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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綱要
壹、緣由-

因應國際評鑑避免影響經濟地位
貳、法令依據-

洗錢防制法、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

參、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工作
一、建立內部控制措施及稽核制度
二、確認客戶身分
三、各類風險審查
四、留存資料



壹、緣由-因應國際評鑑避免影響經濟地位



貳、法令依據
洗錢防制法、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

一、依洗錢防制法第5條第3項第2款，規定地政士
及不動產經紀業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易有關之
行為時…應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工作。

二、洗錢防制法第10條第3項，規定申報範圍、方
式、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未申報： 罰則5-100萬

洗錢防制法第十條第一、三、五項

•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疑似犯第
十四條、第十五條之罪之交易，應向法務部調查
局申報。

• 第一項之申報範圍、方式、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違反第一項、第三項…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未建立內稽內控制度：
罰則5-100萬

洗錢防制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四項

•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依洗錢與資恐風險及
業務規模，建立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

• 違反第一項規定未建立制度，…主管機關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
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未確認身分、加強審查：
罰則5-100萬

洗錢防制法第七條第一、三、五項

• …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程序，…並應包括實質
受益人之審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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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加強客戶審查程序。

• 違反…者，由…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
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未保存資料--罰則5-100萬

洗錢防制法第七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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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規避、妨礙查核-- 罰則
5-50萬

洗錢防制法第六條第五項
…規避、拒絕或妨礙現地或非現地查核者，…處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



參、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工作



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內容包括：
一、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作業及控制程序。
二、定期舉辦或參加防制洗錢之在職訓練。
三、指派專責人員負責協調監督第一款事項之執行。
四、備置並定期更新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評

估報告。
五、稽核程序。
六、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一、建立內部控制措施及稽核制度
-洗錢防制法第6條



（含01至07等附表）內部控制措施及稽核辦法範本

01-風險評估表
02-作業流程圖
03-聲明書
04-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表
05-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二項通報書
06-內部稽核表
07-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

打擊資恐辦法
以上附表均有參考（填寫）範本
※製作內部控制措施及稽核制度，並備置以因應主管機關查核。

1080104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控內稽辦法.docx
1080104住商不動產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控內稽辦法.docx
1080104-01風險評估表.docx
1080104-02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流程.docx
1080104-03聲明書.docx
1080104-04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報告申報表.docx
1080104-05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項通報書.docx
1080104-06內部稽核表.docx
1080104-07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docx
1080104-07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docx


二、確認客戶身分-辦法第7、8條

辦法第7條
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於下列情形時，應確認
客戶身分：
一、進行不動產買賣交易。
二、建立業務關係。
三、發現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
四、對於過去取得客戶身分資料之真實性有所懷

疑。



自
然
人

確認自然人身分證明
1.核對身分證、健保卡、護照、居留證或其他可
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件。（戶政司查詢）

2.以影印、掃描、拍照或書面、電子記錄等方式，
留存資料。

3.記錄客戶之職業及電話號碼。

辨識是否為重要政治性
職務人士
方法擇一
1.集保結算所查詢。
2.客戶填寫03-聲明書。

是 強化確認客戶身分措施
1.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2.瞭解客戶資金來源。
3.持續監督交易。

辦法第8條



法
人

確認法人或團體之資格證明
檢附文件
1.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表、團體立案證明。
2.公司章程。
3.負責人及連絡電話。

辨識實質受益人
方法擇一
1.持有股份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之股東名冊。
2.集保結算所查詢。
3.客戶填寫03-聲明書。



代
理
人

1.基本身分資料確認-同自然人確認身分
程序

2.授權書檢附及確認。

信託受
託人或
登記予
第三人

1.基本身分資料確認-同自然人確認身分
程序。
包括委託人、受託人、監察人、受益
人及第三人。

2.信託證明文件檢附及確認；
登記予第三人部分應填寫03-聲明書。



三、各類風險審查-辦法第9、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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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發現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向調查局申報：
一、客戶有第九條各款所定情形之一。
二、交易金額源自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或支付予該國家或地區之

帳戶或人員，且疑似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恐有關聯。
三、交易金額與客戶年齡、身分或收入顯不相當，或以現鈔支付

