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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概述 
     

根據文獻記載，「Factor」一詞為荷蘭語，最早於 1780年 11月出

現在一張以荷蘭文寫成的提貨單上2，該詞係源自於拉丁語的

「FACIO」或「FACERE」，其含義是「為他人完成商業交易之人」3，

故早期承作 Factoring的業者 -- Factor，只是一般的商人，後來才演

變成專業的金融業者。 

     

我國財政部於對金融業頒發的函令中稱呼 Factoring為「應收帳

款承購業務」4，故我國金融業一般將「Factor」翻譯成「應收帳款承

購商」或「帳款承購商」，台灣金融研訓院翻譯出版國際應收帳款聯

盟（Factors Chain International, FCI）的「國際應收帳款承購統一規則」

(General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GRIF)，亦本此原則譯稱

「Export Factor」及「Import Factor」為「出口帳款承購商」及「進口

帳款承購商」。故國內銀行於辦理 Factoring業務時，應以「應收帳款

承購商」或「帳款承購商」的身分自居。本論文研究的主體為國內的

銀行業，故文中採用「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及「帳款承購商」的譯稱。 

 

實務上，比銀行業更早開辦 Factoring業務且成績斐然的中租迪

和公司，早期係將 Factoring翻譯為「應收帳款受讓管理業務」，將

Factor翻譯為「應收帳款管理商」，此乃因為中租迪和最初辦理

International Factoring業務，因不具銀行身分，受銀行法限制，不得

直接以外幣承購出口商的應收帳款，只能與外商銀行合作，由中租迪

和「受讓管理」出口商的應收帳款，另由外商銀行配合辦理出口應收

                                                 
2 紀麗秋、鄧誠中（1999）出口商避險與融資之新選擇 – 國際應收帳款收買業務。產業金融季
刊，104，頁 89-104。 
3 廖正井（1985）應收帳款收買業務。台北，台灣：台灣新生報社，頁 2。 
4 在部分法規及函令上亦曾使用「應收帳款收買」業務或「應收帳款承購及轉讓」業務的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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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款融資，故不以「應收帳款承購」為業務名稱。 

 

中國大陸在 1980年代末期自英國引進 Factoring業務，將其譯稱

為「保付代理」業務，簡稱「保理」，將從事保理業務的金融業者稱

為「保理商」，字面上已直接揭櫫該業務所具有之代理收款、催收、

記帳及保證付款等功能，應是相當傳神之作，但時至今日，中國大陸

的金融業務發展仍與先進國家差距甚遠，其銀行業者多數仍不了解

Factoring這項新種金融業務，乃至有些業者將「保付代理」或「保理」

理解為「保險代理」5，這或許是中國大陸習慣將各種名詞予以縮短

簡稱所致吧。與中國大陸的「保付代理」或「保理」相比，似乎台灣

的「應收帳款承購」更能讓人在第一時間了解 Factoring的大意。 

     

由於國內其他討論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論文，已將 Factoring的

起源作過相當詳細的介紹，本文將不再著墨於此，惟仍將針對該業務

的定義、功能、特性、種類、益處、作業流程、收費結構及風險與防

範等，作一理論與實務兼顧的論述。 

 

   

第一節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定義、功能及特性 
 

壹、應收帳款承購（Factoring）業務的定義 

一、 UNIDROIT（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Ottawa, 28 May 1988)  私

法統一國際協會的「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公約」6之定義 

 
                                                 
5 此為筆者實際的工作經驗，筆者於 2002年中拜訪鄰近上海之某台商聚集的江蘇名城，其城市
商業銀行的總行行長即作此理解。 
6 中國大陸稱為「統法社」的「國際保理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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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公約第一條第二項（a）款條文： 

供應商得或意欲將其因與顧客（債務人）簽訂商品或勞務供銷的

契約而產生之應收帳款轉讓給帳款承購商，而顧客購買該商品或勞務

主要非供個人、家人或家庭之使用。 

（the supplier may or will assign to the factor receivables arising from 

contracts of sale of goods made between the supplier and its customers 

(debtors) other than for the sale of goods bought primarily for their 

personal, family or household use.） 

 

根據該公約第一條第二項（b）款條文： 

帳款承購商必須提供以下四種功能的至少兩種： 

-  對供應商提供資金融通，包括貸款及預付款 

-  與應收帳款有關之帳務的管理。 

-  應收帳款的收取。 

-  使供應商免受債務人不履行付款義務之損失。  

（the factor is to perform at least two of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finance for the supplier, including loans and advance payments;                  

- maintenance of accounts (ledgering) relating to the receivables;                

- collection of receivables;                                              

- protection against default in payment by debtors;） 

 

 

二、 General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GRIF）7 of Factors 

Chain International（FCI）  國際應收帳款聯盟的「國際應收帳款承

購統一規則」8之定義 

                                                 
7 吳建賢 譯（2002），General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Factoring，國際應收帳款承購統一規則，台
北，台灣金融研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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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規則第一條「應收帳款承購契約及應收帳款」條文：  

應收帳款承購契約係指供應商得或將據以轉讓應收帳款(於本規

則中通稱為「應收帳款」，且於前後文許可下，亦包括應收帳款之一

部分)給帳款承購商之契約，無論是為了融資或下列功能的至少一項：             

－ 應收帳款的帳務管理。                                               

－ 應收帳款的收取。                                              

－ 免受壞帳之損失。 

（Article 1 Factoring contracts and receivables                              

A factoring contract mean a contract pursuant to which a supplier may 

or will assign accounts receivable (referred to in these Rules as 

“receivables” which expression, where the context allows, also 

includes parts of receivables) to a factor, whether or not for the purpose 

of finance, or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Receivables ledgering                                            

- Collection of receivables                                             

- Protection against bad debts ） 

 

根據該規則第三條「涵括之應收帳款」條文：  

    本規則僅適用於與出口帳款承購商已訂有應收帳款承購契約之

供應商，以信用條件對位於有進口帳款承購商提供應收帳款承購服務

之國家的債務人銷售貨物及/或提供勞務所產生之應收帳款，但不適

用於以信用狀(擔保信用狀除外)、付現交單或任何種類之現金交易為

                                                                                                                                            
8 FCI 成立於 1968 年，現為全球最大的應收帳款承購商聯盟組織，總部設於荷蘭阿姆斯特丹，

會員數約 160個，分布超過 50國，其主要目標在推動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增長及推廣其「國

際應收帳款承購統一規則」（GRIF）成為廣為業界使用的業務與作業準則。GRIF 自 2002 年 7

月 1日開始生效使用，取代其前身 Code of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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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條件的銷售。 

（Article 3 Receivables included                                  

These Rules shall cover only receivables arising from sales on credit 

terms of goods and/or services provided by any supplier who has an 

agreement with an Export Factor to or for debtors located in any 

country in which an Import Factor provides factoring services.  

