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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日報主辦，中華民國人

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

保險安定基金協辦的「壽險國際

化 全方位升級」座談會，於9月

19日舉行，邀請金管會副主委黃

天牧、保發中心董事長桂先農、

保險安定基金董事長林國彬、政

大風險管理與保險系主任彭金隆

等專家與談。

黃天牧表示，IFRS 17將對整

個保險業的經營績效觀念帶來結

構性的改變。首先，保險公司以

後認列保費收入不再像現在，一

收到保費就認列收入，而是提供

服務時才能夠認列。而且保費收

得多，不表示保險公司的財務績

效就是好的。

其次，計算保單須提列多少準

備金時，不再以發單當時的利率

水準來計算，而是每個時點都須

符合清償能力的要求。

黃天牧說，保費收入定義的改

變、按現時利率評價負債合約，

這兩大特色將有助矯正，壽險業

在商品結構、行銷策略，甚至經

營策略上，「一些我們覺得比較

需要調整的地方，是可以帶來好

的方向」。

針對外界關注壽險業之議題，

本會持續就壽險業調整商品結構

、強化資本結構、提升業者匯率

風險之管理機制，以及協助業者

順利接軌IFRS 17等議題，與壽

險業負責人溝通說明，並廣泛交

換意見，相信業者應已清楚瞭解

本會健全產業發展與保障保戶權

益之政策方向。

桂先農也說，IFRS 17實施可以

促使保險業，尤其壽險業，回歸

到保險保障的本質。保險合約收

入須排除投資與儲蓄部分，就會

導引壽險公司銷售保障型商品。

另外，17號公報下的損益表，

獲利來源將分成兩塊，保險損益

、財務損益，保險公司的營運重

點是在保險本業還是在做資產管

理，就可以彰顯出來。

林國彬說，台灣接軌IFRS 17

，勢必影響保險公司風險管理機

制，必須擬定相關風險衡量及控

管方式，確保保險公司在接軌過

程中仍能順利達成公司財務、業

務目標並維持適足的清償能力。

大型跟小型壽險公司能夠投資在

IFRS 17的資源，落差蠻大，期

待小型壽險公司也能順利接軌。

彭金隆則建議，台灣接軌IFRS

，可以在IFRS容許空間下，盡可

能考慮台灣的特性給予彈性調整

，最好是能與資本監理脫鉤。此

外，有人說台灣接軌IFRS17，將

是一個「黑洞」，搞得人心惶惶

，因此，除技術上要順利接軌外

，對外溝通也相當重要，對投資

人、保戶適度揭露正確接軌資訊

是必要的。

記者陳怡慈╱台北報導

我國預計2025年實施IFRS 17（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保

險合約），多位專家不約而同認為，與其用「壽險大魔王」

來形容IFRS 17，不如正向看待它所帶來的改變，此舉有助

壽險業回歸保險保障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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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怡慈╱台北報導】金

