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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工作內部稽核表 

 

A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1. 是否建置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 ▓是 □否 

2.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是否包含以下主要元素 

法遵/專責人員 

內部控制策略或作業程序（包含員工品德控制） 

內部稽核 

風險評估 

教育訓練計畫 

 

▓是 □否 

□包含部分 

 

A.1 法遵 /專責人員  

1. 是否指派法遵/專責人員？ 姓名：ＯＯＯ（店長） ▓是 □否 

2. 法遵/專責人員是否曾接受訓練？ ▓是 □否 

3. 法遵/專責人員沒有犯罪紀錄或未確定之刑事訴訟？ ▓無 □有 

4. 法遵/專責人員可以合理取得相關資訊用以判斷是否申報可疑交易？ ▓是 □否 

5. 可疑活動是否向法遵/專責人員報告？ ▓是 □否 

 

A.2 內部控制策略或作業程序  

1. 是否有內部控制策略或作業程序文件？ ▓是 □否 

2. 是否將該策略或作業程序通報員工知悉？ ▓是 □否 

3. 是否包含所有應遵循事項（申報、記錄保存、內部控制、客戶身分驗

證及監控洗錢/資恐名單）？ 

▓是 □否 

□包含部分 

4. 內部控制是否注意員工有無犯罪記錄？ ▓是 □否 

5. 相關策略及程序對應所辨識之風險？即是否就高風險情形採對應錯施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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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內部稽核   

1. 是否至少每 2 年對公司策略及程序之有效性進行檢視？ ▓是 □否 

2. 是否做成書面稽核紀錄？ ▓是 □否 

3. 稽核/審查是否全面？(例如檢視所有項目) ▓是 □否 

4.   上次實施稽核/審查人員：ＯＯＯ 
 

  

 A.4 風險評估及降低風險   

1. 防制洗錢/打擊資恐風險評估是否以書面作成記錄？ ▓是 □否 

2. 風險評估項目是否包含:1)客戶；2)商品、服務及交易；3)地理區域；4)

交付管道？ 

▓是 □否 

3. 是否有對新產品、新服務及新科技進行風險評估？ ▓是 □否 

4. 是否對高風險情況或客戶進行降低風險及控制措施？即有無相關對應

措施。 

▓是 □否 

5. 風險評估及控制措施是否通報員工知悉？ ▓是 □否 

 
 

A.5 持續之法令遵循教育訓練  

1. 教育訓練是否為全面性？（是全部員工？還是部分？） ▓是 □否 

2. 是否至少每 2 年提供 1 次教育訓練？ ▓是 □否 

3. 新進員工於開始接觸客戶前，是否進行防制洗錢/打擊資恐策略及程序

之教育訓練？ 

▓是 □否 

 

B.1 客戶審查之時機   

1. 客戶身分確認是否於建立關係及進行交易時完成？ ▓是 □否 

2. 下列情況是否有實施客戶審查 ▓是 □否 

(1) 進行不動產買賣交易時  

(2) 建立業務關係時  

(3) 有洗錢/資恐風險時  

(4) 對過去客戶身分資料之真實有懷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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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客戶審查   

1. 是否運用可靠及獨立之來源進行身分確認（例如政府發行之身分證、

駕照、護照等文件）？ 

▓是 □否 

2. 對自然人進行身分確認方式是否正確（詳抽核清單）？ 

 

▓是 □否 

3. 對法人及信託進行身分確認方式是否正確（詳抽核清單）？ ▓是 □否 

4. 辨識法人及法律協議之實質受益人方式是否正確（詳抽核清單）？ ▓是 □否 

5. 是否辨識及確認被授權人之身分？ ▓是 □否 

6. 如無法進行客戶審查，是否應終止交易及業務關係？ 

  

▓是 □否 

B.3 加強客戶審查  

1. 有較高之洗錢/資恐風險時，是否加強客戶審查：1)進行非面對面客戶

之身分辨識；2)當新科技允許匿名客戶；3)涉及較高風險地域；4)有較

高之洗錢/資恐風險情形？ 

▓是 □否 

2. 應進行加強客戶審查之情形，是否有運用任何降低風險措施（例如辨

識資金來源、高階管理階層批准等）？ 

 

▓是 □否 

B.4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1. 是否依規定辨識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保存相關紀錄？ ▓是 □否 

2. 是否由高階管理階層批准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之業務關係或交易？ 

 
▓是 □否 

3. 當客戶或實質受益人是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時，是否就資金來源進行

辨識？  
▓是 □否 

4.   是否就業務關係進行加強持續監控？ ▓是 □否 

 

B.5 紀錄保存  

1. 紀錄保存是否依規定辦理（至少保存 5 年）？ ▓是 □否 

2. 申報單位是否建立及保存所有交易紀錄(詳交易紀錄抽核清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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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持續監控  

1. 是否對業務關係進行監控？ ▓是 □否 

2. 是否有建立監控指標？ ▓是 □否 

  

B.7 向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申報  

1. 是否已申報可疑交易（於 10 個工作日內）？ □是 ▓否 

2. 可疑交易報告是否附上案件相關之文件？ □是 □否 

3. 申報單位有相關程序確保可疑交易申報資訊不會洩漏？ □是 □否 

 

B.8 洗錢 /資恐 /武擴監控  

1. 是否就資恐、洗錢及武擴名單進行監控？（對於張永源及陳世憲之制

裁名單是否了解？是否知悉調查局洗錢防制處在網站公布名單） 

▓是 □否 

2. 是否凍結資恐或武擴有關之資金或資產並向調查局洗錢防制處通報？ □是 □否 

▓無此類客

戶 

 
 

稽核結果或建議事項： 
 

相關作業程序均符合「地政士及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規定 

 

 

 

 

 

稽核人員：  ＯＯＯ(店長    稽核日期： 108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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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審查及交易紀錄抽核清單 

對自然人、實質受益人及自然人及法人之代理人相關客戶審查  

記錄項目 1 2 3 4 5 

客戶姓名／名稱      

主要居住地      

出生日期      

國籍（就外國人）      

職業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法人或團體全名      

註冊地      

主要營業地點地址      

公司統一編號      

法人或團體型式、本質及

目的  
 

    

法人或團體對外代表人姓

名 
 

    

實質受益人或高階管理人       

業務關係目的       

擔任法人或信託之代理人      

信託受益人       

      

交易/活動紀錄       

記錄項目 1 2 3 4 5 

交易日期      

交易金額      

幣別（如果使用外幣）      

付款方式(現金、支票、

電匯、信用卡、現金卡)  
 

    

交易號碼及金融機構(如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