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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法律風險管理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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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檢定四級
・客家語檢定中高級 2



•什麼是「洗錢」？

3圖片來源：今周刊



20世紀20年代，美國芝加哥一黑手黨金融專家買了一台投幣
式洗衣機，開了一家洗衣店。他每晚計算當天的洗衣收入時，
就把其他非法所得的錢財加入其中，再向稅務部門申報納稅。
這樣，扣去應繳的稅款後，剩下的其他非法所得錢財就成了
他的合法收入。這就是「洗錢」一詞的來歷。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5yDAjn.html 4

圖片來源：www.thepaper.cn

https://read01.com/5yDAjn.html


•近期洗錢案例－黃金胸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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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局偵破替電信詐騙機房地下匯兌洗錢的「水房」集
團，發現嫌犯除洗錢外，還涉嫌從香港夾帶黃金來台，
以模具壓製成女性胸墊，再走私至日本獲利。

刑事局指出，去年7月底大陸公安與印尼警方在印尼破獲
跨境電信詐欺機房，其中有梁姓男子等6名台嫌遭遣送大
陸羈押，另外4人則被印尼驅逐出境，返台遭羈押。

警方溯源追查幕後洗錢集團，查出35歲莊姓男子涉嫌與
妻子、劉、陳姓男子等人替該詐欺集團地下匯兌，除將
詐騙所得匯至多個帳戶，還將至少新台幣1300萬詐騙所
得「回水」挹注峇里島機房營運開銷。

警方蒐證後上週展開拘提搜索，意外在莊嫌內湖住處搜
到鐵塊、女性胸部形狀金屬模具、金屬探測器、護照套
等物，查出莊嫌還從事走私黃金勾當，為避免遭海關攔
查，自備探測器等，模擬走私黃金入、出海關流程。

因搜到的胸部模具跟去年底日本北海道海關查獲的3名台
籍女子走私黃金的胸墊外型雷同，手法如出一轍，懷疑
莊嫌就是走私黃金集團的幕後主嫌，但他否認，此部分
擴大偵辦中。

另於其他嫌犯家中搜到大麻、愷他命等毒品，查扣現金
台幣1300百多萬、美金2萬，扣押價值5000多萬的房產
5棟，全案依詐欺、銀行法、洗錢防制法等罪嫌移送。

圖、文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近期洗錢案例－一銀盜領案

6圖、文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近期洗錢案例－一銀盜領案

7資料來源：動區動趨（上圖）、三立新聞網（左下圖）、蘋果日報（右下圖）



•什麼是「洗錢防制」？

8
圖片來源：匯流新聞網



Q. 請思考一下小陳的故事

小陳長期在中國北京的電子工廠上班，近期被公
司解雇，傷心的小陳於是拿著公司給的5萬元人
民幣資遣費返台，期待要回台灣再開啟事業的第
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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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請思考一下艾佛森的故事

艾佛森是一個籃球好手，但是生性好賭，一日其
從美國搭飛機到澳門賭博，贏得了等值2萬美金
之澳幣後，飛往台灣想吃份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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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請思考一下田中的故事

田中是在一位優秀地政士、事業非常成功，一日
其帶著家人一家三口，準備好500萬日幣，準備
去日本東京大玩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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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陳、艾佛森、田中的下場…

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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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請思考一下暗黑小陳的故事

小陳長期在中國北京的販毒，近期因為被公安盯
上，害怕的小陳於是拿著販毒賺到的5萬元人民
幣返台，期待要回台灣再開啟販毒事業的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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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請思考一下暗黑艾佛森的故事

艾佛森是一個籃球好手，但因為過度揮霍，而把
多年賺的錢都敗光了，艾佛森歹念一起擄走出身
澳門的小朋友並取得了等值2萬美金之澳幣，之
後飛往台灣想吃份臭豆腐順便避避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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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請思考一下暗黑田中的故事

田中是位優秀的地政士、事業非常成功，但因為
錢賺太多，為了逃稅，田中準備好500萬日幣，
準備將錢藏在日本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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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小陳、暗黑艾佛森、暗黑田中的
下場…

