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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現行保險人風險分散機制 

本文第二、三章，已針對保險聯營及其他類似之風險分散組織之特色詳細探討

分析。而觀其國內保險市場，保險人間所運用的風險分散組織則包括漁船保險共

保委員會、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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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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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究竟此等組織是否皆屬

「共保」，抑或可能發現其應屬其他風險方式，則必須由該組織之起源、目的及

運作深入分析。本章則分別就此八種目前實務現存之風險分散組織逐一分析，探

討其真正之屬性與本質。 

第一節 漁船保險共保 

第一項 漁船保險聯營起源 

  民國四十五年開始，政府全面發展經濟，在漁業方面，積極辦理造船貸款，

提倡遠洋漁業，漁船保險業務始隨之成長。然而，在政府積極輔導漁業汱舊換

新之原則下，船主對舊有船隻維護保養未能重視，再者船員因供不應求，素質

自低，對新船所裝置之新型機器操作不熟，一旦故障，未能搶修施救。此外保

險業對漁船保險之經營缺乏經驗，對漁船船價亦未能深切了解，加上同業競爭

激烈，船價多由要保人自行申報，超額投保者佔絕大多數，道德危險也隨之發

生，造成藉故機器失靈棄船，詐領賠款者或遇難怠於施救，任其損失擴大者比

比皆是。基於上述理由，漁船險賠款率亦隨業務量之增加而大幅上升，民國四

十五年至四十八年間，由於業務狀況日益惡化，民國四十三年至四十八年計三

年餘保費及賠款統計，其賠款率竟高達百分一百四十左右，民國四十七年，更

高達百分之一百八十八，引起國際市場聳動，隨後，國外再保險人紛紛函電停

止接受再保，漁船保險業幾陷停頓。幸賴我國保險業群策群力圖謀改善，並由

台北市產險保險同業公會(現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研究統一費

率，訂定承保及理賠規章，呈准主管當局核定實施，並經財政部核准成立「台

灣省漁船船體險聯合調查處」共同研究改善二十頓以上動力漁船之核保、理賠

等事宜，並擬訂「台灣省漁船體險承保及理賠規章」，情況始得改善。 

  民國六十七年七月外國再保險人因國內漁船險業績不佳，再度函電中止台灣

漁船再保險之業務，後經交涉，再保險合約延至該年九月終止。此時為避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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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產險業因漁船險業務之自留，風險無法分散，危及各公司營運，當時台北市

產物保險商業公會所屬之水險委員會，除成立漁船險費率規章修改小組，對規

章加以大幅修改，並再度尋求新的再保險人承接再保險業務外，並於六十七年

七月一日起組成「漁船險國內共同自留額共保集團」97，民國六十八年開始由

產險公會水險委員會所屬之漁船險小組擔經理人，負責國內產險公司漁船險共

保各項事宜。 

第二項 設立目的 

茲為謀求國內漁船保險市場之安定，並促進業務健全經營及發展，提高由國

內產物保險公司共同承擔國內共同自留額額度，互相分散危險，彼此間相互扶

持，減少仰賴國外再保險人，並期降低損失率，尋求應有之合理利潤。 

第三項 組織之運作 

  第一目 組織型態 

    由國內產險公司聯合組成「漁船險共保委員會」，以會員方式組織成立，

隸屬產險公會之水險委員會，本身未具法人資格。 

  第二目 組織成員 

    由國內富邦、明台、友聯、國泰世紀、太平、新光、台產、泰安、第一、

兆豐、華南、亞洲與北美洲全體十三家產物保險公司組成。中央再保險公司

雖未簽發保單，惟於每筆業務，其承受百分之十五之風險，以利危險之分散，

亦為組織會員之一。 

  第三目 會員成份計算 

    根據九十六年漁船險共保合約內容，每一漁船之最高共保保險金額為新台

幣一億二千萬元，其超過部分由簽單公司自己安排再保險。每一筆納入漁船

險之業務，簽單公司自留額為百分之二十六，中再承受百分之十五，國外再

保險人承受百分之二十三，其餘百分之三十六由非簽單公司平均承受。 

倘富邦今簽發一保險金額二億之漁船險保單，其中八千萬元保險金額之部分

風險，須由富邦自行安排再保險，剩餘一億二千萬元，則得納入共保委員會

                                                 
97 林榮章者，漁船保險之比較研究，逢甲工商學院保險學硏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69 年，p.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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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九十六年漁船險國內共同自留額共保合約)： 

96 年漁船險國內共同自留額預算表 

《表四之一》 

公司 簽單自留比例 簽單自留金額 共保比例 共保比例金額 最高自留金額

富邦 26% 31,200,000 0% 0 31,200,000
明台 0% 0 3% 3,600,000 3,600,000
友聯 0% 0 3% 3,600,000 3,600,000

國泰世紀 0% 0 3% 3,600,000 3,600,000
太平 0% 0 3% 3,600,000 3,600,000
新光 0% 0 3% 3,600,000 3,600,000
台產 0% 0 3% 3,600,000 3,600,000
泰安 0% 0 3% 3,600,000 3,600,000
第一 0% 0 3% 3,600,000 3,600,000
兆豐 0% 0 3% 3,600,000 3,600,000
華南 0% 0 3% 3,600,000 3,600,000
亞洲 0% 0 3% 3,600,000 3,600,000

北美洲 0% 0 3% 3,600,000 3,600,000
合計 26% 31,200,000 36% 43,200,000 74,400,000
  依據：九十六年漁船險國內共同自留額共保合約 

第四目 業務範圍   

    凡會員公司簽單承保國內二十萬以上一千頓以下漁船險業務(運搬船除

外)，均應依照產險公會訂定「漁船險承保理賠要點」之規定辦理，並一律

納入本合約。一千頓以上，一千五百頓以下漁船得納入聯營合約。 

  第五目 運作方式 

      國內財產保險公司組成漁船保險共同保險委員會，承保之業務，每一漁船

之最高共保保險金額為一億二千萬元，其超過部份由簽單公司自行安排再保

險98，國內共同自留額為每一漁船保險金額之 77%，其餘 23%轉分由國外再

保險公司承受99。其漁船險共保委會員除訂立統一費率規章、承保條件、聯

合承保、漁船船價表、優惠條件、參與聯營公司之分配比率等一致行為100外，

                                                 
98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保險年報，財政部保險司編印，p.14 
99 96 年漁船險國內共同自留額與國外再保險人承受百分比(來源：漁船險共保委員會) 
100 王任昌著，產物保險業的聯合行為，逢甲大學保險學硏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9 年，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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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統一處理漁船保險及理賠事宜，提供漁船更為安全及實惠的漁船保險。 

      惟為因應費率自由化政策，主管機關核定九十二年度漁船船體保險費率及

自九十三年度起除一百噸以下漁船尚待漁業署研議是否維持共保外，其餘一

律取消共保費率，由保險業逐案核保訂價。而漁業署亦決議自九十三年一月

一日起一百噸以下之漁船亦比照其他漁船種類一律取消共保費率，由各保險

業逐案核保訂價101，因此目前委會員之服務項目，已不包括訂立統一費率規

章。 

《圖四之一》漁船險共同保險委員運作流程 

 

 

 

 

 

 

 

 

 

 

第六目 經營績效 

      費率自由化前，依漁船險共保合約，一千噸以上，一千五百噸以下漁船，

會員得自行決定是否納入組織中。會員通常會自留良質業務，而將出險率較

高之漁船業務納入，因此，此種巨大風險之損率表現，則直接影響組織表現。 

九十三年費率自由化後，會員簽單業務已非均依照產險公會約定，一律納

入本合約。此造成共保會員將費率低之良質業務，如新型、折舊率低之漁船，

                                                 
101 保險產業概況，保險年報，財政部保險司編印，民國 92 年，p.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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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留 26%) 

超過 1 億 2 千萬保險金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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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再保險仲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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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 

(由其餘會員各承擔 3%)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 73 - 73

皆自行自留，導致近年漁船險共保委會員僅吸納各組織會員劣質之業務，損

失率居高不下。換言之，現行漁船共保委員會存在目的，僅係協助會員透過

內部運作，方便分散風險之機制。 

漁船險共保委員會損失率統計 2000.1.1~2006.11.30 

    《表四之二》 
損失率 

7=5+6 年月 

承保 

漁船數 

1 

毛保費 

 

2 

已滿期保費

 

3 

未滿期保費

 

4 

已付賠款 

 

5 

未決賠款 

 

6 【7/2】 【7/3】

2000 1-12 1,569 606,238,063 606,238,063 0 388,832,985 0 64.14% 64.14%

2001 1-12 1,516 607,273,267 607,273,267 0 378,159,288 0 62.27% 62.27%

2002 1-12 1,480 586,262,682 586,262,682 0 280,780,715 0 47.89% 47.89%

2003 1-12 1,452 549,472,892 549,472,892 0 498,985,478 0 90.81% 90.81%

2004 1-12 1,283 430,757,044 430,757,044 0 308,610,079 4,540,000 72.70% 72.70%

2005 1-12 1,208 390,112,701 389,012,332 1,100,369 340,891,820 15,510,000 91.36% 91.62%

2006 1-11 942 306,267,029 150,014,107 156,252,922 31,965,048 24,380,000 18.40% 37.56%

合計 9,450 3,476,383,678 3,319,030,387 157,353,291 2,228,225,413 44,430,000 65.37% 68.47%

