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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一九八○年以降，美國解除金融管制，大型金融集團有心利

用金融監理法規的寬鬆不一，設計衍生性金融商品作為避稅、套利

的工具，形成「監理套利」現象，不但使美國減少稅收、貧富差距

遽增，也導致二○○八年金融海嘯，大型金融集團和銀行紛紛倒

閉。美國政府開始反省過去解除金融管制的政策之正確性，也主張

架構新金融監理制度規範的必要性。當金融龍頭的美國走向嚴格金

融監理之際，台灣正為了與世界接軌而進行金控合併的歷程，金融

控股公司為了擴張版圖、吸引資金而主張開放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聲

音不絕於耳，然而，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監理規範是否已妥致，仍

待深入觀察與探討。本文以美國雷曼兄弟設計衍生性金融商品協助

客戶避稅為例，建構常見的監理套利模式，從該例中可證政府的寬

鬆監理對金融秩序的戕害，進而探討監理套利衍生的課稅爭議，金

融監理機關應慎防監理套利的負面案例在台灣重現。 

 
關鍵詞：監理套利、租稅套利、境外金融中心、衍生性金融商品、濫用租稅

天堂、金融監理 

 
 

3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一四期 

−160− 

壹、前 言 

美國歷經三十年的解除金融管制，金融服務業創造許多衍生性

金融商品（derivatives），來追求最大獲利，雖然帶領美國的金融

業在世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回顧美國大型金融集團的榮景

期，追求獲利至上的經營目標，導致「監理套利」（regulatory ar-
bitrage）現象，對美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關於監理套利在國內少

有學者專文論及，然而在美國已經引起相當關注，因為監理套利之

濫用已經造成美國稅收短少、貧富差距擴大、戕害公理正義等問  
題1。由於美國政府和司法界均體悟監理套利者破壞經濟秩序，故

採行嚴格立法和執法，當美國的法規範趨向嚴格，監理套利的空間

便趨近零，因此監理套利者將會流動到監理規範寬鬆的國家或區

域。台灣的金融服務業歷經二次金改後已經是金控天下，為了追求

利潤和業績，是否也會成為監理套利滋生的溫床，值得深入研究。 
關於監理套利的行為態樣十分多元，而且因為通常伴隨著不同

型態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多層化的交易流程、境外金融中心的防護

網，國內文獻尚未有統整的介紹。本文係初探性研究，故先介紹監

理套利之定義、背景成因、目的、特徵和弊端，以使讀者對監理套

利之概念建立基本認識；其次引用美國最常見的利用衍生性金融商

品避稅為例，分析大型金融集團如何利用金融監理規範的模糊地帶

進行套利的流程；再者，本文並以美國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作為案例，該投資銀行為了達到監理套利之目的，專為

客戶設計避稅型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使美國每年稅收短少。繼

                                                   
1 美國國會調查辦公室調查報告Cayman Island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

countability Office Ⅱ (July 24, 2008), available at The U.S. Senate website, 
http://finance.senate.gov/press/Bpress/2008press/prb072408a.pdf (last visited: 2008.1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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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將監理套利可能產生避稅問題，整理國內關於稅務爭議，探

討衍生性金融商品課稅與租稅法律主義、實質課稅原則間的衝突與

調和。最後本文將從法制規範面探討如何避免監理套利的情況在台

灣重演，作為相關機關部門擬定監理規範之參考。 

貳、監理套利之簡介 

監理套利在美國已經有許多法律學者探討研究，在國內少有專

文論及，故先就監理套利之定義解釋說明如下： 

一、名詞定義 

套利（arbitrage）原本是金融概念，其相關定義有2： 
從糾正市場價格或收益率的異常狀況中獲利的行動。異常狀

況通常是指同一產品在不同市場的價格出現顯著差異，套利即低買

高賣，導致價格回歸均衡水準的行為。套利通常涉及在某一市場或

金融工具上建立部位，然後在另一市場或金融工具上建立與先前部

位相抵銷的部位，在價格回歸均衡水準後，所有部位即可結清以了

結獲利3。 
在某種金融資產擁有兩個價格的情況下，以較低的價格買

進，較高的價格賣出，從而獲取收益。例如，某個股票同時在倫敦

和紐約上市，同股同權，但是在紐約賣十美元，在倫敦卻賣十二美

                                                   
2 套利的定義並未有統一的解釋，以下僅列舉其二為參考，惟二種解釋並無分別

之界限，先予敘明，並感謝匿名審稿人指出缺失。 
3 路 透 金 融 辭 典 網 站 ， 網 址 ： http://glossary.reuters.com.cn/wiki/index.php/

 %E5%A5%97%E5%88%A9，最後瀏覽日：2007年11月11日。如私募股權基金

藉併購企業行套利，參William K. Sjostrom, PIPES, 2 ENTRTPREN. BUS. L.J. 381 
(200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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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投資者就可以在紐約買進，到倫敦賣出。現實中的套利策略非

常複雜，流行的分支有可轉換債券套利（convertible arbitrage）、

股利套利（dividend arbitrage）、併購套利（merger arbitrage）   
等4。 

「監理套利」一詞在台灣法學界則鮮有專文論述，狹義監理套

利係指，利用兩國或兩地監理法規的寬鬆不一致所形成的套利空

間，設計各種的金融交易，以創造鉅額利潤。廣義監理套利係指，

利用各種法規範的不一致或未受法規範的空間，藉著多層化、假交

易、資訊揭露不足，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間來回套利。 
套利機會存在的原因很多，對社會有利，也可能不利，根據古

典套利理論，讓套利機會的程序變成「冒險」將消除套利存在，而

消除套利機會將產生更效率的結果。然而事實上，有相當可觀的衍

生性金融商品套利係本質上即具有套利性質，增加套利活動可能減

少套利利潤，但並不能完全消除套利存在5。結構性套利（如監理

套利）之盛行，在管制法令修改前，尚不能期待監理套利完全消弭

於無形。更有甚者，意圖消除永久性套利機會的程序可能會導致無

效率交易，例如，投資者買賣基金必須分成好幾個交易程序，反而

降低利潤空間，進而減損社會整體利潤。 

二、形成背景 

美國產生監理套利現象有其背景性，因為過去的美國政府採取

寬鬆的金融監理政策，亦即對金融市場解除管制，目的為使市場依

                                                   
4 維基百科網站，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97%E5%88%A9，最

後瀏覽日：2007年11月11日。 
5 Frank Partnoy, Financial Derivatives and the Costs of Regulatory Arbitrage, 22 J. 

CORP. L. 211, 7 (199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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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市場機制自由運作，且透過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美國金融業成

為全球化之霸主，金融機構和企業利用寬鬆監理法規行套利之實的

案例層出不窮，茲簡述如後： 

解除管制（deregulation） 

自 一 九 七 八 年 以 來 ， 美 國 的 金 融 監 理 政 策 在 管 制

（regulation）與解除管制間，產生相當爭議。主張解除管制一方

認為，政府應尊重市場機制，避免過度干預，造成金融市場箝制，

反而無法促進經濟發展6。然而主張管制一方認為，政府有義務對

金融市場運作加以嚴格規範管理，並認為寬鬆金融監理是造成二○

○八年美國金融海嘯的原因7。不過崇尚自由主義的美國選擇朝向

解除管制發展，一九九九年施行「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

（Financial Service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又稱Gramm-Leach-
Bliley Act），打破一九三三年銀行法（Glass-Steagall Act of 1933，
又名格拉斯．史帝格法案）所設立的銀行、證券業務分流的金融防

火牆限制，從此走向業務百貨化的金融控股公司（ Financial 

                                                   
6 美國從1978年卡特（ Jimmy Carter）總統簽署航空解除管制法（The Airline 

Deregulation Act of 1978）開始邁入30年解除管制時代，這波解除管制風潮後

來傳向能源業、電信業和金融服務業，當時的華盛頓政客們，無論是民主黨或

共和黨，均視管制（regulation）如毒水猛獸，避之唯恐不及。Business Week, 
September 18, 2008, avaliable at http://www.msnbc.msn.com/id/26774653/ (last 
visited: 2008.12.09). 

7 例如，美國總統巴拉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在競選時即主張1999年通過

的美國金融服務法（The Gramm-Leach-Bliley Act，簡稱GLBA）放寬銀行、證

券、貸款公司和保險公司的業務經營界線，鼓勵大幅放款給民眾購買房屋是造

成2008年銀行業陷入大蕭條時代的元兇。Business Journal, September 19,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bizjournals.com/phoenix/stories/2008/09/15/daily81.html 
(last visited: 2008.12.0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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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ing Company）模式8。因此，企業、金融機構有更多的空間可

以揮灑，自由地設計各種新式金融商品、選擇投資標的物，並且積

極向美國本土以外的領域擴張。 
然經過三十年的解除管制，美國已漸漸嘗到苦果，從二○○一

年爆發的安隆破產案，到二○○八年的雷曼兄弟破產案，證明解除

管制無論適用在企業或金融業，都有許多討論空間。套利的興起與

便利使現代資本市場產生深遠的改變，其中之一即是全球性管制自

由化。現代的資本市場跨國界流動更簡便迅速，因此鼓勵新興金融

工具和交易創新，連帶使得管制措施、法律等均改變9。套利的便

利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彈性也使得國家欲限制金融交易或增加其交易

成本愈發困難。 

全球化（globalization） 

全球化市場係指金融交易活動不再侷限於一國之內，投資者可

以選擇將資金轉移到新興市場，以尋求最大獲利，或者當某地的經

濟景氣陷入循環低潮時，移轉資金可以確保利潤不因投資環境變化

而侵蝕 10。各種共同基金（mutual fund）、避險基金（ hedge 
fund）的產生，讓金融資本移動組織化、規模化。以避險基金為

例，雖然名為避險，但是演變至今，避險已經不是基金設立的最終

目的，追求絕對的獲利才是目的。在這樣獲利至上的驅動下，基金

經理人、商務律師、會計師、稅務專家等，在建構金融帝國的同

                                                   
8 謝易宏，潰敗金融與管制迷思——簡評美國2008年金融改革，月旦法學雜誌，

164期，頁186-188，2009年1月。 
9 Joseph A. Grundfest, The Limited Future of Unlimited Liability: A Capital Markets 

Perspective, 102 YALE L.J. 391 (1992). 
10 Steven L. Schwarcz, The Global Alchemy of Asset Securitization, INT’L FIN. L. REV. 

34 (199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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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往往會將法令規範的界線模糊化。  

衍生性金融商品誕生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目的通常用來進行「套利」，例如，在金融

市場中尋找價格異常但低風險的金融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提供金

融投資者在欠缺某類型的金融工具時，一項填平缺口的工具，例

如，某國欠缺長期公司債市場，投資者便可能運用利率或匯率選擇

權來產生固定收益。實務上，金融投資機構經常會設計新衍生性金

融商品，以回應新監理措施11。如果某種監理措施對非衍生性金融

商品增加交易成本，便促使金融投資機構有動機去設計衍生性金融

商品，去避免違反監理法規或企圖降低交易成本。衍生性金融商品

是具有延展性的，而且在現行的安全系統中可達到經濟平等，儘管

可能要面對不同的租稅、會計準則或者監理規定12。雖然衍生性金

融商品並非毫無優點13，惟金融機構和企業如果浮濫運用其商品特

                                                   
11 金融市場國際化、複雜化，使得紐約的商務律師和投資銀行家投入設計新金融

商品來因應監理法規獲取更大的利潤。Peter G. Morrissey, Note, Regulating Risk 

in Financial Markets: Private Insurance for Public Funds, 69 S. CAL. L. REV. 
1168-73 (1996). 

