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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稱IADI)，成立於2002年5月6日，係依瑞士法律設
置之非營利機構及獨立法人，設址於瑞士巴塞爾國際清算銀
行內。IADI係制定存款保險制度國際標準之組織。
願景
與全球各界人士分享存款保險經驗。

區域委員會、加勒比海區域委員會、歐亞區域委員會、歐洲
區域委員會、拉丁美洲區域委員會、中東與北非區域委員會
及北美區域委員會等，藉由資訊與意見之交流，反應各區域
內共同關心之議題。各區域委員會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區域性
活動。

宗旨
藉由提倡存款保險同業之國際合作、提供準則以新設或改善
既存之存款保險制度、暨鼓勵其與相關單位間之國際交流，
進而強化金融體系之穩定。

IADI 秘書處研究單位(Secretariat Research Unit, RU)於 2016
年成立後，已完成第七次全球存款保險制度年度調查，堪稱
為最完整的存款保險資料來源。秘書處研究單位不但參與問
卷草擬「存款保險機構在緊急應變計畫及系統性危機準備與
管理之角色」之研究報告；資料及問卷技術委員會之角色逐
漸移轉至秘書處；開發問卷調查資料蒐集工具與後續報告分
析系統；代表 IADI 與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等國際金融組織
密切合作；並在 IADI 兩年一度之學術研討會中扮演關鍵角
色。

管理階層及組織

IADI 之參與者

會員代表大會係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之最高權力單位，而執
行理事會旨在確保 IADI 業務健全運作。現任 IADI 總裁及執行
理事會理事長係日本存款保險公司總裁 Katsunori Mikuniya 先
生；財務長為辛巴威存款保障委員會執行長 John Chikura 先
生；秘書長為 David Walker 先生。會員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
次，執行理事會議每年至少三次。