Excluded are sales based on letters of credit (other than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or cash against documents or any kind of sales for cash. ） 

 

貳、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功能 

根據前一小節所述之兩個國際組織對 Factoring業務的定義，以

及實務界長久以來累積的操作經驗，可以歸納出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具

有以下的功能： 

 

一、 應收帳款之記帳及帳務管理：帳款承購商提供簿記（book 

keeping）、帳務管理的服務，並提供各式管理報表給客戶。 

 

二、 應收帳款之收款及催收：由帳款承購商負責向債務人進行收

款及催收的工作。在國際貿易的情況下，出口商將省下可觀的跨國催

收成本。 

 

三、 承擔債務人無法履行付款義務之壞帳風險：提供無追索權應

收帳款承購服務的帳款承購商將承擔債務人因財務困難以致無法付

款的風險（Insolvency Risk），使客戶的應收帳款債權獲得確保。 

 

四、 營運週轉金融通：透過承購帳款並預支價金的程序，帳款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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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商可以提供客戶進行下一個營運循環所需的週轉金。 

 

不過，帳款承購商通常只融資客戶的成本而不融資其利潤，實務上多

數帳款承購商將預支價金或融資的成數訂在八成左右，即此一觀念之

呈現，惟在個案上仍會綜合考量客戶信用、產業及產品的風險性、銷

貨毛利率、銷貨折讓及退回等因素，再決定合適的撥貸成數。 

 

五、 規避匯率風險：這是伴隨營運週轉金融通而來的功能，有時

客戶進行預支價金並非因為缺乏資金，而是需要規避匯率風險，在國

際貿易的情況下，出口商將其外幣應收帳款出售給帳款承購商，即時

取得外幣資金，即發揮了預售遠期外匯的功能，可以規避將來進口商

實際付款時的匯率變動風險，惟出口商預支價金取得的資金應與其出

口發票（即應收帳款）的幣別相同，才能達成此一功能。 

 

實務上，某些國內銀行承購出口商的應收帳款、進行融通時，以發票

幣別以外的其他外幣或新台幣作為撥款及計息的標的，此種做法，有

時固然是應客戶要求而為，但銀行等於放棄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匯

率避險功能，若是長此以往，讓客戶抱持對匯率及利率投機套利的心

態來預支發票幣別以外的貨幣，客戶有時真的可以省下利息成本及/

或賺到匯差，但也可能陷入匯率及利率的雙重損失之中，一個穩健經

營的銀行，應該避免此種做法。 

 

六、 信用調查及市場諮詢服務：由專業的帳款承購商對債務人進

行信用調查的工作，客戶可以專注於生產及行銷的專業，尤其在國際

貿易的場合下，出口商更能省下可觀的跨國徵信成本，此外，國外的

進口帳款承購商對當地的總體經濟景氣與對策、貿易及金融政策、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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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及金融法規與管制、商業習慣、個別產業及公司的了解，以及對資

訊蒐集的即時性與敏感度，都優於出口商，往往可以為剛進入當地市

場的外國出口商提供客觀的市場諮詢服務。 

 

實務上，最主要的諮詢功能在於提供債務人的信用紀錄及額度之

有無與分配的資訊，若短期內帳款承購商已經有針對某債務人承購帳

款或對其徵信之經驗，常可讓新客戶節省不少等待徵信結果的寶貴時

間，甚至立即獲得帳款承購商分配的債務人信用額度，即時掌握生意

機會。 

 

至於一般認為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具有「降低負債比率」的功能，

實際上並非其直接功能，客戶必須先透過預支價金改變資產結構（僅

應收帳款轉成現金，流動資產總額不變，亦不影響負債結構）之後，

再以現金償付應付帳款或償還銀行借款，改變負債的結構，才能達成

降低負債比率的效果。 

 

參、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特性 

由於國內及國際貿易的付款條件日漸向有利於買方的方向演

變，越來越多供應商與買主以放帳（Open Account）的條件往來，再

由帳款承購商提供應收帳款承購的服務，其主要業務特性如下： 

 

一、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可作為供應商或出口商因應貿易條件惡化

的救濟措施。 

從供應商的觀點來看，現金或信用狀的付款條件仍是優先考慮的

付款條件，不應主動以放帳的條件取代現金或信用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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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銀行而言，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是具有自償性、循環信用性

質的貿易融資（trade finance）業務，可以較精確控管客戶的資金用

途與還款來源。      

若買賣雙方信用良好，所屬產業具成長潛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

可以配合客戶的業務成長，提供長期性、成長性的營運週轉金來源，

以彌補傳統放款業務顧客關係不夠緊密、融資額度趕不上客戶營運成

長之需求的缺點。傳統的短期放款業務多為一次性撥貸，還本期限為

半年，撥貸之後如果繳息正常，銀行對客戶的日常營運缺少監督的動

機及機制，往往到了還款期限屆至才發現客戶無力償還本金，反觀應

收帳款承購業務，其承做標的大多是還款期限更短（一般為 30 ~ 120

天）的應收帳款，不管是債務人或供應商的信用出現瑕疵或貶落，銀

行通常能及時發現及反應，以減少損失或避免損失擴大。因此，辦理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可以讓銀行更容易掌握客戶的經營實況，往保守面

思考，銀行可以比只辦理傳統的放款業務時，甚至比其他只辦理傳統

放款業務的銀行，更早發現債務人與供應商的財務或業務缺失，往積

極面思考，銀行可以配合客戶的營運成長，爭取到更多具有延續性的

業務往來機會。 

 

三、 對供應商而言，可利用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作為財務調度、業

務拓銷及壞帳風險控管的工具。 

辦理該業務一方面可解決營運資金積壓在應收帳款的財務問

題，二方面可讓業務部門利用其作為增加銷售的工具，同時可以之避

免放帳交易所帶來的壞帳及匯兌風險，所以不只是企業的財務人員可

以利用該業務，業務行銷人員也應加以了解及運用。 

 

四、 對債務人而言，利用延後付款（Deferred Payment）的條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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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具有利用供應商提供之資金做生意的財務槓桿效果，資金運用的

彈性較大。 

以國內交易而言，很多企業改採到期匯款的方式支付貨款，日漸

縮減開立支票作為支付工具的作業，以降低管理支票存款帳戶的財會

成本及作業疏失導致退票的風險，若配合供應商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

務，尚可顧及供應商的融資需求，以往許多供應商係持債務人開立的

遠期支票向銀行辦理融資，如今則可憑對債務人的應收帳款向銀行辦

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 

 

五、 供應商針對同一債務人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之後，仍可搭

配信用狀或現金交易為付款條件與其進行交易，使交易及資金的安排

更靈活。 

若原先是以承兌交單（D/A）為付款條件的交易，在辦理應收帳

款承購業務之後，基本上可以省略銀行託收的程序，以節省託收的費

用，轉由帳款承購商擔任收款、催收及債權擔保的工作。 

 

 

第二節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種類 
 

對於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種類及分類方式，各方說法大同小異，

國內曾經加以介紹的文獻不算少，在此筆者希望從資深從業人員的角

度，以兼顧理論與實務的方式加以整理、詮釋及補充： 

 

壹、依主要功能劃分 

依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四項主要功能（資金融通、承擔買方壞帳

風險、帳務管理、收帳）及有無通知買方的因素，應收帳款承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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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類可以表列如下： 

表 2-1：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種類及功能表9 
 資金融通 承擔買方 

壞帳風險＊

通知買

方※ 
帳務管

理 
收帳 

Full Service 
全功能型 

A A A A A 

Recourse Factoring 
有追索權 

A N A A A 

Agency Factoring 
代理型 

A N A N N 

Maturity Factoring 
到期付款型 

N A A A A 

Invoice Discounting 
發票貼現 

A N N N N 

Undisclosed 
Factoring隱蔽型 

A S N N N 

A = Always provided        代表有提供此項功能 

S = Sometimes provided      代表有時提供此項功能 

N = Never or rarely provided  代表不提供或很少提供此項功能 

 

