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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險聯營制度之探討 

近幾十年來，國外保險市場，運用保險聯營制度消納或分散特殊風險，係屬常

態。而我國保險業從早期之漁船險國內共同自留額共保集團至九十三年成立之傷

害險恐怖主義共保小組過程觀之，保險聯營對於國內保險業而言，亦屬不可或缺

的保險經營方式。惟目前國內實務界對於保險聯營及其他類似之風險分散方式，

多有混淆，導致立法或處理實務問題時產生爭議。本章則就學理深入探討保險聯

營制度之功能、種類及運作方式，並進一步分析其契約及當事人之法律關係。 

第一節 風險分散技術 

第一項 風險分散之定義 

  風險管理策略之一即為風險分散(Risk Sharing and Diversification)。風險分散

包括兩種層次的意義，一是風險的拆散與分別承擔，這是比較消極的作法；另

一是風險的拆散與相互抵銷，這就是比較積極的作法。這兩種類似但又不同的

作法，均歸於風險控制與風險理財一環。 

  風險拆散，並分別分擔的好處，可以用來因應各種不同的風險。當一種風險

發生時，造成的損失將不致於是全面性的災難；當然相對地，風險的拆散與分

擔，也同時必須承受更多類型或更廣範圍之風險。第二種作法，風險拆散與互

相抵銷，往往指的是有計畫的經營同一類型，但不同細目的互補事業。當風險

衝擊之時，其危害到其中一項，必也有助於另外一項，像這樣利用一漲一跌，

相互抵銷的現象以控制風險1。 

  保險係一般大眾最常使用之危險轉嫁方式2，惟保險人倘承受過多同類或同

範圍之業務，致危險過於集中，或投保危險數目不足運用大數法則，則必須藉

由風險管理方法，來避免造成危險營運之損失。除透過風險理財方法規避風險

外，專業保險人(包括再保險人)間，常利用風險分散下之風險拆散與分別承擔

方式來達其目的。本文重點即係探討專業保險人間風險分散技術，以保險聯營

為主，並比較其他類似之制度，如共同保險、再保險及交換業務。 

 

                                                 
1 鄧家駒著，風險管理，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87 年 4 月初版，p.254-256 
2 廖述源等合譯，保險學原理(上冊)，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民國 81 年 11 月，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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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險人風險分散之技術 

  第一目 共同保險(Coinsurance) 

    為保險人間最早發展的分散風險技術。其係指財產保險中，二個或二個以

上之保險人共同承保同一保險標的、同一被保險人、同一保險利益、同一保

險事故而簽訂一個保險契約之情況。各保險人依其承保比例承擔責任及分攤

損失。 

  第二目 再保險(Reinsurance) 

    再保險制度，係「保險的保險」, 指保險人斟酌自身的承保能力，以其所

承保危險之一部或全部，轉向其他保險人為保險之行為，藉以減少自己的責

任風險，並確保本身經營的穩健。 

  第三目 交換業務(Reciprocity) 

    交換業務制度，係相互交換再保險業務的一種再保險制度，即分保公司於

接受業務後，按合約之一定比例分與再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亦給予一定比

例之分保業務。業務的交換通常以互惠為基礎，並不要求雙方業務量或條件

的絕對相等，而視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關係、承擔能力以及再保險之動機與

目的而定，但是收支平衝則屬重要原則。 

  第四目 保險聯營(Pool) 

    聯營制度，係指數保險人共同組成聯合機構，按事先約定之比例，一同承

擔某一特定危險，其主要目的在處理性質特殊之危險、應付巨額保險業務之

需要、避免同業間之惡性競爭，或為舉辦新種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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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保險聯營之名稱 

國外保險學文獻將數保險人針對特定危險，為增加承保能量、分散風險所設立

的機制之稱為｀Pool＇；而國內學界與實務界對於｀Pool＇的譯名，則包括共保

集團、共保組織、共保聯營、共保組合、承保集團與聯營組織等。其實不管譯名

為何，只要該名稱能確實代表該制度，使一般人聽到該名稱，得與其功能、運作

產生聯結即已足。惟目前國內實務對於｀Coinsurance＇譯名，因譯為共同保險，

簡稱「共保」，而與｀Pool＇產生混淆。有認為共保即係指二個保險人以上共同

承擔風險，因此共保組織即等同於共同保險；亦有認為共保組織僅係共同保險之

下位概念。實際上，｀Pool＇與｀Coinsurance＇雖皆屬於保險人間風險分散方

式，但就二者之功能、運作及當事人間之法律關係，實為兩種不同之機制，且倘

僅以「二個保險人以上共同承擔風險」，視為認定「共保」之原因特色，則再保

險及交換業務，無疑亦可稱為共保，如此將易於使大眾，甚而保險業，對於此等

制 度 之 概 念 產 生 混 淆 ， 而 進 而 產 生 爭 議 。 為 了 清 楚 區 別 ｀ Pool ＇ 與

｀Coinsurance＇，並方便於本研究論述探討，所以將｀Coinsurance＇，二者以上

共同簽發保險單承擔危險者，稱為「共保」；而保險人間聯合經營特定風險，以

因應特定合作目的而設立之｀Pool＇，稱為保險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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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險聯營之定義 

保險人有時可能會因為承保之故事損失發生率過於頻繁或突發之巨災損失幅

度過大等原因，而沒有足夠能力可以單獨承受特定風險，保險聯營即係針對此種

目的由保險人主動或政府要求被動設立之機制3。其理論基礎乃是從危險管理之

集合(pooling or combination)方法發展而來的。藉由保險聯營可匯集多數危險單

位，使實際損失之變異數局限於預期之一定幅度內。換言之，當危險發生次數增

加時，實際經驗與預期經驗所產生之變異雖亦增加，但變異數會因為有夠多之危

險單位做為分散風險之基礎，使得整體的變化幅度受到控制4，從保險經營立場

而言，保險人透過保險聯營之方式，不僅得融合消納危險，亦增加了市場的穩健

性。 

保險人共同成立一個聯營機制，處理特定種類之風險(particular category of risk)

或特定之業務(defined business)，除了避免損失頻率過高或幅度過大之標的自留兩

大因素外，理由尚包括5消納性質特殊之風險，應付鉅額保險業務之需要、避免

同業間之惡性競爭與舉辦新種保險業務等。除了主動成立之聯營機制外，許多聯

營組織係依法律規定或配合政府政策而成立，國內有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共保小組

及住宅地震共保組織組織等；國外有聯合保險協會(Joint Underwriter Association, 

JUAs)6，承保酒商之酒精責任險及美國公平保險需求計畫(Fair Access to Insurance 

Requirement, FAIR)7，提供州內危險性較高地區之基本財產保險8。綜上而言，我

們可歸納出保險聯營之定義，係指由數保險人協議以聯合承保能量，共同消納保

險市場特定風險之方式。 

保險聯營組織是一種相當有意義之危險分散之方法，因為當這些保險人面臨類

似之意外危險時，不僅同舟共濟並且符合同質危險之條件，對於危險之評估與費

率之釐訂，均能充分發揮保險制度之原理9。  
                                                 
3 Bernard L. Webb & Connor M. Harrison & James J. Markham, Insurance Operation, Volume 1, 

Second Edition ,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PCU, 1997, p.6 
4 Robert I. Mehr & Emerson Cammack., Principle of Insurance, Third ed., Richard D. Irwin, Inc., 

1961, p.19-21 
5 Long, John Douglas, Property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Handbook, 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Inc. 1965, p.970 
6 聯合承保協會，係指有能力承保特定類型或程度的數家保險公司結合，提供足夠之承保能量來

承保此種重大風險。 
7 公平保險需求計畫，係指美國聯邦政府要求各州與保險人配合，提供州內危險性較高地區之基

本財產保險。 
8 同註 3, p.6-7 
9 陳彩稚著，保險學，三民書局，二版，民國 93 年 8 月，p.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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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保險聯營之種類 

本文前段有談到，保險聯營最初可能是由於保險人間為穩健經營與分散風險，

而相互協議設立；亦有可能係由於政府的社會政策或為穩固保險市場營運，而由

政府設立，保險人被動加入。由此可知，保險聯營非皆為同一種型態，而會因其

需求有許多種不同的組織安排，以不同方式呈現。所以為透徹了解保險聯營，有

必要先區分不同的保險聯營型態，做進一步之介紹。 

第一項 依成立主體區分 

  第一目 保險經紀人聯營組織(broker-oriented pools) 

