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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簡介 
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posit 
Insurers, IADI)係依瑞士法律於2002年5月6日設立之非營利組
織。IADI為獨立法人，設址於瑞士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 

願景 
與全球分享存款保險專業知識。 

使命 

提倡存款保險相關準則之適用與國際合作，提昇存款保險制度

效能。 

宗旨 

促進存款保險領域之國際合作，為建置新存款保險制度及強化

現行存款保險制度者提供國際準則，並鼓勵存款保險同業及其

他相關單位廣泛進行國際聯繫，促進金融體系穩定。 

治理與組織 

協會最高權力單位為會員代表大會，執行理事會係確保協會事

務之健全運作。現任協會總經理暨執行理事會主席為阿根廷存

款保險公司執行長 Alejandro López；協會財務長為菲律賓存款

保險公司總經理暨執行長 Roberto Tan；協會秘書長為 David 

Walker。會員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執行理事會則每年至少

召開三次會議。 

IADI 2022 至 2026 年策略計畫於 2021 年會員代表大會正式通
過，該計畫揭露四項策略目標： 

 促進 IADI 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核心原則)之適用與遵
循； 
 促進存款保險之研究與政策發展； 
 提供會員技術協助，提昇並推動其存保制度現代化。 
 提昇效率及透明度，強化協會治理。 

 
為支持協會達成其策略目標，執行理事會下設 4 委員會，各委
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3 次會議。 

審計暨風險委員會(Audit and Risk Council Committee, ARCC) 

監控財務報表編製程序、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制度，健全協會
財務運作，達成協會目標。另 ARCC 協助協會確保其資金專用
於推動協會目標。IADI 秘書總處並支援 ARCC 相關事務。 

核心原則暨研究委員會(Core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CPRC) 

塑造 IADI 在有效存款保險制度及全球金融穩定相關議題之高品
質研究與政策發展地位，同時推動核心原則及輔助準則，促進
IADI 成為全球認可之存款保險國際標準制定機構，此外，CPRC
致力強化會員與其他國際標準制定機構的夥伴關係，並確保協
會研究資料之價值與可信度。IADI 秘書總處轄下研究處與 CPRC
合作，致力研究、準則及政策之發展。 

會員關係委員會(Member Relations Council Committee, MRC) 

推動 IADI 成為全球認可之存款保險國際標準制定機構，協助拓
展及維持協會會員關係(包括監督秘書總處研議及修訂正式會
員、準會員及夥伴會員的申請流程及程序)，審查協會營運計
畫及預算草案，維持及促進 IADI 對內及對外之有效溝通，並協

助 IADI 鼓勵存款保險同業及其他相關單位進行廣泛國際聯繫。
IADI 秘書總處提供 MRC 所需協助，並與 MRC 密切合作。 

訓 練 暨 技 術 協 助 委 員 會 (Train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Council Committee, TTAC) 

監督有效存款保險制度及全球金融穩定相關議題之高品質訓練

與會議計畫之發展，推動並促進 IADI 參與者間之專業知識分享

與交流，推動 IADI 成為全球認可之存款保險國際標準制定機

構，包括藉由區域研討會，探討特定區域內之訓練差距與訓練

需求，並透過進階研討會培訓特定會員成為核心原則及遵循評

估方法之專家。IADI 秘書總處轄下訓練與專業提升處與 TTAC

合作，精進訓練、技術協助與專業提升之發展。 

區域委員會(Regional Committees) 

IADI 設立非洲、亞太、加勒比海、歐亞、歐洲、拉丁美洲、中
東暨北非，及北美等區域委員會，透過資訊與意見交流，反映
區域內共同關注之議題及區域利益。各區域委員會至少每年於
區域內舉辦活動。 

IADI 組織圖請點此處 。 

IADI參與者(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會員 
凡依法律或協議建置存款保險制度，提供存款保險、存款人保
障或存款保證措施之機構，為正式會員。目前計有 92 個會
員。 

