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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銀行帳戶、帳號和存款，是個人的隱私資料之一，銀行及其工作人員有為存款人保密的義務，並

有權拒絕存款人以外任何單位或個人的查詢、凍結和扣劃，大陸《商業銀行法》第 29 條、30 條，《儲

蓄管理條例》第 32 條及《個人存款帳戶實名制規定》第 8 條分別規定甚明。但是上述規定只是基本

規定或原則性規定，如果法律或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換言之，凡大陸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

常委會立法通過的法律或是經國務院公布的行政法規有特別規定的，例如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

海關法、稅收徵收管理法、行政處罰法等，則法律規定或者法律授權的機關是可以依法向銀行等金融

機構查詢、凍結或扣劃存款人的存款。所以我方人民在大陸從事投資、生產、經營商業活動或者從事

一般消費性交易，如有積欠銀行等債務或者欠繳行政稅費等情事而未清償的，則債權人或政府機關就

會透過一定的法定程序，申請有權機關向銀行進行查詢、凍結或扣劃存款的動作，屆時銀行帳戶發生

凍結無法提款，或者銀行存款不翼而飛，那就後悔莫及了。

◆文／姜志俊
翰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二、�查詢、凍結、扣劃的主要法律、司法解

釋內容

有關銀行存款查詢、凍結、扣劃的法律、行

政法規、司法解釋和部門規章為數甚多，茲僅就

部分主要法律和司法解釋的內容簡述如下，以供

讀者參考：

（一）民事訴訟法

1. 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

義務，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單位查詢被執行

人的存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情

況。人民法院有權根據不同情形扣押、凍結、

劃撥、變價被執行人的財產。人民法院查詢、

扣押、凍結、劃撥、變價的財產不得超出被

執行人應當履行義務的範圍。人民法院決定

扣押、凍結、劃撥、變價財產，應當作出裁定，

並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有關單位必須辦理。

（第 242 條第 1 款、第 2 款）

2. 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

義務，人民法院有權扣留、提取被執行人應

當履行義務部分的收入，但應當保留被執行

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的生活必需費用。人民法

院扣留、提取收入時，應當作出裁定，並發

大陸銀行存款的

查詢、凍結和扣劃
的原因與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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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協助執行通知書，被執行人所在單位、銀

