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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一般人對SAS的第一印象都是在校園課堂上或學術環
境中的統計軟體，當初在Daniel加入公司前，我與他討論
風險管理顧問職位時，他的想法大概就跟一般人是相同

的：「SAS不是統計軟體公司嗎？」後來看著他陸續進入
許多忙碌的洗錢防制專案，並在完成這本大作邀請我寫推

薦序時，我與他深談，認為非常值得再從一個大眾對於

「統計軟體公司」到「洗錢防制系統」的有趣轉換角度出

發，談談這個主題許多令人深思的觀點。 

當然，統計還是SAS首要的根本核心競爭產品，但實
際上幾乎所有大數據、人工智能、精準行銷、動態風險管

理等等需要以深度資料科學為底蘊的任務，SAS都能幫上
忙，這些更是我們的強項。因為近年不只行銷需要大數

據，就連風險管理也早就走向以資料分析為本的科學化管

理了，甚至連洗錢防制（或如Daniel觀點所稱，廣義的金
融犯罪風險管理）這種在過去乍看之下非常偏重質化判斷

的任務，也都逐漸開始重視資料處理與數據分析的工程。 

就拿最近火熱的金融業洗錢防制相關作業內容與未來

展望來看，這幾乎是一個我在明、敵在暗的「黑盒子」過

程，要能從茫茫海量資訊中擷取並分析有意義的資訊，以

利相關作業人員得到精準的情報，光靠人力就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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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在高效能風險管理領域的深耕與獨到技術也讓我
們成為業界首選，過去更幫助許多各產業的優質公司管理

風險，並且協助他們以最佳效率與最適成本防範各種不確

定性，例如犯罪金流的偵測與阻斷就是最佳例證。其他諸

如詐欺、資本管理、信用評分等也都是我們著力很深的領

域，也有不少相當有趣的應用面向。 

然而不只系統面，廣義而言風險管理還更需要作業面

的寶貴經驗。SAS的宗旨在於讓世界各地獲得「知的力
量」，而要能達成這個目標，不只技術層面，經驗與專業

更是重要的一環。 

Daniel與客戶訪談時經常提起他過去擔任交易監控分
析人員時遇見的有趣實例，大概也還是不脫針對人的職

業、收入等作合理性判斷。中國有一位著名的藝術家兼模

特兒王德順，在一場走秀以精壯的身材驚豔四座，不是因

為他顏質高或身高高，而是因為他年屆80歲還能練出腹肌
並走秀！Daniel會在現場問大家，一位80歲的老人因為帳
戶大額進帳但說是模特兒走秀收入，帳戶消費說是上健身

房費用，大家會不會覺得金流不合理而懷疑是疑似洗錢交

易？ 

每次聽到這種案例都讓我覺得果然人的行為才是無奇

不有，系統與經驗的整合才能仔細導向更優化的作業過程

與結果。更可以見得洗錢防制領域的複雜與深度。 

台灣在2017-2018年間可以算得上真正趕上國際化、
現代化洗錢防制制度的元年，而或許系統的建置正是踏出

正確的第一步。這本書從淺至深，不只從系統出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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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如法規的討論、案例的說明、實務經驗的解析等等，

都是從經驗及學理上供有志在洗錢防制或風險管理領域盡

一份心力的先進的最佳參考書，誠摯推薦本書給大家！ 

 

          台灣賽仕電腦（SAS）總經理 

陳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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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2019年APG年會確認台灣的第三輪相互評鑑成果為最
佳之「一般追蹤」，無疑是對我們的肯定。自從2016年國
銀被紐約金融局裁罰新台幣57億元，乃至近三年的修法、
評鑑等等工作，整個台灣洗錢防制的討論突然火熱了起

來，連帶的金融業法令遵循、風險管理以及公司治理的文

化近來也愈來愈受人重視了。事後諸葛論，似乎這些年受

罰、改革等等都算是苦盡甘來──使得台灣的洗錢防制、

法遵、內控制度躋身進步國家之列。 

回想起2013以及2015年我曾二度受金管會邀請向國內
銀行業總經理、法令遵循主管等同業先進們分享花旗銀行

法令遵循以及洗錢防制的實務作法，希望本國銀行可以在

這些領域上急起直追，但是顯然國內金融業者包括董事

會、高階主管在當時並未加以重視，一直到國外監理機構

施以巨額的裁罰金額，才如從大夢中甦醒般，開始積極地招

募人才，編列預算建置系統，修改相關作業流程。 

Daniel很早就在花旗銀行從事洗錢防制相關工作，我
則是在2000年擔任花旗銀行洗錢防制主管的角色，雖然當
時我與他不認識，但可以說同時都在剛萌芽發展的洗錢防

制領域參與程度不一的作業。後來我們陸續於2017-2018
年，與一些本國銀行洗錢防制專案中合作，聊起當年在花

旗起頭做洗錢防制的工作心得，竟也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都很感慨當年和別人解釋「反洗錢」的工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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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人少之又少，對比現在討論的熱烈程度簡直是當年

