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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永續營運管理

6.3   道德與法令遵循
6.3.1 誠信經營

本公司重視公司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訂定《誠信經營政策暨守則》、《誠信經營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及《員工行為守則》，要求同仁執行業務應遵守內部相關規範及
禁止不誠信行為，且須以合法方式參與公共事務，確保相關作為如實依法揭露。

國泰長期參與公會與協會，國泰金控總經理李長庚現任社團法人臺灣理財顧問認證協

6.3.2 法令遵循

本公司長期關注國內外金融及法令環境變更，持續強化法令遵循管理及深化集團法令遵循文化，嚴
格確保各項業務均符合法令要求。本集團法遵及反洗錢 / 反資恐是採集團整體管理為主軸，並以分
層分區為執行，經董事會選派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兼最高洗錢防制主管，綜理集團整體業務；2021

年分別向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報告 2 次業務執行狀況；各子公司及其旗下公司（含海外），亦按此
管理架構，依其業法、管理需求及規模大小配置。

本公司捐贈情形
董事會

總經理

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兼洗錢防制主管 & 法令遵循部（AML/CFT 專責單位）

集團法遵業務聯繫會議

銀行子公司

金融子公司旗下國內、外分支機構

人壽子公司 產險子公司 證券子公司 投信子公司

集團 AML/CFT 業務聯繫會議 稽核 / 風管

為 確 保 同 仁 確 實 遵 守， 集 團 進 行 年 度 員 工 行 為 守 則 教 育 訓 練，2021 年 完 訓 率 達
100%。國泰金控訂定「國泰金控檢舉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之處理辦法」及「集
團檢舉制度」，設置檢舉管道，明定處理程序及確保檢舉人及相關人之合法權益，公
司對於檢舉人或參與調查人員應予以保密及保護，使其免於遭受不公平對待或報復。
2021 年無涉及內線交易、反競爭行為、壟斷或操作市場，及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之
情形。

會理事長、台北市銀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等；
國泰人壽董事長黃調貴現任中華民國人壽保險
同業公會理事長、國泰投信董事長張錫現任投
信投顧公會理事長，積極促進產業與政府合
作，研擬相關政策。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holdings/-/media/f70c795c2a0344cfb1c154be84a931fc.pdf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holdings/-/media/6ee612ea269b498d9378c876c3fcd6e1.pdf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holdings/-/media/6ee612ea269b498d9378c876c3fcd6e1.pdf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holdings/-/media/79b37bb439cd4a8bb614bcb96c8314a3.pdf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holdings/-/media/1d8d0fd9adf64683872b647c4fec1a34?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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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遵風險系統化循環管理

本公司以法令遵循為內部控制之重點之一，每年辦理單位法令遵循評鑑，每半年辦理法
令遵循自行評估及自行查核作業，檢核法令遵循執行成效，並將其列占經理人績效評核
比重。

缺失改善 法令管理

自評自查

法遵風險

實地測試

教育訓練風險事件

法遵評鑑

風險評估

國泰證券 國泰產險 國泰人壽

事由 

改善措施 

●  144萬元罰鍰及警告
主要缺失包括資訊安全作
業等

●  已完成改善，強化相關控
管機制等

事由 

改善措施 

●  240萬元罰鍰及5項糾正
主要缺失包括核保作業、
投資分析及決策、建檔檢
核控管作業標準、實質關
係人交易控管、資訊控管
等作業

●  已完成部分改善，包括
修訂內部規範、補強投資
分析報告、優化系統檢核
標準及校調防火牆與監控
預警作業系統等；維運機
制及人員編制部分預計於
2023/04/30前完成

事由 

改善措施 

●  120萬元罰鍰及8項糾正
主要缺失包括招攬核保作
業、保全作業、行動投保
檢測機制（個資相關）、
海外放款品質、徵信作
業、可疑交易作業、利關
人作業、遠端連線作業等
缺失

●  已完成改善，強化並優化
相關系統檢核管理機制、
修訂相關內部規範、加強
員工使用電腦設備控管機
制及加強教育宣導等

為強化集團內部控制管理，每半年召開集團法遵會議，依各業務風險特性，督導重要子
公司執行法遵風險管理，積極推動集團法遵國際化，持續研究國際監理趨勢，並分階段
推動集團法遵數位管理平台及新科技運用。2021 年與金管會合作開放政府結構化法令
資料上線，推動法遵數位管理基礎建設之底層資料庫；更以法遵 AI 之法令資料應用提
案，與金管會合作參與總統盃黑客松競賽，名列前十強，榮獲總統府函狀獎勵，金管會
亦來函敘獎。

為掌握最新法令動態並即時傳遞溝通，本公司建置「法令異動管理系統」，按風險程度
做不同管理，積極採取適當相應措施，迅速確實回應主管機關要求。2021 年因應疫情
影響，集團遠端考察海外執行 21 次，藉由遠端檢視程序，掌握法令遵循執行狀況，透
過雙向互動強化海內外單位的法遵治理。

