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022 卷 第 096 期

行政院公報

20160525

財政經濟篇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5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043881 號

修正「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五點、第三點附表五，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五點、第三點附表五
主任委員 丁克華

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五點及第三點附表五修正規定
三、保險業依據本準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採核准方式辦理之新保險商品應將下列文件
各四份及其光碟乙份送交主管機關，其如為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之年金保險商
品者，需另檢附下列文件及光碟乙份送交勞動部，前述文件應以雙面列印檢送。依據本準則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採備查方式辦理之新保險商品應將下列文件以光碟乙份送交主
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前述光碟封面應註明公司名稱、發文日期及發文文號，相關文件及所屬
附件應以 pdf 檔案格式存放，涉及簽名之附表應包含經相關簽署人員簽章之頁面，如有另為
指定之檔案格式亦需併同檢附，並分別以明確檔案名稱標示：
(一) 人身保險商品內容說明暨聲明書（詳附表一）。
(二) 人身保險商品報主管機關聲明書（詳附表二）。
(三) 保單契約條款（具示範條款之對照表）。（另同時檢附以 word 檔案格式存放之電子檔；若
有援用已核准、核備及備查之保險條款，以光碟檢送）
(四) 計算說明書、費率表及相關報表（應具備及檢附之內容詳附件一，另同時檢附以 word 或
excel 檔案格式存放之電子檔）。
(五) 精算人員評估意見暨聲明書（詳附表三）。（含商品利潤分析及敏感度測試分析結果之聲
明。上開分析應留存完整資料，供主管機關查核，其應具備之內容詳附件二）
(六) 要保書，並應依其送審內容檢具下列文件：
１、如同時辦理新要保書送審者，需檢附其與要保書示範內容或經核准要保書內容之差異對
照表。
２、如同時辦理要保書部分變更者，需檢附要保書部分變更聲明書如附表九。
３、如僅新送審要保書者，需檢附要保書送審聲明書如附表四。
(七) 人身保險商品自行審核表（詳附表五）。
(八) 辦理分紅人壽保險商品者，應檢送分紅人壽保險商品財務業務管理辦法、分紅與不分紅人
壽保險商品費用分攤與收入分配辦法、紅利分配辦法（若非初次辦理者，以光碟檢送）。
(九) 應依據已建立之商品利潤分析模型，檢附下列資料：
１、利潤衡量指標。
２、該商品之年齡、性別、繳費年期、保險金額等之分布假設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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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敏感度測試結果，包括：投資報酬率、發生率、脫退率及費用率等各項假設，對利潤之
敏感度。（內容詳附表六）
４、公司應說明各種商品之可接受之利潤指標、預期之利潤及損益兩平業務量。
５、公司對第三目敏感度測試結果所述各項假設之趨勢分析及預測，與各項假設之合理性分
析。
６、人壽保險商品（非投資型）需另檢送以被保險人年齡五歲、三十五歲、六十五歲之男
性、女性，依分紅人壽與不分紅人壽保險單資訊揭露規範（財政部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台財保字第○九二○○一二四一六號令）附件之方式二計算之數值。（以光碟檢送）
(十) 辦理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人身保險商品者，另檢附資產配置計畫書，需列明資產配置之計
畫、目的及所預期之投資報酬率可達商品假設之要求，並能適時依市場變動調整資產配置
（內容須經投資人員及精算人員共同簽署），但依商品特性無資產配置計畫並敘明理由者
（內容須經投資人員及精算人員共同簽署），不在此限。
(十一) 風險控管說明書（內容須經投資人員、精算人員、核保人員及風險控管相關人員共同簽
署）。
(十二) 計算保費所採之預定利率高於計提責任準備金之利率一碼（含）時，應就利率敏感度分
析，檢附未達一定利率水準時之因應聲明書（本聲明書應由投資人員及精算人員共同簽
署）及該商品訂價合理性說明（由精算人員簽署）。
(十三)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投資型保險商品除依前項規定備齊文件外，應另檢附下列文件：
(一) 投資標的說明書（以光碟檢送）。
(二) 現金流量測試報告（以光碟檢送）。
(三) 所收取之相關費用表（詳附表七，以光碟檢送）。
(四) 初次辦理投資型保險商品者，應另提供經營計畫，內容應包括資產管理、行政管理、資訊
管理、及行銷管理等說明。
(五) 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標準及符合所訂標準之檢核表（以光碟檢送）。
(六) 各項費用或最高各項費用之計算或決定方式及其依據之相關資料，並就合理性詳予說明
（以光碟檢送）。
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境外結構型商品者，應另以光碟檢附下列文件，且應以 pdf 檔案格
式存放：
(一) 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單位核發之審查通過通知書。如該境外結構型商品於審查通過後其交
易架構有修正者，需另檢附審查單位核發之同意變更通知書。
(二) 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發行人或總代理人依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報本
會備查函。
(三) 境外結構型商品中文產品說明書。
(四) 境外結構型商品中文投資人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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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國內結構型商品者，應另以光碟檢附下列文件，且應以 pdf 檔案格
式存放：
(一) 本會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同意該商品之發行機構
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之核准函或相關證明文件。如該商品所涉業務依規定應經中央銀
行、本會或櫃買中心核准後始得辦理者，應另檢附核准函或相關證明文件；如該商品所涉
業務依規定應於開辦後向中央銀行申請備查或向本會或櫃買中心申報者，應另檢附中央銀
