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主要國家保險公司退場機制 

 
     

    當保險公司財務狀況出現問題，有失卻清償能力之虞1、或是失卻清償能力2

時，由於對保戶、公司之股東、以及整體保險市場都會有相當大的影響，政府應

透過何種程序妥善處理，保障保戶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並維持市場秩序的穩

定，是為保險監理的重要課題之一。本章所要探討的保險公司退場機制，包括發

現保險業面臨財務狀況惡化，有失卻清償能力之虞時之緊急處分與矯正措施（如

監管、接管、重整），以及保險業失卻清償能力後，使其退出市場的解散、清算

或清理等程序。以下先分別介紹美國、英國、日本與我國的制度，再加以分析檢

討。 

 

 

第一節 美國保險公司退場機制 

 

第一項 保險監理制度架構 

 

要瞭解美國的保險監理如何運作，首先必須從其憲法與法規對聯邦與州的權

限分配開始看起。雖然目前大部分的監理權限都屬於各州所有，但實際上分配的

原則相當複雜。 

                                                 
1 所謂失卻清償能力（Insolvency），一般而言係指保險業之債務超過其資產而不能清償其負債。

參閱黃秀禎，保險業失卻清償能力處理程序之研究，輔仁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第 5頁以下。 
2 所謂失卻清償能力之虞（Impairment），係有發生債務超過資產不能支付之可能，但並未實際發

生。黃秀禎，同前註，第 11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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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  聯邦與州政府權限之劃分 

  

早期 1869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Paul v. Virginia, 75 U.S. (8 Wall) 168, 

19 L.Ed. 357 (1869)一案中認為，保險並不具有商業、跨州等性質，所以美國

國會在其憲法之下並無監督保險之權力，因此聯邦的反拖拉斯法無法適用於保險

業。於是此後約 75 年的時間中保險監理的權限皆屬於州政府的管轄領域，超過

一半的州設置了保險監理部門並授與其各種權力，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監理任務之

一就是「確保保險公司之清償能力」，當然這些部門有時也被賦予消費者保護的

任務
3。 

 

不過，在聯邦最高法院 1944 年對United States v. South-Eastern 

Underwriters Association4一案所做的判決後，推翻了上述Paul v. Virginia

的原則，而使情況有了改變。該案涉及了費率局與其會員公司協議修改保險費率

並聯合抵制非會員的公司，判決認為保險業此類的「協議」屬於憲法商業條款下

的聯邦監理事項，所以聯邦對此有管轄權限。此一判決使的美國國會對保險業有

監理權限，而聯邦的反拖拉斯法也立即適用於保險業。隨後，在保險業者支持下，

由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NAIC）提出的法案遂迅速通過，亦即 1945 年的McCarran-Ferguson Act（15 U.S. 

C.Chapter 20），經由該法案的通過，保險監理的權限遂回歸到州政府的手中，

也因此確立了美國州政府的保險監理制度。 

 

                                                 
3 關於美國保險監理歷史的詳細情形，請見J. Day. Economic Regulation of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 E. Patterson , The Insurance Commissioner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7)；Kimball, The 
Purpose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 the Theory of Insurance Law, 45 
Minn.L.Rev. 471 (1961). 
4 United States v. South-Eastern Underwriters Association, 322 U.S. 533, 64 S.Ct.1162, 88 L.Ed. 1440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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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說來，依據McCarran-Ferguson Act，保險業監督與管理的權限屬於各

州，國會所通過的法案並不影響各州制訂的保險監理法規之效力，除非是州法未

規定的事項，才可能適用聯邦法規。因此，除了聯邦反拖拉斯法的相關事項之外，

如費率監理、保單條款、確保保險公司之清償能力、保護消費者等事項的權限多

屬各州保險監理官所有5。 

  

     

第二款  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 

 

    美國保險監理工作主要由各州政府所負責，已如前所述。由於保險立法與監

理之多樣性與複雜性，對於想要跨州經營的保險業者而言，便經常會發生監理缺

乏效率與額外成本的現象。面對此種情形，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於 1871 年正式

設立，其為由美國各州的保險監理官為進行意見交換而組成的非強制性組織，目

的在於透過居間協調以促進保險監理之協調與合作，調和各州保險監理之差異，

並扮演監理官討論發展標準化監理原則與法規之機構
6。 

 

    NAIC設有各種委員會，負責制訂各種模範法規（model laws and 

regulations）提供各州參考以制訂其本州之保險法規，雖然並無強制力，但對

監理一致化的達成仍有相當之幫助。此外，NAIC也推動統一財務報告制度以及「州

認可計畫」，分別用以協助監理官控管保險人之財務能力、與確保各州具備最低

程度之審慎監理措施，易言之，一州如未經NAIC之認可，該州的財務檢查將不會

被其他州監理官所承認7。 

 

                                                 
5 Kenneth S. Abraham, Insurance Law and Regulation, 3rd Edition, 2000, at 95-98. 
6 林建智，論國際保險市場自由化與監理和諧化—兼論我國保險監理革新之策略運用，國政叢刊，
2002 年第 3期，第 7頁。 
7 關於NAIC如何發揮促進保險監理的和諧化，詳請參閱林建智，同前註，第 6頁至第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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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各州政府 

 

    依據 Merchant Marine Act 與前述 McCarran-Ferguson Act，保險業之監理

原則上由各州州政府所負責，由於各州可能有不同之特性與需求，故各州可各自

在州政府設置保險廳或保險局，並制訂獨立之保險法。一般而言，州法除對該州

境內之保險業者進行規範、監督之外，亦包括對保險經紀人、州外之保險業者、

外國保險業者等的監理規範，亦有可能包含少部分的保險契約法規定。 

 

 

第四款  保險公司清償能力之確保 

 

 

    其中，「確保保險公司清償能力」無疑是監理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由於保

險公司並非提供實質的商品，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以換取保險人「如果未來發生

保險事故而遭受損失，則將會進行理賠」之承諾，易言之，這個承諾只有在被保

險人實際發生損失、而保險人有財務能力支付時才有價值，是以我們可以發現，

各州的保險監理部門皆以「確保在該州境內銷售保險商品之保險業者的清償能

力」為第一要務8。 

 

    各州的法規賦予其保險監理官權限以核發銷售保險商品的執照、並確保保險

業者遵循其他的法規要求。這裡所指的法規要求，其目標是確保保險業者的銷售

能力，如：提交年報（以標準格式列出財務資料）、公開公司的重大資訊供監理

官檢驗、最小資本額、投資限制、以及進行失卻清償能力之保險人之清理時，應

                                                 
8 Kenneth S. Abraham，同註 5，第 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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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從監理官之建議。 

 

    通常州法是透過檢視保險人的財務資料來偵測並預防失卻清償能力情事之

發生。基本上，檢測業者清償能力的工作是要確認該業者符合法規所訂之各項標

準、並且在需要時向監理官發出警報，針對保險業者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護消費

者。許多不同的監理活動都是為了要檢測業者的清償能力，如財務報告、早期預

警系統、財務分析等。 

 

