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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3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77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郭國文、林楚茵等 18 人，為協助我國農、漁企業拓
展海外市場，降低全國農業金庫財務投資成本，提高獲利能
力，爰提出「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開放
全國農業金庫得以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國際金融業務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全國農業金庫係依農業金融法設立之農業金融機構，負有辦理農、林、漁、牧融資及穩定
農業金融之任務，其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協助我國農、漁企業拓展海外市場
，降低全國農業金庫財務投資成本，提高獲利能力，擬開放全國農業金庫得以設立國際金
融業務分行辦理國際金融業務開放全國農業金庫為辦理國際金融業務之主體，爰修正本條
例立法目的及其行政主管機關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增訂全國農業金庫得向行政主管機關申請特許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其申請特許應具備
之條件、程序、應檢附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農委會會同中央銀行定之。（修
正條文第三條）
三、增訂全國農業金庫設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得委託其指定銀行代為處理各項業務。（修
正條文第四條之一）
四、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業務得排除之法律限制，並修正規定其財務、業務管理之辦法由行
政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增訂全國農業金庫設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得與其總行同址營業。（修正條文第十條）
六、修正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相關管理事項之行政主管機關。（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之一）
七、修正罰責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修正條文第二十二
條、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二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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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加強國際金融活動
，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特
許銀行及全國農業金庫、證
券商及保險業在中華民國境
內，分別設立國際金融業務
分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制
定本條例。

第一條 為加強國際金融活動
，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特
許銀行、證券商及保險業在
中華民國境內，分別設立國
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
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
分公司，制定本條例。

為開放全國農業金庫設立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爰修正本條文
。

第二條 國際金融、證券及保
險業務，除全國農業金庫經

第二條 國際金融、證券及保
險業務之行政主管機關為金

依農業金融法第二條及第五條
規定，全國農業金庫為該法所

營國際金融業務之行政主管
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農委會）外，其行
政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業務主管機關為中央銀行
。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金管會）；業務主管機關
為中央銀行。

稱農業金融機構，其中央主管
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下簡稱農委會），爰明定全國
農業金庫經營國際金融業務之
行政主管機關為農委會，掌理
該機構之特許設立、經營業務
項目之核准、財務、業務及人
員之監督管理、業務檢查及處
分，俾使監管權責明確。

第二章

銀行及全國農

第二章 銀

行

業金庫

配合增加全國農業金庫為設立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主體，爰
修正章名。

第三條 下列銀行，得由其總
行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中
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
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營

第三條 下列銀行，得由其總
行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中
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
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營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依法制體例酌作修
正。
三、開放全國農業金庫為得向

國際金融業務：
一、經中央銀行指定，在中
華民國境內辦理外匯業務
之外國銀行。
二、經政府核准，設立代表
人辦事處之外國銀行。
三、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
著名外國銀行。
四、經中央銀行指定，辦理
外匯業務之本國銀行。
前項申請特許應具備之
條件、程序、應檢附之文件

國際金融業務：
一、經中央銀行指定，在中
華民國境內辦理外匯業務
之外國銀行。
二、經政府核准，設立代表
人辦事處之外國銀行。
三、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
著名外國銀行。
四、經中央銀行指定，辦理
外匯業務之本國銀行。
前項申請特許應具備之
條件、程序、應檢附之文件

主管機關申請特許設立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爰增訂第三
項，並明定其申請特許應具
備之條件、程序、應檢附之
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農委會會同中央銀行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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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定之。
全國農業金庫得由其總
行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中
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

由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定之
。

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營
國際金融業務；其申請特許
應具備之條件、程序、應檢
附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農委會會同中央銀
行定之。
第四條之一 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得將前條第一項各款業務
，委託經中央銀行指定辦理
外匯業務之同一銀行及全國
農業金庫（以下簡稱指定銀
行）代為處理，指定銀行處
理時，應帳列國際金融業務
分行。

第四條之一 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得將前條第一項各款業務
，委託經中央銀行指定辦理
外匯業務之同一銀行（以下
簡稱指定銀行）代為處理，
指定銀行處理時，應帳列國
際金融業務分行。
前項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前項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得委託指定銀行代為處理之
業務範圍，包括經主管機關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許可辦理之兩岸金
融業務；其控管作業應依兩
岸金融業務往來相關規定辦
理，並由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統籌負責。
指定銀行代為處理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之各項業務，
向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收取合
理對價以支應其營業費用者
，該收入應列為指定銀行之
所得，並依規定申報繳稅；
指定銀行未向國際金融業務
分行收取對價時，其代為處
理各項業務之費用，不得以
費用列支。

得委託指定銀行代為處理之
業務範圍，包括經主管機關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許可辦理之兩岸金
融業務；其控管作業應依兩
岸金融業務往來相關規定辦
理，並由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統籌負責。
指定銀行代為處理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之各項業務，
向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收取合
理對價以支應其營業費用者
，該收入應列為指定銀行之
所得，並依規定申報繳稅；
指定銀行未向國際金融業務
分行收取對價時，其代為處
理各項業務之費用，不得以
費用列支。

