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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保險聯營實務面臨之問題 

保險聯營制度，因其獨特之功能性及運作方式，四十幾年來，幫助我國保險市

場消納了許多不同性質之危險，成為實務所倚重之風險分散工具。但目前實務上

對於聯營制度仍然有些許概念上之錯誤及對於組織型態與適用法律上之不清。因

此本章第一節透過探討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之立法過程以釐清實務「聯

營」與「共保」之觀念，第二節則討論保險聯營最適組織型態，最後一節則針對

聯營此種聯合行為是否應排除公平交易法之規範，抑或完全適用之，做一探究分

析。 

第一節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用語之混淆 

第一項 立法原由 

  聯合行為(co-operation; cooperativeactivities)，又稱為卡特爾115(Cartel)，乃經

濟上企業主體聯合起來影響(阻絕或減少)市場競爭之行為。是工業國家常見的

限制競爭方式。依公平交易法第七條規定，其係指事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

技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而言。

因為聯合行為直接阻礙市場的競爭條件，一方面以其聯合經濟力攫取超額利

潤，構成倫理非難的惡性；一方面妨礙市場上價格決定等競爭自由，長期而言

損害經濟資源的利用效率，形成社會損失。是以主要工業國家莫不設法規限制

聯合行為。我國公平法因此於第十四條第一項前段復又規定「事業不得為聯合

行為」。聯合行為之規範看似複雜，然而歸納之，約可簡化其意旨為：公平法

上所禁止之聯合行為係為指複數事業共同決定相互約束事業活動116。 

保險聯營係保險業者基於特定目的以聯合方式消納指定危險之方式。一般而

言，係由數保險人透過彼此間互相約束，遵照聯營契約所訂之條件，以達共同

承擔與分散風險之目的。因此，消費者於要保時，可能因保險業者實行聯營制

                                                 
115 卡特爾係指交戰國間休戰時以書面所為之交換俘虜協定，故引申有文書協定限制競爭之意，

而在各國運用獨佔禁止法歷史中，對不使用文書之限制競爭行為，只要有當事者間之明白意

思聯絡證據，均視為卡特爾。日本學者植草益所著之產業組織論，卡特爾是企業間協調之一

種型態，具有明示或暗示協定的限學競爭行為。參閱游素素，聯合行為之定問題探討，公平

交易委員會，民 82 年 1 月，頁 2 
116 參閱姜炳俊，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台北市)，民國 89 年 9 月初

版，頁 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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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僅能依其共同制訂的條件簽訂保險契約；又聯營契約多有約定所有會員所

招攬之業務皆不能獨得，必須全數或部分納入組織，經組織經理人依危險分擔

計算方式，計算各會員應承受之成份，故只要參與聯營之業者，即便無納入危

險，亦得獲得一定基本成份之業務承保，無形中消弭保險業者間之競爭狀態，

亦抵觸公平法所要確保公平競爭與追求經濟理性之立法目的117。 

雖然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七年函釋，針對強制汽車責任保險聯營組織，認定

實務運作上有其必要性與合理性，而無違法之情事，惟對於其餘目前存在之聯

營組織係否有違反公平法關於聯合行為之規範，則採保留態度。立法者認為保

險業本於經營業務之特殊性，有時為確保風險分散、維持市場安定、承保新興

風險或為公益目的，必須聚合眾保險人之力量，以聯營方式承擔特定風險。因

此鑒於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實為第四十六條) 118規定：「事業依照其他法律

規定之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故遂增訂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規

範特殊情形下，保險人間得組設聯營組織來承受風險，以避免違反公平法之情

事發生(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修正理由) 119。 

第二項 立法過程 

立法委員謝啟大等三十七人提案增訂相關條文，保險法草案第一百四十四條

之一：「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保險業得以共保或聯營方式承保：一、有關巨災

損失之保險者。二、配合政府政策需要者。三、基於公共利益之考量者。四、

能有效提昇投保大眾之服務者。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120即便立法理

由明確指出，基於此類(聯營)契約及保險事業之特殊性，爰增訂本條，以符合

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事業依照其他法律規定之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

之規範。惟該條條文於審議委員會討論時，立委對於「聯營」有無違反公平交

易法無確切之見解。換言之，對於符合聯合行為形式與實質要件之聯營組織，

其設立是否皆具備必要性與合理性，而有必要促使立法排除適用公平法；抑或

仍須尊重公平會之專業審查權121，委員會經討論後，無法下定論。而當時與會

                                                 
117 公平交易法第一條：「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118 90.07.09 保險法第 144-1 條修正理由引錯誤條文，實為公平法第四十六條，非第四十五條。 
119 江朝國編纂，保險法規彙編，元照出版社，民國 91 年 1 月初版，頁 1--232 
120 立法院院會紀錄，立法院公報，第九十卷，第二十六期，頁 68-69 
121 關於此點，本章第三節「違反公平交易法與否之爭議」中會探討。 



                                                                

 - 119 - 119

之主管機關代表122則表示「共保」即可涵蓋「聯營」之概念。因此在主管機關

之看法與為閃避碰觸公平法相關問題之考量下，則通過刪除「聯營」，僅留「共

保」方式為之123。如是，實務保險人間仍得設立聯營組織承擔特定風險，亦對

於聯營係否違反公平交易法，預留討論空間，避免因專斷，導致立法權干涉行

政權。 

第三項 條文之本質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究竟其本質為何，立法者係允許保險人以共

保，或者聯營，抑或兩者擇一之方式，承擔特定風險，必須究其法條目的，及

共保與聯營之定義和運作方式，並考量立法原由、過程與理由等方面，始得推

測立法者之本意。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保險業得以共保方式承

保：一、有關巨災損失之保險者。二、配合政府政策需要者。三、基於公共利

益之考量者。四、能有效提昇投保大眾之服務者。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其立法理由如下： 