    面對可能發生財務問題的保險業者，應該採取何種監理行動需視實際情形與

整體環境而定，但是主要目標皆為防止消費者因此而受到損害、或是盡量將可能

受到的損害降到最低。監理行動大致包括「防止財務發生困難的保險人繼續惡化

而失卻清償能力」，以及「接管程序」二種。前者如要求提出改善計畫、業務活

動的限制、提出建議、命令停業等，這些措施可能是公開發佈的，但也可能不對

外公開
9；假若這些措施無法挽救該問題保險業者，而其財務狀況嚴重惡化、甚

至失卻清償能力時，就必須採取保全、查封財產、重整、清算與解散等措施。監

理官多會先採取保全或重整的方法，以維持該保險業之承保能力並避免對保戶造

成不利。然而若無法實行重整，監理官最終仍將清算並解散該保險公司。此外需

注意的是，監理官在採行這些措施之前必須先獲得法院的許可。 

 

     

第二項 保險業之退場機制 

 

    美國處理保險公司失卻清償能力事件的制度，大致上是透過司法程序來進行

                                                 
9 實際上，有許多針對問題保險業所採取的監理行動都沒有被公開，因為在必須採行更嚴格的監

理行動之前，就已經解決問題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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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由於各州的保險局對保險業之監理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也較能掌握

保險公司的財務狀況，所以這些程序的發動乃交由保險監理官所負責。 

 

 

            第一款  適用對象 

 

依據NAIC公布之保險業重整與清算示範法（Insurers Rehabilitation and 

Liquidation Model Act）以及保險業接管法（Insurer Receivership Model Act）

規定，下列組織適用保險業退場機制10： 

 

1、在該州境內經營保險業務、或是有被保險人居住在該州境內之保險

公司 

2、計畫經營保險業務，而尚在成立過程中的組織 

3、互助組織或合作社（nonprofit service plans and fraternal 

benefit societies and beneficial societies） 

4、預付之健康保障計畫（Prepaid Health Care Delivery Plans） 

 

    上述機構在保險業重整與清算示範法中，皆以「保險人」稱之。但保險公司

之母公司或關係企業等非屬保險經營機構者，則不適用該法所訂定之程序，其應

適用聯邦破產法。 

 

 

                                                 
10 See Section 2 of Insurers Rehabilitation and Liquidation Model Act ; Section 103 of Insurer Receivership 
Mode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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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款  處理程序 

 

                  第一目  制度概說 

 

保險公司退場程序中的處理機關主要計有法院、保險監理官、與特別代理人

（Special Deputy），而安定基金組織在其中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安

定基金將會成為該保險公司最大的債權人。 

 

    法院之權限有：宣告程序開始與終結、承認重整計畫、確認請求權、承認財

產分配之方法等。對於關係人之權利有重大影響之事項，原則上皆應屬於法院管

轄，以確保程序之公平與適法。而法院通常會任命保險局之長官為各階段之保全

管理人、重整人、清算人。 

 

    保險局平時便負有監督保險者之職責，對保險公司的財務狀況應較為熟悉，

因此負有向法院發動申請之權責，並監督保險公司之退場程序之進行。 

 

總括而言，關於失卻清償能力保險公司在司法上的處理程序有11：保全

（conservation）、重整（rehabilitation）、清算（liquidation）。依保險業破

產法之規定，在許多情形之下監理官得向法院申請保全、重整或清算之命令12，

如：保險人有失卻清償能力之虞、或保險人失卻清償能力或可預期即將陷入支付

不能；保險人在法定期間內未遵從監理官之改善命令；無法達到監理法規之要

求；保險人、其母公司或關係企業改變、濫用、隱匿或是不當轉讓保險人之資產；

控制其經營者違反忠誠義務、被認為是無法信賴；未提交年報或其他法律要求的

                                                 
11 請見NAIC所制訂之Insurer Receivership Model Act. 
12 See Section 207 of Insurer Receivership Mode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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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等。 

 

需注意者，係在以下諸程序進行過程之中，該保險公司不得承接新的業務、

亦不能由其股東或原負責人控制該公司以及其任何資產。以下分別介紹各項程

序。 

 

 

                第二目  保全 

 

    所謂的保全程序，就是指法院命令將失卻清償能力之保險公司的財產暫時交

由保全管理人管理，以避免該資產被淘空，這是當保險機構發生困難時，得以迅

速處理之因應措施。法院之保全命令應指派保險監理官為保全管理人

（conservator），保全管理人並應於保全命令下達的五日內與該州之保險安定基

金組織聯繫、並告知此一情形，因為安定基金組織在之後的程序中將具有相當重

要之地位。 

 

    保全管理人應檢視並分析該保險公司之業務與財務狀況，來判斷導致經營困

難的問題能否被解決，保全管理人在保全命令發佈後的 180 日內，得再向法院提

請解除保全命令，抑或繼續進入重整、清算程序；保全管理人可經營管理該公司，

包括雇用員工、處理財產與業務的進行等；若認為該公司之負責人、員工、仲介

人、或其他人對公司有犯罪或侵權、違反契約或法律責任時，保全管理人得以保

險人之名義採取適當的法律行動；依據本法之規定，保全管理人為了保全之目

的，得採取任何必要、適當的法律行動，並且不以上述列舉者為限13。 

 

                                                 
13 See Section 302(C) of Insurer Receivership Mode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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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執行保全命令之後，保全管理人或其指定之代表應就可能產生的議題 

與保險安定基金組織商討，並提供適當的資訊給安定基金組織，以便其評估與執

行其法律上之責任。而當保全管理人認為該保險人應進入重整或清算程序時，亦

應與安定基金組織聯繫，並提供必要之資訊、協助安定基金履行其法定之義務。

所謂的必要資訊如：此保險人的保險商品之索賠數額、保單數量、準備金、保單

質借、保費與理賠方式、契約內容等等；此外，在產險與意外險方面，保全管理

人應與安定基金組織合力將該保險人的保單、索賠等資料整理成為標準格式，以

便在進入清算命令後由NAIC 公開發布。 

 

 

                第三目  重整 

 

    法院之重整命令應指派監理官為重整人，且為了眾多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法

院審議重整命令之程序應儘速進行。重整人應採取適當的行動以期幫助保險人革

新並恢復生機，如：經法院核准後撤銷或修改保單、保險與再保險契約14之內容，

重整人接替原本公司負責人的職權來經營管理公司。若認為該公司之負責人、員

工、仲介人、或其他人對公司有犯罪或侵權、違反契約或法律責任時，重整人得

以保險人之名義採取適當的法律行動；依據本法之規定，重整人為了重整之目

的，得採取必要、適當的行動，並且不以上述列舉者為限。原則上，保全程序與

重整程序主要為監理機關介入程度上之差異，在保全程序中監理機關對於該公司

之營運給予指導，但在重整程序中，監理機關則是直接指揮該公司的運作15。 

 