所謂保險經紀人聯營組織，係指由再保險經紀人，亦即所謂再保險業務仲

介人所組成之聯營組織，目的是作為提供再保險給支付經紀人佣金為對價之

保險人。此種聯營組織的內部流動性很大，舊成員退出與新成員加入係頻繁

且習以為常的。因此理所當然的，經紀人則必須提供誘因來誘使保險人參

加。此誘因可能為良好業務的建檔資料與帳本，或是類似對於保險人的優惠

利益。雖然有許多保險經紀人聯營於成立前幾年整體營運相當成功，但仍然

有些組織聯營失敗，導致對於參加之公司造成嚴重損害。隨著此種聯營組織

所帶來日益增加法律責任風險，以保險經紀人為主的聯營組織已經不像過去

明顯發展了。 

  第二目 保險人聯營組織(insurer-oriented pools) 

所謂以保險人為主體的聯營組織，則是一般我們所知道的保險聯營組織，

其通常係經由專業保險人間之協議組成，做為融合分散風險之機制，此組織

有時亦會有專業再保險以共同保險人之身分加入承受危險。保險聯營組織成

立多是由保險人主動成立，有時也會應政府要求設立，因為有共同目的，所

以其流動性不大，而最大的參加誘因，即係得以增加承保能量，並藉由聚合

危險再依約定分回各保險人之方式，達到危險分散之效。保險聯營組織，在

國際保險市場之運用逐年蓬勃發展、愈來愈受到重視，尤其是像長久以來的

核能保險與美國九一一後受到全世界關注之傷害險恐怖主險行為，皆可透過

聯營組織，來獲得完整之保障10。 

                                                 
10 Bernard L. Webb & Connor M. Harrison & James J. Markham, Insurance Operations, Volume 2, 

Second Edition, 1997, p.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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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依成立之任意性區分 

第一目 任意性保險聯營組織(Voluntary Pool) 

所謂任意保險聯營組織，係指保險同業間為因應市場之需求，而自行成立

之聯營組織。易言之，保險人非為配合政府政策，而依法律規定組設，因此

對於是否參與該聯營組織，各保險人有決定權。如：勞依茲(Lloyd’s)聯合組

成之辛迪卡(syndicate)與一般由保險人自行約定為融合分散風險之聯營組織

皆屬之。惟此種類型之組織必須要考量的個別保險公司之核保資格審查是否

確實，因為通常各保險人所得之成份係依據承接之業務量多寡與承保能量所

擬定，實務上則產生有些保險人為爭取較多成分之業務，不僅削價競爭且核

保時寬鬆認定，使一些不良或已達拒保程度之業務也一併進入組織中，這樣

無疑會影響整個組織與所有成員的經營運作，並使成立聯營組織的美意蒙

塵。此可藉由限制保險人自留一定額度之業務來扼止此種傷害保險聯營制度

之行為。 

  第二目 非任意性保險聯營組織(Involuntary Pool) 

所謂非任意性保險聯營組織，亦稱強制聯營組織(compulsory pool)。此指

政府針對特定風險，頒布法規命令，強制由市場上所有保險人以聯營方式承

保之，而凡符合法令資格者均須納入保障範圍。與任意性者相反，只要具備

投保資格之要保人，保險人無核保權限，不得拒絕承保；抑或對於組織直接

承受之業務，須按約定承受。此種性質之組織成立之原因，通常係配合政府

政策或實踐保險社會責任。如：美國汽車分派危險保險計畫(automobile 

assigned risk insurance plan)、公平保險需求計畫(fair access to insurance 

requirement plan, FAIR plan)與沿海計畫(costal plan)等11。 

第一款 汽車分派危險保險計畫 

  指於美國為駕駛紀錄不良無法取得傳統汽車責任保險之個人所提供的

保障計畫。該等保障均於剩餘保險市場(residual insurance market)安排，即

指定保險公司以較高保險費率按公司保險費占州保險費比率提供該險保

障。此計畫使埀坐汽車者，因無法正常取得保險之不良駕駛人之疏忽，致

                                                 
11 R. Michael Cass &Peter R. Kensicki &Gary S. Patrik & Robert C. Reinarz & Doris Hoopes, 

Reinsurance Practice, Volume 2, Second Edition, , 1997,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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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體傷或財損時得有保障。 

第二款 公平保險需求計畫 

  指美國聯邦政府要求各州政府與保險人配合，提供州內危險性較高地區

之基本財產保險，並由州政府接受再保險之計畫。FAIR 計畫同時提供住

宅、商業大樓及其內部財產保險保障，承擔火災、人為破壞、惡意損害、

強盜及偷竊等風險。 

第三款 沿海計畫 

  沿海計畫係由各州政府所推動，解決颶風發生率頻繁地區，消費者無法

獲得保險保障之問題。由保險人根據該計畫組成聯營組織，承受颶風可能

造成之損失，確保該州人民之財產安全。 

第三項 依組織經營範圍區分 

第一目 具備國家性質之保險聯營(national pools) 

具備國家性之聯營組織，其成立的目的係為了要承保國家的巨大風險而以

聯營方式擴大各國保險之承保能量，例如英國等國家，則有成立之原子能

(atomic energy)保險聯營組織即歸類於此類，我國之核能保險聯營組織亦屬

此類，其設立目的係為承保台灣電力公司之核能發電廠，由國內產險公司共

同分擔責任。 

此種全國性(national)或跨國性(multinational)之聯營組織係以直接之方式

承保特定種類之巨大風險，前者如原子能(atomic energy)保險聯營組織，後

者如石油(oil)保險聯營組織。組織除為確保整個保險市場所需求之承保能

量，並且透過此方式，尚可僅以單一協定來保證所承接之風險皆可受到保險

保障，而非需藉由首席保險人、共同保險人與再保險人等承諾後危險才可被

分擔承受，在此種機制下，共同保險人與再保險人對於組織而言，不再是分

散風險的第一考量。雖然專業再保險人與勞依茲辛迪卡有時亦會參與此種保

險聯營組織，但他們的參與是以共同保險人而非再保險人之立場承接該組織

分配之責任，一般慣例而言，多數此種組織並沒有再保險或承接再保險，惟

倘保險聯營組織本身所承保之風險已超過可自留之額度，仍須尋求國際再保

險人給與保障。事實上，聯營組織之規定會限制成員從其組織承受之成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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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保與再保險人，此種聯營限制係因為個別成員所應負責之成份是依據其所

能自留之額度所定。 

第二目 國內性之保險聯營(domestic pools) 

除了具備國家性質的保險聯營組織外，尚有國內自行成立之聯營組織，其

運作方式則類似再保險組織機構，換言之，個別組織成員將其單獨直接簽發

之業務分進聯營組織中，然後再依約定之成份將固定比例之風險分回由各成

員分擔，以達融合分散危險之效。此種機制與代表國家性質的保險聯營差別

在於，個別保險人係直接承接保險業務，而對於聯營組織而言，則係間接接

受匯集之業務；相反地，國家性質之保險聯營一般來說是直接承受業務，而

不用透過保險人的危險匯集程序。菲律賓的汽車保險聯營組織即係以此方式

運作。國內的強制汽車險共保聯營、工程保險協進會等大部分的聯營組織皆

屬此種型態。 

第三目 區域性保險聯營(regional pools) 

鼓勵創設區域性聯營組織之原動力，是聯合國之貿易與發展聯合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其目標在於藉由減

低該區域再保險向外地分保之數量，而建立開發中國家之當地保險市場。區

域性聯營組織，顯然有助於將該區域所簽訂之再保險業務，保留較高比例於

其區域內，且聯營個別公司之能量，較之每家會員公司個別經營，可能足以

接受與保留較大型之危險。保留較高比例之業務於區域內，將可增加資金以

供應投資當地金融市場，此與存在於公營再保險公司之優點類似。區域性聯

營較之國內性之聯營，代表著更廣泛之危險分散，然而其危險分散程度，依

然不如洽購全球基礎之再保險那樣充分，因為有先天上相同之地理與經濟危

險因素。 

設立區域性聯營組織之方法之一，是藉由特別為該目的而成立一單獨之再

保險公司，其股東來自該相關區域內之許多國家。通常這些股東皆是在各該

國家中經營之著名保險公司，或有些情況是這些相關國家之政府。此種方法

之一實例是亞洲再保險(Asian Re)之形成，其參與者來自阿富汗、孟加拉、

不丹、中華人民共和國、印度、菲律賓、南韓、斯里蘭卡以及泰國；另一種

成立單獨機構之方法，是由該區域許多不同國家之個別公司形成聯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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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之聯營，其行政與管理工作一般是委由其中之一會員公司處理，而其他

