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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年，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導致因天然災害引發大幅度損失之「
巨災」發生可能性大增。縱與氣候變遷無關，地震此一天然災害
，亦可能肇生巨災損失。對於巨災發生之預測，目前普遍採用之科
學技術為「巨災模型」(Catastrophic Modeling)，使用巨災模型所
得之資訊，得提供予企業、保險業、再保險業乃至政府預測巨災發
生機率與單一巨災可能肇生之財產上損失。透過模型之運用與資訊
之利用，即可發揮風險溝通之功能，亦即市場參與者得透過模型反
映之資訊，定位自身於市場中之角色，如保險人與再保險人決定風
險之可保性、資本市場參與者決定巨災證券之發行等皆屬之。巨災
模型運作之前提假設為：損失發生之「可能性」及「嚴重性」應可
被量化。惟囿於科學之有限性，巨災模型預測結果之量化上，存在
二種不確定性足妨礙巨災風險與損失之衡量，即「參數不確定性」
和「模型不確定性」。故關於天然巨災之預測上，縱已以科學方式
開發出巨災模型作為預測發生率與損失幅度之工具，為因巨災風險
之特性及模型之有限性，預測偏差之情形勢無可免，此些錯誤與偏
差即天然巨災預測上存在之科技風險。因天然巨災預測上存在科技
風險至預測或有偏差，各國政府對巨災風險之治理機制，縱有事前
之防範，然主要仍採「事後解決模式」，亦即由政府透過立法方式
於事後提供災害之補償。透過保險機制，除得令財產所有人得以「
事前解決模式」，達成巨災風險移轉之目的外，亦得於保險銷售與
承保過程中，灌輸一般財產所有人對巨災風險之正確認知，並得以
保費優惠之獎勵措施，另財產所有人自發性對被保險財產(如房屋
)，採取事前之風險防範與風險降低之措施，達成風險溝通之效果。
本研究基於認同巨災風險仍具可保性之前題，研究美國、日本、土
耳其、紐西蘭於法定之事後災害補償機制外，巨災保險(如地震保險
)制度建構之情形，及保險制度作為補充公部門法定災後補償機制之
不足之工具之實際操作情形，更重要者，探討此些國家巨災保險機
制在風險溝通中扮演之積極角色，並檢驗台灣現行公私協力之天然
巨災風險治理機制。

中文關鍵詞： 巨災風險、風險溝通、保險

英 文 摘 要 ： Owing to global warming, natural disasters become easier to
incur catastrophic damages. In addition, earthquake, which
is irrelevant to climate change is another natural disaster
which can cause catastrophic damages. For risk management
purpose, catastrophe modeling has been developed to predict
the probability, potential and possible damages of such
catastrophes.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low frequency-high
consequence natural of the catastrophic risk, the lack of
historical data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develop a
precise catastrophe model as model uncertainty and
parameter uncertainty are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catastrophe models. Therefore, governments are inclined to
adopt the ex pos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However, the ex
post compensation impose upon heavy fiscal burdens and may
erode other parts of government fund so at to affe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only through the private insurance mechanism can
mitigate the burden of the government fund, and the risk
pricing, the insurance can provide incentives to property
owners to adopt preventive measures to better manage their
property exposed to potential catastrophic damages. Thus,
the insurance not only serves as a tool of risk management,
but also as a tool of risk communication, particularly, the
insurance mechanism which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英文關鍵詞： Catastrophic Risk, Risk Communication,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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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字：巨災風險、風險溝通、保險 

 

近年，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導致因天然災害引發大幅度損失之「巨災」發生

可能性大增。縱與氣候變遷無關，地震此一天然災害，亦可能肇生巨災損失。對於

巨災發生之預測，目前普遍採用之科學技術為「巨災模型」(Catastrophic Modeling)，

使用巨災模型所得之資訊，得提供予企業、保險業、再保險業乃至政府預測巨災發

生機率與單一巨災可能肇生之財產上損失。透過模型之運用與資訊之利用，即可發

揮風險溝通之功能，亦即市場參與者得透過模型反映之資訊，定位自身於市場中之

角色，如保險人與再保險人決定風險之可保性、資本市場參與者決定巨災證券之發

行等皆屬之。巨災模型運作之前提假設為：損失發生之「可能性」及「嚴重性」應

可被量化。惟囿於科學之有限性，巨災模型預測結果之量化上，存在二種不確定性

足妨礙巨災風險與損失之衡量，即「參數不確定性」和「模型不確定性」。故關於天

然巨災之預測上，縱已以科學方式開發出巨災模型作為預測發生率與損失幅度之工

具，為因巨災風險之特性及模型之有限性，預測偏差之情形勢無可免，此些錯誤與

偏差即天然巨災預測上存在之科技風險。因天然巨災預測上存在科技風險至預測或

有偏差，各國政府對巨災風險之治理機制，縱有事前之防範，然主要仍採「事後解

決模式」，亦即由政府透過立法方式於事後提供災害之補償。透過保險機制，除得令

財產所有人得以「事前解決模式」，達成巨災風險移轉之目的外，亦得於保險銷售與

承保過程中，灌輸一般財產所有人對巨災風險之正確認知，並得以保費優惠之獎勵

措施，另財產所有人自發性對被保險財產(如房屋)，採取事前之風險防範與風險降

低之措施，達成風險溝通之效果。本研究基於認同巨災風險仍具可保性之前題，研

究美國、日本、土耳其、紐西蘭於法定之事後災害補償機制外，巨災保險(如地震保

險)制度建構之情形，及保險制度作為補充公部門法定災後補償機制之不足之工具之

實際操作情形，更重要者，探討此些國家巨災保險機制在風險溝通中扮演之積極角

色，並檢驗台灣現行公私協力之天然巨災風險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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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Catastrophic Risk, Risk Communication, Insurance 

Owing to global warming, natural disasters become easier to incur catastrophic 

damages. In addition, earthquake, which is irrelevant to climate change is another 

natural disaster which can cause catastrophic damages. For risk management purpose, 

catastrophe modeling has been developed to predict the probability, potential and 

possible damages of such catastrophes.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low frequency-high 

consequence natural of the catastrophic risk, the lack of historical data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develop a precise catastrophe model as model uncertainty and parameter 

uncertainty are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catastrophe models. Therefore, governments 

are inclined to adopt the ex pos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However, the ex post 

compensation impose upon heavy fiscal burdens and may erode other parts of 

government fund so at to affe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only through the private insurance mechanism can mitigate the burden 

of the government fund, and the risk pricing, the insurance can provide incentives to 

property owners to adopt preventive measures to better manage their property exposed 

to potential catastrophic damages. Thus, the insurance not only serves as a tool of risk 

management, but also as a tool of risk communication, particularly, the insurance 

mechanism which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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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導致因天然災害引發大幅度損失之「巨災」發

生可能性大增。縱與氣候變遷無關，地震此一天然災害，亦可能肇生巨災損失。

對於巨災發生之預測，目前普遍採用之科學技術為「巨災模型」(Catastrophic 

Modeling)，使用巨災模型所得之資訊，得提供予企業、保險業、再保險業乃至

政府預測巨災發生機率與單一巨災可能肇生之財產上損失。透過模型之運用與資

訊之利用，即可發揮風險溝通之功能，亦即市場參與者得透過模型反映之資訊，

定位自身於市場中之角色，如保險人與再保險人決定風險之可保性、資本市場參

與者決定巨災證券之發行等皆屬之。巨災模型運作之前提假設為：損失發生之「可

能性」及「嚴重性」應可被量化。惟囿於科學之有限性，巨災模型預測結果之量

化上，存在二種不確定性足妨礙巨災風險與損失之衡量，即「參數不確定性」和

「模型不確定性」。故關於天然巨災之預測上，縱已以科學方式開發出巨災模型

作為預測發生率與損失幅度之工具，為因巨災風險之特性及模型之有限性，預測

偏差之情形勢無可免，此些錯誤與偏差即天然巨災預測上存在之科技風險。因天

然巨災預測上存在科技風險至預測或有偏差，各國政府對巨災風險之治理機制，

縱有事前之防範，然主要仍採「事後解決模式」，亦即由政府透過立法方式於事

後提供災害之補償。透過保險機制，除得令財產所有人得以「事前解決模式」，

達成巨災風險移轉之目的外，亦得於保險銷售與承保過程中，灌輸一般財產所有

人對巨災風險之正確認知，並得以保費優惠之獎勵措施，另財產所有人自發性對

被保險財產(如房屋)，採取事前之風險防範與風險降低之措施，達成風險溝通之

效果。本研究基於認同巨災風險仍具可保性之前題，研究美國、日本、土耳其、

紐西蘭於法定之事後災害補償機制外，巨災保險(如地震保險)制度建構之情形，

及保險制度作為補充公部門法定災後補償機制之不足之工具之實際操作情形，更

重要者，探討此些國家巨災保險機制在風險溝通中扮演之積極角色，並檢驗台灣

現行公私協力之天然巨災風險治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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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茲因本研究認為：巨災損失縱預測尚存在科技風險，仍具可保性。Robert 

Jerry Jr.教授認為，對於保險業而言，巨災損失非新現象，即使保險業面臨規

模史無前例之事件，保險現況亦未因此而改變1。舉凡颶風、地震、火山噴發及

其他天災，皆有可能導致數百億或數千億美元之金融損失2。如 1992 年安德魯颶

風侵襲南佛羅里達州後之情況，如同商業再保險公司限縮承保範圍並提高保險費，

保險人亦試圖藉轉嫁所增加之再保險費用、限縮其曝險程度、收取更高之保費、

取消提供某些沿海地區之財產保險，並對於高風險之被保險人提高自負額等手段

以管控風險3。而再保險業調整完畢後之數年間，主要保險市場（Primary market）

便出現一段新的穩定期間4。此現象顯示，保險業短暫性之能力不足並非罕見，

且若於短期內並未再遭受多重「衝擊」，這些問題通常將會自動修復5。因此，某

一或某些天然巨災發生之後，縱再保險人及原保險人，為維持其清償能力，並對

即將發生之新事件產生恐懼，惟保險業似仍有許多方法可修復災難後保險人之承

保能力
6
。準此，「可保性」對巨災損失風險而言，已不再是永久性之難題。 

本研究基於認同巨災風險仍具可保性之前題，研究美國、日本、土耳其、

紐西蘭於法定之事後災害補償機制外，巨災保險(如地震保險)制度建構之情形，

及保險制度作為補充公部門法定災後補償機制之不足之工具之實際操作情形，更

重要者，探討此些國家巨災保險機制在風險溝通中扮演之積極角色，並檢驗台灣

現行公私協力之天然巨災風險治理機制，除發現行制度於補償內容、風險分攤基

至、承保範圍及風險溝通促進上之不足外，並以國外模式企圖為台灣現行法規與

制度之改革提供建言，使本研究兼具理論於應用價值。 

又，鑒於風險溝通所重者，乃對民眾風險意識之建構。本研究擬夠過三個

子計劃身請人共同設計之課程，建構學生對科技作為風險治理與風險溝通手段、

法律作為風險治理與風險溝通手段及保險作為風險治理及風險溝通手段之認識，

實踐風險溝通之精神。 

                                                 
1
 Robert H. Jerry Jr., Insurance, Terrorism, And 9/11: Reflections On Three Threshold Questions , 9 

CONN. INS. L.J. 95, 103 (2002). 
2
  Id. at 103-104. 

3
 Id, at 109. 

4
 Id. 

5
 Anne Gron & Alan O. Sykes, Terrorism And Insurance Markets: A Role For The Government As 

Insurer? 36 IND. L. REV. 447, 454 (2003). 
6
 OECD, supra note 14, at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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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一、 國內部分 

技術報告方面，最具代表性且唯一就我國與外國地震保險法制有深入研究

者，乃 2010 年由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委託，林勳發教授主持之「強化住

宅地震保險法制基礎」研究報告，計畫申請人亦參與該研究，擔任研究員，對美

國、德國、日本、紐西蘭及土耳其之地震保險制度及法令與各國法規之比較方面

進行研究。惟該報告強調法制基礎，而僅簡單提及保險制度之具體內容，且對保

險於風險溝通之功能，則未論及。 

二、 國外部分 

專書方面，Martin F. Grace 等人編著, CATASTROPHE INSURANCE:CONSUMER 

DEMAND, MARKETS ANDREGULATION 一書對巨災風險之保險市場之需求、覆蓋率、

可保性等亦題已經寄觀點為分章節分析。另，針對亞州巨災保險所編撰之專書

ASIAN CATASTROPHE INSURANCE 則係各國制度比較研究之代表著作。對土耳其巨

災保險之研究， 則有Eugene Gurenko 等人所撰 EARTHQUAKE INSURANCE IN 

THURKEY 一書詳盡介紹土耳其地震保險制度與法規現狀及Yazici 氏專針對土耳

其TCPIP 制度撰寫之” The Turkish Catastrophe Insurance Pool (TCIP) and 

the Compulsory Earthquake Insurance Scheme”一文。.日本部分則以黑木松

男氏著，「地震保険の法理と課題」一書為代表著作。另，日本地震再保険株式

会社2010 年出版之《日本地震再保険の現状，對現行日本地震險制度及市場有

完整研究。又，隅修三氏於東北大地震發生後所撰之「安定的な地震保険制度の

運営に向けた論議が必要」一文，則係了解311 地震後日本對日震保險制度變革

議論之最新文獻。本研究選定之比較研究對象國家據研究價值之參考資料，較諸

國內，相對豐富，且兼具深度與時效性。 

至於氣候變遷與保險機制方面書籍方面，2007年後，至少有 Climate Change 

and Insurance: Disaster Risk Financ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及 Climate 

Change and Reinsuranc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mpact including 

Scientific Reference to Anticipation of New Risk, Disaster Reduction and 

Future Insurance No-Go Zones 等二書，強者探討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遷巨

災風險之財物準備，後者則是探討映對氣候變遷之保險與再保險制度設計。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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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未以風險溝通為重點。Charpentier 氏於 2008 年所撰 Insurability of 

Climate Risks一文，則聚焦於氣候變遷又發之巨災風險可保性探討及如何增加

承保能量，為亦未提及風險溝通。 

  



9 

 

 

肆、研究方法 

一、 比較研究與制度分析 

本研究採比較法與比較制度分析，比較美國、日本、紐西蘭、土耳其等國

之天然巨災之保險機制之具體內容，及政府於保險機制中所扮演之角色。 

其中，各國是否採單獨立法或於保險法中涉制專章？有無設有專責組織負

責監管甚至承保巨災保險，或採公私協立方式提供地震保險？各國地震保險定位

上是否屬政策保險？巨災保險承保範圍為何？凡此，均係為比較法規與制度研究

域探究之重要問題。 

又各國間對巨災保險是否採強制保險？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各國巨災保險

之形成背景與政策形成之相關因素，以分析各國巨災保險是否採強制保險政策之

理由，進一步辯證強制巨災保險實施及其立法之可行性與妥當性。 

另，各國觀於巨災保險支費率機制，亦差別甚大。以地震保險為例，土耳

其與日本採差別費率，而紐西蘭則採單一費率。本研究亦將進一步探討費率制度

與強制保險覆蓋率間之關係，以作為來日立法推動上，於模式選擇時參考指標之

一。 

二、 專家座談會 

鑒於風險溝通，需公、私部門協力，需產、官、學與民眾共同參與。故本計

劃擬開專家座談會，邀請對於巨災風險管理與保險領域之專家、學者、業者與官

方代表 8~10 人，就巨災風險治理政府法制之有限性及保險於巨災風險制理與風

險溝通之積極功能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三、 保險作為天然巨災風險管理與風險溝通工具之機能課程 

本計劃與其他二子計劃基於對增益公眾對風險之認識，促進公、私部門與

一般民眾或財產所有人之風險溝通，共同規劃有十八週之風險溝通課程。本子計

劃課程共計六週，每週一單元。課程大綱如下： 

第一單元：風險管理與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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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天然巨災風險分析 

第三單元：巨災模型之應用與其優劣分析 

第四單元：美國、日本巨災保險機制及其作為風險溝通功能性分析 

第五單元：紐西蘭、土耳其巨災保險機制及其作為風險溝通功能性析 

第六單元：我國現況、檢討與修正建議 

伍、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第一部份：關於巨災風險溝通研究成果 

壹、 巨災風險之意義與特性 

一、巨災風險之意義 

巨災（Catastrophe）通常係指造成重大損失之災害，其性質雖因各國之政

治與經濟環境不同而異，但其共同之特點是影響廣泛、累積損失龐大，因此有些

國家以損失金額在若干以上為認定標準
7
。 

二、巨災風險之特性 

    就巨災發生之原因而言，有人為因素（Man-made Hazards）8及天然因素

（Natural Hazards）兩種。巨災風險相對於普通風險而言，應具有以下幾個特

性 ： 

(一)損失發生頻率低 

    普通風險在一年中發生之機會可能是幾十次，而巨災風險發生的機會可能     

幾年一次，抑或歷經幾十年、幾百年而不遇。 

(二)損失發生幅度大 

                                                 
7
 鄭濟世，巨災風險管理與政府監理，臺灣經濟金融月刊，38 卷 11 期，68 頁。該文註一中指出，

巨災標準依美國財產理賠服務社（Property Claim Services）之定義，指財產損失超過五十億美金而言。

就此，我國似亦可考量就「巨災損失」訂定一個金額標準，俾供作為將來巨災風險管理之依據。 
8
 瑞士再保對「人為巨災」計有下列七種分類：1.爆炸（Explosions）2.空難（Aviation disasters）3.船

難（Shipping disasters）4.公路及鐵路災難（Road/rail disasters）5.礦坑災難（Mining disasters）6.建物

或橋樑倒塌（Collapse of buildings/bridges）7.其他（Miscellaneous）。See Swiss Re, Sigma, No.2,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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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風險發生的損失在保險金額預期範圍內，而巨災風險一旦發生可能讓保

險公司或再保險公司損失慘重，甚至破產。 

(三)損失發生標的廣 

    普通風險發生只會涉及一個或幾個保險標的，而巨災風險一旦發生往往使一

定地區大量保險標的物同時受損，因此巨災風險通常是累積的，而非個別的。 

(四)容易造成逆選擇 

    普通風險易於危險分散，有利用大數法則的運用，資料易於釐定費率。而巨

災風險由於發生的次數少，投保率低，通常危險愈大者愈有投保意願，反之則投

保意願愈低，從而影響費率釐定之準確性。 

(五)統計資料蒐集不易 

    巨災風險不但範圍廣且時間長，有時甚至長達百年之久。巨災資料通常殘缺

不全，不易有完備資料可稽。有時即使有完備之資料，但因跨越時間太長，資料

可信度值得推敲。 

貳、 巨災風險管理之方法 

    巨災風險不但造成人類巨大的財產損失與人員傷亡，同時也有可能造成保險

公司破產的嚴重後果，因此各界皆積極控管巨災風險，實務界通常用以下五種方

法管理巨災風險： 

一、巨災保險 

    實務上，由保險人直接吸收全部所承保之風險者應屬少數。蓋依保險學理論

而言，巨災損失雖仍可計算出預期成本以分攤保費，然而此時保費往往相當高，

超出一般人之經濟負擔能力，因此無法吸引多數參與者加入保險庫，巨災保險因

而難以實行9。 

                                                 
9
 陳彩稚，保險學，三民書局印行，89 年 7 月，初版三刷，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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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巨災再保險 

    第二種管理巨災風險的方式是由巨災保險人透過國際再保險市場將其所承 

保之巨災風險分保予國際再保險市場，藉以充分分散風險。惟國際再保險市場承

保能量雖然很大，但也僅有約二千億美元左右，加上再保險市場近年來經營困難，

致使此一方法之可行性日趨困難10。 

三、自留、自己保險、專屬保險 

    第三種管理巨災風險的方式，則是積極或消極地將風險自留，由自己承擔損

失。或者，有鑒於購買保險的成本太高，或市場上無法購得相關保險，大型企業

亦可選擇自組保險部門，承保企業之各類風險，稱自己保險；或成立專屬保險公

司，承保自己企業可能面臨之特殊風險。此種做法一方面可節省保費之負擔，另

一方面亦可迅速獲得理賠。在自已保險之情形下，若無發生意外事故，保險費亦

可轉入公司基金帳戶內。此即個人或團體對風險所造成之損失，本身有能力承擔

時之較佳風險管理辦法11。 

四、政府部門設置之巨災基金 

    除私部門之商業保險外，政府亦可設置巨災基金，如美國加州地震局

（California Earthquake Authority, CEA）、佛羅里達州巨災基金（Florida 

Catastrophe Fund）及夏威夷颶風救助基金（Hawaii Hurricane Relief Fund）。

此對於巨災風險之分散，彌補再保險市場風險承保能量之不足，及鼓勵保險業者

出售巨災保單給予一般民眾，均有相當助益12。 

五、巨災債券 

    前述保險業與再保險業的承保能量與經營困境，帶給資本市場介入保險市場

之機會，催生了「保險證券化」此一新興領域的誕生。1992年美國安德魯（Andrew）

颶風造成其國內高達 180億美元之巨災損失，致使一些保險公司與再保險公司破

                                                 
10

 Swiss Re, Sigma, No.2, 1992，p.71。 
11

 劉璐璐，巨災風險證券化之研究－我國實施巨災風險證券化可行性之探討，淡江大學保險學系 

保險經營碩士班碩士論文，廖述源教授指導，92 年 6 月，頁 16 
12

 同前註，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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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在承保能量嚴重短缺之困境下，保險公司被迫將籌資方式轉向資本市場，並

