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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第一項 保險聯營對市場具有不可或缺之重要性 

保險為風險管理之根本基礎，係社會大眾移轉風險之重要選項之一。保險人藉

由承受投保人移轉之風險，消弭了人們心靈之不確定性，而為求保險事業永續經

營，降底危險過度自留之可能性，保險人亦應尋求風險分散之方法。營利保險人

間風險分散方式，包括共同保險、再保險、交換業務，及保險聯營等。而其中保

險聯營，係指由數保險人約定共同經營特定風險或業務之制度。其係由組織經理

人融合納入聯營之危險，並依照契約約定方式計算承擔比例，分散予各會員承

受，主要目的為擴大承保能量以承擔特定風險，及確實分散風險以穩定保險經營。 

若保險聯營僅有承保能量擴充及風險分散兩項優勢，應可輕易地以同樣具備相

同功能之類似風險分散機制取代之。因為其他方式不但可達成相同目的，且無庸

另行組設獨立組織，委任經理人經營之，誠兼顧經濟與效率考量。惟觀其全球保

險市場發展，聯營制度對於各個國家或特定區域，已是保險發展的一種趨勢，雖

仍無法取代共同保險或再保險等機制，但聯營具備之獨特功能及運作方式，對於

保險市場而言，具有不可或缺之重要性。 

保險人專為特定危險組設聯營，其成因有許多種，包括如組織新種保險聯營，

目的即為透過眾保險人之力量，集結足夠之危險單位，有效運用大數法則，精準

預估損失，正確計算費率，以奠定新險種之經營基礎；或針對巨災風險成立聯營

組織，使個別保險人有足夠承保能量承接業務，亦可能由組織依其內部之聯合能

量，直接簽單給與保障，目的皆係希望消納巨大危險，發揮保險功效；也有針對

不良業務成立者，期望透過保險業支援，承擔少數危險族群或特定地區轉嫁之風

險。而近幾年來，因為天然災害或人為破壞，如：地震、颶風及恐怖攻擊事件，

導致之保險重大損害，重創了國際再保險市場，致使巨災風險及高度風險之業

務，成為再保險人之拒絕往來戶；新種風險亦因根基不足，變數過大，也使多數

再保險人不願承接；而原保險人基於社會期待所承接之非良質業務，國際再保險

人基於營利考量，更不可能接受分進之業務。即便保險人可利用共同保險，共同

分擔損益，仍比不上保險聯營之精細運作－消納、融合及分散風險，亦無法達到

聚集眾多危險單位，極致發揮大數法則之功效。因此對於某些類型風險而言，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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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機制絕對是保險業首選的經營風險方式之一。 

