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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所謂專屬保險公司（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係由非保險業之企業集團，

為承保該企業集團本身之風險，所投資設立之保險組織，目的在於強化企業集團

全球化的風險管理整合，建立有效損害防阻機制，以風險理財模式保障母公司及

其關係企業之危險損失，並能將企業集團之風險成本降到最低。隨著貿易自由化、

解除管制與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專屬保險制度由 1950 年代發展至今，

已經成為國際企業集團所普遍採用之風險管理機制，運作於全球專屬保險註冊地。

隨著經濟發展，企業也逐漸擴大經營之規模，當前我國大型企業集團已邁入全球

國際化經營，然而，其主要風險管理模式仍停留在比價、招標、採購的模式向國

內商業保險公司購買傳統保險，為解決傳統商業保險市場日益嚴苛的保險條件與

承保容量不足的窘境，本文建議採取專屬保險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ART）發展經驗，將可協助國內企業集團尋求以非傳

統保險方式來處理傳統的可保危險（insurable risk），應為可行的風險管理對策，

以契合時代之脈動。以金融保險業之國際發展而言，一國之競爭力在於面對全球

化競爭及永續發展之優勢能力。我國金融保險法制發展，攸關台灣金融保險產業

的國際競爭力。職是，推動專屬保險產業發展，應是台灣跨國企業與國際保險市

場接軌之重要課題。然而，目前國內保險法制對於專屬保險制度仍付之闕如，似

有必要建構相關專屬保險法制，以協助產業進行整合風險管理之需求，開拓金融

保險產業之新興市場領域。換言之，若台灣能推動專屬保險產業發展，成為專屬

保險註冊地之一，除可提供境內之企業集團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更可以提供境外

之亞洲或國際企業集團來台投資；同時，亦能助於促進我國提供自由、開放、有

效率之保險及交易環境，提昇我國保險市場之國際競爭力，進而推動台灣成為區

域性金融中心，擴大金融保險業發展空間，吸引亞太地區商務人士來臺投資，達

成我國成為亞太理財中心（Asia Pacific Financial Service Centre）之金融政策目標。 

本文係採取分析比較法、問題提出法及實務會議參與法等為主要研究方法，

逐步探討、釐清環繞於本研究之相關議題，以整理、建構相應之法制與理論。在

研究範圍之界定上，由於專屬保險制度所牽涉之議題眾多且複雜，遂將研究範圍

限定於專屬保險法律架構、立法規範及監理法制等之重要議題。然為使本研究更

形周延，論文架構安排上，於第一章為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與範圍，第二

章專屬保險制度沿革之探討，說明專屬保險制度之發展背景，企業集團採用專屬

保險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其彰顯之經濟功能，進而闡述在國際專屬保險註冊

地之實務發展現況、及國際企業選擇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評估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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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專屬保險法律概念與制度架構之探討，界定專屬保險之法律概念，分

析專屬保險制度基本型態、運作模式及其法律關係，藉此能有效釐清專屬保險的

法制架構，進而檢視其制度發展上所面臨之相關問題。 

第四章則透過學理上「規範競爭」（regulatory competition）之論證，分別

探討美國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與境外金融中心專屬保險註冊地的立法規範，分析

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發展趨勢之辨證，據此為我國發展成為專屬保險

註冊地提供寶貴經驗，從中分析我國值得借鑑參酌之處。 

第五章建構專屬保險監理規範之探討，係以保險監理之理論基礎，即「公共

利益說」、「私人利益說」、及「政治力量說」之主要論點，以此作為研究主軸，

進行專屬保險監理之辯證。同時，參考 IAIS 於 2008 年所發布「專屬保險公司法

規監理之指導報告」，探討對於專屬保險所應適用保險核心原則的監理規範建議，

包括：核發許可執照標準、人員之適任性規範、保險費率監理、企業風險管理要

求、資本適足性規範、財務報告公開揭露、投資限制等，實為確立專屬保險業監

理之最低共同標準。IAIS 準則強調監理官應有效監督專屬保險業，防止監理規

範差異所致註冊地監理套利（domicile arbitrage）之弊端，且不宜無限制地解除

監理規範管制，以維持公平競爭，確保金融市場體系之健全發展。再者，透過外

國立法例之考察，分析國際上重要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監理立法體例，透過比較法

制度之借鏡，歸納整理監理法制規範。本文研究結果指出，百慕達保險法係採取

「多層級執照制」（multi-class licensing system）之保險公司組織型態，依風險基

礎適用不同程度之資本適足性規範，對專屬保險業採取低度監理原則，此亦獲得

歐盟保險及年金監理機關（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EIOPA）肯認，原則上 Solvency II 指令之資本適足性規範僅適用一般商業保險業

（Class 4, 3B, 3A）而不及於專屬保險業（Class 1, 2, 3）。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險

公司法，係依據美國境內專屬保險業之特別屬性（如依美國 1986 年責任風險自

留法設立之風險自留集團，或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制定特別法以適用

於美國境內法域。新加坡之立法體例，除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適用保險法外，

就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透過部分豁免適用保險法，另行訂定專屬保險管理規

則加以規範，並適用低度監理。依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規定，納閩專屬保險業

務，限制承保對象（被保險人），必須以納閩專屬保險公司之關係企業風險為限，

且除非經監理官授權許可外，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之保險或再保險業務，並在專

屬保險業的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規範方面，降低監理標準。誠然，透過外國

比較法制度之借鏡，值得作為我國未來建構適當立法模式之參考。 

第六章我國建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嘗試透過分析 IAIS 最低監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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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規範，及參酌外國立法例之借鏡，提出相關建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本

文建議考量專屬保險業亦屬於保險業組織型態之一，其管理規範與直接保險業仍

有共通之處，為避免疊床架屋，宜參考新加坡保險法之立法體例，增訂保險法第

137 條之 2 規定，在第 1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定義，就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

直接適用保險法規定，並明文排除保險法第五章中顯然不宜適用於專屬保險業之

規範。同時，基於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在第 2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許可標準

及管理辦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另定「專屬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對專屬

保險業採取低度監理，以期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再者，依國際金融業務之體系

建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ffshore Banking Units, OBU）、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Offshore Security Units, OSU）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ffshore Insurance Unit, 

OIU）三者可統稱為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Unit, OFU），按 2015 年 1

月 22 日我國立法通過並於同年 2 月 4 日公布施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之修正案，

增訂有關「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規定，開放保險業在我國境內設立國際保險業

務分公司，得辦理在我國境外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以外幣收付之人身保險業務、

非屬我國境內不動產之財產保險業務、再保險業務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

相關業務，旨在擴大保險市場規模及國際化，可望完整落實我國境外金融中心之

版圖，有助臺灣建立亞太理財中心，實值肯定。然而，為完整建構我國境外保險

法制，本文乃以新加坡及納閩境外保險法制作為參考借鏡，檢視我國現行國際保

險業務分公司的法律規範，並具體提出未來修法建議方向，希冀在 OIU 制度架

構之下，順利推展我國專屬保險制度。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乃綜合前述六章之論述，提出本文研究成果之總結，作

為專屬保險法制建構之基礎。同時，提出建構我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本

文建議考量專屬保險業為保險業型態之一，其管理規範與直接保險業仍有共通之

處，為避免疊床架屋，宜參考新加坡保險法之立法體例，增訂保險法第 137 條之

2 規定，在第 1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定義，就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直接適用

保險法規定，並明文排除保險法第五章中顯然不宜適用於專屬保險業之規範。然

而，基於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在第 2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

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另定「專屬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對專屬保險業採

取低度監理，以期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最後，基於完整建構我國境外保險法制

之理念，具體提出我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出未來修法建議方向，期能成為立法

者及主管機關之參考。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V 

 

關鍵詞：專屬保險、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規範競爭、保險監理、保險核心原則、

資本適足性規範、境外保險中心、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境外金融中心、

亞太理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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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專屬保險於企業風險管理之重要性 

所謂專屬保險公司（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係由非保險業之企業集團，

為承保該企業集團本身之風險，所投資設立之保險組織，目的在於強化企業集團

全球化的風險管理整合，建立有效損害防阻機制，以風險理財模式保障母公司及

其關係企業之危險損失，並能將企業集團之風險成本降到最低1。隨著貿易自由

化、解除管制與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專屬保險制度由 1950 年代發展至

今，已經成為國際企業集團所普遍採用之風險管理機制2，在全球專屬保險註冊

地區，皆已建構完整的專屬保險立法、監理、稅務及會計制度。依據商業保險期

刊（Business Insurance）的統計調查，截至 2013 年全球的專屬保險公司數量合

計達到 6,342 家，分別設立在全球 64 個專屬保險的註冊地區3。該調查顯示，近

年來大型國際企業集團持續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

以提昇企業集團整體風險管理程度，進行有效的風險理財策略。 

隨著經濟發展，企業也逐漸擴大經營之規模，當前我國大型企業集團已邁入

全球國際化經營，然而，其主要風險管理模式仍停留在比價、招標、採購的模式

向國內商業保險公司購買傳統保險，是否能採取其他風險管理策略？由於國內商

業保險公司的承保容量有限，且對國際(再)保險市場的費率及承保條件無法全盤

掌控，當面臨國際(再)保險市場費率急劇上漲或再保條件緊縮時，能否依合理成

本獲得適當保障？是以，為解決傳統商業保險市場日益嚴苛的保險條件與承保容

量不足的窘境，借鏡參酌專屬保險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ART）發展經驗，將可協助國內企業集團尋求以非傳統保險方式來處理

傳統的可保危險（insurable risk），應為可行的風險管理對策，以契合時代之脈動。

                                                      
1
 就企業集團之組織結構而言，形式上各個關係企業成員雖分別具有獨立法律人格，但因在資本、

人事、業務或財務等方面具有緊密關聯或上下隸屬之關係，而形成企業集團型態之結合關係。整

體企業集團之經營實際上係由控制公司所統一指揮，從經營策略之擬定、營運活動之執行及財務

報表之編製等層面觀察，在相當程度上可視為同一經濟實體，職是之故，專屬保險公司即實質上

負責企業集團整體風險管理之整合規劃，並能因應企業集團之未來發展，而特設相關配套之風險

管理計畫。 
2
 See EMMETT J. VAUGHAN & THERESE VAUGHAN, FUNDAMENT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69 (10th 

ed. 2007). 
3
 See Business Insurance Survey, Rankings of Captive Domiciles & Captive Managers, Business 

Insurance 19, 2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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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者，我國大型企業集團目前業已採取專屬保險之替代性風險移轉工具者，

已不乏實例可循4。因此，推動我國企業運用專屬保險制度，將能提升企業本身

的風險管理機制，進而增進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應為當前重要課題。 

二、專屬保險註冊地立法規範之發展趨勢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TO）之設立目的，

在於推動國際貿易之「自由化」（liberalization）。在 WTO 之架構下，簽訂服務

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rade on Service，以下簡稱 GATS）5，旨在

透過多邊性妥協，持續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促進所有貿易夥伴共享經濟發展之

利益。由於保險屬於 GATS 所規範金融服務項目之一6，GATS 之基本原則自然

適用於保險業7。由於國際金融市場自由化的發展，貿易障礙的排除，各國金融

監理政策逐漸採取解除管制（deregulation）之自由化政策，使金融市場走向全球

化的情形，引發各個國家或法域（jurisdictions）透過提供較佳之法規與制度，以

吸引國際企業投資，論者稱之為國際性法域之「規範競爭」（regulatory competition）

8。貿易障礙的減少以及金融市場、交通、電子通訊的自由化，增加各國家或法

域間之生產要素的流動，此種「移動性」的增強亦導因於外移成本（exit cost）

                                                      
4
 台灣之企業集團業已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且實際營運者，具體實例包括：長榮集團所設立之

Evergreen Insurance Co Ltd.（註冊地：Bermuda）；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設立之 ECP VITA PTE 

Ltd.（註冊地：Singapore）；陽明海運集團所設立之Sunbright Insurance Pte Ltd（註冊地：Singapore）。

資料來源：A.M. Best Credit Ratings (Report Date: 2014.2.11)；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財務年

報；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財務年報。 
5
 WTO 架構下之金融服務貿易法律規範，除 GATS 本文之原則性規定外，關於「金融服務附件」

（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金融服務第二附件」（Second 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以

及「關於金融服務承諾之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Commitments in Financial Service）等，均

為烏拉圭回合談判完成之重要法律文件。有關於金融服務貿易之規範及相關談判資料，參見 WTO

官方網站 Financial Services 之整理介紹：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finance_e.htm

（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6
 為期明確 GATS 所規範之服務項目，GATT 秘書處參考 1991 年聯合國重要產物暫行分類標準

（UN Provisional 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 1991）之分類內容，於 1991 年提出概括式服務項

目分類表（Services Sectoral Classification List, MTN.GNS/W/120），例示十一項大類服務，為求

周延並將「其他服務」列為第十二項大類服務，亦即（1）商業服務；（2）電訊服務；（3）營

建服務；（4）配銷服務；（5）教育服務；（6）環境服務；（7）金融服務；（8）健康及社會

服務；（9）觀光及旅遊服務；（10）娛樂、文化及運動服務；（11）運輸服務；（12）其他服

務，參見張新平，WTO 服務貿易總協定適用範圍及相關定義之探討，政大法學評論，第 113 期，

頁 329，2010 年 2 月。 
7
 關於國際保險服務貿易自由化之基本原則，對於保險業之適用，參見林建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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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02-003 號，頁 2-5，

2002 年 11 月。 
8
 參見王文宇，公司法論，頁 65-67，2008 年 9 月，4 版。類似見解，蔡昌憲，法域競爭之運作

內涵－從公司設立登記地競爭到美國沙賓法引發之跨國上市競爭，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75 期，

頁 132-138，201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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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導致國際性法域之規範競爭，此亦適用於解釋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的

立法趨勢。 

從比較法角度之觀察，可由供給及需求兩方面切入：就供給面而言，在全球

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規範競爭下，保險監理規範對於國際企業經營所增加交易成本

的差異性，即代表該註冊地在國際上競爭力，若要成功吸引國際投資的資金移入，

須維持法律制度創新與管制自由化，無效率或過度不當管制之註冊地，則失去競

爭力受國際市場淘汰。就需求面而言，國際企業進行跨國佈局評估設立專屬保險

公司時，須先進行「可行性評估」（feasibility study）9，即透過風險財務模型

（financial modeling）與法規成本分析，評估各註冊地法規範制度是否符合企業

需求而作出選擇。國際企業對於監理法規環境的選擇，乃處於動態發展模式，蓋

企業既在瞬息萬變之商業環境中營運，其對管制措施之需求亦會隨時改變。國際

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的發展趨勢，可稱之為「專屬保險註冊地競爭」

（captive domiciles competition）。鑑於我國保險法制對於專屬保險議題迄今仍是

付之闕如，如何參酌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立法趨勢，以整理、建構相應之法制

與理論，應值得深入探討研究。 

三、建構我國境外保險法制之必要性 

近年來我國為提供自由、開放、有效率之金融市場10及交易環境，以提升台

灣金融產業競爭力，乃積極推動台灣成立區域金融服務中心。為加強國際金融活

動，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訂有國際金

融業務條例11，特許銀行及證券商在中華民國境內，分別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Offshore Banking Units，簡稱 OBU）及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ffshore Security 

Units，簡稱 OSU），以藉由放寬金融管制，配合租稅優惠政策，吸引國際資金參

與我國境外金融及證券業務。爰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為政府當前重要政策，

                                                      
9
 國際企業進行可行性評估分析之範圍，主要包括：(1)評估集團母公司策略目標與風險容忍度。

(2)收集、運用與分析損失資料及風險暴露情況。(3)製作一份詳細的可行性及實施計畫書，內容

包括：專屬保險公司設立的法律組織型態；適當的風險自留標準；設立的專屬保險公司的保險計

畫結構；專屬保險註冊地選擇（domicile selection），選擇出最適合的營業登記地點；財務分析

預測；保險營業成本/獲益分析。 
10

 在金融體系中，由資金之供給者與資金之需求者，利用金融商品作為工具所建構起來的資金

融通場所，稱為金融市場(financial market)。參見謝劍平，當代金融市場，頁 4，2007 年 5 月。 
11

 按 2015 年 1 月 22 日修正公布之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1 條規定：「為加強國際金融活動，建立

區域性金融中心，特許銀行、證券商及保險業在中華民國境內，分別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

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制定本條例。」。關於我國國際金融業務之發展沿革，

詳細說明，參見林建智、蔡信華，建構境外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法制芻議，保險專刊，第 30 卷，

第 1 期，頁 3-11，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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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已於 2013 年 8 月 16 日核定「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推動計畫」，納入

「虛擬區域」之概念，適合金融業不受特定區域限制之特性。金管會就金融業務

及商品之開放，業已擬具「金融業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之規劃方案」函報行政院。

詳言之，金管會係以「虛擬概念、法規鬆綁、全區開放、人財兩留」為原則，透

過業務分級與差異化管理方式，依交易對象不同，規劃開放各項金融業務與商品，

希能藉由金融法規鬆綁，促進金融業務之發展。12
 

依國際金融業務之體系建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國際證券業務分

公司（OSU）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ffshore Insurance Unit，簡稱 OIU）三者

可統稱為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Unit，簡稱 OFU）13。基於金融市場

服務之完整性，國際金融業務應涵蓋銀行、證券、保險之範疇，三者均為金融體

系之一環，彼此相輔相成，不可或缺。我國已於去(2014)年開放證券商設立國際

證券業務分公司，同時今(2015)年亦將開放保險公司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配合原有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後，我國境外金融中心版圖可望邁向完整建構，我

國應如何在 OIU 制度架構之下推展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包括專屬保險、巨災

債券、保險連結型證券等多元化境外金融保險商品業務，並能吸引外國保險業（如

英國 Lloyd’s
14、船東互保協會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Clubs

15）於我國設立 OIU

營運據點，提供再保險或境外保險服務，促使台灣成為實質境外金融中心與區域

                                                      
12

 參見金管會，新聞稿（10/22/2013）：自由經濟示範區－金融後續開放事項，參見金管會官方

網頁 available at http://www.fsc.gov.tw/ch/home（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13

 依國際金融業務之體系建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及國際保險

業務分公司(OIU)三者，可統稱為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Unit，簡稱 OFU），以擴大我國

國際金融、證券及保險業務之規模，對於我國經濟發展，就業機會擴大，及培育並吸引國際金融專

業人才等方面，均有助益。 
14

 英國 Lloyd’s 積極發展亞洲地區之運輸保險業務，業於 2004 年分別在新加坡、香港及上海設

立 Lloyd’s Asia Syndicates，以跨境（Cross-Border）之運輸保險業務為主要經營項目。See Oliver 

Futterknecht et al., Navigat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arine and Airline Insurance, 4 Swiss Re 

Sigma 1, 4 (2013). 
15

 船東互保協會（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Club, P&I Club）乃自 1855 年 5 月第一家英國不列顛

協會（Britannia Club）成立，發展至今已有將近 160 年的歷史，單一協會下所有會員所發生之任

何承保責任均應由所有會員比例分攤之，為互助保險之基本特質。目前國際集團 P&I Clubs 係由

全球主要的 13 家船東互保協會所共同組成，涵蓋全世界國際商船總噸位 90%以上，成員包括：

American Steamship Owners Mutual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Association Inc、Assuranceforeningen 

Skuld、Gard P&I (Bermuda) Ltd.、The Britannia Steam Ship Insurance Association Limited、The Japan 

Ship Owners' Mutual Protection & Indemnity Association、The London Steam-Ship Owners' Mutual 

Insurance Association Limited、The North of England Protecting & Indemnity Association Limited, 

The Shipowners' Mutual Protection & Indemnity Association (Luxembourg)、The Standard Club Ltd, 

The Steamship Mutual Underwriting Association (Bermuda) Limited, The Swedish Club、United 

Kingdom Mutual Steam Ship Assurance Association (Bermuda) Limited、The West of England Ship 

Owners Mutual Insurance Association (Luxembourg)，近年來，由於亞洲航運業發展快速，船東互

保協會皆於新加坡或香港設立分支機構，以經營船東責任險之海上保險業務。 

http://www.american-club.com/
http://www.skuld.com/
http://www.skuld.com/
http://www.gard.no/
http://www.britanniapandi.com/
http://www.piclub.or.jp/
http://www.piclub.or.jp/
http://www.lsso.com/
http://www.lsso.com/
http://www.nepia.com/
http://www.shipownersclub.com/
http://www.standard-club.com/
http://www.steamshipmutual.com/
http://www.swedishclub.com/
http://www.ukpandi.com/
http://www.ukpandi.com/
http://www.westpandi.com/
http://www.westpand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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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融中心，此似應為我國保險監理政策的重要課題。再者，傳統上對於禁止保

險業經營境外保險業務或過度監理限制，不僅造成保險機構之經營缺乏效率，也

無法滿足企業集團客戶對於一站購足（one-stop-shopping）金融保險服務之需求，

致使國際競爭上處於不利地位，為因應國際金融市場之全球化趨勢，我國應重新

針對現行之管制措施進行檢討。 

綜上所述，若台灣能成為專屬保險註冊地之一，除提供境內之企業集團設立

專屬保險業，更可以提供境外之亞洲或國際企業集團來台投資；同時，亦能助於

我國保險及再保險業之發展，增進我國保險市場之國際競爭力，進而推動台灣成

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因此，建構我國境外保險法制，推動我國專屬保險產業發展，

增加金融保險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此應為我國金融保險監理

政策的當務之急16。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探討專屬保險之法律概念及規範內涵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

以下簡稱 IAIS）為研擬對專屬保險之共同監理準則，在 2006 年「專屬保險公司

法規監理之議題報告」17對於專屬保險之定義如下：「專屬保險，係指由單一母

公司或數個工業、商業、或金融公司所設立之保險公司或再保公司，而非由一保

險公司或再保集團所設立。專屬保險的設立目的，乃為其所屬之母公司風險提供

保險或再保險的保障，僅有少部分的風險曝露係為第三人提供保險或再保險的保

障。」18
 

實務上，依所有權組織架構（ownership structures）為類型化標準，專屬保

險業之主要基本型態可區分為：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single parent captive/ pure 

captive）19、團體型專屬保險（association/group captive）20、租賃型專屬保險

                                                      
16

 參見蔡信華、林建智，論金融危機與歐盟保險監理之改革─兼論我國保險監理之改進芻議，風

險管理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頁 104-105，2013 年 6 月。 
17

 IAIS, Issues Paper on th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2006), 
available at http://iaisweb.org/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18

 原文如下：“captive” shall mean an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entity created and owned by one or 

several industrial, commercial or financial entities, other than an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group entity,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provide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cover for risks of the entity or entities to 

which it belongs, and only a small part, if any, of its risk exposure is related to providing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to other parties. 
19

 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又稱純粹專屬保險公司（pure captive），係指由單一母公司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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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a-captive, RAC）21及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protected cell captive, PCC）

22。依專屬保險運作架構（operating structures）為類型化標準，則其基本運作模

式可區分為：直接保險模式、再保險模式及綜合保險模式。本文將針對專屬保險

公司的基本型態及其法律關係，作一梗概論述分析，以釐清專屬保險的基本型態

與法制架構。同時，就相關法律問題進行探討，分別對於承保「不可保風險」之

適法性、風險移轉與再保險契約之管控、及專屬保險公司與母公司之利益衝突議

題，予以分析、評估、論證與釋疑，以確認專屬保險之基本概念及法制架構內涵。 

二、釐清專屬保險監理之法制規範 

隨著貿易自由化、解除管制與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本文由供給及需

求兩方面切入，從比較法角度之觀察，針對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立法趨勢，提出「規

範競爭」之論證，分別探討美國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與境外金融中心專屬保險註

冊地的立法規範，分析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的發展趨勢。國際專屬保

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的發展趨勢，其結果將導致提升效益（moving toward 

efficient），亦或造成競相沉淪（race to the bottom）？學者對此看法並不一致，而

兩者對於規範競爭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卻會形成兩極化的效果。支持者認為，規

範競爭乃一良性競爭，並將促使各國家或法域之規範更加優良而向上提升23，而

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設立，目的在於吸引國際企業投資，促進當地經濟收益，增加

                                                                                                                                                        
資設立的專屬保險公司，且以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為限，而不涉及承接第三人業務。

單一母公司型態的專屬保險公司，受到全球企業集團的普遍認同，依據最新的專屬保險統計調查，

在2013年全球的專屬保險公司中約有 66%為單一母公司型態，其重要性不可言喻。See Marsh Inc., 

The Evolution of Captives- 50 Years Later, Captive Benchmarking Report 1, 5 (2014). 
20

 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又稱協會專屬保險公司（association captive），係指由特定性質相同的

複數團體或行業協會（trade association）所投資設立的專屬保險公司，且以主要承保該特定團體

或行業協會內之會員組織、其關係企業風險的本身風險，惟於監理官許可限制範圍內，可部分兼

營其他第三人業務20，實務上常見者，包括：能源專屬保險（energy captive）、航空專屬保險（airline 

captive）、船東專屬保險（shipowner captive）、醫療責任專屬保險（medical malpractice captive）

等。See ERIK BANKS,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THROUGH 

INSURANCE, REINSURANC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47, 95-96 (2004). 
21

 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之概念，源自 1990 年代由專屬保險市場參與者（如：再保險公司或國際

保險經紀人公司）所出資設立與管理之專屬保險公司。透過類似於團體型專屬保險的架構，以「出

租」（for hire）方式，提供給一般企業進行專屬保險的業務服務，包括設立資本額、核保、理賠、

投資等事項，皆由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自行負責管控。See CHRISTOPHER L. CULP, STRUCTURED 

FINANCE AND INSURANCE: THE ART OF MANAGING CAPITAL AND RISK 533-534 (2006). 
22

 本文此處所謂「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係於美國各州境內專屬保險” Protected Cell Captive, 

PCC”類型之中文侈譯，在不同專屬保險註冊地對於該用語各有不同，如 Bermuda 稱之”Segregate 

Accounts Company, SAC”、Jersey 稱之”Incorporated Cell Captive, ICC”、 Cayman 稱之”Segregated 

Portfolio Company, SPC”，皆指本文此處所探討之「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 
23

 See Anna Manasco Dionne & Jonathan R. Macey, Offshore Financed Onshore Market: Racing to 

the Bottom, or Moving Toward Efficient? in 1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AND REGULATORY 

COMPETITION 8, 28-29 (Andrew P. Morriss e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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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之就業機會，及鞏固當地保險市場發展規模24，進而淘汰不合時宜或缺

乏效率的管制規範，促使適合產業發展之規範繼續存在。反對者則認為，此規範

競爭乃屬惡性競爭，對於境外金融中心相繼立法，推動發展專屬保險產業，不同

境外專屬保險註冊地對於監理制度之差異，可能造成保險市場之不公平競爭，或

監理原則不一致導致監理套利（regulatory arbitrage），更可能提供國際企業集團

利用低密度的法規範獲得競爭優勢，從而造成不公平競爭或不當之「註冊地監理

套利」（domicile arbitrage）25。對於各境外金融中心透過解除監理管制獲得競爭

優勢，進而爭取國際企業投資，故論者批評此一惡性規範競爭將會造成競相沉淪，

頗值深慮26。 

是以，如何於追求金融保險業務自由化之同時，相對地採取適當之監理防弊

措施，自屬當前之重要課題。按保險監理法規範，旨在維持保險業之健全、效率

與公平競爭，並有助於金融體系穩定，進而保障保單持有人與投資人權益。整合

以觀，本文將依保險監理之理論基礎作為研究主軸，探討專屬保險監理之法制規

範。一方面，參考 IAIS 於 2008 年所發布「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理之指導報告」

27，探討 IAIS 對於專屬保險所應適用的保險核心原則（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ICPs）的監理建議；另一方面，從外國立法例之考察，分析國際上重要專屬保險

註冊地之監理立法體例（如百慕達保險法、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新加

坡保險法、馬來西亞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透過比較法制度之借鏡，以能釐

清專屬保險監理議題，歸納整理監理法制規範，並作為我國未來建構適當立法模

式之參考。 

三、提供我國專屬保險制度建構之立法建議 

金融市場的建構與交易秩序的穩定，係一國經濟發展之重要前提，金融法制

的重要性不可言喻。蓋金融法制係規範一國金融活動的法律依據，作為維護金融

市場體系的基本規範，理論上，金融法制應與市場實務發展相互對應，相輔相成。

本文嘗試分析 IAIS 的最低監理標準規範，及參酌外國立法例之借鏡，提出相關

                                                      
24

 See JAY D. ADKISSON, ADKISSON’S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AN INTRODUCTION TO 

CAPTIVES, CLOSELY-HELD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RISK RETENTION GROUPS 75 (2006). 
25

 本文此處所謂「註冊地套利」，係指企業集團利用二國專屬保險監理之規範密度差異形成的套

利空間，設計特定的保險業務交易，在國際金融市場間來回套利，藉以獲得不當利益。 
26

 See Andrew P. Morriss, The Role of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in Regulatory Competition, in 5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AND REGULATORY COMPETITION 102, 102-103 (Andrew P. Morriss ed., 

2010). 
27

 IAIS, Guidance Paper on th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Captive Insurers (2008), available at 

http://iaisweb.org/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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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專屬保險監理之立法芻議，期能作為立法者及主管機關作為參考。 

再者，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為我國政府當前重要政策，納入「虛擬區域」

之概念，適合金融業不受特定區域限制之特性，透過虛擬境外金融中心平台，我

國政府規劃開放各項金融業務與商品，希冀能持續推動鬆綁監理法規，擴大國際

金融業發展空間。據此，為擴大保險業者商機、增進我國保險市場國際競爭力、

完整國際金融服務，在推動金融業務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的核心理念下，我

國在 2015年 1月 22日立法通過並於同年 2月 4日公布施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之

修正案，開放保險業在我國境內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擴大金融保

險業發展空間，積極規劃建置亞太理財中心，吸引亞太地區商務人士來臺投資，

以達成我國成為亞太理財中心（Asia Pacific Financial Service Centre）的金融政策目

標。 

基於完整建構我國國際金融業務制度之理念，本文藉由外國境外保險之立法

例及發展模式為參考借鏡，進而提出我國建構境外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法制芻議，

剖析我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法制現況，並提出未來我國法制之修正芻議。

未來，在我國虛擬境外 OIU 制度架構之下推展專屬保險產業，將能吸引外國保

險業及國際間之金融保險專業人才在我國地區從事境外保險業務，相信對於我國

境外金融業務之發展應有實質助益，且得以加速提昇我國區域金融中心之地位，

有助於強化我國保險市場之專業及競爭力，此亦為撰寫本文之主要研究目的。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第一項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取分析比較法、問題提出法及實務會議參與法等之研究方法，以

集思廣益，說明如下： 

一、分析比較法 

蒐集自國內外政府主管機關、金融機構以及官方法律文獻資料，並參酌學者

專書論著及期刊論文論述，以及線上法律資料庫，例如LexisNexis、ProQuest 資

料庫系統，輔以專屬保險制度之外國立法例考察，進行綜合歸納、比較與分析，

運用由外國法取得之智識資源，以回應本土發展為目標。 

二、問題提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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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問題解決為導向及依歸，針對本文各章節所涉及之核心議題（core issues）

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及內容，參酌外國學理與實務運作經驗，提出理論與實務上可

能面臨之法律問題，並嘗試進行法制分析、論證，俾提出客觀結論與監理政策建

議。  

三、實務會議參與法 

參與國內外探討專屬保險制度等主題之座談會或研討會，並實地考察

（field-work）專屬保險註冊地，包括：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納閩聯邦直轄

區（Federal Territory of Labuan），以及實地訪問國際保險市場（如：英國倫敦

Lloyd’s），以掌握吸收政府金融主管機關代表或國際保險實務專家之專業意見。

對於專屬保險研究議題的相關疑義有所釐清，洞見實務運作、掌握國際發展，提

高論證深度及廣度，以期理論與實務相結合而建立一完整學術架構基礎。 

 

第二項 研究範圍 

在研究範圍之界定上，由於專屬保險制度所牽涉之議題眾多且複雜，遂將研

究範圍限定於專屬保險法律架構、立法規範及監理法制等之重要議題。然為使本

研究更形周延，首先將針對專屬保險制度在現代發展過程中之制度沿革與所發揮

之經濟功能進行討論，進而分析闡述在國際專屬保險市場之實務發展。其次，乃

界定專屬保險之法律概念，分析專屬保險制度基本型態、運作模式及其法律關係，

藉此能有效釐清專屬保險的法制架構，並透過分析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

爭的發展趨勢，從中分析我國值得借鑑之處。再者，依保險監理之理論基礎作為

研究主軸，探討專屬保險監理之法制規範：一方面，參考IAIS於2008年所發布「專

屬保險公司法規監理之指導報告」，探究對於專屬保險所應適用保險核心原則的

監理建議；另一方面，從外國立法例之考察，分析國際上重要專屬保險註冊地之

監理立法體例，歸納整理監理法制規範，並作為我國未來建構適當立法模式之參

考。最後，則綜合各章論述，透過分析IAIS的最低監理標準規範，及參酌外國立

法例之借鏡，嘗試提出相關建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並在我國虛擬境外

OIU制度架構之下，推展我國專屬保險制度，期能作為立法者及主管機關參考。 

至於國外文獻亦曾討論專屬保險制度所涉及之租稅判斷標準或者是會計處

理原則議題，前者主要屬於租稅政策的領域，後者則牽涉國際會計準則的討論，

囿於篇幅限制也為聚焦於專屬保險法制規範及保險監理之研究命題探討，將不擬

納入本文討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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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架構共分為六章，以下分述之。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架構。 

第二章為專屬保險制度沿革之探討。說明專屬保險制度之發展背景，企業集

團採用專屬保險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其彰顯之經濟功能有三：達成全球化風

險管理、降低可保風險總成本、改善現金流量。同時，輔以專屬保險產業之實務

分析，闡述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之實務發展，以及企業選擇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評

估判斷標準。 

第三章為專屬保險法律概念與制度架構之探討。界定專屬保險之法律概念，

分析專屬保險制度基本型態、運作模式及其法律關係，藉此能有效釐清專屬保險

的法制架構，進而檢視其制度發展上所面臨之相關法律問題。 

第四章為專屬保險國際立法趨勢之探討。透過學理上「規範競爭」之論證，

分別探討美國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與境外金融中心專屬保險註冊地的立法規範，

分析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發展趨勢之辨證，據此為我國發展成為專屬

保險註冊地提供寶貴經驗，從中分析我國值得借鑑參酌之處。 

第五章為建構專屬保險監理規範之探討。因應貿易自由化、解除管制與金融

市場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監理官必須相對地採取適當之監理防弊措施。首先，以

保險監理之理論基礎，即「公共利益說」、「私人利益說」、及「政治力量說」之

主要論點，以此作為研究主軸，進行專屬保險監理之辯證。其次，探討專屬保險

監理之法制規範：一方面，參考 IAIS 於 2008 年所發布「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理

之指導報告」，探討對於專屬保險所應適用保險核心原則的監理建議；另一方面，

從外國立法例之考察，分析國際上重要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監理立法體例（如百慕

達保險法、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新加坡保險法、馬來西亞納閩金融服

務及證券法），透過比較法制度之借鏡，歸納整理監理法制規範，並作為我國未

來建構適當立法模式之參考。 

第六章則為我國建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嘗試依據 IAIS 最低監理標

準規範，及參酌外國立法例之借鏡，提出相關建構我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

同時，基於完整建構我國國際金融業務制度之理念，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制度

架構之下，推展我國專屬保險產業，透過剖析我國境外保險法制現況，提出未來

我國法制之修正芻議，期能作為立法者及主管機關作為參考。 

第七章為結論與建議。綜合前述六章之論述，提出本文研究成果之總結，作

為專屬保險法制建構之基礎，並據此提出建構我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期

能成為立法者及主管機關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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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文研究架構圖示如下： 

圖 1 本研究架構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緒論 

專屬保險之制度沿革 

專屬保險之法律概念與制度架構 

專屬保險監理之規範建構 

   IAIS 監理標準規範 

  2006 年專屬保險之議題報告 

  2008 年專屬保險之指導報告 

  2011 年保險核心原則 

    外國立法例之探討 

    百慕達保險法 

    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 

    新加坡保險法 

    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 

 

建構我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 

境內：專屬保險業法 

低度監理 

境外：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OIU) 

境外原則自由 

結論與建議 

專屬保險之國際立法趨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 

 

