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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6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8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8308 號之 6

案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
」第十條及第十條之一條文，請查照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2 日
發文字號：金管保壽字第 10502547895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0 條之 1，業經本會於 105 年 12 月 12 日以金管
保壽字第 10502547891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檢送發布令影本、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
正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0 條第 2 項準用第 7 條規定辦理。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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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2 日
發文字號：金管保壽字第 10502547891 號

修正「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條之一。
附修正「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條之一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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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條之一修正條文
第

十

條

投資型保險契約所提供連結之投資標的及專設帳簿資產之運用，除要保人以保險契
約約定委任保險人全權決定運用標的者外，以下列為限：
一、銀行存款。
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三、境外基金。
四、共同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五、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所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
益證券。
六、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所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七、各國中央政府發行之公債、國庫券。
八、金融債券。
九、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債，或經評等為相當等級以上之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
，或外國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店頭市場交易之公司債。
十、結構型商品。
十一、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及美國政府國民抵押
貸款協會所發行或保證之不動產抵押債權證券。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標的。
前項專設帳簿資產屬保險人之自有部位與保險人之其他投資合計，不得超過本法

第一百四十六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及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七所定限額。
保險人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委託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或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之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之資產者，其投資型保險契約所提供連結之投資標的
及專設帳簿資產之運用，除第一項所列標的外，得為匯率避險目的，並依主管機關規
定之範圍、條件及相關事項，從事與專設帳簿資產有關之貨幣相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
第十條之一

保險人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委託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或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
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之資產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建立對委託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之處理程序，並經董事會通過。處理程
序內容至少應包括作業程序、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制度、會計處理制度、
風險管理措施、對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之選任及管理措施，以及全權委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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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業務事業未依委託契約辦理所致損失之處理機制等。
二、委託前應確認受託機構已就全權委託投資交易業務訂定處理程序，並報經其
董事會通過。處理程序內容至少應包括交易原則及方針、作業程序、內部控制
制度、內部稽核制度、風險管理措施及交易對手之風險管理制度。受託機構並
應依下列原則納入年度查核計畫作成稽核報告：
(一)查核遵循法令規定及委託契約之事項。
(二)查核內部控管措施時，應包括查核內部控制及勾稽功能。
(三)評估風險管理作業之獨立性及執行情形。
(四)查核交易文件資料來源之可靠性。
保險人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委託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或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之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者，不適用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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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投資型保險自九十年七月九日保險法修正公布施行後正式開辦，為建立投資型保險契約專設
帳簿之投資相關規範，九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五項授權訂定「投資型保
險商品管理規則」，以利保險業遵循；嗣為健全投資型保險之發展，並應外幣保險商品設計之需求
，九十三年五月三日再次修正並將名稱修正為「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下稱本辦法），前後
共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五年一月七日修正發布。
為提高保險人委託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或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
帳簿資產之匯率風險管理能力，並強化保險人辦理是項業務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爰修正本
辦法第十條，並增訂第十條之一，修正重點如次：
一、明定保險人委託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或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
之資產者，得為匯率避險目的，從事專設帳簿資產有關之貨幣相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並
明訂相關應遵循事項。（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增訂保險人應建立對委託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之處理程序，以及應確認受託機構已就全權委
託投資交易業務訂定處理程序等相關規定；保險人辦理類全委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者，不得
於所簽定之全權委託投資契約中以自行約定方式簡化投資交易流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有關
投資四大流程之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十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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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十條、第十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十條

投資型保險契約所提

條

文

第十條

投資型保險契約所提

一、為提高保險人委託經主管

供連結之投資標的及專設帳
簿資產之運用，除要保人以

供連結之投資標的及專設帳
簿資產之運用，除要保人以

機關核准經營或兼營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之事業代為運用

保險契約約定委任保險人全
權決定運用標的者外，以下

保險契約約定委任保險人全
權決定運用標的者外，以下

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之匯率
風險管理能力，爰於第三項

列為限：
一、銀行存款。

列為限：
一、銀行存款。

增列保險人委託經主管機關
核准經營或兼營全權委託投

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

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

資業務之事業代為運用與管
理專設帳簿之資產者，得為

三、境外基金。
四、共同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三、境外基金。
四、共同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匯率避險目的，從事專設帳
簿資產有關之貨幣相關衍生

