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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精算學會(IAA)為全球各地精算專業組織及其個人精算會員所組成之

國際組織，其設立目的係為推動精算專業之發展並確保公眾利益。本次會議係

國際精算學會(IAA)集合全球各地精算組織及所屬精算師代表於 2014 年 3 月 26

日至 30 日假美國華盛頓 DC 舉行之每半年一次的例行性國際會議，主要係針對

最近熱門議題(如包含國際保險業清償能力制度、ORSA 及 ComFrame 架構等議題

等)進行討論，並進行學會事務之表決與討論。

最近幾年，我國主管機關亦有計畫地逐步推動我國保險業清償能力制度與

國際接軌之工作，並且考量國際發展趨勢與全球經濟環境之演變，適時調整其

未來工作規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係屬主管機關之

幕僚單位，為協助主管機關推動我國保險業清償能力制度與國際接軌之工作，

建議本中心應定期派員參加國際精算學會(IAA)例行性會議，並且積極爭取擔任

清償能力相關議題之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成員，以持續掌握國際保險業清償能力

制度之最新脈動，並與國際間精算人員進行專業交流。

鑒於目前保險業尚未建立全球統一償付能力監管規則，其與銀行業統一遵

守巴塞爾協議有所不同，雖然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係為針對保險業或集

團制定保險核心原則(ICPs)供各會員國遵循，但各國間之清償能力制度仍有很

大差異。目前 IAIS 在 G20 及 FSB 等上級單位組織的督促下，針對全球系統性重

要保險人(G-SII)及國際活躍保險集團(IAIGs)分別擬定 G-SII Package【含基本

資本要求(BCR)/高損失吸收(HLA)】及 ComFrame 架構【含國際保險資本標準(ICS)

】規劃，有關 BCR、HLA、ICS，及 ComFrame 等規畫，目前預定分別於 2014 年、

2015 年、2016 年，及 2018 年完成制定，並且預定於 2019 年全面實施。此舉將

可能有利於未來全球保險業清償能力制度整合及趨同，因此值得我國密切注意

其最新動態及發展。另外，最近幾年，IAIS 與 IAA 之間合作與聯繫越來越密切

，並且 IAA 係扮演著重要技術諮詢的角色，尤其在前述 G-SII Package 之 BCR/HLA

與 ComFrame 架構之 ICS 等相關資本要求架構規劃上著墨甚多，並且集合眾多全

球性精算人力與資源進行研商。倘若本中心如能投入一些專業人力在 IAA 相關

保險業清償能力議題研究上，將有利於強化本中心在清償能力制度研究方面的

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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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目的

國際精算學會(IAA)為全球各地精算專業組織及其個人精算會

員所組成之國際組織，該學會係為推動精算專業之發展，並確保公

眾利益。截至 2013 年底，該學會有 65 個正會員組織、28 個副會員

組織、5 個機構會員，以及 1 個觀察會員。其中包含超過 60,000 位

個人精算會員及涵蓋 108 個國家。

目前該學會主要係透過委員會(Committee)、小組委員會

(Subcommittee)、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及部門（Section）等

組織模式之運作，以提升會員組織之效能，並藉由整合各會員組織

的資源及力量，能更有效率為大眾服務並促使精算專業服務能廣泛

應用於各領域。就委員會成員係由正會員組織指派代表參與，其任

務係分享其專業知識、提出準則制定及修改之建議、擬定符合國際

精算學會(IAA)之教育規範與教學大綱、針對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

IAIS）、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國際退休金監理官組織(IOPS)

