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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目的 

再保險的目的在於提供原保險人保險保障，其方式乃再保險人就原保

險人在原保險契約中所負之給付責任，予以部份或全部的補償。再保險契

約就再保險人之責任所為之約定，最常見者為「同一命運原則」相關約定，

就「同一命運條款」之字面解釋，其係指再保險人須與原保險人「同一命

運」，補償原保險人因對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所生之損害。就英美相關文

獻觀之，此條款之內涵及適用，為實務及學說多所爭議，在相同的條款為

背景的不同案件裡，法院之判決每每有彼此歧異的結果。是否，此條款的

解釋與適用，在規範目的、當事人真意、交易習慣之整體考量下，得以有

可預測的脈絡可循？實務、學說對於此條款的爭議，是否有解決方法？本

文嘗試對上述問題提出看法，希冀引起國內實務及學說對此問題的討論與

重視。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法律為社會秩序的規制手段之一，其完整運作須仰賴對於既定法規的

解釋，以明其適用，且應觀察法院見解的演進，以及受規制領域的實務變 
遷，如此交互參照，方能針對相關問題有深入的探討。再保險契約中「同

一命運條款」之適用及相關討論，在國內文獻上尚不多見，蓋因我國保險

法對於再保險之相關規定，僅限於再保險之定義及契約當事人間之關係，

尚不觸及再保險契約內容；且國內再保險公司之承保能量有限，大型再保

險公司以國外的再保險公司居多，相關的實務、學說爭議，以國外文獻的

討論為主；再者，姑不論此條款是否為各國實務共同肯認之交易習慣，其

在英美再保險實務上之適用，可謂已行之有年，因此，本文以英美法院判

解及學說為研究資料，針對「同一命運條款」之相關爭議，歸納法院判解

及學說討論，嘗試釐清相關論述在再保險交易環境改變的背景下，歷年來

所發生之變動脈絡，並由契約解釋的角度觀察此類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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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意識 

第一項  同一命運原則之適用及其基礎 

所謂「同一命運原則」，在再保險契約中有各種不同約定方式，不限

於一1，由再保險的功能此一角度出發，觀察同一命運原則的意義，乃再保

險人應按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所為之補償給付，給付與保險人，且此條款發

展初期的核心概念（也可說是後來爭論之源）為，保險人只須證明其已向

被保險人為補償給付，再保險人即須同其命運，向保險人為補償給付。此

一契約義務，乃再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基於契約自由，於再保險契約中特

別加入同一命運條款的結果，其字面意義看似易於瞭解，然，觀察法院判

解，除了對於保險人的「誠信」（Good faith）此一主題有共識之外，法院

對於此條款的具體適用，似乎並無足夠的一致性。究竟，決定再保險契約

雙方當事人權利義務的同一命運條款，法院對其適用的前提或條件曾經有

何見解？又，法院對於抽象的誠信原則如何解釋？在同一命運原則的背景

下，再保險人是否可以提出何種抗辯以脫免責任？最後，是否這些問題的

解答可以有某程度的預測可能性，以供日後再保險契約雙方草擬同一命運

條款之參考？ 

 

第二項  同一命運原則之界限 

針對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所應為之補償，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可能有不

同解釋，前者認為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之範圍，應以原保險及再保

                                              

1 常見的約定方式如：”All loss settlements made by the reinsured shall be binding upon the 
reinsurer”; “the liability of the reinsurer shall follow that of the reinsured”; “the reinsurer shall follow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original policy”; “follow the fortunes of the reinsured”; “follow the 
settlements”; “paid as may be paid thereon”; “the reinsurance is subject to the same risks and 
adjustments”; “subject to the same mode of settlement”. 有時除了上述條款外，雙方還會加
上”whether the reinsured is liable or not liable”之文字。而我國中央再保險公司之再保險契約第一
條：”Interest and Risks Covered Hereon”，便開宗明義宣示同一命運之意旨：” This Treaty is subject 
to the same risks, clauses, conditions and valuations whatsoever as are now or may hereafter be 
covered by or contained in the Original Policies (including the risks of War, Strikes, Riots, Civil 
Commotions, Malicious Damage etc. if and as covered thereby, including policies covering such risks 
or any of them only) and to the same amendments (whether by endorsement or otherwise), assignments, 
waivers and modes of settlement as the Original Policies and to pay as may be paid thereon, liable or 
not 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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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約定之範圍為限，後者則認為凡保險人所給付與被保險人者，再保險人

皆須與其同一命運，負擔給付責任。縱使再保險契約雙方皆主張其以再保

險契約之約定為給付責任範圍之界定基礎，然基於利益彼此對立之立場，

雙方對於「契約約定」往往有不同詮釋。 

 

將保險人及再保險人對再保險契約約定之不同詮釋做具體延伸，實務

上常見的爭議例如，原保險人給付之訴訟費用（Defense cost）、通融賠款

（Ex-gratia payment）、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等，是否屬於再保

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之範圍？將此類爭議一般化，是否再保險契約中有

同一命運條款的約定（姑且不論其約定方式可有千百種），原保險契約中

的所有約定便「複製」到再保險契約中完全適用、再保險人必須按原保險

人所為之給付額度給付與原保險人而不能有不同意見？同一命運條款何

種程度限制了再保險人對原保險人之給付表示異議的權利？ 

 

上述問題，可舉一個頗為極端的例子做深刻的瞭解，在 Vesta v.s. 
Butcher2一案，原保險契約有一「牲口管理條款」（Stock control clause），
內容是保險人可以選擇以品質相同的牲口補償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

所生之損失，以代保險金之給付，此條款是否為同一命運條款所涵蓋而適

用於再保險契約？針對此一問題，法官 Griffiths 一針見血地指出：「難道再

保險人與保險人的真意是：再保險人可以給付一簍魚給保險人，以履行其

給付責任？（” Is it seriously to be supposed that it was the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that London underwriters【the reinsurers】were to have the option of 
discharging their liability to Vesta【the reinsured】by delivering a load of live 
fish to them?”）關於此類問題的爭議在再保險市場環境已與百年前不可同

日而語的今天，已益趨激烈。究竟，在不同的再保險市場環境下，是否及

如何重新檢視同一命運原則的意義，以明其適用原則及正當性，乃本文嘗

試處理的問題。 

 

第三項  同一命運原則是否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 

另一個常見、也是更深一層的問題是，倘若再保險契約中沒有同一命

運條款的約定，是否可認為此條款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Implied）？

                                              
2 [1989] 1 Lloyd’s Rep.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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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涉及同一命運原則的歷史背景，與再保險市場的運作實務息息相

關，對於契約的解釋方法也有重要啟示。 

 

上述問題皆牽涉再保險市場交易習慣的認定，因此各再保險市場對此

條款的適用可能有不同解釋；再者，再保險市場於百年來的轉變（尤其就

保險人承保的危險而言），對於此條款適用的影響更是不容小覷；最後，

保險既然為維持社會安全的重要手段，法院的判解某程度可謂政策影響下

的產物，尤其處理恐怖攻擊相關賠案，危險分配的考量可能更勝於純粹的

契約解釋。凡此因素都是探討同一命運原則必須注意的問題，否則流於單

純的契約解釋，將難窺此原則相關爭議的全貌。 

 

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首先就本文之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問題意

識、研究範圍以及研究限制，提出扼要之介紹。第二章進入本文要探討的

主題。首先針對再保險的意義、功能及類型做介紹，並探討再保險契約之

性質、再保險契約與原保險契約的不同以及再保險契約與原保險契約間的

關係。再就再保險契約在契約法上之定性，提出說明。對於再保險（契約）

有基本之認識之後，再繼續探究同一命運原則的起源、意義及目的。 

 

第三章為本文問題核心，討論同一命運原則的基礎－誠信原則，以及

同一命運原則之其他相關重要問題。本章首先介紹誠信原則之意義及功

能，並以大陸法系及英美法系的發展，介紹誠信原則與先契約義務的關

係，此處的討論重點在於，誠信原則「具體化」之依據為何，此一討論對

於相當強調誠信原則的再保險交易，甚為重要，其影響再保險交易雙方當

事人之權利義務，至為深遠。次就誠信原則之適用，及此原則與同一命運

原則間之關係，做一探討。最後介紹誠信原則在具體案例中的適用。因為

作為一般性法律原則的誠信原則其適用範圍相當廣泛，故本文舉出一個甚

為實務爭議的議題為討論之基礎，亦即，對於保險人就損害所為之「累積」

及「分配」，法院的態度為何。 

 

第三章接著處理同一命運原則另外兩個爭議問題。首先是，同一命運

原則是否必然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亦即，不論再保險契約雙方是否

於契約中約定同一命運條款，此條款是否必然有其適用？此問題對於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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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契約雙方當事人的風險分配亦有相當大的影響，法院對於此問題之解答

似乎尚未達成共識。第二個問題是，同一命運原則適用上的界限為何？詳

言之，同一命運原則對於再保險人「就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提出質疑或異

議」之權利，有相當之限制，此一限制是否有其界限？本文嘗試以實務上

頗受爭論的議題為討論基礎，此類議題包括：通融賠款、懲罰性賠償、責

任限額、威靈頓協議以及理賠合作條款。 

 

第四章首先介紹再保險交易環境之改變，以及在現今再保險交易環境

之下，法院過去對於同一命運原則之解釋，是否仍有其適用。本章以第三

章中提出的三個主要議題為討論之主軸，探討在現今之再保險環境下，上

述三個議題應如何重為解釋。第一個議題是，觀察法院判解，誠信原則的

標準似乎有降低之趨勢；再者，資訊不對稱之情況，在資訊科技發達之今

日，是否有減輕之可能？亦即，再保險人無須（或且「不應」）完全仰賴

保險人就危險狀況所提供之資訊，而應依其專業就危險狀況主動提出詢

問。凡此問題之討論，對於「同一命運原則為再保險契約不可或缺且理所

當然之運作基礎」此一假設，似乎有所衝擊。本章就誠信原則之適用，亦

指出其具體化過程中遭遇之難題，即保險人及再保險人間之風險分配，因

誠信原則之適用所產生之難以預測性。鑒於此，本章亦嘗試於此提出誠信

原則具體化之依據，亦即當事人真意。本章處理的第二、三個議題分別是，

在現今之再保險交易環境下，同一命運原則是否必然為再保險契約所默

示？以及，此原則適用上之界限為何？此二議題之處理，對於同一命運原

則於實務上之具體適用，有重大意義。 

 

第五章提出本文結論，並嘗試對於本文第三節問題意識中所舉之案

例，提出解答。總之，同一命運原則之適用，應以再保險契約之約定為基

礎，此為解釋同一命運原則與解決相關議題之依據。唯有對於再保險契約

作全文式的理解並以此為基礎進行相關疑義之解釋，方能具體落實當事人

真意，並使相關爭議之解決，有較穩定之可預測性。如此才能使再保險交

易雙方當事人，發揮其最大限度之契約自由，進行風險分配，並使再保險

制度之運作基礎更加堅實。第五章並就相關爭議之解決提出具體建議，以

本文之討論為基礎，就同一命運原則適用上遭遇之難題，提出可能之解決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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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因為語言之限制，本文之討論主要以英美判決為基礎而展開，因此其

他國家同一命運原則之適用所生相關議題，本文並未觸及。就英美學說及

實務對於同一命運原則相關議題之蒐集，乃以英美文獻及再保險實務上較

常發生且具重要性之議題為探討主軸。其具體方法乃以學者 Robert Merkin
所編纂之 Follow the Settlements 一書中針對各國再保險人所發問卷（見附

錄）而蒐集到之回應為基礎，囊括之議題有，同一命運原則之基礎－誠信

原則、同一命運原則是否必然為再保險契約默示、以及同一命運原則適用

之界限。至於相關實務案例資料之擇取，乃以再保險相關著作及期刊文章

所引用之重要案例為出發點，從中選擇較有代表性或影響力者為討論之基

礎，取捨上或有疏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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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同一命運原則之意義、背景、目的與效

果 
 

再保險制度之存在，其目的為對於保險人提供保險保障，為了落實此

一目的，再保險實務上發展出「同一命運原則」，希冀藉由此原則拘束（Bind）
再保險人，使其負擔再保險給付責任。由此可知，同一命運原則乃呼應再

保險之制度目的而生。為了降低再保險人脫免責任之可能性，提高對於保

險人之保障，同一命運原則某程度減緩了再保險制度之損失補償性質，限

制再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是否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提出異議

之權利。本章首先介紹再保險的意義、功能及類型，並探討再保險契約之

性質及其與原保險契約間之關係；再就再保險契約在契約法上之定性，提

出說明。對於再保險（契約）有基本之認識之後，再繼續探究同一命運原

則的起源、意義及目的。 

 

第一節  同一命運原則之意義—初探 

  

要瞭解同一命運原則的意義，首先必須瞭解再保險的性質及功能。在

探討再保險的性質及功能之前，此先就此原則的意義做簡單說明。先就再

保險契約與原保險契約間之關係言，再保險契約雖與原保險契約為彼此獨

立的兩個契約，然其間具有「從屬性」，唯有後者有效存在，前者才有所

附麗；就再保險之目的及功能言，其提供保險人「保險保障」，再保險人

承受再保險業務後，即與原保險人同其保險上之命運（Insurance fortunes），
再保險人於原保險人依原保險契約所負之給付責任發生時，須補償原保險

人所受之損失，此即「同一命運」之意義3。 

                                              
3 觀察實務運作，同一命運條款的約定，例有如下數種： 

  “All claims involving this reinsurance, when settled by the reinsured, shall be binding on the 
reinsurer, which shall be bound to pay its proportion of such settlements.” 

  “The liability of the reinsurer shall follow that of the company in all respects to all of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stipulations, clauses, waivers and modifications of the company’s policy.” 

  “It is agreed that all things com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agreement the reinsurer shall follow to 
the extent of its interests the fortunes of the company.” 

 “The reinsurer shall pay as may be paid by the reinsured and follow their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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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同一命運條款之背景 

第一項  再保險之起源、意義與功能 

第一款  再保險之起源、意義及其與原保險之不同 

第一目  再保險之起源與意義 

1. 再保險之起源 

 

再保險起源於何時，尚無明確的文獻記載，有學者指出再保險起源於

海上保險，蓋在海上保險，貨物、船舶之危險集中於一船，即危險集中於

一小範圍，巨災危險之可能性較其他保險為高，為減輕危險乃有再保險之

必要，因此，初期再保險的概念係將航程的一部份由他人來接續，以承擔

該部份的危險，是「代替」、「接續」（Take over）為意義的中心概念。4亦

有學者指出再保險首次出現於十四、十五世紀時北義大利之城邦，該地當

時商業往來興盛，自然有再保險之需求。5 

 

十八世紀時再保險之發展於英美兩地各不相同。當時英國法界認為再

保險乃保險人將其不慎承接的保險業務移轉他保險人承受，或使保險人得

承接超過其承保能量的業務，此種濫用與賭博無異，6有害保險業之正常發

                                                                                                                                  
 “The reinsuranc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same risks, valuations, conditions and mode of settlements 

as are or may be adopted or assumed.” 

“All settlements made by the reassured whether by way of compromise, ex-gratia or otherwise shall 
be unconditionally binding on reinsurers.”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is agreement that, in all matters falling within its scope, the reinsurers shall, 
to the extent of their interest, follow the fortunes of the reinsured in every respect.” 
4 陳繼堯，再保險要義，頁 1（民國八十一年）。 

5 P. T. O’Neill & J. W. Woloniecki, The Law of Reinsurance, 頁 27 (1998). 

6 See, “… More colorful descriptions include insurers taking in each others dirty washing …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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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故英國國會於一七四五年通過「喬治二世法案」（Statute of George II），
禁止再保險業之發展，直到一八六四年該禁令才解除。7反觀當時之美國，

法院解釋喬治二世法案對於曾為英國殖民地之美國並無拘束力，因此美國

並未禁止再保險業務之發展，法院處理再保險爭議（尤其是理賠處理條款）

時，乃援引歐洲大陸（尤其是法國）自十六世紀即開始發展的再保險相關

原則，例如法國於一八五零年時已發展之”Suivre la fortune”原則（詳如下

述）。因此，美國關於再保險契約中理賠處理案件的原則係繼受法國法而

來，8與英國有歷史淵源上的不同。 

 

2. 再保險之意義 

 

再保險之意義，簡單地說，其乃保險之一種，保險人以其承保危險之

部分或全部，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的行為，對原保險人而言，再保險具有

保險之功能，乃所謂「保險之保險」。有學者指出，欲對於「再保險」賦

予法律上之定義，並非易事，加以再保險交易型態不斷發展，更加使得一

致性的定義難以達到。9 

 

第二目  再保險與原保險之不同 

再保險與原保險相同者，基於再保險亦為保險的一種，故其所處理者

亦為將來可能引起損失之偶然事件，亦有賴大數法則的運作針對損失可能

                                                                                                                                  
towards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t a time when reinsurance contracts were prohibited in 
England by statute, Park J. said: ‘Reassurance, as understood by the law of England, may be said to be 
a contract which the first insurer enters into, in order to relieve himself from those risks which he has 
incautiously undertaken, by throwing them upon other underwriters, who are called reinsurers.’” 同前
註，頁 3. 

7 該法第四條規定如下：”…That it shall not be lawful to make Reassurance, unless the Assurer shall 
be insolvent, become a bankrupt or die; in either of which cases such Assurer his Executors, 
Administrators or Assigns may make Reassurance to the amount of the sum before by him assured 
provided it shall be expressed in the policy to be a Reassurance.” P. T. O’Neill & J. W. Woloniecki, 同
註 5, 頁 30. 

8 William C. Hoffman, Common Law of Reinsurance Loss Settlement Claus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Judicial Rule Enforcing the Reinsurer’s Contractual Obligation to Indemnify the 
Reinsured for Settlements, Tort and Insurance Law Journal (Summer, 1993). 

9 P. T. O’Neill & J. W. Woloniecki, 同註 5,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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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正確的估計。另一方面，再保險與原保險仍有不同，主要包括下列兩點
10，此區別有助於更清楚地瞭解再保險的意義： 

 

（1）交易雙方當事人之不同。原保險當事人一方為社會大眾，包括

個人、企業公家機關或慈善機構等；再保險雙方當事人則皆為保險人，一

方稱為「再保險人」（Reinsurer），另一方稱為「被再保險人」（Reinsured），
或「分出保險人」（Ceding company）。再保險人仍可將其接受的再保險業

務再次分出，稱為「轉再保險」（Retrocession），此時分出業務之再保險人

稱為「被轉再保險人」（Retrocedent），接受業務者則為「轉再保險人」

（Retrocessionaire）。再保險交易雙方當事人既皆屬熟習保險業運作之人，

締約時可自由運用議價能力，再保險契約並非附合契約（Contract of 
adhesion），且保險交易中被認為「固有的」（Inherent）資訊不對稱問題，

於再保險交易中亦某程度因為再保險人之專業性而被化解。因此，再保險

契約之解釋及契約疑義利益之歸屬，應有別於原保險契約，詳如後述。 

 

（2）「損害補償原則」（Principle of indemnity）並不適用於所有的保

險，人身保險便是一例，人身保險之保險標的為人的生命或身體，其保險

之目的在於，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填補被保險人之生命或身體所受無法以

金錢價值計算之抽象性損害，而非填補可以金錢價值計算之具體損害，因

此，不發生被保險人雙重得利的問題，故無損害補償原則之適用；而所有

的再保險，皆屬損害補償性質，因為再保險的標的為原保險人依原保險契

約所負之保險給付責任，故再保險乃以填補此種給付為目的之責任保險。

再保險既係在填補原保險人因該給付責任發生時所受之具體損害，當有損

害補償原則之適用。 

   

第二款  再保險之功能 

    保險之功能在於對被保險人可能遭受之重大損失提供保障，再保險則

對原保險提供類似的保障，因此，再保險不僅在保險業中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也使更多的商業交易成為可能，尤其在科技日漸發展、生活中的危

險性及不確定性隨之升高的今日，再保險的重要性更不容忽視。歸納而

                                              
10 R.L. Carter, Reinsurance, 頁 3 (2nd ed.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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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再保險的功能有下列數項：11 

 

第一目  提供承保能量（Underwriting capacity） 

每種保險中，有某些危險因為其大小或性質無法由一家保險公司全部

自留，其額度超過該公司能承擔之限度，此時即須以再保險之方式，轉嫁

全部或部份危險予其他保險人，提高其承保能量。保險人可藉由再保險增

加對於風險種類與大小的承受彈性（Flexibility），且保險人可透過接受更

多保險業務，利用大數法則，更精確地估計損失可能，改善整體營運狀況。 

 

第二目  創造穩定性（Stabilization） 

保險公司業績起伏過大，對其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損害至鉅，且長期

而言對保戶的保護將不夠周全，再保險功能便在使此等變動減至最低，並

穩定損失經驗，其方法是控制個別危險對損失之暴露程度，及限制某種業

務於任一事故或任一會計年度之損失，以達到重新分配危險、最小化其曝

險程度的目標，如果超出預期的損失發生，保險人將藉再保險的力量減低

其業績變動及破產可能性，尤其對於巨災損失，保險人更須透過再保險分

散危險。另外，如果保險人即將承保新的業務，為了降低因為缺乏經驗可

能產生的損失並加速學習相關專業，取得再保險不失為較有效率的方式。 

 

第三目  強化財務基礎（Financial strength） 

再保險的其他主要功能係在於財務處理方面。保險監理單位用以監控

保險公司營運的一項標準就是其清償能力，若低於該清償能力之要求，保

險公司的營運將受到阻礙，因此，保險公司可透過再保險安排，強化其清

償能力。12另外，藉著再保險的運用，保險人可獲得降低準備金要求的好

                                              
11 參見 R. Philippe Bellerose et al., Reinsurance for the Beginners. 羅漢文譯，再保險要義，頁 1（民
國八十一年）。 

12 例如一保險公司資本為 USD30,000,000，其全年簽單保費為 USD200,000,000，假設沒有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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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並可將資金用以承受更多種類的保險、或進行投資，以獲取利益。 

 

第四目  小結 

有學者對於再保險的存在，一針見血地指出一般人容易產生的初步疑

惑：倘保險是有利潤可圖的一筆生意，為何保險人會將該業務分出予再保

險人而有再保險的存在？13事實上，再保險的存在對於再保險交易雙方及

原保險中之被保險人，皆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簡言之，對於保險人而言，再保險安排除可提供提高承保能量及穩定

財務運作之直接好處，其間接好處乃可自具有豐富經驗的國際性再保險公

司汲取有關更專業精密的核保技術、鉅額保戶求償的處理、會計處理、人

員訓練等行政或技術層面的經驗。14上述自保險人之角度討論的再保險之

好處，亦可反射到被保險人及再保險人。自被保險人之角度觀察，再保險

所帶來的好處除了加強安全保障、提高企業信用外，亦可間接促使保險之

取得較為容易、保險費率較為低廉。最後，就再保險人言，則有達成危險

分散、節省營運費用與獲致優厚利潤的效果15。 

 

要強調的是，一般認為再保險之功能在於「移轉」風險，然而，若再

保險人本身財務能力不足，對於風險移轉，再保險將無法達其效用。因此，

與其說再保險是在「移轉」風險，不如說再保險是將風險由一個更大的資

本基礎「分散」（Spreading）或「分擔」（Sharing）。16此一概念對於同一命

運原則之基本認識及其實際運作，有相當之重要性。 

                                                                                                                                  
險，其 solvency ratio 為 30,000,000/200,000,000*100%=15%，如有再保險，全年需分出保費
USD150,000,000 給其再保險人，則其 solvency ratio 為
30,000,000/(200,000,000-150,000,000)*100%=60%。 

13 O’Neill & Woloniecki, 同註 5, 頁 123, “In the 1970s, faint voices were heard in England, like the 
small boy watching the king parading in his “new clothes”: if this American property and casualty 
business is so good, why do they place it over here?” 

14 Carter, 同註 10, 頁 10. 

15 袁宗蔚，再保險論，頁 12 以下（民國六十一年）。 

16 O’Neill & Woloniecki, 同註 5,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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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再保險契約之性質、分類及其與原保險契約之關係 

第一款  再保險契約之基本性質 

第一目  無名契約 

契約以法律上有無賦予一定名稱為區別標準，可分為有名契約與無名

契約兩種。前者，乃法律上依其類型而賦予一定名稱，規定其內容之契約；

後者，乃法律未就該契約賦予某特定名稱，而由當事人自由創設契約內

容，亦稱為非典型契約。17現代社會中的交易型態變化多端、日趨複雜，

法律規定有時而窮，基於私法自治、契約自由原則，只要契約內容不違反

公共秩序或強行規定，便應承認其效力。再保險契約屬無名契約，當事人

間之權利義務關係，應先依契約之約定決定之，若契約之約定不完備或有

疑義時，應依契約目的、當事人真意、交易習慣解釋並決定之。 

第二目  雙務契約 

契約以各當事人是否互負對價關係的債務為區別標準，可分為雙務契

約與單務契約。前者，乃雙方當事人因契約而互負有對價關係的債務之契

約；後者，則僅一方當事人因契約負有債務，他方當事人不負有債務，或

者雙方當事人雖互負債務，但其間並無對價關係。18再保險契約中，原保

險人負再保險費的給付義務，再保險人則就再保險契約之危險負相對之承

擔義務，故再保險契約屬雙務契約。 

第三目  有償契約 

契約以各當事人是否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為區別標準，可分為有償契

                                              
17 劉春堂，民法債編通則（一）契約法總論，頁 14（民國九十年）。 

18 邱聰智，民法債編通則，六版，頁 29（民國八十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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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及無償契約兩種。前者，乃契約當事人一方之給付，可取得對價，亦即

他方須為對價之給付；後者，僅一方當事人負有此給付義務，且不因而取

得他方之對價給付。19再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互負為對價給付的義務，故

屬有償契約。 

第四目  不要式契約 

契約以其成立是否須依一定方式為區別標準，可分為要式契約與不要

式契約兩種。前者，除意思表示之合致外，更以履行一定方式為成立要件；

後者，乃不以履行一定方式為成立要件。20觀察再保險的發展歷史，再保

險契約的成立，均以保險人間彼此之意思表示合致為足，不以一定方式之

履行為必要，故再保險契約屬不要式契約。 

第五目  不要物契約 

契約之成立或生效，以是否須交付標的物為標準區分，可分為要物契

約與不要物契約兩種。前者，或稱踐成契約，其成立或生效，須交付標的

物；後者，則否。21再保險契約的成立或生效，以再保險契約當事人間意

思表示合致為已足，無須標的物之交付，故屬不要物契約。 

第六目  繼續性契約 

契約以其所發生之債的關係，在時間上有無繼續性為區別標準，可分

為一時性的契約與繼續性的契約兩種。前者，契約當事人因一次給付，債

務即告履行完畢，契約關係亦告消滅；後者，契約當事人之給付，須經長

期繼續為之，債務始克履行完畢。22因再保險契約而發生之債之關係，並

非僅一時性，係具有繼續性而存續一段期間，故再保險契約屬繼續性契約。 

                                              
19 同前註，頁 30. 

20 劉春堂，同註 17, 頁 21. 

21 邱聰智，同註 18, 頁 31. 

22 同前註，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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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目  射倖契約 

有償契約依民法上的概念，可分為實定契約與射倖契約（Aleatory 
contract）。前者，於契約成立時，當事人應為之給付及給付之範圍均已確

定；後者，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應為之給付，取決於契約成立後偶然事情之

發生。23再保險的目的在於使再保險人於不可預料或不可抗力之事故發

生、亦即原保險人依原保險契約而負之給付責任發生時，對原保險人負給

付之義務，故再保險契約屬射倖契約。 

第八目  自主契約 

契約之成立，以當事人能否以自主意思參與契約內容之約定為標準，

分為自主契約與附合契約兩種。前者，雙方當事人就契約之締結，均能以

自主意思參與決斷；後者，一方當事人依附他方之意思而成立契約。24一

般保險契約通常係由保險人擬定契約條款，締約時，要保人只能表示接受

與否，對於契約內容並無影響力，此類由議價能力較強的一方擬定的附合

契約，內容自然較有利於擬約之一方，故在此類契約文字發生疑義且探求

當事人真意不得時，須依「不利解釋原則」（ Doctrine of contra 
proferentem），做不利於擬約者之解釋。與保險契約不同，再保險契約並非

由再保險人預先擬定契約內容而保險人只能對之表示接受與否，相反的，

再保險契約係由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雙方，依其專業，自主判斷，共同擬定

契約條款，故再保險契約屬自主契約，不利解釋原則於契約發生疑義時並

無適用。25 

                                              
23 江朝國，保險法論，頁 34（民國八十九年）。 

24 邱聰智，同註 18, 頁 32. 

25 持此見解之法院如：Boston Ins. Co. v. Fawcett, 357 Mass. 535, 543, 258 N.E.2d 771, 776 (1970), 
(ambiguity in insurance contract not construed against insurer where reinsurer and reinsured negotiated 
as equals); Loblaw Inc. v. Employers Liab. Assurance Corp., 446 N.Y.S.2d 743, 745 (App.Div.1981), 
(rule that contract ambiguity be construed against insurer not applicable where contract is between two 
experienced insurance companies). 另外需要特別注意者為，有不少法院認為即使針對原保險契約
的解釋，若被保險人具有經濟實力且可保護自身利益，不利解釋原則亦無適用的餘地，例如：
Eagle Leasing Corp. v. Hartford Fire Ins. Co., 540 F.2d 1257 (5th Cir. 1976), cert. denied, 431 U.S. 976 
(1977), (ambiguity in insurance contract not construed in favor of insured where insured is a large 
corporation run by sophisticated business people); Garcia v. Truck Ins. Exch., 682 P.2d 1100, 1106 (Cal. 
1984), (where insured enjoyed substantial bargaining power with insurer in negotiating policy terms, 
ambiguous terms not resolved against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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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再保險之分類         

第一目  合約再保險與臨時再保險 

再保險依交易雙方是否有義務分出或接受再保險業務，可分為合約再

保險（Treaty reinsurance）、臨時再保險（Facultative reinsurance）及預約再

保險（Open cover）。 

 

1. 合約再保險 

 

合約再保險，係指再保險交易雙方須依所訂定之交易條件，進行再保

險業務，原保險人有義務分出業務，不得遺漏，再保險人則有義務接受業

務，不得拒絕。就再保險契約中訂定之交易條件，例如承保範圍及不保項

目、再保佣金、再保險業務明細表之製送、賠款之攤付、責任之開始與終

了、貨幣別與匯率等，雙方皆有遵守之義務，故合約再保險又稱為義務再

保險。 

 

2. 臨時再保險 

 

相對於合約再保險者，乃臨時再保險，原保險人是否分出業務，再保

險人是否接受，雙方可考量其業務需要，各有決定之權，此為最古老的再

保險型態，保險人業務需要發生時方始逐次辦理，26尤其遇有無相關合約

再保險可取得、標的額度超過合約限額、危險巨大且集中、新種業務或不

尋常之業務、或為了分散各地區的危險時，必須辦理臨時再保險。 

       

3. 預約再保險 

 

                                              
26 陳繼堯，再保險理論與實務，頁 84（民國九十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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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再保險者，原保險人就分出業務與否有自由決定之權，但一經決

定分出業務，不論危險性質為何，再保險人即有義務接受，不得拒絕。 

 

4. 小結 

 

臨時再保險於有業務需要時方逐次辦理，業務不穩定，手續繁瑣且耗

時，往往接洽過程耽誤時效，無法即時提供保障，原保險人因而常常暴露

於無保險之狀態下，再保險人則因必須逐一接洽業務，可能發生再保險費

收入不敷各項開支之狀況，凡此皆為臨時再保險之缺點，因此穩定的合約

再保險應運而生。然，臨時再保險仍無法由合約再保險完全取代，尤其在

合約再保險無法完全消化危險時，便須由臨時再保險承接該業務。27就再

保險交易雙方之關係而言，臨時再保險契約雙方之關係可謂較合約再保險

契約雙方之關係密切，此乃因前者所處理的危險巨大且集中，依各次業務

需要逐一辦理，雙方從而更加審慎並密切合作。至於預約再保險，通常用

為解決某特定地區內之某特定危險，累積特別巨大時之權宜措施，因對原

保險人之一方特別有利，尚未普遍被利用，僅在業務上關係密切且能夠互

相信賴之公司間，方可能適用。28 

第二目  比例性再保險與非比例性再保險 

1. 比例性再保險與非比例性再保險之定義 

 

再保險，若以責任分配方式為區別標準，可分為以「危險」（Risk）或

「損失」（Loss）為再保險之對象二者。以危險為對象者，係以保險金額為

其內容，故稱為金額再保險，因其再保險金額、再保險費或損失依比例辦

理，故稱為比例性再保險（Proportional reinsurance）。而以損失為再保險對

象者，以損失的金額為內容，故稱為損失再保險，其處理並無一定之比例

關係可依循，故稱為非比例性再保險（Non-proportional reinsurance）。 

 

                                              
27 同前註，頁 85. 

