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1 - 41

第三章 其他風險分散方式 

保險人除了運用保險聯營制度，來消納與分散特殊風險外，保險市場尚存有其

他類似保險聯營之風險分散方式，包括共同保險、再保險及交換業務。本章藉由

介紹此三種制度之起源、功能、運作特色及契約當事人之法律關係，使其得與保

險聯營制度做一區別，避免產生錯誤混淆。 

第一節 共同保險 

第一項 共同保險之起源與定義 

今考據共同保險之發展起源，可追溯至西元一三八四年義大利比蕯，當時有

三個保險人共同具名簽發一張海上保險單承保同一保險標的65，此為最早關於

共保的文獻記載。而事實上，共同保險(coinsurance)實為再保險之前身，在保

險制度發展不久後，保險人即發現若未與他同業共同承保巨大或頻繁發生之危

險，則無法確實保障保戶，甚至有流失保戶之可能，因此保險人間便以共保方

式來擴大承保能量並避免危險過度集中，惟共同保險之方式，對於被保險人有

諸多不便，於是乃促成再保險之產生，而在再保險盛行後，再保險契約開始有

限制承保金額之約定，以減輕責任，在再保險人限制責任金額的效應下，則共

同保險則又開始為保險人間所運用66。共同保險與再保險皆係保險人危險分散

之一種手段，被喻為人類處理危險之二大睿智結晶，但就其性質而言，仍有不

同之處，即便共同保險有先天的缺陷存在，使再保險得將在某些情況下得取代

之，但就保險人經營安全之立場而論，共同保險依舊十分重要，是保險經營不

可忽視之方式之一67。 

我國保險市場中產物保險人間之共保行為，已實行已久，且因共同保險具有

危險分散、擴大承保能量、節省營業費用與促進保險經驗交流等功能，故共同

保險為我國整體保險體系運作方式之一，也是保險業保險人間主要經營方式之

一種。共同保險之定義，係保險人對於單一巨災累積之風險，例如巨大油輪、

巨大建築物等標的，為分散經營風險的一種承保技術，由兩個或兩個以上之保

險人共同承保而簽訂一個保險契約，各保險人依其承保比例承擔責任及分攤損

                                                 
65 Robert C. Reinarz, Property and Liability Reinsurance Management, 1st ed , Mission Publishing Co., 

1968, p.10-11 
66 同註 28，p.5-6 
67 同註 39，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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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68。換言之，共同保險成立要件包括同一保險標的、同一被保險人、同一保

險利益、同一危險事故，同時由複數保險人共同承保等。 

共同保險的概念在不同的保險市場有不同的詮釋。在絕大多數的保險市場

中，共同保險即係指保險人間分散風險的一種技術，惟我們必須區隔的是在北

美保險市場，共同保險係指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契約協定，亦即我國火災保

險中之共保條款(coinsurance clause)，其定義係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事先約定一

定比例，倘保險標遭受毀損或滅失時，被保險人須依保險金額與保險標的之比

例，自行承擔部份損失，亦即被保險人須與保險人共同分擔承保損失（保險人

賠償金額=(財產實際損失)*[保險金額/(損失發生時之保險標的物價值*共保比

例)]=(財產實際損失)*(保險金額/應投保金額)）。換言之，透過共保條款之約

定，保險人與被保險人成為共保人(coinsurer)，共同分擔損失，並可督促被保

險人於事故發生時，積極為損害防阻之行為。共保條款與保險人間為擴大承保

能量與避免危險過度集中所約定之共同保險，主體與效用上並不完全相同，應

釐清觀念，以免混淆。 

 

《圖三之一》共保條款與共同保險之內部關係圖 

 

 

 

 

 

 

 

 

 

 

                                                 
68 鄭鎮樑著，保險學原理，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4 年 10 月三版，p.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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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共同保險之功能 

  第一目 分散危險 

    共同保險因結合多數保險人之力量，針對相同之保險標的，依契約約定之

比例由多數保險人共同承擔之。基此，採行共同保險之方式，自可免除由個

別保險人自行獨立承擔保險標的全部危險，而分由多數保險人分擔之，藉此

達到危險分散之目的，使保險經營更趨於穩健。由此可知，危險分散實為共

同保險首要功能。 

  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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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業務承保

能量均有一定之極限，因此對於巨額業務多不願自行獨立承擔全部責任，以

免因承擔巨額責任而危及保險事業之永續經營。而採行共同保險係為最方便

的方法之一，不僅得維持業務經營之穩定性，同時更可擴大業務之承保空間。 

  第三目 撙節外匯流失 

    共同保險多屬於地域性保險人結合，此與再保險屬於全球性保險人結合有

所不同。由於共同保險屬於地域性之結合，故在整個共同保險過程中，如有

涉及共保業務之保險費收入與分配，及保險賠款支付與分攤等現金支出，均

可以用該國貨幣為支付單位，不必如再保險必須以外幣支付國外再保險費，

造成大量外匯流出，此種撙節外匯流出，對於開發中國家須加速資本累積形

成，自會造成相當程度之影響。 

  第四目 加強對外競爭力 

  就開發中國家而言，保險經營規模多屬中小型企業，實難與歐美保險先進國

家大型保險公司相抗衡，如能採行共同保險運作方式，實不啻有助提昇對外

競爭能力，更不失為一種謀求自保之方法。 

第三項 共同保險之類型 

共同保險係保險人間約定共同分擔風險、分攤損失之工具，保險實務上關於

共同保險人(coinsurer)承保運作，其契約約定方式可區分為直接與間接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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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直接共同保險 