為建立誠信、透明的企業文化，訂立「檢舉制度」，並對檢舉人採取相關保護措施。2021 年，本集
團檢舉信箱共受理檢舉 2 件，皆已完成調查報告並結案，1 件海外分支機構案件，經查證屬實，並
已懲處違法人員，1 件國內子公司案件，查無違法事證。

此外，為有效落實對子公司之監理，訂定重要外部法遵事件通報及管理要點，包含陳報重大違反法
令及金融主管機關調降評等案件之適用範圍等風險預警指標，建立通報作業流程，俾利董事會及高
階管理層得以迅速掌握集團法令遵循風險之警訊、評估及因應改善措施。另設有同業裁罰與集團裁
罰之反面檢討機制，訂立集團層次與子公司層次之檢討標準，落實即時掌握監理動態與自我合規檢
視。2021 年子公司重大裁罰案及改善措施如下，完整內容請詳見國泰金控 110 年度年報頁 104-

108。

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holdings/compliance#first-tab-03
https://www.ir-cloud.com/taiwan/2882/annual/2021/CH/2021_2882_20220617F04_20220517_173114_ccNcDmAkUJL1.pdf
https://www.ir-cloud.com/taiwan/2882/annual/2021/CH/2021_2882_20220617F04_20220517_173114_ccNcDmAkUJL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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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集團反洗錢 /反資恐（AML/

CFT）資料分享管理機制

為強化集團管理綜效，參酌國際反洗錢組
織 FATF 建議與銀行公會實務參考做法，
訂有集團資訊分享相關規範及分享平台，
設有多種分享類型，達到技術知識與風險
預警之共享、共學、共用，分享類型包含
集團名單、可疑交易類型化分享、可疑客
戶 / 交易資訊分享，以及跨子公司間風險
性資料交換等，以期佈署集團共同防禦網。
本公司為強化集團 AML/CFT 整體控制成
效，並重視子公司間跨業合作風險管理，
於 2021 年持續定期辦理並落實執行。

   推廣多元法令遵循教育課程，積極培育科技法遵 /反洗錢人才

2021 年本集團依不同對象積極安排多元化之法令遵循教育訓練，以案例 / 實
作經驗分享、小組座談等方式加強人才培育，並因應疫情影響，開設遠端線上
課程，亦結合線下互動等方式，提供符合金融監理趨勢發展之課程，主題涵蓋
法遵基礎認識、Covid-19 疫情影響及因應、AML/CFT 國際重要趨勢、金融科
技與競爭法、層次化剖析利害關係人法令 / 案例及理專 / 業務員行為風險管理
等。

本集團亦持續推進「法遵 /AML 科技小組」之穩健發展，透過集團數位科技發
展與各項法遵實務結合，培育集團法遵 /AML 專業能力與軟、硬實力，以實際
專案應用養成結合科技與法遵或 AMLCFT 的跨領域人才，並促進整體風險管
理及業務執行成效。

   深化集團反洗錢 /反資恐（AML/CFT）管理機制

本公司訂有「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管理準則」、集團層次風險方法論、風險因子與重要內控管理機
制，並設有風險預警機制及其監控指標。本公司及轄下子公司均採取「以風險為基礎」之方法持續深化反洗
錢 / 反資恐制度，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已納入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項目，並針對高風險情形，加強確認客戶身
分及持續監控措施。2021 年每半年召開一次集團 AML/CFT 會議，同時配合國家 APG 反洗錢評鑑報告，與
金融監理及實務執行情形穩健發展，本集團亦將持續與時俱進，推動風險評估方法細緻化研究，持續提升集
團 AML/CFT 管理成效。另本集團自 2016 年起即透過外部技術與內部研發，多元強化技術與大數據之應用，
且由本公司主導，積極推動集團管理強化專案，研究以新技術提升集團 AML/CFT 效能、整合作業流程、提
升交易監控效能等，例如 : 流程自動化（RPA）、AI 人工智慧及大數據應用分析、視覺化界面等。

集團「AML 科技發展小組」穩健執行，以新科技及數據分析為基礎之技術，綜合過往業務執行之經驗與科技
迭代之趨勢，試解決現有取得風險性資料痛點，以達集團資源運用最大化。此外，本集團於 2021 年以新科
技強化金融犯罪的防範，於反洗錢交易管控上獲主管關獎勵函逾兩百件，並有效阻止詐騙金額共達 1.6 億元。
於監理機關之合作與溝通上，2021 年推動並建立業界首創之公私合作工坊（Public Private Workshop），結
合公私各界多次促成反洗錢法令修正與實務作法精進。 一般法令 

遵循課程

290場

集團法遵共享 
學堂課程

5場

新進人員 
法令遵循課程

107場

集團反洗錢 / 
反資恐培訓課程

178場

集團高階主管 
法令遵循課程

45場

集團董（監）事 
法令遵循課程

58場

風險控管
落實有效

金控集團
管理綜效

集團標準
即時更新

集團 
資訊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