除上述者外，保險聯營有時是為減少同業間惡性競爭或因應政府政策而設立。

聯營契約係各會員協議簽訂，內容包括約定各會員承受業務比較之計算方式，計

算基礎係以前一個契約期間之業務比例，加上基本基數之和。因有公平的業務分

配公式，及考量加入組織後所產生之共同利害關係，各會員間之競爭則會受到一

定程度之抑制或緩和，避免因惡性削價爭取業務，導致危險公司營運；而所謂保

險業響應政府政策組織聯營組織，則係為配合政府所推動的社會福利，由法律規

範保險人聯合承擔特定風險，以達政策目標，此亦可視為保險業履行社會責任之

體現。維持市場安定與配合社會政策者，係保險聯營之特殊功能，也係保險市場

倚重聯營制度之重要原因。 

保險聯營無法取代再保險或共同保險等傳統之分散風險方法，但其獨特性使其

於現今保險市場佔有重要一席之地。保險業應有效運用此制度之優點，以協助承

擔特殊風險，並促進保險業間之合作。 

第二項 保險聯營與其他類似組織之法律性質各異 

  保險聯營、共同保險、再保險與交換業務等，雖皆屬保險人風險分散之機制，

但事實上其功能、運作方式與契約約定內容，多有相異之處。因此若要了解各機

制之契約性質及當事人間之法律關係，即必須分別就其功能、運作方式與契約約

定內容，深入探討之。 

  保險聯營契約，會員訂約目的係透過醵資，達到經營共同事業之目的，係屬民

法合夥契約。而若探討聯營會員間之法律關係，須依聯營契約組織是否具簽單主

體性，區分為共保聯營及再保險聯營組織。共保聯營組織，係以組織名義或委由

單一會員簽發保單，其中契約列名會員名稱及成份者之內部關係似對外共同保

險，會員因透過組織共同承保同一風險，而具共同利害關係，但各自僅對認受之

部份負完全責任，除非有特別約定，否則會員間不具法律上之關係，原則上屬獨

立承保個體；不列名者，如我國核能保險契約，契約當事人僅係被保險人與該聯

營組織，其餘各會員僅內部約定損益分攤比例，無實際業務承擔，似對內共同保

險，會員間法律關係僅係分攤損益結果之關係。至於再保險聯營組織，為學理上

典型之保險聯營方式，因組織本身不簽發保單，而係由會員自行簽發保單，將其

納入組織，再由經理人融合分派風險，整體過程聯營組織僅提供服務，未承擔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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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會員係利用組織運作得將承受之風險轉嫁予其他各會員，因此各會員兼具原

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身分，組織會員間之法律關係屬交互再保險關係。換言之，

再保險聯營組織契約制訂時，會員間即生法律關係，約定交互承受風險，而簽單

業務之投入與損益結果之承受，僅屬運作程序。 

  共同保險契約，係由二個或二個以上保險人約定共同承保同一保險標的而訂

立。共保契約本質等同於一般保險契約，須具備保險契約之成立要件，依承保之

危險種類區分契約類型。實務上，共同保險尚得區分為對外共同保險及對內共同

保險。所謂對外共同保險，即係學理上的共同保險，共保人於共保契約約定承保

比例，依該約定承擔責任及分擔損失；共保人之內部關係，若未特別約定，僅對

承受之成份負全部責任，各自獨立，無連帶法律關係。而對內共同保險，屬於共

同保險之變形，其簽單者僅由單一保險人為之，其餘共保人係私下與簽單保險人

締結契約，原保單之被保險人通常無法得知其他共保人及其承擔成份，該契約應

屬於民法損益分擔契約；而內部共保人間之關係，雖有學者認為應歸類於再保險

關係，但簽單保險人並非移轉責任風險予其他保險人，而僅係依私下締結之契約

約定比例，共同分享保費，於損失發生時，共同分攤損失，因此屬於單純之損益

分擔關係。 

  再保險契約，係原保險人為分散風險，減少因給付責任而造成之賠償損失，所

訂立之契約，因此不管原保險人契約係屬於何種險種之保險契約，再保險契約皆

為責任保險契約；原保險人以其承保之部分危險，轉向他保險人投保，並支付再

保險費予他保險人，因此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關係，屬於保險關係。 

  交換業務契約，係指基於互惠原則，約定原保險人向他保險人再保險，同時自

他保險人獲取分保業務或轉再保險業務之制度。契約雙方當事人皆可利用該制度

降低特定事故發生，而造成之損失賠償額度，得歸類於責任保險契約。而此種再

保險業務之交換，尤重均衡互惠原則，亦含有民法互惠契約之特色，因此應屬於

混合型之契約。交換業務契約當事人皆兼具原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之身分，為移轉

風險與承受風險之行為，並以風險之轉嫁，做為承受對方危險之對價，所以雙方

當事人間係保險關係，進一步而言，係交互再保險關係。 

第三項 國內風散分散組織之本質不一 

  國內保險人間所運用之風險分散機制，包括漁船保險共保委員會、財團法人工



                                                                