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儲蓄業務的單位必

須辦理。（第 243 條第 1 款、第 2 款）

3. 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

義務，人民法院有權查封、扣押、凍結、拍

賣、變賣被執行人應當履行義務部分的財產。

但應當保留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的生活

必需品。採取前款措施，人民法院應當作出

裁定。（第 244 條）

4. 人民法院採取本法第 242 條、第 243 條、第

244 條規定的執行措施後，被執行人仍不能

償還債務的，應當繼續履行義務。債權人發

現被執行人有其他財產的，可以隨時請求人

民法院執行。（第 254 條）

5. 被執行人不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

民法院可以對其採取或者通知有關單位協助

採取限制出境，在徵信系統記錄、通過媒體

公布不履行義務資訊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措

施。（第 255 條）

（二）刑事訴訟法

1. 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

可以依照規定查詢、凍結犯罪嫌疑人的存款、

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有關

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犯罪嫌疑人的存款、

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已被凍

結的，不得重複凍結。（第 142 條）

2. 對查封、扣押的財物、文件、郵件、電報或

者凍結的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

額等財產，經查明確實與案件無關的，應當

在 3 日以內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予以退

還。（第 143 條）

3. 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可以進行勘驗、檢

查、查封、扣押、鑑定和查詢、凍結。（第

191 條第 2 款）

（三）海關法

1. 海關可以行使下列權力：（五）在調查走私

案件時，經直屬海關關長或者其授權的隸屬

海關關長批准，可以查詢案件涉嫌單位和涉

嫌人員在金融機構、郵政企業的存款、匯款。

（第 6 條第 5 款）

2. 進出口貨物的納稅義務人，應當自海關填發

稅款繳款書之日起 15 日內繳納稅款；逾期繳

納的，由海關徵收滯納金。納稅義務人、擔

保人超過 3 個月仍未繳納的，經直屬海關關

長或者其授權的隸屬海關關長批准，海關可

以採取下列強制措施：（一）書面通知其開

戶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從其存款中扣繳稅

款；（第 60 條第 1 項第 1 款）

3. 進出口貨物的納稅義務人在規定的納稅期限

內有明顯的轉移、藏匿其應稅貨物以及其他

財產跡象的，海關可以責令納稅義務人提供

擔保；納稅義務人不能提供納稅擔保的，經

直屬海關關長或者其授權的隸屬海關關長批

准，海關可以採取下列稅收保全措施：（一）

書面通知納稅義務人開戶銀行或者其他金融

機構暫停支付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納稅款的

存款；（第 61 條第 1 項第 1 款）

（四）稅收徵收管理法

1. 稅務機關有權進行下列稅務檢查：……（六）

經縣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憑全國

統一格式的檢查存款帳戶許可證明，查詢從

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在銀行

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帳戶。稅務機關在

調查稅收違法案件時，經設區的市、自治州

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可以查詢案

件涉嫌人員的儲蓄存款。（第 54 條）

2. 稅務機關有根據認為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

人有逃避納稅義務行為的，可以在規定的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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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期之前，責令限期繳納應納稅款；在限期

內發現納稅人有明顯的轉移、隱匿其應納稅

的商品、貨物以及其他財產或者應納稅的收

入的跡象的，稅務機關可以責成納稅人提供

納稅擔保。如果納稅人不能提供納稅擔保，

經縣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稅務機

關可以採取下列稅收保全措施：（一）書面

通知納稅人開戶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凍結

納稅人的金額相當於應納稅款的存款。（第

38 條）

3. 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扣繳義務人未按

照規定的期限繳納或者解繳稅款，納稅擔保

人未按照規定的期限繳納所擔保的稅款，由

稅務機關責令限期繳納，逾期仍未繳納的，

經縣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准，稅務機

關可以採取下列強制執行措施：（一）書面

通知其開戶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從其存款

中扣繳稅款。（第 40 條）

（五）行政處罰法

當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處罰決定的，作出行

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可以採取下列措施：（一）

到期不繳納罰款的，每日按罰款數額的 3% 加處

罰款；（二）根據法律規定，將查封、扣押的財

物拍賣或者將凍結的存款劃撥抵繳罰款；（三）

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第 51 條）

（六）關於網路查詢，凍結被執行人存款的規定

的司法解釋

大陸最高人民法院 2013 年 8 月 29 日公布

上述司法解釋，其中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人

民法院與金融機構已建立網路執行查控機制的，

可以通過網路實施查詢、凍結被執行人存款等措

施。」，第 5 條規定：「人民法院通過網路查詢、

凍結、續凍、解凍被執行人存款，與執行人員赴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查詢、凍結、續凍、解凍被執