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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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金流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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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第12條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境攜帶下列之物，
應向海關申報；海關受理申報後，應向法務部調查
局通報：
一、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外幣、香港或澳門發
行之貨幣及新臺幣現鈔。
二、總面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有價證券。
三、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黃金。
四、其他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且有被利用進行
洗錢之虞之物品。

18



洗錢防制物品出入境申報及通報辦法第3條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境，同一人於同日單
一航（班）次攜帶下列物品，應依第四條規定向海關申
報；海關受理申報後，應依第五條規定向法務部調查局
通報：
一、總價值逾等值1萬美元之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
幣現鈔。
二、總價值逾新臺幣10萬元之新臺幣現鈔。
三、總面額逾等值1萬美元之有價證券。
四、總價值逾等值2萬美元之黃金。
五、總價值逾等值新臺幣50萬元，且有被利用進行洗錢
之虞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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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洗錢防制」？

23
圖片來源：匯流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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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www.nipic.com（下圖）
http://www.jituwang.com（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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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ituwang.com/


•什麼是「洗錢」？

25圖片來源：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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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
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
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27

處置

多層
化

整合



28圖片來源：CAMS資格認證教程



•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
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 處置（Placement）

•典型情形

29

1.將不法所得存入銀行或轉換為支票、
公債、信用狀。

2.將小鈔換大鈔，大筆錢分成多次小額
提領。

圖片來源：CAMS資格認證教程



• 根據台灣調查局洗錢防止中心的統計排行，臺灣臺面上的熱門
洗錢方式包括：人頭帳戶、國外匯款、親屬帳戶、支票、郵政
禮券、償還債務、無存單定存等7種。再加上銀樓、地下匯款
公司，以及買賣高價值商品等等，一共有10種主要洗錢渠道。

30

名次 項目

1 人頭帳戶

2 國外匯款

3 親屬帳戶

4 支票

5 郵政禮券

6 償還債務

7 無存單定存

8 銀樓

9 地下匯款公司

10 買賣高價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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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律法律事務所員工，劉偉杰，盜賣客戶30億股票案，檢調經過偵辦
有重大發現，劉偉杰因為預知犯行一旦曝光，銀行戶頭將被凍結，於
是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把大部分的贓款換購鑽石，展開大逃亡。

• 電影情節中出現的買鑽石逃亡的案件，竟然真實的發生在現實生活。
犯下盜賣美商新帝公司股票的理律事務所法務人員劉偉杰，就是把盜
賣的30億元股票，化整為零，全買了鑽石，躲避檢調追緝。

• 檢調追查，以劉偉杰在理律十幾年的經歷，對如何洗錢、出境、藏匿
等早有計劃，因此他當然不會讓檢調有機會凍結銀行帳戶。反而是以
銀樓交易為晃子，一口氣和國際鑽石盤商接觸，下單訂購8000餘萬
美元的鑽石，相約在香港交貨，然後在這個月9號拿著假護照，正大
光明出境。

• 少了匯款流向，無法掌控行蹤，換購的鑽石更難以追查流向，地檢署
已經發布通緝，只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抓緊蛛絲馬跡，盡快破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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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萬張股／28塊

盜賣

買鑽石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
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 多層化（Layering）

•典型情形

34

1.將現金轉換成金融憑證。
2.以現金購入資產再轉售。
3.電匯方式。
4.將不法所得存到不同帳戶後，
再分別簽發支票給第三者，
將款項轉到第三者之帳戶中。

。



•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 整合（Integration）

•典型情形

35

將非法資金回歸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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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兆豐金洗錢案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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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巴拿馬市