第二章 專屬保險之制度沿革 

第一節 專屬保險之發展背景 

第一項 專屬保險之起源 

現代意義之專屬保險公司概念，源自1950年代由美國保險損害防阻工程師

Fred Reiss所創，當時約有上百家專屬保險公司，主要成立於百慕達（Bermuda）。

28所謂「專屬保險」（captive）的名詞是由Fred Reiss所命名，其於1962年在百慕

達成立一家管理公司（即International Risk Management Ltd., IRM），運用當地的

銀行、會計及法律專業資源，逐漸說服企業客戶在百慕達設立專屬保險公司。29

由於商業保險市場所能提供的保險容量有限，企業被保險人30遂採用專屬保險之

風險理財方式，自行承保企業本身風險，並能達到降低企業保險成本之目的。31
 

在1970年代中期保險市場保費高漲加上承保範圍的嚴格限制，為因應企業對

於產品責任保險需求，美國於1981年制定產品責任風險自留法（Product Liability 

Risk Retention Act of 1981），後續並擴大修訂為1986年聯邦責任風險自留法

（Federal Liability Risk Retention Act of 1986），依聯邦法授權許可企業得自行組

成保險組織（risk retention groups, RRGs & risk purchasing groups, RPGs）32，藉

以承保自己的責任風險，其後，在1985年又遭逢保險容量驟降之緊縮市場（hard 

market）影響，因此造就1970與1980年代發展專屬保險公司的高成長期33。同時，

專屬保險之承保業務逐步擴及財產損失與營業中斷險（PDBI）、運輸保險（MAT）

34等範圍，爾後，該制度歷經全球各新興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發展，逐漸普及於世，

此乃專屬保險之起源。 

 

 

                                                      
28

 邱展發，專屬保險公司及其發展，風險與保險雜誌，第 11 期，頁 32，2006 年 10 月。 
29

 See Dennis J. Higginbott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rmuda Reinsurance Market, 9(2) Journal 

of Reinsurance 1, 3-4 (2002). 
30

 本文所稱之被保險人，係包含我國保險法所稱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有關要保人與被保險人

之問題，參見林勳發，保險契約效力論，頁 8-26，1996 年 3 月。 
31

 See CATHERINE R. DUFFY, HELD CAPTIVE: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IN BERMUDA 

38 (2004). 
32

 See Gary Osborne, The Evolution of Risk Retention Groups, 12(4) Journal of Reinsurance 21, 21-23 

(2005). 
33

 See Elizabeth R. Costle & Kathleen A. Schauer, The Captive Alternative—A Regulatory Perspective, 

19(2) Journal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304, 305-307 (2000). 
34

 在實務上，海上保險（Marine）、航空保險（Aviation）及其他運送保險（Transit）三者可統稱

之運輸保險（MAT），主要保險商品，包括：船體保險、貨物保險、船東責任保險及航空保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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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之基本概念 

學說上，對於「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35之定義，係指綜合運用「保險」與

「資本市場」進行風險暴露移轉，達成特定風險管理目標的商品、途徑或方法。

36因此，所謂「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係結合「保險」與「資本市場」之特性而

生之新興風險管理模式，目的在於以非傳統保險方式來管理傳統的可保風險，其

概念可以圖示如下： 

 

圖 2 「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之圖示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文參酌瑞士再保險公司的研究報告分析37，ART 的風險管理工具，可區分

為自己保險、專屬保險、風險自留集團、共保聯營組織、資本市場等五大類型。

再者，ART 的風險理財商品可區分為限額再保險、或有資本、多年度/多險種商

品、新資產風險方式、天氣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證券化/保險連結型證券等38，

隨著 ART 金融風險理財方式的創新精進，各種 ART 商品在經濟功能上的差異性

日趨模糊，在現今金融保險市場實務運作已經不易區別 ART 各別商品的功能屬

性差異。而此等 ART 的風險理財方式不在於取代傳統（再）保險，而係輔助或

彌補傳統（再）保險的承保容量不足，故稱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對於 ART

                                                      
35

 ART 剛推行時被稱為「新興風險移轉方法」，時至今日已非”新興”移轉方式，故本文以「替代

性風險移轉方法」稱之。 
36

 其原文如下：” ART is a product, channel or solution that transfers risk exposures between the 

insurance and capital markets to achieve stated risk management goals.” See BANKS, supra note 20, at 

49. 
37 See Thomas Holzheu et al., The Picture of ART, 1 Sigma 3, 16 (2003). 
38

 學說上亦有將 ART 金融商品種類區分為保險衍生性金融商品（insurance derivatives）、保險證

券化金融商品（insurance securitization; insurance-linked securitization）、流動及或有資本金融商品

（liquidity and contingent capital facilities）及財務再保險（financial reinsurance; finite reinsurance）

等四大類，詳細說明，參見卓俊雄，人壽保險證券化發行架構與監理機制，頁 20-28，200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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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疇，可以類型化整理如下圖示： 

 

圖 3 「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之類型 

 

 

 

 

 

 

 

 

 

 

 

 

 

資料來源：Holzheu, Thomas et al., The Picture of ART, 1 Sigma 3, 16 (2003)，並

經作者整理。 

 

ART商品的主要特性，至少包括下列項目之一39：(1)客製化（customer-tailored）

的風險移轉安排；(2)能夠提供多年度基礎（multiyear basis）的風險保障；(3)能

夠適用多險種（multiple lines）的風險保障；(4)依據多重觸發原因啟動風險保障

（triggered by multiple factors），而不是依單一事故40。由於 ART 具多樣性，適

用何種法律規範及監理機制，需視其個別 ART 之類型或交易而分別決定之。41事

實上，ART 乃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反映出商業保險與資本市場整合進程之發展

與變遷，足以深化及廣化企業風險管理程度與範圍，在學理與實務上，皆為值得

                                                      
39

 See Robert P. Hartwig & Claire Wilkinson, An Overview of the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Market, in 

20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925, 925-926 (J. David Cummins & Bertrand Venard 

eds., 2007). 
40

 觸發條件（triggers）：係指給付保險理賠金之觸發條件，主要有以下類型，並可同時混合設計，

包括賠償觸發（indemnity triggers），依實際理賠數；指數觸發（industry index triggers），依市場

理賠指數；參數觸發（parametric triggers），由承保事件之觸發要素，例如地震級數或颶風風級

等；模型觸發（modeled triggers），由模型計算出估計的理賠金等。 
41

 林昭志，替代性風險移轉之法律與監理議題之探討－以財務再保險與巨災債券為討論重心，

高大法學論叢，第 7 卷，第 1 期，2011 年 9 月，頁 163。 

風險管理工具： 

- 自己保險 (Self Insurance) 

- 專屬保險 (Captives) 

- 風險自留集團 (Risk retention groups) 

- 共保聯營組織 (Pools) 

- 資本市場 (Capital markets) 

風險理財商品： 

- 限額再保險 (Finite Risk reinsurance) 

- 或有資本 (Contingent Capital) 

- 多年度/多險種商品 (Multi-year/Multi-line products ) 

- 新資產風險方式 (New asset risk solutions) 

- 天氣衍生性金融商品 (Weather derivatives) 

- 風險證券化/保險連結型證券 (Securitization/ILS)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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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注之新興領域。值得注意者，專屬保險的風險管理機制由 1950 年代發展

至今，已經成為最成熟的 ART 機制。然而，ART 發展具有高度之複雜性，不僅

在商品上之日新月異，且在功能上之精益求精，在監理機制上具有興利除弊的高

度需求。 

第二節 專屬保險之經濟功能 

專屬保險公司乃以企業集團子公司型態，選擇在一專屬保險註冊地，由非保

險業之企業集團母公司出資設立，其成立的目的在於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

風險，而將其有效率的自留或移轉。專屬保險公司必須融入企業風險管理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42的功能，提昇集團整體風險認知程度，而

進行有效之風險理財策略。由於經濟與法律環境的改變，企業經營風險不斷增加，

為因應傳統商業保險市場日益嚴苛的保險條件，企業集團往往採用專屬保險之替

代性風險移轉方法，以降低對商業保險市場的依賴。以保險學之角度觀察，對於

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之經濟功能，可歸納出以下項目： 

第一項 達成全球化風險管理 

隨著全球國際貿易障礙（trade barrier）逐漸降低，促使大型跨國企業運用專

屬保險公司承保其境內與境外關係企業或各子公司風險，並進行全球化的整合風

險管理。強化企業風險管理以確保企業經營獲利及效益，建立損害防阻機制以有

效降低理賠成本及損失控制，此應為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最重要之經濟功能43，詳

述如下： 

 

                                                      
42

 依據美國 COSO 委員會（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之主要工作，乃提倡及發布與內部控制有關之架構及相關指導原則。COSO 委員會於 2004 年所

發布「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 Integrated Framework）之研究

報告，將內部控制架構列為四大目標（策略目標、營運目標、財務報告及法規遵循）及八大構成

要素（內部環境、目標設定、事件辨認、風險評估、風險因應、控制活動、資訊與溝通、監督），

協助企業建構完整的風險管理工具。COSO 委員會對於企業風險管理之定義如下：企業風險管理

係一遍及企業各層面之過程，該過程受企業的董事會、管理階層或其他人士而影響，用以制定策

略、辨認可能影響企業之潛在事項、管理企業之風險，使其不超出該企業的風險胃納，以合理擔

保其目標的達成。(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s a process, effected by an entity's board of directors, 

management and other personnel, applied in strategy setting and across the enterprise, design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events that may affect the entity, and manage risk to be within its risk appetite, to 

provide reasonable assurance regarding the achievement of entity objectives.)參見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COSO),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 

Integrated Framework (2004), http://www.coso.org/documents/COSO_ERM_ExecutiveSummary.pdf

（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43

 See IAIS, supra note 27,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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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國風險管理計畫整合 

大型跨國企業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以有效整合企業集團境內與境外關係企業

或各子公司的風險管理與保險事務，創造規模經濟效益。專屬保險公司能夠提供

更完整承保範圍（broader coverage）或客製化保險單（tailored insurance or 

coverage），以符合跨國性企業集團之實際全球化需求44。因應各種新形態風險

日益增加，傳統商業保險市場無法提供足夠保障，或所要求的保險費率過高時，

可以由專屬保險公司提供母公司較有彈性的承保範圍，或承保不可保風險

（uninsurable risk）45。 

二、提供適當風險理財機制 

因應傳統商業保險公司日益嚴苛的保險條件，企業集團可採用專屬保險公司

之融資工具（funding vehicle）46，以降低對商業保險市場的依賴，若企業採自己

保險基金（self-insurance fund），則無此項經濟功能。關於企業集團之風險承受

能力（risk tolerance），主要參考財務指標，包括：（1）每股盈餘（earnings per 

share, EPS）、（2）業主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 ROE）、以及（3）資產報酬

率（return on assets, ROA）。由於企業集團內各子公司的風險承受能力並不相同，

專屬保險公司可依據各子公司風險承受程度，審慎規劃並採取適當之風險自留模

式，提供企業集團適當風險理財（risk financing）機制。 

第二項 降低可保風險總成本 

降低企業集團之「可保風險總成本」（Total Cost of Insurable Risks, TCOIR）

47，亦為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之主要目的，具體適用於以下情形： 

                                                      
44

 See JOHN R. PARKINSON, CAPTIVE & CAPTIVE MANAGEMENT – FOR PRACTITIONERS AND OWNERS 25, 

31-32 (2002). 就企業集團之組織結構而言，形式上各個關係企業成員雖分別具有獨立法律人格，

但因在資本、人事、業務或財務等方面具有緊密關聯或上下隸屬之關係，而形成企業集團型態之

結合關係。整體企業集團之經營實際上係由控制公司所統一指揮，從經營策略之擬定、營運活動

之執行及財務報表之編製等層面觀察，在相當程度上可視為同一經濟實體，職是之故，專屬保險

公司即實質上負責企業集團整體風險管理之整合規劃，並能因應企業集團之未來發展，而特設相

關配套之風險管理計畫。 
45

 所謂「可保風險」，係指可以為商業保險經營對象之風險，必須符合下列要件：需有大量的

同質暴露單位、危險所致損失必須是可以衡量、危險所致損失必須是意外且非故意、損失的機會

必須是可以計算、損失必須不可以是巨災的、保險費必須是經濟上可行的。相對於此，所謂「不

可保風險」（uninsurable risk），係指不能由商業性保險來承保的風險，參見許永明，保險學，

頁 23-24，2006 年 11 月。 
46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29, 33. 
47

 為使讀者容易理解，茲以計算公式說明如下：可保風險總成本=保險費（market premiums）+

自留損失（retained losses）+管理費用（management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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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接軌國際再保險市場 

一般商業保險公司所收取的保險費，其構成內容包括兩部分：一為純保險費

（pure premium），係指承擔風險（即給付保險金）之成本，乃根據損失機率與

損失額度計算得之，作為將來保險事故發生時之保險金給付。另一為附加保險費

（loading），係指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所額外附帶發生之費用，包括：招攬佣金、

管銷費用、人事薪資、預期核保利潤收入等，依保險費之一定百分比計算48。企

業集團設立專屬保險公司後，即可直接進入再保險市場，以合理的保費成本直接

安排再保險，並能節省附加保險費之負擔49。在實施費率規章的保險市場，更能

夠避免當地國商業保險公司之制式保險費率及條件，由專屬保險公司直接安排國

際再保險以降低保險成本，並獲取再保佣金收入。若專屬保險公司之註冊地亦為

全球或區域之再保險市場中心，則更有助於直接向再保險公司洽商再保險契約。 

二、降低保險市場循環影響 

企業集團採用一般傳統保險安排模式，經常承受保險市場循環效應（market 

cycle effects）造成費率不穩定性與不可預測性的負面影響50。每當國際上遭逢巨

災事故發生（如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美國紐約世貿中心恐怖攻擊事件、2011 年 3

月 11 日之日本東北大地震海嘯巨災等），企業集團的續保費率必定因不良損失

紀錄與保險容量驟降之緊縮市場（hard market）而大幅漲價。透過專屬保險公司

安排保險，則可透過風險自留模式，降低受到保險市場循環而漲價之不利影響，

若考量專屬保險公司的盈餘收入，則更能穩定企業集團長期的可保風險總成本。 

第三項 改善現金流量 

一、改善保險理賠管理效益 

設立專屬保險公司可使用自行擬訂之保險契約條款，避免使用較有利於商業

保險人之定型化契約條款，並可依照企業集團內各子公司之不同保險需求，安排

                                                      
48

 保險費係保險人所承擔危險之對價，即要保人所應繳付之總費，保險費率係每一危險單位之

費用，二者之關係以計算公式表達為：保險金額×保險費率＝保險費。保險費率之結構，主要包

括：純保險費率及附加保險費率兩部分。前者，純保險費率之結構，若以計算公式表達：損失頻

率×損失幅度。後者，附加保險費率之結構：依保險費之一定百分比計算，若以計算公式表達：

總保險費=純保費/（1 -附加費用率）。依據論者分析，一般商業保險公司之附加保險費率約為

20%，若企業集團採取專屬保險公司模式，則可以降低此部份之商業保險成本。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10.  
49

 See ADKISSON, supra note 24, at 7-8. 
50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2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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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保險單，或整合簡化企業集團之條款內容與保單數量。當保險事故發生，

專屬保險公司得管控理賠進度，確保儘速給付保險金，縮短取得賠款時間，填補

母公司或集團內子公司之損失，以迅速恢復營運，紓解資金周轉壓力，改善現金

流量（cash-flow）。特別是若企業集團之成員企業間具有業務上或財務上之緊密

關聯時，一旦企業集團之某一成員企業發生重大保險事故時，則勢必波及其他成

員企業，甚至引發整體企業集團之財務危機。其次，對於企業集團責任保險之賠

償責任事故發生時，專屬保險公司一方面可監督理賠處理費用成本支出，另一方

面能考量母公司利益選任專業律師進行抗辯義務及訴訟程序51，維護企業集團之

整體利益。 

二、投資收益 

專屬保險公司對於母公司及關係企業所收取的保險費收入，及其承擔理賠責

任所提列的「未決賠款準備金」（outstanding losses reserve）與「未報賠款準備金」

（Incurred But Not Reported, IBNR），加上每年會計年度決算後的保留盈餘，得

依法為資金運用投資，使企業集團能發揮統籌管理資金綜效，產生業外投資收益，

以回饋母公司。 

三、租稅優惠效益52
 

一般國際企業集團基於租稅優惠考量，選擇在租稅天堂（tax haven）53註冊

設立境外專屬保險公司，經由此一途徑，進行國際經濟活動，由於該海外公司所

                                                      
51

 See ADKISSON, supra note 24, at 5-6. 關於責任保險人之抗辯義務，責任保險對於被保險人的

主要功能是能夠確保被保險人之心境安寧，而非僅為保障被保險人對抗為賠付第三人損害賠償責

任而支出之金錢損失(out of pocket loss)。在當代意義下之責任保險，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除有如

一般財產保險有補償被保險人因法律責任所致之責任損失外，保險人並應積極地協助被保險人在

第三人之賠償請求中為抗辯、和解，以求訟爭或衝突能和平落幕，保障被保險人在第三人的請求

中免責並達到保障被保險人心境安寧之目的。參見林建智、李志峰，論責任保險人之抗辯義務－

以美國發展為重心，東吳法律學報，第 23 卷，第 2 期，頁 120，2011 年 10 月。 
52

 稅捐規範實為影響金融市場健全發展的重要一環，蓋稅捐負擔將直接影響企業經營所需之成

本費用，而任何一個理性的企業對其所從事之經濟活動，也必然追求減少成本費用以獲取最大營

利。惟本文焦點在於專屬保險監理法制之探討，稅捐理論及其相關課題因未涉及嗣後保險監理之

保險業法論述範圍，亦限於篇幅所不許，故本文不擬詳述，以避免失焦。 
53

 所謂「租稅天堂」，係指對企業法人的營利所得，課以極低稅捐負擔或完全免除稅捐的國家或

地區。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之專案報告，對於租稅天堂之判斷標準，為下列四項主要因素，包括：（1）對於相關所得課以零

稅率或僅課以名目稅負（No or nominal tax on the relevant income）；（2）欠缺有效的資訊交換

（Lack of effectiv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3）缺乏透明性（Lack of transparency）；及（4）無

實質的營業或經濟活動（No substantial activities）。See OECD, Countering Offshore Tax Evasion: 

Some Questions and Answers 1, 11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tax/ 

exchange-of-tax-information/42469606.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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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只要保留未分配予本國的母公司，即不被母公司的國家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因此即可能避免或減輕稅捐負擔54。質言之，母公司在租稅天堂設立專屬保險子

公司，此一子公司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相關保險，母公司再對子公司支付

保險費，並可作為費用扣除，同時，子公司所收取之保險費，通常在母公司之所

在地國家，並不被就源扣繳所得稅55。 

再者，企業集團也可以運用在租稅天堂之公司資金進行投資，任何因專屬保

險註冊地之租稅減免優惠，所直接或間接產生的商業利益，皆可助益企業集團降

低交易成本、改善現金流量，發揮集團財務規劃綜效。值得注意者，有論者認為

56，企業集團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係考量風險管理等商業經濟功能，惟租稅優惠僅

具短期效益，更不應以稅捐規避（tax avoidance）57，作為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之

理由。 

第三節 實務發展與現況分析 

因應傳統商業保險市場日益嚴苛的保險條件，企業集團採用專屬保險之替代

性風險移轉方法，以降低對商業保險市場的依賴。專屬保險制度的建立目的，主

要在於企業集團得透過設立專屬保險公司進行風險管理計畫（risk management 

programme），專屬保險機制之自留額設定、再保險安排計劃、以及風險理財模

式，共同構成專屬保險風險管理體系的核心內涵，專屬保險公司乃促進企業風險

管理發展不可或缺之要角。 

第一項 專屬保險之產業實務發展 

事實上，專屬保險由 1950 年代發展至今，已經成為國際企業集團所普遍採

用之風險管理機制，在全球專屬保險註冊地區，皆已建構完整的專屬保險立法、

監理、稅務、會計制度。依據最近商業保險期刊（Business Insurance）的統計調

查，截至 2013 年全球的專屬保險公司數量合計達到 6,342 家，分別設立在全球

64 個專屬保險的註冊地區58。依該文獻統計調查顯示，近年來大型國際企業集團

                                                      
54

 陳清秀，租稅天堂之稅制對策，台灣法學雜誌，第 151 期，頁 27，2010 年 5 月。 
55

 同前註，頁 28-29。 
56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269-270. 
57

 稅捐規避在稅法上並無明文規定加以定義，論者認為乃是利用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對於私

法上法形式之選擇可能性，從私經濟交易之正常觀點來看，欠缺合理之理由，而選擇通常所不使

用之法形式，於結果上實現所意圖之經濟目的或經濟成果，但因不具備對應於通常使用之法形式

之課稅要件，因此減輕或排除稅捐負擔。參見陳清秀，稅法總論，頁 213-214，2012 年 9 月，7

版。 
58

 See Business Insurance Survey, Rankings of Captive Domiciles & Captive Managers, 48(6) 

Business Insurance 19, 2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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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成立專屬保險公司來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而有效提昇集團整體

的風險管理程度，進行有效的風險理財策略，全球專屬保險公司由 1990 年的

2,685 家增加到 2013 年的 6,342 家，呈現逐年成長之發展趨勢，如下圖所示。 

 

圖 4 全球專屬保險公司數量統計圖（1990-2013 年） 

 

資料來源：Business Insurance Survey, Rankings of Captive Domiciles & Captive 

Managers, 48(6) Business Insurance 19, 24 (2014). 

 

第二項 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現況分析 

依據 2014 年商業保險期刊對於 6,342 家專屬保險公司所在註冊地的統計調

查，參照以下全球前 30 大專屬保險註冊地統計表（如表一），百慕達（Bermuda）

仍是全球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最多之註冊地區，美國佛蒙特州（Vermont）為最大

的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而新加坡（Singapore）位居亞洲金融中心，則是亞洲地

區設立最多專屬保險公司之註冊地。 

相較於美歐地區，專屬保險業在亞洲之發展時間仍屬短暫。除新加坡外，目

前僅有馬來西亞納閩（Labuan）、香港（Hong Kong）為專屬保險註冊地，仍有

廣大市場成長空間。再者，我國大型企業集團皆已邁入全球化跨境經營，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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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專屬保險之風險理財策略者，已不乏其例可循59。因此，推動我國專屬保險

產業發展，增加金融保險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應為當前重要

課題。若台灣能成為專屬保險註冊地之一，除提供境內之企業集團設立專屬保險

公司，更可以提供境外之亞洲或國際企業集團來台投資；同時，亦能助於我國保

險及再保險業之發展，增進我國保險市場之國際競爭力，進而推動台灣成為區域

性金融中心。 

 

表 1 全球前 30 大專屬保險註冊地統計表（2012-2013 年） 

單位：專屬保險公司家數 

註冊地(Domicile) 2013 2012  註冊地(Domicile) 2013 2012 

1 Bermuda 831 856  16 South Carolina 145 149 

2 Cayman Islands 759 741  17 Dublin/Ireland  142 141 

3 Vermont 588 586  18 Kentucky 128 139 

4 Guernsey 344 333  19 Isle of Man 125 125 

5 Utah 342 287  20 Arizona 106 101 

6 Delaware 298 150  21 Puerto Rico 106 29 

7 Anguilla 291 291  22 Turks and Caicos 88 83 

8 Nevis 276 203  23 Bahamas 81 51 

9 Barbados 264 261  24 Singapore 62 62 

10 Luxembourg 225 238  25 New York 48 50 

11 Hawaii 184 179  26 Sweden 48 49 

12 District of Columbia 172 170  27 Labuan 40 41 

13 Montana 150 114  28 Missouri 35 28 

14 Nevada 148 127  29 Switzerland 34 35 

15 BVI 147 157  30 British Columbia 32 31 

資料來源：Business Insurance Survey, Rankings of Captive Domiciles & Captive 

Managers, 48(6) Business Insurance 19, 24 (2014)，並經本研究整理。 

 

                                                      
59

 台灣之企業集團業已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且實際營運者，具體實例包括：長榮集團所設立之

Evergreen Insurance Co Ltd.（註冊地：Bermuda）；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所設立之 ECP VITA PTE 

Ltd.（註冊地：Singapore）；陽明海運集團所設立之Sunbright Insurance Pte Ltd（註冊地：Singapore）。

資料來源：A.M. Best Credit Ratings (Report Date: 2014.2.11)；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財務年

報；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財務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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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企業選擇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評估標準 

 國際企業評估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時，實務上均需要實行可行性評估分析，由

於金融保險規範創新，使得各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日益蓬勃發展。國際企業對於

專屬保險註冊地的選擇（domicile selection），乃處於動態決策模式評估跨國佈

局，審慎研析各註冊地的金融保險環境是否符合企業需求而作出選擇。本文以下

將分析國際企業選擇專屬保險註冊地之主要評估判斷標準，說明如下： 

一、監理規範之法律環境 

監理法律環境（regulatory environment）應是考量的首要條件。專屬保險註

冊地必須具備良好的公司法與保險法制，適合國際企業於當地建立專屬保險制度

與後續管理執行。百慕達、美國佛蒙特州、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根息島

（Guernsey）等皆為典型代表，對於專屬保險制度設有明確且有效率的立法。專

屬保險監理法規應具有穩定性及可信賴型，不宜過度寬鬆或過於繁複，而難以適

用。其次，國際企業應評估當地的法令遵循成本，納入在整體交易成本一併估算，

不可忽略。 

二、金融保險專業之基礎設施 

專屬保險制度無法自外於金融體系，而是必須運作於完善的金融保險基礎設

施。所謂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係指專屬保險註冊地的政治經濟環境穩

定性、交易貨幣及匯率、外匯管制程度、專屬保險業之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

即管理公司、律師、銀行、會計師等）、地理交通環境等。60質言之，國際企業

選擇設立專屬保險公司的地點，除考量金融保險基礎條件外，若為境外註冊地，

則應注意交通地理位置之便利性（good accessibility），及網路電信通訊體系（good 

communication），以俾於專屬保險註冊地召開董事會與經營管理會議，避免徒

增董事會召開的旅行費用與浪費時間成本。再者，設立專屬保險公司的經濟功能，

在於直接進入再保市場以降低保費成本，若專屬保險公司註冊地選擇在全球或區

域再保險市場中心（如百慕達、根息島、新加坡、香港），由於當地保險環境發

展成熟，則更有助於直接向再保險公司洽商再保險契約61。 

                                                      
60

 See Randall L Hahn & William Bailey,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More viable than ever?, 29(5) 

Corporate Taxation 12, 14 (2002); see also, Robert M. Horkovich & Phillip England, How to Choose a 

Domicile, 56(6) Risk Management 60, 60 (2009). 
61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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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稅優惠之考量 

租稅優惠考量（tax consequences）亦為一般國際企業選擇設立專屬保險公司

的評估標準。62實務上，多數國際企業仍然選擇在租稅天堂設立境外專屬保險公

司，則經由此一途徑，進行國際經濟活動，由於該海外公司所得，只要保留未分

配予本國的母公司，即不被母公司的國家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因此即可能避免

或減輕稅捐負擔。再者，企業集團也將評估在專屬保險公司註冊地之資金投資限

制63，任何因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租稅減免優惠，所直接或間接產生的商業利益，

皆可助益企業集團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現金流量，發揮集團財務規劃綜效。 

 

第四節 小結 

現代意義之專屬保險公司概念，源自 1950 年代由美國保險損害防阻工程師

Fred Reiss 所創，發展至今，專屬保險已經成為國際企業集團所普遍採用之風險

管理機制。近年來，大型國際企業集團持續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承保母公司及其

關係企業之風險，以提昇企業集團整體風險管理程度，進行有效的風險理財策

略。 

企業集團持續採用專屬保險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其所彰顯之經濟功能有

三：一、達成全球化風險管理，運用專屬保險以有效整合企業集團跨境之風險管

理規劃，並提供適當風險理財機制；二、降低可保風險總成本，透過專屬保險直

接進入再保險市場，以合理的保費成本直接安排再保險，節省附加保險費之負擔，

且能降低保險市場循環影響；三、改善現金流量，由專屬保險公司管控理賠進度，

確保儘速給付保險金，舒解企業集團之資金周轉壓力，善用租稅減免優惠，發揮

集團財務規劃綜效。 

國際企業選擇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評估判斷標準，主要有三：一、監理規範之

法律環境，專屬保險註冊地須具備良好的公司法與保險法制，適合國際企業於當

地建立專屬保險制度與後續管理執行。二、金融保險專業之基礎設施，專屬保險

註冊地的政治經濟環境穩定性、交易貨幣及匯率、專屬保險服務提供者（即管理

公司、律師、銀行、會計師等）、地理交通環境等。三、租稅優惠考量，多數國

際企業仍然選擇在租稅天堂設立境外專屬保險公司，任何因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租

                                                      
62

 See Hahn & Bailey, supra note 60, at 14. 
63

 See Paul Wöhrmann & Christoph Bürer, Captives, in 9 ALTERNATIVE RISKS STRATEGIES 181, 191 

(Morton Lane ed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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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減免優惠，所直接或間接產生的商業利益，皆可助益企業集團降低交易成本、

改善現金流量，發揮集團財務規劃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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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專屬保險之法律概念與制度架構 

按國際保險實務，因專屬保險之類型複雜，且具高度國際性，故在不同註冊

地設有不同之公司組織型態，若單憑字面文義解釋，極易使人誤解。為求聚焦於

專屬保險法制架構監理課題之論述，首須釐清專屬保險之法律意義，因此，本文

將提出見解並說明其內涵，確認本文所探討專屬保險的法律概念，以利後續制度

基本型態、運作模式及其法律關係，及專屬保險制度發展上所面臨相關問題之研

討。 

第一節 專屬保險之界定 

第一項 法律定義 

現代意義之專屬保險公司概念，有認為源自 1950 年代，由美國保險損害防

阻工程師 Fred Reiss所創，惟目前為止尚無統一之定義64。依據 IAIS之議題報告、

2009 年歐盟 Solvency II 指令65、美國紐約州保險法以及保險學者之見解，關於專

屬保險之定義，摘要說明如下： 

一、IAIS 之定義 

IAIS 為研擬對專屬保險之共同監理準則，在 2006 年「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

理之議題報告」66對於專屬保險之定義如下：「專屬保險，係指由單一母公司或

數個工業、商業、或金融公司所設立之保險公司或再保公司，而非由一保險公司

或再保集團所設立。專屬保險的設立目的，乃為其所屬之母公司風險提供保險或

再保險的保障，僅有少部分的風險曝露係為第三人提供保險或再保險的保障。」

67
 

二、歐盟 Solvency II 指令之定義 

                                                      
64

 關於專屬保險（captive）之發展背景及制度沿革，See Costle & Schauer, supra note 32, at 305-309; 

see also PAUL A. BAWCUTT,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ESTABLISHMEN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1-3 (2nd ed. 1987). 
65

 Directive 2009/13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November 2009 on the 

taking-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Solvency II), OJ L335/1, 

17.12.2009. 
66

 IAIS, Issues Paper on th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2006), 

available at http://iaisweb.org/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67

 原文如下：“captive” shall mean an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entity created and owned by one or 

several industrial, commercial or financial entities, other than an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group entity,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provide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cover for risks of the entity or entities to 

which it belongs, and only a small part, if any, of its risk exposure is related to providing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to other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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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議會與理事會於2009年頒布歐盟Solvency II指令，該保險指令第13條第

2項對專屬保險公司之定義，規定如下：「專屬保險組織（captive insurance 

undertaking），係指非由保險或再保險公司、或非由本指令第212條第(1)項第(c)

款所稱保險集團的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所投資設立之保險組織，其設立目的

乃專為其所屬之母公司或專為其關係企業風險，提供保險保障。」68，同條第5

項對「專屬再保險公司」（captive reinsurance undertaking），亦設有相同之定義

69。 

三、美國紐約州保險法之定義70
 

依據美國紐約州保險法第 70 條規定71，專屬保險公司係指依本法設立並領

有執照之純粹專屬保險公司或集團專屬保險公司，且其專屬保險業務受本法所限

定，僅能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或集團本身風險。 

四、新加坡保險法之定義 

依據新加坡保險法第 1A 條之定義72，專屬保險業僅限於單一母公司型專屬

保險公司，且應以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為限，而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

業務。 

                                                      
68

 2009/138/EC, OJ L335/6, Art. 13(2)，原文如下：”captive insurance undertaking” means an 

insurance undertaking, owned either by a financial undertaking other than an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undertaking or a group of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undertakings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212(1)(c) 

or by a non-financial undertaking,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provide insurance cover exclusively for 

the risks of the undertaking or undertakings to which it belongs or of an undertaking or undertakings of 

the group of which it is a member.。 
69

 Id. Art. 13(5)，原文如下：”captive reinsurance undertaking” means a reinsurance undertaking, 

owned either by a financial undertaking other than an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undertaking or a group 

of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undertakings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212(1)(c) or by a non-financial 

undertaking,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provide reinsurance cover exclusively for the risks of the 

undertaking or undertakings to which it belongs or of an undertaking or undertakings of the group of 

which it is a member.。 
70

 美國紐約州保險法對於專屬再保險公司之監理規範，係規定於該法第 70條，其主要規範內容，

包括以下：定義條款（§7002. Definitions）、核發執照（§7002. License）、法定資本額及清償能力

（§7004. Required capital and surplus）、組織型態及設立程序（§7005. Organization and corporate 

procedure）、財務年報（§7006. Annual report）、監理檢查（§7007. Examinations）、終止及撤銷執

照（§7008. Suspension or revocation of license）、投資（§7009. Investments）、再保險（§7010. 

