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不及格到亞洲第一 

我國2019年APG第三輪相互評鑑紀實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51



 

 

推薦序 

乾淨金流，亞洲模範生 

臺灣早在1996年，就是亞洲第一個制定洗錢防制專法
的國家，1997年，並以創始會員國身分，加入亞太防制洗
錢組織（APG）。2007年，我擔任行政院長時，經歷過
APG的第二輪相互評鑑，後來在2011年，因追蹤結果不
佳，臺灣落入「加強追蹤名單」，2019年，我再任擔任院
長，有幸見證臺灣在第三輪相互評鑑後，經APG年會採認
為最佳等級，殊值欣慰。 

洗錢防制評鑑成績好壞是一回事，但它是否落實，實

質影響的是一個國家、甚至國際社會的金流秩序，同時它

也和毒品、詐欺、組織犯罪行為，甚至與國際間資助恐攻

等治安與國土安全議題息息相關，也直接關係到吏治清

廉，以及臺灣與其他國家的金融貿易往來，也會影響到廣

大臺商在海外的投資布局。因此，確保金流秩序良好，才

能遏止犯罪，讓國人安居樂業，也才能進一步帶動產業發

展，提升臺灣的國際競爭力。 

蔡政府上任後，徹底檢討先前不足之處，致力遵循

APG各項要求。在完備法制方面，感謝立法院的支持，通
過許多重要法規，加強金融監理及不法金流追查，擴大沒

收不法利得，規定私部門強化內控、法遵及補強各項防制

措施。另外，2017年3月，我們在行政院層級設立專責辦公
室，統籌協調各部會進行洗錢防制工作，對外展現臺灣的

國際責任與政府承諾，對內支持我國金融產業進化，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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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邀請民間業界一起幫忙。相關同仁鍥而不捨，就評比不

及格處不斷精進，想方設法一再在國際場合爭取，總算在

這次第三輪評鑑中，得到最好成績，從不及格，到亞洲第

一。 

臺灣土地不大、天然資源不多，但有最好的人才、最

自由民主開放的機制，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WEF）「全
球競爭力報告」，我國在「金融體系」項目名列第六，

2020年第一、二次的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報告都指出，臺灣投資環境穩定，是亞洲第一、世界第

三。臺灣要永續發展，除了要強化自身競爭力、給下一代

國際視野，更重要的是正確的價值觀。金流秩序講的就是

每一分錢取之有道，國家的金融秩序有為有守，才更能贏

得國際的尊敬。 

這一次我們在評比上雖然獲得良好成績，但這並非永

久受用，犯罪手法會不斷進化，政府不能只在後面追趕，

必須時時在觀念和作法上尋求突破，發揮力量、再進一

步。「洗錢防制辦公室」把十幾年來臺灣在洗錢防制的發

展歷程彙整成冊，不只記錄過去、留下經驗，也希望讓專

業人才可以一棒接一棒，使臺灣金流更透明，更受國際肯

定，這才是最珍貴的臺灣價值。 

 

行政院長       

蘇貞昌謹識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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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我國洗錢防制法於1996年制定，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
業務，劃歸為法務部職掌，後於次年成為亞太防制洗錢組

織（APG）創始會員，因此APG第一輪相互評鑑及第二輪
相互評鑑，法務部均為主政機關，負責主導、統籌各部會

籌備評鑑相關事宜，亦讓我國在前兩輪相互評鑑，取得不

錯成績。然而在第三輪相互評鑑時，國際環境丕變、評鑑

方法改變及國際標準提高等因素，逐漸讓跨部會平行籌備

模式顯得力有未逮，且我國無論在法制面、監理面或執法

面，都與國際標準存有極大的落差，法務部遂於2016年
起，陸續修正、增訂相關法規，如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

法、刑法沒收等，並陸續和各部會合作，協助推動公司

法、財團法人法及金融監理相關法規之增修，於推動修法

過程中，除整合跨部會意見並積極聽取各界意見，更制定

符合國際規範又適合我國風土民情之法律條文，方足適正

用法，符合人民期待。 

於2018年7月接任法務部部長後，積極推動防制洗錢與
打擊資恐業務，而為因應APG第三輪評鑑，行政院於2017
年3月16日，在行政院層級成立「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
室」，仍由法務部擔任主要幕僚機關，培訓中央部會人