巴拿馬箇郎市

2013 / 35億美元
2014 / 24億美元

2013 / 11億美元
2014 / 45億美元

開罰1.8億
美元



•淺談兆豐金洗錢案-後續結果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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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意命令第21條關於兆豐紐約分行與箇朗分行間於101年之174筆退
匯交易，僅申報64筆，未申報110筆退匯交易，但兆豐銀行反駁DFS
金檢報告認為該110筆退匯交易非屬可疑交易而無須申報之輕蔑回應，
即係DFS對兆豐銀行裁處高額罰鍰重要原因之一。經查，紐約分行認
為110筆退匯交易無須申報，實係誤解美國相關洗錢防制法規所致，
然此部分核與幫助他人洗錢犯罪尚屬有間。

• 合意命令第22條指出箇朗分行收到紐約分行中轉的一個公司戶匯入款，
該公司的最終受益人已被媒體有負面新聞報導。經查，該公司係巴拿
馬籍某X公司（公司資料詳卷），且被媒體負面新聞報導者應係委內
瑞拉籍人士M.○.（資料詳卷），該人士並非本國人，亦非Samson
Wu。又縱認該外籍人士在外國涉嫌洗錢犯罪，我國尚無管轄權。 43

檢察官這樣說…



• 我國金管會分別與美國DFS、巴拿馬銀行監理機關簽署瞭解備忘錄
（MOU）包括保密條款，且美國聯邦、紐約州銀行法、巴拿馬銀行
法均針對銀行客戶之個人資料定有相關應保密之規範，故而本署尚難
取得相關外國人開戶資料等文件。

• 本署已於105年9月26日函請法務部協助向美國司法部門及巴拿馬中
央主管機關提出司法互助請求，以循國際司法互助管道請求巴拿馬國
及美國予以協助。嗣巴拿馬以台巴無簽署相關國際協議，依該國內國
法規定，礙難協助，法務部與外交部持續推動台巴簽署司法互助協定，
並委請外交部續洽巴拿馬基於互惠原則提供本案司法協助。另就請求
美國司法部門提供相關資料，目前仍在進行中…嗣台美、台巴兩國司
法互助結果回覆後，若發現犯罪嫌疑，再另行簽分偵辦，併此敘明。44

檢察官這樣說…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

•全球每年非法洗錢的數額約占世界國內生産總值
的２％至５％，介於6,000億至1.8萬億美元之間，
且每年以1,000億美元的數額不斷增加。

• #洗錢

• 洗錢防制之對策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 Read more: http://www.npf.org.tw/1/483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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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背景
一個與國際接軌的概念

48



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小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Laundering, FATF）

49

「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小組」成立於
1989年，總部設於法國巴黎，現有
37個會員，旨在打擊國際洗錢犯罪，
設立相關規範與策略。該組織所制
訂 之 「 四 十 點 建 議 」 （ Forty
Recommendations）及「關於恐怖
主 義 財 源 之 九 點 特 別 建 議 」
（ NineSpecial Recommendations
on Terrorists Financing）為國際反
洗錢工作之準則。我國雖非FATF會
員，惟自2006年起以「亞太洗錢防
制組織」（APG）會員身分參與
FATF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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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蒙聯盟（Egmont Group, EG）

51

「艾格蒙聯盟」成立於1995年，秘
書處設於加拿大多倫多，現有151個
會員，旨在透過情資交換、訓練及
專業分享等領域來加強國際洗錢防
制之合作，提供各國洗錢防制及打
擊資助恐怖份子之平台。我國於
1998年加入EG，積極參與會務，並
在「聯絡發展工作小組」（OWG）
中擔任EG候選國越南、柬埔寨及尼
泊爾之入會輔導國，提供相關技術
協助及訓練課程，我另自2014年起
贊助EG合作舉辦訓練課程計畫。我
調查局洗錢防制處李處長宏錦並於
105年2月當選該組織亞太區區域代
表。



亞太洗錢防制組織（The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

52

亞太洗錢防制組織」成立於1997年，
秘書處設於澳洲，現有41個會員。
旨在有效執行及強化國際打擊洗錢
犯罪及資助恐怖份子之國際標準。
我國為創始會員之一，2008年至
2010年擔任政策指導工作小組北亞
區代表，2010年加入「捐贈與技術
協助工作組」（DAP），並自2011
年起參與APG提供其太平洋島國會
員及觀察員提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助恐怖份子能力之計畫。