Reinsurance）等。該州之保險監理機構為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部（State of New York,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關於專屬再保險公司之相關監理規範，請參該機構之官方網站：

http://www.dfs.ny.gov/insurance/captive/captive.htm（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71

 See New York Insurance Law, Article 70, Section 7002 (c):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means 

any pur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or any group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licensed to do a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72

 See the Section 1A of the Insurance Act (Cap. 142): “captive insurer” means an insurer whose 

license is restricted to the carrying on of insurance business which consists principally of risks of its 

related corp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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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說之見解 

保險法學者有謂：專屬保險者，係指非保險業之大規模企業組織或企業集團，

為承保母公司（parent company）之各項保險業務而投資設立之附屬保險機構。

企業透過足夠數量之同類危險單位，憑本身經驗可相當正確地預估可能承擔之損

失。專屬保險之設立係經濟單位有計畫之危險自留（risk retention），合理、有計

畫之風險自留方案，可有效控制風險、分散風險73。另有學者認為，專屬保險公

司實質上也是一家保險公司，專屬保險公司主要的業務來源是由母公司所提供，

其經營管理也是由母公司所監督，換言之，母公司是專屬保險公司的股東、董事

和被保險人，母公司還實際參與專屬保險公司的核保、理賠與資金運用等決策，

但母公司通常不直接參與管理74。 

 

第二項 本文見解 

綜上所述，對於專屬保險之定義，無法一概而論，仍有待觀察國際專屬保險

註冊地之實務慣例發展，並援用 IAIS 所代表之國際保險監理共同標準予以補充

之。為明確專屬保險之法律定義，本文以為所謂「專屬保險業」，至少應包括以

下要件： 

1.須非由保險公司或再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所投資設立之保險組織； 

2.專屬保險公司之組織型態須由「制定法」加以明確規範，並經主管機關依

法許可領得營業執照後，方得營業； 

3.專屬保險之業務範圍，應僅限制於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本身風險，

而不涉及提供第三人保險或再保險保障。 

據此，專屬保險乃無涉於消費者保護或經營第三人保險業務，監理官得考量

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規模及複雜度，採取低度監理。相對於此，由保險或再

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所設立之專屬保險組織，以及業務範圍涉及經營第三人保險

或再保險業務者，則應適用一般商業保險公司的監理標準。關於專屬保險如何因

應適用公司組織法與保險契約法，說明如下。 

 

 

                                                      
73

 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頁 5-6，2011 年 7 月，2 版。 
74

 邱展發，前註 27，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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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公司組織法之適用 

就公司組織法而言，專屬保險公司的董事會係由母公司所選任之法人代表所

組成，實際參與專屬保險公司之各項經營決策，如核准保險費率訂價、訂立核保

準則及投資準則、同意重大理賠案等。因此，母公司之法律地位，會同時構成專

屬保險公司之股東和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之法律地位，則為母公司及其關係

企業之保險人，承接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為善意真實之保險人之保險人

（bona fide insurer）75。 

 

第二款 保險契約法之適用 

就保險契約法而言，企業母公司（要保人）與專屬保險公司（保險人）間訂

立保險契約，藉此契約達成轉嫁風險目的。專屬保險公司於保險契約成立時具有

保險費請求權，在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依其承保之責任，負保險補償義務，此

乃保險契約上權利義務關係之內容，本屬保險契約法之範疇，理應適用保險契約

法之一般法律原則，包括：誠信原則、對價平衡原則、損失填補原則（principle of 

indemnity），說明如下：  

一、誠信原則 

誠信原則源自契約法之基本概念，依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規定：「行使權利，

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此乃為私法上之基本原則，對於保險條款解

釋與契約履行，尤應注意誠信原則之適用。76任何法律行為無不以誠信為基礎，

民法第 219 條亦規定行使債權，履行債務，應依誠實及信用之方法。由於保險契

約具有射倖性，特別強調誠實信用或善意之本質。77申言之，保險契約是典型的

「射倖契約」（Aleatory contract）78，保險費的交付和保險金的給付之間的對價

                                                      
75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192. 
76

 按誠信原則於普通法體系及大陸法系均有適用，詳細說明，參見羅俊瑋，論消費者被保險人

之告知說明義務—以英國新訂法制為中心，消費者保護研究，第 17 輯，頁 3-4，2011 年 12 月。 
77

 林勳發、梁宇賢、劉興善、柯澤東合著，商事法精論，頁 540-541，2009 年 3 月。 
78

 按保險契約為有償契約，於有償契約中依民法中上之概念可區分為「實定契約」及「射倖契

約」。前者於契約成立時，當事人應為之給付及給付之範圍均已確定，一般之有償契約屬之；後

者乃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應為之給付，取決於契約成立後偶然事情之發生者是。保險契約之目的在

於使保險人於特定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發生時，對被保險人履行損失填補或定額給付之義

務（保險法第一條參照），故學者咸認保險契約屬於射倖契約之一種，當無疑問。參見江朝國，

保險法基礎理論，頁 41-43，2009 年 4 月；梁宇賢，保險法新論，頁 37-38，2001 年 9 月；劉宗

榮，新保險法，頁 40，200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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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具有偶然性，取決於保險事故的發生和造成的損失。因此，保險契約要求當

事人必須遵守誠信原則，此一原則適用於保險契約成立前、成立後直到契約終止

的整個期間。專屬保險的契約當事人均為具相當專業知識的商人，雙方具備同等

的專業知識所締結的契約，更能理解誠信原則的意涵及其應用在保險契約時所應

遵守及履行的義務。 

二、對價平衡原則 

對價平衡原則為保險法之重要原則。由於保險給付之資金來源乃為個別保險

契約所給付之保險費而來，故為使其所收取之保險費與將來可能給付之保險金相

當，因此個別保險契約訂立時所收取之保險費基於保險人為正確估計危險之發生，

個別被保險人如欲加入危險團體時，所收取之對價應與其危險相當。79在專屬保

險的實務運作上，專屬保險公司簽發保險單之保險費率，應參考商業保險市場的

一般合理費率，收取之保險費對價應與其所承擔之風險相當。 

三、損失填補原則 

損失填補原則（或稱利得禁止原則）乃在防止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

所受領之保險金給付超過被保險人之實際損失。損失填補保險契約在損失填補原

則限制下，就積極面而言，保險之作用係在填補當事人所遭受之實際損失；就消

極面而言，則禁止當事人獲得超過實際損失之填補。80， 

凡保險契約其保障目的以填補被保險人經濟上可得估計之損失（即損失填補

保險），皆有損失填補原則之適用損失填補保險乃以填補被保險人之具體損害為

目的，不僅可因被保險人的財物受損，亦可因其對第三人負有損害賠償責任而發

生，但於定額給付保險則無適用之餘地。81保險法上為避免被保險人獲得大於實

際損害之給付，依損失填補原則所設規定，包括：複保險（保險法第 35 條至第

38 條）、保險代位（保險法第 53 條）及禁止超額保險（保險法第 76 條），因

此，對於專屬保險公司所訂立之損失填補保險契約，如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之醫

療費用保險或喪葬費用保險，均有適用。 

至於保險法上其他各種規定，則須依專屬保險契約當事人在交易上的特性加

以判斷，申言之，從保險契約當事人在交易上的特性來區分，則保險契約可以分

                                                      
79

 汪信君、廖世昌合著，保險法理論與實務，頁 5-6，2006 年 9 月。 
80

 林勳發等合著，前註 77，頁 541。 
81

 汪信君、廖世昌合著，前註 79，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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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消費者保險與商人保險二類，主要區別如下82： 

一、消費者保險 

  所謂消費者保險，係指由要保人、被保險人等之一方為不具備特殊專業知識

與磋商能力或與保險人之經濟地位相當的消費者，所訂立之保險契約。此種保險

契約為典型的附合契約，要保人、被保險人之一方較保險人弱勢，契約之訂立與

履行也容易發生不公平之情事，為追求契約之實質公平並避免契約自由遭到濫用，

有特別以法律保障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必要。我國保險法係以消費者保險為規範

對象者，如：保護被保險人的相對強制規定83及契約解釋原則（保險法第 54 條）、

保險金給付期限及加重遲延利息（保險法第 34 條）、保險人承諾的擬制（保險

法第 56 條）等，即為適例。 

二、商人保險 

相對於消費者保險，商人保險係指其保險契約的當事人均為具相當專業知識

的商人，由於當事人均屬具備相當專業知識的商人，保險契約的訂立與履行較少

發生不公平之情事，因此，較無須由法律介入契約關係予以要保人、被保險人之

特別保護。換言之，商人保險應保有較高程度的契約自由，保險法若強行介入當

事人間的權利義務，反而有侵害契約自由之嫌。 

三、小結 

消費者保險與商人保險的區分實益，在於以保護相對較弱勢的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之保險法上各種規定，對於商人保險未必當然有其適用84。就專屬保險的特

性而言，應屬於商人保險，蓋專屬保險公司必須非由保險公司或再保險公司等金

融機構所投資設立之保險組織，其保險業務範圍，亦僅限制於承保母公司及其關

係企業之本身風險，其契約具有高度的商業性質，顯然無由法律介入契約權利義

務關係之必要，而對於弱勢消費者保護之要求，則非此處所欲探討課題。 

在私法自治的領域，在契約自由原則所容許的範圍內所締結之契約，即契約

                                                      
82

 葉啟洲，前註 73，頁 22-25。 
83

 保險法上絕對強制規定與相對強制規定之區分，若係為維護保險制度之本質所為之規定，性

質上為絕對強制規定，不得由當事人任意加以變更，縱使其變更有利於被保險人亦同。若係為保

護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所為之規定，始有保險法第 54 條第 1 項但書之適用，性質上為相對強制規

定。 
84

 葉啟洲，前註 73，頁 25。類似見解，參見羅俊瑋，論消費者被保險人之告知說明義務—以英

國新訂法制為中心，消費者保護研究，第 17 輯，頁 27-28，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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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過程符合契約成立之程序正義85，約定內容不牴觸法律強制禁止規定，且又

無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立法政策以外之基本價值，基於契約自由原則，當事

人所約定之內容即被法律秩序所承認並賦予法律規範效力，應該為承認契約自由

原則國家所共認之自明之理86。準此以言，專屬保險契約當事人之約定，在契約

自由原則容許的範圍內，構成當事人間權利義務履行之直接依據；在當事人無約

定之情形，是否能適用保險法規範補充契約漏洞，應依個別情形予以判斷，不宜

認定可以逕行適用保險法。尚且專屬保險業之發展迅速，明文之制定法不唯無法

達其進展之速度，甚至可能會阻礙產業發展，因此，使專屬保險契約效力，均依

契約自由原則訂立之保險契約條款，並斟酌交易習慣或商業慣例，較為適當。 

綜上，基於契約自由原則，專屬保險當事人間權利義務關係之適用依據，應

依當事人約定之內容，惟契約當事人未約定時，應探求契約目的，並斟酌交易習

慣或商業慣例予以判斷，商人保險性質乃屬於商事契約，且為雙方商事契約

（business to business, B2B），應平衡個案契約當事人間的利益狀態，探求契約

目的，以此填補契約漏洞，較能符合具體個案的公平性87，故不宜逕行適用保險

法以免發生不當結果。 

 

第二節 專屬保險公司之基本類型 

以設立專屬保險組織的「所有權架構」（ownership structures）作為類型化標

準，專屬保險業之組織型態可區分為以下類型，包括：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

（Single Parent Captive）、團體型專屬保險（Group Captive）、租賃型專屬保險

（Rent-a-captive, RAC）及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Protected Cell Captive, PCC）。

本文擬針對專屬保險公司的基本類型及法律關係，作一梗概之分析說明。 

 

第一項 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 

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又稱純粹專屬保險公司（Pure Captive），係指

由單一母公司所投資設立的專屬保險公司，且以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

                                                      
85

 契約成立之程序正義，指無意思瑕疵及能力欠缺等，影響當事人意思自主等情事。參見陳自

強，契約之成立與生效，頁 207-275，2002 年 3 月。 
86

 陳自強，聯合國商事契約通則在契約法中之地位，臺大法學論叢，第 39 卷，第 4 期，頁 312-313，

2010 年 12 月。 
87

 陳自強，同前註，頁 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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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而不涉及承接第三人業務。88單一母公司型態的專屬保險公司，受到全球

企業集團的普遍認同，依據最新的專屬保險統計調查89，在 2013 年全球的專屬

保險公司中約有 66%為單一母公司型態，其重要性不可言喻。 

由於母公司完全掌握專屬保險公司的單一控制權（sole control）90，故核保、

再保、理賠、投資政策，均受母公司主導控制。申言之，依據母公司的保險需求，

專屬保險公司能夠提供更完整承保範圍（broader coverage）或規劃客製化保險單

（tailor-made policy），以符合跨國性企業集團之實際全球化需求，同時可以決

定再保險的分出方式與額度。當保險事故發生，專屬保險公司得管控理賠進度，

確保儘速給付保險金，縮短取得賠款時間，填補母公司或集團內子公司之損失，

以迅速恢復營運，紓解資金周轉壓力。對於企業集團責任保險之賠償責任事故發

生時，專屬保險公司一方面可監督理賠處理費用成本支出，另一方面能考量母公

司利益選任專業律師進行抗辯義務及訴訟程序91。 

雖然企業集團母公司得直接監督專屬保險公司的營運管理，基於保險專業性

與當地法令遵循事項之要求，新設立的專屬保險公司通常須委任註冊地的專業管

理公司(Captive Management Company)
92辦理日常行政業務，而該專屬保險管理公

司須具備當地國政府所核發之營業執照，並事先報經保險監理官核准始得任用。

因此，當專屬保險公司設立之後，負責公司營運管理的董事會成員，通常會由企

業集團母公司所委任的法人代表組成，再由董事會訂立正式管理合約

(Management Agreement)後，委任當地國的專業管理公司辦理日常行政業務，其

主要義務，包括：保險法令遵循事項、風險自留管控、財務會計作業及現金流量

                                                      
88

 See, e.g., New York Insurance Law, Article 70, Section 7002 (h): “Pur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means any company that: (1) is a subsidiary of an industrial insured which is one hundred percent 

owned by or is a statutory subsidiary of the industrial insured; and (2) is licens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for the primary purpose of providing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covering the risks of its 

parent and affiliated companies. ; see also, Del. Stat. Ann. Tit. 18, Section 6902(25): “Pur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means any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that insures risks of its parent and any of 

such parent's affiliated companies and any controlled unaffiliated business. 
89

 Marsh Inc., The Evolution of Captives 50 Years Later, Captive Benchmarking Report 5 (2014). 
90

 See BANKS, supra note 20, at 94-95. 
91

 See ADKISSON, supra note 24, at 5-6. 關於責任保險人之抗辯義務，責任保險對於被保險人的

主要功能是能夠確保被保險人之心境安寧，而非僅為保障被保險人對抗為賠付第三人損害賠償責

任而支出之金錢損失(out of pocket loss)。在當代意義下之責任保險，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除有如

一般財產保險有補償被保險人因法律責任所致之責任損失外，保險人並應積極地協助被保險人在

第三人之賠償請求中為抗辯、和解，以求訟爭或衝突能和平落幕，保障被保險人在第三人的請求

中免責並達到保障被保險人心境安寧之目的。參見林建智、李志峰，前註 51，頁 120。 
92

 全球前三大的專業專屬保險管理公司(Captive Managers)及其在 2013年所管理之專屬保險公司

家數，分別為：Marsh Captive Solutions (1,249 家)、Aon Captive & Insurance Management (1,073

家)、以及 Willis Global Captive Management (340 家)。資料來源：Business Insurance Survey, Top 10 

Captive Managers, 48(6) Business Insurance 2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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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93。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與相關機構之法律關係，請詳見下圖。 

 

圖 5 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法律關係 

 

 

 

 

 

 

資料來源：BANKS,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95 (2004).，並經作者整理。 

 

第二項 團體型專屬保險 

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又稱協會專屬保險公司（Association Captive），係指

由特定性質相同的複數團體或行業協會（trade association）所投資設立的專屬保

險公司，且以主要承保該特定團體或行業協會內之會員組織、其關係企業風險的

本身風險94，惟於監理官許可限制範圍內，可部分兼營其他第三人業務95，實務

上常見者，包括：能源專屬保險（energy captive）、航空專屬保險（airline captive）、

船東專屬保險（shipowner captive）、醫療責任專屬保險（medical malpractice captive）

等。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主要承保來自性質相同團體或行業協會的同質化風險

（homogeneous risks）96，此種團體或協會間的「共保聯營」（pooling scheme）

制度，由於團體或協會成員所匯入共保池（pool）的保險業務，盈虧風險均等，

此可促使被保險人損失之平均分攤，更可以匯集所有團體或協會成員運用更大的

大數法則使預期損失率更加精確，彼此分散消化同質性風險，提升專屬保險公司

經營之穩健性。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與相關機構之法律關係，請詳見下圖。 

 

 

                                                      
93

 See F. HALE STEWART, U.S.CAPTIVE INSURANCE LAW40-41 (2010). 
94

 See eg., New York Insurance Law, Article 70, Section 7002 (f): “Group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means any domestic insurance company licens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for the primary 

purpose of providing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covering the risks of the industrial insureds that 

comprise the industrial insured group.; see also, Utah Code Ann. Section 31A-37-102(4): “Association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means a business entity that insures risks of: (a) a member organiz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b) an affiliate of a member organiz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and (c) the association. 
95

 See BANKS, supra note 20, at 95-96. 
96

 See ADKISSON, supra note 24, at 31. 

企業集團母公司 

(Parent Company) 

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 

(Single Parent Captive) 

所有權 

保險契約： 

   保險費/保險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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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法律關係 

 

 

 

 

 

 

 

 

 

 

 

 

 

資料來源：BANKS,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96 (2004).，並經作者整理。 

 

 

第三項 租賃型專屬保險 

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之概念97，源自 1990年代由專屬保險市場的參與者（如：

再保險公司或國際保險經紀人公司）所出資設立與管理之專屬保險公司98。透過

類似於團體型專屬保險的架構，以「出租」（for hire）方式，提供給一般企業進

行專屬保險的業務服務99，包括設立資本額、核保、理賠、投資等事項，皆由租

賃型專屬保險公司自行負責管控。因此，中小型規模的企業選擇以「承租」方式

使用專屬保險，不僅能節省設立成本（set-up cost），且無須負擔專屬保險公司的

日常管理業務，此為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的成本效益特性100，故中小型規模企業

可以選擇透過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節省出資設立及營運管理成本。 

                                                      
97

 依據 IAIS 對於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之定義，原文如下：Rental captives: “insurers specifically 

formed to provide captive facilities to unrelated bodies for a fee. They are used by entities that prefer 

not to form their own dedicated captive”。See IAIS, supra note 27, at 4. 
98

 See CULP, supra note 21, at 533-534. 
99

 See BANKS, supra note 20, at 97. 
100

 See Cassandra R. Cole & Kathleen A. McCullough, Captive Domiciles: Trends and Recent 

Changes, 26(4) Journal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61, 64 (2008); See also, Wöhrmann & Bürer, supra 

note 63, at 192. 

公司法人 2 專屬保險公司 

所有權 

保險契約 

公司法人 1 

公司法人 3 

所有權 

保險契約 

所有權 保險契約 

被保險人 1 被保險人 2 被保險人 3 

保險契約 保險費/ 

保險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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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既由再保險公司或國際保險經紀人公司出資設立

與管理，則「承租」之企業被保險人對於專屬保險公司無法享有控制權101。再者，

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在法律形式上乃透過簽署個別「契約及股東協議書」

（contract and shareholders’ agreement）以承接企業的風險102，惟專屬保險公司為

企業所設立的資本帳戶並未明確區隔分離，故個別企業被保險人發生巨災損失造

成個別帳戶之資產不足清償時，理論上可能會影響其他企業被保險人的保險權益，

產生所謂「相互感染」（cross contamination）103的弊端。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與

相關機構之法律關係，請詳見下圖。 

 

圖 7 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法律關係 

 

 

 

 

 

 

 

 

 

 

 

 

 

 

資料來源：BANKS,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98 (2004).，並經作者整理。 

 

 

 

 

                                                      
101

 See ADKISSON, supra note 24, at 33. 
102

 See, e.g., NRS §694C.140: “Rental captive insurer” means a captive insurer formed to enter into 

contractual agreements with policyholders or associations to offer some or all of the benefits of a 

program of captive insurance and that only insures risks of such policyholders or associations. 
103

 See BANKS, supra note 20, at 97. 

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 

(Rent-a-captive) 

出資所有權人 

(RAC owner) 

保險契約： 

保險費/ 

保險金給

付 

契約及股東協議書 

被保險人 A 

被保險人 B 

被保險人 C 

設立資本 

被保險人 D 

被保險人帳戶 A 

被保險人帳戶 B 

被保險人帳戶 C 

被保險人帳戶 D 

再保險契約 

盈餘股利 

前衛公司 

(Fronting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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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 

關於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或稱之為分離帳戶公司（segregated 

account company），在 1997 年首次立法出現於境外專屬保險註冊地的根息島

（Guernsey）104，此一創新立法例亦受到其他專屬保險註冊地之參照立法105，目

前實務運作上，已不乏實例可循106。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本身具備法律人

格（legal personality），其主要係由「核心」（core）及「單位」（cells）二大部分

所組成。專屬保險公司的核心部分，係由財務機構或保險業所成立，負責公司經

營管理運作，維持符合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規範，並應依法定格式編製並申

報財務報告。經監理官事先許可後，在專屬保險公司內可設立不同之單位，各自

擁有獨立帳戶，透過法律規定使每一單位內之資產與其他單位資產隔離107，惟個

別單位並不具備獨立的法律人格。核心的一般資產（general assets）與各單位資

產（cell assets）依法隔離，因此，若個別單位帳戶之資產不足清償時，債權人仍

不得對其他單位帳戶之資產求償。108因此，個別企業所使用的「單位」為受法律

保護的分離帳戶，能有效防止「相互感染」的弊端109，達到分離獨立帳戶間破產

隔離的效果。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與相關機構之法律關係，請詳見下圖。 

 

 

 

 

                                                      
104

 The Protected Cell Companies Ordinance, 1997. This Ordinance has been repealed by Order in 

Council No. VIII of 2008 – Companies (Guernsey) Law, 2008. 
105

 See, e.g., Bermuda Segregated Accounts Companies Act 2000; Labuan PCC, Part VIIIB of Labuan 

Companies Act 1990 (LCA). 
106

 最著名的 PCC 實例，乃國際集團船東互保協會（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P&I Clubs）於 2005

年在百慕達設立之專屬保險公司（Hydra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其「單位」乃由全球主要

的 13 家船東互保協會所組成，各協會之單位具有獨立帳戶，承擔船東互保協會之共保風險

（poolable risks）的共保自留額與超額損失再保險契約。參見國際集團船東互保協會之官方網站：

http://www.igpandi.org/ （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107

 Bermuda Segregated Accounts Companies Act 2000, S. 17(1): Notwithstanding any enactment or 

rule of law to the contrary, any asset which is linked by a segregated accounts company to a segregated 

account— (a) shall be held by the company as a separate fund which is not part of the general account 

exclusive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beneficial owner of the segregated account and any counterparty to a 

transaction linked to that segregated account and in such proportions as may be specified in the 

governing instrument and shall only be available to meet liabilities to the creditors of that segregated 

account; and (b) shall not be available or used to meet liabilities to, and shall be absolutely and for all 

purposes protected from, the general shareholders and from the creditors of the company who are not 

creditors in respect of the particular segregated account identified in the governing instrument. 
108

 See BANKS, supra note 20, at 47, 98. 
109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264. 

http://www.igpand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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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法律關係 

 

 

 

 

 

 

 

 

 

 

 

 

 

資料來源：Wöhrmann & Bürer, Captives, in Alternative Risks Strategies 181, 195 

(2002).，並經作者整理。 

 

值得注意者，因為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具資產隔離之特徵，後來更逐漸被

用於保險連結型證券（insurance-linked securitization, ILS）之發行，主要功能在

於將承保風險分散移轉到資本市場。所謂保險連結型證券，亦稱為保險證券化

（insurance securitization），係指具有風險之一方將風險透過證券（如債券或特

別股）之發行將其風險移轉至他方（投資人）。而投資人最終之投資報酬取決於

特定事件之發生或不發生、特定參考指數之表現、或是保險業務之實際或假設損

失經驗而言。110美國 NAIC 為便利保險業於美國境內發行保險證券籌集資金，於

2002 年公布「保護帳戶型公司模範法」（Protected Cell Company Model Act）111，

以供各州參考之用。鑒於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法律型態之複雜性，國際信

用評等機構「貝氏信用評等公司」（A.M. Best Company）亦針對其藉以判斷信

用風險之客觀標準，進行說明且訂立評估方法112。 

                                                      
110

 關此保險證券化議題，國內討論文獻甚多，茲不贅述，詳細說明，參見卓俊雄，前註 27，頁

125-126。 
111

 See NAIC, Protected Cell Company Model Act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naic.org/ 

store/free/MDL-290.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112

 See Steven M. Chirico and John Andre, Rating Protected Cell Companies, in A.M. BEST’S CAPTIVE 

REVIEW 2014 EDITION, 12, 12-13 (A.M. Best eds., 2014). 

保險契約： 

保險費/保險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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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小結 

以上為專屬保險公司之基本類型與其法律關係所作的分析說明，事實上專屬

保險業之新興類型的推陳出新，可謂不勝枚舉，惟受限於本文篇幅限制，僅能就

實務上最為常見的基本類型（包括：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團體型專屬保險、

租賃型專屬保險及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進行論述。本文對於專屬保險業之法

律概念，係界定於非由保險公司或再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所投資設立之保險組織，

且專屬保險之業務範圍，應僅限制於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本身風險，而不

涉及提供第三人保險或再保險保障。因此，本文以下所探討立法規範與修法建議

所涵攝的專屬保險型態，應限縮在「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以及「團體型

專屬保險公司」之類型。 

 

第三節 專屬保險制度之運作模式 

以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為例，專屬保險制度的「運作模式架構」

（operating structures）作為類型化標準，專屬保險公司之基本運作模式，可區分

為：直接保險模式、再保險模式及綜合保險模式。玆就專屬保險公司的法律關係，

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項 直接保險模式 

從法律觀點而言，保險契約屬民事契約之一種，在不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

規定及公序良俗條款下，專屬保險公司得依契約自由原則，直接與被保險人簽訂

保險契約承保企業或團體的風險。在直接保險模式下，由專屬保險公司自行核發

保險單及提供理賠服務。同時，依據專屬保險公司的自留風險程度，可直接進入

再保險市場，以合理的保費成本直接安排再保險，並能節省附加保險費之負擔113。

在實施費率規章的保險市場，更能夠避免當地國商業保險公司之制式保險費率及

條件，由專屬保險公司直接安排國際再保險以降低保險成本。實務上，歐盟地區

的專屬保險公司，依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TFEU）規定114，享有保險服務的自由流通，可採用直接保險模

                                                      
113

 See ADKISSON, supra note 24, at 7-8. 
114

 Article 57 of TFEU: “Services shall be considered to be ‘services’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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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歐盟的28個會員國境內進行保險業務，此為實踐歐盟單一保險市場之目標，

會員國國民得在歐盟區域內提供跨境服務商品的自由流通115。有關直接保險模式

之運作架構，請詳見下圖。 

 

圖 9 直接保險模式之運作架構 

 

 

 

 

 

 

 

 

 

資料來源：BANKS,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90 (2004).，並經作者整理。 

 

 

第二項 再保險模式 

由國際大型企業集團之組織結構觀察，集團母公司與各個子公司或關係企業

的法定註冊登記所在地，實務上乃分別依據企業集團營運活動之需求，而分布在

不同的國家或法域。基於當地國監理官的法令限制，專屬保險公司若不符合「許

可保險業」（admitted/licensed insurer）規定116時，則必須透過當地國合法登記營

之保險公司（a locally-licensed insurance company），充任「前衛公司」（fronting 

company），此為考量採用專屬再保險模式的主要理由117。有關再保險模式118之

                                                                                                                                                        
Treaties where they are normally provided for remuneration, in so far as they are not governed by th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freedom of movement for goods, capital and persons. ‘Services’ shall in 

particular include: (a) activities of an industrial character; (b) activities of a commercial character; (c) 

activities of craftsmen; (d) activities of the professions.” 
115

 蔡信華、林建智，前註 16，頁 85-88。 
116

 參照我國保險法第 137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並依法為設立登記，繳存

保證金，領得營業執照後，不得開始營業。」。 
117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97. 
118

 實務上，再保險經歷數百年的發展，運作方式推陳出新，就其再保險方式而言，可以類型化

為臨時再保險（Facultative reinsurance）、合約再保險（Treaty reinsurance）及預約再保險（Facultative 

obligatory reinsurance / Open cover）三種方式。若以再保險人的責任分配方式為區分標準，則可

企業集團母公司 

(Parent Company) 

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 

(Single Parent Captive) 

保險費 

保險金給付 

設立資本 

盈餘股利 

保險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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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架構，請詳見下圖。 

 

圖 10 再保險模式之運作架構 

 

 

 

 

 

 

 

 

 

 

資料來源：BANKS,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90 (2004).，並經作者整理。 

 

在再保險模式下，專屬保險公司必須先與前衛保險公司簽訂「前衛協議」

（fronting agreement）119，委任前衛保險公司核發保單，負責理賠處理、損失控

制與其他保險相關服務。為確保專屬保險公司有資力清償理賠之保險金，前衛公

司得請求專屬保險公司提供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作為擔保。專屬保險公司亦

應確認「前衛協議」乃基於長期繼續性契約之基礎關係，畢竟能提供前衛業務服

務（fronting services）的保險公司為數不多，因此，在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時，即

須考慮及規劃「前衛協議」之可行性。120
 

實務上，透過前衛保險公司擔任保險人承保風險時，專屬保險公司的法律地

位係為再保險人，透過再保險方式間接承保母公司或集團內子公司的保險業務。

專屬保險公司通常以簽訂比例再保險契約（proportional reinsurance）121方式承接

                                                                                                                                                        
以分類為比例性再保險（Proportional reinsurance）與非比例性再保險（Non-proportional reinsurance 

/ Excess of loss reinsurance）兩種型態；比例再保險是以保險金額為基礎來確定原保險人自留額

和再保險人責任額的再保險方式；非比例再保險則以賠款（loss amount）為基礎來確定再保險當

事人雙方責任的再保險方式，當賠款超過起賠額（Excess point / Priority）時，再保險人對超過部

分的責任負責。 
119

 See Captive.com, What’s Up Front, a Guide to Fronting Arrangements, available at 

http://www.captive.com/newsstand/jlcovt/Fronting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120

 See ADKISSON, supra note 24, at 27-28. 
121

 所謂比例再保險契約，乃為「比率再保險」（Quota Share Reinsurance），屬合約再保險的其

中一種。比率再保險為原保險人須將每一危險，依事先所約定之百分比，分與再保險人。凡屬合

約範圍內之每筆業務，原保險人並無一定之自留額，而按約定之百分率自留；再保險人亦按約定

企業集團母公司 

(Parent Company) 

專屬保險 

再保公司 

(Captive as 

Reinsurer) 

保險費 

再保險金給付 

設立資本 

盈餘股利 

保險契約 再保險契約 

再保險費 

保險金給付 

前衛公司 

 (Fronting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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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換言之，前衛保險公司通常自留 10%的風險業務，將 90%的風險分出給

專屬保險公司承接。對於前衛保險公司所代辦的前衛業務，專屬保險公司則須支

付一筆前衛費用（fronting fees）給前衛保險公司，以補償其營業費用，該筆費用

平均約為前衛業務保費的 5%到 7%，具體比例取決於前衛業務風險之特性、規

模及複雜程度。122再者，專屬保險公司依據自留風險程度，安排轉再保險契約

（retrocession/re-reinsurance）123，同樣能以合理的保費成本直接進入再保險市場，

將其風險分出給轉再保險人（retrocessionaire）。基於債權相對性理論，原保險

契約與再保險契約乃各別獨立存在的契約，各有其當事人，其權利義務關係，當

然應依個別獨立之契約決定之。原保險人依原保險契約對被保險人負責，再保險

人依再保險契約對原保險人負責，兩契約各自獨立，契約之權利義務的履行，亦

為各自行使互不相牽連，此為再保險契約之獨立性124。 

 

第三項 綜合專屬保險模式 

上述專屬保險之直接與再保險模式，皆為常見的基本運作型態。由於全球貿

易自由化與貿易障礙（trade barriers）逐漸減少，促使大型跨國企業利用專屬保

險公司承保其境內與境外事業體風險，並進行全球化的風險管理。大型跨國企業

集團設立專屬保險公司，除以直接或再保險模式，承接企業集團在不同國家或法

域內子公司或關係企業的營運風險，集團母公司更能透過專屬保險公司因應各種

新形態風險日益增加，針對當地商業保險市場無法提供的保險範圍，安排全球性

                                                                                                                                                        
之百分率分別接受再保險。See COLIN EDELMAN ET AL., THE LAW OF REINSURANCE 13-14 (2004). 
122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98-99. 
123

 實務上，專業再保險公司所能提供再保險保障的類型非常多元化，以瑞士再保險為例，其專

屬保險服務（captive solutions）包括：Multi-year and multi-line aggregate stop loss and excess of loss 

programmes、Option on (re)insurance、Run-off reinsurance solutions、Ricasso modelling、Retention 

financing or floating retention concepts、Double trigger and parametric (indemnity) trigger solutions、

Among the highest capacity available in the marketplace、Sound, technical & highly-experienced 

underwriting and structuring、Innovative, tailor-made solutions、Global coverage、Commitment to a 

long-term,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 See Swiss Re, Captive Solut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swissre.com/corporate_solutions/solutions/captive_solutions/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124

 依法律關係而言，再保險契約與原保險契約係二個完全獨立之契約，亦即原保險契約之要保

人，信賴原保險人之資力，與之訂立保險契約；原保險人為分散及轉嫁自己之危險，其可能另行

訂立再保險契約，亦可能由自己承擔全部的危險，而未訂再保險契約。原保險人是否訂立再保險

契約，完全屬自己之自由，與其訂立原保險契約無涉，必須依原保險契約內容履行全部之危險承

擔責任。而且除有特約之外，原保險人與要保人訂立保險契約之初，是否訂立再保險契約，無須

告知要保人，要保人對原保險人，為確保保險金之支付，亦無要求其訂立再保險契約之權利。基

於債權之相對性，除非另有規定，原被保險人對再保險人當然無任何請求權可言，故保險法第

40 條乃規定：「原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對於再保險人無賠償請求權。」依保險法第 41 條規定：

「再保險人不得向原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請求交付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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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團保單」（master policy），對於各子公司提供條件差異（differences in 

conditions, DIC）與限額差異（differences in limits, DIL）保障，以有效整合企業

集團跨境的風險管理，創造規模經濟效益，以風險理財方式節省集團保險成本。

有關跨國企業集團所運用的綜合保險模式之運作架構，請詳見下圖。 

 

圖 11 綜合專屬保險模式之運作架構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專屬保險制度之相關法律問題探討 

第一項 承保「不可保風險」之對價平衡考量 

商業保險經營對象之「可保風險」，係指可以為商業保險經營對象之風險，

其要件包括：須有大量的同質危險單位、多數同質危險單位須個別獨立、損失機

率須可有效預測衡量、保險成本須合乎經濟可行性、且須具備合法性等。125相對

於此，所謂「不可保風險」，則是指不能由商業性保險來承保的風險，常見者，

如：環境污染責任、政治風險、產品瑕疵回收風險、財務匯率風險等126。對於傳

                                                      
125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保險學─理論與實務，6 版，頁 50-51，2008 年 2 月。 
126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171-172. 