12 關於衍生性金融商品的介紹，可參見SIMON FIRTH, DERIVATIVES: LAW AND PRAC-

TICE (2003). 及CHRISTOPHER L. CULP, RISK TRANSFER: DERIVATIV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2004). 
13 衍生性金融商品之優缺點可見於下表： 

項 目 優 點 缺 點 
資產負債表外交易 
（ Off-Balance-Sheet ， 簡 稱

OBS） 

不經由財務報表的表達，即可

達到理財、資金調度的效果。

對報表使用者產生很大的潛在性

風險。 

槓桿操作 以少許資金達到預期的經濟效

果。 
操作不當即導致重大損失和風

險。 

機動性、融通性高 可因應使用許求，提供量身定

作的商品。 
商品不易被瞭解，增加操作和管

理的困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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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缺失，即可能產生監理套利。 

三、行為目的 

進行監理套利的最終目的便是追求最大獲利，歸納分析其他目

的如下： 

租稅規劃（tax planning） 

避稅是最簡便、普遍使用的手段，因為租稅會增加交易成本，

所以理性的納稅人均會尋找租稅最少的投資機會，進而在期待有獲

利的情況下，選擇租稅最少之金融交易14。現行資本流動或資本流

動市場定價的租稅限制，讓監理套利者可預估租稅如何能減到最

少。租稅限制會影響商品定價，舉例而言，投資人甲購買A和B兩

種經濟價值相同的金融商品，但政府對A商品課稅，則B商品因為

沒有課稅負擔，所以相對較便宜，使得先前已經購買A商品的投資

人會轉而購買B商品。再舉一例，美國政府對購買C金融商品的投

資人有租稅優惠，B公司因而購買C金融商品，但後來美國政府取

消優惠措施，改對C商品課稅，B公司也會盡可能將資金轉向其他

金融商品。 
跨國界交易通常用來分散或避免所得稅，或者利用各國不同待

                                                                                                                        
項 目 優 點 缺 點 

交易成本低 交易成本低。 市場充斥投機者，容易影響市場

秩序和行情。 

評價複雜 
可藉由電腦運算，快速得知價

格。 
價格評估有爭議，財務報表不透

明化。 

資料來源：柯瓊鳳、蘇煥文，衍生性金融商品會計處理及風險管理，頁26，

1997年4月。 
14 Edward D. Klienbard, Equity Derivative Products: Financial Innovation’s Newest 

Challenge to the Tax System, 69 TEX. L. REV. 1319, 1321-22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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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作為避險措施，又或者善用外國租稅免稅額。譬如說澳洲政府對

國內發行的證券均預扣所得稅，相反地，若由信用評等高的歐洲金

融機構發行的某種歐洲債券卻不需預扣所得稅，該歐洲金融機構操

作交換交易（swap）時，可能收澳幣，然後以美元支付，如此一

來，該歐洲金融機構就可以降低投資成本、並免除預扣所得稅15。 

符合會計原則 

為符合會計準則將會增加金融投資工具的成本，衍生性金融商

品可運用來減輕或避免該種增加的成本，亦即如果一項交易不列入

會計科目，交易方可以減少費用負擔或避免公開揭露（disclo-
sure）的規範拘束。會計準則的基礎在資產（ asset）和負債

（liability），然而，絕大多數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既非資產、亦非

負債，各國採行的會計準則對衍生性金融商品係列為資產或負債均

不同。要想確認某種衍生性金融商品究竟是資產或負債，對會計師

或多數監理機關而言，都是十分曠日廢時的工作16。通常金融商品

為「股票」時，才負有揭露義務，對多數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揭露義

務卻不明確17。 
公開發行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balance sheet）和損益表

（income statement），關於收益如何分列會計科目亦產生相同爭

議。例如，交易方為了達到會計目的，可利用交換交易或其他衍生

性金融商品以鎖定籌碼，即使合約或罰則均禁止鎖定籌碼或提前還

                                                   
15 Partnoy, supra note 5, at 8. 
16 Todd E. Petzel, Derivatives: Market and Regulatory Dynamics, 21 J. CORP. L. 95 

(1995). 
17 例如，1993年1月14日，美國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FTC) 

通過特定交換交易契約和混合型商品，豁免適用商品交易法（Commodity Ex-
change Act）之大多數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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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18。在上述例子中，交易方可能會負擔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利息以

避免成本和罰款19。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另一種功能是避免認列會計

損失，或者使用特別會計原則避免移動資產負債表外交易損失時被

列為真正的損失。 
資產負債表和信用評等機構（credit rating agency）的角色息息

相關，特別是證券化金融商品，包括抵押型衍生性金融商品

（mortgage derivatives）。例如，如果某種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信用

評等較其他同類的金融投資工具高，則銀行應該會比較有意願購買

該衍生性金融商品，因為該種商品所需的資金門檻低20。當遵守監

理法規產生的成本高於衍生性金融商品可避免高資金門檻時，銀行

自然而然選擇後者。非銀行機構（如保險公司），其投資所適用的

監理規定也是依據信用評等21。 

規避投資限制 

金融商品的投資限制通常由政府或地方監理機關所制訂，或由

投資人的管理階層訂定，其標準為「謹慎原則」（prudential）22。

限制對象包括：禁止金融商品投資工具交易，例如，禁止期貨或

                                                   
18 例如，市場要求貸款人不得提前還款，貸款人必須利用衍生性金融商品來達到

提前還款，而又能維持與借款金融機構的原有關係，如貸款、還款信用、低利

率融資條件等。 
19 交易方負擔的利息，例如，貸款人對衍生性金融商品的投資報酬有一定期望

值，以股價指數為準，一旦衍生性金融商品的報酬超越股價指數，則貸款人就

必須給付比市場利率高的利息來鎖住報酬。 
20 Jonathan R. Macey, Derivatives Instruments: Lessons for the Regulatory State, 21 J. 

CORP. L. 74 (1995). 
21 Partnoy, supra note 5, at 10. 
22 SATYAJIT DAS, SWAPS AND FINANCIAL DERIVATIVES: THE GLOBAL REFERENCE TO 

PRODUCTS, PRICING, APPLICATIONS AND MARKETS 149 (2nd ed.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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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交易；投資特性的限制，例如，禁止外匯交易或長期債券

交易；授信限制23。 
投資人通常會設計一些交易方式以規避監理機關所設的限制。

個人投資者和受僱人（會計師、律師、稅務專家等）也會參與這類

交易，以達到更好的投資收益，或者為了個人獲利而承擔額外的風

險。簡而言之，投資人間接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達成他們用其他工

具方式不能達到的目的。 
美國橘郡（Orange County），即是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規避

投資限制的著例。橘郡的法規只允許投資高固定收益、最長期限五

年的金融商品。一九九○年代初期，橘郡財政廳所購買的多種金融

商品，至少在「形式上」都不違反上述的投資限制，因為這些金融

商品都是高利率、五年或五年以下的結構性債券（ structured 
note）。然而事實上，這些結構性債券的投資風險遠比橘郡法規所

允許的風險高出甚多，財務長包伯．西壯（Bob Citron）大量投資

附賣回協定（reverse repurchase agreement）和反浮動債券（inverse 
floater）。反浮動債券係衍生性金融商品，如果市場利率上升，支

付較少的利息；反之，則支付較多的利息。西壯預期市場利率會持

平或下降，便採高槓桿策略（利用附賣回協定增加槓桿比例），然

而一九九四年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一連串升息

措施，導致短期利率大漲，附賣回協定又需要擔保品，橘郡無力追

加擔保，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橘郡的投資組合虧損逾十六億美元，宣

告破產，創下地方政府史上最大投資虧損紀錄24。 
再以日本為例，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晚期，日本投資人想

要增加外幣計價證券的持有部位，但當時監理法規規定上限為

                                                   
23 Klienbard, supra note 14, at 1325. 
24 Steven Drobny著，洪慧芳譯，避險基金交易秘辛，頁60，2007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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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然而，這項投資限制並不涵蓋由日本公司發行的外幣計價證

券，因此日本銀行利用這項監理規定的疏漏，大量發行外幣計價證

券。由於當時市場供需有強烈的需求，所以日本銀行均能以很低的

利率出售此類證券，對銀行而言，銀行輕易地用外匯交換交易，規

避炒匯限制25。 
此外，日本投資人投資零息債券（zero coupon bond）26可享有

投資獲利租稅優惠，但是日本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簡稱

MOF）卻限制日本退休金基金購買過多的非日圓計價的美國零息

債券，不過日本財政部將雙元債券（dual currency bond）27歸類為

日圓計價債券，故日本投資人仍可利用雙元債券享受美元零息債券

的租稅優惠28。另有些投資限制是針對保密性投資人，像特定公司

                                                   
25 藉由這類交易，日本銀行以低成本取得資金，同時日本投資人增加外幣部位，

然而，這種監理套利使得日本政府原先欲透過降低日人外幣投資部位以減輕匯

率波動的計畫無法實現。Das, supra note 22. 
26 是指一種債務憑證，指債券以折價方式發行，不定期付息，以低於面值價格出

售的債券。投資者持有此類債券主要在於獲得資本增值，即是贖回面值高於購

入折扣價的差額；對發行機構而言，可免除需要定期付息所引致的資金周轉問

題。 
27 雙元債券指的是利息和本金以不同貨幣計價的債券。舉例來說，譬如有1張5年

期的債券，年息5%，票面本金是美金10,000，賣10,100美元，每年支付500美

金的利息，但最後期滿償付本金的時候，不是還10,000美元，而是還8,000歐

元，這樣一張債券就是典型的雙元債券；網址：http://greenhornfinancefootnote. 
 blogspot.com/2007/08/dual-currency-bond.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 ： 2008 年 12 月 11

日。 
28 1986年3月29日第一次雙元債券在日本市場發行，係由中國銀行和The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發行。日本MOF修正監理規定，要求這類雙元債

券必須以日圓計價支付，但1990年初期以降，日圓利息下降，導致購買高利率

雙元債券的日本壽險公司，無法達到預期獲利。壽險公司為了規避監理法規，

便改買「可轉換雙元債券」，債券的可付息票（coupon payable）用外幣計

價，本金用日圓計價，這種雙元債券仍被歸類為日圓計價債券。Partnoy, su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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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避免信用評等公司或政府監理機構的審查，或特定政府單位亦

希望避免國際投資組織和媒體的監督，此類政府單位會採用代理人

交易方式，例如，支付手續費給守密的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
pose vehicle，簡稱SPV），以隱藏其真正身分。還有些投資限制是

監理機構透過申請時間和流程來控制投資基金的流動，例如，投資

人欲貸款申請發行債券之等待期間長達一年29。由於多數的貸款者

需能夠預期市場情況和易變性（volatility）30，為避免政府不同意

貸款時，投資人需要貸款，或者政府核撥貸款時，投資人無資金需

求的情況，A貸款人會和B貸款人交換貸款順序，A貸款人支付手

續費給B。 
上述交易有一個共通點：政府徵稅、私人監理或限制均使投資

人須支付較高價格、費用購買衍生性金融商品，因投資限制產生價

格扭曲的情況可能變得很重要。投資限制增加成本的程度越高，投

資人須支付更多費用規避限制，對市場價格影響的效果也越高。流

動性市場在不變動均價下，較可能吸引小量交易，其交易一方會因

為非經濟因素支付較高的利率31。 

政府優惠 

政府優惠政策也可能讓受優惠者有監理套利的機會。監理機構

一方面對投資增加成本或限制，另一方面也對特定投資施加優惠作

為回饋。政府優惠通常附隨金融商品或金融指數的特定限制，這種

                                                                                                                        
note 5, at 11. 