故「全功能型」即擁有資金融通、承擔買方壞帳風險、帳務管理、

收帳等四項主要功能及有通知買方債權已移轉給帳款承購商的應收

帳款承購業務，「有追索權」即擁有資金融通、帳務管理、收帳等三

項主要功能及有通知買方的應收帳款承購業務，餘者類推。 

 

＊註記之說明：具有承擔買方壞帳風險功能的業種又可被歸為無

追索權（Non-recourse Factoring）的業種，包括「全功能型」及「到

期付款型」。 

                                                 
9 Freddy Salinger（1999）Factoring：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voice Finance, Third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Limited,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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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之說明：具有通知買方性質的業種又可被稱為通知型

（Notification Factoring）或揭露型（Disclosed Factoring）業種，包括

「全功能型」、「有追索權」、「代理型」及「到期付款型」等業種。不

具有通知買方性質的則可被稱為保密型（Confidential Factoring）或不

通知型（Non-notification Factoring）業種，包括「發票貼現」及「隱

蔽型」業種。 

 

貳、依私法統一國際協會的「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公約」對應收帳

款承購業務所作定義之功能加以組合 

若依私法統一國際協會的「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公約」對應收

帳款承購業務的定義，以其四種功能依任取兩種、任取三種及四種全

取的方式來組合該業務的服務內容，理論上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應該有

11（6 + 4 + 1）種業務類型，在此不加以詳細列表。 

 

參、依國際應收帳款聯盟的「國際應收帳款承購統一規則」對應收帳

款承購業務所作定義之功能加以組合 

若依國際應收帳款聯盟的「國際應收帳款承購統一規則」對應收

帳款承購業務的定義，以單獨為了融資的目的（1種），加上其他三

種功能中任取一種、任取二種及三種全取（3 + 3 + 1 = 7）的組合再

乘以 2（依三種功能組合之後，再看是否為了融資的目的，共 14種），

理論上總共 15種業務類型，亦不在此加以詳細列表。 

 

若以四種功能任取一種、任取二種、任取三種及四種全取來組合

應收帳款承購契約的服務內容，得到相同結果的 15（4 + 6 + 4 + 1）

種業務類型，代表依國際應收帳款聯盟的「國際應收帳款承購統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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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定義，只要提供四種主要功能的至少一

種，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即已成立。 

 

肆、以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各種屬性、特性及功能來區分 

一、 依商品或勞務的供應商及債務人是否在同一國家註冊營業，

可區分為 國內應收帳款承購 及 國際應收帳款承購： 

(一) 國內應收帳款承購 (Domestic Factoring)  

帳款承購商所承購之應收帳款，其相關供應商及債務人皆為在國

內註冊營業之廠商時，其所承作之業務，即為國內應收帳款承購。 

 

(二) 國際應收帳款承購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依私法統一國際協會的「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公約」第二條第

一項條文定義10，該公約規範之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訂定買賣契

約的供應商與債務人，其註冊營業處所位於不同的國家。 

 

若從帳款承購商的觀點來看，其所承購之應收帳款的相關供應商

及債務人中，至少須有一方為國外註冊的廠商，實務上，買賣雙方皆

在外國註冊營業的案件不少，亦即帳款承購商係位於買賣雙方國家以

外之第三國。 

 

國際應收帳款承購一般可再分為出口應收帳款承購（Export 

Factoring）及進口應收帳款承購（Import Factoring），前者是從出口商

的角度、後者是從進口商的角度看國際應收帳款承購。若是在雙承購

商國際應收帳款承購（Two-factor International Factoring）的情況下，

                                                 
10 原文：Article 2  1. - This Convention applies whenever the receivables assigned pursuant to a 
factoring contract arise from a contract of sale of goods between a supplier and a debtor whose places 
of business are in different Stat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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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應收帳款承購是從出口商及出口帳款承購商的角度看國際應收

帳款承購，出口帳款承購商卻不一定位於出口國，進口應收帳款承購

是從進口商及進口帳款承購商的角度看國際應收帳款承購，進口帳款

承購商也不一定位於進口國。 

 

不過在實務上，一般理解的出口應收帳款承購，係帳款承購商承

購本國出口商的應收帳款債權，向國外進口商收款，進口應收帳款承

購則是帳款承購商接受外國出口商或出口帳款承購商的委託，向位於

本國的進口商收款。 

 

二、 依帳款承購商對供應商是否具有追索權，可區分為 有追索權

應收帳款承購 及 無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11 

(一) 有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 (With Recourse Factoring)  

帳款承購商承購供應商因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給債務人所產生

之應收帳款，若債務人於帳款到期時無法付款，帳款承購商可要求供

應商返還已預支之價金，買回該應收帳款，即帳款承購商並不承擔債

務人之財務及信用風險者，即為有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 

 

在此種情況下，供應商通常是以資金融通為主要目的，帳款承購

商雖不承擔債務人的信用風險，主要依據供應商本身的信用進行融

資，實務上對債務人的信用也要加以重視，還需探查供應商對債務人

的銷貨比重是否過高，以避免債務人無力償付到期貨款導致供應商被

追索時，產生周轉不靈的的連鎖反應 （Chain Reaction）。 

       

(二) 無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  (Non-Recourse or Without Recourse 

                                                 
11 中國大陸有稱「回購型保理」及「非回購型保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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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ing)  

帳款承購商承購供應商因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給債務人所產生

之應收帳款，若債務人因財務困難以致無法付款，帳款承購商不可要

求供應商買回該應收帳款，即帳款承購商必須承擔債務人給付不能之

財務風險(Insolvency Risk) 者。 

 

三、 依是否向債務人發出應收帳款債權讓與通知，可區分為 通知

型或揭露型應收帳款承購 及 不通知型或隱蔽型12或保密型應收帳款

承購 

(一) 通知型或揭露型應收帳款承購（Notification Factoring or 

Disclosed Factoring）  

由供應商或帳款承購商預先或即時以合法的方式通知債務人，帳

款即將或已經轉讓給帳款承購商，將來的付款對象為帳款承購商。帳

款承購商將以本身名義進行收款及催收。 

                 

根據法統一國際協會的「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公約」第一條第

二項（c）款條文規定，應收帳款的轉讓，必須發通知給債務人13。我

國的民法第 297條亦規定：「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

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受讓

人將讓與人所立之讓與字據提示於債務人者，與通知有同一之效力。」

因此實務上以承作通知型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居多。 

 

(二) 不通知型或隱蔽型或保密型應收帳款承購（Non-notification 

                                                 
12 隱蔽型保理是中國大陸近幾年所慣用的譯稱，1995年劉園/葉志壯所譯、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
學出版社出版的「保理法律與實務」（原著為 1991年 Freddy Salinger所著、倫敦 Sweet & Maxwell 
Limited出版的 Factoring Law and Practice ）之第 13頁，將其翻譯為暗保理，相對的即為明保理
（Notification Factoring）。 
13 原文 notice of the assignment of the receivables is to be given to deb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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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Undisclosed or Confidential Factoring）  

供應商或帳款承購商於帳款轉讓時，及債務人後續付款情況正常

時，並不通知債務人帳款已經轉讓的事實，帳款到期以供應商名義出

面收款，故帳款承購商通常不提供收款及帳務管理的服務。 

 