 - 144 - 144

程保險協進會、中華民國核能保險聯合會、大宗物資共保委員會、強制汽車責任

保險共保小組、大眾捷運旅客運送責任共保組織、住宅地震保險共保組織及傷害

保險恐怖主義行為保險共保組織等。國內實務多認為共同保險及保險聯營皆係二

個以上保險人合作分擔危險之方式，得以「共保」涵括此二種概念，無明確區分

之必要，甚或認為保險聯營係共同保險之一種方式。因此現存之風險分散機制，

多以「共保組織」稱之。惟事實上，倘以成立目的及運作方式分析，目前實務多

數風險分散組織係屬保險聯營機制。本文以為釐清各機制之屬性，有其必要性，

如是，才可徹底運用其功能及運作，達到風險分散之目的，並避免產生法律關係

之爭議。 

  漁船保險共保組織，實際運作上應為再保險制度。早期漁船險由於業務狀況惡

化、賠率過高，導致過外再保險人停止接受分保，因而由產險公會水險委員會成

立漁船險小組，負責國內產險公司漁船險聯營事宜。惟近年來，該組織會員有選

擇是否將承保業務納入之權利，因此各會員多係將不良漁船業務納入，尋求風險

分散，且每年之業務量僅千筆左右，造成該組織不再係已聯營方式經營。目前漁

船險小組負責係針對簽單保險人單筆投入之業務，按照契約約定，分予其他會員

承擔。公會漁船險小組則立於類似再保險仲介之地位，提供原保險人洽商處理再

保險有關業務與帳務往來事宜之服務，簽單會員與其他會員間之關係，不再係過

去的交互再保險關係，而係單純之再保險關係。 

  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保險，係承保旅客死亡或身體受傷或財物毀損滅失

時，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若承保事故若不幸發生，造成之傷亡及財損

總額相當嚴重，單一保險人通常無法單獨承受此類風險，因此則有所謂大眾捷運

系統旅客運送責任險共保之產生。目前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險共保，係指

依政府採購法第六十七條得標之保險人，將其所承保之危險，以分包之方式，與

其他保險人共同承受。此種方式得視為對外共同保險，得標者為首席保險人，負

責與捷運局接洽、協商，並分配其餘參與共保者之承擔比例。公會於此共保機制

中，並不會介入保險人間成份認受之過程，僅於保險人與捷運局間訂定或履行契

約產生爭議時出面協調，立於溝通橋樑之地位。因此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

險共保並不能與其他聯營組織等同視之，其運作方式係真正之共同保險。 

  我國風險分散機制，除前述漁船保險共保組織及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險

共保外，其餘者依其成立目的及運作方式判斷，皆屬保險人聯合成立之保險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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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其中核能保險聯合委員會，係利用聯營方式擴大國內保險承保能量，以承

接國家巨大風險，係為國家性質之聯營組織；國家性質之聯營組織通常係以組織

名義簽發保單與承擔風險，其他會員則由經理人協調安排或主動認受成份，我國

核能保險聯合委員會因不具法人資格，組織權能僅得委由兆豐產物，對外代表其

為法律行為，對內處理行政事宜，此種具有直接簽單承受風險權能之組織，其運

作與共同保險雷同，亦可稱為共保聯營組織。其他聯營組織多係處理國內特定危

險，不似國家型聯營組織承接國家巨大風險，並得與各國類似組織交換業務，因

此屬於國內性質之聯營組織；國內型聯營組織，原則上係由各會員各自招攬業務

及簽發保單，待會員將危險納入組織後，由經理人依約定分派成份予各會員承

擔，組織本身未實際承受風險，僅提供行政上之服務，幫助各會員融合分散風險，

整體運作類似再保險之分散風險方式，因此又稱為再保險聯營組織。 

第四項 國內保險聯營面臨之問題 

  第一目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用字不明確 

    聯合行為，係指經濟上企業主體聯合阻絕或減少市場競爭之行為，因有可能

損害經濟資源效率，形成社會損失，所以主要工業國家皆立法限制之，我國亦

於公平法第十四條明文規定，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保險業基於特定目的，常

需要成立保險聯營，以聯合方式消納指定危險。聯營係數保險人彼此約束，遵

照契約所訂條件承受、融合及分散風險，無形中消弭了業者間競爭狀態，因此

係屬聯合行為，有牴觸公平法立法價值之虞。過去實務見解僅認為強制汽車責

任保險聯營組織，有成立之必要性與合理性，而無違法之情事，對於其餘類似

組織之合法性，則採保留態度。我國立法者考量保險業者本於經營業務之特殊

性，為確保風險分散、維持市場安定、承保新興風險或達特定公益目的，聚結

保險人力量、以聯營方式經營風險，係無法避免之選擇。遂爰增訂保險法第一

百四十四條之一，合法化保險人之聯營行為。 

    惟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立法審議過程中，立法者與主管機關為求便宜

行事，不願直接觸及保險聯營究竟得否以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問題，因而使用「共

保」之文字。所謂「共保」，於國內實務係指數保險人合力承擔及分散風險之

行為，其包括了共同保險及保險聯營等制度。而其中所謂共同保險，係保險人

基於自身承保能量或其他因素之考量，與他保險人針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

險利益、同一危險事故，與同一被保險人所簽訂之契約，此種法律行為非屬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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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競爭之聯合行為，因此非為公平法規範之範疇，換言之，亦非為立法者欲透

