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保險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保險法 本條未修正。
（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
（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
四十三條之四第四項及
四十三條之四第四項及
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二第
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二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法所稱之自有 第二條 本法所稱之自有 本條未修正。
資本，指保險業依本辦法
資本，指保險業依本辦法
規定經主管機關認許之
規定經主管機關認許之
資本總額；其範圍包括：
資本總額；其範圍包括：
一、經認許之業主權益。
二、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
之調整項目。

一、經認許之業主權益。
二、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
之調整項目。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風險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風險 本條未修正。
資本，指依照保險業實際
資本，指依照保險業實際
經營所承受之風險程度
經營所承受之風險程度
，計算而得之資本總額；
，計算而得之資本總額；
其範圍包括下列風險項
其範圍包括下列風險項
目：
目：
一、人身保險業：
一、人身保險業：
（一）資產風險。
（二）保險風險。
（三）利率風險。
（四）其他風險。
二、財產保險業：
（一）資產風險。
（二）信用風險。
（三）核保風險。
（四）資產負債配置風險
。

（一）資產風險。
（二）保險風險。
（三）利率風險。
（四）其他風險。
二、財產保險業：
（一）資產風險。
（二）信用風險。
（三）核保風險。
（四）資產負債配置風險
。

（五）其他風險。

（五）其他風險。

第四條 本法第一百四十 第四條 保險業之自有資 一、依一百十年五月二十六
三條之四所稱保險業之
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以
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
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
下簡稱資本適足率），應
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
比率（以下簡稱資本適足
符合本法第一百四十三
第一項規定，增訂「淨

率）及淨值比率，不得低

條之四第一項之適足比

值比率」為監理指標，

於一定比率，係指不得低
於第五條所定資本適足
等級比率。
保險業資本適足率
依下列公式計算：
資本適足率＝（自有資本
／風險資本）×百分之一
百
第二條自有資本及
第三條風險資本之計算
，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保

率。
以及「資本適足率及淨
保險業資本適足率
值比率，不得低於一定
依下列公式計算：
比率」等，爰配合增訂
資本適足率＝（自有資本
「淨值比率」及明定該
／風險資本）×百分之一
二比率係指不得低於
百
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第二條自有資本及
第一款資本適足等級
第三條風險資本之計算
比率，並刪除現行本條
，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保
第一項應符合本法規
險業計算自有資本及風
定適足比率文字。
險資本之範圍及計算公 二、配合第一項增訂「淨值

險業計算自有資本及風
險資本之範圍及計算公
式之相關報表及填報手
冊辦理。
第一項所稱淨值比
率，係指保險業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財務報告之業
主權益除以不含投資型
保險專設帳簿之資產總
額。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式之相關報表及填報手
冊辦理。

比率」，將現行第五條
第二項「淨值比率」定
義移列至本條第四項
，並酌作文字調整。

者，從其規定。
第五條 保險業資本等級 第五條 保險業資本適足 一、依一百十年五月二十六
之劃分如下：
率等級之劃分如下：
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
一、 資本適足：指保險業
一、資本適足：指保險業
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
資本適足率達百分
資本適足率達本法
第二項之用語修正，爰
之二百，且最近二期
第一百四十三之四
將第一項之「資本適足
淨值比率至少一期
第一項規定之百分
率等級」修正為「資本
達百分之三。
之二百。
等級」。
二、 資本不足，指有下列
二、資本不足，指有下列 二、依一百十年五月二十六
情形之一：
情形之一：
日修正公布之保險法
(一) 指 保 險 業 資 本 適
(一)指保險業資本適
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
足率在 百分 之一
百五十以上，未達
百分之二百。
(二) 保 險 業 最 近 二 期
淨值比 率均 未達

足率在百分之一
百五十以上，未達
百分之二百。
(二)保險業最近二期
淨值比率均未達

第一項規定，爰將第一
項第一款資本適足等
級之「資本適足率達本
法第一百四十三之四
第一項規定之百分之

百分之 三且 其中

百分之三且其中

二百」規定，修正為「

至少一 期在 百分
之二以上。
三、 資本顯著不足，指有
下列情形之一：
(一) 指保險業資本適
足率在百分之五
十以上，未達百分
之一百五十。
(二) 保險業最近二期
淨值比率均未達
百分之二且在零