28 同前註，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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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例性再保險與非比例性再保險之差異 

 

將比例性再保險與非比例性再保險做一比較，可發現其間之差異如

下：29 

 

（1）權利義務的分配方式不同：前者，當事人間的權利義務關係有

比例關係存在，後者則否。 

 

（2）清帳方式不同：前者以帳目結算；後者以現款結算。 

 

（3）適用對象不同：就業務對象之性質及再保險費之給付而言，前

者的業務多為「短尾業務」（Short-tail business），亦即保險事故發生後的處

理，可在短期內解決，再保險費的結算，於年度終結後，亦可在短時間內

依約定之比例精準地計算出來；後者的業務多為「長尾業務」（Long-tail 
business），亦即保險故發生後，常在賠償方面引起糾紛及爭執，保險事故

發生至理賠確定之時間，往往延續達數年之久。 

 

3. 小結 

 

比例性再保險與非比例性再保險的主要差異，在於前者針對原保險人

與再保險人間之責任，以「危險」為對象按一定的比例分配，交易雙方就

危險有某程度的共同利益（Common interest），故一般認為比例性再保險交

易雙方之關係，較非比例性再保險者，更加密切。另外，就再保險業的發

展趨勢言，非比例性再保險可謂後起之秀，其興起乃因責任保險、保險金

額巨大及危險集中的業務大量增加，有學者謂今後再保險方式將由「比例

性」朝向「非比例性」發展。30 

                                              
29 江朝國，再保險相關法律問題之研究，載陳繼堯教授退休紀念論文集，頁 767（民國八十六年）。 

30 陳繼堯，同註 26, 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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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比率再保險、溢額再保險及超過損失再保險 

1. 比率再保險 

 

比率再保險（Quota share reinsurance）者，為原保險人將每一個危險

的保險金額，按約定之比率，向再保險人分出再保。再保險費之計算及再

保險賠款之攤負，亦按同一比率為之。凡危險性高者，原保險人常降低自

留比率而提高分出再保之比率；相反地，再保險人為加強原保險人核保或

理賠之注意程度，通常會希望提高原保險人之自留比率。於比率再保險，

就同一危險之全部，不論好壞，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均按比率承受，對於

危險的立場較為一致，因此，比率再保險經常運用於新種保險或危險性較

高者，藉由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就危險的共同承擔關係，消化危險。因

為雙方休戚與共，就原保險人言，其可獲再保險保障；就再保險人言，可

信賴原保險人將謹慎核保，二者互蒙其利。31另外，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

同一命運的正當性高低，亦往往反映在原保險人自留/分出的比率之上。 

   

2. 溢額再保險 

 

溢額再保險（Surplus reinsurance）者，原保險人對於一個危險的保險

金額，超過自留額之部分，以自留額之一定倍數，由再保險人負責，此謂

一定倍數，稱為「線數」（Lines）。原保險人就危險評估其性質後，視其自

留能力決定自留額度及線數，自留額滿後之額度即分由溢額再保險人承

受；標的危險性較高或金額較大者，可設置不同層次的再保險人，一層一

層分散危險，其中，第一層稱為「第一溢額再保險」（First surplus 
reinsurance），第二層稱為「第二溢額再保險」（Second surplus reinsurance），
依此類推。依危險發生之機率言，巨災危險發生之機率較低，故第一溢額

再保險通常容納一般業務，愈高層次之溢額再保險承受之危險則多屬金額

巨大或地域集中者。32 

 

                                              
31 同前註，頁 97 以下。 

32 同前註，頁 10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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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額賠款再保險 

 

超額賠款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einsurance）者，因同一原因所發生

之任何一次賠款，或因同一原因所致之各次賠款之總額，超過所約定之自

負額度者，由再保險人負責至一定程度。超額賠款再保險就其分類言，屬

於損失再保險及非比例性再保險。原保險人為免除危險過分集中或累積造

成沉重負擔，控制賠款負擔於能力範圍內，多採此種再保險方式。惟，再

保險人所承擔之責任並非無限制，為免過高之責任危及營運，其再保責任

仍設有額度限制，為「最高責任限額」。33 

 

4. 小結 

 

上述三類再保險方式僅為基本類型，為因應高度複雜的危險環境及市

場需求，各方式可以互相結合運用，以提高損失分散及節省再保險費等之

相乘效果。另外，當事人之任一方對再保險方式的選擇、核保及理賠的進

行等，是否擁有決定權，往往受到契約雙方各自專業程度及議價能力之影

響，法院針對同一命運原則的適用，其判斷也因變動的個案事實而須依個

案定之。 

 

第三款  再保險契約與原保險契約之關係 

再保險對於原保險提供之保障，已如上述，為使該保障具體落實，同

一命運原則之觀念乃不得不然之結果。在進一步探討此原則相關問題前，

有必要針對再保險契約與原保險契約之關係做一確認，此問題乃再保險法

核心問題之一。 

第一目  再保險契約之獨立性 

十八世紀後葉，法國學者 T. Emerigon 釐清了再保險契約與原保險契

                                              
33 同前註，頁 20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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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的法律關係，指出兩者係不同的契約關係，亦即，再保險契約為與原保

險契約全然有別的另一契約，與原被保險人無關，再保險人對原被保險人

不負任何義務，原保險契約之效力，不因再保險契約而受影響，其奠定了

再保險契約的獨立原則，此為再保險發展上極其重要的原則，此後的各種

學說都以此原則為基礎展開。34 

                     

若從民法債權契約的角度觀之，基於「契約之相對性」（Privity of 
contract），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乃兩個各自獨立的契約，各有其當事

人，其權利義務關係自應依各別獨立之契約內容決定之，原保險人依原保

險契約對原被保險人負責；再保險人依再保險契約對原保險人負責，兩契

約各自獨立，在學說上稱為「再保險契約之獨立性」。                    

 

第二目  再保險契約之從屬性 

再保險契約與原保險契約雖為兩個各自獨立的契約，但是兩者之間仍

有若干關聯性。原保險人和被保險人以原保險契約約定，由原保險人於特

定保險事故發生時，負保險補償責任，再保險人依再保險契約所負之責

任，即上述原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所負之責任，若原保險人不須負補償之

責，再保險人亦無責任可言。此一互相依存的關係在比例再保險尤其明

顯，原保險人訂立原保險契約後，將其承擔之危險，依一定比率分出由再

保險人承擔，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依比例分攤責任，倘若原保險契約有無

效、撤銷等原因而失其存在，則分出給再保險人之部分亦失其附麗。因此，

再保險契約與原保險契約有相從屬之部分，此為「再保險契約之從屬性」。
35 

 

第三目  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之承保範圍是否相同？ 

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之承保範圍之間的關係為何？是否兩契約

                                              
34 陳繼堯，再保險要義，頁 11（民國八十一年）。 

35 江朝國，同註 29, 頁 779 以下。 



 

22 

之承保範圍相同（Back-to-back）？各國法院依照約文字及再保險種類的不

同，有不同的看法，英國實務就此爭點有比較完整的案例可供參考，如下

所述。36 

 

1. 依契約文字解釋 

 

英國 Vesta v. Butcher37一案中，法院認為原保險契約所承保之範圍原則

上與再保險契約所承保者相同，如果再保險人欲承保之範圍與原保險契約

不同，再保險契約雙方應於再保險契約中明確約定，法院強調這個作法當

是少見的例外。在 Axa Reinsurance (UK) Ltd v. Field38一案中，法院認為本

案爭點在於累積超額賠款再保險（Aggregate excess of loss reinsurance）中，

賠款額之累積（Aggregation）如何計算，原保險契約約定的計算基礎為「原

因」（Cause），再保險契約則約定計算基礎為「事故」（Event），法院認為

不應為了使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相同，便將「原因」與「事

故」強解為具相同意義，反之，法院認為兩契約使用不同文字必有其意義，

為體現當事人之真意，應依「原因」與「事故」兩詞原本的意義解釋原保

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的承保範圍（亦即賠款額累積之計算方法），即便此

一作法使兩契約的承保範圍不同，仍為契約解釋之當然結果。法院並強調

再保險契約之獨立性，認為決定再保險人之再保險責任是否成立及其範圍

時，首先應問的問題是：「再保險契約之約定為何？」，而不應該是：「再

保險人是否有同一命運之義務？」。 

                    

2. 依再保險種類解釋 

 

英國實務普遍認為，非比例性再保險契約雙方分擔風險之方式並非依

據一定比例，彼此間並無共同利益，因此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

不同；反之，比例性再保險及臨時再保險之契約雙方當事人，關係較為密

切且可能有共同利益，因此應可認為此二種再保險各與其原保險之承保範

                                              
36 其他國家就此問題的看法仍相當分歧，例如美國和德國原則上不認為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
約的承保範圍相同；澳洲、丹麥、法國及義大利的看法則大致上與英國相同。參見 Follow the 
Settlements, Edited by Robert Merkin, AIDA Reinsurance Working Party Report, 頁 20 (2000). 

37 同註 2。 

38 [1996] 3 All ER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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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相同。39 

 

3. 小結 

 

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之承保範圍是否相同，英國法院認為應首先

觀察兩契約的契約文字，若兩契約使用不同的文字，應依各契約之文字解

釋承保範圍，以具體落實當事人之真意；反之，若兩契約使用相同的文字，

就比例性再保險及臨時再保險的情況，可能認為各與其原保險之承保範圍

相同，蓋因交易雙方當事人間存在「共同利益」。法院以再保險契約文字

為契約解釋之首要依據，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目  小結—特殊的再保險契約 

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間存在兼具「獨立性」與「從屬性」的微妙

關係，縱使基於債權之相對性，兩契約各自獨立已為學說及實務廣泛接

受；但，因為再保險契約之本質與再保險實務之需求，兩契約間具密切的

從屬關係，尤其以比例性再保險與臨時再保險為然。體現此一從屬關係的

最佳例證，非再保險契約中之「同一命運原則」莫屬。 

 

第四款  再保險契約在契約法上的定性 

循以上討論脈絡，我們回歸到一根本問題－再保險契約在契約法上的

屬性，唯有確切掌握再保險契約之屬性，當契約條款未約定或約定不明確

時，方有依其本質加以補充或解釋之根據。關於再保險契約的性質，主要

學說如下述。 

第一目  主要學說 

1. 同種保險說 

                                              
39 Merkin, 同註 36,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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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說源自初期對再保險的概念，亦即，再保險之標的乃原保險之標

的，再保險與原保險為同一險種，若原保險為海上保險，再保險亦為海上

保險；原保險為人身保險，再保險亦為人身保險，再保險契約為保險契約

的延長，繼承原保險契約，故此說又稱為「繼承說」。英國法院採此看法。
40另有我國學者著眼於保險法第三十九條所規定者，再保險契約之標的為

「原保險人所承保之危險」。原保險人所承保者為「財產之危險」，其轉向

再保險人保險者，亦為「財產之危險」；原保險人所承保者為「人身之危

險」，其轉向再保險人保險者，亦為「人身之危險」，其認為，從法條文義

觀察，再保險與原保險契約同其性質，故採「同種保險說」。41 

 

然而，本說未認清再保險標的本與原保險標的不同，再保險契約獨立

於原保險契約另外存在，對於再保險契約的法律地位未能正確掌握。42固

然，再保險與原保險間具有若干關連性，必也先有原保險之存在，方有再

保險發生之可能，以比例再保險為例，原保險人訂立原保險契約後，將所

承擔的危險以一定比例分出由再保險人承受，若原保險契約有無效、撤銷

等原因而不存在，則再保險契約亦將失其附麗，為所謂「再保險契約之從

屬性」；但，基於債權契約之相對性，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乃兩個分

別獨立存在之契約，各有其當事人，其權利義務關係，自應各依其契約內

容決定之。自再保險的種類之角度探討，亦可知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

為各別獨立之契約，以超額賠款再保險為例，原保險契約的保險事故發生

時，原保險人固應對其被保險人負理賠責任，然若賠款未逾再保險契約約

定之起賠點時，再保險契約之保險事故尚未發生，再保險人當不負理賠責

任。簡言之，原保險人依原保險契約對其被保險人負責；再保險人依再保

險契約對原保險人負責，兩契約各自獨立，有其獨立之契約內容，此為「再

保險契約之獨立性」，43將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視為同一險種，並非妥

適。 

 

2. 合夥契約說 

                                              
40 Carter, 同註 10, 頁 4 及頁 119. 

41 尹章華，保險法論文集，頁 86（民國八十三年）。 

42 陳繼堯，同註 34, 頁 14. 

43 江朝國，同註 29, 頁 77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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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說認為再保險乃民法上之合夥，而非保險契約之一種。申言之，再

保險契約為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以分擔危險為共同目的之合夥契約，當事

人間對於危險之分配、費用之分擔、利益之獲取，有其共同目的，其法律

關係適用民法合夥之規定。在危險的分配方面，原保險人將所承保的危險

分出予再保險人；在費用的分擔方面，再保險人將自己要分擔的業務費用

以再保險佣金及盈餘佣金付予原保險人；在利益的獲取方面，再保險人收

取與原保險同一費率之保險費為再保險費。44再由再保險的種類觀察，不

論比率再保險、溢額再保險，甚或超過損失再保險，均由原保險人對原被

保險人負給付之責，正如合夥債權人對合夥人全體請求履行契約責任，至

於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責任的分攤，悉由再保險契約決定，猶如合夥契約

中定出資額的多寡決定合夥人第一線責任的大小。 

 

然就法律上要件分析，民法第六六七條規定合夥乃兩人以上互約出資

以經營共同事業之契約，亦即必須有共同之合夥財產，當事人亦須以經營

共同事業之意思而訂立契約；然事實上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並無共同出

資，訂立再保險契約之目的亦非在經營共同事業，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係

兩獨立的法人，各為契約之主體，故再保險契約非合夥契約。45 

 

3. 保證理論、轉讓理論、委任理論 

 

保證理論認為再保險的從屬性與保證契約從屬於債權契約而存在，有

相似之處，故認為再保險人立於保證人的地位，擔保保險人於事故發生時

將給付保險金，否則將由再保險人代負履行之責；轉讓理論認為原保險人

將其對被保險人之權利義務移轉給再保險人，亦即契約主體的變更；委任

理論認為再保險人係受原保險人之委任，處理原保險人承擔危險等事務。
46但上述理論均已不被支持。就保證理論言，以比例再保險為例，原保險

人將所承保的危險按一定比例分出給再保險人，係由再保險人承擔一部份

的危險，並非使再保險人立於保證人的地位保證原保險人履行契約；就轉

讓理論言，在非比例性再保險部份，此說無法自圓其說，蓋超過損失再保

                                              
44 陳繼堯，同註 34, 頁 12. 

45 江朝國，同註 29, 頁 769 以下。 

46 同前註，頁 798, 註 3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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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與超額賠款率再保險之賠款額、賠款率，往往以一年為計算單位，一年

有成千上萬個保單，總賠款額逾預定額度時，再保險人方須負責，則此時

哪一個部份轉讓給再保險人已無法釐清；就委任理論言，訂立再保險契約

後，原保險人仍須處理理賠等工作，並非委由再保險人處理，故委任理論

亦非周全。47 

 

4. 責任保險契約說 

 

本說認為再保險的目的在於填補原保險人依原保險契約，對原被保險

人所承擔的給付責任。本學說由德國學者 Ehrenberg 於一八八五年在其「再

保險論」內所主張，闡明了再保險的法律關係，已成為通說。48責任保險

契約所保障者，並非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所致之財產損失，乃避免

其因法律或契約所負債務之增加或擴大，所保護者為消極之保險利益，亦

即一種不利的關係，再保險契約所保護原保險人者，正是其依原保險契約

所負之保險給付責任，故其性質為責任保險。換言之，不問原保險為財產

保險或人身保險，再保險均屬責任保險。49 

 

第二目  小結 

再保險係承保原保險人之責任，並非承保原保險的危險；原保險所承

保的危險發生，原保險人之責任成立，此時倘依再保險契約再保險人的責

任亦成立時，再保險人始負再保險責任。亦即，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

乃二各自獨立之契約，各有其保險利益存在，原保險人對所承保的危險具

有保險利益，再保險人對其依再保險契約應負之給付責任具有保險利益，

不論原保險契約為財產保險、人身保險或責任保險，再保險均係基於有效

契約而生之利益而成立之保險契約，在性質上屬於責任保險，而我國保險

法第九十條以下關於責任保險的規定，於再保險亦應有類推適用的餘地。
50此就再保險契約性質之不同定位，將影響對於同一命運原則之解釋。 

                                              
47 同前註，頁 770. 

48 陳繼堯，同註 34, 頁 16. 

49 江朝國，同註 29, 頁 771. 

50 同前註，頁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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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同一命運原則之起源 

面對同一命運原則，首先要探究的是，此原則之正當性何在？為什麼

可以要求再保險人就原保險人一方決定之給付負責？再保險人與原保險

人間之利益關係是否完全「同向」而毫無「對立」之可能？以原保險人無

自留額之情況言，似乎難以期待原保險人就核保或理賠，如同進行自己的

業務般小心謹慎；又以超額損失再保險為例，原保險人可能希望保險給付

額度超過再保險人之起賠點，如此保險人便取得再保險給付。由此角度觀

之，原保險人及再保險人間，並非總是休戚與共，因此，傳統上認為保險

人僅須證明其已為保險給付，即可取得再保險給付，似乎無法保障再保險

人之利益。究竟，同一命運原則應如何適用？為達成再保險之目的，此原

則是否可能受到不適當的擴張解釋？在深入討論此問題前，首先必須對此

原則的起源及意義，有所瞭解。 

 

第一款  再保險運作之便宜考量 

同一命運原則的觀念至少已有兩百五十年的歷史，51雖然各再保險契

約表現此條款所用的字句不同，但目的及作用都在避免依損害補償原則解

釋再保險契約所造成的「不便」；亦即，若嚴格依損害補償原則解釋再保

險契約，原保險人必須證明其依原保險契約所為之給付，屬於原保險契約

及再保險契約之範圍內，方能取得再保險給付；但保險實務上為了再保險

運作之便宜（Expediency）考量，於再保險契約中加入同一命運條款，使

原保險人只須證明其給付係合理且依誠信（Good faith）所為者，即可取得

再保險給付。 

 

學者考究此原則出現於法國的臨時海上再保險契約，52可查考的文獻

最早者為一八五零年的再保險契約，該契約第十七條有同一命運原則的約

定，其英譯為：”The formal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being that the Reinsurer 

                                              
51 Hoffman, 同註 8. 

52 陳繼堯，「論再保險契約中的同一命運條款」，保險專刊，第五十輯，頁 12（民國八十六年）；
See also, Hoffman, 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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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 follow the fortune of the Reinsured.”；其次為一八六四年 Royal 
Insurance Company 與 Baloise Fire Insurance Company 的再保險契約第十

條，其英譯為：”In the event of loss, advice shall be given by the Royal to W. 
Thilford on behalf of La Baloise and the Royal shall proceed alone in the 
settlement which shall be binding on the Baloise can not in any case for any 
cause whatsoever be the subject of criticism on its part, and…”，該條的主要內

容為：第一，關於危險的任何事項，再保險人在其所承受的比例範圍內，

與原保險人同一命運，原保險人對於危險的通知，有錯誤或遺漏等情事

時，再保險人亦受到拘束；第二，損失發生時，原保險人通知再保險人後，

即獨自進行處理，原保險人之處理拘束再保險人，再保險人不得於任何情

形之下以任何原因為由提出異議。53另外，就美國的發展而言，有學者認

為此條款最早可追溯至一八四一年 New York State Marine Ins. Co. v. 
Protection Ins. Co.54一案，本案爭點在於是否再保險人須對原保險人與被保

險人間因訴訟所生之費用負責，法院認為，若再保險契約中有同一命運條

款之約定，再保險人便須對原保險人基於誠信所為的給付負責；相反地，

若無此約定，如同原被保險人必須證明損害發生以取得保險保障，原保險

人必須證明損害發生以取得再保險保障。 

 

第二款  配合錯誤遺漏條款 

十九世紀中期的法國，在比例性合約再保險中，同一命運條款（Suivre 
la fortune）乃配合「錯誤遺漏條款」（Errors and omissions clause）而生者。

因為原保險人所分出之危險具相當複雜性，若因其未能就某技術性事項通

知再保險人，再保險人便可免再保險給付責任，無異否定保險人就安排再

保險之努力，對於原保險人保障不周，且阻礙再保險交易之進行，錯誤遺

漏條款乃因此應運而生。55 

 

該條款規定，原保險人漏未提供業務明細表（Bordereaux）及保險相

關文件時，若原保險人於發現該技術上之疏失後及時補正，因為該疏忽所

                                              
53 陳繼堯，同前註，頁 12. 

54 1 Story 458, 18 F. Cas. 160, No. 10, 216 (C.C.D. Mass. 1841), See also, Robert W. Hammesfahr & 
Scott W. Wright, The Law of Reinsurance Claims, 頁 112 (1994). 

55 Hoffman,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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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不利益，再保險人基於誠信原則，不得異議，而須與原保險人同其

命運。此處的同一命運條款本身並不具有獨立之目的，而是與錯誤遺漏條

款配合，在原保險人就原保險契約有錯誤或遺漏行為時，保護其不致失去

再保險保障。由此可知，此處同一命運條款並未被用以處理與原保險人的

理賠行動（Settlement actions）有關之爭議，而是單純處理技術性事項。須

注意者為，此一對保險人之寬容往往造成保險人處理再保險交易時有所輕

忽，故錯誤遺漏條款容忍之範圍，自應有一定界限，其內容為何？當視再

保險契約就「錯誤遺漏」所為之定義。 

 

第三款  小結 

根據記載，一八五零年時已有再保險契約使用”Suivre la fortune”原
則，約定「再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約定，再保險人應與原保險人同一命運。」

（The formal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being that the Reinsurer shall follow the 
fortune of the Reinsured.），當時此條款的使用已相當頻繁；另外，一八六

四年時該條款出現於某一英文再保險契約中，翻譯為 ”Follow the 
fortunes”。56自此以後，同一命運條款逐漸自錯誤遺漏條款獨立出來，並開

始被廣泛使用，不再僅限於處理原保險人的技術性錯誤或遺漏，而具有獨

立的意義與目的。然而，此原則不變的中心意旨—「誠信」—在該原則漫

長的演化過程中，從未減低其重要性。 

     

第四項  同一命運原則之意義—再探 

第一款  原保危險原則及同意行動的義務 

觀察”Follow the fortunes”57原則的演進，可知此原則所指涉的意義可細

分為二，分別是承保方面之「原保危險原則」（Original risk principle）及理

賠方面之「同意行動的義務」（Duty to follow the actions），以下分述之。 

                                              
56 同前註。 

57 於此不使用「同一命運原則」或”Follow the settlements”，乃因”Follow the fortunes”及”Follow the 
settlements”之意義有細緻的差異，故不以「同一命運原則」泛稱，以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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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原保危險原則 

原保危險原則係指再保險人須依原保險人的「核保」（Underwriting）
結果負責，為再保險人之法律責任（Implied-in-law duty）。詳言之，在保

險事故發生前，對原保險人的責任有所影響的變動，例如保險標的或法律

規定的變動，再保險人須與原保險人同負其責。核保結果不包括原保險人

商業上、投資上或保險事故發生後的理賠處理結果。再保險契約既屬損害

補償契約，原保危險原則乃當然之結果，無須再保險契約雙方另為約定。
58 

 

第二目  同意行動的義務 

不同於原保危險原則的討論重點在於原保險契約的承保範圍，同意行

動的義務把焦點置於原保險人的理賠處理行動。同意行動的義務係指再保

險人須依原保險人的「理賠處理」（Claims adjustment）結果負責，亦即，

保險事故發生後，原保險人理賠時所採取的行動，再保險人須與原保險人

就該行動結果同負責任。「同意行動」並非再保險人依損害補償原則所須

負之法律義務，而是再保險契約雙方約定之契約義務。59 

         

第三目  小結 

”Follow the fortunes”原則起源於與錯誤遺漏條款搭配，有學者謂其原

始意義專指「原保危險原則」，與原保險人理賠行動之結果毫無關係，但

觀察法院判決之發展趨勢，”Follow the fortunes”之現代意義似乎已轉變為

以「同意行動的義務」為中心。60此一意義上的轉變，或許是現今再保險

                                              
58 Hoffman, 同註 8. 

59 同前註。 

60 同前註。 



 

31 

實務上混淆”Follow the fortunes”及”Follow the settlements”之定義的原因。

另有學者指出，再保險市場對”Follow the fortunes”原則的討論焦點由「損

失前（Pre-loss）的核保命運」，轉變為「損失後（Post-loss）的理賠命運」，

實乃重心錯置，蓋若再保險人可就損失前的承保危險審慎評估，則關於同

一命運之相關爭議或可逐漸消弭。61此就”Follow the fortunes”意義之闡述，

可為啟示。 

 

第二款  “Settlements”與”Fortunes”之區別 

同一命運原則的表現方式不限於一，再保險契約中經常使用者例如

“Follow the settlements”與”Follow the fortunes”。討論此二條款是否各自具

有不同意義，可進一步瞭解同一命運原則原始的意義，對於此原則相關問

題的釐清亦有助益。 

 

針對此二條款的翻譯，目前似無中文文獻加以明確區別，皆稱為「同

一命運原則」。在英美兩地，法院的見解尚未達到共識，有法院並未針對

二者加以區分，而是交互使用，亦有法院指出兩條款為「相似」（Similar）
者，62更有法院明確表示”Follow the fortunes”之意義尚待建立；63學說方

面，有學者認為兩詞無須刻意加以區分，應依其約定內容加以瞭解，然亦

有學者指出，該二條款具有不同的背景、起源，尚不可論斷為相同；64可

謂相當令人困擾。因此，此二條款究竟是否具不同的定義？似乎仍為未決

的問題。 

      

然，追本溯源，應可推斷此二條款係不同的概念。參見以上對於”Follow 

                                              
61 陳繼堯，同註 52, 頁 29. 

62 同前註，頁 30. 

63 Hayter v. Nelson and Home Insurance Com., [1990] 2 Lloyd’s Rep. 265 QBD (Comm Ct), ”… there 
is no authority on the meaning of a ‘follow the fortunes’ clause of this or indeed any other kind, though 
the use of such clauses is commonplace in the business of reinsurance and retrocession… it is clear 
from the textbook writers that there is or appears to be very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not to say 
confusion) as to what is intended to be meant and agreed by the use of the phrase ‘follow the 
fort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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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tunes”原始意義的討論，可知此條款之意義為，針對可能影響原保險

人地位（Position）的事項，亦即影響原保險人之「核保命運」（Underwriting 
fortunes）者，再保險人須同負其責，例如，所保危險、保單條款或法令等

之改變，影響原保險人責任範圍者，再保險人必須負責；至於”Follow the 
settlements” 之”settlements”，乃原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和解後之保險給付結

果，故”Follow the settlements”意義在於，就原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和解結

果，再保險人須同其命運。很明顯地，「再保險人須就原保險人之核保命

運負責」（”Follow the fortunes”所指涉者）及「再保險人須就原保險人與被

保險人之和解結果負責」（”Follow the settlements”所指涉者），為兩個截然

不同的概念，前者為損害補償契約之必然解釋，後者為再保險人依再保險

契約所負之契約義務，此可由觀察兩條款各自的字面意義及歷史淵源得

知。採用此區別者，例如美國法院於 Aetna Casualty & Surety Ins. Co. v. 
Home Ins. Co.65一案中，認為”Follow the fortunes”係指再保險人須跟隨保險

人之核保命運；”Follow the settlements”則指再保險人須就保險人與被保險

人和解之結果負責。 

 

另外，德國法院就此二條款之區分已有相當明確的共識，可為參考，

其認為”Follow the fortunes”係指保險人因原保危險本身所生之一切責任變

動，而非因保險人之行為所致者，再保險人須同其命運，例如危險程度之

變動；而”Follow the settlements”係指保險人自身行為引起的一切責任變

動，再保險人須同其命運，例如保險契約文字之改變或接受被保險人給付

之請求。德國法院之見解，與上述就該二條款之區別恰相呼應。明確區分

兩條款之意義，對承保範圍之爭議有防阻及釐清之效果，不可不慎。     

 

第三款  保險上的命運 

所謂同一命運並非漫無限制，再保險人相隨者為保險上之命運

（Insurance fortunes），而不是商業上的命運（Business fortunes），保險上

的命運為原保險人依保險契約之約定所應承擔之責任，再保險人於原保險

人之此一給付責任發生時，負填補此給付之責任，與原保險人同一命運；

商業上的命運係指原保險人身為一企業個體所可能承受的損失，例如原保

險人因員工侵佔保險費、或被保險人不繳付保險費所致之損失，此種損失

                                              
65 882 F. Supp. 1328 (Di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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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藉其他直接保險填補，非再保險人之責任範圍。 

   

第四款  小結 

同一命運原則有漫長的發展歷史，其起源自合約再保險，現今美國法

院則將其廣泛適用於其他類型的再保險，包括臨時再保險、比例性及非比

例性再保險；另外，再保險人根據同一命運原則所負責任之範圍為何，實

務上討論焦點已然由「事故發生前，原保險人之核保命運」轉移至「事故

發生後，原保險人之理賠結果」；最後，就”Follow the fortunes”與”Follow the 
settlements”之定義，似乎尚未有明確之區別，同一命運原則應如何適用之

相關爭議，因此更顯複雜。 

   

綜合以上對於”Follow the fortunes”條款之起源及原始意義的探討，或

可得一初步結論，亦即，”Follow the fortunes”應僅指涉原保險人之核保命

運，若原保險人欲取得核保命運以外（例如通融賠款或懲罰性賠償）之再

保險保障，應明訂於再保險契約，才有使再保險人擔負此契約義務之正當

基礎，不可僅以契約文字有類似”Follow the fortunes”之約定，便一概認為

再保險人須接受原保險人一切理賠結果。66就再保險契約之性質觀之，也

唯有上述對於”Follow the fortunes”的理解，方能與再保險契約之損害補償

性質相呼應，換句話說，”Follow the fortunes”乃於再保險契約中，以契約

文字具體化損害補償原則。然而，觀察各國法院判解，至今”Follow the 
fortunes”之意義為何，仍無共識，爭議頻生，已如上述，為解決爭議，有

正本清源之必要。 

          

 

第三節  同一命運原則之目的 

 

                                              
66 例如，法院甚至曾經認為，再保險契約中，對於再保險人同一命運的約定，即使沒有使用”Follow 
the fortunes”之文字，仍可適用”Follow the fortunes”原則，see American Ins. Co. v. North American 
Co. for Prop. and Cas. Ins. (NACPAC), 697 F. 2d 79, 81 (2d. Cir.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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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確保原保險人獲得再保險保障 

理論上，再保險人之給付責任發生，為損害補償原則的具體化，亦即，

保險人之給付責任依保險契約之規定而發生，再保險人則補償保險人因保

險給付所生損失。因此，依照損害補償原則，唯有保險人依保險契約負保

險給付責任，且其給付在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再保險人才負再保險給

付責任。 

 

然而，倘如此嚴格依照損害補償原則解釋再保險人之給付責任，可能

有害保險人取得再保險保障；有學者一針見血地指出，對於保險人而言，

再保險最「沒有保障的」（Unassuring）一點存在於再保險契約最根本的性

質，亦即再保險契約的損害補償性質。67針對此一再保險契約的性質與再

保險交易的目的有所衝突的結果，實務上以同一命運原則減緩上述嚴格解

釋對於保險人可能帶來之不利結果。 

 

如多數法院所稱，同一命運原則目的在減輕保險人就保險給付責任發

生，應為舉證之程度，只要其給付係合理且依誠信所為者，再保險人即不

得以保險人所為給付不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就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和

解，重為全新的檢視（Full-blown review），否則保險人每一個和解決定將

受再保險人再次檢視，將有礙保險人取得保險保障。因此，依照同一命運

原則，再保險人之給付責任是否發生，決定於保險人之行為，亦即，保險

人之給付是否依誠信所為且合理。68 

 

實務上，保險人於再保險交易中，以此保障自己利益，得以順利且迅

速取得再保險給付。換言之，為免再保險人拒絕攤付保險給付，幾乎所有

再保險契約中皆有此種約定，已然成為實務慣例。保險契約之爭議，涉及

                                              
67 Hoffman, 同註 8, “As with the payment for which the reinsured is clearly not liable, the principle of 
indemnity has as a consequence that here too the reinsurer might lawfully refuse to pay. Thus it is 
readily apparent that, at least for the party reinsured, a most unreassuring prospect is imbedded in the 
singl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reinsurance contract law.” 
68  同前註 , “Rather, the reinsurer’s legal duty to indemnify the reinsured under the clause is 
conditioned squarely on the reinsured’s good faith in settling. Thus, neither the literal meaning nor the 
facial breadth of the language of the clause, but the quality of the reinsured’ conduct in settling a loss 
with its original insured determines the reinsurer’s duty under the clause to pay its share of a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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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條款之解釋、賠償項目之決定、危險之安排、帳單之製作等，範圍極

為廣泛，若不將此類條款訂定於再保險契約內，則保險範圍及賠款金額等

爭議解決之主導權，原保險人將無法掌握，69往往阻礙保險人之危險分散，

根本衝突到其為再保險安排之原意，因此，同一命運原則之出現，可謂呼

應再保險之目的而生者。 

 

第二項  轉嫁「有疑義的責任」對保險人產生之風險 

現今之再保險實務就同一命運原則之解釋，由「原保危險原則」，擴

大範圍至「同意行動之義務」，以再保險契約之約定擴大再保險人之責任

範圍，已如上述，主要目的在於處理原保險人「有疑義的責任」（Doubtful 
liability）。所謂有疑義的責任，意指保險人為保險給付時，未察覺給付責

任事實上不存在，事後才知悉其並無給付責任，而其給付係依誠信所為，

此時，保險人就有疑義的責任為給付所生之損害，應由誰負責？此問題可

謂再保險交易中的「經典」問題。依再保險的目的解釋，再保險目的在於

提供原保險人保險保障，故此損害應由再保險人負責；另一方面，若依再

保險的性質—損害補償—解釋，唯有原保險人依法律或契約應負之給付責

任，再保險人才同負其責，則原保險人就有疑義的責任為給付所生損害，

若契約無另外約定，即非再保險人責任之範圍。 

 

為了避免損害補償原則對原保險人發生失去再保險保障的不利結

果，並落實再保險的目的，再保險契約雙方乃於契約中加入同一命運的約

定，希冀於有疑義的責任發生時，確保原保險人可取得再保險給付，將原

保險人對有疑義的責任為給付，因而發生損害的風險，轉由再保險人承

擔。換言之，此原則旨在「確保原保險人取得再保險保障」與「依損害填

補原則嚴格解釋再保險範圍」之間求取平衡，實務上之作法係降低原保險

人舉證責任之程度，只要原保險人之保險給付係依誠信所為者，便可獲得

再保險補償，此亦可加速理賠程序並減少訟案，降低訴訟花費。 

 

                                              
69 學者陳繼堯更進一步謂「原保險人於理賠時，因需再保險人同意，往往不敢充分履行原保險
契約之義務，準此以觀，同一命運條款之納入於再保險契約，亦具有保護原保險之被保險人之功，
此蓋為原保險人訂定再保險契約當初所非意料者，此一衍生之重大意義，實值重視。」見註 51, 頁
14. 然應注意者為，再保險直接、主要之功能係保險人對於危險之分散及清償能力之充實，原被
保險人因此所受之利益乃「間接反射」者，並非再保險安排之直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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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小結 

根據嚴格意義的損害補償原則，保險人若欲取得再保險給付，應符合

三項條件：一、損害確實發生；二、該損害在保險契約之承保範圍內；三、

該損害在再保險契約之承保範圍內。倘條件一、二其中之一不符合，便無

須討論條件三是否符合。同一命運原則處理的對象為條件二，亦即，為減

緩損害補償原則對於保險人可能帶來無法獲得再保險給付之不利結果，此

原則旨在降低保險人就其給付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舉證責任，只要保

險人所為保險給付係依誠信所為且在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保險人便可

獲得再保險給付，以補償其因保險給付所受損失。換言之，此原則某程度

限制了再保險人依據條件二提出異議之權利；亦即，再保險人不得以該損

害是否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相關問題，對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提出質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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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同一命運原則之基礎—誠信原則，及相

關重要案例 
 

同一命運原則之目的，係在「再保險之目的」與「再保險之損害補償

性質」之間求取平衡，將原保險人就「有疑義的責任」為給付，因而可能

發生損害之風險，轉嫁予再保險人承擔，已如上述。此一「風險轉嫁」是

否合理？倘依契約自由原則解釋，契約雙方當事人可自行安排契約內容以

進行風險分配，因此，此風險分配合理與否，並非此處要討論的問題。有

疑問的是，同一命運原則就上述「風險轉嫁」，到何種程度？亦即，再保

險人就保險人之保險給付提出異議的權利，何種程度受到限制？在探究此

問題之前，必須對同一命運原則之基礎—誠信原則—有所瞭解。 

       

第一節  同一命運原則與誠信原則 

 

第一項  誠信原則 

民事關係複雜萬端，法律規定縱然詳盡，亦無法即時跟隨社會事實變

化之腳步，而法院對於民事案件又不能以法無明文拒絕裁判，故有以一般

性之原則補充漏洞之必要，於此情形，大陸法系以誠實信用原則補充之，

英美法系則以衡平法補充之。70以下介紹誠信原則之意義、功能及其適用，

並探求其與同一命運原則之關係。 

 

                                              
70 何孝元，誠實信用原則與衡平法，頁 4（民國五十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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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誠信原則之意義、功能及其與先契約義務之關係 

第一目  誠信原則之意義 

要瞭解誠信原則之意義，首先必須瞭解其發生與權利之行使息息相

關。「權利」係法律所賦予以享受利益之力，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而為社

會秩序的一部份，在一個基於私法自治、肯認個人自由之市場經濟體制，

權利與自主決定固然相當重要，惟個人權利與自主決定並非可無限上綱，

以致侵犯他人。因此，為保障社會生活之和諧，權利的行使須受到限制，

乃屬當然。然，商業交易千變萬化，交易當事人無法思及所有可能影響其

地位之事項而做事先準備，因此，作為一般性法律原則之誠信原則乃應運

而生，用以確保交易雙方依「誠實」（Honesty）進行交易，不至於以契約

無明文約定為由而為任何有悖誠信（Bad faith）之行為。 

       

至於誠信原則之定義，並非易事，此乃誠信原則之「本質」使然。詳

言之，誠信原則之目的，既然是在各類商業交易中作為交易者一般性之行

為規範，若予以明確定義，恐將因定義過於狹隘，或涵蓋之行為態樣不足，

而失其作為一般性指導原則之功能。然而，一般認為誠信原則可由客觀角

度及主觀角度加以描述，所謂客觀角度之描述，係指誠信原則乃「履行義

務時應有之正直、公平或合理」及「避免不公平地由他人處獲取利益，不

論係藉由技術性的法律操作、不為資訊提供或不為通知，或其他使系爭交

易成為不公平的行為。」71；所謂主觀角度之描述，係指交易者在各交易

中，依照個案實際狀況，應負有誠實行為之義務。72有學者指出，誠信原

則之衡量標準乃所謂「合理期待理論」，亦即，交易之一方不應為有害另

一方對於交易結果之合理期待的行為，否則視為違反誠信原則。有論者則

認為誠信原則無法積極定義，而應被解釋為「排除者」（Excluder）之角色，

其本身並無意義（Meaning），而是在個案中加以「具體化」，用以判斷何

                                              
71 Nadia E. Nedz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od Faith, Fair Dealing, and Pre-contractual Liability, 
Tulane European and Civil Law Forum (Winter, 1997), “Decency, fairness or reasonableness in 
performance or enforcement of a contract” and “an honest intention to abstain from taking unfair 
advantage of another, through technicalities of law, by failur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r to give notice, 
or by other activities which render the transaction unfair.”另外，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中就”Good faith”之定義為：”Honesty in fact and the observance of reasonable commercial 
standards of fair dealing.” 

