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三章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之監理 

 

第一節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之風險管理 

 

第一項 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承保抵押貸款違約後所產生的損

失，保證賠付貸款機構賠款總額上層的 20％至 30％。保險人的關

鍵性角色就是為複檢核保人（review underwriter），除了檢視與個

人貸款相關的信用和抵押品風險，亦檢視一些可能增加抵押貸款違

約損失的區域性與全國性的經濟風險。 

在美國因為認知到大部分的貸款金融機構實行抵押權後幾乎

會產生損失，故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主要的投資者 Fannie Mae與

Freddie Mac雖提供抵押貸款市場流動性，但這兩個機構會要求高

於 LTV Ratio 80%的抵押貸款上需有初級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

險，其承保範圍為超過房價 80％部分的房屋貸款.而有資格提供住

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保險人，必須有兩個主要債券評等公司評其

賠款賠付能力至少有”AA”才是合格的保險人。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是長期性業務，而不動產市場有景氣循

環的本質。一般保險業務的運作是由保險人匯集保費加以運用投

資，以現金流量支付賠款與行政費用，而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與

其他險種不同之處在於，經濟衰退對業務損失率的影響可能高於保

險人的預期標準，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人必需持有鉅額的資本與維

持足夠的賠款準備金以應付此種巨災風險。由此可知住宅抵押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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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保險人必須有長期的視野，在保費計價與投資面，需考量其現

金流量，以消除經濟衰退期間的賠款壓力。任何型態的風險都需要

有風險管理，無論是系統性風險或非系統性風險，藉以降低其損失

頻率與損失幅度，而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之風險較偏向系統性風

險，且目前全球經濟連動性強，在其他國家發生的經濟波動很可能

影響本國市場，經濟區域界限有越來越模糊趨勢，因此在從事抵押

貸款相關產業時，不能再認為這是屬於地區市場業務，而需考慮到

全球經濟環境因素以擬定風險管理策略。 

 

第二項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風險性質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的風險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信用風險

（credit risk）1與提前償還風險（prepayment risk）2，它是一個相

當不同於其他類型保險的產業，與其他保險的差異如下：3 

一、與意外險（casualty insurance）不同之處在於意外險只涵蓋

單一期間，例如：一年，但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涵蓋期間為

多年期，且保費一開始就決定。 

二、與人壽險（life insurance）不同之處在於住宅抵押貸款保證

保險有明確的到期日，且賠償風險（claim risk）隨著時間遞

                                                 
1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default risk），指抵押貸款借款人違約的風險，信用風險在銀行這

種專門辦理存放款業務的機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一旦借款人違約停止繳納貸款時，放款

機構將抵押品拍賣所得往往不及貸款餘額及相關的清算成本（closing cost），因住宅抵押貸

款保證保險將信用風險移轉給保險公司，且該類風險屬系統性風險，一旦發生，往往使保險公

司遭受鉅額損失。 
2 因借款人隨時有權提前償還全部或部分本金，有時貸款合約對此並無任何處罰規定，提前償還

選擇權使貸款機構的現金流量變得不確定，而對保險公司而言，當貸款餘額降至一定比例，則

貸款金融機構已無須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保障，借款人亦會要求終止保險契約，如此則影

響到保險公司的保單的維持率（persistency rate） 
3李婉萱，前揭論文，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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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而人壽險則無明確的到期日，且賠償風險反而隨著時間遞

增。 

三、與其他保險不同之處在於其他保險可藉由地理位置、標的類型

作風險適當的分散，但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違約與提前償

還風險深受總體經濟因子（例如：利率、失業率、所得成長率）

等影響，因此該險種本身即隱含相當的系統性風險，這亦是為

何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需有嚴格資本要求的原因。 

 

總之，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務風險在於其本質為承擔長期

風險，與保費水準、核保品質、承作貸款結構、借款人信用紀錄與

財務能力、房地產市場的供需變化等因素有關，且與整體經濟環境

變化有相當密切關係，故無法假設個別的單位風險與其他風險單位

之間為相互獨立。 

 

第三項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之風險因子 

 

因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風險因子影響其保費計價與違約

率，故要定價某地區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費率與預估其違約

率，首先要瞭解該險種的風險因子，並蒐集當地有關於風險因子的

資料，才能與定價與預估違約率的依據。有些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

險剛起步的國家或經濟情況屬發展中的國家，其貸款的投資組合還

不成熟，甚至僅有很少或沒有違約紀錄、抵押權提前贖回、或拍賣

房子的價格等歷史資料存在。完整的資料庫應包含在三種經濟狀況

下（低風險、穩健、重大風險），針對每年的貸款與貸款期間、 LTV、

承保範圍等不同組合界定其違約可能性。基本上，長期抵押貸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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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曲線是長的右尾倒 U型（in the shape of an upside down U-curve 

with a long right tail）4。最初幾年，違約可能性很低，在貸款期間

過了幾年後，違約可能性增加至最高，漸漸的隨著貸款年限經過而

下降。若發展經驗與時間不足，基礎的資料庫尚未充分建立時，次

佳的選擇為參考發展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多年經驗國家資料，將

風險因子導入保費模型，例如：美國有不同條件貸款的違約行為之

經驗資料與各種 LTV等級的資料，可運用於保費模型上，美國這

方面的資訊是全世界最多最完整的。以下根據美國發展已久的住宅

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歷史資料，介紹一些影響保費計算與違約率的

風險因子：5 

一、購屋者的權益（Equity）：購屋者的權益=房屋價值-住屋貸餘

額。在分析違約風險時，可用借款人對此不動產擁有權益的多

寡來推測其償付貸款的意願。當權益值為負數時，其違約的可

能性大增。 

二、市場風險因子:失業率、房價波動6、住宅供需7、利率水準等。 

三、借款人因子：所得成長率8、借款者信用、房貸支出占所得比

重、借款者總負債比、住宅類型9。 

四、貸款過程的相關因子：貸款成數（LTV）、保險費率、合約條款

的設計10、貸款審核品質。 

                                                 
4 Supra Note 4, p.12 
5 吳奕賢，前揭論文，頁32-39 
6 當房屋價格下跌時，購屋者權益下降，違約的風險增加。 
7 當市場對景氣樂觀時，容易有住宅過度興建與過度貸放的問題，易增加違約風險。 
8 購屋者的所得成長率要跟得上房價上漲幅度，否則支付貸款會有困難。 
9 根據美國保險公司MGIC統計數字發現：「自住型」的購屋者償還貸款的意願較「投資型」的購

屋者為高。 
10貸款條款的設計對於違約風險的影響相當重要。當長期利率看漲時，傳統的固定利率會使借款

人一開始就負擔較高的利率，故有另一種可調整利率貸款（ARM）的設計，其通常配合負攤提

條款（negative amortization），即借款人若一開始選擇的支付利率較固定利率低，負攤提條

款會把利息支付的差額轉而計入本金，使貸款餘額增加，在房價上漲時期，這樣的設計並無問

題，但若房價下跌，易造成購屋者權益為負值的情況，使借款人違約風險增加，故此條款雖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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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保的風險：正常風險、抵押貸款創始機構的風險11、國際性

經濟風險、區域性經濟風險。 

六、其他風險因子:主管機關政策12、其他機構貸款競爭方案、其他

信用加強工具13與價值觀的影響14。 

 

 第四項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風險管理的方法 

 

