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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跨國貿易交流愈趨頻繁，國

際對於金流秩序重視度更甚以往。法務部作為我國洗錢防

制法令之主管機關，近年也在法制面上大幅調整以接軌國

際規範，包括修正洗錢防制法、增訂刑法沒收專章、制定

資恐防制法、財團法人法、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等。法令

框架到位後，洗錢防制政策及各部會協調工作，也由行政

院以政府最高行政層級成立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帶領

政策推動、法令宣導，並同時籌備及完成我國參與亞太防

制洗錢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工作，獲致最佳的
「一般追蹤」等級，係亞太地區會員國的最佳成績，為我

國公、私部門在未來洗錢防制工作推展，建立良好基礎。 

吾擔任法務部長期間，正值我國在APG第三輪相互評
鑑工作最後關鍵時刻，深深感受到協調各公、私部門接受

評鑑之艱辛，包括法制接軌與實務運作須符合國際標準，

落實法遵文化，爭取公、私部門高層支持、形成共識並透

過平台推展、教育訓練及輔助工具到位等問題一一克服。

法務部更是以身作則，積極配合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的

各項政策，包括檢察署、廉政署、調查局、行政執行署等

都在各項政策及具體作為上有所調整，以金流追查為核

心，貫徹洗錢防制不遺餘力。 

本書作者蔡佩玲檢察官於2014年借調法務部檢察司辦
理洗錢防制政策相關業務，並自2018年起兼任行政院洗錢
防制辦公室組長，2020年再兼任該辦公室執行秘書，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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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於有關洗錢防制的相關政策、法令規範均十分嫻熟，

也參與了APG的評鑑，深具該領域之專業能力，相信能以
所長帶領國家洗錢防制政策之推動有更優質的發展。吾欣

見其出版本書，傳承豐富又寶貴的防制洗錢實務經驗，堪

稱洗錢防制的實用工具書，故樂以推薦，相信讀者能有所

獲。 

 

法務部部長       
蔡清祥謹識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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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是國際趨勢，也是我國重要政

策。2019年8月18日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於澳洲坎培拉第22次年會通過
對我國第三輪相互評鑑結果，列為「一般追蹤」等級，成

績斐然。而為因應APG第三輪相互評鑑，公部門相互合
作，並修訂近百部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規，加強金

融監理及不法金流追查。金管會所轄金融機構也都投注大

量的資源，全面加強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工作。隨著金融

環境的快速變遷與社會期待的提高，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議題所涉及的廣度和複雜度都遠甚於以往，如何落實法規

制度並提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效能，成為金融機構的一

大挑戰，亦是我國公、私部門共同追求的目標。 

前美國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曾說：「無論你做
什麼，都要盡力做好（Whatever you do, do your best）。」
本書作者蔡佩玲自2018年擔任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組
長，至2020年8月升任執行秘書，認真投入洗錢防制政策的
推動，協調各部會工作及籌備我國第三輪相互評鑑等，各

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現。本書就洗錢防制國際趨勢、我國第

三輪相互評鑑後之發展與展望、2017年6月28日施行之洗錢
防制新法的修正重點、資恐防制法立法緣由及相關國際發

展情形等有詳盡介紹，有助讀者瞭解洗錢防制及資恐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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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趨勢、規範及我國立法過程，並能體現我國在提升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效能的努力與重視，相信讀者將獲益

匪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天牧謹識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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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甫兼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主任時，正值洗錢防制辦