定金以外各期價款，且無合理說明資金來源。
四、客戶要求將不動產權利登記予第三人，未能提出任何關聯或

拒絕說明。
五、不動產成交價格明顯高於市場行情且要求在相關契約文件以

較低價記錄。
六、其他疑似洗錢交易或資恐情事。



第九條 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於確認客戶身分時，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即婉拒進行交易：

一、疑似使用匿名、假名、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名義
進行交易。

二、拒絕提供確認身分所需相關文件。
三、持用偽、變造身分證明文件。
四、客戶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及外國政

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合理懷疑客戶可能涉及洗錢或資恐行為：

（一）出示之身分證明文件均為影本。
（二）提供文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無法進行查證，或不

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
（三）無故拖延應提供或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
（四）其他異常情形，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地
理
風
險

高風險國家或地區之往來資金，且
疑似與恐怖活動有關。

是

強化確認客戶身分措施
1.高階管理人員同意。
2.瞭解客戶資金來源。
3.持續監督交易。

申報疑似洗錢(10日內)
使用04-疑似洗錢或資恐
交易申報表

※高風險國家或地區
查詢-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網站。



法務部洗錢防制處網站



資
金
風
險

1.交易金額與客戶年齡、身分
或收入顯不相當，
且無合理說明資金來源。

2.或以現鈔支付定金以外各期
價款，
且無合理說明資金來源。

申報疑似洗錢(10
日內)
使用04-疑似洗錢
或資恐交易申報表

※是否有合理資金來源說明，可以透過要求客
戶填寫聲明書，予以判斷。



虛
偽
風
險

不動產權利登記予第三人，未能
提出任何關聯或拒絕說明。

價格高於市場行情，且以高報低
或以低報高。

1.使用匿名、假名、人頭、虛設
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名義。

2.拒絕提供身分文件。
3.持用偽、變造身分證
明文件。

婉拒交易

申報疑似洗錢
(10日內)
使用04-疑似洗
錢或資恐交易申
報表

※可以透過要求客戶填
寫聲明書，確認實質受
益人，予以判斷。



身
分
風
險

1.客戶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
人、法人或團體，

2.或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
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

1.婉拒交易
2.申報疑似洗錢
(10日內)
使用04-疑似
洗錢或資恐交
易申報表

※指定制裁對象、恐怖分子或團體
查詢-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網站。



其
他
風
險

有下列情形之一，並合理懷疑涉及
洗錢或資恐。
1.出示之身分證明文件均為影本。
2.提供資料可疑、模糊不清，或不
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

3.無故拖延提供或補充身分證明文
件。

4.其他異常情形，無法提出合理說
明。

1.婉拒交易
2.申報疑似洗錢
(10日內)
使用04-疑似
洗錢或資恐交
易申報表



四、留存資料

一、留存那些資料？(辦法第13條1項)
應留存下列交易紀錄。但交易案件確無該交
易紀錄者，不在此限。
（一）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
（二）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三）要約書。
（四）斡旋金、定金及價款收支證明文件
（五）交易帳戶號碼。
(六)受託事項往來文件。



二、資料要留存多久？(洗錢防制法第8條1、2項)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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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至少保存五年。

三、如何留存交易資料？(辦法第13條第2項)
前項交易紀錄得以專卷檔案或電子檔案方式
留存，其保存期間自交易完成時起，至少五年。

※買賣案件結案後可填寫自我檢核表，檢視是否完
成防制洗錢打擊資恐工作。

1080226不動產經紀業從事不動產買賣交易防制洗錢自我檢核表.docx


地政士與經紀業合作分工簡表：

 

 
地政士工作 經紀業工作 

一.內控  

   內稽 

製作「地政士內控內稽辦法」 製作「經紀業內控內稽辦

法」 

二.確認 

   身分 

1.客戶身分確認  

  ※若為法人須附章程 

2.填寫附表 03-聲明書 

1.客戶身分確認 

   ※若為法人須附章程 

2.聲明書 (由地政士提供影本) 

三.風險 

   審查 

1.風險審查       (通知加盟店申報) 

2.有洗錢風險，申報疑似洗 

  錢 

1.風險審查 

2.依地政士通知，申報疑似 

  洗錢 

四.留存 

   資料 

依辦法第 13條辦理 依辦法第 13條辦理 

(資料提供給加盟店) 



報告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