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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一)   以下資料為由財政部保險司，現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金管會」)保險局，「產險費率自由化時程計畫」，台財保字第 0900074088

號函，2002.01.28。 

1. 費率自由化第一階段內容及實施重點 

第一階段(2002 年 4 月 1 日實施) 

個人保險 商業保險 

1. 廢除住宅長期火災保險制度。 

2. 新制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依

核定之危險保費及附加費用率簽

單。 

3.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依核定之危險

保費及附加費用率簽單。 

4. 其他屬個人保險範疇之保險業

務，純保費部分依核定之危險保

費，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自行釐

訂，報准後實施。 

5. 新商品及其費率之審查採核准制

10。 

1. 現行已採自由費率之險種，巨大保

額之業務，由業者自行釐訂費率。 

2. 中、小型保額之火災保險業務，純

保費部分依核定之「表定加減費規

程」(Schedule Rating)計算保費。

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自行釐訂，報

准後實施。 

3. 其他屬商業保險範疇之保險業

務，純保費部分依核定之危險保

費，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自行釐

訂，報准後實施。 

4. 新商品及其費率之審查採核備

制；但經主管機關認定不適合採行

                                                 
10核准制(Prior Approval)：指保險業應將保險商品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使得銷售。採核准方式辦

理之財產保險商品，主管機關自收件翌日起算 40 工作日內核復，且當商品經函復補正或修改者，

財產保險業者應於 75 工作日內報部補正或修改，逾期視為新案重新審查。主管機關並應於 90

個工作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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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備制之業務，則採核准制。 

第一階段重點 

1. 恪遵危險對價原則，防止不公帄競爭，危險保費按核定之費率計價。 

2. 除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其餘商品附加保費率

得由業者自行釐訂之，報准後實施。 

3. 附加費用率採「總量管制」原則，個別業務得因業務考量與取得成本之間

有差異，而有不同之附加費用，惟年底各該險種之附加費用率不得低於原

陳報並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標準。 

 

2. 費率自由化第二階段內容及實施重點 

第二階段(預計 2005 年 4 月 1 日實施，實際施行時間為 2006 年 1 月 1 日) 

個人保險 商業保險 

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依核定之危險

保費及附加費用率簽單。 

2.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仍按核

定之危險保費計價，附加費用率得

由業者自行釐訂，報准後實施。 

3. 其他屬個人保險範疇之保險業

務，其純保費部分，業者能提供精

算統計資料者，其「危險保費」，

在規定範圍內做有限度的之調

整。至於附加費用率則由業者自行

釐訂之，經報准後實施。 

4. 新商品及其費率之審查原則上採

核備制，但經主管機關認定不適合

採行核備制之業務，則採核准制。 

1. 中、小型保額之火災保險業務，純

保費部分，依核定之危險保費，但

業者可就同一危險等級中，依個別

危險之差異度，逕行採行不同之危

險保費簽單；危險保費之差異幅度

經報准後實施。附加費用率由業者

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實施。 

2. 其他屬商業保險範疇之保險業

務，純保費部分，業者能提供精算

統計資料者，其「危險保費」，可

在規定範圍內做有限度之調整。附

加費用率由業者自行釐訂之，經報

准後實施。 

3. 新商品及其費率之審查原則上採



 

41 

 

核備制，但經主管機關認定不適合

採行核備制之業務，則採核准制。 

第二階段重點 

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及附加費用率簽單。住宅火災及地震

基本保險仍按核定之危險保費計價，但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考量本身狀況

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實施。 

2. 其餘險種之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考量本身狀況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實施。 

3. 危險保費得有限度之偏離，促使業者加強資料庫建立並培植本身精算技

能，以適應費率全面自由化。 

 

3. 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內容及實施重點 

第三階段(預計 2008 年 4 月 1 日實施，實際施行時間為 2009 年 4 月 1 日) 