    重整人需於重整命令執行一年內向破產法院提出重整計畫。重整計畫應依循

                                                 
14 但壽險、健康險與年金保險則不在此列。 
15 參閱美國保險資訊機構（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網站： Insolvencies/Guaranty Funds，
http://www.iii.org/media/hottopics/insurance/insolvencies/?table_sort_536825=5，最終瀏覽日：
200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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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以及誠實信用原則擬定，經法院認可後實施，其目的為協助保險人進行

財產清理，取得債權人同意減免債權，並保障債權人16。 

 

    在重整計畫實施後，如破產法院認為重整已完成，需要重整的原因已不復存

在，得宣告保險人已經重建更生，並准許其回復財產之佔有與業務之經營。然而，

當重整人認為進一步的行動將可能提高債權人、保戶或其他公眾損失之風險，或

是對改善保險人之情形已經沒有幫助時，即應聲請進入清算程序。為保障保戶與

公眾之利益，保單責任之履行應盡快完成，如果未能在重整計畫經法院同意後的

六個月內履行，重整人應向法院提出清算命令之聲請。 

 

    此外，同樣的，在開始執行重整命令之後，重整人或其指定之代表應就可能

產生的議題與保險安定基金組織商討，並提供適當的資訊給安定基金組織，以便

其履行法律上之責任。而當重整人認為該保險人應進入清算程序時，應與保險安

定基金組織協商進入清算程序的準備
17，並提供必要之資訊、協助安定基金履行其

法定之義務。 

 

 

                第四目  清算 

                                                 
16 See Section 403(d) of Insurer Receivership Model Act: 
「A plan may include any other provision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1) Payment of distributions; 
(2)Assumption or reinsurance of all or a portion of the insurer’s remaining liabilities by, and transfer of 

assets and related books and records to, a licensed insurer or other entity; 
(3) To the extent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of insurance company regulatory market conduct standards to 

any entity administering claims on behalf of the receiver or assuming direct liabilities of the 
insurer; 

(4) Contracting with a state guaranty association or any other qualified entity to perform the 
administration of claims; 

(5) Annual independent financial and performance audits of any entity administering claims on behalf 
of the receiver that is not otherwise subject to examination pursuant to state insurance law; and 

(6) Termination of the insurer＇s liabilities other than those under policies of insurance as of a date 
certain.」 

17 因為保險安定基金組織將會因為清算的結果，而負有法律上的給付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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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程序係指依法院命令，對失卻清償能力保險公司之財產進行清算、並將

剩餘財產分配與利害關係人。通常保險監理官會先透過上述程序解決該公司之困

境，但若皆無法達成目的時，始進入清算程序，因此清算程序可謂是最後的處理

手續18。當保險監理官向法院聲請清算命令時，亦可請求法院宣告該保險公司失

卻清償能力。清算命令應指派監理官為清算人，並指揮清算人佔有並管理該保險

人之財產。在發佈清算命令後，保險人與其債權人、保戶、股東等利害關係人之

權利與義務將會有所變更。 

 

原則上，除了壽險、長期照護險、健康險、年金險之外，該保險人所訂立的

所有保險契約、再保險契約、擔保債券、或其他擔保物自清算命令發佈後之 30

日內仍維持其效力，除非在此段時間內承保期間屆滿，或是被保險人已順利另覓

其他保險契約的保障
19。至於壽險、長期照護險、健康險以及年金險的保單，將

由安定基金組織承接而繼續維持效力。  

 

    清算人之職權可列舉如下： 

 舉行聽證、要求相關證人到場並說明 

 審核該公司業務活動的相關資料與記錄 

 收取該公司之債權 

 處理該保險公司之財產 

 使用該保險公司之財產以移轉保單予其他健全的保險公司、 

 為清算之目的而為出售財產時之執行、承認、交付等行為 

 為使清算得以順利完成而向外貸款 

 得繼續履行或拒絕該保險人未履行、未到期之契約 

                                                 
18 黃秀禎，同註 1，第 38頁。 
19 但是，若萬一沒有安定基金可提供保戶保障，法院可立即指定契約效力終止之日期。See 
Drafting Note of Section502(b) of Insurer Receivership Model 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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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清算人或保險人之名義繼續進行訴訟或其他法律程序，並得援用保險人得

主張之抗辯以對抗第三人 

 取得保險人之財產與各種紀錄之佔有，以便清算之執行（且這些資料應讓安

定基金組織能夠取得） 

 

事實上，清算人在程序中被賦予實質權利，而不以法規所列舉者為限，亦 

即基於清算之目的，其有權採取任何適當而必要的行動。而一個成功的清算程序

應注意下列三點：1、應公平對待所有的債權人；2、盡全力維持、保護各項資產； 

3、管理的一致性20。 

 

當保險業之財產依法全數分配完畢，清算人應聲請法院終止程序的進行，並

解散保險公司。若往後再度發現其額外的財產、或有其他正當理由時，保險監理

官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可隨時向法院聲請再開清算。 

 

 

        第三項  小結  

 

    美國保險業之監理原則上由各州負責，當保險業者發生問題，監理官將會視

需要向法院聲請保全命令，讓保全管理人進行保全管理，並限制新契約的承保；

若該保險公司有重整希望，得向法院聲請重整命令以進行重整計畫，力求重獲生

機之可能。但若已無重整之可能、或是重整計畫無法成功，即進入清算程序，由

清算人管理財產並清算業務，最後解散該保險公司。 

 

                                                 
20 Howard, Davis J , How to Fail at Liquidating an Insurance Company Without Really Trying: Appoint 
a Policyholders' Committee , Federation of Insurance & Corporate Counsel Quarterly 39 , Iowa City, 
Fal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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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保險安定基金在上述程序中扮演著提供資金來源的角色，故會成為該失

卻清償能力之保險公司的最大債權人，如何有效分配該保險人之有限資產，需要

清算人與安定基金組織雙方之高度配合。因此可以發現 NAIC 所制訂的示範法與

行政作業手冊皆不斷強調監理官與安定基金組織間之溝通協調，其重要性可見一

斑。 

 

 

 

第二節 英國保險公司退場機制 

 

第一項   保險監理制度架構 

 

第一款 金融服務管理局 

 

    英國政府在 1997 年 5 月 20 日，由財政大臣宣布將進行金融監理之重大改

革，整併原有的個人投資管理局、證券期貨管理局等金融監理機關，成立新的單

一金融監理部門—證券與投資委員會（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Board，

SIB)，隨後又於 1997 年 10 月正式更名為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其管轄範圍包括了銀行、投顧、保險、證券等各項金融服務21。 

 

    金融服務管理局應向財政大臣負責，但在運作上則為不隸屬政府之獨立機

                                                 
21 參閱英國金融服務管理局網站，About the FSA: Who are we:
http://www.fsa.gov.uk/Pages/About/Who/History/index.shtml，最終瀏覽日：200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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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其法源為「金融服務與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FSMA）」，資金來源則係由受監理之金融業者所繳交。其主要決策機構為委員會，

委員會之成員則由財政部指派。 

 

