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6 頁 

人身保險業各幣別保單新契約責任準備金利率自動調整精算公式問答集（Q&A） 
107.2.14 

一、有關保險商品銷售後經驗資料偏離之準備金強化措施 

項次 問題 擬答建議 說明 

一 

本次負債存續期間（D1、Ð2）

適用對象為「新設計之傳統

型保險商品」，何謂「新設

計」商品之範圍？ 

係指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

序作業準則」第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辦理之新保險商品。 

釐清處理原則以利後續遵

循。 

二 

檢視偏離程度（DV）時，第

一次檢視之時間點為何？ 

發單年度為 107 年 1 月 1

日起之保險商品方列入檢

視，因為 109年才會有完整

之保單年度指標，故 108

年先確認檢視範圍，於 109

年始得進行第一次檢視，並

將檢視結果列入 109 年度

精算簽證報告中。 

因發單年度為 107年 1月 1

日起之保險商品，對應之第

13 個月繼續率觀察月最早

需在銷售一年後方有完整

一年之數據，為利資料分析

之完整，故第一次檢視偏離

程度（DV）之時間點為 109

年底。 

三 

若同一商品連續銷售多

年，其中一年發生偏離狀況

而致需要增提準備金，是否

只需針對經驗偏離之發單

年度的主力商品有效保單

之主要繳費年期保單增提

準備金？ 

僅需針對經驗偏離之發單

年度的主力商品有效保單

之主要繳費年期保單增提

準備金。 

明訂需要增提責任準備金

的適用保單範圍。 

四 

依本次準備金強化措施規

範，如偏離程度（DV）超過

14%且 D3 與 D2 或 D3 與 D1

因差異致有増提準備金需

要者，由該保險公司提報準

備金補強計畫到會。 

簽證精算人員能否針對 D3

計算之妥適性提供相關建

議作法？ 

於計算 D3 負債存續期間

時，除脫退率採實際經驗資

料並將非保證部分納入

外，其餘參數與計算保費及

送審相關假設基礎相同。 

因 D3與 D2或 D3與 D1差異

致有増提準備金需要者，公

司需提報依上述假設條件

下之準備金補強計畫，惟該

補強計畫中得併將其他假

設實際經驗列入考量並增

列經簽證精算人員檢視後

之分析結果，以作為最後是

否須進一步增提準備金之

補充說明，並提報供主管機

關參考。 

1.明確說明 D3 與 D2 或 D3

與 D1 因差異致有増提準

備金需要者，須依規定提

報準備金補強計畫及該

補強計畫可包含內容。 

2.所稱其他假設係指除脫

退率因素外之其他計算

負債存續期間有關之假

設，公司得增列提供該等

假設調整之分析時，除過

去年度應反映過去實際

銷售經驗外，未來各年度

假設則亦應參考過去各

年度之實際銷售經驗情

形合理反映推估。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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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擬答建議 說明 

五 

如當年度因偏離程度（DV）

超過 14%並經重新計算負

債存續期間（D3）後致有增

提準備金需要，未來是否可

先行收回？ 

準備金收回計畫可併同準

備金補強計畫同時提報或

於嗣後另行提報，並於實際

收回時報主管機關核准。 

說明準備金收回計畫可併

同準備金補強計畫同時提

報或於嗣後另行提報，並於

實際收回時報主管機關核

准。 

六 

當保險商品於追蹤年度發

現偏離程度（DV）超過14%，

且D3與D2或D3與D1因差異

致有増提準備金需要者，D3

應適用責任準備金提存利

率為何？ 

考量現階段準備金利率採

locked-in基礎，故當商品

重新計算 D3，其適用責任

準備金提存利率仍維持發

單年度對應之責任準備金

提存利率表。 

明訂D3應適用該保險商品

發單年度時所對應之責任

準備金提存利率表。 

七 

依統計，當年度初年度保費

達 3%以上之前 5 大主力保

險商品，若有投資型保險商

品，該投資型保險商品是否

可不納入偏離程度（DV）之

檢視對象？ 

投資型保險商品屬主力商

品辦理範圍，惟計算負債存

續期間（D）時，因適用對

象為傳統型保險商品，故投

資型保險商品不屬偏離程

度（DV）之檢視對象。 

說明投資型保險商品可不

納入偏離程度（DV）之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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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之定義與適用範圍 