過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合法化之行為。雖「共保」仍包含聯營制度之概

念，但此種「不明確」之立法用字，則可能導致該法條之立法目的無法達成，

更甚者，最終致使該法條形同具文。 

    第二目 組織型態不明 

    目前我國保險聯營之組織型態，有如工程保險成立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

者，亦有如核能保險，雖成立獨立運作機構，卻非為法人者，但最多則係於公

會各委員會下，成立隸屬該委員會之聯營工作小組者，可知實務聯營組織之型

態並不一致。 

    我國實務多認為保險聯營不需成立法人組織，而由隸屬於產險公會委員會下

之聯營小組負責經營一切業務及行政事宜即已足。此種形式，只需要保險人間

有共識，委託公會承辦，即可立即運作。不但方便提供服務予各保險公司，並

具備充足之彈性，得隨時調整契約內容。若是完成組織階段性任務，如為配合

政府政策推行特定保險而成立者，於政府改變政策時，則可隨時解散小組，無

庸經過繁複程序。易言之，產險公會主要係站在保險公司之立場，負責協調及

維護各公司間之權益，促使聯營得以順利運行，始成立該小組，因為公會的目

的僅在於服務保險業者，所以並不希望將聯營組織型態法制化，避免受限於法

律規定，而無法鞏固保險人之經營利益。但學界有持相反意見者，其認為涉及

公益及消費者之重大利益，非僅考量各公司間之關係即已足，因此應依法成立

為法人，使組織享有法人之權利、履行法人之義務，並受主管機關之監督。公

會的經營方式，有其實務運作的便利考量；而學者亦有其基於學理的專業立論

點，因目前雙方對於此問題，並未做深入之討論，所以現行聯營組織之型態仍

係模糊不明。 

  第三目 公平法適用產生疑義 

先進國家在制定限制競爭相關法令及探討其適用範圍時，因考量到保險業基

於特殊經營性質，多數聯合行為係以公共利益為出發點，且該行為往往在保險

監理制度規定下受相當程度之管制，是故並未將競爭法完全適用於保險業之聯

合行為。有些國家採取完全排除適用，有些則係部分適用，另外還有針對保險

業之特性加以調整後另行適用者。但何類行為應排除適用，而何類行應予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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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則因各國經濟、競爭法規以及政策之不同而互異。 

    公平法於民國八十八年修法前，舊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依照其他

法律規定之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即事業依其他法律涉及市場競爭或交

易問題時，依法律許可，特許該類「行為」不受公平法相關規定之規範，此正

係公平法適用之結果，是公平法政策之一部分。八十八年修法以後，新法第四

十六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

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奠定公平法為經濟基本法之地位。

其他法律須不牴觸本法之立法意旨之範圍，始得排除適用公平交易法。易言

之，公平會對於其他法律關於競爭行為之另行規定，擁有檢視其具體適用是否

與公平法之立法目的相容之審查權，如相悖者，即便有法律明文規定，仍無法

直接排除公平法之適用。 

我國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立法理由係基於此類契約及保險事業之特

殊性，爰增訂關於保險人得以聯營方式承保特定危險之條文，以符合公平交易

法適用除外條文之規定。就該法條修正理由內容可知，其援引者係為舊公平法

第四十六條「事業依照其他法律規定之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惟該條條

文於立法院審議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時，公平法新法第四十六條「事業

關於競爭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

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已經公布生效。此種立法上之嚴重錯誤，造成保險聯營

之公平法適用產生疑義：立法者與保險業認為透過保險法增訂，即可合法化保

險聯營行為，直接排除公平法之規範；公平會則依照新法，對於保險事業之限

制競爭行為，擁有最終審查權，因此除非公平會做出排除適用之否定見解，否

則不能逕以保險法之規範排除公平會應有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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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第一項 區別保險聯營及共同保險之實務名稱 