準會員 
凡未完全符合會員資格，但正考慮建置存款保險制度者，或為
金融安全網成員之一，且關注存款保險制度有效性之機構，為
準會員。目前計有 10 個準會員。 

觀察員 
凡未完全符合準會員資格，且關注存款保險制度有效性之非營
利機構；觀察員可為國際組織、金融機構或專業公司。 

夥伴會員 
與 IADI 訂有合作約定以達 IADI 目標之非營利機構。目前計有
17 個夥伴會員。 

IADI 參與者名單請點此處 。 

會費 

IADI 向參與者收取以瑞士法郎(CHF)計價之年費及入會費。IADI
會員於 2019 年 10 月 11 日之第 18 屆年度會員代表大會中通過
新差別會費模型，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2020/2021 會計年度)
生效適用。依該模型，以會員國之存款收受部門規模(國內生
產總額, GDP)及相對收入(人均 GDP)為指標，區分四個類別計算
會費，會費自 CHF 18,500 至 CHF 37,000。會費類別表格請點此
處查看。會員亦須繳納入會費 CHF 11,390(須於兩年內支付)。 

準會員及觀察員之會費分別為 CHF 15,000 及 CHF 10,000，夥伴

會員無須繳納任何費用。 

各項活動 

https://www.iadi.org/en/about-iadi/organisation/
https://www.iadi.org/en/about-iadi/iadi-members-and-participants/
https://www.iadi.org/en/about-iadi/iadi-members-and-participants/how-to-join-iadi/
https://www.iadi.org/en/about-iadi/iadi-members-and-participants/how-to-join-i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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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DI 每年就不同主題舉辦會議及研討會，舉辦地點涵蓋 8 個區
域。 

IADI 與金融穩定學院(FSI)每年於瑞士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BIS)
共同主辦危機管理、銀行清理與存款保險年度會議。2021 年
舉辦「安全網之演進：建立有效金融安全網以因應新興風險」
視訊研討會，計有逾 300 名與會者參加。 

區域委員會與其成員合作舉辦區域性訓練活動。2022 年上半
年舉辦之活動包括：歐洲區域委員會及歐洲存款保險機構論壇
「綠色存款保險機制及非財務面申報：存款保險新挑戰」聯合
視訊研討會；「第六屆美洲存款保險論壇－強化存款保險制度
經驗分享及未來展望」；亞太區域委員會「迎向金融新格局」
國際視訊研討會；非洲區域委員會年會暨研討會「建立存款保
險制度韌性：新常態」研討會。 

其他活動包括：IADI 20 週年慶「強化存款保險並促進全球金融
穩定：繼往開來」國際研討會；過去此類活動包括： 第六屆
IADI 兩年一度學術研討會，主題為「引領金融穩定、存款保險
及銀行清理之新常態」(2021 年)，「建構更具韌性之金融體系 
– 存款保險與銀行清理之挑戰」(2019 年)；「建置最適存款保
險制度之理論與實務」(2017 年)；「當前存款保險機構面臨之
議題」(2015 年)；「存款保險機構架構之演進：設計要項與清
理機制」(2013 年)；以及「金融危機：存款保險之角色」(2011
年)。 

IADI 相關活動詳情請點此處 。  

核心原則 

為強化存款保險效能並符合會員需求，IADI 進行研究並發布核
心原則及輔助準則。「核心原則」最初係由 IADI 及巴塞爾銀行
監理委員會(BCBS)於 2009 年 6 月發布，經金融穩定委員會(FSB)
就存款保險制度進行主題檢視後，於 2014 年 10 月修訂，該核
心原則已納入 FSB 之健全金融體系關鍵標準。渠等標準經 FSB
認定為健全金融體系之關鍵要素，且獲廣泛接受作為最佳實務
的最低要求，FSB 鼓勵各國視自身情況優先施行。 