在一些投資銀行的直接參與和推動下誕生。 

    巨災債券，乃是「買賣雙方透過資本市場債券發行的方式，一方支付債券本

金作為債券發行之承購，另一方則約定按期支付債息予另一方，並依據未來巨災

損失發生與否，作為後續付息與否及期末債券清償與否之依據」。換言之，巨災

債券亦為特殊目的再保險人所發行之公司債券，對於未來債券本金或債息的償還

與否，完全依據巨災損失發生的情形而定，亦即將債券的未來償債或支息情況與

承保事故之發生與否形成連結13。 

參、 保險作為巨災風險管理的挑戰 

誠如前述，巨災風險管理方式多元，巨災保險作為巨災風險管理方式，將面

臨相當程度之挑戰，以下分就巨災保險及巨災再保險論之，並提出目前市場上因

應此挑戰而生的因應之道： 

一、保險作為巨災風險管理的挑戰 

(一) 巨災保險面臨之挑戰 

1. 保險公司面臨信用風險 

巨災雖然發生頻率不高，惟一發生，累積損失龐大且影響標的廣泛，通常將

產生巨額的損失。透過實證分析
14
可見，損失與保費收入在巨災發生的年間都有

明顯的上升，意即保險公司的確遭受嚴重損失，而使保險公司面臨經營上的困難，

甚而失卻清償能力而產生信用風險。 

2. 保險公司經營面挑戰 

巨災保險中，保險公司金融機構於風險評估及風險分散過程中，需要巨災模

型公司、金融機構（信評機構、投資銀行）參與，增加經營上的成本15。由於再

                                                 
13參閱陳繼堯主持，金融自由化下新興風險移轉方法之運用現況與發展，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89 年 2 月，131、138 頁。 
14

 Patricia Born · W. Kip Viscusi, The Catastrophic Effects of Natural Disasters on Insurance Markets, 

J Risk Uncertainty (2006) 33:55–72. 
15

 高海霞、王學冉，巨災保險市場中的委託代理關係探討，巨災風險管理與保險制度創新研究，

2011 年，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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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市場經營日趨困難（詳下述），再保市場對分保公司開始提高門檻，包含削

減再保佣金、要求分保公司（即保險公司）提高自負額或是限制其承保種類等，

增加分保公司之成本並限制其業務發展，使得再保險安排日益困難。 

另外，以台灣法規為例，台灣保險法第 147條所授權之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

出分入及其他危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中對於自留額之規範，更限制了產險業供給，

使得承擔能力相當有限。 

3. 巨災保險商品訂價挑戰 

造成巨災保險商品定價不易之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巨災保險上，通常危險

越大者，越有投保意願，反之亦然，亦即容易發生逆選擇的情形；此外，由於投

保巨災保險後，對於本身的損失防阻注意義務降低，進而道德風險，產生較多的

費用；第三，巨災風險不同於一般保險事故，因為一般保險事故通常有大樣本可

以較有效地預期每年的趨勢現象，然巨災的發生，通常是一次突發性的事件，在

統計資料上蒐集不易，使風險發生次數和損失金額難以估計16。以上的情形，均

使巨災保險之保費難以釐定17。 

4. 投保巨災保險意識不普及 

由於巨災發生頻率低，因此控管巨災風險之意識不高，以台灣地震險為例，

台灣九二一大地震中，屋損部分被判定為全倒者共 50,644戶、半倒 53,317戶，

造成新台幣 3412 億元有形資產的損失18，惟當時地震保險的賠款僅新台幣 3000

多萬元，投保率僅為 0.2%，投保意識並不普及。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地

震保險全國平均投保率為 31.92%19。究其原因，一係在 91 年後之房貸戶才有強

制投保的要求，二係商業火險並未強制附加地震保險20。 

(二) 巨災再保險面臨之挑戰 

1. 再保險市場面臨之挑戰 

                                                 
16

 同註 14。 
17

 蕭鶴賢與賴麗琴，各國巨災保險比較研究，中央再保險公司，2000 年 3 月，頁 33-35。 
18

 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結案報告─住宅重建計畫系列，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

會，2009 年 4 月 30 日，頁 1。 
19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統計資料。 
20

 許永明，保險學，2006 年，三民，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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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巨災再保險的損失金額大，因此再保險人之財務狀況於巨災發生後通常

會明顯惡化，將發生要求延遲付款的情形，甚至喪失清償能力，使其信用風險提

高。國際再保市場自 1992年美國 Andrew 颶風後面臨長期虧損，造成許多再保險

公司停止承保巨災業務，甚或清算倒閉，承保能量大幅萎縮、價格高漲，使其經

營日趨困難21。 

2. 再保險契約面臨之挑戰 

再保險契約亦面臨相當程度之挑戰，首先，再保險無法解決原保險人的道德

風險，保險公司與再保險公司間，亦因資訊不對稱而產生道德風險；其次，再保

險安排過程繁雜，使得交易成本過高；第三，訂價不透明22。均使得再保險人無

法有效分散風險，提高獲利能力。  

二、 對前開挑戰的因應之道 

基於上述原因，部分巨災保險之潛在要被保險人，寧以風險自留之方式承擔

巨災風險，一方面可以節省保費，一方面也可以迅速獲得理賠；另，為了解決再

保險市場承保能量過低的問題，目前亦已產生了巨災保險證券化的商品，以期以

資本市場之力量來分散巨災風險23。 

肆、 公私協力的巨災保險制度 

無論是天然災害抑或是人為災害，其所造成之巨大損失，皆可能逾越一般商

業保險及再保市場之承保能量，故採行公私協力模式下，由政府部門成為巨災損

失補償之來源不失為一重要且有效之災後復原重建模式
24
。 

巨災相較於其他保險事件，具有較高的資金成本，保險人必須提列充足的準

備金以吸納預期的損失。即便巨災屬於發生頻率較低之事件，保險人仍須具備充

足的資金，作為潛在高風險的緩衝，將破產風險降至最低。而較高的資金資本，

                                                 
21

 陳豐年，巨災債券之法規架構及相關監理問題之研究，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3 年。 
22

 陳森松，論產物保險業新避險工具－保險衍生商品，保險專刊，第 53 期，1998 年 9 月，頁

112-125。 
23

 同註 21。 
24

 張冠群、李慧芳，人為巨災風險之可保性及公私協力之風險承擔法制──以美國恐怖主義風險

保險法為例兼評我國現行制度，中正財經法學，201301(6 期)，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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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會藉由較高保費的形式轉嫁給予保險人，否則保險人會選擇退出該風險承

保領域。若由政府推動，則能暫時解決承保能力短缺之問題，使市場得以維持穩

定，有助於保險人建構擴大吸收未來損失能力25。 

而巨災的公私協力保險計劃又可分為「政府直接提供保險」以及「政府在保

險計劃」二種，以下分別就兩種模式做說明： 

一、 政府直接提供保險 

    一般商業保險中巨災損失保障不足及保險不易取得、潛在受害人風險意識不

足或資力不足以負擔高額保費之問題，顯示純粹商業第一人保險無效率且難發揮

補償作用，故政府宜適當介入。政府提供巨災保險即屬剩餘市場機制（residual 

market mechanisms），當商業市場無法保障巨災損失時，則由政府提供保障。例

如：佛羅里達州巨災保險制度之市民財產保險公司（Citizen’s Property 

Insurance Corporation）、加州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加州地震保險局

（California Earthquake Authority）即是26。 

    政府提供保險計劃之方式有二種：第一、完全由政府提供且免費；第二、透

過立法授權民營保險人運用專業技術經營管理，專職管理，設定承保範圍、條件

及定價。 

二、 政府再保險計劃 

    此方案為政府介入較少之形式，於政府再保險計劃下，一般商業保險市場仍

居於巨災受害人補償分配之主要地位，政府係作為再保險人提供再保險。政府再

保險計劃之優點為可避免受災者因事後得領取政府全面救助而不為減輕災害損

失之損防行為。 

    多層次之保險計劃可鼓勵人民進行損失防範，適當整合公、私風險轉移機制

亦可維持長期保險清償能力。例如被保險人自行承擔第一層損失（自付額、共同

保險）；一般商業保險人承擔第二層巨災損失；再保險人及巨災債券承擔第三層

巨災損失；政府承擔第四層損失27。 

                                                 
25

 張冠群、李慧芳，註 24，頁 90-91。 
26

 吳玉鳳，論氣候變遷之災害調適—以建立公私協力天然災害保險法制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博士論文，2015 年，頁 62-63。 
27

 吳玉鳳，註 26，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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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巨災損失之龐大，一般商業保險及再保市場之承保能量恐有不足，且被保險

人（即潛在受害人）之風險意識不足或資力不足皆為巨災保險市場未能有效管理

巨災風險之原因。故對於巨災損失之風險移轉另有公部門政府災害救助以及介於

單純公、私模式兩者之間的「公私協力模式」，例如政府直接擔任保險人，直接

提供保險；以及政府擔任再保險人，以再保險之型態管理風險。 

伍、 保險制度的風險溝通功能 

一、風險溝通之定義 

     近三年臺灣從食品安全問題、高雄氣爆到八仙粉塵爆炸事件，許多公共安

全事件接踵而至。因此，現有的風險管理措施，似有檢討之必要。此外，人民、

企業投保及將風險納入成本之風險意識亦須加強，此涉及風險溝通之功能。以下

將從保險制度之風險溝通功能討論。 

     風險溝通是個人、團體、機構之間交換訊息和意見的互動過程，這些溝通

的訊息表達了對風險訊息或風險管理單位的關心、意見或反應。重視專家與非專

家兩者之間的訊息的傳遞。進行溝通者都需要考慮接收者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脈絡

來制定溝通訊息，因為這些背景脈絡因素會影響風險溝通的議題如何被塑造與定

義28。 

     風險溝通將民眾、風險管理者、風險分析者，一般來說即人民與政府相互

連結在一起，使其交換訊息和意見，並提供一個互動的過程。透過風險溝通來調

和彼此對風險認知的差異29。  

     國外學術上亦對於風險溝通提出 11 項原則30，包括：（1）瞭解溝通對象；（2）

訊息須個人化；（3）訊息要簡短、清楚；（4）訴諸於溝通對象的價值觀、需求與

社會規範；（5）訴諸於溝通對象的情緒（害怕）；（6）提供一個溝通對象做得到

的行動方案；（7）確認溝通對象的阻礙為何；（8）強調做這件事的好處；（9）持

                                                 
28

 廖楷民、鄧傳忠，如何瞭解風險溝通對象─以水災備災行為為例，災害防救電子報，2012年4

月，頁2。 
29

 陳建源，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對外風險溝通之導則，台灣核能月刊，2011 年 5 月，頁 33。  
30

 Peter M. Sandman, Hazard Versus Outrage In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Risk, in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4 CONTEMPORARY ISSUES IN RISK ANALYSIS 45-49 (Vincent T. Covello, David B. 

McCallum & Maria T. Pavlova ed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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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給予溝通對象支持；（10）從最容易的地方開始；（11）找到能被信任的訊息

傳遞者31。 

二、風險溝通之目的 

     從政府之角度視之，可能被要求提供公眾資訊，包括視察之發現和風險之

重要性。由於風險溝通涉及雙向的互動，另一項關鍵目的是瞭解利害關係者之訴

求、對風險的認知、參與風險管理決策之期望。此外，亦可能界定在「影響民眾

之風險行為和認知」作為目標32。風險溝通不在要求對方認同自己所認知的風險，

而是在分享彼此有關風險的資訊，以增進雙方之理解、建立信任和信譽、鼓勵正

確的態度、行為和信念為最大目的33。 

三、風險溝通之功能34 

(一)加強風險意識 

    以八仙塵爆為例，約莫 97%之傷者皆有自行投保商業保險，表示就個人投

保商業保險之風險意識部分是充足的，因為此部分不論是企業或個人的投保，

自行付出的對價，並獲得補償，人民自較願意付出成本投保。惟為何於公共場

合舉辦大型活動，尚須訂有強制投保之規定，即表示企業為求降低成本往往將

「不確定是否發生之風險」排除於成本考量之中，此即代表著風險意識之不足；

同樣的，企業之所以追求最低之成本，除了追求最大獲利外，人民通常「貨比

三家」亦會選擇最低價者，同樣不會考慮到企業是否將風險納入成本考量，此

亦表示風險意識之不足。欲改善此情形，加強風險意識，即屬風險溝通之功能

之一。 

(二)加強風險管理 

    風險的管理本身係為預防風險，於事前的規劃，並評估風險，例如於活動的

規劃面，針對不同屬性的風險做適當之預先準備，可能是透過演習加強災害來臨

                                                 
31

 同註 28。 
32

 陳建源，註 23，頁 36。 
33

 原子能委員會駐外人員報告，黃俊源，2015 年 3 月 11 日 
34

 保險在重大災害發生時的風險溝通與社會安全機能—由八仙樂園爆炸意外探討重大災害發生

時保險金預付法制化之可能性，研討會會議記錄，2015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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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反應；保險則係風險移轉之機制屬事後損失的彌補，亦屬風險管理之一部分。

事前的預防的機制，再加上後端的保險制度，構成兩大防護網。預防機制已經做

了適度的風險減輕措施，並在風險發生前，購買足額保險，於風險發生之後，即

可達到較好的效果。風險預防的機制，在台灣其實尚有不足之處，同前例所述公

共意外責任險，業者多是在法令要求下被動投保，保額時常是不足的，當面對突

如其來的重大災害，受害人無法獲得足額理賠。需透過風險溝通，使企業、個人

將風險納入成本考量。有論者提出，可以透過法制規定當一個企業欲舉辦類似大

型活動如果沒有達到相關的風險評估、溝通以後銀行授信點數就無法取得，此亦

牽涉企業社會責任；另外，透過學界之研究，可提出更多預防機制，並且為因應

現代災害多樣性，為複合性災難的統合演練，以加強風險管理，此亦為風險溝通。 

陸、 巨災保險中之風險溝通 

一、風險溝通對巨災保險之重要性 

不確定、懷疑已經變成人們面對災害處理的一部份。為了降低災害風險，瞭

解個體如何覺知風險以及風險溝通如何影響個人與組織的行動，便顯得相當重要。

如何溝通風險、如何讓風險溝通策略被一般民眾所接受，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巨

災保險的目的在調整災害所導致整體社會所面臨的衝擊與風險，然而，不充足的

資訊，以及社會大眾對於風險評估的不專業，會使得巨災保險無法發揮社會共同

負擔的效益。因此，藉由風險資訊的搜集、整理、規範、以及資訊的提供等這類

風險溝通的方法，用以喚起民眾對於未來不確定性之重視程度，提升民眾的了解

以及投保意願，乃當務之急。這些資訊主要包括：巨災風險對社會經濟以及居民

生活帶來的影響、各行為主體在現有科學技術水準下可以採取的應對措施、以及

投保巨災風險所需要共同負擔的義務和可獲得的保障等。 

 透過風險溝通，可以促成無論是決策者或是一般民眾對於風險管理採取主動

積極的態度，使得災害的因應處理能夠更加完善。有鑑於此，我們必須了解到，

風險溝通並不是一種上對下的政策佈達，而是一種對等式的對話平台，使得一般

民眾和決策者可以有充分的資訊交換，藉以消彌資訊不對等的外部成本以及溝通

屏障。 

二、了解溝通對象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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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於風險的概念是不同的，他們的興趣、價值與環境也是不同的。有效

的風險溝通必須考慮溝通對象價值、興趣與需求。因此，溝通訊息應要依不同價

值觀而個別擬定。 

一般民眾對於風險是使用直覺以及經驗來做決策，他們以主觀判斷來做決策

而非複雜的資料檢驗。專家依賴的是精確的證據，透過客觀的事實來一步步驗證

對於實驗的假設。因此，在巨災保險之風險溝通場合，使用對象能理解的語言來

說明也是風險溝通成敗的重要因素，以水災保險為例，專家經常提供一般民眾無

法理解的資訊而使得民眾對這個風險事件不夠瞭解。我們不能假設溝通對象都能

夠接觸或知道如何使用最新的科技。舉例來說，大多數人都無法解釋 GIS 地圖，

也非所有的人都會上網路去搜尋相關的資訊35。 

    其實，科學家並非受過專業訓練的溝通者，專家在專業領域上是箇中翹楚，

但風險溝通並非只是單向的資訊給予，而是一個人與人互動的歷程。如果和溝通

對象的對話，能夠做到「老嫗能解」，那麼風險溝通的工作就能夠進行得很順利。

因此，專家還是必須受過溝通相關的訓練後，再進行風險溝通的工作。 

三、了解民眾對巨災保險的態度與看法 

保險重視的是風險分攤，大抵而言，若透過強制投保可透過不同地區與民眾

風險聚集之後將巨災風險移轉給保險公司、共保組織、再保公司、甚至是政府部

門。不僅保費收取較為便宜，納保率也因為採強制性投保而沒有過低的問題。但

社會型強制保險逆選擇問題嚴重、減災效果不彰，不符成本效益。而商業保險僅

有高風險者願意投保，高風險資產聚集對保險公司不利，由於保險公司必須永續

經營，保費勢必偏高，在此高保險費率下，低所得者也許有投保意願但無能力投

保。因此，如何同時兼顧風險差別訂價以及高納保率對各國政府而言是一項艱鉅

的挑戰，為達成高納保率以及減少災害損失的目的，必須搭配多項配套措施讓低

所得者也能參加，並設置條款鼓勵民眾從事災前減災工程或相關措施（提供保費

減免、減災工程貸款等等），才能達到總體災害風險分散以及減災的積極效果。

但鑒於商業保險對於高風險地區的供給意願低落，出現市場失靈的現象，政府實

有必要了解民眾目前以及未來之巨災保險需求，同時進行保險成本效益評估，推

                                                 
35

 廖楷民、鄧傳忠，如何瞭解風險溝通對象─以水災備災行為為例，災害防救電子報，2012 年

04 月，第 81 期，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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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未來納保率以及穿透率
36
。 

    資訊的有效管理和溝通，是巨災保險體系得以有效運行的保障。在風險溝通

的歷程中，瞭解溝通對象如何看待風險事件，有助於決定在風險溝通時採取何種

策略、採取哪些管道來進行溝通，以及溝通的訊息該如何擬定。在進行相關的評

估時，若僅採取單一的研究方式，則可能會面臨一些研究方法上的限制，舉例來

說，量化的調查是一個有效收集資料的方法，但他們可能會受調查問題的用字遣

詞、不同的比較基礎以及文化差異造成理解不一致等因素所影響；而質性的資料

收集，例如田野觀察、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雖可以深入瞭解人們如何思考相關

的議題，但有時容易受到少數個案的影響。因此，為了能更精確的掌握事實的真

貌，應以質性與量性並重的研究方式進行，透過兩者並重的資料收集，有助於更

全面性的瞭解溝通對象，單一的研究方法容易見樹不見林，採用不同的研究分析

方法才能避免方法學產生的偏誤，也能增進相關工作的品質37。 

 

第二部分：個案研究專家會議 

科技風險溝通之全方位思考：巨災之科技風險及以保險方式作為風險管理暨風險

溝通工具之政策分析專家座談會 

會議議紀錄 

座談主題：由八仙樂園爆炸意外探討重大災害發生時保險金預付法制化之可能性 

主持人：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主辦單位：政治大學學院 

指導單位：科技部 

壹、 背景說明 

6 月 27 日晚間，八仙樂園內由玩色創意公司舉辦的「Color Play 

Asia - 彩色派對」活動，釀成塵爆意外。總受傷人數為 495 人，分別

送至 43 家醫院。傷者多達 4 成是學生，共 204 名學生及 1 名老師受傷，

                                                 
36

 呂雅萍、李珍穎，未來氣候變遷情境水災保險成本效益評估─選擇卡實驗，建立台灣綜合天然

災害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之研究，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碩士論文，2001 年。 
37呂雅萍、李珍穎，註 36，頁 5 



22 

 