不同的市場風險環境有其對應的的風險管理，住宅抵押貸款保

證保險的風險管理需考慮其長期業務的本質，因為它不像汽車保險

或其他財產保險，保險人可每年改變保費，其保費在貸款期間是固

定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人必須展望或預測未來抵押貸款市場

的狀況，反應在保費計價上，以不同權值來決定保費，產生出個別

不同的保費價值（premium value）。假定保險公司承保一批貸款，

這段保險期間（貸款期間）的市場條件可能隨著業務循環或經濟衰

退，從良好到普通甚至到極差，在上述狀況下，保險費率需代表一

平均的價格，可以隨著時間的經過仍維持保險公司財務的健全。由

此可知，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保費模型需要長期的資料，每個地

                                                                                                                                            
予利率選擇上的彈性，但亦需考慮其中潛藏著一些風險性誘因。 

11若原始抵押貸款機構將抵押貸款保留在自己的投資組合中，會以較嚴苛的標準來核貸；反之，

如欲將抵押貸款出售至次級市場，則核貸標準會較為寬鬆。此外，國際性原始貸款機構對於當

地不動產市場不夠瞭解，亦容易產生此種風險。 
12 主管機關政策亦是決定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前景的要素。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的情況，政府

的激勵房地產市場政策、提高國民的自用住宅比例政策，甚至提供監理上的誘因，促使貸款金

融機構購買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降低計算資本的風險係數等，都會造成住宅抵押貸款保證

保險業的發展。 
13購屋者可選擇其他信用加強工具、例如： 購屋者透過家族內融資購屋（標會、家族借貸）、金

融機構將抵押貸款視為一種投資組合並自我保險、借款人以二胎貸款（Piggyback Loan）而避

免使用保險。 
14 例如中國人的傳統觀念為有土斯有財，所以對擁有自有住宅的觀念是十分強烈的，但隨著時代

改變，不同世代的購屋觀念會衝擊房地產市場，亦會間接影響到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市場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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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國家在未來都應該建立自己原始抵押貸款資料與違約資料，畫

出所謂的 LTV ratio違約曲線，以確認更精準的違約可能率。除了

保費計價需考慮市場風險的變動，為風險管理的要件之一外，以下

介紹各種風險管理的方法，以有效控制保險人風險，並降低損失頻

率與損失幅度15： 

一、個人信用風險預測:在風險控管上，每家保險公司都有一套評

等貸款風險系統16，衡量的標準包含房屋目前的價值、抵押貸

款占借款人所得之比重、借款人總負債比，將每個借款人的信

用及背景予以評分作為承保與否的根據。 

二、地理區域的分散:保險公司可藉由人口成長、就業成長率、現

有房屋的供給狀況和其他經濟因素作為判斷區域經濟情況的

根據，再藉由分散承保地區，消除區域性經濟循環的風險。 

三、承保貸款類型分散：貸款機構分散、貸款成數分散、貸款類型

分散、住宅類型分散。 

 四、嚴謹的核保過程：在核貸過程中必須對財產鑑價、申貸人信用

審核、購屋目的⋯等項目作審查，而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

機制本身隱含資訊不對稱，因該險種為保護貸款機構風險，這

可能使得貸款機構在核貸過程中因疏忽大意而增加保險公司

風險。因此，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通常透過定期稽核來檢查

貸款機構是否確實依循核保準則，對於出險率高的貸款機構，

可透過取消授權的方式以保障核貸品質，對於配合良好的貸款

機構，則可增加授權權限或減少稽核次數。 

                                                 
15李婉萱，前揭論文，頁36-39 
16 以美國住宅抵押保證保險公司MGIC為例，其發展Loan Performance Score(LPS)系統可預測

新保單未來四年的賠款率，而1996年MGIC發展減輕損失系統，可作為預測拖欠本息而後來又

恢復還款的機率模式。此外，MGIC也發展一套協助貸款金融機構估計還款速度的模型，以對

住宅抵押保證保險理賠機率做正確的估算。 參閱賴怡妃，前揭論文，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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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風險/資本比(Risk-to-Capital Ratio):為確保住宅抵押貸款

保證保險業者有足夠資本準備以應付可能面臨風險，主管機關

通常對保險公司有嚴格資本規定。美國法令17規定從事住宅抵

押貸款保證保險業務的公司淨風險18對資本比必須在25：1

內，表示＄1資本只能承作＄25的抵押貸款風險，這裡貸款風

險指承作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合約中按保單規定涵蓋部

分。觀察美國PMI保險公司其1999年至2002年風險對資本比

在13.51%-11.03%變動19，遠低於監理法規要求，可顯示其資

本十分雄厚。 

六、“top tier”的承保範圍：若保險人僅負擔貸款額度中的“top 

tier”，則可以防止貸款機構的道德風險，避免僅承保高風險

的貸款。另一種降低道德風險的方式，則需像美國的FHA的公

共方案與加拿大CMHC，他們利用多年的經驗與嚴格挑選貸款

機構的資格，以降低道德風險的嚴重性。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經驗無論是政府或民營保險公司的保險方案，提供100％承保

範圍的違約率一定會遠高於僅承保“top tier”20。 

七、 加強保險公司的財務強度:由於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風險

性質為長期性的信用風險，為維持保險公司良好清償能力，需

對提存足夠的準備金與嚴格要求各項財務指標達到標準。 

（一）提存各項準備金:例如特別準備金（Contingency 

Reserves）、以個案為基礎的損失準備金（Case-Basis loss 

Reserves）、未滿期保費準備金（Unearned Premium 

Reserves）。此外，資產與準備金的比率亦可衡量此產

                                                 
17 例如：美國紐約州法N.Y. Ins. Law 6502(b)(1) 
18 包括初級保險與群組保險的淨風險 
19 參閱MICA Fact Book 2003-2004 
20  Supra Note 4 ,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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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支付能力。  

（二）資本適足率需符合監理法規的要求。 

（三）再保險：在美國通常各州規定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

司的承保金額不得超過貸款金額 25％，超過的部分必

須予以再保作為風險控管的方式。 

 

 第五項 小結 

 

許多的研究報告指出，貸款成數（LTV）增加將提高違約的可

能性，而許多國家在推行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時，政府以具強制

性手段，即 LTV Ratio超過某個標準的抵押貸款需投保住宅抵押貸

款保證保險，或將該險種當作信用增強工具而易得到有利的風險權

值，故從銀行的監理官角度來看，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可移轉一

部份的信用風險至銀行系統以外，是其控管銀行體系風險的工具之

一。但站在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者與保險監理官的角度，由於

承受貸款金融機構移轉之信用風險，甚至借款人與貸款金融機構的

道德風險亦需一併承擔，故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之風險管理更形

重要。當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者運用保費模型與擬定業務計畫

時，需對不同的市場情況（scenario），有不同的風險組合，而對各

項市場參數的資料，例如：主要抵押貸款機構的貸款利率、假定的

違約率、抵押權提前贖回的法規（foreclosure laws）、提前償付率

（prepayment rates）、作業成本、拍賣抵押物後的殘餘價值（salvage 

value of foreclosed properties at aution）都應有完整的資料庫，再

者，配合監理法規對保險公司財務體質的要求，如此才能達成管理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風險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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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國外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監理法規之探討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產業的蓬勃發展，雖能使購屋民眾、房地產

業者、銀行、保險業者多方獲益，但其隱含的風險，若沒有監理單位適

當的規範，則風險將集中於保險業者，極易造成該險種產業的崩盤，以

下介紹各國對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產業的監理規範。21 

 

第一項 美國 

 

美國各州對 PMI 公司都有其監理規範，雖然對 PMI公司運作

與架構的規定都大同小異，但是在不同州從事 PMI業務就必須適

應其不同的監理要求。州法令是監理 PMI公司的基本來源且往往

法令的內容是複雜且詳細。相較於一般保險公司，通常州的保險監

理法令對 PMI公司有更廣泛的法令要求，且有一半的州，成文法

規（statutes）僅適用於 PMI公司，並對 PMI公司與佣金有諸多限

制。也因為如此，很少發生關於 PMI公司監理的相關訴訟案件。 

 PMI公司要在此州合法的從事 PMI業務就必須有該州所核發

的執照，PMI公司為了拿到執照必須滿足州政府對於財務、業務型

態的某些限制，對外來的保險人，例如：在美國其他州或國家已為

保險公司或組織，則有特別執照要求（special licencing requirement）

的適用22，若無執照而執行業務要受到處罰。大部分州的法令規定

PMI公司從事業務的主約必須先經監理機關允許23，而費率或費率

                                                 
21 Supra note 3 ,pp.55-56 
22 例如：N.Y. Ins Law 1106; N.C. Gen. Stat. 58-1-5, 58-1-16 
23例如N.C. Admin. Code. Tit.11.r.11C. 0405;紐約州法規甚至要求某些再保合約亦需州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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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rate schedule）也必須申請主管機關核准，甚至有些州額