「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實為第四十六條)規定：『事業依照其他法律規定

之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基於此類契約及保險事業之特殊性，爰增訂本

條，以符合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實為第四十六條)之規定，理由如下： 

一、 巨災損失如地震、颱風、洪水保險、航空器、船舶、精密儀器、核能

設施或煉油廠保險及工程保險等，其損失均非單一保險業所能承擔，

且亦受到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之限制，有賴共保方式，始能有

效處理。 

二、 政府常有推行特定保險之政策，如漁船保險、農業保險等，此時即有

賴整體保險業配合以共保方式承保，始能有效而快速達成政策目標。 

三、 強制保險日益受到重視，如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強制捷運旅客責任保

險、強制鐵路旅客責任保險、強制航空旅客責任保險等，此等保險不

僅具有全面性，且事關公共利益，以共保方式承保，始能確保目的之

達成。 
                                                 
122 90 年保險法增修草案審議委員會係由當時保險司司長沈臨龍作為與會之主管機關代表。 
123 立法院委員會紀錄，立法院公報，第九十卷，第五期，頁 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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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部分保險標的由於具有高度風險，不易覓得保險，如衛星保險、核能

保險、外匯損失風險、地震保險等，透過共保方式所聚集之承保能量，

方可有效解決。 

五、 除上述四種情形外，另設有第五款規定，使主管機關得據以視實際需

要，核准保險業以共保方式承保。」 

    第一目 從目的面對照 

第一款 立法之目的 

  由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條文內容與理由得看出，立法者制訂本條條文之

著眼點，包括配合政府政策及國家社會整體穩定安全等公益性考量。其希

望透過立法方式，合法化保險業為承擔巨災風險或高度風險之同類標的，

而相互合作以增加承保能量、融合分散風險之行為；與明文化為搭配政府

推行特定保險或達成公共政策目標，而組設組織，聯合承擔及分散風險之

制度，使其皆於法有據。由合法化與明文化之立法方向，可知立法者期待

此類為公共利益而生之保險組織，除了得以促使保險人擔負社會責任，亦

可免除抵觸他法之可能性。 

第二款 共同保險之目的 

  共同保險係指二個或二個以上之保險人共同承保同一保險標的，各保險

人依其承保比例承擔責任及分攤損失。共同保險的運用，通常係源於保險

人自身之考量，藉由其擴大承保能量與分散風險之功能，以利承接本來無

法承受或巨大之風險，達到擴展業務與增加競爭力之目的。因此，與第一

百四十四條之一的公益目的較不符合，係個別保險人承接安排風險之商業

考量。 

第三款 保險聯營之目的 

  保險聯營係指數保險人，按事先約定之比例，聯合承擔某一特定危險之

保險組織。保險人透過其分散融合危險、擴大承保能量、降低經營成本與

安定市場等功能，以利承保特殊風險標的(例如：危險性過高、保額鉅大

或危險單位數過少等)，或響應政府政策，實現保險業履行社會責任之使

命。不論保險人基於何種原因主動成立聯營組織，通常皆隱含公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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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論基於政策成立者。因此保險聯營應為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所要

規範之對象，使保險業成立此類組織，得以於法有據。 

    第二目 公平法規範對象 

第一款 共同保險 

共同保險契約，實務作法通常僅簽發單一保單，由首席保險人主導，其

餘共保人與其承擔之成份則列於契約內容中或以批註附加上，屬於個別保

險人利用予以承受其本來無法單獨承保之業務的方法。共同保險並非保險

業者針對同一種類保險，共同約定承保條件之行為，其係針對個別保單保

險標的所為之共同承擔方式。從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立法理由可知，立法

者係藉由增訂本條文，使本來符合公平法第十四條所限制之聯合行為，得

以合法化，惟保險人間成立共保契約，並不屬於公平法第七條所謂聯合行

為之範疇，僅單純為保險人對特定保險標的分散風險工具，因此應非該條

條文所規範之契約行為。 

第二款 保險聯營 

  聯營組織係保險人間為特定危險，或為承保上之自衛所組設，實務運作

上，因為求同一性，則可能相互約束費率及承保條件。因此不論係直接簽

單或由會員公司自行簽單之聯營方式，皆可能因為業者間之競爭消弭與消

費者利益考量之原因，而有違反法公平交易法之疑慮。惟聯營組織，通常

隱含或係為公益目的而設，對於政府政策之實施或社會之安定具有重大影

響，應有必要透過立法方式，使其明文合法化。因此比較法條與聯營設立

之目的，以及參照立法理由中，關於希望符合公平法第四十五條(實為第

四十六條)規定之說法，可以推定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係聯營組織

依法設立之根據。 

第四項 本文見解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條文文字之產生，主要來自於立法者與主管機

關之便宜行事，因「共保」兩字於實務上即代表數保險人共同分擔風險之行為，

因此有認為其可同時涵蓋共同保險及保險聯營兩制度之概念。而為避開可能引

起公平法爭議之文字，所以條文則刪「聯營」，保留共保。惟從保險原理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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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保險(coinsurance)與保險聯營(pool)，兩者雖皆為保險人間分散風險之工