個人保險 商業保險 

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及附加費用率簽單；住宅火災及地

震基本保險仍按核定之危險保費計價，但其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考量本身

狀況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實施。 

2. 除上述兩險種外，其餘之險種業者均得自行釐訂商品費率。 

3. 個人保險業務及其新商品之費率採核備制11。 

4. 商業保險業務及其新商品之費率採備查制12。 

第三階段重點 

1. 放寬新商品送審、定價及相關規範。 

2. 除政策性保險之危險保險採核定費率外，其餘險種之危險保險與附加費用

                                                 
11

核備制(Use and File)：凡保險商品費率、保單條款等，均經陳報主管機關後，於申報文件送達

之次日起算十五工作日後，倘原申報業者未接獲函復須補正資料或經核定應採核准方式辦理

者，式為准予備查。 
12

備查制(File and Use)：指保險商品無須經過主管機關核准或核備，保險業得逕行銷售。保險業

應於銷售後 15 工作日內檢附財產保險商品審查要點規定應檢附資料，送交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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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除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外)皆由業者均得自行釐訂之。 

 

(二)   有關產險費率自由化時程計畫所規劃新商品及費率審查採備查制辦理部

分，金管會已於 2006 年 8 月 30 日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1 號令修正「保

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將核備制刪除，依作業準則第 15 條及第 16 條

規定辦理核准與備查。於同年 12 月 30 日，以金管保二字第 09702526691 號

令修正發布第 16 條條文。 

 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 第 15 條： 

主管機關得依保險商品之性質，以下列方式之一完成保險商品審查程序： 

一、 核准：指保險業應將保險商品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始得銷售。 

二、 備查：指保險商品無須經過主管機關核准或核備，保險業得逕行銷售。

但保險業應於開始銷售後 15 個工作日內檢附資料，送交主管機關或其

指定機構備查。前項第一款之保險商品，主管機關應自收齊申請文件之

日起 40 個工作日內核復，並應於 90 個工作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 第 16 條： 

保險業應將下列財產保險商品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始得銷售。但主管機關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 保險期間或承保責任期間超過三年之保險商品。 

二、 新型態之個人保險商品。 

前項第二款所稱新型態保險商品之認定標準，由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擬訂，報主管機關核定。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個人保險，係指以自然人為

要保人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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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一) CAPM 模型公司之市場風險溢酬因子係數 

年份 公司大小 公司別 
市場風險溢

酬因子係數 
t 值 

 

 

 

 

2002~2005 

 

 

 

 

S 

華南 0.07533 0.77 

新光 0.26714* 1.82 

第一 0.10499 0.68 

M 

台灣 0.13397 1.11 

旺旺友聯 0.06047 0.46 

中再保 0.02044 0.33 

B 

富邦保 0.01164 0.18 

兆豐保 0.01161 0.13 

國泰世紀 0.14117 0.92 

 

 

 

 

2006~2008 

 

 

 

 

S 

旺旺友聯 0.60705 0.62 

華南 0.52577** 2.86 

新光 -0.00787 -0.04 

第一 0.38351** 3.43 

M 

台灣 0.21655** 3.17 

中再保 -0.10611 -0.39 

兆豐 0.12949 1.16 

B 
富邦 -0.10146 -1.10 

國泰世紀 0.22002 1.24 

註：***表顯著水準為 1%，**表顯著水準為 5%，*表顯著水準為 10% 

 

(二) FF3F 模型公司之市場風險溢酬、公司規模溢酬及淨值市價比溢酬因子係數 

年份 
公司

大小 
公司別 

市場風險

溢酬因子

係數 

t 值 

公司規模

溢酬因子

係數 

t 值 

淨值市價比

溢酬因子係

數 

t 值 

 

 

2002 

｜ 

2005 

 

S 

 

華南 0.06559 0.44 0.49709 0.62 -0.44838 -1.07 

新光 0.24413 1.26 0.81379 0.74 -0.62066 -0.96 

第一 0.10489 1.15 2.00279*** 3.66 -1.85240*** -5.08 

 

M 

台灣 0.21785 1.08 -1.13650 -0.78 0.14809 0.16 

旺旺友聯 0.01768 0.17 1.38732* 2.22 -0.13589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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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再保 0.10137 1.33 -0.41634 -0.96 -0.51601* -2.03 

 

B 

 

富邦 0.09961 1.28 -0.39405 -0.89 -0.62549** -2.42 

兆豐 0.00183 0.05 0.14821 0.64 -0.71045*** -5.38 

國泰世紀 0.24566 1.43 0.20531 0.21 -1.48610** -2.60 

 

 

2006 

｜ 

2008 

 

 

 

 

 

S 

 

 

旺旺友聯 1.09956 1.52 -0.47742 -0.33 3.44179** 2.39 

華南 0.24422 0.92 0.12795 0.27 -0.30507 -0.65 

新光 -0.26981 -1.34 1.33671 1.82 -1.34509 -1.86 

第一 0.18923 1.27 0.16138 0.60 -0.21403 -0.80 

 