72 Nedzel,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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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行為有違誠信。73 

  

第二目  誠信原則之功能 

由以上討論可知，誠信原則使權利行使具有社會化之內涵、倫理的性

質及客觀的判斷標準。74其規範功能有三，分別為補充的功能、調整的功

能、限制及內容控制功能，75於法律規定出現漏洞或情事變更發生時，發

揮補充漏洞並調整當事人法律關係之功能。 

  

第三目  誠信原則與先契約義務之關係76 

1. 大陸法系之發展 

 

大陸法系傳統上相當強調契約雙方當事人應依誠信原則進行交易，不

論交易的階段屬於先契約（Pre-contractual）階段或已進入契約締結後之履

行階段。此乃羅馬法上之”Bona fides”之觀念。大陸法系認為所謂「義務」，

可能來自雙方當事人契約之約定，亦可能來自法律之規定，例如侵權行為

之相關規定。而所謂契約或雙方合意之權利義務關係，必須具備以下要

件：雙方之合意、當事人之行為能力、確定之標的以及契約之約因（Cause）。
大陸法系中「約因」之概念較英美法系中「對價」（Consideration）之概念

為廣，所謂約因，係當事人之一方之所以使其自身負擔義務之理由，其以

當事人之忠實（Fidelity）及誠實（Honesty）為基礎，為正義、誠信等道德

價值在契約法之體現。將此概念具體落實於先契約階段者首推法學大儒耶

林（Jhering）之締約上過失理論（Culpa in contrahendo），耶林認為，在締

約前，倘交易雙方之磋商談判已具體化到一定程度，應對於交易當事人之

                                              
73 Michael C. Seller, Divergent Conceptions of the Reinsurance Doctrine of Utmost Good Faith,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Commercial Law and Practice Course Handbook Series (September, 1999). 

74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591（民國二零零一年九月五刷）。 

75 同前註，頁 597. 

76 Nedzel, 同註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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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賦予某程度的保護，其並反對當時德國法院就法律規定所為之嚴格解

釋，認為法律之解釋應同時考慮契約當事人之真意、權益及公平正義。此

一主張促使德國法院判決漸以「衡平」之實踐為著眼點，並確保法律之解

釋與適用富有彈性且與時俱進。 

 

2. 英美法系之發展 

 

英美法系對於誠信原則之看法與大陸法系不同，前者並不認為「道德」

應與法律之要求互相混淆。十八世紀後期以來，就契約之解釋及履行，英

美法強調契約之對價以及雙方當事人之真意，乃契約履行或強制執行的要

素，至於雙方之忠實（Fidelity）或誠實（Honesty），則並非契約履行或強

制執行之主要依據。既然英美法強調的是契約之對價及雙方當事人之真

意，可見其明確區分「契約關係」及「契約締結前、談判尚在進行中之關

係」，認為契約締結以前並無契約相關權利之存在可言，而誠信原則對於

雙方當事人之拘束，僅在契約締結後才發生，亦即，契約締結後，雙方當

事人皆不應為任何行為有害對方依該契約所享之權利。法院不承認此一先

契約階段有任何權利保護之必要，而認為雙方在此階段得自由進行談判，

且須自行就談判成功與否之結果，負擔相關風險，此乃「買受人注意」

（Caveat emptor）之原則。 

 

當時法院採此看法因而經常遇到的難題是，如果在此一階段，進行談

判之任一方為任何不合理之行為而損害對方值得保護之權益或信賴，應如

何對該受損害之一方提供符合衡平原則或正義要求的保護。為因應此一規

範需求，英美學說及實務逐漸由「契約關係創造後，雙方當事人才對彼此

負有誠信義務」之觀念，發展出更細緻的看法，認為自雙方之談判開始，

整個交易關係發展過程中，應更強調契約目的之達成，因此應以一個可適

用於各種交易型態之原理原則，於個案中適度調節雙方當事人之權利義務

關係，肩負此一重責大任者乃「誠信原則」。 

 

隨著誠信原則之發展，法院判解之趨勢為，即使雙方尚未達成可稱之

為「契約」的合意，仍應視雙方合意之成熟度、明確度或具體度，以「禁

反言」（Estoppel）原則，限制任一方為任何違背其先前之表示的行為，害

及對方之信賴。可見誠信原則已漸伸展其觸角至先契約階段，約束當事人

之交易行為。然而，法院仍強調誠信原則或禁反言原則的適用，仍應以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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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當事人之真意為依據。 

 

3. 小結 

 

由以上對於大陸法系及英美法系之討論可知，誠信原則不僅於契約締

結後，用以拘束雙方當事人之義務履行；於契約締結前，若雙方當事人間

之談判內容已具體到可明確察知雙方之真意，且交易之一方因他方之行為

而信賴該他方不會阻礙契約之締結，便應賦予信賴之一方一定之保護。須

注意者為，就誠信原則於先契約階段之適用，不論是大陸法系或英美法

系，皆認為應以當事人可得察知之真意為誠信原則具體化之依據，此就抽

象之誠信原則之適用，有重大意義。 

第二款  誠信原則之適用 

第一目  一般原則 

誠信原則乃斟酌事件之特別情形，公平衡量各方當事人之關係，使其

間利益達於妥適之抽象法律原則。此一抽象原則之適用，乃根據公平正

義，於個案中視個案事實予以「具體化」其標準。當事人之行為是否違反

誠信原則，應客觀衡量當事人之利益認定之，雖當事人之主觀意思亦應斟

酌，然其有無故意過失，則非所問。77誠信原則為法律之補充法、解釋法、

調劑法，法律無明文規定時，法官固得依誠信原則補充之；法律有明文規

定但其運用有欠公平時，法院亦得依誠信原則特設例外以補充之，以此減

輕法律之嚴肅性，使法律的適用更臻於公平正義。大陸法系與英美法系之

制度雖有不同，但以誠信原則之適用減輕法律之嚴肅性則一。78 

  

在誠信原則具體化之過程中，如何調節個案正義與法律安定性及可預

見性，乃必然之難題。然，正也因誠信原則具有此彈性，在法律規定有缺

漏或契約當事人意思表示不完整時，可創設、調整或變更相關權利義務之

                                              
77 王澤鑑，同註 74, 頁 597. 

78 何孝元，同註 70,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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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實為法律之窗戶，使法律能因應社會之進步及變遷而與時俱進。79此

原則負擔填補法律、契約規範不足處的重責大任，適用時應考慮相關事實

狀況，公平衡量當事人間之關係，以期在個案正義與法律安定性間達成平

衡。 

 

第二目  誠信原則於保險法之適用80 

由於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存在「資訊不對稱」之情況，被保險人對於

保險標的之危險情形較為瞭解，保險人為正確估計危險，並決定是否承擔

危險及承擔之條件，有賴被保險人對於重要事項之據實說明，保險契約因

而尤重誠信原則，以確保「保險費之給付」與「危險之承擔」間之對價平

衡。 

第三目  誠信原則於再保險法之適用 

1. 學說見解 

 

再保險契約為保險契約之一種，雙方當事人間亦可能存在資訊不對稱

的狀況，為降低資訊不對稱，使再保險人得以正確估計其危險，誠信原則

自然於再保險契約有其適用。有論者更進一步認為再保險契約要求更高度

之誠信，為「最高誠信原則」（Utmost good faith），此為再保險界商業習慣

長久發展之結果。蓋因與原保險相較，再保險業務幾乎全在原保險人方進

行，且業務拓展相當需要時效，因此再保險人對於相關訊息無法直接加以

控制，而必須信賴原保險人之告知內容，以評估危險並決定接受再保險與

否以及接受之條件，故再保險契約對於原保險人誠信之要求，較一般之保

險契約對被保險人誠信之要求，更為強烈。簡言之，誠信原則於再保險交

易的重要性，如同「將再保險給付責任附加於再保險人身上的黏著劑」。81 

                                              
79 劉春堂，同註 17, 頁 147. 

80 關於其細部討論，可參考袁宗蔚，保險學，頁 251 以下（民國八十七年三十四版）；蔡意文，
論誠信原則於保險法之適用，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八十三年）。 

81 Hoffman, 同註 8,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reinsured’s good faith is the main ingredient in the 
glue that may bind the reinsurer under a loss settlement cla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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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指出保險契約有高度屬人性，雙方當事人對於他方之品德、債

信及行為（Character, credit and conduct）倍為重視，82此於再保險契約尤應

如是，蓋再保險交易須具有高度專業之人方得以進行，且再保險交易多在

相當急迫的時間壓力下完成，再保險契約雙方間的互信顯得因而更加重

要，詳如後述。 

 

有美國學者認為保險契約之告知義務亦適用於再保險契約，保險人於

訂立再保險契約時，應將有關危險之所有重要事實（Material facts），據實

告知再保險人，83以利再保險人估計危險，其他如危險的安排、帳單的製

送、再保險費的計算以及賠案的處理與追償的執行，保險人均須依誠信而

為，此為決定原保險人得否要求再保險人同一命運之前提要件。另有學者

指出再保險之標的為無形（ Invisible）之標的，此標的為「信任」

（Confidence），此信任之存續繫於決策主管與執行個人道德上之誠實

（Moral integrity）。84又有學者指出誠信原則為保險制度之基礎（Backbone 
of the whole system），85其履踐端賴當事人之品德、誠信與行為。上述關於

最高誠信原則之學說論述，可以一再保險市場上從業人員之共識為總結，

即再保險交易為「人品之核保工作」（Underwriting a man），誠信原則作為

（再）保險契約之基礎，其受重視的程度，當為其他民事契約所不及者。 

 

在英國學說方面，有學者認為在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中，雙方當事

人僅消極不做不實告知，是不夠的，其仍須負積極的告知重要事實的義

務，86亦即，其區別一般民事契約與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就契約雙方

應盡之告知義務及所應遵守的誠信原則有不同程度之要求。 

    

2. 誠信原則之判斷標準 

 

                                              
82 施文森，保險法論，頁 12（民國七十年）。 

83 陳繼堯，同註 26, 頁 74. 

84 陳繼堯，再保險論－當前趨勢與各型態研究，頁 17（民國八十二年七版）。 

85 同前註，頁 17. 

86 Carter, 同註 10, 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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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再保險契約雙方皆應遵守誠信原則已為實務及學說肯認，但既然

誠信原則主要在處理資訊不對稱的問題，且再保險交易中對所保危險擁有

資訊優勢的一方為原保險人，故遵守誠信原則之義務多半落在原保險人一

方。就如何判斷原保險人之行為是否符合誠信原則，美國法院實務發展出

一個日漸受到重視的標準，意即「原保險人是否如未擁有再保險保護般行

動？」（…whether the cedent acted like a company that was wholly unreinsured 
for the loss?），換句話說，即使原保險人擁有再保險保護，仍應如未取得再

保險保護般合理審慎地處理原保險契約有關事項。87然而此一標準並未能

解決所有與誠信原則有關之爭議，例如原保險人是否盡其告知義務，因為

原保險人之告知發生於再保險契約成立前，故上述判準於此無法適用。可

見誠信原則之具體適用，並非易事。 

 

第二項  同一命運原則與誠信原則之關係 

 

為了落實再保險之目的—提供保險人保險保障，再保險契約之雙方於

契約中約定同一命運條款，甚至以此條款擴大再保險人之責任範圍至保險

人依原保險契約「可能」須負擔之「有疑義的責任」；為了呼應此一對再

保險人的「嚴苛」要求，相對地要求保險人須依最高誠信原則進行承保或

理賠，以誠信原則為同一命運原則之正當性基礎，同時藉此減低再保險契

約雙方之間資訊不對稱的狀況。 

 

由此可知，誠信原則乃同一命運原則的基礎及前提要件，其就再保險

人之責任範圍，於個案中劃分其界線。有學者指出，同一命運原則的適用，

受限於保險人於進行交易相關事項時之誠信。88換言之，誠信原則乃用以

拘束保險人保險給付之行為，以保障再保險人之權利；相對地，同一命運

原則乃用以拘束再保險人，使保險人得以取得保險保障，於保險人依誠信

為保險給付時，要求再保險人負再保險給付之責。另外，有學者進一步認

為，再保險契約中縱未約定同一命運條款，無妨承認此原則之存在；89或

                                              
87 Seller, 同註 73. 

88 Paul M. Hummer, Common Reinsurance Issues: Follow the Fortunes, Late Notice and Rescission, 
Defense Counsel Journal (July, 1999), “The follow the fortunes doctrine is limited by a cedent’s duty of 
utmost good faith.”                               

89 陳繼堯，同註 84, 頁 22, 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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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誠信原則即可取代，而依此為再保險人須同一命運的當然解釋。90 

 

就實際適用而言，同一命運原則係用以保護保險人，以利其取得再保

險保障，因此同一命運條款之用語，其範圍多半相當廣泛；然，法院進行

認定時，原則上相當堅持保險人之「誠信」為此原則適用之前提條件，以

誠信原則作為平衡保險人及再保險人間權利義務之機制。觀察實務見解，

一般而言，同一命運原則與誠信原則互相拉扯適用之結果為，於保險人依

誠信為保險給付時，法院傾向認為，依據保險契約，不論保險人之給付責

任是否發生，再保險人皆須負再保險給付之責。91 

 

依照此一討論脈絡可知，應探究者為，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如何認定保

險人之「誠信」？亦即，法院是否已發展出何種判斷保險人於處理賠案時

是否依照誠信的相關標準？因為誠信原則乃抽象之法律原則，欲就誠信原

則如何具體適用，求得一放諸四海皆準之答案，可謂根本不可能。此一問

題之解答，或可藉由觀察個案中，再保險人就保險人所為給付提出之抗

辯，法院採取肯定或否定之態度，得知法院認為保險人之何種行為態樣違

反誠信原則。 

  

                                              
90 陳繼堯，同註 52, 頁 27. 

91 Hoffman, 同註 8, “Although reinsurance loss settlement clauses always have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the reinsured and usually contain broad language purporting to bind the reinsurer generally 
by whatever settlements the reinsured may make, the courts, by denying enforcement in the absence of 
good faith, act to protect the reinsurer in cases of abuse of the clause. The net effect of the clause is, 
therefore, that, in a narrow class of cases, it may bind the reinsurer by a settlement even if a court on a 
more fully developed factual record would hold that the reinsured had not been 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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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誠信原則在英美法院實務之發展 

第一項  基本原則 

第一款  英國法院之解釋 

於英國法上，最高誠信原則（Utmost good faith）首度出現於一七七六

年 Carter v. Boehm92一案，該案法官 Lord Mansfield 認為最高誠信原則適用

於所有契約：「標的發生事故的偶然機會之相關事實，絕大多數僅被保險

人知道，保險人信任被保險人的告知，並相信他不會隱藏事實來誤導保險

人… 此原則（指最高誠信原則）適用於所有契約及交易，誠信的概念禁

止任一方當事人隱藏其所知之資訊，並利用對方之無知使對方與之交

易…。」。93然而，此一「最高誠信原則適用於所有契約及交易」之看法並

不受後來多數法院的支持。94 

 

詳言之，法院著眼於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間「資訊不對

稱」之情況，認為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應與一般民事契約相區別，認為

一般民事契約中並無積極告知義務（Positive duty of disclosure）的要求，

買受人針對買賣標的必須自行盡其注意義務，此即所謂”Caveat emptor” 
（買受人注意）；而在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中，雙方當事人皆負有積極

的告知義務，以提醒對方注意相關之重要事實（Material facts），此

即”Uberrima fides”（最高誠信原則）95。 

 

                                              
92 [1776] 3 Burr. 1905. 
93 ”The special facts, upon which the contingent chance is to be computed, lie most commonly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insured only; the underwriter trusts to his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eds upon 
confidence that he does not keep back any circumstance in his knowledge, to mislead the underwriter… 
The governing principle is applicable to all contracts and dealings. Good faith forbids either party by 
concealing what he privately knows, to draw the other into a bargain, from his ignorance of that fact, 
and his believing the contrary.” 

94 See ,GMA v. Storebrand and Kansa [1995] L.R.L.R 333; SAIL v. Farex [1995] L.R.L.R; Brownlie v. 
Campbell [1880], 5 App. Cas 925, 954.  

95 “Uberrima fides…the most abundant good faith; absolute and perfect candor or openness and 
honesty; the absence of any concealment or deception, however slight.” Black’s Law Dictionary, 1520 
(6th Ed.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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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誠信原則對同一命運條款的效力最早有所闡釋者，為 Uzielli v. 
Boston Marine Ins. Co.96一案，法官認為對於原保險人誠實（Honestly）處

理的案件，再保險人即須負責，不得有異議。亦即，再保險人仰賴原保險

人的誠實（Honesty）與「專業」（Professionalism），對於原保險人之理賠

不再行訟爭，而與其同一命運。 

 

十九世紀末，英國再保險實務對於”Pay as may be paid thereon”的共

識，如同 Insurance Company of Africa v. Scor (U.K.) Reinsurance Co. Ltd97一

案中法官 Stephenson 的說明：「此條款使再保險人有義務賠償任何原保險

人誠實的給付，不可再行爭議。」98其理由為，在海上保險實務，保險人

之間互相承保、再保，再保險人對於原保險人所做給付負責到底，已然相

沿成習，且今日的保險人可能成為明日的再保險人，雙方互相信賴，各自

盡其最高誠信（Utmost good faith、Uberrima fides）之義務，原保險人向再

保險人揭露保險標的之相關重要事實，再保險人則不再爭執原保險人依據

誠信所為之給付，避免紛爭再起，節省訴訟花費。因此，再保險契約雙方

約定，再保險契約與原保險契約條款與條件相同（Subject to the same terms 
and conditions），再保險人依照原保險人所賠償者賠償（Pay as may be paid 
thereon）。在有名的 Gurney v. Grimmer99一案中，法官 Scrutton 亦採同樣看

法，認為若原保險人依據誠信原則處理賠案，再保險人便須同其命運。   

 

法院之解釋落實於一九零六年之海上保險法（Marine Insurance Act），
本法第十七條規定：「海上保險契約是以最高誠信原則為基礎的契約，倘

契約任一方未遵守最高誠信原則，契約另一方得主張契約無效。」100亦強

調最高誠信原則於（再）保險契約之重要性。   

 

                                              
96 [1884]15 Q.B.D 11. 
97 [1985]1 Lloyd’s Rep. 312 at 319. 
98 “…it bound the reinsurer to pay without further inquiry any claim honestly paid by the original 
insurer.”  

99 [1932]44 Ll, L. R. 189 at 192. 

100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is a contract based on the utmost good faith, and, if the utmost 
good faith is not observed by either party, the contract may be avoided by the other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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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美國法院之解釋 

美國再保險之發展，起步較英國為早，其於再保險發展之初，法院認

為英國用以禁止再保險業之喬治二世法案，對於曾為英國殖民地之美國並

無拘束力，法院處理再保險契約爭議（尤其是理賠相關條款）時，在無英

國法可供參考之狀況下，乃援引歐洲大陸（尤其是法國）自十六世紀即開

始發展的相關原則，包括原保險人須依誠信進行理賠的觀念，也為美國法

院採行。 

 

美國再保險契約中對於誠信原則的要求，亦較一般的民事契約為高，

因為再保險契約雙方長久以來擁有友好且互信互利的商誼，進行交易時多

半不以鉅細靡遺的契約拘束雙方，而求諸誠信原則；且再保險業特重商業

習慣，故有論者認為，與其說最高誠信原則為抽象性法律原則，不如說此

原則乃一般商業習慣的體現。101 

 

美國法院早在一八零五年之 Hastie v. DePeyster102一案中，對再保險契

約中之誠信原則有所闡釋，法院認為：「再保險契約中通常會包含一個條

款，即原保險人只須出示就原保損失已為給付之證據，再保險人便須對原

保險人為再保險給付。此條款要求原保險人須依誠信行動，並賦予其就被

保險人之求償有接受或拒絕之裁量權。」103在New York State Marine Ins. Co. 
v. Protection Ins. Co.104一案中，法官 Story 認為：「為了避免（再保險人就

原保險人依原保險契約可向被保險人提出之異議，再行爭執，而造成）不

便及程序上之遲延，及可能之風險，法國之再保險契約中常可見一個條

款，允許原保險人依誠信原則進行理賠，其結果對再保險人有拘束力。」
105法院採取當時法國法院之看法，認為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同一命運之基

                                              
101 Seller, 同註 73. 
102 3 Cal. R. 190 (N. Y. 1805). 

103 “…It is, however, usual for the policy of re-assurance to contain an express provision that the 
re-assured shall only be obliged to produce the evidence of payment of the loss, and the re-assurer will 
be bound to refund it. This special contract obliges the re-assured to act with good faith, but leaves him 
in all other respects to his own discretion and prudence, in admitting or contesting the claim of the first 
insured.”  
104 18 Fed. Cas. 160 (D. Mass. 1841). 
105 “… It was to avoid this inconvenience and delay, as well as peril, that the French policies of 
reassurance, … usually contain a clause allowing and authorizing the original insurers to make, b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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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在於原保險人依誠信進行理賠，前者必須信賴後者的專業判斷，不可再

燃紛爭。New York Bowery Fire Ins. Co. v. New York Fire Ins. Co.106一案中，

法院認為被保險人之品德至關重要，107而最高誠信原則乃植基於傳統上保

險人間之互相信賴，且為再保險交易順利進行之保障。 

 

在有名的 Unigard Security Ins. Co., Inc. v. North River Ins. Co., Inc.108一

案中，法官做了以下論述：「傳統上，再保險市場仰賴誠信原則的運作，

以降低再保險契約的締約成本。原保險人只有在再保險費低於其可收取的

原保險費時，才會進行再保險的安排，為了要使再保險費低於原保險人可

收取的原保險費，再保險人不應重新進行原保險人評估危險、處理賠案所

經之程序。…然而，再保險人的利益不可謂未受保障，蓋其與原保險人同

其利益，且最高誠信原則的傳統已對雙方的關係有所約束。」109 

 

對於誠信原則有具體論述的為 Insurance Co.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v. 
Associated Manufacturers’ Mutual Fire Ins. Co. of New York110一案，法院認

為：「倘無（原保險人）詐欺或違反誠信之情事，再保險人無權對原保險

人所為之理賠提出異議。若原告（原保險人）已藉由合理調查確認其依原

保險契約應負責任，且已為給付，除非被告（再保險人）證明原保險人有

詐欺情事，否則不得提出異議。」111本案法院建立的原則為，再保險契約

                                                                                                                                  
fide, a voluntary settlement and adjustment of the loss, which shall be binding upon the reassurers. ” 

106 17 Wend. 359 (N.Y. 1837). 

107 陳繼堯，同註 84, 頁 17. 
108 4F. 3d 1049, 1054 (2d Cir. 1993). 
109 ”Historically, the reinsurance market has relied on a practice of the exercise of good faith to 
decrease monitoring costs and ex ante contracting costs. Reinsurance works only if the sums of the 
reinsurance premiums are less than the original insurance premium. Otherwise, the ceding insurers will 
not reinsure. For the reinsurance premiums to be less, reinsurers cannot duplicate the costly but 
necessary efforts of the primary insurer in evaluating risks and handling claims… [Reinsurers] are 
protected, however, by a large area of common interest with ceding insurers and by the tradition of 
utmost good faith, particularly in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110 74 N. Y. S. 1038 (App. Div. 1902). 

111 “In the absence of fraud or bad faith on the part of the plaintiff, the defendant [reinsurer] by the 
terms of its policy… is in no position to object to the mode of adjustment as made by the plaintiff. 
When, therefore, the plaintiff had ascertained by a proper investigation that it was legally liable to pay a 
certain amount to [its insured] under its contract, and such payment had been made, the defendant 
could not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the plaintiff’s act unless it alleged and proved that the plaintiff had 
acted fraudulently or collusively to its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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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同一命運條款，基本上對再保險人有拘束力，除非再保險人可證明：

(1)保險人之給付不在原保險契約或再保險契約範圍內；或(2)原保險人未依

誠信原則進行理賠；或(3)原保險人就損害未進行適當的調查程序。由此可

知，原保險人依誠信進行理賠，為再保險人同一命運之前提，且再保險人

須就原保險人未依誠信處理賠案，負舉證責任。本案法院之看法對於後來

的實務見解有重要影響。112須注意者為，何謂原保險人「未依誠信原則」

進行理賠？法院根據不同個案事實形成判準，例如再保險契約之類型、交

易磋商過程或再保險契約雙方專業性之高低等。 

           

第三款  小結 

觀察英美法院判決及學說見解，似乎未區分「誠信原則」及「最高誠

信原則」，而將兩詞交互使用；但可確定的是，英美實務及學說皆認為保

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中，就雙方當事人之誠信要求，較一般民事契約為

高，而誠信原則之核心在於降低再保險契約雙方之資訊不對稱，其具體落

實乃要求擁有資訊一方須完整揭露（Full disclosure）。 

 

綜上所述，英美法院於再保險發展初期，就同一命運原則之基礎提出

說明，為再保險人信賴原保險人會依誠信原則行動，且法院聚焦於再保險

之「目的」，以同一命運原則確保原保險人取得再保險保障，並提高賠案

處理的效率。誠信原則已然成為不可動搖的同一命運原則之基礎，已如上

述，法院面臨無明確的法律規定或契約約定可為當事人間權利義務的判斷

標準時，往往以誠信原則中心概念（Controlling concept），做個案判斷。 

                   

第二項  誠信原則之適用—以原保險損害之「累積」及「分

配」為例 

誠信原則為抽象法律概念，其適用須以個案之具體事實為基礎，因此

本文並不嘗試、亦無法就法院之見解，理出一個不變的脈絡（如此只是將

誠信原則「變身」為另一個抽象原則罷了），而將重點置於實際適用上較

                                              
112 See, North River Ins. Co. v. Cigna Re. Co., 52 F. 3d 1194 (App.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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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發生的議題。 

 

英美兩國法院就最高誠信原則作為同一命運原則之基礎，所採取的立

場可說並無二致，因此以下就誠信原則的討論，不另區分英美法院之判

決，而以美國實務上發展較為完整的案例沿革為基礎，探究誠信原則之實

際適用。 

 

第一款 「累積」、「分配」及「事故發生」之意義 

再保險契約爭議中，日趨激烈的議題之一，為原保險人如何將原保險

損害納入保險承保範圍內，原保險人的決定，將影響再保險人的責任範

圍，此即原保險損害之「累積」（Accumulation）及「分配」（Allocation），
前者係指是否數個損害可以「累積」成因為某個原因（Cause）造成的一次

事故發生（Occurrence）；後者係指將某個損害「分配」於某保險的承保範

圍內，亦即決定某個損害屬於哪一個（或數個）保險的承保範圍內。 

 

損害「累積」及「分配」的相關爭議，在原保險人及被保險人間亦可

能發生；但就再保險契約言，因為同一命運條款及再保險人責任限額的存

在，使「累積」及「分配」的相關問題更顯複雜。 

 

至於何謂「事故發生」？決定保險事故發生次數的標準，有「原因」

（Cause）分析法及「結果」（Effect）分析法兩種不同標準。依照原因分析

法，如果數個損害可以歸因於一個共同、鄰接、未中斷且繼續的（Common, 
approximate, uninterrupted, continuing）原因，即視為一個事故發生，例如

石棉產品造成多人體傷，歸因於「石棉產品製造者決定製造與銷售石棉產

品」此一「決定」，為造成石棉產品相關損害的共同原因，因此一「決定」

造成之受害人體傷損害，視為一個事故發生。數個損害亦可能歸因於一個

以上的共同原因，因而可視為一個以上的事故發生。所謂結果分析法，係

依照個別損害結果的數目，決定事故發生的次數，以上述石棉案為例，依

結果分析法，每一受害人的體傷結果都視為一個事故發生。觀察法院判

決，大多採取原因分析法。113可以確定的是，依據原因分析法所決定的事

                                              
113 See, Maurice Pincoffs Co. v. St. Paul Fire & Marine Ins. Co., 447 F. 2d 204 (5th Cir.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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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生次數，遠低於依據結果分析法所決定者。114 

 

事故發生次數的決定，因法院採用不同的標準－原因分析法或結果分

析法，以及當事人可取得的相關事實證據，而有不同結果，對保險人及再

保險人之責任，有相當之影響。就保險契約言，適用上，法院曾考慮被保

險人取得保險保障之目的，認為如果採用結果分析法導致「多次事故發生」

的結論，將使損害額落入被保險人的自負額度內，而使被保險人無法取得

保險保障，對被保險人保護不周，因此法院選擇採取原因分析法，而認為

事故發生只有一次。115另外，就再保險契約言，事故發生次數對於比例性

再保險中溢額再保險人之責任，尤其有重大影響，倘採結果分析法決定事

故發生之次數，其結果是事故發生次數多且事故發生損害額度較小，低層

次（Low layer）的溢額再保險人將吸收大部分的責任；反之，若採原因分

析法，其結果是事故發生次數少且事故發生損害額度較大，高層次（High 
layer）的再保險人將吸收大部分的責任。由此可見，事故發生的認定標準

不同，對於再保險人之責任，將有不同的結果，保險人的決定，因而可能

引致不同層次再保險人對於其是否應該同一命運的質疑。 

 

第二款  損害「累積」及「分配」之影響 

石棉116（Asbestos）損害責任的擴大、環境污染、藥物使用產生的副

作用或後遺症、恐怖攻擊及戰爭的威脅，伴隨鉅額的懲罰性賠償，保險人

就損害「累積」及「分配」所為之決定，對保險人及再保險人的責任範圍，

甚至是財務狀況，有重大影響。更重要的是，在不同的再保險類型下，保

險人對損害的累積及分配有不同選擇，其往往擇取有利的方式，藉以取得

再保險保障，減輕其給付責任。以超過損失再保險為例，原保險人為了達

到再保險人的起賠點，往往將損害累積成一次事故發生；以合約再保險為

                                              
114  See, Owens-Illinois v. Aetna Casualty & Surety Co., 597 F. Supp. 1515 (D.D.C. 1984); 
Bartholomew v. Ins. Co. of North Am., 502 F. Supp. 246 (D.R.I. 1980); Michigan Chem. Corp. v. 
American Home Assurance Co., 728 F. 2d 374 (6th Cir. 1984). 

115 同前註，Owens-Illinois. 

116 石棉早年普遍用作建築材料，其本身並無毒害，但是石棉會釋放出肉眼幾乎不可見的纖維，
長時間浮游於空氣中，經吸入後可以積存在人體內並附著於肺部，嚴重者可致肺癌。因石棉所致
體傷相關產品責任問題，自 1973 年 Borel v. Febreboard Paper Product Corp.一案以來，相關產品
責任訴訟如洪水般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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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事故發生的時間將決定由哪一個年度的再保險負擔再保險給付責任，

而事故發生時間的決定，須視契約約定及個案事實，原保險人及再保險人

就此可能有不同詮釋。原保險人就累積或分配所做的決定，明顯地反映出

一個事實：原保險人和再保險人並不總是處於「休戚與共」的立場，此時

二者之利益更可能是互相對立的。 

   

第三款  案例 

第一目  損害之累積 

1. International Surplus Lines Ins. Co. v. Certain Underwriters at Lloyd’s117 

 

在本案中，被保險人 Owens-Coring 製造並販賣含有石棉的產品，其向

International Surplus 取得責任保險，保險契約中約定保險人就每一個事故

發生（Occurrence）負責。所謂事故發生，保險契約中之定義為：「一個事

故（Accident）或事件（Event or happening），包括持續暴露於某一危險情

況，導致體傷損害。…所有因為一個事件或持續暴露（Continuous exposure）
於實質上相同的危險狀況，所導致的體傷損害，視為因為一次事故發生所

致。」118  

 

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製造並販賣含有石棉之產品，造成約八萬五

千人提出體傷求償，求償金額數以億計。該被保險人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

付，認為所有的體傷損害乃因「製造及販賣含有石棉之產品」此一決定所

致，故為一次事故發生，因而求償總額只適用一個自負額之限制。保險人

同意被保險人此一主張，就數以億計的給付總額僅扣除一百萬元之自負

額。保險人向再保險人請求再保險給付時，再保險人拒絕給付，因其不同

                                              
117 868 F. Supp. 917 (S.D. Ohio 1994). 

