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五 章   檢討國內外保險契約仲裁條款 

 

第一節 前言 

過去數十年中，美國開始擴大使用仲裁條款來解決保險理賠爭議1，同時，

美國上訴法院也作出許多有利仲裁的解釋及判決2。。仲裁條款的內容應合理，

而內容的合理與否，應依循「合理性原則（principles of reasonableness）」及排斥

「法庭地不宜原則3」（forum non convenience）而為認定。 

英國甚至有仲裁人組織成一個協會（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Personal Insurance Arbitration Service）4，來服務於個人保險仲裁的情況，對於被

保險人是私人身分購買英國保單（不論產險或壽險保單），而與保險公司發生爭

議需要提付仲裁時處理爭議，該中心處理的爭議如：有關保單條款的解釋、界定

保單用語範圍、評斷重要事實有無揭露、有關被保險人權利撤銷或修正或保險公

司認為適合提付仲裁的其他爭議等等。該中心只委派一名仲裁人來解決保險糾

紛，所有仲裁的費用由保險公司負擔5。由此可見，英國保險市場廣泛利用仲裁

制度之情況，除了保險業及消費者對於仲裁具有高度的信賴外，更難得的是具有

保險專業知識的人才自動地組成一個協會來協助、推動保險爭議仲裁的進行。 

我國保險單上的仲裁條款多規定：「本公司與被保險人發生爭議時，被保險

人得提付仲裁」，係賦予被保險人選擇仲裁或起訴之權利，被保險人選擇提付仲

                                                 
1 在一九八四年，將近四萬件保險爭議案件交付美國仲裁協會仲裁。See Steven A. Meyerowitz, 
The Arbitration Alternative, 71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78-80 at P.79 (1985)。 
2 Robert E. Keeton and Alan I. Widiss, Insurance Law A Guid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Legal 
Doctrines, and Commercial Practices, Practitioner’s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88，P.1060。 
3 前司法行政部六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台函民字第○五五九九號函稱：「如果請求損害賠償之數
額，為數不多，若依約定需遠赴外國仲裁，花費過鉅，或有其他顯然之困難，或雙方當事人均不

明瞭外國仲裁規定及語言，而竟約定應在該國仲裁者，亦應認為違反公序良俗。」為此一原則的

闡釋。楊仁壽著，海上貨損索賠，三民書局，民國 81年 2月印刷，P.290。又稱為不便利法庭，
係指某類訴訟案件，依規定雖可由某法院管轄，但法院為當事人及證人之便利及維持公平正義，

如認為應由他法院管轄時，得拒絕受理該類訴訟事件。就當事人而言，即可以該法院為不便利法

庭，而提出抗辯，主張不應由其受理審判。張特生，載貨證券簽發行為之性質及其所載仲裁條款

之效力，法令月刊第四十四卷第七期，P.5。 
4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Personal Insurance Arbitration Service Rules 請參考附錄六。 
5 R. M. Walmsley, Fire Insurance Law & Claims, The Chartered Insurance Institute 1997，P.382-388。 



裁時，自係認為保險單上之仲裁條款係當事人合意之仲裁協議，而認為有效拘束

雙方當事人。以下將一一揭露我國保險契約之仲裁條款實際內容、國外相關險種

的仲裁條款，並佐以案例輔助比較分析。 

 

第二節 財產保險 

財產保險的爭議，通常是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對於某一損失是否在承保範圍內

而有不同的意見、保險公司究竟需要理賠多少、哪一個人才有權利請求保險理賠

等等。大多數的爭議，皆透過雙方非正式的對話來友好的和解，少數案件才會訴

諸法院，更少數的案件才是透過所謂的爭議替代方案來處理，而這些替代方案中

尤以仲裁最為流行。 

 

第一項 火災保險 

第一款 我國火災保險仲裁條款 

第一目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財政部(90) 

台財保第 0900710196 號函訂定）第十五條 仲裁：「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

償請求權之人對於理賠存有爭議時，得以仲裁方式解決。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

及相關法令辦理。」 

「對於理賠有爭議」，泛指因理賠程序理賠結果令雙方不滿意皆可提付仲

裁，即包括「損失金額多寡」、「理賠責任與否」等等。且本條亦明示被保險人或

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皆可提起仲裁，清楚明文於條款中，否則依照利益第

三人契約亦受仲裁協議拘束之推論，則其他具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人仍須遵守仲裁

條款。 

 

第二目 商業火災保險 



商業火災保險基本條款（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財政部台財保第

852363614號函訂定）第三十七條 仲裁：「對於本保險契約賠償金額有爭議時得

經要保人、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

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本條提付仲裁的範圍，僅限於「契約賠償金額有爭議」時。條文似乎讓人覺

得要保人、被保險人或保險人皆可依本條提付仲裁，雖說要保人及保險人才是保

險契約當事人，但被保險人乃保險賠償請求權人，依照利益第三人契約亦受仲裁

協議拘束之推論，則被保險人當然也可依本條提起仲裁。然而，本條另外明訂若

要保險人被保險人或保險人以外之第三人欲依本條提起仲裁時，須經此三人之同

意才可進行，似乎大大擴張了本文於上章討論仲裁協議拘束的對象。本文認為商

業火災基本條款之擬定人，可能考量了商業火災一旦發生往往涉及許多關係人，

不似住宅火災保險單純，為免保險契約當事人利用仲裁制度卻無法將相關糾紛一

次解決，對於其他債權請求人或債務負擔人還需另以訴訟請求，故以此條款賦予

契約當事人可另作同意之權，將相關人士一同列為仲裁原告或仲裁被告。 

 

第三目 商業火災綜合保險 

本保險契約共分七章四十三條，仲裁條款規定於第六章理賠事項，整個架構

係比照商業火災保險方式編列，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第三條承保之危險事故，及

參考英國保險協會（ABI）條款所約定第四、五、六、七、八、九、十條不保之

危險事故及原因，將保險標的物因突發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排除契約所載上揭

不保事故後，蓋納入保單承保範圍，其餘大都沿用商業火災保險契約所載基本條

款的內容。 

商業火災綜合保險單條款（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四日修改）第四十一條 

仲裁：「對於本保險契約賠償金額有爭議時得經要保人、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

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本條內容

完全相同於商業火災保險，故條款之評析亦如同上。 



 

第二款 英國火災保險仲裁條款 

第一目 英國標準火災保險 

原先英國的標準仲裁條款為6：「All differences arising out of this Policy shall 

be referred to the decision of an Arbitrator to be appointed in writing by the parties in 

difference or if they cannot agree upon a single Arbitrator to the decision of two 

Arbitrators, one to be appointed in writing by each of the parties within one calendar 

month after having been required in writing to so do by either of the parties or, in case 

the Arbitrators do not agree, of an umpire appointed in writing by the Arbitrators 

before entering upon the reference.  The umpire shall sit with the Arbitrators and 

preside at their meetings, and the making of an Award shall be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any right of action against the Company.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one year after 

any destruction or damage,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 liable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therefore unless such claim shall in the meantime have been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此時的仲裁條款包含的仲裁範圍是「所有契約所生之爭議」，也就是說包括

責任認定問題及金額多寡的問題。此後，有鑑於保險人濫用仲裁條款，枉顧被保

險人利益，於一九五七年英國保險人協會與勞依茲核保協會共組一個法律委員

會，針對該一仲裁條款，修正成只交付金額多寡的爭議於仲裁，至於責任認定的

問題原則上仍由法院管理，但雙方若另為同意交付仲裁，有關理賠責任認定之爭

議亦可交付仲裁。因此修正後的 Standard Fire Policy (Material Damage) Claims 

Condition 7仲裁條款如下：「If any difference arises as to the amount to be paid 

under this policy (liability being otherwise admitted) such difference shall be 

referred to an arbitrator to be appointed by the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utory 

provisions.  Where any difference is by this condition to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the 

                                                 
6 R M Walmsley, Claims and Standard Fire Policies, Special Extensions and Special Perils,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oss Adjusters 1993，P.78-79。 



making of an award shall be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any right of action against the 

Insurer.」 

任何關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賠款金額之爭議皆適用此條件，當事人須根

據當時有效之仲裁法規定來指派仲裁人，沒有任何程序可優先於仲裁，而法院也

不會干擾仲裁判斷，除非仲裁判斷本身違法，法院才有介入的必要。通常保險公

司不願意訴訟，主要是因為訴訟程序必須公開公司名，仲裁也許不那麼正式，但

卻可以迅速、私密地解決爭議，而且通常也較經濟。仲裁程序往往因適用不同的

仲裁法而有不同的規定，基本上，任何一方在某些情況下，仍可以上訴至法院請

求撤銷仲裁判斷7。需要注意的是，英國勞依茲的火險標準保單並未載入仲裁條

款。 

 

第二目 英國火災導致營業中斷險 

Fire Insurance Policy (Business Interruption)8第五條 仲裁：「If any difference 

arises as to the amount to be paid under this policy (liability being otherwise 

admitted) such difference shall be referred to an arbitrator to be appointed by the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utory provisions.  Where any difference is by this 

condition to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the making of an award shall be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any right of action against the Insurer.」內容完全同於英國保險人協會

之標準火險保單的仲裁條款。  

 

第三目 英國火險共保市場 

在英國保險實務中，除了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有關賠償金額大小的爭議有

交付仲裁的情況外，根據財產保險委員會共保規則（Property Committee Rules on 

                                                 
7 Edwin H Gamlen and Harold Francis, Fire Insur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7ed Buckley Press Ltd 
London 1991，P.69。 
8 同前註，Appendices 5, P.244。 



Contribution）第二條9仲裁：「Every difference which shall arise between insurers as 

to the apportionment of any loss under the above shall be referred to the Disputes 

Committee-see Section 6.」即任何起因於保險人間對損失分派有爭議時，皆須交

付爭議委員會仲裁。 

 

第三款 案例分析10 

福益紡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益紡織）在八十八年七月間，委託

信誼保險經紀人公司向中國產物、中央產物、新光產物、統一產物、中國航聯產

物公司五家產險公司投保火險附加爆炸險、地震險、航空器墜落、機動車輛碰撞

險、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惡意破壞行為險、營業中斷險、煙燻險及水漬險等，

總投保金額新台幣二十二億五千多萬元，保險期間為八十八年八月十日到八十九

年八月十日。 

八十八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後，福益位於新竹縣楊梅鎮的三棟紡紗廠嚴重受

損，福益紡織根據保險契約及十八個公正單位所提出的廠房毀損程度鑑定報告，

向五家保險公司請求理賠 19億 1511萬 9040元，然而，保險公司卻只願意賠償

2.38億元，由於其中金額差距過大，因此由福益與中國產物保險公司共同委任英

商湯馬遜保險公證人公司（CRAWFLOW）公證保險事故及損害，福益和公證人

公司同意請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進行第一次鑑定，鑑定結果出爐，結論裡有「在

無立即性危險下建議保留原混凝土拱形樓板，於樓板上方另加建山形輕鋼架屋

頂」，意思是只要加以修復，廠房仍然可以使用。但福益公司認為結構技師漏掉

部分廠房未鑑定，要求重新鑑定。結構技師公會再鑑定之後，寫出來的報告，包

括「建議拆除重做」、「無法以經濟有效修復方式恢復原狀」等字眼，和第一次的

看法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湯馬遜委託機械技師公會所做的鑑定報告，結論是

                                                 
9 R. M. Walmsley, Fire Insurance Law & Claims, The Chartered Insurance Institute 1997，P.360。 
10 http://magazine.pchome.com.tw/businessweekly/724/businessweekly_13-1.html 及
http://tw.finance.yahoo.com/n/j/1436/h00.html。網站最終瀏覽日: 2003/6/15。 



「可修復，但品質無法保證」，保險公司因此認定，有關機器的賠償金額只有五

千八百五十九萬元，不附帶營業中斷損失的賠償。保險契約中賠償條款裡有一條

規定：「扣除折舊後的現金價值，如果低於重置成本的三○﹪，以重置成本的三

○﹪做為賠償金額。」保險公司同意不以折舊率來計算福益的廠房價值，而是用

重置成本的三○﹪計算。湯馬遜公證人公司在地震發生後，對於廠房價值重新評

估，認定福益廠房相當老舊，應投保的金額比福益實際投保的金額高出許多，湯

馬遜公司代表劉火練認定，福益有「低保」的嫌疑，依照保險法規定，被保者有

低保的情形發生，只能請求部分賠償。 

由於對於損失金額認知差距太大，且福益紡織一直質疑湯瑪遜公證報告之公

正性，雙方經過長達二年的協調期，依然無法達成共識，產險公司願意就承諾的

2.38億元先行理賠，待仲裁確定再行認列差額。於是，福益紡織於九十年九月二

十日向中華民國仲裁協理提出仲裁聲請，依法請求全額賠償及法定利息，經過一

年多的時間，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仲裁判斷結果為產險公司應支付高達

11.5億元的理賠金。  

  