會員分攤各會員代表聯營所承保業務之一定比例。此種方式下，核保是由各

公司所控制。結果某些會員可能必須面對這種情形：他們代表聯營所承保較

有利潤之業務，將交換一部份其他會員所承保較無利潤之業務。即使是以最

密切之合夥人方式合作承保事宜，此情形依然會發生。當然這問題也許可以

避免，藉由聯營之一會員代表所有會員進行核保，而收取佣金或管理費用以

為報酬；然而此種程序可能導致較低之承保業務量12。 

依理論而言，如果此種區域性的集團組織有計畫性的擴張，則國際再保險

市場將會被分割成數個區域性市場且真正的專業再保險人將降低重要性，逐

漸變成屈指可數13。但是，當一區域性再保險聯營其大部分或全部業務來自

某一特定地區，相較於以全球為基礎承接業務之再保險人，則有取得較不平

衡之業務組合之危險；如果那些地區之經營果一直不佳，則問題可能更加嚴

重。損失匯集之問題亦呈現，這在開發中國家可以下列兩種方式之一顯現出

來：第一，在該地區盛行之明顯天然巨災危險；第二，這些國家之大部分經

濟資源集中在少數小區域。情況持續演變下，損失(特別是來自天然巨災)可

能摧毀該區大部分經濟與生產資產，再加上區域性再保險聯營之創設，大部

分是在於開發中國家，該處可能相當缺乏專業技術與人才。因此，成立區域

性聯營可能有孤立這些地區之影響，將喪失獲取國際市場營運之經驗，並減

少經常接觸已開發市場及其伴隨而來之益處。所以專業再保險人並不會因為

區域性保險聯營組織的持續發展而消失。聯合國貿易與發展聯合亦承認，區

域性聯營有優點同時亦有其壞處，其於此原因，一專家小組正持續不繼地進

行檢討14。 

第四項 依簽單主體區分 

  第一目 共保聯營組織(coinsurance pool) 

共保聯營組織之特色係由組織經理人(pool manager)或擇一參與之會員公

司為首席(leader)，代表所有成員，對外簽發保單、收取保費，對內處理一

切行政事宜，並得經由約定對於行政成本獲取一定費用。具備國家性之保險

                                                 
12 陳彩稚譯述，再保險市場(The Reinsurance Market),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民國 84 年

11 月 p.101-104 
13 R. L. Carter, Reinsurance, Second edition, Kluwer Publishing, 1983, p.46 
14 同前註 p.20 



                                                                

 - 16 - 16

聯營多係屬於此類組織，換言之，面對巨大特殊之風險，如核能、原子能及

石油等，為了確實整合國內保險承保能量，實務上通常設立聯營組織以「直

接」簽單方式給予被保險人保障，而非由個別保險人分別簽發保單，保單上

多會列出所有組織成員，並註明其承保之成分，而各成員所承擔之成分，則

係由自己判斷本身之承保能量來決定認受之成分。以我國核能保險聯合會為

例，倘國內產物保險人認受後，仍有剩餘未被承擔之部分，則由國外合作之

核能保險聯營組織認受，以確實得到保障。 

  第二目 再保聯營組織(reinsurance pool) 

一般國內與原文保險學理書籍中提及之保險聯營，多係指再保險聯營。學

者將此類型稱之為再保險聯營，主要原因為此類型之組織，組織成員將承保

特定風險之業務統一納入組織中融合後，每一成員再依約定成份承受業務，

分散風險，如同共同提供再保險給他保險人15。因此保險學學者有將保險聯

營視為再保險更進一步發展或變型之制度16，亦有直接將其視為再保險之一

種方式者17。再保險聯營通常係以國內或地區性為基礎設立，前述國內性之

保險聯營與區域性保險聯營皆屬此類型。在此種契約約定下，被保險人僅對

於簽發保單之保險公司有直接契約關係。保單持有人對於組織中的其他成員

並沒有直接的法律上權利，更甚者，並不知道有其他承擔危險的保險人存

在，與再保險契約中，被保險人僅跟原保險人間有保險契約關係，無法直接

向再保險人行使法律權利之規範相似18。因此再保險聯營組織相對於共保聯

營組織而言，對外的存在感較不顯著19，因為其集中處理特定業務，目的係

匯集危險將之融合而已，其本身並不承擔責任，亦不負責盈虧，類似交易所

20 (clearing house)21，僅負責依照共保合約中之分配計畫將保險費、行政處理

費用、賠款、利潤，依各保險人參加之成分，予以分配或分攤，非似共保聯

                                                 
15 同註 10, p.32 

16 Robert C. Reinarz, Property and Liability Reinsurance Management, Mission Publishing Co., 1968, 
p.14 

17 Andreas Kessler, Risk-Spreading by Coinsurance: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Perspective Property, 
Gen Re MC News, Edition 2006 p.2-4.；Bernard L. Webb & Connor M. Harrison & James J. 
Markham, 同註 10, p.32 

18 同註 11 
19 Dr. Klaus Gerathewohl et al, Reinsuranc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VolumeⅠ, Karlsruhe, 1980, 

p.122 
20 為一獨立的公司組織，或交易所下的一個部門，負責期貨交易所期貨商品之結算服務，並確

保買賣雙方履行交割結算義務之機構。 
21 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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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組織為直接簽發保單與承受風險般，具有主體性。 

理論上，再保險聯營組織之經營，保險人必須將所有承保之業務投入，不

應自行自留，如此始可積極地確實達到消融分散危險之目的，亦可消極地避

免個別保險人將較優良之業務自留，造成組織營運不佳。組織之管理可委由

其中某一組織公司，抑或以獨立再保險公司型態呈現，而組織公司則係其主

要股東22。惟通常可視參加再保險聯營組織之保險人人數之多寡與業務之規

模，設置一獨立機構，專責處理相關各項工作，此一機構謂之經理人

(manager)。倘聯營組織業務量不多且參加之人數少時，組織通常指定專人負

責辦理，此專人得由組織外僱請，惟目前實務多係由參加成分最大之首席保

險人(leader)內指定人員處理。聯營組織經理人是否為實質之經理人或聯營組

織本身係為實際上之機構抑或僅屬名義上者，皆由該組織內部規定，法律並

無限制
23。國內目前多數聯營組織，如強制汽車保險聯營組織、漁船保險聯

營組織、傷害險恐怖主義行為聯營組織與工程保險聯營組織等皆屬於再保險

聯營之一種24。 

    了解保險聯營組織之種類後，接下來所要探討則是關於聯營組織之功能、必

要性與運作等相關問題。目前實務上保險聯營組織包括保險人自行成立與配合

政府政策設立者，因為依政策而組織者，多為達一定政策目標，而非完全以保

險人經營立場為考量。因而，文中係以保險人主動成立之聯營組織型態為主，

應政府要求設立者為輔，來做進一步之介紹。 

 

 

 

 

 

 

                                                 
22 同註 13 , p.46 
23 陳繼堯著，再保險論-當前趨勢與各型態研究，三民書局，民國 82 年，p.91 
24 同註 19,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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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保險聯營之功能 

第一項 分散風險 

保險的基本原理在於聚合眾多曝險單位，共同分擔其中少數單位因意外事故

發生所致之損失，並減少因特定危險所造成的不確定損失結果25，藉以確保經

濟生活之安定。而保險聯營即係依此原則結合多數保險人之力量，針對特定業

務，匯集至聯營組織中，再依事前約定之比例分配給各保險人承擔。基此，不

但得避免事故發生時，因危險過度集中而造成個別保險人經營上之鉅大影響，

並藉由將個別保險人獨立簽單之業務風險，分由聯營組織中所有成員一同分

攤，達其危險分散之目的。 

第二項 擴大承保能量 

就個別保險人而言，基於本身資本額及各項經營因素考量，故其承擔業務之

承保能量均有一定之限制，因此對於保險金額過鉅之業務，保險人通常多不願

獨自承擔全部保險責任，以免危及自身事業之永續經營。而透過聯營機制，能

使國內保險市場整體潛在承保能量獲得充分運用，使之具備相當程度之承保能

量來承受巨災風險或特定種類的巨大風險(例如：航空風險)。而保險人因此亦

不需要特別去提高該類業務之核保門檻26，即可承受該類風險，使被保險人得

以獲得足夠保障。 

第三項 消化與融合平均危險 

針對若干無利可圖之業務或危險情形特殊之標的(extrahazardous class)，保險

聯營組織可積極作為保險業自助之有效措施，即消化危險。因為此類業務，通

常危險單位少，難符大數法則之運用，且金額又大，危險集中，市場內之保險

人可藉由聯營組織，個別將所承保業務投入交換，使其得符合大數法則，同時

消化危險。 

至於聯營融合與平均，乃聯營組織最重要的功能。各保險人將所承受之危險

一併放入聯營組織，即得融合而為各組織成員依其成分參與分擔，一旦任一危

險單位發生損失，皆由聯營組織所有成員，分別以責任額度為上限負責理賠。

                                                 
25 John H. Magee, General insurance, Sixth Edition, Richard D. Irwin, Inc., 1961, p.1 
26 J. Francois Outrevill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sura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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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危險之平均，則係指平均保險金額而言。保險係以承擔他人危險為目的

