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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601091《圖解速成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法令與實務》 

勘誤表 

頁次 位置 更正 

5 
第 1 題答案 (D) 

第 2 題選項(D) (D)以上皆非 

6 第 2 題答案 (D) 

16 第 1 題選項(B) (B)利用非現金密集行業 

20 第 2 題答案 (D) 

30 
第 3 題題目選項新增 (E)以上皆非 

第 3 題答案 (E) 

58 第 3 題答案 (A) 

69 第 3 題答案 (C) 

73 第 3 題答案 (D) 

83 第 2 題答案 (B) 

98 第 1 題答案 (B) 

101 第 2 題答案 (D) 

144 
第 1 題選項(D) 對海外收益免稅的租稅庇護所女。 

第 2 題答案 (C) 

195 第 2 題答案 (B) 

 

◎第 261~285 頁配合「FATF 四十項建議」修正內文（課文全數更換，各章節試題則維持不變） 

主題 8 FATF 40 項建議與評鑑 

重點 55  FATF 簽署及履行聯合國相關文書   

各國應儘速採取措施，簽署並完全履行聯合國 1999 年「抑制資助恐怖主義國際公約」（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其次，各國應儘速履行有關聯合國對於防止和抑制提供恐怖活動資金之決議，

特別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373 號決議。 

建議 18.內部控制、境外分支機構和附屬機構： 

金融機構應制定防制洗錢或提供恐怖活動資金之措施。其措施至少應包括： 

(1)制定內部政策、程序及管理制度，包括適當的檢查程序，以確保遵守規定及僱用受雇人時採取足夠的

審查程序，以確保僱用高素質之受雇人。 

(2)繼續性的訓練受雇人。 

(3)遵守措施的檢查制度。 

各國應當要求金融機構確保其境外分支機構和控股附屬機構通過金集團整體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措施，

執行與母國落實 FATF 建議相一致的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要求。 

建議 23.特定非金融行業和職業的其他措施： 

建議 18 至 21 所定之義務，於指定非金融機構業者及專門技術職業人員符合要件時適用之，律師、公證

人、其他獨立法律專業技術人員及作為獨立法律專業技術人員之會計師，基於職業上保密義務或法律專

業技術人員保密特權時，不負申報可疑交易報告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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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3.代理行： 