    金融服務管理局之法定目標為：維持金融市場信心、促進公眾對金融體制之

瞭解、保護消費者、防止金融犯罪22。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其擁有廣泛的制訂法

規命令與調查、執行之權力23。然而其主要仍扮演輔助者之角色，盡量不干預市

場，而以協助企業發展，並提供經營者與消費者一個良好的環境為其職責。但在

2000 年Equitable Life公司倒閉之事件、以及 2001 年股市嚴重下跌，使的不少

保險業者面臨困境後，金融服務管理局近年一直試圖能重新建立市場對保險業財

務能力的信心，因此也在 2004 年 7 月間公布了一連串關於保險公資本適足性的

規範
24。 

 

 

第二款 金融服務與市場法 

 

金融服務與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FSMA）

係於 2000 年 6 月 14 日由英國國會所通過，2001 年 12 月 1 日正式實施。該法主

要沿襲 1986 年的金融服務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 ,FS Act 1986）

並加以擴張，整合原有的相關金融法規25而成。 

                                                 
22 See 2(2)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23 參閱英國金融服務管理局網站，About the FSA: Aims and objectives : 
http://www.fsa.gov.uk/Pages/About/Aims/Statutory/index.shtml，最終瀏覽日：2005/6/10。 
24 FSA reshapes UK credit landscape, Structured Finance International, Jul/Aug 2004. pg. 1 
25 See 11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 Explanatory Notes : 
「The Act is intended to coordinate and modernise financial regulatory arrangements which are 
currently established under a number of different enactments:  

 the Credit Unions Act 1979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ct 1982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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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險業之退場機制 

 

    英國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第 24 章所規定之保險業失卻清償能力處理程序，多

承襲 1986 年 12 月制訂之「失卻清償能力法，Insolvency Act 1986」而來，此

外，並以該法第 15 章所定之金融服務補償計畫（The 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取代原有的保戶保障法（the Policyholders Protection 

Acts 1975-97）之規定。 

 

    以下就英國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第 24 章，與 1986 年失卻清償能力法所規定之

保險業失卻清償能力處理程序為介紹。 

 

 

第一款  程序之開始 

 

    當保險人無法清償到期之債務，將會被認為失卻清償能力。當金融服務管理

局認為該保險人已無法清償其債務時，即啟動處理機制。英國處理失卻清償能力

保險業之程序可大分為兩類：一為重整程序，一為清算程序。其中，重整程序有

「任意重整」、「管理命令」與「財產接管」三種；而清算程序又依發動之方式而

                                                                                                                                            
 the Building Societies Act 1986  
 the Banking Act 1987  
 the Friendly Societies Act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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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意清算」與「強制清算」之分。 

 

    重整與清算之程序皆須由法院裁定，始可為之，因此英國之程序可說是由法

院所主導，然行政主管機關在程序中仍占有不可或缺之地位。 

 

 

第二款  重整 

 

第一目  任意重整（Voluntary arrangements） 

 

    任意重整程序，通常是問題保險公司就債務之清償已與其債權人達成和解協

議之狀況下，由該公司提出「重整計畫（Schemes of arrangement）」，經法院准

許之後實施。向法院發動聲請之手續可由主管機關，即金融服務管理局為之，但

其他利害關係人亦可向法院提出聲請，唯此時金融服務管理局有參與聽證之權26。 

 

    重整人應於接受重整計畫起 28 日內向法院提出報告，敘明其意見及是否召

開公司會議及通知債權人參加會議共同研商計畫內容等。如欲召開會議，則應在

給債權人之通知上載明開會之時間地點27。為了重整計畫能夠有效執行，其必須

由債權人過半數、有效債權額超過 75﹪之同意，以及經法院認可後始生效力。 

 

 

    第二目  管理命令（Administration orders） 

                                                 
26 See 356(3)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27 See 2 of Insolvency Act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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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管理命令，係指當法院認為該保險人失卻清償能力、或有失卻清償能力

之虞時，強制該保險人於命令期間內，將其業務經營、財產處分權交由法院指定

之管理人（the administrator）管理之命令28。 

 

    管理命令須由主管機關、保險人本身、其董事會或其債權人向法院提出聲

請，經法院裁定核准後為之29。若是主管機關以外之人提出聲請，主管機關依法

有參與程序之權利，包括相關文件皆應檢送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參加聽證以及

各相關會議等30。此外，為了貫徹管理命令之目的，在聲請提出後、法院下達裁

定前的期間內，保險公司受到下列限制：○1 不得通過公司解散之決議；○2 非經法

院許可，不得對公司之財產實施抵押或取回分期付款契約公司財產；○3

                                                

非經法院

許可，不得開始或繼續其他法律程序等，亦不得對公司或其財產為扣押31。 

 

 

    第三目  財產接管（Receivership） 

 

    所謂的財產接管，係指將公司之財產交給法院所指定之接管人（Receiver）

管理，但僅限於單純之財產管理，而不包括公司之經營權，此為財產接管與前述

管理命令不同之處，其目的在使其債權人之債權得以受保障，避免無法受償32。 

 

    程序發動之聲請由保險公司之債權人等為之，但主管機關有參與程序之權利

 
28 黃秀禎，同註 1，第 64頁。 
29 See 9 of Insolvency Act 1986。 
30 See 362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31 See 10 of Insolvency Act 1986。 
32 黃秀禎，同註 1，第 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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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財務管理人應將法院指定之事項告知公司，並以通知書送達公司之債權人；

而公司之經理人、職員等則應立即將公司之資產負債、債權人之姓名地址等資料

文件提出，並將公司財產交由接管人管理34。 

 

 

第三款  清算 

 

第一目  任意清算（Voluntary winding up） 

 

    任意清算程序，係指由保險公司董事會、債權人或主管機關向法院聲請進行

清算之程序，當由董事會提出聲請時，須先於董事會依法為清償能力之公告，認

為公司有支付不能之虞，並在五週內由公司為清算之決議；如為債權人所提出

者，則須由公司債權人會議決議清算。一般而言，為了儘速清償債務，公司多會

選擇任意清算。但主管機關在程序中亦有參加聽證、出席會議、審閱文件等權利

35。然而需注意者為，因為壽險公司所承保之契約多屬長期性契約，故如未經過

主管機關之同意，壽險公司不得進行任意清算36。 

 

    任意清算之清算人不需由法院指定，在公司聲請清算時由公司之普通會議選

派，在債權人聲請之場合則由債權人會議選派之37。清算人之任務為將該公司之

資產分配與各債權人，其於接受指定時，公司之業務與財產即應交由清算人管理。 

 

                                                 
33 See 363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34 See 46、47、48 of Insolvency Act 1986。 
35 See 365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36 See 365(1)(c)、366(1)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37 See 91、100 of Insolvency Act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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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目  強制清算（Winding up by the court） 

 

    與前述任意清算相較，強制清算乃由主管機關聲請，法院發動之清算程序。

當法院認為該公司符合支付不能之條件、或認為進行強制清算程序為公正且適當

時，即應進行強制清算38，並指定清算人。原則上清算人之職責與任意清算相同，

但法院對強制清算之監督則較為嚴格。 

 

 

    第三目  壽險業之特殊規定 

 

    在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第 376 條之中，對長期的壽險業者之清算程序設有補充