  直接共同保險，係指對外共同保險(external coinsurance)。被保險人得由對

外共同保險契約中，清楚掌握所有共同承保保險人之名稱與其承擔之成份，

依契約簽訂方式，尚得區分為個別承接風險與共同簽發保單兩種。 

第一款 共保人個別承接部分風險 

此種方式係每一共保人承接約定的部分風險，並分別簽發保單。所有共

保保單的總額則會等同於承保標的的總保險金額。每一共保保單皆會包含

共同保險條款(coinsurance provision)，清楚列出所有的共同保險人與其應負

責之保險金額。此種契約方式之優點係個別共同保險人之權利義務關係相

當清楚明白，換言之，當損失發生，每一共保人僅理賠其負責之成分，原

則上，除非契約另有約定，共同保險人間並沒有法律關係，無須負連帶清

償責任。但是此形式也有缺失存在，除了增加個別保險人之行政成本之

外，被保險人求償損失時，必須分別向各保險人行使保險金給付請求權。

倘其中之一共保人失卻清償能力，則被保險人對於該部分的損失則無法請

求，換言之，被保險人須自付無法獲得理賠之風險。 

第二款 單一保險人簽發共同保險保單 

  另一種直接共同保險約定的形式，是最原始也是流傳最廣的方法，不僅

在我國保險市場，歐陸實務也普遍以此方式實行共保。此種訂立共同保險

契約之方法，係指由單一保險人簽發保單，而其餘共保人則於保單上所列

出之共保成分簽署負責或以批註共保條款的方式列出所有參與的共保人

與其承擔之成分，所有共保人並聲明僅就自己承擔之成分負保險責任。理

論上，即便在此種僅簽發單一保單之共同保險的情形下，要保人自投保時

仍須與每一保險人洽議，及至賠款發生，被保險人仍須分別與各保險人交

涉辦理求償手續，甚至保險期間內之告知義務，也須一一通知每一共保

人，與各別簽發保單者之權利義務並無不同
69，因為個別保險人仍僅對本

身承受之成份負責。惟倘契約中有約定首席保險人或首席共保人條款(lead 

insurer clause, lead coinsurer clause)，則由首席保險人代表所有共保人負責查

勘、調查、核保與理賠等事宜，如此可免去被保險人程序上之不便。 

                                                 
69 陳繼堯著，再保險與共同保險的相互傾近，產險季刊，第 31 期，民國 68 年 6 月，p.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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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間接共同保險 

第三種方式為間接共同保險，其為共同保險的變形，即一般所謂的內部共

同保險(internal coinsurance)。間接共同保險，係指由單一保險人簽發保單予

被保險人後，該簽單保險人與其他保險人私下另外締結契約，共同承擔危險

約定依契約比例分攤該保單之保險費與損失，但並沒有在原保單上以任何方

式註明。在法律上，對內共同保險對外的責任關係人，僅為該訂定保險契約

的保險人一人，換言之，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關係者，僅有一個而已，其餘

共保人則屬於內部關係的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無保險費請求權，亦無賠償之

義務責任，換言之，被保險人可能全然不知其他保險人之存在。 

第四項 共同保險之運作特色 

  第一目 首席保險人條款 

      共同保險中，各保險人對同一危險彼此之間並無任何責任上之連帶關係，

各保險人對同一危險之不同部分單獨負責。但由於社會之繁榮，利用保險保

險的機會增多，上述共保方式使雙方當事人無論在洽商條件、訂立契約，或

損害賠償時，耗時費事，即使係危險的微小變更，被保險人為通知各保險人

亦須費時、費錢。基於此種原因，共同保險之方式發生改變，而產生領袖服

從原則(leader-respect)，在此原則下，其中之一保險人被推為首席保險人

(leader)，為全體共同保險之利益，擔當並處理承保業務，其他共保人與被保

險人間之權利行使與義務履行皆委其辦理，而彼僅處理本身內部業務而已，

如此被保險人不必與保險人個別接觸，僅與一保險人接觸即可，省時且便

利。此即為共同保險契約中首席保險人條款(lead insurer clause)約定之原由。 

所謂首席保險人，原則上是指簽發保單之保險人，或是由共保成份最高者

擔任。首席保險人主要是處理共保人之共同事務，如：查勘、調查、核保、

加收手續費、業務、理賠及帳單之繕製等，其權責不能一概而論，應視業務

的需要與情況而異，但基本不變原則是須為共保人全體利益為之。 

從法律的觀點來看，首席保險人條款的訂定，雖可使作業簡便，但並不能

真正在共保人間建立法律上的連帶關係，僅係依保險慣例，基於服務與信賴

關係，尊重首席決定
70，而首席保險人通常可以多收取一筆費用來支付行政

                                                 
70 薄慶容著，再保險制度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財政硏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57 年，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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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開銷。個別共保人仍僅對其承擔的危險成分負責，即便是事故發生時，

有共保人已失卻清償能力，其餘共保人仍係對契約上約定之成分賠償。但是

當共保人違反首席保險人條款或對於重要事實錯誤遺漏時，仍有可能產生額

外的責任
71。 

  第二目 獨立責任 

      共同保險契約，若未經特別約定，原則上是為並立式之共保保單，各共保

人相互間不負連帶責任，可視為許多個別保險關係平行存在，被保險人自投

保至理賠，皆須分別與各保險人聯繫與行使權利72。 

倘約定為連帶式共同保險，保險人間負連帶責任，被保險人向任一保險人

行使保險金給付請求權，該保險人即須單獨理賠全部金額73，而保險人可依

共保契約再向其他保險人請求返還應負成分之賠款。惟如此，則無法獲得清

償之風險則轉嫁到保險人身上，所以此方式利用之情形已相當少。 

第五項 共同保險之法律性質 

  第一目 對外共同保險契約 

第一款 契約性質 

  共同保險，係指財產保險中，二個或二個以上保險人共同承保同一保險

標的之契約，其本質等同於一般保險契約，須具備保險契約之成立要件，

依承保之危險種類來區分該共保契約之類型。各共同保險人須於契約中約

定承受成份，依其比例承擔責任及分攤損失。 

第二款 共保人內部關係 

共保契約係保險人分散風險方式之一，因此若未特別約定，共保人不負

連帶責任。換言之，保險人皆屬於獨立個體，僅係共同簽發保單上，各自

對其承受之比例負責而已。即便個別保險人失卻清償能力，其餘共保人仍

僅自負其責即已足。而首席保險人條款之約定，係程序上，由單一共保人

                                                 
71 Andreas Kessler, Risk-Spreading by Coinsurance:An International Market Perspective, Gen Re MC 

News, Edition 2006, p.2-4. 
72 美國海上保險法(Marine Insurance Act, 1926)第 24 條第 2 項：「Where a policy is subscribed or on 

behalf of two or more insurers, each subscription , unless the the contrary be expressed, constitutes a 
distinct contract with the assured.」 