第二項 海上保險 

自古希臘、羅馬時代以至十三世紀從事遠洋航海者為克服海上危險所引起諸

般困境，開始採用種種方法謀求對策，如共同海損、船舶共有、海上借貸（marine 

loan）11等制度漸被採用，可謂此困境下產生的對策。海上借貸為海上保險的濫

觴，海上保險由簡單、漸次推移而完備，實由於著床海上借貸後，由從屬之契約

發展成一獨立的契約，但細究海上借貸的制度之本質，實係一信用行為的金錢借

貸而已，尚不具備保險的性質。海上借貸後又演變成冒險借貸（bottomry），若

航海失敗，海上借貸無須支付利息，但冒險借貸則須支付，與保險較為相似，惟

                                                 
11 海上借貸，係由於資本家貸予海上企業者資本，於輪船發展之際，貸予將於目的港買入物品
之資金，其後還包括修繕費、航海費用等續航所必須的資金，之後，更利用借貸而來的資金從事

海上商業之特定投機行為。楊仁壽著，海上保險法論，三民書局，民國 89年 8月第二版，P.4。 



冒險借貸的本金仍需預為支付，與保險之保險金須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始有給付

義務仍有不同。隨著時代的演變，保險借貸或準保險（quasi- insurance）制度逐

漸應運而生，即資本家於輪船出航時，無需將本金預支，但可預收利息，輪船安

全回航時，資本家無須支付本金，所收利息亦無需返還，於航行失敗時，資本家

需將約定的本金支付於海上企業者，此種制度與現代保險已甚接近。 

海上保險契約與其他保險契約相同，原則上以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海上保

險契約的解釋，可分為普通保險約款（general insurance clause）之解釋與特約解

釋二者。一般而言，普通保險約款適用一般契約解釋之原則，普通保險約款具有

一般性，意義的解釋也較明確，反之，特約乃各當事人為因應特殊情事而為約定，

解釋上較困難，海上保險特約比一般保險來的多，有關特約的解釋不免多歧，易

引起爭議12。海上保險往往涉及不同管轄權，因此通常使用國際仲裁規則來處理

爭議13。我國海商法與海牙規則相同，對仲裁條款的效力均未設規定，其效力為

何不無疑義。一般而言，仲裁條款茍不牴觸海商法第一百零五條及仲裁法的相關

規定，即應認為有效。 

根據 Robert H. Brown“Dictionary of Marine Insurance Terms and Clauses”一

書中對於仲裁之定義14：「召開仲裁庭是為了讓海上爭議無須求助於一般法院。爭

議的雙方通常會各選擇一位代表作為仲裁人，再由兩位代表共同選出第三仲裁

人。仲裁條款常出現於合約再保險、傭船契約及相似的協議裡。也通常運用來處

理救助費用之爭議。……。」以下即為海上爭議提付仲裁的類型： 

 

第一款 姊妹船之間 

海上船舶保險常使用英式協會船舶保險時間條款或協會船舶保險航程條

                                                 
12 楊仁壽著，海上保險法論，三民書局，民國 89年 8月第二版，P.4-5。 
13 UNCITRAL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Rules and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s one choice.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s ICC/CMI International 
Maritime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offers another alternative. 
14 Robert H. Brown, Dictionary of Marine Insurance Terms and Clauses, Witherby & Co. LTD 1989，
A20。 



款，但其中之仲裁協議只限於解決姊妹船間之船舶碰撞與海上救助產生之問題。

以下以船舶保險時間條款為例：London Hull Insurance 1/10/83 (For Use Only With 

the New Marine Policy Form) Institute Time Clauses Hulls 15  Article 9 

SISTERSHIP：「Should the Vessel hereby insured come into collision with or receive 

salvage services from another vessel belonging wholly or in part to the same Owners 

or under the same management, the Assured shall have the same rights under this 

insurance as they would have were the other vessel entirely the property of Owners 

not interested in the Vessel hereby insured; but in such cases the liability for the 

collision or the amount payable for the services rendered shall be referred to a sole 

arbitrator to be agreed upon between the Underwriters and the Assured.」凡屬被保險

船舶與他船相撞，或接受他船施救，而該他船舶為部分或全部屬同一個船東或同

一管理人時，被保險人仍可請求保險賠償，如同屬於不同船東或不同管理人之船

舶一樣；但碰撞責任或施救費用之確定，應由保險人及被保險人同意的一位仲裁

人仲裁之。」16 

該條規定提付仲裁的範圍是「碰撞責任或施救費用之確定」，其他的爭議仍

需回歸船舶保險契約之規定，本條並明文提付之仲裁人數為「一人」，即獨立仲

裁人制，可見該一名仲裁人之專業知識及實務經驗一定相當豐富，才能為保險人

及被保險人所共同信賴。 

 

第二款 海上救助 

勞依茲救助契約標準格式 Lloyd’s Standard Form of Salvage Agreement 簡稱

Lloyd’s Open Form 或 L.O.F.（No Cure-No Pay）。Lloyd’s Standard Form of Salvage 

                                                 
15 This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William F. Young and Eric M. Holme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Law of Insurance, 2ed Mineola,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 
1985，Appendix 4，P.600。 
16 參考 http://www.nlia.org.tw/03/new_page_18.htm# 九、姊妹船舶翻譯。網站最終瀏覽
日: 2003/4/28。 



Agreement, 1995 17 , C1.1(c)：「The Contractor’s remuneration shall be fixed by 

Arbitration in London in manner hereinafter prescribed and any other difference 

arising out of this Agreement or the operations thereunder sha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in the same way.」此施救合約約定運作海上救助或執行海上救助之報

酬有爭議時，當事人同意交由 Council of Lloyd’s指定的單一仲裁人於倫敦以仲裁

解決，此項契約已有百年歷史。  

勞依茲仲裁具有申訴與重審程序（appeal），深受國際信賴，堪稱國際社會

海事仲裁的典範，但我國國內航業與漁業界使用 L.O.F.必須遠赴倫敦進行仲裁，

恐耗費過大，因此我國亦可與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及輪船

公會聯合發展制定屬於我國海域的救助契約標準格式，約定在台北市仲裁，以提

升我國保險與海事界的國際地位。 

 

第三款 船舶保險 

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海上船舶保險模範條款（UNCTAD Model Clauses）

18Article 5.5：「In the event of a collision of the insured vessel with another vessel 

wholly or partially owned by the assured, the insurer shall be liable under this clause 

as if the other vessel were owned by a third party.  In such cases, the determination 

of liabilities and the assessment of damages shall be made by a sole arbitrator agreed 

by the insurer and the assured.」當被保船舶與被保險人全部或部分擁有之船隻相

撞，被保險人仍可請求保險賠償，即使是與第三人擁有之船舶相撞，保險人也應

負責，此時有關責任分擔及損失金額的大小皆須提付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合意指

定的單一仲裁人決定。  

Article 6.4：「Where the insured vessel receives salvage services from another 

vessel wholly or partially owned by the assured, or under the same management, the 

                                                 
17 黃正宗，海事仲裁研究，商務仲裁第四十七期，1997年 9月，P.55-56。 
18 同前註，P.58。 



insurer shall be liable under this clause as if the other vessel were owned by a third 

party.  In such cases, the amount payable for the services rendered shall be 

determined by a sole arbitrator agreed by the insurer and the assured.」當被保船舶接

受被保險人全部或部分擁有之船隻救助，被保險人仍可請求保險賠償，即使是與

第三人擁有之船舶相撞，保險人也應負責，此時有關責任分擔及損失金額的大小

皆須提付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合意指定的單一仲裁人決定。 

雖然我國海上貨物保險及海上船舶保險並無普遍的標準仲裁條款，但海上保

險之爭議於事件發生後約定仲裁者，仍屬常見。 

 

第四款 海上保險詐欺（Marine Insurance Fraud）19 

Mustill and Boyd在The Law and Practic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England

指出：「An issue of fraud is capable of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an agreement to 

arbitrate.」顯示在國際商務仲裁實務中，凡涉及詐欺的案件大多利用仲裁來解決

20。再者，倫敦律師也指出跨國的詐欺案件若透過警方來調查，將會所費不眥且

相當複雜，尤其是在海上保險詐欺的案例中，因為受害的一方往往在世界的另一

端。保險市場的資訊顯示，當保險詐欺涉及數個保險人時，雙方都會傾向利用仲

裁來解決爭議，最主要原因在於詐欺的案件涉及公司名譽，一旦在仲裁程序中，

證據顯示某公司有詐欺之嫌時，其保護名譽的私密性解決方式便顯得非常重要。

中國大陸曾有一案例，法院因為國外經濟因素，允許當事人將契約詐欺的情況，

按契約約定提付仲裁21。 

一九八二年 UNCTAD Report指出，全世界許多被保險人明顯缺乏對於海上

保險單的了解，若不同國家的保險人、經紀人及被保險人發生詐欺爭議22時，當

                                                 
19 多透過仲裁，其次是調解，比例約占 90%。 
20 參考Michael Ford MPhill, Marine Insurance Frau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erby & Co. LTD 
London 1993，P.199-208。 
21  China National Technical Corp. v Industrial Resources Company Inc. (Shanghai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 May 11, 1988. (Vol.11, 7 CLP, August 22, 1988) 
22 被保險人涉及詐欺通常是在要保時故意隱匿、過失遺漏或說明不實，保險人一旦發現詐欺情



事人可能都會同意妥協，而仲裁成為一項明智的選擇。在海上保險詐欺仲裁中，

通常需要保險人先作關於詐欺相關求償的調查，如果案情更複雜時，則需要具有

豐富經驗的律師仲裁人（lawyer-arbitrator）才行。 

 

第五款 防護與補償保險仲裁 

P. & I.協會早年利用仲裁條款，來強迫會員須在向法院起訴協會前，先行交

付仲裁。一個有名的案例 Scott v. Avery23，為相互海上船舶協會利用仲裁作為處

理爭議的方式，遭到他方質疑並針對該條款提起訴訟，此案上院（The House of 

Lords）最後的解釋認為，契約雙方都不能利用契約來排除法院的管轄權，但卻

可以締結將爭議交由第三人來處理的契約內容，換句話說，法院的管轄權不會被

取而代之，只是延至交付仲裁人作出仲裁判斷後才會發揮（法院的權力暫時停

止）。因此條款內容可將有關責任的爭議以及金額的爭議都交付仲裁。 

防護與補償保險（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Insurance），約定以仲裁解決爭議

已是國際社會間標準的常態條款，國際社會大部分的船舶均加入英國人管理的

P. & I.協會，故通常均約定於倫敦仲裁。P. & I.協會係利用仲裁條款來處理協會

與其他人之間的爭議，提付仲裁是會員向法院行使權利的先行條件24。P. & I.仲

裁條款收錄於規則（Rule）中，以下為其內容25：44(1) “If any difference or dispute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and any other person touching any loss, claim or demand 

                                                                                                                                            
事，不僅無須退還保費，還得控訴被保險人侵權而請求損害賠償。John Birds, Modern Insurance 

Law, 3ed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3，P.90。 
23 The Lord Chancellor in Scott v. Avery said: If I covenant with A to do particular acts, and it is also 
covenant between us that any question that may arise as to the breach of the covenant sha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that latter condition does not prevent the covenantor from bringing an action.  A right of 
action has accrued, and it would be against the policy of the law to give effect to an agreement that 
such a right should not be enforced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ordinary tribunals.  But if I covenant 
with A.B. that if I do, or omit to do a certain act, then I will pay to him such a sum as J.S. shall award 
as the amount of damage sustained by him, then until J.S. has made his award and I have omitted to 
pay the sum award, my covenant has not been broken, and no right of action has arisen. (1856) 5 H.L.C. 
810.  Steven J. Hazelwood, P&I Clubs Law and Practice, Lloyd’s of London Press LTD. 1989，
P.292。Enid A. Marshall, Gill: The Law of Arbitration, 3ed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83，P22。 
24 Steven J. Hazelwood, P&I Clubs Law and Practice, Lloyd’s of London Press LTD. 1989，P.292。 
25 黃正宗，保險爭議仲裁可行性之研究─86.5.23「保險仲裁研討會」論文，商務仲裁第四十六
期，1997年 7月，P.73-74。 



made by that person shall arise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se Rules or any 

bye-law made there under such difference or dispute shall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 

referred to and adjudicated by the Committe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Committee 

may have already considered the matter before any such difference or dispute arose.  