公室成立之初，不論是任務、成員以及運作，都千頭萬緒

待整，也適逢兆豐案發生不久，國內壓力包括輿論質疑辦

公室的成立只是遮羞布，我都力挺堅持，認為國家的政策

遇到瓶頸，一定要想方設法解決，徒憑口舌是無法解決問

題的。由於國內洗錢防制在法規以及實務作法都與國際標

準尚有一大截的差距，因此也面臨可能無法通過國際評鑑

的窘況。但即使在國內、外高壓力情況下，洗錢防制辦公

室仍能穩住陣腳；從引進國際專家資源到帶領國內各部會

循序漸進，都達到可以自省並推陳新政策的階段，我個人

非常肯定，也認為在一個先進民主的國家，都要能機動性

地檢視政策方針隨時調整，有方法地達成目標。 

這本書籍內容是收錄佩玲在洗錢防制領域的相關文

章，從國際規範引進到相互評鑑程序介紹，以及以檢察官

身分投入洗錢防制領域之角色發揮等等，涵蓋面向廣泛，

內容深入，對於在此領域的新進學習者實有拋磚引玉之

效。我是在接任法務部政務次長後，因督導檢察司業務以

及擔任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主任之故，和佩玲共事，  

佩玲在洗錢防制領域，不論是在法案修正或是行政院洗錢

防制辦公室的業務推動，都投入許多心力，是優秀的檢察

官楷模。我很肯定佩玲能在工作之餘，把工作中所學所知

記錄下來，不僅有助於她自己個人的生命成長，對於國家

社會在此部分之經驗學識傳承，更是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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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說：「一切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佩玲以檢察

官身分，有機緣接觸洗錢防制政策的推動，也從中收穫成

長，而完成本書籍付梓，讓洗錢防制經驗得以傳承，祝福

本書的讀者也都能有所收穫、成長。 

 

法務部政務次長       

蔡碧仲謹識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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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因應本世紀全球化、地球村的發展，近年來國際上洗

錢防制／打擊資恐作為益趨重要且為各國所重視。個人自

2018年9月間兼辦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主任以來，基於政

策協調與推展角度，偕同本辦公室所有同仁，努力統合  

各 部 會 及 相 關 民 間 機 構 ， 進 行 亞 太 防 制 洗 錢 組 織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簡稱APG）第

三輪相互評鑑之籌備及執行工作，評鑑項目高達500餘項。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與各公、私部門除進行前期的籌備

作業與會議外，自2018年起逐步與APG評鑑團陸續進行會

前會、現地評鑑以及面對面會議，直至2019年8月我國代表

團在APG澳洲年會中，受到各會員國及相關國際組織的支

持，獲得「一般追蹤」（regular follow-up）等級之最佳成

績。期間多達37個公部門機關（單位），31個私部門產業

都積極投入，並正向改善已辨識的缺失，這都是上級長官

的領導與支持，及各公、私部門、人員、同仁共同努力的

成果。洗錢防制／打擊資恐政策隨著金流秩序在國際間的

重視度愈高，國內在此部分也將持續因應及增進制度化作

為。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在評鑑結果公布後，也已陸續

召開相關的缺失檢討改進會議、教育訓練及整合相關公司

部門的努力方向，為2023年即將到來的追蹤評鑑作準備，

且期望各機關（構）、團體、業界及同仁們能同心協力，

更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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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蔡佩玲，現任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在洗錢防制／打擊資恐工作投入6年餘，目前兼辦行政院洗

錢防制辦公室執行秘書，在2018年亦曾應APG遴選擔任對

泰國相互評鑑的評鑑員，對於參與上述等三輪評鑑及相關

工作著墨甚深。本書分4篇共12章，係以作者之經驗，對相

關立法、國際規範及評鑑，提出其見解及看法，作者也抱

著如同胡適先生所說的「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

捐」心態，與讀者相互切磋、增益。個人希望藉由本書，

能為讀者帶來更多的啟發與激勵，「戰國策」有云：「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期待本書的出版，能對於各界提供

洗錢防制／打擊資恐相關議題的正向思考，特以此為序。 

 

法務部政務次長       
兼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主任       

陳明堂謹識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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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我國洗錢防制法立法雖然起步得早，但隨著國際上金

流透明議題發展迅速及更為嚴謹規範，使得我國在洗錢防

制執行作業或教育訓練上，不管是金融業或非金融業，都

必須因應國際標準，強化相關作為。政府為因應此趨勢，

更於2017年3月16日由行政院正式成立院級的洗錢防制辦公

室，督導整合各部會及相關行業作為，修訂法律規範，加

上APG第三輪相互評鑑到來，才讓我國從政府高層到金融

業界，以至私部門之其他領域，包括律師、會計師、記帳

士、記帳報稅代理人、地政士、不動產經紀業、銀樓業、

公證人等，對於洗錢防制有不同以往的認知與重視，民眾

也在政府持續的政策宣導，及違反洗錢防制新聞事件中，

對於金流透明有多一層的認識。 

當傑有幸歷任公部門金融監理及私部門洗錢防制業務

執行經驗，從公部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財

政部次長，到土地銀行及華南金控董事長等私部門服務經

驗，感觸特別深刻。近年金融機構為因應洗錢防制作業的

需求標準，對內稽內控、洗錢防制的規範與作業要求，進

行全面的檢視與調整，並投入相當多的資源成本，洗錢防

制在金融機構強化風險管理作為中，將金流產生的風險進

行嚴謹的控管與監視，有效健全金融產業發展，及形塑我

國整體打擊金融犯罪的正面形象。我在華南金控服務期

間，經歷美方金融監理機關對金融業洗錢防制作業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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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線作業人員到董事會的高度重視與要求，更深信金