73 民法第 273 條：「連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數人或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

全部或一部之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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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關於保險之一切事宜，包括核保、查勘、收取保費、公證與理賠等，

但實質上，仍由複數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分別負責，因此並不會促使保險人

間產生連帶法律關係。 

《圖三之二》對外共同保險關係圖 

 

 

 

 

 

 

  第二目 對內共同保險契約 

第一款 契約性質 

  對內共同保險係屬共同保險(coinsurance)契約之衍生變形，其為數保險

人間私下締結之契約，雖仍係共同分攤同一保險標的契約之損益，但除簽

單保險人外，其他共保人與被保險人間無保險關係存在，難謂屬學理上之

共同保險契約。惟倘若要了解對內共同保險契約之法律性質，則必須探究

共保人之契約內部關係，換言之，藉由分析對內共保契約當事人間之關係

來得知該契約之性質。 

第二款 共保人內部關係 

一、保證關係說 

贊同此說學者以為對內同保險，其外部關係共保人與內部關係共保人間

之關係，係屬於「保證」(Surety)關係74。其論理係依據英國海上保險人第

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75，倘任一保險人所付賠款，超過其應付之成份

                                                 
74 同註 70，31-32；Gerald J. Castro, Coinsurance/Reinsurance: Different Means To A Similar End, Title 

Issues, Volume 10, Number 5, Chicago Title Insurance Company, 2002 
75 “If any insurer pays more than his proportion of the loss, he is entitled to maintain an action for 

contribution against the other insurers, and is entitled to the like remedies as a surety who has paid 
more than his proportion of the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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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彼有權向其他保險人請求攤付，猶如保證人履付被保證人之債務後，

得以請求賠償。 

二、損益分擔關係說 

此說以為對內共保契約之共保內部關係屬於損益分擔契約。換句話說，

對內共同保險雖具分散風險之功能，但非危險具體分攤。內部關係人並非

於同一張保單約定共同分擔危險，而實際上簽單保險人亦無轉嫁責任風險

予其他保險人。內部關係人係依契約約定之比例，共同分攤保險費與損

失，僅為單純之損益分擔關係。 

三、再保險關係說 

此說學者認為外部共保人係為尋求分散之風險，而與其他共保人訂立對

內共同保險契約，約定將部分責任風險轉嫁予各共保人承受，該契約目的

與原保險人訂立再保險契約之目的相同。又法律上，對外的責任關係人，

僅為簽單保險人，其亦為唯一與被保險人間具保險關係者；其餘共保人則

係基於另一契約而成為內部關係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無直接法律關係，換

言之，對被保險人無保險費請求權，亦無賠償義務責任。此關係亦同於再

保險契約下當事人之關係，因此將保險人間之關係視為再保險關係。 

四、本文見解 

(一) 保證關係說成立之前提，係保險人於共保契約中約定連帶責任條

款，亦即各共保人對於被保險的責任不加以分割，各自對於保險標

的之保險金額負全部責任76。倘個別共保人支出超過本身應負責之成

份，於其清償之限度內，承受被保險人對於簽單保險人之債權77。惟

此說與內部共同保險之定義有所違背，因內部保險契約係屬保險人

間私下訂立者，被保險人通常不清楚有哪些對內共保人與其承受之

成份，甚至不知有共保契約存在，因此倘外部保險人失卻清償能力，

被保險人亦無從直接向契約背後之「保證人」求償。若被保險人無

從向其他共保人求償，則外部關係共保人與內部關係共保人間之「保

                                                 
76 同註 70，p.31-32 
77 杜怡靜著，黃立主編，保證，民法債編各論(下)，元照出版社(台北市)，民國 91 年 7 月初版，

p.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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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關係」亦無成立之可能。 

(二) 損益分擔關係說，係指對內共同保險之簽單保險人為契約唯一的危

險承擔者，其餘的共保人，並無實際之危險承擔，僅基於與簽單保

險人私下締結之契約，而得分享保費，及須分攤損失。換言之，因

為此種型式之共同保險契約係成立於原簽單保險人與其他共保人

間，如同將被保險人與其他共保人間區隔出界線般，被保險人之權

利義務相對人僅侷限於外部共保人一人，因此被保險人無庸知道或

了解損益分擔契約之存在及內容。此種見解雖與對內共同保險契約

之定義相符，卻無法從學理上解釋實務之再保險運作。因為針對保

險金額較大或危險性較高之保險標的，共保人於承諾分擔原保險契

約之損益後，仍會尋求再保險之保障，惟倘依損益關係說之看法，

內部共保人應從未具體承擔過危險，既未承擔過原保險契約之危

險，又何得能轉嫁該契約之部分危險予再保險人承受。除此之外，

保險業因醵集之資金龐大，且涉及大眾利益，因此法律多會限制其

經營業務之範圍，我國亦於保險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保險人不

得兼營保險法規定以外之業務。而依照損益分擔關係而成立之損益

計算結果分攤契約，即非屬保險法規範之業務範疇內之，若贊同此

說，則對內共同保險則有違法之虞。基於上述之理由，損益關係說

仍不足採。 

(三) 保險關係說及損益關係說雖皆有其立論依據，但無法確實從學理及

法律面解釋對內共同保險之實務運作。本文以為從風險分散方式、

契約權利義務關係及契約當事人之真意與契約目的分析，茲可採取

再保險關係說，其理由如下： 

1. 學理上所謂的共同保險(coinsurance)，係指二個以上保險人共同直

接承擔被保險人移轉之危險，因此就各共保人間之關係而言，係

為水平風險分散方式；而再保險，則係由原保險人將其直接承受

之危險轉嫁予再保險人，因此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則為垂直

風險分散方式。而觀其對內共同保險契約，簽單保險人為直接承

受契約危險之唯一共保人，其餘內部共保人，則僅係間接承擔簽

單保險人轉嫁之風險，與再保險同為垂直風險分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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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者通說認為再保險係屬於責任保險之一種，亦即原保險人所移