等團體準備簡報及公開聲明。

為面對精算專業之全新挑戰及因應快速變化的環境，國際精算

學會(IAA)緊急著手發展新的策略計畫，經多年討論，始於 2008 年

11 月 4 日完成一套完整的策略計畫，目前最新策略計畫為 2013 年 5

月 26 日經核准之版本，該策略計畫有一項係為集合全球各地精算組

織及所屬精算師代表舉辦討論會，並鼓勵與會精算師能討論國際精

算議題【如最近較為熱門議題，包含國際保險業清償能力制度、ORSA

、及 ComFrame 等議題】，亦鼓勵部分區域及會員組織間之合作，以

及各會員組織理事長間之溝通。本次會議係配合前述策略計畫所召

開之例行性國際會議，原則上每半年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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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際精算學會(IAA)的介紹

一、國際精算學會(IAA)的架構

國際精算學會(IAA)成立於 1895 年，是一個非營利且不具政治立場

之非官方組織，其秘書總部設於加拿大 Ottawa。在 1998 年，該學會調

整其組織架構為全球各國當地精算專業組織所組成之國際組織，其 2013

年最新的組織圖如下：

（一）截至 2013 年底，該學會有 65 個正會員組織、28 個副會員組織

、5 個機構會員，以及 1 個觀察會員。目前我國精算學會係屬

IAA 之正會員組織，且在 14 個委員會中佔有 4個委員席次。

（二）另該學會有 5 個機構會員【分別為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

）、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

國際退休金監理官組織(IOPS)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及 1個觀察會員【為亞洲發展銀行(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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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該學會目前主要係透過委員會(Committee)、小組委員會

(Subcommittee)、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及部門（Section

）等組織模式之運作，以提升會員組織之效能，並藉由整合各

會員組織的資源及力量，能更有效率為大眾服務並促使精算專

業服務能廣泛應用於各領域。就委員會成員係由正會員組織指

派代表參與，其任務係分享其專業知識、提出準則制定及修改

之建議、擬定符合國際精算學會(IAA)之教育規範與教學大綱、

針對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

）、國際退休金監理官組織(IOPS)等團體準備簡報及公開聲明。

二、國際精算學會之策略計畫

為面對精算專業之全新挑戰及因應快速變化的環境，國際精算學會

(IAA)緊急著手發展新的策略計畫，經多年討論，始於 2008 年 11 月 4 日

完成一套完整的策略計畫，目前最新策略計畫為 2013 年 5 月 26 日經核准

之版本，其內容係包含遠景(Vision)、使命(Mission)、價值觀(Value

Statement)、以及策略目的與行動計畫(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Action Plans)等內容。

（一）就遠景(Vision)部分，希望精算專業可以廣泛地被認同，並且在

金融產業的決策過程、社會安全及福利制度、風險管理等領域扮

演重要的角色。

（二）就使命(Mission)部分，希望 IAA 即是代表國際整體精算專業的

組織，並且在國際上不斷地提升精算師的角色、名聲及認同。另

為提升精算的專業性，IAA 亦致力於發展教育準則，以及鼓勵各

會員組織積極參與研究及討論，以因應未來變化多端的各種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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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價值觀(Value Statement)部分，希望 IAA 在面對會員組織、

其他關係人，以及社會大眾時，能秉持正直、有責任感、公開透

明，及客觀之立場。

（四）就策略目的與行動計畫(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Action

Plans)部分，有 6項，摘要說明如下表:

項目 策略目的(Strategic

Objectives)

程序與行動計畫(Priorities/Action Plans)