Such reference and adjudication shall be on written submission only.” 任何第三人依

照本協會規則或依法律，向本協會請求或有關損失、賠償等事宜之爭議，須先透

過書面同意交付本協會之委員會進行裁決。可見該協會利用委員會作為進行仲裁

之先行程序，但仍尊重雙方書面同意之要件，然本文認為第三人對於該協會委員

之公正性可能存有許多疑慮，但由於仲裁並無上訴審救濟之途徑，所以第三人透

過委員會裁決也可以進一步了解爭議的現實情況。 

44(2)“ If such other person does not accept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ittee, or if 

the Committee shall fail to make any award within three months of the reference to it, 

the difference or dispute shall then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in London.” 若該第三人

不滿意委員會所作之裁決，或委員會無法於交付後三個月內作成裁決時，該爭議

必須提交倫敦仲裁。明文規範進入委員會裁決需書面同意，但提付仲裁卻具有強

烈的義務性。 

44(2)(A)“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by two arbitrators, one to be 

appointed by each of the parties, and in case the arbitrators shall not agree then the 

difference or dispute shall be referred to the decision of an umpire to be appointed by 

them.” 該仲裁程序需雙方各指定一位仲裁人，若二仲裁人無法做出一致之仲裁

判斷時，則爭議需交付給二仲裁人所指定的主任仲裁人仲裁。英國仲裁實務中，

往往若二仲裁人仍未作成一致之仲裁判斷時，才需要另外指派主任仲裁人作出仲

裁判斷。 

44(2)(B)“No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nor the Managers nor any employee of 

the Managers shall act as arbitrator or umpire.” 本協會之會員、經理人或經理人之

員工皆不得擔任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由於委員會之成員係由該協會之重要職員



擔任，為求實質的公正，故明文禁止協會成員擔任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 

44(2)(C)“The evidence and proceedings upon any arbitration may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arbitrators or umpire be taken in a mercantile way without regard to 

legal technicalities respecting evidence.” 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無須依照法律原則

或證據原則而依一般商業習慣來裁量仲裁程序及當事人提供的證據。(D)“The 

arbitrators or umpire may, in case any point of law shall arise, take the opinion of such 

counsel or solicitor as they may think fit, and unless the arbitrators or umpire taking 

such an opinion otherwise direct, the costs of and incidental thereto shall be deemed 

to be part of the costs of the award.” 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對於法律之爭議，可採取

法律顧問或律師之意見，除非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採取之意見是錯誤的，否則該

費用及附帶之支出都視為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之報酬。(E) “The costs of and 

incidental to any such reference and award shall be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arbitrators 

or umpire respectively.”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可個別決定交付仲裁之費用及仲裁

人或主任仲裁人報酬之費用及附帶之支出。(F)“The submission to arbitration and 

all the proceedings therein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Arbitration Act, 

1950 or any statutory modification or reenactment thereof.” 交付仲裁及適用之仲裁

程序係依照英國一九五○年仲裁法、任何法定修正或再頒定之仲裁法。 

 

第六款 案例分析26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艘麻州登記供商業使用的漁船（RMC 擁有）於海上沉

沒，一名船員名叫 DiMercurio因此受傷並於麻州聯邦法院控告 RMC，法院最後

於一九九七年三月判決該船員可請求 RMC 給付三十五萬美金的損害賠償金。

RMC卻依照保險契約由倫敦 Sphere Drake Insurance PLC（簡稱 SDI）來負責賠

償給該名船員，當該名船員項 SDI 請求三十五萬美金時卻違反保險契約之仲裁

                                                 
26 整理自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Law Update, Vol. 6, Jul2000，P102-105。 



條款（第五十三條：有關保單之各項爭議交付倫敦仲裁），此時 DiMercurio 再向

聯邦法院控告 SDI，法院最後作出簡易判決，認為該保險契約之仲裁條款並未剝

奪州法院的管轄權。 

DiMercurio繼續上訴，認為該仲裁條款違反麻州實定法第二十二節（Section 

22 of the Massachusetts statutes）：「任何條件、規定或協議剝奪州法院管轄權者，

無效。」其次，他認為此條款缺乏相互性並不公正。上訴法院最後仍維持原審判

決，認為該仲裁條款符合聯邦仲裁法（FAA），且符合聯合國承認及執行國外仲

裁之規定，仲裁當事人仍可於仲裁判斷作出後，向法院請求確認仲裁判斷的效

力，故法院仍保留了終極的管轄權。再者，一八五六年延襲自英國普通法的規定

已在一九六○年的商業爭議統一仲裁法（Uniform Arbitration Act for Commercial 

Disputes）中修改了「爭議權剝奪規則」（ouster of jurisdiction doctrine）。有關條

款不公正的問題，該契約中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條中允許保險公司得就被保險人應

付之各項費用或未付保費以訴訟請求之。縱然單方協議仲裁是不被允許的，然而

此案卻是雙方皆要求將保單爭議提付仲裁，保險公司可提起訴訟的僅止於保費交

付或其他費用交付（僅為保單爭議之一種），因此並未使契約產生不公平的現象，

DiMercurio仍應提付仲裁向 SDI請求損害賠償金。 

 

第三項 陸空保險 

在英國勞依茲航空保險的契約條款中，有時會看見一臨時求償處理條款

（provisional claims settlement clause），內容載明當承保的飛機發生損失時，若不

能在事故發生後二十一天內確知究竟哪一張保單須負責時（不同的航空保險保

單），各保險人對於未決之賠償額，須預支先支付給被保險人百分之五十27。支

付後十二個月內，各保險人須同意將爭議交付仲裁，來決定各保險人最終應負責

                                                 
27 For the 50/50 clause to apply, the hull all risks and hull war risks placing slips must be identically 
endorsed with the clause (AVS 103(i)).  Also, if the hull all risks and hull war risks policies contain 
differing amounts payable, the advance will not exceed the lesser of the amounts involved 
(AVS103(iv)). 



的金額多寡28。此仲裁協議係保險業同意航空險有臨時求償處理，彼此之間再另

循仲裁途徑來決定各保險人之理賠範圍。 

根據勞依茲航空保單（ for signature by underwriting members of Lloyd’s 

Only），在(B)一般條款中第十一條29：「This Policy shall be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English law and any dispute 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sured and 

Underwriters shall be submitted to arbitration in Lond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utory provision for arbitration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本保單解讀係依據英

國法，任何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爭議或歧意，需根據當時有效的法律交付倫敦仲

裁。此仲裁條款提付仲裁的範圍極廣，雖然限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但雙方

之爭議或歧見甚至不須因保險契約所生。此外，當使用仲裁條款出現類似「submit 

to arbitration in London」如此簡潔的用語，係指該地的仲裁制度及法律系統相當

健全，故當事人記載如此已足夠，稱為 One-Off Clauses30。 

 

第四項 意外保險 

第一款 責任保險 

第一目 共同基本條款 

責任保險共同基本條款（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台財保第

089070010號函修正）第十六條（仲裁）：「對於本保險契約條款之解釋或賠案之

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

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此條款賦予被保險人與保險公司於爭議發生後有同意行使仲裁之權，提付仲

裁的範圍為「契約條款之解釋有爭議」或「賠案之處理有爭議」，前者即包含了

雙方當事人對於保險契約解讀不同或期望落差所產生之爭議；後者則包括理賠時

                                                 
28 Rod D Margo, Aviation Insurance, 2ed Butterworths 1989，P.254-255。 
29 同前註，Appendix P.371。 
30 Alan Redfern, Martin Hunter and Murray Smith,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ed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1，P.167。 



間、理賠各項程序、理賠金額大小及有無理賠責任等爭議在內，比起我國火災保

險之各項仲裁條款，責任保險之共同基本條款提付仲裁之範圍更大。使用責任保

險共同基本條款之險種有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電梯意外責任保險、營繕承包人意

外責任保險、僱主意外責任保險。至於專門職業責任保險，多有各自之基本條款，

條款中較少引用仲裁條款。 

 

第二目 高爾夫球員責任保險31 

高爾夫球員責任保險基本條款（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台財融第

7504159 號函修訂）第十六條：「關於被保險衣李球具因毀損滅失之賠償金額發

生爭議時，應交付公斷。由雙方選定公斷人一人公斷之：如雙方不能同意公斷人

一人，則雙方各以書面選定一人，由該兩公斷人決定之；該兩公斷人應於公斷程

序未開始前預先以書面選定第三公斷人一人，如該兩公斷人不能同意時則交付該

第三公斷人決定之。在未得公斷書前，不得向本公司主張賠償或提出任何權利要

求或訴訟。」第十八條：「被保險人因參加高爾夫運動致發生對第三人之賠償責

任時，在未取得和解書或法院判決以前，非經本公司同意被保險人不得向本公司

要求任何給付。」 

本條所提公斷如今已為仲裁，公斷人如今已為仲裁人，仲裁範圍為「被保險

衣李球具因毀損滅失之賠償金額發生爭議」，與其險種特殊性有關。再者，本條

亦明文仲裁程序如何進行、仲裁人如何選定，比一般保險仲裁條款規定詳盡。值

得注意的是，此一仲裁程序為具有義務性的絕對規定，此與一般保險仲裁條款的

規定大異其趣。而第十八條僅規定「未取得和解書或法院判決以前」，似乎忽略

了利用仲裁解決紛爭之仲裁判斷書之存在。 

 

第三目 旅行業綜合責任保險32 

                                                 
31 意外保險手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編印，民國 91年 5月，P.1-56。 
32 同前註，P.1-82。 



旅行業綜合責任保險單條款（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台財保第

841519681號函核准）第十七條：「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損失金額發生爭議時，

得交付仲裁。仲裁時，由雙方以書面選定仲裁人一人為之，如雙方不能同意一仲

裁人時，應以書面各選定仲裁人一人共同仲裁之。該二仲裁人應於仲裁開始前，

預先以書面選定無利害關係之第三仲裁人一人，在該二仲裁人不能獲致協議時，

由第三仲裁人仲裁之。前項仲裁人，經一方選定後以書面催告他方於十五日以內

選定，他方不於期限內選定者，由一方選定之仲裁人仲裁之。仲裁費用各自負擔。

第三仲裁人費用，雙方平均負擔之。仲裁人或第三仲裁人如有死亡或不能履行其

任務者，應由原選定人另行選定仲裁人仲裁之。」 

本條仲裁條款規定甚為週延，但仍僅止於解決「損失金額」爭議之任意仲裁

條款。 

 

第四目 旅館綜合責任保險33 

旅館綜合責任保險基本條款（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台財融第二七九

二六號函核准）第二十條：「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數額發生爭議時得依商

務仲裁條例之規定請求交付仲裁。」 

本條仲裁範圍仍僅侷限於「理賠數額發生爭議」，且仍屬一舊仲裁條款，需

將商務仲裁條例修正為現行之仲裁法。 

 

第五目 幼稚園責任保險34 

幼稚園責任保險基本條款（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台財保第

841521358號函核准）第二十條：「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損失金額發生爭議時，

得交付仲裁。仲裁時，由雙方以書面選定仲裁人一人為之，如雙方不能同意一仲

                                                 
33 黃正宗，保險爭議仲裁可行性之研究─86.5.23「保險仲裁研討會」論文，商務仲裁第四十六
期，1997年 7月，P.75。 
34 同前註，P.75。 



裁人時，應以書面各選定仲裁人一人共同仲裁之。該二仲裁人應於仲裁開始前，

預先以書面選定無利害關係之第三仲裁人一人，在該二仲裁人不能獲致協議時，

由第三仲裁人仲裁之。前項仲裁人，經一方選定後以書面催告他方於十五日以內

選定，他方不於期限內選定者，由一方選定之仲裁人仲裁之。仲裁費用各自負擔。

第三仲裁人費用，雙方平均負擔之。仲裁人或第三仲裁人如有死亡或不能履行其

任務者，應由原選定人另行選定仲裁人仲裁之。」 

本條仲裁條款規定甚為週延，內容完全同於旅行業綜合責任保險單條款，但

仍僅止於解決「損失金額」爭議之任意仲裁條款。 

 

第二款 財產保險 

第一目 竊盜損失保險35 

竊盜損失保險基本條款（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財政部台財融第

27810 號函修訂）第二十六條：「關於本保險單之賠償金額發生爭議時應交付公

斷，由雙方選定公斷人一人公斷之，如雙方不能同意公斷人一人時，則雙方各以

書面選定公斷人一人共同決定之，該兩公斷人應於公斷程序未開始前，預先以書

面選定第三公斷人一人，如該兩公斷人不能同意時，則交付該第三人公斷人決定

之，在未得公斷書前不得向本公司主張賠償或提出任何權利要求或訴訟。」 

本條所提公斷如今已為仲裁，公斷人如今已為仲裁人，明文規範仲裁人如何

選定，仲裁範圍仍侷限在「賠償金額發生爭議」，此一仲裁程序為具有義務性的

絕對規定，此與一般保險仲裁條款的規定大異其趣。 

 