亞太洗錢防制組織.APG

• 1997.APG成立

我國評比

• 2001.良好（第一輪）

• 2007.一般追蹤（第二輪）

• 2011.加強追蹤（第二輪追蹤）

• 2014.一般追蹤（第三輪前追蹤）

• 2018.？（第三輪）
53



第三輪評鑑未通過會如何？

•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 我國於86年加入亞太洗錢防制組織（APG），是創始會員國之一。未料96
年被列為一般追蹤名單，與越南、印尼、菲律賓同等級；到100年又被降等
為加強追蹤名單，與緬甸、寮國、阿富汗等國相同，洗錢防制的績效每況愈
下。若我國於107年APG第三次相互評鑑之績效不佳，將使我國資金匯出入
大受影響、金融機構在海外的業務受到限縮、國人赴海外投資遭受嚴格審查
等種種不利結果，我國的國際聲譽與地位也將大幅貶落。

• 法務部檢察司檢察官蔡佩玲：

• 台灣是APG創始會員國，每一年國家都花了快一千萬在防制洗錢上面，二十
年後，若是仍被列為加強追蹤名單，不僅很丟臉，也影響整體發展；更慘的
是，民生屆時一定會受影響，因為新台幣變難用，通貨膨脹就會出來，民眾
的生活只有更加艱苦。 54



廣告 55

我國為亞太防制洗錢組織會

員

•我國為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
Pacific Group on Anti-Money

Laundering，簡稱APG）會員，國際

洗錢防制評鑑係透過其區域組織以

會員間相互評鑑的方式進行，會員

應參與亞太區之反洗錢相互評鑑。

需接受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評鑑的理由

•相互評鑑若未通過，則可能會列入

追蹤、加強追蹤名單或遭到制裁。

健全我國金融體制接軌國際

經濟，列入制裁名單將影響

臺灣經濟地位

•如果我國被列入制裁名單，所有民

生物資將因制裁行動而增加無謂的

成本，如銀行將提高客戶及資金審

查門檻，影響你我的生活品質。

 為何要參加洗錢防制的國際評鑑？

資料來源：內政部



•修法重點一

•提升洗錢犯罪之追訴可能性
56



•提升洗錢犯罪之追訴可能性

•放寬前置犯罪門檻【3】

•擴張洗錢定義【2】

•不以前置犯罪有罪為必要【4】

•增訂特殊洗錢犯罪【15】

•擴大沒收之規定【1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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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洗錢犯罪之追訴可能性
放寬前置犯罪門檻【3】

•門檻式

•列舉式

•混合式
59

門檻：
最輕本刑3年以
上之犯罪

列舉設限制：
犯罪所得須達
500萬元以上

門檻：
最輕本刑6個月以上之犯
罪

列舉不設限制

增列智財、環保、稅捐之
犯罪



•提升洗錢犯罪之追訴可能性
• 擴張洗錢定義【2】

60

為自己洗錢

為他人洗錢



•提升洗錢犯罪之追訴可能性
• 不以前置犯罪有罪為必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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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洗錢犯罪之追訴可能性
• 不以前置犯罪有罪為必要【4】

62

無罪推定



63

§4
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所得，
指犯第三條所列之特定
犯罪而取得或變得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
息。

前項特定犯罪所得之認
定，不以其所犯特定犯
罪經有罪判決為必要。

立法理由（節錄）

有關洗錢犯罪之追訴，主要係透過不法金流流動軌跡，發掘不
法犯罪所得，經由洗錢犯罪追訴遏止犯罪誘因。因此，洗錢犯
罪之追訴，不必然可以特定犯罪本身經有罪判決確定為唯一認
定方式。況洗錢罪以特定犯罪為前置要件，主要著眼於對不法
金流軌跡之追查，合理建構其追訴基礎，與前置之特定犯罪成
立與否，或是否有罪判決無關，故不以該特定犯罪行為經有罪
判決為唯一證明方法。