1 確認、建立及維繫與主要跨國

的 讀 者 (Key supranational

audiences)間之關係，並提供

他們所需精算專業建議，以改

善其在重要國際議題上決策的

完備性。

1.確認並排序能與其建立及維繫關係之主要跨國組

織。

2.引領主要關係人或組織與相關精算團體聯繫。

3.建立及維繫關係。

4.提供給相關跨國組織有關重要精算議題之建議。

2 促進相關自然科學知識及精算

專業技術(包含超出傳統精算

實務領域部分)的合作、使用及

擴展，俾便協助各會員組織所

屬精算師能強化其精算服務的

範圍、可利用性及品質。

1. 確認並就擬強化的實務領域排定先後順序，以及

建立擬支援各相關範疇之程序。

2. 與非精算之國際組織在較為廣泛領域上建立緊密

關係(即前述策略目的 1之作法)。

3. 支援所有會員組織在企業風險管理(ERM)領域(包

含 CERA 的認定)之精算實務的提升與發展。

4. 促進所有會員組織間之研究合作。

3 建立、維持及推廣共同的精算

教育標準及專業行為準則。

另促進各地會員組織之精算專

業準則之發展與發佈，以及促

進全球精算專業準則之趨同。

1. 定期檢視及促進該學會所訂定之基本教育標準是

否符合時代脈動，並隨時調整或補強。

2. 維護及促進自願持續教育訓練(CPD)準則之推薦

範疇集合(set)

3. 為維護及促進各地會員組織在精算人員行為準則

及紀律程序等專業原則方面能有所共識

4. 發展精算實務之示範標準。

5. 定期檢視會員組織有關行動計畫之活動。

4 對於精算專業尚未發展或未完

全發展之國家或地區，協助當

地精算專業之發展及組織。

1. 協助新成立及最近成立之精算組織的發展，並且

應要求，協助已成立會員組織之後續發展。

2. 促進新成立組織成為 IAA 的正式會員之程序。

3. 善用無邊界的精算師(AWB)及 IAA正式會員的才能

，以完成策略目的。

4. 針對新興國家，促進其對精算專業之體悟及認同

。

5. 針對精算專業剛發展之國家，其可從其他精算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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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較為先進國家，取得所需精算專業資訊及經驗

資料。

5 集合全球各地精算組織及所屬

精算師代表，舉辦討論會

1. 鼓勵與會精算師討論國際精算議題。

2. 鼓勵各會員組織理事長間之討論

3. 鼓勵討論議題不僅包含國際性議題，亦包含部分

區域問題及會員組織間之合作。

6 改善外部讀者群對精算專業之

認同，其中外部讀者群包含雇

主、其他專業人士、學者、大

型企業、政策制定者、主管機

關、學生，以及社會大眾。

1.建立精算師品牌，使精算師在傳統及非傳統實務領

域之技術與訓練上能受到廣泛重視。

2.在精算師專業行為準則、專業標準及紀律程序之規

範下，提升精算師的認同度。

3.與當地會員組織合作，並在 IAA 內部傳達品牌訊息

及傳達給會員組織與全球各地的精算師。

註:本次會議係為配合前述策略目的 5之方向所舉辦。

參、會議過程及紀要

一、會議過程

本次國際精算學會(IAA)會議係於美國華盛頓 DC 召開，會議召開期

間為當地時間 103 年 3 月 26 日至 30 日，而會議程序設計係在同一時段

內會有多場不同議題會議同時進行，除某些會議僅限會員代表參加外，

參加人員（含非會員代表）可以依其專業及興趣選擇欲參加會議議題及

場次，該會議議程如附錄。

各項會議係依議題所屬權責之委員會、部門、或工作小組負責召開

，就座位的安排，屬該權責單位代表坐在會議桌內圈，其他參加人員則

坐會議室兩旁，如會議桌內圈仍有空位，有時會議主席會邀請其他參加

人員入座，俾便一同參與討論。由於該等權責單位代表平常即已進行討

論及交流，因此該權責單位代表對於該等會議議題已非常熟悉，故該等

權責單位並不會提供相關簡報資料，且會議進行通常會在一開始快速自

我介紹，以及簡單地說明該次會議預計討論之議題及範圍後，即進行各

國會員代表意見溝通及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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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紀要

(一)「保險法規委員會(Part I、Part II、Part III、Part IV)」會議

１、國際保險資本標準(ICS)

自 2010 年起，IAIS 即開始發展 ComFrame 架構，經為期約 3

年的發展階段(截至 2013 年底)後，緊接著係進行現場測試(Field

Testing)階段。有關其後續相關工作之規劃時程(2014 年至 2018

年)，如下表:

日期 規劃行動

2014 年初  啟動現場測試階段

 開始發展國際保險資本標準(ICS)

2015年至2016年 國際保險資本標準(ICS)之現場測試分析

2016 年底 IAIS 完成國際保險資本標準(ICS)之發展

2017年至2018年 國際保險資本標準(ICS)之測試及修正

2018 年底 IAIS 採用 ComFrame 架構(包含 ICS)

2019 年 開始執行 ComFrame 架構(包含 ICS)

該國際保險資本標準(ICS)係屬 ComFrame 架構下的一項規範

。其係屬於結合基於清償能力目的及風險基礎且具全球可比較性之

資本適足性測度，所設計之集團式監理架構。該標準將可提供客觀

的集團式的資本適足性衡量，且藉由對資本適足率之一致理解，將

可 促 進 集 團 所 涵 蓋 區 域 的 監 理 官 與 主 要 監 理 官 (Host

Supervisors)間之監理合作與協調，同時亦可提供給這些監理官進

行相關監理決策及分析時，能有較大的信心。當然該標準之主要目

的係為保障保戶的權益及促進全球的金融穩定。

該標準包含資產負債評價原則、自有資本，以及風險資本要求(

含特定目標規定)等相關規範。

(1) 就資產負債評價原則方面，有關 ICS 之資產負債表係從集團觀

點進行整合，並且資產負債評價應該能在特定期間內適當地反

映可能的壓力事件或風險事件。該 ICS 資產負債表可用以衡量

風險曝險的部位(基於計算風險資本用途)，以及用於決定自有

資本數額。另外，ICS 資產負債評價方法係基於監理報表與資

本適足性評估能具有全球可比較性之目的而設計，但非有意圖

用以取代任何國家或地區之財務報表。然而，任何國家或地區

，如為了促進其國家內或地區內之一致性，任何國家或地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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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選擇採用 ICS 資產負債評價方法，以運用於當地的會計制

度。

(2) 就自有資本方面，為了決定那些係屬適格的資本來源，所有可

能的資本來源係在損失吸收及保障保戶權益考量下，藉由

ComFrame 規範進行評估。依據目前 ComFrame 規範之草案版本

，適格資本來源將區分為核心資本(Core Capital)及額外資本

(Additional Capital)等二類(Tiers)，並且核心資本至少要大

於風險資本要求的 50%。

(3) 就風險資本要求(含特定目標規定)方面，風險資本要求係採風

險基礎的方法進行計算，而其金額即為 IAIG 必須在符合穩健性

的特定目標規定下所應該具備的自有資本。其中有關特定目標

規定，ICS 草案版本係有提出二種標準，一種係採 1年 VAR 99.5%

，另一種則採 1年 TVAR 90% (即 CTE 90%)。

另外 ICS 係屬監理機關用以資本適足性的衡量工具，並不是提

供給 IAIG 自行用以衡量其資本適足性。有關 ICS 比率=自有資本/

風險資本。

在適當時候，IAIS 將考量執行步驟及過渡階段。另外，有關

ICS 的設計與校準亦將不斷地進行研究與檢討。

２、會議紀要

首先，主席先就前次於新加坡舉行之委員會會議記錄進行確認

，其所確認項目及內容摘要，包含(1)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

之整體框架(ComFrame)及其國際資本要求議題;(2)紫皮書內容部

分(Purple Book Section)-促進資產負債表之復原力;(3) 更新各

國保險業清償能力之最新動態報告;(4)在發展中國家之微型保險

提供者的精算服務。

接者，針對 IAIS 之 BCR 及 ICS 的最新動態進行簡要說明。再

者，就微型保險、模型驗證、針對 IAIS 之 BCR 議題有那些內容應

納入精算報告中、集團特有考量內容、巨災風險的量化、對 ICS 之

可能建議方案、非比例再保險、多年期評估(Multi Year Valuation)

