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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永康 葉詩瑾＊ 

一、前言 

提列足額允當的資本為保險業維持清償能力及穩健經營之重要原則，設計

不完善的資本提列制度將增加保險公司及要保人之額外成本。因此，設計一

套完善的資本提列制度，即成為保險公司與監理機關之目標。所謂風險基礎

資本額(Risk-Based Capital；RBC)係美國保險監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NAIC)所發展出來，用於防範保險業失卻清償能力

之規範。國內現行對於保險業清償能力之相關法令規範尚未完備，面對國內

保險公司投資標的及保險商品日趨多樣化，如何利用風險值模型(Value at 
Risk; VaR)進行整體風險控管及衡量保險業之最適風險基礎資本額，實為相當

重要之議題。 
此外，隨著金融控股法案通過後，保險業與銀行、證券業合併形成金融控

股公司，已成為國內金融業發展之趨勢，故如何整合三者之風險，以正確揭

露金融控股公司整體風險，並作為最適資本提列之參考，為今後金融業與政

府制定相關法律規範的努力目標之一。 
本文除簡單介紹美國壽險業及產險業 RBC 制度外，試圖以風險值模型來

衡量保險業之 RBC，並討論有關金融控股公司資本適足性之重要考量因素，

以提供金融機構與未來相關法規制定之參考。 

二、國內現行相關規範 

目前國內對於保險業應具最低清償能力之規範為現行保險法第 143 條規

定，保險業認許資產減除負債的餘額，未達依保險業資本或基金實收總額之

15%應繳存於國庫之保證金的三倍時，主管機關應命其於限期內，以現金增

資補足之；惟此項規定未能適切反映保險業實質清償能力。為強化保險業資

本適足率，並預防保險業失卻清償能力，財政部已修正保險法第 143 條相關

                                                      
＊  本研究作者敬永康、葉詩瑾為數位財經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員。 

註：若讀者有任何問題及建議，歡迎利用 E-MAIL 聯絡；E-mail：Steven@tej.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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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明定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百，作為

未來施行 RBC 制度的法源依據(該修正案於 90.6.16 已於立法院通過，將於 92
年中實施)，並已著手邀集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參考美國 RBC 制度，以

研擬施行適合國內保險業之 RBC 制度；然目前我國尚無 RBC 制度，故下節

將介紹美國現行措施，以為訂定符合我國國情、經濟及投資環境且適當可行

的 RBC 制度之參考。 

 
      三、美國壽險業及產險業 RBC制度簡介 

美國保險監理協會 NAIC 所發展之 RBC 制度，係藉由保險業所面臨風險程

度大小來衡量保險公司所需支應所有營運活動之最低資金；其主要精神在於

提列適當之資本額，並作為監理的工具。RBC 制度有二個主要的構成因素： 
1.風險基礎資本額計算公式：用以計算出保險公司支應所有營運活動所需之

最低資金。 
2.監理行動：依據各級風險基礎資本額比率，採取不同之監理行動。 

以下將針對美國壽險業與產險業 RBC 制度及相關之監理行動作簡單介紹。 

 
(一)美國壽險業 RBC 制度簡介 

NAIC 在 1996 年將壽險公司經營上所面臨之風險劃分為以下五個主要類

別： 
1.關係企業及資產負債表外風險(C0)：係指關係企業投資無法回收的風險及資

產負債表外風險。 
2.資產風險—其他非關係企業(Asset Risk—Other, C1)：係指資產價值因債券

發行者無法清償本息，使得債券持有人發生損失的風險，或者因股價下跌

造成股票價值損失的風險等。 
3.承保風險(Insurance Risk, C2)：此風險主要來自於保險商品訂價上預估錯

誤，例如：因死亡率、疾病率、傷殘率及費用率等估計錯誤，而導致保險

費及準備金不足以支付保險給付的風險。 
4.利率風險(Interest Rate Risk, C3)：係指因利率變動，使得資產與負債的現金

流量無法配合所導致的風險。 
5.業務經營風險(Business risk, C4)：係指除了 C0~C3 以外，會對公司業務經

營造成不良影響之風險，例如：因經營環境、法令、政策改變或發生訴訟

案件等所造成之風險。 
將上述各類風險之細目乘上其對應之風險係數，可算出各類風險的風險

基礎資本額，但若直接加總各類風險之風險基礎資本額，可能會高估公司所

NAIC 所發展之 RBC
制度，其主要精神在

於提列適當之資本

額，並作為監理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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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行保險法第