外籍傷患六人，日籍、馬來西亞籍、新加坡籍、歐美人士，其他兩人尚

未確認身分；大陸地區共七人，五位香港人、兩位大陸人士。截至 104

年 7 月 31 日止，死亡已有 10 人死亡，共 489 人受傷。 

鑒於本次意外受傷人數眾多，所需醫療費用不眥，故意外發生後，

多家保險公司亦主動啟動保戶關懷機制甚或保險金預先給付機制。金管

會亦於事故發生後，請承保主辦單位及八仙樂園之二家責任保險之保險公司儘速

派員關懷受傷民眾，並協助辦理理賠事宜。另考量受傷民眾可能投保其他商業保

險，金管會於事故發生後亦請產、壽險公司應依公布受傷名單主動查報相關之投

保狀況，並積極協助民眾辦理理賠相關事宜。然囿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限制，保

險公司主動關懷時因無法取得傷者之身分證字號，致確認傷者是否為被保險人之

作業困難且欠缺效率。 

其實，於莫拉克風災後，各家保險公司亦有啟動主動關懷或保險金融通預付

機制，惟因欠缺統一標準，各家公司主動關懷之作法不一，申請保險金預付獲理

賠之程序亦不統一，致對被保險人有差別待遇之情形。鑒於重大災害發生時，保

險具有維繫社會與經濟安定之作用，建構統一之關懷與保險金預付機制，實為災

後分攤政府財政負擔，並第一時間提供受害人緊急資金所需之重要方法。 

鑒於保護關懷與保險金預付機制，乃保險業風險溝通功能之重要環節，爰舉

辦本會議，廣邀各界長官、專家學者、產業界與民間團體，就重大災害發生時保

險金預付機制法制化建構之可行性及其作法，共同研商。 

貳、 探討議題 

一、 保險金預付機制在災害風險管理與災害救助中的重要性 

二、 現行法制架構下主動關懷與保險金預付遭遇的困難為何？ 

三、 重大災害法生時保險金預付機制法制化的可行性，其可行與不可行

理由各自為何？法制化與不法制化各有何優劣？ 

四、 若施行法制化重大災害範圍如何界定？災害防救法第二條關於「災

害」的定義可否援用？ 

五、 若保險金預付機制法制化，可適用的險種為何？預付金額應否統

一？ 



23 

 

六、 若法制化有困難，則以保險金預付批註條款方式附加於傷害保險、

醫療保險、重大傷病保險等險種是否可行？ 

參、 出席專家 

一、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劉清芳處長 

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施瓊華副局長 

三、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由沙克興秘書長指派代表出席) 

四、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金億惠主任 

五、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 

六、 台灣大學社會系何明修教授 

七、 台灣大學法學院汪信君教授 

八、 東海大學法學院卓俊雄教授 

九、 輔仁大學法學院李志峰副教授 

十、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李欣輯副研究員 

十一、工商時報陳碧芬主任 

肆、 會議地點及暫定議程 

地點：台灣金融研訓院六樓(菁英聽) 

 

時間 2015 年 8月 11 日 

10.00–10.05  開幕致詞  行政院  蔡玉玲政務委員 (邀請中) 

10.05 – 10.20 引言人引言 

周桂田教授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張冠群教授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

系) 

10.20 – 11.55 議題討論 

流程:  

10.20-11.20  

第一回：與會貴賓意見分享(每人發言約 5-7 分鐘) 

1120 - 1125  

第一回：意見收攏  

1125-1155  

第二回：與會貴賓進一步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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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12.00 結語 

 

伍、會議發言紀錄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我們也發現到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各保險公司在推動的時候也遇到了一些

困難，這些困難可能包括了法令上的障礙、也包括在現實上面的保護資料取得的

不易等等的問題。但是，如果能藉著這樣的保險機制，把風險意識傳達給一般的

投保大眾，也藉著這樣的事件，我們來探討因為這樣事件發生之後，各個保險公

司對於保戶的服務的做法上並沒有很一致，等一下會和各位介紹，多數的保險公

司其實在保險金預付的方面做了相當程度的努力，所以我就想到說可不可以藉由

這樣的事件，我們來探討未來在重大災害的發生，不管是天然災害或人為災害發

生的時候，來啟動保險金預付機制，藉由這樣的保險金預付機制，能夠進一步去

提升民眾去認識保險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藉由這樣的保險金預付機制去加強保險

補充政府社會安全機制不足的功能。所以就在百忙之中邀請到各位，個人感覺到

非常的榮幸，在此代表政大法學院以及風險管理及保險學系非常感謝各位的參

與。 

首先我來介紹今天的出席貴賓。首先從右手邊開始介紹，行政院消保處劉

清芳劉處長、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施瓊華施副局長、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

會金憶惠金主任、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曹有諒曹秘書、工商時報金融理財中心

陳碧芬陳副主任、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李欣輯李副研究員、今天的引

言人之一台大國發所周惠田周老師，周老師是風險治理的專家、台大社會系也是

災難社會學的專家，何明修何教授、東海大學法學院卓俊雄卓教授也是保險法的

專家、另外也是保險法的專家台大法學院汪信君汪教授、另外也是保險法的專家

輔仁大學法學院李志峰李副教授。 

接下來我們今天進行的方式跟各位報告一下，我們先由引言人就今天的主

題大致上跟各位貴賓做一個引言，接下來就針對在討論題綱裡所列出的六個議題，

但不限於這六個議題，只要是相關的議題我們就開放自由討論。在第一輪的發言

之後，會做一個簡單的意見收攏，第二輪我們大概有二十分鐘到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再做進一步的討論、交換意見然後做成結論。另外各位報告一下，我們今天

有攝影機，我們要做一個紀錄，攝影內容只作為紀錄跟教學用途，沒有公開播放。 

首先就請台大國發所周惠田周老師幫我們就今天的主題做一個引言，周老

師有請。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 

主席張教授、在場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想張教授請我做一個引言，但是保

險是非常複雜且重要的業務，我想我懂得不多，雖然我二十年前是念銀行保險的。

我們在台灣大學社科院成立一個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張教授也非常支持我們

中心的研究，張教授今天希望我來提點有關風險的概念，風險其實在傳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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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我會從這邊的角度來談到我們現代型的風險管理。最早的保險在十八世紀的

時候是從貨運保險開始，是從機率算起，航海中的貨運在航海的過程裡會遭受到

什麼困難，就會有這種機率跟保險機制。就風險這個概念演進到當代我們會看到

不只是這種單純機率性的東西，還會衍伸到比較複雜的例如科技的風險、災害的

風險，還有非常多我們沒有辦法預測的風險。近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問題是像

科技風險，例如基因改造產品、電磁波、使用手機、使用資訊，這些風險是我們

外擴的一些風險。另外一個到現在大家今天討論的主題，就是災害的風險，或是

天然災害，像颱風或是八仙塵暴這種風險。我首先釐清一下，各位記得去年七月

底到八月初的高雄氣爆，高雄丙烯輸送管的氣爆跟這次八仙塵暴，其實是藉由科

技的風險跟災害的風險，如果我們把他定義成災害風險，可能天然災害的風險，

當然又是另一個保險範疇，例如最近很多車子被大樹壓到，有沒有保車損險類似

這樣的概念。但是我們往往在看介於科技跟災害的風險背後都有一套很複雜的系

統在運作，例如丙烯的輸送管會爆炸，這個東西牽涉到非常多的例如危險的化學

物質管線可否經過市區？有無定期的監測科技模式？而八仙塵暴的發生也是一

種科技性的風險，塵暴從一般的物理學的概念，一個倉庫很久沒打開的時候，打

開那一剎那是最危險的，所以高中物理學老師會跟你講說一打開有可能會爆炸。

那類似這些介於科技跟系統性的背後，他的因素就是非常複雜，有時候是牽涉到

社會觀念，事實上我們今天面對的是這種越來越多介於科技、人為還有天然災害

或是各種新興的物質的風險。我們傳統的保險，就我的了解，我們好像沒有辦法

每一項都跟進，我舉個例子，像美國在卡崔納颶風風災之前，其實有很多再保公

司面臨破產，他保險損失的金額過大。我們常常在談風險或風險背後的社會系統

複雜性，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過去我們的保險機制是透過機率的分擔，大

家來分散風險，可是面臨現在這種天然災害的風險，甚至這種不可預測的科技跟

天然災害混雜的風險，有時候他的損失金額是無法預測的，這是對當代的風險管

理或保險也是非常大的挑戰。所以這麼大的系統跟科技混雜的背後這種社會複雜

性，像剛剛張教授所提的，這牽涉到社會的教育與溝通問題，我們如果看待現代

文明的進程，非常多國家面對這種新的保險風險機制，會進行新的風險管理或再

保險的動作。但是我們看台灣，台灣其實在這進程裡面，有非常多各界的鼓勵，

我們有蠻多的精進，但台灣畢竟在非常多的風險管理或風險預防上會出現非常多

的問題，從過去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我們過去一直強調經濟的發展，所以我們

在很多有關風險預防及風險治理的部分很多是欠缺的，這就是牽涉到整個政府治

理的問題，還有社會治理的問題，像經濟發展的邏輯會造成整個風險管理或治理

的鬆散，林明修老師是專家。整個台灣在驅動經濟的發展，事實上是忽略了很多

應該要建立的風險管理或風險治理的機制。這時聽起來風險的管理就不只是侷限

在傳統的保險，而是擴及整個社會的風險管理，如果我們設想一下八仙塵暴這個

案子，在去年有人說也有人點菸為何沒爆炸，為何今年才爆炸，會講這樣的話其

實代表在此次八仙塵暴之前已經有人對噴粉彩是身體不舒服了，或是高雄市政府

前兩年也禁止噴粉彩，其實都有些預警式的機制在發生，甚至國外有一些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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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企業的角度來看，要進行這樣大量的活動，要做事前的風險評估，甚至告訴

民眾參與者可能會產生哪些風險，這裡面還有保險機制，這裡牽涉到一連串的我

們的社會在風險的治理及管理上是非常的鬆散。所以有人說去年八仙也有辦粉塵

活動，也有人點菸會和沒爆炸？今年才爆炸是不是今年風水不好？這就顯示整個

社會對於風險的機制還停留在傳統的很機率論的思維，台灣人常常說我不會那麼

衰，但說不會那麼衰就會剛好碰到。整個社會彌漫的就是這種比較脆弱性的風險，

這跟政府的治理也有非常大的關係。八仙塵暴事件之後，我從張教授這邊知道他

很積極想要去推動這樣一個預付金的機制，我覺得非常的好，因為這其實是整個

台灣在治理跟制度轉型上要面對的很大的問題。最後一點就要講剛剛主席有談到

的風險溝通跟預期原則，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保險機制，在推動風險預防的概念，

例如一個企業要辦大型的活動，他可能要進行風險評估跟告知民眾風險，這種觀

念是必須不斷在社會中強化的。不然我們就會常面對電磁波，有人就會說電磁波

沒那麼嚴重，剛剛好是安全值，其實他不是安全，他只是一個建議的安全值。我

們社會瀰漫的就是對風險用非常低度的預防概念在看待，甚至是沒有預防的概念。

我要講的是說，如果這樣預防性原則或預警原則能夠進到我們社會制度裡面，甚

至在民眾的觀念裡面，能夠把它建立起來，這也是台灣往文明建構的一步。這裡

面就涉及風險溝通，怎麼樣跟民眾溝通這樣類似的情況，能夠讓這樣的觀念進到

整個政治、整個社會的中心。我想尤其我們台灣現在在聯合國開發總署 2005年

就講說台灣是全球最脆弱地區之一，所以我也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無論是風災、乾

旱或是各種大型的爆炸案，例如去年的高雄氣爆，我們其實不只是天然災害非常

脆弱的地區，整個社會在觀念上也非常脆弱，這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事實，所以

有賴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很多事情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推動。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周老師，周老師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現在的社會就是一個風險的

社會，巨災發生的可能性，不管是天然巨災還是人為巨災發生的可能性變高，變

成會有大量賠付的情形，既然有大量賠付的情形，在保險方面要怎麼樣來因應，

尤其是說要啟動預付金機制的話，有大量賠款的情形是不是適合啟動預付金機制，

這是等一下第一個可以來思考的。第二個是周老師提到的預警的機制，從預警機

制來看的話，顯然政府目前的體系上可以在橫向或縱向聯繫上可以再有強化的空

間。但如果是這個 private sector，民間這邊，尤其是在保險這邊在扮演積極

的預警機制會有什麼樣的功能？例如說什麼樣的活動，由這次這樣的意外投保多

少的責任險或意外險的金額才足夠？我想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的。

謝謝周老師。 

接下來就這次八仙塵暴的意外的一些背景情形資料跟大家做一個報告。首

先跟各位報告的是保險這剛剛跟各位提過，這是，保險有補充社會安全機制的功

能，可以促進個人的經濟安定，像這次關於燒燙傷的醫療費用是所費不貲，如果

能夠啟動預付金機制，或是彈性理賠機制，讓受害者能迅速的取得一定的經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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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補償的話，多少對他個人上的經濟安定會有幫助，如果是在巨災發生的時候，

如果保險能夠做一個迅速理賠，事實上對於重建以及總體經濟能量的回覆和穩定

是有幫助的。他不僅是一個風險管理的工具，也是一個風險溝通的工具。我們從

八仙塵暴壽險公會的資料可以看到大部份的保險公司有啟動預付金的機制，不僅

是啟動預付金的機制，甚至在其他措施方面還有啟動保費緩繳機制，以及保單借

款暫緩清償的機制。如果沒有啟動預付金機制的，也有快速理賠的服務，例如理

賠相關文件後補的服務。莫拉克風災的時候其也也是這個樣子，比較一下這次蘇

迪勒颱風其實在人身方面並不算是巨災，但在財產方面算損失滿重大的。那我們

來比較莫拉克風災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各個保險公司也會啟動理賠和保全的機制，

保全的機制包括受災的當月起，三到六個月內保費緩繳機制，以及催告即停效期

間的延長，還有因為有可能在天然災害發生時保單不見，也啟動了保單補發的機

制。在理賠方面各家保險公司採取的措施大概有主動關懷的機制、彈性理賠以及

保險金預付。各家處理方式不盡相同，但是基本上在彈性給付，甚至是保險金預

付方面，各家是有在做。所以等一下可以探討的是如果把這樣的做法透過法制化

的方式或是透過其他方式，可能是定型化契約的方式、示範條款的方式，是否可

行。如果是看國外的話，國外在 hammond policy，在重大災害發生的時候，對

於 living expense 生活費預支的方面，是有採取預付機制。日本在重大天然災

害發生的時候也有，但我們查到更顯著的是日本在類似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令中，對於受害者需要長期醫療時，會啟動部分保險金預付機制。所以透過這些

背景資料，我們請各位專家可以就下列議題給我們一些指正，當然不限於這些議

題，若是相關議題，或是在推動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生哪些困難，也請各位專家給

我們做一個指導。以上簡單的引言就到這裡，謝謝各位。 

接下來我們就進行第一輪的討論，首先還是先請長官們就政策面可行性，

尤其是主管消費者保護的劉清芳劉處長，還有我們這次實際上參與處理八仙樂園

塵暴事件的施副局長，施副局長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現在處理情形也告一段落，

所以等一下也請施副局長就實務上的處理以及也請產壽險公會的代表就這次事

件實際上的業者運作及處置方式，請他們給我們做一個指導以及經驗的分享。首

先就請劉處長，謝謝。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劉清芳處長 

張教授、周引言人還有各位教授、施副局長，還有產壽險的各位先進大家

早安，首先感謝張教授招開這個會議，張教授從發先塵暴案件裡，主管機關督促

相關的保險業者立即提供主動關懷還有啟動保險金預付機制，讓受害的消費者能

立刻減輕經濟上的負擔以及感受到政府機關的關懷，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張教授

以此作為發想，希望相同這樣的機制在日後的重大災害裡也能夠適時地提供給受

害的消費者，所以招開了這次的座談會，站在消費者保護的立場，實在是非常敬

佩。就我們消費者保護的立場來說，當然如果能把主動關懷、快速理賠甚至是保

險金預付機制一致性的處理，法制化或是授權給相關業者做彈性的處理，我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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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樂觀其成。不過這個涉及到實務上的困難，在法制上有什麼需要檢討的地

方，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樂觀其成之外，也尊種我們主管機關、產壽險公會還有各

位學者專家的意見。所以我就發言到這邊，如果這中間有我可以提供見的地方，

我會適時地提供意見，謝謝。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劉處長，接下來我們請站在第一線的施副局長來給我們賜予高見，請

施副局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施瓊華副局長 

謝謝主席，主席、各位教授、在座的業者、處長，各位大家早安。今天來

參加這樣的座談，真的很感謝主席這邊面對我們這件事情，馬上想到保險業可以

做哪些事。確實在這次的八仙塵爆意外裡面，保險業很多公司都啟動了預付機制，

但是大概把這次八仙樂園塵爆事件的商業保險在處理這件事情的一個過程簡單

跟各位說明一下。剛剛其實周教授講得很清楚，其實風險的管理本身在風險預防

是很重要的。保險只是風險移轉的一個機制，而且它只是事後損失的彌補。那我

們在這整個事件裡頭看到的是，有很多風險預防的機制，在台灣其實還是不夠的，

舉個例子來說，就這次的公共意外責任險的保額，兩家保險公司總共才五千萬，

這是每一個業者可能都是在一個法令基礎下被動的投保，那在這件事件之後其實

院長有請我們研究一下整個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額的額度機制到底要怎麼樣去做

調整。那我查了一下國外的一些資料，國外類似的公共場所或者是舉辦活動，還

真的查不到是用強制規定的。但是台灣的所有的公共場所或者部分的舉辦活動，

在各縣市政府或者我們的機關裡面都是有政府要求在法定去訂類似的保險投保

機制，這個部分是台灣跟其他國家非常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說我們的民眾或者我

們的企業經營者在風險管理的意識上，對於他風險損失的分攤的這樣的一個成本

的考慮，其實放大最後的考慮點，要不然就是因為他要取得這樣的一個業務，或

者是主管機關的要求，才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動機去投保，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我們的消費者在這個部分也相對的就是說民眾本身對於這樣的一個風險管理

意識其實也不是那麼重視，因為消費者的重視其實可以帶動企業經營者好好的去

重視他對這個顧問的保險機制，另外就是最重要的還是風險預防，我覺得保險都

是其次，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看不到整個的風險管理，尤其是在事前的規劃，活

動的規劃裡面，一些針對不同屬性的一個風險做了任何的一個比較仔細的或者是

事先的要求，這是我們這次覺得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參加了這個行政院幾次的

會議之後，我深刻感受到這次因為受災的人數相當多，我們大概統計了一下，大

概傷者的人數是四百九十八人，那真正有保險的四百八十八人，包括他的人壽保

險，額度大小不一，顯示說我們商業保險這塊，在整個社會的氛圍的討論裡面是

最沒有爭議的，因為這一塊是不管是企業經營者或者是來自於他個人的投保，都

是自己付出的對價，所以在整個社會氛圍討論裡面這個正當性絕對是因為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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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自己風險意識管理得到的一個補償。所以保險公司在實際事情發生的當天，

其實不管壽險公司或產險公司都已經很多人跑到第一線去找他自己的客戶，希望

能夠盡快的找到客戶然後能夠幫客戶做一些事情，那我們統計了一下，在這個八

仙塵爆事件裡面，除了公共意外責任險的五千萬之外，其實來自於商業保險的理

賠金額的估計，目前大概可以估計得出來，就傷者的部分的醫療，這個部分是個

人保險加上學生保險，大概有五億五的理賠金，可能會付出去，那另外就是有十

位已經死亡，這十位的學生保險加上個人保險的金額，是四千兩百六十幾萬元，

那就代表說其實商業保險來自於自發性的一個機制，他的速度會比其他任何的救

助方式都來的沒爭議而且快速，這個是我們一直認為如果你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去彌補損失應該是一個很有效而且很好的一個方式，那在這次的事件裡面，我要