員，並全力推動第三輪相互評鑑之籌備工作。經由法務部

（包括調查局、行政執行署）及借調自經濟部、財政部、

內政部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華南銀行等公、私部門人

員組成之該辦公室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下進行最後衝刺，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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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PG澳洲坎培拉年會傳來令人振奮的好消息，我國獲得
「一般追蹤」為亞太最佳成績。 

回顧這次評鑑歷程，我們遇到無比艱鉅的挑戰，因為

我們不曾有相關經驗可資借鏡，亦無國際組織的奧援，惟

透過公、私部門齊心協力，在評鑑的道路上，持續努力衝

刺，方獲得如此佳績！欣聞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甫榮

獲亞洲最佳評鑑成績之際，欲將過去20年我國籌備評鑑相
關之重要文獻、資料、沿革等編纂成書付梓，為我國接受

評鑑及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之努力及發展，留下彌足珍貴

的歷史軌跡，發揮承先啟後之關鍵角色，意義非凡，吾樂

以為序，並向讀者推薦本書，亦可供公、私部門於日後籌

備評鑑之重要參考文獻。 

 

法務部部長        

蔡清祥謹識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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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人於2018年9月接獲指派兼任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主任一職，當時我國正準備接受睽違10年的亞太防制洗錢

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面對評鑑不過僅剩1個多月

的時間，準備工作如火如荼進行，待辦事務接連而來，包

括各機關的聯繫協調、評鑑場地硬體布置及安排評鑑團接

送機協助等諸多事務均須即刻處理，國內、外不論是業界

人員或是民眾，對於我國能否在評鑑中獲得佳績，都寄予

相當厚望。 

在同仁與各部會的協助下，我國得以順利完成在2018
年11月長達2週的現地評鑑面試。從現地評鑑結束後，到

APG正式公布我國成績前，這段期間我們肩負各界的期待

與壓力，一關一關突破，目標取得最好的成績。一路上不

全然順遂，從2018年11月現地評鑑後，評鑑團給我國的成

績有16項成績不及格，這段期間壓力雖大，同仁們仍堅持

不懈，直至2019年3月與評鑑團面對面會議，我們極力搶分

成功，專業與毅力感動評鑑團，我國成績始從不及格大幅

躍升。 

2019年8月我國代表團動身赴澳洲參加APG年會大會，

面對來自會員國與國際組織以最嚴格標準檢視我國評鑑報

告，甚至在會場遇到陳抗的種種壓力，每一步如履薄冰。

肩負國人的殷切企盼及可能面臨之國際政治現實，同仁們

承受之壓力難以言喻，但這些努力也終獲肯定。我國在年

會的評鑑報告審定程序順利，得到各國與國際組織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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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認臺灣這幾年在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工作的付出與努

力，榮獲最佳等級「一般追蹤」的成績，為亞太地區表

率。 

參與APG第三輪相互評鑑的過程，每一步都不簡單，

但我們腳步踩得穩健踏實，也代表洗錢防制的路能走得更

長更遠。回想這一段歷程，除了艱辛和困難，凡在這段過

程中投注心力的各個參與者，想必都能深刻感受到我國的

進步並充滿感恩。 

10年才一次的評鑑實為我國向前走的重要證明，如果

能夠把這些點滴回憶以文字記錄，繼續傳承下去，極其重

要。未來將能以我們走過的路為奠基，看得更高更遠。正

值評鑑結束不久，大家印象都還鮮明，特別由辦公室同仁

們共同把我國籌備評鑑的歷程，以文字記錄並彙編成冊，

作為國家未來在推動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工作的重要參考

文獻。洗錢防制工作不會因為評鑑結束而停止，國際規範

未來只會更加嚴格。未來公、私業界要更密切交流溝通，

與國際組織更緊密的合作。 

本書得以順利出版，特別要感謝蘇院長在上任後，全

力支持洗防工作推行；賴副總統清德時任院長與林全前院

長，設立洗錢防制辦公室並持續推動洗錢防制；法務部  

蔡部長清祥在人事調度、庶務規劃與經費支應提供奧援，

以及前任洗錢防制辦公室蔡政務次長碧仲兼主任奠定洗錢

防制辦公室的良好扎實的基礎，讓我接任後無後顧之憂。

更重要的是要向所有曾經參與整個評鑑過程的公、私部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51



序言 前-7 

門，表達誠摯的謝意，是你們一同加入讓臺灣變得更好，

未來亦請不吝賜教，讓洗錢防制的工作更上一層樓。 

謹以「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

海」，共勉之。 

 