企業集團母公司 

(Parent company) 

條件差異(DIC)與限額差異(DIL)保障 

專屬保險公司 

(Captive) 

所有權 保險契約 

海外子公司：被保險人 A 

海外子公司：被保險人 B 

海外子公司：被保險人 C 

集團母保單(master policy) 

保險契約 

前衛公司 

(Fronting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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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商業保險市場無法提供的風險保障，運用專屬保險公司承保「不可保風險」，

是否妥當？容有探討餘地。所謂保險，係指當事人（保險人）基於對價（保險費），

對於不可預料之事故提供約定之給付，使承保之危險得以分散於面臨同種類危險

之多數人，且其危險承擔係基於大數法則之計算為基礎者。127因此，保險制度的

經營，必須透過大數法則之運用，匯集多數的同質風險（homogeneous risks）於

保險團體（insurance pool），運用精算風險，使損失率的預估可趨近準確，以進

行分散風險於危險共同團體，而於危險事故發生時，將損失分散於其他成員以消

化損失。由此觀察，專屬保險公司承保母公司之不可保風險，即無法構成危險共

同團體的要素，並未完全符合保險制度之基本原則；其次，專屬保險公司承保不

可保風險，且未透過再保險再行移轉風險，當巨災危險事故發生之情形，則專屬

保險公司必須以增資方式維持其清償能力128，且專屬保險公司所承保風險，若僅

侷限於承接「不可保風險」，則亦可能發生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現象，以

致保險財務無法平衡。 

再者，對價平衡原則為保險法之重要原則。由於保險給付之資金來源乃為個

別保險契約所給付之保險費而來，故為使其所收取之保險費與將來可能給付之保

險金相當，因此個別保險契約訂立時所收取之保險費基於保險人為正確估計危險

之發生，個別被保險人如欲加入危險團體時，所收取之對價應與其危險相當。129

換言之，基於對價平衡原則，保險人在依照保險契約承擔危險時，對於能夠精確

估計危險的各種因素，均應加以考量，以便能夠對於所承擔的危險精確地評估及

計價。在專屬保險的實務運作上，專屬保險公司簽發保險單之保險費率，係參考

商業保險市場的一般合理費率，然而，承保不可保風險業務，因缺乏商業保險市

場費率可供參考，故有論者提出保險費率計算的參考標準130，茲以計算公式表示

如下：（1）保險費：最大危險保額（maximum risk）= 1 : 5；或（2）保險費 ÷ 最

大累積危險（aggregate risks）≧25%。為能有效進行風險評估，符合對價平衡原

則之要求，專屬保險公司應建立「核保準則」（underwriting guideline），在董事

會之授權範圍內，設定保險費率、評估承保範圍及承接母公司或關係企業之風險。

131
 

 

                                                      
127

 葉啟洲，前註 73，頁 7。 
128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176. 
129

 汪信君、廖世昌合著，前註 79，頁 5-6。 
130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90, 177. 
131

 See R. WESLEY SIERK, TAKEN CAPTIVE 128-13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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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風險移轉與再保險契約之管控 

在實務上，原保險人以保險契約承擔被保險人之風險後，通常均另與再保險

人訂立再保險契約，將所承擔之危險轉由再保險人分擔，再保險制度為保險人分

散危險的重要方法。而再保險人則常為國際性之專業再保險公司，跨國承接原保

險人所移轉的風險，如此始能將危險分散至本國以外的區域，避免危險集中於單

一地區內。藉由國際再保險契約的訂立，亦使危險共同體擴大至世界的其他地區，

以期消弭分散損失於無形132。就專屬保險公司而言，適當的再保險安排可增加風

險分散機制效率，穩定財務能力133，且能有效提升專業核保效益，故再保險作業

乃受監理官之立法規範134，同時，信用評等機構也要求專屬保險公司必須提供再

保險計畫（reinsurance program），成為財務風險量化評估的重要項目135。 

依債權相對性理論，原保險契約與再保險契約乃兩各別獨立存在的契約，原

保險人有獨立處理原保險理賠的事務管理權，換言之，原保險人得自由裁量保險

理賠的處理權，包括估計損失金額，理算並給付之保險金。同時，原保險人應遵

循誠信善意與適當商業習慣（good faith and in a proper and business-like manner）

履行保險給付義務136。對於非再保險契約承保範圍之保險金給付，即所謂的優惠

賠款（ex gratia payment），則無法向再保險人請求補償。當再保險人對原保險

人管理事務之專業能力缺乏信心，或是再保險人欲對重大賠案直接參與理賠處理

以維護其權益時，則為限制原保險人之理賠事務管理權，再保險人往往會於再保

險契約中特別約定於「理賠合作條款」（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 CCC），約定

內容如下137：「遇有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時，原保險人應於知悉後立即通知再保

險人，除應提供一切賠案資料給再保險人，且應再保險人共同合作進行賠案的處

理。未經再保險人同意前，原保險人不得自行決定賠償、同意和解或承認理賠責

任。」要之，原保險人有接受再保險人理賠處理指示之義務，即危險事故發生時

應於約定期限內通知再保險人，與再保險人合作進行賠案的處理，以及未經再保

險人同意前不得自行決定理賠責任，違反此先決條件（condition precedent），再

保險人得主張不負賠償之責。 

                                                      
132

 葉啟洲，前註 73，頁 262-263。 
133

 See Hugh Rosenbaum & David O'Connor, Reinsurance For Captives - An Overview, 12(2) Journal 

of Reinsurance 15, 16 (2005). 
134

 See, e.g., Th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ct, 8 V.S.A. §6011: Reinsurance. 
135

 See Steven M. Chirico & John Andre, A.M. Best’s Rating Methodology for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A.M. Best’s Methodology, 1, 6-7 (2009). 
136

 See TERRY O’NEILL & JAN WOLONIECKI, THE LAW OF REINSURANCE IN ENGLAND AND BERMUDA 

210-211 (2nd ed. 2004). 
137

 See id. at 1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7 

 

 

第三項 專屬保險公司與母公司之利益衝突議題 

依據專屬保險業務的統計調查138，責任保險契約為全球專屬保險公司最主要

提供的保險業務類型。在責任保險當事人間基於保險關係，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

不僅有消極地補償後者因法律責任所致之損失外，並應積極地協助抗辯、和解139。

在危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有為被保險人在責任關係之賠償請求及訴訟中抗辯之

義務，因此，保險人有選擇律師之權利，並需支付履行抗辯義務所需之律師費及

必要費用。 

在表面上，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利益為一致的，因為被保險人若能成功地抗

辯責任關係或在責任關係的訴訟中能降低損害賠償責任時，則保險人基於保險契

約所為的補償責任亦會減少，或者，保險人在責任關係中積極地協助被保險人抗

辯，使得第三人的請求被駁回時，則保險人即可不須負擔保險給付責任。然而，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在面對受害第三人時，其等利益並非在所有的情況下均為一致。

若保險人在抗辯過程中能取得相關事實證據，於其與被保險人間之保險關係得主

張不落入承保範圍或提出法律上或契約上之除外免責抗辯，縱使被保險人經法院

判決須為責任關係之判決負責，保險人仍無須負擔保險責任，就此等情況下，保

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即存有利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140。 

專屬保險公司之各項經營決策係由董事會行使，而專屬保險公司的董事會係

由母公司所選任之法人代表所組成，容易發生母公司濫用控制權之弊端。在上述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發生利益衝突之情形，母公司藉由操縱專屬保險公司的董事會，

做出不利益於保險人的經營決策時，將會影響專屬保險公司之法人獨立性。因此，

若專屬保險公司明知無賠償義務卻逕行保險補償行為，對其再保險人將會構成惡

意行為（bad faith）141，再保險人得據此主張不負再保險金給付義務。再者，若

未事先獲得再保險人同意，對於專屬保險公司基於商業考量的優惠賠款（ex gratia 

payment），則再保險人得主張不受其拘束142。  

 

                                                      
138

 See Marsh Inc., The Evolution of Captives- 50 Years Later, Captive Benchmarking Report 1, 12 

(2014). 
139

 林建智、李志峰，前註 51，頁 119-120。 
140

 李志峰，論利益衝突下責任保險人之抗辯義務-以美國法制為核心，全國律師，第 16 卷，第

5 期，頁 39-40，2012 年 5 月。 
141

 See Jeffrey A. Kiburtz, Legal Considerations for Captive Claims, Risk Management, 36, 36-37 

(2013). 
142

 See O’NEILL & WOLONIECKI, supra note 136, at 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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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專屬保險公司之租稅會計議題 

一般國際企業集團基於租稅優惠考量，選擇在租稅天堂註冊設立境外專屬保

險公司，經由此一途徑，進行國際經濟活動，由於該海外公司所得，只要保留未

分配予本國的母公司，即不被母公司的國家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因此即可能避

免或減輕稅捐負擔。稅捐規範實為影響金融市場健全發展的重要一環，蓋稅捐負

擔將直接影響企業經營所需之成本費用，而任何一個理性的企業對其所從事之經

濟活動，也必然追求減少成本費用以獲取最大營利。然而，租稅優惠僅具短期效

益，不應以稅捐規避（tax avoidance），作為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之理由，甚至利

用專屬保險達到窗飾母公司財務報表之目的。 

專屬保險業之財務報告應忠實表達該公司實際的營運財務狀況，在每屆會計

年度終了後的法定期間內（實務上為三到六個月之內），須依照法定格式編製財

務報表，先經過監理官所事先認可的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提經股東會承認後，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監理官應考量專屬保險業務之特性、規模及複雜度，規定其應

申報之財務報告143，包括以下：1.會計師簽證報告：包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2.法定之資本適足性證明；3.保險計畫：包含專屬保險商品險種及

再保險計畫；4.再保公司信用評等及其往來業務之承接比例；5.保險理賠金額表。

若無正當理由而遲延申報以上法定文件，監理官得考量情節輕重而處以口頭懲戒、

課以適當之行政罰鍰處分，或撤銷公司營業執照等之行政處分措施，一旦營業執

照被撤銷，該公司必須立即停止承保新業務。專屬保險公司所有財務報告、會計

簿冊、交易憑證，應保存於公司之法定註冊營業處所，主管機關得隨時或定期派

員進行現場檢查其業務及財務狀況，以防杜稅捐規避，或利用專屬保險達到窗飾

母公司財務報表之弊端，避免企業集團濫用專屬保險之情形，進而使斯制度發揮

其應有的風險管理功能。 

 

第五節 小結 

因應傳統商業保險市場日益嚴苛的保險條件，專屬保險已經成為國際企業集

團所普遍採用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以降低對商業保險市場的依賴。專屬保險

制度自1950年代起發展至今，尚未形成統一之法律概念或定義，參考2006年 IAIS

專屬保險議題報告、2009 年歐盟 Solvency II 指令第 13 條第 2 項、美國紐約州保

                                                      
143

 See IAIS, supra note 27, at 11,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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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法第 70 條之規定、新加坡保險法第 1A 條之定義，本文以為所謂「專屬保險

業」，至少應包括以下三項要件：1.須非由保險公司或再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所

投資設立之保險組織；2.專屬保險公司之組織型態須由制定法加以明確規範，並

經主管機關許可領得營業執照後方得營業；3.專屬保險之業務範圍，應僅限制於

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本身風險，而不涉及提供其他人保險或再保險保障。 

實務上，依所有權組織架構為類型化標準，專屬保險業之主要基本型態可區

分為：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團體型專屬保險、租賃型專屬保險及受保護帳戶

型專屬保險。依專屬保險運作架構為類型化標準，則其基本運作模式可區分為：

直接保險模式、再保險模式及綜合保險模式。本文以上係針對專屬保險公司的基

本類型及其法律關係，作一梗概論述分析，以釐清專屬保險的法制架構。其次，

本文就相關法律問題進行探討，分別對於承保「不可保風險」之適法性、風險移

轉與再保險契約之管控、專屬保險公司與母公司之利益衝突、及專屬保險的租稅

會計議題，予以分析、評估、論證與釋疑。 

透過本文第三章對於專屬保險制度基本類型、運作模式及法律關係、再保險

實務之分析，並就專屬保險制度的相關法律問題進行探討，希冀藉此能有效釐清

專屬保險的法制架構，據此，本文提出下列建議，期能供主管機關與相關單位之

參考。 

一、我國發展專屬保險業宜與國際知名保險經紀人合作 

從專屬保險制度類型與運作模式可發現，因專屬保險的交易相當複雜，為達

到企業風險管理需求、降低交易成本，並符合法令規範，我國企業如欲採用專屬

保險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可考量與具有經濟規模的國際知名保險經紀人（如：

Marsh、Aon、Willis、JLT 等）策略合作，委由該國際保險經紀人擔任設立專屬

保險公司之顧問機構，提供專屬保險註冊地法律規範、保險、會計準則及稅務之

諮詢服務。至於專屬保險之類型，本文建議以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的法律關係

最為明確，不涉及多數主體之複雜交易關係，宜優先考慮適用。 

二、專屬保險公司與重要參與機構間法律關係之監督 

專屬保險制度的基本運作模式，可區分為直接保險模式、再保險模式及綜合

保險模式，因此具有相當多的特殊交易模式，欲在現行實務中歸納出標準運作模

式而可供一體適用，恐窒礙難行。又因企業集團實行專屬保險制度，係跨境經營

風險管理規劃，故針對其法制架構及運作模式等問題，實應針對重要參與機構間

法律關係加以監督，較為周延。因此，本文建議除專屬保險公司與母公司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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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營實務上，專屬保險公司的保險交易對象包括前衛公司與再保險公司，亦

應納入專屬保險註冊地的立法規範，予以適度監督，以確保交易安全與維持市場

秩序。尤其，適當的再保險安排可分散營運風險，平穩財務損益，且能有效提升

專業核保效益，故專屬保險公司所分保之再保險公司乃應受到嚴格規範。 

三、專屬保險公司與母公司利益衝突之避免 

由於專屬保險公司之各項經營決策係由董事會行使，而專屬保險公司的董事

會係由母公司所選任之法人代表所組成，母公司對其專屬保險公司經營具有實質

影響力，容易發生母公司濫用控制權之弊端。本文建議應避免母公司藉由操縱專

屬保險公司的董事會，做出不利益於保險人的經營決策，並維持專屬保險公司之

法人獨立性。因此，專屬保險公司須實施有效的企業風險管理，在經營業務上，

須確認自留風險程度，並維持在風險容忍度（risk tolerance）之內，以符合資本

適足性要求與提列適當責任準備金。此外，專屬保險公司就風險標準、核保政策

及責任限制等，須訂定嚴謹的執行規範，並應將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於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ment）架構。 

四、專屬保險公司之管理報告編製 

為了使企業管理階層能夠在短時間內掌握專屬保險之法令遵循事項及其保

險經營績效，並使企業母公司財務會計部門能有效率地切入金融保險專業操作，

故建議將專屬保險公司之每月管理報表予以格式化，專屬保險公司之管理報告內

容應涵蓋以下三部分，說明如下： 

1.保險業務執行報告（Executive Summary）：綜覽現行簽單保險業務範圍、及承

保業務內容，理賠管理進度。 

2.各項財務報表（Financial Statements）：各項保險業務經營成效以財務報表量化

績效評估。 

3.清償能力報告（Solvency Calculation）：需確保清償能力符合保險監理法令遵循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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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專屬保險之國際立法趨勢 

WTO 之設立目的，在於推動國際貿易之自由化。在 WTO 之架構下，簽訂

服務貿易總協定，旨在透過多邊性妥協，持續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促進所有貿

易夥伴共享經濟發展之利益。由於保險屬於 GATS 所規範金融服務項目之一，

GATS 之基本原則自然適用於保險業。由於國際金融市場自由化的發展，貿易障

礙的排除，各國金融監理政策逐漸採取解除管制（deregulation）之自由化政策，

使金融市場走向全球化的情形，引發各個國家或法域（jurisdictions）144透過提供

較佳之法規與制度，以吸引國際企業投資，可稱之為國際性法域之規範競爭，此

規範競爭理論亦適用於解釋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的立法趨勢。 

 

第一節 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規範競爭理論 

所謂「規範競爭」，係由全球經濟發展下，公司營運國際化所致，論者歸納

出三個規範競爭的構成要素145：首先，必須有多種不同之規範體系以供選擇，此

為規範競爭之先決要件。其次，企業個體具有機動性或流動性，企業個體須在可

免於負擔過多成本的前提下，於不同的規範體系間便利地移動或選擇，規範競爭

始有意義。最後為政府的回應，即政府是否因企業個體有許多不同之規範體系可

以選擇，而去改變、修正其原本之法令以資應對，來防止企業之移出，甚或吸引

更多的企業移入。 

從比較法角度之觀察，可由供給及需求兩方面切入：就供給面而言，在全球

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規範競爭下，保險立法規範對於國際企業經營所增加交易成本

的差異性，即代表該註冊地在國際上競爭力，若要成功吸引國際投資的資金移入，

須維持法律制度創新與管制自由化，無效率或過度不當管制之註冊地，則失去競

爭力受國際市場淘汰。就需求面而言，國際企業進行跨國佈局評估設立專屬保險

公司時，須先進行「可行性評估」，即透過風險財務模型與法規成本分析，評估

各註冊地法規範制度是否符合企業需求而作出選擇。由於金融保險規範創新使得

各國家或法域之金融市場聯繫日益緊密，企業資本快速移動至最低成本之市場，

                                                      
144

 The term “jurisdiction” is used to designate any territorial entity that is not a “country” or a “state” 

as commently understood by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In most cases, a jurisdiction refers to an 

overseas territory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another state. In other cases, jurisdiction refers to an enclave 

within a given country. See Ahmed Zorome, Concept of 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s: In Search of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IMF Working Paper WP/07/87 (2007). 
145

 參見王文宇，前註 8，頁 65-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2 

 

促進規範競爭越來越激烈。國際企業對於法規環境的選擇，乃處於動態決策模式，

蓋企業既在瞬息萬變之商業環境中營運，其對管制措施之需求亦會隨時改變。國

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的發展趨勢，可稱之為「專屬保險註冊地競爭」

（captive domiciles competition）。 

 

第二節 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規範 

以專屬保險註冊地所在的地域作為類型化標準，可區分為境內與境外之專屬

保險註冊地146。前者，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係以美國佛蒙特州（Vermont）、猶

他州（Utah）、德拉瓦州（Delaware）等州為典型代表；後者，境外專屬保險註

冊地，係以百慕達、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根息島等為典型代表。就專屬

保險之立法趨勢而言，受金融市場全球化之影響，全球專屬保險註冊地的數量呈

現逐年增加，境內與境外各專屬保險註冊地之間的規範競爭亦愈趨激烈147。茲就

國際上境內與境外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立法發展，分述如下： 

 

第一項 美國各州之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 

在美國法制下沒有聯邦保險監理機構，關於保險事務的規範及監理權限，係

由各州負責。質言之，對於保險商業行為（business of insurance）之監理權限，

係歸於各州的州法管轄，即依據麥卡倫-弗格森法（McCarran-Ferguson Act of 1945）

之規定148，原則上賦予各州不受聯邦政府干預之保險監理權限，但聯邦法有例外

規定時，則不在此限149。依據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146

 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onshore domicile），係指專屬保險公司之註冊登記地，位在其母公司主

營業所所在地的國家（onshore, i.e. in the country of the parent company）；境外專屬保險註冊地

（offshore domicile），係指專屬保險公司之註冊登記地，位在母公司主營業所所在地以外的國家

或地區。 
147

 See Morriss, supra note 26, at 137. 
148

 15 U.S.C. §§ 1011-15. 
149

 依 15 U.S.C. § 1012(b)條文之規定：「(b) Federal regulation: No Act of Congress shall be construed 

to invalidate, impair, or supersede any law enacted by any State for the purpose of regulating 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 or which imposes a fee or tax upon such business, unless such Act specifically 

relates to 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 Provided, That after June 30, 1948, the Act of July 2, 1890, as 

amended, known as the Sherman Act, and the Act of October 15, 1914, as amended, known as the 

Clayton Act, and the Act of September 26, 1914, known as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as 

amended [15 U.S.C.A. 41 et seq.], shall be applicable to 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business is not regulated by State law.」。惟值得注意者，近年來因為美國跨州及跨國經營之

保險活動日益增多，鑒於各州監理法規之差異不同（如：清償能力、保單商品、保險費率之監理

標準等），導致高額監理法令遵循成本負擔，此亦不利於跨州或跨國保險公司經營效率及競爭力，

故保險業反而逐漸出現主張由美國聯邦政府主導保險監理權限之趨勢。See Martin F. Gr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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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Commissioners，以下簡稱NAIC）150的調查報告指出，自1970年代科羅

拉多州（Colorado）首次通過對於鼓勵設立專屬保險之特別法案後，至今已有過

半的州政府陸續制定專屬保險的法律規範151，由於各州法律不同，因此，依據不

同州法設立之專屬保險公司，亦將適用不同之監理法制規範。就美國各州專屬保

險的立法趨勢而言，其採取之具體措施，可歸類如下152：（1）解除監理規範管制，

採取降低設立資本額門檻、開放新增許可從事之保險業務的種類、降低資本適足

性規範標準、酌減專屬保險執照的政府規費；（2）開放專屬保險之組織型態：開

放新的專屬保險組織型態，除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外，亦開放其他類型之專屬

保險公司，如團體型專屬保險、租賃型專屬保險、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等；（3）

稅捐優惠制度：給予新設立之專屬保險公司租稅優惠，或於特定保險費收入金額

內給予低稅負或零稅率之租稅誘因。目前美國前十大的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分別

為佛蒙特州、猶他州、德拉瓦州、夏威夷州（Hawaii）、哥倫比亞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南卡萊羅那州（South Carolina）、肯塔基州（Kentucky）、內華達州

（Nevada）、蒙大拿州（Montana）、亞歷桑那州（Arizona）153，綜觀該等州之專

屬保險立法趨勢，係以降低法規範密度獲得競爭優勢，亦即放寬部分監理規範以

鼓勵國際企業留在或回到美國境內設立專屬保險公司，由文獻亦顯示該等州境內

之新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數量呈現逐年成長趨勢154。相對於此，美國少數州立法係

增加對專屬保險業管制，如喬治亞州（Georgia）針對團體型專屬保險所簽發之

勞工補償保險（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要求提高資本適足性標準，由

文獻亦顯示當該州提高對專屬保險業之監理管制，其專屬保險公司數量成長即受

到抑制155。 

 

                                                                                                                                                        
Robert W. Klein, The Future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1 THE FUTURE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 1-2 (Martin F. Grace & Robert W. Klein eds., 2009). 
150

 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IC）係由全美五十州的保險監理官組成（成員包括：the chief insurance 

regulatory officials of the 50 state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merica Samoa, Guam, Puerto Rico, the 

U.S. Virgin Islands, and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NAIC 成立於 1871 年，在 1999 年依德拉瓦

州公司法（the general corporate laws of the State of Delaware）設立為非營利法人組織，而不具監

理官或政府實體之法律地位。NAIC 乃以論壇（forum）方式形成不具法律效力之模範法規（modern 

laws），主要任務在於保護保險消費者利益，於可行範圍內，統一各州監理政策，其官方網站參

見 http://www.naic.org/（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151

 See NAIC,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Captive Insurance Industry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naic.org/cipr_newsletter_archive/vol2_captive.htm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152

 See Cole & McCullough, supra note 100, at 71-73. 
153

 See Business Insurance Survey, Rankings of Captive Domiciles & Captive Managers, 47(5) 

Business Insurance 19, 23 (2013). 
154

 See Cole & McCullough, supra note 100, at 72. 
155

 See id. at 7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4 

 

表 2 美國前十大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之法規摘要表 

州 法律規範 專屬保險類型及設立資本額 官方網站 

亞歷桑那州 

Arizona 

 

Arizona 

Revised 

Statutes 

§20-1098 et 

seq. and other 

applicable 

parts of Title 

20. 

一、純粹專屬保險公司(Pure 

Captive)：US$250,000;  

二、協會/工業團體專屬保險公司

(Association/ Industry Group)：

US$500,000;  

三、風險自留集團(Risk Retention 

Group)：US$500,000;  

四、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

(Protected Cell Captive)：

US$500,000 

 

http://www.a

zinsurance.go

v/ 

德拉瓦州 

Delaware 

Title 18, 

Insurance 

Code, Chapter 

69,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一、純粹專屬保險公司(Pure 

Captive)：US$250,000;  

二、協會專屬保險公司

(Association captive)：US$750,000;  

三、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

(Industrial insured captive)：

US$500,000 

 

http://captive.

delawareinsu

rance.gov/ 

哥倫比亞特

區 

District of 

Columbia 

Title 33, 

Chapter 41, th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ct 

一、純粹專屬保險公司(Pure 

Captive)：US$150,000;  

二、協會專屬保險公司

(Association Captive)：

US$300,000;  

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Rental 

Captive)：US$300,000 

 

http://disb.dc.

gov/node/317

372 

夏威夷州 

Hawaii 

Chapter 431, 

Article 19 of 

Hawaii’s 

一、Class 1: 純粹專屬再保險公司

(Pure captive that writes business 

only as a reinsurer)：US$100,000; 

http://hawaiic

aptives.com/h

awaii-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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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法律規範 專屬保險類型及設立資本額 官方網站 

Revised 

Statutes 

二、Class 2: 純粹專屬(再)保險公

司(A pure captive that can be a 

reinsurer and/or a direct writer)：

US$250,000; 

Class 3: 協會專屬保險公司/三、

風險自留集團(Association 

captive/Risk Retention Group)：

US$500,000 (RRG or Assoc.); 

四、Class 4: 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

險公司(Protected Cell Captive)：

US$500,000 

 

business/ 

肯塔基州 

Kentucky 

Kentucky 

Revised 

Statutes 304.49 

and Kentucky 

Regulation 806 

KAR 49 

一、純粹專屬保險公司(Pure 

Captive)：US$250,000;  

二、協會專屬保險公司

(Association Captive)：

US$500,000;  

三、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

(Industrial insured captive)：

US$500,000;  

四、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

(Protected Cell Captive)：

US$500,000;  

 

http://captive.

insurance.ky.

gov 

蒙大拿州 

Montana 

Title 33 

Insurance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Chapter 28 

Captive 

Insurance 

一、純粹專屬保險公司(Pure 

Captive)：US$250,000;  

二、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

(Industrial insured captive)：

US$500,000;  

三、協會專屬保險公司

(Association Captive)：

http://csi.mt.g

ov/captives/i

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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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法律規範 專屬保險類型及設立資本額 官方網站 

Companies, 

33-28-101 

through 306 

MCA 

US$500,000;  

四、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

(Protected Cell Captive)：

US$500,000. 

 

內華達州 

Nevada 

Chapter 694C 

of Nevada 

Revised 

Statutes and 

Nevada 

Administrative 

Code 

一、純粹專屬保險公司(Pure 

Captive)：US$200,000;  

二、協會專屬保險公司

(Association Captive)：

US$500,000;  

三、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Rental 

Captive)：US$800,000;  

四、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

(Protected Cell Captive)：

US$500,000. 

 

http://doi.nv.

gov/Captive-I

nsurance/ 

南卡萊羅那

州 

South 

Carolina 

Title 38, 

Chapter 90 of 

the South 

Carolina Code 

of Laws 

一、純粹專屬保險公司(Pure 

Captive)：US$150,000;  

二、協會專屬保險公司

(Association captive)：US$350,000;  

三、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

(Industrial insured captive)：

US$300,000 

 

http://doi.sc.g

ov/111/Capti

ves 

猶他州 

Utah 

Title 31A 

Insurance 

Code, Chapter 

37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Act 

一、純粹專屬保險公司(Pure 

Captive)：US$100,000;  

二、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

(Industrial insured captive)：

US$200,000;  

三、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

(Protected Cell Captive)：

http://www.c

aptive.utah.g

ov/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7 

 

州 法律規範 專屬保險類型及設立資本額 官方網站 

US$500,000 

 

佛蒙特州 

Vermont 

8 V.S.A., 

§§6001 

through 6048, 

th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ct 

一、純粹專屬保險公司(Pure 

Captive)：US$250,000;  

二、協會專屬保險公司

(Association captive)：US$500,000;  

三、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

(Industrial insured captive)：

US$500,000;  

四、風險自留集團(Risk Retention 

Group)：US$1,000,000.00;  

五、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

(Protected Cell Captive)：

US$500,000. 

 

http://www.v

ermontcaptiv

e.com/about-

us/why-verm

ont.html 

資料來源：美國州政府官方網站，並經本研究整理。 

 

值得注意者，近年來美國商業保險公司在境內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之情形，已

經形成新興的專屬保險類型。依 NAIC 研究調查，人壽保險業係為因應 XXX
156及

AXXX
157規則要求提高責任準備金提存金額，乃透過設立專屬保險公司達到融資

（financing）目的。然而，此等商業保險公司所設立的專屬保險公司，實際上承

保或分出商業保險公司的第三人保險業務，是否進而影響商業保險公司的一般保

單持有人權益？NAIC 認為應有保險監理介入之必要性。為落實制定各州的共通

監理準則，NAIC 已於 2013 年頒布「專屬保險及特殊目的機構–NAIC 白皮書」

（Captives and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 An NAIC White Paper）158，以協助各州

監理官有效實施監管措施。159
 

                                                      
156

 NAIC Valuation of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Model Regulation (#830)，簡稱 XXX。 
157

 NAIC Actuarial Guidance XXXVIII—The Application of the Valuation of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Model Regulation (AG 38)，簡稱 AXXX。 
158

 NAIC, Captives and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 An NAIC White Pap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aic.org/store/free/SPV-OP-13-ELS.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159

 由美國各州立法例之考察結果，本文認為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立法體例係呈現出動態發展，必

須適時採取增訂或修法模式，隨時補充、修正、調整專屬保險監理法規範，與時俱進以因應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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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境外金融中心之專屬保險註冊地 

在境外專屬保險註冊地的立法趨勢方面，由於貿易障礙排除、金融市場全球

化、交通電子通訊科技發達及交易成本降低，促進國際企業的資本投資移動，造

就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s, OFCs）160發展專屬保險業的競爭優勢。

論者觀察全球境外金融中心之發展，提出「境外化」（offshoring）效應理論，

因企業基於降低交易成本之經營競爭壓力，則會產生企業外移之情形。由於境外

金融中心能提供較優惠的租稅條件，減少金融管制，並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使

企業經營者移入，產生「境外化」效應，因此，金融服務體系未來將會由境內轉

向境外。161值得注意者，由境外金融中心推動專屬保險業已經成為國際金融發展

趨勢，並以制定特別法之方式，建立專屬保險法制162，目前全球前十大的境外專

屬保險註冊地分別為百慕達、開曼群島、根息島、安圭拉（Anguilla）、巴巴多斯

（Barbados）、尼維斯（Nevis）、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曼島（Isle 

of Man）、英屬特克斯及凱科斯群島（Turks and Caicos）、新加坡163。其中，係以

百慕達為最成功案例，擁有全球最多專屬保險公司，並被認為是最先進的專屬保

險立法制度，成為全球領先地位的專屬保險與再保險市場中心。 

專屬保險監理之法規範制度，決定對國際企業經營所增加之交易成本，故此

等法規範制度產生之成本差異性，代表該註冊地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當註冊地法

規範制度無法採取立法創新（transaction costs-reducing legal innovations）降低企

業交易成本時，則會產生國際企業外移之情形。在 1978 年百慕達制定「保險法」

（Insurance Act 1978）之後，其創新之專屬保險立法制度，成功吸引大量專屬保

                                                                                                                                                        
環境之變遷與需求，從而使監理規範內容更加務實與周延。在美國境內的專屬保險發展方面，已

經出現商業保險公司設立 Captives 之情形，實際上涉及提供第三人保險或再保險保障，依 IAIS

監理規範建議，其監理標準宜等同於一般商業保險公司，以維護一般保單持有人權益，特此補充

說明。 
160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定義，所謂境外金融中心，係指：

1.在一司法管轄區內多數金融機構的業務，主要是為非當地居民提供金融服務；2.此一金融體系

擁有大量的外部資產和負債，而此外部資產和負債的金融仲介規模已超過當地的經濟需求；3.

更普遍者，常見之制度特性如下：採取低稅負或零稅率、低度的金融監理、銀行業保密制度。See 

IMF, 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s, IMF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by the Monetary and Exchange 

Affairs Department,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mae/oshore/2000/eng/back.htm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161

 See MCCANN, HILTON, OFFSHORE FINANCE 80-81 (2006). 
162

 See Morriss, supra note 26, at 136-137. 
163

 See Rodd Zolkos, Captive options pile up; Some emerging domiciles see significant growth as 

formations rise, 48(6) Business Insurance 1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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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公司由美國境內註冊地移轉至百慕達，即為適例164。為維持在全球專屬保險產

業的領先地位，近年來百慕達對於專屬保險之金融監理措施，包括：（1）在 2009

年新增第 3A、3B 級的產險公司組織型態；（2）區別一般商業保險公司與專屬保

險公司之風險性質，採取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模式（risk-based supervision）推動

適用歐盟 Solvency II 指令165的監理架構。 

 

第三項 註冊地規範競爭之辯證：向上提升或競相沉淪？ 

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的發展趨勢，其結果將導致向上提升，亦或

造成競相沉淪？學者對此看法並不一致，而兩者對於規範競爭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卻會形成兩極化的效果。支持者認為，規範競爭乃一良性競爭，並將促使各國家

或法域之規範更加優良而向上提升166，而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設立，目的在於吸引

國際企業投資，促進當地經濟收益，增加當地居民之就業機會，及鞏固當地保險

市場發展規模167，進而淘汰不合時宜或缺乏效率的管制規範，促使適合產業發展

之規範繼續存在。反對者則認為，此規範競爭乃屬惡性競爭，認為「專屬保險註

冊地競爭」將會衍生金融保險監理弊端，諸如：美國州政府實施稅捐優惠制度，

降低稅負與政府規費，監理官是否能有充分資源進行有效監理專屬保險公司？放

寬審慎監理標準，專屬保險公司是否能維持清償能力，並履行保險金給付義務？

頗值深慮168。再者，對於境外金融中心相繼立法，推動發展專屬保險產業，不同

境外專屬保險註冊地對於監理制度之差異，可能造成保險市場之不公平競爭，或

監理原則不一致導致監理套利（regulatory arbitrage）169，更可能提供國際企業集

團利用低密度的法規範獲得競爭優勢，從而造成不公平競爭或不當之「註冊地監

理套利」（domicile arbitrage）170。因此，關於利用兩國或兩地法規範之不一致或

                                                      
164

 See Morriss, supra note 26, at 115. 
165

 Directive 2009/138/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November 2009 on the 

taking-up and pursuit of the business of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Solvency II), OJ L335/1, 

17.12.2009. 
166

 See Dionne & Macey, supra note 23, at 28-29. 
167

 See ADKISSON, supra note 24, at 75. 
168

 See Cole & McCullough, supra note 100, at 73.  
169

 在不同國家或法域之間對金融監理的範圍、資訊揭露及資本標準、金融管制程度等差異性頗

大，金融監理的制度性落差，造成國際上的監理套利現象。換言之，若干金融機構利用制度或政

策上之差異，將高風險金融業務轉向監理標準寬鬆之國家或法域，其影響層面將不僅止於境內之

本國市場、甚至會擴及區域或全球市場。因此，主管機關所特許境外金融交易之業務範圍，主要

提供非居住民間之境外金融交易平台，應明確與境內金融市場區隔，以防止監理套利。 
170

 本文此處所謂「註冊地套利」，係指企業集團利用二國專屬保險監理之規範密度差異形成的套

利空間，設計特定的保險業務交易，在國際金融市場間來回套利，藉以獲得不當利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0 

 

監理密度不同從事套利交易，所謂跨境金融監理套利（註冊地監理套利），涉及

國際監理標準調和、共同監理執行、國際金融與租稅協議之落實等，始有可能降

低不當監理套利之弊端。 

綜上所述，就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規範競爭之評價而言，其可能屬於良性競

爭，也可能屬於惡性之競爭，無法一概而論。由於專屬保險制度係由企業經濟面

之需求產生，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和金融保險理論的演進，各種新興專屬保險類

型不斷推陳出新的結果，導致法律規範必須因應現實環境進行解除管制。然而，

對於維持交易市場秩序與預防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171，除了建立市場自我

監控的機制，監理官亦應適度地干預市場之經濟活動，在法規訂定上著重監控防

止不公平競爭或不當之註冊地監理套利。 

 

第三節 金融危機後：解除管制與再管制 

第一項 金融危機之背景說明 

2008 年 9 月 15 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宣布破

產、第三大投資銀行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因次級房貸風波而被美國銀行收

購、保險業龍頭美國國際集團（AIG）也因鉅額虧損而申請並獲得美國財政部支

持及聯準會（Fed）緊急抒困172，美國金融危機因跨國市場之金融全球化，迅速

蔓延至歐洲、日本及其他國家，使各國陷入金融信心危機、全球性經濟衰退、以

及產業蕭條。 

2008年 9月爆發金融危機後，歐洲聯盟（簡稱歐盟）由執委會主席 Jose Manuel 

Barroso於 2008 年 11 月授權委託法國前央行總裁 Jacqes de Larosière 組成專案小

組，針對歐盟金融監理現況及未來作全盤檢視，並提出改革建議。該小組於 2009

年 2 月 25 日提出金融監理改革報告（The High-Level Group on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the EU，簡稱 de Larosière 報告），歸納出 2008 年金融危機原因，

包括以下事項173： 

                                                      
171

 羅俊瑋，論保險監理與保險消費者之保護，萬國法律，第 189 期，頁 13，2013 年 6 月。 
172 關於美國財政部及聯準會（Fed）緊急抒困 AIG 的處理進程，Se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Fede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Assistance 

Provided to AIG (GAO-09-490T) (2009) , available at http://www.gao.gov/new.items/d09490t.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173

 See Jacqes de Larosière, The High-Level Group on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the EU,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7-12 (2009). 參見余雪明，金融危機與金融監管改革－國際法學會國際貨幣

法委員會第八十六次(巴黎)會議報告，中華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評論，第 5 卷，第 1 期，頁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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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體經濟因素：全球充沛流動資金、低利率趨勢、以及創新的金融商品，加

上各國央行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信用快速擴張。運用結構性複雜的衍生性

金融商品，以規避信用風險，迅速成長，最終導致全球經濟失衡。 

(2)風險管理失當：無論是金融業者或政府監理機關，對風險評估皆產生重大失

靈，尤其是誤解信用與流動性的相互關係，且未徹底查證金融業者的過度財務槓

桿操作，而累積效果是高估金融業者的風險管理能力，而相對地低估承擔潛在風

險應有的資本額。 

(3)信用評等機構角色：信用評等機構（Credit Rating Agencies, CRAs）未能察覺

信用風險，而對結構性金融商品（如 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 , CDOs）給

予 AAA 等級之不當債信評價，而投資人以此錯誤資訊進行交易。 

(4)公司治理失靈：金融業的董事會及高階經理人對於新興複雜的金融商品欠缺

瞭解，亦無法管控累積的風險暴露，致嚴重低估公司經營風險。 

(5)金融監理與危機管理失靈：對法定資本規範要求過低，內部模型未能反映實

際真正的風險。對市場流動性管控不足，過度側重於監管個別金融業者而忽略對

整體市場的影響。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迅速發展，監理機關未能及時察覺潛在金

融危機。 

(6)金融危機的動態擴散：2006 年中期，美國因通貨膨脹壓力而調升利率時，觸

發高價房地產的泡沫化，由美國次級房貸的累積損失，透過衍生性金融市場的損

失曝險擴及全球金融機構，最終引發全球性金融風暴及經濟衰退。 

回顧 1990 年代以後，美歐各國受自由經濟政策影響，競相從事金融市場自

由化，金融商品創新卻未能有效監理，導致銀行、證券與保險公司等金融業者過

度追逐高利潤與高報酬，尤以發行各種高風險的衍生性金融產品以及從事過度的

財務槓桿操作，卻缺乏有效風險評估及未能履行相應責任，終致 2008 年發生全

球性金融風暴及重大經濟衰退。 

 

第二項 美國保險監理制度之改革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乃開始研議立法規範重整金融管制體系，美國

的金融改革成果係 2010 年 7 月通過生效的「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The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174，該法案被譽為是

                                                                                                                                                        
2009 年 6 月。 
174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Pub. L. No. 111-203, 124 Stat. 