資料來源：漁船險共保委員會 

第四項 漁船險共保組織之屬性 

  從上述介紹，可以了解目前漁船險合約訂定方式與實際運作狀況。會員有選

擇是否將承保業務納入組織之權利，因此共保組織目前每年承接之業務僅一千

多筆，甚而二○○六年僅經手處理九百四十二筆業務爾爾。若會員決定將某一

業務納入共保組織中，依照共保合約規定，組織經理人會直接針對該業務，開

始進行風險分散之作業。換言之，漁船險共保組織，並不具備保險聯營最大特

色之一-危險融合功能，而僅係針對「單一」漁船險業務，直接依約定比例分

予各會員承受。組織成員間已無因為危險之融合具有水平的共同利害關係，而

係透過原簽單保險人轉嫁部分契約責任風險，始具垂直利害關係。因此，實際

上，漁船險共保組織類似再保險仲介機構，提供原保險人洽商處理再保險有關

業務與帳務往來事宜等服務，而簽單會員與其他會員間之關係，則為單純再保

險關係。簽單共保會員依共保合約第四條規定，得收取毛保費之百分之七․

五，作為與再保佣金性質相同之「共保佣金」，此非其他共保合約中約定之事

項，足證其非典型保險共保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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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程保險共保 

第一項 工程保險共保組織之起源 

  我國工程保險於民國五十三年自國外引進，其中營造綜合保險為第一個開辦

的險種，開辦之初因為危險性特殊，產險業者即以共同核保、承保與理賠為主

旨，於民國五十五年成立了「營造綜合保險聯合小組」(Committee of Contractors’ 

All Risks Underwriters in Taiwan, COCARUIT)，由國內的產險公司共同承擔營

造綜合險的業務，並由聯合共保公司簽發聯合保單共保之，各會員公司之間並

不負連帶賠償責任，而所承保之業務亦僅限營造綜合險一種。隨著經濟之發

展，國內之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亦隨之開辦，營造綜合險聯合小組之範圍，無法

將之含蓋在內，因此為了配合安裝工程保險之開辦及開發其他新種工程保險，

聯合小組乃於民國六十三年改組為工程保險聯合處理委員會(Engineering 

Insurance Pool, EIP)，以辦理工程保險有關業務，從事研究發展，並謀求市場

安定為宗旨，業務範圍為辦理有關工程保險之各種事宜，包括共保、核保、理

賠、聯繫與研發改進承保理賠技術等。 

  工程保險聯合處理委員會並未具法人資格，各會員公司為了使委員會的立場

合法化，便於各項工作的拓展，乃有建議成立財團法人之舉，經積極籌劃，多

方奔走推動，並參考日本財團法人機械聯盟102的經驗與成果，於民國七十二年

將工程保險聯合處理委員會改組為「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Engineering 

Insurance Association, EIA)，使得工程保險的共保組織成為國內產險業第一個

財團法人組織，其業務也擴大到與再保險公司聯繫，並協助會員公司安排再保

險，以其完全獨立的立場，加強研究發展的工作。 

  工程保險的共保組織，從最初的聯合小組發展為處理委員會，至現今的協進

會，在業務上不斷地成長，其型態一直以共保組織(Pool)的方式存在，對我國

工程保險的核保及理賠等方面均有很大的貢獻，對影響著我國工程保險將來之

發展103。 

 
                                                 
102 日本機械聯盟，係日本工程保險的共保組織，包含了安裝工程保險和機械保險(不含營造綜合

保險)，以共保(Pool)方式成立，為一獨立的財團法人，並不是規定保險公司一定要加入共保

組織中，但卻只有會員才能簽發保險單。其費率乃根據費率表而定。此機械聯盟內有工程師、

職員多人，負責研究開發的工作，對日本的工程保險有很大的影響。 
103 陳繼堯主編，工程保險-理論與實務，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北市)，91 年 1 月初版 p.44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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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成立目的 

1. 健全工程保險市場，避免惡性競爭。 

2. 擴大國內工程保險共保與再保容量。 

3. 分散承保風險，穩定保險經營。 

4. 促進保險資訊交流，累積相關承保及理賠經驗。 

第三項 組織之運作 

  第一目 組織型態 

    工程保險協進會是由會員損助組織，並以財團法人方式成立，本身具法人

資格。 

  第二目 組織成員 

      凡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基本會員，贊同該共保辦法者，均得參加為共

保成員。目前會員包括台產、兆豐、太平、富邦、蘇黎世、泰安、明台、中

央、第一、友聯、新光、華南、國泰世紀與中央再保險公司等十四家。 

    第三目 會員成份計算 

      工程保險協進會所負責之共保險種包括了工程保險、營造暨安裝險附加僱

主意外責任保險、第三人建築物龜裂、倒塌責任保險與工程保證保險，每一

個共保組織之成份計算方式皆不相同，較其他共保組織複雜許多。但仍係依

共保契約約定方式將會員納入各共保組織之業務，依該共保成份計算方式，

計算各會員承受之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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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工程險納入共保業務共保比例計算表 

《表四之三》 

工程險 

僱主意外責

任險(自留共

保) 

鄰屋險 
工程保證保

險 

工程險(自留

共保) 

公司 
基

本

自

留

% 

分

進

% 

簽

單

自

留

% 

簽
單
自
留%
 

分
進%

 

簽
單
自
留%

 

分
進%

 

簽
單
自
留%

 
分
進%

 

簽
單
自
留%

 

分
進%

 

慕尼黑再保 0 0 0 0 

瑞士再保 0 0 0 0 

中央再保 

N/A  

10/13

 

10 

 

20 

 

5 

台產 3.1 35.1 57 3 40 5 25 5 40 5 

兆豐 6.1 38.1 57 3 40 5 25 5 40 5 

太平 3.7 35.7 57 3 40 5 25 5 40 5 

富邦 8.5 40.5 57 3/0 40 5 25 5 40 5 

蘇黎世 2.0 34.0 − − − − − − − − 

泰安 5.3 37.3 57 3 40 5 25 5 40 5 

明台 6.7 38.7 57 3 40 5 25 5 40 5 

中央 − − − − − − − − − − 

第一 3.4 35.4 57 3 40 5 25 5 40 5 

友聯 11.2 43.2 57 3 40 5 25 5 40 5 

新光 8.8 40.8 57 3 40 5 25 5 40 5 

華南 3.7 35.7 57 3 40 5 25 5 40 5 

國泰 3.5 35.5 57 3 − − 25 − 40 − 

龍平安 

32.0 

2.0 34.0 57 3 40 5 25 5 40 5 

合計 32.0 68.0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資料來源：工程保險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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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目 業務範圍 

1. 工程保險共保-營造綜合險、安裝工程綜合險、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鍋爐

保險、機械保險及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等六種。 

2. 營造暨安裝險附加僱主意外責任保險共保 

3. 第三人建築物龜裂、倒塌責任保險共保 

4. 工程保證保險共保-工程押標金保證保險、工程履約保證保險、工程預付

款保證保險、工程保留款保證保險、工程支付款保證保險、工程保固保

證保險。 

  第五目 其他業務項目 

    因工程保險協進會屬法人組織，具主體性，且工程保險本身為非常專業與

技術性之保險，因此除了協助會員共保事宜外，協進會本身業務項目，尚包

括： 

1. 資料之蒐集、調查、研究與提供核保理賠技術之研究、改進、訓練、協

助與提供。此係協進會除經營共保外，最重要之功能，因工程保險係屬

於需要專業技術之險種，在核保、查勘與理賠過程，皆須依賴專業工程

師，而各會員公司非皆有能力僱請專業人士專門負責工程險，因此必須

由協進會之工程師提供協助，始可順利簽單。若為公司規模體制較大者，

則得自行僱請工程師，無庸委由協進會代為處理。 

2. 再保險之聯繫與安排協助。 

3. 新種保險之研究與發展。 

第六目 運作方式 

  工程保險協進會所管理之共保組織，包括工程險、僱主意外責任險、鄰屋

險、工程保證保險與自留共保工程險之五種。各會員公司對於工程保險協進

接受之業務自行出單，而後將保單單底送至組織，組織依業務種類分別納進

共保組織的業務集中融合、統一處理後，按月製作共保報表及帳單，將保單

內容及各公司承受比例顯示於報表上。若保額過於龐大，協進會無法百分之

百承受時，出單公司按自留額度的大小自行安排臨時再保險，批單的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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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與保單同。在理賠方面，當損失發生時，出單公司須填妥出險通知書送往

組織，視情況組織工程師會同保險公司、公證人辦理查勘、理賠等工作，當

結案時，出單公司須將公證報告會同理賠計算書送達組織。組織將會員公司

的承保、理賠資料集合統一處理，可以節省各項費用的支出104。 

 

《圖四之二》工程保險協進會運作流程-1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 

 

 

 

                                                 
104 蕭素媛著，共保組織運用在工程保險之研究，逢甲大學保險學硏究所，碩士論文，p44 

被保險人 甲 乙 丙 丁 

保險公司 
(會員 1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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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之三》工程保險協進會運作流程-2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 

第七目 經營績效 

  因工程保險共保組織對於納入業務設有條件，因此於共保組織績效十分良

好。惟工程保險協進會係一獨立財團法人，業務量的大小，對共保組織的發

展有很大的影響，雖然合約上規定，會員公司所有工程保險的業務，除組織

不予接受者外，一律應納入共保組織，由全體會員公司共同承保，惟事實上，

會員公司對於承保之務，有時雖然其費率與條件係共保組織所能接受者，但

簽單公司基於與再保險公司之關係，或其他因素之考量，並不將之納入共

 