融機構做好洗錢防制對於健全經營的重要性。 

我國接受APG第三輪相互評鑑時，適逢當傑任職金融

總會秘書長與華南金控董事長，在與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

室互動過程中，特別能感受到政府對於政策推動的重視，

以及不吝投入龐大的資源，在推動過程中，金融總會及華

南金控有幸居間提供協助，也是在這樣的機緣下和佩玲認

識。當傑也鼓勵她在公部門能持續投入，將督導洗錢防制

及評鑑過程中所學，形諸文字回饋社會。佩玲彙集她的實

務經驗，深入淺出介紹洗錢防制必修第一堂課，相信對於

讀者而言，深具參考價值，定能從中獲得豐碩收穫。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秘書長       
吳當傑謹識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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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筆者前於2014年8月借調法務部任職調部辦事檢察官，

主責經濟、金融、犯罪所得查扣沒收、洗錢防制／打擊資

恐及國際業務，並自2018年開始兼辦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

室組長，至2020年8月27日改任執行秘書迄今，投入洗錢防

制領域已有6年餘。由於洗錢防制業務在我國金融或執法部

門向非發展重點，接觸機會極少，猶記初接業務時被交辦

負責洗錢防制法修法與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三輪相互評

鑑，毫無頭緒，一切從零開始，期間先後主辦刑法沒收、

洗錢防制法及資恐防制法制定與修正、並參與刑事訴訟法

沒收專章與公司法之修正歷程，籌劃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

室設置及籌備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三輪相互評鑑。回顧以

往，是許多深刻的故事與美妙機緣。有幸在期間和許多國

際專家及國內各領域的先進學習，對自己的視野及心域更

所拓展。 

由於同時身兼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組長及法務部主

責此業務的調部辦事檢察官，常有機會至各公、私部門進

行教育訓練，深感國內洗錢防制教育訓練常態化所需的教

材或文獻不足，對於洗錢防制教育再深化不利，雖時遇有

不同單位邀稿，也受邀參與洗錢防制教材編寫，但文章散

落各不同出版物，而各種教材編寫也有其先天規劃限 

制，因此一直有將文章蒐錄為冊的念頭，適元照出版公司

紀總經理秋鳳鼓勵，終能成冊，完成一點心願，也為洗錢

防制領域貢獻一些心力，無盡感恩。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483



前-26 洗錢防制必修第一堂課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自2018年3月16日成立後，在業

務推動上，從一開始統籌協調法律修正、接軌國際標準，

籌備第三輪相互評鑑，政策宣導以及普及化洗錢防制知

識，到2020年已有些許成績，期間引進許多國際資源或累

積的智識，因人力及時間限制，未能系統性彙整成冊，在

元照出版公司團隊規劃下，陸續出版本書與辦公室全體同

仁合著的系列書籍，廣泛囊括第三輪相互評鑑介紹及我國

經驗、洗錢防制各產業問題匯總與闡析、國家風險／非金

融業風險／非營利組織風險評估方法與成果等主題，希望

能作為國內洗錢防制發展基石，也是辦公室全體同仁在推

動政策外的一點心意。本書主要收納筆者這幾年來發表相

關文章，考量評鑑工作結束後，許多教育訓練希望筆者能

分享未來趨勢走向的看法，特別增錄「後APG時代的挑戰

與展望──談我國第三輪相互評鑑後之發展及國際趨勢」乙

文。另洗錢防制政策推動無非是期待讓下一代在更好的環

境成長，本書版稅全數捐助家扶基金會，冀以此方式延續

洗錢防制政策初衷，並拋磚引玉。 

藉由此書的完成，特別感謝蘇院長貞昌、賴前院長  

清德、林前院長全、羅政務委員秉成在洗錢防制領域之領

導與長期支持，也向這6年期間鼓舞我甚多的法務部蔡部長

清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黃主委天牧、及辦公室前、  

後任主任蔡政務次長碧仲、陳政務次長明堂，金融總會  

吳秘書長當傑、邱前部長太三、現任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許副主任委員永欽（時任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許執行秘