轉者，係基於原保險契約而生之責任風險。而對內共同保險機制

所欲保障者，亦非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所致之財產損害，

而係簽單保險人因原保險契約而可能產生之填補責任所造成的損

失，因此可知對外共保人所移轉者，應與原保險人相同，係為契

約責任風險。 

3. 基於再保險之獨立性原則，原保險與再保險契約當事人之權利義

務關係應依各別獨立之契約內容決定之，我國保險法第四十條及

第四十一條即為獨立性原則明文化之規定。而由對內共同保險機

制之當事人關係觀之，原保險契約與對內共同保險契約亦為獨立

之兩契約，即被保險人對於內部共保人無賠償請求權，內部保險

人亦不得向保險契約之要保人請求交付該部分之保險費，因此可

推論對內共保契約有再保險獨立原則之適用。 

4. 法律關係並不以當事人明示者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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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共同保險契約，

雖名為共同保險，但契約當事人，除簽單保險人外，其餘者未直

接承擔風險，因此實質上非屬學理所謂之「共同保險」。若探究契

約內部關係人之真意，簽單保險人係為分散風險而尋求再保險保

障，因而約定由內部共保人間接承受外部共保人轉嫁之風險。對

內共同保險內部法律關係雖未經明示為再保險，然既有再保險之

性質，不妨將其歸類於再保險關係，以便於適用再保險之法理原

則。 

(四) 綜上所述，根據對內共同保險契約關係之特性及有鑑於實務之運作

方式，對內共同保險契約應屬於再保險契約78，與對外共同保險契約

係為截然不同之風險分散制度。惟若已肯定對內共保契約係再保險

契約，進一步則應討論其衍生之影響，前述已提及內部共保人於承

受保險金額鉅大或危險性過高之標的時，仍會另外尋求再保險保

障，惟當內部共保人已屬再保險人，則其為轉嫁風險所訂立之契約，

則會成為轉再保險契約(retrocession)。過去，國內保險人並未正視對

                                                 
78 同註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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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共同保險契約之性質，僅將其等同於對外共同保險契約，而倘依

本文之推論，認定對內共保契約為再保險契約，則國內保險人則須

面臨國際再保市場中，再保險人可能將「轉再保」列為除外不保範

圍之情形發生，如九十四年國內日月光半導體事件，當時日月光桃

園廠發生大火，造成鉅大損失，而承保再保險之勞依茲(Lloyd's)保險

人即主張內共保屬於再保險，因為原再保契約中明文約定排除轉再

保險之承保責任，因此最後導致勞依茲拒絕填補國內共保人之損

失。國內保險人必須重新了解對內共同保險之契約性質，並調整相

關經營運作，否則可能無法獲得預期之再保險保障。 

 

《圖三之三》對內共同保險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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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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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項 共同保險與保險聯營之區別 

  第一目 保險人運用的原因 

    保險業運用聯營承保特定險種，通常係為配合政府政策、實現公益、避免

同業惡性競爭，或處理特殊危險，如，新種危險、巨災危險等原因，多會設

立獨立組織，常態經營統籌相關保險與行政事務；而共同保險之運用，則多

係保險人個案性(case by case)地尋求他保險人共同承擔同一保險標的，藉由

分攤損失，達擴大承保能量或降低自留風險額度之目的，由所有共同保險人

共同簽發同一保單為之。 

  第二目 風險分散的方式 

    保險聯營組織會員
79間，係屬於相互相再保之關係，因此納入聯營組織之

風險，經由融合後，係以垂直移轉風險之方式，分散予各會員承受；而共同

保險人，則係由契約約定個別成份，以水平分割風險之方式80，分散予各共

保人承受。 

  第三目 當事人間的關係 

    聯營係保險人間尋求相互再保險之保障，屬於內部協議，對被保險人並不

直接發生法律關係；而共同保險本質上係被保險人與個別共保人皆成立保險

關係，因此，共保人依其認受之成份，直接與被保險人發生法律關係。 

 
 
 
 
 
 

 

 

 

 

                                                 
79 同註 71，p.6-8 
80 同註 71，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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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再保險 

第一項 再保險之起源與定義 

    再保險制度於一三七○年產生，當時保險技術尚未發達，保險人並無精算危

險保費等管理保險事務之技術及經驗81。僅憑常識主觀判斷任意決定保險條件

而承保，時常於承保後發現其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之可能性甚大，致有將之交

由不知情或無經驗但具有冒險性質之他保險人再為承保，以轉嫁承保危險於該

他保險人之必要。再保險制度係由此必要而產生。足見初期再保險之形態以訂

立全部再保險為原則，其效用係在危險全部之轉嫁82。換言之，初期再保險以

全部再保險為原則，一部再保險為甚少之例外，其效用均係在危險之轉嫁，並

不在保險技術上之危險分散。 

進入十六世紀後半期，再保險之進展已轉變為以訂立一部再保險為原則，全

部再保險成為例外作法。此時期，保險知識及技術漸漸發達，一部再保險則成

為保險人按保險計劃之危險分散方式。足見此期間再保險以一部再保險為原

則，其效用係保險人為避免危險過度集中，而有計劃之分予再保險人，已非單

純之危險轉嫁。惟此時再保險仍係保險人於有必要時，依其自由意思訂立之，

再保險事業全賴原保險始能存續。 

十八世紀後半，工業革命發生之後，再保險之情形則大有不同83。工業革命

之發生，資本主義興起，工廠林立，且因機械發達而使其規模日益擴大，生產

力也急遽增大，到處都充斥著新種危險，其中事故發生率甚大且能致生不能預

料之鉅額損害者不少，保險人之資力已不能應付此等危險之承保，而須積極找

尋他保險人與之分擔危險，致再保險之需要急速增大，其效用由原先保險人單

方危險分散，則須再加上當事人雙方危險之積極合意分擔，至此，現代再保險

成為保險人分散風險與再保險人經營事業之相互依存制度。 

從上述再保險之發展，我們可知再保險簡單來說，乃是指保險人將所承保之

業務，再向其他保險人尋求保險保障，換言之，保險人藉由將業務危險之一部

分分出之方式，來避免危險過度集中可能對於營運造成之不利影響。因為保險

                                                 
81 陳繼堯著，再保險的演進，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民國 81 年 8 月，81 年 8 月，p2-3 
82 同註 748，p.37 
83 陳繼堯著，富邦保險叢書之六-再保險學要義，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市)，民國 81