出單公司 
自留 

共保公司 

但兩家以上共保者，

不再互分 

合約或臨分(超過合

約部分) 

*再保合約係各保險公司分別與再保險

人簽訂 

將分進成份自動納入再保

合約 

再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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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所以在業務上，協進會有時甚至與再保險公司處於競爭地位，而由於協

進會有其堅持之立場與各項條件之限制，因此在做法上較缺乏機動性。雖然

辦理共保業務非工程保險協進會唯一的工作內容，但不可否認的，共保業務

量的多寡仍影響著工程保險協進會的發展。 

  工程保險協進會為拓展業務，於九十五年草擬承接中國大陸工程險業務共

保辦法，期盼透過承接大陸工程保險業務，增加共保保費收入、穩定共保組

織之業務量，並期促進兩岸核保、理賠技術之交流。 

第四項 工程保險共保組織之屬性 

1. 根據上述之介紹，工程保險共保組織之會員，於簽單後，決定是否將業務

納入組織，倘決定納入且亦符合組織所設之共保條件，則於組織融合各會

員公司之業務風險後，依契約約定之成份承受風險，其運作方式應屬保險

聯營組織。而究竟應歸於何種聯營組織種類，分析如下： 

(1) 工程保險協進會，其聯營組織非依法律規定強制設立，組織會員對於

是否參加，具有決定權，屬任意性聯營組織。 

(2) 工程保險聯營係國內產物保險人間為分散風險、避免同業競爭、累積

經驗與交換技術所共同約定設立。組織係間接接受會員承保之危險，

非直接簽發保單。因此工程保險聯營屬國內性質之保險聯營。 

(3) 工程保險保單係由各會員公司所簽發，工程保險協進會於此過程中，

本身不直接簽發保單，除擔任經營管理人外，並提供核保、查勘與理

賠等專業技術服務，與協助安排再保險。而關於共保業務方面，其主

要係協助融合各會員承保之業務，並依契約約定之比例，將危險分予

各會員承受。由此可判斷工程保險聯營係屬於再保險聯營組織。 

2. 另外，中央再保險等公司雖係工程保險聯營組織之成員，惟此等會員並不

具備原保險人之身分，因而無納入危險之義務，但卻得與其他會員一同分

攤損益。因此本文以為此種會員之性質有別於其他成員，應為單純之再保

險人，與其他會員間亦屬於再保險關係，而非交互再保險關係。聯營組織

若含有兩種不同性質之會員，其組織運作則屬於混合型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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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核能保險共保 

第一項 成立起源及目的 

  核能保險因其保險金額龐大且危險性特殊，因此在國際慣例上，均以保險聯

營之方式來承保核能保險，並將承保之業務向國外的保險聯營組織(foreign 

pools)辦理再保險或彼此交換業務。至於國內之核能保險業務，國內產險業者

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保障社會安全，進而提供各項核能保險服務，遂成立核

能保險共保組織，承接核能保險業務，以確保經建設之安全。 

  我國核能保險共保組織成立於民國六十三年十二月二日，當時，由國內十四

家產物保險公司共同籌組成立，其全名為「中華民國核能保險聯合會」(Nuclear 

Energy Insurance Poo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NEIPROC)。 

第二項 組織之運作 

  第一目 組織型態 

    核能保險聯合會係以會員方式籌組而成立，並委由特定會員公司代為經營

各項業務，目前是由兆豐產物保險公司擔任聯合會之經理人。由於本身並非

以財團法人方式籌組獨立組織，因而未具法人資格105。 

    過去，保險司司長沈臨龍曾提議將核能保險聯合會併入財團法人工程保險

協進會。當時主要考量的原因，係源自工程保險協進會業務量的持續萎縮，

為維持組織人力運作，則希望將兩個共保組織合併，使整個機構體制擴大，

穩定業務量；而此方式，亦可間接地於核能保險委員會與工程保險協進會合

併後，共同具備法人資格，使以配合國家經濟建設與保障社會安全而成立之

核能保險共保組織，得受到法律規範。惟此項提議無疾而終，因此目前核能

共保組織，仍為非法人組織。本文以為為求人員編制及技術層面之研發有所

突破，未來倘能將核能保險聯合會組織籌組為獨立法人機構，必有助於核能

保險之健全發展。 

  第二目 組織成員 

    所有國內產險公司，皆為核能保險協進會之會員。中央再保險公司，僅承

                                                 
105 薛麗玉著，我國財產保險聯營之研究，逢甲大學保險學硏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79 年，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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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協會所分保之部分風險，係為再保險人之地位，非組織會員。 

  第三目 會員成份計算 

    核能保險聯合會會員所承擔之危險成份計算方式，與其他共保組織不同，

非依照契約約定之公式計算之。聯合會會員每一年度依照本身承保能量，主

動向經理人認受承擔之風險金額，因此各會員每年所承保之成份皆有變動，

甚而每一核電廠之共保契約，個別會員認受之比例亦有所差異。 

  第四目 業務範圍 

    依核能保險聯合會章程第四條規定，其辦理之業務事項包括： 

1. 代表會員公司承保國內各種和平用途之核子設(除核子爆炸裝置外，包括

實驗、試驗或動力為目的者)及其營運有關之核能保險，但含有放射性同

位素照射危險之設施，應經核定後，始得承保。 

2. 代表會員接受國外核能保險集團分入之再保險業務，並依規定轉分各會

員公司。 

3. 其他有關協商、查勘、訂約、理算與理賠等相關事宜。 

  第五目 運作方式 

    目前核能保險聯合會所承保之業務，可分為承保國內台灣電力公司核能廠

之核料財損險與責任險，及承接國外核能組織分進之業務。由於未具法人資

格，核能保險聯合會無法直接對台灣電力公司辦理業務，目前國內業務係以

兆豐產物保險公司名義簽署有關文件，與國外往來則以核能保險聯合會名義

為之。 

    各會員公司得依本身承保能量決定其對每一核子設施或貨載之淨自留金

額。會員公司以其所認定之淨自留金額與全體會員公司所認定之總淨自留金

額之百分比為基礎，核能保險聯合會所代為承保國內業務或接受國外再保險

業務之最高責任限額各別負其責任。 

    核能保險聯合會係為承保巨大風險而設立，其關係國家經濟建設與社會安

全，因此風險分散是否確實對聯合會而言十分重要。雖由國內各產險公司共

同認受部分風險，惟仍係自留於國內，因此聯合會與英國等二十餘國核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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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組織間訂有再保險交換契約，以互惠原則為業務交換，達其風險分散目的。 

 

《圖四之四》核能保險聯合會之運作 

 

 

 

 

 

 

 

 

第三項 核能保險共保組織之屬性 

核能保險聯合會承保範圍，係國內和平用途之核子設施，及其因營運而生之

核能危險；成立的目的係為了承接國家巨大風險，與以聯營方式擴大國內保險

之承保能量。因此係屬國家性質之聯營組織(national pool)。 

核能保險聯合會因為不具法人資格，原本組織之權能，僅得委由會員之一為

之。受委託之會員成為首席保險人(leader)，代表聯合會對外簽發保單、收取

保費，對內處理一切行政事宜。核能風險，屬國家風險，會員無法個別簽發保

單，僅得於組織訂立之單一保單上列名與認受一定比例危險。因此屬於共保聯

營組織。 

 

 

 

 

核能保險聯合會 

(非法人組織) 

兆豐產物 

代表 

業務行政委由會

員之一代為處理 

A 

保險人

B 

保險人

C 

保險人 

D 

保險人

Ⅰ 

國外核能組織 

Ⅱ 

國外核能組織 

Ⅲ 

國外核能組織 

Ⅳ 

國外核能組織 

交換業務 
損益分擔契約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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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宗物資保險共保 

第一項 大宗物資保險聯營起源 

  大約在民國五、六十年間，我國對大宗物資保險之承保，概採平安險(F.P.A.)

與水漬險(W.A.)。之後為因應被保險人之需要，始逐漸以全險(All Risks)承保

大宗物資106。 

  其後，由於保險業之惡性競爭放佣、放扣之結果，費率普遍降低，再加上理

賠日益浮濫，遂導致大宗物資保險之業績不佳。因此民國六十六年元月，由產

險公會水險委員會研擬大宗物資聯營之具體辦法，並提交公會理事會討論獲致

初步通過，惟細節部分，如聯營合約內容，組織章程等，則決議交由貨物水險

專案小組再行研擬。該專案小組即著手研擬起草，逐次提報委員會及理事會加

以修改定案，迄至民國六十七年五月一日才由國內當時所有產物保險公司，共

同籌組成立「大宗物資共保聯合委會員」，依公會理事決議，凡屬各險之聯營

有關業務，皆應隸屬各險委會員統一負責，以利業務推展，故「大宗物資共保

聯合委會員」爰併公會水險委會員管理。 

第二項 設立目的 

  聯營組織會員乃本於誠信原則，及精誠合作精神，訂立聯營契約，目的為： 

1. 為避免同業之惡性競爭，及減少中間剝削，以淨費出單，減輕被保險人負

擔。 

2. 為謀求損失率之降低，以漸次減低費率，減輕進口成本之保險費支出，加

惠消費大眾。 

3. 為簡化承保手續，嚴格辦理公證，以減輕同業承保費用及理賠支出，謀求

合理之承保利潤。 

第三項 組織之運作 

  第一目 組織型態 

    由國內產險公司聯合組成「大宗物資共保聯合委員會」，以會員方式組織

成立，隸屬產險公會之水險委員會，本身未具法人資格。 
                                                 
106 劉婉如著，大宗貨物保險之研究，逢甲大學保險學硏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68 年，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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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目 組織成員 