143 條規定未能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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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的總風險，所以經由共變數調整後之壽險業最低應具風險基礎資本額的

計算公式如下： 

風險基礎資本總額=C0+C4+ 22 )2()31( CCC ++  

 
(二)美國產險業 RBC 制度簡介 

NAIC 將產險公司經營上所面臨之風險劃分為以下幾個主要類別： 
1.關係企業及資產負債表外風險 (R0)：係指關係企業投資無法回收的風險及

資產負債表外風險。 
2.資產風險 (Asset Risk-Fixed Income Equity, R1&R2)：係指資產價值因債券發

行者無法清償本息，使得債券持有人發生損失的風險，或者因股價下跌造

成股票價值損失的風險等。 
3.信用風險 (Credit Risk, R3) ：係指債務人不履約的風險，例如：委託保險

代理人招攬業務所收的保費及應收帳款能否如期交付保險公司的風險，或

再保險金能否回收的風險。 
4.承保風險(準備金風險 R4 及簽單保費風險 R5)：係指提存的準備金不足以支

應發生賠款的風險，或保險公司所收的保費不足以支付未來賠償及費用的

風險。 
將上述各類風險之細目乘上其對應之風險係數，可算出各類風險的風險基

礎資本額，但若直接加總各類風險之風險基礎資本額，可能會高估公司所承

受的總風險，所以經由共變數調整後之產險業最低應具風險基礎資本額的計

算公式如下： 

風險基礎資本總額=R0+ 22222 )5()435.0()35.0()2()1( RRRRRR +++++   

(三)風險基礎資本額比率(Risk-Based Capital Ratio)及相關之監理行動 
在計算出風險基礎資本總額後，將其與調整後之資本總額(Total Adjusted 

Capital)做比較，即可得出一比率以作為監理機關採取行動的準則。其計算公

式如下： 
調整後之資本總額(Total Adjusted Capital) 

風險基礎資本總額(Authorized Control Level Risk-Based Capital) 
根據計算出來的風險基礎資本額比率(RBC Ratio)，監理機關依據表一的五

個行動水準階段，決定採取的監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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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監理行動水準 

風險基礎資本額比率

(RBC Ratio) 

行動水準 

(Action Level) 

監理行動 

200%以上 

無行動水準階段 

(No Action Level) 

無需採取任何監理行動，但若RBC 

Ratio 落在200%~250%之間，必須作

趨勢分析(Trend Test)，若未通過則落

入公司行動水準階段 

200%~150% 

公司行動水準階段

(Company Action Level) 

保險公司需提供詳盡改善公司財務

狀況或解決財務問題之財務計劃予

州保險監理官，若未被州保險監理官

接受，則落入監理行動水準階段 

150%~100% 

監理行動水準階段 

(Regulatory Action Level)

保險公司需提供改正行動計劃，另

外，監理官得檢視或分析保險公司的

營運活動，並要求改善財務問題 

100%~70% 

授權控制水準階段

(Authorized Control Level)

此時保險公司的資產可能尚大於負

債，惟法律已賦予州保險監理官可採

取必要行動之權利 

70%以下 
強制控制水準階段

(Mandatory Control Level)

