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保險業精算簽證作業補充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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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版本

保險費率檢視，簽證精 八、

保險費率檢視，簽證精

新增「以簽單基礎針

算人員 宜就 各險別之

算人員 宜就 各險別之

對保費占比前 3 大險

費用率、損失率與綜合

費用率、損失率與綜合

別下(排除強制車險

比率訂 定合 理上下限

比率訂 定合 理上下限

及政策性地震保險)

標準辦理，並以簽單基

標準辦理，並應以最近

之前 3 大保險商品，

礎針對保費占比前 3 大

至少 3 年之經驗資料

以最近至少 3 年之

險別下(排除強制車險

做保險 費率 檢視之評

經驗資料做保險費

及政策性地震保險)之

析及表達意見，以維持

率檢視與費用分攤

前 3 大保險商品，以最

費率公平性、適足性、 說明」，以強化保險

近至少 3 年之經驗資

合理性原則，並瞭解公

商品費率適足性檢

料做保 險費 率檢視及

司經營 情況 並作為未

視。

費用分攤說明，以維持

來經營方針之參考。

費率公平性、適足性、

簽證精算人員應檢視

合理性原則，並瞭解公

保險業依保險商品銷

司經營 情況 並作為未

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來經營方針之參考。

24 條規定，定期召開

簽證精算人員應檢視

的保險商品管理小組

保險業依保險商品銷

會議有關保險費率法

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令遵循的資料，並於精

24 條規定，定期召開

算簽證報告中就檢視

的保險商品管理小組

結果表示意見及檢附

會議有關保險費率法

會議紀錄。

令遵循的資料，並於精

另簽證 精算 人員如認

算簽證報告中就檢視

為尚需 其他 資料以輔

結果表示意見及檢附

助評估時，可依據保險

會議紀錄。

業簽證 精算 人員管理

另簽證 精算 人員如認

辦法第 9 條規定要求

為尚需 其他 資料以輔

保險業 之經 理人或員

助評估時，可依據保險

工提供所需資料，並本

業簽證 精算 人員管理

其精算 專業 判斷及說

辦法第 9 條規定要求

明。

保險業 之經 理人或員
工提供所需資料，並本

說明

109 年度版本

108 年度版本

說明

其精算 專業 判斷及說
明。
九、

評估各項準備金時，對 九、

評估各項準備金時，對

新增「以最低模擬次

於所設定之上、下限乙

於所設定之上、下限乙

數 10,000 次評估」，

值，應說明其所有的假

值，應說明其所有的假

以確保評估準備金

設、方法、流程、計算

設、方法、流程、計算

機率模型之穩定性。

基礎，尤其在假設合理

基礎，尤其在假設合理

性與方 法適 當性方面

性與方 法適 當性方面

要說明，並分析說明計

要說明，並分析說明計

算的結 果及 檢附相關

算的結 果及 檢附相關

的附表和附件。賠款準

的附表和附件。賠款準

備金上、下限之評估應

備金上、下限之評估應

將賠款 準備 金機率模

將賠款 準備 金機率模

型納入，並以最低模擬

型納入。準備金提存數

次數 10,000 次評估。準

對應準 備金 機率模型

備金提 存數 對應準備

之百分 位數 值亦應一

金機率 模型 之百分位

併揭露。有關各種準備

數值亦應一併揭露。有

金提存 方法 之備查文

關各種 準備 金提存方

件亦應併同檢附。

法之備 查文 件亦應併

特殊險 種之 各種準備

同檢附。

金提存，應加列計算表

特殊險 種之 各種準備

說明。

金提存，應加列計算表

有關「各種準備金之核

說明。

算」簽證項目特別準備

有關「各種準備金之核

金部分，於計算商業性

算」簽證項目特別準備

地震保 險及 颱風洪水

金部分，於計算商業性

保險等 之特 別準備金

地震保 險及 颱風洪水

時，應說明保險費及再

保險等 之特 別準備金

保險費等之拆分方式，

時，應說明保險費及再

並提出 拆分 依據或合

保險費等之拆分方式，

理性說明。

並提出 拆分 依據或合

有長期工程險業務者，

理性說明。

需在備 忘錄 說明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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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長期工程險業務者，