外規定費率不能折扣。24有些州規定保險人可承保貸款的LTV Ratio

的上限25，有些則規定保險人承保的任一風險，例如：任一房屋或

任一連續的土地，其風險曝險程度(exposure)不能超過公司的保單

持有人盈餘10%。26 

有些州允許有執照的PMI公司提供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有

些州則明文界定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定義，通常指Mortgage 

Guaranty Insurance (MGI)27，有些州則明文規定PMI公司可參與

哪些地區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務及比例，有些州則規定只能

承保哪些貸款金融機構的業務或限制僅能承保哪些用途的不動

產，例如：商業用途或住宅用途。很多州亦會禁止PMI公司不得承

保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以外的保險業務，這項規定被認為是單一

險種的限制，但問題是，若是一家控股公司中的子公司從事住宅抵

押貸款保證保險業務，則其他子公司也從事其他保險業務，是否違

反單一險種限制，而在美國所有的PMI公司都是控股公司，控股公

司的旗下子公司亦簽單其他的保險業務，目前該問題在美國仍被廣

泛的討論中。 

美國各州的保險監理機關對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皆嚴

格要求法定資本，需達全部承擔淨風險的一定比例，且隨著 LTV

的比例與承保範圍的比例變動。為應付巨災損失亦需提存特別準備

金。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不能為被保險人—貸款金融機構所

                                                                                                                                            
監理機關核准。 

 
24例如：Fla.Stat.Ann.635.07I(1);N.Y.Ins Law 6504(a) 
25 例如加州監理法規規定所承保的的第一順位抵押權，其LTV Ratio的上限為103%(Cal. 

Ins.Code 12640.07(a)(I) 
26例如：N.Y. Ins Law 1106; N.J. Stat. Ann.17:46A-4(b) 
27 例如：N.Y. Ins.Law6501-02:Mortgage guaranty insurance means: insurance against 

financial loss by reason of nonpayment of any sum required to be paid under the terms 

of any instrument of indebtedness secured by a lien on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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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亦不可給付保險佣金予貸款金融機構。美國 PMI公司之信

用評等必須在 AA-或更高才能為市場所接受。其評等過程為適用

claims-paying capacity的壓力測試（stress test），即模擬各種不景氣

程度的經濟條件時 PMI公司的承受能力。美國各州大部分都有保

證基金，以應付當保險公司破產時對保單持有人的理賠給付，但是

因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都會假設有巨大經濟風險發生，故此

特殊險種被排除於州立破產基金保障以外。  

在 1970年實行的國家房屋法規（National Housing Act）中，

規定所有超過 80%（沒有政府保證）的貸款賣給 Fannie Mae與

Freddie Mac時，必須向合格保險公司投保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

險，以將曝險程度（exposure）降至 80％；而所有美國的儲蓄與貸

款機構對於超過 90％ LTV的貸款都要投保。隨著解除管制與風險

基礎資本法規的公布，目前所有 LTV Ratio超過 80％的抵押貸款都

要附加 100％的風險基礎權重，但若該貸款有買住宅抵押貸款保證

保險，則此權重可減少至 50％。 

 

第二項 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對於貸款機構運用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給予強

烈的誘因與強制的規範。銀行法規要求超過 75％ LTV的貸款都要

投保政府或民營的保險。更進一步，OSFI（the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應用資本適足率規定當作是

使用住宅抵押保證保險的正面誘因，當超過 75％ LTV的貸款被政

府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CMHC或合格的民營保險公司

（GE）承保，風險權重可分別減少至 0％至 5％。（因為當民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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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公司清償不足時，政府保證承保範圍的 90％）。 

加拿大的 PMI公司無投資信用評等的要求，因為 PMI公司的

清償能力受到政府的保證。如同美國的 PMI公司，加拿大 PMI公

司亦為單一險種保險人，且為應付巨災損失需提存特別準備金，亦

不可以給付保險佣金予原貸款金融機構。保險公司風險基礎資本

(RBC)亦根據 LTV Ratio、承保範圍比例與貸款年數，對照梯次表

（sliding scale）來計算。 

 

第三項 澳洲 

 

澳洲沒有針對高LTV Ratio的貸款需有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

的規範。然而，the Australia 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APRA）

同意若超過 80％ LTV的貸款投保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則給予

50％風險基礎資本權重。反之，此類貸款若沒有投保住宅抵押貸款

保證保險，則需有 100％風險權重。 

澳洲的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監理法規規定 PMI公司為領單一保

險執照，但可承作住宅與商業（commercial）抵押貸款保證保險，

此外，對超過 2/3 LTV Ratio的貸款有特殊的梯次資本率、自有住

宅的貸款需提存特別準備金與禁止給付貸款金融機構佣金等規定。 

 

第四項 英國 

 

英國政府對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採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的態度，並無以政府規範的手段或實行風險基礎資本的誘因來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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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機構使用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再者，英國的住宅抵押貸款

保證保險公司既無受限於特殊的監理規範，例如：對經濟性的巨災

有最小風險資本與提存特別準備，亦無分離監理報告的要求，更無

監理規範限制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人提供貸款機構財務上誘因

（financial incentive）來購買保險。 

 

第五項 香港 

 

香港的一些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方案受到美國模式影響，包

括對於該險種之保險監理規定，需提存 50％ 淨已實現保費收入

(net earned premium)為特別準備以應付可能發生的巨災損失。此

外，當貸款機構將高 LTV Ratio的貸款賣給 HKMC（與美國 Fannie 

Mae與 Freddie Mac功能相似）時需有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但

卻沒有因該保險保障，而減少對監理資本的要求。在香港合格的住

宅貸款視為 50％風險基礎資本，但若出售抵押貸款債權，則可得

到 100％資本的舒緩，因此對貸款機構購買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

是極大的誘因。 

 

第六項 以色列 

 

以色列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監理規範與美國威斯康辛州

的規範相仿，例如：風險基礎資本的計算、特別準備金之提存、禁

止給貸款機構佣金與單一險種經營等要求。此外，以色列政府並無

強制規定銀行需使用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只有給予可減緩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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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資本的誘因。以色列風險基礎資本規範：凡超過 60％ LTV的

貸款需課予 100％風險權重，而 LTV介於 60％至 80％之間的貸款，

可因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承保範圍而將 LTV降至 60％，風險權

重則可降至 50％。雖然目前 EMI-Ezer可承保超過 90％LTV的貸

款，但超過 80％LTV的貸款即使已投保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

仍需課予 100％風險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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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於保險法上的定位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內容與性質特殊，故其於保險法上的定位

難以從其商品名稱或商品內容直接做險種的歸屬。故本節先探討保證保

險的法律性質，之後討論信用保險是否歸屬保證保險的範疇？此區分有

無實益？最後再確認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在保險法上的定位與其可

能衍生的問題。 

 

第一項  保證保險之法律性質 

 

保證保險係創始於英美之保證業務，保證保險創始的目的，以

工程保證保險為例，不僅使定作人免於因承包商不履行或延遲履行

而遭受損失，並在從旁督促承包廠商如期完成其與定作人所約定之

工程。就此一性質而言，保證保險不僅具有保證性質，並亦利用保

險原理，轉嫁定作人因承攬人不履行工程契約所可能遭受的損失。

然為何需辨明保證保險究為保證抑或保險？其區別實益在於當保

證保險的理賠出現爭議時，若不辨明保證保險之法律性質，則會有

究應適用民法或保險法規定之疑義？例如：民法七百四十五條先訴

抗辯權的適用為保證人基於其地位特有之權利，若保證保險之保險

人並非保證人，則無法行使此項專屬於保證人之權利。以下試由簡

述學者之意見： 

一、保證說28 

                                                 
28 鄭鎮樑 著，保險學原理，民國九十二年初版，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543; 陳彩稚 著，