    大宗物資共保組織，目前係由台產、太平、富邦、蘇黎世、泰安、明台、

中央、第一、友聯、新光、華南、北美洲、環球、國泰世紀、兆豐、聯邦與

新安東京等十七家產物保險公司，鑒於對消費大眾應負之社會責任，共同實

行共保。 

  第三目 會員成份計算 

    會員公司之共保成份百分比，應於每年年終前，由共保委員會根據統計表

資料，按下列規定調整： 

1. 以現行共同基數(百分之二十八․○五)除以會員數(目前十七家)等於每

一個會員之基數(百分之一․六五)。 

2. 公式：每家之基數(百分之一․六五)加上最近三年簽單業績佔總業績之

平均比率等於次年新聯營責任率。 

（表四之四為大宗物資共保委員會九十六年度共保責任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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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物資共保委員會九十六年度共保責任率分配表 

《表四之四》 

93.1.1-95.11.30  保費金額(比率) 
調整後 96 年聯營責

任率 
保險公司 

95 年 

聯營 

責任

率 

93 年 

保費 

94 年 

保費 

95 年 1-11

月保費 

三年保費

合計 
比率% 

基數+餘額百分比 

=共保責任率 

實際分

配聯營

責任率

備

註

新安東京 18.23 18,297,778 14,192,141 10,643777 10,643,777 22.97 1.65+16.14=17.79 17.79 1 

友聯 15.54 15,310,971 12,384,461 9,449,396 37,144,828 19.78 1.65+13.90=15.55 15.55 2 

富邦 14.22 13,336,634 10,046,788 8,148,257 31,531,679 16.79 1.65+11.80=13.45 13.45 3 

明台 9.96 9,121,869 9,290,016 4,166,850 22,578,735 12.02 1.65+ 8.45=10.10 10.10 4 

華南 10.22 8,784,150 6,077,138 6,536,539 21,397,827 11.39 1.65+ 8.01=9.66 9.66 5 

中央 4.70 3,194,341 2,921,635 2,427,270 8,543,246 4.55 1.65+ 3.20=4.85 4.85 6 

新光 5.50 4,433,961 2,262,290 1,466,678 8,162,929 4.34 1.65+ 3.06=4.71 4.71 7 

太平 3.25 1,648,754 1,564,335 1,965,056 5,178,145 2.76 1.65+ 1.94=3.59 3.59 8 

泰安 2.55 1,002,616 1,075,678 1,752,991 3,831,285 2.04 1.65+ 1.43=3.08 3.08 9 

國泰世紀 2.69 1,152,329 909,231 900,182 2,961,742 1.58 1.65+ 1.11=2.76 2.76 10 

第一 2.75 1,336,907 607,198 563,805 2,507,910 1.33 1.65+ 0.94=2.59 2.59 11 

台產 1.89 290,355 273,199 282,020 845,574 0.45 1.65+ 0.32=1.97 1.97 12 

兆豐 1.66 0 0 0 0 0.00 1.65+ 0.00=1.65 1.65 13 

蘇黎世 1.89 0 0 0 0 0.00 1.65+ 0.00=1.65 1.65 13 

北美洲 1.65 0 0 0 0 0.00 1.65+ 0.00=1.65 1.65 13 

環球 1.65 0 0 0 0 0.00 1.65+ 0.00=1.65 1.65 13 

聯邦 1.65 0 0 0 0 0.00 1.65+ 0.00=1.65 1.65 13 

龍平安 NIL NIL NIL NIL NIL NIL    

國華 NIL 492,321 45,959 NIL 國華 94 年 11 月 18 日清算，95 年未參加大宗聯營，故不列入統計 

合計 100.00 78,402,986 61,650,069 48,302,821 187,817,596 100.00 29.70+70.30=100.00 100.00  

資料來源：大宗物資共保聯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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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目 業務範圍 

    暫以關係國計民生之：(一)黃豆、(二)玉米、(三)大麥、(四)小麥、及(五)

高梁等五種散裝進口物資之海上貨物保險為納入共保範圍之承保對象。俟辦

理著有成效後，得視事實需要，將其他主要民生必需品漸次納入共保。 

  第五目 運作方式 

    大宗物資共保聯合委員會之運作方式，係由會員公司處理共保業務有關事

項，該共保委員會係由委員十八人，除擔任主任委員之公司得增派一人外，

餘由會員公司各派委員一人組成。 

    各共保公司所承保之大宗物資業務，出單公司得先扣除出單費用百分之八

․五，剩餘部分除再自行扣除中再之成份外，全數納入共保組織。其後，組

織將依共保比例分配方法計算出各會員之承受成份，作為會員之實際業務收

入。共保委員會根據各會員公司所送之分保報表及帳單，製作月報分送各共

保公司及中再，並依組織成員責任分擔百分比，編製攤配保費清單，分送各

共保公司，以明確當事人間權利義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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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之五》大宗物資共保委員會之內部運作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參與共保小組之全部保險公司 

投保大眾(被保險人) 

承保與理賠 中央再保險公司 

製作承保與理賠報表 

納入保險 Pool 

1. 逐月製作帳單及各項統計 

2. 寄發帳單給各共保公司  

3. 提報資料供共保小組會議審查 

4. 提報資料供主管機關察閱 

5. 依合約及決議進行業務追踨、檢查、更新

檔案 

各公司按帳單自行清帳 共保小組會議： 

1. 督促合約之執行 

2. 審查各種統計內容 

3. 對強制汽車責任之作業提供建議 

4. 逐年按業績調整共保比率 

5. 不定期業務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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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目 經營績效  

    就整體而言，自成立大宗物資共保組織以來，各共保公司具水平共同利害

關係，減少彼此業務惡性競爭，統籌辦理公證、理賠，確實達到降低損失率

之目的，因而得調降費率，加惠消費者，相對地，也促使業者獲得合理的承

保利潤。 

第四項 大宗物資共保組織之屬性 

1. 根據上述之介紹，大宗物資共保組織之會員，皆須將所承受之業務放入組

織融合後，依契約約定之成份承受風險，為典型之保險聯營組織。而究竟

應歸於何種聯營組織種類，分析如下： 

(1) 大宗物資保險，其聯營組織非依法律規定強制設立，組織會員對於是

否參加，具有決定權，屬任意性聯營組織。 

(2) 大宗物資聯營係國內產物保險人間為避免同業競爭、降低損失率與減

少經營成本所共同約定設立。組織係間接接受會員承保之危險，非直

接簽發保單。因此大宗物資聯營委員會屬國內性質之保險聯營。 

(3) 大宗物資保單係由各會員公司所簽發，隸屬公會水險委員會之共保委

員會於此制度中，擔任經營管理人，本身不直接簽發保單，僅提供服

務，協助融合各會員承保之業務，並依契約約定之比例，將危險分予

各會員承受。由此可判斷大宗物資聯營係屬於再保險聯營組織，亦即

組織本身不具承保主體性，非承受被保險人轉嫁風險之主體，職責僅

係負責組織內部之行政作業。 

  2.  中央再保險公司於大宗物資聯營運作中，非屬組織會員之一，其所承擔之

風險，皆係由各保險人直接移轉，因此大宗物資聯營之運作，非屬混合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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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強制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共保 

  第一項 強制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共保組織起源 

    隨著我國經濟的成長，國民所得水準的提高，汽車的使用已成為經濟生活上

一種必要的危險工具。隨之，交通事故頻傳，許多無辜的第三人及其家屬常淪

為這項危險交通工具最大的受害者。在強調以人道精神為主流的法治社會裡，

藉法令條文的強制規範來保障受害者，已是時勢所趨。於是我國在民國八十五

年十二月十三日立法通過「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在該法中，為提供每一受

害人之確實保障，對每一次意外事故採無限責任，換言之，倘發生重大車禍所

致多人財損傷亡時，有可能為簽單的保險人帶來重大理賠負擔。因此產險業為

配合新制強制汽車責任保險的來臨，達到無盈無虧經營本保險之目的，於民國

八十四年四月一日，同意共同組設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共保組織，來共同承擔與

分散風險107。 

  第二項 設立目的 

1. 藉共保機制融合業務品質，分散危險以求損失之平衡。 

2. 藉共保組織功能之發揮，穩定市場經營、保障車禍受害人及被保險人

之權益，提昇服務品質，加強宣導與諮詢，落實推行政府政策性保險。 

  第三項 組織運作 

    第一目 組織型態 

      為便於組織會員間共保帳單之處理，以及年度損失率之計算，產險業成立

強制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共保工作小組，辦理各項有關該險共保之部分業

務。目前強制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共保工作小組設立於產險公會，隸屬於汽

車險委員會，由汽車險委會員主任委員兼召集人。此共保工作小組非以獨立

組織方式設立，並未具備法人資格。 

    第二目 組織成員 

      凡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強制汽車責任保險之保險會員公司即為本共保之

                                                 
107 江世偉者，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共保聯營之研究，逢甲大學保險學硏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3
年，p.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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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目前包括台產、兆豐、太平、富邦、蘇黎世、泰安、明台、中央、第