具，但究其目的、契約約定方式與實際運作方式，則大相逕庭。 

共同保險係本於被保險人之同意下，由複數保險人共同承保同一保險標的，

分擔損失利益之合法的私契約行為，公平法無權介入，亦無庸透過立法方式使

其合法；而保險聯營契約，則指保險人間自行約定者，其可能約束個別保險人

簽單之承保條件或費率，影響消費者利益甚鉅，因此歸於公平交易委員會管制

之範疇，倘為公共利益考量，其始有立法排除公平法適用之需要。若法條以涵

蓋此兩制度概念之「共保」兩字，直接納入保險法規範，則可能導致兩種後果：

其一係無法達到立法原先之目的，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之一係為合法化保險同

業間之特定聯合行為，惟以「共保」此種不明確且涵蓋至少兩種觀念之用語，

無疑使該條文成為具文，無法直接使特定制度排除公平法之適用；另外，將共

保之一的共同保險納入該條文之規範範疇，由立法目的反面推論，則係擴大了

公平會之權利，使其對於保險業間非屬聯合行為之風險分散方式亦擁有監督權

限。因此，本文建議應將條文修正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保險業得以聯營方

式承保：一、有關巨災損失之保險者。二、配合政府政策需要者。三、基於公

共利益之考量者。四、能有效提昇投保大眾之服務者。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以「聯營」之明確用語，取代概念廣泛之「共保」，始可符合立法者

之本意，以及配合保險實務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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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保險聯營之組織型態 

我國目前保險聯營組織，除工程保險成立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其餘皆屬

非法人性質。而核能保險聯合委員會雖有獨立機構存在，亦委由兆豐(中國)產物

負責一切業務與行政事宜。實務多認為保險聯營之運作，由隸屬於產險公會之非

法人聯營小組或委由一會員協助所有保險公司經營風險者，不但方便提供服務予

各保險公司，並具備充足之彈性，得隨時調整契約內容，且倘完成階段性任務，

如設立目的僅為輔助保險公司舉辦新種險者，則可立即解散小組，無庸經過繁複

程序。換言之，產險公會聯營小組或個別保險公司係站在保險公司之立場，負責

協調各公司間之利益，促使組織得以順利運行。惟學者有認為此種保險組織，涉

及公益及消費者之重大利益，非僅考量各公司間之關係即已足，因此應依法成立

為法人，使組織享有法人之權利、履行法人之義務，並受主管機關之監督。本節

就學說之建議做一分析探討。 

第一項 法人組織 

第一目 法人的意義與本質 

  法人指自然人以外，由法律創設，得為權利義務之主體。法人實為一種目

的性的創造物，在使一定的人或財產成為權利義務的歸屬主體，得經由其機

關從事法律交易，在社會實際生活有其自我活動作用的領域，在此意義上亦

具有社會的實體性。對自然人言，權利能力旨在體現其倫理性。對法人言，

其所謂「人」則具法律技術上及形式上的意義，乃類推自然人的權利能力，

而賦予人格，使其得為權利義務的主體，而滿足其社會生活需求。 

  第二目 法人的設立 

第一款 須有法律依據 

  法人的設立乃法人開始取得人格之謂。民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法人非

依本法或其他法律之規定，不得成立。」故法人之設立，概須有法律依據，

不採放任原則，如一般社團須依民法，公司則須依公司法。再就法律規定

設立的依據言，係兼採許可原則、準則原則、特許原則及強制原則。 

第二款 須經登記 

  民法第三○條規定：「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不得成立。」此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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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主管機關，非指主管其目的事業之機關，乃指法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

而言(民法總則施行法第一○條第一項)。關於社團法人中之營利社團(例如

公司)，依特別法(如公司法)規定，不必向法院辦理登記。 

  第三目 法人的機關 

    法人的機關為法人組織體的構成部分，由自然人充當之，社團應有的機關

為董事及社會總會。財團應有的機關為董事，無論社團或財團均得設置監察

人。 

第一款 董事 

  法人須設董事，對外代表代表法人，並執行法人的事務。董事所執行法

人之內部事務，其重要者如：(1)申請登記；(2)編造財產目錄及社員名簿；

(3)充當清算人；(4)加集總會；(5)聲請事務所之設置、遷移、變更登記等。

法人事務之執行，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取決於全體董事過半數之同意。 

第二款 監察人 

  監察人雖非法人必設的機關，但實際上法人多於章程明定監察人的設

置。其目的係為監察法人事務之執行，且各監察人得單獨行使監察權。 

    第四目 法人的消滅 

      法人的消滅，指法人權利能力的終止，猶如自然人的死亡，惟因其性質特

殊，須經解散及清算二種程序。 

第一款 解散 

  法人解散，乃消滅法人人格的程序。其解散事由，依法人種類之不同，

可區別為法人共通、社團法人獨有及財團法人獨有之解散事由。 

1. 法人共通解散事由 

(1) 章程或捐助章程所定解散事由發生，如定有存續期間(民法第

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九款、第六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 

(2) 法人受破產宣告者，其事業無從進行，自應解散。(第三十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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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撤銷許可。法人違反設立許可之條件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

許可(第三十四條)。 

(4) 宣告解散。法人之目的或行為，有違反法律、公序良俗者，

法院得因主管機關; 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宣告解散

(第三十六條)。 

2. 社團獨有解散事由 

(1) 總會之決議，全體員三分之二可決議解散之。(任意解散，第

五十七條) 

(2) 社員僅餘一人。社團事務無從依章程所定進行時，法院得因

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解散之。(宣告解散，

第五十八條) 