保險學，民國九十三年增訂二版，三民書局出版，頁422-425; 袁宗蔚 著，保險學概要，民國

九十三年增訂四版，三民書局出版，頁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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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當事人而言 

保證保險之當事人有三方面：保證人(surety)、被保

證人(principal)或義務人（obligor）、權利人(obligee )。一

般保險契約之當事人，則僅有兩方面即保險人與被保險人

29。 

（二）就意外事故之性質而言 

保證保險契約則約定由於要保人行為所生之損害加

以填補，但要保人行為不能視為偶然事故。再者，根據保

險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由此可知，一般保險契

約中由於要保人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是不加以補償，違反

此規定的特約無效，而保證保險契約卻承認要保人故意所

致之損害，仍須加以填補，故保證保險契約實違反保險之

一般原則。 

（三）就契約之拘束力而言 

保證保險對於被保證人所負的義務之履行，有拘束之

效力，不得隨意中止，即使被保證人逃逸或是不履行告知

義務，保證人對於權利人的保障仍然有效，必須補償權利

人的損失。一般保險對被保險人無任何拘束，一旦被保險

人違反誠信原則或不繳納保費，保險契約將中止，保險人

不負損失補償的責任。 

（四）就追償權利而言 

基本上，保證只是一種信用證明，對於權利任具有財

                                                 
29 財產與責任保險之要保人大多為被保險人本人，因此一般均省略要保人之角色，而直接以被保

險人稱之。參陳彩稚 著，前揭書，頁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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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保障之功能，對於被保證人如同借款一般必須償還，故

保證保險之保證人為被保證人支付權利人的任何補償，有

權向被保證人追回，因此理論上保證並無預期損失。而一

般保險之保險人並無向被保險人追償的權利，而各種意外

事故，如火災、車禍難以避免，一旦發生求償理賠，保險

人將自行吸收損失，故一般保險的預期損失大於零。 

（五）就保費釐定而言 

 一般財產保險，保險費係利用精算原理加以計   

算，保證保險之保險費，則係以｢提供服務的費用｣加上｢

債務人不為清償所導致的損失｣為計算基礎，即其本質上

僅為保險人之服務費或酬勞，因此，保證保險之費率釐定

與大數法則或平均損失之理念無關。 

（六）就國外立法例而言 

保證在美國稱為 bonding 或 suretyship，在英國稱

guarantee，都不直接稱為 insurance，除誠實保證有成為保

險之趨勢外，一般保證（確實保證），均與保險無關。   

二、保險說 

贊同保證保險為保險類型的學者亦不在少數，其立論之主

要依據包括： 

（一）就契約本質 

保證保險契約之性質為有償契約、雙務契約；保證契

約為無償契約、片務契約，兩者在本質上顯已不同。 

（二）就實定法之規定 

我國保險實務於民國五十三年及民國七十五年已有   

保證保險商品出現，民國八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保險法增

訂關於保證保險一節之規定，僅在宣示其為本法所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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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新種保險而已。30因此，保證保險在我國法制上，應

為保險一種類型，其規範應適用保險法之相關規定。而保

證契約則應用民法 739條以下之相關規定。 

（三）就當事人之資格 

保證保險雖亦有保證字樣，但並非保證之一種，其仍

屬保險契約。按保證保險非與保險人不能訂定：亦即一方

當事人非具有保險人之特定資格不可。 

（四）就危險移轉之技術 

就立於類似地位之保證保險人與保證人立場觀之，兩

者承擔的風險相類似，但分散風險的方式卻頗有差異。因

保證保險之經營主體為保險人，故其得以再保險之方式移

轉其承擔之風險，而保證契約之保證人因不具保險人資

格，故無法以再保險方式分散風險，通常是自行承擔風

險，鮮有進行分散風險之規劃。 

三、小結 

保證保險是否為保險？從我國保險法來看，保證保險規定

於財產保險章中，顯係認為其為財產保險之一種。再者，保證

說對於保證保險契約之保險性質疑，實有爭論之空間，試述如

下： 

（一）就當事人而言： 

保證保險之當事人，應僅有保險人與要保人兩當事

人，被保險人並非當事人，以工程保證保險為例，其必然

是為他人利益契約，但被保險人仍僅是保險契約之關係人

而非當事人，此與一般保險中之為他人利益保險並無兩

                                                 
30 鄭玉波 著，保險法論，三民書局修訂四版，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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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二）就事故之偶然性而言： 

有學者將保險事故的偶然性定義為「在保險契約訂立

時發生與否尚未確定的狀態」，故即使依據要保人意思發

生之事故，亦不能稱之其缺乏偶然性，31本文亦贊同此解

釋。至於若於以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保證保險契約，32因其

保險事故是由於要保人之故意行為，是否違反保險法第二

十九條第二項，而導致保證保險並非保險的解釋？本文認

為應視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是否可解釋為保險法上之絕對

強制規定而定。因保險事故發生時，要保人並無保險金請

求權，故二十九條第二項對要保人之限制，對於防範道德

危險的效果有限，本文認為該條文僅為相對強制規定。再

者，需再檢視當保險契約有此約定時，是否違反保險法第

五十四條之一。按保證保險目的除了保障被保險人於其受

僱人之不誠實行為或其債務人之不履行債務所致之損失

外，更有另一層社會意義—即使債務人與受僱員工免於尋

找保證人之困擾，故保證保險契約之簽訂，對於要保人與

被保險人皆有相當之利益，且於被保證人為要保人的保證

保險契約中，應可將「保險事故發生為要保人故意行為所

致，保險人仍須填補損害」之約定，解釋為因上述約定不

會造成第五十四條之一的情形，自不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此相對強制規定。 

                                                 
31 參閱江聖元 著，「授信保險與信用保險之研究」，89年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頁176，援引  日本財團法人損害保險事業研究所編印，黃邵雄譯述，新種保險論，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民國73年5月，頁213 
32 例如於產險工會所編印的意外保險手冊中，各種工程保證保險之承保辦法規定要保人為領有合

法執照的工程承攬業者或其利害關係人，如工程承攬業者之次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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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契約之拘束力而言： 

保證保險契約之被保證人與一般保險契約的被保險

人根本是處於不同地位，實無從比較，以保險契約的觀

點，保證保險契約之被保證人若立於要保人地位，保險契

約之當事人，故應受保險契約義務之拘束，此點與一般保

險契約並無不同之處。 

（四）就保費釐定的方式而言： 

保證保險於初期尚無累積相當損失經驗，所以會被認

為保證保險公司所收取的保費是手續費性質，但隨著保證

保險的發展，亦累積相當的保戶數量與損失經驗，符合保

險大數法則的精神，並亦可透過再保險達到風險分散的目

的，故不能藉此否定保證保險的保險性。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保證保險無論依法條規定或學說解

釋，充其量僅能作為比較「保證」與「保證保險」之差異性教

材，而無法據此認為保證保險非為保險之證明。 

 

第二項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究為保證保險或信用保險？ 

 

國內住宅抵押保證保險相關商品的名稱十分混亂，有的稱之為

「住宅抵押貸款償還保證保險」33，有的稱之為「自用住宅抵押貸

款信用保證保險」34，實無法單純的從名稱判別究竟是保證保險或

                                                 
33 例如：民國54年台灣產物推出「住宅抵押貸款償還保證保險」，其目的在配合政府辦理房屋政

策。又如民國86年太平產物的1090專案，其保險商品名稱亦為「住宅抵押貸款償還保證保險」。 
34 例如：美商聯合保證保險公司推出「自用住宅抵押貸款信用保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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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用保險。而就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內容，依我國保險法的