提到的是預付金的啟動其實要來自於幾個要件，第一個就是事故明確，那我們知

道這次的事件其實事故事非常明確的，第二個就是事故本身的受災者的資料取得

也要容易，才能夠很快速，像這次的受災戶的部分，其實保險公司一開始去找客

戶的時候是到各醫院去找，然後大概只有名字或者是消防局公布的名單，很多公

司其實動員了很多人，公會有統計，就各保險公司動員出去的人數很龐大，可是

最後都取得名字，在我們的通報裡面就列出一大堆同名的，再慢慢去釐清，那直

到我們參加行政院會之後透過院會有關八仙的這樣的小組，我才提出來說是不是

能夠以公共利益的方式，請新北市政府的協助還有教育部的協助才取得名單，可

是這個過程非常的艱辛，第一個，雖然在這個會議裡面做的決定，可是落實到經

辦的時候，是非常害怕的，因為要給保險公司名單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

一再確認，最後是經管會行文之後，經管會扛起公共利益的責任，透過我們的公

文，然後特別對於個資法的解釋去保護，也做個確認之後才取得名單，那教育部

那邊也是同樣的情形，所以預付機制的啟動條件就是事故明確，還有名單要明確

之外，還有我們這次的事情跟過去不太一樣，過去其實有一些是事故本身死亡比

較快，像之前蘇花公路整部遊覽車就下去了，或者是飛機掉下來有名單，那飛機

其實名單是很明確，這樣的話尤其是死亡的部分，根本不用預付，保險公司很快

支票就開出來了，只要他受益人非常明確，其實在保險公司這一塊，這幾年來其

實我們機制運作的非常順暢，就是重大災害緊急通報機制，那公會會透過主管機

關跟其他的主管機關的合作取得明確的資料之後，各保險公司就會很快就去落實，

那我們這次的困難點還在於因為是燒燙傷，然後是醫療，就會涉及到各個醫療保

險的每個商品的不同到底要怎麼樣去付，那燒燙傷面積的大小在一團混亂之中，

怎麼去估計，怎麼去找到客戶，所以在這整個過程裡面，我覺得預付機制的啟動

是需要其他機關的配合，也有很大的難度，尤其是燒燙傷面積的確認，所以我們

剛開始用檢傷機制，消防局會用檢傷，大概幾級的有多少人，再去對應名單，慢

慢才跟客戶聯絡上，但是這次發生的意外，一個比較困難的事情就是因為人員很

多，結果或許本來保戶可以從醫院拿到單據可是因為這次啟動了健保代墊機制，

所以所有的單據中歸零，醫院開不出一張收據，因為都沒有付錢，這一個部份現

在在跟新北市政府聯繫，昨天開過會確認由新北市政府因為他的代墊額度健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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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把所有的燒燙傷自行負擔的部分交給新北市政府，那我們再跟新北市政府正式

行文過去，請他協助把他取得的代墊額度跟金額，還有整條明細提供給主管機關，

提供給經管會，再由經管會確認這個傷者是哪一家保險公司的，我們再把這個單

據裡面的醫療細節提供給保險公司做及時的理賠，大概只能用這種方式。預付機

制本身，如果要去預付的話，大概也至少要能夠做到，確認傷勢，確認他未來可

能要面臨的醫療然後能夠在他的理賠額度裡面做一定比例的先付這個機制，但是

像這次這麼大範圍的而且有很多到目前為止可能都還在加護病房，那大概很多公

司他最高限額能夠賠掉的都已經處理了，所以壽險本身死亡大概就不需要預付機

制，只要確認死亡保險公司就理賠，那會有產生預付機制大概就是醫療險，醫療

險會有這樣的問題，那另外一個就是，如果是要從重大傷害談起的話那可能就是，

產險裡面像風災那大概確認損失的部分有沒有可能有一些配合的類似先給的一

部分的預付金或者是像地震險裡面有臨時住宿費用等等，或許這個部分如果未來

業者可以討論出一套的預付機制，我覺得我們主管機關也是樂觀其成，可是因為

這整個過程裡面有很多的細節，所以這些細節如何克服，有時候不是商業保險公

司他能夠主動的達到機制，其實中間要花很多工夫是在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中間

的協調，透過這樣的協調才能夠讓我們的傷害保險公司能夠取得家屬的信賴取得

相關主管機關的信賴才能夠往前去推動一步，所以在整個事件裡面，大家其實都

很有力，尤其是八仙塵爆，我們看到每一個單位都很努力在做這件事情，感受最

深的是覺得其實保額真的不夠，保額真的不夠，透過自己自發性的機制去解決問

題的一個觀念其實是不足的，我們常常要仰賴政府，所以事情就是政府是把第二

預備金拿出來，我想這個都不是一個正確的一開始的方法，我們希望像這次商業

保險裡面最不會被爭議的部分，如果未來能夠在整個責任保險的額度跟實際上跟

他的風險的等級還有人數的多寡再去調整他的保額的話，可能在未來這樣的一個

重大災害的時候才能夠真正的發揮他應有的功能，那我大概第一次發言到這裡，

先就一個背景跟各位說明一下。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劉清芳處長 

因為這個施副局長提到這個消費場所的公共意外責任險部分，在這次事件

發生以後，我們有去了解二十二個縣市政府對於這個消費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的相關規定，發現絕大部分的縣市政府在他的消保自治條例也都有強制消費場

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但是不是全部，所以我們這一次也基於這個理由，消保

法雖然剛剛才在今年的六月十九號才公告實行，但是我們也馬上著手再次的增修

第十條之二，希望把消費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法制化，就立法在消保法立了

根，但是對於公共意外責任險的應保投保的種類範圍跟最低保險金額等等，還是

授權由主管機關來公告，所以至少政府機關消保處這邊已經體會到消費場所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的重要性，在消保法裡面立了一個根，謝謝。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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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劉處長的補充，那接下來我們就也是請這個站在第一線兩個公會代

表。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金憶惠主任 

主持人各位長官各位先進各位學者專家，以下是壽險公會代表發言，那我

想剛剛劉處長、施副局長和主持人，其實都一再強調保險機制的重要性，那就這

一次的八仙氣爆事件來講，以往面對一些重大的一些災變事故，其實公會大概都

有一套標準的作業流程，甚至我們公會本身有訂了一個所謂的重大災損公報作業

要點跟因應法定傳染病的應變措施方案，那這個可能他的情況不太一樣，但是裡

面的內容至少就理賠的這一塊，大概主動關懷跟預付機制，都有孕含在裡面，所

以在每一次包括說，這一次的颱風事件，事實上來講大概我們都是照原來的一個

SOP去做啟動，那就以這一次八仙氣爆事件來講，其實第一時間因為他發生的是

在假日，事實上來講有的公司是在當天就已經有人員，包括去現場或者去醫療院

所去做一些探訪的工作，那其實一到第二天禮拜天其實，公司又開始跟工會要名

單，就像剛剛施副局長講的，其實這個名單來講，以我們壽險公會來講，我們也

有一個保險的通報作業系統，大概在目前除了年輕保險以外，所有的資料我們都

有，但是就是差在這些傷者我們沒有他的 ID資料，公會去索了這些用名單去索，

結果索出來一大堆同名同性，甚至同名同性裡面還同年份，有時候我們可以去看

說他是不是同一個年齡或者是說他的居住地址我們用 ID去判斷，但是事實上用

這樣的條件篩選下來還是有同名同姓的，就變成說，我們在通知業者的時候，就

會有一點猶豫，我們還是把資料提供給業者，請業者派人去訪視，常常這樣子的

一個情況，在事故剛發生的時候，其實家屬是處於一個比較慌亂的狀態，那保險

公司希望能夠主動快速的理賠，但是在傷者不確定的情況下，其實保險公司常常

就有一種沒有辦法施力的感覺，那搭配後來在主管機關大力的協助下也透過新北

市政府衛生局提供了一個初步的 ID資料去做一些後續的理賠，包括說現在在因

為目前是以傷者為主包括他的所謂燒燙傷保險金實支實付跟日額的保險金，那我

們也在跟主管機關這邊協調之下，我們大概責成業者會用一個以他該事的住院事

故比如說實支實付就是以理賠金額的上限，或者是說日額的部分，因為他目前還

在住院中，其實每一天都少錢的話，可以去截止到某一個時間點，先行理賠，但

是另外一個情況就是，我們業者碰到，我們派了很多的同仁去做訪視，就像剛剛

施副局長有指示我這邊大概目前以各公司因為他可能有投保兩家以上大概以保

戶人次來講大概是一千零六十二位，那我們派出去訪視我們以人次來看的話，大

概超過一千四百人次，所以有可能是一位保戶他大概投保兩家以上，大概兩家以

上的公司都會派人去跟這個保戶或者家屬做接觸，但是碰到的一個情況是因為事

故剛發生，家屬全副的心思是擺在怎麼樣去讓他的家屬能夠過的最妥適的救治，

這個時候保險可能不是他最主要的考量，當然有可能是說因為他住院的時候可能

需要一筆請佣人金額，但是在這次事件發生了以後其實在新北市政府跟健保署這

邊已經把部分應該有家屬，應該講說由被保險的自行負擔的費用先行墊付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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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這個部分在保險公司要給付保險金額的時候，碰到滿多家屬的反應是說我現

在不需要這一筆錢，等傷者的傷事比較穩定甚至是不幸往生的可能等他的一些後

事辦到一個段落以後再來處理有關保險的事情，當然我們也還是希望說，我們也

跟這一些家屬保持聯絡，如果在任何時候有保險需要的時候，都會有聯絡的方式，

包括各公司有指定的聯絡窗口甚至必要時可以打到公會這邊來，我們去協調這些

相關的一些做法，當回到今天這個議題來講，所謂的預付保險金的機制，其實在

我們目前的實務上，以保險公司來講，保險似乎發生了以後，其實保險公司就應

該依約來理賠，但是如果以這一次八仙事故來講的話，在預付的機制下可能會遇

到的問題，第一個這一個是預付的條件成不成就，因為如果說是以剛剛提到的一

個所謂的災害事故，可能以災害防救法第二條，事實上他就是把一些天然跟非天

然可能是人為的一些重大災害列出來但是在這樣子的情況可能會產生一個情況

是重大的災害社會關注的情況下，大家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災害，要讓這一些傷者

或者是罹難者獲得最快速的理賠，但是相對的來講可能有一些類似的事故，我們

舉個例子，例如說車禍，也有人每天可能因為車禍不幸往生，到底這個車禍的情

況，可能我們說一個大的車禍，先前在蘇花公路，車子掉下去，死了不少人，我

認定他是重大災害事故，要啟動快速理賠，但是在一般的車禍事故的時候會不會

有家屬說那邊在那一個車禍事故可以啟動快速理賠，但是在我這邊你要再去提供

一些相關的一些理賠資料來去做一些必要的查證等等。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金憶惠主任 

主持人、各位長官、各位先進、各位學者專家，以下是壽險公會代表發言。

我想剛剛劉處長、施副局長或是主持人其實都一再強調保險機制的重要性。就以

這次八仙氣爆事件來講，其實以往來講面對一些重大的災變事故來講，公會大概

都有一套標準的作業流程。那甚至我們公會本身有訂一個重大災損通報要點，跟

所謂的一個因應法定傳染病的應變措施方案。那這個可能他的情況不太一樣，但

是他的裡面的內容，至少就理賠的這一塊，大概所謂的主動關懷跟所謂的預付機

制都有蘊含在裡面。所以在每一次包括說這次的颱風事件，那事實上來講大概我

們都是照原來的一個 SOP去做啟動。那就以這次八仙的氣爆事件來講，其實第一

時間因為他發生在假日，事實上來講其實有的公司是在當天就已經有人員包括去

現場或是去醫療院所去做一些探訪的動作。那其實一到第二天禮拜天，公司就開

始跟公會要名單。就像剛施副局長講的，其實這個名單以我們壽險來講，我們有

一個保險的通報作業系統，那大概在目前除了年金保險以外所有資料我們都有。

但是就差在一個說這些傷者我們沒有他的 ID資料，那公會也用名單去搜索，結

果索出來一大堆同名同姓，甚至同名同姓裡面還有同年份的。有時候我們可以去

看說他是不是同一個年齡，或者是說他的居住地址我們用 ID去判斷。但是事實

上用這樣的條件篩選下來，還是有同名同姓，就變成說我們在通知業者的時候就

會有一點猶豫。我們還是把資料提供給業者，請業者派員去訪視，但是常常這樣

子的情況在事故剛發生的時候其實家屬是處於一個比較慌亂的狀態。那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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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夠主動、快速的理賠，但在傷者不確定的情況下，其實保險公司常常就有

一種沒有辦法施力的感覺。那當然後來在主管機關大力的協助下，也透過新北市

政府衛生局提供了一個初步的 ID資料來去做一些後續的理賠，現在因為這個目

前是以傷者為主，包括說他的所謂燒燙傷保險金、實支實付跟日額的保險金。我

們也在跟主關機關這邊的協調下，我們也責成業者會用一個以他該次的事故，比

如說實支實付就是以他理賠金額的上限，或者是說日額的部分。因為他目前還在

住院中，其實每一天多少錢的話，可以去截止到某一個時間點先行理賠。那但是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我們業者也碰到，我們派了很多的同仁去做訪視，結果就像剛

施副局長有指示，我們這邊大概目前的話以各公司因為他可能有投保兩家以上，

大概以保戶人次來講，大概是 1062位。那我們派出去訪視，我們以人次來看的

話，大概超過 1400 人次。所以有可能是一位保戶大概如果他投保兩家以上，大

概兩家以上的公司都會派人去跟這個保戶或者家屬做接觸。但是碰到的情況是因

為事故剛發生，家屬全部的心思都是擺在怎麼樣去讓他的家屬能夠獲得最妥適的

救治，這個時候保險可能不是他最主要的考量。當然有可能是說因為在他住院的

時候可能需要一筆急用的金額，但是在這次事件發生了以後其實在新北市政府跟

健保署這邊已經把部分應該由家屬，應該講說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的費用先行代

付。所以在這個部分，在保險公司要給付保險金額的時候，碰到滿多家屬的反應

是說我現在不需要這筆錢，那可能是等這個傷者的傷勢比較穩定，甚或說不幸往

生的，可能等他的後事半到一個段落以後，再來處理有關保險的事情。那當然我

們也還是希望說我們也跟這些家屬保持聯絡，如果在這個時候有保險需要的時候，

都會有聯絡的方式，包括各公司有指定的聯絡窗口，甚至必要時可以打到公會這

邊來我們去協調這些相關的做法。那當然回到今天這個議題來講，所謂的預付保

險金的機制，其實在我們目前的實務上，以保險公司來講，保險事故發生了以後，

其實保險公司就應該依約來理賠。但是在如果以這次發現事故來講的話，其實在

預付的機制下可能會碰到的問題一個就是說，第一個這個預付的條件成不成就。

因為如果說是以這邊剛剛提到一個所謂的災害事故，可能以災害防救法第二條，

事實上他就是把一些天然跟非天然，就是人為的一些重大災害他就把它羅列出來。

但是在這樣子的情況，可能會產生重大的災害社會關注的情況下，大家認為這是

一個重大災害，要讓這些傷者或者是罹難者獲得最快速的理賠。但是相對來講可

能有一些類似的事故，我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車禍，也有人每天可能都會因為車

禍不幸往生。到底這個車禍的情況，可能我們說一個大的情況，先前在蘇花公路

車子掉下去死了不少人，我們認定他是重大災害事故，要啟動快速理賠。但是在

一般車禍事故的時候會不會有家屬說，在那個車禍事故可以啟動快速理賠，但是

在我這邊你要我再去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來去做一些必要的查證等等，那這個災

害事故的定義到底是怎麼樣？那第二個，對象。對象來講的話當然在剛剛有講到

就是涉及到個資的取得，我們要去確認是不是公司的保戶，那另外的話有一個是

受益人的問題。那剛剛施副局長有提到，這次其實大部分都是以傷者為主，但是

如果說是死者的話，因為他的保險契約如果有指定具體的受益人沒有問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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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到這個家屬。但是如果他指定的是法定繼承人怎麼辦，那就會變成說保險公

司因為法定繼承人理論上他要賠給全體的適格法定繼承人，這個時候也會有一個

受益人本身要去查證說他本身是不是屬於適格的問題。那另外來講的話就是，在

醫療保險的部分因為我們目前的條款的部分，其實都有規定說他有一定的條件，

就是作為給付的條件，也會有一些相關的給付文件。但是在實務上來講可能會有

少數的特殊情況，就是這一個被保險人，當然他可能不是因為除外責任或其他所

謂不賠的事由所導致的。但如果說這個契約本身可能還有一些爭議存在，或者是

說他這個受傷的情況可能到最後的話，不管是說殘廢也好、或醫療也好，或者是

賠不到那麼多，但是先賠下去了以後，這個部分如果說要追回的時候，追回的話

可能保險公司在執行上作法可能要比較細膩一點。要不然的話可能會引發社會上

的一些不必要的責難。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在這種實務上的一些理賠作法，預付

的機制我想我們會前有徵詢過同業的意見，基本上我們也是樂觀其成。但是在一

些可能在實際作業上需要釐清的問題，我們希望說能夠再做一個比較細膩的討論。

當然這個部分可能不是在今天的場合，可能是未來如果說形成一個政策的走向的

話，那我想我們會配合保局這邊去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討論。那要把它做一個比較，

不管未來是用所謂的商品的批註條款，甚或是用同業的自律機制，甚或是主管機

關的法令作法等等，我想這個部分應該都是不排除的可能方案，那這個部分可能

需要再做進一步的討論。那以上大概我先就壽險這邊的情況先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謝謝。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金主任。接下來是不是請產險的曹秘書。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曹有諒秘書 

各位大家好。當然今天從產險業的實務面就所列出來的議題做一些經驗分

享。當然第一個假如說保險金預付機制能法制化當然對災害風險管理跟災害救助

當然是很重要。那接下來就是說針對在現在法制架構下的主動關懷，會遭遇的困

難。大家知道保險公司當然受制於個資法的問題，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就蒐集到

保護或者受害人、第三人的資料。那我們都知道必須透過主管機關的官方管道來

索取，這是一個困難。另外就是說在現行架構下，保險金的預付，我們從產險來

講，第一個責任險的部分根據保險法第 94 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還沒有賠付前

保險金不得給付被保險人。第二項規定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賠償責任未確定前，

當然包括和解內容尚未確定，就是說責任範圍還沒有確定，第三人也沒有辦法向

保險公司直接請求賠償，這是責任險的部分。那就傷害險的部分當然主要是理賠

的給付對象、給付的內容、方式都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確定。那傷者傷害的程度，

或者他必須要住院多久都很難在第一時間確定。那像實支實付型的醫療附約很難

即時在第一時間取得醫療費用的收據。另外事實上就是說我們知道常因為受傷者

呈現昏迷或插管，那他的家屬到底誰有權索賠或受理賠款？或家屬之中他沒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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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授權，他要來要申請理賠那這個保險人比較難給付，那這個經常產生爭議。另

外就是說我們進一步來講保險金預付機制法制化的可行性跟他的優點，當然能夠

保險金預付訂定一個專法他能夠壽險，當然可能可以排除個資法障礙。第二個就

是說重大災害發生的時候，其實我們都知道保險公司也希望盡快賠付，但是常常

受制於保險的相關法規，像保險業招攬核保理賠辦法的相關規定，還有保險公司

內部理賠程序的一些規定，向內部控制處理制度或程序，在理賠程序上都有一個

的限制。還有就是說在第一時間點理賠對象、比例、方式都沒辦法立即確定的情

況下是很困難。那當然我們希望透過訂定專法能夠讓法律來制定，例如這個事件

發生地的縣市政府為統籌受理賠款的單位，在如其事後協調、分配保險金給受害

者或家屬，這樣子會使得使特定人有法定的受理賠款的權利，而且賦予保險人在

給付時的正當性，這樣才可以迅速達到保險金預付的目的，而不是暫付。這個暫

付的話就是說，將來根據保險的行政法規，還要索取其他的理賠文件歸檔來符合

法令，符合主管機管理賠程序的要求。第二個就是說保險金預付機制法制化不可

行跟他的缺點，當然是說我們如果是保險公司必須個別預付保險金的話，那當然

因為責任還沒釐清確定、傷害程度也沒確定、應該給付給誰也不確定，那溢付保

險金的情況可能會有，那部分短付可能會不公平的情況。第二種情形就是如果說

保險金全額一次給付給某個對象，譬如說我們剛剛講依法法定指定的縣市政府專

戶，由他統籌來分配的話，那當然可能會有保險人過度給付的風險，那這樣就保

險公司角度來看，對於購買相同保險的其他保戶，事後可能需要因為這樣子調漲

保費、分擔保險金，可能會有不公平的情況。在就是第三個問題，就是說施行法

制化，重要的這種災害範圍，我們認為說災害防救法第二條關於災害的定義是可

以沿用。如果預付保險金法制化作業，重大災害的範圍我們可以建議界定在依據

中央災害中心應變作業要點第八點規定，他有詳列有關震災、海嘯、火災、爆炸、

水災、空氣、油料、輸電線路災害、土石流災害、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礦災等他都有規定。大概就是說估計在十到十五人以上的傷