無法想像的。 

我覺得英國作家狄更斯在小說「雙城記」開卷說的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的矛盾感還是非常

適合現在的時空背景：一方面新興科技如雲端應用、金融

科技（FinTech）、第三方支付、區塊鏈、大數據、人工
智慧……等蓬勃發展；另一方面法令遵循、洗錢防制、風

險管理的規範與要求又更發細緻了。現在經濟發展上，似

乎推力與拉力都同趨更精細與更複雜。以我過去十幾年來

都在法令遵循及洗錢防制的領域工作裡，最經常被人視為

企業中扮演「拉力」的角色，時常需確保公司不能像脫韁

野馬般往不合規的方向亂竄。 

我與很多甫出社會從事法令遵循以及洗錢防制的年輕

人聊天時，發現他們面臨的矛盾感益深就大多源自於此。

法令遵循以及洗錢防制的工作一開始會被人誤以為是枯燥

且無彈性的，尤有甚者，或許更被認定是邁步向前的絆腳

石。然而沒有法令遵循以及洗錢防制做為後盾，金融業的

發展就很容易誤觸風險，輕則遭受罰款、限縮業務；重則

撤換董事長、高階主管甚至撤銷經營執照。所以在最好的

時代，更不能少了法令遵循以及洗錢防制在後面默默做最

完備的打算與準備。 

我在與資深從業人員交換心得時，大家多會認同法令

遵循及洗錢防制與其說是生硬的「遵循」，不如說是一種

企業文化的內化。金融從業人員看待金融業的遵循文化恐

怕得和看待「放款利息需高過存款利息」一樣的業內規

律，更應該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而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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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認為APG第三輪相互評鑑成果出爐後，更宏大
的目標還在前頭！提升金融業洗錢防制的「有效性」更不

只是在銀行業。以我目前服務的保險業，甚或是「指定非

金融業」都還有更多內稽內控、法遵、風險管理等工作需

要更加細緻化。所以除了作業面上的指引，我認為這本書

更大的價值應該是要幫助金融從業人員形塑遵循的文化，

並且進一步拋磚引玉，讓法令遵循及洗錢防制領域的交流

與討論更加活絡、進而促進合作使各自服務的金融業更有

發展上的益處，使法令遵循及洗錢防制真正轉化為企業持

續進步的堅強後盾！ 

 

全球人壽總稽核暨副總經理 
前花旗銀行法遵長 

黃介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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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前 言 

日前有個關於非法匯兌的新聞1引起我的注意：一位馬來西

亞籍的羅姓嫌犯自2003年開始經營非法匯兌，協助台灣的外籍

勞工將工資匯回母國。他們開設的是普通公司行號，自然沒有

銀行執照，所以執行匯兌是違法的，然而最令人發噱的卻是他

們竟然還提供匪夷所思的「快匯」服務──只要服務費（或由

正規銀行角度而言的匯款手續費）夠高，他們甚至安排專人直

接送至外籍勞工家鄉的家門口。 

從工業革命以來，撇除生產實際商品的輕重工業，能賺取

利潤的大概不脫掌握物流、金流、資訊流三種；這種人肉「快

匯」的商業模式用處理物流的方式處理金流，任何在銀行工作

過的人大概都會啞然失笑。 

但這種看似有違常理的安排卻直指銀行業務的核心：銀行

不就是協助處理資金匯通的角色嗎？除了電子通訊，若人力許

可，難道不應竭盡所能替大眾處理金流嗎？金流的處理不就應

當如實如質抵達嗎？ 

這些問題由於牽涉複雜的金融市場監理，過往一般大眾比

                                                        
1 林佩均，2017。「替外勞匯錢回鄉 這對情侶四年經手達566億

元」。聯合報（201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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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人過問，然而近年新聞關於台灣的銀行業弊案層出不窮，