惟若債務人後續的信用狀況有所變化，譬如債務人已經開始遲延

付款或發生財務困難，帳款承購商仍將依其與供應商簽訂的應收帳款

承購契約或依其內部作業規範，補行通知債務人應收帳款債權已經轉

讓的事實，以便以債權人的名義進行催收。 

 

四、 依債務人是否直接向帳款承購商付款（Direct Collection by the 

Factor or Collection by the Client on Behalf of the Factor ），可區分為 

直接付款型應收帳款承購 與 間接付款型應收帳款承購  

(一) 直接付款型應收帳款承購：由帳款承購商以債權人的名義直

接向債務人收款或催收，債務人付款的對象是帳款承購商。 

 

(二) 間接付款型應收帳款承購：供應商將應收帳款債權轉讓給帳

款承購商之後，即使有通知債務人債權已經轉讓給帳款承購商之事

實，帳款承購商仍委託供應商代為向債務人收取帳款，債務人因而向

供應商付款，形成「間接付款」（Indirect Payment）的現象，此種收

款模式在國外通常應用於 Agency Factoring（代理型應收帳款承購）

或 Invoice Discounting（發票貼現）的業務種類中，此時供應商對應

收帳款承購業務的需求偏重在融資的功能。 

 

實務上，我國多數銀行辦理的有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債權

的轉讓有通知債務人（符合民法的規定以保障債權）、有進行資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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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但由供應商自行管理帳款及催款，帳款則匯入供應商在銀行開立

的備償專戶（戶名為供應商），此種備償專戶或其他類似約定的存在，

已具備銀行委託供應商代為收款的性質，亦即具有間接付款型及代理

型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性質。 

 

若供應商要求以不通知的方式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債務人既

然未被通知應收帳款債權轉讓的事實，自然仍以供應商為付款對象，

造成「間接付款」的情況，實在不利於帳款承購商控管債務人及供應

商的信用風險，故大多數帳款承購商係以有追索權的方式來辦理間接

付款型應收帳款承購業務。 

 

五、 依有無提供資金融通給供應商（Factoring Include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e or Do Not Include），可區分為 預先付款型或預

支型應收帳款承購 及 到期付款型或到期型應收帳款承購 

(一) 預先付款型或預支型應收帳款承購（Advance Factoring）：帳

款承購商有提供預支價金或融資的服務給供應商。 

 

(二) 到期付款型或到期型應收帳款承購（Maturity Factoring）：帳

款承購商未提供預支價金或融資的服務，僅於實際收到帳款或於約定

期限進行理賠之時，才將帳款交付給供應商，供應商辦理此類型應收

帳款承購的主要目的在於規避債務人的財務及信用風險，在國外

Maturity Factoring通常是無追索權型態，等於全功能型（Full Services）

的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削去了資金融通的功能。 

 

實務上，使用預先付款型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供應商以中小企業

居多，中小企業針對國際應收帳款，需要兼顧債權確保與資金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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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內應收帳款，則對資金融通的功能更為看重。使用到期付款型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供應商以大型企業為多，主要是因為大型企業比

較不缺營運資金，或擁有其他成本較低的籌資及融資管道，故以債權

確保為主要需求，這使得專業的帳款承購商可以在銀行競相投入應收

帳款承購業務的情況下，仍能在市場上保有一席之地。 

 

六、 依參與提供服務的應收帳款承購商數目，可區分為 單承購

商應收帳款承購 及 雙承購商應收帳款承購14 

(一) 單承購商應收帳款承購 

單承購商模式（One-Factor System）之應收帳款承購通常又以下

列型式出現：  

1. 國內應收帳款承購：大多數國內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係以單承

購商模式辦理，由單一帳款承購商提供（對債務人）徵信、收款、信

用擔保及（對供應商）資金融通與帳務管理的服務組合。 

  

2. 直接出口應收帳款承購（Direct Export Factoring）：在國際應

收帳款承購的情況下，由出口商與出口帳款承購商（通常與出口商位

於同一國家）簽訂應收帳款承購契約，由出口帳款承購商提供徵信、

收款、信用擔保及資金融通與帳務管理的服務組合。 

 

帳款承購商承作直接出口應收帳款承購的原因，通常是缺少可以

配合的進口帳款承購商（Correspondent Factor / Import Factor），或是

帳款承購商對進口商相當熟悉，或是基於承購手續費率的考量。 

 

3. 直接進口應收帳款承購（Direct Import Factoring）：在國際應

                                                 
14 中國大陸稱為「單保理」及「雙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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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帳款承購的情況下，由出口商與進口帳款承購商（通常與進口商位

於同一國家）簽訂應收帳款承購契約，由進口帳款承購商提供徵信、

收款、信用擔保及資金融通（通常較少）與帳務管理的服務組合15。 

 

以我國為例，會使用直接進口應收帳款承購的出口商，通常是營

運規模較大、具有跨國經營實力的知名企業，擁有較多的法務及外貿

人才，對某些進口國的業務比重相對較高，故能吸引外國的帳款承購

商直接來台兜攬生意，出口商亦有能力與進口帳款承購商進行議約及

議價，比較沒有溝通上的問題。反觀中小企業的出口商，外語溝通及

議約議價的能力不如大企業，跨國溝通的成本高，心理上不習慣或不

願意與外國的帳款承購商打交道，畏懼簽訂外文的承購契約會有陷阱

及管轄權的問題，以及融資的需求較高，種種因素都使得中小企業的

出口商甚少使用直接進口應收帳款承購。 

 

實務上，1998年以前及 1998年之後，美系及歐系的大型帳款承

購商如美國的 CIT及 GE Capital、德國的 DG，都曾主動來台向大型

資訊科技廠商推展業務，與出口商簽訂直接出口或直接進口應收帳款

承購契約。這些國外的帳款承購商有時是派遣香港子公司人員前來台

灣接洽業務，並居中處理帳款承購的日常作業。 

 

(二) 雙承購商應收帳款承購：雙承購商模式（Two-Factor System）

之應收帳款承購通常又以下列型式出現- 

1. 標準的（Standard ）雙承購商應收帳款承購：通常運用在雙

承購商國際應收帳款承購（Two-Factor International Factoring），由出

口帳款承購商將自出口商承購的應收帳款再轉讓給進口帳款承購

                                                 
15 Anthony N Cox and John A MacKenzie（1986）,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Euromoney Publications 
Limited, London,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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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亦即最終是由進口帳款承購商提供對進口商徵信、收款及信用擔

保的服務，出口帳款承購商仍提供對出口商資金融通及帳務管理的服

務。兩個帳款承購商在正式業務往來之前，會簽訂帳款承購商間的協

議（Inter-factor Agreement），約定將來互為對方的進口帳款承購商。 

 

以目前的實務運作而言，出口帳款承購商不一定位於出口國，進

口帳款承購商不一定位於進口國，出口商之選擇出口帳款承購商及出

口帳款承購商之選擇進口帳款承購商，皆以其利益為考量而非以地理

位置為考量。試舉例說明，我國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及國際金融業務

分行（OBU），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許可辦法」

之規定，可以對依法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辦理應收帳款收買（即承

購）的業務，若有一中國大陸台商出口到德國，委請我國某銀行的香

港分行辦理 Export Factoring業務，我國某銀行的香港分行（Export 

Factor）又委請荷蘭的某帳款承購商（Import Factor）調查德國進口商

的信用並承擔其信用風險，此種組合中，四個當事人皆位於不同國家

及地區。 

 

