以金錢支付，故民

法稱為「租金」。其實並不限於金錢，其他之物亦得充之，此觀民法

                                                      
7 勝本正晃著，「契約各論」，第 1 卷，昭和 22 年版，187 頁；永田著，註 1 書，174

頁；我妻榮著，「債権各論」中卷 1，昭和 44 年 12 月 20 日版，431 頁；龍顯銘

著，註 1 書，14 頁；鄭玉波著，註 1 書，177 頁。 
8 2003 年 6 月 6 日修正著作權法第 29 條「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出租其著

作之權利。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著作之表演，專有出租之權利。」；2003 年

12 月 31 日修正前礦業法第 52 條第 1 項「國營礦業權出租時，其承租條件由經濟

部與承租人以契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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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1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租金得以「租賃物之孳息充之」自明9
。

故關於租用耕地應支付之代價，有稱地租者（土地法第 110 條第 1

項、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2 條第 1 項）。實務上遂認凡使用租賃物

而支付之對價，即為租金，致其約定之名稱如何，原非所問。故因使

用收益他人之物而須支付代價，不問其名稱如何，均為租金，而成立

租賃契約
10
。 

惟租金究為使用租賃物而支付之對價，故公務員或公司行號職員

配住宿舍，如其性質乃待遇報酬之一部分者，則不能受配宿舍者即給

與房租津貼，配住宿舍者當然不得再支領房租津貼，以免得重複之報

酬。房租津貼已非使用宿舍之代價，受配住用宿舍之人即不得以其未

支領或薪津中被扣減房租津貼，即謂與公家或公司行號間就所住宿舍

已發生租賃關係
11
。另有將物交付與他人使用，約定保管費用及稅捐

由使用人負擔，亦非必為租賃。蓋借用物之通常保管費用，由借用人

                                                      
9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4 號解釋：「契約當事人雙方約定以白米給付房租，核

與民法第 421 條第 2 項尚無牴觸，除其他法令別有禁止之規定外，自非法所不

許。」 
10 最高法院 46 年台上字第 519 號判例：「因使用租賃物而支付之對價，即為租金，

其約定之名稱如何，原非所問。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依調解結果，按月應給付

被上訴人稻穀 150 臺斤，不得謂非使用房屋之對價，應不因其名為補貼而謂非屬

租金性質。」 
最高法院 47 年台上字第 210 號判例：「兩造所訂之耕作合約，既定耕地所穫之地

上物，出租人分得一半，是當事人間業經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而由

他方支付租金甚明。而耕地租佃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5 條之規定，其期限不

得少於 6 年，該合約雖僅定期 3 年，仍應受此限制。且承租人之被上訴人在租賃

關係存續中，又無同條例第 17 條第 2 款所列遷徙或轉業之情事發生，則縱其間曾

自動表示放棄耕作權，亦無上訴人執為終止租約餘地。」（本判例後段因法律修

改，已不再援用，但前段仍可參考）。 
最高法院 47 年台上字第 1889 號判例：「上訴人以其所有之房屋提供為被上訴人之

營業場所，既僅按日收取一定之金額，而不負擔合夥損益之分配，所謂出資之系

爭房屋又不屬於合夥財產，仍由上訴人保有所有權，顯與合夥契約之性質不相符

合，實為一種租賃關係。」 
11 最高法院 79 年台上字第 2179 號判例：「房租津貼為受僱人或受任人報酬之一部，

其獲准配住房屋者，亦同，故獲准配住房屋者，當然不得再支領房租津貼，自不

得以不支領之房租津貼，認係受配住房屋之對價，而謂與僱用人或委任人間發生

租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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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民法第 469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負擔保管費用當不得謂係