期準備 金之 計提方式

需在備 忘錄 說明未滿

並依附 表一 方式提供

期準備 金之 計提方式

相關之資訊。

並依附 表一 方式提供

有長年 期健 康保險業

相關之資訊。

務者，需在備忘錄說明

有長年 期健 康保險業

計算說 明書 所列之責

務者，需在備忘錄說明

任準備金計提方式。

說明

計算說 明書 所列之責
任準備金計提方式。
十三、 簽證精算人員對「清償 十三、 簽證精算人員對「清償

一、配 合 保 險 業 資

能力評估」簽證項目，

能力評估」簽證項目，

本適足性管理

除應依 中華 民國精算

除應依 中華 民國精算

辦法增列淨值

學會訂 定之 財產保險

學會訂 定之 財產保險

比率之衡量清

業相關 之精 算實務處

業相關 之精 算實務處

償能力標準，新

理原則辦理外，應於精

理原則辦理外，應於精

增檢視並揭露

算備忘 錄清 償能力評

算備忘 錄清 償能力評

最近 2 期之淨值

估情形項下檢視最近 2

估情形 項下 檢視並評

比率評析。

期之淨 值比 率並評析

析保險 公司 最近至少

二、新增「於精算備

保險公司 最近 至少 3

3 年 相關 因素 變化 對

忘錄評估我國

年相關 因素 變化對資

資本適 足率 影響程度

新一代清償能

本適足 率及 淨值比率

及各年 度實 際清償能

力制度之市場

影響程 度及 各年度實

力與預 估清 償能力之

風險資本之測

際清償 能力 與預估清

差異數，及於精算意見

試結果，並比較

償能力之差異數，及於

書清償 能力 評估情形

其與現行風險

精算意 見書 清償能力

項下，揭露各年度實際

基礎資本中資

評估情形項下，揭露最

清償能 力與 預估清償

產風險資本之

近 2 期之淨值比率及各

能力之差異數。

差異及提出說

年度實 際清 償能力與

簽證精算 人員應 評析

明。」
，以順利接

預估清 償能 力之差異

保險公司營 運策略及

軌新一代清償

數。另於精算備忘錄評

相關因素對 資本適足

能力制度。

估我國 新一 代清償能

率之影響，包含風險資

力制度 之市 場風險資

本及自有資 本總額之

本之在地測試結果，並

影響分析。

比較其 與現 行風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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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礎資本 中資 產風險資
本之差異及提出說明。
簽證精算 人員應 評析
保險公司營 運策略及
相關因素對 資本適足
率之影響，包含風險資
本及自有資 本總額之
影響分析。
十四、 簽證精 算人 員應針對 十四、 簽證精 算人 員應針對

配合保險業資本適

資本適足率及最近 2 期

資本適 足率 出具意見

足性管理辦法增列

之淨值 比率 出具意見

及相關建議，若有不適

淨值比率之衡量清

及相關建議，若有不適

足者，應提供所屬公司

償能力標準，新增檢

足者，應提供所屬公司

達適足 標準 所需之增

視並揭露最近 2 期之

達適足 標準 所需之增

資金額 及具 體改善計

淨值比率及相關建

資金額 及具 體改善計

畫，並量化各項改善措

議。

畫，並量化各項改善措

施對資 本適 足率之影

施對資 本適 足率之影

響程度。

響程度。

針對資 本適 足率已達

針對資 本適 足率及最

適足標準之公司，簽證

近 2 期之淨值比率已達

精算人 員亦 應於清償

適足標準之公司，簽證

能力評估情形項下，評

精算人 員亦 應於清償

析對所 屬公 司資本適

能力評估情形項下，評

足率具 有重 大影響因

析對所 屬公 司資本適

素之敏 感度 測試結果

足率具 有重 大影響因

並提出專業建議，以彰

素之敏 感度 測試結果

顯簽證 精算 人員之專

並提出專業建議，以彰

業價值。

顯簽證 精算 人員之專
業價值。
十九、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 十九、 簽證精算人員應於精算

新增簽證精算人員

備 忘 錄詳 細說 明上 年

備 忘 錄詳 細說 明上 年

應依公版再保險資

度 建 議事 項之 當年 度

度 建 議事 項之 當年 度

料欄位及規定表格，

執 行 情形 及結 果與 當

執 行 情形 及結 果與 當

填列評估再保險現

年度建議事項，並依附

年度建議事項，並依附

金流量並說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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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提供 前述 內容 之

表 三 提供 前述 內容 之

過程及勾稽方式之

摘要說明。

摘要說明。

合理性，以及就處理

簽證精 算人 員應將下

簽證精 算人 員應於精

過程的問題提出解

列事項 納入 精算備忘

算備忘錄第二階段「其

決方案，以使業者建

錄第二階段「其他重要

他重要事項之揭露」項

置完整可評估之再

事項之揭露」項下，說

下，說明所屬公司建置

保險現金流量，以利

明：

具有效 率且 完整之資

進行 IFRS 17 評估。

(1)

所屬公司建置具

料庫， 及強 化再保系

有效率且完整之

統、核保系統、理賠系

資料庫，及強化再

統、會計系統聯結與資

保系統、核保系

料檢核 等事 項之具體

統、理賠系統、會

執行情形。

計系統聯結與資
料檢核等事項之
具體執行情形。
(2)

依公版再保險資
料欄位及規定表
格，填列評估再保
險現金流量並說
明計算過程及勾
稽方式之合理性，
以及就處理過程
的問題提出解決
方案。

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