之事業，其經營欲求安全，除須將所承擔之危險及時分散外，同時須將留存為

本身所負擔的危險，設法予以平均化，依照保險學理中之平均法則(Law of 

Average)27，倘所有業務之保險金額，大致上均落於簽單保險人所需要的標準

時，則平均法則之目的即告達成28。換言之，聯營組織中之各成員按約定所承

受之責任額，每次可使其均等或儘量使其均等，此種均等保險金額之機能，實

與再保險之功能，異曲同功之妙。 

第四項 有效運用大數法則 

保險經營，首重大數法則，所謂大數法則係指參與保險之曝險單位(exposures)

愈多，則實際結果則會愈接近以無窮大單位數為計算基準之預期可能結果29，

換言之，危險單位愈多，保險人愈能精準預估損失，以正確計算費率，穩定經

營。而針對某些特定業務，單一保險人可能因為個別承受之業務量過小或本身

規模不足，則必須透過保險聯營，整合所有成員投入之風險單位數量，始得使

大數法充分發揮，健全穩固整體運作。 

第五項 降低保險業經營成本 

聯營組織成立後，各會員公司之共同工作可由組織聘請保險專業人員集中處

理各項保險事宜。因此個別保險人得免去諸多行政作業，如此，自可節省各項

業務費用及人事開銷，直接降低保險經營成本，有助於降低保險費率結構中之

附加費用率(loadings)，同時直接減輕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負擔，進而提高要其投

保意願，因此聯營組織所帶來之節省費用的效果對於保險人拓展業務有積極性

之正面作用。例如：工業危險保險人協會30 (Industrial Risk Insurers, IRI) 與美

國航空機體保險集團31 (United States Aircraft Insurance Group, USAIG)，則係由

                                                 
27 平均法則(Law of Average)，指保險業經營係在許多不確性數量之中，求取其中最大的公約數，

亦即依趨向或若干確定性以釐訂費率。 
28 陳繼堯著，再保險-理論與實務，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90 年 1 月初版，p.36 
29 同註 4，p.35 
30 此為從前由主要保險公司組成，為其成員簽受高度防護危險(highly protected risk, HPR)的非公

司組織的協會。1998 年 Employer 再保險公司購得工業危險保險人協會之財產，與 Hartford 蒸

汽鍋鑪保險公司另成立 HSB 工業危險保險人協會。其所簽受業務由 Employers 再保險公司承

擔 99.5%，由 Hartford 蒸汽鍋鑪保險公司則承擔所餘之 0.5%，並將其公司本身所簽之高度保

障危險製造業務納入該協會。與其前身一樣，HSB 工業危險保險人協會有其非屬其成員公司

之自己的核保、損失預防、理賠及研究人員。 
31 係指提供航空保險各種保單文件及有關資料之保險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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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不夠龐大的小保險人藉由聯營組織群聚，並結合個別保險人的財務資源

後，提供符合市場需求之承保能量並雇請專業技術人員，達到降低整體費用及

擴大經營版圖之效32。 

第六項 利於安排再保險 

保險聯營理論上，具備取代再保險之功能。因為透過保險聯營組織之設立，

已經擴大了國內保險市場之整體承保能量，且藉由保險人間交換業務之程序，

亦已達分散風險之效。惟當組織面對保險金額過高或損失幅度過或頻率過於頻

繁之業務時，仍須仰賴再保險之安排。而因聯營組織為集結眾保險人之承保能

量，總自留額度較高，且已先為融合分散風險之步驟，通常於安排再保險時，

較有利於單一保險人。 

第七項 增強國內保險業對外競爭力 

就開發中國家而言，由於保險事業發展較遲，其保險業之經營規模實難與歐

美保險先進國家大型保險公司相抗衡，在過去開發中國家之保險公司多藉由政

府採取各項管制措施，維護國內保險市場之運作，例如，過去我國由主管機關

制定之中央再保險公司條例33，則是為輔助國內保險市場之發展，除了承受國

內保險公司之再保險業務外，亦將國外分進之再保險業務依各保險公司之自留

額度，分由其承擔，增加國內保險總體之自留額。近年來，隨著保險市場全面

開放與自由化之國際趨勢，對於外商保險人挾其雄厚資本、專業技術與豐富核

保經驗等競爭優勢，搶攻開發中國家之保險市場，則係當地保險人共同面對之

難題，因此許多保險人則採行保險聯營之方式，謀求自保生存。觀其國內保險

市場，雖我國已邁入已開中國家，惟保險人之規模仍無法與歐美保險人匹敵，

為增加承保能量，節減各自為政的費用，則有需要成立保險聯營組織，交換經

驗技術，提供低廉費率，增強國內保險人之實力34，以之與外商保險人共同競

爭。 

第八項 促進市場安定 

與作為增加競爭力量的手段相反，在對內方面保險聯營組織亦能為緩和競爭

                                                 
32 同註 10, p.32 
33 民國 93 年 06 月 23 日 廢止 
34 同註 23，p.93 



                                                                

 - 21 - 21

的有效工具。其所以能緩和競爭或抑制競爭至某種程度，乃係因原則上，倘保

險人間採行聯營之方式經營時，彼此間會對聯營條件與內容事先會商協訂，然

後嚴格要求所有參加聯營組織之保險人共同遵守。此種共同規範目的，主要係

在建立業務處理之一致標準，同時並藉此約束共同保險人不得從事各種惡性競

爭，尤其是價格競爭(price competition)方面，為免削價競爭導致影響保險人經

營之穩定性，通常在採用自由費率(non-tariff)且損失率偏高的業務，保險人往

往自動組設聯營組織，不僅緩和市場激烈競爭，並確保市場秩序與紀律之維

持。過去產物保險公會對於大宗貨物(bulk cargo)之海上貨物保險，組成聯營組

織，集中處理，即肇因於此35。 

第九項 累積經驗與技術交流 

聯營組織係由多數保險人共同結合組成，對於參與組織之保險人，均可透過

此機制增加彼此接觸學習的機會，提升核保及理賠技術等，達到相互砌磋與經

驗技術交流之目的。除此之外，聯營組織尚能從事研究發展之工作，對各會員

公司提供核保、理賠之改善意見。 

第十項 撙節外匯流失 

在一個保險業發達的國家，「保險」對國際貿易而言是一種「不可見的輸出」

(Invisible Export)；相反的對一個經濟較落後，保險業較不發達的國家，就變

成了「不可見的輸入」。因為後者之保險業資金薄弱，保險市場很小，對於數

額龐大的業務或無法承保或國內市場只能做有限度的自留，其餘必須向國外尋

求再保險市場，無形中就使外匯減少了，而對於前者相對的就使外匯增加36。

在外匯短絀的國家，為避免因安排再保險所支付之保費導致外匯流出，政府可

能會利用聯營組織以擴大國內保險業之自留容量，增加自留保費。另外，某些

開發中國家亦會透過區域性之結合，成立聯營組織，來減少再保險費流入該地

區外之再保險人37，此種撙節外匯流出之方法，對於開發中國家加速資本之累

積，自會造成看當程度之影響。我國民國六十一年政府頒佈中央再保險公司條

例時，外匯並不充裕，依該條例第六條規定中央再保險公司優先承受國內保險

業自留額以外之再保險業務，並應先行轉分與國內保險業，由國內保險人自

                                                 
35 同註 23，p.94 
36 黃贊彥著，政策性再保險與區域性再保險聯營，產險季刊，第 22 期，民國 65 年 12 月，p.37-39 
37 同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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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即以增加國內自留，避免外匯流出為旨，惟隨著我國外匯存底之豐裕及市