亡、失蹤，而且災害嚴重持續擴大蔓延中，依據規定就達到這個所謂的重大災害，

就前面的內容應該可以作為重大災害界定範圍的參考依據。第四個，有關保險金

預付機制法制化可適用的險種，那預付金額是否應為統一？我們這邊的看法就是

說保險金額預付機制法制化可適用的險種我們認為說前面所接的這個災害所揭

的這個包含傷害險、醫療險或重大燒燙險等這類險種，就是說沒有涉及第三人，

以及沒有事後需要依責任來認定作為賠付依據的險種為宜。那法制化的這個預付

金額建議就應就不同的類型可以做統一規定，譬如殘廢可以以殘廢等級表所認定

的該級應給付額度的百分之五十先給付，第二個就是說日額給付型的可以每次先

給付幾個月為主，那實支實付型的建議就是醫院或者健保署依該專法不需要經被

保險人同意的情況下提供他支付醫療費用的明細，供保險人作為預付金額的依據。

那最後一點就是說，法制化的困難的話，是否可以以保險金額預付批註條款的方

式附加於這些相關保險險種是否可行。我們看法首先，其實保險公司每次在發生

重大災情的時候，其實都願意迅速理賠。只是礙於賠付的對象在認定上有障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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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存在，沒有辦法即時賠付。而且保險公司在沒有相關的事證作為理賠的依據

的情況下，客觀上是沒有辦法任意賠付的，否則賠付以後可能沒有獲得再保攤回。

所以保險金假如預付這個法制化的話，能夠完善規劃並加以法制化，當然賠案給

付就完備沒有瑕疵，譬如說我們不至於遭到主管機關的質疑。那如果法制化有困

難，只是以保險金額預付條款的方式附加於保單上，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條款只是

拘束契約雙方當事人的民事效力，沒有辦法達到法定預付的這種效果。因為他只

能算是暫付，就是說事後我們還是需要追究跟裡算實際支付，如果短付的話是後

可以再給付補差額，如果溢付的話這個在情理上恐怕很難追回。那這會造成保險

公司可能給付過當的損失，那另外行政主管事後的金融檢查恐怕也會遭受到行政

裁罰。所以我們是把實務界的一些小問題反映出來。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曹秘書就食物的問題跟我們做的指導，其實也提出了非常多在實際執

行面非常多寶貴的建議。那接下來是不是請工商時報的陳副主任就您媒體人，您

長期對保險業的一個觀察給我們惠賜高見，謝謝。 

 

工商時報金融理財新聞中心陳碧芬副主任 

主席、各位前輩大家好。我覺得可能大家對今天我的參與可能期待的方向

不太一樣。因為這上面講的這些議題，因為基本上是非常的專業，那以我們大眾

媒體在看這樣的一個議題的時候，其實我完全同意剛剛副局長講的，基本上有很

多認定的問題，或是媒體能夠做的事情應該不是在這個部分。所以我覺得今天我

想講的，就剛剛各位提出來的幾個部分，我覺得可以強化的第一個就是其實我們

的商業保險非常好，我們的服務也很好，重點是被保險人知不知道他的權益。那

剛剛副局長提到就是說他們會在第一時間說我其實不太需要這個錢，因為那不是

我的 first priority。那你就要告訴他說你有這個權益，就是權益的保留其實

是重要的。所以這個才會是我們剛剛說法制化上面需要再強化的。那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更加強、強化商業保險，保險公司願意提出來給消費者，然後消費者本身，

其實這就是我們剛剛主席說的，你的政府治理是不是有風險概念。那我們因為是

財經媒體，所以我們一直認為企業在成本上面永遠在忽略風險這件事情。所以為

什麼我們台灣的企業，你知道，就覺得永遠可以賣最便宜的東西，永遠可以做最

好的什麼。所以我覺得大眾媒體本身現在要做的事情其實要不斷的強化風險這件

事情，包括政府治理的成本、企業的成本、家庭的成本跟個人的成本。我覺得這

件事情我覺得我今天參與這個會議我最想講的部分。另外有很多部分大家有提到

個資法，第一個時間找不到這些人，那我們有資料庫什麼。我剛剛就一直在看我

們今天參與的一些年輕人，我看大家在討論這麼嚴肅的問題的時候他們在幹麻。

他們都全部在上網、在手機。我們其實根本個資法擋不了在這種 Facebook上的

任何人。就是你要找任何人的資料，你其實在科技工具就是最好的方式。所以我

覺得保險公司其實事實上就應該建立一個巨量分析的一個，用現在科技工具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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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的客戶。誰在討論這個事情？那大部分大家都看到大眾媒體都在討論八仙事

件很多人的故事，這個其實都是一些 data collection。再加上你進去 Facebook

去大量搜尋，像譬如說這兩天的風災，我家斷水斷電兩三天，是靠什麼？就靠手

機跟手機的電，去看 Facebook上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大部份的人都是從這個

地方去傳資料進來。所以這個其實用現在科技已經處理掉大部份的個資問題。那

可是這不是說你有事情的時候再做，這些他是前置的動作很重要。比如說大部份

的商業保險公司的 agent，他跟他的客戶之間的互動真的不要只是平常打電話，

或是說你應該把這個網絡跟你們這個通訊處的網絡去做 Facebook連結或是 line

的連結，這種社群很多。你可以在同一個時間，就是事先去建這種我們叫科技工

具的溝通。其實大部份的傳播媒體現在碰到的問題是什麼，就是你的訊息永遠來

不及這些科技工具的快速。那當然他一定有它的障礙或他的風險就是你不知道真

假，所以這就是大眾媒體還能夠生存的唯一的好處，因為他的徵信跟他的可信度

還是存在的。所以我自己在媒體，自己本身也是做科技創新，我一直認為傳統的

跟新的東西是要並存的。不管今天預付制度是不是要法制化或是大家都有談到的

一些困難，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風險這件事情要在台灣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

有的政策、所有的事情都要去變成一種成本。謝謝。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陳副主任。聽到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風險意識到底是怎麼樣。那其

實不只是企業要有風險意識、個人要有風險意識、家庭要有風險意識，那甚至業

者這邊事實上面對大量賠款因應的機制，像剛剛陳副主任提到巨量資料分析，平

常客戶網絡的建立等等、資料庫的建立等等。我想這是非常寶貴的意見，非常非

常的感謝。好那接下來是不是請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中心李副研究員，就您個

人的專長和研究就這次問題的看法跟我們做一個分享，謝謝。 

 

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李欣輯副研究員 

主席還有與會的學者們大家好，其實我們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比較偏重災害

的處理。包括現在本來是我們中心主任要來開這個會，但現在中心還在進行救災，

烏來、三峽都還在受困，我們比較多是偏向實際災害面向所看到的問題，主席剛

一開始提到說保險金預付機制是在我們國內災害管理所相關的注意識非常有的。

大家都知道其實國內風險管理非常十分保守，大部分都是風險治療，所有的狀況

都是自己出錢、自己出力，剛施副局長提到風險轉移，其實這個機制比例非常低，

不到 5%，所有災害都是發生後國家自己出錢，包括是如果想辦法透過轉移這個

經費上是個的問題，所以民間的保險能大力的資助、提供，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剛提到兩個部分，一個是人身保險和產業保險，其實國內在人身保險相對來講投

保率比較高大概 98-99%都是個人的這個保險，但在產業保險相對來講就非常的

弱，那地震保險，可能地震住宅保險強制力雖然是附括在保險法有個條文規定，

但大概只到三成的比賽，更何況是風災土石流其他災害 10%以下。所以我們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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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險部分，其實相對來講，如果要做預付機制的操作，其實受益人就非常非常

的少，但相對來說可能也比較容易通過，就產物保險怎麼樣去操作，國內來講是

很大的問題。換個角度在人身保險部分，我覺得實現率比較高，國內在人身保險

其實政府，應該說政府做災害救助部分，政府公部門最早是社會救助法 25到 27

條，有說針對低、中低收入還有災害危難者提供金費的援助、糧食補助等等，但

沒有明確金額的制定金額，一直到 2000年災害防治法通過之後其 48條有規定，

相關補助標準跟金額和縣市政府統一，之後大概就有個標準一個人失蹤 20萬、

死亡 20 萬、重傷 10萬，甚至你的搬遷救助房子不能住了，一個人 2 萬最多五口

10萬，政府能做的救是這個部分，所以意思是說政府在於相關的救助來講法令

規定是非常少的，所以商業保險進來是有比較大的幫助。另外一個，剛才曹秘書

有提到一個重點，包括是重大災害的界定方法跟災害防救法第 2 條，這個跟我們

的關係就比較大，其實目前根據災害防救法第二條規定所有的災害定義和專有名

詞基本上都羅列在內，如果沒有羅列在內也有第 2條第 6款其他災害依據各主關

機關來作執行操作，是可以引用的，所以災害的定義跟專有名詞解釋沒有問題，

但問題在於說，重大災害的範圍如何界定，是比較大的問題，因為預付機制要啟

動總要要個確定的範圍，如果沒有達到那個範圍怎麼啟動，後續的問題還不用談，

前面機制沒有達到這個沒有辦法操作，目前是這樣其實曹秘書有說到依據災害防

救法第 3條和第 2 條所訂定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要點其實針對一個問題，第

3條講到所有災害都有主管機關，像風、震、火、爆就是內政部，水、旱、油、

氣、礦災就是經濟部等等，每一個部會都執行自己的權責範圍，譬如說爆災一定

就是內政部處理，那甚麼情況下他沒辦法處理完或是地方政府沒辦法處理完，中

央要協助處理，就有些規定，包括爆災 15 人死亡以上，達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的一個標準，各部會要進駐了，已不是單單一個地方消防局、內政部可以處

理需要跨部會處理，他成立一個這樣的災害防制，交通事故也是一樣 15人以上，

毒化災 10人以上或相關範圍超過 1平方公里以上這種標準界定是提供一個可以

操作的原則，至少說一定單一部沒辦法解決的，災害防救法第 3條一定沒辦法因

應的，所以設置跨部會 COC來協助因應，或許這可以討論，但其實這只是參考依

據，原因是因為不見得符合所有的保險理賠集中機制，像風災開設標準只要海上

警告發布就開設 COC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但不見得有災害或損失，所以基本上在後

續操作上需要比較小心一點，但至少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另一個回答上面的

問題，之前提到很多個資的問題，不管是在高雄氣爆、復興墜機、八仙塵爆，都

有面臨一樣的問題，其實在中央專資會也在檢討 open data的問題，有些重要的

資料在災害期間，緊急階段依據不同程度、不同時序，開放不同資料，其實這個

已經在行政院內部討論，那或許在個資的部分，其實我覺得大家面對同樣的狀況，

在立法層面，在相關修法後會有比較好的操作。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李副研究員給我們相當具體的政策上的建議，接下來周老師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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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補充。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 

我們簡單講一下，剛剛其實聽到各位先進的發言，現在問題分為大概兩大

面向，就是說一般我們的理解各位先進剛提到非常多保險理賠機制的問題聽起來

國內滿健全的，但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剛媒體朋友提到的確是非常的重要，台

灣在風險意識、溝通這個部分可能需要，所以我剛就在發想因為這牽涉到人民的

權利跟人民的身家安全，這是一個發想啦，金管會是不是能夠來做個樣的企劃，

兩個部分，一個部份是說若一個企業舉辦類似大型活動沒有進行這樣的機制以後

銀行授信點數就不到，這牽涉企業社會責任，類似這樣的概念，因為這可能是說

是要強迫那個，剛您有提到去查美國相關的都不是強制保險，那為什麼我國企業

要去強制，我猜可能是美國的私人保險部分非常發達，而且他們私人保險理賠可

能會牽涉到企業的方面有其他相關法令機制，所以他們不用強制，台灣的企業可

能這個部分還不習慣所以還是要被強制，所以可能透過 CSR機制如果沒有達到類

似相關的風險評估、溝通或是保險的那個他可能銀行授信這個部分。第二部分，

我覺得我們學界可以貢獻的，可能另外一個可能不是像保險、風險、保險理賠機

制那麼細部的，我們學界可以來做的可能是來談剛剛媒體來談這種風險社會、風

險溝通、意識，當然這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事實上牽涉到的確是我剛剛講的是說，

像明修兄也一直在談，台灣的整個環境的問題，也就是說台灣如果這個預防性的

機制觀念沒有進去，很多時候事情發生了，事後再去彌補其實都太慢了，所以我

看八仙塵爆這個事情，高雄氣爆這個事情，如果我們已經有很多預防機制，今天

李教授沒來他一直在談複合性災難的統合演練。如果這個部份我們都做好，如果

八仙塵爆我們有很多預防性機制跟社會企業責任應該做得這個評估跟各種投保

的方式跟告訴參與者在現場不能怎樣，其實那些年輕人不會傷的那麼痛苦，這個

是非常痛苦，幾十度的百分之己的灼傷，的確也獲得一些金錢的理賠但心靈上的

創傷是非常的嚴重，我覺得如果整個社會，所以我是提供一個概念，我們學界可

以盡量針對風險社會、溝通現在我們學界常在談，現在台灣常在講風險溝通，我

們政府機關常常就是說風險溝通就是教育民眾所以我們辦幾場研討會座談會就

是教育民眾，這種風險溝通模式是不夠的，這裡面有另外一套我們在談的東西，

如果是說該推這樣的風險溝通的概念是可以延伸的，幫助整個台灣預防、溝通或

是說互動這樣也能夠慢慢等整個社會水平拉高他會要求企業，和剛媒體朋友講的，

這時候會降低政府壓力，因為現在面臨非常多複合性災難，這個部分可能要很多

大家來配合。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周教授，接下來是不是請台大何明修何教授來給我們。 

 

台灣大學社會系何明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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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主席各位先進，可能和各位抱歉，其實我十一點半要到中研院開會，

所以我待會講完就先走，我自己是念社會學所以對保險是外行，所以今天聽各位

講也收穫很多，我想我就從我們對社會學的回應，第一個從這個題目，其實昨天

看到題目天然巨災我看得很害怕，什麼是巨災，我看到文獻是 Maga Catastrophe

死 1000 人，算起來台灣上一次是 921，其實剛聽大家講說不管是保險公司或防

災法所規定甚麼是巨災沒有一定，其實我覺得我們也要承認一點，其實很多時後

透過媒體放大，不該放大被放大，我舉個例子，在美國每年因為氣候關係死最多

得大家想到的颶風龍捲風森林火災，因為在電視上看起來都很可能，但事實上是

都市熱浪，就是熱死的，在台灣這種熱帶國家很難想像怎麼會熱死，在美國很多

獨居老人不敢外出，治安不好，外面有人敲門不敢應門、慢性病，一個人就死掉，

都市熱浪死最多，但就不會引起注意，有時候社會的認知 acception，其實有時

候會扭曲我們，不管在業者或政府單位，一旦面臨社會苛責你怎麼不做甚麼事，

有時候就變成沒有原則，我覺得我們也必須要承認這點，那我自己來談我從災害

社會學書看到的是第一個就是，我們可能一開始主持人問題設定是風險預估，不

過這個地方我真的不熟，不過我等一下談談我對風險的看法，不過我會覺得其實

就是災害的 mitigation 準備之上或減災的準備之上，其實這幾十年來有很重要

的改變，因為戰後典範一開始談的是基礎建設，因為災難一開始的應變就是戰爭

中如何減少平民傷亡，所以就是基礎建設，後來慢慢一個轉向就是社會制度建立，

那我想就是說保險是其中一塊，包括我們政府官僚專責機構，還有一些平時的訓

練，其實這是在這個脈絡之下，那其實既有的文獻我看到是說，在很多跨國研究

看到的是說，我們怎麼去因應譬如說同樣是災難導致的受傷或受害人數的減少，

其實有很多社會因素跨國資料，第一個是這個國家是不是有能力，第二個這個國

家是不是民主，很多時候不民主差別在哪，因為不民主沒有可苛責性，我說什麼

可以不理你，第三個還有一個大家很容易忽略的社會平等，因為一個國家社會投

入防災或減災，其實是一個公共財投資，如果這個問題變成私人財，我待會就要

談保險其實就是私人財，商業保險，如果不是一個公共財，我是有錢人房子一定

不會租在洪水地區，我一定會躲用各式各樣的方式躲，如果我可以透過私人財的

方式滿足，我就不願意納稅然後政府做很多防災，因為我用不到，這和有錢人送

小孩到私立學校，我就會想說為什麼我們國家要有公立學校，這是一樣的，所以

一個社會越不平等的時候，帶來的災害就越多，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會變成是說，

我們現在要談災難制度的建議，剛聽施副局長獎還是金主任講，不到 500人受害

有 1000 張保單，感覺大家很有風險意識，但我站在社會學角度，第一個我個人

經驗，現在有房子車子小孩，我太常和我的保險業務員連絡，我們和先進國家比

起來我們一人有多少保單的速度還不夠，還有很多進步空間，但我會覺得商業保

險基本上是基於個人責任意識，這會有很多應用起來會有很多的問題，我自己舉

個例子，譬如說我在台大如果要帶學生校外教學參觀，學校規定一定要投保，這

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我要怎麼和學生講，好因為我們要去哪裡拜訪甚麼團體，

所以你一定要保個保險，因為很簡單出了事學校不能擔保，我也不能擔保，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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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自己負，把個人責任化，有時候感覺好像解決問題很容易，就是我們現在環境

就是不好，所以出了事你自己負責，有些事情我也覺得合理。就是說你要去看電

影、要去八仙水上樂園，這些你的門票裡面就 cover一些業者所要支付的保金，

這也合理，但這個原則也不能無限擴大，就好像我們這個社會，因為剛提到防災

減災是公共財，如果我們都用商業保險來 cover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大。另外，

我要提的就是說，剛才也有提到就是說我想家屬我是家屬現在我也談不下去，沒

有心情，其實我看到反而有一個問題，因為災難有很多種，如果是八仙還沒有說

大規模社區被摧毀居民要安置的問題，很多就是中南部的家屬來台北或是跑去別

的地方，其實家屬也是要很現實的要慰問金，很簡單就是說跑來台北照顧小孩住

哪裡，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隨時拿出這個錢，我倒覺得談保險是比較其次，我今天

也學習到很多原來我們保險公司有那麼多主動關懷預付機制，但我覺得重要的是

我們政府在幹嘛，有沒有慰問金，這涉及到責任問題，我覺得如果比較八仙和去

年的高雄氣爆，我是覺得非常有趣，今天好像沒有看到高雄和新北市政府，我的

了解是這樣，像在高雄市處理那個氣爆，把李長榮臭罵一頓，可是私底下叫李長

榮先付，高雄市政府做代位求償，但我看新北市在處理八仙很奇怪，譬如說萬海

捐了一億，副市長就說不屑不收，我覺得這就很奇怪，你應該理論上叫他先付，

因為接下來你還有責任問題，代位求償，我都不太知道他在搞什麼，高雄市其實

死了 32 人，滿多人受傷，其實我覺得規模是滿大的，我覺得反而是保險機制在

開始預付或處理之前政府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簡單的觀察，謝謝大家。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好謝謝何教授幫我們提出更上位的問題，接下來我們是這個就保險的觀點，

先請那個東海大學的卓俊雄卓教授，有請謝謝。 

 

東海大學法學院卓俊雄教授 

主持人、會先進，其實我看到這個議題 我就一直再想，今天比較具體談到

八仙樂園重大災害，事實上有關於保險的功能剛才我們主持人講得非常多了，它

有一定的一個穩定社會的功能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因此的話我對於主持

人所提到這個預付的概念非常認同，這個機制在台灣並不是沒有過，不管是保險

契或是法律條文也好，或多或少都有相關的概念。例如人壽保險契約生前給付條

款，雖然案件不多，但也是有一個機制在，像是被保險人可以運用這個條款，在

一個重大事件發生時，也可以透過這個向保險公司申請所謂的預付。另外在責任

保險也有相關條文，例如說當責任範圍確定時，受害人也可以直接向保險公司請

求給付，或多或少都有類似功能。不過今天主持人所要談到的不太一樣，主持人

所談到的是一個比較大的架構，是希望說當一個特定的重大災害發生的時候，保

險公司可以善盡他的契約責任，我們還是定位在契約責任而不是社會責任，也不

是比較道德層面的。畢竟是商業保險。所以我猜主持人的真意應該是指保險人在

契約責任的範圍架構下，能夠盡全力做到哪裡，我想才是主持人的苦心所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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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保險金預付，剛有提到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在國外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機制，基