3. 財團獨有解散事由 

因情事變更，致財團之目的不能達到時，主管機關得斟酌捐助人之

意思，變更其目的或必要之組織，或解散之(第六十五條)。 

第二款 清算 

  清算指結束法人後的法律關係的程序。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法人解散

後，其財產之清算，由董事為之，但其章程有特別規定，或總會另有決議

者，不在此限。而清算人之職務，包括(1)了結現務；(2)收取債權，清償

債務；(2)移交賸餘財產於應得者。 

  法人解散後，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

應依其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但以公益為目的之法人解散時，其賸

餘財產不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利為目的之團體。如無前項法律或章程之

規定或總會之決議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民法第四十四條)。 

  第五目 法人的監督 

    法人的監督，指國家機關對於法人所施的監理督導。依其監督對象的不

同，分為業務監督與清算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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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業務監督 

  民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受設立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

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狀況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律規定。」所

稱業務的主管機關，如保險業之主管機關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等。又依民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受設立許可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不遵

主管機關監督之命令，或妨礙真檢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緩。前項

董事或監察人違反法令或章程，足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利益者，主管機關

得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二款 清算監督 

  民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法人之清算，屬於法院監督。法院得隨時為監

督上必要之檢查及處分。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或命令解散者，主管機

關應同時通知法院。法人經依章程規定或總會決議解散者，董事應於十五

日內報告法院。」清算人不遵守法院監督命令，或妨礙檢查者，得處以五

千元以下之罰緩124。 

第二項 本文見解 

  保險聯營組織究竟應否為法人團體，學說及實務之見解，皆有其論理依據。

本研究先就聯營組織成立法人，對於組織運作產生之影響，為一分析歸納；再

就聯營組織成立法人之合適性，做一判斷。 

保險聯營成立法人團體，對於組織運作產生之影響： 

  第一目 方便建立對外關係 

    保險聯營倘成立為法人組織，則享有人格，得單獨為權利義務的主體，並

設機關(董事)對外代表法人，代表除代為法律行為外，並得為事實行為或侵

權行為。換言之，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行職務所加於他

人之損害，與該行為人連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二十八條)。如此規範，有

利鞏固交易相對人之信賴，便於建立對外關係，如核能保險聯合委員會與各

國同質性組織間交換業務之契約。 

                                                 
124 王澤鑑，民法總則，三民書局，民國 89 年 9 月，p.15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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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目 有利主管機關監理 

    合夥契約屬於私法行為，未有明文規定者，公權利無法介入管理。若成立

法人，則須受到主管機關或法院之業務及清算監督。如是，保險聯營組織之

成立、運作或解散，始能受到嚴格把關，避免保險同業間之協議，侵害到社

會與公眾利益。 

  第三目 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目前我國聯營組織多由產險公會成立小組負責運作，惟公會通常係站在與

保險人同一立場為業務決定，雖可妥善分配同業間之利益，卻可能忽略消費

者之需求。成立法人則主管機關得針對各組織為業務監管與清算監督，間接

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保險聯營契約係屬合夥契約，本文於第二章已詳細說明。民法上對於已成立

之合夥關係，賦予一定程度的團體性，使其得適用非法人團體之相關法令。惟

合夥雖具團體性，但終係基於契約而成立，與各當事人的人格、信用與財產有

密切關係，未脫離個人的因素。因此在強調「個人」信賴程度的前提下，合夥

方式僅適合經營小規模事業，對於大規模獨立經營者，實非妥適方式。因此聯

營組織之型態，本文以為應從該組織運作內容及經營規模區別判斷之。換言

之，倘聯營組織之運作具主體性，得自行承擔風險、簽單、核保及理賠，或須

對外為契約當事人，則為適應現代社會經濟活動，應使該組織進一步強化「人

之集合」的團體性，使其能夠取得權利能力，得享有權利及負擔義務。易言之，

使聯營組織享有人格 予以「法人化」。如此，始可方便其建立對外關係，並有

利主管機關監理，及保障消費者之權益，如我國工程保險協進會之運作模式。 

國內保險市場除工程險聯營組織外，僅核能保險聯合會具直接承擔風險及對

外為契約主體之獨立性質，惟該組織目前仍未成立法人，而係委由會員代為一

切行政業務，本文以為日後應促其成立法人團體，完善規劃組織制度，使其不

僅得承擔國內國外核能風險，並可為技術之鑽研提升及保單之研發，而有利於

與國外類似組織間之交流，達到組織成立之目的。至於其他險種成立之聯營組

織，組織目的多僅係提供服務予其成員，協助會員間之風險融合及分攤，本身

不簽發保單，亦不直接承擔風險，因此採隸屬於公會之工作小組之型態即已

足，惟倘組織欲另外從事保單、核保或理賠技術之研發，則得考慮成立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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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明化之運作符合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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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險業聯合行為之規範 