場開放與自由化，該條例已不合時宜，主管機關於民國九十三年宣布廢止。 

第六節 保險聯營之必要性 

從前文敘述我們已知，數保險人通常係針對特定風險，成立可能為非營利為目

的，亦有可能為承保危險情狀特殊標的之保險聯營組織。其源由來自於單一保險

人可能因本身承保能量之不足，或避免危險過度集中，而須藉由聯營組織匯集組

織內所有保險人所承受之危險，將其融合後，依約定成份分回給各保險人承擔。

此方式不但使個別保險人之承保能量增加，亦可達分散風險之效。增加承保能量

與融合分散風險係保險聯營之最重要之功能，惟倘僅為達此兩目的，共同保險

(coinsurance)與再保險(reinsurance)機制，亦具備相同功用；若進一步比較三者之

功能，雖非完全雷同，但亦多有重覆。而觀其國內與國際保險市場，保險人組設

保險聯營組織極其普遍38，因此我們可以推論保險聯營組織對於保險人與保險市

場必有其存在之必要性，無法單純以共同保險或再保險解決，而究竟其不可或缺

之原因為何，則為本節討論之重點。 

第一項 確保風險得以移轉分散 

保險人承接業務，應力求危險之平均化，並避免危險集中，安定保險團體，

鞏固利潤，以及增加保障，換言之，保險經營上應設法分割危險，或分散契約

之危險39。故有將高額契約或危險較大之契約利用再保險、共同保險或保險聯

營之技術結合予以危險分散之運作原則。再保險制度下，雖原保險人得與再保

險人間約定合約再保險，以處理契約約定後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之分保業

務，惟合約再保險須分保人承受符合再保險條件之業務時，再保險人始有依照

契約義務，承受原保險人分進之業務；而臨分再保險，顧名思義，於業務有需

要時，方始逐次辦理，且可能一次須洽商多數再保險人，手續繁瑣，易滋錯誤。

共同保險制度，是由保險人間共同約定以分擔危險之契約，通常須由共保之各

保險人或首席保險人決定是否一同承擔業務，簽單保險人才可獲得分散風險之

保障。申言之，再保險與共同保險雖有助於簽單保險人承接風險性高與保險金

額鉅大之業務，但仍有不確定之因素存在，倘不符合合約再保險之條件抑或共

同保險人不願承受，此時則可能導致單一保險人危險過度集中，一旦損失發

                                                 
38 同註 28 
39 陳雲中著，保險學要義-理論與實務，陳雲中發行，民國 87 年 6 月，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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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恐危及其經營運作。反觀保險聯營制度，多由參與保險人主動成立，並簽

訂契約條款，除非有自留額度之事先約定外，保險人簽發特定承保範圍或危險

之所有業務，皆得透過聯營融合並分散由成員分擔，免除於承接業務時，需經

由再保險人與首席保險人同意之繁，換言之，透過此方式，可以單一協定來保

證其風險得以受到保障，且成員相互間之地位類似再保險人，倘面對風險過大

或保險金額過高之業務，且國外再保險人不願接受分保時，則得視保險聯營為

再保險之替代方案。例如我國早期漁船保險，船主對於船隻維護保養未能重

視，加上超額投保、詐領賠款或遇難怠於施救，任其損失擴大者比比皆是，危

險惡質化之結果致國外再保險公司不願承接分保業務，故當時則由國內保險人

共同成立漁船保險聯營組織，使船舶受到保險保障，並分散風險，穩定經營。

而近年歐洲發生大型風暴、台灣發生九二一地震、及美國九一一等事件讓國際

再保險公司大幅虧損，再加上聖嬰現象頻傳，巨額理賠不斷，再保險公司除了

要求提高費率及退出國內臨時分出市場，對於業務品質不佳的公司，也不願繼

續承接再保業務，此舉也更加深保險人對保險聯營制度之需求性。 

第二項 避免惡性競爭以安定市場 

我國保險市場因受先天環境限制，保險市場空間不大，過去數十年來，隨著

政府逐步開放國內保險市場，產物保險業者數量持續增加中，然在保險需求方

面，由於國人保險知識尚未像歐美先進國家一般普及，早期國人投保意願並不

高40，再加上過去主管機關為管制保險業者，多採取規章費率，並訂有示範條

款(standard provision)41，各家保險公司所推出之商品，相似性過高，對於有需

求性之被保險人而言，不管投保哪一家保險公司，實際上並無多大差異。導致

保險人以業務為導向，惡性競爭，為擴大市場佔有率，以違反保險法令之手段，

如錯價、放佣、放扣或其他不當折減保險費方法等，爭取被保險人的欽睞以達

招攬業務之目的。惟保險人間之惡性競價，除搗亂保險市場秩序外，因保險人

所收取之保險費可能低於精算的純保險費(pure premium)，而造成財務虧損，

甚而動搖了保險經營之穩固性。基此，保險人間如能達成協議，採行保險聯營

之方式，將所爭取到之業務皆投入組織中，其後再依各保險人承保能量與業務

                                                 
40 洪禮卿、廖述源、高棟梁合著，產物保險共保行為與公平交易法之適用關係，行政院公平交

易委員會，民國 86 年，p.14-15 
41 示範條款(standard provision)，又稱標準條款，係附合性契約之特色。其訂定通常由主管機關、

學界、研究機構以及消費者保護團體共同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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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分攤與成員個別承擔，此方法不但可緩和保險市場競爭壓力，尚得穩定

保險公司經營，並維持市場秩序與紀律。 

第三項 舉辦新種保險業務 

近幾年，隨著經濟的發展，國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為了謀求生活的穩定，

民眾與企業公司普遍願意參加保險，來增加自身財產之安全性，如一般家庭普

遍小型化，抗風險能力降低，需依賴保險尋求保障；而公司團體除須擔心遭遇

鉅額財物損失外，亦面對新興風險，像董監事責任險等。除此之外，整個產物

保險市場尚存在許多新興風險，保險人也不斷研發出各種新產品因應消費者之

需求。然開發任何一個新險種，經營風險是不能不考慮的問題。根據保險的基

本原理，保險產品的推出應以長期的實踐經驗和充分數據積累作為支援，以精

算出正確費率，因此新險種之開發，有時保險人會因為風險單位數量不夠，導

致大數法則無法發揮，且因承保技術、經驗與統計資料等皆不足，缺乏相關經

營數據，無法正確定價。面對種種不確定因素，解決方法之一則係採聯營方式

整合個別保險人所承保之風險單位數量，以利大數法則之運用。另外，藉著個

別保險人間業務交換，可同時交換技術與經驗，並有利於統計資料之作成。且

相較於再保險而言，聯營組織免去了保險人與國外再保險人協商條件及可能面

臨拒絕接受分保之風險；而對於共同保險，保險聯營組織則係經由事前保險人

共同約定而成立，比較之下更具有確定性。例如我國早期工程保險開始發展

時，其險種開發，由於個別保險人專業性與技術性不足，則係採取聯營，由工

程保險協進會提供會員公司核保、理賠、查勘等技術與經驗；而近期則因美國

九一一恐怖主義攻擊後，重創國際再保險市場，因此各國針對恐怖主義攻擊，

多設有聯營組織，我國亦成立了傷害險恐怖主險行為聯營組織，呼應國際保險

市場之需求。 

第四項 保險業兼負社會責任 

保險就私人或社會而言，皆具有未雨綢繆，有備無患之效，可使私經濟獲得

保障，亦可使社會安定，換言之，保險制度基於市場進入之困難性與運作之獨

特性，其經營應該除了以營利為目的之外，尚有兼負穩定社會之功能。因此針

對一些不符合保險人核保門檻，已達拒保程度之風險或以非營利取向之保險業

務，在政府或社會需求下，保險人可能組設聯營組織承受，履行保險業所負之

社會責任。如美國許多州規定，須制訂汽車保險或勞工職災補償保險危險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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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assigned risk plan)，由保險人成立聯營組織(assigned risk pool)，供應保障

予遭拒保之被保險人。而所謂危險分派計畫，係指在一般情況下，保險人本來

不願承保之業務，由於法律或政府規定而必須予以接受，通常保險人多以聯營

方式共同分擔之；我國核能發電廠之保險業務亦屬此類，目的係為促進社會安

全，分散巨災風險，因此核能保險委會員，統籌辦理承保業務，再由各產險公

司會員依約定比例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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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保險聯營之運作特色及特殊程序 