  我國實務對於保險聯營與共同保險之概念混淆，主要原來係來自於譯名之類

似。實務及多數文章論述皆將保險聯營譯作共保組織、共保集團或共保聯營，與

共同保險十分雷同，加上兩種制度由外部觀之，皆係由數保險人參與分攤風險，

因此造成「共保」兩字即可同時代表保險聯營與共同保險兩種分散風險之制度。

其實，若基本觀念十分清晰，名稱僅係用來代表制度的一種方式，本無須刻意區

別，惟我國保險市場卻因此而造成多數人對於此兩種制度內涵之不了解，有認為

保險聯營等同共同保險者，亦有認為保險聯營為共同保險之一種方式者等，甚而

無法釐清當事人間之法律關係，如是，則可能產生不必要之契約糾紛。因此應該

將此兩種制度從名稱上區分清楚，先樹立「保險聯營」與「共同保險」係兩種不

同之風險分散方式之觀念，再使大眾徹底了解兩制度之內涵，始可精準藉由利用

兩制度之運作，達到保險人欲達成之目的。 

第二項 修訂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 

  保險聯營之成員通常涵括該國、該州，或該地區九成以上承保聯營險種之保險

人，此係因聯營之成立，皆基於特定目的，包括消納巨災、高度及不易投保之風

險、減緩同業間之惡性競爭及配合政府推行特定保險或強制保險等，多事關一定

之公共利益，所以需要全體或絕大多數保險人配合響映，始有足夠基礎經營之。

而正是因為保險聯營此種運作特色，以及聯營成員間存在的約束條件，導致其有

壟斷保險市場或限制潛在競爭者進入之可能性，產生了違背公平法與否之爭議。

因此立法者在考量到聯營之必要性及合理性後，則欲透過立法將其合法化。反觀

共同保險制度，係保險人基於自身利益者考量，為擴大承保能量或減少自留風險

額度，而針對個別契約標的私下締結之民法契約，目的係為共同分攤簽單保險人

之損益，所以應與壟斷市場及限制競爭無關，無庸立法者立法合化之。綜上而論，

現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所使用之「共保」用語，因實務認為涵蓋共同保

險及保險聯營等概念，因此無法明確排除特定制度(保險聯營)適用公平法，可能

導致該條文形同具文，無法達到立法目的。本研究以為應修正為：「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保險業得以『聯營』方式承保：一、有關巨災損失之保險者。二、配合

政府政策需要者。三、基於公共利益之考量者。四、能有效提昇投保大眾之服務

者。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捨棄「共保」此種概括之用語，改採明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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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聯營」，如此，始可使公平法規範範疇內之保險聯營制度，有機會排除適