M 

 

台灣 0.15661 1.29 0.04555 0.21 -0.06236 -0.28 

中再保 -0.53688 -1.91 2.12729* 2.08 -2.14430* -2.13 

兆豐 0.23564 1.37 -0.41227 -1.36 0.39863 1.31 

 

B 

富邦 -0.30542** -2.57 0.29626 1.25 -0.34452 -1.46 

國泰世紀 -0.26537 -0.98 0.48017 0.88 -0.54155 -1.00 

註：***表顯著水準為 1%，**表顯著水準為 5%，*表顯著水準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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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國內上市(櫃)金融大事記(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社公司資料庫) 

年份 新聞內容 

2002 

03/11 產險自相殘殺，費率砍到見骨 

去年產險業經歷多次颱風、大樓火災等天災人禍，由於損失率

偏高，財政部日前大幅調高今年商業火險的費率。不過，業者表示，

產險公司砍價競爭的情況仍然相當嚴重，目前市場上實際費率，反

而是今年費率調漲前再打五折。財政部即將在今年 4 月 1 日實施第

一階段的費率自由化，是不是有助於改善產險業的競爭秩序，還要

看財政部實施的決心，如果還是放任業者恣意砍價，產險業處境將

更加危險。 

03/14 所羅門美邦調降台灣銀行股評等 

    所羅門美邦週三發表亞洲銀行股報告，將台灣銀行類股未 6 到

12 個月的投資建議評等由「中立觀望」(Neutral)調降至「減碼」

(Underweight)，理由是驅動銀行股的整體力量傾向負面，例如銀行

併購與金控公司的題材在市場發酵過度。 

06/01 災變頻傳我產險保費高漲 

受國內天災，事故不斷出現影響，國際再保業者大幅緊縮台灣

再保條件，已對國內廠商造成空前衝擊。據了解，國內企業產險保

費今年以來急速飛漲。企業保費普遍被成倍數高，調幅達三倍者已

是普遍現象。此外，國際再保業者為避免損失，多要求保單輔以高

額自負額條件；以電子業的指標企業而言，自負額高達 1000 多萬美

金者也不罕見，科技業者帄均自負額約在新台幣千萬元左右，傳統

產業為 600 萬至 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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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06/17 惠譽：台灣金改錯失先機 RTC 立法受阻，金融重建原地踏步 

    針對攸關台灣金融重建工作的金融重建基金立法受阻，國際信

用評等公司惠譽昨日發布新聞稿，表示台灣已錯失改善金融體質的

良機，銀行體系的疲弱將阻礙經濟的發展，金融業「負向」信用品

質展望不變，亦即台灣金融業信用品質，仍有進一步惡化的壓力。 

2004 

05/27 RBC 低於標準，7 保險公司面臨增資 

    根據保險公司提報財政部最新財務資料，有 7 家保險公司資本

適足率(RBC)低於 200%，不符法定標準，財政部已發函要求限期改

善，這 7 家保險公司將面臨增資壓力。這 7 家 RBC 比率不符標準的

保險公司，有 5 家是壽險公司、2 家產險公司，其中壽險公司有 3

家是外商壽險公司，主要是因外在台分司營運資金只有 5000 萬元，

只要業務多做一點，RBC 就可能過低，需要再增撥資金。 

2005 

07/07 去年國內保險滲透度達 13.9%，亞洲續稱冠，產險業則尚有努

力空間 

    行政院主計處昨公佈，以保費收入佔國民生產毛額(GDP)的「保

險滲透度」估算，去年國內保險該指標已達 13.9%，較去年 12.6%，

提升 1.3 個百分點，預估全球排名應與去年類似，可望僅次於南非、

英國、瑞士達第四，保費收入也達 1 兆 4,185 億元，帄均年增率

15.9%。而產險保費收入僅 1,100 億餘元；產險業者解讀，國內產險

業產品不若國外琳瑯滿目，除企業保險外，個人險多專注於車險、

住宅火險等，加上財產投保意願並未普及多數普羅大眾階層，是國

內產險業保費收入規模一直無法有效擴張的主因，也因規模始終無

法有效擴大，產險業近年仍難擺脫削價競爭。 

2006 

08/22 第二季金融產值占 GDP 11.53% 

金管會昨(21)日公佈今年第二季，金融業產值佔 GDP (國內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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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額)比重，為 11.53%，較去年同期的 11.91%，反向下降 0.38 個百