  本研究前文介紹保險聯營之種類、功能及必要性之後，應得以了解保險業除

了共同保險、再保險及交換業務外，仍需要透過聯營制度經營特殊風險之原因。

而因聯營制度通常係存在一組織，整合保險同業之力量，聯合承擔風險，因此其

整體運作上必具備其獨特之處，本節即就保險聯營制度運作之特色及程序分別介

紹之。 

第一項 聯營之運作特色 

  第一目 危險之同一化 

保險聯營組織之經營，理論上的要求是同一性，申言之，凡放進於聯營組

織的業務，抑或所承保的危險範圍，應具有同一性。究其源由，乃係營運技

術上，諸如保險條件、保險費計算基礎及聯營組織內規等，得因統一處理而

獲得便利性。保險聯營組織下之「同一性」一般多利用於處理特殊危險者較

多，前述所謂特定危險或業務，即係指特殊或經約定特予劃定者之謂，例如：

次標準體危險42(substandard risks)與拒絕承保危險(declined risks)等。 

  第二目 承受與融合危險 

    保險人放入聯營組織之業務，其費率、承保條件、保險費與貨幣別等，均

須與原簽發之保單相同，成員應按契約約定之成份放入組織中，始不違背誠

信原則，且組織得完全承受融合所有危險單位。聯營組織嚴禁保險人因承接

到優良業務 (good risks)，而暗自自留承受，非按照約定納入組織中，因為

聯營匯集本身並不必然會改善組織承保之結果，倘保險人皆將優良業務自留

承擔，僅集合劣質的業務至聯營組織中，仍然會產生不良的聯營成果43。理

論上而言，組織公司應將百分之百業務放入聯營組織中，但實務上，一般會

約定保險人應自留一定比例，其餘始納入組織內，並且自留部分不得安排再

保險，也不得與他保險人簽訂共同保險契約，此舉用意在於使原承保之保險

人具備與其他成員間利害與共之自覺，俾能使其審慎核保；否則，則可能產

生該組織公司對業務不加選擇，抑或將不良甚而拒保業務，悉予放進，終至

                                                 
42 次標準體危險係指投保當時危險性高於一般核保標準或投保之後其身體狀況會愈趨不甚理想

的危險。 
43 同註 10 ,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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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他各組織公司與保險聯營整體之運作。除此之外，禁止安排再保險亦

係為防止一些組織公司貪圖再保險佣金，將自留之責任，轉嫁給他，目的仍

是為避免破壞成員間之利害關係44。 

  第三目 全體保險人成為利害共同體 

  學者有認為保險人，須倚賴彼此間強烈信賴與密切關聯性，始可共同成立

聯營組織，而另有學者則以為即便是毫無利害關係的保險人間，亦可組設保

險聯營。鑒諸國際間成立之聯營機制，以消納各種特殊危險之風甚盛，參加

之各國保險業相互之間，非但無利害關係，甚而素不相識或未曾有業務往來

者，時有所聞，因此聯營組織之設立，應不以成員間具利害關係要必要要素 。 

    雖組織之成立，不以保險人間具備利害關係為要件，但就經濟觀點而言，

保險聯營組織整體係為一經濟共同體，因此保險人一旦參與組織運作，相互

間即產生利害與共之關係。主要原因，乃在於「危險之參與」。組織中之所

有保險人一同參與風險之承擔，因此對於投進的任一危險的質所造成整體營

運結果，均須共負其責。換言之，危險經放入後，已融合而為各組織成員所

參與承受，一旦任一危險單位損失發生，則全體成員基於經濟上共同利害關

係，分別依所負責之成分分攤理賠。 

第二項 聯營之特殊程序 

第一目 聯營業務責任分配方式與盈餘佣金之事先約定 

保險聯營制度將組織公司所放進的業務，依各組織公司所參與之成份，予

以分配。其方法有二，一為原承受之組織公司亦參與分配，即將業務投入後，

再接回原業務之一部份；另一方法為原承受公司不參與其本身投入業務之分

配，由其餘組織公司分配。前者方法，其保費、賠款之計算、分攤以及帳單

之之制作等作業較為方便，但是因原承受公司已有自留一定比例，若再予以

分回一部份，則會形成重複承擔危險，後者方法雖然可避免保險人重複承擔

風險，但其計算工作，則較為複雜。 

    至於組織公司之成份分配，可能採取： 

(1) 採平均分配 

                                                 
44 陳繼堯著，保險 Pool，產險季刊，第三十九期，民國七十年六月，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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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前年度各公司攜進聯營組織之業務量 

(3) 依組織公司之資本等承保能量之因素 

(4) 將上述之方法皆列入考量，合併作為分配之依據，計算每一會員公司之

參加成份 

倘若該保險聯營之組織公司有足夠數量時，則採行之方法則可能有更多之

變化。 

    為鼓勵組織公司能謹慎核保，倘保險人選擇良好業務，使聯營組織的當年

度總收支產生盈餘時，通常會有盈餘佣金(profit commission, contingent 

commission)或優先分配率之約定。換言之，每年度終了後，就組織公司個

別計算其所放進組織的業務收支，倘某組織成員保費大於賠款，可就其利差

益中，提取若干成份為盈餘佣金或優先分配額度，回分獎勵該組織成員，此

項利益分配，與再保險實務作法類似；又倘組織當年度總收支雖然虧損，但

某組織成員所提供之業務仍產生利益，則該組織公司仍可自其他組織公司獲

取盈餘佣金或優先分配額度，此係保險聯營組織約束保險人謹慎核保之方

式，亦為其不負盈虧之佐證45。而盈餘佣金之設定與計算方法，可援用再保

險實務，由聯營組織成立時事先約定46。 

第二目 損益計算方式 

    理論上，保險聯營之成員特定業務納入組織後，則依契約約定成份，承受

回分之風險。惟實務上為求運作便利，則係由電腦紀錄各公司之業務量、應

承受之成份、總損失、各公司應承擔之損失及行政費用，於契約約定一定期

間屆至時，總結計算之，免去繁瑣之處理細節。其程序如下： 

1. 各會員將特定危險之簽單業務納入組織。 

2. 保險聯營組織受領各會員所納入之危險，將之集中計算一定期間之損益。 

3. 將匯集之危險損益結果按契約約定比例分由各會員負擔取得。 

4. 專辦再保險之公司只參與損益分配而無須納入危險，此部分之損益與一

                                                 
45 同註 23，p.98-100 
46 陳繼堯，同註 23，p.13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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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部分分開計算。 

5. 會員交出之危險，如損益計算結果其所收取保險費超過該部分應該之保

險金，依前述盈餘佣金之約定，會員有優先分配利益之權利。 

6. 實例計算說明 

(1) 假設聯營組織會員有 A、B、C 共三人，契約約定優先分配率為保險

費超過保險金之百分之二十。分擔比率約定依該期業務量計算。 

(2) 各會員本期交出之保險費分別為十萬元、二十萬元與三十萬元，應

付賠款則是四萬元、五萬元與五十五萬八千元，利差益 A 為六萬元、

B 為十五萬元，利差損 C 為二十五萬八千元。如《表二之一》所示。 

(3) A 之優先分配額度為一萬二千元，B 之優先分配額度為三萬元。如

《表二之二》所示。 

(4) 本期組織整體損失四萬八千元與 A、B 優先分配總額度四萬二千

元，共計九萬元。此九萬元依契約約定比例，由各會員分別承受，

比率分別為六分之一、六分之二與六分之三，A 分擔一萬五千元、

B 分擔三萬元，而丙分擔四萬五千元。如《表二之三》所示。 

(5) A 應交付十萬元之保險費及計算分擔一萬五千元，共十一萬五千

元，得向組織收取四萬元之保險金及一萬二千元之優先配額度，共

五萬二千元，此計算結果係最後 A 應繳付六萬三千元而受損失。同

理，B 應繳付十五萬元而受損失。反之，丙納入三十萬之保險費及

交付分擔額四萬五千元，共三十四萬五千元，卻得向組織收取保險

金五十五萬八千元，計算結果，從組織獲得二十一萬三千元而得利。

如《表二之四》所示47。 

 

 

 

                                                 
47 李為禮著，再保險之演進與再保險法之趨勢，國立臺灣大學法律硏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65

年，p.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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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之一》保險聯營損益實例計算-1 

會員 保險費(元) 賠款金額(元) 損益結果(元) 

A 100,000 40,000 （+）60,000 

B 200,000 50,000 （+）150,000 

C 300,000 558,000 （−）258,000 

總計 600,000 648,000 （−）48,000 

 

 

《表二之二》保險聯營損益實例計算-2 

會員 利差益(元) 優先分配率(%) 分配額(元) 