規定。其要求除非有法院之命令，否則清算人必須繼續該公司已承保之長期保

單，讓保單之效力維持，以便能將之合法、順利移轉給其他公司承受。唯清算人

雖於清算時，有同意原有保單內容修改之權限，但不得再另行締結新的保單。 

 

    若清算人認為為了長期保單之債權人的利益所需，可向法院聲請指派一特別

管理人（special manager），其擁有與接管人相同之權限；若有清算人、特別管

理人或主管機關之聲請，法院可選任精算師對該公司長期保單之業務情形展開調

查，並將結果向主管機關報告；此外，如法院認為適當，亦可命令減少長期保險

契約之價值。 

 

 

        第三項  小結 
                                                 
38 See 367(3)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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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自 1997 年開始便著手進行了一連串金融監理的變革，包括單一金融監

理機關—金融服務管理局之設立，以及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的通過等。由於英國傳

統上對企業之經營係抱持盡量不干涉之態度，給予企業相當大的自主空間，因此

保險業經營失敗而遭市場淘汰之事件亦時有所聞。其政府處理失卻清償能力保險

公司之機制主要由法院主導，包括重整與清算之各項程序等。但基於壽險業者之

特殊性，原則上不允許其進行任意清算，且要求其長期性的保單效力必須延續以

保障保戶，避免保戶因保險公司經營不善而遭受損失。 

 

 

 

第三節  日本保險公司退場機制 

 

第一項  保險監理制度架構 

 

第一款  金融廳 

 

    日本的保險監理，向來本是由大藏省（相當於我國之財政部）銀行局內之保

險課所負責，然而由於主管機關未能妥善處理房貸呆帳問題，以及在由官僚及金

融機關的貪污問題為開端所引發的省廳再編的潮流下，遂展開了一連串的金融改

革。1998 年（平成十年）6月設置了「金融監督廳」，將本由大藏省銀行局、證

券局所掌理之民間金融機關等檢查監督事項移交予金融監督廳掌理，同年 12 月

並設置「金融再生委員會」，負責處理問題金融機構，前述金融監督廳即移為該

委員會的管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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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將當時屬大藏省轄下的金融制度企畫立案事務，也統合移交予

金融監督廳，而金融監督廳亦改稱為金融廳。之後依據2001年1月6日的中央省廳

再編，該廳被定位為內閣府外局之一39，此時金融再生委員會亦被解散，其業務

移予金融廳。至此，金融廳成為日本國內之單一金融監理部門，負責辦理銀行、

證券、保險業之監理，力求保障金融機能之穩定與消費者之保護40。 

 

    在組織方面，金融廳下設有總務企畫局、檢查局、與監督局以及負責課徵金

事項行政審判之審判官。其中檢查局負責民間金融機構之檢查事務，監督局則分

設銀行課、證券課與保險課，分別監督該管事業。 

 

 

第二款  保險業法、金融機構重整特例法 

 

    近年來由於保險業逐步自由化，日本政府於 1939 年制定的保險業法已不足

以因應保險業多變的環境，再加上人口高齡化、生活水準的提昇、對保險業要求

的多樣化與高度化、金融自由化、國際化與證券化的發展、行政改革推動法規限

制的放寬等潮流皆促使保險業法與其他相關法令的修訂。日本於 1995 年 6 月通

過新保險業法41，翌年 4 月起正式實施。且為了因應環境的不斷變化，迄今已陸

續又進行了數十次增修。 

 

                                                 
39 日本所謂之「外局」，係指內閣所統轄之府、省以外之直屬於府省、且掌管特殊事項之機關。

通常以廳、委員會等名之。 
40 關於日本金融廳之使命與沿革，詳請參閱金融廳網站，金融庁の使命と歴史：

http://www.fsa.go.jp/common/recruit/about/mission_history.pdf，最終瀏覽日：2005/6/14。 
41 保険業法，平成七年（西元 1995 年）6月 7日法律第 105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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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日本保險業法第一條之規定42，其監理之目標為確保保險業之健全營

運、保險招攬之公正，以保障保戶之權益，追求國民生活之安定與經濟之健全發

展。然而日本自 1997 年至 2001 年間，竟連續發生了九件保險公司失卻清償能力

的事件43，對社會大眾以及監理機關而言，無疑是段慘痛不已的經驗，這段期間

政府之處理方式、以及法規的因應變革均值得吾人之參考與借鏡44。 

 

    關於問題保險公司的處理機制，除保險業法之外，尚有「金融機構重整特例

法45」針對重整程序做了詳細規範。其原因在於，原本用以保障該失卻清償能力

保險業者之保戶的「保戶保障機構」（類似我國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在 1999

與 2000 年間連續處理東邦生命、第百生命、大正生命等數起失卻清償能力事件

後，已出現不敷使用的情形。因此日本政府以建立保險公司重整法制之方式，企

圖使保險公司能透過重整程序獲得重生之機會，從而不須進入清算程序，而一再

動用保戶保障機構之財源。 

                                                 
42 保険業法，第一条：「この法律は、保険業の公共性にかんがみ、保険業を行う者の業務の健

全かつ適切な運営及び保険募集の公正を確保することにより、保険契約者等の保護を図り、も

って国民生活の安定及び国民経済の健全な発展に資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43 日本著名的日產生命、東邦生命與第百生命發生嚴重的債信危機，是因為這幾家壽險公司在
1985至 90 年，以 8％的預定利率，發行以躉繳方式的短期十年養老險，以高額投資報酬率來吸

引客戶。但是當泡沫經濟破裂後，日本利率滑落到 1％，使得壽險公司資金運用的報酬率無法達

到 8％的差額，必須自行吸收損失，造成嚴重的清償危機。洪震宇，你的保險公司保險嗎？天下

雜誌第 219期，1999/08/01出刊。 
44 日產生命保險相互會社業務停止始末：1997 年 4月，日產生命因發生巨大損失業務經營無法
繼續，大藏大臣乃命其停止業務。當時保險公司的破產是近 50 年來首度發生。問題發生當時日

產生命擁有 82家分公司、1,200名員工，是總資產業界排名第 16的中型壽險公司。由於資本、
金融市場的利率始終低迷不振，預定利率與實際資金運用利率差距愈大，泡沫景氣時期賣出的高

利率商品成為公司破產的元凶。損失高達 3,000億日圓，其中 2,000億日圓損失由壽險業界共同
醵出的保戶保障基金解決，該基金的支出上限為 2,000億日圓。到了 6月生命保險協會正式公佈
日產生命清算計劃：設立一新公司接管破產公司的保險契約，並分 5 年攤提剩下的 1,000億日圓
損失，以 10億日圓為資本設立青葉生命，並於 10月起接管日產生命的保險契約。但該計劃在節

省人事、經營成本的同時也不得不降低當初的預定利率與削減給付，其中甚至有年金給付額或儲

蓄型保險給付削減 50﹪者。日產生命的保戶被強行負擔該公司留下的 1,000億日圓損失。 
    該項計劃的弱點在於保險公司破產處理的機制不夠完備，例如並未對若無接管公司出面時定