29 這類的監理限制包括排隊、施加未知的交易成本等。Das, supra note 22, at 153-54. 
30 分析證券價值相對於市場變動性的一項衡量方法，指標是資產價格年變動率的

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易變性是選擇權公式上的一個變數，此變數的

單位乃為易變性的平方乘以距離選擇權到期日之期間，故純粹是一個數字。 
31 Partnoy, supra note 5,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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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就可能產生對衍生性金融商品需求以規避上述限制。例如，出

口信用融資。多數已開發、以出口為主的國家設有代理機構協助出

口商，這些代理機構提供低成本的融資或優惠以吸引外國人購買國

產設備或其他需要大量資金成本的項目。政府可以提供特別的貶值

（specialized depreciation）32或立即沖銷（write-offs）33計畫以刺

激資本投資。設備使用者透過上述政府優惠可以較低成本取得融

資，同樣地，這類政府優惠對匯率和利率設限，將導致交換交易套

利機會和需求增加。 

四、案件特徵 

歸納分析國外的監理套利個案可以發現，該類案件均具有共同

特徵，包括：集團化、組織化、境外化等，而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

和企業市場也具備這樣的特徵或正在形成中，因此更要慎防監理套

利在國內重演。 

集團化 

一九八○年代美國的銀行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或稱資產

負債表外交易（off-balance-sheet，簡稱OBS）蓬勃發展，一九八九

年底全美銀行從事OBS的金額達五千六百九十二億美元，幾乎是資

產負債表交易（三千二百三十四億美元）的二倍34。由於OBS交易

                                                   
32 浮動匯率制度下，一單位某國貨幣可兌換的他國貨幣減少，例如，台幣對美元

之匯率由US$1=NT$26變為US$1=NT$25，則美元貶值，貶值代表貨幣的價值

及其購買力下降，金融資產（如︰股票、債券）的價值下跌的情況亦稱之貶

值。 
33 將資產轉為費用或損失的處理過程，沖銷會使資產的價值降低，或盈利下降，

一些被認為是無價值的資產（如壞帳），便可用沖銷原則在帳面上予以刪除。 
34 Julapa Jagtiani,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of Bank Derivatives activi-

ties, in DERIVATIVES, REGULATION AND BANKING 7 (Barry Schachter ed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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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專業人才、資金需求、財務金融專業度均使得入門門檻加高，

因此並非每一家銀行均能參與市場。一九九一年底，全美有六百十

二家銀行承作OBS交易，但也有超過一萬一千家銀行未操作任何衍

生性金融商品；OBS交易集中在十三家國際交換交易和衍生性金融

商品協會（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以下簡

稱ISDA）會員，占全美交易量的81.7%，又其中六大金融集團，包

括美國銀行（BankAmerica）、信託銀行（Bankers Trust）、大通

銀行（Chase bank）、漢華銀行（Chemical bank）、花旗銀行、摩

根銀行等，占十三家ISDA會員之85.9%交易量，占六百十二家銀行

之70.3%交易量35。金融業集團化現象存在已久，我國因為要與國

際接軌，擴大現有銀行規模以進軍國際市場，所以有一次金改和二

次金改，讓金融業不斷整併，大型金控集團於焉產生。金控公司下

設多個子公司、孫公司、曾孫公司等，增加監理的成本和困難度，

利用多層化的組織架構，金控公司可以善加操作，運用法規未規範

的缺失，讓子公司代為不法行為。 

組織化 

由於監理套利的流程十分複雜多變，非單一個人、企業能獨力

完成，必須仰賴龐大的「專業組織團隊」遂行套利行為。所謂「專

業組織團隊」包括：財務顧問、企管顧問、會計師、律師、銀行、

投信等，組合模式可能由欲進行監理套利者分別聘用上揭人員以進

行計畫，更精進者則成立一家專門為人進行監理套利的公司，上揭

專業人員的服務一應俱全，提供量身定作的套裝商品，因此委任企

業無須再費心個別規劃接洽，只要和特定公司簽約，即可選擇由該

                                                   
35 Joseph F. Sinkey & David Carter, Derivatives in U.S. banking: Theory, Practice,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DERIVATIVES, REGULATION AND BANKING 73 (Barry 
Schachter ed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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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任公司代為處理全部流程，只須給付該公司一定比例的佣金即

可36。由於這樣專業化服務，使得監理套利的進行從游擊戰轉變為

組織戰，這些擁有專業知識與技能的菁英份子，具有高超的智力和

豐富的經驗，其得以聘僱全球的專業菁英，為其收集各國的監理、

稅務法規、金融資訊等，從中分析尋找監理套利的空間，並進而設

計交易流程、金融商品以符合或規避各國的法規範。 

境外化 

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或者租稅庇護所

（tax haven），是監理套利流程關鍵的核心。境外銀行業務的外來

資產和負債高於其當地經常帳戶。大部分金融業務與當地居民並無

緊密聯繫。境外金融機構則可以免受一系列監理，如銀行存款不受

儲備要求、所得稅豁免、無利率和匯率限制，沒有相關稅收、外匯

管制和規章制度的限制環境，有些甚至於不對負債、股本金、資本

適足率和流動性作限制，最重要的優勢之處在於嚴格銀行保密法和

嚴格公司保密法，銀行可以不揭露客戶資訊，為客戶資產保密。如

此寬鬆的金融監理對金融機構幾乎毫無限制，空殼公司、信箱公司

等不具名公司紛紛登陸，犯罪份子可以在這些地方進行匿名存儲，

設立匿名公司，使犯罪收益難以被發現37。 
不論中外金融、企業弊案，剖析其中奧妙，必然與境外金融中

心脫不了關係。以一九九二年的國際信貸商業銀行（Bank of Credit 
& Commerce International，以下簡稱為BCCI）破產案為例，該銀

行註冊地盧森堡是境外金融中心，其經濟規模較小，但具有發達的

                                                   
36 例如，開曼群島最大的境外公司註冊代辦機構杭特洛企業服務公司（Huntlaw 

Corporate Services Ltd.），William Brittain-Catlin著，李芳齡譯，境外共和國，

頁72，2007年1月。 
37 William Brittain-Catlin著，李芳齡譯，同前註，頁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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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和基礎設施，並對外來銀行和投資者提供稅收優惠，是地

區金融中心。BCCI利用境外金融中心寬鬆監理措施和對客戶保密

的優勢，將犯罪黑錢在這些境外金融中心轉移，包括：盧森堡、巴

哈馬、巴拿馬、開曼群島、加勒比海、南太平洋等島國，均遭

BCCI作為資金移轉和隱藏的工具國。BCCI從一九七二年設立到一

九九二年宣布破產，侵吞八萬名存款戶約一百五十億美元，被稱為

「世界上最腐敗的金融王國38」。 
在我國，二○○六年鬧得滿城風雨的中信金控插旗兆豐金控

案，則是利用境外金融中心隱藏利得的另一種模式。中信金控利用

結構債之特性，鎖定兆豐金控股票，利用中國信託銀行香港分行透

過英商巴克萊銀行旗下之巴克萊資本證券有限公司鎖定兆豐金控之

股票，發揮「鎖單」效應，一方面取得對兆豐金控董事會多數席

次，進而掌握經營權；另一方面，中信金控指示中國信託銀行香港

分行將結構債契約轉賣給第三人公司——紅火公司（Red Fire），

使得紅火公司平白獲利約新台幣十億元，而中國信託銀行香港分行

卻因此損失十億元。該紅火公司即設立在開曼群島，主事者原欲利

用境外金融中心隱密的優越性，隱藏十億元的利得，不過事後仍追

查出紅火公司與中信金控辜家的私人關係密切39。 

五、衍生弊端 

監理套利除了有上述的特點之外，更重要的是，其產生的負面

影響超過想像，以下僅就最嚴重的減少國家稅收、不利整體經濟發

                                                   
38 維 基 百 科 網 站 ， 網 址 ：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nk_of_Credit_and_Com- 

merce_ International，最後瀏覽日：2008年12月16日。 
39 蔡南芳、饒佩妮，揭開結構債之神秘面紗——中信金控插旗兆豐金控案，載：

貪婪夢醒經典財經案例選粹，頁387-388，2008年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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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拉大貧富差距三部分敘明如下： 

減少國家稅收 

由於境外金融中心享有租稅優惠甚至免稅的好處，已經成為企

業、富豪用以規避稅賦的必要工具。根據美國總審計局（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下簡稱GAO）於二○○八

年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n Finance, U.S. 
Senate）聽證會之證言，開曼群島有二百七十七家註冊銀行、超過

八萬家註冊公司、逾九萬家投資基金在此登記、另有七百六十家保

險公司。美國財政部也發布，二○○六年底為止，美國投資人持有

開曼群島發行的股票將近三千七百六十億美元、位居美國人持有國

外股票總值排名的第五名；二○○七年九月止，美國對開曼群島的

金融債務近一點五兆美元40。世界銀行統計，每年因犯罪活動、貪

污、逃漏稅的跨境金流高達一兆至一兆六千億美元41。 

不利整體經濟發展 

國家稅收是預算、建設發展之基礎，稅制之公平性影響國家整

體經濟發展甚鉅。美國在主張解除管制的政策下，金融業大量推出

創新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讓美國金融業成為世界霸主；不過，寬鬆

監理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結果，卻銷蝕美國整體經濟基礎。一九八七

年和二○○八年的金融風暴均和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氾濫有關，前者

是牽涉證券資產計達六百億美元的投資組合保險（portfolio insur-
ance），後者則是估計達數十兆美元的次級房貸相關衍生性金融商

                                                   
40 Cayman Islands, supra note 1, at 8-11. 
41 陳一珊、辜樹仁，全球圍堵——境外不再天堂，天下雜誌，404期，頁40，

2008年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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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42。美國產業逐步空洞化、消費逐步膨脹，也造成嚴重的雙赤字

（財政赤字、經常帳赤字）問題。美國國會通過七千億美元紓困計

畫，占美國GDP的5%左右，英國約八千三百五十億美元，占英國

GDP的30%，德國約五千億美元，占德國GDP約15%，均對國庫造

成更加沈重的壓力43。 

拉大貧富差距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
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二○○八年報告指出，已

開發國家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其中又以美國最為嚴重，這些國家的

童工和低技術勞工變得更貧窮。該份報告以一九八五年至二○○五

年三十個會員國的貧富數據為基準，顯示兒童和青少年之貧窮人口

比率，比總人口貧窮人口比率高出25%，單親家庭的小孩更嚴重。

美國貧富不均問題，嚴重程度僅次於墨西哥、土耳其，美國貧富差

距在二○○○年後急遽擴大，在美國，最有錢的前10%人口，平均

年收入是九萬三千美元（約新台幣三百萬元），也是OECD中最高

的。最窮的10%人口，平均年收入則為五千八百美元（約新台幣十

九萬元），比OECD的平均低20%，在美英、義大利等貧富不均的

國家，社會流動最困難44。  
另根據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以下簡稱IRS）

公布的數據顯示，全美最富有的1%的人口在二○○五年收入所得

                                                   
42 田習如，這次將步上哪次歷史危機的後塵？恐懼的總和！，財訊月刊，320

期，頁127，2008年11月。  
43 鄧麗萍，從資產負債表檢視各國財政實力，下一個破產國家在哪？，財訊月

刊，320期，頁112，2008年11月。 
44 聯合報，2008年10月22日，網址：http://jinynlu2007.blogspot.com/2008/11/blog-

post_04.html，最後瀏覽日：2008年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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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國總收入的21.2%，創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歷史新高，這