13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2 

 

自 1933 年美國「大蕭條」的 Glass-Steagall Act 法以來，最全面性、也是最具有

深遠意義的金融改革法案175，從根本上改變美國金融監管的模式，並為全球金融

監理改革樹立新的典範。該法案之立法目的乃對「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176的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及非銀行）納入金融監理，促進金融市場穩定並消除

監理漏洞，捍衛金融消費者權益177。質言之，該法案「前言」明確說明立法目的，

在於維護美國金融體系穩定，包括強化金融機構的問責制（accountability）及透

明度（transparency），終結「大到不能倒」的問題，停止對問題金融機構的紓

困（bailouts）確保美國納稅人權益，保護消費者防止金融服務之濫用行為。178
 

「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的核心規範，主要在於防範系統性風險，以

及保護金融消費者。為維護金融穩定、防範系統性風險，法案設立新的金融監理

機構：即「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簡稱 FSOC）

179，每兩月一次召開會議，檢視美國金融業的營運風險，促進市場紀律及立即回

應對於金融安定造成威脅的系統性風險。FSOC 係由 15 名成員組成180。其中，

10 名成員擁有投票權，包括：財政部長（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並擔任 FSOC

主席、Fed 主席（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貨幣監理官（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主任（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證交會主席（Chairman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主席（Chairperson of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CFTC 主席（Chairperson of the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FHFA 主席（Director of the 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NCUAB 主席（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istration 

Board）以及由總統提名參議院批准具備保險專業的獨立代表，其中財政部長擔

任主席。另外 5 名成員則以顧問身份加入，不享有投票權，包括：金融研究辦公

室主席（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聯邦保險辦公室主席

                                                      
175

 See Therese M. Vaughan,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in the US Insurance Sector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16 THE FUTURE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273, 281 (Patrick M. Liedtke & Jan Monkiewicz eds., 2011). 
176

 關於美國金融集團「大到不能倒」之內幕，See ANDREW ROSS SORKIN, 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MSELVES (2010). 
177

 李智仁，金融商品之監理趨勢與消費者保護，萬國法律，第 179 期，頁 13-14，2011 年 10 月。 
178

 其原文如下：”To promote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improving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end ‘‘too big to fail’’,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taxpayer by 

ending bailouts, to protect consumers from abusive financial services practic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179

 Sec. 111 of The Dodd-Frank Act; 12 U.S.C. § 5321(a). 
180

 Id. § 53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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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of the Federal Insurance Office）、州保險監理官（State insurance 

commissioner）、州銀行監理官（State banking supervisor）以及州證券監理官（State 

securities commissioner）。除 FSOC 主席認為監理資訊涉及保密內容且通過正當

程序的確認之外，無投票權成員有權參加相關會議、討論及研究等。 

 

表 3 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FSOC）之組織架構圖 

        成員 

機構 
成員及所屬單位 

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 FSOC） 

10 名擁有投票權成員： 

財政部長並擔任 FSOC 主席、Fed 主席、通貨監理官、

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主任、證交會主席、聯邦存款保險

公司主席、CFTC 主席、FHFA 主席、NCUAB 主席以

及由總統提名參議院批准的代表保險行業的獨立成

員 

5 名不享有投票權成員（顧問身份）： 

金融研究辦公室主席、聯邦保險辦公室主席、州保險

監理官、州銀行監理官以及州證券監理官 

 

資料來源：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並經作者整理。 

 

從美國金融發展的經驗顯示，其金融監理對次級房貸、金融資產證券化包裝

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基金的槓桿操作、信用評等公司的信評制度等的寬鬆監

理措施，使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大增，因此，FSOC的職權在於識別在金融體系

中處於系統性重要（systemically important）的金融機構，以監控金融服務行為

的系統性風險；對於系統重要性的銀行控股公司或非銀行金融公司給予更嚴格的

監理管控，增強金融業穩定性；就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產品或活動引發的系統

性風險，定期公佈風險報告並每年向國會彙報。 

在保險監理制度方面，金融危機之前，依據麥卡倫-弗格森法（the 

McCarran-Ferguson Act）181之規定，原則上賦予各州不受聯邦政府干預之保險監

理權限，因此關於保險事務的規範及監理權限，係由各州政府監理官負責，在聯

邦層面基本上沒有設立保險監理機構，而 NAIC 僅是州保險監理官組成的非營利

                                                      
181

 15 U.S.C. §§ 1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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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組織，而不具監理官或政府實體之法律地位。在 2010 年的華爾街改革與消

費者保護法之前，除 1981 年產品責任風險自留法（Product Liability Risk Retention 

Act of 1981），後續並擴大修訂為 1986 年聯邦責任風險自留法（Federal Liability 

Risk Retention Act of 1986），以及因應 911 事件後美國政府為提供恐怖攻擊風險

保障所制定之恐怖主義風險保險法（the Terrorism Risk Insurance Act of 2002），美

國聯邦政府並未直接參與保險事務的監理。然而，過去長期以來由各州政府負責

保險事務監理，已經衍生諸多監理問題而遭致批判，認為各州政府的保險規範缺

乏一致性，對於跨州經營的保險公司造成重複規範、或增加法令遵循成本，各州

政府的保險規範存在監理漏洞（regulatory gaps）誘發監理套利弊端，且現行州

政府的保險規範體系，實際上阻礙國際監理規範的建構。182「華爾街改革與消費

者保護法」對於保險監理制度最重要的改革，係在財政部轄下新設「聯邦保險局」

（Federal Insurance Office，簡稱 FIO）183，以解決美國政府缺乏聯邦保險監理機

構的問題，由中央綜合考量各州政府保險監理單位間的法規落差，避免發生監理

套利，並集中蒐集各州保險公司營運資訊，以儘早發現系統性風險。依據 2010

年聯邦保險局法（Federal Insurance Office Act of 2010, FIO Act）規定，FIO 的保

險監理職權，主要包括以下事項184： 

1.防止系統性風險：負責全面監督保險業，包括辨識各項保險業務中可能引發系

統性風險的議題及監理漏洞。 

2.弱勢保護：確保弱勢社區或消費者、中低收入公民，依足以負擔的保費成本購

買各項保險商品，但不包括健康保險。 

3.提供建議給 FSOC：辨識系統性重要的金融機構，並向 FSOC 提供建議。 

4.依據「2002 年恐怖主義風險保險法」，協助財政部管理恐怖主義保險計畫： 

5.代表美國聯邦政府參與財務審慎監理之國際保險規範：FIO 必須與各州政府監

理官諮商後，代表美國聯邦政府參與 IAIS 會議，制定財務審慎監理（prudential 

standards）之國際保險規範，但不涉及市場行為監理（market conduct standards）。

然而，FIO 並無締約權限，仍應由財政部及美國貿易代表（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進行國際法律協定。 

 在推動美國保險監理改革方面，FIO 業於 2013 年 12 月依職權發布「美國保

                                                      
182

 See Elizabeth F. Brown, Will the Federal Insurance Office Improve Insurance Regulation?, 81 U. 

Cin. L. Rev. 560, 560-579 (2013). 
183

 Sec. 502 of The Dodd-Frank Act; 31 U.S.C. § 313. 
184

 31 U.S.C. §§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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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監理制度改革與現代化研究報告」185，分析美國保險監理沿革、分別探究財務

審慎監理與市場行為監理規範，並具體提出未來保險監理改革方向，包括：建立

系統性風險規範（Systemic Risk Regulation）、強化資本適足性（Capital Adequacy）、

消費者保護（Consumer Protection）、統一監理規範（National Uniformity）、強化

監理執行（Consolidated Supervision）以及聯邦層級國際監理協議（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提供給各州政府監理官與立法者之重要參考。透過「華爾街改革

與消費者保護法」創設聯邦層級之 FIO 機制，透過與 NAIC 共同合作，預期將可

有效促使州政府監理官進行國內及國際之保險監理規範改革186。 

 

第三項 歐盟保險監理制度之改革 

歐盟長期推動單一金融市場發展，乃區域經濟合作與金融整合的成功典範。

全球性金融危機議題，觸發歐盟重新檢討金融監理制度，歐盟金融監理之成效與

金融體系穩定具有關聯性，攸關歐盟經濟復甦發展與表現、內部市場運作成效及

歐盟進一步深化單一金融市場之進程，乃一關鍵性議題，後續金融監理之新制改

革，深受各國政府及學術界所重視。為防範金融危機再次發生，歐盟亦積極著手

金融監理體系改革，以維持金融穩定，促進歐盟經濟復甦。 

歐盟執委會於2009年5月27日發布的「歐盟金融監理」（"European financial 

supervision "）提案報告187是關鍵重要里程碑，採納de Larosière報告所提議，確

立創設歐盟層級金融監理體系的基本架構188，係由新的兩大支柱（two new pillars）

所構成：1.「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以下簡

稱ESRB），職掌總體審慎監理；及2.「歐盟金融監理體系」（European System of 

Financial Supervisors, ESFS）將由三個新的金融監理機構（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ESAs）所組成，職掌個體審慎監理189。新制歐盟層級金融監理體系

架構，詳見如下圖示。 

 

                                                      
185

 Federal Insurance Office (FIO), How To Modernize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treasury.gov/initiatives/fio 

/reports-and-notices/.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186

  See Vaughan, supra note 175, at 283-284. 
187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European financial supervision" 

(COM [2009] 252 final), Brussels. 
188

 See Małgorzata Mikita, EU Single Financial Market – Prospects for Changes, 8(1) Financial 

Internet Quarterly „e-Finanse” 53, 55-56 (2012). 
189

 See Karel Van Hulle, Regulatory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17 THE 

FUTURE OF INSURANC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294, 297-298 (Patrick 

M. Liedtke & Jan Monkiewicz ed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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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新制的歐盟層級金融監理體系架構 

    

 

 

 

 

 

 

 

 

 

 

 

 

 

 

 

 

 

 

 

 

 

 

 

 

 

資料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European 

financial supervision" (COM [2009] 252 final), Brussels, at 17， 並經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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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第一支柱方面：總體審慎監理  

健全的總體經濟政策是金融體系穩定的基礎，在歐盟層級設立 ESRB
190，負

責歐盟總體審慎監理，同時將與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等國際機構保持密切聯絡，

以因應金融危機後必須加強總體審慎監理，達到全球金融體系穩定的目標。ESRB

的職責在於收集、分析、監督與評估總體金融系統性風險，針對可能造成總體金

融穩定威脅的重大風險，發佈風險預警（risk warning）、並對如何解決風險提出

必要的對策建議，包括可能的立法建議。ESRB 得視情形對歐盟一般性或只針對

個別的會員國，透過歐盟財經部長理事會（ECOFIN Council）或三個新金融監理

機構發佈風險預警與對策建議，並設定對策建議執行的時間表，以及負責後續監

督對於風險對策建議的成效，但 ESRB 屬於諮詢性質之歐盟機構，不具備獨立的

法律人格，其風險對策建議也無法律拘束力。 

在ESRB的組織架構上，歐盟執委會提議其委員應由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總裁、27 個會員國的中央銀行（National Central Banks, NCBs）

總裁、三個新金融監理機構首長與歐盟執委會的代表所組成。在 de Larosière 報

告所提議，由歐洲中央銀行總裁擔任 ESRB 主席，對內主持風險會議，對外代表

該機構。各會員國金融監理機構的一名資深代表得以觀察員身分與該會員國的央

行總裁共同參與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議，稱之「一加一模式」（1+1 formula）。

而經濟暨金融委員會（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EFC）主席係代表財政

部長亦以觀察員身分與會。ESRB 應至少於每季召開一次會議，所有委員以及觀

察員皆有出席權和發言權，但顧及議事決策程序的執行效率，僅有委員具有投票

權，委員一人一票，決策以「簡單多數決」（simple majority）方式為之。 

二、在第二支柱方面：個體審慎監理  

依據 de Larosière 報告所提議，對於 Lamfalussy 程序中現行第三階段的三個

監理委員會（Lamfalussy Level 3 Committees）將由歐盟層級所新設立的三個金融

監理機構191所取代。三個新設的歐盟金融監理機構皆是「超國家組織」並具備法

律人格，使其得成為法律關係之主體，在法律上享有權利及負擔義務以達成金融

監理的政策目標，負責執行歐盟個體審慎監理之職務。權責功能在於確保歐盟建

                                                      
190

 Regulation (EU) No 1092/2010, [2010] OJ L331/1 on European Union macro-prudential oversigh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 
191

 即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EBA)、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EIOPA)與 European Securities Authority (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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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單一金融法規，包括制訂具法律拘束力之技術性準則及解釋性指導，避免歐盟

各會員國金融法規差異所衍生之弊端。單一金融法規之和諧化，必須各會員國皆

能一致性適用歐盟法律，當會員國監理官之間出現法律適用歧異時，歐盟金融監

理機構應先行調解程序，協助會員國監理官之間進行協議，若經調解仍無法達成

協議時，則歐盟金融監理機構應做成決議方式解決爭端。會員國監理官必須遵守

歐盟法律及監理準則，若出現明顯違反情形，歐盟金融監理機構應有權向相關會

員國監理官提出建議，如繼續不予遵守，歐盟金融監理機構得將案件提交歐洲執

委會以決議方式，強制要求會員國監理官必須遵守歐盟法律及監理準則。192惟以

上歐盟金融監理機構與歐洲執委會所做成具法律拘束力之決議，皆必須接受歐盟

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的司法審查。進而，歐盟金融監理機構應致力於塑造

共同的監理文化與一致性監理實務，確保各會員國達成適用單一金融法規的監理

趨同。 

歐盟執委會採納 de Larosière 報告之提議，三個歐盟金融監理機構皆擁有專

職、獨立的主席與秘書長，主席應公開競選並須由歐洲議會任命，任期 5 年不得

連任。各歐盟金融監理機構的「監理官理事會」（Board of Supervisors），由各會

員國的最高級代表與歐盟金融監理機構主席所組成，同時，歐盟執委會的代表、

ESRB 代表與 EFTA-EEA
193國家監理官得以觀察員身分參與。「監理官理事會」

應定期召開會議，負責制訂具金融監理準則，決策應以「條件多數決」（qualified 

majority）方式為之。歐盟金融監理機構被賦予高度的「獨立性」（independence）

以執行金融監理職權194，同時，也具有「課責性」（accountability）必須對歐盟

理事會與歐洲議會負擔責任，並建立歐盟金融監理責任的趨同標準，克服現行各

會員國之間金融監理責任制度之差異，以維護公共利益。 

在新制歐盟層級的保險監理機構方面，依據歐盟第 1094/2010 號規則設立歐

洲保險及年金監理機關（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以下簡稱 EIOPA）195，於 2011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於德國法蘭克福。EIOPA 將

取代僅具諮詢性質之歐洲保險及年金委員會（Committee of European Insurance 

                                                      
192

 See Paul Weisman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and their Power to 

Issue Binding Decisions, 27(1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and Regulation 495, 495-496 

(2012). 
193

 EFTA-EEA 係指「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以及「歐洲經

濟區域」(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194

 參見洪德欽，歐洲中央銀行獨立性之研究，台大法學論叢，第 33 卷，第 5 期，2004 年，頁

218-220。 
195

 Regulation (EC) No. 1094/2010, [2010] OJ L331/48 on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y (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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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Committee, CEIOPS），並概括承受其原有職務工作。

EIOPA 屬於歐盟層級的新保險監理機構，是「超國家組織」並具備法律人格，

應為歐盟組織（Union body）並具有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得成為法律關

係主體，在法律上享有權利及負擔義務以執行其職務，有別於歐盟會員國之保險

監理機構或跨國性保險監理國際組織。196
 

EIOPA之主要決策機構與成員包括：1.監理官理事會（Board of Supervisors），

乃最高決策機構；2.管理理事會（Management Board），乃最高行政機構；3. EIOPA

主席（Chairperson），負責對外代表EIOPA；4. EIOPA執行理事（Executive Director），

負責管理 EIOPA。EIOPA 之組織架構圖，參見下表。 

 

表 4 歐洲保險及年金監理機關(EIOPA)之組織架構圖 

            成員 

機構 
成員及所屬單位 

監理官理事會 

(Board of Supervisors) 

EIOPA 主席 (無投票權) 

27 位會員國金融機構監理首長 

執委會代表 (無投票權) 

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ESRB)代表 (無投票權) 

另外二個歐盟金融監理機構(ESAs)代表 (無投票權) 

管理理事會 

(Management Board) 

EIOPA 主席 (無投票權) 

6 位會員國金融機構監理首長--監理官理事會選派 

EIOPA 主席 

(Chairperson) 

監理官理事會所選任，專職並具獨立性。 

對外代表 EIOPA，對內主持監理官理事會及管理理事

會之會議；任期為五年，得連任一次。 

EIOPA 執行理事 

(Executive Director) 

監理官理事會所選任，專職並具獨立性。 

管理 EIOPA 日常事務；任期為五年，得連任一次。 

資料來源：歐盟第 1094/2010 號規則，並經作者整理。 

 

1.監理官理事會  

監理官理事會是 EIOPA 最高決策機構，主要功能在於執行 EIOPA 保險監理

政策，歐盟第 1094/2010 號規則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監理官理事會應由 EIOPA

主席、各會員國金融機構監理首長、執委會代表、ESRB 代表、另外二個歐盟金

                                                      
196

 參見蔡信華、林建智，前註 16，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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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監理機構代表所組成。 

歐盟第 1094/2010 號規則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監理官理事會應制訂方針

（guidance）及作出決定（decision），以確保歐盟條約與本規則所賦予 EIOPA

任務之確實執行。EIOPA 為「歐盟金融監理體系」個體審慎監理之組成部分，

各會員國監理官應依據 EIOPA 頒布之技術性準則及指示行事。監理官理事會應

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各會員國監理官服從 EIOPA 之準則及指示，並要求其提供

必要之資訊。 

監理官理事會每年應至少集會二次，僅有各會員國的金融機構監理首長具有

投票表決權，原則上監理官理事會所作的決定，係採取每一位成員均有一投票權

的「簡單多數決」（第 44 條第 1 項第 1 款）。然而，就 EIOPA 法規技術性標準的

委任命令職權 （第 10-16 條）、因應緊急情勢而禁止或限制金融業務（第 9 條

第 5 項）、EIOPA 財政預算規定（第 6 章第 62-66 條）等議題的決議，監理官理

事會每一成員的投票權，應依據其歐洲聯盟條約第 16 條第 4 項規定比例予以加

權計算，亦即採取「條件多數決」方式（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而非一國一

票方式。投票權制度原則上採取一國一票制度，係基於歐盟會員國之「主權平等」

原則參與歐盟事務的憲法傳統。惟歐盟會員國間的經濟規模差異頗大，所以，針

對金融監理重要事項與EIOPA財政預算等議題，除了確保EIOPA決策效率之外，

適當反映對德法等大國經濟實力與財政貢獻的客觀現實，而例外採取「條件多數

決」方式，應認為係合理的制度安排，蓋法律關係的權利義務理應對等。 

2.管理理事會 

管理理事會是EIOPA最高行政機構，主要功能在於確保EIOPA必須依據歐盟

規則實行保險監理政策。歐盟第1094/2010號規則第45條第1項規定，管理理事會

應由EIOPA主席、以及六位由監理官理事會所選派的會員國金融機構監理首長所

組成。除EIOPA主席外，任期為兩年半，且得連任一次。管理理事會的成員，應

符合比例並適當反映歐盟整體。 

管理理事會必須在每次監理官理事會召開會議前先行集會，且視其業務需要，

每年應至少集會五次。管理理事會的決議（decision），係採取一人一票的「簡單

多數決」（第45條第2項）。EIOPA執行理事及執委會代表應參與管理理事會，但

不具決策投票權。 

3. EIOPA 主席 

EIOPA 主席對外代表 EIOPA，為專職並具獨立性的職權，其職責在於準備

召開監理官理事會會議，並且主持監理官理事會及管理理事會之定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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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OPA 主席的人選資格，必須在金融界中具有聲譽、具備金融專業知識，並擁

有金融監理的實務經驗，任期為五年，且得連任一次。EIOPA 主席應由監理官

理事會所選任，但歐盟議會對於該 EIOPA 主席的任命具有否決權。於尊重 EIOPA

主席的獨立性原則下，歐盟議會及歐盟部長理事會得邀請 EIOPA 主席針對其執

掌有關審慎監理金融機構及維持金融體系穩定之議題，提出建議並接受諮商（第

45 條報告義務）。  

4. EIOPA 執行理事 

EIOPA 執行理事為專職並具獨立性的職權，其職責在於管理 EIOPA 日常業

務及準備管理理事會之工作。EIOPA 執行理事應遵照監理官理事會的方針以及

管理理事會的管控之下，負責 EIOPA 的年度工作計畫（第 53 條）。EIOPA 執

行理事應由監理官理事會經公開甄選程序後任命，且由歐盟議會覆議確認（第

51 條第 2 項）。EIOPA 執行理事的人選資格，必須在金融界中具有聲譽、具備

金融專業知識，並擁有金融監理的實務經驗，任期為五年，且得連任一次（第

51 條第 3 項）。 

EIOPA之主要監理目標是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與效率，以保護歐盟經濟體、

歐洲公民及金融服務產業之公共利益。具體而言，歐盟第 1094/2010 號規則第 1

條第 6 項規定197，EIOPA 的保險監理目標包括： 

(1)改善內部市場運作，特別是健全、有效及一致性的監理法規； 

(2)確保金融市場的完整性、透明性、效率及運作秩序； 

(3)加強國際監理官的合作； 

(4)防範監理套利（regulatory arbitrage）與促進公平競爭（equal 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 

(5)適當規範及監理保險公司、再保公司與年金保險之風險承擔； 

(6)增進消費者保護。 

再者，依據歐盟第 1094/2010 號規則第 8 條第 1 項規定，EIOPA 監理任務與

職權，主要包括以下事項： 

                                                      
197

 Regulation (EC) No. 1094/2010, Art. 1(6) provides: “The objective of the Authority shall be to 

protect the public interest by contributing to the short, medium and long-term s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for the Union economy, its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The Authority 

shall contribute to: (a) improv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l market, including in particular a sound, 

effective and consistent level of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b) ensuring the integrity, transparency, 

efficiency and orderly functioning of financial markets, (c)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supervisory 

coordination, (d) preventing regulatory arbitrage and promoting equal 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 (e) 

ensuring the taking of risks related to insurance, re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ctivities is 

appropriately regulated and supervised, and (f) enhancing customer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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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歐盟保險監理的共同標準與實務，應制訂方針（guidance）、建議

（recommendations）、草擬法案及實行技術性標準；  

(2) 確認各會員國監理官必須一致性遵守歐盟金融監理法規，塑造共同的監理文

化。防止監理套利，協調處理各會員國監理官之間的爭端，確保對金融業者有效

及一致性的監理，確保監理官協會（supervisory colleges）的協調功能，以及對

潛在威脅金融秩序情勢之危機管理應變措施； 

(3) 促進監理任務執行，以及監理機構責任； 

(4) 與 ESRB 密切合作，提供總體審慎監理必要資訊。當 ESRB 發佈風險預警與

對策建議後，應適當採取進一步行動； 

(5) 對於相關監理機構建立及進行同儕審查分析（peer review analyses），包括發

布方針、建議、以及確立最佳實務； 

(6) 監督與評估金融保險市場發展； 

(7) 進行金融保險市場的經濟分析； 

(8) 加強對於保單持有人、年金計畫被保險人、受益人的保護。 

歐盟單一內部市場在於繼續推動里斯本條約架構下所規定之政策與目標，歐

盟層級新制的保險監理機構應同時確保歐盟法律之一致性趨同標準與適用。綜觀

歐盟所頒布新制歐盟層級的保險監理機構與職權，係在調和各會員國監理法規與

實踐差異，以深化歐盟單一保險市場之目標，輔以總體及個體審慎監理的實踐，

以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及促進歐洲經濟復甦。惟「內部市場」非屬歐盟的專屬職權

（exclusive competence）198領域，而係分享職權（shared competence）199領域，

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5條第3項規定：「基於輔助性原則，歐盟就非在其專屬職權

領域，僅於政策目標不能由會員國在本國、地區及地方層級有效達成；由於規模

或效果，由歐盟層級較易實現者，始得提案採取行動。」因此，EIOPA在對成員

國監理機構或金融保險業者作出有法律約束力的決定時，也必須符合歐盟法中的

輔助性原則。歐盟整合系以「共同市場」為基礎，逐漸推展至「經濟暨貨幣同盟」

（EMU）、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等領域。歐盟法制化乃以憲法性條約為基礎，

超國家組織為建制，透過功能性經濟整合與社會性人民交流，有效促進了歐洲以

及各會員國之和平、繁榮與穩定，同時努力創設一更加緊密與共同命運之區域整

合聯盟。隨著歐洲議會對執委會各項金融改革提案的通過，可以預見的是，歐盟

各會員國將賦予歐盟更大職權，以鞏固金融體系及維護經濟秩序，展現區域整合

                                                      
198

 TFEU, Art. 3. 
199

 Id. 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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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典範。 

 

第四節 小結 

隨著貿易自由化、解除管制與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本文由供給及需

求兩方面切入，從比較法角度之觀察，針對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立法趨勢，提出「規

範競爭」之論證，分別探討美國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與境外金融中心專屬保險註

冊地的立法規範，分析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的發展趨勢，可稱之為「專

屬保險註冊地競爭」。對於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的監理發展趨勢，其

結果將導致向上提升，亦或造成競相沉淪？學者對此看法並不一致。支持者認為，

規範競爭乃一良性競爭，並將促使各國家或法域之規範更加優良而向上提升；反

對者則認為，此規範競爭乃屬惡性競爭，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競相解除管制將會

衍生不公平競爭或不當監理套利的金融保險監理弊端，頗值深慮。然而，本文認

為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使得長期主導各國金融自由化之解除管制政策受到

衝擊與挑戰，加上各國金融管制革新過程中，強調採用審慎措施進行金融監理與

管制措施，並據此作為加強政府介入干預的理論基礎，將能有效抑制不良的惡性

競爭以維持交易市場秩序，並回歸於提高經濟活動效益之良性競爭。 

申言之，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回歸並加強金融管制的呼聲高漲，論者檢討

金融危機之成因200，可歸咎於貿易自由化之要求造成不當解除管制，WTO有關

金融服務貿易的規範，完全是建立在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可創造社會最

大福利的經濟學假設上，並未要求各國在自由化前先建立良好的金融管制，一旦

自由化帶來激烈競爭，高風險行為應運而生，此時政府管制非但未及時介入，反

而因為業界利益團體，如AIG、花旗銀行（Citibank）等，主張只有更少的管制

才能促使業界更有效率、更能創新的遊說下，倡議進一步放寬金融管制201，藉以

提高其對於國家生產毛額（GDP）與經濟成長的貢獻。因此，由於各國政府對金

融管制不足，造成市場失靈的現象202，政府法規範之介入實有相當之必要性，由

                                                      
200

 楊光華，金融海嘯與世貿組織之金融服務貿易規範-兼論「審慎例外」，政大法學評論，第 119

期，頁 260-261，2011 年 2 月。 
201

 行政管制上，管制捕獲（regulatory capture）的問題已一再被提出，被管制者為了本身的利益

所形成的利益團體，會盡其所能的遊說、影響政治團體與管制的公部門機關，降低其管制強度與

密度。See William W. Bratton & Joseph A. McCahery, Regulatory Competition, Regulatory Capture, 

and Corporate Self-Regulation, 73 N.C. L. Rev. 1861, 1878 (1995). 
202

 世貿組織秘書處的報告表示，近年來金融服務部門功能失靈，是與此部門之特質（包括：追

求報酬、缺乏實地查核、降低管制標準）及管制上漏洞（包括：監理套利、資本與流動性規範不

足、未受管制之服務提供者），具有相關性。See WTO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 Finan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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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寬鬆、微觀的金融監理模式，繼而轉向嚴格、宏觀的監理架構，避免重蹈覆

轍、再次陷入金融危機。各國政府的金融監理目標，應建立並維護一個穩定、健

全、效率的金融體系，確保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同時保障存款人、投資

人、保單持有人的權利。 

綜上，金融危機後所引發的金融管制政策變革，乃是重要的切入觀察重點。

自金融危機後，使得長期主導金融自由化之解除管制政策受到衝擊與挑戰，加上

各國金融管制革新過程中，強調採用「審慎措施」（prudential measure）進行金

融監理與管制措施，並據此作為加強政府介入管制的理論基礎。質言之，金融危

機後明顯暴露出各國缺乏對於總體審慎風險進行監測的機制，各國因應對策係加

強監督與評估總體金融系統性風險，針對潛在威脅總體金融穩定的重大風險，發

佈風險預警、並提出必要對策建議，以確保有效管控金融保險業的系統性風險，

落實對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es, SIFIs）之

審慎監理。在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稱 FSB）203及 G20
204

的建議下，IAIS 於 2012 年 5 月 31 日擬訂出「全球系統性重要之保險業：建議

評估方法」之提案報告，該份報告旨在擬訂對於辨識全球系統性重要之保險業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以下簡稱 G-SIIs）的評估方法，即以規

模（size）、全球業務（global activity）、金融體系內關聯性（Interconnectedness）、

非傳統與非保險活動（non-traditional and non-insurance activities）、可替代性

（substitutability）等五大類型評定標準205，建議 IAIS 會員之監理機構加強對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WTO Doc. S/C/W/312, para. 96. 
203

 為加強金融監理功能，促進金融體系穩定，在 2009 年 G20 倫敦高峰會決議成立新的金融穩

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以取代「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FSF)，

主要負責全球金融體系之總體監控、預警及跨國監理合作。See Overview,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available at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about/overview.htm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see also, The History of the FSB, available at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 

org/about/history/ ( last visited: Feb. 21, 2015).  
204

 請參 G20 官方網站：https://www.g20.org/about_G20（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205

 G-SIIs 的五大類型評定標準，原文規定如下：1. Size: The importance of a single component for 

the working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generally increases with the amou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that the 

component provides. It should be recognised, however, that in an insurance context size is a 

prerequisite for effective pooling and diversification of risks. 2. Global Activity: The methodology is 

aimed at identifying component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whose failure can have larg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n a global scale. 3. Interconnectedness: Systemic risk can arise through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linkages between the component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so that individual failure or 

distress has repercussions around the financial system, leading to a reduction in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services. 4. Non-traditional and non-insurance activities: As described in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non-traditional insurance activities and non-insurance financial activities are potential drivers 

of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insurers and thu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upon failure. 5.Substitutability: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a single component increases in cases where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components of the system to provide the same or similar services in the event of failure.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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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IIs 之審慎監理206，並防範大型保險集團系統性風險，避免保險業與其他金融

市場相互傳染，也避免與在金融保險集團內部蔓延之傳染性風險（contagion risks），

同時也降低問題金融保險集團對於金融體系所產生之衝擊。對於個別之金融監理

機構，亦強調確保其資本適足率與清償能力之達成，並嚴格要求金融保險業之資

訊揭露，提升市場透明度，重視對於保單持有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保護。準

此以言，在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的規範競爭情形，將可預期未來會隨著政府監管

干預改弦更張趨於緩和，且能有效抑制不良的惡性競爭以維持交易市場秩序，並

回歸於提高經濟活動效益之良性競爭，形成在金融危機後，監理法規之再管制

（re-regulation），以期建構新架構之監理法規的重要理由。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Proposed Assessment Methodology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iaisweb.org/G-SIIs-988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206

 金融穩定委員會在 2013 年運用 IAIS 的評估方法，進行辨識全球系統性重要之保險業，該評

估報告指出 G-SIIs，包括：Allianz SE、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Assicurazioni Generali 

S.p.A.、Aviva plc、Axa S.A.、MetLife, Inc.、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mpany of China, Ltd.、

Prudential Financial, Inc.、Prudential plc。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s (G-SIIs) and the policy measures that will apply to them 1, 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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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專屬保險監理之規範建構 

第一節 專屬保險之監理課題 

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的發展趨勢，可稱之為「專屬保險註冊地競

爭」（captive domiciles competition），目的在於吸引國際企業投資，促進當地經濟

收益，增加當地居民之就業機會，及鞏固當地保險市場發展規模。然而，論者認

為，「專屬保險註冊地競爭」亦衍生金融保險監理弊端，美國州政府實施稅捐優

惠制度，降低稅負與政府規費，監理官是否能有充分資源進行有效監理專屬保險

公司？放寬審慎監理標準，專屬保險公司是否能維持清償能力，並履行保險金給

付義務？頗值深慮207。對於境外金融中心相繼立法，推動發展專屬保險產業，不

同境外專屬保險註冊地對於監理制度之差異，可能提供國際企業集團利用低密度

的法規範獲得競爭優勢，從而造成不公平競爭或不當之「註冊地監理套利」。對

於各境外金融中心透過解除監理管制獲得競爭優勢，進而爭取國際企業投資，有

論者批評此一惡性規範競爭實為「競相沉淪」（race to the bottom）208。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早

於 1998 年即已提出「有害租稅競爭」（harmful tax competition）報告209，倡導遏

制有害的租稅競爭，曾對全球境外金融中心（如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巴

哈馬（Bahamas）、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等）施壓，要求其等必

須限制或終止對資金機密性之保護措施，並為反制有害租稅競爭，應要求開放其

透明度（transparency）與有效的資訊交換（exchange of information）210，以共同

努力減少逃稅與洗錢犯罪行為211。此後，OECD 財政委員會（Committee on Fiscal 

Affairs）又分別在 2000 年、2001 年、2004 年、2006 年、2009 年提出後續進度

報告（Progress Reports），目的在於督促被列名為「租稅天堂」212的國家或法域

進行改善措施，以遏制有害的國際租稅競爭。 

                                                      
207

 See Cole & McCullough, supra note 100, at 73. 
208

 See Morriss, supra note 26, at 102. 
209

 See OECD, Harmful Tax Competition: An Emerging Global Issue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tax/transparency/44430243.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210

 See Article 26 of 2014 OECD Model Tax Conventio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211

 See Dionne & Macey, supra note 23, at 14-15. 
212

 OECD 對於「租稅天堂」之判斷標準，為下列四項主要因素，包括：（1）對於相關所得課以

零稅率或僅課以名目稅負（No or nominal tax on the relevant income）；（2）欠缺有效的資訊交換

（Lack of effectiv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3）缺乏透明性（Lack of transparency）；及（4）無

實質的營業或經濟活動（No substantial activities）。See OECD, Countering Offshore Tax Evasion: 

Some Questions and Answers 1, 11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tax/ 

exchange-of-tax-information/42469606.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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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之浪潮下，由於貿易障礙逐漸降低，促使大型跨國企業運用專屬保

險公司之設立，以有效整合企業集團境內與境外各子公司的風險管理與保險事務，

創造規模經濟效益，並進行全球化的風險管理規劃。另一方面，WTO、GATS

之規範原則在於促進貿易障礙的排除，使金融市場之全球化亦如火如荼進行，引

發各國解除或放寬金融保險業務管制，透過提供較佳法規與制度以吸引國際企業

投資之國際潮流213。從而，如何於追求金融保險業務自由化之同時，相對地採取

適當之監理防弊措施，自屬當前之重要課題。 

 

第二節 專屬保險監理之辯證 

按保險監理法規範，旨在維持保險業之健全、效率與公平競爭，並有助於金

融體系穩定，進而保障保單持有人與投資人權益。隨著全球國際貿易障礙逐漸降

低，促使大型跨國企業運用專屬保險公司承保其境內與境外各子公司風險，進行

全球化的風險管理整合。保險監理制度必須與實務發展與時俱進，主管機關應就

保險業清償能力之個體監理，或潛在與整體金融體系有關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214之總體監理議題，進行有效監管並提出因應對策。本文以下乃說明專屬

保險之風險特性，及論述其監理之理論基礎。 

 

