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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是全球不可避免的趨勢，也是我國政府既定之金融政

策，而境外金融中心在國際資金之供給與需求間扮演一個重要的媒介。本

文旨在探討我國境外金融中心成立至今，其資產負債結構之變化與其在我



國整體銀行業務中所扮演之角色，其次分析民國 86 年 10 月國際金融業務

條例修訂，擴大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交易對象與經營範圍後，對我國國際

金融業務之影響。再者，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稅務問題亦是本文一項重要

的研究課題。 本文研究結論如下： (1)本國居住民參與 OBU 業務經營之比

率甚低 (2) 在過去 5 年間，本國銀行之 OBU 盈餘佔其本國銀行全體盈餘之

比重皆在 5%以下，而在同一時間，外國銀行之 OBU 盈餘佔其外國銀行全

體盈餘之比重高達 20%左右，顯然外國銀行在拓展海外業務及國際金融業

務方面較本國銀行積極 (3)民國 86 年 10 月政府開放 OBU 可承作境內居住

民之業務後，到目前為止，仍有約 8 成左右之 OBU 業者因並無實質利

益，故未實際開辦此項業務。故開放本國居住民業務之後，到目前為止，

對全體 OBU 之資產規模及盈餘變化並未有重大之影響。顯然，此次政府

之開放政策效果不彰 (4)外國客戶選擇到 OBU 開戶之動機，主要考量因素

之一為 OBU 之租稅優惠特點 (5)有關 OBU 之課稅規定在現行相關稅法規

定中仍未有明確之規範，以致造成諸多課稅上之爭議，此點仍有待稅務主

管機關權具明確之課稅規定，以利我國 OBU 業務之拓展。  

摘要

(英)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re Taiwan government''s stated 

financial policies, and also become an increasingly tren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OBU (Off-Shore Banking Unit) play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role on the 

channeling of international fun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OBU''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since its inception. Further, we discuss the role 

OBU played in Taiwan''s banking industry. Finally,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revision of "the Statute for the OBU" (in Oct. 1997) on the expansion of local 

OBUs'' customers and business scope. Finally, we discuss the OBU-related tax 

issu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percentage of OBU''s 

local customers to foreign customers is still very low. (2). The percentage of OBU''s 

earnings to total earnings for local banks were below 5% in the past five years; 

however, the percentage for foreign banks were about 20%. Apparently, foreign 

banks were more aggressive in expanding OBU business. (3). Although after 

October 1997, OBUs were allowed to serve local citizens, 80% of OBU, until now, 

do not engage in this practice, due to the lack of profits. Apparently, the 

liberalization policy does not work well so far. (4). The main reason for foreign 

customers to open accounts on OBUs is related to tax incentives. (5). The current 

tax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he OBU tax issues are still quite ambiguous, 

and, therefore, the tax policy-maker need to take actions to clear up this tax gr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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