118 “An accident, event or happening including continuous or repeated exposure to conditions which 
results,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in personal injury… All such personal injury… caused by one event or 
by continuous or repeated exposure to substantially the same conditions shall be deemed to result from 
one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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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所有的體傷損害可累積為「一次事故發生」，而認為每一個體傷損害都

是一次事故發生，而須各別適用自負額之規定，每一損害額皆須扣除自負

額。 

 

首先，法院認為原保險契約係約定保險人就每一個「事故發生」負責，

而不是就每一個「賠償請求」（Claim）負責，契約文字反映當事人之真意，

故契約之解釋不應悖離契約文字；再者，事故發生次數的決定標準，通說

認為是「造成損害的原因」，而不是個別求償之次數。因此，保險人接受

被保險人「一次事故發生」的主張，並僅扣除一次自負額，是合理

（Reasonable）且依誠信所為之決定。 

 

面對保險人及再保險人對於「事故發生次數」採取不同的決定標準，

法院認為標準的擇取並不難解決，且強調再保險人應遵守同一命運原則，

就保險人依誠信所為且合理之損害累積方式，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任。因

此，法院認為本案唯一的爭點在於，是否保險人接受被保險人「一次事故

發生」的主張，係依誠信所為且合理的決定，法院亦說明如此「低」而寬

鬆的標準是為了防免保險人和再保險人間的互信關係受到損傷，並減少訟

爭，因此，再保險人不應重新審視保險人之決定。法院最後的結論為，如

果採取再保險人的主張，就每個體傷損害各別適用自負額，將使被保險人

無法取得保險保障，因此保險人的損害累積是合理且對再保險人有拘束力

的。 

 

2. American Bankers Ins. Co. v. Northwestern National Ins. Co.119 

 

本 案 的 事 實 與 International Surplus Lines Ins. Co. v. Certain 
Underwriters at Lloyd’s 頗為相似，只是類似的爭議是發生在再保險人及轉

再保險人間。再保險人接受保險人將一個以上的損害累積為「一次事故發

生」之主張，而僅扣除一次自留額，轉再保險人認為再保險人此一決定有

悖誠信，因為再保險人未就保險人之給付請求進行適當的調查而逕行給

付。 

 

                                              
119 198 F. 3d 1332 (11th Ci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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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法院亦以誠信原則為判決之依據，認為本案重點不在於再保險人

的決定「正確」與否，而在於其是否依誠信形成其決定。法院認為再保險

人接受給付請求的決定，並無詐欺（Fraud）或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
反之，再保險人接受保險人之主張，只是遵守同一命運原則的要求，轉再

保險人若無法舉證再保險人有詐欺或重大過失，必須與再保險人同一命

運。 

 

3. Travelers Casualty & Surety Co. v. Certain Underwriters at Lloyd’s120 

 

本案中，法院採取與上述二法院不同之見解。本案被保險人 Koppers
為化學物品製造者，其向保險人 Travelers 取得保險期間為一九六零年至一

九七二年及一九六六年至一九七二年之數個責任保險，保險人轉向 Lloyd’s
取得再保險，再保險契約中有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 

 

本案被保險人製造的有毒物質使用於美國數個工業廢棄物處理廠，該

數個廢棄物處理廠多年營運造成環境污染，導致數名被害人之體傷求償，

保險人將各廢棄物處理廠各自造成的所有體傷求償，各視為一個事故發

生，與被保險人達成和解，再將所有賠償總額累積為「一個損害」，向再

保險人請求再保險給付。本案爭點在於，就數個體傷求償，是否可定義為

「一個損害」？法院認為應先探求契約之約定。 

 

再保險契約約定再保險人須就保險人超過自留額之「單一及每一個損

害」（Single and every loss）負責。所謂一個損害，再保險契約約定為因一

個「災難及/或災害」（Disaster and/or casualty）所引起的「所有損害」。所

謂的災難/災害，契約中定義為「每一個事件（Accident）、事故（Occurrence）
及/或因果事件（Causative incident）。又，起於共同原因（Common origin），
及/或可追溯自同一行為（Act）、遺漏（Omission）、失誤（Error）及/或錯

誤（Mistake）的一連串事件、事故、因果事件，所致的所有損害，視為因

同一事件、事故、因果事件所致」。121 

                                              
120 692 N.Y.S. 2d 379 (N.Y. App. Div. 1999); 734 N.Y.S. 2d 531 (N.Y. App. 2001). 

121 “… each and every accident, occurrence and/or causative incident, it being further understood that 
all losses resulting from a series of accidents, occurrences and/or causative incidents having a common 
origin and/or being traceable to the same act, omission, error and/or mistake shall be consider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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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主張被保險人的損害起於一個「共同原因」，且可追溯自同一

「行為、遺漏、失誤或錯誤」，也就是被保險人公司的廢棄物處理方法

（Company-wide waste disposal practice）。針對此主張，本案法院特別指出

再保險契約中 ”…a series of accidents, occurrences and/or causative 
incidents…”的約定，認為所謂”a series of”，係指「一連串」的事件，具有

空間上或時間上的關連性，而一個廢棄物處理廠的環境衛生政策，和另一

個廢棄物處理廠的環境衛生政策，其間並無空間上或時間上的關連性，故

不應視為造成不同地方、不同時間發生的環境污染之「同一行為」或「同

一原因」。因此，依再保險契約之約定，各該廢棄物處理廠造成之體傷求

償，不具有空間上或時間上的關連性，當不可視為起於同一「事件、事故

或因果事件」。 

 

針對同一命運條款，法院提出的論點為，同一命運條款的約定並不能

改變甚或超越（Override）再保險契約中其他約定；倘同一命運條款可改

變或超越再保險契約中其他約定，將導致再保險人無論如何須對保險人所

有的保險給付負責，而架空整個再保險契約約定的不合理結果。本案再保

險契約對於「損害」已有所定義，因此須依該定義解釋何謂損害，否則等

於因為同一命運條款之存在而忽視再保險契約的其他約定。故，同一命運

條款並不必然使再保險人須接受保險人所為之所有損害累積或分配，即使

保險人之決定係合理且依誠信所為，亦然。 

 

保 險 人 亦 援 引 International Surplus Lines Ins. Co. v. Certain 
Underwriters at Lloyd’s122與 American Bankers Ins. Co. v. Northwestern 
National Ins. Co.123二案（如前述）之法院判解，主張該二法院就「單一損

害」的認定應可適用，且該二法院認為再保險人應就原保險人合理且依誠

信所為之損害分配，負再保險給付責任。就此，法院認為關於損害累積相

關爭議，尚未有具權威之法院判決可作為前導案例，因而不受保險人所舉

前案意見之拘束；且法院認為本案再保險人是依據再保險契約中之約定，

對於保險人的損害累積提出異議，而 International Surplus Lines124及

                                                                                                                                  
having resulted from a single accident, occurrence and/or causative incident.”  

122 同註 117. 

123 同註 119. 
124 同註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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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Bankers125二案中，保險人並非依據再保險契約中的文字，就保險

人所為損害累積之決定提出異議，故本案與該二案並不相同，該二案法院

就損害之認定於本案並不適用。 

 

總而言之，法院認為同一命運原則不必然使再保險人有義務接受保險

人損害累積之方式，126此判解與前述判解不同之處在於，前者明確否定同

一命運原則效力「必然」及於保險人損害累積之方式，反之，法院強調應

著重契約文字之解釋以體現當事人真意。 

 

第二目  損害之分配 

1. Aetna Casualty & Surety Co. v. DR Ins. Co.127 

 

本案中，因某廢棄物處理廠引起的環境污染，導致多人體傷，受害人

向被保險人（化學品製造者）提出求償。保險人 Aetna 將損害分配於一九

六九年到一九八五年間有效的數個保險契約，依各該保險契約向被保險人

為保險給付；保險人主張其之所以將損害分配於該等保險契約，乃因為受

害人之體傷損害，係因該期間發生洪水，散布污染物質導致。再保險人質

疑保險人是否可為如此之損害分配，並主張法院應該詳加調查該期間的各

該保險契約，是否為損害所「啟動」（Trigger）。 

 

法院並未接受再保險人此一主張，認為本案爭點不在於各該保險契約

是否為損害所啟動，反之，應探究的是，保險人認為其保險契約承保被保

險人一九六九至一九八五年間發生之的損害，此一「損害分配」決定是否

「合理」。法院以本再保險契約有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為判決之出發點，

認為根據此條款，就保險人依誠信所為且「有相當根據/可說是」（Arguably）
在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保險給付，再保險人不可拒絕負再

                                              
125 同註 119. 

126 See also, Travelers Casualty & Surety Ins. Co. v. Gerling Global Reins. Corp., 285 F. Supp. 2d 200 
(Dis. 2003).  

127 94 Civ. 1132 (S.D.N.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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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給付之責任。另外，法院也就同一命運原則的「限制」提出說明，認

為除了保險人未依誠信給付外，同一命運原則只有兩個適用上的限制，其

一為，再保險人不就「明確地」不在保險契約範圍內之給付負責，其二為，

再保險人不就其責任限度（Liability cap）外的給付負責。法院認為本案保

險人就分配所為決定是合理的，所以應該予以尊重。 

 

2. Commercial Union Ins. Co. v. Seven Provinces Ins. Co.128 

 

本案中，法院亦採同樣見解。本案中保險人將損害集中分配於某個保

險年度，再保險人認為保險人並未依誠信進行損害分配，而應將損害分配

於其他數個保險年度，方屬合理；另外，再保險人主張同一命運原則應依

其字面解釋，只適用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所達成之「和解」（Settlements），
而不適用保險人所為之損害分配，因此再保險人就保險人所為損害分配，

並不受同一命運原則拘束。 

 

法院並未接受再保險人之主張，認為保險人就損害分配及保險承保範

圍所為之決定，兩者互相牽連（Intertwined）且無區別；亦即，保險人就

「損害屬於哪一個保險之承保範圍」以及「損害是否屬於某保險承保範圍」

所為之決定，並無區別，保險人皆可依其判斷為之；如果勉強將「損害分

配」及「和解」區分開來，而依條款字面意義，認為同一命運原則僅適用

後者，將有悖同一命運原則之精神，再起訟爭。因此，就保險人依誠信所

為且合理之損害分配，再保險人須同其命運。本案經上訴於上訴法院，129

上訴法院亦持同樣見解，以誠信原則為再保險人須與保險人同一命運之立

論基礎，認為保險人之決定並未違反誠信，反而是再保險人拒絕給付之行

為有違誠信。法院再次強調，再保險人就保險人之損害分配決定，只能以

該決定是否符合誠信原則或合理與否提出質疑，如果再保險人無法就此提

出證明，即須與保險人同一命運。法院亦認為，個案中是不是有其他損害

分配之方式，與保險人是否符合誠信原則之要求毫無關連（Totally 
irrelevant）。130 

                                              
128 9 F. Supp. 2d 49, 65-70 (D. Mass. 1998), aff’d, 217 F. 3d 33 (1st Cir. 2000). 

129 217 F. 3d 33 (1st Cir. 2000).  

130 See also, United Fire & Casualty C. v. Arkwright Mut. Ins. Co., 53 F. Supp. 2d 632, 642 (S.D.N.Y 
1999), “Utmost good faith… requires a reinsurer to indemnify its cedent for losses that are even 
arguably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verage reinsured, and not to refuse to pay merely because there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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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小結 

觀察此類案例，可知就「事故發生」之次數，多數法院認為應以「原

因分析法」決定之；也有法院雖亦採原因分析法，卻深入分析契約文字，

嘗試將個別損害賠償之請求解釋為並非同一原因所致。雖然「個案判斷」

為抽象的誠信原則具體化過程中必然之結果，然，法院於背景事實相當類

似的案件裡，卻做出不同的判斷，使得再保險人之責任可能有南轅北轍的

差別，進而，再保險人難以預測其責任程度，對再保險人之保護是否不周，

容有討論餘地。 

 

就保險人之損害分配或累積，大多數法院認為，同一命運原則對於保

險人之損害累積或分配，亦有適用，且法院多採取相當寬鬆的審查標準，

一則法院就保險案件所為之判斷，某程度為政策性考量下的產物，因此易

偏利於欲取得保險保障之一方；二則法院就「灰色地帶」案件—例如保險

人之損害累積及分配決定，此類案件難以明確劃分「是」或者「不是」再

保險人之責任範圍—常求諸帝王條款「誠信原則」，以及再保險契約中之

「同一命運原則」，尋求解決之方法。法院大致上認為同一命運原則適用

於保險人就損害累積或分配所為之決定，亦即，再保險人須接受保險人之

決定而與其同一命運。 

 

法院以「提供原保險人保險保障」為出發點，並以誠信原則為「判斷

標準」，認為如果原保險人的決定係合理且依誠信所為，且並未牴觸保險

契約或再保險契約之約定，再保險人即須尊重其決定，除非再保險人可舉

證證明保險人有違反上述標準之情形。所謂「合理」、「依誠信所為」，法

院以個案事實為基礎進行判斷，似難有統一標準，可較為確定的是，法院

不認為此原則可用以擴張再保險人依再保險契約應負之責任（例如通融賠

款相關議題，如下述），由此可見再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清楚約定再保險

人責任範圍之重要性。 

 

                                                                                                                                  
be another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rties’ obligations under which the reinsurer could avoid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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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同一命運原則之默示性131 

 

前述對於同一命運原則討論之焦點為，再保險契約中有明文約定同一

命運條款的情況下，法院通說將誠信原則解為再保險人須與保險人同一命

運之基礎，並於個案中將抽象的誠信原則具體化；更進一步要討論的是，

倘再保險契約中無明文約定同一命運條款，再保險人是否仍須與保險人同

一命運？ 

 

觀察各國法院判解，當今備受爭議的主題之一，也是影響再保險契約

解釋最深刻的議題為，倘再保險契約雙方未明文約定同一命運條款，此條

款是否為所有再保險契約所「內含或默示」（Implicit or implied）？近年來

的再保險契約幾乎都有明文約定此條款，所以此問題的探討，乍看之下似

乎並無實益；然而，過去的再保險市場，因為某程度將同一命運條款視為

再保險契約所必然內含者，所以再保險契約締結時，雙方未必會特別明文

約定此條款；然而，當時保險人承保的許多長尾（Long-term）業務，不巧

地卻在這幾年發生保險求償的浪潮，雙方訟爭的焦點因而轉為「同一命運

原則是否必然內含於再保險契約或是否必然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在再

保險市場已與過去相當不同的今日，此尤為重要的議題。 

 

針對此問題，法院亦尚未有一致見解。英美法院就此問題之看法並不

一致，以下分述之。 

     

                                              
131 須附帶說明者為，在學說見解方面，反對此條款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者，如 William C. Hoffman, 
“A follow the fortunes obligation is not implied by operation of law, and that there is no such duty in 
the absence of a follow the fortunes clause.” 見註 8; 又如 P.T. O’neill 及 J.W. Woloniecki, ”…there is 
no basis for implying a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where the reinsurance contract does not expressly 
contain such a clause.” 見註 5, 頁 101. 二學者皆認為將同一命運原則擴張解釋為再保險契約所默
示，並不符合實際需要，也違具權威性之法院見解。就國內而言，有學者認為再保險契約中縱為
約定同一命運條款，仍不妨依誠信原則解釋，承認此條款之存在，見註 25, 頁 77. 由此可見，就
此爭議，學說仍有相當之歧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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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肯定說 

第一款  美國法院判解 

在 Aetna Casualty & Surety Ins. Co. v. Home Ins. Co.132一案中，法院就

此問題有相當詳細的說明。本案被保險人 Robins 為避孕器”Dalkon Shield”
之製造者，被保險人於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四年間製造並販賣”Dalkon 
Shield”，自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五年間，九千多名（之後更增加到四十多萬

名）受害者提出因為使用該產品造成之體傷求償，求償總額數以億計。針

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與保險人 Aetna Casualty & Surety Ins. Co.
歷經一連串複雜的和解及訴訟程序後，保險人向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並

轉向再保險人 Home Ins. Co.請求再保險給付。 

 

本再保險契約並無明文約定同一命運條款。保險人主張其就保險責任

範圍的認定是合理並依誠信所為者，且再保險契約中沒有與保險契約不同

的約定，因此，再保險人應就保險人的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再

保險人則認為同一命運原則並不適用於臨時再保險及超額損失再保險（本

案再保險為臨時再保險、超額損失再保險），相對地，此原則僅適用於合

約再保險及比例再保險；再保險人亦進一步主張，即使同一命運原則適用

於臨時再保險及超額損失再保險，也唯有契約中有該條款之明文約定時方

可適用，而不應以交易習慣為支持該原則的存在基礎。 

 

簡言之，保險人主張，根據交易習慣，其就保險契約承保範圍依誠信

所為之解釋，再保險人須同一命運；亦即，保險人認為其對於保險契約之

承保範圍，有解釋及決定之權。再保險人則主張，法院才是有權決定保險

契約承保範圍之人，而法院作決定之依據，應為契約雙方當事人締約當時

之真意；而保險人就保險契約承保範圍所為之解釋，與當事人雙方之真意

並不相符，因此，再保險人無須接受保險人之解釋而同其命運。 

 

法院認為要解決本案的爭執，首先要求諸再保險契約之文字，如果再

保險契約文字可以明確顯示當事人之真意，則須以該文字為契約解釋之基

                                              
132 882 F. Supp. 1328 (Di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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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法院爭點整理之結果與此處之討論有關者為，第一，此原則是否適用

於臨時性再保險及超額損失再保險？第二，此條款是否為再保險契約所必

然內含者？第三，以本案事實為討論基礎，探究此條款如何影響再保險人

的責任？ 

 

保險人之專家證人主張，依據再保險交易習慣，一般而言，同一命運

原則適用於所有類型的再保險，法院同意此一主張，認為不應區分再保險

之類型而將同一命運原則的適用差異化。至於同一命運原則是否必然內含

於再保險契約，保險人認為即使再保險契約中無明文約定，依據長年的交

易習慣，此原則必然為再保險契約所內含，而且保險人之保險給付乃合理

且依誠信所為，再保險人因而必與其須同一命運；再保險人則主張倘契約

中無明文約定同一命運條款，除非經再保險人同意，否則再保險人不就保

險人之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法院雖然肯認學說就此問題尚有爭

議，仍舉出數名學者的見解，支持保險人之主張，133肯定同一命運原則之

適用為再保險交易習慣，若再保險人無須與保險人同一命運，再保險交易

將難以進行。 

  

其他持相同見解的案例例如，International Surplus Lines Ins. Co. v. 
Certain Underwriters and Underwriting Syndicates at Lloyd’s of London134及

North River Ins. Co. v. CIGNA Reinsurance Co.135，後者法院並強調此條款的

性質乃廣泛 (Broad) 且根本 (Inherent)者。又，在 Mentor Ins. Co. (U.K.) Ltd. 
v. Norges Brankasse136、Ambassador Ins. Co. v. Fortress Re. Inc.137二案中，法

院認為依據再保險交易習慣，再保險人應與原保險人同一命運。 

 

                                              
133 “For example, Gerathewohl opines that the ‘fundamental follow-the-fortunes principle generally 
applies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 is expressed in the contract of reinsurance, i.e., in a loss settlement 
clause.’… See also Henry T. Kramer, ‘duty to follow fortunes may or may not be expressed in an 
agreement of reinsurance but nevertheless exists for all.’” 

134 同註 117, “… this fact (follow the fortunes) may be formally expressed in an agreement of 
reinsurance. Even if it is not, the ‘Follow the Fortunes’ doctrine applied to all reinsurance contracts.”  

135 同註 112. 

136 996 F. 2d 506 (2d Cir. 1993), “… custom and practice in reinsurance includes the principle of 
‘Follow the Fortunes’.”  

137 No. C-79-101-G Slip Op. (M.D.N.C. 1983), “… it is customary for reinsurers to follow the fortunes 
of their re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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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英國法院判解 

就英國法院言，Vesta v. Butcher138一案中，法院認為，再保實務上，

原則上再保險契約與原保險契約之承保範圍相同，雖再保險人可以特約約

定其只承保某部份的危險，而將其餘的危險歸由原保險人負責，但是，這

樣的再保險契約毋寧是例外的（Exceptional），且與再保險根本的性質不

同，因此，在再保險契約中雙方必須就此為明文約定。亦即，法院以再保

險契約雙方當事人之真意為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與原保險契約承保範圍

相同，認為再保險契約必然默示同一命運原則。然此見解似乎為現今英國

實務之少數說。 

 

第二項  否定說 

第一款  美國法院判解 

National American Ins. Co. of North America v. Certain Underwriters of 
Lloyd’s of London139一案中，被保險人 Hughes 飛機公司向保險人 National 
American 取得產品責任保險，National American 轉向 Lloyd’s 取得再保險。 

 

本案再保險契約中無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向

再保險人請求再保險給付，再保險人以契約無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為由，

拒絕給付。再保險人認為，契約中既無同一命運條款，保險人必須證明其

保險給付責任發生，其以 New York State Marine Ins. Co. v. Protection Ins. 
Co.140一案為例支持其主張，該案法院認為，若無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保

險人向再保險人請求再保險給付時，須證明其給付責任，如同被保險人向

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時，須提出相關舉證。」，另外，再保險人主張其僅

就保險人取得再保險人同意後所為之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換言

之，再保險人主張其有權利就「依據保險契約，保險人是否保險給付之責」

                                              
138 同註 2. 

139 93 F. 3d 529 (App. 1996). 

140 同註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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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再行爭執。保險人則認為，依據交易習慣，此條款應為所有再保

險契約所默示。 

 

法院認為，保險人應就「依據再保險市場交易習慣，同一命運原則是

否為再保險契約默示」此一事實問題，提出舉證；從契約解釋的角度言，

倘契約中無相反的約定，「市場交易習慣」可用以解釋契約文字，或用以

「默示」（Imply）某約定，換言之，市場交易習慣可以補充契約約定之不

足，而各州的法院應適用其州法判斷是否再保險契約默示同一命運原則。

法院的結論認為，若再保險契約中無同一命運條款之明文，就保險人可向

被保險人針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提出之質疑，再保險人可再向保險人提

出，亦即，若再保險契約無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再保險人無須與保險人

同一命運。 

 

另外，North River Ins. Co. v. Employer Re. Corp.141一案中，法院就契約

之補充解釋有詳盡的說明。本案被保險人 Owens-corning 向保險人 North 
River 取得產品責任保險，保險人轉向 Employer 取得再保險。被保險人製

造販賣的產品含有石棉，造成消費者體傷求償，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向

再保險人請求再保險給付。 

 

本案再保險契約中無同一命運條款，則同一命運原則是否有所適用？

就此一爭議，雙方皆提出專家證人支持各自論點。 

 

保險人主張同一命運原則為所有的再保險契約所默示，再保險人須就

保險人合理且依誠信所為之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且再保險人若

主張保險人之理賠有重大過失、詐欺或違背誠信之情事，其須負舉證責

任；另外，再保險契約雙方之真意為，本再保險契約默示此條款，此乃依

據再保險市場交易習慣當然之理。 

 

再保險人主張，再保險契約雙方就契約中是否包含同一命運條款，應

有自由商議之權，唯有契約中明文約定此條款，方有此條款之適用，而本

案再保險契約中既無明文約定此條款，當顯示雙方並無引用此條款之真

                                              
141 197 F. Supp. 2d 972 (Di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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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另外，針對「當事人之真意」，再保險人提出參與本再保險契約商議

過程之人為證人，舉證雙方並無意引用同一命運條款。再者，大多數的再

保險契約中皆有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如果此原則為再保險業界所共同認

知之「習慣」，何須於再保險契約中再做約定？再保險人以此為再保險市

場交易習慣並未認同同一命運原則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之有力證據，反

之，依據再保險交易習慣，若締約雙方欲引用此條款，須於契約中明文約

定。另外，再保險人認為，依據損害補償之法理，再保險交易習慣指向一

個原則，即，唯有保險人可證明其給付責任發生，再保險人始負再保險給

付責任。 

 

本案法院如同 National American Ins. Co. of North America v. Certain 
Underwriters of Lloyd’s of London142一案的法院見解，認為各州法院應依據

其州法決定是否同一命運原則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因此，各州法院就此

問題可能有不同結論，顯示同一命運原則並非如保險人主張者，已廣為再

保險市場認同及接受；反之，此原則相關的法律或事實問題仍可能發生，

因此法院認為，「再保險契約必然默示同一命運原則」此一主張，並無堅

實的基礎。 

 

更深一層觀察此爭議，實乃契約解釋之問題。契約之解釋，首重探求

當事人真意，法院認為當事人真意的探求，應以契約文字為出發點，依據

締約當時之客觀、外在（External）事實，即雙方當事人之行為、用語、相

關事實、交易習慣及契約目的，綜合比較契約文字及雙方當事人事實上之

協商過程，判斷契約是否完整或有待補充。法院更進一步認為，即使契約

文字並無疑義，仍可以相關事實幫助契約之解釋並填補契約漏洞，不可拘

泥於文字致失當事人真意。總之，契約文字不論是否有疑義，倘契約雙方

之真意無法由觀察文字得知，雙方得就締約當時一切相關事實及交易習慣

加以舉證，以為契約之補充解釋。 

 

至於雙方爭執的重點—「交易習慣」，法院認為其必須是確定

（Established）而眾所周知（Notorious）者，且於締約時，可合理認為雙

方當事人皆知悉此一交易習慣，並在認知該交易習慣之基礎上為契約之締

結。唯有「交易習慣」已達如此被市場及締約雙方認知的地步，才可將該

交易習慣視為契約之一部分，除非締約雙方於契約中另有明示的排除約

                                              
142 同註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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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換言之，對締約雙方有拘束力之交易習慣，必須是締約雙方皆有認知

者，如果某「交易習慣」僅為某地或某特定業者所知，對於非當地或非從

事該行業之人，該交易習慣即無拘束力，除非可舉證證明其人於締約時就

該交易習慣已有所知悉。在舉證責任方面，主張以某交易習慣解釋契約文

字意義之一方，必須負舉證責任。 

 

法院亦舉其他法院之見解支持其論點，認為保險契約之解釋，首應依

據契約文字之一般（Ordinary）意義，若契約文字沒有待解釋之疑義，法

院不應擴張解釋保險契約之承保範圍。 

 

雖然本案法院最後係以保險人所請求之再保險給付不在再保險契約

範圍內為理由，判決再保險人無須負再保險給付之責，而未直接就「同一

命運原則是否為市場交易習慣所共認且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此一爭議，

為肯否之表示，然，法院就當事人真意之探求及契約之補充解釋所為相關

論述，可作為解決此一問題之參考。 

 

第二款  英國法院判解 

就英國法院判解言，多數法院堅持再保險契約之損害補償性質及再保

險契約之獨立性，認為如果再保險契約中沒有同一命運條款之明文，再保

險人即不受此原則之拘束，反之應由保險人證明其給付責任發生。例如

Chippendale v. Holt143、Gurney v. Grimmer144及 Youell v. Bland Welch145三案

中，法院認為即使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係合理且依誠信所為者，其仍須就

所為給付在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提出舉證，且再保險人就

保險人之保險給付不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可再行爭執。另外，Commercial 
Union Assurance Company plc v. NRG Victory Reinsurance Ltd146一案中，保

險人評估其與被保險人間就保險給付責任發生之爭議，保險人贏得訴訟之

機率極小，且訴訟結果將使其負擔更重的保險給付責任，因而與被保險人

                                              
143 [1895]1 Com. Cas. 197. 

144 同註 99. 

145 [1992]2 Lloyd's Rep 127. 

146 Court of Appeal, March 16,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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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和解，法院認為，除非再保險契約中有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否則再

保險人可要求保險人證明其給付責任發生，不論保險人之保險給付是否合

理、依誠信所為，或者是否有利於再保險人，皆係如此。 

 

第三項  小結 

第一款  美國法院判解 

美國法院認為，再保險契約是否默示同一命運原則？實乃契約解釋之

問題，而契約之解釋，首重探求契約當事人之真意，而當事人真意之探求，

以市場交易習慣及締約時之一切相關事實為依據。 

      

就再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真意之探求，應注重意思表示的目的性及當

事人利益之妥當性，合理分配因不同立場發生不同認知的危險，就此，法

院已有共識；然，再保險契約中是否默示同一命運原則？是否「所有原保

險人依原保險契約所為之給付，皆在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為當事人之

真意？法院尚未有一致之見解。又，契約之解釋，除了探求當事人真意之

外，也應斟酌經濟目的及交易習慣，本於經驗法則判斷之。再保險市場交

易習慣是否肯認再保險契約必然默示同一命運原則？關於此問題，法院認

為應視各地之具體交易習慣，決定同一命運原則之適用與否，不可遽然認

為交易習慣存在；可以確定的是，法院認為所謂交易習慣，必須是「確定」

（Certain）、「一致」（Uniform）、「眾所周知」（Notorious）且「合理」

（Reasonable）者。 

 

簡言之，美國法院就此問題之結論尚不一致，而就個案中當事人之意

思表示、交易習慣147、經濟目的可達性，綜合觀察並整體判斷之。整體而

言，美國法院可能接受保險人對於交易習慣之舉證，而認為本條款為再保

險契約所默示。由此可見，美國法院似認為再保險契約原則上「必須」有

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若契約中無此約定，可能係契約漏洞而有待解釋及

補充。另外，須附帶言之者為，若再保險契約雙方欲就意思表示、交易習

慣有所舉證，支持己方對於同一命運條款是否為再保險契約默示的主張，

                                              
147 Peter Chaffetz & Steven Schwartz, To Follow or Not to Follow, Reinsurance (Sep.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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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易事。 

 

第二款  英國法院判解 

英國法院就此問題似乎有較為一致的看法，認為此問題並不牽涉契約

漏洞或契約解釋之問題，若再保險契約中沒有同一命運條款，即不應視此

條款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詳言之，此條款不為再保險契約默示之具體結

果為，再保險人可就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之事實基礎（保險事故是否發

生、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害額度）、法律基礎（損害是否在保險契約承保

範圍內）、損害之累積或分配方法等，提出質疑。 

 

第四節  同一命運原則適用之界限 

以上討論著重同一命運原則之「存在」：亦即此原則之基礎—（最高）

誠信原則，以及再保險契約中倘未明文約定同一命運條款，是否可認為此

條款為所有再保險契約所默示。以下之討論乃以同一命運條款存在（不論

是明示存在或默示存在）於再保險契約為基礎而展開，討論的重點在於，

是否保險人所為之所有保險給付，皆為同一命運原則射程所及？是否再保

險人須就保險人所為所有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在同一命運原則

之基礎上，再保險契約之承保範圍為何？法院就此問題所持之態度為何？

保險給付有各種型態或類別，欲以一完整之「表列項目」就所有類別之保

險給付討論上述問題，本文力有未逮，因此，以下以實務上常見之爭議為

討論重心，並舉出相關爭議之代表判決，希冀對法院之立場窺知一二。 

第一項  通融賠款 

第一款  通融賠款之意義 

所謂通融賠款（Ex-gratia payment）148，又稱「優惠賠款」，係指不屬

                                              
148 An ex-gratia payment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payment that is “made by one who recognizes no 
legal obligation to pay but who makes payment to avoid greater expenses as in the case of a settlement 
by an insurance company to avoid costs of a suit.” Black’s Law Dictionary, 頁 537 (6th ed.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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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保險契約承保範圍，或被保險人不能證明保險標的之損失與原保危險

有因果關係，而原保險人仍予以保險給付者，此類給付屬於「非保險之損

失」（Non-insurance loss），保險人所以為此一給付，往往係出於商略上之

利益考量，例如為維持商誼或避免應訴所需之費用，而非因為保險人認為

自己可能須負保險給付之責。若再保險契約中未就此類給付是否為再保險

承保範圍有所約定，則其是否屬同一命運原則適用之範圍？ 

 

第二款  美國法院判解 

就此問題，英美法院有較為一致的見解，認為再保險人無須就通融賠

款與保險人同一命運。在 Lexington Ins. Co. v. Prudential Reins. Co. of 
America149一案中，某汽車經銷公司向被保險人 Union Bank of California 借

貸，又另向 Heller Financial Inc.（Heller）借貸。為保障其債權，被保險人

及 Heller 簽訂一債權人協議，約定若被保險人或 Heller 知悉該汽車經銷公

司有任何有害債權之情事，被保險人及 Heller 對彼此有通知之義務。之後

被保險人知悉該汽車經銷公司偽造某所有權證明文件，該偽造行為違反其

與被保險人之借貸契約，然，被保險人卻未依債權人協議，將此事實通知

Heller。且被保險人稍後將其對於該汽車經銷公司之債權轉讓給另外一家

銀行，Imperial Savings Bank（ISB），而被保險人未告知 ISB 該汽車經銷公

司偽造某所有權證明且違反借貸契約相關情事。 

 

一年後，該汽車經銷公司無法清償對 ISB 之債務，並且宣告破產，進

而使 ISB 也因此破產。ISB 的接管人（Conservator）對被保險人提起訴訟，

指控其故意隱匿汽車經銷公司偽造某所有權證明且違反借貸契約相關事

實。在被保險人的保險安排方面，被保險人就其銀行業務向保險人

Lexington Ins. Co.取得責任保險，保險人則將其對被保險人的部分保險責

任，向再保險人 Prudential Reins. Co. of America 取得再保險。於 Heller 及
ISB 的接管人對被保險人提起訴訟時，被保險人曾通知保險人訴訟開始相

關事實，保險人亦通知再保險人相關事實。 

 

保險人向法院提起確認判決之訴，請求法院判決其無須就被保險人因

                                              
149 (1997) Mass. Super. LEXIS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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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訴訟所須負的責任。在法院就保險人提起之確認之訴判決前，被保險

人與相關提起訴訟之人達成和解，保險人基於特殊考量，給付被保險人該

和解金額之一部分。保險人給付時並未指出其是否承認被保險人因相關訴

訟所生責任是否在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內，亦即，保險人為給付時並未承

認或否認其依法負保險給付之責。之後保險人轉向再保險人請求再保險給

付，再保險人拒絕給付，因再保險人認為保險人無須與被保險人達成和

解，因此保險人之保險給付為所謂通融賠款，再保險人當無須負責。 

 

法院認為，再保險人無須就保險人無法律上給付責任所為之給付，負

再保險給付之責任。詳言之，原則上，保險人之給付若係合理且依誠信所

為者，再保險人須與其同一責任；但若保險人之給付清楚且無疑義地

（Unambiguously）不在保險範圍內，此一給付即屬通融賠款，非再保險人

之責任範圍，即使保險人依誠信為該給付，再保險人亦無須負責。法院認

為如果再保險人須就通融賠款負責，保險人可無後顧之憂地就不在保險範

圍內之通融賠款為給付，進而取得再保險保障，此將有害再保險人之利益。 

 

本案中，保險契約有如下約定：「保險人 Lexington 應代被保險人 UBC
給付所有被保險人依法須負責之給付，被保險人 UBC 依法須負責之給付

包括：A.體傷損害賠償，或 B.個人損害賠償，或 C.財產損害賠償。」150，

法院認為，保險人是否有義務與被保險人達成和解，或保險人是否有義務

向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須視保險承保範圍為何。本案可能之爭點在於被

保險人之行為是否為保險契約中之「個人損害賠償」所涵蓋。本保險契約

就「個人損害賠償」之定義包括因被保險人「不法侵佔」（Wrongful 
conversion）行為所生之損害賠償。本保險契約中並未就何謂「不法」

（Wrongful）有所定義。 

 

再保險人認為，即使被保險人的行為構成侵佔，而符合保險契約承保

範圍 B 項中「個人損害賠償」的定義，保險人亦無須與被保險人達成和解，

且無須向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因為依據加州保險法第 533 條151，保險人

                                              
150 原文為：”[Lexington] will pay on behalf of [UBC] for all sums which [UBC] shall become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Coverage A. Bodily injury or, Coverage B. Personal injury or, 
Coverage C. Property damage.” 

