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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Financial Crime 

其時金融犯罪的定義也是很模糊，每個人都有自己認為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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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conduc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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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行為風險

行為風險的定義隨行業和地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通常可以理解為個人或團體行為，它們可能給客戶帶來

不公平的結果，破壞市場誠信，並損害公司的聲譽和競爭地位。

…….. McKinsey

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的工作一直以行為風險的概念為基礎。 FCA將行為風險定義為“公司行為可能給

消費者帶來不良後果的風險”。行為風險遵循FCA規定的公平對待客戶（TCF）的原則和預期結果。

………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



從金融海嘯後，銀行的風險管理持續轉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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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EY和IIF進行的10年全球銀行風險管理調查所顯示的，自上次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銀行風險管理持續轉型中

https://www.ey.com/en_gl/banking-capital-markets/how-banks-can-elevate-risk-management-over-the-next-decade

在這十年的前半段，最初的重點是財
務風險：資本，流動性，交易對手風
險以及相關問題，例如壓力測試和模
型風險管理。治理方面進行了早期改
進，增加了董事會的參與，並增強了
CRO的角色和地位（以及據推斷，CRO
的團隊）。

此十年的後半段，從金融風險向非金
融風險發生了實質性轉變，當然前者
並沒有消失，相關的監管改革計劃仍
在繼續。但是，風險管理的精力轉移
到了很多年來被歸類為操作風險的大
範圍風險中。最初的重點是合規，行
為和欺詐；後來，網絡安全和其他IT
風險引起了業界的關注。



歷年來風險長關注的十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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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6年開始，非財務面風險類型大幅被關注。科技風險上升幅度最快且佔據多年榜首，
行為風險則持續上榜。另，營運持續與風險管理的數位轉型亦進入榜單

https://www.ey.com/en_gl/banking-capital-markets/how-banks-can-elevate-risk-management-over-the-next-decade



理專挪用資金案件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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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2019年6月14日備查銀行公會訂定「銀行防範理財專員挪用客戶款項相關內控作業原則」（簡稱理專十誡），
各銀行應依此原則在6個月內審慎檢視，完善內部規範，並辦理內控三道防線查核，以降低再犯可能性。

金管會整頓金融三業 上半年開罰逾9000萬

保險業家數金額最高 永豐玉山單筆罰最大

記者張家嘯報導 2020-07-15

金融三業違規狀況不斷，而金管會開罰也不手軟。今(2020)年上半年金管會對銀行、保險、證券
等金融三業的總罰鍰金額高達9,162萬元，其中以保險業合計遭罰金額最多，單一業者則是永豐銀行、
玉山銀行分別各遭罰1,200萬元最高。

近年來，金融三業申訴爭議層出不窮，金管會為加強整頓，不僅修法完成提高罰鍰，去(2019)年
更一口氣祭出破3億元的罰單，創下史上新高。金管會表示，今年上半年對金融三業共開罰9,162萬元
，略低於去(2019)年同期的1億餘元，而上半年吃下罰單最多的保險業，共有23家、罰鍰4,340萬元，
占整體罰鍰的47.4%。

在銀行業方面，上半年共有6家業者收到罰單、罰金合計3,950萬元，尤其永豐銀行、玉山銀行都
因理專不當挪用客戶資金，分別遭罰1,200萬元最高。其他像是台新銀行，因理專不當勸誘民眾以房貸
、保單質借後購買投資型保單，被金管會開罰800萬元；台中銀行被罰600萬元、板信商銀100萬元及
合作金庫50萬元。

而保險業部分，上半年對共23家業者遭罰4,340萬元，包括1家保經公司罰款480萬元，10家壽險
公司罰2,720萬元，產險公司8家共罰660萬元；銀行兼營保經代4家、處480萬元罰鍰。證券期貨業上
半年共有12家、罰鍰合計872萬元罰鍰，分別為投信投顧業5家、482萬元；證券業4家、342萬元；期
貨業3家48萬元。

不過，據瞭解，國內金融業者的缺失裁罰主要來自「例行性金檢」，有時候2年一輪、有時候3年
一輪，開罰案件往往是之前的違法缺失，因此裁罰金額高，不能解讀今年金融業違法情況較嚴重。

【2020-07-15 卡優新聞網】https://www.cardu.com.tw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4416777#prettyPhoto



理專十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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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任用新進理財專員，應採行盡職調查程序，建立適當機制瞭解員工品性素行、專業知識、信用及財務狀況，落實KYE (Know your 
employee)制度之執行；對於現職理財專員，亦應定期或不定期瞭解其信用及財務狀況，預防弊端之發生。