在中國這種幅員廣大、廠商資訊不夠透明、信用體系落後的國

家，收取應收帳款原本就不是容易的事，加上銀行實務上又有基本帳

戶及主力結算銀行之類的有形無形限制，阻礙了國內應收帳款承購業

務的發展，已經有中國的銀行開始利用雙承購業務模式來處理其跨省

區的國內應收帳款承購業務16。 

                   

2. 背對背國際應收帳款承購（Back-to-Back International 

                                                 
16 舉例說明，筆者於 2003年 11月拜訪位於中國福建省福州市的興業銀行總行，該行證實已經
與位於北京的中國銀行總行簽訂合作協定，進行中國國內的雙保理（即雙承購商應收帳款承購）

業務。福建興業銀行的保理業務，實際上就是由中國銀行進行技術移轉的。 



 26

Factoring）：通常是標準的雙承購商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之變形，

可以再拆解成一個前段的雙承購商國際應收帳款承購與一個後段的

國內應收帳款承購，前段國際應收帳款承購中的債務人是後段國內應

收帳款承購中的供應商。 

      

實務上，我國出口商會利用這種業務模式者，多數是在海外設有

子公司及發貨倉庫以就近服務當地買主，或是必須透過進口代理商出

貨給最終買主，在這類情況下，真正有實力、能獲得進口帳款承購商

核給信用額度的是最終買主，至於在資金融通方面，出口商的子公司

在進口國當地取得融資有困難或是不需要太多營運資金，母公司也不

願意讓子公司在國外經手過多財務工作，擔心形成弊端，出口商在台

灣又必須付款給上游供應商，正好利用背對背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

務，以進口帳款承購商核給最終買主的信用額度為基礎，於國外子公

司出貨給最終買主之後，在台灣向出口帳款承購商預支價金，兼顧確

保債權及獲得營運週轉金的需求。 

 

七、 依應收帳款債權是否全部轉讓，可區分為 全額轉讓型應收帳

款承購 及部分轉讓型應收帳款承購 

(一) 全額轉讓型應收帳款承購 

在歐美國家，全額轉讓經常是供應商轉讓對所有債務人的全部應

收帳款給帳款承購商，但在我國，絕大多數情況指的是轉讓對同一債

務人的全部應收帳款。全額轉讓型應收帳款承購的債權讓與，通常包

括對未來將發生之應收帳款的讓與，帳款轉讓時不須逐筆通知帳款承

購商，即使有未通知帳款承購商或漏開發票的情況發生，並不影響帳

款承購商對該應收帳款之權利。無論是有追索權或無追索權的業務型

態均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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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分轉讓型應收帳款承購 

在國外，部分轉讓型應收帳款承購通常是以資金融通為主要目

的，大部分以有追索權的型態操作，客戶轉讓應收帳款債權時，必須

逐筆通知帳款承購商。 

        

八、 以帳款承購商支付帳款給供應商的時間點來區分，可區分為 

到期付款型應收帳款承購（The Factor Pays for Each Purchased Debt on 

a Maturity Date） 及 即收即付型應收帳款承購（The Factor Pays for 

Each Purchased Debt When Payment Is Received from the Debtor） 

 

前者是帳款承購商在事先約定的日期（Maturity Date）屆至即須

支付帳款給供應商，所指的通常是無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的情況下，

帳款承購商履行保證付款（Payment under Guarantee）的義務；後者

是帳款承購商唯有實際從債務人收到帳款後，才須支付帳款給供應

商，通常是運用在有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的情況下。 

 

理論上，若依上述方式推演，只要能繼續提出不同的服務內容、

功能及特性，應該可以衍生出 2的 N次方種應收帳款承購業務類別，

不過，實際上某些服務內容、功能及特性只會出現在同一種業務類別

中，有些功能或特性則有互斥性，基本上不會出現在同一種業務類別

中，因此，實務上較為人知及較常被利用的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主要

還是全功能型、有追索權或無追索權、國內或國際、出口或進口、單

承購商或雙承購商這幾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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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分類方式繁多，不同國家的帳款承購商

或同一國家的不同帳款承購商，可能對同一個名稱的業種賦予不同的

服務及功能，或對具有相同服務及功能的業種賦予不同的名稱，唯有

實際審閱帳款承購商與客戶簽訂的應收帳款承購契約，方能正確理解

其業務類型及提供之功能及服務。 

 

 

第三節  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好處及適用之客戶 
 

壹、 對銀行的好處 

一、 辦理國内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好處 

(一) 金融產品多元化、靈活化，提升銀行的專業能力，增加競爭

力 

(二) 增加費用類收入，調整銀行的收入結構 

(三) 成為企業資金的停泊港，增加活期性存款比例 

(四) 授信風險期短、授信風險較低 

(五) 滿足及服務客戶多變化的貿易融資需求 

(六)我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後，國內銀行與其他本國銀行、       

在台外商銀行及全球銀行競爭的必備產品 

(七)整合企業上下游供銷體系，開拓客源，培養小客戶成長為大

客戶，帶來源源不絕的新業務及新客戶 

 

二、 辦理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好處 

除了具備上述國內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好處之外，辦理國際應收

帳款承購業務對銀行還有以下優點：        

(一) 增強外匯業務、創造外匯匯兌及衍生性金融操作的相關收益 

(二) 提高銀行國際知名度、增加全球策略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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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决信用狀相關業務量持續下滑的窘境 

 

貳、 對企業的好處 

一、 對買方企業的好處 

(一) 節約費用：免除了開狀保證金和其他開狀費用。 

(二) 獲得應收帳款承購商的額度：憑藉自身的良好商譽及財務表   

現，可以獲得信用額度，而不必提供抵押或實質擔保品。 

(三) 及時將經銷的商品投入市場：很快就可以從賣方收到貨物單

據進行提貨，快速向市場舖貨銷售，及早回收貨款。 

(四) 財務調度的寬裕性：本身銷售回收的貨款，依事先與賣方約

定的放帳條件屆期後才支付給帳款承購商，財務調度更寬裕。 

 

二、 對賣方企業的好處 

(一) 提高競爭力，增加貿易機會：利用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提供

買主更有利的“賒銷（放帳）”（Open Account）或“承兑交單”（D/A）

之付款條件，取代直接殺價的拓銷模式。 

(二) 規避壞帳風險：賣方可以把買方的信用風險轉移給帳款承購

商，在帳款承購商承諾的額度內，賣方的債權可以獲得100%的保障，

排除壞帳的損失。 

(三) 節省成本：在應收帳款承購業務進行過程中，帳款承購商利

用其完整的徵信體制替賣方查核買方的信用，為賣方節省調查買方信

用的昂貴成本。 

(四) 迅速獲取融資：將佔用資金的應收帳款讓售給承購商，提前

預支帳款，可加速資金週轉及滿足營運需求、增加營收，隨著業務成

長，融資額度可望同步成長，免除傳統銀行放款業務增貸不易的缺點。 

(五) 有利企業充分利用其資產，加速現金流量，提昇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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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飾財務報表。 

(六) 賣方可根據本身公司的實際需求，要求帳款承購商提供全部

或部分服務項目，因此，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具有較强的適應性和靈活

性。 

 

參、 適合使用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客戶 

從銀行的觀點來看，適合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買方為信譽良

好之中大型績優廠商，尤以居於供應鏈中心位置的廠商為佳，適合辦

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賣方，則以銷售對象為國內外知名績優廠商、

本身營運正常且業務持續增長、所處產業整體營運維持正向發展之大

中小型企業，尤以中小企業為主，惟須注意企業的獲利能力，是否能

吸收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利息及費用。 

 