會員
凡依法律或協議提供存款保險、存款人保障或存款保證之機
構，得參加為正式會員。目前計有 84 個會員，名單列於第 3
頁。

使命
藉由提倡存款保險相關準則及國際合作，提昇存款保險制度
效能。

執行理事會訂定未來 5 年(2015 年至 2020 年)的 3 大策略目標
如下：
 促進各國存款保險制度遵循核心原則；
 推動存款保險相關研究與政策發展；
 提供會員技術協助以促進其提升存保制度符合現代化。
為達成策略目標，執行理事會下設 4 個委員會取代過去 8 個常
設委員會，協助推動 IADI 事務，每個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 3
次會議。
稽核與風險委員會(Audit and Risk Council Committee, ARCC)
監控財務報表編制程序、內控及風險管理制度以順利達成
IADI 目標及健全財務運作。ARCC 協助 IADI 確保資金專用於
推動 IADI 目標。
核心原則與研究委員會(Core Principles and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CPRC)
建立 IADI 成為有效存款保險制度及全球金融穩定相關議題之
高品質研究及政策資料來源，推動 IADI 取得全球對其為存款
保險國際標準制定者之認可，確保 IADI 研究資料的品質與可
信度。
會員關係委員會(Member Relations Council Committee, MRC)
推動 IADI 取得全球對其為存款保險國際標準制定者之認可，
推動 IADI 對內及對外有效溝通，並協助 IADI 促進國際間存款
保險同業及其他相關單位的合作交流。
訓 練 及 技 術 協 助 委 員 會 (Train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Council Committee, TTAC)
監控具品質之有效存款保險制度及全球金融穩定相關議題之訓
練會議及研討會的發展，推動及促進與會者間專業分享與交
流，以及促進全球對 IADI 為存款保險國際標準制定者之認
可，包括運用新規劃的區域技術協助專題研討會(TAWs)，解
決特定區域的培訓落差與需求，並透過進階專題研討會培訓特
定會員，使其成為 IADI 核心原則評估方法之專家。
區域委員會(Regional Committees)設有非洲區域委員會、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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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會員及觀察員
凡不完全符合會員資格，但正考慮設置存款保險制度者，或
關切存款保險有效運作之其他金融安全網成員，得參加為準
會員。目前計有 8 個準會員，名單列於第 3 頁。觀察員則為
其他關心存款保險制度之非營利機構，如國際性機構或金融
相關專業組織。
夥伴會員
係指為共同促進 IADI 宗旨、且訂有合作協定者。目前有 14
個夥伴會員，名單列於第 3 頁。
會費
IADI 以瑞士法郎(Swiss Francs, CHF)向參與者計收年費及入
會費。會員 2 年內需繳交入會費 CHF 11,390 元，每年並需繳
交年費 CHF 17,650 元。準會員及觀察員應繳交年費各為美金
CHF 13,240 元及 CHF 8,825 元，夥伴會員無需付費。
各項活動
IADI 於每年召開全球會員代表大會之際，同時舉辦年度研討
會，第 16 屆「存款保險通用原則 - 核心原則於不同金融機構
組織架構職權及機構類型之適用」國際研討會由加拿大魁北
克金融市場管理署主辦(2017 年 10 月)，之前的年度研討會主
題和地點請點選此處查看。 2018 年全球年會預定於瑞士巴賽
爾舉行。
IADI 第四屆兩年一度之學術研討會「建置最適存款保險制度
之理論與實務」於 2017 年 6 月舉辦；之前年度學術研討會分
別為：第三屆「當前存款保險機構目前面臨之問題」
(2015)、第二屆「 存款保險架構之演進：設計重點及處理機
制」(2013)及第一屆「金融危機：存款保險之角色」(2011)。
下一屆研討會預訂於 2019 年 6 月舉行。
參與學術研討會之專家學者來自世界各國。IADI 每年亦就不
同主題於各國舉辦研討會及座談會，2017 年舉辦之研討會包
含「環境變遷與存款保險機構」與「問題銀行處理專題討論
會與模擬演練」，以及六個涵蓋八個區域之技術協助專題研
討會。已辦過的主題則包括：整合性存款保險制度、伊斯蘭
存款保險、存款保險費率與基金管理、賠付管理、問題銀行
處理、跨國議題及策略性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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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DI 與金融穩定學院(FSI)合辦年度研討會，於 2018 年 1 月
共同舉辦「銀行處理計畫、危機管理與存款保險 」研討會，
計有逾 80 個國家/地區 130 個機構，近 250 名代表與會，包括
來自中央銀行、問題銀行處理機關、銀行監理機關及存款保
險機構等。IADI 活動詳情請點選此處查看。
核心原則
為強化存款保險制度效能及滿足會員之需要，IADI 研究並發
布核心原則及輔助準則。關於「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
則」，最初由 IADI 及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CBS)於 2009
年 6 月正式對外發布，新修訂版由 IADI 執行理事會核准通過
後於 2014 年 10 月對外發布，並送交金融穩定委員會(FSB)。
IADI、BCBS、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歐洲存款保
險機構論壇(EFDI)及歐盟執委會並合作共同撰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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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版本於 2016 年初發布。
本項評估方法可用於自我評估、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之
金融部門評估計畫(FSAPs)、G-20 與 FSB 推行之同行評論計
畫等。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之評估方法已納入 FSB 之
12 項主要國際準則綱要。
研究與準則
IADI 已發布「存款保險公共意識」、「賠付系統與程序」、
「存款保險保障額度與範圍 」、「 降低道德風險 」、「一國
分設數個存款保險機制」與「事前籌資機制」等 6 項強化準