使用借用物之代價；又租賃為有償契約，出租人係因出租物而受有利

益，故法律規定租賃物之稅捐由出租人負擔（民法第 427 條），如為

無償將物供他人使用收益，與借用物之保管費應由借用人負擔之同一

理由，自亦應由使用人負擔，不得視為使用其物之代價。故房屋所有

人將房屋交付他人使用，僅由使用人負擔該房屋應繳納之稅捐，並非

以之為使用房屋之代價者，乃屬無償之使用借貸，即所謂附負擔之使

用借貸。因就無償而言，使用借貸與贈與相同，贈與得附有負擔（民

法第 412 條），使用借貸自亦得附有負擔。學者間有此見解，審判實

務上亦有採此見解之趨勢
12
。 

關於租金之數額，除房屋、基地、耕地租賃，特別法設限制之規

定外，得由當事人自由約定之。惟其數額，無須於租賃契約簽訂時，

即全然確定。當事人之意思，在依一般習慣以定租金之數額時，縱未

以契約明定之，亦不妨礙其契約之有效成立。且僅須已有得以算定租

金數額之依據，縱令其數額並未具體約定，亦無礙於租賃契約之成

立。再者，租金與利息不同，其數額無須依租賃期間之長短比例而為

支付，自始約定作為使用收益之對價，而支付一定之金額，亦屬無

妨  

13
。惟約定以勞務充租金，是否為租賃，學說上有爭論。有謂其勞

務之供給，非民法上所謂之租金，其約定雖非無效，但非法律上所稱

之租賃契約，僅可準用關於租賃之規定。有謂以勞務之供給充租金

者，亦不失為租賃，惟自他方觀之，同時有僱傭契約之性質，故屬於
                                                      
12 史尚寬著，「債法各論」上冊，1967 年 10 月版，249 頁；鄭玉波著，註 1 書，301

頁。 
●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2627 號判決：「租賃與使用借貸，均係將物交付他人

使用，其區別主要在於使用人是否支付代價予交付人，故如土地所有人將土地交

付他人使用，僅由使用人負擔於收受稅單後代為繳納稅捐，並非以之為使用土地

之代價者，乃屬無償之使用借貸，即所謂附負擔之使用借貸。」（86 年度台上字第

1286 號判決亦同此旨） 
13 石田文次郎著，「債権各論」，昭和 23 年版，124 頁；永田著，註 1 書，176 頁；

末弘厳太郎著，「債権各論」，大正 7 年版，576 頁；日本大審院大正 8 年 3 月 31
日判決；龍顯銘著，註 1 書，17 頁；史尚寬著，註 12 書，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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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契約或複型契約之一種
14
。愚意如當事人意在租賃，僅關於租金

之給付約定以勞務抵充，亦不妨以租賃視之，而適用有關租賃之規

定；倘當事人之意思在於僱傭，約定以物之使用收益充當勞務之報酬

者，則為僱傭而非租賃
15
。 

第三節 租賃之性質 

租賃契約之性質，可得討論如下： 

一、租賃為有名契約及債權契約 

租賃規定於民法第 2 編債第 2 章各種之債之第 5 節，在形式上其

為典型契約，甚為明顯。再就租賃契約之實質言，乃在約定出租人以

物租與承租人使用收益，既非將該物之所有權移轉於承租人，亦非就

該物設定用益物權與承租人，僅容許承租人為該物之使用收益；而承

租人因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結果，應支付租金與出租人。是出租人與承

租人之間，互負債務而有牽連關係，自屬債權契約，與發生移轉、設

定物權效果之物權契約不同。 

雖通說認租賃非處分行為，惟租賃契約之當事人於租賃期間就為

租賃標的物之財產利用須受種種之拘束，因此長期間之租賃契約，實

際上可發生近乎處分行為之效果，使租賃物所有人之所有權變成虛有

權。尤其租賃權於一定條件下具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例如民法第

425 條之規定，即所謂租賃權之物權化，致租賃權愈與用益物權相接

近。故日本民法第 602 條規定，無處分能力或權限之人為租賃，須受

期間之限制。我國民法債編則未修正，而無類似條文之規定，是有認

為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之行為，似可解為類似處分之行

                                                      
14 龍顯銘著，註 1 書，18 頁。 
15 同說，請參閱鄭玉波著，註 1 書，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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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6
。惟 1999 年 4 月 21 日民法第 425 條修正增訂第 2 項，以在長期