一數字比二○○四年的19%有明顯增加，也超過了二○○○年的歷

史紀錄，當時為20.8%。同時，美國有一半的人口屬低收入，這一

群體卻變得更窮。在二○○五年收入所得占全國總收入的12.8%，

這比二○○四年的13.4%更低，也低於二○○○年的13%45。 

參、監理套利之案例 

由於監理套利之型態相當複雜多元，因此以下僅先就金融機構

利用稅務法規漏洞，設計衍生性金融商品提供給客戶以大量逃漏稅

作深入的介紹，並援引雷曼兄弟投資銀行之個案為例，茲說明如

下： 

一、案例事實 

美國的金融機構利用境外金融中心、租稅天堂的管轄權優勢和

零稅負的優點，吸引避險基金、私募股權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退休基金（pension fund）、共同基金、大型企業、個人富

豪等，藉著購買這些金融機構推出的特種金融商品46規避美國的稅

法相關規定，達到不合法減稅或完全避稅的目的。此類避稅風潮源

起於一九九○年代初期，並隨著時間越演越烈。二○○三年美國調

降股利稅率，使許多美國企業紛紛編列股利，而稅法修正對交換交

易之商品交易享有租稅優惠，因此讓「有心的」稅務人士想出在會

計科目上動手腳，即以交換交易支出替代股利支出，以順利逃避

                                                   
45 網址：http://gtob.sdnews.com.cn/www.sdnews.com.cn/finance/2007/10/14/266169. 
 html，最後瀏覽日：2008年11月15日。 
46 例如，嗣後將介紹雷曼兄弟投資銀行推出的Single Stock Swap、LPS Swap、

CFD Swap、Cayco Ⅰ Swap、Cayco Ⅱ Swap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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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股利課稅47。 
根據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於二○○八年九月十一日公布的調

查報告，揭露了美國金融機構近十年來，利用美國稅法上的某項漏

洞，而協助旗下客戶規避美國IRS的課稅處分。這些列名黑名單的

金融機構包括：雷曼兄弟、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德意

志銀行（Deutsche Bank）、瑞士銀行（UBS）、美林、花旗

（Citigroup）等為國人耳熟能詳的大型國際金融集團或投資銀行。

每年從這些金融集團經手協助逃稅額達一千億美元48，在美國形成

「境外逃稅濫用」（offshore tax abuse）的監理黑洞49。 

二、法令規範 

根據美國現行法規定，美國公司給付股利給非美國人（包括個

人、公司、合夥或其他型態的企業等），必須扣繳30%的所得   
稅50；美國與該非美國人股東之居住國另有稅率優惠者除外51。美

國稅法也規定這30%的所得稅必須「就源扣繳」，目的在保障IRS

                                                   
47 美國參議院常設委員會調查報告Dividend Tax Abuse: How Offshore Entities 

Dodge Taxes on U.S. Stock Dividends Staff Report, United States Senate Perma-
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 2-5 (Sep. 11, 2008).  

48 實際金額無法確認，該金額係由美國各稅務專家保守預估統計。根據各金融機

構內部資料及IRS稅務紀錄得知，僅就逃避股利應納稅金部分，Morgan Stanley
自2000至2007年間，超過3億美元；Lehman Brothers僅2004年，有1億1,150萬

美元；UBS從2004至2007年，計6,200萬美元；Maverick Capital Management自
2000至 2007年 ， 將 近 9,500萬 美 元 ； Citigroup從 2003至 2005年 ， 近 9,500萬 美

元。See id. 
49 Dividend Tax Abuse: How Offshore Entities Dodge Taxes on U.S. Stock Dividends 

Staff Report, supra note 47, at 1. 
50 大部分的租稅天堂國，或居住國不明時均適用該稅率。 
51 I.R.C. 871(a)(2)(A)及881(a)(1). 例如，英國便簽有租稅優惠協定，英國居民適

用15%的稅率。 

23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一四期 

−180− 

確實能在股利匯出美國前徵收到稅金，因為美國無權對非美國人的

境外所得課稅52。 
另外根據美國稅法規定，任何人對非美國人的收入有「控制、

接受、扣押、處置、支付」行為時，均視為「扣繳代理人」；扣繳

代理人即租稅債務人，若未能依法扣繳，視同該非美國人未繳   
稅53。二○○三年美國給付給非美國人的股利約四百二十億美元，

僅有4.5%（約十九億美元）有依法扣繳54。 
總結上揭境外逃稅濫用之監理黑洞肇因於政府放寬相關監理法

制，並且未即時修改法令填補漏洞，包括一九九一年美國財政部頒

行規則，使非美國籍人進行交換交易所得免稅，繼而有一九九七年

IRS頒行Notice97-66，使股票融券交易（Stock Loan Transactions）
大增，之後二○○三年降低企業發放個人股利所得稅率，也鼓勵美

國企業大量提撥股利，最後二○○四年微軟（Microsoft）提撥特別

股利計畫讓金融機構設計衍生性金融商品進行境外避稅監理套利達

到高峰55，關於此部分的詳細內容請參後文。 

三、行為主體 

避險基金、私募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大型企業、個人

富豪等，均在這場逃稅大戰中扮演重要角色。以避險基金為例，因

為現行法令低度監理的優勢，所以集結相當龐大的資金投資美國。

境外避險基金和美國的避險基金共用相同合夥人或經理人，委任一

                                                   
52 I.R.C. 1441(a), (b)及1442(a). 
53 Withholding of Tax on Nonresident Aliens and Foreign Entiti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IRS, Publication 515 (Rev. April 2007).  
54 Cayman Islands, supra note 1, at 23-24. 
55 Dividend Tax Abuse: How Offshore Entities Dodge Taxes on U.S. Stock Dividends 

Staff Report, supra note 47,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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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數家美國金融機構為其操作交易，這些受委任的金融機構便是

法定扣繳代理人，因此這些金融機構有空間得以運用逃稅來吸引境

外避險基金，購買旗下金融商品56。 

四、操作模式 

在瞭解監理套利背景與弊端後，以下將介紹美國實務上如何進

行套利的流程，可發現衍生性金融商品在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如果不事先對該類金融商品有妥適的規範，其造成的風險實現

結果對金融、經濟產生嚴重影響。 

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57 

由金融機構設計名為利息增值型（dividend enhancement）、

收益增值型（yield enhancement ）、利息加值型（dividend uplift）
等衍生性金融商品，從商品名稱上雖然都看不出與逃稅有任何關

係，但是逃稅卻是其最終目的，並且是唯一的功能。客戶購買了這

些衍生性金融商品後，金融機構會運用繁複的金融工具（financial 

                                                   
56 Dividend Tax Abuse: How Offshore Entities Dodge Taxes on U.S. Stock Dividends 

Staff Report, supra note 47, at 13-15. 
57 衍生性金融商品的種類繁多且變化多端，本篇僅擇其中一種權益交換交易為代

表。關於衍生性金融商品的發展歷史可參考：ROBERT E. WHALEY, DERIVATIVES: 
MARKETS, VALU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11-18 (2006); 關於導致美國金融

風暴的信用衍生性金融商品的檢討可參考：Jongho Kim, Can Risks be Reduced 
in the Derivatives Market? Lessons from the De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Modern Fi-
nancial Engineering Debacles, 6 DEPAUL BUS. & COM. L.J. 29 (2008). 及Aaron 
Unterman, Innovative Destruction-Structured Finance and Credit Market Reform in 
the Bubble Era, 5 HASTINGS BUS. L.J. 53 (2009); 關於新興市場國家之信用衍生

性金融商品之法制建構可參考：Anna Gelpern, Domestic Bonds, Credit Deriva-
tives, and The Next Transformation of Sovereign Debt, 83 CHI.-KENT L. REV. 14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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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透過與境外進行複雜的交易程序，使美國IRS縱然稽

查到資金的匯入與匯出，但是因為交易是在境外進行，所以無法予

以課稅。 
監理套利係由複雜的交易手段交織而成，包括：多方交易

（multitude of parties）、延長交易時間架構（longer time frames）、

多重買賣（multiple stock sales）、聯合定價（coordinated pricing）、

非常規交易（non-arms length dealing） 58等。以權益交換交易

（equity swap）為例，是一種金融合約，雙方當事人同意在一定期

間內交換兩組付款流量：一係根據某特定股票市場指數的連續性百

分率變化來計算，再加計固定碼差；另一係根據某特定短期利率指

數來計算；兩組付款流量均依據相同的名目本金數量。簡而言之，

參與交換交易的雙方約定在未來一定時間內，依照名目本金，由一

方支付對方股價指數或股票報酬，而另一方則支付對方固定利率或

浮動利率59。 
舉例而言，甲銀行同意在二年期間內，多次支付乙投資人現

金，金額相當於英國金融時報一百種股價指數（Financial Times-
Stock Exchange 100 Index，簡稱FT-SE 10060）連續半年的百分率漲

幅，再加十基點（bp）的固定碼差，名目本金為一億英鎊。如果期

                                                   
58 美國財務法規（例如，關稅法、反傾銷法等）中的常用語，意指買賣雙方之間

彼此無關聯（at arm’s length），而且在任何一方均不受對方直接或間接控制或

影響的情況下，所成立的正常買賣交易。如果當事人雙方具有親屬、僱傭或合

夥（partnership）的關係，或是互為關係企業或投資企業，則其所申報的買賣

價格因為可能並非真實的價格，美國財政當局將之視為非常規交易，而列入查

核的對象，以防止逃漏稅捐或套匯等情事。 
59 Coopers & Lybrand, Equity Swaps, IFR (1992)，股票交換交易，寰宇證券投資顧

問公司譯，頁1，1997年11月。JOHN F. MARSHALL & KENNETH R. KAPNER, UN-

DERSTANDING SWAP FINANCE 1-25 (1990). 
60 根據市值最高的100支股票，依其市值加權的股價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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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FT-SE 100下跌，乙必須支付甲該指數的跌幅，但得以扣除十基

點的固定碼差，FT-SE 100上漲則相反，亦即付款流向視FT-SE 100
漲跌而定。同樣地，合約亦約定乙同意在二年內，多次支付甲銀行

半年的英鎊利息，利息計算是根據六個月期的倫敦金融同業拆款利

率（LIBOR）。 
再舉一例，國內A基金經理人為規避台股指數漲跌，假設A看

淡國內股市的後市，因此與B銀行訂立六個月期的權益交換交易契

約，以五億元為名目本金，三個月為一期，固定利率為1%（參見

圖1）。如果未來三個月台股指數上漲3%，則A應支付（即實際虧

損）B三百七十五萬元（5億×3%×3/12）；同時B應支付A一百二

十五萬元（五億×1%×3/12），結算兩者差額，結論是A應支付B
二百五十萬元（參見圖2）。反之，如果三個月內台股指數下跌

3%，則B除應支付A一百二十五萬元（5億×1%×3/12）外，還需

支付3%股價下跌補償利益三百七十五萬元（5億×3%×3/12），然

而A的基金因股票下跌有三百七十五萬元的損失，所以A實際收益

是一百二十五萬元（參見圖3）61。 

                                                   
61 許啟智，衍生性金融商品學習地圖，頁218-219，2004年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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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權益交換交易（equity swap）之交易流程 
  

 
 
 
 
 

圖2 權益交換交易之現金流量可能性 
 

 
 