則報告，並已送交 FSB。
IADI 針對存保機構、監理機關及評估者，業於阿布札、巴
塞爾、波哥大、伊斯坦堡、吉隆坡、奈洛比、西班牙港、普
利斯提納、地拉那及華盛頓特區等地舉辦評估方法訓練課
程。IADI 與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已簽訂合作協議參與
FSAP 評估計畫，為此並已提供 IADI 之專家名冊。
IADI 刻正進行 9 項研究計畫，包含「存款保險制度之風險
管理與內部控制系統」、「差別費率制度」、「存款保險機構在
緊急應變計畫及系統性危機準備和管理之角色」、「金融創
新與普惠金融」、「公共政策目標」、「倒閉銀行之資產回
收」、「存款保險基金目標值」、「購買與承受」及「有效
伊斯蘭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等。IADI 至今已發布「信
合社退場處理相關議題」(2018 年)、「伊斯蘭教律法治理之
伊斯蘭存款保險制度」(2018 年)、「涉及銀行倒閉違法失職
與存款保險詐欺者之處理」(2015 年)、「整合性保障機制」
(2015 年 )、「伊斯 蘭存款與投資 帳戶要保項 目之研究」
(2014 年)、「依循伊斯蘭教律法實施伊斯蘭存款保險制度之
方法」(2014 年)、「存款保險制度早期偵測與及時干預國際
準則」(2013 年)、「發展有效之賠付系統及程序國際準則」
(2013 年)、「建置差別費率制度國際準則」(2011 年更新 2005
年發布之準則) 、
「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之法律保障機制國際準
則 」 (2010 年 )、「 存 款 保 險 制 度 之 治 理 國 際 準 則 」 (2009
年)、「存款保險制度之公眾意識國際準則」(2009 年)、「存
款保險制度之資金籌措國際準則」(2009 年)、「提昇金融安
全網成員有效合作國際準則」(2006 年)、「銀行倒閉處理國
際準則」(2005 年)、「建置差別費率制度國際準則」(2005
年)。相關報告可由 IADI 公開網站取得。

主要會員權益
自 2002 年 5 月成立以來，IADI 一直致力於與全世界分享存
款保險專業知識，並從 25 個創始會員增加至 100 多個參與機
構，此外還成為公認的存款保險制度國際標準制定暨評估機
構。
摘列 IADI 會員權益如下說明，無論您是會員或非會員，倘希
望了解更多相關權益訊息，歡迎與 IADI 秘書處聯繫。
 IADI 是一個國際標準制定機構，制訂的標準獲得全球及國
際組織之認可和採用；
 參與制定 IADI 核心原則、標準、準則和評估方法，以提升
存款保險制度之有效性；
 透過培訓、發展和教育計畫分享存款保險專業與資訊；

 取得進行中、及時的 IADI 研究資訊，內容涵蓋存款保險
和處理收受存款機構有關的新興趨勢；
 提供 IADI 評估遵循核心原則之準則及會員專屬自我評估
技術協助計畫(SATAP)，這對於籌備國際貨幣基金 /世界
銀行之金融部門評估計畫(FSAPs)，技術協助和金融穩定
委員會同儕審查至關重要。
IADI 秘書處可協助您直接與您所在地的 IADI 區域委員會主
席聯繫，提供您更多資訊和幫助。
有關當今及過往之全球及區域性之重要活動訊息，以及發行
刊物如：IADI 年報、準則報告、研究動態、最新消息電子
報、訓練目錄手冊、各項簡報資料等，請瀏覽 IADI 網頁
www.iadi.org。

 參與專業能力培養計畫、研討會、高階主管訓練及線上學
習；

如何加入 IADI

 參與區域技術協助專題研討會，討論會員挑戰，專業能力
培養以及協助促進 IADI 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之遵
循；

申請人可向秘書長提出，經移請執行理事會審議及通過後即
可入會。申請表格請詳見IADI公開網站。

 與其他國際組織接觸及合作，尤指涉及金融市場和促進金
融穩定等議題之機構(如金融穩定學院、國際貨幣基金、世
界銀行等)；
 參加 IADI 和金融穩定學院合辦之研討會及會議，以及
FSI-Connect 線上學習工具；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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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 service.iadi@bis.org
網址：www.iadi.org