參照國外立法例，許多國家傳統上認為保險市場運作中，有些聯合行為係以公

共利益(public interest)為出發點，如基於保護消費者為出發點而設計之標準條款

125，加以這些聯合行為往往在保險監理制度規定下受相當程度之管制，是故競爭

法並非完全適用保險業，往往為完全排除適用，抑或部分適用，或針對保險業之

特性加以調整而另行適用126。但何類行為應排除適用，而何類行為應予禁止，則

因各國經濟、競爭法規以及政策之不同而互異。 

第一項 美國 

  美國係反托拉斯法制之創始國，早於一九八○年制定休曼法前，美國法院即

依習慣法之法理，對限制交易行為之契約，否認其效力127。反托拉斯法(Antitrust 

Law)係美國對於數個規範交易公平法律的總稱，主要包括休曼法 (1890 

Sherman Act, 1982 修訂)、克萊登法(1914 Clayton Act, 1936 年修訂)聯邦交易委

員會法(191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1975 年新修訂)、羅賓遜-派特曼反

差別待遇法(1936 Robinson-Patman Antidiscrimination Act)128。 

  聯合行為被視為危害交易公平之重大情事，在休曼法第一條即認定違法129但

因保險事業有其特殊性，是否應排除適用反托拉斯法各方見解之一。 

  第一目 Paul v. Virginia(1868)130 

    本案當事人 Samuel Paul 主張保險業務係為州際間之商業活動(Interstate 

Commerce)，應受聯邦法律所管轄，州政府(Virginia)無權以其未繳納保險業

經營保證金，違反維吉尼亞州法，而為罰緩之處分。美國最高法院於一九六

                                                 
125 標準條款是否真能達成保護消費者仍有待爭論，因為如就另一方面而言，由於所有保單條款

之標準化後，所提供之保單往往不一定能夠滿足所有消費者個別需求。但其基本概念乃在透

過此一制度減低消費者與保險人之法律糾紛，因此仍可認為此聯合行為乃以公共利益為出發

點，特別是由監理機關判入之情形。汪信君，論競爭法對於保險業聯合行為之適用-以歐洲競

爭法為中心，保險專刊，第 56 輯，民 88 年 6 月，頁 127 
126 Werner Pfennigsort, “Public Law of Insurance” in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and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Vol.6 at p.20-21.(1998)；Kimball and Boyce, The 
Adequacy of State Insurance Rate Regulation-the McCarran-Ferguson Act in History Perspective, 
56 Mich. L. Rev. p.545-578.(1958) 

127 曾增成著，反托拉斯法對保險業適用之探討，國立政治大學保險硏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78
年，p.23 

128 王志剛編纂，美國公平交易法相關法規彙編，公平交易委員會，民 84 年 1 月 
129 休曼法第一條(Sherman Act §1)前段「任何以契約、托拉斯或其他方式作成之結合或共謀，用

以抑制各州間之貿易或商業，或抑制州與外國間之貿易或商業者，均屬違法」 
130 Paul v. Virginia, 75 U.S. (8 Wall) 168, 19 L.Ed. 357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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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以「簽發保單非屬商業交易」(Issuing a policy of insurance is not a 

transaction of commerce)為由，判決本案保險業務應受州政府管轄。因本判

決之作成，促使美國保險業間接免於聯邦法律之規範，此亦包括之後制定之

休曼法等聯邦反托拉斯法。 

  第二目 United States v. South-Eastern Underwriters Association(1944)131 

    本案係東南保險人協會及其一百九十八家火災保險公司和個人會員，被控

在美國東南部六個州，以聯合方式控制保險費率、限制州際貿易與商業競

爭，違法聯邦休曼法。最後法院採納原告主張，認為跨州保險交易屬於州際

間商業活動，因而應適用聯邦反托斯法。此判決結果嚴重衝擊當時既有的保

險監理與保險事業運作。 

  第三目 McCarran-Ferguson Act(1945)132 

    為因應一九九四年東南保險人協會一案之判決結果，美國國會於一九四五

年制定麥卡倫法案(McCarran-Ferguson Act)，使反托拉斯法在保險業之適用

得以受到部分限制，相關規定如下： 

  §1011.國會在此聲明，下列規定與各州基於公共利益對保險業行為(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之徵稅，以及國靜默之部分均不得被解釋為對各

州增加任何監理或徵稅之障礙。 

    §1012.(a)保險業行為及任何從事保險業之人，應遵守各州有關監理或徵稅該

業務之規定。 

    §1012.(b)除非特別與保險業行為有關，任何國會的法案，均不能為了監理保

險業行為，或是對該行為徵稅或收取費用，而使得州政府所制定之法

律無效、減損，或是被取代。自一九四八年六月三十日後，休曼法、

克萊登法、聯邦交易委員會法及其修正條款，於僅限於州法令對保險

業未加規定之部分方有適用。 

    §1013.(a)各州規範：至一九四八年六月三十日止，保險業行為及其相關行為

不適用休曼法、克萊登法、聯邦交易委員會法及羅賓遜一派特曼反差

                                                 
131 United States v. South-Eastern Underwriters Association, 32 U.S. 533, 64, S.Ct. 1162, 88 L.Ed. 

1140 (1944) 
132 McCarran-Ferguson Act, Title 15, U.S.C. §101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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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待遇法。 

    §1013.(b)聯邦規範：本法所規定事項，對於聯合杯葛(boycott)、強制(coerce)、

脅迫(intimidation)之協議或行為，仍適用休曼法之規定。 

    §1014.本法所規定之事項，在任何情況下均不影響保險業行為適用一九三五

年七月五日所修訂的勞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一九

三八年六月   二十五年修訂之公平勞工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一九二○年六月五日制定的海商法(Merchant Marine Act)。 

    §1015.本法所稱之「州」，尚包括阿拉斯加、夏威夷、波多黎各、關島與哥

倫比亞特區。 

  第四目 S.E.C. v. National Securities, Inc.(1969)133 

    麥卡倫法制定後，係要確保州政府對保險業之監理權與課稅權，因此州法

已規範之保險業行為(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不適用聯邦法律。而受州法

涵蓋，可排除適用反托拉斯法之保險業行為之範疇，美國法院起初採廣義解

釋。S.E.C. v. National Securities, Inc 此案中，最高法院不認為因公司合伴所

涉之證券交易事項，屬保險行為，惟仍於判決表示「保險業行為」，包括固

定費率之訂定，保單銷售與廣告、保險公司與保險代理人營業許可之核發、

保單種類、甚至是保險人間關係及其信賴度，及保單解釋與履行，可說是相

當廣泛之認定。 

  第 五 目  Group Life &Health Insurance (Blue Shield) v. Royal Drug 

Co.(1979)134 

    本案係藍盾公司與及特約藥房之契約約定，涉及協議固定藥品零售價格及

杯葛非特約藥房，因而遭控違反休曼法之規定。最高法院以三項標準，判決

藍盾公司與藥房之特約契約，非屬保險業行為，無法依麥卡倫法排除適用反

托拉斯規定。其三項標準與理由為： 

1. 特殊契約之約定，須以承受風險或分散風險為目的。藍盾與藥房之

特約僅為降低成本，並不符合。 

                                                 
133 SEC v. National Securities, Inc., 393 U.S. 453, 459-60 (1969) 
134 Group Life &Health Insurance (Blue Shield) v. Royal Drug Co., 440 U.S. 205, 211, 59 L. Ed. 2d 