一、友聯、新光、華南、國泰世紀、新安東京、龍平安、美商環球、北美洲、

三井住友及僅承受業務之中再，共十九家。 

《表四之五》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共保小組會員公司加入退出時間表   
公司別 加入時間 退出時間 備註 

台產 87.7.1 −  
中國 87.7.1 − 95.8.1 更名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 

太平 87.7.1 −  
航聯 87.7.1 91.10.1 併入友聯 

富邦 87.7.1 −  
蘇黎世 87.7.1 −  
泰安 87.7.1 −  
明台 87.7.1 −  
中央 87.7.1 −  
第一 87.7.1 −  
國華 87.7.1 − 94.11.18 停業 

友聯 87.7.1 −  
新光 87.7.1 −  
華南 87.7.1 −  

國泰世紀 87.7.1 −  

統一安聯 87.7.1 94.3.31 
94.1.1 更名”新安東京海上” 
94.4.1 退出市場轉予新安 

中央再保 87.7.1 −  
龍平安 95.6 − 原國華停業後新成立公司(入公會) 

美商環球 87.7.1 −  
英商皇家太陽聯合 87.7.1 91.1.1 退出市場轉予富邦 

美商宏泰 87.7.1 90.4.1 併入英商商聯 

美商商聯 90.4.1 92.1.1 退出市場轉予蘇黎世 

英商吉利 87.7.1 89.1.1 退出市場轉予富邦(機)及安盛(汽) 

法商安盛 87.7.1 92.1.1 退出市場轉予華南 

新安 88.3.9 94.4.1 與安聯合併於”新安東京海上” 

日商三井 88.8.2 −  
美商安達北美洲 94.1.1 −  
新安東京海上 94.4.1 − 與安聯合併於”新安東京海上” 

資料來源：產險公會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共保工作小組 9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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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目 會員成份計算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共保合約第二條約定共保比例分配方式： 

1. 簽單公司自留百分之六十。 

2. 中央再保險公司百分之二十。 

3. 其餘百分之二十分配比例如下： 

(1) 基數：國內每一會員公司百分之○․六。外商每一會員百分之○․

○六。 

(2) 基數以外之業務量比例分配按前一年之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業務計

算。但加入共保之會員公司，如其強制汽車責任保險之全年簽單保

費，未達該險全體同業年總簽單保費之萬分之五者，則不再依其上

年度該險業績分配其共保成份。 

        (表四之六、四之七為 95.6 起適用之強制汽車責任險共保組織共保比例

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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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車責任險共保組織【共保比例分配表】(汽車專用) 

《表四之六》                                           (95 年 6 月起適用) 
共保成份 40% 

其餘 20%分配情形 公司名稱 
自留成份 

% 中再 
基數 業務分配情形 

小計 

簽單公司 60.00  60.00
中央再保  20.00  20.00
台灣產物  0.60 0.34 0.94
兆豐產物  0.60 0.28 0.88
太平產物  0.60 0.25 0.85
富邦產物  0.60 1.78 2.38

蘇黎世產物  0.60 0.38 0.98
泰安產物  0.60 0.74 1.34
明台產物  0.60 0.86 1.46
中央產物  0.60 0.61 1.21
第一產物  0.60 0.63 1.23
友聯產物  0.60 1.02 1.62
新光產物  0.60 1.22 1.82
華南產物  0.60 0.46 1.06
國泰世紀  0.60 0.86 1.46

新安東京海上  0.60 0.75 1.35
龍平安產物  0.60 0.38 0.98
美商環球  0.06 0.25 0.31

美商北美洲  0.06 0.00 0.06
三井住友  0.06 0.01 0.07

合計  9.18 0.01 100.00
資料來源：強制汽車責任險共保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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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車責任險共保組織【共保比例分配表】(機車專用) 

《表四之七》                                          (95 年 6 月起適用) 
共保成份 40% 

其餘 20%分配情形 公司名稱 
自留成份 

% 中再 
基數 業務分配情形 

小計 

簽單公司 60.00  60.00
中央再保  20.00  20.00
台灣產物  0.60 0.23 0.83
兆豐產物  0.60 0.08 0.68
太平產物  0.60 0.15 0.75
富邦產物  0.60 2.58 3.18

蘇黎世產物  0.60 0.19 0.79
泰安產物  0.60 0.69 1.29
明台產物  0.60 0.58 1.18
中央產物  0.60 0.23 0.83
第一產物  0.60 0.86 1.46
友聯產物  0.60 0.86 1.46
新光產物  0.60 1.63 2.23
華南產物  0.60 0.31 0.91
國泰世紀  0.60 1.73 2.33

新安東京海上  0.60 0.06 0.66
龍平安產物  0.60 0.38 0.98
美商環球  0.06 0.26 0.32

美商北美洲  0.06 0.00 0.06
三井住友  0.06 0.00 0.06

合計  9.18 10.82 100.00
資料來源：強制汽車責任險共保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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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目 業務範圍 

      基於誠信原則，各共保會員公司一經加入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共保組織後，

即應依照約定將承保之業務悉數納入。倘會員有違反契約約定，依合約第十

三條規定，每一保險車輛處違約金一萬元。此約定係為避免會員自留良質業

務，僅將剩餘風險較高之暴險單位納入，導致影響共保組織整體運作成效。 

    第五目 運作方式 

      強制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之簽單公司，依強制汽車保險法第十七條108規

定，除非汽車所有人未交付保險費或對於要保書之重要事項不為說明，保險

人始得拒絕承保。換言之，原則上，汽車所有人只有向保險人要保，保險人

皆須承接業務。而共保組織成員於簽發保單後，須將業務悉數納入組織中，

不得部分自留。危險經共保組織融合程序後，則依契約約定之成份計算方

式，分回予所有會員承受。 

      倘保險事故發生，賠款處理及理賠費用之勘估，係由各共保公司個別辦

理，再由簽單公司按月就共保保費及賠款編製共保帳單，於次月月底前送達

共保工作小組。保費之收取與賠款之支出皆由各共保公司自行處理，而非由

共保組織統收統支，多數共保組織皆採此種帳務處理方式。 

 

 

 

 

 

 

 

                                                 
108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法第十七條：「除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外，保險人不得拒絕承保：一、汽車所

有人未交付保險費者。二、汽車所有人對第十六條所規定之應說明事項不為說明者。 保險人接

到要保書後，應於十日內為承保或拒保之意思表示；逾期未表示者，視為同意承保。 保險人違

反第一項規定而拒絕承保者，其拒絕之意思表示不生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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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之六》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共保小組之內部運作 

 

 

 

 

 

 

 

 

 

 

 

 

 

 

 

 

 

 

                                     資料來源：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共保小組 

 

 

參與共保小組之全部保險公司 

投保大眾(被保險人) 

承保 理賠 

製作承保與理賠報表 

納入保險 Pool 

1. 逐月製作帳單及各項統計 

2. 寄發帳單給各共保公司 (包括中央再保) 

3. 提報資料供共保小組會議審查 

4. 提報資料供主管機關察閱 

5. 依合約及決議進行業務追踨、檢查、更

新檔案 

各公司按帳單自行清帳 共保小組會議： 

1. 督促合約之執行 

2. 審查各種統計內容 

3. 對強制汽車責任之作業提供建議 

4. 逐年按業績調整共保比率 

5. 不定期業務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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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目 經營績效 

      強制汽車責任險係政策性保險，為保障車禍受害人及被保險人之權益而

設，其經營係以無盈無虧為原則。各組織會員納入共保組織之業務保費係以

純保費計算之，惟因會員於簽單仍得自留附加費用之部分，因此強制汽車責

任險業務於我國仍係為產物保險人業務重要來源之一。（表四之八為自用小

客車之 2002-2005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簽單保費賠款損失率統計表） 

 

2002-2005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簽單保費賠款損失率統計表（自用小客車） 

《表四之八》 
簽單 合計已決賠款 截至目前未決賠款 

年度 承保 

輛數 
保費 滿期保費 件數 金額 件數 金額 

滿期損

失率%

簽單損

失率%

2002 4,518,888 8,419,131,343 8,419,131,343 66,120 5,112,094,466 2,163 49,993,160 61.31 61.31 

2003 4,854,879 7,718,937,620 7,718,936.041 70,735 5,391,057,008 3,000 109,119,530 71.26 71.26 

2004 5,026,387 7,995,762,980 7,995,755,583 73,198 5,555,390,123 8,416 310,954,270 73.37 73.37 

2005 5,281,478 8,296,031,742 7,838,033,539 56,725 4,102,878,339 19,348 803,383,071 62.60 59.14 

資料來源：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共保小組 

第四項 強制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共保組織之屬性 

1. 根據上述之介紹，強制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共保組織之會員，須於簽單後

將所有業務悉數納入組織融合，再依契約約定之成份承受風險，為典型之

保險聯營組織。而究竟應歸於何種聯營組織種類，分析如下： 

(1) 強制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係政府為保障車禍受害人及被保險人之權

益，而推動的政策性保險。在強制汽車保險法規範下，駕駛人皆須投

保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屬於強制保險之一種。惟其雖屬強制險，但

承保之保險人間卻係自行成立聯營組織，非依法令規定而設立，因此

仍屬於自願性之聯營組織型態。 

(2)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聯營組織，係國內產險業為分散因政策而承擔之風

險而設立，屬國內性質之聯營組織。 

(3) 強制汽車責任險保單係由聯營組織各會員公司自行簽發後，依純保費

計算納入組織融合，並依契約約定之成份計算方式承受回分風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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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強制汽車責任險共保小組於此制度中，係擔任聯營組織之經營管理