分點。今年第二季的金融業產值為 3091 億元，整體 GDP 為 2 兆 6813

億元，金融業產值佔 GDP 約 11.53%。 

09/06 國際信評看台灣金融業：還有什麼比現在更糟 

惠譽信評昨天指出，台灣銀行今年本業帄均投資報酬率，絕對

不會超過去年的 0.4%，市場上仍然繼續殺低長期利率，資本適足率

偏低成為常態，很快地房貸業務將繼消金之後，成為最大的潛在風

險來源。 

2007 

05/03 中華信評：未來一年  金融業嚴峻挑戰 

受到卡債影響，台灣銀行業帄均資產報酬率由 2005 年時的

0.3%，迅速掉落至 2006 年接近於 0 的水準。台灣銀行業者的獲利能

力在今年又將面臨新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利差水準可能會進一

步遭到壓縮、流動性過多，以及整併速度減緩等。 

08/10 次級房貸衝擊保險業？金管會：目前僅台壽保、明台產提列不

及 4.5 億元損失 

    金管會統計，國內保險業投資含有含有 Sub-Prime 商品金額逾

300 億元，連結 Sub-Prime 逾 90 億元，銀行業則有 16 家銀行 總計

404 億元部位投資相關商品，而證券投信業則有兩檔投信基金、25

檔海外基金投資資產池中部份曝險，惟目前除台壽保(2833)及明台產

險認列不及 4.5 億元、及兩家投信基金預估虧損 950 萬美元及海外基

金預估虧損千萬美元外，其餘公司皆未有帳列損失。 

2008 

06/30 保險業股市中箭，財報重創 

    520 之後，台股重挫逾 1800 點，跌幅達 20%，讓保險業哀鴻遍

野。一家本土壽險公司高層表示，壽險業放在台股的部位高達逾 6000

億元，以跌幅 20%來算，投資台股虧損已逾 1000 億元，估計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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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的壽險公司 6 月底的資本適足率跌破 200%的法定標準，這是壽險

業前所未有的慘況。 

09/16 雷曼破產，台灣曝險部位逾 800 億 

    雷曼兄弟聲請破產保護，對國內金融股有多大衝擊？金管會火

速請各金融機構申報自己的投資部位及銷售商品，金管會副主委李

紀珠昨晚透露，銀行、保險直接投資雷曼兄弟相關商品各 100 多億

元，加計證券及投信共約 400 億元，至於國內各銀行財管部門銷售

的雷曼相關債也約 400 億元，合計國內金融機構及一般投資人共投

資雷曼相關商品 800 億元。 

10/02 買股慘賠，壽險業今年來淨值減 65% 

    台股劇烈下挫，加上 34 號公報要求以市價評價，擁有龐大台股

部位的壽險業者，淨值遭受嚴重侵蝕。不僅如此，第三季因為爆發

雷曼兄弟破產事件，引發全球股災，壽險業者預期第三季底整體壽

險業業主權益將下降到 2000 億元以下。 

10/22 金管會：國內金融業「冰」雹最大曝險逾 200 億元，銀行業達

134 億元 

    繼雷曼兄弟後，金管會「終於」公佈，國內金融業共計曝險於

冰島相關債券、衍生性金融商品或國際聯貸授信，金額達 202.6 億

元，高於市場傳出第一版的百億元水準，且包括 16 家銀行、2 家券

商、1 家票券及部份保險公司成為受災戶。 

11/17 壽險業淨值轉負，四家變八家 

    金融海嘯讓保險業出現資產減損，淨值嚴重萎縮。依據壽險業

的統計，第三季底壽險業業主權益(淨值)只剩下 1700 多億元，較去

年底蒸發了六成。其中，淨值為負的壽險公司，更由四家增加為八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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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以 CAPM 模型 c 值之選取方式為例，以下圖型為各險種之係數估計圖及變異數膨

脹因子圖。FF3F 模型 c 值之選取方式與之相同，故在此不再呈現。 

 

 2002 年至 2005 年 

 

 

 2006 年至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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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台灣產險業 2004 年至 2008 年之資金運用 

 

台灣產險業 2003 年至 2007 年獲利情形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