縱該特定犯罪行為因程序問題（如因被告經通緝而無法進行審
判程序者）或其他原因（如被告因心神喪失）而無法或尚未取
得有罪判決者，仍得以判決以外之其他積極事證證明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屬特定犯罪所得。況FATF四十項建議之第三項建議，
要求各國於進行洗錢犯罪之立法時，應明確規定「證明某資產
是否為前置犯罪所得時，不須其前置犯罪經有罪判決為必要」
且APG二ＯＯ七年第二輪相互評鑑及其後進展分析報告中，
均多次質疑我國未立法明定，為因應上開國際組織建議，並闡
明我國之訴訟程序，爰增訂第二項，以資明確。



•提升洗錢犯罪之追訴可能性
增訂特殊洗錢犯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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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5
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
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處六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

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

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提升洗錢犯罪之追訴可能性
• 擴大沒收之規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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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洗錢犯罪之追訴可能性
• 擴大沒收之規定【18】

68

犯罪所得

犯罪工具

其他違法所得

洗錢報酬



•修法重點二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69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規範非金融機構人員【5】

•審查與通報義務【7-10】

•客戶審查程序細緻化【 7-10 】

•邊境金流管制【12】
70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71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72

金錢循環系統

將非金融機構人員納入規範



73

§5

本法所稱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
員，係指從事下列交易之事業或
人員：

二、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從事
與不動產買賣交易有關之行為。

立法理由（節錄）

FATF四十項建議之第二十二項建議，指出「特定非金融專業
人員遇有下列狀況應遵循『第十項建議』客戶審查要求及
『第十一項建議』交易紀錄保存要求：（一）賭場、（二）
不動產經紀人、（三）貴金屬與寶石交易商、（四）律師、
公證人、或其他獨立法律專業人士與會計師為客戶進行下列
交易時：買賣不動產;管理客戶金錢、證券或其他資產; 為公司
設立、營運或管理所需之資金安排（organization of
contributions for the creation, operation or
management of companies）;設立、營運或管理法人或信
託或其他與信託類似之協議（ creating, operating or
management of legal persons or arrangements, and
buying and selling of business entities）…」，第二十三
項建議係非金融專業人員應適用申報可疑交易報告義務。因
此，律師、公證人、其他獨立法律專業人員及會計師代理客
戶或為客戶進行特定金融交易時，應負有客戶審查義務、交
易紀錄保存義務，及申報可疑交易報告義務。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審查與通報義務【7-10】

74

舊法時期：

大額交易通報

可疑交易通報

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
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

§5

一、一定金額：指新台幣50萬元（含等值
外幣）。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新法時期

75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 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

• 發現疑似洗錢犯罪之交易，應通報！
76

大額交易通報

可疑交易通報



77表格來源：105年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78表格來源：105年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79

交易紀錄保存

§8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
或人員因執行業務而辦理國內
外交易，應留存必要交易紀錄。

前項交易紀錄之保存，自交易
完成時起，應至少保存5年。
但法律另有較長保存期間規定
者，從其規定。

立法理由（節錄）

FATF四十項建議之第十一項及第二十二項
建議，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
員對國內外交易所有必要紀錄，應至少保
存五年，以確保迅速提供權責機關對相關
資訊之請求；該相關交易紀錄須足以重建
個別交易，爰為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80

§7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進行
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並留存其確認客戶身分
程序所得資料；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應以風
險為基礎，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審查。
前項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應自業務
關係終止時起至少保存五年；臨時性交易者，
應自臨時性交易終止時起至少保存5年。但
法律另有較長保存期間規定者，從其規定。

立法理由（節錄）
FATF四十項建議之第十項及第二十二項建議，
分別要求金融機構及指定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
於特定場合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且上開確
認客戶身分程序之規範，應以法律明文規定。
又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依FATF四十項建議應以風
險為本，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Beneficial
Owner）之審查。另FATF四十項建議之第十一
項第二款及第二十二建議，要求金融機構及指
定非金融事業或人員留存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
所得相關資料，以供將來追蹤資金流向重要依
據，並定保存之期間，爰為第一項、第二項規
定。