IADI、BCBS、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歐洲存款保險機
構論壇(EFDI)及歐盟合作撰擬「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之
評估方法」(2010 年 12 月核定)。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
之評估手冊修訂版本於 2016 年發布。這類評估含自行評估、
IMF 及世界銀行辦理之金融部門評估計畫(FSAPs)、FSB 與 G-20
辦理之同儕檢視計畫。 

該核心原則及其隨附的必要條件(EC)及評估手冊將在 2022 年至
2024 年期間進行檢視及更新。IADI 亦制定新的主題檢視計畫，
該計畫係以場外監控方式收集資訊，並藉由自行評估調查會員
IADI 核心原則遵循程度，亦有助於瞭解全球現況，提供 IADI 會
員核心原則的總體遵循概況。藉由這項主題檢視計畫，會員將
獲得具價值的建議，以利自行訂定標竿，及辨識會員存款保險
制度的優劣勢與差距，此外，每項主題檢視提供得透過技術協
助及訓練對會員有所幫助之資訊，有助 IADI 藉由研討會及其他
活動提升會員未來發展倡議的能力。 

核心原則相關資訊請點此處。 

研究與準則 

IADI 積極制訂研議存款保險領域相關研究與準則之時程，並由
核心原則暨研究委員會、其技術委員會及 IADI 秘書總處轄下研
究處負責協調及執行。 

･ 研究工作涵蓋存款保險傳統及新興等議題。截至 2022 年 
12 月，目前研究主題包括賠付、存款保險保額及保障範
圍、銀行清理、通貨膨脹及其對存款保險的影響、氣候
變遷及 ESG，以及金融科技相關系列主題，包括電子貨
幣、中央銀行數位貨幣及穩定幣。 
 
IADI 所有發布之研究報告請詳 IADI 網站。 
 

･ 除核心原則外，IADI 準則涵蓋 6 篇強化準則報告，並已
送交 FSB。近期通過一份有關信用合作社清理之準則報
告。 
 
IADI 所有發布之準則報告請詳 IADI 網站。 
 

此外，IADI 維護引領全球存款保險之資料庫。 

･ 會員可取得 IADI 年度問卷調查數據，涵蓋自 2010 年以
來超過 100 家存款保險機構之資料。數據收集具連續性
且涵蓋相當大的範圍，使決策者及研究人員能進行橫向
研究及時間序列數據分析。 

･ 截至 2022 年 10 月，IADI 會員可以使用 VIDA，這是由研
究處開發的新型動態分析工具，使 IADI 問卷調查數據得
以動態方式呈現，並藉由互動式介面改善分析及報告形
式。 

訓練與專業提升 

 

IADI 會員的基本權益係可參與 IADI 訓練與專業提升之倡議及計
畫。這些活動提供 IADI 會員廣泛的工具，以衡量及強化其對
IADI 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的遵循情形，學習存款保險及
銀行清理方面的最佳國際實務案例，並從同業及其他國際金融
組織獲得知識及專業。 

IADI 秘書總處轄下之訓練與專業提升處負責協調及實施相關計
畫及倡議。 

訓練與專業提升處、訓練暨技術協助委員會及專業提升技術委
員會相互合作，評估及更新 IADI 長期訓練與專業提升之時程、
方向及策略，同時與 BIS、IMF、世界銀行及其他國際金融組織
就存款保險與金融穩定議題密切合作。 

IADI 訓練與專業提升之 6 大優先倡議事項： 

1) 訓練活動準則 
2) 制定核心原則自行評估準則 
3) IADI 技術協助架構 
4) 自行評估技術協助計畫 
5) 專家培訓 
6) IADI 會員使用 FSI Connect 