261, 268, 99 S. Ct. 1067, 1073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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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須直接影響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關係。藍盾與特定藥房間之契

約，僅涉及契約兩造之關係。 

3. 必須符合麥卡倫法之立法目的。藍盾與藥房間之契約，顯不符合。 

      由本案法院之見解可知，美國最高法院對於「保險業行為」，已逐漸限縮

解釋，減少其適用之範圍。 

  第六目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Ticor Title Insurance Co.(1992)135  

      本案係聯邦交易委員會(F.T.C.)控告 Ticor 等五家土地所有權保險公司

(Title Insurance)136，在數州對於非涉及危險損失(risk of loss)費率方面之權利

清查、檢驗與設定(searches, examinations, and settlements)等費用，設定固定

費率而違反聯邦交易法137規定。本案法院判決認定被告違反反托拉斯法，其

原因係認為除非州法律具備下列兩件，否則不能做為排除適用反托拉斯法之

依據。 

        1. 各州必須有允許反競爭行為的明確政策存在。 

        2. 各州必須對私營之反競爭行為作積極有效監理138。 

      此案使保險業豁免適用反托拉斯法之空間更為減縮。不僅客觀限縮「保險

業行為」之認定，更增加政策要求及監理之限制。 

    美國保險業現今雖有麥卡倫法排除部分反托拉斯法規定，惟受法院解釋日益

限縮之影響，實際上得排除者範圍極小，除危險費率外，其他費用皆受競爭法

之約束。又因業者針對純保費之聯合行為僅止於資訊互通的聯合，而非訂定統

一費率，因而美國保險市場幾乎處於完全競爭狀態。 

 

 

                                                 
13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Ticor Title Insurance Co. et al., 504 U.S. 621, 631 (1992) 
136 權利保險公司係經營各種所有權發生瑕疵，或被人侵占所受損之保險。參見袁宗蔚，保險學，

頁 133 
137 聯邦交易法§5(a)(1)：「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不公平競爭方法，以及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不公

平或欺罔之行為或手段，係屬違法。」 
138 A state law or regulation scheme cannot be the basis for antitrust immunity unless, first, the State 

has articulated a clear and affirmative policy to allow the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and second, the 
State provides active supervision of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undertaken by private 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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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日本 

  第一目 舊法之規範 

第一款 立法背景 

日本之損害保險業139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鑒於海外再保險的安排困

難以及本身承保能力尚未恢復，在考量節省經費及簡化手續等因素後，由

東京海上火災保險公司等十六家損害保險公司就海上保險、火災保險、運

輸保險等組成聯營小組，由聯營小組議定各產險公司之分保比率、額度、

順位與佣金。此種保險聯營方式於一九四七年獨佔禁止法公佈實施後，有

違該法第三條所謂「事業，不得為私的獨占或不當之交易限制」，以及第

四條禁止特定協商行為之規定(一九五三年修法時已刪除)。一九四九年日

本公平交易委員會將其認定違法，並於一九五一年判決確定，命其立即廢

除各小組。此判決對於適逢戰後安排海外再保險困難的損害保險業者，尤

其是對於損失率高達百分之二百四十的進口貨物海上保險業，無疑是一項

重擊。因此在業者聯合強烈反彈，並促請修定保險業法下，昭和二十六140

年增訂保險業法第十二條之三第一項，明定海上保險得排除適用獨占禁止

法。其後分別於昭和二十八年、三十年、三十七年及四十一年，增訂航空

保險、汽車損害賠償責任保險、船舶保險及地震保險等排除適用獨占禁止

法之規定141。 

第二款 排除適用範圍 

1. 絕對排除 

依據舊保險業法第十二條之三第三項第一款之規定，原則上損害保險

業者間就海上保險、航空保險、汽車損害責任險及地震保險等業務之相

關協議、保單內容及其他聯合行為(如費率、再保險、共同再保險、損

失查勘、佣金等協定)得完全不受獨佔禁止法所規範。 

 

                                                 
139 相當於我國產物保險業。 
140 昭和 26 年為西元 1951 年。 
141 呂慧芬著，日本損害保險業共保行為與獨占禁止之探討，保險專刊，第 48 輯，民國 86 年 6

月，p.18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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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對排除 

同法條第三項第二款之規定，保險公司於辦理海上保險、航空保險、

汽車損害賠償責任保險及地震保險以外之損害保險，或安排再保險時，

與其他公司之「特定」聯合行為，得不受獨佔禁止法之規範。該「特定」

聯合行為係指：(1)原保險或再保險之承保比率之協定；(2)保險單內容

之協定(不含保險費率之協定)；(3)再保險公司及再保險佣金之協定。其

他如損失查勘、代理佣金、保險金給付日期等協定，仍應受獨佔禁止法

所約束。 

第三款 但書規定 

1. 使用不公平交易方法。 

2. 以不當的方法相互拘束其事業活動，對於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加以

實質限制者。 

3. 對一定交易領域之競爭加以實質限制，因而損及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之權益者。 