規定而言，似屬保證保險之範疇，而為保險法第九十五條之一所規

範，但純就國內外房貸保險商品的名稱觀之，常冠以「信用保險」

字樣，易使人混淆，可見在討論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究為保證保

險或信用保險之前，需先討論保證保險與信用保險的關係。 

一、保證保險的概述 

保證保險大致上分兩大類：一為誠實保證保險（Fidelity 

bonds），一為確實保證保險(Surety bonds)。我國保險法第九

十五條之一規定：「保證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因其受僱人之不誠

實行為或其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所致之損失，負賠償之責。」，

由條文觀之，似可將保證保險區分為兩大類，一為以受僱人之

不誠實行為為保險事故之誠實保證保險，另一為以債務人不履

行債務為保險事故之確實保證保證。誠實保證保險者，係由保

險人保證被保險人之受僱員工將誠實執行職務，如有不誠實或

詐欺行為，舉凡侵佔、挪用公款、偷竊、捲逃及其他不法行為，

致被保險人遭受金錢或財物損失，由承保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

償之責。此項保證業務在性質上與竊盜保險，同屬犯罪保險之

範疇，故又可稱為「不誠實保險」（Dishonesty Insurance ）。

35而確實保證保險係由保險人保證債務人將忠實履行約定義

務，若不履行債務而使債權人（被保險人）遭受損失時，由保

險人對債權人負賠償之責。所謂債務不履行，需債務人與債權

人間債之關係有效存在，債務人為一違背給付義務的行為，債

務人主觀上有故意過失，且債務人需有責任能力，如此，債權

                                                 
35 凌氳寶、康裕民、陳森松著，保險學—理論與實務，民國八十七年六月，華泰文化事業出版，

頁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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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有損害，保險人即需負賠償之責。36由於住宅抵押貸款保

證保險偏屬確實保證保險的範疇，故以下僅就確實保證保險的

內容作介紹。 

我國多數學者認為保險法第九十五條之一後段係針對確

實保證保險規定，但有論者認為37此規定之文義係就「債務人

不履行債務所致損失」所訂，即債權人於債務人間必須存在一

個基礎債之關係為前提，始有債務人不履行債務可言。換言

之，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五條之一後段規定之保證保險，充其量

不過是類似於國外之契約保證38，若是在義務人不履行特定義

務情形下所致之損失，則非我國保證保險規範效力所及。因

此，第九十五條之一後段規定之保證保險實不宜以「確實保證」

稱之，而應稱為「債務人不履行債務保證保險」。 

二、信用保險之概述 

是一種由保險人依對價平衡原則訂明保險費，然後由保險

人去承擔被保險人因債務人無力清償所遭受的損失。即保險人

於被保險人之債務人無力清償或不願清償時，需負賠償責任。

信用保險之保險事故為債務人不願清償或無力清償，其實就是

債務不履行的態樣。 

三、確實保證保險是否包括信用保險 

承上所述，我國多數學者所謂的「確實保證保險」係專以

「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為其保險事故所訂立之保險契約，然實

務上之確實保證保險除六種工程保證保險商品39外，尚包括「住

                                                 
36江朝國  編纂，保險法規彙編，元照出版社，民國九十二年初版，頁1-138 
37江聖元 著，前揭論文，頁172 
38江聖元 著，前揭論文，頁156，提到美國的確實保證分為五大項目，包括契約保證、司法保證、

執造與許可保證、公務員保證、其他保證等。 
39 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工程履約保證保險、工程支付款保證保險、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工程

保留款保證保險、工程保固保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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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抵押貸款償還保證保險」40、「限額保證支票信用保險」41與

「消費者貸款信用保險」42等保險商品，後二者即學者通常歸

類於「信用保險」43，就直觀上，此兩種保險商品似乎亦以「債

務人不履行債務」為其保險事故，於此學者間有不同之看法，

試述如下： 

（一）信用保險歸屬於保證保險的範疇44 

就保險法第九十五條之三規定，「以債務人不履行債

務為保險事故之保證保險契約」，一語觀之，此項保險應

包括信用保險。另有論述以消費者貸款信用保險與工程保

證保險之承保範圍為例45
，所謂的信用保險與保證保險，

均以債務人之債務不履行致使債權人受有損害為其承保

對象。由此可知，保險法所規定之保證保險包含保險實務

上之信用保險與保證保險。 

（二）信用保險與保證保險係兩種不同之保險46 

1.以保險契約的要保人是債權人或債務人做區分：即保險

                                                 
40依據住宅抵押貸款償還保證保險單第一條所下之定義：「抵押人因貸款而發生的債務，無法依約

按期償還，致抵押權人於依法處分本保險單所載抵押之住宅後，其所得之價款不足抵付貸款承還

契約分期還款表未清償之金額，而受有損失時，保險人對於抵押權人應收回之差額部分，負賠償

責任。」 
41依據限額保證支票信用保險單第一條所下之定義：「對於被保險人之限額支票存款戶簽發之限額

保證支票，由被保險人保證付款後，如該存戶因存款餘額不足支付票據，亦不能償還票款，並由

被保險人依法追償無著而遭受損失時，由保險人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42依據消費者貸款信用保險單第一條所下之定義：「係對於被保險人辦理消費者貸款，因貸款人未

能依約按期攤還借款本息，並由被保險人依約定手續追償無著而遭受損失時，由保險人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 
43楊誠對 著，意外保險，民國90年9月修訂六版，三民出版社，頁471 
44 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下)，頁908 
45 洪榮家 著，論保證保險，民國八十五年，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6，其舉出消

費者貸款信用保險保單條款第一條規定：：「本保險單對於被保險人辦理之消費者貸款，因借

款人未能依約按期攤還借款本息，並由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單第十二條約定追償無著而遭受損失

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而工程履約保證保險第一條規定：「承攬人於保險期間內，

不履行本保險單所載之工程契約（以下簡稱工程契約），致被保險人受有損失，而承攬人依工

程契約之規定應負賠償責任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單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46參閱 洪榮家，前揭論文，援引倉澤康一郎著，「保證、信用保證論總說」，日本評論社，一九

七六年三月，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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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之要保人為債務人時，債務人為債權人之利益，以

債權人為被保險人所締結之他人利益保險契約，為保證

保險契約；反之，若以債權人為要保人，債權人為自己

利益締結保險契約，則為信用保險契約。 

2.以信用保險與保證保險之社會、經濟機能之差異，為其        

區分基準:即信用保險以後事後信用救濟為其目的；保

證保險則以事前提供信用為目的。析言之，信用保險係

對債務不履行之損害的填補，對債權人具有信用救濟性

之機能；而保證保險因其具有保證之機能，僅由保險公

司取代歷來之保證人，將保證予以保險化，故其目的在

於提供事前信用之提供。 

3.以被保險人是否應先行追償為目標：對照我國信用保險

與保證保險之基本條款，或有認為信用保險之被保險人

應先向債務人追償無著後，保險人始為保險給付；保證

保險之保險人則於保險事故發生後逕為保險給付，無須

以被保險人之追償為保險給付之條件。因此，信用保險

被保險人對債務人應先行追償；保證保險之被保險人逕

行請求保險給付。 

（三）小結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就信用保險與確實保證保險之保

險事故而言，其損失態樣皆為債務人不履行債務，保障被

保險人（債權人）因此而遭受的損失，至於以所謂為自己

利益與為他人利益之保險契約來區分信用保險與保證保

險並無實益，亦無任何法律上的強制規定或保險原理的考

量，僅為保險商品的規定。再者，就社會、經濟機能而言，

信用保險雖能說是非常好的事後救濟方法，但不能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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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無事前預防的功能，有或謂「信用保險」純粹保障債