行備查函或相關申報文件。
(二) 該商品之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 該商品之發行機構依我國法令規定編製提供予一般客戶之產品說明書及客戶須知，以及保
險業編製之風險告知書。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國外金融機構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且於國內證券市場上櫃買賣之
外幣計價一般金融債券或普通公司債者，應另以光碟檢附下列文件，且應以 pdf 檔案格式存
放：
(一) 中央銀行同意該債券於國內公開募集發行之同意函、櫃買中心同意該債券為櫃檯買賣之同
意函，及該債券向本會申報生效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 該債券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 該債券發行機構依我國法令規定編製提供予一般客戶之公開說明書，以及保險業編製之風
險告知書。
(四) 該債券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六條所定之分
公司或子公司之證明文件。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國內金融機構發行之一般金融債券或普通公司債者，應另以光碟檢
附下列文件，且應以 pdf 檔案格式存放：
(一) 本會核准該債券於國內公開募集發行之核准函或相關證明文件，屬外幣計價者，應另檢附
櫃買中心同意該債券為櫃檯買賣及交易之同意函。
(二) 該債券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 該債券發行機構依我國法令規定編製提供予一般客戶之公開說明書、簡式公開說明書，以
及保險業編製之風險告知書。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境外基金或共同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應另以光碟檢附且應以 pdf 檔案格式存放該等基金符合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保險業依據本準則第二十條第一項辦理部分變更，應依其變更內容檢具下列文件及光碟，其
檢送單位、檢附份數及格式準用第三點規定：
(一) 人身保險商品自行審核表（詳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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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身保險商品部分變更聲明書（詳附表八）。
(三) 變更部分之相關文件（含變更前後對照表）。（如變更之內容涉及保單契約條款、計算說
明書、費率表及相關報表者，並應依第三點規定，另檢附以 word 或 excel 檔案格式存放之
電子檔。）
(四) 如同時辦理新要保書送審者，需另檢附要保書送審聲明書如附表四。
(五) 如僅為要保書內容之變更應檢附要保書部分變更聲明書（詳附表九）。
投資型保險商品新增或變更其連結之境外結構型商品者，應另以光碟檢附下列文件，且
應以 pdf 檔案格式存放：
(一) 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單位核發之審查通過通知書。如該境外結構型商品於審查通過後其交
易架構有修正者，需另檢附審查單位核發之同意變更通知書。
(二) 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發行人或總代理人依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報本
會備查函。
(三) 境外結構型商品中文產品說明書。
(四) 境外結構型商品中文投資人須知。
投資型保險商品新增或變更其連結國內結構型商品者，應另以光碟檢附下列文件，且應
以 pdf 檔案格式存放：
(一) 本會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同意該商品之發行機構
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之核准函或相關證明文件。如該商品所涉業務依規定應經中央銀
行、本會或櫃買中心核准後始得辦理者，應另檢附核准函或相關證明文件；如該商品所涉
業務依規定應於開辦後向中央銀行申請備查或向本會或櫃買中心申報者，應另檢附中央銀
行備查函或相關申報文件。
(二) 該商品之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 該商品之發行機構依我國法令規定編製提供予一般客戶之產品說明書及客戶須知，以及保
險業編製之風險告知書。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投資型保險商品新增或變更其連結國外金融機構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且於國內證券市
場上櫃買賣之外幣計價一般金融債券或普通公司債者，應另以光碟檢附下列文件，且應以 pdf
檔案格式存放：
(一) 中央銀行同意該債券於國內公開募集發行之同意函、櫃買中心同意該債券為櫃檯買賣之同
意函，及該債券向本會申報生效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 該債券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 該債券發行機構依我國法令規定編製提供予一般客戶之公開說明書，以及保險業編製之風
險告知書。
(四) 該債券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六條所定之分
公司或子公司之證明文件。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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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險商品新增或變更其連結國內金融機構發行之一般金融債券或普通公司債者，
應另以光碟檢附下列文件，且應以 pdf 檔案格式存放：
(一) 本會核准該債券於國內公開募集發行之核准函或相關證明文件，屬外幣計價者，應另檢附
櫃買中心同意該債券為櫃檯買賣及交易之同意函。
(二) 該債券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 該債券發行機構依我國法令規定編製提供予一般客戶之公開說明書、簡式公開說明書，以
及保險業編製之風險告知書。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投資型保險商品新增或變更其連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境外基金或共同信託基
金受益證券，應另以光碟檢附且應以 pdf 檔案格式存放該等基金符合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21851