第二目 玻璃保險36 

玻璃保險基本條款（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十一日財政部台財融第 7502611

號函修訂）第十一條：「對於本公司應賠付之金額發生爭議時，得交付仲裁。仲

                                                 
35 意外保險手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編印，民國 91年 5月，P.3-5。 
36 同前註，P.3-11。 



裁時，依商務仲裁條例之規定辦理。」 

本條仲裁範圍侷限在「應賠付之金額發生爭議」，且仍為一舊仲裁條款，需

將商務仲裁條例修正為現行之仲裁法。 

 

第三目 現金保險37 

現金保險基本條款（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八日財政部台財融第 7504006

號函核准）第十一條：「對於本公司應賠付之金額發生爭議時，得交付仲裁。仲

裁時，依商務仲裁條例之規定辦理。」 

本條仲裁範圍侷限於「損失金額之爭議」，且仍為一舊仲裁條款，該「商務

仲裁條例」文字應伴隨「仲裁法」更名而作修正。 

 

第四目 藝術品綜合保險38 

藝術品綜合保險單條款（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財政部台財融第

22082號函核准）第十二條：「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損失金額發生爭議而提付仲

裁者，應按商務仲裁條例之規定辦理。」 

本條限於「損失金額之爭議」得交付仲裁，且仍為一舊仲裁條款，該「商務

仲裁條例」文字應伴隨「仲裁法」更名而作修正。 

 

第三款 保證及信用保險 

保證及信用保險中，除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以外，其餘如：工程保留款保證保

險、工程預付款保證保險、工程履約保證保險、工程押標金保證保險、工程支付

款保證保險、工程保固保證保險、履約保證金保證保險、預付款保證金保證保險

及保固保證金保證保險，皆於契約約訂第一審法院來解決契約糾紛。 

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基本條款39（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一日財政部台財融第

                                                 
37 同前註，P.3-18。 
38 同前註，P.3-27。 



7502540號函修訂）第十二條：「對於本公司應賠付之金額發生爭議時，得交付仲

裁。仲裁時，依商務仲裁條例之規定辦理。」 

本條限於「損失金額之爭議」得交付仲裁，且仍為一舊仲裁條款，該「商務

仲裁條例」文字應伴隨「仲裁法」更名而作修正。 

 

第四款 其他保險 

第一目 銀行業綜合保險40 

銀行業綜合保險基本條款（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財政部台財融第

7503701 號函修訂）第四章一般條款第十條：「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損失金額

發生爭議時，得交付仲裁，關於仲裁人之選任、判斷之達成及其費用之負擔，悉

依商務仲裁條例之規定。」 

本條限於「損失金額之爭議」得交付仲裁，且仍為一舊仲裁條款，該「商務

仲裁條例」文字應伴隨「仲裁法」更名而作修正。 

 

第二目 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41 

資訊系統不法行為保險單條款（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財政部台財

融第 7602929號函核准）第二十四條 仲裁：「因本保險之爭議而提付仲裁者，應

按商務仲裁條例之規定辦理。」 

提付仲裁的範圍包括所有「本保險之爭議」，因此包括「損失金額多寡之爭

議」、「理賠責任與否爭議」、「保單條款解釋意見相左」等等，屬於範圍僅次於「保

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之爭議」的最大寫法，但本條仍為一舊仲裁條款，該「商務

仲裁條例」文字應伴隨「仲裁法」更名而作修正。 

 

                                                                                                                                            
39 同前註，P.4-4。 
40 同前註，P.5-8。 
41 同前註，P.5-25。 



第三目 商店綜合保險42 

商店綜合保險基本條款（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日財政部台財融第

760734892號核准）第十五條：「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損失金額發生爭議時，得

交付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商務仲裁條例規定辦理。」 

本條限於「損失金額之爭議」得交付仲裁，且仍為一舊仲裁條款，該「商務

仲裁條例」文字應伴隨「仲裁法」更名而作修正。 

 

第五項 汽車保險 

第一款 我國汽車保險共同條款43 

汽車保險共同條款（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七日財政部台財保第 851793208

號函核准修訂）第十九條：「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賠款金額發生爭議時，被保

險人經申訴未獲解決者，得提經調解或交付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有關辦法

或商務仲裁條例（自民國八十七年已修正並改稱仲裁法）規定辦理。」 

本條為約定賠款金額發生爭議時之處理方法，賠款金額的多寡難免發生爭

議，此項爭議多由雙方協商解決，倘不能解決被保險人可先申訴，仍未獲解決時

則提經調解或仲裁，因此申訴為調解或仲裁之前置程序。依此條款之仲裁範圍僅

限於「賠款金額」之爭議，且只限於由被保險人提起，屬於前述「狹義式之仲裁

條款」。最高法院六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七三六號判決中認為：「保險契約第二十

三條之規定，只對於雙方關於賠償金額有爭議時有其適用，本件係因上開汽車有

無修復以及牽涉整個違約問題請求損害賠償而爭訟，自無適用上開規定之餘地。

況查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車送至公路局監理所等機關鑑定修復狀況，上訴人拒

不置理，被上訴人亦無從進行公斷，更不影響其起訴之權利。」可茲參考。 

汽車保險共同條款（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日財政部台財保第

                                                 
42 黃正宗，保險爭議仲裁可行性之研究─86.5.23「保險仲裁研討會」論文，商務仲裁第四十六
期，1997年 7月，P.75。 
43 楊誠對著，意外保險─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民國 88年 9月修訂 5版，P.129。 



0910750797號函核准）第十八條：「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就本保險契約發生爭議，

得提起申訴或提交調解或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有關辦法或仲裁法規定辦

理。」     

可見修正後的汽車保險共同條款，將仲裁範圍擴大至「就本保險契約發生的

各項爭議」，再無仲裁範圍之爭議，也無由誰提請仲裁之問題。且讓申訴或調解

成為被保險人之選擇，無須先行申訴才能調解或仲裁。 

 

第二款 美國無過失汽車保險（No-Fault Motor Vehicle Insurance） 

美國各州施行的無過失保險（No-Fault Insurance）或稱無過失補償制度，隨

各州法律規定不同而有或多少之差異，但實施無過失制度並非揚棄傳統的責任保

險，亦非責任保險之法律基礎由過失責任改為無過失責任，而是以法律規定汽車

所有人除投保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外，尚須投保「第一人利益保險（First Party 

Benefits Insurance）」。44 

美國有些州的無過失汽車保險中置有仲裁條款，舉紐約州為例45，“In the 

event any person making a claim for first party benefits and the Company do not 

agree regarding any matter relating to the claim, such person should have the option 

of submitting such disagreement to arbitration. 46”本條乃一特殊的仲裁條款，從條款

反面解釋，若任何向本保險公司求償的人並未書面拒絕提付仲裁，則只要與理賠

有關之爭議皆由仲裁解決。資料顯示，紐約州每年有超過一萬三千件以上無過失

汽車保險的案件送至美國仲裁協會處理。47 

                                                 
44 第一人利益保險即傷害保險的性質，故採無過失責任制。楊誠對著，意外保險─理論與實務，
三民書局，民國 88年 9月修訂 5版，P.175。 
45 Insurance Services Office Personal Injury Protection Coverage-New York [From PP 05 08(Ed 1-84)]. 
Alan I. Widiss, Insurance Materials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Legal Doctrines, and Regulatory Acts,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P.879。Robert E. Keeton and Alan I. Widiss, Insurance Law A Guid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Legal Doctrines, and Commercial Practices, Practitioner’s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88，P.1059。 
46 Insurance Section Personal Injury Protection Coverage-New York [Form pp 05 88 (Ed. 1-84)]。 
47 Oakley, Ellwood FⅢ, Skipper, Harold D Jr, Contractual arbitration of life insurance market conduct 
disputes, Journal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Vol. 14, Iss.3, NAIC Spring 1996，P.290。 



 

第三款 防範無保險汽車駕駛人保險（Uninsured Motorist Coverage） 

自一九六○中期開始，幾乎所有汽車保險保單都包含此種保險48。此種保險

乃保被保險人依法對於未投保汽車駕駛人造成其體傷所受之損失，請求之損害賠

償金必須起因於擁有、維持或使用該未投保汽車所引起的意外。所謂「無保險汽

車」係指下列任一情況：一、無保險汽車；二、雖有保險但有保險金額低於法定

最低保額；三、肇事逃逸汽車（hit and run）49；四、雖有保險，但承保公司拒賠

或失卻清償能力。此種保險係承保被保險汽車因遭受無保險汽車撞擊，致在被保

險汽車內之被保險人、家屬或乘客受傷，由承保公司對受傷者負責賠償。50此種

保險與責任保險結合在同一張保單下，對保險人而言，產生更多利益衝突的情

況，保險人�克服這些問題，於是引用許多一般車險不常用的契約條款，如：仲

裁條款51。以下為防範無保險汽車駕駛人保險之仲裁條款52： 

ARBITRATION 

A. If we and an “insured” do not agree: 

1.Whether that person is legally entitled to recover damages under this Part; or 

2.As to the amount of damages; 

                                                 
48 在一九五七年，新漢普郡（New Hampshire）首先要求保險公司將汽車責任保險擴大承保無保
險汽車駕駛人導致的事故，之後傳到美國，如今幾乎所有汽車駕駛人的汽車保險單都包含此險。

Robert E. Keeton and Alan I. Widiss, Insurance Law A Guid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Legal 
Doctrines, and Commercial Practices, Practitioner’s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88，P.1058。 
49 A hit and run vehicle in turn is defined in the policy, as one that causes an accident without physical 
contact with the vehicle in which the insured was riding, provided (1) the identity of the operator or 
owner is unknown, (2) the accident was reported to the police within forty-eight hours and verified 
statement filed with the insurance company within thirty days thereafter, and (3) at the company’s 
request, the insured makes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the vehicle occupied by the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  
50 楊誠對著，意外保險─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民國 88年 9月修訂 5版，P.178。  
51 In addition to the arbitration clause, the coverage terms developed in 1956 included an exclusion 
that was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as either a “permission to sue” or a “no suit” clause.  This exclusion 
provided that the uninsured motorist endorsement insurance would not apply if an insured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company. Robert E. Keeton and Alan I. Widiss, Insurance Law A Guid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Legal Doctrines, and Commercial Practices, Practitioner’s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88，P.1061。 
52  Kenneth H. York and John W. Whelan, Cases, Materials and Problems on General Practice 
Insurance Law, 2ed West Publishing Co. 1988，P.750。（Appendix D） 



either party may make a written demand for arbitration.  In the event, each party 

will select an arbitrator.  The two arbitrators will select a third.  If they cannot 

agree within 30 days, either may request that selection to made by a judge of a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B. Each party will: 

1.Pay the expenses it incurs; and 

2.Bear the expenses of the third arbitrator equally.  

C. Unless both parties agree otherwise, arbitration will take place in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insured” lives.  Local rules of law as to arbitration procedure and 

evidence will apply.  A decision agreed to by two of the arbitrators will be 

binding as to: 

1.Whether the “insured” is legally entitled to recover damages; and 

2.The amount of damages.  This applies only if the amount dose not exceed the 

minimum limit for bodily injury liability specified by th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law of the state in which “your covered auto” is principally garaged.  If the 

amount exceeds that limit, either party may demand the right to a trial.  This 

demand must be made within 60 days of the arbitrators’ decision.  If this demand 

is not made, the amount of damages agreed to by the arbitrators will be binding.   