州保險監理官必須採取強制且必要

的行動以接管保險公司 

 
四、RBC制度之限制及運用風險值模型衡量保險業之 RBC 

(一)RBC 制度之限制 
由於 RBC 計算公式中所作的假設，未適切考量到各風險項下的各分類項目

間之相關性，且忽略不同產品組合間可能具有之互補性，所產生降低風險的

效果，而僅針對單一項目風險的大小給予不同的風險係數來計算，此將高估

保險公司所承擔之總風險。 

 
(二)運用風險值模型衡量保險業之 RBC 

鑑於 RBC 的設計上，未適切考量投資組合中各組成份子間的相關性，所可

能產生降低風險的效果，且由於國際化的腳步加快，國內保險公司的投資標

的與保險商品日趨多樣化，故如何運用風險值模型進行整體風險控管，及衡

量保險業之最適風險基礎資本額，實為相當重要的議題。由於在計算風險值

時將風險因子間的相關性考量進去，較能合理的衡量出所面臨之風險，故風

險值已逐漸成為衡量或揭露風險的一個標準化指標，且近年來已有許多國外

RBC 公式中仍有部
分限制。 

由於風險值 (VaR)將
風險因子間的相關

性考量進去，較 RBC
制度更能合理的衡

量出所面臨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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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銀行與監理機關建議採用風險值來管理金融機構所面臨的風險。接下來將

說明運用風險值模型來衡量保險業之 RBC 的優點，以求更適切地反映保險業

的清償能力及資本適足性。 
所謂風險值(VaR)係指在某一既定價格改變的機率分配下，投資組合在一

特定持有期間，某一既定信賴水準下，因市場變動，所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

利用風險值模型來整合及比較不同金融商品與業務活動間的風險，可作為監

理機關監管及限制保險公司財務風險的重要工具。以下為運用風險值模型來

衡量 RBC 的優點： 
1.一致性的風險衡量方法：風險值為一種一致性的風險衡量方法，亦即可透

過統計方法及電腦的運算，將投資組合的風險予以量化，並對於不同的金

融商品及業務活動，一致地衡量其財務風險。 
2.整體風險的衡量：風險值模型是利用現金流量來整合各部位的風險，形成

整體風險報告，以利風險管理。 
3.相關性的考量：由於風險值將不同投資組合與業務活動間的相關性考量進

去，亦即考量多角化分散利益，此可避免高估總風險值。 
4.風險值為依據機率決定的客觀風險衡量指標。 
5.衡量風險與報酬的合理性：可利用風險值來衡量風險與報酬的合理性，例

如：透過風險調整後的資產報酬(RAROC)，可以得知不同金融商品及業務

活動間風險與報酬的關係，以檢視資源是否有效配置。 
由於運用風險值模型來衡量 RBC 有上述之優點，且依據表二及表三得知，

保險業所面臨之主要風險類別為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及承保風險，故以下將

就如何運用風險值模型來衡量此三類風險作簡單的介紹。 

表二：壽險業經營上所面臨之風險 
RBC公式分類項目 主要風險分

類 
風險因子 內容 

關係企業及資產負債表

外風險(C0) 
市場風險 
信用風險 

證券、利率、

匯率、違約率

及 淨 額 交 割

風險等 

關係企業及資產負債表外項目

 

資產風險—其他非關係

企業 (Asset Risk—Other, 
C1) 

市場風險 
信用風險 

利率、證券及

匯率 
 

債券、抵押放款、優先股及普通

股、不動產、其他長期資產、雜

項資產及再保險等 
承保風險 
(Insurance Risk, C2) 

承保風險 
 

死亡率、疾病

率、傷殘率及

準 備 金 提 撥

率等 

健康險、人壽保險及保費安定準

備金等 

運用風險值模型衡

量 RBC 具有一制

性、整體性、客觀與

合理性等優點。 

運用風險值模型衡

量保險業之市場風

險、信用風險及承保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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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二：壽險業經營上所面臨之風險 
RBC公式分類項目 主要風險分

類 
風險因子 內容 

利率風險 

(Interest Rate Risk, C3) 

市場風險 利率 年金準備金之風險分為： 
1.低度風險類：例如一年內到期

之投資保證契約 
2.中度風險類：例如扣除再保險

後之結構性賠款準備金 
3.高度風險類：包括除一年內到

期的投資保證契約外，無需支

付任何解約金便可自由退保

的年金準備金，並以扣除再保

險後之淨額為準 

業務經營風險 

(Business risk, C4) 