151 相關部分為：“An insurer is not liable for a loss caused by the willful act of the insured.” 本案法院
認為此原則與公共政策有相當關係，因此保險人不得放棄（Waive）此一主張而為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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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就被保險人之故意行為負責，而被保險人的行為係出於故意，且保險

人承認，被保險人的行為可能係出於詐欺，此為保險人所明知之事實，因

此保險人無須就其故意行為負責。 

 

法院認為，須探究者乃「侵佔」是否為故意行為；本案法院採一般實

務見解，認為難以想像侵佔不是故意行為，而被保險人在知悉該汽車經銷

公司從事有害債權之行為，卻不告知 ISB，故意將其損失轉由他人承受，

因此其行為構成侵佔。法院同意再保險人之主張，認為依據加州保險法第

533 條，被保險人之故意行為不在保險承保範圍內，即使保險契約將被保

險人之「不法侵佔」行為列入承保範圍，也不妨礙保險法第 533 條之適用，

蓋此條款為保險法之基本原則，且關涉公共利益，保險人不可以保險契約

之約定規避保險法之規定。因此，保險人無須與被保險人達成和解，亦無

須負保險給付責任，保險人之給付因而屬於通融賠款。 

 

法院進一步論述，即使保險人之通融賠款係依誠信所為，仍須受再保

險人之二度檢視，亦即，再保險人可就保險人得（向被保險人）提起之異

議，向保險人提出。本案保險人本可依加州保險法第 533 條，拒絕就被保

險人之故意行為為保險給付，然保險人卻未為此一主張，再保險人當可就

此再行主張，即使保險人未主張保險法第 533 條，係依誠信所為之決定，

亦然。本案法院清楚論述通融賠款不屬於再保險人之責任範圍，此見解為

多數美國法院所採。 

 

第三款  英國法院判解 

在英國法院判解方面，與美國法院見解相去不遠。在 John Robert 
Charman v. Guardian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152一案中，再保險契約中包

含如下條款：「（再保險契約）適用與保險契約相同之條款、條件、定義及

擔保，於適當時，（再保險人）須（就保險人）依保險契約所為之和解，

負再保險給付責任，無論保險人是否依法負保險給付責任，皆然。」153。

                                              
152 [1992] 2 Lloyd’s Report 607. 

153 原文為：”Subject to the same terms, conditions, definitions, warranties as… the original policy and 
to follow… insofar as applicable, including loss settlement, liable or not liable.” 



 

72 

本案爭點在於，再保險契約上述條款中「無論保險人是否依法負保險給付

責任，皆然」之文字，是否使再保險人須就保險人所有之給付—不論保險

人是否依法須負責—負再保險給付之責？或者，再保險人仍可就保險人是

否須負給付責任提出異議？ 

 

法院認為，如果上述條款沒有「無論保險人是否依法負保險給付責

任，皆然」之文字，再保險人須就保險人合理、依誠信及「合乎商業方法」

（Business-like）所為，且在再保險承保範圍內之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

責任，為同一命運原則之當然解釋，亦眾所共認之基本原則。 

 

法院認為本案爭點之一在於，「無論保險人是否依法負保險給付責

任，皆然」之契約文字，是否改變再保險契約雙方之義務安排？亦即，該

文句是否使保險人免除於依商業方法為保險給付之義務？如果保險人仍

須依商業方法為保險給付，其是否只須指定一個可信賴（Reputable）的損

失核算員，便可視為已「依商業方法」為保險給付？上述契約文字是否使

再保險人須就通融賠款負再保險給付之責？針對此一問題，法院採否定

說，認為上述契約文字用意僅在「強調」或「宣示」同一命運原則之基本

立場，而不在於使保險人免除合理且依誠信為保險給付之義務，因此仍須

探究保險人給付責任是否發生，以決定再保險人是否須同一命運。法院此

一看法乃再保險契約損害補償原則之具體展現。 

          

第四款  小結         

針對通融賠款，英美法院頗為一致的立場乃認為再保險人不就不在保

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詳言之，同一命運原

則處理的是「保險給付是否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此一層次的問題，此

原則降低了保險人須就保險給付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舉證責任，

只要保險人之給付乃合理且依誠信所為，再保險人即須與保險人同一命

運；然而，倘保險人所為給付「清楚且無疑義」地不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

內，再保險人自當無須負再保險給付之責，蓋此不僅有悖同一命運原則之

基本立場，亦將使保險人可任意為保險給付，卻仍可取得再保險給付以填

補其損害，有違損害填補原則，且亦有害再保險人之損失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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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懲罰性賠償 

第一款  法院判解 

就此，英美法院的看法亦較無二致。American Ins. Co. v. North 
American Co. for Property & Casualty Ins.154一案中，被保險人 Dow Chemical 
Co.向保險人 American Ins. Co.取得責任保險，保險人轉向再保險人 North 
American Co. for Property & Casualty Ins.取得再保險。被保險人生產的某塑

膠產品導致某建築物火災損害擴大，明尼蘇達州法院因此判決被保險人應

負擔補償性（Compensatory）及懲罰性（Punitive）的損害賠償各若干金額。

明州之法院判決上訴程序中，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達成和解，並請求再保險

人為再保險給付。 

 

再保險人認為本案保險契約並不承保懲罰性賠償，因為懲罰性賠償係

用以懲罰公司職員故意之不法行為，而明州法院判決之懲罰性賠償就是在

懲罰被保險人公司職員之故意行為；且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達成和解後所為

之保險給付，大部分是用以補償被保險人須負擔之懲罰性賠償，此部分不

在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而保險給付用以補償保險人須負擔

之補償性賠償者，只有一小部分，未達再保險人之起賠點，再保險人就保

險人所為和解不負給付之責，因此其拒絕為再保險給付。 

 

本案原審法院認為，保險人須負擔之保險給付責任，是否包括被保險

人懲罰性賠償責任，於保險契約中未有明確定義，在契約文字有疑義的情

況下，應探究當事人之真意。原審法院認為當事人無意將懲罰性賠償納入

保險承保範圍內，因此，原審法院同意再保險人就保險契約所為之解釋，

認為再保險人無須就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達成之和解負再保險給付之責。 

 

上訴法院就此問題的處理方式與原審法院不同，前者並非由「契約文

字有疑義，因而須探求當事人真意」之角度進行契約之解釋。事實認定方

面，上訴法院認為，保險契約雙方針對保險人就被保險人之懲罰性賠償所

須負擔之保險給付責任，曾簽訂一備忘錄，雙方同意針對被保險人之懲罰

                                              
154 697 F. 2d 79 (2d Cir.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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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賠償責任，應依該備忘錄決定是否在保險承保範圍內。該備忘錄規定，

除非法律另有規定，被保險人之懲罰性賠償責任，若非因被保險人直接導

致或經被保險人同意所致，保險人須負保險給付之責；換言之，若被保險

人之懲罰性賠償責任係因被保險人之直接行為或經其同意所引起，則保險

人不負責任。上訴法院認為明州法院判處被保險人應負之懲罰性賠償責

任，係因被保險人之行為直接引起者，故其不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再

保險人因而無須負擔再保險給付之責。 

 

保險人進而主張，即使保險契約承保範圍不包括被保險人負擔之懲罰

性賠償責任，依據再保險契約中之同一命運條款：「再保險契約相關之求

償，經保險人和解者，再保險人皆須負責。」155，再保險人有義務就保險

人所為之保險給付負補償之責；且保險人主張其與被保險人和解係出於正

當考量，例如其擔心明州法院判決上訴後之結果是更高額的補償性賠償，

因此和解係屬合理。就此，再保險人主張，同一命運條款的射程範圍僅及

於保險承保範圍內之保險給付，通融賠款（此處當指本案之懲罰性賠償）

不在保險承保範圍內，當無同一命運原則之適用，再保險人無須負責。 

 

法院認為，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爭議，顯示「同一命運原則」與「再

保險人之責任限制」之間存在緊張關係，在某些案件中，就再保險人之給

付責任範圍，因為保險契約文字規定有疑義，法院可能依據同一命運條

款，認為再保險人有義務就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但本案事實很清

楚指出，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的和解係為了就被保險人之因懲罰性賠償責

任所生損失提出補償，依據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簽訂的備忘錄規定，因被保

險人直接引起之懲罰性賠償，非保險人之責任範圍，因此，再保險人無須

負再保險給付之責。 

                

第二款  小結 

針對懲罰性賠償，法院認為若契約中明文排除懲罰性賠償於保險契約

承保範圍之外，則保險人就懲罰性賠償所為保險給付乃通融賠款，當不在

                                              
155 原文為：”All claims involving this reinsurance, when settled by the company, shall be binding on 
the re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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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險人責任範圍內；然若保險契約中未明文約定懲罰性賠償是否為保險

契約承保範圍內，則法院可能以契約文字有疑義，而認為應適用同一命運

原則，即再保險人須就保險人對於懲罰性賠償所為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

責。另外，須附帶提及者為，各國對於懲罰性賠償是否具可保性，有不同

法律規定，有些地方之法律可能認為懲罰性賠償重在處罰行為人之行為，

而規定因故意行為而生之懲罰性賠償，不具可保性。倘某地之法律規定懲

罰性賠償不具可保性，即使再保險契約約定再保險人須就懲罰性賠償負再

保險給付責任，法院仍會將此約定解釋為違背法律之規定而無效。 

 

第三項  責任限額 

第一款  法院判解 

Bellefonte Reins. Co. v. Aetna Casualty & Surety Co.156一案中，被保險人

A.H. Robins Co.為一避孕產品生產者，其向保險人 Aetna casualty & Surety 
Co.取得產品責任保險，保險人再向再保險人 Bellefonte Reins. Co.取得再保

險。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生產之避孕產品引起數件體傷求償，被保險人

與保險人因保險給付爭議提起訴訟，其爭議為，體傷求償之訴訟費用，超

過保險契約約定之保險人責任限制者，保險人是否須負給付責任。 

 

訴訟程序中，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達成和解，保險人同意給付被保險人

相關訴訟費用。再保險人認為就保險人給付之訴訟費用超過再保險契約約

定限額之部分，其不負再保險給付責任。再保險契約中就訴訟費用有如下

約定：「所有有關本再保險契約之求償，經保險人和解者，再保險人皆須

按比例負再保險給付之責，除此之外，保險人於訴訟程序中之調查及和解

所生費用，再保險人亦須依比例負責。」157，保險人主張此條款中「除此

之外」之文句，指出訴訟費用與保險人所為之保險給付分開計算，訴訟費

用不受再保險人責任限額之限制；再保險人則主張，此一文句僅在區分訴

                                              
156 (1989) U.S. Dist. LEXIS 10432. 

157 原文為：”All claims involving this reinsurance, when settled by the Company, shall be binding on 
the Reinsurer, which shall be bound to pay its proportion of such settlements, and in addition thereto, in 
the ratio that the Reinsurer’s loss payment bears to the Company’s gross loss payment, its proportion of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Company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ettlements of claims or s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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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費用與保險給付，並非將訴訟費用排除於再保險責任限額以外。 

 

法院同意再保險人之主張，認為保險契約與其他契約的解釋方式相

同，亦即，如果契約文字可以清楚查知其意義而無須另作解釋，法院應依

該契約文字本身的意義進行契約解釋，且保險契約條款之解釋須以整個保

險契約之全文（Context）為基礎，不得偏頗。法院認為，觀察本再保險契

約，無法推論訴訟費用應排除於再保險人責任限額以外，該「除此之外」

之文句，僅指出再保險人給付責任之構成要素為保險給付及訴訟費用兩

者，並未將訴訟費用排除於責任限額以外，故本再保險契約之責任限額係

指「再保險契約」之限額，而非僅指「保險給付」之限額，是以該「限額」

係再保險人所為所有再保險給付之限額。 

 

保險人另主張依據同一命運條款：「再保險人應與保險人同一命運，

除非本契約另有約定，再保險人之責任應依保險契約之所有約款或條件定

之。」158，再保險人須就保險人負擔之所有費用負給付責任，即使該等費

用超出責任限額，亦然。法院認為，此條款並不使再保險人有義務就超出

其責任範圍之給付負責，亦即，同一命運條款之解釋須以契約全文為基

礎。此條款不應超越契約之其他約定，而使契約其他約定成為具文，因此，

除非再保險契約雙方明確約定訴訟費用不受責任限額之限制，否則，再保

險責任限額的約定就訴訟費用亦有適用，故再保險人不就超出責任限額之

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任。 

 

第二款  小結 

就再保險契約中對於再保險人給付責任所設之限額，法院一般的態度

是尊重該責任限額之約定，亦即，即使再保險人有同一命運之義務，同一

命運條款亦不能使責任限額的約定成為具文，再保險人僅就責任限額之範

圍內負同一命運之義務。 

 

                                              
158 原文為：”The liability of the Reinsurer shall follow that of the Company and except as otherwise 
specifically provided herein, shall be subject in all respects to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ompany’s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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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威靈頓協議（Wellington Agreement）   

第一款  威靈頓協議之內容 

一九八零年代，石棉所造成之體傷案件大量爆發，受害人僅須證明導

致其體傷之石棉相關產品係由數個製造者所製造，即可向各該石棉產品製

造者之一或全部求償，無須指出各該製造者就體傷損害須負責之部分及其

成數，其結果乃一個石棉產品製造者可能須就某受害人之全部體傷損害負

賠償之責。石棉產品製造者轉而向產品責任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保險人

面臨龐大且歷時相當長久的因石棉體傷求償而生之保險給付案件，乃與石

棉製造業者共謀解決辦法，而於 1984 年共同設立石棉賠償機構（Asbestos 
Claims Facility），並於 1985 年達成威靈頓協議（Wellington Agreement）。
威靈頓協議就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的爭議提出解決方法，包括：保險人的

抗辯義務是否存在、核保過程中的不實告知之效果、未給付保險費之效

果、石棉排除條款的適用、及懲罰性賠償排除條款的適用等，該協議並將

某些爭議限於以仲裁程序解決。 

 

依據該協議，每一個石棉製造者就每一件體傷求償負某一比例之給付

責任，各該石棉製造者的保險人則依此一經分配的（Allocated）給付額度

負保險給付之責。各該石棉製造者之責任「比例」，決定於各該石棉製造

者曾因石棉產品相關案件之和解，所為之平均給付額，而不問該石棉製造

者是否被訴，亦不問其行為是否與某件體傷損害具因果關係而須負法律責

任。保險人參與威靈頓協議，等於同意不論其是否對被保險人「法律上」

有責任（Legally liable），皆對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如此重大變更其責任

基礎之行為，是否為再保險人同一命運之範圍？倘保險人未將參與威靈頓

協議之事實通知再保險人者，再保險人是否受拘束？ 

 

第二款  代表判決：Unigard Security Ins. Co. v. North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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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 Co. 159 

 

第一目  案例事實 

 

Unigard Security Ins. Co. v. North River Ins. Co.一案可說是石棉產品相

關的再保險案件中，最具代表性者。本案不僅是石棉產品相關訴訟的第一

件，亦涵蓋許多再保險相關議題，深具啟示。相關議題包括了：同一命運

條款的效果、「參與之權」（Right to associate）條款的效果、保險人及被保

險人參加石棉賠償機構對於再保險人責任之影響、保險人對於再保險人所

負之及時通知義務、再保險人就保險承保範圍所生訴訟費用的責任等。本

案地方法院及上訴法院就相關議題提出不同的意見，且皆有深入的探討。 

 

本案再保險人 Owens-Corning 為石棉相關產品製造者，其於一九七四

年向保險人 North River 取得產品責任保險，保險人再向 Unigard Security 
Ins. Co.取得再保險。再保險契約中就「損失通知義務」、「理賠合作」及「同

一命運」有如下約定：「C. 就任何事故發生或任何意外事件，可能牽連此

再保險者，保險人應及時通知再保險人，再保險人有權直接或透過其代表

人及/或律師，與保險人及其代表人就相關訴訟或程序提出答辯，及進行一

切之控制，相關費用由再保險人負擔。」160，「D. 所有本再保險契約承保

範圍內之求償，經保險人和解者，應拘束再保險人，再保險人應就該和解

負擔其應負責之比例。除此之外，再保險人應負擔再保險其他相關費用如

下：(1)其應負擔部分之相關費用，此費用乃保險人因相關訴訟案件之調查

及和解所生者；(2)其應負擔之訴訟相關費用，此訴訟費用包括訴訟費用、

法院判決或仲裁判斷所生利息。再保險人之責任基礎為超額損失，其負擔

                                              
159 726 F. Supp. 566 (Dist. 1991); see also 註 108.   

160 原文為：”C. Prompt notice shall be given by [North River] to [AMAI] on behalf of [Unigard] of 
any occurrence or accident which appears likely to involve this reinsurance and… [AMAI], directly or 
through its representatives and/or counsel, shall… have the right and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associate with [North River]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at [Unigard’s] expenses in the defense and control 
of any claim, suit or proceeding which may involve this reinsurance.”  



 

79 

之比例為再保險人之給付與保險人之給付間的比例。」161。 

 

保險人及其母公司 Crum & Foster 面臨龐大的石棉體傷求償，亦簽署

威靈頓協議。本案主要爭點在於，再保險人認為保險人就簽署威靈頓協議

一事，未通知再保險人，違背其事故發生通知義務，因而拒絕為再保險給

付。除此之外，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的爭議尚包括了：事故發生的定義、

保險人的抗辯義務內容、達到保險給付限額後是否保險人仍有抗辯義務、

石棉相關體傷求償如何「啟動」（Trigger）保險保障（亦即哪一個保險為相

關求償所啟動）、被保險人是否可由受啟動的（Triggered）所有保險中選擇

一個保險並請求其就全部損害為保險給付、「其他保險條款」（Other 
insurance clause）就本保險與他保險間如何分配給付責任、被保險人累積

所有損害之限制等。因為石棉引起的體傷是長尾案件，潛伏期久，責任歸

屬不易明確劃分，所以相關再保險議題在此顯得相對複雜。 

 

第二目  地方法院之見解 

 

1.  同一命運原則 

 

本案法院就同一命運原則採取傳統的立場，認為再保險人不得就保險

人合理且依誠信所為之保險給付，再行爭執，除非保險給付明確地不在保

險契約承保範圍內，再保險人方不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亦即，此原則將保

險人依保險契約面臨之「有疑義的責任」，轉嫁給再保險人。法院認為，

本案保險人簽署威靈頓協議並透過石棉賠償機構為保險給付，乃依誠信所

為之決定，在保險契約合理之承保範圍內，依同一命運原則，再保險人不

得拒絕負再保險給付之責。 

 

                                              
161 原文為：”Alll claims covered by this reinsurance when settled by [North River] shall be binding on 
[Unigard,] who shall be bound to pay [its] proportion of such settlements. In addition thereto, [Unigard] 
shall be bound to pay (1) [its] proportion of expenses… incurred by [North River]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ettlements of claims or suits, and (2) [its] proportion of court costs, interest on any judgment or 
award and litigation expenses… with respect to reinsurance provided on an excess of loss basis, in the 
ratio that [Unigard’s] loss payment bears to [North River’s] gross loss payment…” 



 

80 

2.  準備金之提撥 

 

法院認為，保險人就準備金（Reserves）的提撥須考量可能影響保險

給付的所有因素，並於為最終給付前，為必要之調整以符合實際的危險狀

況。石棉相關求償的準備金提撥，並非易事，因為石棉求償多為長尾業務，

且因為石棉存在各種產品，暴險（Exposure）的程度各有不同，故危險發

生的對象並非「同質（Homogeneous）危險」，所以石棉相關求償案件可謂

對保險業帶來相當大的挑戰，保險業許多傳統作法因此須有相應的改變。 

 

3.  威靈頓協議對再保險人責任之影響 

 

再保險人主張威靈頓協議及石綿賠償機構採用之賠償方式，提高被保

險人及保險人之責任程度，進而「提高」了再保險人須為再保險給付之機

會及其額度，故保險人之行為實質上改變了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所承保

之危險，保險人竟未事先通知再保險人，再保險人當無須負責。法院認為，

依照威靈頓協議，各保險人須共同就所有的保險給付，按分配的比例負

責，雖然在此一「共同負責」的模式之下，本案保險人可能必須就只有其

他保險人須負法律上責任之求償案件為保險給付，亦即，本案保險人在某

些情況下雖無法律上責任，仍須為保險給付，但他也可能因為其他保險人

共負責任而免除了某部分的保險給付義務，究竟哪一部份的保險給付是本

案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依法須負責的？在共同負責的模式之下是難以證明

的。本案法院提出加州某法院的見解支持其看法，該法院就威靈頓協議所

採之責任分配方法是否公平，亦認為參與該協議之各保險人共同就其法律

上須負責及無須負責的求償案件，為保險給付，所以無法證明威靈頓協議

究竟是否「提高」了保險人及再保險人的責任程度。 

 

法院認為，針對單一的求償案件或單一保險人之責任而言，明確界定

保險人責任範圍是必要的，因為明確界定其責任範圍的結果，將明顯影響

保險人的損害估計及給付責任；但就數個保險人的數個求償案件，「共同

負責」的責任分配模式，對於其中一個保險人的責任影響程度並不高。因

而，法院認為，法律上或事實上再保險人皆無法證明「共同負責」的責任

分配模式改變再保險契約之承保內容，亦無法證明「共同負責」「必然」

提高再保險人之責任程度，再保險人當不可以保險人簽署威靈頓協議而拒

絕為再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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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知義務之發生及通知遲延所生經濟上損害  

 

就通知義務言，一般而言，保險契約中規定的被保險人對保險人之通

知義務，例如事故發生之通知義務，意在使保險人得及時調查證據，避免

詐欺情事發生，並為被保險人提出抗辯，以得於適當時期為保險給付。相

對地，再保險契約中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之通知義務，主要目的則在使再保

險人就可能的責任程度進行評估，以提撥準備金、決定是否續約或於再保

險契約續約時決定再保險費之額度、或使再保險人得以參與保險人就求償

所為之抗辯或控制。原則上保險人認為再保險人之責任可能發生時，保險

人即有通知義務，當然，再保險契約可就通知義務之發生時點為明確約

定。法院指出，一九八八年之後的交易習慣為，保險人須將所有的求償案

件通知各層次（Layer）的再保險人，而非僅通知求償金額可能達到其起賠

點的某層次再保險人，此一作法係用以應對高額的環境求償案件，及早使

各層次之再保險人得以有所準備。 

 

法院認為，要課以保險人通知義務，必須是保險人對危險之認知有合

理的「確認」，在保險人就危險有合理確認前，保險人並不負通知義務；

而保險人就危險之認知是否有合理的確認，須依客觀事實判斷，例如保險

人確知其保險給付可能達到再保險人之起賠點，此時方有課以保險人通知

義務之正當性。本案法院認為再保險人未能證明保險人知悉或可能知悉簽

署威靈頓協議可能影響再保險人之責任程度，因此，保險人就簽署威靈頓

協議此一「危險」尚未有合理確認；再者，客觀上因石綿相關損害之額度

難以預測，保險人簽署該協議時，仍無法確知其簽署將如何影響再保險人

之責任，故此時保險人就危險之認知乃「臆測性」高過確實性，因而難以

要求保險人負有通知義務。法院並附帶說明，何時可認為保險人對危險有

合理確認？例如保險人決定終止被保險人之產品責任保險契約，此時保險

人即對再保險人負有通知義務，蓋保險人知悉此一業務可能並無利潤可

言，對危險的估計較為確實且具體，因此應通知再保險人，以利再保險人

進行相對應之規劃。 

 

法院指出，依照契約之一般原則，契約之一方若欲以另一方遲延通知

為由，免除自己的給付義務，欲免除自己的給付義務之一方必須證明另一

方之遲延通知對其造成損害（Prejudice）。法院區分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

約，討論此原則之適用。法院認為，就保險契約而言，因為保險人高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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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被保險人就危險或損害所為之及時通知，以及時掌握相關事實證據，進

行第一手的損害之評估及調查，避免被保險人或他人有詐欺情事，致使證

據滅失，阻礙保險人之正確評估或調查並加重保險人保險給付之責任；再

者，倘保險人因為被保險人遲誤通知而受有損害，該損害將因證據滅失而

難以證明，例如保險人本可因為及時發現被保險人之詐欺情事而免除保險

給付之責任，卻因未能及時掌握相關證據，而不得不向被保險人為保險給

付，其損害將不易證明甚或可能無法回復。因此，鑒於保險人高度仰賴被

保險人就危險或損害之及時通知，若保險人欲以被保險人遲延通知為由，

免除其保險給付之責任，保險人無須證明其因遲延通知受有經濟上損害。 

 

反觀再保險契約，因為再保險人並非直接處理賠案，就損害相關事實

證據之掌握，再保險人較無可能因為遲誤而可能受有損害，故再保險人對

於保險人及時通知以掌握相關證據的需求較低，保險人對再保險人之通

知，主要目的在於使再保險人得以正確評估準備金、參與抗辯或決定是否

或以如何之條件續約。再者，倘再保險人果真因為保險人遲誤通知受有損

害，其損害較易證明，例如再保險人可以證明若保險人為及時通知，其可

以及時進行準備金之提撥，而因通知遲延無法及時進行提撥準備金的損害

為若干，或者倘保險人為及時通知，再保險人將提高再保險費若干或根本

將不予簽訂再保險契約。換言之，因為再保險人原則上不直接處理賠案，

故再保險人較無可能因為保險人之遲誤通知受有難以估計或無法回復之

損害。因此，法院接受本案保險人之主張，認為就再保險契約言，再保險

人若欲以保險人遲延通知為由，拒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任，其必須證明該遲

延通知已對其造成損害。 

 

另外，本案法院亦肯認各地的（再）保險業可能有不同的「交易習慣」，

且交易習慣自石綿損害求償訴訟增加以來已有極大轉變，尤其再保險人更

加強調保險人之通知義務，為實務上應注意者。 

 

5.  誠信原則 

 

法院指出，即使保險人無通知義務，仍須進一步探究保險人所為保險

給付是否符合再保險契約之基礎—最高誠信原則之要求。法院認為保險人

就其簽署威靈頓協議、參與石綿賠償機構及石綿求償案件發生等事實，向

再保險人所為之通知，已足使再保險人知悉相關事實，保險人並無故意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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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簽署威靈頓協議等事實通知再保險人，再保險人亦無法證明保險人「明

知」再保險人會反對其簽署威靈頓協議，故再保險人無法證明保險人「故

意」不通知簽署威靈頓協議等事實。因此，依據最高誠信原則，再保險人

須負再保險給付之責。 

 

6.  參與抗辯之權 

 

本案再保險契約中約定，再保險人得參與保險人就被保險人所受求償

所為之抗辯及控制，為所謂參與（抗辯）之權（Right to associate）。再保

險人主張保險人就損害之認定及其所為之保險給付，影響再保險人之責任

程度，故其有參與抗辯之權，保險人應為適時通知以利其行使此權利；然

本案保險人並未適時通知其簽署威靈頓協議之相關事實，有礙再保險人行

使參與抗辯之權，故再保險人無須同一命運。 

 

法院認為，依再保險契約約定，再保險人參與抗辯之權利，僅在相關

求償之抗辯「可能與再保險有關」（… which may involve this reinsurance）
時才發生，契約並非規定在相關求償抗辯「可能與再保險之原保險有關」

（… which may involve insurance underlying this reinsurance）時，即發生再

保險人參與抗辯之權，保險人簽署威靈頓協議，係與「原保險」有關之決

定，而非與「再保險」直接相關，故再保險人參與抗辯之權不因此發生；

且，法院認為事實上保險人所為之保險給付並非依照威靈頓協議之約定所

為，因為在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前，被保險人已退出石棉賠償機構。故就法

律上或事實上言，本案保險人簽署威靈頓協議及參與石綿賠償機構，並未

侵害再保險人參與抗辯之權。簡言之，法院相當斟酌契約文字而為解釋，

認為保險人簽署威靈頓協議並未改變再保險人依再保險契約所負之責任

程度。 

 

法院亦指出，再保險人之參與抗辯權，並不等於就賠案處理之「控制

權」（Right of control），且在同一命運原則之規範下，再保險人不得以自己

就賠案可能有不同於保險人之處理為由，拒絕為再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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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上訴法院之見解 

 

本案上訴法院就相關議題，與原審法院有不同看法。 

 

1.  威靈頓協議對再保險人責任之影響 

 

地方法院認為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並非依照威靈頓協議所為，因為在

此之前，被保險人已退出石棉賠償機構；並且，參與威靈頓協議之各保險

人「共同負責」的架構下，並無法證明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給付責任是否

因此提高。然而，上訴法院認為，雖然被保險人於一九八七年退出石棉賠

償機構，但保險人之責任仍受該協議之影響，例如被保險人於一九八七年

以前依該協議所為之賠償，保險人皆須受威靈頓協議責任分配之拘束；再

者，保險人簽署威靈頓協議實質上對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責任程度都有增

加（如下所述）。因此，被保險人退出石棉賠償機構，並不代表保險人之

責任不再受威靈頓協議之拘束，進而，再保險人之責任程度受保險人簽署

該協議之影響。 

 

2.  通知義務 

 

地方法院認為，依據最高誠信原則，保險人僅須合理且依誠信進行理

賠，最高誠信原則並未要求保險人必須將簽署該協議之情事，通知再保險

人。上訴法院則認為，因為保險人決定簽署威靈頓協議，再保險人之責任

受到影響，故保險人有通知義務，且依據最高誠信原則，保險人亦須為通

知。 

 

再保險契約中就保險人之通知義務所為規定應如何解釋？上訴法院

首先指出，適用於保險契約的「疑義利益歸屬被保險人」原則，並不適用

於再保險契約，因為再保險契約係由具有專業的保險人所議定，沒有資訊

不對稱的問題，故即使再保險人有賴保險人提供原保危險之資訊，亦無疑

義利益歸屬的問題，而應依契約之一般解釋原則，進行再保險契約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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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條款之解釋。 

 

本案再保險契約就保險人之通知義務為如此規定：「保險人應將任何

事故發生或意外事件，可能與本再保險有關者，及時通知再保險人之核保

人員。」162，上訴法院認為，依據該條之規定，事故發生並不須要「確定」

與再保險契約有關，才發生保險人之通知義務，只要事故發生「合理地可

能」與再保險契約有關，保險人即須通知。亦即，該條款要求的是「合理

的可能性」（Reasonable possibility），而非原審法院所說，保險人須就危險

可能牽連再保險契約，有合理的確認，其通知義務才發生。何謂「合理的

可能性」？在本案中，保險人簽署威靈頓協議時，石綿賠償機構約有四萬

件未決之石綿訴訟，而被保險人就石綿訴訟平均所為之賠償額為一萬元，

因此，保險人簽署威靈頓協議將至少造成額度為「四萬（件）乘以一萬（元）」

的暴險（Exposure），上訴法院因此認為保險人簽署該協議將「合理地可能」

使再保險人給付責任發生。 

 

上訴法院認為，依據再保險契約中之通知義務條款，保險人須負詳盡

（Detailed）的通知義務，以使再保險人得參與抗辯、提撥準備金並決定續

約與否及續約時再保險費之額度，而威靈頓協議實質上影響了保險人及再

保險人之責任程度，故保險人就簽署該協議之事實，對再保險人負通知義

務。就此，保險人主張簽署威靈頓協議並非通知義務條款中所規定的「事

故發生或意外事件」，故保險人不負通知義務。對於保險人之抗辯，上訴

法院採取與原審法院不同的解釋方法，認為所謂「事故發生或意外事件」

係指「暴露於石綿危險」（Exposure to asbestos），而保險人簽署威靈頓協議，

就是在處理石綿危險，且事實上保險人簽署該協議提高再保險人須負責之

可能性，故再保險人應受相關「暴險」事實之通知，保險人負有通知義務。 

 

法院亦指出，依據最高誠信原則，保險人負通知義務。法院認為，雖

然有論者主張最高誠信原則不適用於專業保險人彼此議定之再保險契

約，但保險人就危險擁有較多資訊，故再保險人有賴其依誠信及時通知危

險相關資訊，以進行危險之相關精算作業；再者，根據威靈頓協議，石綿

賠償機構就石綿求償案件之調查、評估、和解及賠償給付，有絕對之裁量

                                              
162 原文為：”Prompt notice shall be given by the [ceding insurer] to the Underwriting Managers on 
behalf of the Reinsurers of any occurrence or accident which appears likely to involve this 
re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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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Exclusive authority and discretion），對保險人之給付責任有影響，進而，

再保險人之責任亦受重大影響。因此，法院認為，不論是依據最高誠信原

則進行解釋，或甚至不把再保險契約關係定位為受最高誠信原則規範，因

交易實際需求使然，保險人就簽署威靈頓協議此一「危險」，對再保險人

負資訊揭露之義務，因為再保險人之責任程度，實質上已受影響。 

 

上訴法院認為保險人未就威靈頓協議相關事實，通知再保險人。詳言

之，保險人主張其於一九八四年以某電報向再保險人通知保險人考慮簽署

威靈頓協議，法院認為該份電報僅提及保險人考慮就合約再保險簽署威靈

頓協議，並未提及臨時再保險，但本案再保險為臨時再保險，再保險人因

此誤解保險人僅針對合約再保險考慮簽署威靈頓協議。原審法院就此認為

再保險人可以保險人提供之資訊為基礎，進行進一步的查證；上訴法院則

認為再保險人並無進一步查證之義務，亦即，資訊之提供須考量其成本，

應由成本較低之一方提供交易所需資訊，此處保險人就簽署威靈頓協議相

關事實有絕對的掌握，由保險人提供相關資訊予再保險人，是成本較低的

作法，倘再保險人應查證保險人之責任是否受威靈頓協議影響，將有悖「成

本較低之一方負擔提供資訊之義務」之一般交易原則。 

 

3.  遲延通知所生經濟上損害 

 

再保險人是否須因保險人之遲延通知受有實際損害，方可以保險人遲

延通知為由，不負再保險給付之責？又，所謂「損害」所指為何？是否再

保險人喪失參與抗辯之權即為損害？或者，再保險人須積極證明其受有經

濟上損害？上訴法院指出，許多法院就此問題有不同看法。有法院認為再

保險人無須證明受有經濟上之損害，因為再保險契約中明文約定再保險人

有參與抗辯之權，倘再保險人因保險人遲延通知而喪失參與抗辯之權，便

視為再保險人受有損害。有法院則認為再保險人須證明，若保險人為及時

通知，再保險人會參與保險人之抗辯且達成更有利的訴訟或和解結果。有

法院甚至認為再保險人須證明其可以贏得相關求償訴訟而給付較低的保

險金額。 

 

本案上訴法院認為，即使在威靈頓協議之責任分配架構下，再保險人之責

任可能某程度受到影響，但法院仍採取傳統上認為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休

戚與共」的基本立場，而認為原則上保險人依誠信所為之決定，與再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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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利益並不衝突。因此，倘再保險人欲以保險人遲延通知為由免除其再

保險給付之責，再保險人須積極證明其因保險人遲延通知受有經濟上之損

害，方可免除再保險給付之義務。就此，本案上訴法院贊同原審法院之部

分判決，亦即，再保險人並未證明其因保險人之遲延通知而受有經濟上損

害。 

 

4.  誠信原則 

 

本案上訴法院認為，如果保險人違背誠信原則，再保險人無須證明經

濟上損害，即可免除再保險給付之義務，蓋誠信原則乃再保險交易運作之

基石。而本案保險人是否違背誠信原則？依據最高誠信原則，保險人須予

再保險人同等的機會，以進行危險之評估，問題是，就保險人之通知義務

言，保險人應盡到如何的主觀注意標準，方符合誠信原則之要求？本案法

院認為保險人因過失未為通知，並不構成誠信原則之違反，唯有故意或重

大過失未為通知，方構成誠信原則之違反，因為保險人未為通知應至少都

是出於過失，若以過失為誠信原則之標準，將架空其判準之功能。上訴法

院認為，證據顯示本案保險人就石綿相關求償案件，已進行適當的風險管

理措施，包括蒐集相關損害報告並研擬如何將相關危險通知再保險人，故

保險人並未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為通知，故其並未違反誠信原則。 

                   

第三款  小結 

就威靈頓協議之爭議，本案例案情較為複雜，地方法院及上訴法院就

相關議題有詳細的論述。首先，威靈頓協議是否影響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

責任程度？地方法院認為，在各保險人共同負責的責任分配架構下，難以

區別誰為誰依法應負的責任為保險給付，因此無法證明保險人及再保險人

之責任程度必然因為保險人簽署威靈頓協議而提高。上訴法院則認為，不

論是依保險人暴露於石棉危險的責任額度計算，或是從石棉賠償機構就保

險人之責任程度有絕對的裁量權這個角度觀察，都應該認為保險人簽署該

協議實質上提高了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責任程度。 

 

保險人是否就簽署威靈頓協議對再保險人負通知義務？地方法院認

為保險人唯有對於危險有合理確認時，方負通知義務，而本案中，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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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法確認是否簽署該協議必然提高其責任程度，故不應課以保險人通知

義務。上訴法院則認為，保險人無須對危險有合理的確認，只要該危險「合

理地可能」使再保險人須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保險人即負通知義務，鑒於

威靈頓協議之簽署已實質影響再保險人之責任，保險人當對再保險人負通

知義務。 

 

另外，再保險人若欲以保險人未盡其通知義務為由，拒絕負再保險給

付之責，再保險人是否須舉證其因保險人遲延通知而受有經濟上損害？地

方法院區別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中，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以及再保險人

對於保險人就危險所為之通知，有不同程度的依賴（亦即，前者高度依賴

被保險人就危險相關資訊所為之揭露，以利其及時取得第一手之證據，反

之，後者對於及時取得證據的要求較低），而認為保險人無須就其因被保

險人遲延通知所生經濟上損害負舉證責任，反之，再保險人須就其因保險

人遲延通知所生經濟上損害，負舉證責任。就此，上訴法院的意見與地方

法院相同。  

 

第五項  理賠合作條款  

第一款  代表判決：Insurance Co. of Africa v. SCOR (U.K.) 