可仲裁的項目為二：一、決定被保險人是否依法有權向未投保汽車的駕駛人

或所有人請求損害賠償；二、此意外導致被保險人多少損失。且提付仲裁並非必

須。 

美國自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法院陸續產生許多懷疑防範無投保汽車駕駛人保

險中仲裁條款是否有效的爭議。此種保險中之仲裁條款是否足以認為，投保人於

購買保單時有自願交付仲裁的意思？以下為否定見解的論點53：一、美國保險公

                                                 
53 Robert E. Keeton and Alan I. Widiss, Insurance Law A Guid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Legal 
Doctrines, and Commercial Practices, Practitioner’s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88，P.1066。 



司大多使用標準條款，不會�投保大眾修改契約條款，保險人對於承保範圍或是

特定的仲裁條款都不會再與投保人商議，偶爾，保險公司有修改仲裁條款的行

為，但通常是仲裁人數修改為單一仲裁人，或是將仲裁條款修改為不提付美國仲

裁協會54。二、投保者通常不會有機會檢視汽車保險單，因為投保的時候契約往

往還未作成。三、未投保汽車駕駛人保險僅是汽車保險單的一部分，當然此部分

也非投保人投保的主要目的，因此投保人對於此部分條款的了解也較低，所以傳

統的投保人往往不知道未投保汽車駕駛人保險中有仲裁條款。四、投保人於收到

包含仲裁條款的保單後沉默，並不能因此解讀成雙方構成協議或是投保人默認該

條款。因此，若要求求償爭議提付仲裁，則必須讓投保人清楚知道仲裁條款的存

在，並了解其重要性。 

伊利諾最高法院對此爭議作出解釋55：「雙方若要受到仲裁的拘束，則必須

使用清晰且雙方合意的言語，仲裁協議無法擴張解釋。我們與絕大多數的法院一

致認為若臨時的保單（instant policy）中含有仲裁協議時，該仲裁範圍限縮在未

投保汽車駕駛人責任及金額之爭議。」之後其他上訴法院也多採此見解。�了能

有效執行仲裁條款，保險人不能僅是口述該條款，否則求償者應有權選擇透過訴

訟或仲裁的方式得到一個確定判決，若求償者保留向法院起訴的權利，則精確的

付諸仲裁文字，成為此時解決爭議的良好選擇。 

 

第四款 案例分析 

Ohio Casualty Co. v Benson (Supreme Court of New Jersey, 1981. 87 N.J. 191, 

432 A.2d 905) 一案中56，法官根據保險契約中防範未投汽車保險批單中之仲裁條

                                                 
54 根據美國仲裁協會資料，每年超過八千件以上的未投保險汽車駕駛保險爭議是交付該協會處
理。 
55 “Patties are only bound to arbitrate those issues which by clear language they have agreed to 
arbitrate; arbitration agreements will not be extended by construction or implication.  We hold, 
consistent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jurisdictions which have considered this question, that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contained in the instant policy is limited to the issues of the liability of the 
uninsured motorist to the insured and the amount thereof. ”See Flood v. County Mutual Insurance Co., 
41Ill.2d 91 at P.93, 242 N.E.2d 149 at P151 (1968). 
56  Kenneth H. York and John W. Whelan, Cases, Materials and Problems on General Practice 



款，討論肇事逃逸車子的影子（phantom hit and run）是否應交由法院來決定，還

是交由仲裁人決定。Pollock J. 最後判決根據保單文義，此議題非屬法院管轄，

且與過失責任認定及損害賠償金的議題皆由仲裁人決定。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被告 Cornell Benson駕駛一輛汽車衝出路外並撞到

路旁的樹，Benson 於是根據汽車保險單防範未投保駕駛駕駛人批單向 Ohio 

Casualty保險公司求償，Benson認為出車禍的原因是因為看見一個肇事逃逸車輛

的影子，為避免撞擊該車而閃避到路旁，由於雙方對此存有爭議，於是 Benson

將此爭議交付仲裁，然 Ohio Casualty卻提起民事訴訟來認定該意外並非承保範

圍，並申請禁止提付仲裁的強制令（injunction against arbitration）。 

此案在地方法院時 Benson敗訴。該保單仲裁條款明定，可交付仲裁的爭議

包括「是否有權求償」及「賠款金額爭議」。其他州許多法院認為該仲裁條款文

義，包含所有關於承保範圍的議題（cases from California, Massachusetts, Michigan, 

Minnesota, Nevada, Ohio, Oregon and Pennsylvania），在判斷該條款時，法院常發

現該條款文義模糊不清，因此擴大解釋提付仲裁的範圍，這種偏向仲裁的解釋方

法是符合公共政策，以及符合保險契約條款不明時作有利被保險人解釋的原則。

但也有其他法院認為（cases from Arizona, Colorado, Connecticut, Florida, Illinois, 

Indiana, New York and Washington），只有關於責任及賠償金額議題才可交付仲裁

外，關於承保範圍的爭議仍應交付法院來決定，除非契約明示作相反之約定，否

則當事人雙方皆有權將契約條款交由法院來解釋57。最後本案最高法院推翻地院

判決結果，判 Benson勝訴，認為屬於承保範圍之議題（phantom hit and run）亦

交由仲裁人來決定。 

另外，Smith v. Pearl Assurance Co. Ltd 1939一案中58，原告因車禍受傷，而

向肇事駕駛人之保險公司請求依第三人意外保險法（ the Third Parties Act 

                                                                                                                                            
Insurance Law, 2ed West Publishing Co. 1988，P.308-312。 
57 See M. Domke, The Law & Practic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99 (1968)。 
58 羅昌發，論仲裁約定對第三人之效力，商務仲裁第二十三期，民國 78年 12月，P.31。 



1930），賠償因被保險人駕駛過失所造成之損害，保險契約載有仲裁條款，保險

公司乃向法院主張本件應停止訴訟。初審及上訴法院均認為，原告並非保險契約

及仲裁條款當事人之一方，然其既按法律之規定依保險契約向保險人直接求償，

自應受到仲裁約定之拘束提起仲裁，而不應向法院提起訴訟。 

 

第六項 工程保險 

由於工程糾紛往往同時涉及技術層面及法律層面，但工程建設難免隱含各項

風險，工程顧問公司的法律專業人員引進各種國際工程契約模式，這些長期公共

工程契約當中，常置有一擴大爭議解決條款（Escalated Dispute Resolution, EDR）

59，此條款使得契約雙方在提付仲裁前須先交付調停。業者若不了解工程糾紛的

索賠技巧，就會影響工程順利進行與否，因此，實務上國內外多以仲裁及其他替

代方案來解決工程爭議。美國仲裁協會以仲裁方式解決工程糾紛，於一九八八年

已超過五萬四千件，國際商會的國際仲裁法院，在一九八九年中所接的案子中有

四分之一以上是工程仲裁。英國也於一九九六年的仲裁法通過後，大大提高了仲

裁人權力，仲裁人可以作出要求被保險人依法支付保費，及保險人補償被保險人

的判斷結果60。我國也於民國九十年二月十六日成立臺灣營建工程爭議仲裁協

會，專門處理營造、土木、建築、結構、水利、環工、大地、水土保持、電機、

機械、建設、房地產等有關民間營建工程及公共營建工程的仲裁及調解，可見解

決工程爭議之實務上，仲裁地位已愈形重要。 

 

第一款 工程保險共同基本條款 

工程保險共同基本條款（台�保第 851854541 號）第十六條：「對於本保險

契約條文之解釋或賠案之處理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

                                                 
59 Norbert Horn, The Development of Arbi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Vol. 16, No.3, LCIA 2000，P.290。 
60 Jonathan Mance, Robert Merkin, Insurance Disputes, London Hong Kong 1999，P.16.104。 



裁。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商務仲裁條例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修正後的仲裁條款內容豐富，除維持原有的損失金額爭議交付仲裁外，增訂

擴及對保險契約之內容爭議亦可交付仲裁，可謂相當進步，具有前瞻性。然商務

仲裁條例一詞，仍需進一步修正為仲裁法。 

 

第二款 案例分析61 

A 公司向 B 公司投保營造綜合險，雙方訂有保險契約，其保險期間為民國

八十年九月三十日至八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止，而於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A公

司發現置於工務所兩側前一日已彎紮完畢，預備當日使用之鋼筋遭竊，乃立即報

警並通知 B 公司，翌日並由保險公證人前往現場勘查，初步清點該處之失竊數

量約四十噸，至於其確實失竊數量及工地內其他處所是否尚有失竊鋼筋，則有待

進一步清查，嗣經全盤清查結果，發現失竊損失高達六○三頓，市值約六百萬元

之多。而 B公司最後則以 A公司嗣後通知失竊數量，其中超過四十噸之五百六

十三噸損失部分，係屬基本條款第八條第七項所定：「清點或盤存時所發現任何

保險標的之失落或短少。」之不保事項。且 A 公司亦無法確實證明失竊六○三

噸鋼筋，又縱設係在承保範圍內，然亦因其未盡保護標的物之責，依保險法第九

十八條規定不負賠償責任為由，拒絕該部分之理賠。A公司爰依保險契約約款所

載對損失金額發生爭議時，得交付公斷之約定提付仲裁。 

仲裁結果以 A 公司雖無直接證據證明，其所主張嗣後盤點清查另失竊致短

少五百六十三噸之損失數量確實存在，但已提出相當之間接事實與間接證據，本

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參酌民事訴訟法第二二八條：「法院得依已明瞭之事實，

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之規定，已足推斷 A 公司所主張失竊鋼筋總量為六○

三噸之事實為實在。本件 A 公司發現鋼筋失竊情事，其確實數量因一時無法查

明，乃清點盤查，終獲確實失竊數量為六○噸，並予陸續補具必要之支持資料，

                                                 
61 詳見王志興總編輯，仲裁案例選輯（Ⅱ），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民國 87年 2月一版，P221-235。 



以資證明，自難認本件保險標的之損失非屬竊盜損失，而係清點盤存之損失，況

B公司就此並不能提出確實之反證以實其說，其所謂此項不保事項之抗辯事實，

當然認定其非真正而不可取。再者，該條款之真意指被保險人定期就庫存貨物清

點或盤查後仍有短少之情形，就此類損失損失不在承保範圍內，方為合理適當，

其於遭竊之意外事故發生後所為清點盤查，以查明其確實損失數量之情形，自與

上開定期就庫存貨物為清點或盤查者有別，不得引為本件不保事項免責抗辯之依

據。至於 B公司主張 A公司於危險事故之發生罹有過失，而主張保險法第九十

八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未盡約定保護責任所致之損失，保

險人不負賠償之責。」之規定。查雙方對於保險標的物並無任何保護方式之特別

約定，乃不爭之事實，且 A 公司亦已依與業主所訂工程合約之要求為鋼筋收用

保管措施，諸如設置有安全圍籬及材料保管管制措施並雇人看守，均已遵約照

辦，雖仍不幸發生失竊，惟難認其就本件出險失竊事故罹有過失或未善盡保險法

第九十八條所訂之保護標的物之義務。 

 

第七項 小結 

觀察我國現今財產保險仲裁條款已趨多元化，愈來愈多的險種採用了仲裁條

款，然大多數內容都略嫌簡單，且仲裁範圍多仍侷限在「理賠金額之爭議」，雖

然財政部保險司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台保司第八五一○六三四二號函表

示：「查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損

失金額發生爭議時，得交付公斷，公斷時，由雙方以書面選定公斷人一人為之，

如雙方不能同意同一公斷人時，應以書面各選定公斷人一人共同公斷之，該二公

斷人應於公斷開始前，預先以書面選定無利害關係之第三公斷人一人，在該二公

斷人不能獲致協議時，由第三公斷人公斷之。」至得交付公斷之事項，該條款所

稱「損失金額」之爭議，泛指凡足以影響損失金額之爭議均屬於上開規定之範圍。」

但如仲裁事件無「文義依財政部之解釋為準」之約定時，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台上



字一七三六號民事判決仍間接認為「公斷」即是「仲裁」，但關於「損失金額之

爭議」，可能不復如財政部作如此寬鬆的解釋62。再者，有些在仲裁法通過施行

前，財政部核准通過的保單條款仍沿用「商務仲裁條例」一詞，隨著商務仲裁條

例已修正為「仲裁法」，財政部及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於制定保單條款時應作相應

之修正。 

 

第三節 人身保險 

目前國內保險公司並未在人身保險單中置放仲裁條款，故以下僅就國外傳統

的人壽保險仲裁情況分析：美國目前僅有少數州因為 McCarran-Ferguson Act及

相關的案例法，限制保險契約使用仲裁條款，大多數的州由於仲裁較能有效率的

解決爭議，所以開放並廣泛地在人身保險使用保險仲裁條款。 

 

第一項 人壽保險的爭議 

壽險契約比起產險契約更少有機會與保戶產生爭議，比較常發生的就是「兩

年自殺條款」的爭議，當兩年之內被保險人死亡，受益人往往與保險公司爭論被

保險人並非自殺。再者，保險金的支付是一個固定值而非彌補經濟損失，所以沒

有損失發生時需要認定損失大小或範圍的問題，現金價值及保單紅利也都在一定

的公式下可以計算，因此保險金、現金價值及保單紅利都不易造成雙方爭議。容

易造成爭議的還有雙方對於被保險人死亡與否的認定（意外死亡、自殺死亡、亦

或失蹤？），保險公司一旦認定保險事故並未發生，就無需支付保險金。又或者

是保戶覺得保費繳納其比預計的長、現金價值累積的比想像中的慢、死亡保險金

比想像中的少，這些期望差距的爭議往往導因於保險公司未讓保戶確切明瞭保單

                                                 
62 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台上字第一七三六號判決裁判意旨如下：「保險契約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只
對於雙方關於賠償金額有爭議時有其適用。本件係因上開汽車有無修復以及牽涉整個違約問題請

求損害賠償而爭訟，自無適用上開規定之餘地。況查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將車送至公路局監理所