下因應措施。大藏省及壽險業界不斷就對保障破產公司保戶權益的給付保證制度進行討論，結果

將 1995 年修訂之保險業法中規定之保戶保障基金於 1998 年另立「保戶保障機構」（詳於後敘）

改善之。 
45 金融機関等の更生手続の特例等に関する法律，平成八年（西元 1996 年）6月 21日法律第 95
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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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險業之退場機制 

 

第一款  主管機關之處分 

     

依保險業法第 241 條之規定，內閣總理大臣依照保險公司的業務及財務狀

況，認為該保險業繼續經營有困難時，或是認為其業務的營運明顯不適當，該保

險業的繼續經營對保險要保人等的保護有招致欠缺事態之虞時，得對該保險公司

命令其採取業務的全部或一部的停止、合併、保險契約的移轉或命該保險公司之

股份之其他保險公司或保險持股公司等為取得協議或命其他必要的措施，或命令

保險管理人進行業務及財產的管理之處分
46。申言之，當監理機關認為「該保險

業繼續經營有困難」或「其業務的營運明顯不適當，該保險業的繼續經營對保險

要保人等的保護有招致欠缺事態之虞」時，得採取多種不同之監理處分，包括：

命令其為○1 業務之全部或一部之停止、○2 合併、○3 保險契約的移轉、○4

                                                

命該保險

公司之股份之其他保險公司或保險持股公司等為取得協議或命其他必要的措

施、○5 命令保險管理人進行業務及財產的管理之處分。目的在於儘早將問題保險

業者之業務進行轉移，或是由主管機關指派之保險管理人接手其業務之經營與財

產之處分，避免保戶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受到波及。 

 

其中，當命令由保險管理人進行業務及財產的管理之處分（以下簡稱為「命

令管理之處分」）時，而有命令管理之處分時，原則上被管理公司必須停止其業

務47，且其業務之執行及財產的管理及處分之權利專屬於保險管理人。而保險管

 
46 廖淑惠譯，新日本保險業法，保險事業發展中心，2003 年 11月，第 181、182頁。 
47 日本保険業法第 245條。參照廖淑惠譯，同註 46，第 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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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則應由內閣總理大臣於為上述處分時同時選任之；如內閣總理大臣認為該保

險管理人並未適當進行被管理公司業務及財產管理時，可以解任保險管理人48。

此外，保險公司、或保戶保障機構亦得為保險管理人或代理保險管理人之職務49。

保險管理人的任務為擬定接管計畫並清算財產，積極尋找其他願意承接保險契約

之保險公司，以保護消費者50。 

 

而在保險契約概括移轉之場合51，得訂定因移轉導致保險契約之保險金額削

減或其他契約條款之變動，但須注意保險業法第 251 條以下契約移轉之公告與提

出異議的特例規定52。 

 

 

第二款  重整 

 

    日本在 1997 年至 2001 年間，連續遭逢九件保險公司失卻清償能力之事件爆

發，期間不斷考驗著政府危機處理的應變能力。然而經歷了這段過程，也讓日本

逐步調整、修正其保險業退場機制的運作。其中，保險業法所規定之程序雖用以

處理了日產生命、東邦生命、第一火災、第百生命、大正生命等五家問題保險公

司，但在這一連串的風暴後，竟發現當時壽險保戶保障基金已不足以填補損害。

因此，日本政府進行了金融機構重整特例法的修訂，改由法院監督、主導的重整

                                                 
48 日本保険業法第 242條。參照廖淑惠譯，同註 46，第 183、184頁。 
49 日本保険業法第 243條第 1項、第 3項。參照廖淑惠譯，同註 46，第 184頁。 
50 此時保戶保障機構可提供承接公司財務上之援助，使承接公司可以順利承受保險契約；如果

沒有願意承接之公司出現，依照保險業法的規定，將由保戶保障機構來承受該公司之全部有效契

約，使契約繼續有效。關於保戶保障機構，將於本文第三章第三節中有較詳細之介紹。 
51 依日本保険業法第 250條第 1項之規定，有 3種情形： 

1、  依 241條第 1項之規定，被下令需進行全部保險契約概括移轉之協議時 
2、 為被管理公司之場合時，依保險管理人所做成之計畫，進行全部保險契約概括移轉時 
3、 喪失清償能力保險公司對救援保險公司概括移轉保險契約時 

參閱廖淑惠譯，同註 46，第 193頁。 
52 詳請參閱廖淑惠譯，同註 46，第 194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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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來處理保險公司失卻清償能力事件。其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在 2000 年 10

月後發生的千代田生命、協榮生命、東京生命、大成火災事件，已循重整模式解

決，亦未再動支保戶保障機構之基金。以下介紹金融機構重整特例法所訂之重整

程序。 

 

 

第一目  申請重整 

 

    當保險公司發生下列情形時，應向法院提出重整程序之申請： 

1、有可能導致破產手續開始之原因事實發生時。 

2、債務過於龐大，如償還其債務可能導致其繼續經營陷入困難時。  

 

    法院在受理申請後，得聽取該公司員工等人員之意見，並在決定程序開始之

前，因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或依職權先採行必要之保全處分，如：其他進行中程序

之中止命令53、禁止該公司繼續為業務之經營與財產處分之保全命令、由保全管

理人經營業務與處分財產之保全管理命令、由監督委員負責監管該公司活動之監

督命令、相關原因事實的調查命令等。 

 

    當法院認為確有上述需要重整之原因存在時，應裁定重整程序開始，並同時

選任一人或數人為管財人。重整公司之業務經營權與財產的管理處分權專屬於管

財人，但其為下列行為之前，應得法院之許可，否則無效54： 

1、財產之處分  

2、財產之承受  

                                                 
53 包括正在進行中之與該公司相關的破產、和解、整理、特別清算、強制執行、財產關係之訴訟

等。 
54 參照日本公司重整法第 72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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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款  

4、契約之解除  

5、提起訴訟  

6、和解或仲裁之合意  

7、權利之放棄  

8、共益債權55或相關權利之承認  

9、重整抵押權之改變  

10、法院所指定的其他行為  

 

管財人得調查重整公司與其子公司之業務與財務狀況，但更重要的是應立即

調查重整公司的財產狀況，並評定其所有財產之價額。重整程序開始後，重整債

權人以及重整抵押權人應參加程序，並由法院確認其重整債權與抵押權之數額。 

 

 

  第二目  重整計畫 

 

    重整計畫內容應包含：全部或一部重整債權人與股東等權利之變更、公司之董 

監事名單、債務清償之方法與所需資金來源等。重整計畫在經過公告與關係人會議 

可決後，由法院裁定認可後執行。內容包括：一般債權之削減、責任準備金之削減、 

組織之變更、保險契約移轉與承接公司或保戶保障機構、設立新保險公司承繼其保 

險契約等事項。重整計畫執行完畢後，由法院裁定重整程序終結。 

 

 

                                                 
55 共益債權，指在日本之公司重整法中，不需依照重整程序，而可以隨時被優先清償的債權，

主要以進行重整程序，經營公司事業所生之債權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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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  小結 