第 022 卷 第 096 期

行政院公報

20160525

財政經濟篇

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點修正附表
附表五
人身保險商品自行審核表
A6、 本商品已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
點規定相關附表格式內容填具，並應檢附文件__份 □是 □否 □不適用
及光碟 份齊備後報送主管機關或指定機構。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5 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

金管保產字第 10502043882 號

修正「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點
主任委員 丁克華

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三點修正規定
三、保險商品以核准方式送審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各四份及其光碟乙份送交主管機關，前述文件
應以雙面列印檢送；採備查方式送審者，除另有規定外，應將下列文件以光碟乙份送交主管
機關指定之機構。前述光碟封面應註明公司名稱、發文日期及發文文號，相關文件及所屬附
件應以 pdf 檔案格式存放，涉及簽名之附表應包含經相關簽署人員簽章之頁面，如有另為指
定之檔案格式亦需併同檢附，並分別以明確檔案名稱標示：
(一) 保險商品內容說明書暨聲明書（附表一）。
(二) 保險商品自行審核表（附表二）。
(三) 保險商品報主管機關聲明書（附表三）。
(四) 保險單條款對照表（初審用）（附表四）。（另同時檢附以 word 檔案格式存放之電子檔）
(五) 保險商品修正對照表（複審用）（附表五）（另同時檢附以 word 檔案格式存放之電子檔）
(六) 保險商品簽署人員評估意見暨聲明書（附表六）。
(七) 保險商品計算說明書（附表七至附表九）。（另同時檢附以 word 檔案格式存放之電子檔）
(八) 總經理授權部門主管及保險商品簽署人員名冊表（附表十一）。
(九) 要保書。
(十) 屬保險商品部分變更者，保險商品部分變更聲明書（附表十）（另同時檢附以 word 檔案格
式存放之電子檔）、總經理授權部門主管及保險商品簽署人員名冊表（附表十一）及變更
部分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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