實務上，很多國內廠商在中小企業階段利用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來

確保債權，同時在營運大幅成長時，自帳款承購商（含辦理應收帳款

承購業務的銀行）取得傳統銀行放款業務無法及時或足額供給的營運

週轉資金，等到這些廠商成長茁壯為大型企業，其上游供應商繼續成

為銀行辦理該業務的客戶來源。 

 

 

第四節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操作流程 
 

壹、 銀行辦理應收帳款承購的業務流程 

一、 從賣方啟動業務的流程 

傳統上，帳款承購商多數是從賣方切入尋求業務的機會，銀行若

採取同一模式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其步驟大致如下： 

(一) 搜尋潛在客戶（供應商） 



 31

銀行業務人員發掘潛在客戶的來源及資訊，包括檢視銀行現有客

戶、現有客戶的同業及其上下游客戶、報章雜誌的報導及廣告、工業

區廠商名錄、績優外銷廠商名錄、產業公會名錄、外出拜訪客戶時發

現新設的公司及工廠、…等，應該力求資訊來源的廣泛及時效性。 

 

(二) 約訪客戶 

搜尋出潛在客戶之後，通常以電話約定拜訪時間，準時前往拜

訪，拜訪時即可初步了解客戶的營運狀況，判斷是否有進一步進行業

務的機會，客戶也可以了解銀行所提供的服務及功能。 

 

(三) 受理客戶提出業務申請 

若客戶確實有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需求，即正式向銀行提出申

請，依其對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不同功能需求，申請債務人的信用（保

證）額度及/或客戶的預支價金（融資）額度。 

 

(四) 進行徵信 

銀行受理客戶業務申請之後，依據客戶所需額度類別及債務人所

在國別的不同，進行國內或國際、債務人及/或客戶的徵信作業，若

有需要，還可透過合作的國外進口承購商，對進口商進行徵信。 

 

(五) 撰寫徵信報告及提案 

銀行的業務及風險管理（審查）部門分工合作完成徵信報告後，

依申請額度大小及核決權限，向放款審查委員會、董事會提出應收帳

款承購業務的授信申請案。 

 

(六) 簽約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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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內部核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授信案後，業務人員即向客戶

回報額度金額、到期日、利費率及其他相關授信條件，得到客戶同意

之後，即可進行簽訂應收帳款承購契約的手續，若客戶將使用預支價

金額度，一般必須簽發與預支價金額度金額相同的本票給銀行作為擔

保。 

      

(七) 建立額度 

業務部門與客戶完成簽約對保的程序之後，將契約及授信文件交

由作業管理部門審核，審核無誤後於授信資訊管理系統建立債務人及

客戶的額度及相關資訊。 

 

(八) 客戶開始出貨並轉讓債權 

完成前述作業之後，即可進行日常的應收帳款承購作業，客戶出

貨之後，將出貨文件及應收帳款債權轉讓給銀行，並以書面通知債務

人債權讓與的情形。如有透過進口帳款承購商進行雙承購商國際應收

帳款承購，銀行須將受讓的債權再轉讓給進口帳款承購商。 

 

(九) 收取手續費 

銀行受讓應收帳款債權之後，依約定的承購手續費率計算出該帳

款應收之承購手續費，由客戶的帳戶直接扣取，或掛帳在應收承購手

續費科目。 

 

(十) 預支價金 

客戶完成應收帳款債權轉讓之後，若有資金需求，可依約定的預

支成數向銀行申請預支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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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客戶繳息 / 返還預支價金 

銀行一般以月結方式於次月初向客戶收取上個月的預支價金利

息。於帳款實際到期前，若客戶有多餘資金，可對銀行返還先前預支

的價金，以減輕利息負擔。 

     

(十二) 債務人還款 

銀行於帳款到期後，直接向債務人或透過進口帳款承購商向債務

人收款，債務人向銀行支付帳款，或向進口承購商付款，再由進口承

購商支付給銀行。 

  

(十三) 帳款結清 

銀行收到債務人支付的帳款之後，扣除客戶應付的費用、利息及

已預支的價金之後，將餘款支付給客戶，結清該應收帳款。 

 

(十四) 經常管理 

銀行在受讓及結清帳款之間，須對帳款進行經常管理，通常進行

下列工作： 

1. 按月認列利息收入 

2. 提存呆帳準備 

3. 支付承購手續費（Factoring Commission）給進口帳款承購商 

4. 提供管理報表給銀行之相關部門、主管及客戶與債務人 

 

(十五) 異常管理 

銀行對於發生異常狀況的帳款，必須進行嚴格與即時的控管。帳

款異常的管理主要有以下三項：  

1. 商業糾紛的處理：通常由業務部門協調客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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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逾期帳款催收：通常在帳款逾期初期由業務部門進行催收，

經過一定時間的催收無效之後，轉由法務部門進行催收。 

3. 呆帳處理：若帳款逾期達到認列呆帳的期限，應予認列並打

銷，但業務及法務部門仍應持續致力於帳款的回收。 

 

二、 從買方啟動業務的流程 

從買方啟動業務，一般俗稱的供應商方案（Vendor’s Program）

可為代表，其業務進行步驟如下： 

(一) 搜尋潛在業務合作對象 

將目標鎖定在績優的中心大廠身上。 

 

(二) 約訪業務合作對象 

拜訪中心廠商，提出管理其應付帳款及承購其上游供應商之應收

帳款的計畫。 

 

(三) 與中心廠商買方達成合作協議 

若中心廠商有配合的意願，銀行與之達成協議，議定各項承作條

件。 

 

(四) 進行徵信 

銀行對中心廠商進行徵信作業。 

 

(五) 撰寫徵信報告及提案 

銀行的業務及風險管理（審查）部門分工合作完成中心廠商的徵

信報告後，依申請額度大小及核決權限，向放款審查委員會、董事會

提出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授信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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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立額度 

授信案被核准之後，業務部門將授信批覆書（或名稱相似的同類

文件）送交作業管理部門，在授信資訊管理系統建立中心廠商的額度

及相關資訊。 

 

(七) 中心廠商發函通知其上游供應商 

銀行設立中心廠商的額度之後，中心廠商即可發函通知其全部或

部分上游供應商，今後可將對中心廠商之應收帳款向銀行申辦應收帳

款承購業務。 

 

(八) 供應商向銀行提出申請 

供應商收到中心廠的通知之後，若有業務需求，即可向銀行提出

業務申請，請求分配中心廠商的保證額度及申請預支價金額度。  

 

(九) 銀行對供應商進行徵信 

(十) 銀行於授信資訊管理系統建立供應商額度及相關資訊 

(十一) 供應商開始出貨並轉讓債權 

(十二) 收取手續費 

(十三) 預支價金    

(十四) 供應商繳息 / 返還預支價金 

(十五) 中心廠商還款  

(十六) 帳款結清 

(十七) 經常管理 

(十八) 異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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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第（九）到第（十八）項步驟，與由賣方啟動業務之步驟及

做法並無差異。 

 

貳、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流程圖 

    茲將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幾種主要類型，以流程圖的方式標示其

業務流程，各流程圖皆以買賣方間洽商簽訂買賣契約、下單訂貨為起

始步驟，以賣方完全受償為完成步驟，其間的其他步驟與前一小節所

述的銀行業務步驟，基本上是相符的，因此不再以文字重複說明各步

驟之詳細作業情形。 

 