銀行應於理財專員業務行為準則中明定員工應秉持誠信原則招攬及服務，不得代客保管存摺、印鑑或已簽章空白交易單據，及不得有擅自交
易、不當招攬等行為。

銀行於監控過程中，視管理需求，於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之原則下，應對理財專員進行有效之防弊調控措施，例如：休假、輪調及理財專員與
客戶往來情形之查核機制。

為避免理財專員擅自為客戶辦理存款、提款、開戶、帳戶資料變更、投資交易、保單轉換、部分贖回、解約等作業，銀行應建置至少包含
下列控管機制：
一、事前宣導：例如於理財專員業務行為準則中明文禁止、嚴禁理財專員代客全程辦理臨櫃作業並進行宣導。
二、事中控管：例如透過第三人之電話照會確認機制、行員外出收件控管機制，以控管交易真實性及正確性。
三、事後查核：例如不定期抽查理財專員人員抽屜、建立風險態樣監控名單，供理財專員之直屬主管定期或不定期主動聯繫客戶。

為避免理財專員不當取得客戶網路銀行密碼代客戶從事交易，銀行應建置至少包含下列控管機制：
一、網路銀行密碼應由客戶自行設定，不得由理財專員為客戶辦理更換密碼之設定，並應建立控管機制。
二、銀行除因實務需求，得建立由理財專員交付客戶網路銀行密碼之控管機制外，不得由理財專員辦理網路銀行密碼之交付。
三、透過定期產出異常檢核報表，檢核理財專員與客戶是否有共用同一行動裝置或同一 IP 位址進行交易之情事。
四、不定期向客戶發送交易函證，提供客戶確認投資明細及餘額。
五、建置網路銀行交易確認之控管機制。

為協助銀行瞭解重大裁罰案件所涉控制點疏漏及緣由，俾利自我檢視是否有類似情形並對內部控管作業進行改善，銀行公會應於會員專區
網路建立去識別化之案例分享機制。會員銀行應依下列報送標準將案例傳送至銀行公會網站專區：
一、案例重點。
二、控制點疏漏及緣由。
三、強化內部控制之改善措施。



理專十誡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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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理財專員銷售非所屬銀行核准之金融商品，銀行應建置至少包含下列控管機制：
一、理財專員不得向客戶推介或銷售非所屬銀行核准之金融商品或服務。
二、落實對帳單通知作業，並於對帳單中提供客戶臺/外幣存款之帳戶餘額及投資產品明細。
三、由理財專員之直屬主管不定期拜訪或電訪客戶，瞭解客戶理財往來情形有無異常情事。

為避免理財專員自行製作並提供對帳單情事，銀行應建置至少包含下列控管機制：
一、建立資安查核機制，確認理財專員辦公處所是否有相關類似自製對帳單之文件或檔案。
二、由獨立作業部門製作、發送對帳單並設立對帳單退件追蹤機制。
三、銀行如提供客戶親領對帳單服務，應建立控管機制，以杜絕弊端發生，且應明令禁止理財專員代客戶收受及領取對帳單。
四、定期檢視客戶所留存之通訊資料(含 Email/地址/電話/手機)是否與理財專員本人或與分行通訊資料相同，或以其他機制定期通知客戶其通
訊資料與他人相同，以避免客戶有無法收到對帳單之情事。
五、強化主管督導之責並透過理財專員之直屬主管確認客戶清楚投資損益狀況。

銀行應強化查核篩選原則及頻率，至少應將下列事項納為專案查核或加強查核項目：
一、財富管理業務或交易量異常大幅增加之分行、內部控制缺失偏多之單位或有異常交易之理財專員。
二、理財專員之查核機制、交易真實性、客戶帳戶資料申請及變更正確性、員工行為準則遵循情形、自動化通路交易異常檢核。
三、客戶帳戶資料申請及變更正確性。
四、員工行為準則遵循情形，例如是否有空白留單、自製對帳單、與客戶私下資金往來等情形。
五、自動化通路交易異常檢核，例如不同客戶間是否有以同一手機或 IP 位址執行交易之情形。
前二項強化查核篩選原則及頻率及查核重點事項，得依據各銀行內部稽核制度所訂定之查核項目運作辦理。