與一年期評估(One Year Valuation)評估期間、作業風險等議題進

行經驗分享及討論。

最後，針對壓力測試及法定復原工具箱(Regulatory Repair

Kit)等新的清償能力研究(如 Purple Book)部分，進行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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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法規委員會-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機制(ORSA
1
)之工作小

組」會議

１、ORSA 發展過程

加拿大金融機構監理總署(OSFI)於 1993 年推出動態資本適足

性測試(DCAT)，係屬最早強調應將風險與資本連結的規範。

於 2002 年，英國金融服務署(FSA)於個體資本適足性準則

(ICAS)諮詢文中提出內部資本評估的概念，要求保險公司發展以風

險基礎的內部模型，以評估資本適足性。

之後，歐洲保險和職業年金監管委員會（CEIOPS
2
）於 2008 年

5 月發表有關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機制(ORSA
i
)之發布書

(Issues Paper)，將 ORSA 定義為辨識、評估、監控、管理、報告

有關（再）保險公司所可能面臨的風險之完整流程與程序，並且用

以決定必要的自有資本，以確保公司隨時都能符合整體清償能力的

需求。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 EC）於 2009 年

11 月頒布 Solvency II 第一階法令（Directives），其中第 45 條

文內容，規定每一家（再）保險公司的風險管理制度都要有自我風

險及清償能力評估機制（ORSA），此評估機制要求（再）保險公司

可採標準法或內部模型法，以適當地評估其整體清償能力需求，並

定期向監理官報告，以做為監理檢視流程（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簡稱 SRP）之用。於 2012 年 7 月，歐洲保險暨職業年金

監理總署(EIOPA)正式發布 ORSA 指引(Guidelines)，包含 6大章節

及 21 條指引內容。

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IC）於 2011 年 2 月提出美國 NAIC 之

ORSA 建議案，之後，於 2011 年 11 月發布 NAIC 之 ORSA 指導手冊3，

其內容主要包含三個部分：（1）風險管理政策之描述；（2）正常及

壓力情境下，風險曝險之量化工具；（3）集團經濟資本與未來清償

能力之評估。另於 2012 年 6 月完成 ORSA Feedback Pilot Project

，以作為後續修正 ORSA 指導手冊之基礎。

1
全名為 Own Risk and Solvency Assessment。

2
自 2010年 11月 24日起改制為歐洲保險暨職業年金監理總署(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簡稱 EIOPA)。
3
英文為 Own Risk and Solvency Assessment (ORSA) Guidance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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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於 2008 年 10 月發表就資本適足

性與清償能力目的之企業風險管理指導書
4
，認為 ORSA 應該涵蓋所

有合理可預期的且相關重大的風險，至少包括核保、信用、市場、

作業及流動性等風險，保險公司應決定其所需的整體財務資源，以

管理業務並符合監理要求。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亦於 2011

年 10 月頒布保險核心原則（ICPs），其中 ICP16.11~16.16 可做為

各國監理官與保險公司於擬定及進行 ORSA 時之重要參考依據。

２、會議紀要

同樣地，主席先就前次於新加坡舉行之工作小組會議記錄進行

確認，其所確認項目及內容摘要，包含(1) 2013 年 10 月 9 日 IAIS

所發布全球資本標準(Global Capital Standard)之新聞稿;(2)各

地區 ORSA 發展動態報告(Reports on ORSA Developments by

region);(3)關於在董事會觀點下 ORSA 價值創造之工作會議

(Working session on “Deriving Value from the ORSA-Board

Perspective”)。

最後，針對關於在董事會觀點下 ORSA 價值創造之草案內容，

以及未來可能企畫案(Potential Future Project)進行討論。

(三)「企業及財務風險委員會(Enterprise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會議

同樣地，主席先就前次於新加坡舉行之委員會會議記錄進行確

認，該確認項目及內容摘要，包含(1)外部事務(External Affairs);