A 60,000 20 12,000 

B 150,000 20 30,000 

C ∗ ∗ ∗ 

總計 210,000 20 42,000 

 

 

 

A：( 100,000 − 40,000 )        * 20%       =12,000 

B：( 200,000 − 50,000 )        * 20%       = 30,000 

C：( 300,000 − 558,000)    < 0 

 

 

 

 

 

 

 

 

 

利差損，無優先分配之權利 

各會員該期收取之業務

保險費減去賠款金額 

契約約定之優先

分配率 

優先分

配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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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之三》保險聯營損益實例計算-3 

會員 分擔比例 分擔額度(元) 

A 1/6 15,000 

B 2/6 30,000 

C 3/6 45,000 

總計 1 90,000 

分擔比例 = 該期各會員納入之業務量 ⁄ 該期總業務量 

A：100,000/600,000  =  1/6  

B：200,000/600,000  =  2/6 

C：300,000/600,000  =  3/6 

 

 

 

A：( 48,000 + 42,000 )         * 1/6        = 15,000 

B：( 48,000 + 42,000 )         * 2/6        = 30,000  

C：( 48,000 + 42,000 ) * 3/6 = 45,000 

 

 

 

 

 

 

 

 

 

 

 

損益結果與優先分配總額之

加總，由各會員依比例分擔 

契約約定之比例

-按業務量計算 

各會員分擔

之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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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之四》保險聯營損益實例計算-4 

會員 領取(元) 給付(元) 損益結果(元) 

A 52,000 115,000 （−）63,000 

B 80,000 230,000 （−）150,000 

C 558,000 345,000 （+）213,000 

總計 690,000 690,000 0 

利差益之會員： 

 

 

A：( 40,000 + 12,000 )         − ( 100,000 + 15,000 )     = (−) 63,000 

B：( 50,000 + 30,000 )         − ( 200,000 + 30,000 )     = (−) 150,000 

利差損之會員： 

C：( 558,000 + 0 )             − ( 300,000 + 45,000 )     = (+) 213,000 

從此實例運作可看出，納入良質業務之 A、B 兩會員，倘未加入組織，

則能分別取得六萬元與十五萬元之利差益，卻於加入組織後，分別受六

萬三千元與十五萬元之損失；相反地，會員 C 因加入組織而使原本自負

之二十五萬八千元損失，卻因聯營效果，得向組織收取二十一萬三千元

減輕原保險責任，換言之，由 A 與 B 一同承受 C 所受之損失。會員 C

藉由保險聯營分散風險，轉嫁風險致其他會員身上，獲得與再保險相同

效果之保障，降低了原來應付之責任額度及並減少對自身營運之衝擊。

由此實例，除了能看出保險聯營分散風險之功效外，並印證一般保險聯

營為無盈無虧的組織設計，非以營利為目標，僅係保險人間為特定危險

或特定目的所設立之制度。 

 

 

 

會員業務賠款金額與優先分

配之額度總額-向組織領受 

納入組織之保險費與該期

各會員應分擔之額度總合 

各會員領受金額與給付

金額相減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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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保險聯營之法律性質 

  保險業倘要以保險聯營方式處理特定風險，不管是否成立為財團法人，多會設

立一組織，由專人(manager)或指定首席保險人管理。此亦為保險聯營不同其他

風險分散技術方式之特色，因此，討論保險聯營之法律性質，須進一步分為組織

本身與會員間關係兩部分來探討。 

第一項 保險聯營契約之性質 

保險聯營契約本身，本文以為可將其視為民法上合夥契約48。合夥係為私法

契約之一種，其目的在於經營共同事業，其種類亦無限制，營利或非營利，長

久或暫時，均非所問49。合夥可分為二種，其一為外部合夥契約，即民法第六

六七條第一項規定，係指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契約行為，如再

保險聯營組織；另一種為隱名合夥契約，即民法第七○○條規定，當事人對於

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分受其營業所生之利益及分擔其所生之損失，如共

保聯營組織。下述就合夥主要特色分析探討之。 

第一目 互約出資 

  所謂出資，係指資本之醵出。出資之種類，依第六六七條第二項之規定，

得為金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勞務、信用或其他利益代之。聯營之保險人將

簽單業務與保險費醵資於組織中，依約定共同承擔風險，可視為係組織會員

間互約出資，以共同財產經營特定種類業務50。此與相互保險公司(mutual 

insurance company)設立之初，發起人(初期投保人)所繳納之保費視為公司設

立基金(股本)，投保人即為股本出資人之情形相同51。 

第二目 共同經營事業之目的  

  合夥之目的，為合夥人經營共同之事業。而經營事業之種類，不限於營利

事業，縱非營利事業，如以宗教、祭祀、學術、技術、慈善等為目的，均無

不同。德國亦有學者明確指出，合夥之目的只要非為不道德的，其可為經濟

性的，亦可為理想性的。而所謂「共同」，學者通說認為，當各合夥人就事

                                                 
48 同註 48，p.61。 
49 王澤鑑，民法總則，三民書局，89 年 9 月，p.157 
50 同註 48，p.61 
51 同註 9，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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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成立有共同利害關係，則其事業為共同52。保險聯營組織之成立，可能

為處理性質特殊之風險，或為應付鉅額保險業務之需要，或為避免同業間之

惡性競爭，或為舉辦新種保險業務等，且原無關係之保險人參與組織後，對

於承擔風險與組織整體營運皆存在共同利害關係，因此保險聯營具備共同經

營事業之合夥目的要件。 

第二項 保險聯營會員間之性質 

  第一目 再保險說 

第一款 再保險(Reinsurance)及轉再保險(Retrocession)53雙重關係說 

此說認為保險聯營，依其技術關係判斷，得將之分為再保險程序與轉再

保險程序54，換言之，據聯營契約，會員應將其承保業務以再保險方式分

與聯營組織，再以轉再保險方式向組織承受集中之全體保險契約按約定百

分比計算之部分。此見解主張各會員交出特定風險之簽單業務係向保險聯

營組織共同代理之其餘會員全體所為再保險之要約，而組織受領該項保險

之交出係共同代理其餘會員所為再保險之承諾，如是，個別會員與其他會

員全體之間發生再保險關係。組織管理人將聯營損益計算結果按所約定百

分比分與各會員負擔取得則係屬共同代理其餘會員之全體向個別會員所

為轉再保險之要約，各會員將之受領則為轉再保險承諾，個別會員又與其

餘會員全體發生轉再保險關係，再保險與轉再保險先後成立而重疊存在

55。 

第二款 特殊交互再保險說 

  此說認為保險聯營組織運作下，原保險人同時兼具再保險人之身分，換

言之，參與聯營組織係為保險人間交互再保險契約之訂立。實務上，為分

散風險，抑或為求雙方互惠，保險人與他保險人或再保險人間會約定，接

受分保業務之一方，亦給予一定比例之業務回饋與分保人，通常稱為交互

再保險，或交換業務制度(reciprocity)，此方式係互相利用對方營業區域範

                                                 
52 姚志明，黃立主編，民法債編各論(下)，元照出版社，民國 91 年 7 月初版，p.387-393 
53 轉再保險係再保險人為進行危險的分散，將其所承受之再保險業務轉向其他保險人或再保險

人為再保險的行為。另外，對他保險人或再保險人轉來之再保險業務予以承受之行為，亦稱

之為「轉再保險」。 
54 同註 12，p.101-104 
55 同註 48，p.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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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及經營方法而獲取本來無法涉足領域之業務，以達分散風險與擴展經營