。
五、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所

。
五、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所

性金融商品交易。
二、第三項所增列之主管機關

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受
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

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受
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

規定之範圍、條件及相關事
項，依「投資型保險專設帳

受益證券。
六、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

受益證券。
六、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

簿保管機構及投資標的應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

所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

所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

七、各國中央政府發行之公
債、國庫券。

七、各國中央政府發行之公
債、國庫券。

八、金融債券。
九、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

八、金融債券。
九、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

債，或經評等為相當等級
以上之公司所發行之公司

債，或經評等為相當等級
以上之公司所發行之公司

債，或外國證券集中交易
市場、店頭市場交易之公

債，或外國證券集中交易
市場、店頭市場交易之公

司債。
十、結構型商品。

司債。
十、結構型商品。

十一、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
款協會、聯邦住宅抵押貸

十一、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
款協會、聯邦住宅抵押貸

款公司及美國政府國民抵
押貸款協會所發行或保證

款公司及美國政府國民抵
押貸款協會所發行或保證

之不動產抵押債權證券。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不動產抵押債權證券。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投資標的。
前項專設帳簿資產屬保

之投資標的。
前項專設帳簿資產屬保

險人之自有部位與保險人之

險人之自有部位與保險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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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資合計，不得超過本
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至第一百

其他投資合計，不得超過本
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至第一百

四十六條之二、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四、第一百四十六條

四十六條之二、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四、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五及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七
所定限額。

之五及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七
所定限額。

保險人依第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委託經主管機關核准
經營或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之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
設帳簿之資產者，其投資型
保險契約所提供連結之投資
標的及專設帳簿資產之運用
，除第一項所列標的外，得
為匯率避險目的，並依主管
機關規定之範圍、條件及相
關事項，從事與專設帳簿資
產有關之貨幣相關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
第十條之一

保險人依第五條

一、本條新增。

第一項第二款委託經主管機
關核准經營或兼營全權委託

二、為強化保險人委託經主管
機關核准經營或兼營全權委

投資業務之事業代為運用與
管理專設帳簿之資產者，應

託投資業務之事業代為運用
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之內部

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建立對委託全權委託

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並建
立保險業對全權委託投資事

投資業務事業之處理程序
，並經董事會通過。處理

業管理機制，爰增列第一項
，明定保險人從事是項委託

程序內容至少應包括作業
程序、內部控制制度、內

業務者，應建立對委託全權
委託投資業務事業處理程序

部稽核制度、會計處理制
度、風險管理措施、對全

，以及應確認受託機構已就
全權委託投資交易業務訂定

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之選
任及管理措施，以及全權

處理程序等相關規定。
三、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

委託投資業務事業未依委
託契約辦理所致損失之處

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第二

理機制等。
二、委託前應確認受託機構

十八條第四項規定，客戶為
專業投資機構者，證券投資

已就全權委託投資交易業
務訂定處理程序，並報經

信託事業或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得於與客戶簽訂之全權委

其董事會通過。處理程序
內容至少應包括交易原則

託投資契約中自行約定，不
受該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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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針、作業程序、內部
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制度

投資或交易作業流程規定之
限制。按投資型保險契約係

、風險管理措施及交易對
手之風險管理制度。受託

由保戶自行承擔損益，且多
為非專業投資人，與保險人

機構並應依下列原則納入
年度查核計畫作成稽核報

為專業投資機構，而將其自
有資金全權委託操作之性質

告：
(一)查核遵循法令規定及

不同，為強化全權委託之內
部控制程序及投資與交易作

委託契約之事項。
(二)查核內部控管措施時

業流程之完整性，以保障保
戶權益，爰於第二項增訂，

，應包括查核內部控
制及勾稽功能。

保險人委託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之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

(三)評估風險管理作業之
獨立性及執行情形。

設帳簿資產者，不得依上開
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第四項

(四)查核交易文件資料來
源之可靠性。

規定，於所簽定之全權委託
投資契約中以自行約定方式

保險人依第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委託經主管機關核准

辦理，應依該管理辦法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

經營或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之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

有關投資四大流程之規定辦
理。

設帳簿資產者，不適用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第四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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