法律風險及

作業風險等

錯誤率等 因經營環境、法令、政策改變或

發生訴訟案件等所造成之風險

 
表三：產險業經營上所面臨之風險 

RBC公式分類項目 主要風險

分類 
風險因子 內容 

關係企業及資產負債表

外風險(R0) 
市場風險 
信用風險 

證券、利率、

匯率、違約率

及淨額交割風

險等 

關係企業及資產負債表外項目

 

資產風險 

(Asset Risk-Fixed Income 
Equity, R1&R2) 

市場風險 
信用風險 

利率、證券及

匯率 

 

現金及銀行存款、放款、有價

證券及企業投資、不動產投

資、固定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信用風險  

(Credit Risk, R3) 

信用風險 違約率 應攤回再保賠款及應收保費等

承保風險(準備金風險 R4
及簽單保費風險 R5) 

承保風險 準 備 金 提 撥

率、損失率及

事件發生率等

自留賠款準備金、準備金成長

風險、自留保費風險及保費成

長風險等 

  

1.市場風險：其計算風險值的公式如下： 
VaR = P × σ × N(D) 

P  : 暴險金額 
σ : 標準差 
N(D) : 信賴係數，例如 95% = 1.645 

以下將舉例說明如何計算保險商品之風險值。 

運用風險值模型衡

量保險業之市場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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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假設為繳費 20 年之 100 萬終身壽險，亦即繳費屆滿 20 年後無需再

繳保費，但享有終身 100 萬之保障，一直到身故領回 100 萬契約即

告終止。另外，若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造成第二或第三級殘廢或罹

患重大疾病，可想有豁免保費，但繼續享有保障。計算此保險商品

之風險值的步驟如下(楊順雯，1998)： 
(1) 建構保險商品之現金流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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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帳面上實際保費收入總額  
b：保單繼續率 
ai：豁免保費發生率、業務人員佣金率及業務管理費用等 

(2) 估計報酬分配之標準差及計算風險值 
可藉由下列公式求算出保險商品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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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P/Lt+δ=Ft+δ - Ft 

其中，f ：壽險商品之淨現金流入 
S ：平均保費收入 
K ：平均理賠保額 
k ：平均年金給付金額 
r ：保險商品預定利率 
R ：投資組合期望報酬率 
T ：保險繳費期數(T*為保險商品之平均存續期數) 
t ：每期期數 
P/L：損益 

有了保險商品之標準差及各期之現金流量，在決定持有期間及信賴係數

之後即可計算出該保險商品之風險值。另外，在計算保險商品組合之風險

值時，應考量商品組合間的相關性，以適切衡量出保險公司所承擔之風險。 
2.信用風險：主要是利用變動分析(Migration Analysis)及風險值來衡量投資組

合中因債務人信用評等改變所產生之信用風險。其計算步驟如下： 

保費收入 S 

理賠支出 K

運用風險值模型衡

量保險業之信用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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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立信用評等移動矩陣：將投資組合中所有債務人信用評等變動作成一

個移動矩陣(Transition matrix)，並以機率來表示信用評等未來可能變動

的狀況。 
  (2)評估價值：求算出在每一信用等級下的價值，以建立債權資產的機率分

配，並估計信用品質改變後之價值的波動性。 
  (3)估計信用風險：根據信用評等移動機率、每一狀況下的價值及整體投資

組合的標準差來計算風險估計值。 
3.承保風險：此風險主要來自於保險商品訂價上預估的錯誤，例如：因死亡

率、疾病率及損失率等估計錯誤，而導致保險費及準備金不足以支付保險

給付的風險。以壽險為例，其保費收入 S 的計算公式如下： 

S=S* x b x (1 - ∑
=

n

i
ia

1
) 