等機關鑑定修復狀況，上訴人拒不置理，被上訴人亦無從進行公斷，更不影響其起訴之權力。」

楊崇森、黃正宗、范光群合著，仲裁法新論，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初版，1999年 9月初版，P.64-65。 



實際內容或有揭露不實的問題。 

有許多內在、外在的因素導致壽險契約的爭議越來越多，外在因素譬如63：

消費者態度及期望的轉變、人口統計資料變動、法律的修改、政府監理政策的改

變、經濟環境的變動。內在的因素譬如：公司與保險業務員或經紀人的長期關係

與報酬支付系統產生衝突、忽略對消費者滿意之關切、販售保單時使用錯誤的銷

售技巧或作不實宣傳64等等。尤其是保險詐欺求償或違反據實說明義務所生的爭

議，往往透過訴訟而導致時間過久且賠償金額日鉅。 

為大幅減少壽險爭議，保險公司開始致力於改善壽險行銷的模式、重新擬定

更清晰明白的保單內容、促使立法系統修法來限制法院判定的賠償金額（尤其是

在懲罰性賠償金設定一個上限），但由於透過修法程序過度緩慢且困難，因此保

險公司轉而開始使用專家仲裁來取代法院審判解決壽險爭議。通常汽車保險人身

體傷的求償爭議都會交付仲裁處理，但不包括被保險人以外的第三人受傷於該車

禍事件也可提付仲裁。 

 

第二項 管理健康維護保險的爭議65 

在Managed Health Care Policy管理健康維護保險，需要更迅速、公平、有效

率的解決醫療提供者、消費者及管理維護公司三者之間的爭議，往常大都在契約

中載明利用 ADR作為爭議解決的方法。如今此種保險已網羅全美最大的醫療協

會、美國法律協會及美國仲裁協會，共同發展解決管理健康維護保險爭議的模範

                                                 
63 Oakley, Ellwood FⅢ, Skipper, Harold D Jr, Contractual arbitration of life insurance market conduct 
disputes, Journal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Vol. 14, Iss.3, NAIC Spring 1996，P.289。 
64  阿拉巴馬州的一家壽險公司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Georgia 的業務員不當地將一張

Medicare supplement保單賣給一個老婦人，但這位婦人因為收入有限無法負擔保費，一年需要近
1000元美金且已經支付三年，該州的法官認為老婦人的實際損失雖然只有 3000元美金，判決結
果保險公司需支付損害賠償金 25000元美金，懲罰性賠償金一千五百萬美金，保險公司認為此項

判決過度且不公平的提高懲罰性賠償金，在該州可謂前所未見。Oakley, Ellwood FⅢ, Skipper, 
Harold D Jr, Contractual arbitration of life insurance market conduct disputes, Journal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Vol. 14, Iss.3, NAIC Spring 1996，P.289。 
65 整理自 Roderick B. Mathews, The Role of ADR in Managed Health Care Disputes,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Vol. 54, Iss.3, August 1999，P.9-13。 



法，其擬定的爭議處理程序有四種，當事人在選擇 ADR方法時，可將以下四種

方法加以綜合使用：一、調查委員（Ombudsman）。由中立的第三人秘密地蒐集

有關爭議的資訊並評估可能的和解方案。二、事實發現人（Fact Finder）。一個公

平的第三人或團體，檢視各方抱怨、配合事實之後，提出一份不具拘束力的報告。

三、調停人（Mediator）。一個公正的第三人，幫助雙方討論其爭議以達到和解，

該險種總計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爭議係透過調停解決的。四、仲裁人（Arbitrator）。

一個或一個以上公正之人，依照仲裁程序評斷該爭議，並作出具有終結及拘束力

的決定。為了充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若是管理維護公司或醫療提供者與消費者

發生爭議，欲使用具有拘束力的 ADR方式時，須先得到雙方同意後才得為之。 

美國仲裁協會在二○○二年三月發表一份聲明，說明本協會將不再處理或提

供行政服務給涉及與消費者爭議，卻缺少該消費者提付仲裁意願的管理健康維護

醫療保險，所以大部分含有仲裁條款的醫療保險將全面修改契約內之仲裁條款，

此項保單的修改於二○○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66。此種利用 ADR 解決健康保險

紛爭雖然很有效率，但並非所有醫療爭議都適用，尤其是有關醫療過失的糾紛。 

 

第三項 案例分析 

根據 Standard Security Life Ins. Co. of New York v. West67 一案，被保險人購買

一張永久失能保險，保單中有一仲裁條款，被保險人或保險人於爭議發生時得提

付仲裁，然而，被保險人是向密蘇里州法院提起訴訟，而保險公司卻依聯邦仲裁

法向聯邦法院請求強制仲裁，於是州法院的訴訟被移到聯邦法院一併處理，被保

險人主張密蘇里州仲裁法根據McCarran Ferguson Act (15 U.S.C. §1012(b))，明

白否定保險契約記載仲裁條款之效力，因此聯邦仲裁法不得適用此案件。區域法

院（district court）同意被保險人的看法，第八巡迴庭亦同意此觀點，認為密蘇里

                                                 
66 整理自 Health Care Policy to Change, Says AAA,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Vol. 57, Iss.2, May 

2002，P.4。 
67 WL1175069(8th Cir. Oct. 5, 2001) 整理自 Insurance Preemption by McCarran Ferguson,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Vol. 56, Iss.4, Nov.2001/ Jan.2002，P.92-93。 



州已明文規範保險業不得使用仲裁條款處理保險糾紛，且 McCarran Ferguson Act

優先於聯邦仲裁法，因此有關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對於契約的解釋及履行都屬於保

險業務的核心，都不能利用仲裁來處理糾紛。 

根據 Rains v. Foundation Health Systems Life & Health68一案，Marjorie Rains

因為個人體傷而根據醫療保險向被告請求補償醫療費用支出，根據 C.R.S.§

10-4-709(2)，被告並未補償原告，也未依照複保險之規定比例降低保戶的醫療保

費，原告因而提起訴訟，地方法院駁回此訴，認為此項爭議應按醫療保單中的仲

裁條款來處理（任何起因於本醫療保單的爭議交付仲裁），原告認為此爭議不具

可仲裁性，因為該仲裁條款中，仲裁人的的權力僅在解釋醫療保單中的各項條

款，但法院卻認為仲裁人的解釋權力，還包括解釋是否有依照複保險規定，按保

險金比例降低保費之條款（ coordination of benefits provision）。科羅拉多上訴法院

亦認為，原告欠缺提出該仲裁條款不具可執行性的具體證據，因此判決按照被告

的請求將此案提交仲裁。 

  

第四節 再保險 

第一項 美國再保險契約仲裁條款適用之沿革 

但是美國再保險市場對於仲裁的適用卻發生一連串的沿革，因為當保險公司

破產時，該保險公司之破產管理人大都不願遵循契約中之仲裁條款，寧願將爭議

交付訴訟（依英國一九五○年仲裁法即無此爭議）；但再保險人希望與破產管理

人之間的爭議，可以交由具有再保險專業知識的仲裁人解決，而不是僵持在法院

的清算程序中。 

美國法院大都認為破產管理人與失卻清償力的保險人地位相同，因此必須遵

守再保險契約中之仲裁條款。然而隨著威斯康辛州與肯塔基州制定反仲裁

                                                 
68 WL 301146(Colo. App. March 29, 2001) 整理自 Health Care Arbitrability,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Vol. 56, Iss.3, August 2001，P.93。 



（anti-arbitration）的實定法，規定再保險契約進入清算程序後不得使用仲裁，另

有堪薩斯州、喬治亞州、肯塔基州、密蘇里州、內布拉斯加州、南達科塔州、佛

蒙特州七州訂立實定法，禁止附合契約尤其是保險契約記載仲裁條款69。甚至在

堪薩斯州 Mutual Reinsurance Bureau v. Green Plains, 969 F. 2d 931 (10th Cir. 1992)

一案中，認定該實定法中指的保險契約包括再保險業務在內。直到聯邦仲裁法

（FAA）的出現，提供了一個適用的聯邦實體法，強制法院在商務爭議中儘可能

執行仲裁協議。但破產管理人認為根據McCarran-Ferguson Act，有關保險業務之

規範，州法應優先於聯邦仲裁法。但聯邦法院卻認為 McCarran-Ferguson Act並

不能排除聯邦仲裁法於保險契約及再保險契約之適用70。再者，根據聯合國承認

及執行國外仲裁判斷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也強制失卻清償公司之破產管理人依照

再保險契約提付仲裁71。因此只要涉及美國法院認定保險契約仲裁條款是否可執

行時，一方往往提出依McCarran-Ferguson Act，州法有關限制保險業務書寫仲裁

條款應優先聯邦仲裁法之適用，但並非所有法院都接受此種說法，由於各州法院

並未統一解釋保險仲裁條款，雖然大多數法院仍肯定保險契約仲裁條款，利於有

效性去解釋，但這使得保險公司擬定仲裁條款，需多考量一項日後無法執行仲裁

之風險。 

 

                                                 
69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reinsurers in receivership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urance 
Law, Part 1, Jan 1996，P.25。 
70 Bennett v. Liberty National Fire Ins. Co., 968 F.2d 969 (9th Cir. 1992); Miller v. National Fidelity 
Life Ins. Co., 586 F.2d 185 (5th Cir. 1976); Hamilton Life Ins. Co., v. Republic National Life Ins. Co., 
291 F. Supp. 225 (S.D.N.Y. 1968), affirmed, 408 F. 2d 606 (2d Cir. 1969)。但法院也有相反之見解，
如：Stephens v. American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Co. Second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14 September 

1995，上訴法院人為再保險係屬McCarran-Ferguson Act規定之保險業務之一種，反仲裁的實定
法乃在一旦保險人失卻清償能力，此時為了保護保戶之權益，讓保險公司如同保戶預期地進入清

盤程序，因此禁止適用聯邦仲裁法。Case not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urance Law, Part 1, 

Jan 1996，P.82-84。Richards D. Barger and Dennis C. Quinn, Foreign reinsurers’ ability to arbitrate 
disputes with the liquidators of insolvent insur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urance Law, Part 4, 
Oct 1995，P.235-244。 
71 Richards D. Barger and Dennis C. Quinn, Foreign reinsurers’ ability to arbitrate disputes with the 
liquidators of insolvent insur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urance Law, Part 4, Oct 1995，P.235。 



第二項 蘇黎士再保險模範條款 

再保險的交易常涉及不同法律制度或法律背景之人，其間倘有糾紛、爭執或

爭議出現時，除了仲裁外，恐難有迅速而圓滿的解決方式，故再保險傳統上尤要

崇尚仲裁制度。 

仲裁，在原保險契約以及再保險合約，均有規定但內容與性質不盡相同。原

保險契約大多僅就被保險人與原保險人間，對於保險標的之價值或賠償金額有所

爭執時，在進行法律程序前交付仲裁，換言之，保險人應賠償之責任已確定，但

對於標的物之評估或賠償金額之多寡意見不一致時，才以仲裁方式解決。再保險

的仲裁範圍，包括再保險合約之效力、其條文解釋與適用以及當事人間之權利義

務等，除此之外，凡臨時發生而未預先規定之事宜亦可交付仲裁72，故範圍較原

保險契約廣。因為再保險爭議當事人均為保險業者，故爭執多為複雜或屬專門

性，即使訴諸於法律程序，法官亦往往難以判斷。 

根據蘇黎士再保險資料指出，再保險契約有一模範仲裁條款73：「Any dispute 

which may arise between the parties in respect of this treaty or relating to i ts validity 

and which the parties have not been able to settle amicably shall be submitted for 

final decision to a Court of Arbitration.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is set out in the 

Special Condition.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shall consist of two arbitrators, one to 

be appointed by each party, and a chairman who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arbitrators 

before they have studied the case material.  The arbitrators and the chairman shall be 

active or retired officials of companies or underwriters carrying on a similar type of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business to that covered hereunder. If either party fails to 

appoint an arbitrator within three weeks after being requested in writing by the other 

party to do so, or in the event of the arbitrators failing to agree as to the appointment 

                                                 
72 Thompson, K., Reinsurance, 4ed, P.140。朱偉民，從仲裁法之修正談保險契約中之仲裁條款，保
險專刊第 53輯 87年 9月，P.158-159。 
73 A Reinsurance Manual of the Non-Life Branches, 4ed (revised), Zurich, 1986，P.67-68。 



of the chairman within an identical period after their own appointment, such arbitrator 

or chairman shall be appointed by the competent person or body set out in the Special 