Reinsurance Co. Ltd.163  

     

第一目  案例事實 

 

所謂理賠合作條款（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係指再保險契約中約

定，保險人進行理賠或與被保險人和解時，必須取得再保險人之共同合

                                              
163 同註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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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可能的內容包括：保險人須通知再保險人事故發生相關事實、保險人

和被保險人商議時須與再保險人共同為之、或保險人為任何和解前須取得

再保險人同意。本案就此條款有詳盡的討論。 

 

一九八二年，被保險人 Africa Trading Co.向賴比瑞亞政府租借的某倉

庫失火焚毀，該倉庫之火災危險為保險人 Insurance Co. of Africa 所承保，

保險人向倫敦再保險市場取得再保險，其中，Scor (U.K.) Reinsurance Co. 
Ltd.為主要再保險人。本案再保險契約中包含理賠合作條款，為如下約定：

「本契約中，所有的求償須立即通知再保險人，且保險人進行相關理賠

前，必須與再保險人合作，未取得再保險人同意前，保險人不得擅自為任

何和解，此為再保險人責任發生之條件。」164。另外，本再保險契約中之

同一命運條款約定如下：「本保險為原保險之再保險，並與其有相同之條

款及條件，（再保險人）須與保險人同一命運。」165。 

 

被保險人於火災發生後通知保險人事故發生，保險人指示當地之損失

調查人員進行相關調查，亦另外指派一國外之損失調查人員參與調查，兩

者調查後皆認為本案事實並無疑點，且重建倉庫的成本將超過保險限額。

之後，再保險人接到匿名信件指出被保險人乃故意縱火導致該倉庫失火，

故被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係出於詐欺，而保險人並未進行適當的調查程

序，且其指派的調查人員受被保險人賄賂，因此做出利於被保險人的認

定。另外，再保險人認為保險人未依理賠合作條款與再保險人合作處理理

賠，因此再保險人拒絕同意就保險人所為之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責

任，再保險人並另外指派損失調查人員進行相關調查。 

 

第二目  原審法院之判解 

 

                                              
164 原文為：”It i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that all claims be notified 
immediately to the Underwriters subscribing to this Policy and the Reassured hereby undertake in 
arriving at the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that they will co-operate with the Underwriters and that no 
settlement shall be made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Underwriters subscribing to this Policy.” 

165 原文為：”Being a reinsurance of and warranted same…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and to follow the 
settlements of the Insurance Company of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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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審法院認為，理賠合作條款的意義是保險人須與再保險人共同

處理理賠，且保險人在未得再保險人同意前，不應為任何和解。法院亦認

為，本再保險契約中有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依據該條款，除非再保險人

可以證明保險人所為給付係不誠實或不合理者，否則再保險人須與保險人

同一命運。此二條款間之關係為何？法院認為理賠合作條款並非同一命運

條款適用之前提條件，且二者間並無適用上的衝突之處。詳言之，根據理

賠合作條款，再保險人「有權選擇」是否與保險人共同處理理賠，倘再保

險人選擇與保險人共同處理理賠，再保險人當然必須就理賠結果與保險人

同一命運；反之，倘再保險人選擇不行使與保險人共同處理理賠之權利，

乃再保險人自行放棄行使此一權利，再保險人當不得以此為由，事後拒絕

與保險人同一命運。因此，理賠合作條款更加強化同一命運原則之合理性

及正當性基礎，其間並無解釋上衝突之處。166另外，原審法院認為再保險

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保險人之詐欺，亦未證明保險人指派之調查人員與被保

險人有通謀情事，因此，無法認定保險人所為給付係不誠實或不合理，故

再保險人須與保險人同一命運。 

 

原審法院則有其他法官指出，同一命運條款和理賠處理條款，就保險

人與再保險人權利義務之分配，有彼此不一致之處，亦即，此二條款間有

適用上之衝突。依據前者，再保險人須就保險人誠實且合理的保險給付，

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依據後者，保險人未取得再保險人同意前，不得為任

何保險給付。前者似乎賦予保險人對於保險理賠的處理相當程度的自主

權；後者則似乎於保險人進行理賠時，對於保險人之行為加以某程度的限

制。針對此二條款互相衝突之處，應如何解釋？該法官認為，同一命運條

款的解釋，必須以再保險契約之「全文」為基礎，亦即，必須同時考量其

他條款，例如本案中的理賠合作條款，以獲得再保險契約之圓滿解釋。因

此，就此二條款之適用，合理的解釋應為，再保險人僅就保險人經其同意

後所為之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而本案中保險人之保險給付並未

取得再保險人同意，故再保險人無須負再保險給付之責。 

                                              
166 See also, O’Neill & Woloniecki, 註 5, 頁 144, “We consider that it is entirely sensible that a 
reinsurer who is bound to follow the settlements of the reinsured should wish to have the power to 
dictate the terms of such settlements, and accordingly there is no logical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follow-the-settlements and the claims-cooperation clauses in the Scor case… If the reinsurer elects to 
control the claim, he clearly ought to follow the settlements. Where there is a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and the reinsurer elects, having the power to control the claim, not to do so, he ought not to 
thereafter turn his back on the reinsured, provided that the reinsured has acted in a business-like manner. 
The claims-cooperation clause justifies a construction of the follow-the-settlements clause against the 
re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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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上訴法院之判解 

 

再保險人就原審法院之見解提出上訴。上訴法院同意原審法院之見

解，認為再保險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保險人「詐欺」成立，亦未對保險人指

派的損失調查人員有任何失職情事，提出足夠的證明。 

 

針對同一命運條款，上訴法院認為”Follow the settlements”條款中

的”Settlements”，不論係僅指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的和解，或者亦包括法

院之判決，在本案中，再保險人皆不得免其責任。詳言之，再保險人藉由

理賠合作條款，保留對於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之同意權，倘再保險人不同

意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達成之和解結果，其結果是保險人必須透過訴訟解決

保險給付相關紛爭，此時應認為再保險人同意保險人以訴訟之方式解決與

被保險人間之紛爭，故，再保險人不得主張”Settlements”僅指保險人與被

保險人間之和解，而以此免其同一命運之責任；法院認為此時或亦可解釋

為，再保險人同意在理賠合作條款之範圍外，解決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就

保險給付所生紛爭。因此，再保險人既已充分行使其因理賠合作條款所生

權利，自應負再保險給付之責，167換言之，對於保險人因再保險人拒絕同

意其所為和解，因此所生之損害（亦即較高額度的保險給付義務），再保

險人應予以再保險給付補償之。 

 

另外，上訴法院亦認為保險人並未違反理賠合作條款，因為雖保險人

未與再保險人指派的調查人員合作，然保險人並非拒絕與再保險人共同處

理理賠，而只是在再保險人之調查階段未與再保險人合作。且再保險人不

僅拒絕同意保險人就和解所提之提議，亦未與保險人共同進行理賠處理，

法院認為，倘再保險人不與保險人合作，保險人將無法與再保險人合作，

                                              
167 “All they (the reinsurers) retain is the right to approve any settlement. In the last resort, if they do 
not do so, the reinsured is obliged to let the assured take his claim to judgment. Of that the reinsurers 
must be taken to approve, or alternatively it represents a resolution of the claim outside the scope of 
that provision in the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which reserves to the reinsurers a right of approval of 
any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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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不可認為保險人違反理賠合作條款，更不可允許再保險人以其拒絕與

保險人合作，作為再保險人免除同一命運義務之理由。 

 

總之，就理賠合作條款和同一命運條款之間的適用，如何作圓滿之解

釋？上訴法院認為理賠合作條款乃再保險人須與保險人同一命運之正當

性基礎，因此應將同一命運條款的射程範圍解為，再保險人僅就保險人經

再保險人同意的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168若再保險人不同意保險

人與被保險人間之和解結果，則其須就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訴訟結果，

負再保險給付之責。169 

         

第三款  新近判解：Eagle Star v. JN Cresswell & Others170 

第一目  案例事實 

 

本案中，被保險人 Varian Associates 向保險人 Eagle Star 取得一般商業

責任保險，保險人則向數名 Lloyd’s 之再保險人取得再保險。保險期間，

數名被害人因環境污染向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被保險人向保險人請求

保險給付未果，乃於一九九二年提起訴訟。一九九五年時，保險人與被保

                                              
168 “In my judgment the undertaking by the insurers not to make a settlement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reinsurers must have been intended to circumscribe the power of insurers to make settlements binding 
upon reinsurers, so that reinsurers would only be bound to follow a settlement when it had received 
their approval. On other words, the follow-the-settlements clause must be construed in its context in the 
policy, containing as it does a claims-cooperation clause in this form, as only requiring reinsurers to 
follow settlements which are authorized by the policy.” 

 
169 “I agree with my Lords that the follow-the-settlements clause and the claims-cooperation clause, 
neither expressly made subject to the other though apparently inconsistent, must be read together as 
obliging reinsurers to follow only those settlements which they approve. But I agree with the Judge that 
the effect of Scor’s not approving the settlement ICA wanted to make on the basis of their loss 
adjuster's reports was to leave them with no alternative but to fight ATC's claim to judgment, that they 
were thereby compelled, not merely asked, to do so, and that the parties must be taken to have intended 
that ICA would do so at Scor’s expense at least to the extent of their proportion of the risk, that expense 
including every amount which was normally within the province of the Liberian Court to award.” 
170 [2003] EWHC 2224 (Comm); [2004] EWCA Civ 602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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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達成和解。保險人向再保險人請求再保險給付時，再保險人以保險人

違背再保險契約中之理賠合作條款，拒絕為再保險給付。 

 

本案再保險契約中理賠合作條款規定如下：「(a)所有可能與再保險人

有關的求償或事故發生，（保險人）應於知悉後七天內，通知再保險人。(b)
再保險人應控制所有求償相關的談判及和解。此時，再保險人就未經其依

上述條款而控制的理賠，不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保險人就求償或事故發生

漏未通知，倘其情節並非重大，但事後可能對再保險人之責任有影響者，

保險人仍得依再保險契約取得再保險補償。」171。原審法院認為，本案的

爭點在於，理賠合作條款是否再保險人須與同一命運之條件？倘保險人未

依理賠合作條款(a)款為通知，再保險人是否仍須與保險人同一命運？ 

 

再保險人主張，雖然本再保險契約未明文約定理賠合作條款為再保險

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之條件，然，依據上述理賠合作條款(a)款，保險人應

將事故發生通知再保險人，以使再保險人得以與其控制理賠程序，而本案

保險人並未依該條(a)款通知再保險人，再保險人當不就未經其控制之理賠

結果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保險人則主張，雙方並未於再保險契約中將理賠

合作條款明文約定為適用同一命運條款之條件，當不可如此解釋再保險契

約而認為保險人將事故發生之事實「通知」再保險人為再保險人同一命運

之前提；再者，理賠合作條款(b)款賦予再保險人控制理賠程序之權利，再

保險人得於保險人依該條款(a)款為通知後，於適當期間內選擇是否依該條

款控制理賠程序，而本案中保險人依理賠合作條款(a)款為通知後，再保險

人並未行使(b)款之權利，(b)款當無適用之餘地，再保險人既然選擇不行使

該權利，依禁反言（Estoppel）原則，再保險人當不可以此為由拒絕與保

險人同一命運。簡言之，再保險人強調的是其「必須」控制理賠程序（”…shall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control.”），保險人則強調再保險人「有權選擇」

是否行使控制權（”…shall be entitled to control.”）。 

 

                                              
171 原文為：” (a) To notify all claims or occurrences likely to involve the Underwriters within 7 days 
from the time that such claims or occurrences become known to them. (b) The Underwriters hereon 
shall control the negotiations and settlements of any claims under this Policy. In this event the 
Underwriters hereon will not be liable to pay any claim not controlled as set out above. Omission 
however by the Company to notify any claim or occurrence which at the outset did not appear to be 
serious but which at a later date threatened to involve the Company shall not prejudice their right of 
recovery here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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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原審法院之判解 

 

原審法院認為，同一命運原則乃再保險契約的基礎，此原則顯示了保

險人與再保險人應「同舟共濟」，再保險人應信任保險人會為了彼此的利

益進行理賠，若契約雙方欲改變此一再保險契約運作的基礎，須於再保險

契約中以明文約定。本案問題在於，理賠合作條款(b)款是否有改變同一命

運原則之效果？法院認為，該條(b)款並非指再保險人「必須」控制相關談

判或和解，因為同條款中「此時，再保險人就未經其依上述條款而控制的

理賠，不負再保險給付之責。」的文句，顯示了再保險人可能選擇控制相

關談判或和解，也可能無意控制相關談判或和解，而唯有再保險人「希望」

控制相關談判或和解，保險人卻未為通知，使再保險人無法進行控制時，

再保險人方可不負再保險給付之責。換言之，法院認為，理賠合作條款賦

予再保險人一同意權，以就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表示同意與否。法院亦指

出，若再保險契約雙方欲使理賠合作條款成為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

的前提條件，雙方大可於契約中如此明文約定，本再保險契約既未為如此

約定，當不可如此解釋而有害當事人真意。可見法院堅持且為了落實同一

命運原則的立場，相當斟酌條款文字進行契約之解釋。 

 

第三目  上訴法院之判解 

 

上訴法院認為理賠合作條款之目的，係在使再保險人得以控制保險人

與被保險人間所有談判或和解，倘於保險人就事故發生向再保險人為通知

後，再保險人即須依理賠合作條款選擇是否與保險人共同處理理賠，否則

再保險人即喪失該權利而須與保險人同其命運，是不合理的。因為保險人

通知再保險人的資訊未必足夠使再保險人據以決定如何進行相關談判或

和解，因而再保險人未必得因保險人之通知而立即決定是否選擇與保險人

合作處理理賠。因此，理賠合作條款(b)款中「倘若…」（In this event…）

的文句，不應解釋為「倘若再保險人希望控制談判或和解時（In the event 
that the reinsurer wishes to take control of the negotiations or settlements），再

保險人就未經其控制的理賠，不負再保險給付之責。」；而應解為「倘若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進行任何談判或和解時（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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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otiations or a settlement of a claim），再保險人就未經其控制的理賠，不

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亦即，若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進行任何談判或和解

時，不可自行決定相關談判或和解的內容，而應將事故發生通知再保險

人，使其控制理賠或和解，否則再保險人不負同一命運之責。172法院亦指

出，雖然本再保險契約中未明文約定理賠合作條款為適用同一命運條款的

前提條件，但「再保險人就未經其控制的理賠，不負再保險給付之責。」

之文句，已明確指出雙方當事人之真意及保險人違反理賠合作條款之效

果，因此，法院必須依此進行契約之解釋。 

 

第三款  小結 

在 Insurance Co. of Africa v. SCOR (U.K.) Reinsurance Co. Ltd.173一案

中，就理賠合作條款及同一命運條款間的關係，不同法官做了不同的解

釋。第一種解釋為，此二條款間並無解釋上彼此衝突之處，理賠合作條款

賦予再保險人就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表示同意之權利，故，此條款為再保

險人須與保險人同一命運的正當性基礎，不論再保險人選擇行使或不行使

理賠合作條款所賦予的同意權，再保險人都因為他的選擇而須與保險人同

一命運。第二種解釋則認為，此二條款間有適用上的衝突，蓋，依據理賠

合作條款，保險人未得再保險人同意前不得擅自處理理賠，否則再保險人

                                              
172 “Sub-paragraph (b) -- Second sentence: Condition precedent to liability?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In this event". Consistently with his argument in relation to the first sentence, 
Mr. Flaux submitted that they meant "In the event that reinsurers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control 
negotiations and settlement". The judge appeared to have agreed with this submission, since he said 
that the words "in this event" were apt to show that reinsurers might well not wish to take control. Once, 
however, it is accepted that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sub-paragraph does not compel reinsurers to take 
control, reinsurers will have at some stage to decide whether they wish to control negotiations or 
settlements. The only question is what the trigger for that decision is to be. Once it is clear that the 
clause is not conferring an option exercisable only after notice of claim is given, a failure to afford any 
opportunity to take control of negotiations or settlement will give to reinsurers the opportunity of 
denying liability for the claim.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more natural to construe the words "In this 
event" as meaning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negotiations or a settlement of a claim" than as words 
referring to some conduct of reinsurers. The question then arises whether it i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reinsurers' liability that the opportunity to control negotiations or settlements should be afforded to 
them.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Yes", because the clause says in terms that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negotiations or settlements reinsurers will not be liable to pay any claim not controlled by them. 
The judge was able to avoid this conclusion by (inter alia) pointing out the clause did not use the term 
"condition precedent" as such, whereas the deleted clause did use that term. As to that, it is not essential 
that the very words "condition precedent" be used to achieve the result that reinsurers will not be liable 
unless a certain event happens. Other words can be used, if they are clear. Other words have been used 
which, in my view, are clear.” 

173 同註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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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負再保險給付之責；反之，依據同一命運條款，再保險人須跟隨保險人

之命運，就保險人所為給付，為再保險給付以補償之，為使兩條款皆有實

益並將再保險契約作「全文」的理解，應認為再保險人僅就保險人經再保

險人同意所為的理賠處理，負再保險給付之責。 

 

另外，在 Eagle Star v. JN Cresswell & Others174一案中，原審法院與上

訴法院就理賠合作條款與同一命運條款之間的關係及適用之結果為何，針

對契約文字”In the event of…”做相當細微的解釋，以致達成不同的結論。

原審法院認為理賠合作條款並非同一命運條款適用之前提條件，尤其當再

保險契約中未為如此明文約定時，更不應當如此解釋，且因同一命運原則

為再保險交易運作之基礎，故應尊重保險人依此原則對保險給付所擁有的

決定空間，175除非再保險契約雙方以明確的文字限制保險人此一權限，否

則，同一命運條款仍應有其適用。上訴法院則認為，理賠合作條款既已明

確規定再保險人就事故發生須受通知並進行相關控制，再保險人當僅就經

其控制之保險給付負責。 

 

第六項  小結 

觀察實務案例，可知法院決定同一命運原則之射程範圍時，面臨兩個

互相競爭而對立的原則，其一為，為了延續同一命運原則一直以來受到法

院相當尊重的傳統，不至架空同一命運條款且賦予其實益，再保險人不得

就原保險人之合理決定為再次的檢視；其二為，為了適當進行契約之解

釋，體現再保險契約雙方（對於再保險範圍為何）之真意，必須重新檢視

原保險人之理賠決定。 

 

大致上法院的見解為，雖然依據同一命運原則，再保險人就保險人所

為保險給付，除非保險人有違背誠信之情事，否則再保險人幾乎沒有異議

的餘地，然而，法院亦認為，此原則不應改變或超越再保險契約中其他明

文約定的條款之效力，以免有悖契約解釋之原則，甚而有害當事人真意。 

                                              
174 同註 170. 
175 See SCOR, 同註 97, “Reinsurers have generally to follow the fortunes of insurers to what may be 
hazardous and unwelcome lengths. So long as Scor (the reinsurer) promise to follow the settlements of 
ICA (the reinsured) they must keep their promise, even if they believe, but cannot prove, their trust in 
ICA to have been misplaced, and must rely on their rights of subrogation against ATC (the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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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之義務，應以再保險人之「法

律責任」（Legal liability）為界限，法院不能在契約約定之承保範圍外創造

再保險人之責任，因此，如通融賠款、懲罰性賠償等，除非再保險契約另

有約定，並非再保險人同一命運之範圍；又如再保險人之同一命運應以契

約約定之責任限額為界限。此亦為再保險契約損害補償性質之體現。至於

威靈頓協議及理賠處理條款，因為牽涉複雜之議題，更加體現再保險契約

明確約定契約雙方權利義務之重要性。不論從同一命運原則之歷史背景觀

察，或從契約解釋之角度，亦即—同一命運條款不應使契約之其他約款成

為具文，在在指向一個基本原則：再保險人之責任範圍應依再保險契約之

規定加以界定。由此可見，再保險契約雙方應以再保險契約明確約定再保

險人責任範圍，是契約雙方須注意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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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同一命運原則之重新詮釋 
 

觀察上述法院判決，可整理出再保險市場中經常為交易雙方訟爭之三

項議題。首先為，倘再保險契約中有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此條款某程度

限制了再保險人就其責任範圍提出異議之權利，以誠信原則作為此一權利

限制之基礎，解釋上是否有未盡之處，或實際適用上遭遇何種困難？次

者，倘再保險契約中無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再保險人提出異議之權利是

否因而不受限制？或者，此條款應為所有再保險契約所「默示」，而即使

再保險契約中無明文約定，仍有此條款之適用？最後，不論再保險契約中

是否有同一命運條款之明文約定，若肯認再保險契約有同一命運原則之適

用，此原則適用上之界限為何？針對這三大議題，法院之態度可由上述判

解分析略窺一二。須探究者為，再保險市場環境經過幾世紀的演化，已然

有相當的變動，鑒於再保險交易尤其與市場動態息息相關，故同一命運原

則的適用，勢必有重新檢視的必要。 

 

       

第一節  同一命運原則與再保險交易環境 

第一項  同一命運原則乃再保險交易實務需求而起 

依據同一命運原則，再保險人對於原保險人所為危險之安排或保險給

付之處理，均不得異議，之所以出現如此偏利於原保險人一方之約定，原

因之一乃再保險交易事實上之需要。由保險人之角度言，因為再保險人無

法直接進行原保險契約賠案之處理，而係由保險人進行理賠，保險人對於

上述行動必須爭取時效，特別是在業務競爭上，須以效率爭取客戶，然而，

保險人亦須保護自己，為了避免其無法取得再保險保障，因此有同一命運

條款之約定；由再保險人之角度言，其為了拓展業務，常不得不接受同一

命運條款之拘束。可見再保險契約雙方對於交易效率之爭取與業務之拓

展，乃此條款出現不得不然之原因。 

 

另外，保險金額日益龐大，每每超越合約再保險所能承受者，故各國

再保險市場盛行臨時再保險。臨時再保險中，再保險人往往並無充分時間

審視承保風險，交易雙方通常以一紙電報或信函即完成責任額度相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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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再保險安排，此乃有國際間商業習慣可供依循，在倫敦再保險市場尤其

明顯。蓋倫敦市場再保險交易量相當龐大，為求交易迅速，交易過程乃以

最低程度的形式（The minimum of formality）完成，此一市場實務運作方

式迫使再保險人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依有限之資訊決定承保與否，其結果

便是再保險人「必須」、甚或「不得不」「相信」原保險人已盡其告知義務，

而與原保險人同一命運。176 

 

同一命運原則之所以出現，前述法院判解所提出之解釋為，「再保險

契約當事人間的互相信賴」及「為了避免訴訟花費」；然而，此原則更因

現實業務上的需要而產生，再保險人實則「不得不」接受該條款拘束。在

現代的再保險環境下，分別觀察上述「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的互相信賴」

及「減省紛爭程序花費」，似乎已不再足以為同一命運原則之存在基礎，

一則，再保險契約雙方之合作信賴關係已大不如前，二則，同一命運條款

相關訟爭案件有逐漸增多之趨勢，該條款並未達其減省程序花費之理想，

詳如下述。 

 

第二項  再保險交易環境之改變 

再保險交易發展初期，再保險市場規模仍小，彼此熟悉之保險人間以

同一命運條款約束再保險人，以達成再保險交易運作之目的及效率，亦

即，提供保險人保險保障，並且藉此免除就再保險人責任範圍相關爭訟可

能發生之成本。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拜工業化之賜，市場需求提高，

再保險市場有兩個重要的發展，一為歐洲大陸出現獨立的再保險公司，二

為 Lloyd’s 出現以非海上保險為原保險之再保險交易，177可見再保險市場

正不斷擴大中。 

 

進入二十世紀，因為政治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再保險市場也歷經全球

化的洗禮，受到再保險需求持續提高的影響，再保險人承保之業務不斷擴

大至全球市場，新進入再保險市場之再保險人數逐漸增加，高度的業務競

爭之下，再保險人為取得再保險費，削價競爭並急速提高其承保業務量，

                                              
176 陳繼堯，同註 52, 頁 12. 

177 O’Neill & Woloniecki, 同註 5, 頁 31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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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供給過多（Overcapacity），保險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亦因此告終。178再

者，再保險類型複雜化，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之利益並非總處於同一陣

線，以往再保險交易雙方習慣自行解決再保險契約相關爭議，今日則是代

之以仲裁或訴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間的關係，已不復見再保險發展初

期之單純、彼此熟悉、長期合作且休戚與共。 

 

近幾年來，環境污染及產品責任等長尾業務相關保險求償案件及額度

日漸增加，以及難以預測之高額懲罰性賠償，再保險交易環境已然愈趨複

雜。然而，傳統上，再保險交易雙方對於再保險契約的議定，因為相當仰

賴對於彼此的信任，故契約文字多頗為簡省而有不足或不明確之處，但是

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之相關爭議，卻因為實務上習慣由交易雙方私下解決

或以仲裁為解決途徑，故仍缺乏足夠的案例以形成法院實務的一致性見

解，保險人及再保險人間之責任及風險應如何分配，是近代再保險交易中

極待考驗的問題。面對此一情勢，再保險實務上逐漸出現複雜且明確約定

交易雙方權利義務的再保險契約，再保險公司的理賠部門亦較過去更為積

極調查求償案件，再保險相關訴訟或仲裁的數量也有增加趨勢。179 

             

第三項  深受政策影響之再保險交易環境 

一般而言，與其他契約類型之案件相較，法院對於保險契約及再保險

契約相關案件的決定，深受公共利益考量及政策之影響，不論是年邁的寡

婦，或是一群因產品瑕疵致體傷之消費者，或是面臨保險契約中「環境污

染排除條款」的化學製品公司，當他們尋求保險給付時，法院原則上認為

賦予他們保險保障是符合「公共利益」的；亦即，法院嘗試解決承保範圍

相關爭議時，可能會以「公共利益」之考量為出發點進行契約之解釋，此

一基本態度於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之約定有疑義而須進行契約解釋

時，尤其有其風險分配之重大意義。 

 

                                              
178 Mary A. Lopatto, Recent Developments Concerning Reinsurance Allocation, 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Commercial Law and Practice Course Handbook Series (September, 2000). 
179 同前註, “In short, the conjunction of “cash flow underwriting” and huge unanticipated asbestos, 
pollution, mass-tort, toxic tort and other unforeseen liabilities has raised the stakes for both reinsurers 
and their reinsured. It is easy to see, in this context, who loosely worded contracts and handshake 
dispute resolutions have often been replaced by detailed reinsurance contracts, aggressive reinsurance 
claims departments and a dramatic increase in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between insurers and their 
reins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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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之影響亦顯現於再保險契約相對性（Privity of contract）之弱

化。詳言之，再保險契約關係中存在一因為再保險而間接受益的「第三

人」，亦即原保險中的被保險人。雖然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為兩個彼此

獨立的契約，已為多數實務及學說所肯定，然而，該「第三人」可獲得保

險保障，某程度是因為再保險的存在強化原保險人的承保能量及財務能

力。基於保護該第三人之政策性考量，美國及英國對於契約之相對性在再

保險契約之適用，皆有某程度的弱化。 

 

就美國言，因其承認利益第三人契約中受益第三人的地位，所以於原

保險人破產時，被保險人得依再保險契約向再保險人請求給付，解釋上並

無困難；反之，英國對於契約的相對性，自十九世紀中期以來便有相當嚴

格的堅持，即使締約雙方有利益第三人之約定，也只能解為該第三人可以

取得約定之利益，並不能依該契約主動提出給付請求。因此，依英國法，

立於再保險契約之第三人地位的被保險人，不能依再保險契約對再保險人

有所請求，在原保險人破產時，因而無法取得再保險提供之保障。直至一

九九九年之契約法（Contracts Act）通過後，英國嘗試減緩對於契約相對

性之堅持。該法規定，若契約有明確約定，第三人可依該契約對於債務人

主動提出請求，例如再保險契約雙方可約定「直接給付條款」（Cut-through 
clause），賦予被保險人直接向再保險人請求給付之權利。180由此可見，保

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不僅在契約法上與其他契約有本質上的不同；在實

務上，因公共利益的考量，使得法院常為偏利於契約一方之解釋；在立法

上，也因公共政策的影響，使得契約法之一般原則有所改變。 

 

第二節  同一命運原則基礎之再檢討 

第一項  在不同的再保險環境下重新檢視法院見解 

再保險環境之變化，已如上述。在如此複雜的再保險市場裡，應重新

檢視法院於同一命運原則發展初期，就此原則之基礎提出之說明：「保險

人間彼此熟悉且相沿成習地互相信賴」，以及「藉由彼此同一命運避免訴

訟花費」。過去，彼此熟識的保險人間可以握個手便完成再保險契約的簽

                                              
180 Rizvan Khawar, Reinsurance and Privity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ivity of Contract in 
Reinsurance and the 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1999, Tulane Law Review (Decem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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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絕大多數的再保險契約均為長期的法律上與經濟上的互相投入

（Commitment）關係，可謂為「君子間的協議」（Gentleman’s agreement）。
此一友好關係，在一九七零年代石綿產品相關求償先後出現之時，開始受

到嚴苛的挑戰。 

 

針對現代再保險市場中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關係，是否法院仍可假設

「彼此信賴」之必然存在，並進而以此為理由認為再保險人須與原保險人

同一命運？並非無疑。事實上，因為投入再保險市場的再保險人數增加，

再保險人間已不若再保險交易發展初期時之彼此熟識；加以損害賠償額度

急速增高，再保險市場利潤緊縮，再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理賠，採取更嚴

格的控管及檢視，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的互信關係已大不如前，此亦可由

再保險相關訴訟案件的增加間接證明。再者，再保險契約當事人間之信賴

既已受到質疑，為釐清相關爭議，訴訟或仲裁將難以避免，因此，紛爭程

序花費之減省是否仍為值得追求或可得追求之理想，甚且以其做為同一命

運原則之基礎？亦有相當商榷空間。且觀察實務運作，該條款對於避免訴

訟花費之作用，亦似乎未達預期理想，反成為爭訟之源。 

 

第二項  對誠信原則適用之檢討 

第一款  與時俱進的誠信原則 

第一目  保險人之主觀要件 

1. 案例 

 

最高誠信原則與再保險契約之結合，首見於海上保險，再保險契約雙

方的最高誠信義務，取代了適用於一般契約的「買受人注意」原則與誠信

原則，亦即，尋求再保險保障之一方，對於所有可能與危險實質上具有關

連的資訊，皆負有積極的資訊揭露義務，倘其未盡此一揭露義務，另一方

得解除契約。換言之，最高誠信原則的要求，原則上較一般之誠信原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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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蓋最高誠信原則要求契約之一方負主動之告知義務，故有論者謂其近

似於信託關係中受託人所負之義務。181 

 

然而，觀察實務案例，法院多半不會將如此嚴格的「海上保險原則」

做一般性的適用；反之，法院將視實際個案中再保險契約雙方之關係、交

易磋商過程及各自之專業程度等因素，決定所謂「最高誠信」之標準。這

也就是最高誠信原則在不同的交易環境中甚具彈性的具體化過程。觀察現

今之再保險環境，雖法院對於同一命運原則之解釋，已然由過去認為「保

險人依誠信為保險給付」乃必然之事實，逐漸開放再保險人針對保險人是

否「依誠信為保險給付」提出異議之空間；182然而，因為投入再保險市場

之再保險人數增加，且再保險環境遽變，再保險交易之利潤已大不如前，

加上再保險交易型態複雜，再保險人與保險人間的利益關係並非總是站在

同一陣線，已如上述，故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間的信賴關係已不若往昔，

其結果是最高誠信原則的要求已然日益減弱，最直接的表現，在於保險人

之主觀注意程度標準之降低。 

 

觀察法院判解，第一個有此跡象的案子為 Christiania Gen. Ins. Co. of 
N.Y. v. Great American Ins. Co.183。本案中，再保險人主張保險人依再保險

契約須盡的注意義務如同信託（Fiduciary）關係中，受託人須盡的高度注

意義務。法官則認為，再保險契約係具有專業的保險人所議定，雙方並無

議價能力之差距，因此並不需要將再保險契約關係解釋為信託關係，儼然

隱約指出再保險人須就交易風險自行盡其相關注意義務。 

 

在 Unigard Sec. Ins. Co. v. North River Ins. Co.184一案中，針對最高誠信

原則之主觀要件，法院認為保險人之「過失」並不可視為最高誠信原則之

                                              
181 Stephen J. Paris, Reinsurance Issues, Massachusetts Liability Insurance Manual (2000). 

182  See, SCOR, 同註 97, “Full reinsurance clauses have developed from indemnities allowing 
reinsurers to dispute the amount of a claim into indemnities which permit them to question the honesty 
or competence of the reinsured. Scor (the reinsurer) have failed to prove dishonesty or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ICA (the reinsured), or to put forward any ground on which they are entitled to avoid their 
policy with ICA. Scor purported to tell ICA that the decision to settle or fight the claim was "up to" 
them. But in my judgment ICA have proved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fighting the claim are, in Scor’s 
books, "down to" them.” 