(2) 全 球 特 許 企 業 風 險 分 析 師 之 訊 息 更 新 (Global CERA

Update);(3)其他專案(Other Projects);(4)工作小組報告(Working

Group Reports);(5) 其 他 企 業 風 險 管 理 的 發 展 (Other ERM

Developments);(6)其他項目。

接者，本次除了前次會議一些議題續行討論【即前述(1)~(6)
5
】外，亦新增一些討論議題的審核，包含有關企業風險管理之國

際精算準則(IAN)提案的意向書(Statement of Intent, SOI)，及

企業風險管理之聯合(Joint)知識資料庫方案等。

4
英文為 Guidance paper on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or capital adequacy and solvency

purposes
5
本次討論之議題(4)係包含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機制(ORSA)、研究、教育、及提倡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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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算準則委員會-企業風險管理(ERM)之工作小組」會議

首先，主席先就上次會議記錄摘要部分進行確認及更新該工作

小組的活動。接者，針對新增一些議題之意向書的討論及審核，包

含有關保險公司的清償能力評估與企業風險管理在資本適足性模

型與壓力/情境測試之國際精算實務處理準則(ISAP)提案的意向書

(SOI)，及有關保險公司企業風險管理計畫所遵循法規在資本是否

與 IAIS 的 ICP 8 及 ICP 16 具有一致性評估之國際精算實務處理

準則(ISAP)提案的意向書(SOI)等。最後，針對該工作小組之未來

工作內容與時間表進行討論及定案。

肆、心得及建議

本會議係國際精算學會(IAA)每半年一次的例行性國際會議，主要係針對國

際間近期最受關注之議題進行討論，俾利國際精算專業之經驗交流。而本次會

議主要著重於國際保險業清償能力制度的發展趨勢及情況等相關議題。

最近幾年，我國主管機關除積極強化我國保險業清償能力監理制度外，並

有計畫地逐步推動我國保險業清償能力制度與國際接軌之工作。另我國亦視國

際發展趨勢與全球經濟環境之演變，適時調整未來工作規劃。而持續注意國際

保險監理發展的趨勢，一直都是主管機關既定的重點工作項目之一。本中心係

屬主管機關之幕僚單位，為協助主管機關推動我國保險業清償能力制度與國際

接軌之工作，建議本中心應定期派員參加國際精算學會(IAA)例行性會議，並且

積極爭取擔任清償能力相關議題之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成員，以持續掌握國際保

險業清償能力制度之最新脈動，並與國際間精算人員進行專業交流。

鑒於目前保險業尚未建立全球統一償付能力監管規則，其與銀行業統一遵

守巴塞爾協議有所不同，雖然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係為針對保險業或集

團制定保險核心原則(ICPs)供各會員國遵循，但各國間之清償能力制度仍有很

大差異(如歐盟 Solvency II 與美國 RBC 制度間之差異等)。目前 IAIS 在 G20 及

FSB 等上級單位組織的督促下，針對全球系統性重要保險人(G-SII)及國際活躍

保險集團(IAIGs)分別擬定 G-SII Package【含基本資本要求(BCR)/高損失吸收

(HLA)】及 ComFrame 架構【含國際保險資本標準(ICS)】規劃，有關 BCR、HLA

、ICS，及 ComFrame 等規畫，目前預定分別於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及

2018 年完成制定，並且預定於 2019 年全面實施。此舉將可能有利於未來全球保

險業清償能力制度整合及趨同，因此值得我國密切注意其最新動態及發展。另

外，最近幾年，IAIS 與 IAA 之間合作與聯繫越來越密切，並且 IAA 係扮演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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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技術諮詢的角色，尤其在前述 G-SII Package 之 BCR/HLA 與 ComFrame 架構之

ICS 等相關資本要求架構規劃上著墨甚多，並且集合眾多全球性精算人力與資源

進行研商。倘若本中心如能投入一些專業人力在 IAA 相關保險業清償能力議題

研究上，將有利於強化本中心在清償能力制度研究方面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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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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