對於跨境代理行及其他類似的業務關係，除採取正常的客戶詳盡調查措施外，各國還應當要求金融機構： 

(1)收集代理機構的充分信息，以全面了解代理機構的業務性質，並通過公開信息息判斷代理機構的信譽

和監管質量，包括是否因洗錢或恐怖融資遭受調查或監管。 

(2)評估代理機構的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控制制度。 

(3)在建立新的代理業務關係之前，獲得高級管理階層的批准。 

(4)明確規定每個機構的相應職責。 

(5)確認代理行已對可以直接使用委託行帳戶的客戶實施詳盡調查，確認代理行能夠應委託行要求提供其

通過客戶詳盡調查獲取有關信息。各國應當禁止金融機構與空殼銀行建立或維持代理行關係。 

建議 9.金融機構保密法： 

各國應當確保金融機構保密法不妨礙 FATF 建議的實施。 

建議 10.詳細客戶調查： 

各國應當禁止金融機構保持匿名帳戶或明顯以假名開立的帳戶。各國應當要求金融機構在出現下列情形

時，採取詳細客戶調查措施： 

(1)建立業務關係。 

(2)進行一次性交易：例如超過適用的規定限額、特定情況下的電匯。 

(3)有洗錢或恐怖融資嫌疑。 

(4)金融機構懷疑先前獲得的客戶身份數據的真實性或完整性。 

可採取的詳細調查措施如下： 

(a)確定客戶身份，並利用可靠的、獨立來源的文件、數據或信息核實客戶身份。 

(b)確定受益所有人身份，並採取合理措施核實受益所有人身份，以使金融機構確信了解其受益所有人。

對於法人和法律安排，金融機構應當了解其所有權和控制權結構。 

(c)了解並在適當情形下獲取關於業務關係目的和意圖的信息。 

(d)對業務關係採取持續的詳細調查，對整個業務關係存續期間發生的交易進行詳細審查，以確保進行的

交易符合金融機構對客戶及其業務、風險狀況等方面的認識。 

如果金融機構不能遵循上述(a)~（b）項規定的措施，則不應當開立帳戶、建立業務關係或進行交易，或

者應當終止業務關係，並考慮提交相關客戶的可疑交易報告。這些要求適用於所有新客戶，但金融機構

還應當根據重要性和風險程度，將本建議適用於現有客戶，並在適當時候對現有業務關係開展詳細調查。 

建議 14.資金或價值轉移服務： 

各國應當採取措施，確保本國提供資金或價值轉移服務的自然人或法人獲得許可或進行註冊，並受到有

效系統的監測，以符合 FATF 建議要求的相關措施。各國應當採取行動，發現經許可或登記註冊而提供

資金或價值轉移服務的自然人和法人，發現未經許予適當處罰。 

建議 17.委託第三人的客戶審查程序： 

各國於符合標準之情形時，得同意金融機構委託第三人或仲介機構實施之客戶審查程序及介紹業務。委

託第三人被同意時，有關確認及核對客戶身分之最終責任者，係委託第三人之金融機構。 

建議 22.特定非金融行業和職業的客戶審查程序： 

建議所定之客戶審查及保存紀錄義務，對指定非金融機構業者及專門技術職業人員於下列情形時亦適用

之：  

(1)賭場：客戶進行達一定金額以上之交易。 

(2)不動產業者：客戶參與有關不動產買賣之交易。 

(3)貴金屬商及寶石商：客戶進行達一定金額以上之交易。 

(4)律師、公證人、其他獨立法律專業技術人員及會計師為客戶準備或實行交易之下列行為：買賣不動產;

管理客戶資金、管理證券或其他資產;管理銀行、管理儲蓄、管理證券帳戶;協助公司組織之設立、經

營、管理;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設立、經營、管理及企業買賣。 

(5)信託及公司服務者為客戶準備或實行名詞解釋中所列舉之相關交易。 

建議 24.透明度和法人的受益所有權： 

各國應尋求防制洗錢者不法利用法人的適當措施。各國權責機關應確保充分、正確且及時取得有關利用

法人之受益所有人或控制人之情報。特別是得發行無記名證券之國家，應尋求適當之措施以防止無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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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不會因洗錢而被不法利用。 

建議 25.透明度和法律安排的受益所有權： 

各國應尋求洗錢者不法利用法律合意的防制措施。特別是各國權責機關應能確保充分、正確且及時取得

明確信託(express trust)有關設定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之情報，以取得有關金融機構受益所有人及控制人

情報之措施。 

建議 32.現金跨境運送： 

各國應當採取措施，包括通過申報和披露制度，發現現金和不記名可轉讓金融工具的跨境攜帶活動。 

建議 33.數據統計： 

各國權責機關為檢討(review)防制洗錢及提供恐怖活動資金制度之實效性，應建立綜合性之有效性及效率

性的統計制度。 

建議 34.指引與回饋： 

權責機關為協助金融機構、被指定之非金融機構或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於其適用國內防制洗錢及提供恐

怖活動資金措施，特別是發現及申報可疑交易報告，應建立指導方針並提供回饋(feedback)。 

重點 56  FATF 洗錢行為罪刑化  

將提供恐怖活動資金及其洗錢行為罪刑化 

各國應將恐怖活動以及提供恐怖活動資金之行為罪刑化，並列為洗錢罪之前置犯罪。 

建議 3.洗錢犯罪： 

各國應當根據《維也納公約》、《巴勒莫公約》，將洗錢行為規定為犯罪。各國應當將洗錢罪適用於所

有的嚴重罪行，以涵蓋最廣泛的上游犯罪。 

建議 4.沒收與臨時措施： 

各國應當採取類似於《维也纳公约》、《巴勒莫公约》和《反恐怖融资公约》规定的措施，包括立法，

使主管部門能够在不損害無過錯第三方合法權益的情况下，凍结、扣押或没收以下財產： 

(1)被清洗的財產。 

(2)來自洗錢或上游犯罪的收益，用於或企圖用於洗錢或上游犯罪的工具。 

(3)屬於犯罪收益的財產，或用於、企圖用於、調撥用於資助恐怖主義、恐怖行為、恐怖組織的財產。 

建議 5.資恐犯罪： 

各國應當根據《反恐怖融资公約》，將恐怖融資行為規定為犯罪，不僅應當將資助恐怖活動的行為規定

為犯罪，而且也應當將資助恐怖組織和單個恐怖分子的行為規定為犯罪。 

建議 6.與恐怖主義和資恐犯罪相關的金融制裁： 

各國應當建立金融制裁機制，以遵守聯合國安理會關於防範和制止恐怖主義和恐怖融資的決議。這些決

議要求各國不應遲延凍結指定個人或實體的資金或其他資產，並確保沒有任何資金或其他資產，直接或

間接地提供給被指定的個人或實體或者使其受益。 

建議 7.與擴散武器相關的金融制裁： 

各國應執行金融制裁機制，以遵守聯合國安理會關於防範、制止、瓦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及擴散融