第五條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
理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業務，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不
受管理外匯條例、銀行法或

第五條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
理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業務，
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不
受管理外匯條例、銀行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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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增訂全國農業金庫
設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得委託其指定銀行代為處理
各項業務及其帳列方式。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一、配合全國農業金庫得設立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並由農委
會擔任行政主管機關，爰修
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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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金融法及中央銀行法等

中央銀行法等有關規定之限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修

有關規定之限制。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有關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授信及
其他交易限制、主管機關檢

制。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有關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授信及
其他交易限制、主管機關檢

正第三項所引用該條文之項
次。

查或委託其他適當機構檢查
、財務業務狀況之申報內容
及方式、經理人資格條件、
資金運用及風險管理之辦法

查或委託其他適當機構檢查
、財務業務狀況之申報內容
及方式、經理人資格條件、
資金運用及風險管理之管理

，由其行政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銀行定之。
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款規定設立之國際金

辦法，由金管會洽商中央銀
行定之。
依第三條第二款、第三
款規定設立之國際金融業務

融業務分行，應專撥營業所
用資金，其最低金額由金管
會定之。

分行，應專撥營業所用資金
，其最低金額由金管會定之
。

第十條 本國銀行及全國農業
金庫設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得與其總行同址營業；

第十條 本國銀行設立之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得與其總行
同址營業；外國銀行設立之

外國銀行設立之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得與其經指定辦理
外匯業務之分行同址營業。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得與其
經指定辦理外匯業務之分行
同址營業。

第二十一條之一 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應報經行政主管機關核准，
並副知中央銀行：
一、變更機構名稱。
二、變更機構所在地。
三、變更負責人。

第二十一條之一 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應報經金管會核准，並副知
中央銀行：
一、變更機構名稱。
二、變更機構所在地。
三、變更負責人。

四、變更營業所用資金。
五、受讓或讓與其他國際金
融業務分行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
六、暫停營業、復業或終止
營業。

四、變更營業所用資金。
五、受讓或讓與其他國際金
融業務分行全部或主要部
分之營業或財產。
六、暫停營業、復業或終止
營業。

第二十二條 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

第二十二條 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二項所定「得依原
處罰鍰按次連續處二倍至五
倍罰鍰」易生疑義，爰修正

一、辦理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以外之業務。

一、辦理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以外之業務。

為「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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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全國農業金庫設立之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得與其總行同
址營業。

配合全國農業金庫得設立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並由農委會擔任
行政主管機關，爰修正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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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七條、第八條或

二、違反第七條、第八條或

第九條規定。
三、未依第二十條規定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或未依同
條規定提供業務或財務狀

第九條規定。
三、未依第二十條規定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或未依同
條規定提供業務或財務狀

況資料或其他報告。
四、未依規定按年繳交特許
費。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依

況資料或其他報告。
四、未依規定按年繳交特許
費。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依

前項規定處罰後，經主管機
關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
者，並得為下列之處分：

前項規定處罰後，仍不予改
正者，得依原處罰鍰按次連
續處二倍至五倍罰鍰；其情
節重大者，並得為下列之處

一、停止其一定期間營業。
二、廢止其特許。

分：
一、停止其一定期間營業。
二、廢止其特許。

第二十二條之一 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管
理辦法中之下列規定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之一 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管
理辦法中之下列規定之一者

將現行第二項所定「得依原處
罰鍰按次連續處二倍至五倍罰
鍰」修正為「經主管機關限期

，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有關同一人或同一
關係人之授信或其他交易
限制。
二、於主管機關派員或委託
適當機構，檢查其業務財
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時，隱
匿、毀損有關文件或規避
、妨礙、拒絕檢查。
三、違反主管機關就其資金
運用範圍中投資外幣有價
證券之種類或限額規定。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依
前項規定處罰後，經主管機
關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
者，並得為下列之處分：
一、停止其一定期間營業。
二、廢止其特許。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依
前條或前二項規定受罰後，
對應負責之人應予求償。

，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有關同一人或同一
關係人之授信或其他交易
限制。
二、於主管機關派員或委託
適當機構，檢查其業務財
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時，隱
匿、毀損有關文件或規避
、妨礙、拒絕檢查。
三、違反主管機關就其資金
運用範圍中投資外幣有價
證券之種類或限額規定。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依
前項規定處罰後，仍不予改
正者，得依原處罰鍰按次連
續處二倍至五倍罰鍰；其情
節重大者，並得為下列之處
分：
一、停止其一定期間營業。
二、廢止其特許。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依
前條或前二項規定受罰後，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理由同第二十二條說
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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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法制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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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負責之人應予求償。
第二十二條之二 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

第二十二條之二 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

將現行所定「得依原處罰鍰按
次處二倍至五倍罰鍰」修正為

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得依原處罰鍰按次處二

「得按次處罰」，理由同第二
十二條說明二，並酌作文字修
正。

倍至五倍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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