法務部政務次長        

兼任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主任        

陳明堂謹識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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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感謝協助訪談、曾在相互評鑑道路上共同努力的前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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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防制洗錢之國際組織 

犯罪集團利用「毒品犯罪」所獲得的鉅額財富，滲透腐蝕

各級政府機關、企業及社會各階層，讓國際間開始注意到防制

洗錢的重要性，因此在1988年維也納會議時，訂定《聯合國禁

止 非 法 販 運 麻 醉 藥 品 及 精 神 藥 物 公 約 》 （ 亦 稱 之 維 也 納 公

約），要求締約國立法處罰毒品犯罪的洗錢行為。緊接著，七

大工業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及美

國）也體認到毒品犯罪所涉洗錢行為，對於金融體系產生嚴重

威脅，於1989年的高峰會議中，以決議設置「防制洗錢金融行

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簡稱FATF），以

下將就國際上幾個在防制洗錢具代表性的組織作說明。 

壹、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簡稱FATF） 

一、設立緣起及宗旨 

1989年7月，於法國巴黎舉辦第15屆七大工業國高峰會，

會議中認為毒品問題已達到毀滅性的程度，各國須迫切地採取

果斷行動。在此議題下，達成了幾項決議，其中一項包括在法

國巴黎設立FATF，其設立宗旨為「制定標準，推廣有效執行之

法律、監管和營運措施，俾以打擊洗錢、資助恐怖活動，以及

其他對國際金融體系完整性造成危害之相關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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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ATF成員、觀察員及區域性組織 
（FATF-style regional body） 

FATF創始成員除上述七大工業國外，尚有歐洲委員會及

歐洲8個國家，總計有16個創始成員，自1991年起陸續有多個

國家想要加入，FATF成立至今，已從創始時的16個會員擴張

為39個會員，包括37個司法管轄區和2個區域組織（海灣合作

理事會和歐洲委員會），另有28個觀察員組織及1個觀察員，

組織成員名單請參考FATF網站：https://www.fatf-gafi.org/。各

司法管轄區若欲成為FATF會員，需要通過兩階段審核，第一

步須先受邀參與成為該組織的觀察員，第二步則是進行相互評

鑑，並由高層致信FATF表示有意願成為會員及遵循相關規

範。 

 

 

FATF 39個會員分布圖 

資料來源：https://www.sygna.io/blog/what-is-the-financial-action-task- 
force-fa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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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F 除 透 過 上 開 成 員 國 ， 更 是 仰 賴 9 個 區 域 性 組 織

（FATF-Style Regional Bodies，簡稱FSRBs）間的緊密國際合

作，以達成讓全球執行FATF建議事項的目標，這些區域性組織

為FATF的準成員（Associate Members），各區域性組織要求各

自的會員國履行FATF的建議事項，並全力在FATF制定政策方

面提供專業知識。這些區域性組織包括：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 
加 勒 比 防 制 洗 錢 金 融 行 動 工 作 組 織 （ Caribbean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CFATF） 
歐 洲 理 事 會 評 估 防 制 洗 錢 措 施 專 家 委 員 會 （ Council of 

Europe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the Evaluation of Anti-Money 
Laundering Measures and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MONEYVAL） 

歐亞防制洗錢及資恐組織（The Eurasian Group on Combat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Financing of Terrorism, EAG） 

東南非防制洗錢組織（Eastern & Southern Africa Anti-Money 
Laundering Group, ESAAMLG）  

拉丁美洲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f 
Latin America, GAFILAT） 

西非防制洗錢組織（Inter Governmental Action Group against 
Money Laundering in West Africa, GIABA） 

中東及北非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MENAFATF） 

中非防制洗錢工作組織（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in 
Central Africa, GABAC）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51



4 從不及格到亞洲第一 

 