用限制競爭之規定，符合立法者之真意。。 

第三項 聯營組織具簽單主體性者得成立法人 

  保險係具特殊性質之行業，其承擔社會轉嫁之風險，肩負穩定人民心靈及保障

經濟生活安定之責任，得協助國家健全發展。多數保險業者屬於民營機構，但因

其營運成效影響之層面相當廣泛，因此政府於金融管理委員會下特別設立保險局

針對保險業之進入、經營運作、退場等，為嚴格監理與管制。 

聯營組織係數保險人合意共同經營特定危險所成立之組織，其運作屬於聯合行

為方式之一種，若保險人純為營利私益設立，不啻是明顯違反公平競爭之規定，

因此聯營或多或少必事關公共利益。既然聯營與公益不可分，若委由隸屬公會之

工作小組經營，則會產生「合適與否」之爭議，因為公會之任務為協助同業經營

保險業務，及維護與增進其共同利益。本文以為聯營組織之型態，應依其運作內

容而有所區別，亦即若該組織本身具簽發保單之主體性，得直接承擔風險，或得

以組織名義對外進行契約交易，則應具備法人格，成為獨立之權利義務歸屬主

體，並受主管機關之監理，如此始可兼顧公眾之利益與組織之發展，如我國工程

保險協進會之運作形式。而觀其國內的核能保險聯合委員會，雖其得承擔台電公

司移轉之核能風險，並對外與各國類似組織間訂立之交換業務契約，但事實上卻

係由兆豐產物代為一切業務上之決定，實有權責不符之情形。為鞏固交易相對人

之信賴，並利於建立對外關係，核能保險聯合會應成立為法人團體，受主管機關

監督及約束。至於其他隸屬於公會之保險聯營組織，運作內容多僅係協助成員融

合及分散危險，組織本身不承擔風險，不負盈虧，因此原則上無成立法人之必要

性，惟倘若此等組織欲從事保單或核保及理賠技術之研發，則可考慮設立非營利

性質之財團法人。 

第四項 保險聯營不能直接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 

  過去公平會實務見解認為保險聯營雖與公平交易法規範之「聯合行為」形式要

件相符，但經營者，皆屬高危險性或巨災型業務，且以此方式經營可降低危險承

擔比例，增加保險事業經營穩定，並確保消費者權益。所以聯營有無違反公平法

第十四條之規定，仍須視其實務運作上是否具合理性與必要性，是否足以影響生

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市場之功能，再予以個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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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八十八年公平法修訂後，依修正後公平法第四十六條規定，使得公平會對於

其他法律關於競爭行為之另行規定，擁有檢視其具體適用是否與公平法之立法目

的相容之審查權。在本條規定修正前，事業於法有據的行為當然排除公平法的適

用，但本條規定修正後，公平會擁有該事業是否排除公平法適用之審查權。審查

判斷之依據與標準上，可考量特別法與普通法之法律適用原則、其他法律之立法

時間與立法目的等項目；而審查密度，則須考慮是否基於經濟因素考量、立法時

點先於或後於公平法、立法原則有無維護競爭秩序的宣示，有無公平會的決策協

商等因素。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立法審議過程及公布實施日期，皆係於公平法第四

十六條修訂完成後，因此即便是修正理由援引者係舊法條文，保險業仍應遵照新

法規定運作。易言之，雖保險法使保險聯營組織成立於法有據，但保險法關於競

爭限制之規範，基於公平法為經濟基本法概念，兩者則有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

係。所以無法僅憑現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直接排除公平法之適用，公

平會仍保有最終審查權。 

而公平會對於保險聯營之審查標準及密度究竟要如何界定，則可從聯營成立目

的及可達到之實際成效來做考量。聯營組織前述已提及其成立目的多少帶有公益

色彩，就成效而言，對保險人來說，得承保原先超出承保能量之危險，且避免危

險過度自留；對被保險人而言，可將本身危險以保險方式移轉予保險人承受；對

政府而言，可藉由聯營推定特定保險或實現國家社會福利政策。雖仍然要考慮到

聯營挾帶廣大經濟力，可能造成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及損害極少數消費者之利

益，因此無法直接成為公平法之除外規定範圍，但原則上，聯營對於國家社會穩

定發展之正面價值遠大於負面價值，因此公平會應以寬鬆標準及低密度為審查，

即只要聯營目的有公益上之合理性及必要性，聯營成效對於保險市場可帶來顯著

之正面影響，則公平會應給予肯定評價，排除公平法之適用。 

 

 

 

 



                                                                

 - 151 - 151

 

《表五之一》保險業風險分散制度之比較 

 
 保險聯營 

(Pool) 

共同保險 

(Coinsurance) 

再保險 

(Reinsurance) 

交換業務 

(Reciprocity) 

功能 

1.分散風險 
2.擴大承保能量 
3.消化與融合平均

危險 
4.有效運用大數法

則 
5.降低保險業經營

成本 
6.利於安排再保險

7.增強國內保險業

對外競爭力 
8.促進市場安定 
9.累積經驗與技術

交流 
10.撙節外匯流失 

1.分散風險 
2.擴大承保能量 
3.撙節外匯流失 
4.加強對外競爭

力 

1.分散風險 
2.擴大承保能量 
3.平均危險 
4.擴大承保能量 
5.穩定損失經驗 
6.增加盈餘保障 
7.健全財務基

礎，增進償債能

力 
8.提供專業經驗

與技術 

1.分散風險 
2.維持一定業務

量 

風險分散方式 
融合風險 
垂直分散 

水平分散 垂直分散 
互惠交換 
垂直分散 

契約性質 合夥契約 保險契約 
保險契約 

(責任保險) 
互惠+保險契約

    (責任保險)

契約當事人 
參與聯營之 
全部保險人 

被保險人 

Vs. 
所有共保人 

原保險人 

Vs. 
再保險人 

原(再)保險人 

Vs. 
原(再)保險人 

當事人 
法律關係 

交互再保險 
關係 

各自獨立之 
保險關係 

保險關係 
交互再保險 

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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