書兼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  

譚處長宗保、APG創辦人／FATF前秘書長Rick McDon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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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國國家風險評估顧問Josee Nadeau致意。而我在兼任行

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組長及法務部調部辦事檢察官期間，更

承蒙張次長斗輝、歷任法務部檢察司司長張司長文政、林司

長邦樑、王司長俊力、林司長錦村，以及歷任臺北地檢署

檢察長邢檢察長泰釗（現任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周檢察長章欽大力支持；和最高檢察署江總長惠民、法務

部張參事春暉及指導教授林教授志潔對我的鼓勵；行政院

洗錢防制辦公室、法務部檢察司及各相關部會機關前前後

後的許多好夥伴、各業界先進的照顧，亦併此致謝。更特

別要感激我的父母、公婆、丈夫和女兒一路上陪伴，尤其

是夫婿浩庭在此間最艱難的時刻總是全力相挺，是我人生

最幸運的部分。 

我很喜歡誠品創辦人吳清友先生所說的「讓生命在事

業之上，讓心性在能力之上，工作事業是人生修煉道

場」，我因為這塊工作領域的投入，受許多長官前輩的鼓

舞提攜，受各業許多先進的砥礪指導，學習收穫都是自

己，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的同仁雖有更迭，卻一直是我

近距離學習成長的對象，6年的時間說長不長，卻因此些歷

練與貴人，在人生路上大幅躍進展開，銘記此語，更期許

自己能回饋國家社會更多以報。感謝老天。祝佑台灣。 

 

蔡佩玲謹識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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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後APG時代的挑戰與展望 
──談我國第三輪相互評鑑後之 
發展及國際趨勢 

壹、 前 言 

從2016年兆豐銀行紐約分行遭美國裁罰高達1.8億美元事件

在臺灣投下震撼彈，引起各界譁然，一直到2019年8月我國在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簡稱APG）澳洲坎培拉年會中，我國第三輪相互評鑑1報告獲

得各會員國採認，取得亞太最佳成績。前後共歷經約3年之期

間，我國洗錢防制工作從被各界質疑，到評鑑團肯定我國在高

層投入與肯定下，有長足之進展，過程中高達37個公部門部會

機關、31個不同的私產業的付出與努力，其中辛酸，實難以言

盡。 
回顧我國在洗錢防制領域的發展史，可知我國曾有推動成

立亞太金融中心之構想，因此在1996年間即制定洗錢防制法，

                                                        
1 我國自1997年加入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簡稱APG）為創始會員國，APG為國際防制洗錢組織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簡稱FATF）之周邊組織，應遵循
FATF所頒布之國際規範，即FATF頒布之40項建議。FATF透過其與
周邊組織會員間之相互評鑑程序確保各國均遵循FATF所頒布之40項
建議。我國踐履會員義務，陸續於2001年間接受第一輪相互評鑑，
2007年接受第二輪相互評鑑，並在2018年接受第三輪相互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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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輪相互評鑑中，也因有第一部專法與亞洲第一個金融情