 瀏覽 IADI 會員專屬網站，包括 IADI 存款保險機構年度問
卷調查之完整回卷資料，做為分析基準及其他研究目的；

秘書長
電話：

David Walker david.walker@iadi.org
+41 61 280 99 50 / +41 76 350 99 50

 提高存款保險公眾意識並強調其重要性，以維護會員所屬
地區之安全網合作夥伴和收受存款機構間的金融穩定；

副秘書長
電話：

Kim Peeters White Kim.Peeterswhite@iadi.org
+41 61 280 99 33 / +41 76 350 9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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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阿爾巴尼亞存款保險機構、澳洲金融監理局、加拿大魁北克金融市場管理署、亞塞拜然存款保險機構、烏拉圭存款保障機構、瓜地馬拉存款保險
機構、孟加拉中央銀行、斯洛維尼亞中央銀行、烏干達中央銀行、羅馬尼亞銀行存款保證機構、阿爾及利亞存款保障機構、蘇丹存款保證機構、
波蘭存款保障機構、巴貝多存款保險機構、汶萊存款保障機構、保加利亞存款保險機構、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中華台北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厄
瓜多爾存款保險公司、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信用社存款保險公司、荷蘭央行、比利時存款及金融工具保障機構、列支敦士登存款保障及投資人
補償機構、芬蘭存款保證機構、烏克蘭存款保證機構、俄羅斯存款保險機構、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存款保險機構、吉爾吉斯存款保障機構、塞爾
維亞存款保險機構、印度存款保險與信用保證公司、坦尚尼亞存款保險委員會、千里達托貝哥存款保險公司、日本存款保險公司、蒙古存款保險
公司、巴哈馬存款保險公司、科索沃存款保險機構、冰島存款人暨投資人保證基金、利比亞存款保險機構、越南存款保險機構、泰國存款保障機
構、辛巴威存款保障公司、德國銀行協會存款保障機構、蒙特內哥羅存款保險機構、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捷克金融市場保證系統、英國金融
服務賠付機構、瑞士銀行及證券商存款保障機構、尼加拉瓜存款保險機構、哥倫比亞信合社存保機構、哥倫比亞存款保證機構、秘魯存款保證機
構、法國存款保證暨處理機構、巴拉圭中央銀行存款保證機構、巴西信用社保障機構、巴西信用保證機構、宏都拉斯存款保證機構、根西銀行存
款保障機構、希臘存款及投資保證機構、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印尼存款保險公司、黎巴嫩存款保證機構、薩爾瓦多存款保證機構、墨西哥存款
保障機構、義大利銀行存款保障機構、伊朗伊斯蘭存款保證基金、牙買加存款保險公司、澤西銀行存款人保障委員會、約旦存款保險公司、哈薩
克存款保險機構、肯亞存款保險公司、韓國存款保險公司、馬來西亞存款保險公司、匈牙利存款保險機構、奈及利亞存款保險公司、挪威存款保
障機構、巴勒斯坦存款保險公司、菲律賓存款保險公司、土耳其儲蓄存款保險機構、阿根廷存款保證機構、摩洛哥銀行存款保障社會基金、新加
坡存款保險公司、克羅埃西亞存款保險暨銀行處理機構、瑞典國家債務局及西非貨幣聯盟存款保險機構。
準會員
德國銀行稽核協會、菲律賓中央銀行、摩洛哥中央銀行、阿爾及利亞中央銀行、模里西斯中央銀行、南非財政部及準備銀行、英屬維京群島財政
部及卡達中央銀行。
夥伴會員
惠普金融聯盟、亞洲開發銀行協會、美洲銀行監理官協會、拉丁美洲貨幣研究中心、協助貧窮諮詢小組、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歐洲存款保險機構
論壇、美洲開發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東南亞國家中央銀行總裁聯合會、多倫多金融監理國際領導中心、阿拉伯
銀行聯盟及美國財政部國際事務技術援助局銀行金融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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