客戶審查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81

大額交易通報

可疑交易通報

交易紀錄保存

客戶審查

主管機
關另訂

5萬-100萬
金融
非金融

規範
對象

詳細
規範

罰則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客戶審查程序細緻化【 7-10 】

82

§ 7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
人員對現任或曾任國內外政府或
國際組織重要政治性職務之客戶
或受益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
關係之人，應以風險為基礎，執
行加強客戶審查程序。

主管機關另訂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範圍
認定標準

83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所稱國內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
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總統府秘書長、副秘書長。
三、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副秘書長。
四、中央研究院院長、副院長。
五、國家安全局局長、副局長。
六、五院院長、副院長。
七、五院秘書長、副秘書長。
八、立法委員、考試委員及監察委員。
九、司法院以外之中央二級機關首長、政務副首
長、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委員及行政院政務委
員。
十、司法院大法官。

十一、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行政法院院長、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委員長及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十二、直轄市、縣（市）政府之首長、副首長。
十三、直轄市及縣（市）議會正、副議長。
十四、駐外大使及常任代表。
十五、編階中將以上人員。
十六、國營事業相當簡任第十三職等以上之董事長、
總經理及其他相當職務。
十七、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民意機關組成黨團之
政黨負責人。
十八、擔任前十七款以外職務，對於與重大公共事務
之推動、執行，或鉅額公有財產、國家資源之業務有
核定權限，經法務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人員。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邊境金流管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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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重點三

•增強我國洗錢防制體質
85



•增強我國洗錢防制體質

•強化洗錢防制規範對象之內稽內控
與教育訓練【6、22】

•設置洗錢防制基金【 20 】
86



•增強我國洗錢防制體質
•強化洗錢防制規範對象之內稽內控與教育訓練【6、
22】

•配合資恐防制法，敦促金融機構將其列為注意事項

•賦予主管機關查核權

•明定不配合查核之處罰
87



•增強我國洗錢防制體質

•設置洗錢防制基金【 20 】

• 法務部辦理防制洗錢業務，得設置基金。

88

立法理由（節錄）

「任何人均不得坐享犯罪所得」係司法正義價值所在，實則，龐大之犯罪所得係犯罪主
要誘因，且犯罪所得經由洗錢行為移轉變更、分層化後，造成追討困難，不僅未能遏止
犯罪，司法正義亦難以實踐。考量追討犯罪所得涉及廣大資源運用，包括人力建置、金
流分析、查扣鑑價、查扣物變價、沒收物管理、境外執行司法折衝費用、律師費用等諸
多困難因素，以及現行實務在跨境犯罪處理上往往有應發還之跨境被害人不明而影響發
還時程之情形，參酌美國、英國等國均有基金法制，於犯罪所得追討之運用成效卓著，
為提升追討犯罪所得效能，充實執法機關執行此類特殊業務所需經費，並使現有跨境犯
罪之贓款發還被害人流程標準化，參酌美國聯邦法典第二十八章第五百二十四條規定，
定明法務部得設置基金。



•修法重點四

•強化國際合作
89



•強化國際合作
•增訂反制措施之法源依據【11】

•沒收洗錢犯罪所得之分享與返還【19】

•強化與中國大陸、港、澳之合作【21】
90



•強化國際合作
•洗錢反制措施之法源依據【11】
•令金融機構強化相關交易之確認客戶身分措施。

•限制或禁止金融機構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
區為匯款或其他交易。

•採取其他與風險相當且有效之必要防制措施。 91



•強化國際合作
•沒收洗錢犯罪所得之分享與返還【19】

•拿沒收的錢來用

•拿沒收的錢跟別國互相分享

92



93

§ 19
犯本法之罪沒收之犯罪所得為現金或
有價證券以外之財物者，得由法務部
撥交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或其他
協助查緝洗錢犯罪之機關作公務上使
用。