本上來講，如果我們要做保險金預付機制，那相關的細節會非常的多，我想我就

簡單發言一下。 

重大災害保險金預付機制法制化，我把它分成三個議題來提供意見作為參

考，第一個就是重大災害，關於這個我想剛才災害防治中心的代表就有提到， 

災害防治法所提到的重大災害跟主持人所提到的重大災害，我想概念應該

是不一樣的，我在猜主持人的意思，因為有關於所謂的重大災害應該是有關於受

災人數或是受損金額，還是說我們這裡談到的是說當保險的單或是保險金額的各

方面來做考量。那災害種類的話，保險公司所承保事故種類應該是大於天然災害，

例如說可能有重大災害，不一樣限於天然，是不是人為也包含在內。第二個就是

有關於預付金，顧名思義就是在保險公司在責任或是金額或是受害人並沒有很確

定，像這次塵暴事件一樣 那這個預付金的範圍 是不是有包含了損害防阻費用，

這些都是非常細部的細節，都是未來如果真的要做預付金，希望可再做一個釐清。

因為這裡會涉及到如果責任不清，剛剛有講到代位權的問題，金額的話會影響到

保險公司的權益，以及日後再保範圍等等都還是要討論。那受害人問題，例如說

這次的話，八仙樂園跟主辦單位分別投保兩家保險公司公共意外險，投保金額不

高就五千萬，如果說他保五百億，這時候預付金範圍要怎麼給付，就產生一些問

題。還有就說要做預付金的話要賦予保險公司合法去取得資料，否則保險公司透

過各種管道打聽取得個人資料會不會有ㄧ些問題， 

這些都必須要考量，至於是否要法制化，我個人認為涉及到剛才講到很多

問題 大概可以分成幾點，例如說只是建立一個查詢系統或是通報系統，那保險

公司在特定事件可以利用這些機制，例如說主管機關宣布這屬於重大災害時，保

險公司就可以向其他主管機關例如說消防局或是醫院或是其他機關去查詢，這個

才是我想很重要的，因為保險公司自己去，打聽的話，我真的覺得很厲害，竟然

醫院可以給你們名單，我真的覺得很厲害，這是第一個啦，第二個就是給付條件

範圍，因為保險公司不同規模不同屬性，如果要做統一標準，是不是現階段用條

款方式來做會比較適合。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卓老師給的具體建立以及點出現行的困難，那接下來請台大汪信君教

授。 

 

台灣大學法學院汪信君教授 

大家好，從我個人經驗分享一下，這幾年來地震保險基金也做滿多類似事

情，也遇到一些挫折，預付機制本身有三個主要障礙。第一個是被保險人和受益

人判斷，就是找不到這個人。第二個是承保範圍，每個險種範圍不同，很難決定，

還有因果關係判斷，拿風災舉例，到底是酒醉跌倒還是風災跌倒，會有判斷上困

難。第三個就是理賠數額，給付等級應該是多少很難決定。這三個就是預付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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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三個困難。針對這三個，在解決方法上怎麼去看，主席一開始就有臚列出幾

個。第一個，其實會發現險種不同特性就不同，不能用同一標準來看，尤其是責

任保險最頭痛，會啟動到到底是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義務還是契約上賠償義務，這

個部分其實在很多經驗裡，以前像是健保代位，找強制車險最好代位找其他車險

責任險就不好代位，都是卡在關於責任分擔，所以責任保險要做預付機制會有困

難，其他來講就相對簡單，就限制來看，地震保險和強制汽車責任險的發展，可

以看出一些脈絡。像地震保險，一兩年來討論很多重點，尤其是重大震災發生，

可能連被保險人是誰都不確定，但是可以發現一個預付要執行時，最大困難就是

被保險人和受益人不確定，向受益人萬一是法定繼承人，就會造成尋找上障礙。

另外像數額不確定剛才已經提過，另外一個比較麻煩就是保險公司這個時候她要

給可以給，但是給完之後萬一給錯，要是要請求返還又找不到受益人，就造成一

些實務執行上業者的困難。那強制車險部分的話，主席也知道，在強制車險關於

給付認定如何一致性，那再來剛才提到說現行做法上如何去延伸它?我們就發現

天然災害裡面其實在地震保險有災害防治應變中心跟那個災害防治法做結合，會

有一個運作單位附屬在下面，像類似名單取得困難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用一種形

式，像八仙或其他重大事故，在送到醫院時，有沒有辦法透過公私協力方式取得

被害家屬同意或是勾選簽署同意書讓其他相關單位去幫她查有沒有其他商業保

險可以獲得援助，做法是可行的，尤其是取得受害人同意，其實隱私權部分困難

會少一點，再來就是關於剛才提到是不是適合立法化或成文化，我覺得說標準化

過程會有一些疑慮，標準要怎麼設定，比較擔心就是標準化之後變成每家都做同

一樣事情，大家把它當作只要做到這裡就好，可是就可以發現說沒有標準化之前

各家公司有不同好壞 這之間就可以讓消費者去比較或是企業在形象宣導上，其

實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標準化不一定適合，只是說這個標準化要怎樣去看，最好是

有一個作業標準只是這個標準是最低標準，他們可以有更好的出來，所以更一步

看從保險業監理角度來看 這時候跟企業形象有關係還有跟內稽內控有關係，我

們怎樣去透過主管機關去規定重大災害處理的這個要點，這個會在內稽內控顯示

出來，今天假設一個發生重大災害這家保險公司怎樣去處理他，是否有相關優惠

措施，在監理部分會比較好有一個著力點。最後一個談到一個比較跟這個議題有

點脫節但事實上有點相關，這幾年來做氣候變遷部分，就會發現商業保險部分其

實功能很大，像八仙這次案件，但是其實有很多弱勢族群沒法透過商業保險來轉

嫁風險，其實才是最慘，這個部份其實已經跳脫這個部分，目前的想法在氣候變

遷裡面，可能還是要透過危險保險來做這些事情會比較好，大致上就是這幾個。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汪教授，那接下來請第一輪最後一個好酒沉甕底李志峰教授。 

 

輔仁大學法學院李志峰副教授 

主持人大家好，最後一個發言大家都講完了，我還是分享一下自己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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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保險金預付像剛才汪教授講的有很多不確定性，因為事實上要保險業依循

契約責任做保險金給，前提在契約上要有責任，但是在一個重大災害各種情況都

不確定，如何要做預付，在本質上就有問題存在。再從保險分類來看，不看所謂

財產保險和責任保險，我們從第一人保險和第三人保險來看，第三人保險又更困

難，因為被保險人是一個應該要負責任而去投保的人可是真正受到損害是第三人，

這中間關係到底怎樣，如何去預付，像這次八仙問題，如果很確定的去當然可以，

但如果不確定情況之下，怎麼付，可是實際上很好玩，在實務上曾經有看到很像

保險金預付但不是預付。曾經有看到責任險有預付剛才像何老師講的慰問金，他

在保單的條款裡面就明文規定，我個人看過教師責任險和我記得是好像是現在承

保中小學以下的公共意外責任險裡面也有慰問金，這個施副局長有參與，所以他

也很了解，所以在所謂的保險契約責任的預付在各種狀況不確定之下，如果真的

要對於所謂重大災害急難比如說要讓保險發揮功能，如果從本質上保險給付責任

要去做的話我覺得問題會滿大的，或許可以創設一種預付金慰問金這種制度其實

會有預付功能也不會有後續追回來問題，我付了你五萬那最後損失只有一萬那要

追回四萬怎麼追，可以看到媒體都會說保險要收費就收付了錢又要收回去，有些

媒體不查證，對保險業者形象也不好， 才會像剛才曹秘書跟金主任說的，怎麼

代位，給付了怎麼要回來，在實務操作會有很大問題。 

再來就是如果要預付法制化，我個人覺得其實還有待考驗，並不是想立就

可以立，比較從法律觀點來講，保險金預付在情況不確定情況下，要預付會牽涉

到人民權利變更，不論是依照憲法 23或是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都是要用法律

來訂立，可是又必須通過憲法比例原則考驗，再這種狀態下是不是能通過有待檢

驗跟論述。第三個前面講到個人資料問題，個人觀察實際問題，我認為今天會遇

到問題其實是修法部會聯繫沒有很好，很老實講現在保險業遇到最大問題就是要

取得受益人被保險人個人資料牽涉到個人資料保護法，主管機關是誰 法務部對

不對，但是個人資料老實講如果在社會上最大範圍最有可能碰到是金融業，不知

道法務部當初在修法有沒有積極邀集金管會或是金融業參加，我們看到個資法修

了之後我們保險業為了回應個資法，所以 177條之 1也修了，但是現在個資法聽

說又要修了，但是我們 177條還沒修，所以有關個人資料取得部分，事實上部會

修法時聯繫要好，能夠一次解決在一個法律最好，如果能夠在個資法考量到保險

這個問題的話，事實上個人資料取得尤其像涉及公益或是當事人同意，事實上在

個資法都是可以解決，所以這是在法治修正上面產生的一個問題。那最後一個面

向我要提出，剛才各位講比較上位概念，什麼台灣社會上風險意識不高，我個人

觀察一個滿重要的點是政府沒有帶頭，不是說宣傳不力，像美國，其實大部分法

律不會規定要買多少公共意外險，人家有風險意識，政府機關你看有沒有風險意

識，很多情況是政府機關帶頭去買保險，比如說像法院，最常需要用到保險是哪

個機構，法院執行處，因為怕算錯執行錯發生法律責任，但是像這樣保險發達嗎?

明顯需要就在那裡明顯需要就在那裡，事實上政府各部會各級機關有沒有這需要，

像是負責到執行機關就有需要，像是地政處，負責土地登記怕把人家弄錯，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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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個新聞一個地政處科員因為登記錯人家土地導致土地被賣了，後來被追國家

賠償之後國家來跟他要，要了之後賠償好像幾千萬上億，連他整個退休金賠掉都

來不及。那這個是不是可以透過保險，如果政府帶頭這麼做，事實上可以提升企

業風險意識風險移轉工具的使用，以上是我第一次發言。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李教授，跟各位抱歉因為大家發言非常踴躍，我時間有點沒有控制好，

不過整理一下，剛剛大家的發言，我想其實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重點，第一，我

們風險意識的問題，風險意識的問題不管是從公部門或私部門方面，可能都有全

面提升的必要性。第二，關於責任的部分，責任是一種風險，可是未來有沒有可

能做強制性? 強制性在責任保險有沒有可能做預付機制? 或是在做強制責任保

險的時候，對於公共意外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是針對活動的內容、參與的人數、

活動的性質做一個最低投保金額的要求，做一個差異化的規定，這有沒有一個可

能性? 第三，另外是關於醫療，或是醫療傷害的部分，這個部分保險金預付機制

方面，大家這方面比較沒有爭議，比較有問題的可能是說他的執行面是什麼?那

到底是要用法制化還是用條款? 不管是法制化或是條款，剛剛汪教授有提到說，

這是標準化的問題，是不是反而造成限制競爭的效益? 法制化的好處就是說也許

可以去突破限額法的限制，譬如說突破責任保險的限制，去突破個資法第 20條

的限制，什麼是公共利益、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等等。 

那如果說不法制化，要條款化到什麼程度，才能夠不至於發生限制競爭的

效力?但是又能夠把預付機制制度化，我想這個是我剛剛整理大家的發言，我個

人所 catch 到的三個重點。接下來我們是不是開放自由發言，有沒有哪一位貴賓

對於剛剛的重點或議題還要進行補充發言的，我想大概再利用約10分鐘的時間，

自由發言，最後我再做結論。 

 

工商時報金融理財新聞中心陳碧芬副主任 

我覺得媒體還真的需要做一些責任，剛剛所提及結論的部分，我有做一個

小小的廣告，其實剛剛所有學者，包括金管會提到的幾個重點，我覺得媒體真的

需要扮演這個角色，那我覺得工商時報就是有一個版面，就是讓學者專家可以去

提倡、倡導，我覺得如果我門今天的會議，可以做一個小的結論，在場每個人都

有責任去做風險意識的倡導，在台灣的社會，大家可以做很多，不管從任何角度，

真的不是辦辦宣傳會就好了，其實我參加過幾次黑客松的活動，他是用年輕人用

科技的想法去解決一些問題，他們自己就會提出一個簡單的想法，我怎麼樣在第

一時間之內，用科技、PTT或是用技術一個解決方式，去通知所有可能發生事情

的人接收到訊息。今天廣告一下，第一個若學者、前輩願意寫一些文章，議題倡

導，工商時報是有這樣的版面，那每篇都在 1300 到 1500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

能夠一直講一直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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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陳副主任，我想不管是大家的角色是什麼，我想每個人有能力的話，

在風險溝通上都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謝謝工商時報提供這樣的平台。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施瓊華副局長 

有關風險意識的部分，我們上次查資料的時侯，其實國外為什麼不需強制，

其實有幾個問題，就是說國外其實他們在安全教育的部分做得很徹底，也就是說

很多像美國、德國，他們做任何事情很重視標準的流程，那我們其實不太重視。

還有就是從小的教育開始，很多人沒有風險意識的觀念，這個其實是最大的問題。

他們為什麼任何的場所或活動很重視去買這樣的保險，主要是如果受到求償的話，

他的企業很可能面臨破產，所以他們有很高的風險觀念，認為說我辦任何一個活

動，如果我這個場所常常會面臨高額的求償，所以她就會主動去投保。但台灣不

是，我的成本能夠最小化，我的利潤最大化，所以很多甚至在跟保險公司投保的

時候，他會用各種方式來降低他的保費，譬如說他在買的時候，他就會買的很低，

其實總金額是不夠的，大家都有一種心態這個事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那為什麼

要把這個錢交給保險公司? 包括我們之前在推，政府是不是帶頭的問題，今天李

鴻源教授沒來，他當初在倡導「完工土木保險」，其實同樣的觀念，政府要不要

為他已經完成的道路橋梁，甚至公共設施去投保，但是我們政府預算就不願意拿

出這筆錢，他是認為說這個東西到時候動支第二預備金就好，所以整個觀念的轉

變，除了要從小時候教育起，你等到他長大了以後，其實他的慣性都已經存在了，

一兩場的宣導會，其實只是讓他意識到要做什麼，但過兩天他可能就忘記了。但

若是行為的養成，從小學教育就要讓他落實遵循很多安全管控措施，列為他必要

的檢視條件，他覺得我要做任何事情，我先把該有的步驟做好，他就可以真的去

執行他應該有的事情，這樣應該不見得保險要發揮功能，可能在損害預防的部分，

早就已經做到了。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曹有諒秘書 

其實我們談到風險意識，那要從公的方面和私的方全面來提升，其實我覺

得像辦這個大型活動，他們都應該當要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我是覺得在損害預

防上，其實主管機關在審核他的活動，做無險評估。當然另外我們產險公司，當

然也有很多缺失，損害預防上沒有個知識，所以我是覺得這個也需要加強，事情

的損害防阻，如果我是政府主管機關，或是私的保險公司，都要做一些改進。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觀念，所以剛剛施副局長提的，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OECD 其實 2003 年的時候是處於一個系統性風險，現在台灣看起來在這個

部分做起來非常弱，一旦我們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時候，我們無論是個人或是整個

社會，或是整個政府，那個承受的能量能耐都非常的弱。我提供一個發想，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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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常講現在面對的是複合性災難，這種災難其實不只是一個八仙塵爆而已，

有可能是颱風，有可能是任何東西，造成複合性災難，這樣的一個觀念怎麼去推

廣，無論是政府部門或是保險公會，我剛剛有一個發想，譬如說剛剛施副局長特

別提到說，台灣的企業生產模型就是成本最小化利潤極大化，把很多東西都拿掉，

這是台灣企業一直不能 upgrade的意識形態，那政府部門譬如說剛剛又可提到李

教授的完工土木工程保險，類似這樣的概念，是不是有沒有辦法在八仙塵爆，或

許是金管局應該出面。像高雄氣爆事件發生以後，我們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在

第 100天出了一本書來檢討高雄氣爆，我們今年滿一周年我們在上禮拜六也辦了

一場會議，要讓台灣社會去反思這個事情的嚴重性，因為他的規模性沒有很大。

那八仙塵爆我的觀察，這件事發生以後，好像是除了善後的理賠和緊急救難機制，

整個社會沒有反省。也許我們剛剛講，如果整個社會之前就有很多預防性的機制，

包括保險意識，包括各種活動現場請的小弟是臨時請來噴槍，這根本是荒謬。如

果這些預防性機制，整個社會都有，事實上不會發生這麼大的災難。我的意思是

說，這個部分是政府部門像金管會，可以來做。我也是建議保險公會，也可以從

私部門的角度來發想，如果整個社會對保險預防概念還有企業的社會責任越高的

時候，社會越安穩。否則我們就會面臨保不完，風險個人化，媒體當然稍微報導

一下，整個社會又陷於恐慌，我們台灣十多年來一直在做這樣的循環。我們學界

我們中心一直努力在做，包括媒體，也希望跟媒體合作，但是當然這都不是辦幾

個座談會放在媒體版面，沒有效的，現在年輕人都不看這個，這個東西要大家一

起努力。 

 

政治大學法學院暨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張冠群教授 

謝謝所有老師給我們的指教，我想這個非常上位的發想，不管是從政府方

面怎麼樣來推動整個企業風險的意識，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的建構。另外在私部門

方面，要怎麼樣去做風險意識的提升，我想這都是非常重要。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簡單的把今天的各位的一個高見我們作一個結論。第一、在風險意識的建立

上面，我想政府部門的一個整合，我們現在雖然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他可能是

一個整合的機制，但那是風險已經要來的時候，那怎麼樣在預防的層面，也有一

個整合的機制，我想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災難的發生時候，怎麼樣來

做迅速的處理，就分成公部門和私部門兩個層次，剛剛各位先進已經給我們非常

多的指導，尤其是在風險的預防方面，私部門方面，其實我自己去參觀過某一非

常大的產險公司，有一個教育訓練中心，裡面有各種的防災和救災的設備其實都

有，怎麼樣能夠把這樣一個模式能夠更擴大到各個層面上，因為火災保險的話，

畢竟只針對建築物，要怎樣把這樣的機制，更能夠擴大到像這樣具有風險性的活

動上面，或者擴及到一般的個人或是家庭，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第三、關於保險

的金額方面，我想對風險意識的建立是有關係的，到底是有風險意識再加上事件

預防的機制，再加上後端的保險，這就構成幾個非常大的防護網。一開始先預防

機制就已經是做了適度的風險減輕措施，在風險發生之前，在購買足額保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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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發生之後，會達到一個比較好的效果。最後，關於保險金預付機制方面，透

過今天討論，我們建立了一個這樣的思考方向，當然細節方面還是需要很多次的

討論，但是我們建立了一個這樣的方向之後，我想不管是我們的主管機關可以朝

這個方向來推動，關於怎樣做一個統一的機制，我想實務界可以做這樣的思考，

研究單位也歡迎，或是學界，給我們非常多的建議，我們能夠更加把這樣子的機

制建構，朝這個方向來努力，把一些細節方面在做思考，把會遇到的困難要如何

突破方面，我想都可以來做一個後續的思考。 

以上大概是我們今天討論的收穫和成果，今天不好意思，我時間沒有控制

好，時間超過一點，各位一定餓了，在這裡跟各位抱歉，也僅代表政大法學院和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非常感謝各位長官、先進、學者專家的參與，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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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

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有嚴重

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V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V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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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

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

性），如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請簡述可能損及之相關程度（以

500 字為限） 

 

(1) 學術成就方面，本研究首先提出以商業保險機制作為風險溝工具之

模式，在巨災風險下，風險溝通，猶可透過公私協力方式完成。 

(2) 於技術創新方面，本研究就風險溝通之模式與保險作為風險溝通工

具之具體作法提出建言。 

(3) 於社會影響方面，本研究針對八仙塵暴配合研究主題召開專家會

議，內容已提供相關部會作為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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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目的 

國際經濟法學會(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為全球最

大國際經濟法研究學術組織，每二年舉行雙年會，各地分會亦每二年

舉辦區域性年會。本年度年會共發表二十六餘篇文章，領域涵蓋國際

經濟法各面向，包括國際貿易法、國際組織、國際投資法、國際智財

法及國際金融法。本報告出國人員文章經審稿通過，於國際金融法場

次發表，並與與會者進行交流，期藉國際會議之參與，與與會者進行

學術對話，並掌握國際經濟法研究之最新趨勢與脈動。 

貳、 出國過程 

一、 日程與活動一覽表 

日期 地點 活動 

102年 7月 19日 台北─峇里島 出發、抵達 

102年 7月 20日 峇里島 Sofitel 第一日會議 

102年 7月 21日 峇里島 Sofitel 第二日會議，發表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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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7月 22日 峇里島─台北 回程、抵達台北 

 

二、 會議過程 

國際經濟法學會(ＳＩＥＬ)為全球最大國際經濟法研究學術組

織，其由從事國際經濟法研究之學術界與實務界人士組成，目的在促

進國際經濟法領域學術研究、教學乃至法律實務之交流。該組織有北

美洲、歐洲、南美洲、亞洲及大洋洲等分會，其中北美、歐與亞洲分

會為最具規模者。亞洲分會每兩年舉行一次年會，2015年度為第四

次，與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及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聯合舉辦，本次大會主席東京大學