Conditions.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shall make its decision by a majority of votes of 

the two arbitrators and the chairman.  The decision shall be in writing, giving the 

reasons supporting the decisions.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shall decide as to the 

allocation of costs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advance of a reasonable sum may be 

requested from the parties at any time during the procedure.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shall decide according to its own discretion as to the procedure to 

be followed, in which respect judicial formalities shall be avoided.  The law of 

procedure applicable at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shall be observed as supplementary to 

these present provisions.  The present treaty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material law at 

the domicile of the Company.」此條款多年來為學術上所使用，近年來全球的再保

險合約更將當事人誤會也交由仲裁庭解決。該條款將契約有效性、由契約而生的

各項爭議及雙方未能善意和解之情況下強制交付仲裁。仲裁法院原則上由雙方各

指派一位仲裁人，再由二仲裁人於開始仲裁程序前指派主席仲裁人（chairman）

74一人組成，仲裁法院的決定來自於二仲裁人及主席仲裁人之多數決，且仲裁判

斷書須以書面為之附上理由。仲裁法院可以決定雙方如何負擔仲裁人或主席仲裁

人之報酬及提付仲裁之費用。仲裁程序準據法係以仲裁地現行法律為主。 

 

 

 

 

 

                                                 
74 此處之主席仲裁人與其他二仲裁人地位相同，依三人之多數決作成仲裁判斷，同於美制所稱

之「第三仲裁人」；英國之主任仲裁人（umpire），則是屬於二仲裁人無法決定時，由主任仲裁人
一人決定之。我國仲裁法所稱之「主任仲裁人」，其意義並非同於英制，而是與「第三仲裁人」

相同地位，即與其餘二位仲裁人多數決決定仲裁判斷。 



以下將上述仲裁條款內容以圖示表示： 

                           

                          爭 議 

 

 

 

 

 

 

 

 

 

第三項 英國火險溢額再保險之仲裁關係 

由於仲裁協議不承認口頭協議，因此合約再保險最容易含有仲裁協議在內。

各種合約再保險中，又以溢額再保險最為普遍，而溢額再保險中以火險溢額再保

險危險管理最嚴密，故其合約之規定亦最詳細。故本文以火險溢額再保險合約為

例： 

 

第十五條75 

                                                 
75 原文係謂：「All questions or disputes between the Compan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Reinsurer on 

the other touching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or effect of this Agreement or of any clause therein 
contained or any fact or matter connected with carrying out of these presents or the rights or liabilities 
of either of the said parties thereto shall in every case be referred to the arbitration of two arbitrators 
one to be appointed by the Company and the other by the Reinsurer.  These arbitrators shall appoint 
an umpire before entering upon the reference and should the two arbitrators fail to agree then the matter 
in dispute shall be referred to the umpire and decision of the two arbitrators or umpire as the case may 
be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upon both the parties.  The seat of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in … … .and all 
costs of arbitrators shall be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arbitrators or umpire as the case may be who may 
direct to and by whom and in what manner same shall be paid.  If the arbitrators do not agree within 
thirty days of their appointment as to an umpire each shall nominate one and the selection shall be 
made by drawing lots the name of the party first drawn shall be the umpire.  The arbitrators and 
umpire shall be Executive Officials of Fire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Companies authorized to transact 

分出保險公司 再保險人 

仲裁人 

主席仲裁人 

仲裁人 

預備提名仲裁人 



「甲乙兩方對於本合約或其條文之解釋與效力、或對任何事情或事實適用本

合約條文、或關於甲乙方任何一方之權利義務之爭議疑問，均應提交由甲乙方各

選定一名之仲裁人仲裁。該二仲裁人並應於仲裁人開始前選定主任仲裁人一人，

倘二仲裁人不能獲致協議，應提交由主任仲裁人仲裁之。該二仲裁人或主任仲裁

人依上述程序所為決定，係屬最終決定，拘束甲乙雙方。仲裁地點為○○。關於

仲裁所需費用，依案件情形由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決定由何方對何方、或以何種

方式負擔。倘二仲裁人經被選定後三十天內不能同意主任仲裁人時，各自推定一

名，以抽籤決定之，先被抽到者即為主任仲裁人。仲裁人及主任仲裁人應為火災

保險或再保險公司之負責處理業務之決策人員並與爭議事宜無利害關係者。」 

 

第一款 仲裁範圍 

從火險溢額再保險仲裁條款看出，其仲裁範圍廣至條文解釋、效力認定、合

約所生之爭議及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契約之權益關係已包含在契約之中，此應指

法定雙方權益關係或再保險實務運作之原理），基本上「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

應已包含契約條款之解釋、效力為何、雙方契約權利義務認定、理賠相關之爭議。

但本條特別載述「雙方權利義務之爭議疑問」，本文推測其係指再保險運作的「同

一命運原則」，法律與契約雖無明定，但此原則乃再保險運作最大的核心，其次

應該是「最大善意原則」，由於再保險人對於原保險業務之優劣，不如原保險人

清楚，根據這些原則原理，原保險公司必須對再保險公司負契約明示或默示之義

務。 

 

第二款 仲裁的程序 

由上文得知先由當事人各選一名仲裁人，為了防止二仲裁人間意見不合，雙

方仲裁人於進行仲裁程序前，事先選定主任仲裁人以便做成最後的判斷。仲裁的

                                                                                                                                            
business who are disinterested in the case. 」陳繼堯著，再保險學─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民國
88年 3月第五刷，P.209-210。 



進行以不公開為原則，僅通知兩造而已。仲裁聲請人於仲裁開始前一個月內，提

出聲請書以及各種資料，對造於收到聲請人之聲請書後一個月內，亦須提出答辯

書。此後兩造認為有必要，可做覆辯書交仲裁庭，仲裁人亦依案情之需要，可傳

兩造或有關人員到場說明或查閱有關文件等。為求爭議早日解決，仲裁條款往往

會規定仲裁的期限。 

 

第三款 仲裁人的選任 

選任仲裁人常因當地保險業以及商業同業之組織等而異，以英國為例，有勞

依茲火險業者協會（Lloyd’s Fire Offices’ Committee）、意外險業者協會（Lloyd’s 

Accident Offices Association）、商會（Chamber of Commerce）等同業團體組織之

理事長可備委請。其他如船體險等海上保險，亦可委請國際海上保險業者聯合國

（International Union of Marine Insurers）之會長指定。由於熟悉再保險業務爭議

的仲裁人不易選任，實務上法院也曾經協助保險公司及再保險公司來選任仲裁人

76。基本上，仲裁人的條件以公正且無利害關係為首要，尚須有商務之智識與經

驗，以及對於保險、再保險均具備專門知識與實際經驗，始能秉持公正排解爭議。 

 

第四款 仲裁的地點 

仲裁地點通常約定在原保險人即分出公司的所在地舉行，其原因是再保險標

的在於該地，以該地作為仲裁舉行地較為方便，然在選任仲裁人以及風俗習慣等

運用方面，再保險人乃處於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亦有約定以被請求仲裁之一方

所在地為仲裁地點，此於工程保險契約使用居多。 

 

第五款 仲裁的費用 

多數合約僅規定第一層仲裁人的費用，約定由當事人雙方各自支付，主任仲

                                                 
76 Belvedere Underwriting Agency Ltd v. GTE Reinsurance Co. Ltd, Supreme Court of Bermuda, 
Civil Jurisdiction 1998 No. 151 (July 7, 1998)。P.T. O’Neill and J.W. Woloniecki, The Law of 
Reinsurance in England and Bermuda,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0，P.74。 



裁人之費用則由當事人雙方共同負擔，至於第一層仲裁所需的共同費用，亦由當

事人雙方共同負擔，或由仲裁人決定雙方如何分擔。 

 

第六款 其他注意事項 

關於仲裁，尚須注意以下幾點： 

1. 臨時再保險因不訂約，因此發生爭議時無法以仲裁來解決，惟再保險著重慣

例，臨時再保比照合約再保採行仲裁似無不可，然仲裁條款內容往往不一，

採取何者雙方才能接受？最好仍以契約明確約定為佳。 

2. 倫敦市場正推行仲裁條款標準化運動，在再保險業者協會之下成立小組，草

擬統一條款，於一九七五年修訂，一九八五年附加修訂77。 

3. 第一層仲裁人因係屬由當事人各自選定，所以難以秉持公正性，類似準律師

的性質（quasi-advocates），結果往往使問題更趨複雜而拖延時間，所以開始

有人主張廢除第一層仲裁。 

4. 除了雙方利用契約自由，訂立仲裁條款規範仲裁程序細節外，實務上亦多保

險契約載明適用英國目前生效之仲裁法、美國聯邦仲裁法、紐約州的紐約仲

裁法、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等等。 

 

第四項 案例分析 

第一款 轉再保險契約之併入條款 

Pine Top Insurance Co. Ltd v. Unione Italiana Anglo Saxon Reinurance Co. Ltd

一案中78，兩公司之間訂立一轉再保契約，該契約中載明本契約用語、條件及條

款同原再保險契約，該案的爭議在於此種併入條款的寫法，是否足以讓「原再保

險契約的仲裁條款亦拘束轉再保險契約」？  法官 Gatehouse J.認為該併入條款的

                                                 
77 Arbitration Agreement 1985 請參考附錄七。 
78 [1987] 1 Lloyd’s Rep 476 (QB Com Ct).  Jonathan Mance, Robert Merkin, Insurance Disputes, 
London Hong Kong 1999，P.24.16。 



目的，乃在使轉再保的契約所承保風險如同原再保險契約，而這個目的之達成無

須併入該仲裁條款，再加上傭船契約上的仲裁條款併入載貨證券時，需明確於載

貨證券上載明併入該條款才有適用的餘地，因此本案當事人雙方的爭議仍須透過

訴訟解決。有關此一問題在香港最高法院有關 Fung Sang Trading Ltd. V. Kai Sui 

Sea Products and Food Company Ltd一案79，法官Kaplan J.認為仲裁條款是否有效

併入轉再保險契約中亦由仲裁庭決定之。可見不同的法官針對相同的議題卻做出

南轅北轍的裁定。 

 

第二款 保險人破產之再保險契約 

Astra SA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Co. v. Yasuda Fire and Marine Insurance 

Co. of Europe Ltd.一案中80，原先 ADAS再保險公司與 Yasuda保險公司之間的再

保險合約中有一仲裁條款，後因 ADAS破產被 Astra再保險公司概括承受，當然

也包括了 ADAS與 Yasuda的再保險契約。根據羅法尼亞法律，ADAS公司破產

後，其公司的資產與負債移轉至 Astra再保險公司，並未使再保險契約中之仲裁

條款歸於無效，所以 Yasuda與 Astra如有任何爭議時，仍需依照原再保險契約的

仲裁條款來解決。但根據英國法時，Yasuda 便不能利用此仲裁條款對抗 Astra。

Toulson J.依據一九三○年 Third Parties（Rights Against Insurers）Act以及英國一

九九六年仲裁法第八十二條第二項，第三人不得利用仲裁協議當事人來進入仲裁

處理爭議，此案中 Yasuda 本身即為仲裁協議的當事人，並未利用任何第三人來

達到仲裁的目的，故法院最後判決 Yasuda 申請執行仲裁為有理由。本文認為基

本上按照破產管理人取得破產人法律地位之理論，包括取得所有債務及債權，其

內容當然包括依照再保險契約提付仲裁之權利義務。 

                                                 
79 [1992] 1 H.K.L.R. 40.  Jan Woloniecki, The UNCITRA L Model Law and the Arbitration of 
Reinsurance Disputes in Bermud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urance Law, Part 2, April 1997，

P.95。 
80 P.T. O’Neill and J.W. Woloniecki, The Law of Reinsurance in England and Bermuda,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0，P.71-72。 



Quackenbush v. Allstrate Insurance Company一案81，Mission保險公司與其他

分支公司與 Allstrate投保再保險契約，但 Mission保險公司卻失卻清償能力宣告

破產，Mission 向破產法院提起訴訟請求 Allstrate 再保公司支付再保險金

（reinsurance recoverables），Allstrate則向聯邦地方法院請求強制仲裁，但 Mission

卻認為 Allstrate此項舉動違反州法，聯邦地方法院要求兩造依照州定程序進入仲

裁，上訴法院則根據聯邦仲裁法不依州定程序，認為法院無權拒絕載有仲裁條款

之契約，因此本案仍需交付仲裁辦理。 

 

第五節 財務再保險 

第一項 財務比率再保險 

財務比率再保險（Financial quota share reinsurance），對分出保險人提供盈餘

紓困來改善其保費對盈餘之比率。利用簽單與未滿期保費比率，連同其有關保費

的支付損失責任，轉讓給財務再保險人來承擔。分出保險人的所得及盈餘的提

高，應等於付予分出保險人之淨分出佣金（為轉讓給財務再保險人之保費的某一

百分比）。以下為財務比率再保險合約中的仲裁條款82（此為傳統再保險合約中

可見之標準仲裁條款）： 

 