或未定期限之租賃契約，其於當事人之權義關係影響甚鉅，宜付公

證，以求其權利義務內容合法明確，且可防免實務上常見之弊端，即

債務人於受強制執行時，與第三人虛偽訂立長期或不定期限之租賃契

約，以妨礙債權人之強制執行，爰增訂：第 1 項關於不動產租賃契約

之「買賣不破租賃」規定，於未經公證者，其期限逾 5 年或未定期限

者，不適用之，加以適度之限制。亦可見租賃權之物權化影響程度。 

二、租賃為雙務契約及有償契約 

租賃契約雙方當事人互負債務，其間有對價關係，其契約自屬雙

務契約。故有關雙務契約之規定，例如危險負擔（民法第 266 條、

267 條）、同時履行抗辯（民法第 264 條、265 條）之規定，亦適用於

租賃。惟租金原則上為後付（民法第 439 條），如當事人未特別約定

時，出租人須受民法第 26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限制，不得主張同時

履行之抗辯。又租賃契約任何一方當事人，均須自己有所給付，始得

自他方取得利益，故為有償契約，自得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民法第

347 條）。尤其關於出租人之擔保責任，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外，應準

用關於出賣人擔保責任之規定。 

三、租賃為諾成契約 

由民法第 421 條第 1 項規定之條文，可知租賃僅因雙方當事人對

於租賃要件之意思表示一致，即為成立，並不以租賃物之交付為必

要，故為諾成契約，與借貸之為要物契約不同。蓋借貸以借用人之返

還借用物為唯一義務（保管義務乃因負返還義務而當然發生），而租

賃之承租人因使用收益租賃物而負租金之支付義務，租金之支付義務

                                                      
16 鄭玉波著，註 1 書，179 頁；望月礼二郎、鈴木禄彌等合編，「注釈民法」，有

斐閣，昭和 60 年 11 月 30 日版，147-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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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得因當事人之合意，使於租賃物交付前發生，若租賃契約以租賃物

之交付為成立要件，則其租金之先期支付，勢必失所依據
17
。 

租賃契約既為諾成契約，不以租賃物之交付為成立要件，故出租

人就同一標的物，可能與二人以上，各別訂立租賃契約。惟如其對任

一承租人交付租賃物使得為使用收益，致其餘契約之承租人不能使用

收益，其所訂立之租賃契約仍非當然無效。此際無法就租賃物使用收

益之承租人，僅得依因可歸責於出租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之規定，

請求出租人損害賠償，不得再行請求交付租賃物
18
。 

四、租賃為不要式契約 

依民法規定，一般租賃契約之成立，無須履行一定之方式，故租

賃為不要式契約。最高法院 40 年台上字第 304 號判例曰：「……

（二）租賃契約之成立，除不動產之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一年者，應

以字據為之外，並無一定之方式。苟合於民法第 421 條所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情形，即令未經訂立

書面，仍不得謂當事人間之租賃關係尚未成立」
19
，即係此意。惟民

法第 422 條亦僅規定「不動產之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一年者，應以字

據訂立之，未以字據訂立者，視為不定期限之租賃」，既視為不定期

限之租賃，則字據之訂立與否，要於租賃契約之成立無關。至耕地三

七五減租條例第 6 條第 1 項關於耕地租約應以書面為之，並申請登記
                                                      
17 鳩山著，註 1 書，440 頁；龍顯銘著，註 1 書，2 頁；史尚寬著，註 12 書，139

頁。 
18 最高法院 40 年台上字第 599 號判例：「租賃契約成立後，依民法第 423 條之規定

出租人固負交付租賃物於承租人之義務，惟此僅為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債之關係，

出租人違反此項義務而將租賃物租與他人，並經交付時，則其交付租賃物之義

務，即已不能履行，承租人對於出租人，祗能依民法第 226 條第 1 項請求損害賠

償，不得再行請求交付租賃物。」 
19 最高法院 19 年上字第 343 號判例：「使用租賃為諾成契約，一造約明以某物租與

相對人使用，其相對人約明支付租金，即生效力。」 
最高法院 33 年上字第 637 號判例：「使用租賃為諾成契約，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

租與他方使用，他方支付租金，即生效力，不以押金之交付為成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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