權人之授信保險，並不具備為債務人提供擔保之直接功

能；而保證保險除保障債權人保證保險利益外，尚具有為

債務人提供擔保之作用。47但本文認為亦因有信用保險之

擔保，而提昇金融機構的放款意願，故兩者於實務運作上

所達成之社會、經濟機能是一致的。最後，信用保險之被

保險人需先行向債務人追償，並非信用保險絕對的本質要

件，亦可能以特約變更之，此時信用保險與保證保險之差

異即無從辨明。綜合觀之，我國現行保險法雖無信用保險

一詞，但在保險實務上確有信用保險與保證保險運行，且

上述區分基準並無實益，故本文認為我國保證保險包含信

用保險，即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五條之一的規定適用於現行

保險實務運作的信用保險。 

由上述可知，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商品的名稱有

「保證保險」或「信用保險」，甚至「保證信用保險」，可

見於實務運作上「保證保險」或「信用保險」功能十分接

近而保險業者並不加以區分。 

 

第三項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是否適用保險法五十三條？ 

 

前已論及，本文認為信用保險歸屬於確實保證保險的範疇，故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究為確實保證保險或信用保險實無區分實

益。以國內實務運作而言，通常保證保險為以債務人為要保人，以

債權人為被保險人之他人利益保險契約，因此在保證保險中，要保

                                                 
47江聖元 著，前揭論文，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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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引起保險事故，保險人填補被保險人損失後，是否得依保險法第

五十三條對要保人行使代位權？而信用保險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通

常為同一人，即債權人，故無討論該問題的必要。 

按被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有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如保

險人已填補被保險人損失，保險人是否取得法定移轉之代位權？其

關鍵在於保險法第五十三條所稱之第三人係指要保人、被保險人以

外之第三人？48抑或泛指被保險人以外之第三人？49試論述如下： 

一、保險法第五十三條所稱之第三人係指要保人、被保險人以外之

第三人，其主張理由如下： 

（一）從保險法有關要保人、被保險人規定觀之： 

按我國保險法規定，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皆須對於保險

標的有保險利益，故保險事故發生時，要保人與被保險人

皆受有損害，保險人怎可向亦是受害人之要保人代位求

償？ 

（二）從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來看： 

保險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保險人對於由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若要保人為第五

十三條所稱之第三人，則第二十九條不應排除保險人因要

保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賠償責任，故顯非要保人顯非

第三人，自不可向其追償。 

（三）.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權義來看： 

要保人與保險人同屬保險契約之當事人，故當事人之

一的保險人怎可向同屬當事人的要保人追償呢？且就保

                                                 
48桂裕 著，保險法，頁141 
49江朝國 著，前揭書，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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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法當事人之其他權義來看，如保險法第三十三條減免損

失費用之償還責任、第三十七條複保險通知義務、第五十

九條之危險通知義務，皆將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並列，保險

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未將要保人列出，顯係立法疏漏。 

（四）.從國外立法例： 

日本商法第 662條第 1項規定：「損害係因第三人之

行為而發生時，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就其負擔額給付時，以

該給付金額為限，取得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所享

有之利益。」此規定顯已將要保人排除在外。在英美的保

險法，並不區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且對第三人之範圍採

從嚴方式，保險人之代位利益，僅限於被保險人以外之第

三人，且必非與保險有關之第三人或受益人。且代位權根

據衡平原則，若給予代位權有不公平或不平衡時，應不給

予，甚而只要第三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保險人即

不得對其代位求償。  

二、保險法第五十三條所稱之第三人係指被保險人以外之第三人，

其主張理由如下： 

（一）從損害保險之目的來看： 

損害保險之目的，係在填補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失，以

達危險分散之效果，又按保險代位之立法理由乃在於禁止

得利與阻止免責，縱使為保險契約當事人之要保人，亦不

得違反此立法理由。故保險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未將

要保人列出，並非立法之疏漏，而係由於保險代位之立法

理由與目的所使然。 

（二）就外國立法例來看： 

就日本商法第 662條第 1項規定，於他人利益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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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中，多數學者主張，如保險事故係由於要保人所引

起，保險人仍得代位，亦即要保人亦可立於第三人地位。

50 

三、小結 

由於信用保險屬確實保證保險的範圍，故住宅抵押貸款保

證保險究屬信用保險或確實保證保險的區分並無實益，若將住

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歸類於信用保險，則被保險人與要保人為

同一人，所以無討論該問題的必要，若將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

險歸類於確實保證保險，則屬為他人利益之保險契約。本文認

為於他人利益之損害保險中，僅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而要保

人僅負義務（支付保費的義務），而無保險利益（因保險事故

的發生不會直接造成要保人的損害），故於住宅抵押貸款保證

保險中，保險事故係由要保人引起者，保險人於填補被保險人

之損失後得依保險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要

保人之權利，以衡平責任，避免造成要保人之不當得利。以我

國保險實務上之工程保證保險條款與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

條款為例，皆有向要保人追償規定。  

 

 

 

 

 

 

 

                                                 
50參閱 洪榮家 著，前揭論文，頁108，援引高窪喜八郎、朝川伸夫著，保險法—學說判例總攬，

頁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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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我國監理法規之建議 

 

由於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理賠的發生，深受整體經濟環境影響，

所以我們很難假設個別單位之風險是獨立的，該產業往往因經濟循環而

面臨大規模的違約，造成鉅額損失。因為這種風險特質，住宅抵押貸款

保證保險公司需有高度專業性、嚴格的資產品質標準與適當的法律規

範，以確保保險人於面臨經濟不景氣時的賠償能力。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起源地—美國，曾有過該產業幾近破產的

歷史，從慘痛的失敗中吸取經驗再加上政府介入扶助與監理，已使目前

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有健全的發展。我國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

險商品雖然發展得很早，但剛開始僅是為了協助政府所推動的「聯合二

村國宅興建計畫」，而由台灣產物保險公司推出「住宅抵押貸款償還保

證保險」方案，以嘉惠當年「聯合二村」的購屋者，並沒有全面性的推

動，直到民國86年太平產險的「1090專案」，與30多家的銀行簽約，

承保件數達4000 多件，保費收入逾1億元，此外還有數家保險公司也

推出類似商品，當時監理機關財政部保險司正視到該險種的風險，也察

覺保險公司刻意迴避保單審查程序，以民國54年的「住宅抵押貸款償

還保證保險」的批單形式出單，且無法符合保險司的要求提出其費率計

算的基礎，最後遭停售該張保單的處分。不久後發生亞洲金融風暴，監

理機關所擔心的問題一一浮現，連動性的信用風險導致大量的貸款違約

逾期未付，鉅額賠款使得尚未建立完整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市場基

礎也隨之崩潰51。此外，保單設計不良與保險公司未做好風險管理易使

                                                 
51參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九九四號:太平產險公司上訴中華商銀承辦人員在核貸康茂成等十七

人為世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樺公司）過程，有不實徵信，甚至串謀詐騙太平產險公司之

嫌。世樺公司欲達其融資目的所串通之人頭戶，與世樺公司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成立之買賣契約及

房地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均無效，並非房屋之真正所有權人，其與伊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應屬

詐欺行為。此等要保人就保險標的物並無保險利益，依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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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產生道德危險，在理賠發生後必然爭訟不已。52之後我國保險監理

機關並未針對該險種有何特殊的監理規範，直至美商AIG集團子公司美

商聯合保證保險公司（United Guaranty，UG）規劃來台設立分公司，

我國監理機關先於民國93年1月7日公佈台財保字第0920752326號53關

於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準備金提存方式。本節除了介紹國內現有的保

險監理規範對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影響，並參考國外監理規範的經

驗，提出下列幾點茲供參考： 

 

第一項 保險商品審查制度 

 