一、 國內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流程圖 

 

 

 

 

 

 

 

 

 

 

 

 

 

 

圖 2-1：國內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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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流程圖 

（一） 直接出口應收帳款承購（Direct Export Factoring）業務流程

圖 

 

 

 

 

 

 

 

 

 

 

 

 

 

 

圖 2-2：直接出口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流程圖 

 

 

（二） 直接進口應收帳款承購（Direct Import Factoring）業務流程

圖 

實際上，其業務流程圖與直接出口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之流程圖相

同，在此不再重複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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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雙承購商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流程圖 

 

 

 

 

 

 

 

 

 

 

 

 

 

 

 

 

 

 

圖 2-3：雙承購商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流程圖 

 

 

（四） 背對背國際應收帳款承購（Back-to-Back International 

Factoring）業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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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背對背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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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付給出口承購商。實務上，進口承購商自最終買主收到貨款後，會

依出口承購商的指示，按出口商及子公司分別開立的發票之金額，優

先支付出口商之帳款（步驟 19(a)），差額則支付給出口商之子公司（步

驟 19(b)）。 

 

參、 企業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之應備文件 

一、 業務申辦時 

填寫業務申請書，包括賣方資料表（Seller Information）及買方

資料表（Buyer Information），填寫欲辦理之業務類別、付款條件、所

需買方保證額度或賣方預支價金額度、…等資料，以利帳款承購商進

行評估。若賣方有預支價金之需求，須另提供財務資料及填寫授信資

料表給銀行進行徵信。 

 

二、 確定辦理時 

銀行核給額度且客戶接受之後，銀行與客戶進行簽約對保的手

續，此時雙方簽署： 

（一） 應收帳款承購合約書：一般為總約型式。 

（二） 承購同意書：針對個別的債務人，敘明各項承作條件，如

付款條件、保證及/或預支額度、承購手續費率、利率、額度到期日、

進口承購商、…等資訊。 

（三） 本票：客戶有預支價金之需求時，通常須簽發與預支價金

額度等額的本票給銀行，作為擔保可歸責於客戶的信用風險之用，例

如客戶的貨物出現瑕疵導致債務人拒絕履行付款義務，形成貿易糾

紛，而客戶已經預支價金，銀行即面臨資金無法回收的風險。 

 

三、 轉讓應收帳款債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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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票/ Commercial Invoice ：發票上註記應收帳帳款債權

轉讓的字句（Assignment Clause）)，說明債權已經轉讓給帳款承購商，

帳款承購商成為付款的對象，效用相當於個別帳款的讓與通知。 

（二） 訂單 / Purchase Order (or Pro forma Invoice) 

（三） 出貨單或提單 / Bill of Lading 

（四） 應收帳款債權轉讓明細表 / NTR (Notification and    

Transfer of  Receivable)：敘明發票號碼、應收帳款金額、付款條件、

帳款到期日、… 等資料。 

（五） 價金支付申請書 (有預支價金需求時才需要)：敘明資金

需求金額及預計動用日期。 

（六） 應收帳款債權讓與通知書 / Introductory Letter：客戶於首

度使用應收帳款承購業務額度出貨時，以公司信頭及簽署的方式發送

給債務人，同時也發送給出口承購商及進口承購商各一份（給進口承

購商的一份，通常由出口承購商代為轉發），效用相當於概括性的債

權讓與通知書。 

 

 

第五節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收費結構 
 

一般而言，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主要費用有以下幾種： 

 

壹、 申請費（Application Fee）或徵信費 

通常是針對一個新的申請案（新增的債務人）收取一次性的手續

費或徵信費，由於我國的銀行業競爭激烈，很多銀行已經不收取這項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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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手續費 

一、 承購手續費（Factoring Commission） 

按每筆讓與的帳款計收（約 0.05％ ~ 1.5％），實務上個別銀行、

個別案件的費用率差距甚大，主要原因是個別銀行在個別案件所提供

的服務內容不同，例如，在雙承購商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中擔任出

口承購商的我國銀行，一般是根據合作的進口承購商之報價為基礎，

加上本身所要收取的風險溢酬，再向出口商報出整體的承購手續費

率，通常都在 0.5％以上。至於單承購商模式的國內應收帳款承購業

務，因為銀行間殺價競爭非常激烈，無追索權案件的承購手續費已出

現 0.1％以下的報價。一般而言，影響銀行承購手續費率報價的主要

因素如下： 

(一) 債務人的信用狀況：銀行據以評估風險成本與溢酬 

(二) 付款期限的長短：銀行據以評估風險成本與溢酬 

(三) 預期整體交易額的大小：銀行據以評估案件的整體承購手

續費收入 

(四) 平均發票金額的大小：銀行據以評估每筆帳款的作業成本 

(五) 有無將進口商的信用風險轉嫁給進口帳款承購商 

 

二、 附加手續費或處理費（Handling Charge） 

按每筆文件（如發票或折讓單）或每次作業計收，國內業務通常

比照銀行其他業務的收費標準，國際業務則依進口承購商的報價（約

為 USD10 ~ 20）再加碼。 

 

參、 利息費用 

客戶有預支價金才需要支付利息。一般而言，影響銀行利率報價

的主要因素有二： 



 43

一、 客戶的信用狀況：銀行據以評估風險成本與溢酬 

二、 預期整體預支價金金額及餘額的大小：銀行據以評估案件的

整體利息收入 

 

理論上，銀行因為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而預支價金給客戶（供

應商），承擔風險的對象是客戶，利息收入即是承擔客戶信用風險的

報酬，利率應與客戶向銀行辦理其他短期放款業務時相當，坊間有銀

行業者將債務人的信用良窳與對客戶預支價金的利率報價掛勾，列為

主要的考量因素，觀念上似乎有混淆不清之處。 

 

 

第六節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風險與防範 
 

壹、 銀行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應注意的風險 

一、 交易面的風險 

買賣雙方若發生對交易内容及流程產生爭議、買方不滿意賣方的

交付能力及產品品質之類的履約風險（performance risk），即使非屬

銀行對客戶（賣方）承諾承擔的風險，一旦買賣雙方間發生此類商業

糾紛無法順利解決，導致債務人拒絕付款，若客戶已向銀行預支價

金，此時還款來源出現疑慮，容易演變成客戶的信用風險，實務上，

此類非預期狀況讓不少銀行遭受了損失。 

 

有人認為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是規避惡意商業糾紛發生的最有效

方法，論點是帳款承購商及進口帳款承購商是當地的金融機構或債務

人的往來銀行，為維持信用紀錄，債務人對付款及商業糾紛之處理態

度較為積極，所以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對惡意不實的商業糾紛往往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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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阻之效17。實務上，帳款承購商對解決買賣雙方的商業糾紛確有助

益，但要有效嚇阻惡意的商業糾紛，最重要的是要靠簽訂詳細的買賣

契約來規範買賣雙方的權利義務與解決糾紛之方式。銀行既無判斷商

業糾紛責任歸屬的能力，又僅居於協助防範與解決商業糾紛的角色，

切莫帶給客戶錯誤的期待或認知，以為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之後，

商業糾紛的解決也歸屬銀行帳款管理的業務範圍。 

 