管會副主委黃天牧表示，IFRS  

17實施後，不預期壽險業的保費

收入還會像過去那樣狂飆式的成

長，但保費收入怎麼運用依舊存

在挑戰，壽險公司現在就要有「

量出為入」的觀念，不能為了業

績做過多不太適合的競爭。

黃天牧說，談到保險業的企業

風險管理、資產負債管理，理論

上，應該是投資部門先告訴商品

部門說，現在到底有哪些投資標

的、可以創造多少收益、對外的

預定利率能夠多少，再由商品部

門去設計商品，這才是均衡穩健

的資產負債管理。

可是過去這幾年很多都是，商

品部門先告訴投資部門說，要賣

多少商品，再由投資部門去尋找

投資標的。由於收了很多保費進

來，資金去化壓力下，爭相要主

管機關開放這個、開放那個，或

是情願冒匯率風險去做投資，這

些情況在現階段應該冷靜下來做

一些調整。

隨著台灣計畫循序漸進接軌

IFRS 17，黃天牧說，各公司應

更加重視資產負債間的平衡管理

，尤其是「量出為入」，絕不能

為了競爭關係，或是CEO本身為

了業績，做過多不適合的競爭。

他表示，當保費收入漸漸回歸

比較穩定成長時，國外投資其實

還是有必要的，但是怎麼讓國內

投資能夠增加，這幾年來金管會

與保險局一直在努力，金管會該

開放的法規大概都放了，未來會

持續跟相關部會溝通。

黃天牧說，國內保險業目前還

沒有看到破壞式創新，顯示保險

業者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在科技運

用與傳統保險價值鏈，新科技畢

竟跟原有保險價值鏈有很多可以

互相產生綜效的地方。

他並表示，面對金融科技發展

，無論銀行、保險、證券，都勢

必要跟異業做一些結合，就監理

機關來講，「我們不太可能監理

異業」，這也意味，金管會將要

求保險公司負起異業結盟的主要

責任。如果銷售保險商品主要以

網路通路為主，必須考量到保險

業務員未來的發展，以及網路能

否說明清楚商品複雜的特性。

【記者陳怡慈╱台北報導】保

險事業發展中心董事長桂先農表

示，我國接軌IFRS 17的成敗是

繫於所有公司，不只是大公司，

因而對資源比較欠缺的小型保險

公司，保發中心會特別關注。

桂先農說，保發中心奉主管機

關指示，成立推動我國採用IFRS 

17的專案平台，集結安定基金、

壽險公會、產險公會、精算學會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等單位共

同執行，已公布專案計畫執行進

度表，也邀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一起協助業者接軌。

今年重點工作是第一階段的導

入工作，保發中心請壽險公會到

目前為止，至少準備15場導讀，

找了60到70名精算跟會計相關人

員參加；產險公會辦十場導讀，

每場有80到100人參加，保發中

心也做教育訓練，到7月底已辦

了22場，總共1,271人次參加。

今年第3季，各家保險公司要

完成接軌IFRS 17的差異分析報

告，今年底前依規定要送交各公

司的董事會。

明年重點工作是要進行系統開

發，包含建構精算系統、分類系

統上的IFRS 17的計算引擎，及

與其他結帳所需系統的串接，特

別是跟會計總帳系統跟保單核心

系統的串接方式。

桂先農說，保發在協助業者

接軌的過程，發覺大公司跟小公

司，可投入跟IFRS 17接軌的資

源差異非常大，「我們將來會特

別關注小型的公司」。其次，有

些外商保險公司，一定要跟母公

司或總公司同步，在2022年接軌

IFRS 17，外商如果要同時為母

公司跟台灣各編制一套IFRS 17

報表，一定會增加營運負擔。保

發中心希望能夠通盤考量，也會

跟主管機關報告。

另外，保險合約負債公允價

值的評價，每年愈來愈嚴格，保

發中心也會鼓勵業者，每年逐步

增提準備金，在IFRS實施以前

就能夠充實準備金，來順利過渡

到IFRS 17。台灣是國際貿易導

向的經濟體，各種標準宜儘早與

國際接軌，才能因應國際金融環

境變動的衝擊，他有信心台灣在

2025年完成接軌工作。

【記者仝澤蓉／台北報導】保

險安定基金董事長林國彬表示，

有業界說台灣接軌IFRS 17是「

拿西方人身材的訂製西裝給金城

武穿，從帥呆變醜斃」；但西裝

可以依金城武的身材略做修改，

而金城武也可以練身體變得更帥

，如此一來金城武穿上西裝後也 

可能比西方人更好看。

林國彬說，金城武西裝該如