依我國「財產保險商品審查要點」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商業保

險商品採核備制，但同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的責任保險、保證保

險或信用保險之保險商品，主管機關得基於財務安全或經營技術考

量，改採核准方式審查。前已論及，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應歸屬

於保證保險，故保險公司欲推行相關保險商品時，其商品送審方式

原則上採核備制，例外採核准方式審查。以國內的住宅抵押貸款保

證保險商品而言，目前僅有美商聯合保證保險公司的「自用住宅抵

押貸款信用保證保險」保單，該商品的內容與保單條款即為美商美

                                                 
 
53 台財保字第0920752326號：茲根據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第十九條規定，訂定財產保險

業就其所經營之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類業務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金、特別準備金及賠款準備

金，其提存或處理方式如下： 

一、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應比照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 

二、 特別準備金：（一）應以該類業務自留滿期保費之百分之五十提存特別準備金。（二）每一

曆年提存之特別準備金應保留十年。惟該年度實際賠款超過自留滿期保費之三十五時，其超

過部分，得就已提存之特別準備金沖減之；其沖減金額並應報主管機關核准。 

三、 賠款準備金：（一）應依該類業務過去理賠（含已報未決及未報未決保險賠款）及費用之經

驗，就其自留業務計算並提存賠款準備金。（二）其計算方式含所擬納入為理賠損失之項目，

應由保險業精算人員依險種特性決定之，並應於保險商品計算說明書載明，且非經主管機關

核准不得變更。（三）賠款準備金應於次年度決算時收回，再按當年度實際決算資料提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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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環球產物保險公司於民國 91年送保險司核准通過的商品54，而美

商聯合保證保險公司「自用住宅抵押貸款信用保證保險承保比例附

加條款」55則於 94年 6月 21日核備。由此可知，我國的保險監理

機關似已考量到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風險性，即使是商業保險

的一種，仍視情況來作商品審查，必要時將採嚴格的事先核准制。 

參酌美國保險監理機關對於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保單審

查情形，各州有不同的規定，以紐約州與加州為例，紐約州保險主

管機關認定抵押保證保險（mortgage guaranty insurance）與信用保

險（credit property insurance）的費率、費率計畫、費率規則與費率

手冊應採事先核准制。56
而加州保險主管機關則對財務保證及信用

保險（Financial Guaranty and Credit Insurance）採核備制的商品審

查，由此可知，對主管機關而言，即使該保險商品已發展成熟，但

信用風險通常為系統性風險，其可能造成的巨災損失亦使主管機關

不得不慎。此外，若想修改費率，在美國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商

品的費率是由法令規定需提出統計數據支持才得以更改費率，新費

率必須要由州立主管機關同意才可以實行。 

 

 

第二項 對法定資本與經營業務內容的要求 

 

根據我國保險法第 138條的規定57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禁止同

                                                 
54 台財保第0910706567號函核准美國環球自用住宅抵押貸款信用保險 
55 金管保二字第09402063830號 
56 黃靜怡，保險商品審查制度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九

十三年六月，頁133 
57保險法第138條：「財產保險業經營財產保險，人身保險業經營人身保險，同一保險業不得兼

營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財產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傷害保險者，

不在此限。責任保險及傷害保險，得視保險事業發展情況，經主管機關核准，得獨立經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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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業兼營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除此之外，並無要求保險公司

僅能經營某單一險種。至於法定資本方面，若申請設立新保險公司

或保險公司的子公司，則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二十億元58，若

是外國保險業來台設立分公司，則每一分公司最低營業所用資金不

得低於五千萬元。59由此可知，國內的監理法規僅有共通的規定，

並無強制保險公司僅能經營單一險種或對特定險種有最低法定資

本的規範。 

雖然美國的州立保險監理機構要求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人

僅能經營單一險種且需一定的法定資本，通常最低監理創始資本需

有美金 500萬。因實際情況所需，近十年美國住宅抵押貸款保險公

司除了創始資本外，並有增加資本 1800萬至 2300萬的義務。此外，

次級市場的監理機構亦對 Fannie Mae與 Freddie Mac所購買保險公

司承保的貸款設定最低要求。但並不是每個國家的保險監理機關都

會要求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人僅能經營單一險種，例如：英國對

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即無特殊的監理。故以我國的情況，無論就

風險管理的角度或實務運作上，實無必要強制保險公司從事住宅抵

押貸款保證保險業務。若就風險管理的角度，即使保險公司從事多

險種的經營方式，必分別計算損失率與綜合率，按險種提存準備

金，重點是保險人對各險種核保、理賠程序的風險控管，才是風險

管理的重點。且就國內實務運作而言，保險公司若經營單一險種，

將提高每單位的行政成本，不符合成本效益，較為可行的是，外國

保險業來台設立分公司，其設立的資金門檻低，且有國外經營穩健

                                                                                                                                            
險業不得兼營本法規定以外之業務。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其他與保險有關業

務者，不在此限。保險合作社不得經營非社員之業務。」 
58保險公司設立標準第二條:「申請設立保險公司，其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二十億元。發起人

及股東之出資以現金為限。」 
59 外國保險業許可標準及管理辦法第8條：「外國保險業應依其營業計畫書撥每一分公司最低營

業所用之資金，其金額不得低於新台幣伍仟萬元，並按其營業所用之資金百分之十五，繳存保

證金於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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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公司各項技術支援，較為適宜從事專業險種的經營。 

 

第三項 資本適足性的要求 

 

我國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商品屬產險的一環，無論保險公

司是否僅經營單一險種，皆需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60及保

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二條至第四條規定61，訂定計算自有資

本及風險資本之範圍、計算公式，算出風險資本額是否在標準之內。 

而美國保險監理機關則以下列風險對資本的比率衡量住宅抵

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是否有充足的資本準備，在美國法令規定住宅

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的風險對資本比率不得超過 25：1，即表示

保險公司每承保 100元風險，需有 4元以上的資本準備，而信評公

司對房貸保險公司的要求更嚴格，需為 20：1。 

 

 

Risk to capital ratio=                                            

 

第四項 提存各項準備金 

 

                                                 
60保險法第143-4條：「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百；必要時，主

管機關得參照國際標準調整比率。前項所稱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範圍及計算方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未達第一項規定之比率者，不得分配盈餘，主管機

關應視情節輕重，依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處分之。前三項規定，自本

法修正公布後二年施行。」 
 
61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四條：「保險業之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應符合本法第一百四十

三條之四第一項之適足比率。保險業應於每年結 (決) 算後四個月內，檢具經會計師簽證之相

關資料，向主管機關提報資本適足之報告。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令保險業隨時提報其資本適

足之報告。」 

Paid in Capital + Surplus+ contingency reserve 

Risk Exp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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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保險公司提存準備金是根據「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

法」的規定，主要有三項準備金： 

一、未滿期保費準備金：根據本辦法第5條規定：「財產保險業對

於保險期間尚未屆滿之有效契約或尚未終止之承保風險，應依

據各險未到期之自留危險計算未滿期保費，並按險別提存未滿

期保費準備金。前項準備金之提存方式，得由保險業精算人員

依各險特性決定之，並應於保險商品計算說明書載明，且非經

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 

二、特別準備金：根據本辦法第6條規定:「財產保險業對於自留

業務提存之特別準備金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 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指為因應未來發生重大事故所需支

應之巨額賠款而提存之準備金。 

二  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指為因應各該險別損失率或賠款

異常變動而提存之準備金。 

三  其他因特殊需要而加提之特別準備金。但加提與沖減方

式及累積限額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重大事故，指符合政府發布之重大

災情，其單一事故發生時，個別公司累計各險別自留賠款

合計達新台幣三千萬元，且全體財產保險業各險別合計應

賠款總金額達新台幣二十億元以上者。 

          財產保險業於本辦法施行前所累積提存之特別準備

金，應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歸列為第一項各款之特別準備

金。」 

三、賠款準備金：根據本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財產保險業應

依下列規定提存賠款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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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之自留業務，除已