年 12 月初版，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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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固然可利用大數法則匯集資金分散危險，但是由於危險之不確定性，有時仍

難免有非預期損失出現；尤其實務上許多危險之承保，有時並未依循可保危險

之原則，因此保險人本身仍有發生財務危機之虞。而保險人除藉由投資收入沖

抵業務虧損外，可能尚必須尋求其他保險人之協助，如同被保險人將危險向外

移轉分散一樣，因此需要再保險之存在84。再保險對於危險之分散，具有特殊

之功能，直接減輕原保險人之責任，間接增強原被保險飬之保障，故不獨財產

保險有之，人身保險亦有之；且國際間再保險亦十分盛行，係為國際化之制度。 

第二項 再保險之功能 

  第一目 原始功能 

第一款 分散危險 

再保險最為原始之功能應為協助保險人達成保險的基本原理，即大數法

則之運用。由於大數法則應用上之限制，保險人經營業務之過程中可能面

臨的是業務同質性不夠、單一危險累積、地理區域之累積等問題。而保險

人將無法自留部分之部分由再保險承擔，可避免危險過度集中，對於分散

危險有絕對之功效。 

第二款 平均危險 

保險人須衡量本身承保能力，限制本身實質上所承擔之金額於一標準

內，以符合平均法則。亦即，將超過自留限額部分賦予再保險，則可將大

小不齊之保額，在自留內予以齊一化，保持責任之平均。再者，藉由再保

險，設定自留額，自留額範圍內之業務可趨向同質性。 

  第二目 衍生功能 

第一款 擴大承保能量 

任何一保險人的承保能力量均有限制，如不藉助再保險很難承保較大之

業務，尤以現行巨型之保險標的比比皆是，絕非單一保險人可以承受。採

用共同保險，雖有其效用，但不如再保險來的便捷且深遠。換言之，利用

再保險，不但省卻多位保險共同承保之時間延誤與保單複雜性，對於保單

                                                 
84 同註 9，p.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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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者亦較為方便，同時保險人亦可與客戶建立較完整之關係，增加未來

市場之競爭力。 

第二款 穩定損失經驗 

保險經營，尤其是產物保險，貴在穩定。不過實際上保險人之損失經驗

往往是有波動性的，有時損失率高，有時損失率低，透過再保險滿保險人

可設定其規劃中之穩定損失率，損失率低時保險人與再保險人共享承保利

益，損失率高時再保險人分攤保險人之損失，以長時間觀念穩定損失經驗。 

第三款 增加盈餘保障 

保險人透過再保險，將其一部分業務由再保險人承擔，再保險人分配再

保險費之同時，亦應補償保險人為獲得業務所支出之管銷費用，保險人通

常與再保險人議定再保佣金彌補之，再者，再保合約之業績如果良好，再

保合約通常規定再保險人應支付盈餘佣金以酬謝保險人審慎核保之功。如

此一方面費用降低，一方面分享利潤，自可增加盈餘保障。 

第四款 健全財務基礎，增進償債能力 

保險人在迅速擴張業務之時，支出費用，償付賠款，提存之法定準備金

等等，可能使其淨值下降甚多，甚至產生負淨值之情況。法定準備金中之

未滿期保費準備、賠款準備等影響最大。以再保險將一部分業務轉由再保

險人承擔，產生之功效可有效降低法定準備之提存，有利保險人健全其財

務基礎。 

第五款 提供專業經驗與技術 

再保險人對於保險市場之另一重要貢獻，在於提供專業知識與技術。通常

再保險人，尤其是專業再保險人，具有豐富之核保與理賠經驗，可以提供

一般保險人若干諮詢服務或損失控制技術，對於保險業務之經營將有所助

益，尤其是新成立之保險機構，藉由再保險人之協助，將更容易開拓新業

務85。 

 

                                                 
85 同註 9，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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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再保險之種類 

保險人處理再保險安排之方式有許多種，可能視個別契約之需要而臨時再保

險，亦可能於平日即與再保險人定妥分保計畫等。因此一般上再保險安排可從

原保險人之分保方式分成二大類別，一為個案處理之「臨時再保險」(facultative 

reinsurance)，另一方式是預先簽訂合約之「合約再保險」(treaty reinsurance)，

其中又可依再保險契約各自區分為若干不同之安排計畫，以下分別說明之。 

《圖三之四》再保險之種類 

 

 

 

 

 

 

 

 

  第一目 臨時再保險(Facultative Reinsurance) 

    係指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對於其分保與再保險之處理，不依事先訂定的合

約，而可自由選擇對象方式與再保條件的再保險。此方式之再保險為起源最

早之再保險方式，原保險人是否分出，又再保險人是否接受皆各有自由選擇

權。此再保險方式因係逐案安排，較為費事，故多用於新種業務或合約再保

險不能容納之業務。 

  第二目 合約再保險(Treaty Reinsurance) 

      係根據事前簽訂的再保險合約的條件來處理分保人與再保險人間業務交

易的一種再保險型態。亦稱為固定再保險，契約當事人雙方均負有義務，一

旦原保險人承受符合再保險條件的業務時，就必須將此業務按再保告約訂定

的比率(share)分予再保險人，再保險人也必須接受。在合約有效期間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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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關係自動成立，所以也有學者稱為自動生效再保險(automatic reinsurance)。 

      第一款 比例性再保險(Proportional Reinsurance) 

        再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依照保險金額之比例而再保險費之取得亦依照保

險金額之比例。 

一、溢額再保險(Surplus Reinsurance) 

            係指原保險人將其承保業務之保險金額超過自留額(retention)之部

分，即依約定線數(line)分予再保險人之再保險。溢額再保險之再保

險人的責任，以線數為基礎，以自留額為一線，而再保險人的責任則

為自留額的某一倍數。 

二、比率再保險(Quota Share Reinsurance) 

  係指原保險人將每一危險單位的保險金額，按事先約定的比率，分

予再保險人為再保險之方式。即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間再保險費收

取與理賠責任的分攤均維持一固定比率的關係，此一比率乃事先約

定。 

      第二款 非比例性再保險(Nonproportional Reinsurance) 