人，本身並不簽發保單，僅收取微薄之行政費用，提供服務。由此可

判斷強制汽車責任險聯營組織係屬於再保險聯營組織，亦即組織本身

不具承保主體性，非承受被保險人轉嫁風險之主體，職責僅係負責組

織內部之行政作業。 

2. 另外，中央再保險等公司雖係組織之成員，惟其並不具備原保險人之身分，

因而無納入危險之義務，但卻得與其他會員一同分攤損益。所以中再應為

單純之再保險人，與其他會員間亦屬於再保險關係，而非交互再保險關係。

聯營組織若含有兩種不同性質之會員，其組織運作則屬於混合型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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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保險共保 

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保險，係承保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故意、過失

或不可抗力而發生行車事故及其他事故，致旅客死亡或身體受傷或財物毀損滅失

時，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因為承保事故若不幸發生，造成之傷亡及財損狀況，

通常相當嚴重，單一保險人之承保能量，顯然無法單獨承受此類風險，必須自行

分散風險或結合數保險人之力量，始得應付之，因此則有所謂大眾捷運系統旅客

運送責任共保之出現。 

台北市大眾捷運系統，目前已通車之路線，包括木柵線、淡水線、中和線、小

南門線、新店線、南港線、板橋線及土城線。八十四年五月十五日，首條路線木

柵線完成通車前總體檢，捷運局準備正式開始營運。台北市捷運局為保障乘客生

命財產安全，以公開招標方式，為木柵線投保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保險。

當時，由單一保險人得標承保，因其不具備足夠承保能量，則邀國內產物保險人

共同承擔。因台北市捷運局僅與得標之保險人簽訂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保

險契約，其餘保險人則係由原簽單保險人私下與其他產險業者協商，約定各分擔

部分危險，因此屬於對內共保契約。 

木柵線開始營運後，十幾年來，各路線相繼通車。政府採購法之實施，對於公

共工程產生許多規範。目前所有路線之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保險，依政府

採購法第六十七條109，採「分包」方式為之。所謂分包，係指得標廠商將契約之

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履行；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與得標廠商連帶負瑕疵擔保

責任。分包契約則類似數保險人共同簽訂對外共保契約，即由一保險人單任首席

保險人，針對所有路線，不區分中乘量或高乘量，簽發單一保單，保單上列明所

有共保保險人之名稱與認受成份。首席保險人係由各保險公司協調擔任(目前採

輪流擔任方式)，其須負責與捷運局接洽、協商，並分配其餘參與保險公司之共

保比例。實際運作上，首席保險人因負責所有行政作業，所以得承擔較大成份之

風險，惟其仍會將部分業務分由中央再保險公司承擔，以避免危險過度集中，其

餘共保人平均分攤剩餘危險，通常係各承受百分之四至五。 

                                                 
109 政府採購法第六十七條：「得標廠商得將採購分包予其他廠商。稱分包者，謂非轉包而將契約

之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履行。分包契約報備於採購機關，並經得標廠商就分包部分設定權利

質權予分包廠商者，民法第五百十三條之抵押權及第八百十六條因添附而生之請求權，及於

得標廠商對於機關之價金或報酬請求權。前項情形，分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與得標廠商連

帶負瑕疵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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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險公會於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保險共保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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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

溝通橋樑之地位。 

由上述可知，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保險共保，係指數保險人對於同一保

險利益、同一保險事故、同一保險期間與同一要保人締結契約之對外共同保險，

係真正之共同保險契約，非保險聯營制度。 

《圖四之七》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保險共保運作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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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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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分包保險人 

Ｅ 

分包保險人 
分包契約 

（政府採購法§67） 

得標保險人與捷運局簽訂承擔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之保險契約 

依分包契約，其餘保險人依契約比例直接承受責任風險 

產險公會 
(溝通橋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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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住宅地震保險共保 

第一項 住宅地震保險共保起源 

民國 88 年 9 月 21 日台灣經歷了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其為台灣百年罕見的巨

大災害，據估計全國經濟損失約 3,000 億元，房屋全倒 51,712 戶，半倒 53,768

戶，僅住宅損失就高達 1,284 億元，震碎成千上萬溫馨家庭與美麗家園，而因

國內地震保險制度的不健全，再加上國人投保住宅地震保險之觀念薄弱，致嚴

重影響著災後重建的困難，更拖垮災民的經濟與生活。九二一大地震產生之種

種問題，終撼動加速政府推動政策性住宅地震保險之決心。 

九十年四月一日，我國住宅地震保險正式開辦。同年七月九日保險法增訂第

一百三十八條之一，規定保險業應承保住宅地震危險，以共保方式及主管機關

建立之危險承擔機制為之。除了賦予住宅地震保險法源依據外，更明文揭示保

險業應以共保方式共同承擔此類風險，政府並責成中央再保險公司與產險公會

共同成立「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執行小組」，規劃並建構一套完整的地震保險機

制。 

依據保險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規定，主管機關遂於九十年底陸續公布相關行

政法令，如「財團法人住宅地震保險基金捐助章程」、「財團法人住宅地震保險

基金管理辦法」與「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等。其後，

中央再保險公司與產險公會又依據「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

法」，分別訂定「住宅地震保險共保組織作業規範」、「保險業辦理住宅地震保

險會計處理原則」與「住宅地震保險共保業務稽查作業規定」等住宅地震保險

相關作業務要點，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我國住宅地震保險制度之雛形於

焉建構完成110。 

第二項 設立目的 

  政府基於地震危險所造成之巨災損失，其對國家財政負擔、保險業經營穩

定、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等影響至深且鉅，而盼藉由地震危險承擔機制之設立為

國人建構完善安全網。由產險業組成之共保組織，當作第一防線，不僅可以擴

大國內承保能量，亦可透過組織適度承接風險，而解除國外再保險人不願承接

                                                 
110 王曹正雄著，住宅地震基本保險相關法律問題之硏究：曁示範條款之評析，國立台北大學法

學硏究所，民國 93 年，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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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業務之窘境，以確實達到風險分散之目的。 

第三項 住宅地震保險危險承擔機制 

  第一目 共保組織 

    依現行法令規定，此機制第一層，應由承保住宅地震保險之產險業者111與

中再共同組成住宅地震保險共保組織承擔之。其危險承擔限額為二十四億

元。 

  第二目 地震保險基金 

    由於第一層共保組織承擔危險限額僅有二十四億元，僅佔總承擔額百分之

四，故急需成立專責法人機構扮演中流磚柱之角色，冀能奠定地震危險承

擔。基此，財團法人住宅地震保險基金籌組成立，負責承受第二層一百七十

六億元之地震危險限額。目前由主管機關指定中再代為管理該基金。 

  第三目 再保險 

    再保險(亦指第一層再保險)目前實際運作方式分為兩層，每層各一百億

元，共二百億元。第一層再保險危險承擔，係全數分散至國外再保險市場與

資本市場，以達地震危險不可根留國內之目的，其中六十六億元係採國外再

保險方式分出；其餘三十四億元，則以發行巨災債券由國外承擔之。第二層

再保險危險承擔，則採行國外與國外再保方式，其中百分之二十由國內保險

業承受；另外百分之八十則分至國外再保險市場。  

  第四目 地震保險基金二次承擔 

    九十五年修訂實施辦法，提高危險承擔機制最高限額至六百億元，因此依

據最高承擔限額調高比例，調整危險承擔機制各層架構限額。原則上，地震

基金係承擔其他各層剩餘之部份，最高承擔限額新台幣六百億元扣除共保組

織新台幣二十四億元、國內外再保二百億元及政府一百二十億元後之餘額新

台幣二百五十六億元（上、下二層，新台幣八十億元加新台幣一百七十六億

元）由地震基金承擔。地震基金總承擔額度增加，惟下層額度減少，上層之

下有國內外再保保障，被地震損失碰觸到之機率降低112(住宅地震保險共保

                                                 
111 參閱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二條之規定 
112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公告(金管保四字第 09502564692 號)，行政院公報，第 12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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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修正草案第三條修正理由)。 

  第五目 政府 

本保險被定位為政策性保險，政府須以實際承擔行動說明政府力守地震危

險最後一道防線。政府承擔部分，依最高承擔限額增加之比例調高，由新台

幣一百億元增加至一百二十億元。 

《圖四之八》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 

 

新台幣 120 億元 
政府承擔 

新台幣  80 億元 住宅地震保險基金 

20%國內 2nd Layer

再保(新台幣 20 億)

80%國外 2nd Layer

再保(新台幣 80 億)
新台幣 200 億元 

1st Layer 再保 (新台幣 100 億元) 

新台幣 176 億元 

住宅地震保險基金 

新台幣  24 億元 共保組織(國內產險業共同承擔) 

 

第四項 住宅地震保險共保之運作 

  第一目 組織型態 

    依現行法令規定，由承保住宅地震保險之產險業者 與中再共同組成住宅

地震保險共保組織承擔之，以會員方式組織成立，由中央再保險公司擔任經

理人，本身不具法人資格。 

 

                                                                                                                                            
227 期，20061127 財政經濟篇 

第二層 

由地震基金承擔與分散 

第一層 

由共保組織承擔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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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目 組織成員 