資的決議。這些決議要求各國不應遲延凍結指定個人或實體的資金或其他資產，並確保沒有任何資金或

其他資產，直接或間接地提供給被指定的個人或實體或者使其受益。 

建議 19.高風險國家： 

金融機構與來自不遵守或不完全遵守 FATF 建議國家之人(包括公司及金融機構)的業務關係及交易，應特

別注意。其交易經常有經濟目的不明顯或無合法目的之情形時，應於可能的限度內調查其背景及目的，

權責機關應得利用調查結果之文書。對不遵守或不完全遵守 FATF 建議之國家，各國應得採取適當的制

裁措施。 

建議 35.處罰： 

各國應確保對於不遵守本建議有關防制洗錢或提供恐怖活動資金措施之自然人或法人，採取適當有效且

具有抑制力之刑事、民事或行政上的制裁措施。 

重點 57  FATF 申報與恐怖活動有關之可疑交易及國際合作  

建議 2.國家層面的合作與協調： 

各國應當根據已經識別出的風險，制定並定期審查本國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政策，指定某一部門，或者



4/5 

主題 8 FATF 40 項建議與評鑑 

建立協調機制或其他機制負責該政策的實施。各國應當確保政策制定者、金融情報中心、執法機關、監

管機構和其他相關主管部門，在政策制定和執行層面，建立有效機制，加強合作和必要的協調，打擊洗

錢、恐怖融資和擴散融資。 

建議 11.記錄保存： 

各國應當要求金融機構將所有必要的國內和國際交易記錄至少保存五年，以使其能迅速提供主管部門所

要求的信息。這些信息必須足以重現每一筆交易的實際情況，以便在必要時提供起訴犯罪活動的證據。 

建議 12.政治公眾人物： 

對於外國的政治公眾人物，除採取正常的客戶詳盡調查措施外，各國還應當要求金融機構： 

(1)建立適當的風險管理系統，以確定客戶或受益所有人是否為政治公眾人物。 

(2)獲得高級管理層的批准方可建立業務關係。 

(3)採取合理措施確定其財產和資金來源。 

(4)對業務關係進行強化的持續監測。 

金融機構應當採取合理措施，確定客戶或受益所有人是否為本國的政治公眾人物，或者在國際組織擔任

或曾經擔任重要公職的人員。如果與這些人的業務關係出現較高風險，金融機構應當採取上述(2)~(4)措

施。對所有類型的政治公眾人物的要求，也應當適用於其家庭成員或關係密切的人。 

建議 36.國際公約： 

各國應立即簽署並完全實施維也納公約、巴勒莫公約及一九九九年防止資助恐怖活動公約。其次，獎勵

各國簽署、實施一九九○年歐洲議會有關洗錢、搜索、扣押及沒收公約及二○○二年美洲反恐怖公約等或

其他相關國際公約等。 

建議 37.雙邊司法協助： 

各國對於洗錢及提供恐怖活動資金案件之偵查、起訴及相關程序，應儘可能限度內提供迅速、建設且有

效之法律互助。各國對於並非在兩國領域內皆構成犯罪之案件(dual criminality)的司法互助請求，仍應儘

最大之可能提供協助，只要該行為在雙方均構成犯罪，即便雙方對於該犯罪行為之歸類或定義有所歧異，

仍可視為滿足提出司法互助之要件。 

38.雙邊司法協助(凍結和沒收)： 

各國應確保有權應外國請求採取迅速行動，對清洗的資產、洗錢、上游犯罪及恐怖融資收益、實施或計

畫用於實施犯罪的工具或同等價值的財產予以識別、凍結、扣押和沒收。該權力應該包括接受不以刑事

判決為基礎的收益沒收請求，和其他臨時措施基礎上做出的請求。 

39.引渡： 

各國應將洗錢罪視為可引渡之犯罪行為，允許引渡本國國民至他國接受審判，或在無法引渡本國國民情

形下，應依據請求引渡國之要求，迅速將案件移交權責機關就請求內容所述之犯罪進行調查、起訴。受

理機關對該案件之處理，應比照國內法律對相同犯罪之處理態度，而各相關國家應在訴訟程序和證據調

查上相互合作，以確保起訴能夠順利進行。 

40.其他形式的國際合作： 

各國應確保權責機關能夠提供國際間對等單位最大可能之協助，不問基於主動或被動，應有明確與有效

的管道，使相互間能夠迅速且直接的交換有關洗錢及其前置犯罪情報，此種交換情報不應受到不當的限

制。 

重點 58  匯款系統及非營利組織 

建議 8.非營利性組織： 

對於可能被恐怖融資濫用的非營利組織，各國應當審查有關法律規範是否完備。非營利性組織容易被濫

用，各國應當確保非營利性織不會以下列方式被濫用： 