  第二目 新法之規範 

第一款 立法背景 

  日本之排除適用獨占禁止法規定，多制定於一九四○至一九五○年代。

惟隨著時代環境之改變，及自由經濟142觀念日益受到重視，舊法規定已無

法符合市場需求與消費者之期待，因此日本國內即產生一股重新思考排除

獨 佔 禁 止 法 之 聲 浪 。 除 此 之 外 ， 一 九七 九 年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ＯＥＣＤ）

理事會，對各會員國亦提出檢討排除獨佔禁止法之勸告。回應國內外強烈

要求，日本於一九九五年六月全面修定保險業法，並於一九九六年四月公

佈施行。其中舊保險業法第十二條之三關於排除適用獨佔禁止法之部分，

無可避免地亦作大幅修正。 

                                                 
142 自由經濟之本質，即是透過自由競爭，提供消費者多樣化之選擇，藉以促進經濟之發展，提

高國民生活水準。而排除獨佔禁止法適用制度，基本上可視為自由經濟體制下之例外制度，

故應儘量縮小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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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排除適用範圍 

1. 絕對排除 

對照舊法規定，日本新保險業法第一○一條，立法者將不須向主管機

關事前申報之海上保險刪除143，並增加原子力保險。因為原子力保險屬

巨災保險，單一保險公司根本無法單獨承保，為求擴大承保能量及危險

分散，特將此種保險之聯合行為排除獨佔禁止法之適用。換言之，新法

絕對排除適用獨佔禁止法之險種，包括航空保險、原子力保險、汽車損

害賠償責任保險及地震保險等。 

2. 相對排除 

新法第一○一條復又規定，除航空保險、原子力保險、汽車損害賠償責

任保險及地震保險外，損害保險公司為分散風險，所為再保險聯營

(reinsurance pool)，其「特定」聯合行為得不受獨佔禁止法規範。其「特

定」行為，包括(1)保險契約條款內容(不含費率)之決定；(2)損失查勘方

法之決定；(3)再保險之交易相對人及分保比例比例之決定；(4)再保險

費率及再保險佣金之決定。 

第三款 但書規定 

新保險業法第一○一條但書規定，共同行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仍應受

獨佔禁止法所規範。 

1. 使用不公平的交易方法。 

2. 對一定交易之競爭加以實質之限制，並侵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權

益者。 

3. 經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該聯合行為不符合申請認可之要件後，向

大藏大臣144提出請求其作出撤銷或變更該聯合行為之處分，並將其

要旨公告於政府公報達一個月以上者。 

 

                                                 
143 依據保險業法施行細則第九條規定，聯合行為期間超過一年者，始須向主管機關事前申報。

海上保險多屬一年以下之短期保險契約，因此無庸向主管機關申報。 
144 相當於我國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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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我國 

為配合經濟自由化，國際化以及制度化政策，我國須建立足使企業自由競爭

的環境，並訂立公平合理的競爭規則。行政院乃於民國六十九年指示經濟部，

研擬公平交易法草案，以維護交易秩序，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

榮。至民國八十年，公平交易法於我國始正式實施，惟該法實施以來，對於我

國企業環境與社會發展之影響不如預期，遠不及反托拉斯法對美國市場造成之

衝擊145。 

第一目 法律規定 

關於保險業之交易行為，公平法及其相關法令並無特別規範，因此保險聯

合行為是否得排除適用公平法，目前實務並無定論。本文就公平法第四十六

條修正前後之條文，分別探討保險聯合行為與公平法之適用關係。 

第一款 舊法第四十六條 

八十八年修法前，公平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依照其他法律規

定之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即事業依其他法律涉及市場競爭或交易

問題時，依法律許可，特許該類「行為」不受公平法相關規定之規範，此

正係公平法適用之結果，是公平法「政策」之一部分146。而早期保險業之

聯合案件，基於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保險費收取之計算公式，由主管

機關核定之」、第七十三條「保險標的，得由要保人依主管機關核定之費

率及條款，做定值或不定值之要保。」，及第一百條規定其他財產保險準

用第七十三條等規定，主管機關公平會以公平法第四十六條除外規定認定

保險業費率及條款相關問題不適用公平法。 

第二款 新法第四十六條 

  公平法修正條文第四十六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

者，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此

確定公平法為「經濟基本法」之立法意旨，其他法律須不牴觸本法之立法

意旨之範圍(調合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促進整體經濟利益)始得排除適用

                                                 
145 同註 104，p.53-54 
146 蘇永欽，事業團體的聯合行為，公平交易法學術研討會會議紀錄，民 80 年 11 月，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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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147。本條規定使得公平會對於其他法律關於競爭行為之另行規

定，擁有檢視其具體適用是否與公平法之立法目的相容之審查權。換言

之，即便係保險法規範之保險業聯合行為，仍須經由公平會審查，倘與其

立法意旨相悖，則無法排除公平法之規範。 

第三款 聯合行為例外許可規定148 

  聯合行為直接阻礙市場的競爭條件，一方面以其聯合經濟力攫取超額利

潤，構成倫理非難的惡性；一方面妨礙市場上價格決定等競爭自由，長期

而言損害經濟資源的利用效率，形成社會損失。是以主要工業國家莫不設

法限制聯合行為。惟聯合行為非絕對之惡害，凡若一概禁止，反而有害經

濟發展，絕非市場競爭秩序之福。 

1. 例外許可之特別要件 

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即就聯合行為列舉七款類型化的例外

情形，得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1) 標準化聯合行為 

為降低成本、改良品質或增進效率，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2) 狹義合理化聯合行為 