 
 
 
 
 
 
 

圖3 權益交換交易之現金流量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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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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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權益交換交易會受到投資人青睞的原因是其具有以

下特點62： 
只有FT-SE 100上漲時，甲銀行才需要付款給乙投資人，FT-

SE 100下跌時，則乙需付款給甲。十基點的固定碼差一定是由銀行

付給投資人，以沖銷FT-SE 100下跌的損失。 
名目本金一億英鎊本身並不交換，僅用來作計算利息之基

礎，權益交換交易是一種不列入資產負債表的交易工具，交易中實

際交換金額不會影響交易雙方的資產負債表，只會影響損益表

（profit and loss accounts，又稱收益表或利潤表）。 
權益交換交易是衍生性金融交易工具，雖根據資產負債表內

或現貨交易工具所衍生的價格或利率來進行計算，但並不實際利用

現貨交易工具進行投資或融通。 
權益交換交易不交換名目本金，但是投資人還是會投資本金

於貨幣市場，以收取利息，該部分的投資報酬視LIBOR而定，以沖

銷投資人在權益交換交易中必須支付的LIBOR，這部分的投資和權

益交換交易是獨立的，所以權益交換交易可將貨幣市場的資產合成

（ synthesize ）為股票，可被視為一種資產交換交易（ asset 
swap）。 

權益交換交易的市場慣例係僅由一方支付淨額，非雙方互相

支付毛額。 
權益交換交易是店頭市場（over-the counter，簡稱OTC）的

交易工具，可個別商議契約的規格和條件，大多數股票衍生型交易

工具都是嵌入證券之中，例如，可轉換債券中嵌入股票買進選擇

權。 

                                                   
62 Coopers & Lybrand, Equity Swaps, IFR (1992)，寰宇證券投資顧問公司譯，同註

59，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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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模式 

美國政府調查後發現，金融集團常見的二種逃稅交易模式如

下： 
濫用股票交換交易（Abuse Stock Swap Transactions）：美國

現行稅法規定：美國企業給付給非美國人的股利需扣繳30%的所得

稅，但是給付給購買交換交易的非美國人「相當於股利」

（dividends equivalents）則完全不必課稅63。因此金融機構利用這

項課稅差異性（disparity in tax treatment），設計衍生性金融商

品，濫用股票交換權交易，重新包裝股利收入為交換交易收入，規

避課稅。 
試舉一例，一境外避險基金B本持有美國上市企業的股票，如

繼續持有該股票至股利發放日，則該避險基金的股利必須依法課

稅；但是如果避險基金先與金融機構簽訂交換交易合約，暫時將持

股賣給金融機構A（避險基金持有部位變成交換交易，與股票市值

相同），等過了股利發放日，金融機構A支付「相當於股利」給避

險基金B，因為課稅名目不同，所以可以完全免稅。然後該避險基

金B再擇期終止交換交易合約，買回原賣出給金融機構A的持股。

避險基金B僅需支付股利的3%到8%作手續費給金融機構A，等於可

以淨賺92%到97%的股利，如果一切照規矩來，避險基金B只能拿

到70%的股利，利差甚大，故當此種避稅衍生性金融商品推出後，

立刻成為「當紅炸子雞」64。 
濫用股票融券交易（Abuse Stock Loan Transactions）：股票

融券交易係借方以相同或高於股票總額的抵押品（現金、股票或信

                                                   
63 Treas. Reg. § 1.863-7(b)(1). 
64 Dividend Tax Abuse: How Offshore Entities Dodge Taxes on U.S. Stock Dividends 

Staff Report, supra note 47, at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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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狀），向貸方借股票的合約65。當合約生效，出借股票的所有權

名義轉為借方，借方享有處分權；合約通常會約定「股票所生任何

股利均歸屬貸方」，這項股利收入被稱做「替代股利」（substitute 
dividend payments），一九九七年十月美國稅法實行新規定，即替

代股利和股利的課稅方式相同66，亦即給付替代股利的美國企業，

縱然是給付給非美國人，仍應依法扣繳30%稅金。 
不過稅務人士有爭議，認為該項規定可能造成超額扣繳（over 

withholding）的不公情形。例如，A1公司將股票借給A2公司、A2
公司再借給A3公司、A3公司再借給美國金融機構B1，假設當年度

替代股利為一百美元，B1先扣繳30%給付七十美元給A3公司，A3
公司扣繳30%給付四十九美元給A2公司，A2公司再扣繳30%給付

三十四點三美元給A1公司。因此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IRS頒布

Notice97-66欲解決此爭議，設計了一組稅率計算公式，適用於國外

公 司 借 股票 給 國 外公 司 的 情形 （ foreign-to-foreign securities 
loans），然而這項複雜的公式反而給了稅務人士逃稅空間67。 

建構逃稅流程說明如下：一美國金融機構A透過旗下境外子公

司A1，在股利發放日前，向境外避險基金B借出美國上市企業股

票，由該境外子公司A1以簽訂交換交易合約方式，出售該股票給

附屬金融機構A2，等到領取「相當於股利」入戶後，該境外子公

司A1再將這筆收益（稱作替代股利（substitute dividend））匯給境

外避險基金B，利用IRS Notice97-66對替代股利未明確規範之利，

完全規避課稅。待股利發放日後幾天，境外子公司A1再把股票依

                                                   
65 常見的合約模式為Overseas Securities Lending Agreement或Global Master Securi-

ties Lending Agreement。 
66 Treas. Reg. § 1.861-3(a)(6). 
67 IRS Notice 97-66, 1997-48 I.R.B. 8 (Nov. 12,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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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前述流程，反方向全數歸還給境外避險基金B68。 
自一九九七年IRS公布施行Notice97-66以來，這樣的逃稅流程

不斷被各美國大型金融機構複製，但是IRS並沒有針對這項漏洞再

公布新規範作為彌補，反而是逃稅流程成了「華爾街規則69」。 

五、實務案例 

從上論述可知美國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進行監理套利之操作模

式和交易流程，該種模式在美國華爾街金融圈中屢見不鮮，幾乎大

型金融集團和投資銀行均銷售此類商品為顧客避稅，限於篇幅，以

下僅介紹雷曼兄弟之案例70，以進一步勾勒監理套利之具體圖像。 
二○○四年微軟宣布將於同年十二月二日發放每股三美元的特

別股利，雷曼兄弟立即推出專為非美國人避稅的利息增值型金融商

品。從雷曼兄弟與客戶往來的電子信件可證，雙方都十分清楚這項

交易的目的在避稅71。在一份二○○五年二月雷曼兄弟內部文件顯

示，雷曼兄弟有五種交易和避稅有關，分別是Single Stock Swap
（避稅額一百萬美元），LPS Swap（避稅額一千五百萬美元），

CFD Swap（避稅額二千四百萬美元），Cayco I Swap（避稅額三千

                                                   
68 A金融機構利用設在避稅天堂或境外金融中心的子公司A1，可以減少或全免稅

負，這是避稅天堂為世界各國詬病的原因，再加上美國稅法的漏洞，使利用此

管道減少或逃漏稅者不計其數。感謝匿名審稿人給予指正，在此補充說明。 
69 Dividend Tax Abuse: How Offshore Entities Dodge Taxes on U.S. Stock Dividends 

Staff Report, supra note 47, at 8. 
70 Lehman Brothers Holding Inc.，158年歷史，總部設於紐約，36處海外辦公室，

全球員工超過2萬8千人，三項主要業務為：資本市場、投資銀行、投資管理，

2008年9月14日宣布破產。 
71 Dividend Tax Abuse: How Offshore Entities Dodge Taxes on U.S. Stock Dividends 

Staff Report, supra note 47, at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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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元），Cayco II Swap（避稅額四千五百萬美元）72。  
為了避免此類避稅交易受到監理單位的關注，雷曼兄弟也做了

內部風險管控措施，例如，限制CFD Swap在非美國人的客戶和股

票的使用、限制Single Stock Swap的資產組合不超過二十種股票、

限制LPS Swap的股票不超過二十種等。此外，為了避免IRS日後可

能核定這類避稅交易無效而須重行補稅，使得雷曼兄弟必須以扣繳

代理人身分補繳稅金，雷曼兄弟也設定交易上限作為風險控管。例

如，二○○四年，限制承作CFD Swap的上限為一千萬美元，不

過，因為太多客戶趨之若鶩，限制上限也每年不同，二○○三年

Cayco Swap的上限為二千五百萬美元，但是隔年立即調高為五千萬

美元。雷曼兄弟和花旗、高盛、高盛歐洲、摩根大通、加拿大皇家

信託等客戶均簽立保障免稅合約，確保與雷曼兄弟間的任何交易均

不用負擔任何租稅73。 

肆、台灣關於監理套利之稅務爭議 

在檢閱過美國實務的監理套利案例之後，可知監理套利造成國

家稅收減少的結果，台灣早有稅法學者就租稅規避之法律問題進行

論述，本文繼而簡介台灣關於租稅規避之重點，以探討前揭案例事

實若發生在台灣應如何處理及預防。 

                                                   
72 這些都是衍生性金融商品的名稱，雷曼兄弟為了行銷和辨識方便，為不同的交

易均命名。Dividend Tax Abuse: How Offshore Entities Dodge Taxes on U.S. 
Stock Dividends Staff Report, supra note 47, at 34. 

73 Dividend Tax Abuse: How Offshore Entities Dodge Taxes on U.S. Stock Dividends 
Staff Report, supra note 47, at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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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租稅規劃與租稅規避 

租稅規劃（tax planning）指經由周密安排，使其經濟行為應負

擔之租稅，達至最低程度之事前設計而言。又可分為節稅（ tax 
savings）、避稅（tax avoidance）和逃稅（tax evasion）。節稅係

指依稅法規定，在達成同一目的之多種經濟行為中，則其租稅負擔

最輕者行之，以達減輕稅負之目的；避稅是指鑽稅務法規之漏洞，

以獲減免稅利益之行為，避稅本身並不違法，但卻違反立法意旨，

且不為社會道德規範所容；逃稅則指納稅義務人已具備課稅要件事

實，卻違反納稅義務欲取得租稅利益的違法行為，是租稅罰制裁的

客體74。其中節稅部分，因為每年稅捐機關均會公布合法的節稅規

定，且非本文重點，故略而不述；逃稅則是明顯的違法行為，自當

處罰，亦不深論；而避稅在學理上稱為租稅規避，前文論及之衍生

性金融商品逃漏稅現象，其落點應在避稅和逃稅之區間。 

◎租稅規避之構成要件 

租稅規避乃鑽研稅法規定之漏洞，以獲取免稅利益或減少納稅

之行為，此種行為本身並不違法，但卻違反稅法之立法目的及其規

範意旨，且不為社會道德觀念所容75。國內學者認為租稅規避之構

成要件包括：為把握某一個經濟上事實關係，稅法與私法的形成

可能性相連結；法的形成可能性之濫用；稅法之規避；規避

意圖76，茲分敘如後： 
為把握某一個經濟上事實關係，稅法與法的形成可能性相連

結：稅法必須直接或間接與（稅法以外之）法律，尤其是民法之形

                                                   
74 王建瑄，租稅法，頁473-477，2008年8月31版。 
75 王建瑄，同前註，頁473。 
76 陳清秀，稅法總論，頁245-250，2008年11月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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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能性（法律事件、法律關係）相連結77，且稅法所須考慮的，