(1)恐怖組織利用非營利性織的合法身份。 

(2)利用合法實體的非營利性組織作為恐怖融資的渠道，包括以逃避資產凍結措施為目的。 

(3)利用非營利性組織，將合法用途的資金秘密轉移至恐怖組織予以掩飾或混淆。 

建議 16.電匯： 

各國應當確認金融機構在辦理電匯和處理相關報文時，填寫規定的、准確的匯款人信息，以及規定的受

益人信息，並確保這些信息保留在支付鏈的每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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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59  監管   

建議 20.可疑交易報告： 

如果金融機構懷疑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資金為犯罪收益，或與恐怖融資有關，金融機構應當依據法律要求，

立即向金融情報中心報告。 

建議 21.洩密與保密： 

金融機構之董事、管理職員或受雇人，因善意向金融情報中心申報可疑交易時，縱使其不知犯罪為何，

亦不問是否確有犯罪，仍應受法律保障，不因違反契約、法令或行政法令所定保密義務之規定而負擔刑

事或民事責任。法律應禁止洩漏向金融情報中心申報可疑交易報告或相關情報之事實。 

建議 26.對金融機構的監督和管理： 

各國應使金融機構遵從適當的規範及監督，為確保實施FATF勸告的效果。權責機關應為必要之法律及規

範措施，禁止犯罪者或其他關係人為金融機構重要或足以控制之資本持分的所有人或受益人，或禁止其

具有經營金融機構之機能。 

建議 27.監管機構的權力： 

監督機關應有包括檢查在內的適當權限，以監督金融機構遵守防制洗錢及提供恐怖活動資金之義務，並

得要求金融機構提出全部有關遵守情形的情報，以及於金融機構不遵守義務時課以適當行政處分之權限。 

建議 28.對特定非金融行業和職業的監管： 

指定非金融機構或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應遵守有關之規範及監督措施： 

(1)賭場，為確保實施防制洗錢及提供恐怖活動資金之效果，應遵守全面性之規範制度及監督體制。 

(2)各國為監督防制洗錢及提供恐怖活動資金義務之遵守，應對其他指定之非金融機構或專門職業技術人

員遵守義務的有效監督體制。 

建議 29.金融情報中心： 

各國應設立金融情報中心作為統一受理、分析及提供可疑交易報告及其他可能與洗錢及提供恐怖活動資

金有關情報任務之行政機關。金融情報中心為執行包括分析可疑交易報告在內的各項工作，得及時且直

接或間接的利用金融、行政及法律執行機關有關的情報。 

建議 30.執法和調查部門職責： 

各國應確保被指定之法律執行機關具有偵查洗錢及提供恐怖活動資金之責任。各國於可能之限度內，應

獎勵開發控制下交付、臥底偵查或其他適於支援偵查洗錢之特別技術。其次，各國應獎勵處理經常性或

臨時性之專門財務偵查團隊，及與其他國家適當的權責機關共同偵查等有效的方法。 

建議 31.執法和調查部門的權力： 

權責機關於偵查洗錢及其前置犯罪之際，應取得偵查、起訴及相關行為所使用之書類及情報。包括為使

金融機構或其他之人提示保存之紀錄、搜索人及建築物、扣押及取得證據而採取強制措施之權限。 

重點 60  FATF 評鑑 

建議 1.評估風險與適用風險為本的方法： 

各國應識別、評估和了解本國的洗錢與恐怖融資風險，併採取相應的措施，以確保有效降低風險。在風

險評估基礎上，各國應適用風險為本的方去，確保防範或降低洗錢和恐怖融資風險的措施與已辨識出的

風險相對應。如發現風險較高，各國應確保其反洗與反恐融資體系能充分解決這些風險。如發現風險較

低，各國可以決定在特定情況下，允許對某些 FATF 建議採取簡化的措施。各國應要求金融機構和特定

非金融行業與職業，識別、評估，併採取有效措施低洗錢與恐怖融資風險。 

建議 15.新技術： 

金融機構應當在發布新產品、開展新業務以及應用新技術前進行風險評估，採取適當措施管理和降低此

類風險。 

製表日期：2021.2.2 

千華數位文化編輯部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