至少一期在百分
資本適足率達百分之
之二以上。
二百，且最近二期淨值
三、資本顯著不足，指有
比率至少一期達百分
下列情形之一：
之三」，以資明確。
(一)指保險業資本適 三、現行第二項「淨值比率
足率在百分之五
」定義，改移列於第四
十以上，未達百分
條第四項規定。
之一百五十。
四、現行第三項配合前項說
(二)保險業最近二期
明移至第二項，並將「
淨值比率均未達
資本適足率等級」修正
百分之二且在零
為「資本等級」，理由

以上。
四、 資本嚴重不足：指依
本法第一百四十三
之四第三項規定，保
險業資本適足率低
於百分之五十或保
險業淨值低於零。
保險業依第一項劃
分標準如同時符合二等
級，以較低等級為資本等

以上。
四、資本嚴重不足：指依
本法第一百四十三
之四第三項規定，保
險業資本適足率低
於百分之五十或保
險業淨值低於零。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所稱淨值比率，係指保
險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級。

財務報告之業主權益除
以不含投資型保險專設
帳簿之資產總額。但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保險業依第一項劃
分標準如同時符合二等
級，以較低等級為資本適
足率等級。

同說明一。

第六條 保險業應依下列 第六條 保險業應依下列 第一項之「資本適足率」修
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資
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資 正為「資本等級」，理由同
本等級之相關資訊：
一、 於每營業年度終了
後三個月內，申報經
會計師查核之資本
適足率及淨值比率

本適足率之相關資訊：
修正條文第五條說明一。
一、 於每營業年度終了
後三個月內，申報經
會計師查核之資本
適足率及淨值比率

，含計算表格及相關

，含計算表格及相關

資料。
二、 於每半營業年度終
了後二個月內，申報
經會計師核閱之資
本適足率及經會計
師查核之淨值比率
，含計算表格及相關
資料。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
得令保險業隨時填報，並
檢附相關資料。

資料。
二、 於每半營業年度終
了後二個月內，申報
經會計師核閱之資
本適足率及經會計
師查核之淨值比率
，含計算表格及相關
資料。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
得令保險業隨時填報，並
檢附相關資料。

第一項規定對於經
主管機關依法接管之保
險業，不適用之。

第一項規定對於經
主管機關依法接管之保
險業，不適用之。

第七條 保險業對於分配 第七條 保險業對於分配 第二項「資本適足率等級」
盈餘、買回股份或退還股
盈餘、買回股份或退還股 修正為「資本等級」，理由
金，應依本法第一百四十
金，應依本法第一百四十 同修正條文第五條說明一。
三條之五規定辦理。
三條之五規定辦理。
保險業之資本等級
保險業之資本適足
為資本不足、資本顯著不
率等級為資本不足、資本
足或資本嚴重不足者，主
顯著不足或資本嚴重不
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一百
四十三條之六規定採取
相關措施。

足者，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六規
定採取相關措施。

第八條 保險業同業公會 第八條 保險業同業公會 本條未修正。
應訂定共同性之作業規
應訂定共同性之作業規
範，協助會員建立符合其
範，協助會員建立符合其
風險狀況之資本適足性
風險狀況之資本適足性
自行評估程序，與訂定維
自行評估程序，與訂定維
持適足資本之策略。
持適足資本之策略。
第九條 保險業應依人身 第九條 保險業應依人身 因資本適足性相關資料包
保險業或財產保險業辦
保險業或財產保險業辦 括第五條各項資本等級之
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六條規定，揭露每營業年
度及每半營業年度之資
本適足率及淨值比率。淨
值比率應以一百零八年

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資料，爰將第二項「資本適
六條規定，揭露每營業年 足性相關資料」修正為「資
度及每半營業年度之資 本等級相關資料」。
本適足率及淨值比率。淨
值比率應以一百零八年

上半年度為首期之揭露。

上半年度為首期之揭露。

保險業不得將資本
等級相關資料，作為業務
上之不當比較、宣傳或競
爭，並不得令其招攬人員
為不當之業務競爭。
前項不當比較、宣傳
或競爭及其招攬人員不
當業務競爭等事項之自
律規範，由保險業同業公
會訂定之。

保險業不得將資本
適足性相關資料，作為業
務上之不當比較、宣傳或
競爭，並不得令其招攬人
員為不當之業務競爭。
前項不當比較、宣傳
或競爭及其招攬人員不
當業務競爭等事項之自
律規範，由保險業同業公
會訂定之。

第十條
施行。

本辦法自發布日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自發布日

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 施行。
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十二月四日修正條文
自一百零九年四月一日
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