報中心，為亞太地區楷模；然因政策未持續推動，該法律於

2007年間相較於亞太區各國已陸續完成制定洗錢防制法制情形

下，屬相對落後之規範；其後持續因政府與民間之重視度不

足，在第二輪相互評鑑後甚至一度落到受警告名單；直到2017
年兆豐案發生，舉國輿論譁然，彷如警鐘，喚起各界重視，同

時伴隨著2018年我國即將接受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三輪相互評

鑑之壓力，在公、私部門繃緊神經高度投入下，終獲致亞太第

一的佳績。 
然而，兆豐事件實際上只是整體環境的縮影，在第三輪相

互評鑑之後，應思考的是在亞太最佳成績的背後，政策如何延

續、法遵文化如何深化；他方面，則應該要更宏觀地察覺到國

際趨勢動向，特別是深深認知洗錢防制政策本質上就是金流秩

序政策，而未來的時代只有金流、資訊流才是發展主力，逸脫

以往以人流和物流為主的秩序；在國際趨勢變化中，我國如何

為未來長遠的洗錢防制工作擘劃，回應國際的趨勢，利基何

在，又如何建立更完整的框架推動產業發展，政府的政策走向

都應所思考並大幅度調整，更要超前部署，才能為國家創造更

多利基。 
實際上，2019年8月APG年會大會採認我國評鑑報告的同

時，和我國鄰近的澳門也在評鑑後第4年的追蹤程序中，爭取

到全世界唯一40項技術遵循均達標的亮眼成績，其政府在政策

推動上持續努力的重視與投入，是各國表率，這也將成為其未

來發展金融中心之最佳基礎建設，值得注意。有鑑於此，本文

將簡介評鑑程序與後續追蹤程序，及相互評鑑報告重點，並從

相互評鑑報告出發，分析並建議評鑑後應有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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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三輪相互評鑑程序與評鑑

後追蹤 

一、相互評鑑程序 

FATF在2012年頒布之40項建議（簡稱FATF建議）規範的

是國際金流秩序，由於錢的流動不受國境限制，而是在全世界

流動，FATF建議除適用於其會員國外，也適用於FATF各周邊

組織之會員國，共達200餘個國家。FATF為確保其所頒布之40
項建議確為各國所遵行，採取「同儕相互審查機制」（peer-
review mechanism）確保會員持續跟進最新規範，也就是所謂

之相互評鑑程序。由於APG為FATF的周邊組織，APG亦依循

FATF之運作模式，採取「同儕相互審查機制」（peer-review 
mechanism），以確保APG會員依循FATF頒布之40項建議，並

定有第三輪相互評鑑程序手冊，為會員所遵循。 
會員接受相互評鑑之結果可依程度優劣分為：一般追蹤

（Regular Follow-Up）、加強追蹤（Enhanced Follow-Up）、

加速加強追蹤（Expedited Enhanced Follow-Up）2，在缺失極為

嚴重的情形，則須由國際合作審查小組（ International Co-
operation Review Group，簡稱ICRG）進行最高強度的追蹤審

查。上述一般追蹤、加強追蹤、加速加強追蹤等分類代表不同

強度的追蹤，包含追蹤的頻率和追蹤內容密度。一般追蹤等級

是每兩年追蹤一次，繳交簡易的追蹤報告；加強追蹤等級是每

年 追 蹤 一 次 ， 繳 交 細 部 追 蹤 報 告 （ Detailed Follow-up 
report）；至於加速加強追蹤等級之追蹤頻率則是大會決定，

可以是每月或每季追蹤，在嚴重的情況，還可以由大會派組高

                                                        
2 每一輪的相互評鑑依據評鑑方法論的規範不同，優劣等級的區分略有

差異，此處分類係依據FATF於2013年頒布的評鑑方法論的內容，此評

鑑方法論適用於FATF第四輪相互評鑑，以及APG第三輪相互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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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團實地訪查或提報到FATF的國際合作審查組，在此種情

形，幾乎就在FATF實施制裁的邊緣。 

二、評鑑後續追蹤 

評鑑結束其實往往不是洗錢防制工作的結束，反而是改善

工作的開始。FATF在2013年頒布的評鑑方法論以及其後評鑑

方法論的修正，不僅有一般性相互評鑑後之按等級追蹤，同時

也再增加了評鑑後第5年的追蹤評鑑。這主要是考慮到會員國

數多，每一輪評鑑完成約需要10年的時間，倘若無追蹤制度，

可能造成會員在相互評鑑後，就停止改善，而失去評鑑的最終

目的。例如以APG為例，APG的會員國數高達47個，以每年4
至6個會員國進行評鑑的速度，大約10年可完成一次評鑑。但

10年的時間不僅FATF頒布的40項建議會更新，各國的法令規

範也會隨之更新。因此有後續追蹤以及評鑑後第5年的追蹤評

鑑。 

一般性按等級追蹤 

依照第三輪相互評鑑程序，會員在大會採認完成相互評鑑

報告之後，依照其評鑑結果之等級，有不同強度的追蹤，在此

些追蹤的過程，會員可以要求對於技術遵循的部分重新評等。

技術遵循（Technical Compliance，簡稱TC）係指各國的法規

範應遵循FATF建議。亦即，各國如果有修法或是新立法的情

況，而足以補足原先評鑑之缺失時，可以在後續追蹤過程中要

求重新評等該項缺失。 

 第5年追蹤評鑑（Follow-up Assessment (FUA)），又稱
第5年後續追蹤（5th Year Follow-Up） 

所有完成第三輪相互評鑑的會員都會在相互評鑑報告被採

認後的第5年接受追蹤評鑑，即第5年追蹤評鑑。此追蹤評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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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G在第三輪相互評鑑時新增納入。最主要是以往第一輪及第