 

    歷經一連串保險業失卻清償能力事件的打擊，日本處理此類事件的模式由行

政機關主導改為由法院主導的重整程序為主，這個過程固然相當艱辛，但也使社

會大眾更加明白保險公司不會倒閉的神話終究是虛幻的，在面臨自由化與國際化

的環境時，必然會在市場競爭的原則之下發生優勝劣敗之結果。 

 

 

 

 

 

   第四節  我國保險公司退場機制 

 

第一項 保險監理制度架構 

 

    我國關於保險業之行政監理，向由財政部保險司所負責。近年金融監理一元

化蔚為國際潮流之趨勢，如英國、日本、韓國、澳洲等國皆相繼設置單一、獨立

之新金融監理機關，民國 92 年 7 月 23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

公布，93 年 7 月 1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為我國金融監理新

制揭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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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之發展、監督、管理及檢查

業務56，其下分設金融局、保險局、證券暨期貨管理局以及檢查局。其資金來源

依規定為57：○1 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2 辦理金融監督、管理及檢查業務，

向受本會監督之機構及由本會核發證照之專業人員收取之特許費、年費、檢查

費、審查費、執照費、罰鍰收入及其他規費。○3 基金之孳息。○4

                                                

其他有關收入。

其中保險業之監理係由保險局所負責，其掌理保險市場及保險業之監督、管理及

其政策、法令之擬訂、規劃、執行等事項58。 

 

      

        第二項  保險業之退場機制 

 

我國保險業退場機制的進行，係由主管機關—亦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

局—所執掌，與英美最大之不同，在於主管機關可直接以行政命令為處分，不須

得到法院之許可，其優點在於主管機關對於保險業者之財務能力情形應較為熟

稔，可迅速掌握狀況。 

 

民國 90 年保險法修正時，針對對失卻清償能力之保險業者的退場程序做出

較以往詳細的規範內容。在現行法之下，主管機關可視需要而分別做成派員監

管、派員接管、勒令停業派員清理、命令解散之處分，以下分別介紹之。 

 

 

第一款   程序之開始 

 

 
56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第 2條第 1項。 
57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第 7條第 1項。 
58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第 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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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保險業退場機制的啟動，依保險法第 149 條第 3項，為「保險業因業務

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無法履行契約責任或有損及被保險人

權益之虞」時，主管機關得依情節之輕重做出不同的處分。至於業務或財務之狀

況是否顯著惡化、是否不能支付債務、不能履行契約責任、或者有損及被保險人

權益之虞，皆屬主管機關裁量之範圍，以期能夠掌握時效，迅速處理。 

 

此外，在以下各項程序中，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機構或具有專業經驗人員擔

任監管人、接管人、清理人或清算人；其有涉及安定基金補償事項時，並應通知

安定基金配合辦理59。 

 

 

第二款   監管 

 

    在採行接管或清理處分之前，主管機關得先採取保全資產之措施，以避免該

保險公司之不當行為危害其保戶與其他債權人。所謂監管處分，即是為了避免保

險公司不當的處分其資產，或其他不利於保戶或其他債權人的行為。此一功能主

要顯現於保險法第 149 條第 6項，「保險業經主管機關依第三項第一款為監管處

分時，非經監管人同意，保險業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支付款項或處分財產，超過主管機關規定之限額。 

二、締結契約或重大義務之承諾。 

三、其他重大影響財務之事項。」 

 

    而監管人執行監管職務時，準用第一百四十八條有關檢查之規定，得檢視該

公司之各種相關書表、紀錄、表冊，以便確實掌握該公司之行動。 

                                                 
59 保險法第 149條第 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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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依本法第 149 條之 3，監管之期限由主管機關定之；在監管期間，監

管原因消失時，監管人應報請主管機關終止監管。 

 

 

第三款   接管 

 

    相較於監管處分僅在防止保險人之不當行為，接管處分則是全面的將保險人

之業務經營權與財產管理處分權移轉至接管人手中。主管機關接管發生財務危機

的保險業，目的在於運用各種可能辦法挽救其危機，或透過保險契約移轉、合併

及配合安定基金援助，以確保保險契約之繼續有效。 

 

依本法第 149 條之 1，保險業收受主管機關接管處分之通知後，應將其業務

之經營及財產之管理處分權移交予接管人。原有股東會、董事、監察人或類似機

構之職權即行停止。且保險業之董事、經理人或類似機構應將有關業務及財務上

一切帳冊、文件與財產列表移交與接管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其他職員，

對於接管人所為關於業務或財務狀況之詢問，有答復之義務。 

 

接管人執行接管職務時，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其有違法或不當情事

者，主管機關得隨時解除其職務，另行選派，並依法追究責任。此外接管人執行

職務而有下列行為時，應事先取得主管機關許可60︰ 

一  財產之處分。 

二  借款。 

三  訴訟或仲裁之進行。 

                                                 
60 參照保險法第 149條之 2第 1、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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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權利之拋棄、讓與或重大義務之承諾。 

五  重要人事之任免。 

六  委託其他保險業經營全部或部分業務。 

七  增資或減資後再增資。 

八  讓與全部或部分營業、資產或負債。 

九  與其他保險業合併。 

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重要事項。 

 

值得注意的是，第 149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接管人讓與全部或部分營業、

資產或負債時，如受接管保險業之有效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率與當時情況有顯著差

異，非調高其保險費率或降低其保險金額，其他保險業不予承受者，得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調整其保險費率或保險金額」，其理由為長期性之人身保險業務因被

保險人之投保年齡及初年度承保費用等因素，維持其契約之繼續有效，較要保人

解約後再投保，對被保險人較為有利，但保險業如因預定利率及費率之重大偏差

致失卻清償能力時，其他保險業亦可能預估無法彌補其損失而不願承受其保險契

約。是故授權接管人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調整保險費率或保險金額，以提高

其他保險業承接保單之意願，進而保障保戶之權益。 

 

    接管之期限，由主管機關定之。在接管期間，接管原因消失時，監管人、接

管人應報請主管機關終止監管、接管。接管期間屆滿或雖未屆滿而經主管機關決

定終止接管時，接管人應將經營之有關業務及財務上一切帳冊、文件與財產，列

表移交與該保險業之代表人61。 

 

 

                                                 
61 參照保險法第 149條之 3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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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勒令停業派員清理 

 

    若主管機關派員監管、接管之處分皆已無法挽救該保險人之財務危機，主管

機關即應勒令其停業並派員進行清理。由於保險業之清理事涉公益，故主管機關

應指定清理人為之，並得派員監督清理之進行。 

 

清理人執行職務，準用第 149 條之 1規定，亦即原有股東會、董事、監察人

或類似機構之職權即行停止，而應將其業務之經營及財產之管理處分權移交予接

清理人；且保險業之董事、經理人或類似機構對有關業務及財務上一切帳冊、文

件與財產列表均有移交予清理人之義務；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其他職員，對

於清理人所為關於業務或財務狀況之詢問，有答復義務。 

 