第一項 專屬保險之風險特性 

作為保險監理之依據，專屬保險經營活動的本質在於承擔大型國際企業經營

的風險，用以有效整合企業集團境內與境外各子公司的風險管理與保險事務，創

造規模經濟效益。依據 IAIS 於 2006 年「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理之議題報告」215，

分析專屬保險的風險特性，建議監理官應注意對於專屬保險業監理規範之考量因

素，具體說明如下： 

                                                      
213

 See Morriss, supra note 26, at 117-118, 124. 
214

 關於系統性風險，負責監控金融穩定與協調金融政策的國際組織，即國際貨幣基金（IMF）、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將金融領域的系統性風險定義為：係指對於金融服務秩序破壞的風險，由全部或部分金融

體系損壞所造成，且具有對實體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後果的潛在可能性。S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and the Secretariat of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Guidance to Assess the Systemic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rkets and Instruments: Initial 

Considerations 5-6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g20/pdf/100109.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215

 IAIS, Issues Paper on th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2006), 
available at http://iaisweb.org/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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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若專屬保險公司一方面承做企業集團母公司的保險業務，且另方面承接來

自第三人的保險或再保業務時，則其實質上經營風險與一般商業保險無異。 

  2. 專屬保險公司是以集團子公司的組織型態，由非保險業之企業集團母公司

出資設立，母公司對其專屬保險公司經營具有實質影響力，應注意專屬保險公司

須實施有效的公司治理，以確保符合資本適足性要求與適當責任準備金提列。 

  3. 在保險經營實務上，專屬保險公司的保險交易對象包括前衛公司（fronting 

companies）與再保險公司，應透過對於專屬保險之監理規範，以確保交易安全。 

  4. 專屬保險公司破產倒閉，將導致企業集團母公司索賠無門，在無法獲得保

險補償之情形，母公司必須自行承擔損失，進而損及投資人權益。 

  5. 因應各種新形態的風險日益增加，專屬保險公司的重要功能在於提供母公

司對於不可保風險的替代性承保容量（an alternate form of capacity），欲維繫此一

專屬保險機制（captive mechanism），則有賴適當之監理規範。 

如前所述，監理官應審酌專屬保險之風險特性，適用能反映出專屬保險屬性

之監理原則。監理內容亦應考量專屬保險產業之實務運作，且不能妨礙市場效率

與安定。 

 

第二項 保險監理之理論基礎  

為尋求政府監理之必要性及正當性，各種研究政府監理之學說，其目的在於

為政府監理歸納出合理之理論基礎，進而運用於保險監理之領域，將可提供保險

監理學理上之根據。傳統保險監理的理論，主張以行為人利益考量之動機為類型

化標準，可以區分為「公共利益說」及「私人利益說」216。若係行為人為他人而

考量之利益，則為公共利益；反之，若出於行為人為自身考量之利益，為私人利

益。申言之，若從行為人之動機著眼，公共利益則源自「他人關切」（other regarding）

之動機；私人利益乃出自於「自我關切」（self regarding）之動機。準此，凡優先

考量他人或公眾之立場，而以「意識形態式」（ideology）之集體性行為所追求之

利益，則可歸類為公共利益。相反地，凡基於優先考量自我而追求之利益，即屬

私人利益。除此之外，「政治力量說」之基本論點，則在於認定除產業團體、消

費者團體及監理官僚等政治團體外，「政治菁英」對於保險監理政策之形成，亦

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217。關於「公共利益說」、「私人利益說」、及「政治力量說」

                                                      
216

 林建智，保險監理基礎理論之探討，保險專刊，第 49 期，頁 172，1997 年 6 月。 
217

 同前註，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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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要論點，分述如下： 

 

第一款 公共利益說 

「公共利益說」主張政府監理性質上為一種公共補償，目的在於消除或降低

因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所產生之附帶成本。例如獨占行為、毀滅式競爭、

私經濟力量之濫用、及外部因素所產生之影響。換言之，為因應公眾之需求，政

府必須適度地干預市場之經濟活動，以避免因市場缺失而造成不公平或無效率。

準此，政府監理遂成為政府保護公共利益之一種之必要性措施，任何類似於此之

主張，皆屬公共利益說之範疇218。事實上，保險事業與公共利益有著密切之關聯。

自 1914 年起，美國最高法院即認定保險乃一種深受公共利益影響之行業219，此

亦為「公共利益說」經常成為保險監理理論基礎之主要理由。 

保險監理的目的在於確保公共利益，藉由監理預防市場失靈以保障公眾利益，

主要監理措施包括：核發保險執照標準、監管保險業務行為、維持保險市場穩定、

確保保險業資本適足性、規範保險業投資限制等220。再者，由於保險契約的複雜

性，一般消費者不易瞭解保單商品性質、承保條款、費率釐訂，因此基於公共利

益更應透過監理法規加以監管221。「公共利益說」主張政府監理乃在於保護公共

利益之一種之必要性措施，其目的在維護保險機構的財務健全並預防系統性穩定，

確保市場安定與保護保單持有人及其股東的利益，消除或降低因市場缺失所產生

之附帶成本，並將對市場和消費者可能造成的損害降至最低。 

 

第二款 私人利益說 

「私人利益說」之主要論點，在於主張政府監理係私人利益間競爭或協調後

之結果，不同之利益團體或個人為追求其最大之私人經濟利益，彼此運用其可利

用之資源去影響監理機關，導致政府監理遂成為因應私人利益需求下之產物222。

                                                      
218

 同前註，頁 173-174。 
219

 於 German Alliance Insurance Company v. Lewis, 233 US 380 (1914)一案中，保險人主張保險係

私有企業，任何關於費率之公共監理，將抵觸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所揭櫫「各州...若無適當法律程

序...不得剝奪任何人之財產」之規定。然而，最高法院認為保險業對其他行業極為重要，故屬一

種受公共利益影響深遠之行業。因此，政府對於保險業之活動所為之監理，包括費率管制，皆屬

公共利益之考量。 
220

 See JUSTIN L. BRADY ET AL., THE REGULATION OF INSURANCE, INSURANCE INSTITUTE OF AMERICA 

19 (1995). 
221

 See VAUGHAN, supra note 2, at 101. 
222

 林建智，前註 216，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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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利益說」之基本主張主要見於「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

該理論假設在政治環境下之行為，與一般市場中之消費者行為無異，在所謂的「政

治市場」之中，利益團體或個人在政策形成之過程中，運用選票之力量追求其私

人之最大利益。政府監理官係由直接民選或由民選政府指派，其監理政策亦深受

利益團體的遊說影響223。在另一方面，政治人物或利益團體，會如同一般市場中

之企業家，以政府之監理措施來滿足企業或利益團體之私利需求，以爭取選民之

支持。而「政治支持理論」（political support theory）之理論基礎，係主張政府監

理官的監理政策，傾向於討好對於有最多選民和影響力的利益團體，進而爭取政

治上之最大支持。相對於「捕捉理論」（capture theory）之論點，「政治支持理論」

主張政府監理官不會受單一特定之利益團體所控制。相反地，為尋求市場上的平

衡（equilibrium），政府監理官係將可利用之資源與福利，儘量均衡地配置於市

場中之各種利益團體，依照此模式能夠獲得最大的政治回報224。 

 

第三款 政治力量說 

「政治力量說」主張政府監理乃政治環境下之產物，係由各種政治機構在不

同之環境背景交互影響而產生。換言之，監理決策之形成源自於各種政治團體間

之交互作用。根據此項基本假設，具有影響監理決策之政治團體大致可歸納為消

費者團體、產業團體、監理官僚與「政治菁英」（political elites）等四類。就影

響監理決策之因素而言，「政治力量說」所主張之消費者團體、產業團體、監理

官僚三種團體，與前述「公共選擇理論」所主張之私人利益團體，事實上無明顯

區別。相異之處，在於「政治力量說」另行納入「政治菁英」此項因素，並強調

「政治菁英」對監理決策之形成，有實質之影響。換言之，依政治力量說主張並

非僅止於消費者團體、產業團體及監理官僚對於保險監理議題有其政治上影響力，

「政治菁英」於監理政策之形成過程中，一方面調解來自各方壓力，並於各競爭

之利益團體中決定勝負，進而將政策導向於競爭之優勝者；另一方面，「政治菁

英」並非全然中立之仲裁人，他們亦有自身之利益考量，因此，監理決策通常與

「政治菁英」之價值判斷一致。此外，「政治菁英」亦較為關切顯著性議題。蓋

藉由此類議題之處理，可吸引社會與媒體之注意，甚至可增加個人聲望。是以，

「政治菁英」對於保險監理政策之形成，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 

 

                                                      
223

 See BRADY, supra note 220, at 20. 
224

 See id.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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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小結 

實務上，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之目的，係在於承擔大型國際企業的經營風險。

專屬保險業之風險特性與其業務來源，雖然有別於一般商業保險之經營風險，惟

依「公共利益說」之理論，係出自保障公共利益之考量，主張應對於專屬保險監

理建立一最低要求之監理規範標準，並維護專屬保險業的財務健全及其清償能力，

確保社會經濟之健全與保障保單持有人及其股東的利益，有其法理上的合理基礎

存在。國際企業追求經營利潤的極大化而要求更多之法律管制彈性（legal 

flexibility）或成本效益法規（cost-effective laws），將選擇規避高法令遵循成本。

透過利益團體遊說，促使各別專屬保險註冊地政府進行放鬆高法令遵循成本之監

理管制，競相吸引國際企業進駐當地投資，以促進當地經濟收益，增加當地居民

就業機會，以及鞏固當地保險市場發展規模，此一經濟、政治力量間之相互作用

過程，足以驗證「私人利益說」之論點。在「政治力量說」之理論，「政治菁英」

對於高顯著性之監理議題，例如：發展專屬保險產業、建構「境外保險業務中心」、

增進保險市場國際競爭力等，主導保險監理之政策形成，實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

綜上論述，「公共利益說」、「私人利益說」、及「政治力量說」雖各有其立論基礎，

但對於專屬保險業之監理規範，皆能解釋其合理性及正當性。 

 

第三節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之專屬保險監理準則 

為能有效實施保險監理之相關措施，各國監理官應負責推動制定保險法制，

以建構保險監理體系。保險立法之基本功能在於提供保險監理之法律依據，使專

業保險監理機構得以執行相關監理事宜225。IAIS 為求協力合作加強國際保險監

理事宜，發展並制定國際通用之保險監理準則，藉此提供整合國際保險監理模式

之介面，自 1994 年成立以來已陸續完成並頒布若干原則（Principles）、標準

（Standards）與指導報告（Guidance Papers）226等不同等級文件，作為會員之監

                                                      
225

 林建智，論保險監理之基本架構─兼論我國保險監理制度之改進，保險專刊，第 18 卷，第 2

期，頁 216-217，2002 年 12 月。 
226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列示各項針保險業有效率監理之重要「原則」，其內容確認保險監理官得

以行使權力之範圍，並據以發展為各項標準。「標準」係針對特定議題並描述最佳或最嚴謹之慣

例。某些情況下，一般標準可為監理當局設定最佳慣例；在其他情形下，則以報告描述管理良好

之保險公司所應處理之模式，藉以協助監理官評估其轄區公司之適當處理模式。「指導報告」係

附屬於原則與標準，以協助監理官及提高其監理成效。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所提出的監理建議，

雖無法律上之拘束性或強制性，卻為世界各國金融保險監理機關所普遍接受與遵循。有關國際保

險監理官協會已發行之原則、標準、或指導報告內容，請參 IAIS 官方網站：http://www.iais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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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規範參考。本文參考 IAIS 於 2008 年所發布「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理之指導報

告」227，就 IAIS 對於專屬保險所應適用的保險核心原則（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ICPs）228的監理建議，茲摘其重點分析如下229： 

 

第一項 核發許可執照標準 

對於保險公司營業執照之許可標準，係監理官管制進入其保險市場最重要且

最有效之管制方式。監理官之核發許可執照標準，目的在於確保專屬保險業能遵

守當地國的監理法規，以維持其國內金融保險秩序，保障保單持有人與投資人權

益。監理官核發許可執照之標準及程序，必須是透明、客觀、公開，且具一致性。 

監理官須謹慎評估其公共政策利益，若許可標準過於嚴苛，會因此降低申請

人之投資意願，形成障礙而影響市場自由發展；反之，若許可標準過於寬鬆，則

會使財務不健全或不符合資格之申請人，藉由設立保險業從事不當營業而造成危

害國內金融保險秩序之弊端。再者，監理官應考量所申請從事保險業務之特性、

規模及複雜度，權衡決定核發許可執照之標準。監理官應在明確之合理期間內審

查申請案，作出准駁決定。當申請人不符許可標準時，監理官應拒絕核發許可執

照。關於核發許可執照之標準及程序，可歸納為下列重點： 

 

第一款 最低財務能力要求 

保險業之經營，須確保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權益受到充分保障，倘若保險業

財務能力不健全，致失卻清償能力而無法履行保險契約責任，後果影響至鉅。保

險業之法定最低資本額要求，除了彌補其營業淨損失之外，尚可作為判斷保險資

本適足性標準及其他監理目的。按各國保險業法對於專屬保險業之最低資本額要

求或有不同，惟其承接保險業務僅限於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而不涉及第

                                                                                                                                                        
（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227

 IAIS, Guidance Paper on th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Captive Insurers (2008), available at 

http://iaisweb.org/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228

 最新版本為 IAIS 於 2011 年所發布之「保險核心原則、準則、指導及評估方法」。See IAIS, 

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Standards, Guidance and Assessment Methodology (2011), available at 

http://iaisweb.org/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229

 本文以下係參考 IAIS 於 2008 年所發布「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理之指導報告」，作為專屬保險

監理核心原則之論證。依據指導報告之規範內容，IAIS 已經針對專屬保險之屬性，調整保險核

心原則適用於專屬保險的監理建議。鑒於 IAIS 於 2011 年發布最新版本之「保險核心原則、準則、

指導及評估方法」，故本文以下就專屬保險監理核心原則之論證，係更新以 2011 年之「保險核心

原則」為主要依據，調整與補充適用於專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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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業務時，則法定最低資本額要求應低於一般商業保險公司。應注意者，監理

官不能以法定最低資本額要求做為其設立資本額的唯一判斷標準，必須整體衡量

專屬保險業之營業計畫，依承接自留風險之程度，預先要求具備適當之資本額，

方能確保未來營運財務穩定性，以進行長期、合理之風險管理及規劃。 

 

第二款 公司組織型態  

基於保險制度之技術性、專業性及複雜性，保險業對於社會安全與金融市場

之影響舉足輕重，故主管機關對於保險組織之設立及監管，應設有嚴格之規範限

制。按保險業之組織型態，乃由各國的保險業法或公司法所明文規範。依法受許

可設立專屬保險業之組織型態，最常見者為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部分國家亦

設有其他類型之專屬保險公司，如團體型專屬保險、租賃型專屬保險、受保護帳

戶型專屬保險等。經當地國監理官核准進入該國保險市場經營之專屬保險業，不

論其採用的公司組織型態，該保險業務經營應適用當地國國內法之相關規定。230
 

 

第三款 提交營業計畫書 

監理官應要求申請人提出營業計畫書（business plan），用以評估該保險業

經營計畫之完整性，做為營業執照准駁與否的判斷標準。專屬保險業之財務及營

業計畫書，應包括以下各項內容231： 

1.設立資本額結構（capital structure），及未來資本適足性規畫； 

2.財務報告（projected balance sheet）、現金流量預測（cash flows projection）及

成本獲益分析（profit forecast）； 

                                                      
230

 在我國之情形，按外國保險業，係指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主管機關許可，在中華民國

境內經營保險為業之機構（參照保險法第 6 條第 2 項）。依保險法第 137 條第 3 項規定：外國保

險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並依法為設立登記，繳存保證金，領得營業執照後，不得開始營業。且

外國保險業，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本法有關保險業之規定（參照保險法第 137 條第 3 項）。

外國保險業之組織，是否應以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容有探討

餘地。蓋外國保險業之組織型態，依其本國保險業法規未必與我國相同，由外國立法例之考察，

英國之勞依茲保險組織（Lloyd’s of London）、P&I Club、美國之相互保險公司（mutual insurance 

company）等，其組織型態皆與我國法制不同。是以，我國主管機關在許可外國保險業在我國境

內營業時，應慎重評估其組織型態及日後監理方式，惟一經許可，則其組織型態如何即不受保險

法第 136 條規定之限制。換言之，外國保險業非屬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之組織，我國主管機關

得考量我國現行保險業法欠缺規範基礎，或將衍生日後監理問題為由，不許可其於我國境內營業

保險業務，但於許可之後，其組織型態為何即不在所論之列。參見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總

則 第一卷，頁 78-79，2012 年 1 月。 
231

 See IAIS, supra note 27, at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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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險業務險種及承保範圍（classes of business and cover）； 

4.適當風險自留責任限額（limits of liability），及再保險計畫（the structure of 

reinsurance programme）、再保險人信用評等標準； 

5.資金運用投資政策，及股利分派規劃（investment and dividend strategies）； 

6.適當之精算報告（actuarial reports）。 

監理官應詳細調查申請人是否有長期計畫，若申請人以短視近利觀點，目的

僅在短期操作藉以獲得立即利益後，退出當地國保險市場，則必會衝擊金融保險

市場秩序，監理官須以事前監理（ex-ante regulation）防範。向境外專屬保險註

冊地申請設立許可執照之情形，當地國監理官應要求申請人於提交營業計畫書後，

須與監理官進行面談會議，並向監理官說明設立目的及營業計畫書要點，方能核

准營業執照232。若申請文件不完整時，監理官應給予申請人申覆機會，提供額外

補正資訊。 

 

第四款 營運範圍限制 

許可執照應明確規範營業範圍，界定申請人被許可從事保險業務之種類。營

業執照應將保險業務分類，至少應採取產壽險分業經營之基本原則。各國保險業

法皆設有保險業之營運範圍限制，限制模式有以下二種233：1.保險業務範圍的限

制：基於確保保險業的清償能力，保險業之經營範圍應以保險相關業務為限，不

宜跨業兼營其他非保險產業之領域234；2.保險業務之險種區分：除部分國家立法

同意設立複合保險公司（composite insurers），允許其同時經營壽險與產險業務外，

多數國家立法禁止保險業同時兼營壽險與產險業務235。對於專屬保險公司營運範

圍的限制模式，監理官得限制其不得承接第三人業務並強制安排停止損失再保險

（stop loss reinsurance）保障，或限制其經營險種等236。再者，專屬保險公司的

主要業務係以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保險相關業務為限，且禁止或僅能有限

度的承接第三人業務，故專屬保險公司的營業執照被稱之為受限制執照

                                                      
232

 See ADKISSON, supra note 24, at 52-53. 
233

 See HAROLD D. SKIPPER & W. JEAN KWON,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PERSPECTIVE IN A 

GLOBAL ECONOMY 632 (2007). 
234

 我國保險法第 138 條第 3 項規定：「保險業不得兼營本法規定以外之業務。但經主管機關核准

辦理其他與保險有關業務者，不在此限。」，即為適例。 
235

 我國保險法第 138 條第 1 項規定：「財產保險業經營財產保險，人身保險業經營人身保險，同

一保險業不得兼營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但財產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

保險者，不在此限。」，即為適例。 
236

 See IAIS, supra note 26,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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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ed license）237。 

 

第二項 人員之適任性規範 

監理官對於專屬保險公司的申請人及其主要股東，應有適任性之審查標準，

以避免不具專屬保險事業經營適任性之人，造成對於專屬保險業的不當經營。依

據 IAIS「2011 年保險核心原則、準則、指導及評估方法」（以下簡稱「2011 年

保險核心原則」）之第五原則238，係規範「人員之適任性」（suitability of persons），

監理官應要求保險業之董事會成員、高階經理階層、具控制權之重要職員、以及

大股東，必須具備且保持適任性，以履行其職責。所謂適任性，係指對於董事會

成員、高階管理人，及具控制權之重要職員，必須具備履行其職責之專業能力與

誠信，亦即所謂的適當人選（fit and proper），對於保險業之大股東，須具財務

健全與誠信。 

在董事會成員、高階經理人之適任性方面，保險監理上所謂「適當人選要件」，

係指唯有優秀人才方能造就優質公司，而不良管理或決策會導致公司經營不善而

破產239。監理官應審查高階經理人與董監事人選是否具備保險專業資格與實務經

驗，並須通過適任性測試（qualification tests）始得充任，以確保未來有效之公司

治理，維持適當的專業知識及決策之能力。若在保險營運期間，當高階經理人與

董監事人選變更情形，亦須報經當地國主管機關核准，監理官有權核准或駁回不

適任人選。在大股東適格性方面，健全財務能力是決定大股東是否適格之重要因

素，專屬保險公司的申請人通常即為企業集團母公司，監理官應審查其財務能力

狀況，設立資金來源及未來資金取得模式等事項，同時應判斷母公司所提供之金

融機構徵信資料（credit reference），須佐證其財務健全無虞。 

向境外專屬保險註冊地申請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之情形，當地國監理官應要求

專屬保險公司的董事或高階經理人應符合是當地居住民（residency）或公民

（citizenship）身分，及主營業所應設立於當地國，以落實專屬保險公司須在當

地國進行實體營運之要求，進而使監理官易於確認保險經營受有效監理。新設立

的境外專屬保險公司基於專業與當地法令遵循之需求，通常須委任當地國的專業

保險經理人（captive manager）管理，該專業保險經理人須具備當地國監理官所

                                                      
237

 See ADKISSON, supra note 24, at 23. 
238

 其原文如下：”The supervisor requires Board Members, Senior Management, Key Persons in 

Control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t Owners of an insurer to be and remain suitable to fulfil their 

respective roles.”, ICP 5. 
239

 See SKIPPER & KWON, supra note 233, at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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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之營業執照240，並事先報經監理官核准。 

 

第三項 保險費率監理 

保險費率釐訂屬於市場行為監理241之規範內容。各國監理官對於保險費率釐

訂的監理政策模式有二種選擇，即採取事前監理核准模式（ex-ante/prior approval），

或事後監理否決模式（ex-post/subsequent disapproval），依此可列舉國際保險監理

上，最常採用五種費率監理標準，說明如下242： 

1.費率規章（tariff）：此為最嚴格的費率監理標準。在實行費率規章的保險市場，

保險費率係由監理官或經監理官授權機關訂定費率規章表，所有保險業均須嚴格

遵守； 

2.事前允許制（prior approval system）：在尚未報經監理官核准之前，保險業不得

使用它所提出的費率表，此一標準通常適用於個人保險（personal lines）。在部分

國家規定，若監理官未於法定期間內答覆保險業所提出新費率表的申請要求，則

視為保險業已經獲得核准使用該新費率； 

3.訂定費率上限（rate ceilings）：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為避免保險業超收費率，

但同時又須要賦予保險業訂立費率彈性時，會使用訂立費率上限或增加上限

（flexi-rate）之監理模式； 

4.費率核備制（file-and-use regulation）：此為事後監理模式，保險業提出新費率

表，報經監理官核備後，即可立即生效適用，然而，監理官事後審查判斷該新費

率表有違背公共政策之虞，則有權立即禁止保險業使用該費率表； 

5.自由競爭（free competition）：此為最寬鬆的費率監理標準，保險業法完全沒有

費率規範，保險業亦無義務提供費率表呈報經監理官核備，隨時得使用新的費率

表。惟監理官認為所釐訂費率有適法性疑慮而提出檢查要求時，得令保險業於限

期內提供其費率精算依據之說明。 

 從國際保險費率監理的觀點，依據以上五個監理標準依其「嚴格」至「寬鬆」

程度，茲將「保險費率監理標準」圖示如下，以利讀者之理解與參考。 

                                                      
240

 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68. 
241

 所謂「市場行為之監理」（ market conduct regulation），係指有鑑於保險市場具有產品無形

性、關係複雜性及產業多變性，為保護消費者權益，並提高市場競爭機能，使社會大眾能對保險

市場產生信賴，因而採取之監理措施。其內容涵蓋於保險業經營之四個主要部份，即行銷廣告、

核保、費率與理賠。保險監理規範之相關文獻，參見林建智，論保險監理之目標，保險專刊，第

50 期，頁 184，1997 年 12 月。 
242

 See SKIPPER & KWON, supra note 233, at 633-63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圖13 保險費率監理標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專屬保險業之主要業務在於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進行有效風險

移轉或自留，在符合持續資本適足性規範之前提下，得自行精算保險費率後，簽

發保險契約給被保險人（即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若不涉及個人保險或消費者

保險之情形，監理官得採最寬鬆之自由競爭監理，賦予專屬保險業高度彈性以釐

訂費率。為達到保費適足性，IAIS 建議專屬保險業費率釐訂之參考標準243，包

括以下： 

1.母公司過去投保經驗（parent’s experience）； 

2.保險經理人之保險市場經驗（the insurance manager’s experience of the insurance 

market）； 

3.前衛公司之保險費率（rates charged by fronting insurers）； 

4.再保險市場費率（rates charged by reinsurance markets）； 

5.綜合以上判斷標準等。 

除此之外，有論者參考專屬保險業之實務運作，提出保險費率釐訂之參考標

準如下： 

1.商業保險費率原則：專屬保險公司簽發保險單之保險費率，應等於或低於商業

保險市場費率； 

2.承保不可保風險業務：因缺乏商業保險市場費率可供參考，惟仍應以保守模式

釐訂保險費率244。 

                                                      
243

 See IAIS, supra note 27, at 12. 
244

 關於承保不可保風險業務，論者提出之保險費率計算標準，茲以計算公式表示如下：（1）保

費率規章 

事前允許制 
訂定費率上限 

費率核備制 
自由競爭 

嚴格監理 寬鬆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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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企業風險管理要求 

取得當地國監理官核發之營業執照後，專屬保險業應正式開始營業。專屬保

險業之營運範圍主要係承接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並將其進行自留或再保

險安排，因此不涉及消費者保險，且對金融市場屬於低度風險，惟仍須維持監理

機制建立適當標準，以確保專屬保險之風險管理245。依據 IAIS「2011 年保險核

心原則」之第十六原則246，監理官應訂定以清償能力為目的之企業風險管理的規

範，以要求保險業管理所有相關且重要的風險。準此，監理官應要求保險業對其

風險要有足夠認知，且執行健全之風險管理作業。247企業風險管理架構，應辨識

及處理保險業所有合理可預期且具重要性風險，應至少包括：保險風險（insurance 

risk）、市場風險（market risk）、信用風險（credit risk）、作業風險（operational 

risk）、流動性風險（liquidity risk）及資產負債配合風險（asset liability matching）

等，說明如下： 

一、保險風險 

保險風險係指經營保險本業於收取保險費後，承擔被保險人移轉之風險，依

約給付理賠款及相關費用時，因非預期之變化造成損失之風險。保險業對於保險

風險中所涉及之商品設計及定價、核保、再保險、巨災、理賠及準備金相關風險

等，應訂定適當之管理機制，並落實執行。其中，核保風險（underwriting risk），

係指保險業因執行保險業務招攬、承保業務審查、相關費用支出等作業，所產生

之非預期損失風險，應建立核保制度及程序，依據核保手冊或準則落實核保風險

管理指標。 

                                                                                                                                                        
險費：最大危險保額（maximum risk） = 1 : 5；或（2）保險費 ÷ 最大累積危險（aggregate risks）

≧25%。See PARKINSON, supra note 44, at 90. 
245

 See IAIS, supra note 27, at 26. 
246

 其原文如下：”The supervisor establishes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for solvency 

purposes that require insurers to address all relevant and material risks.”, ICP 16. 
247

 例如，我國金管會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1)金管保財字第 10002517821 號令內容表示，

保險業辦理「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簡稱「保險業內控辦法」）第 5 條第 10

款的事項時，應包括「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簡稱「保險業風管守則」）第 2 點至第 7

點有關風險治理、風險管理組織架構與職責、風險管理流程、各類風險管理機制、報告及揭露、

風險管理資訊系統等規定。保險業依保險業內控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訂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必須參考保險業風管守則第 2 點及第 4 點相關規定；同時保險業的風險控管機制，則應包括保險

業內控辦法第 8 條第 3 項各款規定的原則。參見，法源法律網（01/10/2012），〈保險業內部控

制 作 業 處 理 程 序  金 管 會 ： 應 參 酌 保 險 業 風 險 管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 ，

http://www.lawbank.com.tw/news/NewsContent.aspx? NID=98967.00（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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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係指資產價值在某段期間因市場價格變動（包括利率或外幣兌換率

變動），導致資產可能發生損失之風險。保險業應針對涉及市場風險之資產部位，

訂定適當之市場風險管理機制，針對主要資產訂定相關風險控管與市場風險衡量

方法（可包括質化或量化之方法），訂定適當之市場風險限額及其核定層級與超

限處理方式。。 

三、信用風險 

用風險係指債務人信用遭降級或無法清償、交易對手無法或拒絕履行義務之

風險。保險業應針對涉及信用風險之資產部位，訂定適當之信用風險管理機制，

定期檢視交易對手、發行者、保證機構、投資部位等之信用狀況，以充分揭露其

風險狀況。 

四、作業風險 

作業風險係指因內部作業流程、人員及系統之不當或失誤，或因外部事件造

成之直接或間接損失之風險。亦即起因於作業系統不良、管理疏失、控制不當、

詐欺、以及人員失誤所引發之潛在損失。 

五、流動性風險 

係指無法將資產變現或取得足夠資金，以致不能履行到期責任之風險。保險

業應依業務特性評估與監控短期現金流量需求，並訂定資金流動性風險管理機制，

以因應未來之資金調度，並得採用現金流量模型，以評估及監控公司之中、長期

現金流量變化情形。同時，資金流動性除應考慮本國短期資金調度外，亦需考量

跨國或跨市場之資金流量調度。 

六、資產負債配合風險 

資產負債配合風險係指資產和負債價值變動不一致所致之風險，保險業應根

據所銷售之保險負債風險屬性及複雜程度，訂定適當之資產負債管理機制，使保

險業在可承受之範圍內，形成、執行、監控和修正資產和負債相關策略，以達成

公司預定之財務目標。 

保險業應擬訂「風險管理政策」（risk management policy），於評估及彙總

重要性風險後，對於所面臨之風險採取適當之回應措施，落實在公司的日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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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依據專屬保險之風險性質、規模及複雜度，監理官應要求保險業定期執行

「自我風險及清償能力評估」（own risk and solvency assessment, ORSA），以評

估其風險管理之適當性，以及現在或未來可能之清償能力狀況。企業風險管理主

要著重於保險業在經營業務上，對於特定風險所採取的風險管理行動，以確認各

別及累積的自留風險程度，並確認自留風險維持在風險容忍度（risk tolerance）

之內248。此外，企業風險管理亦要求保險業就風險標準、核保政策及責任限制等，

訂定嚴謹的執行規範，並應將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於公司治理架構。且保險業應重

視建立有效之內控制度，而內控制度249係指為達成企業目標之動態管理過程，旨

在合理確保企業達成其所定之目標。 

 

第五項 資本適足性規範 

各國監理官對於保險業的管控，首要著重於財務監理（financial regulation）

250，關於保險業的持續資本適足性規範，向來被視為保險監理的核心課題，依據

IAIS「2011 年保險核心原則」之第十七原則251，係「資本適足性」（capital adequacy）

規定，監理官應建立以清償能力為目的之資本適足性規範，設定進行監理干預之

標準，使保險業能承擔非預期之巨災損失。質言之，監理官應要求以「總資產負

債表法」（total balance sheet approach）評估保險業之清償能力，以瞭解其資產、

負債、法定資本要求及資本來源等項目間之相互關係，並要求保險業掌握其風險

曝露。同時，監理官應建立「清償能力控制標準」（solvency control levels），當

保險業的財務適足性低於清償能力控制標準時，監理官應對保險業採取監理干預，

防止保險業無法履行給付義務。 

                                                      
248

 企業風險管理已成為保險業經營的重要課題，不僅因為保險業本身就是以風險承擔為本業，

更因 2008 年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大型保險業必須更加重視企業風險管理機制。 
249

 美國 COSO 委員會強調內控制度之四個核心概念，包括：(1)內控制度乃一種管理過程，是達

成組織目標的方法，係所有與企業個體整合的一系列行動；(2)內控制度並非僅是書面的手冊表

單制度，而是由組織裡上中下各階層人員協力執行；(3)內控制度僅能合理而非絕對確保目標的

達成；(4)內控制度的主要三大控制內容乃營運效果及效率、財務報導之可靠性以及相關法令遵

循，且此三類目標可能會有重疊之處。關於「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制度與法律遵循機制之建

立」的詳細說明，參見林仁光，公司治理之理論與實踐─經營者支配或股東支配之衝突與調整，

臺大法學論叢，第 33 卷，第 3 期，頁 234-237，2004 年 5 月。 
250

 本文此處所謂「財務監理」，係於美國保險監理法規”financial regulation”之中文侈譯，在不同

國家保險監理對於該用語各有不同，如英國稱之”prudential regulation”、法國稱之”le contrôle 

financier”、德國稱之”Finanzaufsicht”，皆指本文此處所探討之財務監理規範。See SKIPPER & KWON, 

supra note 233, at 634. 
251

 其原文如下：”The supervisor establishes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 for solvency purposes so 

that insurers can absorb significant unforeseen losses and to provide for degrees of supervisory 

intervention.”, IC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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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保險業之資本適足性評估，法定資本要求應建立下列兩項清償能力標準，

包括：1.法定資本要求（Prescribed Capital Requirement，以下簡稱 PCR）252：當

保險業在某一段規定的期間內，其資產超過準備金、其他負債及安全邊際，監理

官不會以資本適足性為理由而採取監理干預行動。但當保險業適格資本來源低於

PCR 水準時，監理官會採取一些監理干預行動，例如要求增資或減少承接風險

業務，以達符合法定資本要求；2.最低資本要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

以下簡稱 MCR）253：當保險業未達最低資本要求標準時，而保險業仍無法採取

合適修正及補強行動時，監理官將採取最強烈的監理干預行動。MCR 代表當保

險業的資本低於此一標準時已經無法有效運作。MCR 係監理官在保險業未能增

資之情況，所要採取最強烈的監理干預措施，包括：要求保險業停止新業務銷售

而僅服務有效業務、禁止營業、移轉業務及撤銷營業執照。 

監理官應考量專屬保險業務之特性、規模及複雜度，權衡決定資本適足性規

範之監理標準程度。事實上，專屬保險公司資本額通常遠低於一般商業保險公司，

因此本身承保容量與風險自留能力有限，必須高度依賴再保險進行風險分散，計

算責任準備金與資本適足性時，監理官應特別考量其再保險契約之責任限額及有

效性254。再保險有助於保險市場的穩定，透過分散與限制曝險的區域累積，來促

進原保險業之風險組合與財務健全，從而建立承保能量255。準此，監理官為控管

攸關專屬保險業經營安全之再保險信用風險，有效管制再保險分出對象，有權令

其提供再保險業之專業信用評等及往來再保業務之承接比例，以及揭露其他危險

分散機制資訊，如限額再保險（finite reinsurance）、或其他以移轉、交換或證券

化等模式分散保險危險之非傳統再保險，以確保健全的清償能力。256
 

                                                      
252

 IAIS原文定義如下：”Prescribed Capital Requirement (PCR) is defined such that assets will exceed 

technical provisions and other liabilities with a specified level of safety over a defined time horizon.”。 
253

 IAIS原文定義如下：”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 (MCR) is subject to a minimum bound below 

which no insurer is regarded to be viable to operate effectively. ”。 
254

 See IAIS, supra note 27, at 22. 
255

 林建智，專業再保險之監理趨勢與現況，風險與保險雜誌，第 18 期，頁 26-33，2008 年 7 月。 
256

 如我國「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其他危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金管會金管保三字第

09702541641 號令訂定發布），第五條規定：「再保險契約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始得依財產保

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或人身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有關再保險之帳務規定處理：一、再保險

人實質上已承擔與原保險契約再保分出部分相關之所有保險危險。二、再保險人自再保險契約所

承接之再保部分承擔有顯著之保險危險，且具合理之可能性，該再保險人將因該再保險契約承擔

顯著損失。再保險契約具有財務融通之目的或有不符前項規定之可能性者，應經由簽證精算人員

參照中華民國精算學會所制定之相關實務準則進行合理測試，認已符合前項規定之說明，始得依

前項規定辦理。再保險契約中包含不同險種者，應按個別險種分別評估之。」 ；第七條規定：「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適格再保險分出對象：一、主管機關核准在中華民國境內專營或兼營再保