並不是其所指稱或把握之法律事件（法律關係），而是想要把握與

之相連結之經濟上事件或狀態。又立法者所考慮之經濟上事件或關

係，必須未完全被法律所指稱或把握之法律事件（法律關係）所把

握78。  
法的形成可能性之濫用：原則上經濟活動的不作為，並不屬

於經由法律上形成規避之範圍，因為納稅義務人得自由決定其經濟

活動，是故必須判斷納稅義務人之行為是針對法律上之形成且構成

濫用始足當之，經濟上或事實上之形成均不足以構成規避租稅79。 
稅法之規避：上述濫用不相當的法律形成必須被選擇為達成

規避稅法之目的，經由規避行為在結果上獲得稅法上之利益，此項

利益是指：採用不當的手法比遵循適當手法能負擔較輕的稅負，而

此項利益不以稅捐為限，尚可能涉及基於稅捐債務關係之其他請求

權，例如獲得較多的退稅80。 
規避意圖：從上所述，必須是具有規避意圖（有故意的、欺

瞞的）之行為始構成租稅規避，如因納稅義務人誤解法律、缺乏經

驗，而選擇不相當的法律形成時，則不屬於租稅規避之範疇。納稅

義務人不必以規避特定的稅捐構成要件之意圖為限，僅須達已認識

使用該手法有可能逃漏稅，而且只為了節省稅負而採用此方式，即

                                                   
77 稅法和民法之關聯為一重要課題，惟本文重點在建構監理套利與租稅套利之概

念與流程，乃初探性研究，此處提及租稅規避之構成要件目的在檢視美國金融

機構利用衍生性金融商品避稅之監理套利行為是否符合租稅規避，為避免模糊

焦點，故該部分容待另文專述，感謝匿名審稿人指正。 
78 陳清秀，同註76，頁245-250。 
79 陳清秀，同註76，頁246-247。 
80 陳清秀，同註76，頁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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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已足81。 
將美國金融機構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避稅之監理套利行為，以

上述構成要件加以檢視，可認該種監理套利行為構成租稅規避，因

為不管是避險基金或個人在主觀意圖（規避意圖）上均想利用美國

稅法上之缺失，濫用法律上形成不相當，結果上獲致稅法上的利益

（成功避稅）。 

二、實質課稅原則與租稅法律主義之衝突與調和 

國內學者對於租稅規避的稅務爭議，主要在於究應遵行租稅法

律主義，或者應彈性採行實質課稅原則，這兩種見解均各有表述，

惟在本文所指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避稅的案例中，若完全堅持租稅

法律主義，可能會使稅捐稽徵機關和法院實務操作上，產生欠缺法

律之困擾，茲說明如下： 

實質課稅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是為達到租稅負擔公平性，在稅法上提出之特殊

原則或方法，此概念可源起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一五一號陳

世榮大法官所出具不同意見書：按租稅法律之原則，僅止於立法上

之原則，不似罪刑法定主義當然含有法條之嚴格解釋，法條之類推

解釋之禁止效果，其所表現為現行租稅法之基本理念之形式面，旨

在俾得將來之預測可能，以確保法之安定，至於現行租稅法之基本

理念之實質面，則為租稅法解釋之準據問題，租稅法之解釋，於不

超過其預測將來可能性之界限內，並應斟酌國民觀，租稅法之目的

及經濟的意義以於諸情事之發展。釋字第四二○號更進一步闡述實

質課稅原則：「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

                                                   
81 陳清秀，同註76，頁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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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

公平原則為之。」 

租稅法律主義 

根據我國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釋字

第一五一號解釋明白提出「租稅法律主義」，確認稽徵機關不得以

類推適用方式課徵租稅，釋字第二一七號進而解釋該條文之憲法內

涵：「係指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

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 

衝突與調和 

由於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避稅的手法多元複雜，非稅法能窮

盡，因而產生稅法是否能類推適用之爭議，如採肯認見解，則上述

所提及之衍生性金融商品避稅或其他新興避稅手法均不受租稅法律

主義之拘束，仍得加以課稅；但若採否定見解，則對這些新興的避

稅方式將難以課稅。歸納肯認見解之理由如下： 
落實平等原則及量能課稅之精神 

基於平等原則之精神，應對相同狀況之納稅義務人給予相同對

待，所有納稅義務只有依納稅義務平等負擔，基於公共利益之平等

犧牲，始具正當合理性82。量能課稅原則是分配正義之表現，前提

是合乎事理的比較原則，應有其明確的範圍，以免人民之稅務負擔

超過其給付能力，並確保人民享有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83。 
展現民主稅捐正義 

透過類推適用補充法律漏洞，不僅不違反民主原則，反而更符

合稅捐正義與公平原則，因為法律漏洞係立法者在法律成文過程中

                                                   
82 葛克昌，量能原則與所得稅法，載：稅法基本問題，頁163-165，2005年9月。 
83 陳清秀，同註76，頁206-207、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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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疏忽或嗣後情事變更所產生，導致未能貫徹立法目的和規範意

旨，若藉由類推適用充實立法目的，更能彰顯民主原則之精神84。  
維持信賴保護之法安定性 

當稅法法條文義不清或體系間產生漏洞時，合理的納稅義務人

應該會輔以判例、準則、行政解釋或行政宣導來理解稅法，而非受

限於稅法文義。納稅義務人利用稅法不清或體系漏洞，規避租稅負

擔，獲致租稅利益，則其法安定性原則已喪失其憲法上之適用理 
由85，並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稅法與刑法本質上不同 
稅法和刑法均為國家公權力行為，且對人民之財產自由和生命

自由造成重大限制，惟刑法之目的在抑制人民犯罪，故須有法明

文，始能教民知之而避之；稅法之目的在於公平分配租稅負擔，不

會干擾市場自由競爭秩序，故法重在預見可能，始能教民知之而規

劃之。故對稅法之類推適用，主要目的是追求實質平等的租稅負

擔，使人民在合理基礎上，從事公平的競爭行為86，而非擴張對人

民財產權之限制。 
另一方面，反對稅法類推適用之學者所持理由如下： 

權力分立原則 
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按以上各條所舉之（人民）自由權

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

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又憲法第十九條規

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義務，所以若無法律明文則不得限制人民權

利，而納稅義務須有法律依據始得課徵，因此，僅立法機關得制訂

                                                   
84 葛克昌，同註82，頁165-167。 
85 葛克昌，同註82，頁165-170。 
86 葛克昌，綜合所得稅與憲法，載：所得稅與憲法，頁28，2003年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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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課予人民納稅義務，其他機關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人民之納

稅負擔87。 
租稅法定原則 

租稅行政須有法律依據（即法律保留原則），且不得牴觸法律

規定（即法律優位原則），始得課予人民納稅義務。基於依法行政

與法明確性之要求，稅捐稽徵機關不僅應遵守法律之規定，對於設

定租稅義務之法律規定，其內容、對象、目的、範圍，亦應充分明

確，使納稅義務人得以預見並評估其租稅負擔，從而安排自我負責

之生活方式。基此，稅捐稽徵機關與法院不得比附援引類似事件之

規定，以加重或設定人民之租稅負擔88。 
本文以為上述兩種立場各有其理，惟非不能調和適用，推敲反

對稅法類推適用者係擔心國家濫行課稅，造成人民財產上不利益，

而肯定稅法類推適用者係對於濫行利用稅法漏洞逃漏稅者施以規

制，使國庫稅收不致空虛。以本文核心之衍生性金融商品避稅而

言，其惡意避稅造成美國稅收減少之情形惡化已如前述，如果採行

稅法不能類推適用說，則戕害租稅正義、平等原則、量能課稅精

神，因此在該類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避稅的案例中，在現行稅法不

及修正的情況下，應允認稅捐稽徵機關和法院以類推適用處理，祈

符合公平正義。釋字第四二○號所揭示的實質課稅原則應已預見惡

意避稅行為對稅賦公平之嚴重戕害，因此採實質認定，不希望受限

於法律形式反造成稅賦不公。 
由於釋字第四二○號解釋明確採行實質課稅原則，稅捐稽徵機

關對於新興逃、避稅手法或許不致於束手無策，台灣目前常見的規

                                                   
87 陳敏，憲法之租稅概念及其課徵限制，政大法學評論，24期，頁47，1981年12

月。 
8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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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股利所得稅手法是設立投資公司來移轉股利收入，某公司大股東

甲在公司發放股票股利前，成立A投資公司，並以股東往來方式做

帳，將名下的公司股票移轉給A公司，致使A公司獲配鉅額股利。

所得稅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89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

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的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

額課稅。但依第六十六條之九第一項90規定，A公司當年度若未分

配這筆股利給甲（股東），A公司就要繳納10%的未分配盈餘所得

稅。為了不讓A公司獲配的鉅額股利因未分配而繳納10%營所稅，

甲刻意再設立B投資公司，並將所持有A投資公司100%的股權轉讓

給B投資公司，藉此規避A投資公司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所稅

（參見圖4）。國稅局發現後認為，甲選在公司除權前移轉公司股

票的目的，明顯刻意安排將原本應獲配並課稅的股利，轉換為投資

公司的免稅所得。國稅局按所得稅法規定調整歸課甲九十三年度營

利所得一點零三億元，本稅應補繳稅額高達四千一百餘萬元，國稅

局並援用所得稅法第一一○條規定，對甲處以兩到三倍的漏稅罰

鍰，連補帶罰金額也超過億元91。然而，該例的投資人甲如果選擇

在境外金融中心設立公司，稅捐稽徵機關是否仍能順利課稅，其法

制面和實務面仍有待深入探究92。 

                                                   
89 條文內容為：公司組織之營利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利事業，所獲配之股

利淨額或盈餘淨額，不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應依第66條之3規

定，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90 條文內容為：自87年度起，營利事業當年度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

盈餘加徵10%營利事業所得稅。 
91 經 濟 日 報 ， 避 稅 打 錯 算 盤 ‧ 逾 億 股 利 充 公 ， 2008 年 11 月 25 日 ， 網 址 ：

http://udn.com/NEWS/FINANCE/FIN10/4615886.shtml，最後瀏覽日：2008年12
月26日。 

92 我國已於2009年3月31日通過所得稅法修正案，所有金融商品自2010年起採分

離課稅（稅率一律為10%），課稅方式採單一稅率或多種稅率多年來本有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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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日報，避稅打錯算盤‧逾億股利充公，2008年11月25日，網址：

http://udn.com/NEWS/FINANCE/FIN10/4615886.shtml. 