項次 問題 擬答建議 說明 

一 

特定保障型人壽保險商品

係指「身故保險金額為一

倍平準型態之人壽保險商

品、遞減型定期壽險」，其

給付項目是否包含全殘廢

保險金（一倍平準型）？ 

台灣壽險業經驗生命表發

生率之計算包含身故及全

殘項目，且人壽保險單示

範條款亦包含身故保險金

與全殘廢保險金，故特定

保障型人壽保險商品得包

含全殘廢保險金。 

明確說明特定保障型人壽

保險商品得包含全殘廢保

險金。 

二 

身故保險金額為一倍平準

型或遞減型之人壽保險商

品，若身故保險金之給付

為保險金額與所繳總保費

或保單價值準備金取大

者，是否符合「特定保障

型保險商品」之定義？ 

身故保險金額為一倍平準

型或遞減型商品，如因利

率或年齡因素導致保單價

值準備金或所繳總保費超

過一倍平準保險金額時，

公司須依規定給付，此類

商品屬「特定保障型保險

商品」。 

明確說明身故保險金額為

一倍平準型或遞減型商

品，如因利率或年齡因素

導致保單價值準備金或所

繳總保費超過一倍平準保

險金額時，仍屬「特定保

障型保險商品」 

三 

身故保險金額為一倍平準

型或遞減型之人壽保險商

品，繳費期間內之身故給

付是否可加計退還當期已

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 

身故給付加計退還當期已

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者，

其性質與增購一年定期或

遞減型保險商品類似，此

類型保險商品仍符合「特

定保障型保險商品」之定

義。 

繳費期間內身故給付時加

計退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

期保險費，其本質與增購

一年期定期或遞減型，保

障係保險費之人壽保險商

品類似，爰依此原則，於

繳費期間內之身故給付加

計退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

期保險費，得視同「特定

保障型保險商品」。 

四 

身故保險金額為一倍平準

型或遞減型之人壽保險商

品，於被保險人身故時除

給付一倍平準保額外，另

退還所繳保險費，是否符

合「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之定義？ 

退還所繳保險費已屬遞增

型保障範疇，與法規一倍

平準型或遞減型之規範不

符，此類型保險商品不符

合「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之定義。 

身故時加計退還所繳保險

費之保險商品，其給付總

額將隨年度經過而逐年增

加，已屬遞增型保障範

疇，與法規要求人壽保險

商品身故保險金額須為一

倍平準型或遞減型不符，

故非屬「特定保障型保險

商品」。 

五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中，

遞減型定期壽險其第一年

身故給付是否限定為一倍

比照平準型態之人壽保險

商品，遞減型定期壽險第

一年身故給付亦限定為一

明確說明遞減型定期壽險

其第一年身故給付限定為

一倍身故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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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擬答建議 說明 

身故保險金額？ 倍身故保險金額，始符合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之定義。 

六 

身故保險金額為一倍平準

型或遞減型之人壽保險商

品，如依「保險金分期給

付(定期給付型)共通性條

款示範內容」約定分期給

付者，是否無需受保險金

採分期給付期間不得超過

15年之限制？ 

本規定係規範「特定保障

型保險商品」之保障型

態，而「保險金分期給付

(定期給付型)共通性條款

示範內容」則係就給付方

式規範，兩者性質顯屬不

同，此類型保險商品仍符

合「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之定義。 

明確說明符合人壽保險依

「保險金分期給付(定期

給付型)共通性條款示範

內容」約定之分期保證給

付應可視為相同給付樣

態。 

七 

若商品樣態符合「特定保

障型保險商品」之定義，

但給付項目中包含保險年

齡 95 歲以後給付之滿期

保險金，是否符合「特定

保障型保險商品」之定

義？ 

於該筆滿期保險金與身故

保險金額相當，且給付後

保險契約效力終止者，屬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明確說明保險年齡 95 歲

以後給付一倍平準型滿期

保險金且給付後保險契約

效力終止者之保險商品屬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八 

身故保險金額為一倍平準

型或遞減型之利率變動型

壽險商品，惟額外附有宣

告利率之增值回饋分享

金，是否符合「特定保障

型保險商品」之定義？ 

增值回饋分享金係保險公

司透過宣告利率提供保戶

利率回饋機制，若該等商

品本身設計已符合「特定

保障型保險商品」之定

義，則屬「特定保障型保

險商品」。 

明確說明附有增值回饋分

享金之一倍平準型態或遞

減型之人壽保險商品係屬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九 

不含生存保險金、滿期保

險金、未達 95歲祝壽保險

金，且身故保險金額為一

倍平準型或遞減型之分紅

人壽保險商品是否符合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之定義？此外，保戶選擇

之分紅方式如採增購保額

時，是否仍符合之「特定

保障型保險商品」定義？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並未排除分紅人壽保險商

品之適用，若該等商品本

身設計已符合「特定保障

型保險商品」之定義，則

仍屬「特定保障型保險商

品」。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主要

係針對保險商品之給付項

目作定義，保單紅利僅係

保險公司依分紅保險業務

之實際經營狀況及考量未

來長期之分紅績效分配予

要保人之盈餘。故不論分

紅保險商品或不分紅保險

商品，甚或保戶選擇以增

購保額之分紅方式，在符

合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定

義之給付項目下，皆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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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擬答建議 說明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十 