二輪相互評鑑完成後，約要相隔10年會員才會再接受評鑑，不

僅對於部分會員拘束力降低，也可能產生會員沒有辦法更新法

令符合FATF最新規範的情形，因此新增第5年追蹤評鑑，要求

會員在評鑑報告被採認後的第5年接受追蹤評鑑，確保會員已

依評鑑結果改善缺失，在此追蹤評鑑中，也會對於會員之技術

遵循與效能遵循的情形重新評等。 

參、亞太最佳的第三輪相互評鑑成果 

相互評鑑結果是由技術遵循（Technical Compliance，簡稱

TC）項目與效能遵循（Effectiveness Compliance，簡稱EC）項

目兩者併同觀察。技術遵循項目主要是針對法令規範是否符合

FATF所頒布的40項建議評等；效能遵循項目則指FATF評鑑方

法論所揭示的11項直接成果（Immediate Outcome，簡稱IO）進

行評等，直接成果指的是在該國的法規架構下，洗錢防制與打

擊資恐工作實際上的運作成效。例如我國針對毒品犯罪依照洗

錢防制法為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可針對毒品犯罪交易追訴洗

錢犯罪，但實際上我國針對毒品犯罪追訴洗錢犯罪的比率為

何，又法院判決洗錢犯罪之實際上有罪比例多高，法院判決裁

判之處罰是否具勸阻性等，都是在直接成果評等時的主要考

量。以我國實際情形說明，依照我國洗錢防制法第3條毒品犯

罪為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亦即針對毒品犯罪所得之洗錢行

為，可以追訴洗錢罪，此符合FATF建議之第3項建議要求。然

而我國自2012年至2018年間毒品案件平均每年起訴4,000至
5,000件，但長達6年針對毒品案件之洗錢行為起訴之總數竟不

到10件，則不符合FATF評鑑方法論第7項直接成果之要求。 
第三輪相互評鑑在技術遵循部分，如有核心建議（FA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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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之40項建議之第3項、第5項、第10項、第11項、第20項）

不及格或是8個以上建議未達標；以及在效能遵循部分未達標

多於5項，均落入加強追蹤等級；但如具體成效在此之上則可

列為一般追蹤。我國的第三輪相互評鑑結果，在技術遵循部

分，在總項次共40項建議中，有5項建議未達標（第22項、第

23項、第25項、第28項、第35項建議），效能遵循部分未達標

僅4項（第3項、第4項、第5項、第7項直接成果）。觀察時，

在技術遵循部分等級為少部分遵循或以下情形，以及效能遵循

部分等級為中度有效或以下情形，為最具改善急迫性者。 

表1 我國第三輪相互評鑑技術遵循情形 

等 級 相關建議 

完全遵循 
（Compliant，簡稱C）

第9項（金融機構保密法律）、第12項（擔任

重要政治職務人士）、第13項（通匯銀行業

務）、第14項（金錢或價值移轉服務）、第

15項（新科技運用）、第16項（電匯）、第

17項（依賴第三方之防制措施）、第 19項
（高風險國家）、第30項（執法和調查機關

之責任）、第34項（指引與回饋） 

大部分遵循 
（Largely Compliant，

簡稱LC） 

第1項（風險為本）、第2項（全國性合作與

協調機制）、第 3項（洗錢犯罪）、第 4項
（沒收與扣押）、第5項（資恐犯罪）、第6
項（資恐之目標性金融制裁）、第7項（反武

擴之目標性金融制裁）、第8項（非營利組

織）、第 10項（客戶審查義務）、第 11項
（交易紀錄保存義務）、第18項（內控與國

外分支機構）、第 20項（可疑交易申報義

務）、第21項（保密義務）、第23項（非金

融事業或人員其他執行措施）、第24項（法

人透明度）、第26項（金融機構之監理）、

第 27項（金融監理機關之權力）、第 29項
（金融情報中心）、第 30項（執法機關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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