183 979 F. 2d 268 (2d Cir. 1992). 

184 762 F. Supp. 556 (S.D.N.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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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反之，違反最高誠信原則之最低主觀要件係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或輕率（Recklessness）。換言之，倘保險人就危險相關通知或

理賠相關作業已盡一般再保險業界之要求，卻因過失於理賠處理過程中未

為某事實之通知而其情節並非重大，則不可認為保險人違反誠信原則之要

求；反之，倘保險人就危險通知或理賠相關作業未達到業界一般要求，則

應視為保險人故意忽視相關風險而有重大過失，有違誠信原則。本案法院

似已降低誠信原則之要求，唯有保險人主觀上有重大過失或輕率時，方可

視為違反誠信原則，其結果是，倘再保險人欲證明原保險人在主觀要件上

違反誠信原則，將更顯困難。另外，對於最高誠信原則是否仍適用於現今

的再保險交易關係，本案法院亦提出其他論者的說法：最高誠信的要求應

被「買受人注意」（Caveat emptor）取代，185法院指出交易環境的改變導致

作為再保險交易基礎之誠信原則正重新歷經型塑，仍有待法院判解之累積

以明確化及具體化未來之發展方向。 

 

另外，在 Compagnie de Reassurance D’ile de France, et al., v. New 
England Reinsurance Corp., et al., 186一案中，再保險人 New England 
Reinsurance Corp.等將其承接的再保險業務，向轉再保險人 Compagnie de 
Reassurance D’ile de France 等取得轉再保險。轉再保險人對於再保險人逐

漸升高的損失率認為有釐清其原因的必要，因此依轉再保險契約之規定，

提出清查再保險人簿冊之要求。其後，該等轉再保險人主張本案再保險契

約乃因再保險人之詐欺行為而締結，故其主張撤銷轉再保險契約。再保險

人認為，倘轉再保險人欲主張再保險人有詐欺行為，其應以「明確且具說

服力」（Clear and convincing）之舉證證明之；轉再保險人則認為，根據該

州（麻州）州法，詐欺之成立，其舉證程度應與一般民事案件無異，而不

應如再保險人所說，其舉證程度較一般民事案件為高。法院同意轉再保險

人之主張。 

 

本案法院雖然同意（轉）再保險契約須受最高誠信原則之規範，然而，

就主觀要件言，法院實質上降低了最高誠信原則的標準，認為出於過失的

                                              
185 原文為：“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reinsurance market has witnessed an increase in participants 
and a decline in profitability due to huge environmental losses. This has led some commentators to 
question the continued vitality of utmost good faith as a description of the current practices in the 
reinsurance market, see Eugene Jericho,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Disputes, 55 Def. Couns. J. 289, 
289 (1988), and argue that the market is now one of caveat emptor… Whether the industry can thrive if 
these understandings and practices are eroded and replaced by litigation is an open question.” 

186 57 F. 3d 56 (App.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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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實告知，並未違反最高誠信原則，唯有再保險人之行為係出於故意或重

大過失時，方可視為最高誠信原則之違反。 

 

2. 小結 

 

同一命運原則要求再保險人須就保險人有疑義之責任負責；相對地，

誠信原則要求保險人須依誠信為保險給付，誠信原則為同一命運原則適用

之正當性基礎，已如前述。然而，由判解脈絡可知，法院對於保險人主觀

注意程度是否符合誠信原則要求之認定，已有放寬之趨勢，誠信原則似已

不若過去的再保險實務狀況，可為同一命運條款的基礎提供完整的解釋。 

 

今日之再保險市場，再保險金額日益升高，且再保險契約雙方之關

係，已不若過去契約雙方彼此長期投入的信賴關係，為法院如此寬鬆解釋

且標準可能流於浮動的誠信原則不足為同一命運原則之正當性基礎，將更

為明顯，尤其新種保險（例如巨災保險、恐怖主義保險）之需求紛紛出現，

「最高誠信」及「同一命運」的要求不再足以處理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之

相關爭議，保險人及再保險人間，就可能之損失進行更精密的計算並就賠

案處理採取更密切的合作，也許才是爭議解決之道。因此，應強調者不再

僅是抽象之「最高誠信」，而應加強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之聯繫洽商，

倘再保險人於爭議解決結果出現前，已投入於爭議解決之過程，在原保險

人給付結果確定後，即不得再對該結果有所異議，此屬「禁反言」（Estoppel）
原則之體現，亦為誠信原則之具體落實。 

 

第二目  資訊不對稱 

在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中，誠信原則的出現，主要原因乃被保險人

與保險人間、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存在資訊不對稱的狀況，亦即，被保

險人較保險人熟悉危險狀況、原保險人較再保險人瞭解業務如何進行，因

此誠信原則被賦予調節此一契約雙方認知差距的重任；在保險契約中，被

保險人就危險狀況須依誠信原則進行告知，保險人則須依誠信原則為保險

給付；相同的，在再保險契約中，保險人就危險狀況須依誠信原則進行告

知，再保險人亦須盡其誠信義務，為再保險給付。由此可知，誠信原則的

遵守，在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之間、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間，實質上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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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Reciprocal）」。 

 

再保險交易中，因為原保險之保險業務係在保險人方面進行，再保險

人難以進行控制，必須全部信賴保險人之告知內容，以評估危險，尤其再

保險交易過程往往相當迅速，再保險人須信賴保險人所提供的資訊以爭取

業務效率，故有論者認為再保險契約對於保險人誠信之要求，遠較一般保

險契約對於被保險人誠信之要求更為強烈，已如上述。然而，從另外一個

角度觀察，再保險交易乃以專業的保險人為契約雙方當事人，再保險人當

可依其專業，就危險狀況主動提出詢問，且透過高度發展的資訊科技，現

今再保險交易環境中資訊不對稱之情況可大大消除，因此，對再保險契約

雙方誠信的要求，似有隨之降低之趨勢，此亦與前述”Uberrima fides”應
被”Caveat emptor”取代之論述相呼應。 

 

此見解亦為法院所肯認，例如在 Stonewall Ins. Co. v. Argonaut Ins. 
Co.187一案中，法院明白指出再保險契約關係與保險契約關係不同，前者並

非附和契約，契約雙方擁有平等的議價能力，為純粹的「商業關係」

（Commercial relationship），由此可知，再保險契約雙方應發揮各自的經驗

與專業，對相關的風險進行小心之評估，而不再全然仰賴契約之一方對於

誠信原則的遵守。依此討論脈絡，保險人依最高誠信原則所負之告知義務

將較過去為低，取而代之的是再保險人主動就危險狀況提出詢問以及再保

險契約雙方間就核保及理賠進行更密切的合作，其結果是再保險人與保險

人同一命運之程度，以再保險人就保險人之核保或理賠之參與程度為限。 

 

第二款  誠信原則之具體適用    

同一命運原則要求再保險人須就「有疑義之責任」負責，因而相對地

要求保險人必須盡其誠信義務。將「有疑義的責任」產生之風險轉嫁給再

保險人承擔是否合理，姑且不論，且基於契約自由，再保險契約雙方大可

如此約定。但是，須探究者為，以抽象的誠信原則限制再保險人對於保險

人的保險給付提出異議的權利，在再保險交易環境日趨複雜的今日，是否

仍有其正當性？ 

                                              
187 75 F. Supp. 2d 893 (N.D. Il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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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再保險實務，之所以有「最高誠信」一詞之出現（尚且不論「最

高」誠信原則與誠信原則的具體差異何在），一方面乃因再保險發展初期，

交易雙方多半擁有長久之合作關係，多不以鉅細靡遺的契約彼此拘束，而

信賴各自之專業與誠信；另一方面，交易雙方多半在緊迫的時間壓力及有

限的資訊下，為了爭取時效，而「不得不」接受再保險業務以及相當偏利

於保險人之同一命運條款，再保險人對於危險之狀況，無法如保險人就保

險契約承保之危險有充裕之機會進行評估；反之，再保險人必須仰賴保險

人主動就所保危險相關事項進行揭露，與其他類型的交易相較，再保險交

易中，資訊揭露義務的要求更高，故強調對於誠信原則的要求，而發展出

所謂「最高誠信原則」。此一抽象法律原則在個案中的具體化，並非易事。 

 

第一目  損害累積、分配及事故發生次數及誠信原則 

1. 損害累積、分配及事故發生次數 

 

由以上討論誠信原則之案例中可知，法院對於「無絕對是非標準」的

灰色地帶案件，傾向以保險人之行為「是否違反誠信原則」作為再保險人

是否同一命運的判斷標準；換言之，只要保險人之行為並未明顯違反誠信

原則，基本上法院相當尊重保險人對於保險給付的判斷，而認為再保險人

有同一命運之義務。實質上，此標準是相當寬鬆的，只要再保險人無法積

極舉證保險人違反誠信之情事，即須與保險人同一命運；而再保險人欲就

保險人之「違反誠信」有所舉證，是相當困難的。 

 

針對保險人就損害累積或分配所為決定，法院一般的態度是，同一命

運原則的射程及於保險人就所害累積及分配所為之決定，再保險人若欲免

其再保險給付之責任，僅能以保險人之決定係不合理或有違誠信，提出質

疑。 

 

就損害之累積而言，法院為了「保護」保險人及再保險人間的互信關

係，因而降低誠信原則的標準，認為保險人之主觀狀態只要非出於故意或

重大過失，便非違反誠信原則。再者，法院為了給予保險人再保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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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指出保險人所為決定不問「正確」與否，而只問是否依誠信所為或者

是否合理。然而，亦有法院採取不同見解，其並非以「再保險人必然就保

險人依誠信且合理之決定負再保險給付之責」為出發點，反而相當斟酌契

約文字之解釋，認為同一命運條款不能超越或架空再保險契約之其他約

定，否則將有礙當事人真意之落實，換言之，法院認為同一命運原則不必

然使再保險人必須跟隨保險人所為損害累積之決定。 

 

就損害之分配而言，法院基本上亦相當尊重保險人所為決定，只要保

險人無違反誠信原則之行為，基本上再保險人須對保險人負再保險給付責

任；亦有法院明確指出同一命運原則適用應有其限制，亦即，倘保險給付

明確地不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或保險給付在再保險人責任限制以外

者，即無同一命運原則之適用。 

 

另外，就所謂事故發生次數之決定標準，究竟應採原因分析法抑或結

果分析法，可謂並無絕對之對錯，除依個案事實判斷外，有法院以「公共

利益」之考量為出發點，以賦予被保險人保險保障作為其擇取標準之依

據，並以保險人無違反誠信原則之行為，論述再保險人應負再保險給付責

任之立場。 

 

2. 誠信原則適用之結果 

 

由相關判決可知，法院針對灰色地帶案件，常求諸誠信原則尋求解

決，所以這些沒有「正確與否」可言的案件，可能出現對於再保險人責任

程度的認定相當歧異的判決結果。換言之，以誠信原則進行判斷的結果

是，所謂「標準」有相當的浮動空間，且觀察法院判解，似乎亦未對何謂

「合理」的損害累積或分配有所闡釋；反之，似乎只要保險人之保險給付

不在保險契約約定範圍外，或者不在再保險人責任限度外，不論保險人就

損害累積或分配所為決定如何，再保險人皆須同一命運。由此可見，就損

害之累積或分配，保險人有相當大的裁量自由。然而，再保險交易型態愈

趨複雜，往往對保險人自身有利的決定，對再保險人反而是相當不利的，

所謂「合理」，由保險人或再保險人的角度加以定義，往往有相反的結果，

此時，應由誰對於「合理」加以定義？在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利益狀態可

能完全相反的情況下，要求再保險人同一命運的正當性何在？更進一步的

問題是，再保險人無法預測其責任存在否或其程度為何，是否將使再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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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錯誤的危險估計（甚或根本無法估計）而無法負擔再保險給付之責，

最後導致保險人難以取得再保險保障，而再保險市場成為「硬市」（Hard 
market）的結果？此結果是否根本衝擊法院為被保險人及保險人爭取保險

保障的原始美意？這些問題，都是嘗試以誠信原則解釋同一命運原則之基

礎時，所必須面臨的挑戰。 

 

另外，就事故發生次數的決定而言，首先，事故發生次數之決定有原

因分析法及結果分析法兩種截然不同的標準，法院就標準的選擇將大大影

響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責任分配；再者，由本文所舉案例可見，於背景事

實相當類似的案件裡，即使法院就事故發生次數之決定採取相同標準，仍

做出不同的判斷，使得再保險人之責任可能有南轅北轍的差別。詳言之，

法院對於「誠信原則」及「契約文字」之間的適用關係，可能有完全相反

的看法，188第一種看法是，即使再保險契約當事人之行為並未違反契約之

約定，其仍應通過誠信原則之檢驗；反之，第二種看法強調的是契約文字

及當事人真意的落實，其依據是再保險契約乃專業之保險人間訂定之契

約，所以不認為誠信原則超越契約之具體約定。法院不同的看法可能致使

再保險人難以預測其責任程度，對再保險人之保護似乎不周。然而，須特

別指出的是，法院求諸再保險契約文字之規定，決定再保險人之責任範

圍，其努力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目  誠信原則具體化之依據—當事人真意 

觀察英美法系就一般民事契約的履行或解釋，其發展是從強調交易之

對價、雙方當事人之真意及具體之契約文字，到逐漸重視先契約

（Pre-contractual）階段中，誠信原則對於雙方交易行為的約束，亦即，即

使雙方當事人尚未進入完全合意之階段，但倘雙方之合意愈具體，就愈應

該受其意思表示之拘束，此為誠信原則之表現。然而，要注意的是，雖然

法院愈來愈強調誠信原則之重要，此一抽象法律原則之具體落實，仍須視

雙方合意之具體程度而定，亦為法院所持之立場。 

 

                                              
188 See also, Unigard Security Ins. Co. v. North River Ins. Co., 762 F. Supp. 566 (S.D.N.Y. 1991), aff’d 
in part, rev’d in part, 4 F. 3d 1049 (2d Cir. 1993), and Christiana, 同註 183, 此二案例之法院皆適用
紐約州法並強調誠信原則，但卻達成不同之結論，顯見依誠信原則為判準可能有相當歧異的判斷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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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再保險契約之解釋及履行，其發展是先從強調交易雙方當事

人之誠信開始，到法院逐漸降低誠信之標準，而愈趨強調依據契約文字探

求當事人真意之重要性，必然的結果是，對於一般性的同一命運條款之解

釋，將有愈趨就個案進行認定之趨勢。189雖然在一般民事契約及再保險契

約中，誠信原則有不同的發展歷程，然而相同的是，誠信原則的具體適用，

須藉由個案事實及當事人真意之探求方可落實。 

 

第三款  小結 

第一目  誠信原則在再保險交易中是否仍有適用？ 

固然，做為帝王條款的誠信原則對於再保險契約具有絕對的拘束力，

契約雙方當事人仍應依誠信原則行動；然而，近年來，法院判解逐漸趨向

降低再保險契約中誠信原則的主觀要件標準，亦有論者主張，因為再保險

交易雙方擁有同等的專業及議價能力，「最高誠信」應被「買受人注意」

取代，作為解釋再保險契約的原則，亦即，交易雙方應自行就交易相關事

項盡其應有之注意並自行承擔所有風險，誠信原則似乎已不若再保險交易

發展初期時那麼的受到重視。然，就現實情況而言，再保險交易之現實環

境似乎仍舊支持最高誠信原則為再保險交易的指導原則，因為在倫敦的再

保險市場，許多的再保險交易都是以最低程度的手續或程序（Minimum 
formality）完成，在資訊有限及時間短促的狀況下，再保險人必須仰賴原

保險人就危險主動為誠實告知，因此實務及學說仍舊以最高誠信原則為再

保險交易之根基。190 

                                              
189 Paris, 同註 181, “…with regard to construing these clauses, it seems likely that the 
decision-making body, whether a court or a panel of arbitrators, will not reply on any artificial rule of 
interpretation, but rather will attempt to decide the actual intent of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This 
fact tends to rule against generalities and weighs towards a case by case determination, depending on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involved in that particular case.” 
190 O’Neill & Woloniecki, 同註 5, 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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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個案正義及法律安定性 

誠信原則之適用固然有其價值，蓋此原則貴在具有彈性，在變遷中的

再保險環境下，針對各個不同的個案事實，可發揮其補充及調節當事人間

權利義務關係的功能，以反映現實並滿足實際需要，就個案達成較圓滿的

解決。但，須強調者為，不可以個案正義之理想犧牲法律之可預見性及社

會秩序之安定性。此二互相拉扯的價值為誠信原則適用上必然的難題，今

後法院必須藉不同案例累積補充其見解，就相關問題形成某程度的共識，

或可減輕誠信原則之抽象性，以供世人依循，此一具體化抽象法律規範的

工作是極為重要的。 

 

另外，須再次強調者為，再保險交易雙方應以明確的契約文字約定雙

方當事人之權利義務，例如就「有疑義的責任」轉嫁予再保險人之程度，

或是再保險人提出異議之權所受之限制，皆屬再保險交易雙方易有爭議之

事項，雙方應以契約文字明確界定之，避免誠信原則之適用造成當事人無

法預期之結果。 

 

第三節  同一命運原則之重新詮釋   

第一項  利益不同，何來命運同一？ 

第一款  比例性再保險及非比例性再保險 

同一命運原則於比例性再保險（Proportional reinsurance）與非比例性

再保險（Non-proportional reinsurance）之適用有所不同，在前者可全部適

用，在後者則未必，須視情況而定。亦即，非比例性再保險之賠款額超過

起賠點時，再保險人須負再保險給付責任，故有同一命運原則的適用；反

之，賠款未達起賠點時，再保險人無須負責，無此條款適用之餘地。 

 

比例性再保險與非比例性再保險二者不同的責任分配方式，造成原保

險人與再保險人間的「伙伴關係」（Partnership）有相當程度的差異，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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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是否跟隨原保險人的命運，因而有不同的結果。詳言之，在比例性再

保險，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有較為密切的合作關係，依照比例分配彼此

的責任，利害一致且休戚與共，不論利潤或損害，皆照預定比例共同享受

或承擔，再保險人接受同一命運的安排，因而具有充分的正當性與適用上

之必然性。反之，就非比例性再保險觀察，就適用上言，因為原保險人與

再保險人間，就責任分配並非依照預定之比例，而是約定一固定之起賠

點，只有在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超過起賠點時，再保險人才負有再保險給付

之責，方有同一命運原則之適用，這也是為什麼保險人希望可以累積損

害，使保險給付超過起賠點，而發生損害累積之相關爭議。 

 

再就再保險之目的而言，非比例性再保險之目的主要在於提供保險人

保險保障，並避免保險人遭受超出預期的損失，與比例性再保險乃雙方共

同承擔危險（Sharing of risks）不同，因此，在非比例性再保險，原保險人

與再保險人間之關係不若比例性再保險中之密切，故同一命運原則在非比

例性再保險之適用，未若其在比例性再保險中之適用，具相當之必然性與

正當性。 

 

第二款  合約性再保險及臨時性再保險 

另外一個仍有爭議的是，同一命運原則是否適用於臨時再保險？有再

保險人稱，在合約再保險的架構下，再保險人同意就保險人之所有保險契

約所生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然就臨時再保險言，此類型之再保

險係就某一特定危險所為之再保險安排，就該特定危險，再保險人須經詳

細評估後，始同意提供再保險。因此，在臨時再保險中，再保險人的角色

乃積極參與核保且進行危險承擔之人，要求其同意保險人就保險給付所為

之一切處理，不僅不合理且與再保險實務有悖。191雖然再保險人之此一主

張為許多法院反對，然從此一爭議亦可看出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因不同

再保險種類而有不同的利益關係。 

 

                                              
191 See Bellefonte Reins. Co. v. Aetna Casualty & Surety Co., 903, F.2d 910 (2nd Cir. 1990); and Aetna, 
同註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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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小結 

純粹由債權之相對性及再保險契約之損害補償性質來看，再保險人唯

有於以下兩個要件滿足時，方可獲再保險給付：第一，保險人依保險契約

應負保險給付之責任，第二，保險人之保險給付，在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

內，亦即，再保險人依再保險契約應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任。同一命運原則

處理的是第一個要件，其另以抽象的要件—誠信原則，取代「保險人必須

嚴格舉證其給付責任」。換言之，同一命運原則就「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

是否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此問題，在某些要件下限制了再保險人提出

異議的權利。觀察以上之討論，所謂「某些要件」，多數法院的見解為「保

險人之保險給付乃合理且依誠信所為者」。此要件在再保險市場環境尚稱

單純、再保險業者彼此熟悉之過去，為了提高再保險交易運作之效率，或

許可行；然，現今投入市場之再保險人愈來愈多，交易對造未必是自己所

熟悉者，再保險人間之信賴關係已大不如前，再者，再保險交易型態日趨

複雜，再保險人與保險人之利益可能有彼此對立之情況，欲以單一的同一

命運原則，處理所有再保險交易雙方之風險分配，已不只是不合理，更是

不可能。 

 

第二項  同一命運原則是否必然為再保險契約「默示」？ 

第一款  法院判解及學說見解 

再保險契約雙方倘未約定同一命運條款，則再保險契約是否默示同一

命運原則？美國法院認為此乃契約解釋之問題。進行契約之解釋時，須探

究者為，是否契約雙方當事人之真意已完全為契約文字體現？要如何判斷

什麼是當事人想簽訂的最終且完整的契約？什麼又是待補充的契約？如

果契約有待補充，要如何補充？意思表示解釋的任務探求當事人真意，藉

以衡量當事人的利益，合理分配因不同瞭解立場而發生不同認知的危險。 

 

美國法院就上述問題之解釋，認為應探求契約當事人之真意以及市場

交易習慣。因為法院就個案中當事人真意之解釋，有不同結果，對於交易

習慣的認定，也各地不同，因此，美國法院對此問題的看法，尚未達成共

識。須注意者為，相較於英國法院，美國法院可能接受保險人對於交易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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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之舉證，而認為本條款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蓋因美國法院似認為再保

險契約原則上「必須」有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若契約中無此約定，可能

係契約漏洞而有待解釋。英國法院就此問題似乎有較為一致的看法，認為

此問題並不牽涉契約漏洞或契約解釋之問題，若再保險契約中沒有同一命

運條款，即不應視此條款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 

 

在學說見解方面，是否「所有原保險人依原保險契約所為之給付，皆

在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為當事人之真意？有學者認為不論是在比例性

再保險或非比例性再保險中，若契約中沒有同一命運條款之明文，便不可

遽然推斷當事人之真意係如此，應該視契約全文、契約訂立時之時空背景

（Matrix of facts）、再保險之目的、市場習慣等相關條件，運用契約解釋的

原則，客觀探求當事人真意。192 

 

第二款  對於法院判解之質疑 

第一目  「默示」之要件 

某條款是否為某契約所默示，亦即，某契約未明文約定某條款時，是

否可認為該條款為該契約所默示，其判斷標準為何？英美法院就此問題的

共識為，倘該條款須為契約達其商業上的「效用」（Efficacy）所必須者；

或依據交易習慣，該條款乃確定且眾所共認其為契約必然默示者，方可將

該條款解釋為該契約所默示者。所謂商業上之效用，意指該契約「需要」

該條款存在方能運作，如果該條款之存在僅使該契約運作「較合乎邏輯」

（Logically），則非商業上效用之必需。193 

 

同一命運原則是否必然為再保險契約默示？依上述判斷標準，須探究

者為，第一，同一命運條款是否為再保險交易運作所不可或缺之機制？第

二，此條款是否為各地交易習慣所共同肯認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 

                                              
192 O’Neill & Woloniecki, 同註 5, 頁 122. 

193 Merkin, 同註 36,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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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倘再保險契約中無同一命運原則之約定，則保險人須證明其所

為保險給付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方可能取得再保險給付，這可能使保

險人取得再保險給付之過程較費時，然其似乎並未阻礙再保險交易之進

行，亦即，同一命運條款之存在，並非再保險交易為達其商業上效用所不

可或缺者。第二，各地之再保險市場是否共同肯認同一命運為再保險契約

所默示，由法院判解看來，亦未必有肯定之答案；且如果同一命運原則果

為交易習慣所共認，為何還是有（甚至是大多數）再保險契約須對此條款

有所約定？這似乎顯示了其實契約雙方並沒有把握同一命運原則為各地

的交易習慣所共同認可，因此必須另為約定。因此，同一命運條款是否必

然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仍有相當商榷餘地。 

 

第二目  認為「再保險契約必然默示同一命運原則」是否剝奪當

事人風險分配之自由 

 

再保險交易環境日趨複雜，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之利益關係並非總是

休戚與共，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可能與再保險人之利益處於彼此對立之立

場，已如前述。因此，再保險契約雙方對於再保險人給付責任之範圍，不

以同一命運條款做抽象的約定，而以更具體且詳細的條款定義再保險人之

責任，並要求保險人必須積極證明其給付責任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容

有其理由及商業考量，如果認為此條款必然為再保險契約默示，進而認為

依照此一條款，保險人無須積極證明其保險給付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

再保險人便須對保險人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似將剝奪再保險契約雙方就再

保險人給付責任發生要件另做安排的自由。194換言之，認為「再保險契約

                                              
194 See also Hoffman, 註 8, “However, if the reinsurance contract does not contain a loss settlement 
clause, then the reinsurer under an indemnity contract is not bound by a settlement unless the reinsured 
can prove its liability. At least in the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it is well settled that the reinsurer’s 
duty to follow the actions of the reinsured is contractual in nature, so the duty does not arise in the 
settlement context in the absence of a loss settlement clause. Without the clause, the parties leave to the 
operation of law the reinsurer’s obligation as to the reinsured’s settlements, and the gap inherent in the 
reinsurer’s promise to indemnify for liability is left contractually unaltered. This means that, unless a 
loss settlement clause is inserted, the reinsured’s good faith belief in its underlying liability cannot bind 
the reinsurer, no matter how objectively reasonable that belief may be. It also means that the parties to a 
reinsurance agreement enjoy considerable freedom to agree expressly as to which terms create a du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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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默示同一命運原則」，可能有悖契約當事人之真意，而誤認未明訂同

一命運條款之再保險契約有「漏洞」，進而對於再保險契約作了不必要的

「補充」。 

 

再者，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既然是再保險人的「契約義務」，

便須有契約明文約定為依據，法院在契約文字有疑義的情況下判決再保險

人負擔契約義務，是否有足夠的正當性？亦有相當的商榷空間。 

 

第三項  同一命運原則之界限 

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之義務，應以其法律責任為界限。最極端

的例子是，倘再保險契約約定不論如何再保險人皆須與保險人同一命運，

就保險人所為所有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任，則此契約是違反再保險

契約之損害補償性質以及保險契約之射倖性質而無效的。 

 

第一款  再保險人之法律責任 

觀察實務案例，大致上法院的見解為，雖然依據同一命運原則，再保

險人就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除非保險人有違背誠信之情事，否則再保險

人不得就保險人之保險給付，提出異議；然而，法院亦認為，同一命運原

則不應改變或超越再保險契約中其他明文約定的條款之效力，以免有悖契

約解釋之原則，甚而有害當事人真意。亦即，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

之義務，應以再保險人之「法律責任」（Legal liability）為界限，例如通融

賠款、懲罰性賠償，法院一般認為不在再保險人責任範圍內，又如再保險

契約中設有再保險人之責任限額，法院亦將適用該限額作為再保險人責任

額度之上限。總之，法院認為其不能在契約約定之承保範圍外，創造再保

險人之責任，由此可見再保險契約雙方於契約中明確約定各自之權利義務

之重要性。 

 

                                                                                                                                  
follow the (settlement) actions that is best suited to the reinsurance in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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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理賠合作條款及同一命運條款 

須特別注意者為，倘再保險契約中除了同一命運條款外，尚有理賠合

作條款之約定，此二條款間之適用關係為何？法院一般認為，若再保險契

約雙方明確約定理賠合作條款為適用同一命運條款之先決條件，則保險人

進行理賠時，須依理賠合作條款之內容，取得再保險人之「合作」，例如

取得再保險人就保險給付所為之同意，否則再保險人不負再保險給付之

責。而若再保險契約雙方未將理賠合作條款明確定為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

一命運之條件，較易發生爭議，此時就此二條款之適用，應如何解釋？有

法院持相當尊重同一命運條款之立場，認為理賠合作條款賦予再保險人針

對保險給付之「同意權」，不論再保險人是否行使該同意權，再保險人皆

須對因其行使權利所致之結果（即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

責，故，理賠合作條款為同一命運條款之正當性基礎。亦有法院指出，為

使兩個條款皆具有實益，對再保險契約作全文性的解釋，應認為再保險人

僅就經其同意之保險給付，負再保險給付之責。 

 

綜合以上法院見解，不論再保險契約雙方是否於契約中將理賠合作條

款定為同一命運條款之條件，法院見解似乎認為，依理賠合作條款，再保

險人僅就經其與保險人合作理賠（例如經再保險人同意）之保險給付，負

再保險給付之責。詳言之，若理賠合作條款為同一命運條款之條件，再保

險人之給付責任當限於經其同意之保險給付；若未有明文約定理賠合作條

款為同一命運條款之條件，則法院認為須針對契約進行「全文式」之理解，

亦即，同一命運條款不應超越或架空再保險契約其他約定之效力，且保險

人與再保險人就理賠程序彼此合作，乃加強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之

正當性基礎，因此，再保險人僅就經其同意之保險給付負責。 

 

雖然傳統上對於同一命運條款之意義，採取相當一致的解釋，亦即，

法院依據此條款，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決定賦予相當程度之尊重，普遍

認為再保險人須依此條款與保險人同一命運；然而，觀察此類就理賠合作

條款相關爭議的判解，法院似乎認為，同一命運條款之意義，不可作狹義

且單一化之解釋，亦即，不可認為所謂”Follow the settlements”的意義，於

任何情況下，都指再保險人必須跟隨保險人之命運，尤其在再保險契約中

對於保險給付之責任分配另有安排時（例如理賠合作條款之約定），更不

當僅因同一命運條款之存在，便將再保險契約之解釋單一化，蓋，倘對同

一命運條款作單一意義的瞭解，將剝奪其他條款之存在實益，此實非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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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之道。 

 

更進一步的問題在於，倘認為再保險人僅就經其同意之保險給付，負

再保險給付之責，則再保險人是否可以不同意保險人之保險給付？如果可

以，其不同意的要件為何？就此問題，應視再保險契約是否有相關約定；

若無，或可依禁止權利濫用之原則作為認定再保險人是否可以拒絕同意之

認定標準。有法院針對此一問題之看法為，再保險人拒絕同意之權利並非

毫無限制者，亦即，再保險人須依誠信原則衡量是否同意，除非有正當理

由，否則不得拒絕同意。195由此可見，此一問題之解決將有相當爭議空間，

再保險契約雙方除應依誠信原則行動以外，更應於理賠階段加強彼此間的

合作，以避免相關爭議發生。196 

 

第四項  小結 

觀察實務案例，法院面臨同一命運條款相關爭議時，主要就以下三個

問題逐步進行分析：首先是，此條款之文字是否有疑義？次是，如果條款

文字有疑義，應如何進行該條款之解釋？最後是，就該條款之解釋，應採

用當事人提出的何種證據以支持其各自之主張？法院見解之趨勢為，再保

險契約應做全文式的理解，同一命運條款不應架空再保險契約其他部份之

約定；如果再保險契約其他部份的約定因為同一命運條款之存在而被忽

視，將有害當事人真意之落實。依此推論，法院將愈趨允許再保險人就保

險人之保險給付決定提出異議。 

 

再保險交易發展初期，同一命運原則被賦予一個重要任務：提供保險

人保險保障，因此，法院進行再保險契約之解釋時，一般而言，其出發點

是再保險契約必然默示同一命運原則，對於此原則的界線，也往往做較有

利於保險人之認定。 

 

然而，更進一步考量同一命運原則之目的，實則不應以再保險之目的

（提供保險人保險保障）為唯一依歸。例如上述所舉的極端例子，如果再

                                              
195 [2001] Gan v. Tai Ping, Lloyd’s Rep. IR 667. 
196 Saira Jesrai, Full and Final? Run off Business (Spring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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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契約雙方約定，不論保險人是否負保險給付之責，再保險人皆須負再

保險給付責任，此種契約因違反損害補償原則及保險契約之射倖性，而應

屬無效。詳言之，倘再保險契約中將同一命運條款加上「不論保險人（依

原保險契約）是否須負保險給付之責（再保險人皆須負再保險給付之

責）…」（”whether (the reinsured) liable or not liable (the reinsurer shall be 
bound to follow the settlements)…”），此一”liable or not liable”之約定，被法

院認為僅具有「宣示性」的效果，亦即，此約定僅在強調同一命運原則之

立場，並非不論保險人是否依法負保險給付之責，再保險人皆須同其命

運。197由此可知，同一命運條款不應以提供保險人保險保障為「唯一」之

目的。 

 

因此，再保險人的責任仍須視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的約定，並以保

險人「依保險契約負給付責任」為再保險人責任發生之前提，以落實損害

補償原則，否則有礙再保險人之危險估計，進而衝擊再保險制度的存在基

礎，反而有悖同一命運原則之意義及原始目的—提供保險人保險保障。更

進一步，從另外的角度觀察此問題，為了呼應同一命運原則的功能—提供

保險人保險保障並轉嫁有疑義的責任對保險人產生的風險，再保險契約雙

方應於契約中明確約定，針對何種保險給付（例如通融賠款），於何種狀

況下（例如保險給付之結果有利於再保險人），再保險人須與保險人同一

命運（亦即減輕保險人就保險給付責任所負之舉證責任），此一看法不僅

呼應再保險之目的，亦合乎再保險契約之損害補償性質。 

                                              
197 同註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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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法院新解之啟示及同一命

運條款相關爭議解決之道    

第一節  結論 

 