行人存款具有同等效力。」

三、查詢、凍結、扣劃的實際作法

中國人民銀行於 2002 年 1 月 15 日以銀發

[2002]1 號通知，發布了《金融機構協助查詢、

凍結、扣劃工作管理規定》，對協助查詢、凍結、

扣劃的名詞定義、有權機關、應備文件、審查內

容、登記資料等事項作了具體規定。

（一）名詞定義

第 2 條規定，協助查詢是指金融機構依照有

關法律或行政法規的規定以及有權機關查詢的要

求，將單位或個人存款的金額、幣種以及其他存

款信息告知有權機關的行為；協助凍結是指金融

機構依照法律的規定以及有權機關凍結的要求，

在一定時期內（最長為6個月，期滿後可以續凍）

禁止單位或個人提取其存款帳戶內的全部或部分

存款的行為；協助扣劃是指金融機構依照法律的

規定以及有權機關扣劃的要求，將單位或個人存

款帳戶內的全部或部分存款資金劃撥到指定帳戶

上的行為（不可提取現金）。

（二）有權機關

第 4 條規定，有權機關是指依照法律、行政

法規的明確規定，有權查詢、凍結、扣劃單位或

個人在金融機構存款的司法機關、行政機關、軍

事機關及行使行政職能的事務單位。具體言之，

有權查詢、凍結及扣劃的機關有人民法院、稅務

機關和海關；有權查詢和凍結（不可扣劃）的機

關有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軍

隊保衛部門、監獄、走私犯罪偵查機關；有權查

詢（不可凍結、扣劃）的機關有監察機關（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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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單位和個人）、審計機關、工商行政管理機關、

證券監督管理機關（以上三者只可查詢單位，不

包括個人）。

（三）應備文件

第 8 條規定，辦理協助查詢業務時，經辦

人員應當核實執法人員的工作證件，以及有權機

關縣團級以上（含，下同）機構簽發的協助查詢

存款通知書。第 9 條規定，辦理協助凍結業務

時，金融機構經辦人員應當核實以下證件和法律

文件：(1) 有權機關執法人員的工作證件；(2) 有

權機關縣團級以上機構簽發的協助凍結存款通知

書，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有權機關主要負責人

簽字；(3) 人民法院出具的凍結存款裁定書、其

他有權機關出具的凍結存款決定書。第 10 條規

定，辦理協助扣劃業務時，金融機構經辦人員應

當核實以下證件和法律文書：(1) 有權機關執法

人員的工作證件；(2) 有權機關縣團級以上機構

簽發的協助扣劃存款通知書，法律、行政法規規

定的有權機關主要負責人簽字；(3) 有關生效法

律文書或行政機關的有關決定書。

（四）審查內容

第 11 條規定，「協助凍結、扣劃存款通知

書」填寫的需被凍結或扣劃存款的單位或個人開

戶金融機構名稱、戶名和帳號、大小寫金額；協

助凍結或扣劃存款通知書上的義務人，應與所依

據的法律文書上的義務人相同；協助凍結或扣劃

存款通知書上的凍結或扣劃金額應當是確定的。

如發現缺少應附的法律文書，以及法律文書有關

內容與「協助凍結、扣劃存款通知書」的內容不

符，應說明原因，退回「協助凍結、扣劃存款通

知書」或所附的法律文書。

（五）登記資料

第 12 條規定，金融機構在協助有權機關辦

理查詢、凍結和扣劃手續時，應對下列情況進行

登記：有權機關名稱；執法人員姓名和證件號碼；

金融機構經辦人員姓名；被查詢、凍結、扣劃單

位或個人的名稱或姓名；協助查詢、凍結、扣劃

的時間和金額；相關法律文書名稱及文號；協助

結果等。登記表應當在協助辦理查詢、凍結、扣

劃手續時填寫，並由有權機關執法人員和金融機

構經辦人簽字。

四、應對之道

為打擊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經濟金

融秩序，保護社會公眾資金安全，促進市場經

濟健康發展，大陸國務院於 2000 年發布個人存

款帳戶實名制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於 2015 年頒

布關於改進個人銀行帳戶服務、加強帳戶管理

的通知，以強化銀行帳戶管理，防範資金風險，

滿足存款人差異化支付服務需求。此外，大陸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

並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非居民金融帳

戶涉稅資訊盡職調查管理辦法，且從同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啟動共同申報準則（CRS），因此，

我方人民對於在大陸銀行的存款，應當遵守各

項法律、法規、部門規章或司法解釋，如果有

積欠銀行債務、一般借款債務或欠繳各項稅費，

一定要在法定期間或約定期限內繳交完畢，否

則銀行存款就會受到債權人或有權機關向存款

銀行查詢、凍結或扣劃，因而影響了自己的存

款資金調度與使用，甚至有被限制出境的風

險，從而影響了人身自由與安全，不得不慎重

以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