Nakagawa Junji教授，為期二日。會議共分八個場次，首日為開幕

式與主題演講、ＷＴＯ爭端解決專題研討、貿易理論、地區特殊議題

與智慧財產權等場次，第二日則為多層治理系統與投資法理、多層治

理系統與金融法理、跨領域專題年專題報告等場次。本次大會共有八

十多篇投稿，共僅入選二十六篇論文，報告人之論文亦為其中一篇，

被安排於第二日之「特殊領域議題」(Sector specific issues)發表。 

第一日開幕式後，第一場為以ＷＴＯ理論為主題之研討會，主題

為：Theoretical and development dimensions。由Mitsuo Matsushita教授

主持，發表人包含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Lisa Toohey教授、國際經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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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執行副主席Colin B. Picker教授與新加坡管理大學Pasha L. Hsieh 

教授。主要討論主題有三：(1) Eastphalia, Asian Regionalism and 

Trade Architecture (2) IEL Fragmentation by Legal Culture 及

(3) Assessing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in Trade Agreements 。 

第二場為國際合作與協調，由Bryan Mercurio教授主持，東京大

學 Junji Nakagawa 教授發表 Regulatory Cooperation through 

Mega-FTAs: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台灣羅昌發大法官發

表FTAs within a Mega-FTA – Desirability and Proper Schemes 

for Mutually Supportive Coordination，Andrew D.Mitchell教授

發表Deepening integration v protecting regulatory autonomy: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regulatory 

barriers，清華大學彭心儀教授發表Establishing a “Regional 

Privacy Standard” across APEC Economies? — The Soft Law 

Approach to Regulatory Harmonization and its Limits。本場次

聚焦於區域性的合作與自由貿易協定的利弊。 

第三場為「投資與服務業貿易相關議題」，由Julien Chaisse教

授主持，台灣大學林彩瑜教授發表Limiting the Review of Trade 

Matters in Investment Chapter of FTAs，早稻田大學 Yuka Fuku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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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發表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Asia and Protec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印度國家法學院Prapanpong Khumon 博

士發表 Rules of Origin in Services in Asia-Pacific Trade 

Agreements，新加坡國立大學Tsung-Ling Lee博士發表A Brave New 

Legal Order: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through 

Polycentric Regimes本場聚焦於國際投資法重要議題，尤其是投資

風險與投資人保護與投資爭端決與國際勞動法等問題。 

第四場為電子商務、競爭法及爭端解決相關議題。由Dukgeun Ahn

教授擔任主持人，蘇黎世大學Rolf H. Weber 教授發表 Digital 

Trade and E-Commerce: Highlights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in Light of i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印

度國立大學法學院Dai Tamada教授發表Possibility to Regulate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und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奧克蘭大學Joanna Jemielniak 及Laura Nielsen共同發表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pute Resolution in Asia-Pacific and 

Beyond: Towards a World Economic Court?主題聚焦於墊子商務的

跨國界問題與國際競爭發之發展趨勢。 

第二日第一場為「智慧財產權與國際環境法」。由東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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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gawa Junji 教 授 主 持 ， Bryan Mercurio 教 授  發 表 The 

Proliferation of Patent Linkage through Free Trade Agreements: 

Soon to be the norm in Asia-Pacific? Sherzod Shadikhodjaev

教授 發表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A Closer Look at Litigation Cases。本場次聚焦於智慧財產權與

自由貿易協定的交錯研究與國際能源法治之訴訟案例研究。 

第二場為「各國特殊問題研究」。主持人為國際經際法學會副會

長Colin B. Picker教授。由報告人西南政法大學王衡授發表Chinese 

New Approach to Regionalism: A Perspective of China’s FTAs 

with Australia and Korea，哈佛大學Yueh-Ping (Alex) Yang博士

發表Does WTO Support the “One-Country-Two-Zone” System? A 

Study of Potential WTO Issues for the Financial Progressive 

Liberalization and Experiments in Pilot Free Trade Zones，澳

洲 Brett Williams博士  發表 Challenges for Timor-Leste in 

Acceding to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本場次主要探討中

韓FTA，一國兩區之下的國際金融法與東協國家間之自由貿易問題。 

第三場次則為「特殊領域問題」。由新加坡管理大學Pasha Hsieh

教授主持，首爾大學Jaemin Lee教授發表Time to Check Benea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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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of the Iceberg? - National Economic Emergency, Bank 

Bailouts and the SCM Agreement，Riza Noer Arfani教授發表

Regional Trade Patterns and Trends in Value Addition: Value 

Chains Governance of Japan and ASEAN-4 Automotive and 

Electronics Sectors，政治大學張冠群 發表Shoul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Regulating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diverge from those of Banks – A Critical Analysis on the 2013 

Policy Measures and Methodolog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本場次主要在探討國際金

融法相關議題。包含銀行風險與保險業之風險。因金融機構風險直接

影響消費者權利，消費者對此些風險有「知」權利，政府應善盡風險

教育與溝通的義務。張教授論文中強調：系統性重要保險公司與系統

性重要銀行之間理機制有所不同。銀行之風險尤其流動性風險較無法

預期，受國際影響亦較深。但，保險業本身因業務關係，有長期之風

險分散與再保險機制，且其與其他資本市場之連結性強部不若銀行，

IAIS參採銀行標準建構知系統性重要銀行之認定監理基準，並不恰當。

張教授針對IAIS知指引採取強烈批判立場，獲與會來賓認同。 

第四場為跨領域問題研究。由新南威爾斯大學Lisa Toohey教授

主持。Rostam J. Neuwirth 教授與Alexandr Svetlicinii教授發表



8 

 

The Regulation of Trade and Public Health in Asia-Pacific: A 

Case for ‘Inter-Regime Regulatory Co-opetition’ ，政治大學

楊培侃教授發表Tobacco Control Issues in the Era of Trade 

Regionalis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Public Health，

Moch Najib Imanullah發表Farmer’s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聚焦於監理合作及國民健康與農業與貿易法間之交錯。 

最末，本次會議於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時閉幕。 

參、 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 心得 

 1. 台灣為東亞法學研究之重鎮之一，藉此國際會議提升台灣法

學研究之能見度。藉與亞洲各國法律學者之交流，使台灣法學研究除

本土化外，亦增加國際化之視野。 

 2. 本人為法學院歷來首位參與此一盛會者。藉參與此一亞洲法

學研究之最大盛會，提升國立政治大學之於亞洲乃至世界之能見度。

另，藉研討會英語論文之發表及日後之出版，得增加本校英語論文之

總數。本論文有機會收錄於大會出版之專書，對本校研究成果增色頗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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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就個人而言，藉參與本會議與研究亞洲財經法規之學者進行

學術對談，更精準掌握亞洲財經法規發展之動態及認識之深度。又藉

參與本會議與研究亞洲財經法律之學者建立相當程度互動，以歷來日

進一步學術交流，並發展團隊研究之可能性。 

二、 建議事項 

1. 台灣法學院眾多，又居亞洲法律尤其繼受法研究之鰲首，學者宜藉

此類國際會議之參與，增進國際能見度，並以國際會議為交流之平台，

使台灣關於東亞法學之研究，得與時俱進，並持續立於領先。  

2. 台灣部份法學院有條件承辦此類巨型國際學術會議，此類國際會

議非但對台灣法學研究新紀元之展開有其助益，亦使台灣法學研究與

亞洲接軌，達成法學研究全球化之目標。另，與會之國際學者，亦將

會為台灣帶來附加之經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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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議照片 

                                                          
 

張冠群教授發表論文 

 

                                                    
 

張冠群教授接受提問與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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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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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出國成果報告書（格式） 

計畫編號1
  執行單位2

  

出國人員 張冠群 出國日期 102 年 7 月 15 

日至 102  年 

7 月 19 日，共    

5 日 

出國地點3
 韓國 出國經費4

 法學院出席國際會議

補助 

報告內容摘要(請以 200 字～300 字說明) 

國際經濟法學會(SIEL)為全球最大國際經濟法研究學術組織，其亞洲分會

(AIELN)為亞洲區國際經濟法研究之重點機構，每年舉行年會。本年度年會共發

表二十篇文章，領域涵蓋國際經濟法各面向，包括國際貿易法、國際組織、國際

投資法、國際智財法及國際金融法。本報告出國人員文章經審稿通過，於國際金

融法場次發表，並與與會者進行交流，獲益匪淺。 

 

       （本文5） 

詳見出國報告書 

建議事項參採情形 出國人建議 單位主管覆核 

建議 

採行 

建議 

研議 

同意立

即採行 

納入 

研議 
不採行 

1.增加國際會議參與 V     

2.舉辦大型國際會議  V    

3.      

                                                 
1
 單位出國案如有 1 案以上，計畫編號請以頂大計畫辦公室核給之單位計畫編號 + 「-XX（單

位自編 2 位數出國案序號）」型式為之。如僅有 1 案，則以頂大計畫單位編號為之即可。 
2
 執行單位係指頂大計畫單位編號對應之單位。 

3
 出國地點請寫前往之國家之大學、機關組織或會議名稱。 

4
 出國經費指的是實際核銷金額，單位以元計。 

5
 頁數不限，但應含「目的」、「過程」、「心得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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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                             

出國人姓名 

（2 人以上，以 1 人為代表） 
職稱 服務單位 

  張冠群              副教授   政治大學法學院             

出國類別 

考察 進修 研究 實習  

□Ｖ其他  國際會議                   （例如國際會議、國際比賽、業務接洽等） 

出國期間：１０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１０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報告繳交日期： １０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出國人員

自我檢核 

計畫主辦機

關審核 
審      核      項      目 

   □Ｖ  

□Ｖ  

□Ｖ  

□Ｖ  

□Ｖ  

 

 

 

 

 

 

 

 

 

 

 

 

 

 

    

    

 

 

 

 

 

 

 

 

 

 

 

 

 

 

 

 

 

 

 

1.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2.格式完整（本文必須具備「目的」、「過程」、「心得及建議事項」） 

3.無抄襲相關資料 

4.內容充實完備 

5.建議具參考價值 

6.送本機關參考或研辦 

7.送上級機關參考 

8.退回補正，原因： 

（1）不符原核定出國計畫   

（2）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資料為內容 

（3）內容空洞簡略或未涵蓋規定要項   

（4）抄襲相關資料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5）引用相關資料未註明資料來源  

（6）電子檔案未依格式辦理    

（7）未於資訊網登錄提要資料及傳送出國報告電子檔   

9.本報告除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外，將採行之公開發表： 

（1）辦理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說明會），與同仁進行知識分享。 

（2）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 

（3）其他                     

10.其他處理意見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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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簽章（2 人以

上，得以 1 人為代表） 
計畫主

辦機關 

審核人 

一級單位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簽章 

 
  

說明：  

一、各機關可依需要自行增列審核項目內容，出國報告審核完畢本表請自行保存。 

二、審核作業應儘速完成，以不影響出國人員上傳出國報告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為

原則。 

附件二：會議詳細議程及報告人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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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CONFERENCE 

20-21 July 2015 

Sofitel Nusa Dua, Bali 

“Regionalism in Asia-Pacific and Beyon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rogram 

 

Time Speakers Papers 

20 July 2015 Morning Sessions 

8:30 – 8:50 Welcoming Remarks from  

Asia WTO Research Network (AWRN) 

Asian IEL Network (AIELN) 

IEL Interest Group of the Australia/New Zealand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NZSIL-IELG) 

I. Theoretical and development dimensions  

Chair: Professor Mitsuo Matsushita 

8:50 – 10:20 Dr. Lisa Toohey 1. Eastphalia, Asian Regionalism and Trade 

Architecture 

Prof. Colin B. 

Picker 

2. IEL Fragmentation by Legal Culture: 

Asia-Pacific Examples and Solutions 

Prof. Pasha L. 

Hsieh 

3. Assessing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in 

Trade Agreements: The Case of the 

Emerging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RCEP 

10:20 – 10:40 Tea Break 

II.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and harmonization 

Chair: Professor Bryan Mercurio 

10:40 – 12:30 Prof. Chang-fa Lo FTAs within a Mega-FTA – Desirability and 

Proper Schemes for Mutually Supportive 

Coordination 

Prof. Nakagawa 

Junji 

Regulatory Cooperation through Mega-FTAs: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Prof. Andrew D. 

Mitchell & 

Deepening integration v protecting regulatory 

autonomy: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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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Sheargold 

challenge of regulatory barriers 

Prof. Shin-yi Peng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Privacy Standard” 

across APEC Economies? —The Soft Law 

Approach to Regulatory Harmonization and its 

Limits 

12:30 – 13:40 Lunch Break 

20 July 2015 Afternoon Sessions 

Keynote Speech  

From AEC 2015 to AEC 2025: Deepening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Agenda 

by  

Dr. Melanie Milo 

Economist,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  

(13:40 – 14:20) 

III. Investment and Services 

Chair: Professor Julien Chaisse 

14:20 – 16:10 Prof. Tsai-yu Lin Limiting the Review of Trade Matters in 

Investment Chapter of FTAs 

Prof. Yuka 

Fukunag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Asia and Protec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Dr. Prapanpong 

Khumon 

Rules of Origin in Services in Asia-Pacific 

Trade Agreements 

Dr. Tsung-Ling 

Lee 

A Brave New Legal Order: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through 

Polycentric Regimes 

16:10 – 16:30 Tea Break 

IV. E-commerce, competition law and dispute settlement 

Chair: Professor Dukgeun Ahn 

16:30 – 18:00 Prof. Rolf H. 

Weber 

Digital Trade and E-Commerce: Highlights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in Light of i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rof. Dai Tamada Possibility to Regulate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und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rof. Joanna 

Jemielniak & 

Prof. Laura 

Niels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pute Resolution in 

Asia-Pacific and Beyond: Towards a World 

Economic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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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uly 2015 Morning Sessions 

V.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nvironment 

Chair: Professor Nakagawa Junji 

9:00 – 10:20 Prof. Bryan 

Mercurio 

The Proliferation of Patent Linkage through 

Free Trade Agreements: Soon to be the norm in 

Asia-Pacific? 

Prof. Sherzod 

Shadikhodjaev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A Closer Look at Litigation Cases 

10:20 – 10:40 Tea Break 

VI. Country specific issues 

Chair: Professor Colin B. Picker 

10:40 – 12:10 Prof. Heng Wang Chinese New Approach to Regionalism: A 

Perspective of China’s FTAs with Australia and 

Korea 

Mr. Yueh-Ping 

(Alex) Yang 

Does WTO Support the 

“One-Country-Two-Zone” System? A Study of 

Potential WTO Issues for the Financial 

Progressive Liberalization and Experiments in 

Pilot Free Trade Zones 

Dr. Brett Williams Challenges for Timor-Leste in Acceding to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12:10 – 13: 20 Lunch Break 

21 July 2015 Afternoon Sessions 

Director Susan Foote, Demonstration of services for TradeLawGuide 

(13:20 – 13:50) 

VII. Sector specific issues 

Chair: Professor Pasha Hsieh  

13:50 – 15:20 Prof. Jaemin Lee Time to Check Beneath the Tip of the Iceberg? 

- National Economic Emergency, Bank 

Bailouts and the SCM Agreement 

Prof. Riza Noer 

Arfani 

Regional Trade Patterns and Trends in Value 

Addition: Value Chains Governance of Japan 

and ASEAN-4 Automotive and Electronics 

Sectors 

Prof. Kuan-Chun 

Johnny Chang 

Shoul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Regulating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diverge from those of Banks – A Critical 

Analysis on the 2013 Policy Measur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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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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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Regulating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diverge from those 

of Banks – A Critical Analysis on the 2013 Policy 

Measures and Methodolog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Kuan-Chun Johnny Chang 

INTRODUCTION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ighlighted the need for public authorities to act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FIs) and the definition 

of policy measures aimed at reducing the moral hazard risk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heir disorderly failure. Underlying the debate laid the question about the existence of 

systemic risk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it could be addresse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dditional supervisory measu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in April 2009, brought new intensity to the debate, leading to the publication 

of concret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be introduced in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The FSB also urge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AIS)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to incorporate new implementation standards and assessment methodologies 

regarding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GSIIs) into its respective core 

principles.  In July 2013, IAIS issued two latest standards regarding the regulation of 

GSIIs respectively titled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Initial Assessment 

Methodology
1
 and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Policy Measures

2
. The 

GSII Methodology specifies unique features of the insurance business model, which 

the banking industry does not have, and concludes that the peculiar aspects of the 

insurance business model enabled most insurers to survive the financial crisis better 

than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evertheless, the IAIS, possibly constrained by the 

framework of the FSB Recommendation, adopted somewhat similar approaches to the 

Basel Committee that combine the requirement of higher loss absorption (HLA) and 

enhanced supervision which considers “the degree of effective separation or 

interconnectedness within a global insurance group is important to its systemic 

relevance.”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 and College of Commerce (Taiwan).  
President, Financial Ombudsman Institution (Taiwan). 
1
 IAIS,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Initial Assessment Methodology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iaisweb.org/view/element_href.cfm?src=1/19151.pdf.  
2
 IAIS,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Policy Measures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iaisweb.org/view/element_href.cfm?src=1/19150.pdf.  

http://www.iaisweb.org/view/element_href.cfm?src=1/19151.pdf
http://www.iaisweb.org/view/element_href.cfm?src=1/191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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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grees with the IAIS on the part that the traditional insurance 

business model is different from banking so that objectives and tools of supervising 

an insurance company should diverge significantly from those of supervising banks.  

In general, systemic risks are relatively limited because the long-term nature of the 

liabilities gives life insurers more time to respond to problems so that prudential 

regulation receives far less attention than in banking; the primary concern is 

policyholder protection.  Unlike banks, insurers have in place a regular mechanism 

of diversifying the underwriting risk.  Hence systemic risks can be better controlled 

in the insurance sector. 

 

Considering the very different capital structure and risk profile of the insurer 

from the bank,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pplying the HLA requirement in the insurance 

sector does not make much sense than in the banking sector.  Conversely, such 

approach may lead to a higher moral hazard as GSIIs may compensate for the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capital costs through conducting riskier activities.  Also, 

unlike the worldwide acceptance of the capital adequacy standard established by 

Basel III, the very divergent capital regulations respectively adopted in the U.S. and 

EU further hinders the erection of a uniform global HLA standard for GSIIs.  As 

indicated in IAIS Policy Measures, that the probability that a GSII may trigger 

systemically risk depends heavily on the volumes of its nontraditional, noninsurance 

activities (hereinafter NTNI activitie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proposes are more 

radical approaches to reduce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mega insurers including 

further restrictions on NTNI activities and a more strict segregation of traditional 

insurance activities from NITI activities within an insurer.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points, this paper is structured as follows: Part I 

of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AIS Policy Measures and Assessment Methodology for 

G-SIIs.  Part II compares the IAIS Measures and Methodology with those of Banks.  

Part III offers critical analyses on the IAIS Measures and Methodology Part IV then 

comes up with a proposal for Regulating G-SIIs and part V concludes the entire 

arguments. 

I. IAIS Policy Measures and Assessment Methodology for 

G-SIIs 

The IAIS has developed a framework of policy measures for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G-SIIs) very similar to the FSB recommendations 

for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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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amework of the IAIS policy measures includes: 1) Enhanced 

supervision, 2) Effective Resolution, and Higher loss absorption requirement. 

 The enhanced supervision focuses on the supervision of internationally active 

insurance groups based on the 2013 Report of IAIs titled, Common Framework for 

the Supervision of Internationally Active Insurance Groups.
3
 Key elements of 

enhanced supervision for G-SII include the follows:  

1) The group-wide supervisor should have direct powers over holding 

companies and require G-SIIs to have, in particular, adequate arrangements in place 

to deal with liquidity risk management for the whole group, primarily for the NTNI 

business, but also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G-SII; 2) The group-wide supervisor 

should overse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Systemic Risk 

Management Plan (SRMP) by each G-SII; 3) Where separation of NTNI activities is 

contemplated,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self-sufficiency of the separated entities 

in terms of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condition, nevertheless, It is also the role of the 

group-wide supervisor to prevent the process of effectively separating NTNI 

activities from resulting in the creation of non-regulated financial entities.
4
 

As for the effective resolution for G-SIIs, specificities of insura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se peculiar factors include: 1) plans and completed steps needed 

for the separation of NTNI activities from traditional insurance activities (e.g. via 

effective separation of such NTNI activities); 2) the possible use of portfolio 

transfers and run-off arrangements as part of the resolution of entities conducting 

traditional insurance activities, and 3) the existence of policyholder protection and 

guarantee schemes (or similar arrangements).
5
 

With respect to loss absorption, the IAIS will as a first step develop 

straightforward, backstop capital requirements to apply to all group activities, 

including noninsurance subsidiaries, and G-SIIs will be required to maintain HLA 

for NT and NI activities.
6
  Where the G-SII has demonstrated effective separation 

of NTNI activities from traditional insurance activities, targeted HLA may b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NTNI activities and applied to the separated entities 

conducting them.
7
 

                                                      
3
 IAIS, Common Framework for the Supervision of Internationally Active Insurance Groups (2013) 

available at http://iaisweb.org/index.cfm?event=getPage&nodeId=25229.  
4
 G-SII Policy Measure, supra note 2, at 7. 