英美法院對於同一命運原則之解釋，由視其為「基於保險人間之互相

信任，且為節省勞費所必要」的「必然之理」，逐漸趨向「無同一命運條

款，契約仍可運作」，並且，法院愈趨明確肯定「再保險人之責任，應視

再保險契約之約定為何進行解釋」此一立場。由此可知，在現代之再保險

市場環境下，此一條款已然無法作字面意義或單一意義之解釋，就再保險

人責任範圍之決定，須回歸各再保險契約的約定，依契約文字劃分當事人

之權利義務，且不可僅見同一命運條款之規定，便斷言再保險人之責任範

圍，而應配合其他條款對於再保險契約作全文式的（Contextual）理解。有

學者就同一命運條款之適用，做了相當準確的註解：「如果同一命運原則

對於相關爭議之解決有一個統一之方式的話，這個統一的方式就是，每一

個案例皆須依其個案事實進行判斷。」198 

 

誠信原則係再保險契約雙方皆須遵行不悖者，其具體表現，在原保險

人方是保險人就危險相關狀況，須對再保險人盡其告知義務；而在再保險

人方，則是再保險人須與原保險人同一命運；保險人之誠信乃再保險人負

再保險給付責任之要件。法院指出，同一命運原則乃植基於再保險契約雙

方當事人間相沿成習之信賴，且藉由此原則之運作，可避免紛爭再起之程

序浪費，同一命運原則之「美意」不難理解。然而，誠信原則、保險人之

間的彼此信賴以及程序性勞費之避免，在現在之再保險環境下，是否可為

此條款之存在基礎，提出完整的解釋？ 

 

現今之再保險交易環境已然愈趨複雜，不僅是所保危險之價額日趨提

高，投入再保險交易之保險人增加且交易類型複雜化，皆使得再保險交易

                                              
198 Paris, 同註 181, “If there is to be a unifying approach to the impact of the “follow the fortunes” 
concept to these disputes, it is that each case will have to be evaluated in the light of its own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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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之風險分配及責任分擔，不再可以全然依賴保險人對於誠信原則之遵

守。在此一背景之下，法院似乎對於保險人之主觀要件，有降低標準之趨

勢，認為既然再保險交易係由專業之保險人進行，再保險人便應依其專業

主動對危險狀況提出詢問，只依賴保險人之主動告知是不夠的，因此，法

院認為僅有在保險人之主觀狀態為故意或重大過失時，才有被視為違反誠

信原則之可能，再保險人倘欲證明保險人有違誠信，將愈顯困難。次者，

資訊不對稱的狀況，在再保險交易雙方間，某程度因為再保險交易雙方皆

具專業，以及資訊科技之高度發展，而獲得減輕，因此，「再保險人對於

危險狀況主動提出詢問」以及「再保險交易雙方間之彼此合作」，應可取

代「保險人對於誠信原則之遵守」，作為再保險人責任範圍之界定標準以

及同一命運原則之基礎。 

 

再者，由本文所舉法院判解可知， 以抽象之誠信原則作為同一命運

原則之基礎並用以判斷再保險人責任範圍，其結果為「判準」流於浮動，

此乃因誠信原則之抽象性所致之不得不然之結果，雖誠信原則具高度彈

性，可依據個案事實加以具體化，然此亦可能有礙再保險交易風險之合理

分配，亦使再保險人難以預測其責任程度，進而影響再保險制度之基礎。 

 

最後，既然誠信原則係再保險交易雙方當事人良好互動之要件之一，

亦即，先有原保險人之善盡告知義務，方有再保險人與其同一命運之可

言，若再保險人對於此一互信基礎已有根本之質疑，就原保險人是否已盡

告知義務，再保險人無法信任，此時何來再保險人須「無怨無悔」與原保

險人同一命運之可言？又為何再保險人不得對保險給付是否在保險契約

承保範圍內提出異議，而須依同一命運原則信賴保險人之「誠信」及其保

險給付之決定？此無異超越再保險契約之約定，將契約約定以外之義務強

加於再保險人。 

 

    在實際案例裡，法院重行審視整個再保險契約，不囿於同一命運條款

文字做流於形式統一解釋之案例，亦屢見不鮮，愈來愈多的法院表明其立

場認為，再保險人之責任範圍，須依再保險契約之約定定之，更加顯示同

一命運條款帶來抽象之留白，造成契約解釋流於浮動，且使法院裁判不具

可預見性199；更何況，對照於法院對此條款所寄望的「避免程序浪費」之

                                              
199 法院裁判尚未具可預見性的另一理由：再保險實務中，此類案例多以仲裁方式解決，法院未
累積足夠經驗以形成強有力的判決先例使供依循，見註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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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實務上出現的情況反而是更多的訴訟與仲裁因契約雙方對該條款解

釋有所不同而發生，與其本來的目的可說背道而馳。倘就同一命運原則做

純粹字面意義之理解，將悖離條款目的且造成法院裁判可預見性低落，某

程度可說是對於契約尊嚴與法律安定性的損傷！200因此，對於「同一命運

條款」的解釋與適用，首應依照再保險契約之約定，對於再保險契約做全

文式的理解，換言之，此條款不應架空或超越契約之其他條款。而在法院

對於此條款相關爭議見解未有定論前，契約雙方在契約的約定上應力求清

楚明確，以杜紛爭。                                                 

 

    經過以上對於同一命運原則的探討，對於緒論提出的 Vesta v. 
Butcher201一案，究竟，再保險人可否主張同一命運原則之適用，選擇交付

一簍活魚予保險人，而謂其已盡再保險給付之義務？對於此問題，首應探

求再保險契約中之約定，若該再保險契約中無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不可

遽然推斷同一命運條款為再保險契約所「默示」而認為該再保險人可以一

簍活魚之給付，作為再保險給付義務之履行；而若該再保險契約有同一命

運條款之約定，也不能斷然認為再保險人之給付義務為一簍活魚，而應視

契約全文、契約訂立時之時空背景、再保險之目的、市場習慣等相關條件，

運用契約解釋的原則，客觀探求當事人真意，以決定再保險人給付義務之

內容。鑒於「契約解釋」尚待當事人各自提出舉證，且法院就解釋之結果

未必符合當事人之期待，當事人應於締約時力求以清楚之契約文字明訂再

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之權利義務，方為防免相關爭議發生的根本之道。 

 

第二節  建議 

 

再保險契約中，針對保險人及再保險人給付責任之分配，每一個再保

險契約皆視其實際交易需要而有所安排，常見者為本文討論之同一命運條

款之相關約定。觀察法院判解，此條款之適用應考慮所有相關之個案事

實，包括各該再保險契約之所有條款、比例性再保險及非比例性再保險間

                                              
200 誠然，做為「法律的剩餘類型」（A residual kind of law）的契約法，法律條文留下的私法自治
空間使契約解釋流於浮動，乃必然之結果，但在「個案正義」與「法律安定」兩基本要求之拉距
下，毋寧是後者為前者之基礎，沒有安定性為後盾的個案正義，可能淪為少數人定義下或操控下
之正義。 
201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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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異、再保險契約承保之風險類型以及各再保險市場之交易習慣等。由

本文討論可知，再保險市場就此條款之適用仍舊多所爭執，針對相關爭議

是否有解決各該爭議可以依循的原則？以下嘗試提出可能之方向。   

 

第一項  著眼再保險契約之性質並回歸再保險契約之約定 

契約之解釋，首先須以契約之約定為依據；而就契約約定之解釋，若

契約使用之文字可以文字之一般意義進行理解，則須以該文字之一般意義

作為解釋之依據，蓋當事人當係以文字之一般意義使用該文字，文字之誤

用甚或致不必要之情況，毋寧為例外。在 Bulen v. West Bend Mutual Ins. 
Co.202一案中，法院亦明白指出此一立場。203 

 

由本文討論可知，同一命運條款雖為再保險契約雙方為增進再保險交

易之效率所設者，然而，此條款之存在可謂紛爭之源。溯其根本，蓋因保

險交易變化萬端，保險人之賠案處理過程及對被保險人之補償給付，有數

種方式，實際上欲要求再保險人就原保險人每一種可能的處理方式皆「毫

無怨言」，而與保險人同一命運，可謂強人所難，只是再保險人迫於現實

拓展業務之需求，於訂約時，不得不接受此條款，而俟保險人請求再保險

給付時，再行興訟，爭執此條款的效果。 

 

鑒於此實際情勢，並觀察上述前導案例中的爭議，可知此類問題之解

決，首先應把握一基本原則（亦即契約解釋之基本原則），即回歸再保險

契約之約定，以探求再保險人依再保險契約之規定，應如何補償保險人因

對被保險人為給付所生之損失。依照此原則定再保險人之再保險給付責

任，既然是依照再保險契約之約定，不僅不悖離再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之

真意及合理期待，亦符合再保險契約之獨立性本質，換言之，再保險契約

乃獨立於原保險契約外之另一契約，探求再保險契約以定再保險人之責

任，乃必然之理。 

 

                                              
202 125 Wis. 2d 259, 371 N.W.2d 392, 394 (Wis. Ct. App. 1985). 
203 “Interpretations which render insurance contract language superfluous are to be avoided where a 
construction can be given which lends meaning to the 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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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險契約屬於損害補償契約。損害補償原則之目的在於真正發揮保

險的經濟上補償功能，避免保險變成賭博行為並防止道德風險。倘依嚴格

的損害補償原則解釋，再保險人負再保險給付責任之兩個要件為：第一，

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在保險契約之承保範圍內；第二，該保險給付，在

再保險契約之承保範圍內。傳統上，再保險交易實務及法院判決為保障保

險人，使其得獲得再保險保護，乃減輕損害補償原則之要求，以同一命運

原則取代第一個要件，亦即，保險人向再保險人請求再保險給付時，無須

證明其所為給付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反之，僅須證明其已為保險給

付，且其給付在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保險人即可取得再保險給付。姑

且不論法院判解是否逐漸有允許再保險人就第一個要件提出異議（亦即，

再保險人就保險給付是否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提出質疑）之趨勢，可以

確定的是，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必須在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始有再

保險人負擔再保險給付責任之可言，此亦為判解所肯認。因此，同一命運

條款之存在，最大限度只改變（或放鬆）了上述的第一個要件，然而，此

條款並不改變或超越再保險契約其他部份之約定。204 

 

因此，不論保險契約如何約定保險人之給付責任，亦不論保險人於請

求再保險給付時，是否須就其所為保險給付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提出舉

證，若著眼於「再保險人之責任依再保險契約約定定之」，再保險契約雙

方皆應致力於在再保險契約中，明確約定再保險人給付責任發生之要件及

其限制。例如，再保險契約雙方得明確約定理賠合作條款為再保險人與保

險人同一命運之前提，205亦即再保險人僅就經其與保險人彼此合作之理

賠，負再保險給付責任，以理賠合作條款強化再保險人同一命運義務之正

當性，此亦為誠信原則及禁反言原則之具體落實。換言之，隨著再保險交

易環境之複雜化，再保險人不應亦無法再完全仰賴保險人就危險狀況所為

                                              
204 See e.g., Unigard, 同註 188, “The follow-the-fortunes principle does not change the reinsurance 
contract; it simply requires payment where the cedent’s good-faith payment is at least arguably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insurance coverage that was reinsured. ” 
205 See SCOR, 同註 97, “Those consequences may have exceeded what Scor would have expected, 
even after the telex of May 17. They may not have appreciated that in Liberian Courts a largely 
illiterate jury of very low standard (and this was the evidence of Counselor Smallwood) is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awarding general damages in such a case without any direction from the Judge. And 
Scor may think themselves lucky that the jury reduced the $700,000 claimed to $600,000. Exactly what 
that figure included is not entirely clear. ICA's appeal was abandoned on terms set out in a settlement 
agreement, first produced at the end of the hearing of this appeal, as to the payment of $4,100,000 by 
installments and of — . . . court costs, successful Counsel's fees and Sheriff collection fee in an 
amount not to exceed $58,000. If all these sums were within the usual powers of the Liberian Courts to 
award, their amount cannot be a reason for Scor not paying them in full, but can only be a warning to 
reinsurers of those who insure losses, marine or non-marine, in today's conditions to protect themselves 
with a claims control clause or a more narrowly defined follow settlements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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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告知，取而代之的是，再保險人應主動就危險狀況提出詢問，且再保險

契約雙方間應更密切地彼此合作，其結果是，同一命運條款不再是解決再

保險人責任範圍相關爭議之唯一依據；反之，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

的範圍，應視再保險契約之約定以及再保險人與保險人間之合作範圍或合

作程度定之。 

 

第二項  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 

 

同一命運條款在再保險實務上已行之有年，引起之相關紛爭可謂未曾

停歇，然而，可以確定者為，同一命運條款不可只做字面層次的理解，認

為再保險人因此條款之存在，便須無條件接受保險人的理賠處理結果，而

須與其同一命運，不得再起爭執；反之，此條款之功能應解為「舉證責任

之分配」。 

 

    觀察法院判解，再保險契約中倘有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再保險人除

非有下列情況之一，不得拒絕負再保險給付之責：第一，保險人之保險給

付不在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第二，保險人未依誠信為保險給付，或其

給付係不合理者。因此，保險人於向再保險人請求再保險給付時，首先須

提出初步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證明其所為保險給付，在再保險契約

承保範圍內；倘再保險人拒絕負再保險給付之責，此時，舉證責任轉由再

保險人負擔，其須就上述情況提出舉證。 

 

詳言之，倘再保險契約中有同一命運原則之約定，為使此條款具有實

益，應肯認在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存在一「信賴關係」，此一假設

（Presumption）使保險人無須積極證明其依誠信原則處理賠案，206或證明

其保險給付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再保險人便負有同一命運之義務；然

而，此條款並未限制再保險人就保險人是否依誠信原則為保險給付，或其

                                              
206 See Charman, 同註 152, ”… the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is that the 
reinsurer puts his trust in the reassured; but a requirement that the reassured should have to prove that 
that trust is justified is quite inconsistent with the existence of any such trust at all…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a presumption that the reassured is entitled to call upon the reinsurer to follow his settlement, 
so that if an issue arises as to good faith or as to the fact that the settlement was made in a business-like 
fashion, the burden must lie on the re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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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給付是否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提出質疑之權利。蓋，誠信原則之

要求既然係針對再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而生，若身為一方當事人之保險人

未盡其依誠信原則所負之義務，另一方當事人之再保險人當可拒絕其誠信

義務之履行，此理至明，207已如上述，而既然該「原保險人依誠信原則處

理賠案」及「保險給付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假設存在，再保險人因

而對保險人之「未依誠信處理賠案」以及「保險給付不在保險契約承保範

圍內」負舉證責任。208相反的，若再保險契約中沒有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

原保險人必須積極證明其所為保險給付在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之範圍

內，此乃損害補償原則之當然結果，亦與再保險契約之獨立性相呼應。209 

 

觀察英國法院判解，亦可獲得此一看法之支持。英國法院認為，倘再

保險契約中未約定同一命運條款，法院並不認為再保險契約「默示」此一

條款，故無探求當事人真意或再保險交易習慣之必要；反之，英國法院相

當直接地認為，即便保險人所為保險給付乃依誠信所為且合理者，再保險

人仍可就保險給付是否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提出質疑；換言之，保險

人須就其給付在保險契約及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提出舉證。法院並指

出，「同一命運原則為再保險契約之運作所必須者」此一假設並不正確，

反之，再保險契約中即使沒有同一命運條款，仍舊運行無礙（Perfectly 
workable），因此，上述假設不可作為再保險契約必然默示同一命運條款之

基礎，尤其在再保險契約雙方選擇不在契約中約定此一條款時，更不可認

為再保險契約應適用同一命運原則，蓋再保險交易雙方就是否約定同一命

運條款，有其相當複雜的考量，不可剝奪交易當事人考量的空間及締約之

自由，此見解亦為學者所肯認。210由此可知，英國法院相當堅持再保險契

約之損害補償性質，以及再保險契約為獨立於保險契約以外的另外一個契

約關係，保險人唯有依再保險契約之規定證明提出上述舉證，方可獲得再

保險給付。 

                                              
207 See also O’Neill & Woloniecki, 註 5, 頁 213, “As we shall see, where there has been a breach of 
the duty of utmost good faith, the (re)insurers will have the choice of avoiding the policy or denying a 
claim.” 又，1906 年的 Marine Insurance Act 第十七條亦規定: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is a 
contract based on the utmost good faith, and if the utmost good faith is not observed by either party, the 
contract may be avoided by the other party.” 亦即，最高誠信原則係「相互的（reciprocal）」。 

208 See also O’Neill & Woloniecki, 註 5, 頁 165, “It is clear that a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shifts 
the burden of proof.” 

209 See also, British Dominions General Ins. Co. Ltd. v. Duder, [1915] 2 K.B. 394. 

210 O’Neill & Woloniecki, 同註 5, 頁 132, “Reinsurance contracts are perfectly workable without such 
a clause. There may be very good commercial reasons why such a clause has been deliberately omitted, 
and why the reinsurer wishes to put the reinsured to strict proof that the loss which he is being asked to 
pay is covered under the original insuranc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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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比較保險交易與再保險交易，在前者，被保險人就損害發生及

損害在保險契約範圍內須負舉證責任，方可請求保險給付；在後者，若有

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再保險人仍可要求保險人提供足夠之證據及資料，

證明保險人為決定保險給付所為之調查，乃合理且依誠信所為，然而，再

保險人不可要求保險人提供「詳細」（Detailed）的相關資訊，以對保險人

為保險給付決定之「智慧」（Wisdom）提出質疑。211換言之，此原則限制

再保險人就保險人「無明顯違背誠信原則」之保險給付提出異議，再保險

人須就保險人之給付係不誠實或違背誠信，提出舉證。因此，同一命運條

款在再保險契約之目的（提供保險人保險保障）及再保險契約之損害補償

性質之間求取平衡，其功能及效果為，再保險契約雙方約定就「損害」轉

換舉證責任，非由保險人舉證損害發生及損害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而

係由再保險人舉證損害未發生，或不在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 

 

第三項  力求契約文字明確清楚 

 

強調契約明確約定雙方當事人權利義務之重要性，似乎為眾所皆知之

陳腔濫調，然而，此在再保險契約中尤具意義。蓋因再保險交易發展初期，

雙方當事人相當依賴彼此間的信任和專業，因此再保險契約的約定可謂極

盡簡化，此一運作在再保險交易發展之初期並無太大爭議，直至近代再保

險交易環境出現改變之後，以明確之契約文字約定再保險交易雙方之權利

義務，其重要性方更為突顯。 

 

再保險契約中必定包含定再保險人責任範圍的相關約定，最原始的形

式便是同一命運條款，但在再保險契約標的金額日益升高、精算技術日趨

繁雜的今日，以一簡單的同一命運條款概括定義再保險人責任範圍，似已

過度簡化問題，且滋生爭議。 

 

鑒於法院就同一命運原則相關爭議尚未有明確且一致之見解，再保險

契約之文字應盡量明確清楚，以保障再保險契約雙方（在現今之司法實務

                                              
211 See Charman, 同註 152; Baker v. Black Sea and Baltic General Ins. Co. Ltd., [1995] LRLR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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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尤其是再保險人）之權利。212例如易生爭議之通融賠款213或懲罰性賠

償等，是否在再保險人同一命運之責任範圍內，再保險契約雙方應運用其

契約自由，在契約內明確約定之；倘再保險契約就再保險人責任程度（例

如通融賠款或懲罰性賠償）已有約定，同一命運條款之約定與損失補償原

則便無衝突可言。或者，再保險契約雙方可利用配套措施，如「理賠合作

條款」（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使保險人於賠案處理過程中負通知再

保險人之義務，再保險人則透過對於賠案處理之「參與權」，參與保險人

之決策過程，避免保險人對於保險給付之「擅斷」。若保險人在理賠階段

能發揮專業，善盡注意，並能與再保險人彼此配合，再保險人接受保險人

理賠結果的意願必會大大增加，雙方紛爭必然減少，雙方之合作將更加正

當化對再保險人同一命運之要求；214反之，若原保險人未能使其理賠結果

取信於再保險人，原保險人獲得再保險補償的機會必然降低。由此亦可見

以契約明確約定雙方權利義務之重要性。 

 

另外，由前述重要案例分析可知，法院面對同一命運原則相關爭議，

其採取的立場常為「法院不可創造再保險契約所無之保障」，同一命運條

款不應使再保險契約其他條款淪為具文，此乃契約解釋當然之理，由此亦

可見契約文字明確清楚之重要。 

 

觀察實務判解，如果再保險契約中無理賠合作條款或再保險人就保險

理賠之參與權的約定，再保險人依法並無權要求與保險人共同進行理賠之

處理，再保險人至多可要求保險人提出保險給付相關的文件或資訊，以證

明保險給付係合理且依誠信所為，且在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然而，此

處保險人之舉證程度較低。215換言之，若再保險契約中未明確約定，法院

                                              
212 See Christiana, 同註 183, “…we have recently stated in dicta that "an ambiguous reinsurance 
contract is generally construed against the reinsurer…” 
213 Hoffman, 同註 8, “Of course, as may be permitted by law, the parties to a reinsurance contract are 
free to shape their contractual rights and duties largely as they see fit. The extent of this freedom is 
illustrated by the ex gratia payments clause, which obligates the reinsurer to pay for ex gratia payments 
and thus deviates expressly from the principle of indemnity insofar as it permits the reinsured to bind 
the reinsurer by payments for which, at the time of payment, liability clearly does not exist. In contrast, 
the loss settlement clause leaves intact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 of indemnity.” 
214 O’Neill & Woloniecki, 同註 5, 頁 144, “…the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justifies a construction 
of the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against the reinsurer.”  

215 See Charman, 同註 152, Webster J., “…I will assume, and am to be taken as having decided if 
necessary, that in the absence of a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or any clause to the same sort of effect a 
reinsurer has a right to require the reassured to provide him with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showing, 
but not necessarily in detail, the claim that was made, how the claims was dealt with (for 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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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不會將理賠合作條款解釋為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之前提。因

此，就再保險人之立場言，倘其希望與保險人共同進行理賠處理，應於契

約中明確約定，將契約雙方間合作處理理賠，約定為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

一命運之前提要件。然而，就保險人之立場言，不論再保險契約中有無理

賠合作條款之約定，保險人皆應將理賠相關重大資訊告知再保險人，以免

再保險人可能指控其保險給付係未依誠信或不合理者，此在保險給付額度

較高或理賠相關事實複雜之個案中，尤其如此。 

 

另外，「時間條款」之約定，對於再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權利義務之

分配，亦相當值得注意。例如因火災引起的損害，往往因當時之溫度、濕

度及風向之變化，四處延燒，一段時間內，可能在各處發生損害，如何認

定「一次事故發生」的損害範圍？此時再保險契約雙方可以「時間條款」

之約定，免除爭議。所謂時間條款，例如連續的七十二小時或一百六十八

小時內，無論發生多少次事件，皆視為一次事故發生。216就損害額度較難

預測之案件，雙方可以一明確的時間範圍，限制再保險人給付責任之上

限，有助於降低再保險人責任範圍相關爭議發生之可能。 

 

 

 

 

 

 

 

                                                                                                                                  
whether by the appointment of loss adjusters,or in house, or by both means), and (if by the appointment 
of loss adjusters) who they were, sight of all their reports, and the answers to any relevant questions the 
answers to which might reasonably enable the reinsurer to contend that the loss adjusters had not 
adjusted or that the reassured had not settled the claim in a business-like way, but not extending to 
answers to questions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reinsurer to satisfy himself that the claim in question has 
been adjusted and settled in a business-like way.” 

216 時間條款可能的約定方式例如：”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 a loss occurrence shal consist 
of all individual insured loss which are the direct and immediate result of the sudden violent physical 
operation of one and the same manifestation of an original insured peril and occur during a loss period 
of 72 consecutive hours as regards any: (a) hurricane, typhoon, windstorm, rainstorm, hailstorm or 
tornado; (b) earthquake, seaquake, tidal wave or volcanic eruption; (c) fire; (d) riot or civil commotion 
which occurs within the limits of one City, Town or Village, or (e) 168 consecutive hours as regards all 
other original insured perils.” 陳繼堯，同註 25, 頁 306（民國九十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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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IDA Reinsurance Working Party Report －

Questionnaires and Notes for Guidance 
 

The questionnair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position where there is 
no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the position where there is a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and the position where some other form of wording is 
used, most importantly, follow the fortunes. The same questions are asked 
in respect of each situation. 

 

It is appreciated that many of the questions may not have been considered 
by the courts and may not be the subject of legislative provision. 
Respondents are, accordingly, asked to give their views on the likely 
answers, and-where possible-to obtain the views of underwriters and 
claims managers as to what they regard as the effects of follow the 
settlements and related provisions. 

 

1. The General Law 

    (a)  In the absence of any express contractual provision requiring the 
reinsurer to follow the reinsured’s settlements with the direct 
policyholder, do the courts or the market recognize an implied term 
requiring the reinsured’s settlements to be followed. If such a term is 
recognized, does it oblige the reinsurer to follow settlements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respects: 

(i)  Is the reinsurer entitled to challenge the factual basis on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settled, e.g., whether or not an insured peril 
has in fact occurred, the amount of loss caused by that peril or 
the absence of fraud by the policyholder? 

(ii)  Is the reinsurer entitled to challenge the legal basis on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settled with the direct policyholder, e.g., that 
the peril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insurance policy and that 
the insurer has no defense against the direct policyholder under 
the policy? 

(iii)  Is the reinsurer entitled to challenge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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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sured has classified the policyholder’s claim where, as a 
result of that classification, the claim becomes on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iv)  Assuming that the reinsurer is not entitled to challenge the 
legal basis on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settled with the direct 
policyholder, is the reinsuer’s own right to reply upon the 
terms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as against the reinsured lost 
where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and the direct policy are 
framed in identical terms, e.g., where the terms of the direct 
polic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v)  Is there any general presumption that the terms of the direct 
policy and the reinsurance are to be construed in a 
back-to-back fashion, e.g., that the words in the insuring, 
exclusion, duration and aggregation clauses of the reinsurance 
are intended to mean the same as different words used in those 
clauses in the direct policy? 

 

This question is concerned with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contract does 
not contain any follow the settlements provision, and asks whether the law 
implies into the contract any obligation on the reinsurer to follow 
settlements. An obligation to follow settlements potentially encompasses 
three different matters: the factual basis on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settled: 
1(a)(i); the legal basis on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settled: 1(a)(ii); and the 
scope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1(a)(iii)-(v). Questions 1(a)(iii) asks 
whether the reinsurer is bound accept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loss adopted 
by the reinsured-it is the law in England, for example, that the reinsured is 
entitled to classify the loss in the manner most favorable to himself that as 
a matter of law the loss can be so classified. Question 1(a)(iv) covers the 
case in which th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are in the same terms, and 
asks whether the reinsured’s acceptance of liability as a matter of law 
automatically binds the reinsurer on the basis that the reinsurer’s 
obligations are identical, or whether the reinsurer retains the right to rely 
upon its own wording even though this indirectly reopens the reinsured’ 
own acceptance of liability. Question 1 (a)(v) covers the case in which the 
reinsurance is framed in different language, and asks whether, in the 
absence of a follow the settlements provision, the courts will assum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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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are intended to provide the same cover and 
will therefore give the reinsurance wording the meaning ascribed to the 
different insurance wording. By way of example, in England the 
back-to-back presumption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operate at least to a 
limited extent in proportional reinsurance, where the parties are 
co-adventurers, but most probably not in non-proportional reinsurance. 

 

(b)  Where a follow settlements obligation of a general nature is to 
be implied, is that obligation removed where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requires the reinsurer to follow the reinsured’s 
settlements in a particular respect only. For example, if the law 
implies a term that the reinsurer shall follow the reinsured’s 
settlements both as regards the facts found by the reinsured and 
as regards the legal basis on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settled 
with the insured, and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states merely 
that the reinsurer cannot challenge the factual basis of the 
reinsured’s settlements, does the reinsurer thereby deprive 
himself of the right to challenge the legal basis of the 
reinsured’s settlements? 

 

Question 1(b) raises the possibility of a limited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The issue here is whether, if there is a general and wide implied 
obligation to follow the settlements, an express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which is of a narrower nature simply supplements the implied 
obligation or whether it has the effect of supplanting that implied 
obligation. It might be argued, for example, that by making limited express 
provision,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to exclude all wider obligations, but it 
may equally be argued that by making limited express provision the 
parties had not considered other aspects of the duty and that the implied 
duty should continue to operate.  

 

(c)  Assuming that the reinsurer is obligated to follow settlements,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reinsurer’s duty extend to the following 
sums: 

    (i) Payments to the direct assured which are made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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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sured knowing that there is no legal liability but on the 
basis of other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e.g., maintaining 
goodwill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direct assured? 

    (ii) Payments made to the direct assured which are made without 
investigation of legal liability, but on the basis, e.g., that the 
claim is too small to merit challenge, and in particular does 
the fact that such a payment is described as “ex gratia”, 
“without prejudice” or “without admission of liability” affect 
the reinsurer’s position? 

   (iii) The reinsured’s defense costs? 

           (iv) Exemplary damages or punitive damages awarded against 
the reinsured in favor of the direct policyholder, e.g., for 
falling to settle in good time or in good faith? 

           (v) Interest awarded against the reinsured for late payment, 
particularly where the delay is the result of the reinsurer 
insisting 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vi) Sums for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agreed to accept liability 
under a settlement carried into effect by the Asbestos Claims 
Facility under the Wellington Agreement? 

           (vii) Commutations? 

 

Question 1(c) asks respondents to consider the position in respect of 
various forms of financial liability which might be faced by the reinsured 
which fall outside the terms of its direct policies. Most of these matters are 
straightforward, although some further mention is necessary of items 
1(c)(i) and 1(c)(ii). Questions 1(c)(i) is concerned with payments which 
the reinsured makes knowing that there is no legal liability to do so, but 
which are regarded by the reinsured as necessary in the interests of, e.g., 
maintaining goodwill-most jurisdictions do not impose liability on the 
reinsurer for pure ex gratia payments of this type, and the question seeks 
to ascertain whether this is the position in all jurisdictions. Question 
1(c)(ii) is rather more complex, and concerns payments made by the 
reinsured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based on legal liability, but where the 
reinsured considers that payment should be made for reas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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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ce, e.g., that the sum at stake is too small to be of concern. This 
type of payment is plainly not one falling within question 1(a)(i) and (ii), 
as that arises where the reinsured has settled on the basis that it does face 
liability, nor is it one within question 1(c)(i), which involves the case in 
which the reinsured is plainly not liable. Payments of the type covered by 
question 1(c)(ii) may be described as “ex gratia”, “without prejudice” or 
“without admission of liability”, and respondents are additionally asked 
whether these expressions have any particular meaning attached to them 
by law or in the market, and whether the use of any of these expressions 
has any effect on the reinsurer’s liability to the reinsured for them. 

 

        (d) Assuming that the reinsurer is obliged to follow settlements, what 
contractual provisions are used to restrict that obligation. In 
particular, what is the effect on the general obligation of: 

           (i)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s? 

           (ii) Claims control clauses? 

           (iii) Inspection clauses? 

 

    Question 1(d) is self-explanatory. 

    

2.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s 

    (a) If the reinsurance contract contains an express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is the reinsurer obliged to follow settlements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i)   Is the reinsurer entitled to challenge the factual basis on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settled, e.g., whether or not an insured peril 
has in fact occurred, the amount of loss caused by that peril or 
the absence of fraud by the policyholder? 

(ii)  Is the reinsurer entitled to challenge the legal basis on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settled with the direct policyholder, e.g., that 
the peril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insurance policy and that 
the insurer has no defense against the direct policyholder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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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iii)  Is the reinsurer entitled to challenge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classified the policyholder’s claim where, as a 
result of that classification, the claim becomes on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iv)  Assuming that the reinsurer is not entitled to challenge the 
legal basis on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settled with the direct 
policyholder, is the reinsuer’s own right to reply upon the 
terms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as against the reinsured lost 
where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and the direct policy are 
framed in identical terms? 

(v)  Does the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have any effect on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is construed, e.g., 
is there a presumption that a reinsurer who has agreed to 
follow settlements has also agreed that the insuring and other 
substantive terms of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will be 
construed in the same fashion as the equivalent provisions in 
the direct policy? 

    (b) Assuming that the reinsurer is obliged to follow settl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any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to what exten 
does the reinsurer’s duty extend to the following sums: 

(i) Payments to the direct assured which are made by the reinsured 
knowing that there is no legal liability but on the basis of other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e.g., maintaining goodwill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direct assured? 

 (ii) Payments made to the direct assured which are made without 
investigation of legal liability, but on the basis, e.g., that the 
claim is too small to merit challenge, and in particular does the 
fact that such a payment is described as “ex gratia”, “without 
prejudice” or “without admission of liability” affect the 
reinsurer’s position? 

(iii) The reinsured’s defense costs? 

(iv) Exemplary damages or punitive damages awarded against the 
reinsured in favor of the direct policyholder, e.g., for fall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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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 in good time or in good faith? 

           (v) Interest awarded against the reinsured for late payment, 
particularly where the delay is the result of the reinsurer 
insisting 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vi) Sums for which the reinsured has agreed to accept liability 
under a settlement carried into effect by the Asbestos Claims 
Facility under the Wellington Agreement? 

           (vii) Commutations? 

    (c)  Assuming that the reinsurer is obliged to follow settlements, what 
contractual provisions are used to restrict that obligation. In particular, 
what is the effect on the general obligation of: 

           (i)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s? 

           (ii) Claims control clauses? 

           (iii) Inspection clauses? 

    (d)  Does the law permit a reinsurer to undertake an absolute obligation 
to follow settlements whether or not the reinsured is liable to the 
policyholder, or is such a clause regarded as void for uncertainty, a 
gambling provision or otherwise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law? 

 

The Question considers the position under an express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The information sought is largely the same as under 
question 1, with the necessary omission of the point raised in question 
1(b). The only addition to the information sought in question 1 is question 
2(d). This question operate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does not oblige the reinsurer to follow payments which 
are made by the reinsured in the knowledge that there is no liability, and 
asks whether it is possible for a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to be 
modified so as to make the reinsurer liable for payments falling within 
question 2(a)(i) or 2 (a)(ii). Respondents might like to consider (a) 
whether such wording exists in the market and (b) whether it might be 
given full effect by the courts or whether some legal objection attaches to 
an unconditional obligation to indemnify, e.g., that it is contrary to the 
fundamental precept of reinsurance that there should be an un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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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reinsured. 

 

3. Follow the Fortunes and Other Clauses 

    Sometimes the reinsurer’s express obligation is expressed as one to 
“follow the fortunes” of the reinsured. Other variation may also be found. 
Is this phrase regarded by the law or the market as differing in any respect 
from a clause requiring the reinsurer to “follow the settlements” of the 
reinsured as covered by the questions in section 2 above?  

 

    This question was explained under the general comments above. It merely 
repeats the information sought under question 2 where different wording is 
used. It would be of assistance if respondents could indicate whether 
variations on follow the settlements wording do exist, and what the 
anticipated legal effect might 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