        指原保險人之理賠額超過預設之損失總限額，再保險人始給付超過的賠

款予原保險人，非以保險金額之固定比例為基礎。 

一、超額賠款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einsurance) 

係指簽單保險人之最終淨賠款超過約定金額(excess point)時，其超過

之部分由再保險人在所約定之額度(limit)內對原保險人負賠償之責。簽

單保險人自行負擔之損失金額稱為自負額(deductible)，亦即自留額。 

二、超額賠款率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atio Reinsurance) 

          係指簽單保險人所承保之某類業務於一定期間之賠款率或累計賠款

金額超過約定數值時，其超過之部分由再保險人負責賠償之再保險方

式。又稱停損再保險(stop loss reinaurance) 

第四項 再保險之運作特色 

  第一目 最高誠信原則 

    再保險契約為保險契約之一種，因而誠信本為再保險契約所應遵守之不渝

原則。尤有進者，再保險契約要求更高度之誠信，法國法稱再保險契約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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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之契約(contract de bonne fidelite)86，其觀點即為保險業務，如核保、承保

等，係由原保險人執行，再保險人不能加以控制，因此較其他保險契約更重

視品德、信用等操守，係為遵從最高誠信原則。 

  第二目 同一命運原則   

    同一命運，係指再保險契約之再保險與原保險人因利害關係一致而應兼持

之精神。任何危險經原保險同意承保，並依約定條件分予再保險後，再保險

人應與原保險人負相同之賠償責任。原保險人若有非故意之疏忽所致之遲延

或錯誤，再保險人基於命運共同之精神，仍不得因此主張免除再保責任。此

原則係為再保險之相當重要之特色。 

第五項 再保險之法律性質 

  第一目 再保險契約之性質 

再保險係保險人為分散風險，而將其所承保的危險責任之一部或全部，移

轉由再保險人承擔所訂立之契約，其究竟為合夥契約，抑或保險契約，學說

上有所爭議。 

第一款 合夥契約說 

再保險契約為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以分擔危險為共同目的之合夥契

約，因就其經濟機能而言，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由於危險分擔之結果，在

利害關係上有共同性，與合夥性質相似，此說德、日、法等國早期判例，

皆曾採用之。惟就法律上要件分析，民法第六六七條87要件，合夥必須有

共同之合夥財產，且當事人亦須以經營共同事業之意思而訂立契約；而再

保險契約，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並非以共同出資與經營共同事業為目的而

訂立，且雙方當事人為獨立契約主體非兩者成為一合夥體，故再保險契約

應非合夥契約。 

第二款 保險契約說 

由我國保險法第一條88規定分析，再保險內涵與保險法對「保險」所下

的定義吻合，亦即89  

                                                 
86 同註 28，p.72 
87民法第六六七條第一項謂「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契約」 
88保險法第一條謂「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不可預

料，或不可抗力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行為。」 
89 同註 28，p.53-54 



                                                                

 - 59 - 59

1、當事人一方為「原保險人」（分保人） 
2、一方交付之保險費為「再保險費」 
3、他方所負擔賠償之財物為「再保險賠款」 
4、賠償之對象為「原保險人」因不可預料或不可抗力之事故所致之損害 
5、造成賠償事故之要件為不可預料或不可抗力 

故再保險契約應為一保險契約無疑，唯其屬何種保險契約則區分為原保

險契約說與責任保險契約說。 

一、原保險契約說 

本說亦稱同種保險說，再保險契約雖與原保險契為兩個獨立之保險契

約，但兩契約間卻相互依存，亦即再保險之成立與否，端視原保險契約

是否存在，而其實質內容亦以原保險契約之內容為基礎，亦即認為再保

險契約係約定由兩個團體承擔同一危險，當原保險契約之承保事故發生

時，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之賠償義務同時發生，所以本說學者認為再保

險契約與原保險契約屬同種保險。 

二、責任保險契約說 

學者多數認為再保險係基於原保險契約中，原保險人對於原被保險人

之給付責任，而成立以填補此種給付為目的之一種責任保險契約。所謂

責任保險契約所保障者，並非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所致之財產損

失，乃避免其因法律或契約所負債務之增加或擴大，所保護者為一消極

利益。因此由再保險契約中約定所保障者，係原保險人因原保險契約而

可能須負的賠償責任可知，再保險契約應為責任保險契約，換言之，不

論原保險契良係何種保險契約，再保險約皆為責任保險契約，與原保險

契約之險種無關90。 

第三款 本文見解 

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之性質並不相同。舉例而言，原保險契約為死

亡保險契約，屬定額保險；但其分保至再保險公司後，因再保險人所填補

者為原保險人可能因原保險契約發生而需給付保險金造成之財產損失，因

此應屬損害保險。所以我們可知，其非同種保險契約。再保險契約，係原

                                                 
90 江朝國，陳繼堯教授退休紀念論文集 : 二十一世紀保險的前瞻，繼耘保險文教基金會，民國

86 年，p.76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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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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再保險契約所承擔之保險標的，可證明再保險契約本質上係為責任保險

契約。 

  第二目 契約當事人間之法律關係 

    依據保險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再保險，係指保險人以其所承保之危險轉向

他保險人為保險之契約行為。換言之，由原保險人任被再保險人，以其所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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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他保險

人，即為再保險人，承受原保險人轉嫁之危險，並約定填補原保險人因保險

契約責任而受之損害。是以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關係，乃屬於保險關係。 

第六項 再保險與保險聯營之區別 

  第一目 保險人運用的原因 

    再保險與共同保險類似，屬於個別保險人考量自身承保能量或經營策略，

所決定之風險分散方式；而保險聯營組織，通常成立之考量，則往往牽涉到

整體保險市場，或國家社會利益，具公益之不可或缺性。 

  第二目 風險分散方式 

    保險聯營與再保險皆屬於垂直轉移風險之方式。惟聯營組織可藉由融合所

有納入危險的程序，進一步運用大數法則，徹底達到風險分散之目的。 

  第三目 契約法律關係 

    聯營組織之成員皆具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身分，其係本於同一聯營契約

下所生之關係；而再保險制度中，原保險人與各再保險人間之關係，則係基

於分別簽訂之再保險契約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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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之五》再保險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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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交換業務 