報未決保險賠款應逐案依實際相關資料估算，按險別提

存賠款準備金外，其未報未決保險賠款，應按險別，就

其滿期保險費，依下列規定比率提存賠款準備金： 

                     (一) 火災保險、船體保險、漁船保險、汽車損失保險及

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百分之一。 

                     (二) 貨物運送保險 (包括海上及陸空保險) ：百分之

四。 

 (三) 航空保險、工程保險、其他責任保險及其他財產保

險 (包括保證保險) ：百分之二。 

 

但因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於保險監理機關的認定為特殊險

種，故根據本辦法的第十九條規定，發佈台財保字第 0920752326

號行政命令，針對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特別準備金提存比率及

方式加以規定。由該行政命令內容可看出與美國對住宅抵押貸款保

證保險的監理法令有相似之處，因該險種的保險期間較一般產險期

間長，而且保費在期初即決定，展延權在貸款金融機構，保險公司

在風險逐漸升高時不能調高保費或終止保險契約，這種特性也類似

壽險業，因此在美國各州大都另訂定一套法令以管理住宅抵押貸款

保證保險公司。 

 

第五項 投資限制 

  

 美國各州監理規範對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資金投資的

限制差異頗大62，多為設定各投資項目的上限。因公司核心業務即

                                                 
62 Supra note 16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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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動產景氣有高度相關，為風險分散考量，應較一般財產保險公

司，投資較為保守也更具流動性，故規定其投資於美國公債與儲存

在儲貸機構的資產比例較高，再者，法令亦禁止住宅抵押貸款保證

保險公司投資在抵押貸款投資。63 

根據我國保險法第 146條第 1項64的規定保險業資金的運

用，除存款或法律另有規定外，以本條款規定的項目為限，其中第

二款的投資項目即為不動產，而第 146-2條則規定投資不動產的資

金上限。65因我國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業務尚未發展，監理機

關亦無限制保險公司僅得承做單一險種業務，故尚無對其關於資金

投資的特別規定，但建議未來監理機關可參考保險法第 146條第 4

項66的作法，特別對投資型保險而設的限制，而考慮針對住宅抵押

貸款保證保險業務的特殊性與風險性做適當規範。 

 

第六項 對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的監理 

 

美國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必須依據州政府規定在獲

得執照後才可在該州經營保險事業，而保單型式、保費費率、每年

                                                 
63 美國威斯康新州的保險法對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的投資有所限制，即不得投資在經由抵

押貸款擔保或不動產抵押的票卷或其他負有債務性質的投資。但此部分投資限制不適用經住宅

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公司保證有良好信用的不動產證券化的負債或不動產銷售合約。轉引自吳奕

賢，前揭論文，頁99 
64 保險法146條第1項:「保險業資金之運用，除存款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  有價證券。二  不動產。三  放款。四  辦理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專案運用及公共投資。五  

國外投資。六  投資保險相關事業。七  經主管機關核准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八  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資金運用。」 
65保險法146-2條:「保險業對不動產之投資，以所投資不動產即時利用並有收益者為限；其投 

資總額，除自用不動產外，不得超過其資金百分之三十。但購買自用不動產總額不得超過其業

主權益之總額。保險業不動產之取得及處分，應經合法之不動產鑑價機構評價。」 
66保險法146條第4項:「保險業經營投資型保險之業務應專設帳簿，記載其投資資產之價值；其

投資由主管機關另訂管理辦法，不受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第一百四

十六條之四及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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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特別賠款準備金、資本變動狀況、資本適足性、再保險

要求、投資狀況、風險承擔報告書、對股利發放要求、與投保人銀

行的往來限制等都必須符合州政府規定並定期向州政府報告。除此

之外，和其他保險公司一樣必須依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以下簡稱 NAIC）規定製作

報表並附上其他評等機構的報表、提供財務資料以測試保險公司是

否有健全財務狀況。此項系統即為保險監理資訊制度（IRIS），藉

由數十項整體性測試、獲利能力測試、流動能力測試、準備金測試

等四方面，及早發現需要接受檢查公司，以確保投保人權益。再者，

美國各州的保險監理機構對 PMI公司有強制檢查權，以查明公司

是否有遵守州法律，有些州規定每五年必須行使一次檢查權67，有

些州規定保險公司必須付檢查費。州政府機關也會將保險公司是否

遵從法律當作是否核發執照、是否允許保險公司與貸款金融機構簽

訂主約與費率訂定的考量因素，若保險公司違反法律，執照可能被

撤銷。在某些州，若保險人的業務面臨清償能力不足或嚴重財務上

受損時，州政府可能會接管保險人的資產與負債或使保險人恢復原

狀（rehabilitate）。 

而我國保險法 148-1條68規定保險業需提報財務業務報告的時

間與內容，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財務業務報告的編制準則。而保險

法第 148條亦規定主管監理機關對保險業的業務檢查權與檢查費

的負擔。69由此可知，無論未來住宅抵押貸款保險業務在國內發展

                                                 
67 例如：Pa. Stat. Ann .tit . 40.323.3(b);Wis.Admin.Code 50.50(1) 
68保險法148-1條:「保險業每屆營業年度終了，應將其營業狀況連同資金運用情形，作成報告書，

併同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

議案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提經股東會或社員代表大會承認

後，十五日內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保險業除依前項規定提報財務業務報告外，主管機關並得視

需要，令保險業於規定期限內，依規定之格式及內容，將業務及財務狀況彙報主管機關或其指

定之機構。前二項財務業務報告之編製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69保險法148條:「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保險業之業務及財務狀況，或令保險業於限期內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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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如何，保險法已賦予主管監理機關公權力，必可適時地導正

住宅抵押保證保險業務的發展。 

 

 第七項 佣金的禁止 

 

美國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商品是發展成熟、業務量大的險

種，而保險契約的另一方當事人亦是經濟勢力龐大的金融機構，故

當該險種業務質與量均佳時，貸款金融機構便有意介入住宅抵押貸

款保證保險商品的經營，以分享該業務的利潤。此舉將造成兩項不

良的影響，一是若保險人以給予貸款金融機構佣金的方式爭取業

務，則佣金的支出造成費用增加，勢必反映於保險費率上，而增加

借款人的負擔。二是若貸款金融機構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或再保公

司，分入保險公司的業務，保險公司藉此爭取初級保險業務，故此

再保協定不但未達成風險分散目標，反而變相的給予貸款金融機構

佣金。故美國聯邦法案” Real Estate Settlement Act”(RESPA)之立法

意旨即在於減少房屋所有人於抵押房屋時的交易成本。住宅抵押貸

款保證保險屬於整體抵押貸款程序（settlement service）的一環70，

RESPA禁止 PMI公司給予貸款金融機構介紹費或佣金，以減少借

款人不必要的成本。 

                                                                                                                                            
告營業狀況。前項檢查，主管機關得委託適當機構或專業經驗人員擔任；其費用，由受檢查之

保險業負擔。前二項檢查人員執行職務時，得為下列行為，保險業負責人及相關人員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一  令保險業提供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所定各項書表，並提出證明文件、

單據、表冊及有關資料。二  詢問保險業相關業務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三  評估保險業資產

及負債。第一項及第二項檢查人員執行職務時，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於取得主管機關

許可後，得為下列行為：一  要求受檢查保險業之關係企業提供財務報告，或檢查其有關之帳

冊、 文件，或向其有關之職員詢問。二  向其他金融機構查核該保險業與其關係企業及涉嫌

為其利用名義交易者之交易資料。前項所稱關係企業之範圍，適用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

至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及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規定。 
70 settlement service包含檢查、所有權保險、財產調查、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貸款與抵
押權交易的律師、代理人、經紀人的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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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內的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雖尚在發展階段，仍未產生上

述問題，不過亦值得深思。未來在推動住宅抵押保證保險業務時，

除需善用其優勢外，亦需對其可能產生的弊端與風險加以防範，以

真正的發揮住宅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