何打版，是主管機關和業者須共

同努力的方向；就像胖的人要多

運動，讓自己身形好看一樣，保

險業即早做好準備，體質就可以

更加健全，就像鍛鍊身體一樣；

主管機關也持續就接軌IFRS 17

積極督導協助，例如推動台灣

TWTRG（台灣接軌資源小組）

，協助產業因應 IFRS 17，這就

像修改西裝一樣。

IFRS 17的實施並不會影響或

改變保險公司最終的損益，只是

財務報表認列和呈現的方式不同

，也就是說，不會讓本來賺錢的

保險商品變成不賺錢，而是協助

財務報表使用者得到更透明清楚

的資訊揭露；只要能適當規劃逐

步完成，這個公報就不會是大魔

王。

林國彬指出，在日本小型保險

公司不一定要接軌國際會計準則

，在台灣也有部分小型保險公司

提出類似想法；一開始他也認為

這樣有道理，因為小型公司沒有

國際投資人，是否要接軌國際看

似非必要。

但站在保險安定基金作預警和

風險控管立場，如果大小公司採

用不同會計制度，預警系統恐無

法客觀認定。

因此，希望不論公司規模大小

都要一體適用，這樣安定基金對

產業風險評估，才能給主管機關

正確信號。

為求審慎起見，主管機關已經

決定於國際上IFRS 17正式生效

之後，再延長三年我國才正式接

軌。

林國彬說，最重要的是按部就

班回歸到保險合約的精神來準備 

IFRS 17，一方面可以因為必須

要遵循這套公報，重新檢視、革

新既有內部資料、系統及流程，

並進一步改變台灣保險業務型態

。

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取先行接軌

實施的國家的經驗，做為我國正

式實施時的參考，像是韓國保險

公司的商品調整與強化資本的行

動，都值得我們借鏡。

【記者仝澤蓉/台北報導】政

大風險管理與保險系主任彭金隆

表示，台灣接軌IFRS 17，應該

依據台灣的國情做些調整、並且

適度的在地化。

彭金隆表示，根據一份2018全

球保險業接軌IFRS 17調查報告

指出，只有大約一成認為沒有困

難，接近八成表示是有難度，其

中大約三成認為有相當程度的困

難，顯見IFRS17接軌的挑戰是

全球一致的。台灣在接軌時程上

，做了一個延後到2025的明智決

定，讓我們可以看看第一波接軌

的國家，如韓國新加坡等實施後

有哪些問題來作改進調整。

彭金隆指出，技術上讓我國

保險業順利接軌固然重要，但如

何讓其他利害關係人如保戶與投

資人等也順利接軌，也很重要。

因此如何適時正確的對外等揭露

IFRS 17接軌的進程與影響 ，有

關單位責無旁貸。

為避免外界過度猜測認為這是

「黑洞」，影響對產業的信任，

特別是臆測最多的利差損計提及

負債水準，適度適時的透明化更

有助於順利接軌。

其他具體作法可以包括：一

、儘早決定IFRS 17 的計算基礎

，如最重要的折現利率。二、確

定保險資本標準（ICS） 的適用

與IFRS 17負債計提標準的關聯

性，以及未來資本適足計算與

IFRS計算淨值間的關係。三、

監理機關如有 較明確的政策導

引應該可以適度提出，以利業者

遵循。

彭金隆認為，可以盡量參考他

國有創意的做法來改善台灣接軌

IFRS17的問題 ，例如日本雖然

也宣稱接軌IFRS 17，但日本公

司可自由選擇J-GAAP、IFRS或

USGAAP等不同的會計制度，如

果沒有海外投資人需求或是因應

海外併購時需要的公司，也可以

不用選擇IFRS17。

此外，國際會計制度接軌目

的是要市場變更好，可把真正的

問題與經營成績顯現出來 ，如

果真的有不適合國內市場的狀況

，或可能會製造更大的紊亂而

干擾健全經營時，應該要有適度

的在地化。 退而求其次，如果

T-IFRS有困難，至少金管會對

業界最關心的資本適足監理標準

，與IFRS所計算的淨值做脫鉤

處理 ，也許可以把IFRS17不合

身的負面問題降低許多。

經濟日報舉行「壽險國際化 全方位升級」座談會，邀請保險安定基金董事長林國彬(左起)、金管

會副主委黃天牧、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董事長桂先農、 政大風管與保險系主任彭金隆等人共同座談

，由經濟日報總編輯費家琪主持。 記者陳柏亨／攝影

金管會副主委黃天牧 保發中心董事長桂先農

政大風管與保險系主任彭金隆保險安定基金董事長林國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