我國與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依
第二十一條所簽訂之條約或協定或基
於互惠原則協助執行沒收犯罪所得或
其他追討犯罪所得作為者，法務部得
依條約、協定或互惠原則將該沒收財
產之全部或一部撥交該外國政府、機
構或國際組織，或請求撥交沒收財產
之全部或一部款項。
前二項沒收財產之撥交辦法，由行政
院定之。

立法理由（節錄）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五十七條明定有關國際互
助追討犯罪所得之返還與分享。惟現行條文之
規範僅在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協助我國
執行沒收時，可由法務部撥交全部或一部款項
予協助方，然就我國協助外國政府、外國機構
或國際組織執行沒收場合，卻無具體請求分享
規範，使實務運作無從遵循，故應可由法務部
向受協助之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請求國
際分享，爰修正第二項規定，在我國與外國政
府、機構或國際組織互為協助之情形，均有沒
收分享機制之適用；又國際合作追討犯罪所得
之法制規定不盡相同，如英美法系國家在刑事
沒收制度外，多設有民事沒收之對物訴訟制度，
為利國際合作，沒收分享制度不應限於執行沒
收犯罪所得，亦應包含其他追討犯罪所得之作
為在內，爰予修正。



•強化國際合作
•強化與中國大陸、港、澳之合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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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為防制洗錢，政府依互惠原則，得與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簽訂防制
洗錢之條約或協定。
對於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請求我國協助之案件，除條約或協定另有
規定者外，得基於互惠原則，提供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受理申報或
通報之資料及其調查結果。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間之洗錢防制，準用前二項規定。



規範非金
融機構人
員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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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第５條

本法所稱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係指從事下列交易
之事業或人員：

一、銀樓業。

二、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易有關
之行為。

97



洗錢防制法第５條

本法所稱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係指從事下列
交易之事業或人員：

二、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易
有關之行為。

98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新法時期

99



•建立透明化金流軌跡

100

大額交易通報

可疑交易通報

交易紀錄保存

客戶審查

主管機
關另訂

5萬-100萬
金融
非金融

規範
對象

詳細
規範

罰則



地政士及不
動產經紀業
防制洗錢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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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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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洗錢案例－道場吸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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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洗錢案例－道場吸金案

104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洗錢案例彙編



洗錢案例

B級基本款

•貪汙型

•吸金型

A級進階款

•逃稅型

S級複雜款

•貿易型

•炒股型



B級基本款

•貪汙型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B級基本款

•貪汙型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洗錢案例彙編



A級進階款

• 逃稅型



S級複雜款

•貿易型

在會計帳目裡，並不會列載進些什麼料，出什麼貨給什麼對象。會計帳目只列載花了多少錢在什麼地方，
從哪賺了多少錢，結算下來是賺或賠多少而已。因此從2000年開始，博達開始「左手賣給右手」的自家
人賣貨給自家人方式偽造虛增應收帳款。「對國內銷貨對象為泉盈公司、凌創公司、學鋒公司，海外銷
貨對象則全為虛構的紙上公司：EMPEROR 公司、FARSTREAM 公司、FANSSON 公司、KINGDOM 公
司、MARSMAN 公司、DVD 公司、DYNAMIC 公司、LANDWORLD 而連續虛增博達公司之應收帳款
達16,130,817, 601 元……[2]」，公司完全沒有營業收益，日常開銷全由公司向市場拋售股票及不斷募資
舉債來補足龐大的資金缺口。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上圖）、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3%E8%A8%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7%89%E6%94%B6%E5%B8%B3%E6%AC%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9%81%94%E7%A7%91%E6%8A%80%E6%8E%8F%E7%A9%BA%E6%A1%88#cite_note-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A1%E7%A5%A8


資料來源：ecounsel_group.gitbooks.io





112資料來源：CAMS資格認證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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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資料來源：內政部



116資料來源：www.land.moi.gov.tw



117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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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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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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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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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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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123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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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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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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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依法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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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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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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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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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複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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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的參與及聆聽

陳頂新律師

0986523141

Line ID lawcatvup

lawcatvup@gam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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