圖4 虛設公司以規避股利所得稅流程圖 

伍、法律制衡機制 

綜上所述，美國開放衍生性金融商品政策的結果，導致百年一

遇的金融海嘯。美國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於

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罕見地發表道歉聲明，承認其十八年半任

期中，對衍生性金融商品採寬鬆監理的政策是錯誤的93。美國前財

                                                                                                                        
論，而修正後所得稅法與稅制是否可避免監理套利或租稅套利之情形發生，為

另一重要且複雜的議題；過去關於衍生性金融商品之法律爭議如：結構性債券

之性質認定與課稅標準，可參熊全迪，結構型債券法律規範之研究，台灣大學

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年7月。台灣的整體稅制在吸引國外資金和增加稅

收之間尋找平衡點，關於開發中國家對金融商品交易或避險交易的課稅政策，

可參Yoram Keinan, The Case for Residency-Based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
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9 FLA. TAX REV. 1 (2008). 因本篇篇幅有限，故容

另為文專論，感謝匿名審稿人之指正。 
93 網址：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476545437862295.html，最後瀏覽日：

被投資公司 

投資人甲

A公司 B公司 

分配股利 

10%股利所得稅 

需課徵股利所得

規避A公司10%未分配盈餘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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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長漢克‧鮑森（Hank Paulson）也聲明，這場金融海嘯曝露現

有金融監理制度不完善，必須建構現代化的金融監理制度94，並於

二○○八年三月提出「金融現代化法制改革藍圖」（Moder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95；美國國會亦於同年十月提出

「二○○八年經濟穩定緊急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
tion Act of 2008）96，兩者可勾勒出美國走向嚴格監理的新監理架

構。其實，美國的法律界和會計界對於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監理早已

提出監理對策，以下就最重要的監理法制介紹如後： 

一、監督金融機構之資本適足率（capital adequacy） 

所謂「資本適足率」是指對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的資本有

一定的要求，確保金融機構的投資風險均能受到充分的保障。國際

清算銀行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一九八八年制訂的巴賽爾資本適足

率協定（Basle Capital Adequacy Accord），並於於二○○四年六月

發布「資本衡量及適足性國際規範——修正版架構」（新巴塞爾資

本協定），金管會已於二○○七年一月四日修正發布「銀行資本適

足性管理辦法」暨相關計算方法說明，並於二○○七年起正式實施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97。 
根據金管會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修正通過頒布的「銀行辦

                                                                                                                        
2008年11月19日。 

94 鄧麗萍，同註43，頁138。 
95 The Department of Treasury Blueprint for a Moder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Homepage, available at http://www.us-
treas.gov/offices/domestic-finance/regulatory-blueprint/ (last visited: 2008.12.16). 

96 全 文 參 見 ： 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10:h.r.01424 (last visited: 
2008.12.16). 

97 http://www.fscey.gov.tw/news_detail2.aspx?icuitem=3945386，最後瀏覽日：2008
年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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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應注意事項」修正條文第三點：銀行符合一

定資格條件者（包括信用評等、資本適足率、逾放比率、備抵呆帳

達一定標準以上等）始得向本會申請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98。

其對資本適足率的要求採銀行法的標準，也就是以新巴賽爾資本協

定為依歸。不過該規定仍有討論空間：以信用評等公司之評等作為

審核方式，惟信用評等公司的評等是否涉及法律問題，如果有信用

評等公司濫行調高或調降某企業之評等，由誰監督及如何追究相關

法律責任，仍有相當討論空間99。另金管會於二○○八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預告修正「證券商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十九條之

六規定100，該規定亦針對證券商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的連結

                                                   
98 第三點內容如下：銀行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應檢具行政院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規定之申請書件，向本會申請核准，並符合下列

規定：長期信用評等達下列標準之一：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級

twBBB-級以上；Standard & Poor’s Corp.評級BBB-級以上；英商惠譽國際

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BBB- (twn)級以上；Fitch, Inc.評級BBB-
級以上；穆迪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Baa3.tw級以上；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級Baa3級以上；銀行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率符合銀行法規定

標準；無備抵呆帳提列不足情事；申請日上一季底逾放比率為百分之三

以下；申請日上一年度無因違反銀行法令而遭罰鍰處分情事，或其違法情

事已具體改善，經本會認可。銀行經本會核准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應

於本會銀行局網際網路申報系統營業項目中登錄後，始得開辦。 
99 Frank Partnoy & David A. Skeel, Jr., Nineteenth Annual Corporate Law Sympo-

sium: Debt as a Lever of Control: The Promise and Peils of Credit Derivatives, 75 
U. CIN. L. REV. 11 (2007). 

100 證券商經營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業務除與專業機構投資人從事交易且依第19
條之7之規定申請者外，不得連結下列標的：一、國內外私募之有價證券。

二、本國企業赴海外發行之有價證券、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海外發行之

受益憑證。三、國內外機構編製之台股指數及其相關金融商品。但由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或證券交易所編製或合作編製者，不在此限。四、涉及與適用台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及依該條例所定之相關法令有關之商品。五、

涉及須中央銀行許可之外匯商品。網址：http://www.fsc.gov.tw/news_detail2. 

43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一四期 

−200− 

標的有相當限制，修正草案除保留現行制度之計算方法，稱為簡式

計算法外，另納入新制度，稱為進階計算法，係以新巴塞爾資本協

定為前提，並考量證券業行業特性，全面調整合格自有資本、市場

風險、信用風險及作業風險之計算內容。從上可知，金管會監理原

則與標準都盡量朝向國際標準修正，惟二○○八年金融海嘯後國際

標準是否有調整必要，現在也是廣受各國討論；此外，為了吸引資

金、擴張中國市場，金管會在嚴格監理和市場考量間如何執行監理

政策，也是一大課題。 

二、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公開揭露規範 

前已敘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係資產負債表外交易，在現行監理制

度下必須強化揭露義務，始能讓投資人及監理機關掌握衍生性金融

商品的交易部位與風險。關於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揭露規範，我國二

○○四年頒行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公報（以下簡稱三十四

號公報）係以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九號公報（以下簡稱IAS 39
號公報）為範本，為配合IAS 39號公報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宣布

修正，放寬原以公平價值（fair value）衡量101認列為損益者，得重

分類至其他會計衡量類別，以減緩企業財務報表需認列的損失金

額，三十四號公報也在二○○八年十月十七日修正通過102，允許

                                                                                                                        
 aspx? icuitem=5119495，最後瀏覽日：2008年11月27日。 
101 34號公報將金融資產分四種：「以公平價值衡量且公平價值變動認列為損益

之 金 融 資 產 」 （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and Loss, 
FV/PL）、「持有至到期日」（Held-to-Maturity Investment, HTM）、「放款

及應收款」（Loans and Receivables）及「備供出售金融資產」（Available-
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AFS）。鄭丁旺，中級會計學（下），頁4-5，2008年

3月9版。 
102 一、依現行公報規定，企業於原始認列時將金融資產分類為以公平價值且公

平價值變動認列為損益者，續後不得重分類為其他類別之金融資產，依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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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追溯至二○○八年七月一日開始適用該修訂條文，企業第三季

季報即可適用。金融商品會計處理準則經過多年演進103，因為事

                                                                                                                        
修正後規定，除衍生性商品等外，若企業不再以短期內出售為目的，且符合

下列所訂條件者，可重分類為其他類別之金融資產： 債權性質之金融資產

符合放款及應收款定義（如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且持有者有意圖及能

力持有該金融資產至可預見之未來或到期日，例如，改類至持有到期日之金

融資產或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至於股權類或有活絡市場之債權商品，

於極少情況下（如不尋常及近期內高度不可能再發生），可分類至其他類別

之金融資產。二、依上開規定重分類時，企業應以重分類日之公平價值作為

重分類日之新成本，故重分類時即要認列價值變動損益。三、債權商品原分

類為備供出售之金融資產，若符合放款及應收款（即市場交易不活絡）定

義，則於持有企業有意圖及能力持有該金融資產至可預見之未來或到期日

時，可重分類為放款及應收款。四、公司依本次修正後規定重分類之金融資

產，日後如市價回升，續後不得認列市價回升利益。五、企業依本次修正後

規定重分類金融資產，仍應增加揭露若未重分類而應認列為損益或業主權益

調整項目之各期公平價值變動。六、公開發行公司可自2008年7月1日起依本

次修正後規定辦理，但不得追溯調整於該日之前已認列之損益及重分類金融

資產。考量國際及國內近期金融情勢變化，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業已說明

本年度第三季國際金融交易狀況符合修正後IAS 39號公報所稱之極少情況，故

公開發行公司編製本年度第三季財務報告時，可適用上述修正後規定一、

之重分類規定。企業在符合特定情況下，如依其持有意圖重新分類金融資

產，則可增加我國企業財務報表與國際企業財務報表之比較性，有助於提升

我國企業之競爭力。網址：http://www.fscey.gov.tw/news_detail2.aspx?icuitem= 
4936835，最後瀏覽日：2008年11月25日。 

103 金融商品會計處理之演進： 
國家 演進歷程 

美國 
FASB 115(1993)——創公平價值法（Fair Value）之先例；FASB 107(1991)；FASB 
119(1994)；FASB 133(1998)；FASB 138(1999) 

IASB 
IASB 32（1996首次發布，2004修訂）；IASB 39（2000首次發布，2005修訂）

（註：FASB和IASB本為兩大會計準則系統，均成立於1973年，近年IASB有凌駕

而上，取代FASB地位，我國的財務會計準則也偏向以IASB為藍本。） 

台灣 
第27號公報「金融商品之揭露」（1997）（註：2005年6月23日第36號公報「金融

商品之表達及揭露」取代第27號公報）；第34號公報「金融商品之會計處理準

則」（2003首次發布，2005修正，2008再修正。）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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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企業對於金融商品認列損益方式，對企業的財報有深刻影響，因

此仍有爭論，包括：採公平價值標準是否合宜及公開揭露義務規範

的界線與責任，分敘如下： 

公平價值之爭議 

此次修正內容，與本文相關者有兩部分：一為放寬金融資產重

分類的標準；二為加強揭露金融資產重分類的義務。三十四號公報

再度挑起公平價值衡量是否妥適之爭議，然而衍生性金融商品若不

以公平價值評價，將產生下列問題，包括：資產負債表外融資、不

當將損失遞延、過早認列利益、公開揭露不足等。國際會計準則委

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以下簡稱IASB）副

主席瓊斯（Thomas Jones）也表示，儘管公平價值會計並不完美，

仍是所有方法中較佳的選擇，並重申公平價值衡量的五大目     
標104： 

管理階層決定公平價值估計 
當可觀察市場資訊並不存在，或可觀察資訊可能須依無法觀察

的資訊作重大調整時，公平價值仍須由管理階層依內部現金流量的

基本假設，以及調整適當風險後的折現率使用評價技術決定。縱然

有可觀察的市場資訊，企業管理階層仍應調整至市場參與者交易當

時的價格為準，如果調整有出現不可觀察的市場資訊時，管理階層

應運用多種衡量方法，並加重可觀察市場資訊的衡量比重，以達到

                                                   
104 Measuring and Disclosing the Fair Valu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 Markets that 

Are No Longer Active, IASB Expert Advisory Panel, 9-12 (Oct. 30, 2008), 國際會

計準則委員會2008年報告，available at the IASB website, http://www.iasb. 
 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Fair+Value+Measurement/Fair+Value+of+fi- 
 naocial+instruments+in+mcrketse+hat+aneno+longer+active/Expert+Advisory+Panel. 
 htm (last visited: 200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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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價值的原則。 
活絡市場與非活絡市場之公平價值決定 

活絡市場與非活絡市場的界線不明，但是最大的不同在於，非

活絡市場需要更努力確定交易定價是否合理，因為非活絡市場的交

易量通常萎縮，或無法找到最近期的成交價。活絡市場與非活絡市

場的區分要依照公平價值來衡量。相同資產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最能

代表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價值，應優先採用。無活絡市場商品須依實

際情況及環境，作出決定公平價值的重要判斷，無論採用何種評價

技術，應考量適當的風險調整項目，如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等。 
被迫交易 

所謂正常交易是指「市場參與者在容許適當曝險下願意進行的

交易」，企業在衡量公平價值時，必須判斷特定交易是否屬被迫性

質。若是被迫清算（ forced liquidation）或困境出售（ distress 
sale），則非屬正常交易。衡量公平價值時，不應將被迫交易的價

格資訊列入考量。被迫交易的特徵應包括：該筆交易基於法令，

例如監理委託（regulatory mandate）；必須急迫地處分財產，而

當時的市場並無需求或沒有足夠的時間消化該資產；潛在性的買

主是受到法令或時間的限制。因此供需失調時不一定構成被迫交

易，因為賣方雖在財務壓力下賣出貨品，但是仍可能以市價合理價

格賣出。 
公平價值不同的衡量標準 

公平價值是指「在正常交易的情況下，市場參與者願意成交的

價格」，為達成公平價值衡量目標，企業在評估金融商品的公平價

值時，應考量所有可獲取的市場資訊，當使用評價技術衡量公平價

值時，企業應儘量使用可觀察的輸入參數，盡可能減少採用無法觀

察到的資訊。由於不同企業可能使用不同方法來達到公平價值，所

以對於有爭議性的案子要特別強化其公開揭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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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公平價值模式之調整 
衡量公平價值的方法應隨著可觀察的市場資訊來分類，以確保