 
FATF的區域性組織分布圖 

 
目前在全球共有超過200個司法管轄區透過FATF或FATF區

域性組織，致力於執行FATF建議事項。我國雖非FATF成員或

觀察員，但因我國為前述區域性組織──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APG）之成員，而得以APG之成員身分參與FATF活動。 

三、FATF具體作法 

制定建議 

FATF於1990年制定40項防制洗錢建議，1996年進一步將洗

錢的前置犯罪擴大至毒品罪以外之「其他重大犯罪行為」。

2001年，受到美國911事件影響，制定「打擊資助恐怖份子活

動和恐怖組織」特別建議。2012年，整併上述建議及特別建

議，作為防制洗錢暨打擊資助恐怖主義及「大規模武器擴散」

之國際標準，每個國家應根據其建議制定法律及金融監管措

施；另外，FATF蒐集分析有關洗錢的具體手法（態樣）及趨

勢，並作成各種指引發布（有關FATF 40項建議及指引詳見第

GABAC-  
Groupe d’Action contre 
le blanchiment d’Argent 
en Afrique 

GAFILAT- 
FATF of Lat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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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說明）。 

會員國相互評鑑 

FATF會從成員國中選出評鑑員，組成評鑑團至各國實施相

互評鑑，查看各國對於FATF 40項建議的執行情況。評鑑的基

準在「評鑑方法論」中都有詳細的規定（詳見第二章說明），

每項建議將根據審查標準分為四個評等，每個國家的相互評鑑

結果將作成報告發布，對於未完全遵循的項目，後續會受到

FATF的監督。 

不合作國家之對策 

FATF分析每個國家防制措施執行情形，定期審查並公布洗

錢及資恐政策不足的地區，針對不合作國家是採用「公開指

責」（naming and shaming）方式，藉此督促這些拒絕配合全

球防制洗錢暨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活動之國家，以確保所有金融

機構符合國際標準，採取偵測和懲罰洗錢的措施，俾能減少金

融體系成為洗錢管道之威脅，FATF作法如下： 

前期（2000年至2006年） 

FATF 會 公 布 「 不 合 作 國 家 和 地 區 」 （ Non-Cooperative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簡稱NCCT），這個階段重視制裁不

合作國家。 
2000年2月的NCCT報告列出了審查不合作國家和地區的基

本程序：首先，FATF成員會依據經驗篩選出優先受審查的國家

並發出通知。接下來，FATF區域審查小組會蒐集相關規範、資

訊，依據NCCT的25項審查標準對這些資料進行分析後草擬報

告，並將該報告交予受審查的國家表示意見。最後，再經由

FATF大會討論後成為最終的報告。 
在2000年和2001年兩輪的審查期間，總共有47個國家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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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接受審查，其中有23個國家被列不合作國家和地區，這些國

家至2006年10月，已全部從「不合作國家和地區」這個黑名單

中被移除，因此有關不合作國家和地區的報告在2007年即已終

止。 

後期（自2007年起） 

相較於前期以制裁不合作國家為主，後期FATF作法有些改

變，認為還需要監管並提供指導，因此由「國際合作審核小

組」（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view Group，簡稱ICRG）分

析高風險司法管轄區，並給予高風險司法管轄區有關於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風險之具體建議措施，若高風險司法管轄區仍然

不配合改善，FATF才會制裁。 
在2008年和2009年，FATF發表了一系列公開聲明，對許多

司法管轄區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制度存在重大缺陷表示關

注，尤其針對伊朗和北韓這兩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制度缺乏

進展的司法管轄區，FATF呼籲其他所有司法管轄區對其採取反

制措施。 
從上述可知，FATF頒布40項建議，名義上雖無強制力，但

卻有完善的機制來確保各國執行這些建議，展現出FATF非常強

而有力的一面。 

貳、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簡稱APG） 

一、設立緣起及宗旨 

APG是區域性防制洗錢自治組織，亞洲地區國家於1993年

及1994年分別召開兩屆「亞太防制洗錢研討會」，並透過各國

代表之討論、交換各國打擊洗錢犯罪活動之經驗，藉以瞭解亞

洲各國於洗錢活動方面之具體作為。1995年，由澳洲出資並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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