險業務之保險業。二、經主管機關許可在中華民國境內專營或兼營再保險業務之外國保險業。三、

經國際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外國再保險或保險組織。四、依照我國法律規定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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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財務報告公開揭露 

依據 IAIS「2011 年保險核心原則」之第二十原則257，為提供保單持有人及

市場參與者對保險業業務活動、經營績效及財務狀況之瞭解，監理官應要求保險

業應即時揭露資訊。為維持市場紀律，瞭解保險業風險暴露及其風險管理，監理

官應要求保險業提供充足財務資訊，以評估保險業的經營績效及風險承擔，並能

有效作出適當的反應措施。保險業之正常運作，實在有賴對保險業及保險中介機

構進行適當資訊公開揭露，使政府監理官、保單持有人及投資者，藉以做出較為

正確判斷及決策，政府也得實施較為有效之監理。 

專屬保險業之財務報告應忠實表達該公司實際的營運財務狀況，在每屆會計

年度終了後的法定期間內（實務上為三到六個月之內），須依照法定格式編製財

務報表，先經過監理官所事先認可的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提經股東會承認後，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監理官應考量專屬保險業務之特性、規模及複雜度，規定其應

申報之財務報告，包括以下：1.會計師簽證報告：包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

金流量表；2.法定之資本適足性證明；3.保險計畫：包含專屬保險商品險種及再

保險計畫；4.再保公司信用評等及其往來業務之承接比例；5.保險理賠金額表。

若無正當理由而遲延申報以上法定文件，監理官得考量情節輕重而處以口頭懲戒、

課以適當之行政罰鍰處分，或撤銷公司營業執照等之行政處分措施，一旦營業執

                                                                                                                                                        
營再保險業務之再保險組織、保險組織或危險分散機制。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再保險組織、

保險組織或危險分散機制。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業務時，其對象不符合前項規定者，為未適格

再保險分出。」；第八條規定：「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國際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係指

下列評等機構之等級：一、標準普爾信用評等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之 BBB 等級。

二、貝氏信用評等公司(A.M. Best Company)之 B+等級。三、穆迪信用評等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之 Baa2 等級。四、惠譽信用評等公司(Fitch Ratings Ltd.)之 BBB 等級。五、中華信用評

等公司之 twA+等級。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信用評等機構所評定之相當等級。」；第十四條

規定：「本法第一百四十七條所稱其他危險分散機制，係指限額再保險或其他以移轉、交換或證

券化等方式分散保險危險之非傳統再保險。前項所稱限額再保險，係指將所移轉之保險危險限制

於一定範圍內，並兼具有財務融通目的之再保險契約。保險業辦理前二項業務有不符合本辦法規

定者，主管機關得限制或停止其辦理該項業務。」；第十八條 規定：「保險業辦理第十四條規定

之業務者，其分出之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一、取得我國營業登記之專業再保險業。二、符

合第十二條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之外國專業再保險業或組織。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機構或

組織。」；第十九條規定：「保險業辦理第十四條規定之業務者，其契約內容應至少包括下列事

項：一、所承擔風險之範圍及給付之內容與限制。二、契約得終止之條件。三、契約當事人喪失

清償能力之處理。四、契約當事人間之帳務處理。五、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257

 其原文如下：”The supervisor requires insurers to disclose relevant, comprehensive and adequate 

information on a timely basis in order to give policyholders and market participants a clear view of 

their business activities, performance and financial position. This is expected to enhance market 

disciplin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ks to which an insurer is exposed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ose 

risks are managed.”, IC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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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被撤銷，該公司必須立即停止承保新業務。 

 

第七項 投資限制 

為了確保保險業資產之完整性，各國保險業法均明文規範保險業之資金運用

限制，即限制保險業得進行之投資標的及金額限制，維護所投資之資產必須具安

全性、獲利性，且屆期時應足以履行其保單契約義務。依 IAIS「2011 年保險核

心原則」之第十五原則258，基於清償能力之目的，監理官應設立保險業資金運用

之相關規定，以處理保險業所面臨的投資風險。投資監理應規範保險業投資組合

整體之安全性（security）、流動性（liquidity）、及分散性（diversification）。就專

屬保險公司而言，收取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所給付的保險費，以及其承擔風險所

提列的未決賠款準備金，加上會計年度決算後如有稅後盈餘，除運用於風險理財

策略外，亦得轉為資金投資，如現金定存、購買政府公債、公司債、股票等。對

於專屬保險業之資金運用限制，監理官採謹慎監理準則（prudent investment 

approaches）之下，得賦予專屬保險業較多之彈性自由進行投資業務，僅須訂定

原則性的監理規範限制。 

 

第八項 小結 

綜上論述，IAIS 在 2008 年頒布「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理之指導報告」，係

建議調整保險核心原則，以適用於專屬保險業之監理規範。透過 IAIS 指導報告，

調和各國對於專屬保險業之監理差異，建立對於專屬保險業監理之最低共同標準。

此等最低要求標準，預期產生一個全球共同通行的監理方法，監理官應據此有效

監督專屬保險業，並防止保險監理法規範差異所致「註冊地監理套利」之弊端。

國際金融保險市場走向自由化與全球化，促使各專屬保險註冊地彼此競爭，因此，

IAIS 建議有必要建立專屬保險監理之最低共同標準，且基於公共利益考量，不

宜無限制地解除監理規範管制，方得以維持公平競爭，確保金融市場體系之健全

發展。 

 

 

                                                      
258

 其原文如下：”The supervisor establishes requirements for solvency purposes on the investment 

activities of insurer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risks faced by insurers.”, IC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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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外國立法例之探討 

對於比較法之觀察，可由供給及需求兩方面切入：就供給面而言，在全球專

屬保險註冊地之規範競爭下，保險監理規範對於國際企業經營所增加交易成本的

差異性，即代表該註冊地在國際上競爭力，若要成功吸引國際投資的資金移入，

須維持法律制度創新與管制自由化，無效率或過度不當管制之註冊地，則失去競

爭力受國際市場淘汰。就需求面而言，國際企業進行跨國佈局評估設立專屬保險

公司時，須先進行可行性評估，評估各註冊地法規範制度是否符合企業需求而作

出選擇。國際企業對於監理法規環境的選擇，乃處於動態發展模式，蓋企業既在

瞬息萬變之商業環境中營運，其對管制措施之需求亦會隨時改變。 

本文選取外國立法例之比較對象，係依據上述專屬保險產業之供需理論，以

國際競爭力程度為判斷標準，選出比較分析對象，包括：百慕達（設立全球最多

專屬保險公司之註冊地）259、美國佛蒙特州（美國最大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

新加坡（亞洲地區設立最多專屬保險公司之註冊地）260以及馬來西亞納閩（亞洲

地區之境外金融中心）261，足資作為典型代表加以觀察比較。本文以下將對各該

註冊地之核心監理規範先予論述，並再進一步以比較法制度之借鏡，探究我國未

來適當的立法方向，期使相關法制與監理機制更臻完備。 

第一項 百慕達 

百慕達擁有最多註冊專屬保險公司數量，目前是居全球領先地位的專屬保險

與再保險市場中心。「百慕達金融管理局」（Bermuda Monetary Authority，以下簡

                                                      
259

 境外金融中心經營專屬保險產業，係以百慕達為最成功案例，擁有全球最多專屬保險公司，

然而，其他歐美地區境外金融中心（如：開曼群島、根息島等）的立法屬性與百慕達相似，故

本文在境外金融中心的註冊地，選取百慕達為比較法之研究對象，應可具備代表性。 
260

 新加坡金融市場與我國制度非常類似，新加坡係於 1968 年設立境外金融制度 ACU 帳戶，

成功發展國際金融市場，查我國現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即參考 ACU 之發展模式為學習藍本，

特許銀行設立會計獨立之 OBU 經營國際金融業務，吸引外資而拓展境外金融業務，俾作為區

域性金融中心之基礎。新加坡保險業務發展模式之制度，可作為我國未來發展境外保險業務之

參考借鏡。事實上，新加坡亦已成為亞洲地區之專屬保險市場中心，足以作為我國未來發展專

屬保險產業之參考。 
261

 馬來西亞政府於 1990 年 10 月 1 日政策立法設立「納閩聯邦直轄區」（Federal Territory of 

Labuan）發展成為國際境外金融中心（Labuan International 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 IOFC），

截至 2013 年底，納閩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規模，可整理如下：1.納閩銀行（Labuan Banks）共

59 家，其中包括商業銀行 43 家、投資銀行 16 家；2.納閩保險公司（Labuan Insurance Companies）

共 108 家，其中包括直接保險業 21 家、再保險業 46 家、專屬保險業 41 家；3.基金管理公司（Fund 

Management Companies）共 8 家；4.納閩信託公司（Labuan Trust Companies）共 37 家；5.納閩

租賃公司（Labuan Leasing Companies）共 312 家，就亞洲金融中心而言，納閩應可具備代表性。

See Labuan FSA, Annual Repor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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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BMA）為百慕達的金融監理機關，且以會員身分參與 IAIS「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遵循 IAIS 的保險核心原則，以風險基礎之監理架構

（risk-based regulatory system）進行監理實務。保險業監理之法源依據，主要包

括：百慕達保險法、保險會計管理規則、及保險財務及資本適足性管理規則262。

就專屬保險業監理而言，茲摘要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在保險業組織型態方面，依據百慕達保險法第 3 條第 1 項263之規定，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外，保險業非經本法第 4 條規定申請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百慕達

境內從事保險業務。同法第 4 條係採取「多層級執照制」（multi-class licensing 

system）規定，依業務經營類型，區分為 1～4 等級的產險公司組織型態，第 1、

2、3 級是專屬保險公司的組織型態，3A、3B、4 級是一般商業保險公司的組織

型態。對於專屬保險公司之組織型態，法條定義如下：第 1 級保險公司264：單一

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以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為限。第 2 級保險公

司265：多個母公司型或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承接第三人保險業務應以淨

保費收入的 20%為限。第 3 級保險公司266：無法依定義歸類為第 1、2、3A、3B、

4 級的保險公司，皆屬於第 3 級保險公司，其承接第三人的保險業務已超過淨保

費收入的 20%，但應以淨保費收入的 50%為限。BMA 得依職權判斷應適用之執

照等級，要求專屬保險公司的申請人須提交法定申請書及營業計畫等。依百慕達

保險法之規定，對於第 1、2、3 級專屬保險公司的法定最低設立資本額要求為美

                                                      
262

 See O’NEILL & WOLONIECKI, supra note 136, 855-857.  
263

 The Insurance Act 1978, s.1(2)，其法條原文如下：”Subject to this Act, and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in any other Act, no person shall carry on insurance business in or from within Bermuda 

unless he is registered by the Authority as an insurer under section 4.”。 
264

 Id. s.4B: Class 1 insurer.，法條原文如下：”A body corporate is registrable as a Class 1 insurer 

where that body corporate—(a) is wholly owned by one person and intends to carry on insurance 

business consisting only of insuring the risks of that person; or (b) is an affiliate of a group and 

intends to carry on insurance business consisting only of insuring the risks of any other affiliates of 

that group or of its own shareholders.” 
265

 Id. s.4C: Class 2 insurer.，法條原文如下：”(1) A body corporate is registrable as a Class 2 insurer 

where that body corporate is wholly owned by two or more unrelated persons and intends to carry on 

insurance business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net premiums written in respect of which will be written 

for the purpose of—(a) insuring the risks of any of those persons or of any affiliates of any of those 

persons; or (b) insuring risks which, in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ity, arise out of the business or 

operations of those persons or any affiliates of any of those persons. (2) A body corporate is 

registrable as a Class 2 insurer where that body corporate would be registrable as a Class 1 insurer but 

for the fact that— (a) not all of the business which it intends to carry on, but at least 80% of the net 

premiums written, will consist of the busines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a) or (b) of section 4B; or (b) it 

intends to carry on insurance business not less than 80% of the net premiums written in respect of 

which will, in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ity, arise out of the business or operations of the person by 

whom it is owned or any of the affiliates of that person.” 
266

 Id. s.4D: Class 3 insurer.，法條原文如下：”A body corporate is registrable as a Class 3 insurer 

where that body corporate is not registrable as a Class 1, Class 2, Class 3A, Class 3B, Class 4 insurer 

or Special Purpose Insurer.”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7 

 

金$120,000.
267。 

在人員適任性規範方面，申請營業執照時，必須事先以書面形式報經監理官

核准下列事項：1.主營業所的註冊地址；2.主要經理人、委外專業保險經理人、

簽證會計師等。268若專屬保險公司於營業存續期間變更主要經理人或撤換控制權

人，須事先申報並取得 BMA 同意，而 BMA 應審查其適任性，並有權核准或反

對其變更申請。 

在資本適足性規範方面，BMA係採取風險基礎監理架構進行清償能力之判

斷標準。因專屬保險業的風險性質有別於一般商業保險業，且不涉及消費者保險，

因此BMA業已獲得歐洲保險及年金監理機關（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EIOPA）269的肯認，原則上，歐盟Solvency II指

令270之資本適足性規範僅適用於一般商業保險公司（Class 4, 3B, 3A），而不及於

專屬保險公司的組織型態271。此一解釋也符合「歐洲聯盟條約」（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272之「比例原則」規定273。質言之，歐盟行使法定職權，

應符合比例原則，即歐盟追求歐洲聯盟條約目標之手段，不得過當。歐盟在追求

與實現其目標所採取之手段或措施，除了合乎歐盟條約之規定外，其行為措施必

須具必要性與合理性，依據歐盟Solvency II指令第86條第1項的(h)款274、第111條

                                                      
267

 Id. s.7(1) Paid up share capital，法條原文如下：”In relation to an insurer which has a share capital, 

the minimum amount paid up on the share capital where the insurer is registered—(a) as a Class 1, 

Class 2, Class 3, Class 3A or Class 3B insurer is $120,000.” 
268

 Id. s.8(1)(2).  
269

 歐洲保險及年金監理機關（以下簡稱 EIOPA）依據歐盟第 1094/2010 號規則，於 2011 年 1

月 1 日正式設立於德國法蘭克福。EIOPA 取代僅具諮詢性質之歐洲保險及年金委員會

（Committee of 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Committee, CEIOPS），並概括承受

其原有之監理職務工作。EIOPA 屬於歐盟層級的新保險監理機構，是「超國家組織」並具備法

律人格，有別於歐盟會員國之保險監理機構或跨國性保險監理國際組織。EIOPA 的保險監理目

標包括：（1）改善內部市場運作，特別是健全、有效及一致性的監理法規；（2）確保金融市場

的完整性、透明性、效率及運作秩序；（3）加強國際監理官的合作；（4）防範監理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與促進公平競爭（equal 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5）適當規範及監理保險公司、

再保公司與年金保險之風險承擔；（6）增進消費者保護。關於 EIOPA 之組織架構及監理職權，

參見蔡信華、林建智，前註 16，頁 95-100。 
270

 查 EU 對於 Solvency II 之實施期程，依歐洲保險及年金監理機關（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EIOPA）規劃已經延後至 2016 年施行，目前 Solvency II 仍處於

相關準備階段，故本文就 Solvency II 指令內容並未予全面性探討。 
271

 See BMA, Bermuda’s Insurance Solvency Framework: The Roadmap to Regulatory Equivalence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bma.bm/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272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2008, C115/1. 
273

 比例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係歐盟法之基本法律原則，依歐洲聯盟條約第 5

條第 4 項規定：歐盟行為之內容與形式，皆不應超過實現本條約目標所必須之範圍。 
274

 法條原文為：“where necessary, simplified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o calculate technical 

provis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actuarial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referred to in points (a) and (d) are 

proportionate to the nature, scale and complexity of the risks supported by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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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的(l)款275規定，歐盟執委會得考量專屬保險業務風險之特性、規模及複雜

度，依據比例原則簡化對於責任準備金與資本適足性之計算標準276。 

依據百慕達的資本適足性監理法規，對於第1、2、3級專屬保險公司之法定

清償能力要求，應符合三項最低判斷標準。為使讀者更容易瞭解，茲以下列判斷

標準表，加以說明。 

 

表 5 百慕達第 1、2、3 級專屬保險公司資本適足性規範之判斷標準表 

清償能力 第 1 級保險公司 第 2 級保險公司 第 3 級保險公司 

最低法定資本額+盈餘 
不得低於

US$120,000 

不得低於

US$250,000 

不得低於

US$1,000,000 

保費檢驗(premium test)：

依淨保費收入為計算基礎 

(i)淨保費收入

US$6,000,000.以內金額： 

(ii)淨保費收入超過

US$6,000,000.之金額： 

 

(i)資本額÷淨保

費收入≧ 20% 

(ii)資本額÷淨保

費收入≧ 10% 

 

(i)資本額÷淨保

費收入≧ 20% 

(ii)資本額÷淨保

費收入≧ 10% 

 

(i)資本額÷淨保

費收入≧ 20% 

(ii)資本額÷淨保

費收入≧ 15% 

賠款準備金檢驗(Loss 

reserve test)：依淨賠款準

備金(net reserves)為計算

基礎，係以總賠款準備金

扣除再保險賠款攤回為計

算基礎。 

資本額÷賠款準

備金 ≧ 10% 

資本額÷賠款準

備金 ≧ 10% 

資本額÷賠款準

備金 ≧ 15%  

資料來源：Insurance Returns and Solvency Regulations 1980, Reg. 10(1) (as 

amended by 2010 : 60 Sch. I effective 31 December 2010)，並經本研究整理。 

                                                                                                                                                        
undertakings including captiv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undertakings.” Art. 86 (1)(h), 2009/138/EC, 

OJ L335/6. 
275

 法條原文為：“the simplified calculations provided for specific sub-modules and risk modules, as 

well as the criteria that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undertakings, including captiv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undertakings, shall be required to fulfil in order to be entitled to use each of those 

simplifications, as set out in Article 109.” Article 111 (1)(l), 2009/138/EC, OJ L335/6. 
276

 就監理目的而言，保險業之清償能力評估，應包含責任準備金（technical provisions）、法

定資本適足性要求，且兩者在本質上具互相關聯性，不宜單獨衡量。依據比例原則簡化適用

Solvency II 指令之方式評估，參見 Yvette Essen, Europe’s Captive Ride Out Economic Storm, But 

Regulatory Changes Loom, in A.M. BEST’S CAPTIVE REVIEW 2014 EDITION 33, 35 (Carole Ann King 

e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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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報法定財務報表方面，專屬保險公司在每屆會計年度終了後之法定期間

內，須依法定格式編製財務報表，先經 BMA 所事先認可的會計師查核簽證，並

提經股東會大會承認後，報請 BMA 備查。申報法定財務報表之目的，旨在透過

財報查核能夠早期預警財務困難之保險業，並使監理官能適時採取干預措施以維

護公共利益277。對於賠款責任準備金提列之正確性，BMA 要求第 2、3 級的專屬

保險公司應另提供專家意見（opinion of loss reserve specialist）予以佐證。BMA

並要求所有的財務報告、會計簿冊、交易憑證，應保存在當地法定註冊營業處所，

BMA 得隨時或定期派員進行保險業務及財務檢查。 

 

第二項 美國佛蒙特州 

自 1981 年美國佛蒙特州通過「特別保險業法」（Special Insurer Act）後，積

極發展專屬保險產業，至今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也是僅次於

百慕達與開曼群島之後，名列全球第三大的專屬保險註冊地278，被認為具備先進

的專屬保險立法279。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佛蒙特州的競爭優勢，係以持續採取開

放性、解除不必要法律管制、降低交易成本之立法280，以制定出最有效率之專屬

保險立法，由文獻結果驗證於該州所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數量，長期在美國境內專

屬保險註冊地處於領先地位。有論者據統計指出，專屬保險產業在佛蒙特州銀行

及金融機構存款超過美金 10 億元，並創造超過 1,500 個當地居民之工作機會，

且州政府每年保費稅收可達到美金$200,000.
281。 

美國佛蒙特州的金融監理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部」（Department of Financial 

Regulation，以下簡稱 DFR）282，及其下設之「專屬保險局」（Captive Insurance 

                                                      
277

 The Insurance Act 1978, s.15(3) provides: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be included in statutory 

financial statements pursuant to subsection (2) shall be information calculated to fulfil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purposes for which regulations may be made) the following purposes — (a) to give as early 

warning as possible to any person examining the said statements (whether by way of notice of the 

observance or non-observance by the insurer of any margin of solvency, or in any other way) of any 

financial or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into which the insurer’s business has fallen or might appear likely 

to fall; (b) to provide the basis on which the Authority or any other authority may in good time take 

action under this Act or any other statutory provision to exercise any statutory power available to it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any element of the public interest involved in or affected by the insurer’s business.” 
278

 See Zolkos, supra note 163, at 19. 
279

 See Cole & McCullough, supra note 100, at 62. 
280

 See Kelly Cruz-Brown et al.,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surance Regulation, 47(1) Tort Trial & 

Insurance Practice Law Journal 306, 330-331 (2011). 
281

 See ADKISSON, supra note 24, at 75-76; see also Morriss, supra note 26, at 137. 
282

 在 2012 年美國佛蒙特州金融監理組織更名之前，稱為「銀行保險證券健康行政部」（Ver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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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負責該州內所設立專屬保險公司的監理業務。佛蒙特州之立法體例，

係就專屬保險業務特別制定專屬保險公司法（Th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ct）

加以規範，該法共分成四章，包括：第一章一般規定（General Provisions, §§ 

6001-6020）、第二章發起人專屬保險公司（Sponsored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 6031-6038）、第三章分支專屬保險公司（Branch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 

6041-6047）以及第四章特殊目的金融專屬保險公司（Special Purpose Financial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 6048），及專屬保險財務管理規則（Regulation C-81-2: 

Captive Insurance Financial Regulation）。關於專屬保險公司的監理規定，茲摘要

內容說明如下。 

在保險公司組織型態方面，依據佛蒙特州之專屬保險公司法規定，專屬保險

業的類型可區分為純粹專屬保險公司、協會專屬保險公司、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

險公司、風險自留集團及發起人專屬保險公司等五種專屬保險的組織型態283，其

法律定義如下：1.純粹專屬保險公司，係指僅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和受控制

商業風險的保險公司284；2.協會專屬保險公司，係指可以承保該行業協會內之會

員組織、其關係企業風險、及承保行業協會本身風險的保險公司285；3.工業被保

險人專屬保險公司，係指承保工業被保險人，包括工業被保險人集團及其關係企

業風險的保險公司。所謂工業被保險人是指有全職保險經理人、累積年保費支出

至少美金$25,000 以上、及至少 25 名以上全職員工的公司286；4.風險自留集團

（Risk retention group），係指依據美國 1986 年責任風險自留法（Liability Risk 

Retention Act of 1986）規定而設立的專屬保險公司287；5.發起人專屬保險公司，

                                                                                                                                                        
Department of Banking, Insurance, Securities and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簡稱 BISHCA）。 
283

 Th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ct, 8 V.S.A., §6001. 
284

 純粹專屬保險公司之立法定義規定於 Th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ct, 8 V.S.A. §6001(14)，

法條原文如下：“Pur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means any company that insures risks of its parent 

and affiliated companies or controlled unaffiliated business.。 
285

 協會專屬保險公司之立法定義規定於 Th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ct, 8 V.S.A. §6001(3)，

法條原文如下：“Association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means any company that insures risks of the 

member organiz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that may also insure the risks of affiliated companies of 

the member organizations and the risks of the association itself.。 
286

 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之立法定義規定於 Th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ct, 8 V.S.A. 

§6001(9)，法條原文如下：“Industrial insured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means any company that 

insures risks of the industrial insureds that comprise the industrial insured group, and that may insure 

the risks of the affiliated companies of the industrial insureds and the risks of the controlled 

unaffiliated business of an industrial insured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87

 風險自留集團之立法定義規定於 Th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ct, 8 V.S.A. §6001(15)，法

條原文如下：“Risk retention group” means a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is state pursuant to the Liability Risk Retention Act of 1986, 15 U.S.C. § 3901 et seq., as amended, as 

a stock or mutual corporation, a reciprocal or other limited liability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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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法定最低資本額及盈餘是由一個或多個發起人所提供。須以訂立分離參與契

約模式，承保其參與者的風險。對每位參與者的承保責任，透過一個或多個受保

護帳戶（protected cells）的制度，使每一受保護帳戶的資產以及發起人的資產，

在法律上皆為分別獨立帳戶288。 

在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規範方面，須依據專屬保險業之組織型態，具備

並維持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金額，分別如下：1.純粹專屬保險公司，不得低

於美金$250,000.；2.協會專屬保險公司，不得低於美金$500,000.；3.工業被保險

人專屬保險公司，不得低於美金$500,000.；4.風險自留集團，不得低於美金

$1,000,000.；5.發起人專屬保險公司，不得低於美金$500,000.。以上法定資本額

與資本適足性金額，得以現金或由 DFR 核准之銀行信用狀為之289。再者，DFR

得考量專屬保險之業務類型、規模及特性，權衡決定是否增加資本適足性金額之

監理標準。 

在法定財務報告申報方面，DFR依據專屬保險公司法的立法授權290，另行頒

布「專屬保險財務管理規則」291。專屬保險業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的法定期間

之內，經由DFR所事先核准的獨立會計師查核簽證，報請DFR備查。專屬保險業

應依法定格式編製並提供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

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金額變動表等。對於未決賠款責任準備金提列之正確性，

須經由美國精算師協會之執業精算師，進行評估查核及簽證。DFR並要求所有的

財務、會計簿冊、交易憑證，應保存於專屬保險業在佛蒙特州之法定註冊營業處

所，以備DFR進行金融檢查。 

                                                      
288

 發起人專屬保險公司之立法定義規定於 Th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ct, 8 V.S.A. §6032(6)，

法條原文如下：“Sponsored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means any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 in 

which the minimum capital and surplu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is provided by one or more sponsors; 

(B) that is formed or licens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C) that insures the risks only of its 

participants through separate participant contracts; and (D) that funds its liability to each participant 

through one or more protected cells and segregates the assets of each protected cell from the assets of 

other protected cells and from the assets of the sponsored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s general 

account.。 
289

 Th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Act, 8 V.S.A. §6004: Minimum capital and surplus; letter of 

credit，法條原文如下：“(a) No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shall be issued a license unless it shall 

possess and thereafter maintain unimpaired paid-in capital and surplus of: (1) in the case of a pure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not less than $250,000.00; (2) in the case of an association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not less than $500,000.00; (3) in the case of an industrial insured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not less than $500,000.00; (4) in the case of a risk retention group, not less than 

$1,000,000.00; and (5) in the case of a sponsored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not less than 

$500,000.00. (b) The commissioner may prescribe additional capital and surplus based upon the type, 

volume, and nature of insurance business transacted. (c) Capital and surplus may be in the form of cash 

or an 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issued by a bank approved by the commissioner.” 
290

 See id. §6015. 
291

 See Regulation 81-2: Captive Insurance Financi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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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自 1970 年代起致力於將新加坡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並早自

1971 年即成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以下簡

稱 MAS）292，負責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監理，可謂金融監理一元化之先驅293。

由於新加坡保險市場高度開放，與國際金融保險市場高度融合，故其保險監理制

度須維持與國際監理標準接軌。新加坡保險法（The Insurance Act (Cap. 142)）旨

在規範各項保險業務行為，並由 MAS 及其下設之「保險監督署」（Insurance 

Department）負責保險業務監理。關於專屬保險業之具體監理規範，茲摘要說明

如下。 

在保險公司組織型態方面，依據新加坡保險法第 8 條第 5 項規定，主管機關

得核發營業執照之類型，包括直接保險業、再保險業及專屬保險業。294依據保險

法對於專屬保險公司的定義，目前主管機關依據保險法所核發之專屬保險營業執

照，僅限於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應以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為

限，而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業務。295除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規範於保險法之

外，然專屬保險業務與直接保險業務仍有不同，故新加坡之立法體例，係就專屬

保險的特殊屬性，另行訂定保險管理規則加以規範，透過部分豁免及排除適用保

險法，對於專屬保險業採取低度監理方式，以增加國際競爭力296。 

                                                      
292

 關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之金融監理發展沿革及其職權範圍，請參見該機構之官方網

站：http://www.mas.gov.sg/（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293

 所謂一元化金融監理機關之特性，乃依據在監理程序（supervisory process）所涉及的法規功

能（regulatory functions），包括核發營業執照（licensing）、金融監理（supervision）、金融檢

查（investigation）、法規執行（enforcement）、消費者保護（consumer protection）等，交由一

元化監理機關統一負責，而內部各監理部門組織之設置，係依照在監理程序所涉及之法規功能劃

分監理權限，依其被賦予的一項或多項特定法規功能對各業別所有的金融機構進行監理。 
294

 除此之外，外國保險業經主管機關許可並依法為設立登記後，得於新加坡經營保險業務，勞

依茲亞洲保險（Lloyd’s Asia Scheme），即為適例。See The Insurance Act, Part IIA Foreign Insurer 

Scheme: ss.35A-35L. 
295

 See the Section 1A of the Insurance Act，法條原文如下：“captive insurer” means an insurer 

whose licence is restricted to the carrying on of insurance business which consists principally of risks 

of its related corporations. 對於「第三人業務」之法律界定，See the MAS Notice No.: MAS 121 on 

Captive Insurance - Writing of In-house and Non In-house Risks, released on 8 May 2012:主要規定如

下：“In-house risks, in relation to a captive insurer, means any risk of a related corporation of the 

captive insurer which may ultimately result in losses affecting only the related corporation, and no 

other party, if the related corporation had not insured the risks with the captive insurer. Scaled interest 

risks, where the captive insurer is only responsible for insuring the related corporation’s share of the 

risk in an insured, are also considered in-house risks. All other risks shall be treated as “non in-house 

risks”.”。 
296

 See Insurance (General Provisions and Exemptions for Captive Insurers) Regulations 2004. 

The Insurance Act and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vailable at Singapore Government Statutes Online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statutes.agc.gov.sg/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http://statutes.agc.gov.sg/
http://statutes.agc.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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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規範方面，依據2004年新加坡保險管理規則（專

屬保險業之一般規定及豁免）第3條規定，對於專屬保險公司的法定最低設立資

本額要求為新加坡幣$400,000.（約美金$300,000.）297。同規則第5條規定，資本

適足性規範係以新加坡保險（Singapore policies）與境外保險（offshore policies）

為區分標準298，分別規範專屬保險業的法定清償能力，應符合以下標準：1.新加

坡保險：必須隨時維持新加坡幣$400,000.（約美金$300,000.）、或前一會計年度

淨保費的20%、或前一會計年度賠款責任金額的20%，以三者金額中之最高者為

準；2.境外保險：必須隨時維持資產高於負債299。 

在法定財務報告申報方面，依據 2004 年新加坡保險管理規則（專屬保險業

之一般規定及豁免）第 9 條規定，專屬保險業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法定期

間內，應依法定格式編製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等年度財務報告（annual report），

並由該專屬保險業二位以上董事與主要經理人（chief executive officer）簽署後，

申報 MAS 備查。同規則第 16 條規定，專屬保險業所申報的財務報告，應事先

由 MAS 所事先認可的會計師完成查核簽證。同規則第 12 條規定，專屬保險業

的壽險業務，必須先經由合格精算師進行評估查核保單責任，並附上精算師意見

及其簽證。 

保險監理實務上，MAS 受理「專屬保險公司許可申請書」（Application Form 

to Carry on Captive Insurance）300，對於核發專屬保險公司營業執照之審核要點

                                                      
297

 See The Insurance (General Provisions and Exemptions for Captive Insurers) Regulations 2004, 

s.3: paid-up capital requirement，法條原文如下：”For the purposes of section 9 (1) (c) of the Act, the 

Authority shall not register an applicant as a captive insurer under section 8 of the Act unless the 

applicant has a paid-up ordinary share capital of not less than $400,000.” 
298

 新加坡保險業之保險業務，區分為新加坡保單（Singapore policies）與境外保單（offshore 

policies）。新加坡保單，係指保險業於經營新加坡境內業務時所簽發，而屬於下列各類之保單：

(1)就人身保險、意外及健康保險（life policy or accident and health policy）而言，於保單簽發時，

自然人之保單持有人係新加坡居民，或法人之保單持有人係註冊登記於新加坡境內；(2)就財產

保險（direct general insurance）及臨時再保險（facultative general reinsurance）而言，其風險係

位於新加坡境內，或被保險人為新加坡居民或永久設立於新加坡境內之保單；(3)就合約再保險

（treaty general reinsurance）而言，係指自新加坡境內風險所生之再保費金額，已逾總再保費金

額 25%比例之保單。相對地，境外保單，係指除新加坡保單之外，由保險業於新加坡境內經營

業務所簽發之其他任何保單。所有經主管機關許可營業之保險業，就其所經營之新加坡保單業

務及境外保單業務，依新加坡保險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均應建立並保存登記。保險業依法應

就其新加坡保單業務及境外保單業務，建立分別獨立之新加坡保險基金（Singapore Insurance 

Fund）及境外保險基金（Offshore Insurance Fund），且設立完全獨立會計帳務，並維持法定清

償能力。 
299

 See id. s.5(2): fund solvency requirement，法條原文如下：In this regulation and regulation 6, 

‘‘GSIF amount’’, in relation to an insurance fund, means the highest of the following amounts: (a) 

$400,000; (b) 20% of net premiums written of the fund in the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or (c) 20% of 

the claim liabilities of the fund as at the end of the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300

 關於 MAS Application Form to Carry on Captive Insurance，請參見 MAS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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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 Criteria for Captive Insurers）301，茲摘要說明如下： 

1.母公司經營紀錄、財務健全與聲譽。 

2.營業計畫書（Business Plans）：申請人必須詳述保險業務的風險組合（risk 

profile）。 

3.申請人必須做出長期承諾（long-term commitment），運用專屬保險公司作為風

險管理工具（risk management vehicle）。 

4.專屬保險公司的管理經理人（Managers）必須適任，且具備必要的專屬保險公

司管理經驗。 

5.風險管理機制（Risk Management Systems）：申請人必須說明專屬保險公司的

風險管理機制與程序，足以支持公司業務的規模與複雜程度。MAS 將會確認專

屬保險公司的再保險計畫（reinsurance arrangements）、內部控制制度（internal 

control systems）及資訊系統建置（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6.人員適任性（Fitness and Propriety）302。 

 

第四項 馬來西亞納閩聯邦直轄區 

馬來西亞政府於 1990年 10月 1日正式立法，規劃「納閩聯邦直轄區」（Federal 

Territory of Labuan，以下簡稱納閩）303將設立發展成為國際境外金融中心，主要

推動經營境外金融業務，包括：銀行、證券、保險、信託、共同基金等業務，稱

之「納閩國際商業金融中心」（Labu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entre, 

Labuan IBFC），並於 1996 年成立「納閩金融服務管理局」（Labuan Financial 

                                                                                                                                                        
http://www.mas.gov.sg/~/media/resource/licensing_guide/insurance/Application%20form%20for%20

captive%20insurers%2020130401（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301

 關於 MAS 核發專屬保險公司營業執照之審核要點，請參見 MAS 官方網站公開資訊：

http://www.mas.gov.sg/Regulations-and-Financial-Stability/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Ins

urance/Insurance-Licensing/Licensed-Insurers/Captive-Insurers.aspx（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302人員適任性之明文規定，全文如下：”The applicant should satisfy MAS that - i. it is a fit and 

proper person to be licensed; ii. any director or key executive person as defined in section 31 of the IA, 

are fit and proper persons to hold the office; iii. all of its substantial shareholders as defined in section 

1A of the IA, are fit and proper persons; and iv. all persons having effective control as defined in 

section 28 of the IA are fit and proper persons.”。 
303

 聯邦直轄區（馬來語：Wilayah Persekutuan；英語：Federal Territory）是馬來西亞的一級行政

區，包括吉隆坡（Kuala Lumpur）、納閩（Labuan）、布城（Putrajaya）。吉隆坡聯邦直轄區成立

於 1974 年，是馬來西亞首都；納閩聯邦直轄區成立於 1984 年，聯邦政府設立的境外金融中心；

布城聯邦直轄區則成立於 2001 年，是聯邦政府行政中心。吉隆坡和布城原屬雪蘭莪州（Selangor），

納閩則原屬沙巴州（Sabah）。See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Federal Territory (Malaysia),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deral_Territories_(Malaysia)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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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Authority，以下簡稱 Labuan FSA）304為單一金融監理機關，採取一元化