該衡量價值的模式能反映市場真實情況和任何潛在的變異，市場真

有變化，也應適時調整衡量價值模式，以避免該衡量價值模式的不

足，例如，未考量分級衡量制度、流動性調整、信用風險調整等。 

公開揭露義務之規範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於二○○八年的報告對金融商品公開

揭露提出原則： 
揭露的聚集性（aggregation）和分散性（granularity）若能

維持一定的分散性，能反映財務管理人員如何衡量公平價值；揭

露的頻率：財務報表須能即時反映市場變動；監控環境之揭露：

應詳細描述評價金融商品價值的過程和治理；公平價值量化之揭

露：公平價值的衡量應數量化並且以表格或等級化呈現（納入

IFRS 7修正案）；對不可觀察市場資訊的公平價值衡量的調和：

公平價值衡量的始期和終期，價格的增減和買賣活動等均應調和

（納入IFRS 7修正案）；揭露不可觀察的市場資訊：應充分揭露

不可觀察的市場資訊（unobservable inputs）及其如何被評價，不可

觀察的市場資訊應經由適度的分散性，揭露其合理的評價敏感性；

揭露信用風險之變動：應解釋信用風險變動造成的負債的公平價

值如何評價及評價的考量因素105。 
我國三十四號公報第二次修正條文規定：企業若依第一四○段

及一四○之一段重分類金融資產，應揭露下列資訊：各類別金融

資產之重分類金額；所有當期及以前各期重分類且尚未除列之金

融資產，其帳面價值及公平價值；導致金融資產依一○四段第一

                                                   
105 Id. at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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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重分類之情況，及顯示該情況屬極少發生之事實及狀態；

當期重分類之金融資產，於當期及前期認列為損益或業主權益調

整項目之公平價值變動；所有重分類且尚未除列之金融資產，若

未重分類而應認列為損益或業主權益調整項目之各期公平價值變動

（自重分類年度起），及其重分類後認列為損益之各期收益與費

損；重分類日之有效利率及企業預期可回收之現金流量。 

三、金融機構之內控機制 

在監控機制三角關係（外控、內控、市場機制）中，考量我國

監理機關的有限人力與預算，落實內控制度反而更顯重要。一九九

五年百年歷史的霸菱銀行（Barings）被英格蘭銀行以象徵性一英

鎊收購，帶給世界金融業者的震撼不下於今日的金融風暴，霸菱銀

行破產倒閉是衍生性金融商品操作不當和內控機制完全失效的範

例。當時的霸菱銀行內部並沒有將交易（ trade ）和結算

（settlement）部門獨立，以致於交易員李森（Nick Lesson）的交

易活動可以一手遮天被隱藏住；且霸菱銀行未設立正式、獨立的風

險控制部門來監督全部的交易行為，因此李森能夠輕而易舉地進行

違反常規交易而不被立即發現。霸菱銀行破產事件可證銀行內部應

建立正式風控部門，及隨時進行內部查核的程序，才能有效率地防

堵內部風險。霸菱銀行案的第二個啟示是衍生性金融商品在多種市

場交易，使得銀行內部監控部門也難以得知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淨部

位（net position），可能內部所掌握的數據資料也是不正確的，例

如，霸菱銀行內部報告呈現持有三萬一千份短期交易契約，但是實

際上他們持有三萬份長期交易契約，為解決此種訊息上落差，內部

和外部監控單位的合作便凸顯其重要性106。 

                                                   
106 John Board, Charles Goodhart, Michael Power & Dirk Schoenmaker, Deriv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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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語 

美國開放管制三十年帶動的金融風潮已經泡沫化，曾被視為避

險、籌資萬靈丹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也重新受到檢視，金融創新

（financial innovation）在二○○八金融海嘯的洗禮下面臨挑戰。監

理套利伴隨而來的減少國家稅收、不利整體經濟發展、拉大貧富差

距等問題一一浮現，從本文研究中得知，監理套利有集團化、組織

化、境外化的特徵，美國政府開始正視企業界和金融界交相利用監

理法規的漏洞，行套利之實的問題，在各項法規上均朝向重新架構

監理制度、採行嚴格監理的立法方向。這樣的立法政策將壓縮監理

套利者的生存和獲利空間，是否轉往其他金融監理較鬆散、不完備

的國家續行監理套利活動，值得密切觀察107。 
我國金融業也受到二○○八金融海嘯波及，不過為了刺激經

濟、拯救金融業，台灣的政策似乎偏向開放管制，從二○○六年金

管會宣布開放證券商可經營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到二○○八年台

灣證券交易所建議可建立相關交易平台讓連動債或其他金融商品掛

牌，也有人主張台灣的新金融商品目前90%都是從國外輸入，應和

中國共同開發金融商品等，立意雖美，惟諸多政策擬定和執行前，

關鍵問題應是我國的監理機關相關監理措施是否已完備因應監理開

放後的新金融市場，答案可能還是問號。 
從本文研究發現，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正向功能是避險，不過後

                                                                                                                        
Regulation, in DERIVATIVES, REGULATION AND BANKING 238 (Barry Schachter eds., 
1997). 

107 Licht Amir N., Regulatory arbitrage for Real: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 
in a World of Interacting Securities Markets, 38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

TIONAL LAW (1998). 指明開發中國家開放證券市場後向外國投資人募資也可能

形成監理套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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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卻被濫用成逃稅工具，形成「境外逃稅濫用」的監理黑洞。而且

由於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需要高入門門檻，因此市場和交易量被大

型金融集團所掌控，外國大型金融集團浮濫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造

成二○○八年金融海嘯，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美國過去的金融

監理政策偏向對衍生性金融商品採寬鬆態度，也是致使金融風暴越

演越烈的主因，自一九九七年IRS公布施行Notice97-66以來，大型

金融集團不斷複製逃稅流程，但是IRS並沒有彌補漏洞的任何措

施，凸顯放任態度。我國的金融業也走向集團化，金控公司旗下的

子公司為求業績與資金，對於衍生性金融商品有一定的避險需求，

但是如何避免衍生性金融商品被濫用，主管機關在監理制度的設計

和配套措施上還須全盤性研議。 
從本文研究中顯示，衍生性金融商品課稅與租稅法律主義、實

質課稅原則有深入探討的空間，稅捐稽徵機關是否可類推適用稅

法，向有爭論，反對稅法類推適用者係擔心國家濫行課稅，造成人

民財產上不利益，而肯定稅法類推適用者係對於濫行利用稅法漏洞

逃漏稅者施以規制，使國庫稅收不致空虛。本文以為就衍生性金融

商品避稅而言，其惡意避稅造成美國稅收減少之情形惡化已如前

述，如果不能類推適用稅法，則與租稅正義、平等原則、量能課稅

精神均相違，故該類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避稅的案例，在現行稅法

不及修正的情況下，應允認稅捐稽徵機關和法院應可類推適用處

理，以維公平正義。此從釋字第四二○號所揭示的實質課稅原則已

預見惡意避稅行為對稅賦公平之嚴重戕害，因此採實質認定，不希

望受限於法律形式反造成稅賦不公可觀之。 
自本文研究中可知，衍生性金融商品具有高財務槓桿的特性，

能夠運用少量的資金，操作數倍、數十倍的金融部位，景氣好時可

以大賺一筆，快速讓金融集團的獲利上升，然景氣反轉，也可以一

夕之間讓金融集團破產瓦解，從一九九五年英國霸菱銀行倒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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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到美國的二○○八年金融海嘯均可以證明衍生性金融商品操作

不當時，足可毀滅金融帝國的百年基業。巴菲特（ Warren 
Buffett）分析美國將經歷「去槓桿化」（deleveraging）的金融改革

過程，簡而言之，金融業者和消費者必須將一元當一元來使用，而

不是手中只有一元，卻去買十元、二十元的東西。目前國內的金融

集團向外擴張規模，規劃推出多樣的金融商品，吸引投資人的資金

匯集，為避免國外的負面案例在台灣重演，主管機關可考慮對金融

機構發行衍生性金融商品採總量管制，避免金融機構持有衍生性金

融商品的風險部位太大。其次，加強監督金融機構的資本適足率，

確保金融機構有充足的資本可以承受投資部位的損失。 
其次，衍生性金融商品具有資產負債表外交易的特性，亦即一

般會計原則下製作的資產負債表不會記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金

額和狀況，這使得投資人無法從金融機構提供的財務報表獲悉衍生

性金融商品的曝險部位。不過，有學者認為，即使加強揭露規範，

例如，經常性的財務揭露，衍生性金融商品瞬息萬變的投資情況也

可能在揭露財報時已經過時（outdated），因此建議應透過信用評

等公司在收集持續性資料為基礎下，來評價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對

方的各項風險108。三十四號公報再度挑起公平價值衡量是否妥適

之爭議，不過以國際潮流言，這仍是一個較為可行的衡量方法。我

國對於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公開揭露應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揭示

的諸項原則相符，並對於地區性和特殊商品賦予公開揭露義務規

範。 
最後，內稽內控制度是金融監控制度中重要的一環，因為金融

業的商品種類、投資地區、投資標的、交易對象、交易金額相對複

雜，財務情況是否正常，內部人員站在第一線能掌握最新的第一手

                                                   
108 Board et al., supra note 106, at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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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所以落實內稽內控制度，使之不流於形式是不可或缺的關

鍵。我國對於金融業各產業別設有分別的內稽內控實施辦法，但內

稽內控最重要的是執行層面，也就是當公司內部果真查核出財務不

實、虧損、舞弊事件時，內部處理流程如何落實，當員工反映至管

理階層時，如何避免管理階層施壓，應是目前內稽內控尚難掌握的

部分，值得後續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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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ary Study on Regulatory 
Arbitrage and Tax Arbitrage 

Nan-Fang Tsai  *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a pe-
riod of financial deregulation which U.S.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began 
to exploit by designing derivatives to evade taxes and obtain arbitrage, 
thereby creating “regulatory arbitrage.” Regulatory arbitrage led to di-
minishing tax revenues, an enlarging poverty gap, and the eventual 
bankruptcy of U.S. banks and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in 2008. While 
the U.S. government begins to review its deregulation policy and makes 
progress toward a new and more rigorous framework of financial regu-
lation, Taiwan’s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are working to merge with 
the process of glob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To expand their market share 
and attract capital, these companies are seeking a full-open market of 
derivatives. However, these regulations need to be thoroughly reexam-
ined due to the complex types and processes of regulatory arbitrage that 
can take shape. By examining the Lehman Brothers cas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model of regulatory arbitrage used and the damage that 
these loose regulations had inflicted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expl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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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his can be prevented by the careful oversight of Taiwanese au-
thorities.  

Keyword: Regulatory Arbitrage, Tax Arbitrage,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Derivatives, Tax Heaven Abuse, Financi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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