    住宅地震保險共保組織成立初期，計有國內十七家本國公司、四家外商、

及中央再保險公司等二十二家保險業者參加，並由中再公司擔任本共保組織

之經營管理人(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113第三條第一

款)；惟於二○○三年友聯產險公司購併中國航聯產險公司，故目前共保成

員計有二十一家保險業者，未來其他產險業者可依其經營需要參加共保組

織。 

  第三目 會員成份計算 

    住宅地震保險共保成份包括基本成份與分配成份兩部分。至於目前共保成

員約定方式如下： 

第一款 基本成份 

1. 中央再保險公司認受 6.5% 

2. 本國會員公司各認受 1% 

3. 外商會員公司各認受 0.5% 

第二款 分配成份 

  按個別會員公司過去三年平均之住宅火災保險保險費收入，占全體會員

公司同期之平均住宅火災保費收入總額比例計算之。 

 

分配成份=(1-總基本成份)*  

 

第四目 業務範圍 
      依住宅地震保險共保組織作業規範第五條規定，住宅地震保險之共保業務

範圍如下：  

1. 新簽發之「住宅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保單自動涵蓋之地震保險業務。 

                                                 
113 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侏依據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

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訂立。(91 年 2 月 15 日 台財保字 第 0900062664 號函核准) 

全體會員公司過去三年平均住宅火

災保險保險費收入總額 

個別會員公司過去三年平均住宅火

災保險保險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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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辦日以前以投保長期住宅火險有效保單加保之地震基本保險業務。 

3. 業經修正核准或嗣後新開發之各種住宅火災保險、住宅綜合保險及住宅

地震保險等涵蓋符合地震基本保險部分之業務。 

第五目 運作方式 

  共保組織內之會員公司依共保合約約定，將承保之住宅地震險業務，全數

納入共保組織中。合約應訂明共保組織需承擔危險機制之第一層 24 億元，

與各該會員公司之認受成份，包括基本成份及分配成份。依住宅地震共保組

織作業規範第四條規定，共保成員各依其認受成份，各自獨立負擔共保責

任，會員公司並無連帶責任。 

第五項 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屬性 

1. 根據上述之介紹，住宅地震險共保組織之會員，須將所承受之業務全數放  

入組織融合後，依契約約定之成份承受風險，為典型之保險聯營組織。而

究竟應歸於何種聯營組織種類，分析如下： 

(1) 住宅地震保險係政府為避免九二一地震造成之危害再度發生，而推動的

政策性保險。而同時依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保

險業組成了住宅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其中尚分為財團法人地

震基金及國內產險業之聯營組織，因其係配合政府政策，依據法令所成

立，所以應屬非自願性之聯營組織型態。 

(2) 住宅地震保險聯營係由國內自行成立，非以承保特定種類之巨大風險為

目的，且會員得直接承受風險，始納入組織。因此屬於國內性的保險聯

營組織。 

(3) 住宅地震保險之保單係由各會員公司所簽發，中央再保險公司於此制度

中有兩身分，一係承受基本成份之再保險人地位；另一係接受政府委託，

擔任聯營組織之經營管理人，本身並不簽發保單。由此可判斷住它地震

聯營係屬於再保險聯營組織，亦即組織本身不具承保主體性，非承受被

保險人轉嫁風險之主體，職責僅係負責組織內部之行政作業。 

2. 住宅地震保險聯營組織成員包括中央再保險公司，其僅分攤運作之損益，

而無庸納入業務，因此僅為單純再保險人，與各員會間為再保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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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傷害險恐怖主義行為保險共保 

第一項 傷害險恐怖主義行為共保起源 

二○○一年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死亡人數超過二千七百多人，財產損

失估計高達五百億美元。二○○二印尼峇里島恐怖爆炸事件，造成二百人以上

的死傷。印尼其他地區及菲律賓也發生數起炸彈爆炸傷人的恐怖攻擊事件。 

恐怖主義（ Terrorism），係指一種行動或威脅，產生對人身、有形或無形財

產的損害，其主要的動機與目標則在企圖影響政府或讓社會大眾造成恐懼。恐

怖主義風險（Terrorism risks）在某些方面類似天然巨災（如地震），均可能造

成重大損害，使得危險分散產生困難；其單一事件可能影響一國甚或全球的經

濟，一次重大災難通常會同時造成多項險種的損失。恐怖主義風險有別於天然

巨災者，在於天然巨災的發生是隨機的，沒有人為企圖的，其發生的頻率與幅

度可以應用適當的資料庫與模式予以量化，但恐怖主義風險可用以分析的資料

庫與模式卻極少；就風險管理角度而言，恐怖主義風險較天然巨災更難以評估

與量化。 

根據瑞士再保的統計，歷年來恐怖主義造成之重要損害如下表。 

 

《表四之九》                                                    單位：百萬美元 

日期 日期 事件 保險損失 經濟損失 

2001.09.11 New York, USA Terror attack WTC 19,000 90,000

1993.04.24 London, UK Bomb explosion 907 

1996.06.15 Manchester, UK Explosion of IRA car bomb 744 

1993.02.26 New York, USA Bomb explodes in WTC 725 1,311

1992.04.10 London, UK Bomb explosion 671 2,874

2001.07.24 Colombo, Sri Lanka Aircraft demolished 398 

1996.02.09 London, UK IRA bomb attack 259 271

1995.04.19 Oklahoma, USA Truck bomb attack 145 757

1988.12.21 Lockerbie, UK B-747 explodes mid-air 138 

1970.09.12 Zerqa, Jordan Hijacked aircraft dynamited 127 

1970.09.06 Cairo, Egypt Hijacked B-747 dynamited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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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攻擊事件往往造成重大的傷亡與損害，人人心生惶恐與不安，進而影響

投資人信心，不利經濟發展。在 911 事件重創國際再保險業後，全球主要再

保險公司多將恐怖攻擊造成之損害，在巨災再保險合約中列為除外不保的項

目。巨災保險不能沒有再保險，因巨災再保險合約將恐怖主義風險列為除外不

保，原始簽單公司也只好在保單中排除，無法於原始保單中排除恐怖主義的保

險公司只有被迫自留，承擔全部風險。 

將恐怖主義風險自原始保單中排除，固然解決了保險公司內風險管理與再保

險安排的問題，但對恐怖主義有疑慮的被保險人不能在市場上買到恐怖主義保

險單，保險公司不免招致雨天收傘的批評。由於恐怖攻擊可能造成重大傷亡與

損害，單一再保險公司往往無法或不願主導承受，故各先進國家多由政府出面

支持與本土保險業者共保的方式作為解決方案。 

我國產險業各險種多得附加『恐怖主義除外條款』，但財政部因衡酌被保險

人之保障權益，並未核准產險公司經營的傷害險全面加貼恐怖主義除外條款，

因國外再保險人不承接恐怖主義風險，因此倘保險人將其納入承保範圍，勢必

面臨全數風險自留之情況；而壽險業傷害險在保單標準示範條款中，並未將恐

怖主義造成之損失列為除外事項，因其本屬人身風險之一。壽險公司承受恐怖

主義風險後，其所安排的再保合約，若為比例性合約則危險可隨同轉嫁給再保

險公司，但若為非比例性合約，國外再保險人則將之除外，亦會造成壽險公司

被迫自留的情形。壽險傷害險比較特別的是，中央再保險公司承受國內壽險公

司的非比例性再保合約中，有極少數再保合約未列明恐怖主義除外，換言之，

中再在某些情況下，會承接壽險業轉嫁之恐怖主義風險。 

當時，財政部保險司(現金管會)希望產險業承保恐怖主義風險，經主管機關

與保險業者協商數次後，始達成共識，即在有「合約限額」約定之前提下，將

其列入傷害險保障範圍。因個別保險人無足夠承保能量獨立承擔，所以集合國

內所有產物保險人之力量成立共保組織，隸屬於產險公會意外險委員會。 

第二項 設立目的 

為避免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因生命與財產上之巨大損失，造成國家社會不

安，保險人有責任承保此種巨災風險。惟個別保險人之承保能量，往往不足因

應。因此希望藉由設立傷害險恐怖主義行為共保組織，擴大承保能量，並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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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風險之效，以消彌國外再保險人拒絕接承之窘境。 

第三項 組織之運作 

  第一目 組織型態 

    由國內產險公司與中央再保險公司聯合組成「傷害保險恐怖主義行為保險

共保組織」，以會員方式組織成立，隸屬產險公會之水險委員會，本身未具

法人資格。 

  第二目 組織成員 

    依共保合約第一條，凡辦理傷害保險業務之產物保險公司及中央再保險公

司均為本共保合約之會員公司。實際上，保險公司得有權決定是否參與，不

具強制性，惟差別在於非共保組織成員者，倘事故發生，對於被保險人死、

傷所須支付最高限額二百萬元，應自行負責。目前會員包括中再共十七家。 

  第三目 會員成份計算 

    會員公司之認受成份包括基本成份及分配成份，但中央再保險公司僅認受

基本成份： 

1. 基本成份：中央再保險公司百分之二十，每一會員公司百分之一，依

目前會員人數，基本成份共百分之三十六。 

2. 分配成份：按個別會員公司合約年度之前一年共保業務範圍之傷害保

險保險費收入占全體會員公司同期間之共保業務範圍之傷害保險保險

費收入總額之比例計算，計算公式如下： 

 

 

(1−總基本成份)* 

  

 

 

個別會員公司合約前一年共保業務範圍 
之傷害險保險費收入 

全體會員公司合約前一年共保業務範圍 
之傷害險保險費收入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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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業務範圍 