第一項 交換業務之起源與定義 

交換業務制度，起源於北歐的挪威。當時挪威的海上保險，係由若干海上相

互合作社(mutual marine insurance societied)所經營。大約在 1840 年，各合作社

將劣質危險業務向漢堡的保險人尋求訂立再保險契約，以分散風險，但漢堡的

保險拒絕承保，因此挪威各保險人乃於 1843 年約定互相交換再保險業務，以

此方式避免危險過度集中，而可能危及營運。此可謂現行交換業務(reciprocity)

之前驅者91。而直至二次大戰後，因各地民族思想澎湃，各國政府或保險業，

為保護本國保險市場，杜防再保險費外流，始造成互惠主義之蓬勃發展。 

關於再保險制度進一步之發展，前面已經介紹了保險聯營制度，另一種亦屬

於再保險之變形者，即為再保險之交換，倘要更仔細之區別，係先發展了再保

險之交換制度，才衍生聯營制度的產生。而所謂交換業務，亦稱作回頭業務，

其係指基於互惠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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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sion)或轉再保險業務(retrocession)。換言之，因為訂定再保險契約

後，原保險人雖因將風險轉嫁分散，而減輕責任負擔，但因部分保險費流向再

保險人，在經營上，終究屬於一種損失。為謀挹注與平衡，乃要求對方互惠，

彼此簽訂契約，約定互按契約同意之百分比將業務分予對方。  

過去保險市場中之專業再保險人尚未普遍，且保險人進入國際市場營運非為

常態的時候，業務交換是再保險技術重要的一環，保險人間藉此分散自身風

險，以達穩固營運之效。然，今日業務交換之採用，通常係存在於相同所有人

或相同經營下數保險人遇到特殊保險案例時之安排，其餘情形下，則為依賴專

業再保險人之情形居多。 

第二項 交換業務之功能 

  第一目 維持一定業務量 

    再保險契約，係保險人以其所承保危險之一部或全部，轉向其他保險人或

專業再保險人為保險之行為。對於原保險人而言，其本身自留之業務量則隨

著再保險之分出而減少，同樣地，也降低了自留保費之額度。而反觀交換業

務制度，雙方基於互惠原則，約定各交付一定比例之業務予他方，雖交換之

                                                 
91 陳繼堯，再保險的演進之一，保險專刊，第二十期，79 年 6 月，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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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不一定相同，但仍可使自身總業務量維持一定水準。 

  第二目 風險分散 

保險人有時因為經營的區域範圍，或一些經營策略等原因，而使承保之危

險來源過於集中，或危險單位數目不足運用大數法則，導致危及公司之運

作。而透過交換業務制度，保險人可與其他保險人或再保險人約定互換一定

比例之承保業務，如此交易，可提供兩保險人損失經驗波動之保障，同時也

提供兩保險人業務在地域上與件數上作更佳的分配，以達風險分散之效。 

第三項 交換業務之種類 

依照交換業務的目標與業務種類，可以將再保險之交換分為數個類型。 

  第一目 依交換目標區分 

交換業務的雙方當事人約定契約，其目標係希望在長期合作下，能達到某

一程度之交換比例。保險人通常會以保費額度或結果為基礎，先設定一固定

之分保比例(exchange rate 或 reciprocity rate)，為再保險之交換。惟實務上，

契約約定比例會受到許多實際因素影響，而無法跟期望相符。基於此原因，

即便最後無法達到預定達成之比例，仍有必要藉由每次簽訂之交換契約調整

業務交換量。 

第一款 保費型(premium reciprocity) 

雖然以保費為基礎之交換業務制度，最能接近契約約定的期望目標(此

亦為保費基礎之方式，在實務上最受重視之原因)，但仍然存在一些負面

因素會扭曲了原來契約的本意。其主要原因，係當雙方約定以保費為計算

基礎交換再保險業務後，當事人仍會將分進業務的「質」列入考量。因為

通常交換業務雙方當事人在簽約時，會假設對方的長期承保業務內容組合

(portfolio)，具備明確的承保利潤(underwriting profitability)92標準。因此若

於契約簽訂後，將業務之「質」列入考量，雙方當事人則會依據實際狀況

去盡全力調整分進業務的保費量。這種契約調整問題，在以成果為基礎之

交換業務下時常發生，但相對於以結果為基礎者，以保費基礎之業務交

                                                 
92 係指保險人因承保業務所獲取之利潤，與從投資所獲得的利潤不同。核保利潤以一定期間，

通常以一定年度為準而計得。若該年度之滿期保險費超過期內發生賠款與費用，即有核保利潤，

否則，即有核保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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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帶來的影響則較弱。因保費為基準者之契約通常僅對於未來做調整，

而不會回溯調整已滿期的業務。 

第二款 結果型(result reciprocity) 

今日再保險實務，利用實際業務情況與發展來預測未來情形之方式，已

逐漸取代以過去統計資料來做預測基準之方法。此可解釋為什麼運用以結

果為基礎之業務交換方式來達到分出與分進業務平衡的期望，非常難以達

成。雖然結果基礎之業務交換非常不切實際，保險人仍然會期待分保與分

進業務之結果與預期完美地穩合，但通常事與願違。此種成效導致契約雙

方當事人會無法接受分進與分出業務之結果與預期不符，而影響了彼此間

交換的情形。因為此種類型的再保險交換之目的，即在於使保險人業務自

留部分的績效得達到最佳情況，為達此目的，則必須一直針對雙方交換業

務契約內容做調整，惟調整契約之協商非常困難且複雜，並須一直持續不

斷地為之。 

契約之一方，倘其原先分出之業務，並沒有達到讓人滿意接受之表現，

此時為酬謝其所承受之良質業務，有時必須在約定比例外再分出一部分業

務給他方，此種作法是因為時該保險人可以透過放棄本身自留的部分良質

業務或減少其他再保險人部分良質業務來達到契約雙方交換之平衡；一般

而言，我們可以假設，當此情形發生時，會同時與同程度影響原保險人之

自留額與其分保給其他再保險人之業務量。透過此種交易調整，直接保險

人會因此使自身自留額與分保給其他再保險人之業務，更形惡質化。此種

規定實行之前提，係必須在保險人有良質業務存在的情況下才可為之，否

則其無法為約定之調整。如此複雜且過於理想化之方式，說明為何以結果

為基礎之交換業務契約的有效期間通常不會維持太久。 

  第二目 依交換業務種類區分 

      為了達到最佳的風險混合配置，保險人會希望交換不同種類之業務(又可

稱為不純正業務交換 non-genuine reciprocity)，而非傳統相同種類之業務(又

稱為純正業務交換 genuine reciprocity)。藉由不純正業務交換，保險人雖可

以降低其自留與分進業務的累積增額給付(accumulations)的潛在價額；但另

一方面，實務上，此種方式卻非常稀少罕見，因其存在著許多反對不同種類

業務交換的原因。第一，非純正的業務交換將使分進與分出業務更難達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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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平衡關係；第二，分進業務在會計帳目上與分出業務之種類不同，將