為避免理財專員與客戶私下資金往來，銀行應建置至少包含下列控管機制：
一、建立帳戶監控機制。
二、設置異常舉報機制。
三、定期或不定期抽查理財專員辦公處所，以遏止私下保管客戶存摺、印鑑或已簽章空白交易單據之情事。
鼓勵銀行依風險基礎方法，利用自動化交易監控系統篩選異常交易。



怎麼管? 各顧問公司有其管理行為風險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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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conduct risk framework

KPMG: Conduct Risk Framework, 2017



怎麼管? 各顧問公司有其管理行為風險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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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技面角度看行為風險管理

EY: Managing Conduct Risk in Transformative age



行為風險的發現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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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應在行為議題的整體流程上，進行全面瞭解與管理

McKinsey: Perspectives-on-conduct-risk-in-wealth-management, 2018

• 有哪些來源可以發現行為風險?
• 發限異常怎麼評估以及升級到

調查?
• 檢討並改善風險

• 在上述各階段流程相關權責的
規劃

• 通報的機制、組織的風險辨識



大家都想用科技監控行為風險，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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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risk-monitoring approaches are inadequate for conduct risk

McKinsey: Advanced Solution Monitoring Conduct Risk,2018

除了通訊監視之外，主要用於交易、行為風險的新興方法主要通過三種方法進行監視：
(1) 監視客戶投訴或內部舉報人報告； ➔落後指標
(2) 活動驗證，例如檢驗新開戶的客戶簽名屬實、抽某些交易由第三方與客戶聯繫確認；➔無法全面性檢查，且人工..
(3) 基於規則的分析，例如用於監視財富顧問活動的交易警報或交易中的交易監視。➔誤報很多，也易規避

為了有效地偵測行為風險，需要新方法，利用來自各種來源的數據，包括客戶反饋，銷售和產品數據以及績效管理數據。



The Better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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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擴增資料來源：客戶抱怨、客服電話、銷售資料、員工行為、績效資訊…

McKinsey: Advanced Solution Monitoring Conduct Risk,2018

結構化數據（例如銷售和帳戶使用情況）
和非結構化數據（例如客戶電話記錄，調
查和投訴）。

截取資料包含交易和銷售績效數據，客戶
模式（例如，用於財富管理的投資組合活
動）和客戶情報（例如，到服務中心的呼
叫記錄，調查，投訴）。

資料來源被整合，提供了個人以及銷售團
隊或分支機構活動的視圖。

數據還具有其他細節，例如管理層次結構
和辦公室位置。

此外，根據業務監視的行為風險類型，可
以包括其他數據源。例如，2012年圍繞倫
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的欺詐和串通醜聞的
中心是交易員使用聊天室，即時消息傳遞
和電子郵件。通常可以從公司通信平台中
檢索來自此類通信的關鍵信息，並將其添
加到數據模型中。



The Better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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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海裡撈針

McKinsey: Advanced Solution Monitoring Conduct Risk,2018

除了挖掘已知的不當行為模式外，機器學習還可用於檢測以前
未知的模式異常。此應用程序（無監督學習）用於挖掘員工數
據中以前未發現的新可疑模式。(outlier detection)



The Better way

3. 利用自然語言處理來挖掘與客戶的互動

與客戶互動的資料多為文字，包含電話錄音(語音
轉文字技術)，然而此類數據尚為被普遍使用，它
門可以提供豐富的資訊。

4. 員工行為透明度

通過捕獲有關員工行為的所有數據並將數據與分支
機構，主管和任期等上下文詳細信息結合起來，組
織可以構建員工績效的綜合圖景。

◆在不當行為發生之前，可以識別趨勢並製定具體的干
預措施。

◆可以通過適當的行為改善培訓或產品控制來挖掘和處
理慢性行為模式。

◆通過將標準化數據匯總到主管，分支機構或地區級別，
可以識別系統行為和普遍行為。

16McKinsey: Advanced Solution Monitoring Conduct Risk,2018
Deloitte: Vist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9ZYMqh9lA



知易行難…..挑戰需要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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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不足或孤立

收集的數據不夠完整，以致於無法全
面性瞭解員工行為。

缺乏專家

現有的專業知識和資源水平不足以滿
足其分析需求。大多銀行已有分析團
隊，但仍缺AI人才，以及領域專家

組織的抗拒

因沒有明顯的商業利益不願進行大量
的風險管理投資。許多組織不想建另
一個因素是不想花大錢發現自己的問
題，尤其是主管機關沒有發現的情況。

基本功比華而不實重要 培育人才以及人才交流 降低成本、一魚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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