投資型壽險若採甲型之淨

危險保額（基本保額扣除

保單帳戶價值之餘額），

是否符合「特定保障型保

險商品」之定義？若僅為

符合「投資型人壽保險商

品死亡給付對保單帳戶價

值之最低比率規範」而上

調死亡給付，是否仍符合

保障型保險商品之定義？ 

投資型保險商品不適用此

規範。 

明確說明投資型保險商品

不適用「特定保障型保險

商品」之規範。 

十一 

若固定基本保額且於投保

時一次收取定期壽險保障

危險保險費的定期投資型

壽險，於滿期時給付滿期

保險金（保單帳戶價值）

給受益人，是否符合「特

定保障型保險商品」之定

義？ 

投資型保險商品不適用此

規範。 

明確說明投資型保險商品

不適用「特定保障型保險

商品」之規範。 

十二 

各類保障期間之癌症給

付、重大疾病、特定傷病

或重大傷病給付之健康保

險商品，是否均屬本規範

所稱之保障型保險商品？

且保障期間以 30 年以內

為限？ 

癌症給付、重大疾病、特

定傷病或重大傷病給付之

健康保險商品，於符合分

期給付期間不超過 15 年

前提下，均屬「特定保障

型保險商品」，無保障期間

30年以內之限制。 

明確說明癌症給付、重大

疾病、特定傷病或重大傷

病給付之健康保險商品並

無保障期間之限制。 

十三 

特定傷病給付之終身健康

保險商品，其給付項目之

一為被保險人罹患特定傷

病屆滿 10 年後仍生存時

給付一筆保險金，給付後

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是否符合「特定保障型保

險商品」之定義？ 

該商品因具有生存保險金

之設計，故非屬「特定保

障型保險商品」。 

明確說明特定傷病給付之

終身健康保險商品，若有

生存時給付一筆保險金之

設計，非屬「特定保障型

保險商品」範疇。 

十四 

就符合「特定保障型保險

商品」定義之保險商品，

若包含提供豁免保險費型

態者，是否仍屬特定保障

符合「特定保障型保險商

品」定義之保險商品，若

包含提供豁免保險費型

態，仍屬特定保障型保險

明確說明包含提供豁免保

險費型態之「特定保障型

保險商品」，亦屬特定保障

型保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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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擬答建議 說明 

型保險商品？ 商品。 

十五 

就罹患疾病係採「保證年

度給付」型態且分期給付

方式之健康保險商品，其

給付期間是否亦不超過 15

年始符合「特定保障型保

險商品」之定義？ 

採「保證年度給付」型態

且分期給付方式之健康保

險商品，須符合保險金採

分期給付期間不超過 15

年之規範，方符合「特定

保障型保險商品」之定義。 

明確說明採分期給付之

「保證年度給付」健康保

險商品，亦受給付期間 15

年之限制。 

十六 

符合「特定保障型保險商

品」定義且具外溢效果之

健康管理保險商品，其鼓

勵機制如屬「人身保險商

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二

百二十點之三方式辦理

者，是否符合「特定保障

型保險商品」之定義？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並未排除具外溢效果之健

康管理保險商品之適用，

若該等商品本身設計已符

合「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之定義，且鼓勵機制屬「人

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

項」第二百二十點之三方

式辦理者（惟不得採生存

保險金給付方式），屬「特

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保險商品依「人身保險商

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二

百二十點之三提供鼓勵機

制者，係為提高保障及鼓

勵健康管理之目的，故具

外溢效果之健康管理保險

商品，於符合「特定保障

型保險商品」之定義時，

仍屬該定義之範疇。 

十七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於適

用之責任準備金利率外得

加碼 0.25%之規定係僅適

用於 107 年 1 月 1 日起新

設計之傳統型保險商品，

或除 107 年 1 月 1 日起新

設計的傳統型保險商品

外，亦同時適用於現行架

上商品於 107 年 1 月 1 日

起繼續販售的新契約？ 

現行架上商品於 107 年 1

月 1 日起繼續販售的新契

約亦適用。 

明確說明「特定保障型保

險商品」於適用之責任準

備金利率外得加碼0.25%

的商品範圍。 

十八 

有關負債存續期間（D）之

計算，保險商品若為107

年1月1日起新設計之傳統

型保險商品，且符合「特

定保障型保險商品」之定

義，其負債存續期間（D）

是否僅須採計D1？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

僅須依 D1 公式計算負債

存續期間。 

明確說明「特定保障型保

險商品」負債存續期間的

計算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