清理人之職務規定於本法第 149 條之 8第 2項，即： 

一  了結現務。 

二  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清理人執行前項職務，有代表保險業為訴訟上及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但將

保險業營業、資產或負債轉讓於其他保險業，或與其他保險業合併時，應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62。清理人執行職務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時，得免提供擔保63。 

 

關於清理程序，參照本法第 149 條之 9與第 149 條之 10，要點可整理如下： 

                                                 
62 參照保險法第 149條之 8第 3項。 
63 參照保險法第 149條之 8第 5項。其立法理由為：「政府以公權力介入受清理保險業之債權債

務關係，並指定清理人執行時，清理人具有類似於被授與行使公權力之團體之地位，爰參考稅捐

稽徵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有關稅捐稽徵機關實施假扣押免提供擔保之規定，訂定第五項」。蓋清

理人係受政府指定而執行職務，在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時，係為穩定保險秩序及投保大眾之權益，

並非為保險業之利益而是為了保障公共利益，故與一般債權人為滿足其私人之請求權而聲請強制

執行者，在性質上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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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險業清理期間，其重整、破產、和解、強制執行等程序當然停止。 

2、清理人就任後，應即於保險業所在地之日報為三日以上之公告，催告債

權人於三十日內申報其債權，並應聲明屆期不申報者，不列入清理。但

清理人所明知之債權，不在此限。 

3、清理人應即查明保險業之財產狀況，於申報期限屆滿後三個月內造具資

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並擬具清理計畫，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將資產

負債表於保險業所在地日報公告之。 

4、清理人於前述申報期限內，不得對債權人為清償。但對已屆清償期之職

員薪資，不在此限。 

5、依規定 3 所申報之債權或為清理人所明知而列入清理之債權，其請求權

時效中斷，自清理完結之日起重行起算。 

6、保險業經主管機關勒令停業進行清理時，第三人對該保險業之債權，除

依訴訟程序確定其權利者外，非依規定 3 之清理程序，不得行使。前項

債權因涉訟致分配有稽延之虞時，清理人得按照清理分配比例提存相當

金額，而將所餘財產分配於其他債權人。 

7、下列各款債權，不列入清理︰ 

一  債權人參加清理程序為個人利益所支出之費用。 

二  保險業停業日後債務不履行所生之損害賠償及違約金。 

三  罰金、罰鍰及追繳金。 

8、在保險業停業日前，對於保險業之財產有質權、抵押權或留置權者，就

其財產有別除權；有別除權之債權人不依清理程序而行使其權利。但行

使別除權後未能受清償之債權，得依清理程序申報列入清理債權。 

9、清理人因執行清理職務所生之費用及債務，應先於清理債權，隨時由受

清理保險業財產清償之。 

10、債權人依清理程序已受清償者，其債權未能受清償之部分，對該保險業

之請求權視為消滅。清理完結後，如復發現可分配之財產時，應追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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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於列入清理程序之債權人受清償後，有剩餘時，債權人仍得請求清

償。 

 

    清理完結後，清理人應於十五日內造具清理期內收支表、損益表及各項帳

冊，並將收支表及損益表於保險業所在地之日報公告後，報主管機關撤銷保險業

許可64。 

 

 

第五款   命令解散 

 

    當主管機關依照本法第 149 條第 3項，為命令解散之處分時，其清算程序，

除另有規定外，其為公司組織者，準用公司法關於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規定；其

為合作社組織者，準用合作社法關於清算之規定。但有公司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特

別清算之原因者，均應準用公司法關於股份有限公司特別清算之程序為之65。又，

保險業為解散清算時，應將其營業執照繳銷66。 

 

 

第六款   小結 

 

我國保險業退場機制的進行主要皆由主管機關所負責，主管機關可視需要而

分別做成派員監管、派員接管、勒令停業派員清理、命令解散等處分。唯自從民

國 61 年 2 月國光人壽宣告破產後，我國便未曾再發生保險業失卻清償能力之事

                                                 
64 參照保險法第 149條之 11。 
65 參照保險法第 149條之 4。 
66 參照保險法第 1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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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雖尚值稱幸，但就另一角度觀之，則未曾有機會檢視現行制度實際運行之良

窳。如何在事前研擬妥善、完整之程序，以便能夠完整保護消費者、並穩定金融

市場，應為吾人目前所最關切之事項。 

       

           第四項  公司法適用之問題 

 

   我國保險法中，關於保險業者失卻清償能力處理方式之規定，已介紹如前。

然值得注意的是，保險法第 149 條以下目前並無「重整」程序之規定，此時是否

有適用公司法第 282 條以下「公司重整」程序之可能？亦即，保險公司能否適用

公司法所規定之重整程序？ 

 

    公司法第 282 條第 1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因財務困難，

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而有重建更生之可能者，得由公司或左列利害關係人之

一向法院聲請重整： 

一、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 

二、相當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金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公司債權人。 

公司為前項聲請，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之決議行之。」 

 

公司重整者，乃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股份有限公司，因財務困難，已瀕

臨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之窘境，而預料有重整可能者，在法院監督之下，調整

其債權人、股東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害，而圖該公司企業之維持與更生為目的

之制度67。由此可知，公司重整之目的，在使瀕臨困境之公司免於停業或暫停營

                                                 
67 柯芳枝，公司法論（下），三民書局，西元 2003 年增訂五版，第 4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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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使其有重建更生之機會。 

 

關於保險公司能否適用公司法所規定之重整程序，依照公司法，適用公司重

整之規定者為「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在保險業之情形，由於保險法

對此並未設有排除公司法適用之規定，故若該保險公司為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

之公司，理論上便應可適用公司法之規定，亦即得由公司或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或相當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之公司債權人向法院聲請進入重整程序。 

 

    然而，在公司法規範下的重整程序，需由公司或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或相當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金額百分之十

以上之公司債權人向法院聲請始能發動。在保險業之情形，由於保險業者之財務

狀況關乎投保大眾之權益至鉅，參考英、日立法例，應以在保險法中賦予主管機

關發動聲請之權限為宜，藉以充分保障保戶。 

 

 

第五節  小結 

 

    綜觀美、英、日關於保險公司失卻清償能力之退場機制的相關立法，可發現

我國最大之特色在於程序係由行政主管機關所主導。英美制度多係由法院裁定始

得進行，日本保險業法所規定之退場程序雖也多由主管機關行政命令所為，但近

年已漸改由以法院主導程序進行之重整為主。我國法制賦予主管機關較大權限，

讓主管機關得在第一時間採取行動，不需要向法院聲請裁定，應具有掌握時效之

優點；唯這些程序的進行過程之中，對利害關係人—尤其是保戶—之權益將會造

成重大的影響，若能參考國外立法例，加強由法院主導的重整程序之功能，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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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其正當性，並確保其公正客觀之立場，更重要的是可透過公司重整，及早

改善問題保險公司的困境，包括調降預定利率、全部或一部契約的移轉等，應可

發揮相當之功效，在進入清理程序前盡量使該業者獲得振興的機會，如此對保戶

的保障應會更為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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