其中，S*：帳面上實際保費收入總額 
b：保單繼續率 
ai：豁免保費發生率、業務人員佣金率及業務管理費用等 

由公式中可看出，若低估豁免保費發生率或高估保單繼續率，將高估保

費的收入，此可能導致所收的保費及提撥的準備金不足以支應保險給付。

在衡量承保風險方面，可利用情境分析法，列示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並

以其中較差的狀況作為評估承保風險的風險值。 
運用風險值模型所計算出來的總風險值可作為評估保險業之最適風險基

礎資本額，且可以更適切地衡量出保險業之清償能力及資本適足性，以避免

提列過高或過低的資本。 

五、金融控股公司資本適足性之考量要素 

金融業異業結盟已成為現今趨勢，如：金融控股公司之雛型多包括銀行、

保險與證券業。由於國內目前尚未對金融控股公司之資本適足性作統一規

範，故本節將概略說明在衡量金融控股公司之資本適足性時所需考量之重要

因素。 
(一)國內現行相關規範： 

國內目前尚未對金融控股公司的資本適足性作統一規範，保險業、銀行

業及證券業之監理機關依據其業務特性，分別訂定各自的資本適足制度，

其相關規範概述如下： 

監理機關對各金融

行業之資本適足性

要求均設有不同標

準，如何加以統一規

範，為一重要議題。

運用風險值模型衡

量保險業之承保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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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保險業 銀行業 證券業 

主要風險來源 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及

承保風險 

市場風險及信用風險 

 

市場風險及信用風

險 

資本適足率之

計算公式 

保險業認許資產減除

負債的餘額，未達保證

金額三倍時，主管機關

應命其於限期內，以現

金增資補足之。另外，

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

險資本之比率，不得低

於百分之二百。 

第一類資本  + 合格第

二、三類資本 - 扣減資

產  / [信用風險加權風

險性資產  + (市場風險

之 資 本 計 提 *12.5)] 

>=8% 

 

合格自有資本淨額  /

經營風險約當金額

>=150% 

 
(二)金融控股公司資本適足性之考量要素 

1.資本重複或多重計提：在衡量金融控股公司之自有資本時，若直接將各金

融事業單位的資本直接加總，可能會誇大金融控股公司的自有資本，此

乃因金融控股公司內多有資本雙重利用(double gearing)之情形，因此，在

評估金融控股公司資本時，必須將金融控股公司內部持有資本予以扣除。 
2.資產剩餘利用：金融控股公司成員間財務互相支援情況頻繁，但各金融

事業單位之認許資產各不相同，如何訂定資產剩餘(asset surplus)為其他

事業單位所用，將是未來對金融控股公司的資本適足性作統一規範時，

所必須重視的議題。 
3.相關性之考量：有關金融控股公司內各成員暴露於某特定風險，或不同

成員間各別單一風險交互作用下所產生之最大可能風險，皆為在計算資

本適足性時所必須考量之因素。換言之，各金融事業單位之不同投資組

合與業務間的相關性，亦需納入考量，以避免高估金融控股公司之總風

險，導致提列過多的資本，而增加業者之資金成本。 

 
六、結論 

國內目前尚未有一套完善評估保險業清償能力及資本適足性之制度，保

險監理機關正邀集學者專家組成專案小組，參照美國 RBC 制度，以訂定出適

合我國國情之 RBC 制度。由於風險值模型將投資組合中各投資標的之相關性

及不同產品間的互補性考量進去，較能合理地衡量所面臨之風險，故未來監

理機關在制定 RBC 制度時，若能以風險值模型來評估保險業之風險，更可以

金融控股公司資本

適足性之重要考量

因素包括：資本重複

或多重計提、資產剩

餘利用及相關性之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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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地衡量出保險業之清償能力及資本適足性。 
由於國內目前尚未對金融控股公司的資本適足性作統一規範，保險業、

銀行業及證券業之監理機關依據其業務特性來分析各自面臨之風險，並分別

訂定各自的資本適足制度。未來對金融控股公司之資本適足性作統一規範時

應特別考量資本重複計提、資產剩餘利用及相關性等議題，以衡量出適切的

資本適足性，避免提列過多或過少的資本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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