1. 個人傷害保險業務(主約及附約)。 

2. 團體傷害保險業務(主約及附約)。 

3. 旅行平安保險業務(主約及附約)。 

4. 經共保工作小組同意納入共保之其他涵蓋傷害保險業務。 

  第五目 運作方式 

    共保組織之成員，除中再外，各自簽發傷害險保單，並將承保之傷害保險

恐怖主義行為業務部分全數納入組織。原則上，傷害險採自由費率制，無固

定費率，但納入組織的共保保費，則係根據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以恐怖主義

行為或然率為基礎所精算出之費率來計算，與原保險人所訂傷害險費率無

關。個別會員公司依前述公式計算出之成份認受，各自負擔共保責任，不負

連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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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之九》傷害險恐怖主義行為保險共保小組之內部運作 

 

 

 

 

 

 

 

 

 

 

 

 

 

 

 

 

 

 

 

 

 

參與共保小組之全部保險公司 

投保大眾(被保險人) 

承保 理賠 

製作承保與理賠報表 

納入保險 Pool 

1. 逐月製作帳單及各項統計 

2. 寄發帳單給各共保公司 (包括中央再保) 

3. 提報資料供共保小組會議審查 

4. 提報資料供主管機關察閱 

5. 依合約及決議進行業務追踨、檢查、更新  

檔案 

各公司按帳單自行清帳 共保小組會議： 

1. 督促合約之執行 

2. 審查各種統計內容 

3. 對強制汽車責任之作業提供建議 

4. 逐年按業績調整共保比率 

5. 不定期業務檢查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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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傷害險恐怖主義行為保險共保組織之屬性 

1. 根據上述之介紹，傷害險恐怖主險行為共保組織，須將所承受之業務全數

放入組織融合後，依契約約定之成份承受風險，為典型之保險聯營組織。

而究竟其應歸於何種聯營組織種類，分析如下： 

(1) 主管機關雖要求產險業者須將恐怖行為風險納入保障範圍，但卻未要求

保險業應組織聯營組織承擔及分散該風險，組織會員對於是否參加，亦

具有決定權，因此屬任意性聯營組織。 

(2) 傷害險恐怖主險行為聯營組織係國內產物保險人，因承保恐怖主義行為

風險，為避免個別保險人承保能量不足，與促使風險分散所共同約定設

立。組織係間接接受會員承保之危險，非直接簽發保單。因此傷害險恐

怖主險行為聯營組織會屬國內性質之保險聯營。 

(3) 傷害險恐怖主義行為保單係由各會員公司所簽發。公會意外險委員會之

共保工作小組於此制度中，擔任經營管理人，本身不直接簽發保單，僅

提供服務，協助融合各會員承保之業務，並依契約約定之比例，將危險

分予各會員承受。由此可判斷大傷害險恐怖主險行為共保組織，係屬於

再保險聯營組織，亦即組織本身不具承保主體性，非承受被保險人轉嫁

風險之主體，職責僅係負責組織內部之行政作業。 

  2. 傷害險恐怖主義行為聯營組織成員包括中央再保險公司，該成員僅分攤運

作之損益，而無庸納入業務，因此僅為單純再保險人，與各員會間為再保

險關係。因此本組織之內部關係，應屬於交互再保險及單純再保險混合型。 

第五項 其他國家恐怖主義保險114 

  第一目 美國 

    美國恐怖主義保險法（Terrorism Risk Insurance Act of 2002）於二○○二

年十一月二十六日公佈實施。美國恐怖主義保險法重點在使消費者買得到恐

怖主義保險（insurance availability），但需支付保險費。 

美國的恐怖主義保險計畫，是由聯邦政府提供保險公司超過自留部份百分

                                                 
114 林永和，恐怖主義保險的新發展，再保險資訊，第 202 期，民國 92 年 3 月，p.5-7 



                                                                

 - 112 - 112

之九十的補償，每年總責任額不超過一千億美元（約新台幣 3.5 兆元）；此

外，整個保險市場的累積自留又設有最高限責任額，超過部份再由聯邦政府

補償。 

  第二目 德國 

    二○○二年九月成立由政府支持的專屬保險公司（state-backedterrorism 

insurer）處理恐怖主義的風險。德國專屬恐怖主義保險公司的再保方案規劃

的總保障金額為 130 億歐元（約新台幣 4420 億元），其中最底層的 15 億

歐元（約新台幣 510 億元）由本國保險業聯營，第二層的 15 億歐元尋求於

國際再保險市場消納，第三層的 100 億歐元則由政府負擔。 

  第三目 英國 

    英國政府早在 1993 年，當保險業將恐怖主義列為保單除外不保項目時， 

就成立政府支持的恐怖主義專屬再保險公司（government-backed terrorism 

reinsurer），稱為 Pool Re。Pool Re 的最底層也是由本國保險業共同自留，

其每一事故與每年累積責任額，至二○○六年一月為成為一億英鎊（合台幣

五十五億元）與二億英鎊（約新台幣一一○億元）。 

  第四目 法國 

    在九一一事件後，法國是對恐怖主義保險回應最快速的國家。依據法國保

險法規定，保險業不得將恐怖主義除外。當國際再保險公司欲將恐怖主義除

外，法國保險業馬上面臨無法續約的問題，於是保險業立即提出建議方案，

並請政府出面協助。政府於二○○一年十二月十日宣布，法國政府支持的中

央再保險局（CCR：Caissecentrale de reassurance）將承接保險公司限額以上

的恐怖主義保險業務，解決了保險業在 2002 年時的續約問題。接著法國保

險業成立了 Gareat（gestion de I＇assurance et de la reassurancedes risques 

attentats et actes de terrorisme）再保險聯營組織，由業者共同承擔恐怖主義風

險，並納入超過 600 萬歐元保額的業務，中央再保險局則承接聯營組織每

年累積責任額 15 億歐元以上的業務。 

  第五目 日本與義大利 

  二國的保險業者均規劃由同業聯營的機制，並尋求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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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目 新加坡 

    新加坡市場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多已將恐怖主義風險除外，但業者也規劃

參照英國 Pool Re 的模式，除聯營外亦尋求政府的支持。 

  第七目 印度 

    印度的恐怖主義聯營組織（Terrorism Pool）已於二○○二年四月開辦，由

各公民營保險公司組成，按保費的大小分擔責任，並由印度唯一的專業再保

險公司 - The General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India (GIC)負責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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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小結 

  保險業為達永續經營之目的，必須有完善的風險分散管道，除了透過風險理財

外，保險人間可透過共同保險、再保險、交換業務與保險聯營方式為之。 

  目前國內保險市場針對保險人間風險分散之方法，除再保險外，其餘多統稱為

「共保」，惟此四種制度之內涵、法律性質與功能，並非完全相同，為徹底了解

當事人間之權利義務關係，實有必要區分清楚。產物保險業針對特定風險，為達

緩和市場競爭、累積保險經驗、履行社會責任、撙節外匯損失、降低損失率、擴

大承保能量與分散風險等目的，成立許多「共保組織」，惟究其是否皆屬「共保」，

則須進一步依照其本質判斷。本文依其功能、運作方式、保險人間之關係方面分

析，其公會組織之共保組織，多屬學理上之保險聯營組織。惟漁船保險共保組織，

組織係針對每筆納入組織之漁船險業務，分散給各會員承受，因此應屬再保險之

方式；而所謂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共保之，係經公開招標，得標保險人再

分包給其餘保險業者，係為外共保方式。由此可知，實務統稱「共保」，會使一

般人對於其制度內容、保險人間之關係，產生混淆，應有正名之必要性存在。 

 

《表四之十》我國風險分散組織之種類區分 

 
 

漁船保

險共保

委員會 

財團法人

工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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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宅地震

保險共保

組織 

傷害保險

恐怖主義

行為保險

共保組織

屬性 再保險 保險聯營 保險聯營 保險聯營 保險聯營 共同保險 保險聯營 保險聯營

依成立主體 

區分 
保險人 保險人 保險人 保險人 保險人 保險人 

依投保任意性 

區分 
任意性 

非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非 

任意性 
任意性 

依組織經營範圍

區分 
國內性 國家性 國內性 國內性 國內性 國內性 

依簽單主體 

區分 

 

再保險 

聯營 

共保 

聯營 

再保險 

聯營 

再保險 

聯營 

 

再保險 

聯營 

再保險 

聯營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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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之十一》我國風險分散組織統整表 

 

成立目的 

風險分

散業務

名稱 

成立時

間(年月

日) 

組織名稱 
法

人 
分散

危險

是售

緩和

市場

競爭

累積

保險

經驗

履行

社會

責任

撙節

外匯

流失

再保

安排

困難

配合

政府

政策 

降低

損失

率滿 

擴大

承保

容量

融合

平均

危險

加強

對外

競爭

力 

漁船保

險聯營 

1959 

12.1 

漁船保險

共保委員

會 

            

工程保

險聯營 

1966. 

3.16 

財團法人

工程保險

協進會 

            

核能保

險聯營 

1974. 

12.2 

中華民國

核能保險

聯合會 

            

大宗物

資保險

聯營 

1978. 

5.1 

大宗物資

共保委員

會 

            

強制汽

車責任

險聯營 

1992. 

4.1 

強制汽車

責任保險

共保小組 

            

大眾捷

運旅客

運送責

任再保

方式 

1996. 

2.27 
             

住宅地

震保險

聯營 

2002. 

4.1 

住宅地震

保險共保

組織 

            

傷害險

恐怖行

為聯營 

2003 

11.27 

傷害保險

恐怖主義

行為保險

共保組織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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