有關如何獲得 IADI 會員權益的詳細資訊，請詳 IADI 訓練與專
業提升網站。  

主要會員權益 

IADI 會員權益如下說明，有意入會者或現行會員，倘須瞭解更
多相關權益資訊，請與 IADI 秘書總處聯繫。 

 IADI 為存款保險國際標準制定機構，其所訂定之標準為全球
及國際組織認可與採用； 

 參與制定核心原則、準則及評估方法，以提昇存款保險制度
之有效性； 

 會員專屬網站可獲得，會員進行 IADI 主題檢視計畫之自行評
估，場外監控會員核心原則遵循情況； 

 透過訓練、發展及教育計畫分享存款保險議題相關專業知識
與資訊； 

 參與專業提升、會議、高階主管訓練及線上學習活動； 

 參與區域技術協助研討會，解決會員所面臨之挑戰、專業提
升及協助改善核心原則之遵循度； 

 與其他國際組織合作，特別是與參與金融市場及促進金融穩
定相關議題有關之國際組織(例如：FSI、IMF、世界銀行等)； 

https://www.iadi.org/en/conference-and-meetings/
https://www.iadi.org/en/core-principles-and-research/core-principles/
https://www.iadi.org/en/core-principles-and-research/papers/
https://www.iadi.org/en/core-principles-and-research/papers/
https://www.iadi.org/en/core-principles-and-guidance/guidance-papers/
https://www.iadi.org/en/core-principles-and-guidance/guidance-papers/
https://www.iadi.org/en/training-and-capacity-building/
https://www.iadi.org/en/training-and-capacity-building/
https://www.iadi.org/en/training-and-capacity-building/
mailto:Service.IADI@bis.org
mailto:Service.IADI@bi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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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 IADI 與 FSI 共同舉辦之會議，及 FSI-Connect 線上學習工
具； 

 瀏覽 IADI 會員專屬網站，包括 IADI 存款保險機構年度問卷
調查之完整資料，做為參考基準及其他目的使用； 

 瀏覽刊載 IADI 會員專屬知識資料庫，取得 IADI 自 2013 年以
來逾 90 場會議或研討會資料； 

 為會員所屬地區之金融安全網夥伴及收受存款機構，提高存
款保險公眾意識，並強調存款保險之重要性，以維護金融穩
定； 

 持續取得 IADI 在存款保險及銀行清理新興趨勢相關議題之及
時研究資訊； 

 會員專屬區可取得自行評估技術協助計畫(SATAP)，對會員
準備參與 IMF /世界銀行之 FSAPs、技術協助及 FSB 同儕檢視
等相當重要。 

 

IADI 秘書總處可協助您直接與您所屬 IADI 區域委員會主席聯繫，
提供您更多資訊與協助。 

有關當前及過去全球及區域性重要活動訊息，以及諸如 IADI 年
報、研究及指導原則報告、最新消息電子報、訓練目錄、簡報
等發布訊息，請瀏覽 IADI 網站 www.iadi.org。 

 

 

 

 

如何加入 IADI 

向IADI秘書長遞交申請書，秘書長將轉予相關區域委員會，並
經執行理事會審議通過後即可入會。申請表格請詳見IADI網站。 

聯絡方式 

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 
 
地址:   c/o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Centralbahnplatz 2, CH-4002 Basel, Switzerland 

電話:  +41 61 280 99 33      

傳真:  +41 61 280 95 54 

電郵:  service.iadi@bis.org      

網站:  www.iadi.org 
 

秘書長  David Walker             

電郵:  David.Walker@iadi.org 

電話:   +41 61 280 99 50/ +41 76 350 99 50  
 

副秘書長  Kim Peeters White                 

電郵:          Kim.Peeterswhite@iadi.org 

電話:         +41 61 280 99 33 / +41 76 350 99 33 
 

資深研究與政策顧問 Bert Van Roosebeke                  

電郵:          Bert.VanRoosebeke@iadi.org 

電話:         +41 61 280 99 77/ +41 76 350 99 77 
 

資深訓練與技術協助顧問  Eugenia Alamillo                 

電郵:          Eugenia.Alamillo@iadi.org 

電話:         +41 61 280 99 44/ +41 76 350 9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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