為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效率，而共同研

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 

(3) 專業化聯合行為 

為促進事業合理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4) 輸出聯合行為 

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5) 輸入聯合行為 

為加強貿易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行為者。 
                                                 
147 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修正理由。 
148 同註 118，p.25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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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不景氣聯合行為。 

指在經濟不景氣期間，為了克服市場上惡劣的產銷環境，在一

定條件下所許可的限制競爭行為。 

(7) 中小企業聯合行為。 

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率，或加強其競爭能力所為之共同行

為者。 

2.  例外許可之一般要件 

(8) 符合聯合行為要件 

                不符合聯合行為之要件者(公平法第七條)，根本不在本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前段禁止之列，不須申請聯合行為之許可。 

(9) 符合公益條款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得予以許可之聯合行為必須

「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是為「公益條款」，也構成公平

會對於聯合行為為例外許可時，所應裁量的核心要件。 

(10)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聯合行為禁止之例外許可，一概應向公平會申請。 

    第二目 實務見解 

      第一款 公平會（八十七）公壹字第八七○二六五二│○○一號 函 

        強制汽車責任險以共保方式辦理乙事，查實務運作上有其必要性與合理

性，而產物保險之共保行為，雖與公平交易法規範之「聯合行為」形式要

件相符，惟是否構成足以影響保險相關市場供需功能之實質要件，而有違

法之情事，尚需依不同共保組織實際運作，予以個案認定。 

      第二款 公平會（八十八）公壹字第八八○○五七六│○○二號 函149 

1. 保險費率之訂定與收取既有其法源依據，訂定過程為求公正客觀，亦

                                                 
149 本文僅摘要此函釋中重要部分。 



                                                                

 - 139 - 139

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之費率精算小組及學者專家初步審核

後，再報財政府核定，故與公平交易所稱之「聯合行為」尚有未符。 

2. 共保(聯營)行為之主體，內容與方法，雖符合公平交易法第七條所稱

之「聯合行為」，惟就共同保險(保險聯營)契約之實質內容而言，保險

費係受制於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保險契約條款則由公會或共

保(聯營)組織研擬，經報請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適用。現行我國採行

共保(聯營)方式經營者，皆屬高危險性或巨災型業務，以共保(聯營)

方式經營可降低危險承擔比例，增加保險事業經營穩定，並確保消費

者權益。是以共同保險(保險聯營)為我國整體保險體系運作方式之

一，該行為受「保險法」之約束與主管機關之監督，又具有分散風險、

擴大承保容量、融合危險與平均危險，故有其存在之必要與價值；至

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則須視共保(聯營)組織或保險

業者之實際運作結果，是否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市場

之功能，再予以個別判斷。 

第四項 我國保險聯營之適用 

    民國八十年我國公平交易法實施後，保險業聯合行為違法與否，開始受到重

視。聯營制度於我國保險業已行之多年，因公平法之規定，導致其有違法之可

能性存在。過去主管機關公平會之見解，認定保險業聯營行為符合聯合行為之

要件，惟違法與否，則不能一概而論。公平會認為必須個案判斷組織之成立目

的、功能及其成效，始可斷定是否違法。立法者為使聯營制度得以配合政府政

策，及實現公益目的，因而制定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使其符合公平法

第四十六條規定「事業依照其他法律規定之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惟第

一百四十四條之一增訂條文通過時150，公平法第四十六條早已修訂為「事業關

於競爭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

該其他法律之規定」151。換言之，公平法係為經濟基本法，除非保險法第一百

四十四之一不牴觸該法關於聯合行為之立法意旨，否則不得任意排除適用公平

法。 

基於上述所言，公平會對於聯營牴觸公平法意旨與否，擁有行政審查權。而

                                                 
150 90.07.09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一增訂條文三讀通過。 
151 88.01.15 公平法第四十六條修正條文三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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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審查判斷之依據與標準上，修正理由提到應考慮特別法與普通法之法律適用

原則、其他法律之立法時間與立法目的等項目，惟上述考量應為例示，而非列

舉項目；而在審查密度上，則須考慮是否基於經濟因素考量、立法時點先於或

後於公平法、立法原則有無維護競爭秩序的宣示，有無公平會的決策協商152。 

    我國各聯營組織之成員，通常包括產險業所有公司。易言之，多數聯營險種

市場有近九成以上佔有率皆屬聯營組織所有。其成員間因契約約定，而無競爭

之關係，再加上聯營挾帶廣大之經濟力，故此保險業聯合行為的確可能造成潛

在競爭者無法進入及消費者無選擇交易相對人等情形發生，因此原則上已違反

限制競爭及破壞交易秩序。但聯營組織透過保險人間水平協定，可將原本無法

獨立承保之危險，藉由數保險人方式之共同承保而得以承擔此一危險。對於政

府而言，可藉由聯營實現特定國家社會政策；對於被保險人而言，亦可將本身

危險以保險方式移轉予數保險人承保。再加上成立目的多具公益色彩，對社會

帶來正面之影響遠多於負面影響，因此雖不可直接立法排除公平法之適用，但

公平會應可給與較寬鬆之審查標準，並以較低之審查密度斷定其有無違法之情

事。 

    事業之行為依公平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豁免公平法適用，雖係根據其他

法律規定，且各該事業對此行為亦有監督之責，惟事業之行為是否適用公平法

究以公平會作最後之政策考慮，故宜由公平會「主動」向各事業主管機關詢問

該事業之行為在各該法律之法律效果及各該目的主管機關之政策考慮後，再由

公平會作最後之法益權衡153。 

 

 

 

 

 

 

                                                 
152 同註 118，p.112-113 
153 同註 118，p.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