第二十一條─仲裁 

在任何訴訟權利之停止條件（condition precedent）下，任何起因於本合約之

解釋，或任一方當事人關於本合約下任何交易的權利之爭議、或歧見，不論其係

於終止之前或以後，均需經由一方當事人之要求而提付仲裁。仲裁必須有仲裁人

二人及第三仲裁人一人，其應為所在地在美國境內之保險或再保險公司，現任或

                                                 
81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 No. 96-56132, 1997 U.S. App. (9th Cir., 28 
August 1997).  Comments and Repor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urance Law, Part 1, Jan 
1998，P.51-52。 
82 蔡玉輝譯，有限危險保險及再保險，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民國 89 年 5 月發行，
P.120-121。 



已退休而不具利害關係之高級主管；一仲裁人由公司推選，另一仲裁人由再保險

人推選，而第三仲裁人則由二仲裁人於任命第二位仲裁人後三十天內推選之。若

一方於收到另一方要求推選之書面通知後六十天內拒絕或疏於指定一仲裁人，則

提出要求之一方得指名二仲裁人，並由仲裁人推選第三仲裁人。若於其提名後三

十天內，此二仲裁人未能同意指定第三仲裁人時，則各仲裁人可提名三人，而他

方則可回絕二人，並以抽籤方式做決定。 

各一方必須於指定第三仲裁人後三十天內，將案件提交仲裁人。仲裁庭應將

本合約視為一件崇高的約定，而非僅係一項法律責任；他們可免除一切司法之正

式手續，並可放棄依從嚴格之證據法則。除非各方共同同意延期，否則該仲裁庭

必須於審訊終結後六十天內以書面發布其決定。仲裁人之決定可於任一有管轄權

之法院予以強制執行。各當事人必須擔負其所選任仲裁人之費用及第三仲裁人之

一半費用以及一半的仲裁費用。 

若在同一爭議中所牽涉之再保險人不只一人，則此等再保險人為此條款之目

的，必須組成為一當事人行動，而分出公司則須對組成為一方之各再保險人分別

予以通訊，惟此處所規定者並無損及此等再保險人主張個別，而非共同之辯護或

賠償請求之權利，而再保險人於此合約條款下之責任亦不可視為從個別變為共

同。若牽涉仲裁之再保險人不只一人，則再保險人指定仲裁人之時間應予延長十

五天。除非有關當事人相互同意其他地點，否則任何此類仲裁地點應為紐約州紐

約市。 

由此可見此為一極詳盡之仲裁條款，不管是仲裁範圍敘明清楚，其他包括如

何指定仲裁人及第三仲裁人、仲裁庭之仲裁期限、仲裁判斷之執行、仲裁地、仲

裁費用之負擔，甚至規範了多數再保險人之仲裁的情況，可延長指定仲裁人之期

限，此時必須要求多數再保險人組合成單一行動，保險人僅須個別通訊通知，然

而，此仲裁條款並無損及此等再保險人主張個別，而非共同之辯護或賠償請求之

權利。 

 



第二項 賠款責任移轉合約 

分出保險公司利用賠款責任移轉合約（Loss portfolio transfer agreement），將

特定一批已不再繼續或已到期保單所生之支付賠款責任，連同足以支應賠款及理

賠費用之現金，移轉給財務再保險人。以下為賠款責任移轉合約中的仲裁條款83： 

 

第十七條─仲裁 

作為本合約所生任何權利之一項先決條件，分出公司及再保險人之間，因本

合約或有關其解釋或效力之規定所發生的任何爭議，不論其係於本合約終止之前

或之後發生，均應按以下規定之方式提交仲裁。 

除非各當事人在接獲意圖仲裁之通知後十五天內就單一仲裁人達成協議，否

則所有爭議皆應提交依下述方是所選定之包括兩位仲裁人及一位第三仲裁人在

內之仲裁小組。 

仲裁小組成員應由對保險及再保險業務具備專門知識之人士中予以選定。除

非單一仲裁人之人選經一致同意，否則提請仲裁之一方（聲請人）應指定一位仲

裁人，並將此一事實以附回執郵件（certified mail），要求擲還收據，對另一方當

事人（回應人）發出書面通知，連同意圖仲裁之通知。回應人則於接獲此項通知

後三十天內，亦指定一位仲裁人，並將其通知聲請人。該兩位被指定之仲裁人應

於開始審訊前選定一位第三仲裁人。倘若在回應人只定期仲裁人後二十天內，兩

位仲裁人未能就第三仲裁人之選定達成協議，則其各應提名三人為第三仲裁人，

在剔除其中兩位後，就其餘兩名人選以抽籤方式決定之，先被抽到者即為第三仲

裁人。 

倘若回應人未能在收到意圖仲裁之通知後三十天內指定一位仲裁人，則應由

聲請人選定之，而該仲裁人應與聲請人所指定之第一位仲裁人，依本條款程序之

規定選定第三仲裁人。除非分出公司及再保險人雙方協議指定其他地點，否則依

                                                 
83 蔡玉輝譯，有限危險保險及再保險，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民國 89 年 5 月發行，
P.140-142。 



據本條款所進行之任何仲裁，皆應於分出公司之總公司所在地城市為之。除非仲

裁小組另予展期或當事人間達成協議，否則各方當事人皆應於選定第三仲裁人後

三十天內，將其案件提交仲裁小組。所有在仲裁小組前之程序應屬非正式，且仲

裁小組應不為正式之證據法則所約束。仲裁小組亦有權制定有關仲裁程序之所有

程序規則。仲裁小組於做成任何決定之過程，應對保險及再保險業務之習慣與慣

例予以應有之考量。 

仲裁小組應於程序終止後六十天內做成決定，該項決定須以書面為之，並附

帶說明其理由。該仲裁小組過半數之決定應具決定性且拘束該程序之當事人。除

非由仲裁小組另予分配，否則所有仲裁程序之費用，包括仲裁人及第三仲裁人之

費用，應由各當事人平均分擔之。 

當事人已將本合約製成兩份，並自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起予以生效，特

此證明。 

 

第三項 未來累積超額賠款再保險 

未來累積超額賠款合約（ Prospective aggregate excess of loss），此種合約為財

務再保險最受矚目的契約，為多年期契約（multiyear contracts），係指分出公司

之未來損失由財務再保險人予以賠償，並在以後年度累積基金之再保險險合約，

分出保險公司利用市場核保循環（underwriting cycles）有疲軟（soft）與穩定（hard）

現象，來達成均勻化其再保險成本的目的。以下 Lincoln National Health & 

Casualty Insurance Company與 National Reinsurance Corporation 間之累積超額賠

款再保險契約為例84： 

 

第十二條 仲裁 

對於任何有關本合約之解釋、意義與效力，或當事人各方之權利義務之爭議，

                                                 
84 同前註，P.250-251。 



均應提交由 NATIONAL及再保險人各選定之一名仲裁人仲裁之。該二仲裁人並

應於仲裁開始前選定第三仲裁人一人。倘任何一方於他方提出書面要求進入仲裁

後三十天內未能選定一仲裁人時，提請之一方得選定仲裁人二人，並由該二人選

定第三仲裁人一人。倘二仲裁人於其被選定之最終日後三十天截止時未選定第三

仲裁人，該等仲裁人得各提名三人，經對方將其中二人予以淘汰後再從所剩二人

之中，以抽籤決定之。仲裁人及第三仲裁人必須公正無私，且應為經核准於美國

營業之財產及意外保險公司之現任或退休之高級職員。各當事人應於選定第三仲

裁人後三十天內，將其案件提交仲裁人及第三仲裁人。該三人之多數決定即為最

終決定，並對雙方有其拘束力。對於仲裁判斷之審判，可於任何具有管轄權之法

院著手進行，各當事人應負擔各自之仲裁人費用，並與他方共同平均負擔第三仲

裁人及仲裁費用。倘如上述規定，二仲裁人均為一方選定後，雙方應均分仲裁人、

第三仲裁人及仲裁之費用。除非雙方同意指定其他地點，否則，任何此類仲裁應

於康乃狄克州斯坦福（Stamford, Connecticut）為之。 

本條款除了載明仲裁範圍外，也詳盡記載了仲裁人指派的方法、仲裁人之資

格限制、仲裁判斷之形成、效力及執行、仲裁費用如何負擔、仲裁地點等等，可

謂一狹義式仲裁條款。 

 

第四項 追溯效力累積超額賠款合約 

追溯效力累積超額賠款合約（Retroactive aggregate excess of loss）係隸屬於

一個包含賠款移轉合約以及時間保險單（time and distance policies）在內的廣泛

範疇之內。此種合約與賠款責任移轉合約皆是承擔事前的損失，但比賠款責任移

轉合約包含更廣泛的損失與賠償請求的範圍，著眼於賠款之未來支付型態。其仲

裁條款的記述同於標準條款用語。 

 

第五項 時間保險單 



所謂時間保險單（ the time-and-distance policy），乃基於使不同的勞依茲辛迪

卡（Lloyd’s syndicates）帳簿上之就有賠款責任自然終止的需求，而在該市場所

開發的極為獨特的財務保險商品。此類保險單隸屬於追溯效力合約之範疇內，提

供分出保險公司（通常是勞依茲辛迪卡）依據特定的支出計畫，在將來進行再保

險之追償。目的在改善承保收益與現金流量，為最常用以結束勞依茲辛迪卡帳務

之承保年度的方式。以下為時間保險單中之仲裁條款85： 

 

第十一條─仲裁 

被再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以下稱之為「本合約雙方當事人」）之間有關本合

約之所有爭議，包括其成立與效力，且不論該爭議係發生於本合約期間內或之

後，均應依下列規定之方式，提交仲裁法庭解決之。 

除非本合約雙方當事人在一方當事人自他方收到仲裁書面請求後三十天

內，就單一仲裁人之選定達成協議，否則聲請人應指定一位仲裁人，並就此提供

書面通知予回應人。在收到該通知之三十天內，回應人應指定一位仲裁人，並就

此提供書面通知予請求人。若回應人未能依前述規定為之，則請求人得向以下所

稱之指定人申請，以指定一位代表回應人之仲裁人。 

倘若仲裁人未能達成協議，則雙方應在該爭議之三十天內，指定一位第三仲

裁人，以提交該爭議事項。倘若仲裁人未能在上開期間內指定一位第三仲裁人，

則任一仲裁人或任一方當事人得向指定人申請，以指定第三仲裁人。除非本合約

雙方當事人另行約定，否則，仲裁法庭應由任職於或從事於保險或再保險核保業

務之資深地位人士所組成。 

仲裁法庭應有權限決定仲裁之所有程序規則，包括在有關辯護、要求告知

（discovery）、資料檢查、證據審查之情況下，就其認為適當之任何事項，以及

就其他任何與仲裁行為有關之事項，做成決定的自由裁量權，並得在其依自由裁

                                                 
85 同前註，P.176-177。 



量認定為合適之情況下，收取證據且就該等證據有所行為，無論該等證據係口頭

或書面，抑或可全然採納與否。 

指定人應為勞依茲之主席（the Chairman of Lloyd’s）。所有仲裁之費用，應

由仲裁法庭在自由裁量下，指示應向何人、由何人及以何種方式支付之。仲裁地

點應在倫敦，且仲裁法庭應適用英國法律，作為本合約之準據法。仲裁法庭之判

斷應以書面為之，且對承諾依其內容而實行之雙方當事人具拘束力。倘若本合約

雙方當事人之任一方，未能實行任何仲裁判決之內容，則他方得向不履行之該方

當事人的任何住所地、資產所在地或其營業地區內有合法管轄權之法院，聲請執

行之。 

由上可知，該仲裁條款承認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明文仲裁範圍包括了契約

之成立或效力之認定，可免事後爭議。此外，本仲裁條款還提及了擔任仲裁人或

第三仲裁人之資格限制及選派之方法、仲裁庭之各項權限、仲裁程序準據法、實

體準據法、仲裁地點及仲裁判斷形式、效力及執行。 

 

第六節 本文見解 

在介紹完國內外有關財產保險、人身保險、再保險、財務再保險之仲裁條款

之後，可以歸納國內對於保險仲裁的使用尚在發展階段，不管是交付仲裁的範圍

使用仲裁條款的險種，都比起國外的保險仲裁條款保守，然我國在執行保險仲裁

條款時較不會發生美國法院裁定迥異的困境，我國法院對於保險契約仲裁條款多

持肯定且尊重的態度，以利配合仲裁法修正後，國內商務契約使用仲裁來解決爭

議。其次，當適用到英國仲裁法時，其仲裁人的約定原則上為二人，但條款通常

還會增定若二仲裁人不能達成一致時，需另指派主任仲裁人（umpire）一名，此

為英國仲裁法與美國聯邦仲裁法及我國仲裁法之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