無法增加原分出業務種類之保費額度，也無法改善自留部分風險融合之情

形。 

惟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直接簽單保險人仍可能會運用非純正業務交換制

度。例如，為了要酬謝某一國家之保險人接受其再保險分保業務，保險人可

能接受來自該國分進之不同國家的再保險契約或個別風險所組合成的混合

業務；抑或是承受專業再保險人所分進之轉再保險業務等情形。學者有認為

透過此業務交換約定，保險人可以獲得更穩定、更可靠的保費來源，同時，

也可將額外的轉再保險的行政費用降到最低93。 

第四項 交換業務之運作特色 

  第一目 契約人數限制 

    交換業務契約，其契約主體通常不會多於兩個保險人，所以可能是由兩個

直接簽單保險人(direct insurer)，或一直接簽單保險人，一再保險人，抑或皆

為再保險人互為承諾交換。即便有時互惠業務並非移轉與原分保保險人，而

係交由第三保險人，如內部再保險人(in-house reinsurer)94，但就經濟層面來

看，其實際契約關係仍僅存在於兩主體間。而對方如為專業再保險人，則所

交換之業務，為其得自第三者之再保險業務，此則屬轉再保(retrocession)契

約。 

  第二目 契約考量因素 

第一款 業務相同性 

再保業務交換主要的考量點，在於業務之相同性，以避免交換當事人雙

方會發生盈虧費用不均之情況，惟在一些少數特殊情況下，基於不同之的

目，仍允許不同業務之交換。 

 

                                                 
93 同註 19，p.353-360 
94 所謂的內部再保險人(in-house reinsure)，專指一些專業再保險人之收入中百分之 75 以上來自

於擁有此間再保險公司之原保險人。內部再保險人(in-house reinsurer)之稱謂來自於

Bundesaufsichtsamt für das Versicherungswesen(BAV【German Supervisory Office for the 
Insuran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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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不同之競爭市場 

其次則須考慮當事人並非係相同市場之競爭對手，以減少透過業務交

換，洩漏的業務機密(proprietary information)所造成之傷害95。 

第三款 業務交換之範圍 

再保險業務之交換，須注意交換之範圍，應力求廣泛，否則易促成危險

愈形累積之情形反而得不償失。 

第四款 均衡互惠 

最後，雙方訂立契約時，亦會將均衡問題列入考量範疇，此指交換業務

量宜相等，或盈餘相等，始可達成交換之目的。所謂相等，並非絕對相等，

僅指大致上之相等即可。倘過份堅持均衡，當原保險人與數再保險人間皆

存在交換業務之約定時，則會相當繁瑣複雜。由上述可知，交換業務契約

成立前提，須考量相當多因素，因此也造成此方式在再保險市場趨於減少

之原因。 

第五項 交換業務之法律性質 

  第一目 交換業務契約之性質 

    交換業務契約，即為再保險之交換，惟與再保險契約不同者，係基於互惠，

契約雙方當事人，同時為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並承諾承受對方移轉之責任

危險，且轉嫁自身之部分責任危險予他方。因此交換業務契約，既為責任保

險契約，亦為民法之互惠契約，屬於混合型契約。 

  第二目 契約當事人間之法律關係 

    交換契約雙方當事人，同時為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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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雙方當事人間

係保險關係，進一步而言，係交互再保險關係。 

 

 

                                                 
95 同註 10， p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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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項 交換業務與保險聯營之區別96 

  第一目 契約人數 

    交換業務與保險聯營相同，係指再保險業務之交換，契約之當事人皆身兼

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惟交換業務契約之當事人，不管係從經濟面或實際

面，僅侷限於二個主體；而保險聯營之契約主體，係包括整個聯營組織之會

員，換言之，只要參加該組織者，皆須與其他所有會員交換再保業務，係為

特殊之交互再保險制度。 

  第二目 具備組織型式與否 

    交換業務契約，係保險人或再保險人間，為分散風險訂立之契約，雙方當

事人依照契約約定，行使權利與履行義務，無庸透過組織協助即可自行完

成。而保險聯營制度，因其會員通常達其十數人，彼此間權利義務關係複雜，

因此通常約定組成一組織機構，選定一經理管理人，負責所有聯營之行政事

務，包括融合會員納入之危險、依契約約定比例計算成份與處理帳務問題等

所有相關組織運作之事宜。 

《圖三之六》交換業務關係圖 

 

 

 

 

 

 

 

 

 

                                                 
96 同註 19，p.341 

保險人或 
再保險人 

保險人或 
再保險人 

互惠+再保險混合契約 

互為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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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保險聯營係聯合數保險人之力量合力承擔特定危險之行為，屬於保險人間風險

分散之一種方式。而其他類似於保險聯營，屬於保險人間聯合承擔及分散風險之

機制者，尚包括共同保險、再保險及交換業務制度。各機制之起源皆早於保險聯

營，於保險市場早已佔有一席之地。共同保險，係二個或二個以上保險人訂立契

約之水平風險分散方式；再保險係由原保險人轉嫁部分危險給與再保險人之垂直

風險分散方式；再保險業務交換，係由兩方當事人以互惠基礎訂立之再保險契

約。這些制度雖在功能上多有重疊，但是因為皆具備一定特殊功能及不同之運作

方式，使得保險人得依照自身之需求選擇運用之，方便保險人利用以健全保險事

業之發展、鞏固永續經營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