範疇之效。交換業務之主體，倘為二人以上時，亦即數人間訂立交互再保

險契約，學理上稱為「交互再保險聯盟」56。學者有認為，除目的與功能

性上具備差異外，此種數保險人間訂立之交換業務契約，即係所謂保險聯

營組織(pool)57。簡言之，贊同特殊交互再保險說者係採後者見解，認為

從整體內部運作上判斷，保險聯營組織與再保險交換，除契約當事人人數

不同外，係為相類似之制度。惟因再保險業務之交換僅係將部分之保險責

任，轉嫁與契約相對人而已，而保險聯營則係先將各會員承保之危險納入

組織予以融合，始回分承受，較單純轉嫁部分風險，更能達到徹底風險分

散之目的。進一步而言，各保險人對於回分承受之危險已經參與，係利害

關係一致58，此項經濟上橫的共同利害關係，為交互再保險所無，所以將

保險聯營視為具特殊性質之交互再保險。 

  第二目 損益計算說 

    此說認為保險聯營並不能等同於再保險制度。蓋再保險與轉再保險屬獨立

兩契約，係分別由相異之經濟主體所約定訂立，而保險聯營之危險納入及分

攤，僅係聯營組織內部程序，主體相同，所以不能謂之為再保險或轉再保險。

贊同此見解之學者指出保險聯營並非危險之具體分攤，而僅係分攤損益計算

之結果爾爾，簽單業務之納入與分攤承受風險則視為計算之內部關係59。 

第三目 本文見解 

    保險聯營組織中成員之間法律關係究竟為何，須依其運作與契約約定方式區

分為共保聯營組織(coinsurance pool)與再保險聯營組織(reinsurance pool)做討

論，始得確實了解其內部法律關係。 

第一款 共保聯營組織 

1. 列名保單 

          共保聯營組織通常係以組織名義或委由首席保險人簽發保單，而列名

                                                 
56 同註 48，p.63 
57 同註 19，p.341 
58 同註 45，p.9 
59 同註 48，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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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係指共同簽發之保險契約內容包含所有共同承保之組織成員之名

稱與承受之成份，此種共保聯營契約之會員內部關係則似對外共同保險

(external coinsurance)。換言之，聯營組織之個別成員皆對於其所承受成

份負完全責任，原則上承受風險之保險人間不具法律上之關係、不負連

帶責任，僅因透過組織共同承保同一風險，而具有共同利害關係，實質

上則係獨立承保之個體。 

2. 不列名保單 

所謂共保聯營契約之不列名保單，係指契約當事人除被保險人外，僅

有代表全體會員簽發保單之組織或首席保險人名稱，從契約外部關係觀

之，權利義務主體侷限於契約明訂之雙方。實際運作上，組織成員仍然

會依據本身之承保能量大小而承擔一定比例之風險，此種會員內部關

係，則類似一損益共同分擔關係。換句話說，由共保聯營組織簽單承保

之業務，會藉由組織內部之運作，例如由經理人或首席保險人協調各會

員之成份或會員主動依自身實力認受等方式，來達到分散風險之效果。

因為共保聯營組織本身具主體性，通常簽單、收取保費與賠款等事宜，

皆由其單獨完成，會員則支付行政費用，簡言之，與一般保險契約之保

險人地位類似。因此倘保單無列出其他承保會員與其成份，僅內部約定

各自分攤比例，則此種聯營契約實際上並無保險業務之具體承擔，會員

間法律關係僅係分攤損益計算結果而已。 

第二款 再保險聯營組織 

  再保險聯營與共保聯營最顯著不同之特色，在於再保險聯營組織本身並

不簽發保單，而係由會員自行招攬業務，將其納入後，由內部負責融合及

依約定分配成份，整體過程中並無自身承受任何風險。換句話說，再保險

聯營，不管成立法人組織與否，其設立目的，主要係提供組織會員服務，

除融合與分散危險外，組織亦可能提供創新保單與專業核保技術等服務

60，此種特色影響了組織會員間之法律關係。 

1.本文前述介紹再保險聯營組織已提及，組織內部運作方式，如同會員間

相互提供再保險給予他方，以達避免危險過度集中等目的。換言之，藉

                                                 
60 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之業務內容，及包含由專業工程師提供核保專業技術與開發新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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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險聯營獲得再保險之保障，係多數組織成立重要目的之一。法律關

係並不以明示者為限，倘顯有某法律關係之性質，縱未經明示，亦不妨

承認該法律關係之存在。保險聯營組織會員間之法律關係，雖未經明示

為再保險，然既有再保險之性質之功能，應得將其歸類於類似再保險之

制度61。惟嚴格來說，不應將保險聯營直接視為再保險之一種類型，而

係將其當作再保險之變形或進化62。 

2.損益計算說認為保險聯營並非保險之具體分擔，而係分擔組織損益結果

而已。此說不認同會員間具有再保險關係之存在。惟再保險聯營組織之

成員本係以尋求再保險保障之分散風險目的而加入，損益計算結果之分

攤，僅係受風險分散契約法效意思約束之程序，豈能謂再保險聯營組織

中保險之納入及分擔之受領僅屬損益計算之內部關係。本文以為法律關

係應按其有關各點方面分別觀察之63，再保險聯營成員危險之交出與運

作成果之分擔雖一方面為損益之計算，然另一方面會員間仍有尋求再保

險保障之真意，因此不能單純視為損益計算關係，故不贊同此說見解。 

3.再保險與轉再保險雙重關係說認為再保險與轉再保險先後成立而重疊

存在。此說主張組織會員間之關係為再保險，固為無誤，但卻不夠準確。

本文以為會員間於聯營組織成立並制訂契約時，即發生聯營之法律關

係，並非交出保險業務時始發生，且將損益計算結果按約定比例之成份

分由各組織成員負擔，係在事故發生之後，更無轉再保險訂約之可能。

再保險與轉再保險雙重關係說將組織損益計算結果由會員依契約約定成

份承受視為轉再保險契約，明顯與保險原理，須以不確定事故為契約標

的之要件有違，本文亦不能贊同之。 

4.交互再保險說認為保險聯營組織中，組織成員同時為原保險人兼再保險

人，亦即會員間互相提供再保險保障給他方。本文贊同此說。聯營組織

會員間於組織成立並制訂聯營契約完畢時即生法律關係，並非事後納入

危險時發生再保險關係，分攤損益結果時再發轉再保險關係，因不管係

保險業務之投入或營運結果之共同承受皆為依照契約約定而為之程序。

因此聯營會員係基於本身之利益，結合一特定非營利組織，如同交互保

                                                 
61 同註 48，p.62-63 
62 同註 19，p.121 
63 同註 48，p.64 



                                                                

 - 38 - 38

險社 (reciprocal exchange) 64般，聯營組織中之會員關係即等於再保險關

係，二者相互依存，前者消失，後者亦告消失。簡言之，組織成員將承

保之特定危險投入組織相互融合，盼其運用大量暴險單位分散個別危險

之損失風險，而個別會員則依契約約定比例，共同承受所有會員因原保

單而生之契約風險責任，此即如同再保險中，原保險人轉嫁因原保單而

生之部分責任風險予各再保險人相同。基於上述理由，保險聯營組織中

各會員間之關係，應屬特殊之交互再保險關係。 

《圖二之一》保險聯營契約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64 交互保險，係指以業務相互交換方式(at a reciprocal exchange)所形成之保險。其承保對象以交

互保險社(reciprocal exchange)社員為限，每位社會須對全部社員之損失及費用按其同意分攤之

數額負責，並授權代理人處理交換之業務。每一社會有其個別帳戶，所繳保費及其所得之利

息列於貸方，分攤之損失與費用則列於借方，如有任何貸差，可以留置帳內，亦可全部或部

分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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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之二》保險聯營內部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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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小結 

保險聯營係保險業基於市場競爭、政府政策與公益目的等考量，而發展出來的

制度。因我國實務多將聯營組織(pool)譯為共保組織、共保聯營或共保集團，使

其與共同保險(coinsurance)有所混淆。而實際上，就保險聯營之運用目的、功能、

必要性及當事人法律關係等判斷，其與共同保險絕非同一種風險分散方法，不能

等同視之，應將觀念釐清，避免損失發生時，當事人間產生疑慮。例如，共同保

險人將其認受之成份，轉移部分與國外再保險人，此屬於再保險契約；而聯營會

員，於聯營契約未限制之前提下，倘將其分回之風險，亦移轉部分與國外再保險

人，依本章對於聯營契約會員間法律性質認定為相互再保險關係，則該契約應屬

於轉再保險契約。再保險契約與轉再保險契約雖屬類似之風險分散工具，惟契約

關係上，仍可能會存在差異，因此若不將保險聯營或共同保險之概念區分，則當

事人間易產生法律糾紛。 

對於保險人而言，聯營組織具有之充分融合風險、有效運用大數法則、增強對

外競爭力、利於安排再保險、累積經驗與技術交流與減少競爭促進市場安定等功

能，係其他風險分散工具所無法兼備，因此使其成為保險業不可或缺之經營方

式。惟保險聯營組織為求便利，難免透過保險業之聯合行為方式運作，因其涉及

到保險業之競爭與被保險大眾之權益關係，則可能牴觸公平交易法之規範。究竟

保險聯營制度是否違反公平法相關規定，則必須由競爭法立法目的及保險業特殊

性間之角度做進一步探討。本文第五章就國外立法例與國內法律規定做一介紹探

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