二、 產業趨勢的風險 

買賣方所屬產業或次產業的發展趨勢若是處於成長狀態，則其經

營及獲利能力較有提升的可能，銀行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風險相

對較低。若買賣方所屬產業或次產業的發展趨勢正處於衰退狀態，則

可能因為營業額及獲利能力衰退，導致債務人以提出惡意索賠

（Market Claim）或商業糾紛的方式延遲付款，或導致客戶履約時產

生瑕疵，最終演變成債務人或客戶的信用風險，讓銀行蒙受損失。 

 

三、 信用風險 

債務人、客戶及進口承購商的信用風險是銀行辦理應收帳款承購

業務的主要風險來源，銀行必須隨時監控債務人的支付能力是否維持

良好、進口帳款承購商的經營實力是否堅強、客戶有無向債務人收款

形成間接付款的情況，以降低其經營風險。 

 

四、 進口國的國家風險 

有可能進口商及進口承購商的營運及財務狀況良好，卻碰到進口

國發生天災人禍，導致無法支付或匯出帳款，讓擔任出口承購商的銀

行遭受損失。 

                                                 
17 邱斯薇（2001），「國際貿易風險規避系列報導之二 – 國際貿易商業糾紛處理」，市場行銷與
流行預測，第 36期，頁 4-5。 



 45

 

五、 法律面的風險 

應收帳款承購契約規範的權利義務是否明確，應收帳款債權轉讓

的效力是否存在，債權轉讓的通知是否確實，對國內外法律及應收帳

款承購業務的國際公約、規則與慣例是否明瞭，以上幾點都與銀行的

權益與風險密切相關。 

 

六、 作業面的風險 

銀行承辦人員對應收帳款承購的業務及作業流程是否瞭解，對帳

務作業系統的操作是否嫻熟，以至於進口承購商的業務及作業經驗是

否純熟，都會影響到銀行及客戶的權益與風險，銀行必須將作業面的

疏失降到最低。 

 

七、 道德風險 

來自於客戶的蓄意詐欺或是銀行員工的道德瑕疵行為，極可能造

成銀行的損失，是銀行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常遇到的風險，必須加

以防範。 

 

貳、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風險控管 

銀行對於各種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所應注意的風險，本於預防

重於治療的原則，大致有以下的預防措施： 

一、 以事前及事後的實地查核（Due Diligence）確認買賣方的交

易是否屬實，查核的內容及重點如下： 

(一) 審閱銷售合約及訂單 

查明買賣雙方有無簽訂正式買賣契約、契約有效期限、交易商品

或服務、預定交易數量及時程、逐筆交易是否須以訂單或其他書面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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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訂單可否取消、取消訂單之通知期、貿易條件及付款條件、運

交方式、貿易糾紛解決方式、退貨及維修貨品之處理方式、…等，有

無價格保護（Price Protection）、寄售（Consignment）或其他特殊條款。 

 

(二) 確認交易流程： 

銀行查核人員應查明以下事項： 

1、 試單、樣品認證及正式下單之過程。 

2、 運交方式：經由供應商本身機具、人員或經由貨運、倉儲

物流業者運送？ 

3、 出貨紀錄：交易文件之種類、有權簽章人為何？ 出貨品

名、數量與單價是否與契約或訂單一致？ 

4、 驗收方式、時程及文件：是在供應商出廠前驗收或債務人  

入庫後驗收？ 驗收期為何？ 簽收人是誰？ 是否委由第三人代為驗

收？ 驗收文件式樣為何？ 

5、 實際的結帳及付款方式、可能之最長付款期限：是否與客

戶所述者吻合？ 

6、 瑕疵品之維修、退貨及貨款處理方式：有無退貨或回廠維

修報表？維修或退貨之品名項目、數量金額為何？日期有無集中

性？…等。 

7、 如為三角或多角貿易之型態，其詳細交易流程為何？可以

請客戶勾勒出流程圖釐清盲點。 

 

(三) 了解目前交易狀況 

查明近來某段時間內之交易金額、業務比重、付款是否準時、遲

延付款之原因、…等，抽樣核對應收帳款明細表、對帳單及帳齡分析

報表的資訊是否可以互相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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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調查貿易糾紛的狀況 

調查以往交易產生貿易糾紛的比例及處理結果，例如詢問交易年

數、近來某段時間內發生糾紛的頻率、如何處理、目前有無待解決之

糾紛、是否造成大量應收帳款遲延付款、…等。 

 

(五) 調查買賣雙方是否互有債權債務關係 

藉以防止將來買賣雙方因為行使抵銷權而導致銀行權益受損。 

 

(六) 驗證實地查核之結果 

檢驗實地查核之結果如交易條件、交易文件、放帳天期、還款紀

錄、…等，與客戶原先敘述的狀況是否有所差異，與同業或一般的交

易慣例有無異常之處。 

 

二、 確認應收帳款債權讓與通知書是否送達債務人，是否符合法

律的要求18。 

 

三、 建立嚴謹的作業準則，做好經常管理及異常管理19。 

 

四、 建立相關的內稽內控制度，防止不當的業務及作業措施20。  

 

五、 培養勝任的業務、作業、授信及相關人員，定期舉辦訓練課

程及經驗交流21。 

 

                                                 
18 可參照本文第五章第二節。 
19 可參照本章第四節。 
20 可參照本文第四章第一節及第二節。 
21 可參照本文第四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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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拘泥於傳統貸款的授信觀念 

傳統的銀行授信是設立及控管單一客戶的保證或融資額度，應收

帳款承購業務是同時設立賣方的融資額度、買方(或帳款承購商)的保

證額度，並綜合評估及連動控管兩者的額度。 

 

七、 慎選進口國及控管其國家風險，避免風險過於集中於少數國

家。 

 

八、 慎選進口帳款承購商及控管其額度，避免風險過於集中於少

數承購商。 

 

九、 慎選業務承作之產業別及設定各產業的最高承作限額，做好

產業集中度的控管。 

 

十、 建置自動化的作業及管理系統 

由於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的作業較傳統銀行的授信業務複雜，牽涉

到債務人、供應商及帳款管理商的額度控管，加上目前供應鏈融資及

金流管理正風行，必須透過精密的系統軟體來處理各項作業流程及控

管不同的額度。 

   

十一、 取得債務人的合作 

此為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能否成功的最關鍵因素，若對債務人

徵信及確認交易有困難、債務人不願意配合徵信、不願意對銀行付

款，應考慮不予承做，若因債務人為知名大企業而勉強承做，銀行仍

有潛在的風險（例如間接付款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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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之債務人信用風險轉嫁 

銀行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所承擔之債務人信用風險，通常以下

列兩種方式轉嫁： 

一、 應收帳款債權再轉讓（Re-factoring） 

即帳款承購商承購客戶的應收帳款之後，再將應收帳款債權讓售

給另一個帳款承購商，通常應用在雙承購商國際應收帳款承購

（Two-factor International Factoring）業務型態中。 

 

二、 應收帳款債權再保險（Re-insurance） 

即帳款承購商承購客戶的應收帳款之後，以本身為要保人及受益

人，向信用保險公司（Credit Insurance Company）投保應收帳款信用

保險。 

 

一般而言，前者的成本高於後者，但前者的理賠成數較高、有提

供收款及催收的服務、可以協助解決商業糾紛，銀行辦理應收帳款承

購業務之後，是否需要將風險再轉嫁出去？ 若要轉嫁風險，應選擇

何種方式？端視銀行的風險管理政策及成本效益分析而定，並無優劣

之分，只有合不合適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