又以2016年兆豐銀行的疑似協助洗錢案件最為受到矚目。現況

在洗錢防制甚至是風險管理層面上，銀行受到大眾的關注熱度

愈來愈高，但隔行如隔山，一般民眾的關注似乎對真正問題的

核心相距甚遠，往往許多議題看著也有如霧裡看花。 

南非在2009年有個饒富興味的事件2：為了嘲諷網路太慢，

有人於是實驗將資料儲存在隨身硬碟，然後由鴿子傳至六十英

里外，發送端同時也發出帶有相同檔案的電子郵件給另一端，

結果飛鴿傳「碟」竟比電子郵件還快！看到這裡，相信許多人

大概當笑話看待，同時一定也覺得若軟硬體及通訊狀況許可，

我們心裡必然會同意標準化、固定化、正規化的途徑要比飛鴿

好得多，至少電子郵件不會在中途被擄鴿勒贖。 

對比「人肉快匯」，我們是否也會隱約認為金流還是交由

制度化、受管制、遊戲規則明確的銀行來處理比較好呢？而恰

恰這個為何「比較好」對於洗錢防制意義重大，而且不僅對於

監管機關和銀行本身，對於普羅大眾也非常重要。我曾經看過

一個報導指出銀行業被選到最枯燥無聊工作的榜上，原因是重

重規範管理和壓力經常讓從業人員感到厭倦；確實銀行業的工

作不必天馬行空的想像與創意，然而某種程度上也就是這種保

守、制度化、規則化的環境讓我們認為把金錢交給銀行比起交

給不知名的人帶上飛機運送還要安全。 

我在為銀行業先進教育訓練時經常問大家：「銀行把給錢

的稱作客戶、收錢的也叫客戶；那麼銀行究竟賣甚麼產品？」

                                                        
2 BBC，2009。「SA pigeon ‘faster than broadband’」。BBC NEWS

（200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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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銀行最大的價值不是服務或產品本身，而是給「信任」

標價的能力。我們的核心功能其實是給人與人之間的信賴標上

價格，使得商業金流活水不斷。這個核心功能派生很多銀行業

的特質，而「安全」、「保守」肯定會是其中之一。 

但這個安全的本質在最近受到很多挑戰，犯罪衍生的洗錢

風險就是一例。很多跨國組織、政府早在約十年前就開始對金

融機構示警，認為嚴重的話協助處理犯罪的金流很可能造成不

可逆的危機，也因為如此各國政府開始加大規範的力道，這就

是為何今天會有這麼多關於洗錢的熱議。 

既然銀行面臨被挑戰「比較好」的信賴基礎，又「信賴」

就是銀行的核心產品，那麼防制洗錢可以說是一刻也不能等

的。而洗錢防制有很大一部分需要大眾的認知或甚至價值觀的

重塑，因為現代生活中，恐怕沒有一個人不和銀行往來，沒有

一個人不開銀行帳戶，所以如果台灣的金融業受到洗錢的指

控，幾乎可以說每個人都貢獻了一些。 

洗錢防制的作業相當枯燥乏味，我在寫這本書時原本非常

想避免書寫得太過無趣，但後來發現事實上根本是緣木求魚。

由於洗錢防制甚或是金融犯罪風險管理在實務操作層面牽連甚

廣，也經常得在一些專業細節上推敲，我能做到的大概只有在

不同的章節照顧到不同的主題，希望讀者能選擇與自身背景與

專業貼近的文字來閱讀。 

如果您是金融業從業人員，尤其正好在洗錢防制相關部門

工作，非常急於知道實務上的操作如何進行，那麼我建議您直

接從第3章往後看。 

如果您是想了解洗錢防制或金融犯罪風險管理基礎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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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洗錢防制法─銀行業實務挑戰 

 

一般大眾，第2、4、9章應該能提供您一些背景資訊，而且稍微

較不生硬。 

如果您是學術單位的學生、教師，想看看實務作法當成研

究或課堂的參考，那麼到第7章為止應該就能符合您的需求。 

總而言之，解釋銀行業洗錢防制的各個層面就是本書想嘗

試達成的目標！我希望以我過去在銀行洗錢防制相關工作經

歷，加上在系統廠商導入洗錢防制相關系統的經驗，從實務面

解析洗錢防制究竟代表什麼意思，以及為何在這個時代，所有

人都要知道的洗錢防制！ 

本書儘量避免的事 

 不從生硬的法律規章出發，不只作法規解讀。 

 不將洗錢防制作業視為零碎的規定拼湊，不只從法律、法遵

部門出發論述。 

 不會窮舉理論，而是讓銀行決策者知道「夠好」（Good 

Enough）的程度，並有依循的大方向而不是窮忙於看似永無

止境的規定。 

本書想達成的目標 

 評析APG來台灣第三輪相互評鑑成果與後續發展建言。 

 從風險管理出發，教讀者洗錢防制的策略架構與實務作業要

點。 

 讓讀者從總體經濟、國際政治情勢判斷台灣洗錢防制作業利

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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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國際趨勢下，對台灣政策的批判觀點以及展望未來的進

步方向。 

 實務導向說明在風險基礎法（Risk Based Approach）下，什麼

事可以不做，什麼事一定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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