5
 Id, at 8. 

6
 Id, at 8-9. 

7
 Id, at 9. 

http://iaisweb.org/index.cfm?event=getPage&nodeId=2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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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he IAIS was called to support the global initiative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SIFIs), unde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and the G20, with focus in 

the field of insurance. The FSB explicitly stated the intention to extend the G-SIFI 

framework to cover insurance companies, mandating the IAIS to complete its 

assessment methodology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G-SIIs by 2013.
8
 In this context, 

the IAIS developed an assessment methodology to identify insurance-dominated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whose distress or disorderly failure due to its size, 

complexity and/or interconnectedness could generate systemic risk. Hence, the 

working definition of G-SIIs which was adopted by IAIS was in line with the FSB’s 

definition of G-SIFIs. The IAIS methodology was published in July 2013, in parallel 

with the FSB’s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cohort of designated G-SIIs.
9
 The initial IAIS 

assessment methodology was developed with the support of a data collection 

exercise, using year-end 2011 data from selected insurers. Data was collected on a 

group level for 50 insurers in 14 jurisdictions on the following criteria: - Insurance 

groups with total assets of USD 60 billion or more and a ratio of premiums from 

jurisdictions outside the home jurisdiction to total premiums of 5% or more; - 

Insurance groups with total assets of USD 200 billion or more and a ratio of 

premiums from jurisdictions outside the home jurisdiction to total premiums 

between 0% and 5%; - It also entailed insurers that were added by supervisors such 

as e.g. financial guarantee insurers. According to the indicator approach, the IAIS 

defined selected indicators grouped into five categories: Size; Global Activity; 

Interconnectedness; NTNI activities; and, Substitutability. A total of 20 indicators 

were defined, aiming to capture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each insurer from a 

multitude of dimensions. To arrive at a final score for each insurer, weights were 

assigned to each category, as detailed in Table1. After having the scores for all 

entities in the sample, they were ranked in descending order of systemic relevant, 

and a cut-off point was defined. 

                                                      
8
 FSB, Policy Measures to Address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publications/r_111104bb.pdf.  
9
 FSB,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G-SIIs) and the Policy Measures that will Apply to 

them 1-2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publications/r_130718.pdf.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publications/r_111104bb.pdf
https://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publications/r_1307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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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SII Assessment Methodology 

Source: IAIS,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Initial Assessment Methodology (2013). 

 

The indicator-based approach was subsequently complemented by an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FS) assessment approach. This consisted of a 

segmentation of the business portfolio into its traditional insurance, semi- and 

non-traditional components, as well as non-insurance financial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Then, risk weights were defined for each of the segments, consistently 

with IAIS stated position that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insurance is mainly 

associated the conduct of non-insurance financial and non-traditional insurance 

activities.
10

 To arrive at a final score, these risk weights were multiplied by the 

assets of insurers, broken down according to the same segmentation. The 

indicator-based and the IFS assessment approaches were then complemented by a 

supervisory judgment and validation process, to ensure the overall methodology 

could produce a more robust assessment of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insurers. The 

IAIS envisages revisiting the assessment methodology, as a minimum, every three 

years, to reflect changes in the insurance markets and overall economy. 

II.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AIS Measures and Methodology to 

those of Banks 

                                                      
10

 IAIS,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aisweb.org/Other-papers-and-reports-46.  

http://www.iaisweb.org/Other-papers-and-reports-46


6 
 

 

(I) Policy Measures 

A. The FSB Policy Measures for Bank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too-big-to-fail” problem of banks, the FSB introduced 

four policy measures which comprise: 1) A new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s a point of 

reference for reform of our national resolution regimes, setting 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instruments and powers that all national resolution regimes should 

have to enable authorities to resolve failing financial firms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without exposing the taxpayer to the risk of loss; 2) Requirements for resolvability 

assessments and for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planning for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pecific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greements so that home and host authorities of G-SIFIs 

are better prepared for dealing with crises and have clarity on how to cooperate in a 

crisis; 3) Requirements for banks determined to be globally systemically important 

to have additional loss absorption capacity tailored to the impact of their default, 

rising from 1% to 2.5% of risk-weighted assets (with an empty bucket of 3.5% to 

discourage further systemicness), to be met with common equity; and 4) More 

intensive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 of all SIFIs, including through stronger 

supervisory mandates, resources and powers, and higher supervisory expectations 

for risk management functions, data aggregation capabilities, risk governance and 

internal controls.
11

 

B. Comparison 

While the G-SII Policy Measure does not deviate from the FSB framework for 

banks, the G-SII Policy measure place heavy emphases on the supervision of NTNI 

in all three aspects.  In comparison, the FSB measures for banks do not focus on 

the supervision of a particular category of activity, especially the so called 

“non-traditional, non-banking activities”.  No requirement on the effective 

separation of such activity or additional capital maintained for such activity has ever 

been imposed upon. 

(II) Methodologies of Identifying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titutions 

                                                      
11

 FSB, Policy Measures to Address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wp-content/uploads/r_111104bb.pdf?page_moved=1.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wp-content/uploads/r_111104bb.pdf?page_mov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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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sel Committee’s Methodology for Banks 

The Basel Committee has developed an assessment methodology for systemic 

importance of G-SIBs. The methodology is based on an indicator-based measurement 

approach in which the selected indicators are chosen to reflect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what generates negative externalities and makes a bank critical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12

 Such indicators include the size of banks, their interconnectedness, 

the lack of readily available substitutes or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frastructure for the 

services they provide, their global (cross-jurisdictional) activity, and their 

complexity.
13

 

As for the methodology, it gives an equal weight of 20% to each of the five 

categories of systemic importance; namely size, cross-jurisdictional activity, 

interconnectedness, substitutability/financial institution infrastructure, and 

complexity.
14

 Except for size, the Basel Committee has arranged two to three 

indicators in the remaining four categories, with each indicator equally weighted 

within its category—where there are two indicators in a category, each indicator is 

given a 10% overall weight; where there are three, the indicators are each weighted 

6.67%.
15

  

The following table enumerates each individual indicator assigned to every 

category and its respective weighting: 

Category (and Weighting) Individual Indicator and Its Weighting 

Cross-Jurisdictional 

Activity  

20% 

 

Cross-Jurisdictional Claims 10% 

Cross-Jurisdictional Liabilities 10% 

Size 20% Total Exposures 20% 

Interconnectedness 20% Intra-financial System Assets 6.67% 

Intra-financial System Liabilities 6.67% 

Wholesale Funding Ratio 6.67% 

Substitutability/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frastructure 

20% Assets Under Custody 6.67% 

Payments Cleared and Settled Through 

Payment Systems 

6.67% 

Values of Underwritten Transactions in Debt 6.67% 

                                                      
12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Assessment 
Methodology and the Additional Loss Absorbency Requirement 3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bis.org/publ/bcbs201.pdf..  
13

 Id, at 4. 
14

 Id. 
15

 Id. 

http://www.bis.org/publ/bcbs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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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quity Markets 

Complexity 20% OTC Derivatives Notional Value 6.67% 

Level 3 Assets 6.67% 

Held for Trading and Available for Sale Value 6.67% 

Table 2 Assessment Methodologies for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Source: Basel Committee,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Assessment Methodology and the 

Additional Loss Absorbency Requirement (2011). 

B. Compariso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model also has several unique features which are not 

typically found in banking, such as techniques resting on the pooling of insurance 

risks and probability theory such as the law of large numbers so as to ensure 

effective risk distribution.  In addition, insurers usually undertake a predominantly 

liability-driven investment approach since the nature of insurance claims results in 

cash outflows that can occur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Therefore, unlike 

banks, insurers have in place a regular mechanism of diversifying the underwriting 

risk through purchasing the reinsurance from reinsurers elsewhere.  Thus, size is of 

little significance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insurer is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ut it 

does affect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banks as the bigger the size the higher the 

total exposures would be.  

With regard to the interconnectedness, it weights forty percent among all 

indicators in the designation of G-SIIS.  However, insurance businesses are 

globally interconnected in nature.  Nevertheless, that does not necessary mean the 

elevation of the probability of systemic risk in the insurance sector. Conversely, this 

practice gives reinsurers incentives to monitor the risk profile of primary insurers to 

ensure there would be no excessive risk-taking by primary insurers.  Systemic risks 

can be better controlled in the insurance sector than in banks. 

Where insurance groups engage in activities that expose them to active 

developments or movements in financial markets, they become more susceptible – 

and can indeed contribute – to systemic risk. For insurers, these types of activity 

have been termed NTNI, or non-traditional non-insurance.  The “non-traditional” 

element captures business where the promises made by an insurer can only be met 

through extensive use of market instruments.
16

  Non-traditional business includes 

those products with credit related exposures, e.g. credit-default swaps (CDS), or 

                                                      
16

 G-SII Policy Measure, supra note 2,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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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ctivities which involve maturity transformation.
17

 

Hence, this paper in lack of the NTNI activities, even a mega insurer is 

unlikely to become systemically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ethodologies in identifying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and G-SIIs are shown as follows: 

 

Table 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ethodologies apply to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and G-SIIs. 

III. Critiques on the IAIS Measures and Methodology 

(I) 1. Group-wide Supervision is a Cliché rather than a new Approach 

in Countering Systemic risk posed by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The principle of group-wide supervision was developed twenty years ago in the 

report delivered by the Tripartite Group Of Bank,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Regulators.  The report titled,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stated 

that “the parent or lead regulator is furnished with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enable 

him to assess major group-wide exposures to individual counterparties … If a 

second undercapitalized unregulated subsidiary is included in the group-wide 

perspective, full integration could still reveal a group surplus because it would be 

possible for the excess in the first partly-owned subsidiary to conceal the deficit in 

the second.”
18

 

                                                      
17

 Id. 
18

 Tripartite Group Of Bank,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Regulators,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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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Recovery or Resolution Plan does not Address the 

too-big-to-fail and Moral Hazard Issues. 

While both the FSB Recommendation and the IAIs Policy Measures requires 

each jurisdiction to employ a resolution regime and call for cross-border 

coordination in the case of resolving G-SIIs, it fails to take into account whether the 

resolution regime is a all-time viable solution to “too big to fail” despite that it 

abates the panic that results from a failing institutio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19

 To 

illustrate, whereas in the ideal case the authority may successfully resolve 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 without or with the least taxpayer exposure to loss from 

solvency support, where the involvement of the resolution authority “would result in 

socially unacceptable loss allocations, it is likely to be abandoned either for 

improvised resolution or for the statutory framework to be stretched . . . to permit 

outcomes not intended to be allowed.”
20

 Once the resolution of an SIFI is estimated 

to generate unacceptable level of externalities, 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the risk of a large failure; conversely, it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prevent it from occurring.
21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shown that 

emergency legislation (i.e., the TARP) would still be enacted to save a single 

institution from failure or that an administration would stretch its existing powers to 

accomplish that result.
22

 If the bailout continues, the moral hazard will stay. 

(III) Additional Loss Absorbency Requirements Fails to Completely 

Price the Risks of G-SIIs’ Investment Activities. 

Given that the HLA is commonly recognized as “an additional progressive 

Common Equity Tier 1 surcharge” and is implemented through an extension of the 

Basel III 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
23

 it can be viewed as mere additional capital 

requirements. Empirical studies indicated that where capital comes with no 

opportunity cost, “the problem of moral hazard in banking would not be so prevalent 

as it remains today, because regulators would simply ensure that banks hold 

                                                                                                                                                        
Conglomerates 49 (1995) available at http://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47.pdf.  
19

 Eliminating Wall Street's Safety Net: How a Systemic Risk Premium can Solve “Too Big To Fail”, 11 
Fla. St. U. Bus. Rev. 39, 52 (2012).. 
20

 Adam J. Levitin, In Defense of Bailouts, 99 Geo. L.J. 435, 489 (2011). 
21

 Cyrus Sanati, Don't Be Fooled, Too Big to Fail is Alive and Well, Cnn Money, 
http://finance.fortune.cnn.com/2011/09/22/big-bank-bailouts/ (last visited June 22 2013). 
22

 H. Rodgin Cohen, Preventing the Fire Next Time: Too Big To Fail, 90 Tex. L. Rev. 1717, 1727 
(2012).. 
23

 Sullivan & Cromwell LLP, Bank Capital Requirements: Basel Committee Issues Final Rule Regarding 
Common Equity Surcharge for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2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sullcrom.com/files/Publication/64ee9387-7414-40f6-8d0b-6f7c71cdf055/Presentation/
PublicationAttachment/23157986-61ea-406d-8b1a-71ee9a9947c4/SC_Publication_Bank_Capital_Re
quirements_11-10-11.pdf.  

http://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47.pdf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1146&FindType=Y&SerialNum=0357883219
http://finance.fortune.cnn.com/2011/09/22/big-bank-bailouts/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PROFILER-WLD&DocName=0175173601&FindType=h
http://www.sullcrom.com/files/Publication/64ee9387-7414-40f6-8d0b-6f7c71cdf055/Presentation/PublicationAttachment/23157986-61ea-406d-8b1a-71ee9a9947c4/SC_Publication_Bank_Capital_Requirements_11-10-11.pdf
http://www.sullcrom.com/files/Publication/64ee9387-7414-40f6-8d0b-6f7c71cdf055/Presentation/PublicationAttachment/23157986-61ea-406d-8b1a-71ee9a9947c4/SC_Publication_Bank_Capital_Requirements_11-10-11.pdf
http://www.sullcrom.com/files/Publication/64ee9387-7414-40f6-8d0b-6f7c71cdf055/Presentation/PublicationAttachment/23157986-61ea-406d-8b1a-71ee9a9947c4/SC_Publication_Bank_Capital_Requirements_11-1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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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icient capital to induce prudent investment, and banks would willingly 

comply.”
24

 Therefore, if banks voluntarily maintained sufficiently large amounts of 

capital, there would have no problem of moral hazards in banking, and no prudential 

regulation would be necessary.
25

 However, the real world shows the opposite. 

Studies further discovered that, in general, the return to bank equity needs to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liquidity and other inconveniences.
26

 In that case, the 

supply of funds for bank equity capital may be somewhat scarce.
27

 Thus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 banks are willing to hold voluntarily is not enough to induce prudent 

behavior.
28

 A one-period capital-at-risk effect may reduce the incentive to gamble, 

but there is a future-franchise value effect that increases the incentive to gamble.
29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capital held by the bank actually increases the bank’s 

incentives to engage in riskier investment activities.
30

 Unless collaborative 

restrictions on the investment activities and types of assets a SIFI is permitted to 

po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a simple requirement on ALA in countering a moral 

hazard is doubtful. 

(IV) The Basic Capital Requirement is Impractical for the Designation of 

HLA 

The IAIS’ current thinking on quantifying HLA requirements centers on 

applying a straightforward percentage uplift to a “base capital requirement 

(hereinafter BCR)” which for insurers is the new “backstop capital requirement”. The 

percentage uplift will not be formally calibrated until after the backstop capital 

requirements are determined.
31

 

According to the IAIS agend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CR is the first step to 

develop group-wide global capital standards, and then the second step i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Loss Absorbency (HLA) requirements to apply to GSIIs, due 

to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2015.
32

  The HLA will build on the BCR and address 

                                                      
24

 Thomas F. Hellmann, Kevin C. Murdock, And Joseph E. Stiglitz, Liberalization, Moral Hazard in 
Banking, and Prudential Regulation: Are Capital Requirements Enough? March 2000 Am. Economic 
Rev. 147, 151 (2000). 
25

 Id, at 160. 
26

 Id. 
27

 Id. 
28

 Id. 
29

 Id, at 162. 
30

 Id, at 155. 
31

 PWC, G-SII: A New era of Global Insurance Regulation 5 (2013) available at 
http://hb.betterregulation.com/external/Global%20Systemically%20Important%20Insurers%20(G-SII
)%20-%20a%20new%20era%20of%20global%20insurance%20regulation.pdf.  
32

 IAIS, Basic 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5 (2014) available at 
http://iaisweb.org/index.cfm?event=getPage&nodeId=25233.  

http://hb.betterregulation.com/external/Global%20Systemically%20Important%20Insurers%20(G-SII)%20-%20a%20new%20era%20of%20global%20insurance%20regulation.pdf
http://hb.betterregulation.com/external/Global%20Systemically%20Important%20Insurers%20(G-SII)%20-%20a%20new%20era%20of%20global%20insurance%20regulation.pdf
http://iaisweb.org/index.cfm?event=getPage&nodeId=2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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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G-SIIs reflecting their systemic impor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The third step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risk based 

group-wide global Insurance Capital Standard (ICS), due to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2016, and to be applied to Internationally Active Insurance Groups (IAIGs) from 

2019 after refinement and final calibration in 2017 and 2018.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CS will be informed by the work on the BCR.
33

 

But, what is BCR and how is it calculated?   

The BCR status of an insurance group is captured by its BCR Ratio:  

BCR Ratio = Total Qualifying Capital Resources (for BCR) / Required Capital (for BCR)
34

 

BCR Required Capital is calculated on a consolidated group-wide basis for all 

activities.
35

  It will be constructed in three basic components: an insurance 

component (including Non-Traditional activities); a banking component that applies 

the Basel III Leverage Ratio; and a component for other non-insurance financial 

activities not currently subject to regulatory capital requirements. The BCR is 

determined using a “factor-based” approach with 15 factors applying to defined 

segments within the main categories of insurance activity, namely Traditional Life 

(TL) insurance, Traditional Non-Life (TNL) insurance, Non-Traditional (NT) 

insurance, Assets (A) and Non-Insurance (NI).  As a formula, the BCR Required 

Capital is: 

36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major regulatory capital regimes, namely the U.S. 

Risk-Based Capital System
37

 and the EU Solvency Margin system
38

.  The former 

differs from the later in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Accounting Standard (Asset and Liability Valuation), Calculation of Capital 

                                                      
33

 Id. 
34

 Id, at 7. 
35

 Id, at 8. 
36

 Id, at 8-9. 
37

 See NAIC Risk-Based Capital for Insurers Model Act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naic.org/store/free/MDL-312.pdf.  
38

 See DIRECTIVE 2009/13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November 2009 on the taking-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Solvency II)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02009L0138-20140523&from=EN.  

http://www.naic.org/store/free/MDL-312.pdf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02009L0138-20140523&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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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quacy, Risks included in the capital requirement…etc.   There seems to be no 

attempt to make BRC harmonize the two existing system but rather to set a new 

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 for merely nine G-SIIs with no capital target level.
39

  

At this stage, it seems to be in efficient and impractical.   

In addition, if the BRC is to be applied to internationally active insurance 

groups, the BRC shall make it  clear whether there will be any diversification 

credit allowed within the simple BCR matrix as effective separation of NTNI 

activ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less risky and will be subject to a lower percentage 

uplift.  It therefore seems unlikely that either these firms or their supervisors will 

accept the BRC as a good basis for capturing the risks run by these firms, or as a 

good basis from which to apply any capital surcharge to G-SIIs.
40

 

Last but not least, it is unclear to what extent the BCR is being developed 

for reinsurers, given that a number of reinsurers could also be designated as GSIIs.
41

 

IV. Proposal for Regulating G-SI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AIS Measure & Methodology first allows the 

existence of G-SIIs yet provides poor instruments for regulating the potential 

systemic risks associated with G-SIIs.  H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liminate the 

G-SIIs by laying stricter restriction, that is, the segmentation requirement or even 

prohibition on NTNI activities.  In that case, insurers may return to their traditional 

insurance activities with very little influence from the risks incurred by the NTNI 

activities and IAIS Measure and Methodology is no longer necessary. 

 

 

                                                      
39

 As of the end of 2014, only nine insurers have been designated as G-SIIs.  See FSB, 2014 update 
of list of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wp-content/uploads/r_141106a.pdf.  
40

 KPMG,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n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kpmg.com/PH/en/PHConnect/ArticlesandPublications/Documents/KPMG%20Perspecti
ves/The%20increasing%20pressure%20on%20global%20systemically%20important%20insurers-Nov
21.pdf.  
41

 Id.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wp-content/uploads/r_141106a.pdf
https://www.kpmg.com/PH/en/PHConnect/ArticlesandPublications/Documents/KPMG%20Perspectives/The%20increasing%20pressure%20on%20global%20systemically%20important%20insurers-Nov21.pdf
https://www.kpmg.com/PH/en/PHConnect/ArticlesandPublications/Documents/KPMG%20Perspectives/The%20increasing%20pressure%20on%20global%20systemically%20important%20insurers-Nov21.pdf
https://www.kpmg.com/PH/en/PHConnect/ArticlesandPublications/Documents/KPMG%20Perspectives/The%20increasing%20pressure%20on%20global%20systemically%20important%20insurers-Nov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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