之跨業合併監理模式，負責該國際商業金融中心區域內，所有金融機構業務行為

（金融活動或商品）的發展與監理，並持續展開監理法規的金融改革措施，陸續

修正和制定新的金融監理法規305。關於納閩保險業務行為，係規範在 2010 年納

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The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Act 2010, 

LFSSA）的第七部分納閩保險（Part VII: Labuan Insurance），為求與國際金融保

險市場高度融合，故其保險監理制度必須維持與國際監理標準接軌，以俾國際境

外金融保險交易能在國際商業金融中心推展進行，為加強保險監理國際合作，

Labuan FSA 自 1998 年起加入「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簡稱 IAIS）成為會員。關於專屬保險公司之具體監理規範，

茲摘要說明如下。 

在保險公司組織型態方面，納閩金融服務管理局（Labuan FSA）得核發營業

執照之類型，包括直接保險業（含產險及壽險）、再保險業及專屬保險業。對於

專屬保險業之型態，主要區分為以下四種類型，包括：純粹/單一母公司型專屬

保險公司（Pure/Single Captive）、團體/協會型專屬保險公司（Group/Association 

Captive）、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Rent-a-captive, RAC）及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

險公司（Cell Captive, PCC）。306依據 2010 年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1 條規

定，所謂納閩保險業務（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係指經營非屬於「馬來西

亞境內保險業務」307，且必須以「外幣收付交易」之保險及再保險業務，包括伊

斯蘭保險及再保險業務（takaful and retakaful business）、納閩專屬保險業務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 Labuan FSA 許可之保險業務。308針對納閩專屬保險業務（Labuan 

                                                      
304

 關於納閩金融服務管理局（Labuan FSA）之金融監理發展沿革及其職權範圍，請參見該機構

之官方網站：http://www.labuanibfc.com/about/2-2/the-regulator.html（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305

 納閩之境外金融法，即 1990 年境外保險法（Offshore Insurance Act 1990）、1990 年境外銀行

法（Offshore Banking Act 1990）、1988年納閩境外證券業法（Labuan Offshore Securities Act 1988）、

1990 年納閩信託公司法（Labuan Trust Companies Act 1990），皆已於 2010 年廢止，並配合推行

納閩國際商業金融中心（Labuan IBFC）之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由整合後的單一新法「2010 年

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所取代。 
306

 See the Labuan FSA Circular No.: 108/2010/LIIA/ALTC, Guidelines o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in 

Labu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entre (Labuan IBFC), released on 28 Oct 2010. 
307

 所謂「馬來西亞境內保險業務」，定義如下：“domestic insurance business” means insurance 

business where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ntract is—(a) property which at the time of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 is situated in Malaysia or is in transit to or from Malaysia;(b) a ship or an aircraft 

registered in Malaysia and all liabilities arising from the operation of such ship or aircraft;(c) the life or 

any contingency related to any person who, at the time of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 is a resident; or(d) 

a risk of any nature in respect of any person who, at the time of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 is a 

resident. 
308

 The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Act 2010, s. 101(1) provides: “Labuan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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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則限制承保對象（被保險人），必須以納閩專屬保

險公司之關係企業風險為限，且除非經監理官授權許可外，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

之保險或再保險業務。309
 

在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規範方面，依據2010年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3條規定，對於純粹/單一母公司型、團體/協會型專屬保險公司的法定最低設立

資本額要求（Minimum Paid-up capital/ working funds）為馬幣$300,000.（約美金

$90,000.），或監理官許可之等值外幣310，另外，對於租賃型或受保護帳戶型專

屬保險公司的法定最低設立資本額要求為馬幣$500,000.（約美金$150,000.），並

應提存於納閩銀行。且依同法第109條的資本適足性規定，專屬保險業必須隨時

維持資產高於負債的資本適足性規範，其具體計算標準，授權由監理官訂定311。

綜上，目前納閩專屬保險公司的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規範的詳細規定，茲彙

整如下判斷標準表，加以說明。 

表 6 納閩專屬保險公司法定設立資本額及資本適足性規範之判斷標準表 

專屬保險公司組織型態 

(Type of Licence) 

最低法定設立資本額 

(Minimum Paid-up capital) 

最低邊際清償能力 

(Minimum Solvency Margins) 

純粹/單一母公司型專屬

保險公司（ Pure/Single 

Captive）、 

團體/協會型專屬保險公

司 （ Group/Association 

Captive） 

 

不得低於馬幣 $300,000

（約美金$90,000.），或監

理官許可之等值外幣 

必須隨時維持資產高於負

債至少馬幣$300,000.、或

產險業務應依前一會計年

度淨保費的 20%、或壽險

業務應依負債精算價值

(actuarial valuation of 

liability)的 3%，以三者金

                                                                                                                                                        
business” means insurance business which is not domestic insurance business and which is transacted 

in foreign currency, and includes takaful and retakaful business, Labua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and 

such other 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 as may be approved by the Authority. 
309

 See id. s. 101(2) provides: “Labua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means 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 

where the insured is a related corporation or associate corporation of the Labuan insurer or where the 

insured is any other person in respect of whom the Labuan insurer is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ity to 

provide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對於納閩專屬保險公司之「關係企業」，法律界定如下：s. 101(2) 

provides: “Where fifteen per centum or more of the voting shares of a corporation are held by another 

corporation, the first-mentioned corpo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be an associate corporation of the other 

corporation, and any reference in this Act to an “associate corporation” shall be construed as a 

reference to that first-mentioned corporation or that other corporation, as the case may be.”. 
310

 See id. s. 103 (1)(b)(iii) provides: “in a case where the applicant proposes to carry on solely Labua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are at least three hundred thousand ringgit or its equivalent in any foreign 

currency or such other amount or denomination as may be specified by the Authority.” 
311

 Labuan FSA Circular No.: 108/2010/LIIA/ALTC, Guidelines o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in 

Labu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entre (Labuan IBFC), released on 28 Oc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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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保險公司組織型態 

(Type of Licence) 

最低法定設立資本額 

(Minimum Paid-up capital) 

最低邊際清償能力 

(Minimum Solvency Margins) 

額中之最高者為準 

 

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

（Rent-a-captive, RAC）、 

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

司（Cell Captive, PCC） 

不得低於馬幣 $500,000

（約美金$150,000.），或

主管機關許可之等值外幣 

 

必須隨時維持資產高於負

債至少馬幣$500,000.、或

產險業務應依前一會計年

度淨保費的 20%、或壽險

業務應依負債精算價值的

3%，以三者金額中之最高

者為準 

 

資料來源：Labuan FSA Circular No.: 108/2010/LIIA/ALTC, Guidelines o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in Labu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entre (Labuan 

IBFC), released on 28 Oct 2010.，並經本研究整理。 

 

在法定財務報告申報方面，依據2010年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111條及其

附則三第B部分之規定312，專屬保險業於每財務年度終了後六個月法定期間內，

應依法定格式編製並由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financial statements）共計4

份，送交納閩金融服務管理局（Labuan FSA）。在人員適任性方面，專屬保險業

的大股東須具備適當財務能力、董事與主要經理人（Principal Officer, PO）必須

具備足夠的保險專業知識及經驗，且大股東的變更移轉、董事與主要經理人之選

任及改選，均應事先經由監理官所核准。專屬保險業設立於納閩的經營管理人員

必須足夠的專屬保險專業及經驗，或委任由監理官核准的管理公司（licensed 

Labuan underwriting manager）負責經營管理。313值得注意者，專屬保險業必須

                                                      
312

 The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Act 2010, Third Schedule, Part B: Insurance 

Licensee – Financial statements. 監理官所要求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書，包括：audited annual 

balance sheet,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revenue account and, in respect of its life insurance business, a 

report setting out the actuarial valuation of it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s approv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constituent documents. 
313

 See id. s. 103(1)(d)(e) provides: “the person in control, director and principal officer of the 

applicant are fit and proper persons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Labuan insurer; the applicant either— (i) 

has established, or will establish, its management in Labuan with adequate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of 

the 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 to be carried on; or (ii) has appointed, or will appoint, a licensed Labuan 

underwriting manager or Labuan insurance manager in Labuan with adequate knowled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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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加入「納閩國際保險協會」（Labuan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Association，簡稱

LIIA)
314，並有義務出席LIIA所舉辦的年度官方會議。315

 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

心係以維持公開諮詢的方式，使納閩保險業者能對充分掌握相關業務的法令規範，

乃運用納閩保險業及其相關公司加入「納閩國際保險協會」之機制，使納閩國際

保險協會成員每年定期舉行會議，並提供專業認證和培訓計畫，目的在於提升納

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專業人才的知識和技能。 

 

第五項 小結 

本文以上選取百慕達、美國佛蒙特州、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納閩的專屬保險監

理之立法例，作為比較法之分析對象，探討各該註冊地之監理規範。從立法技術

觀之，各國專屬保險監理之立法體例雖然略有差異，然而，細究其監理內容要旨

即可發現皆有共通之處，此乃因應金融市場走向全球化趨勢，引發各國解除或放

寬對專屬保險業管制，各註冊地必須維持提供較佳法規與制度之競爭力，以吸引

國際企業投資。其次，從立法沿革觀之，各註冊地之立法體例係呈現一動態發展

過程，必須適時採取增訂或修法模式，隨時補充、修正、調整專屬保險監理法規

範，與時俱進以回應客觀環境之變遷與需求，從而使監理內容更加務實與周延，

從便捷性與透明性而言，事實上也有其必要，職是，金融法制與市場實務發展，

實為相互對應、相輔相成。 

再者，自外國立法例之比較結果觀之，百慕達保險法係採取「多層級執照制」

之保險公司組織型態，依風險基礎適用不同程度之資本適足性規範，賦予專屬保

險業適用低度監理，並能有限度地承接第三人保險業務。美國佛蒙特州的專屬保

險公司法，係依據美國境內專屬保險業特性，以單獨規定之立法體例制定特別法，

惟其組織型態（如依據美國 1986 年責任風險自留法設立之風險自留集團，或工

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相較適合於美國境內法域。新加坡保險法之立法體例，

                                                                                                                                                        
experience of the 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 to be carried on, save that with respect to applicants who 

apply to carry out Labua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only a Labuan underwriting manager may be 

appointed.”  
314

 請參 LIIA 官方網站：http://www.liia-labuan.org/（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315

 我國法亦有類似規定，參照保險法第 165 條之 1 規定：「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保險公證人公司非加入同業公會，不得營業；同業公會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加入，

或就其加入附加不當之條件。」，透過同業公會之機制，健全經營及確保其運作之效率。參照保

險法第 16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同業公會為會員之健全經營及維護同業之聲譽，應辦理下列事

項：一、訂定共同性業務規章、自律規範及各項實務作業規定，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供會員遵

循。二、就會員所經營業務，為必要指導或協調其間之糾紛。三、主管機關規定或委託辦理之事

項。四、其他為達成保險業務發展及公會任務之必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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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般共通事項適用保險法外，就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透過部分豁免適用保

險法，另行訂定專屬保險管理規則加以規範，又專屬保險公司之被保險人僅限於

其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而不涉及一般消費者，並禁止承接第三人保險業務，故採

低度監理原則。馬來西亞納閩專屬保險業的組織型態，包括：純粹/單一母公司

型專屬保險公司、團體/協會型專屬保險公司、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及受保護帳

戶型專屬保險公司，依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規定，納閩專屬保險業務，限制承

保對象（被保險人），必須以納閩專屬保險公司之關係企業風險為限，且除非經

監理官授權許可外，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之保險或再保險業務，並在專屬保險公

司的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規範方面，降低監理標準。 

 

表 7 外國立法例之比較對照表 

制度分析 

立法例 
專屬保險法制之主要特性 

百慕達 

保險法 

「多層級執照制」之保險公司組織型態，依風險基礎適用

不同程度之資本適足性規範，賦予專屬保險業適用低度監

理，並能有限度地承接第三人保險業務。 

美國佛蒙特州 

專屬保險公司法 

依據美國境內專屬保險業特性，以單獨規定之立法體例制

定特別法，惟其組織型態（如依據美國 1986 年責任風險

自留法設立之風險自留集團，或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

司）相較適合於美國境內法域。 

新加坡 

保險法 

除一般共通事項適用保險法外，就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

性，透過部分豁免適用保險法，另行訂定專屬保險管理規

則加以規範，又專屬保險公司之被保險人僅限於其母公司

及其關係企業而不涉及一般消費者，並禁止承接第三人保

險業務，故採低度監理原則。 

馬來西亞納閩 

金融服務及證券法 

納閩專屬保險業務，限制承保對象（被保險人），必須以

納閩專屬保險公司之關係企業風險為限，且除非經監理官

授權許可外，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之保險或再保險業務，

並在專屬保險公司的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規範方

面，降低監理標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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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在專屬保險業監理之理論基礎上，國際企業追求經營利潤之極大化，透過利

益團體遊說，促使政府進行放鬆高法令遵循成本之管制，吸引國際企業投資以促

進當地經濟收益，此一經濟、政治力量間之相互作用過程，驗證「私人利益說」

之論點。相對於此，「公共利益說」主張對於專屬保險業，應建立最低要求之監

理規範標準，以維護其財務健全及清償能力，確保社會經濟之健全與保障保單持

有人及其股東的利益。此外，依「政治力量說」之理論，「政治菁英」對於高顯

著性之監理議題，如發展專屬保險產業、建構「境外保險業務中心」、增進保險

市場國際競爭力等，主導保險監理之政策形成，實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職是之

故，「公共利益說」、「私人利益說」、及「政治力量說」雖各有其立論基礎，但對

於專屬保險業之監理規範，皆能解釋其合理性及正當性。 

 IAIS 為求協力合作加強國際保險監理事宜，發展並制定國際通用之保險監

理準則，作為會員之監理規範參考。依據 IAIS 之 2008 年「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

理之指導報告」，建議對於專屬保險所應適用之保險核心原則，包括：核發許可

執照標準、人員之適任性規範、保險費率監理、企業風險管理要求、資本適足性

規範、財務報告公開揭露、投資限制等，實為確立專屬保險業監理之最低共同標

準。IAIS 準則強調監理官應有效監督專屬保險業，防止監理規範差異所致註冊

地監理套利之弊端，且不宜無限制地解除監理規範管制，以維持公平競爭，確保

金融市場體系之健全發展。再者，從外國立法例之考察，國際上重要專屬保險註

冊地之監理立法體例（如百慕達保險法、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新加坡

保險法及馬來西亞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雖各有不同之處，惟本文認為皆有值

得參考之處，並足資作為典型代表加以觀察。質言之，百慕達保險法係採取「多

層級執照制」之保險公司組織型態，依風險基礎適用不同程度之資本適足性規範，

對專屬保險業採取低度監理原則，此亦獲得歐盟 EIOPA 肯認，原則上 Solvency II

指令之資本適足性規範僅適用一般商業保險業（Class 4, 3B, 3A）而不及於專屬

保險業（Class 1, 2, 3）。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係依據美國境內專屬保

險業之特別屬性（如依美國 1986 年責任風險自留法設立之風險自留集團，或工

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制定特別法以適用於美國境內法域。新加坡之立法

體例，除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適用保險法外，就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透

過部分豁免適用保險法，另行訂定專屬保險管理規則加以規範，並適用低度監理。

馬來西亞納閩專屬保險業的組織型態，包括：純粹/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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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會型專屬保險公司、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及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

依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規定，納閩專屬保險業務，限制承保對象（被保險人），

必須以納閩專屬保險公司之關係企業風險為限，且除非經監理官授權許可外，不

得涉及承接第三人之保險或再保險業務，並在專屬保險公司的法定資本額與資本

適足性規範方面，降低監理標準。誠然，上述比較法制度之借鏡，值得作為我國

未來建構適當立法模式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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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專屬保險制度及境外保險法制 

之立法芻議 

第一節 我國現況之分析 

第一項 保險業法之限制 

依我國保險法第 136 條第 2 項之規定，非保險業不得兼營保險業務。316而保

險法第 137 條第 1 項亦規定：「保險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並依法為設立登記，

繳存保證金，領得營業執照後，不得開始營業。」據此，若專屬保險公司非依法

定程序完成設立登記，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取得營業執照，即屬「非保險業從事保

險業務」而違反保險法第 136條之規定，應適用保險法第167條之刑事罰則規定：

「非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法人犯前項之罪者，處

罰其行為負責人。」再者，依我國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申

請設立保險公司，其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二十億元。發起人及股東之出資以

現金為限。」準此以言，國際企業集團如欲來台成立專屬保險公司，則其最低實

收資本額門檻須具備新臺幣二十億現金，將因資金成本過高而降低投資意願。是

以，我國現行保險法尚未考量專屬保險業之特別屬性，就市場發展而言，係增加

企業集團不必要的營運成本，形成阻礙而影響專屬保險產業之發展。 

 

第二項 境外金融業務之法制政策檢討 

近年來我國為提供自由、開放、有效率之金融市場及交易環境，以提升台灣

金融產業競爭力，乃積極推動台灣成立區域金融服務中心317。為加強國際金融活

                                                      
316

 我國金管會在 201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保險法第 136 條第 2 項之規定：「非保險業不得兼營

保險業務。」。修正理由：「按本法係為規範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非保險業不得兼營之，至於保

險業務之認定，應以其兼營業務之性質及內涵判斷之，而非僅檢視其是否具「保險」之名。為免

外界誤解有所謂「類似保險」之業務，爰刪除第二項之相關文字。」。 
317

 我國政府的金融政策是為發展台灣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依 2013 年 6 月 19 日修正之國際金

融業務條例第 1 條規定，為加強國際金融活動，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特許銀行及證券商在中華

民國境內，分別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制定本條例。以「國際金融業務

分行」或「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Banking Units, OBU）為例，藉由消除銀行業之管制，提供

租稅減免優惠措施，吸引外國企業運用 OBU 進行境外金融業務，並使國內企業在第三國設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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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金管會訂有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特許銀行及證券商在

中華民國境內，分別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及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OSU），以藉由放寬金融管制，配合租稅優惠政策，吸引國際資金參與我國境

外金融及證券業務，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款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現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係參考新加坡「亞洲通貨單位」（Asian Currency Unit，

簡稱ACU）318之發展模式為學習藍本319。依其規定，我國開放商業銀行320得由其

總行申請主管機關321特許，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經營國際金融業務。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制度目的，在於藉由放寬金融及外匯管

制，配合租稅優惠政策，吸引國際資金參與我國境外金融業務322。就降低金融及

外匯管制而言，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對於其經營業務範圍，除另有規定者外，不受

                                                                                                                                                        
境外公司（offshore company）藉由 OBU 的往來交易獲得合法節稅，目前已經收得良好成效，俾

作為區域性金融中心之基礎。 
318

 「亞洲通貨單位」係依新加坡銀行法第 77 條所成立，經由主管機關之核准，得以在亞洲美元

市場營運之之境外金融單位。1968 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特許美國銀行新加坡分行設立

第一個「亞洲通貨單位」，發展至今，依據 MAS 之 2013 年報所揭露資訊，在「亞洲通貨單位」

制度下設立之商業銀行（bank）共有 120 家、商人銀行（merchant bank）共有 41 家。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nnual Report 2012/2013, at 106, available at http://www.mas.gov.sg/ 

annual_reports/annual20122013/pdf/ar2013.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319

 依據 2013 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GFCI)針對全球國際金融中

心(Financial Centres)之城市排名，新加坡列名為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新加坡於 1968 年設立境

外金融制度 ACU 帳戶，成功發展國際金融市場，我國現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係參考 ACU 之發

展模式為學習藍本，特許銀行設立會計獨立之 OBU 經營國際金融業務，吸引外資而拓展境外金

融業務，並培養所需專業人才，業已收得良好成效，俾作為區域性金融中心之基礎。事實上，新

加坡亦已成為亞洲地區之再保險及專屬保險市場中心，且持續擴大國際保險市場業務規模，並規

劃在 2020年之前，由亞洲區域保險中心（Asian Insurance Hub）發展成為全球保險業務中心（Global 

Insurance Marketplace）。 
320

 相較於新加坡境外金融制度 ACU 之規範，允許商業銀行及商人銀行（投資銀行）得申請辦

理 ACU 帳戶。我國僅開放商業銀行申請辦理國際金融業務，主體較為限縮。依國際金融業務條

例第 3 條規定：下列銀行，得由其總行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之國

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營國際金融業務：一、經中央銀行指定，在中華民國境內辦理外匯業務之外

國銀行。二、經政府核准，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外國銀行。三、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著名外國

銀行。四、經中央銀行指定，辦理外匯業務之本國銀行。 
321

 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2 條之規定，國際金融及證券業務之行政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業務主管機關為中央銀行。 
322

 依據中央銀行統計資料，截至 2013 年 7 月，已開業營運之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共 63 家，其中

本國銀行 38 家，外商銀行 25 家，全體 OBU 資產總額為 1,515.52 億美元。就全體 OBU 資金狀

況分析，資金運用以放款為最多，資金來源以金融機構存放及聯行往來，亦即境外客戶存款為主。

參見中央銀行，新聞稿（9/4/2013）：新聞發布第 194 號（2013 年 7 月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

概況），中央銀行官方網頁 available at http://www.cbc.gov.tw/（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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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外匯條例、銀行法及中央銀行法等有關規定之限制323。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

存款免提存款準備金，且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存款利率及放款利率，由國際金融

業務分行與客戶自行約定。此外，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除其總行所在國法律及其

金融主管機關規定，應提之呆帳準備外，免提呆帳準備。就提供租稅誘因而言，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境外所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境外

銷售額，免徵營業稅。324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自 1983 年制定，其後，分別於 1997、2006、2013 年考量

實際需要並參酌外國立法例，修正擴大得辦理之業務項目，依現行條例第 4 條規

定，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得經營之業務範圍，包括下列各項： 

1.收受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境內外金融機構之外匯存款。 

2.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之外幣授信業務。 

3.對於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銷售本行發行之外幣

金融債券及其他債務憑證。 

4.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之外幣有價證券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品之買賣之行紀、居間及代理業務。 

5.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之外幣信用狀簽發、通

知、押匯及進出口託收。 

6.辦理該分行與其他金融機構及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

構之外幣匯兌、外匯交易、資金借貸及外幣有價證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

金融商品之買賣。 

7.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之有價證券承銷業務。 

8.境外外幣放款之債務管理及記帳業務。 

9.對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辦理與前列各款業務有

關之保管、代理及顧問業務。 

10.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委託之資產配置或

財務規劃之顧問諮詢、外幣有價證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品之銷售

服務。 

11.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外匯業務。 

 

 

                                                      
323

 參照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5 條規定。 
324

 參照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13、1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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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 

為擴大我國資本市場版圖，提昇證券商國際競爭力，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於

2013年3月擬具「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325，主要修正重點為特許

證券商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開放證券商得經營屬證券商專

業之業務範圍，參照現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相關稅制規定訂定租稅優惠規範，及

比照現行證券交易法令明定相關監理規定326。特許證券商在我國設立會計獨立之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預期將有效吸引海外資金回流，並有

效運用本國證券母公司資本及信用，以擴大國際金融及證券業務參與者之規模，

對於我國經濟成長，就業機會提升，及培育並吸引國際金融專業人才等方面，均

有其助益。 

前述「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修正案，業於2013年5月3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並於2013年6月19日公布施行，此將有助於提升證券商國際競爭力，促進我國成

為區域金融中心。此次修正重點在於參照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規定，除提供租稅

減免措施外，並減少金融及外匯管制，針對證券商同時為證券交易法第16條規定

之證券承銷商、證券自營商及證券經紀商者，得由其總公司申請主管機關特許，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327。

就降低金融及外匯管制而言，考量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係於境外進行外幣國際證

券業務，不涉及新臺幣匯兌，故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對於其經營業務範圍，除另

有規定者外，不受管理外匯條例、證券交易法、信託業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期貨交易法有關規定之限制328。就提供租稅誘因而言，比照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之租稅優惠規定，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7，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享有

之租稅優惠有4項：1.境外所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2.境外銷售額，免徵營業

稅；3.所使用之各種憑證，免徵印花稅；4.經營國際證券業務支付金融機構、中

華民國境外個人、法人或政府機關利息及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時，免予扣繳所

得稅。以上4項租稅優惠，賦予15年租稅優惠實施年限。 

                                                      
325

 有論者認為，開放證券商辦理離境證券業務確有其必要性，若考量業務推動的時效性、急迫

性與可行性，短期內建議以修訂「國際金融業務條例」為宜。然而，若基於證券商的性質與業務

範圍與銀行業間的差異，以及未來業務監理與運作的效率，長期仍以制定「離境證券業務條例」

之方式較佳。參見沈中華等，我國證券商辦理離境證券業務之可行性研究，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

業公會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專題研究，頁 117，2012 年。 
326

 參見金管會，重要公告（3/1/2013）：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擬具「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金管會官方網頁 available at http://www.fsc.gov.tw/（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327

 此申請經營國際證券業務之主體資格，係規定於國際金融業務條例增訂第 22 條之 3。 
328

 參照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22 條之 6 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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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22 條之 4 規定，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之國際證

券業務範圍，包括下列各項： 

1.對於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銷售其總公司發行之

外幣公司債及其他債務憑證。 

2.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之外幣有價證券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品買賣之行紀、居間及代理業務。 

3.辦理該分公司與其他金融機構及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

機構因證券業務之借貸款項及外幣有價證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

品之買賣。 

4.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之有價證券承銷業務。 

5.對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辦理與前列各款業務有

關之帳戶保管、代理及顧問業務。 

6.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委託之資產配置或財

務規劃之顧問諮詢、外幣有價證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品之銷售服

務。 

7.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與證券相關外匯業務。 

 

第三款 境外保險業務之政策推展 

基於金融市場服務之完整性，國際金融業務應涵蓋銀行、證券、保險之範疇，

三者均為金融體系之一環，彼此相輔相成，不可或缺。參考現行國際金融業務條

例對於「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之法制架構與規範，我

國應進一步建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放寬保險業之境外保險業務限

制，進而在OIU制度架構之下推展「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之多元化境外金融保

險業務，並能吸引外國保險業於我國設立OIU營運據點，提供再保險或境外保險

服務，促使台灣成為實質境外金融中心與區域性金融中心。綜上所述，若台灣能

成為專屬保險註冊地之一，除提供境內之企業集團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更可以提

供境外之亞洲或國際企業集團來台投資；同時，亦能助於我國保險及再保險業之

發展，增進我國保險市場之國際競爭力，進而推動台灣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因

此，建構我國境外保險法制，推動我國專屬保險產業發展，增加金融保險產業的

國際競爭力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此應為我國保險監理政策的當務之急329。 

                                                      
329

 參見蔡信華、林建智，前註 16，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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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保險業者商機、增進我國保險市場國際競爭力、完整國際金融服務，

在推動金融業務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的核心理念下，我國行政院業已於 2014

年 10 月 2 日第 3418 次院會通過「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330，繼

而在 2015 年 1 月 22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6 會期第 19 次會議通過該法之修正案，

開放保險業在我國境內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331，得辦理在我國境外

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以外幣收付之人身保險業務、非屬我國境內不動產之財產保

險業務、再保險業務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相關業務（參照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3），旨在擴大保險市場規模及國際化，有助臺灣建立亞太理財中心。332
 

近來我國持續推動鬆綁監理法規，擴大金融業發展空間，積極規劃建置亞太理財

中心，吸引亞太地區商務人士來臺投資，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甚有助益，在兼顧

金融穩定及金融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我國仍將持續推動開放措施，以達成我國

成為亞太理財中心的金融政策目標。 

 

第四款 小結 

回顧 1980 年代初期，我國對外貿易規模日漸增長，外匯存底快速累積，行

政院於 1982 年 7 月通過「提高我國在遠東地區經貿地位方案要點」，指示財政部

負責籌設「境外金融中心」，以加強國際金融活動，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其後，

1983 年 12 月制定公布「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特許銀行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

計獨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營國際金融業務，並於 1984 年訂定發布「國際

金融業務條例施行細則」，於 1984 年 6 月首家特許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中國國

際商業銀行）開始營運，開啟我國境外金融中心新紀元。歷經多次修正國際金融

業務條例，擴大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業務範圍，以及陸續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333，逐步放寬兩岸金融業務往來，包括：

                                                      
330

 參見金管會，2014，新聞稿（10/2/2014）：有關行政院院會通過「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金管會官方網頁 available at http://www.fsc.gov.tw/（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331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之立法理由如下：為使我國保險業參加國際金融活動，並吸引

國際投資人參與我國金融活動，爰特許保險業為國際金融業務之參與者，辦理保險相關業務，以

擴大離境金融中心市場規模，並有助我國保險業之發展。 
332

 參見金管會，2015，新聞稿（1/22/2015）：立法院三讀通過五項金融法案，金融產業發展邁

入新的里程碑，金管會官方網頁 available at http://www.fsc.gov.tw/（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333

 原名稱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許可辦法」，自 2010 年 3 月 16 日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金管銀法字第 0990009678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為「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金融業務往來及

投資許可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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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6 月開放 OBU 得與大陸地區銀行進行通匯、2001 年 11 月開放 OBU 可

直接對臺商在大陸地區之投資事業提供金融服務，以及 2011 年 7 月公布「臺灣

地區銀行辦理人民幣業務規定」，開放 OBU 開辦人民幣業務。2013 年 5 月修正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特許證券商在我國設立會計獨立之 OSU，經營國際證券

業務。2015 年 1 月修正「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特許保險業在我國境內設立會計

獨立之 OIU，經營國際保險業務等。有關以上我國境外金融中心發展之重要進程，

茲彙整如下表。 

 

表 8 我國境外金融中心發展進程（1982-2015 年） 

進程 

日期 
我國境外金融中心之發展事件 

1982 年 7 月 行政院院會通過「提高我國在遠東地區經貿地位方案要點」，指

示財政部負責籌設「境外金融中心」。 

1982年 12月 行政院院會通過財政部與中央銀行會同擬具「境外金融業務分

行特許條例」草案，決定以新加坡模式發展境外金融中心。 

1983年 12月 制定公布「國際金融業務條例」。 

1984 年 4 月 訂定發布「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施行細則」。 

1984 年 6 月 首家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開始營運（即：中國國際商業

銀行）。 

2001 年 6 月 

 

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許可辦法」，開放 OBU

得與外商銀行在大陸地區分支機構、大陸地區銀行海外分支機

構，及在海外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其他機構、個人為金融

業務往來。 

2001年 11月 

 

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許可辦法」，開放本國

銀行海外分支機構及 OBU，得與大陸地區金融機構及大陸地區

法人、團體、其他機構、個人為金融業務往來。OBU 可直接對

臺商在大陸地區之投資事業提供金融服務。 

2006 年 1 月 

 

修正「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中有關授信限制，以及境內個人、

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相關之賦稅規定等，使我國 OBU 制

度更符合市場需求，並發展 OBU 為海外臺商之資金調度中心。 

2011 年 7 月 

 

公布「臺灣地區銀行辦理人民幣業務規定」，開放 OBU 開辦人

民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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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 

2013 年 3 月 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於擬具「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案，開放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業務。 

2013 年 5 月 修正「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特許證券商在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

立之 OSU，經營國際證券業務。 

2015 年 1 月 修正「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特許保險業在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

立之 OIU，經營國際保險業務。 

資料來源：中央銀行與金管會官方網站，並經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我國境內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建議 

考量專屬保險業亦屬於保險業型態之一，其管理規範與直接保險業仍有共通

之處，為避免疊床架屋，本文建議參考新加坡保險法之立法體例，就保險業務之

一般共通事項直接適用保險法規定，然而，就專屬保險業的特殊屬性，透過部分

排除適用保險法以降低對專屬保險業的法規範密度，另定完整之授權監理辦法予

以規範。同時，以法律授權由主管機關訂定行政命令之模式，亦能配合主管機關

之監理政策，得隨時補充、修正、調整之前之專屬保險監理法規範，與時俱進以

回應客觀環境之變遷與需求，且更加具有彈性及兼顧及時性，以避免需經立法程

序可能導致時間拖延。其次，本文採納 IAIS 的最低監理標準規範334，及參酌前

揭外國立法例之借鏡，對於推動建構專屬保險業之立法建議，本文以為應採取循

序漸進的審慎監理模式，初期宜先開放專屬保險之組織型態，以「單一母公司型

專屬保險公司」與「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為限，此後再逐步引進法律關係較為

複雜之其他組織型態，如租賃型專屬保險或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等，進而實施

所謂「多層級執照制」之設立許可標準。再者，為鼓勵優質的國際企業來台設立

                                                      
334

 為能有效實施保險監理，各國監理官應負責推動制定保險法制，以建構保險監理體系。「國際

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為求協力合作加強國際保險監理事宜，發展並制定國際通用之保險監理

準則，對於一般商業保險公司應適用「保險核心原則」（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ICPs），其最新

版本為 2011 年之「保險核心原則、準則、指導及評估方法」（IAIS, 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Standards, Guidance and Assessment Methodology (2011)）；然而，針對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IAIS

則另行頒布 2006年「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理之議題報告」（IAIS, Issues Paper on th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ies (2006)）、及 2008 年「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理之指導

報告」（IAIS, Guidance Paper on th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Captive Insurers (2008)），旨在建

議監理官應審酌專屬保險業之風險特性，適當調整監理程度，適用能反映出專屬保險屬性之監理

原則，且監理內容亦應考量專屬保險產業之實務運作，不能妨礙專屬保險市場效率與安定。因此，

針對專屬保險公司的監理程度，乃有別於一般商業保險公司，此為 IAIS 監理實務之通說見解，

故本文見解亦採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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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保險業據點，除於設立時予以許可執照之適格性審查外，設立後之業務管理

係以「低度監理」為原則。茲就建構我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說明如下： 

 

第一項 保險法之增訂建議 

本文建議增訂保險法第 137 條之 2 規定，在第 1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定義，

第 2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完整之授權監理

辦法予以規範。茲將修正建議條文及理由說明如下： 

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137 條之 2 (增訂) 

保險業專營專屬保險

業務者，為專屬保險

業，不適用第 143 條

之 1、第 143 條之 3、

第 143 條之 4、第 144

條、第 147 條、第 148

條之 2 規定。 

前項專屬保險業申請

設立許可應具備之條

件、程序、應檢附之

文件、營業執照核

發、廢止許可、法定

資本額、資本適足性

規範、保單管理、財

務查核報告書申報及

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無 一、本條新增。 

二、對於專屬保險業，現行保險法（以下簡

稱本法）未明文規定，爰參酌外國立法

例，如百慕達保險法第 4B, 4C, 4D 條規

定、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6001

規定、新加坡保險法第 1A 條規定及納閩

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1 條規定，在本

條第 1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定義，以資

明確。同時，考量專屬保險業所從事保

險業務之特性、規模及複雜度，與直接

保險業經營直接簽單業務有別，爰明文

排除本法第五章中顯然不宜適用於專屬

保險業之規範，並在本條第 2 項規定，

授權主管機關配合市場變革或監理實務

需求，另定管理辦法，予以補充規範。

有關排除適用之條文及理由如下： 

（一）本法第 143 條之 1、第 143 條之 3、

第 143 條之 4，有關保險業提撥安定基金

與清償能力制度之規定，其目的係為保

障被保險人之權益，惟專屬保險業僅限

制於承保企業集團之本身風險，而不涉

及消費者保險。為避免爭議，爰將本法

有關安定基金之規定，於專屬保險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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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文排除適用。 

（二）本法第 144 條，有關保險業之各

種保險單條款、保險費等相關資料，由

主管機關規定其銷售前應採行之程序

（保單審查）之規定，其目的係為保障

直接簽單保險契約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權益，爰明文排除專屬保險業之適用。

至於專屬保險業之商品（保險契約）管

理，則可於本條第 2 項之管理辦法中予

以訂定。 

（三）本法第 147 條，有關保險業辦理

再保險之分出、分入或其他危險分散機

制業務之方式、限額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另授權由主管機關訂定監理辦法，

其目的係規範直接保險業之適格再保險

分出對象，以確保其清償能力，爰明文

排除專屬保險業之適用。至於專屬保險

業之再保險管理，則亦可於本條第 2 項

之管理辦法定之。 

（四）鑒於專屬保險業之業務範圍係以

承保其關係企業為限，無涉於一般消費

大眾權益，爰排除適用本法第 148 條之 2

財務資訊公開之規定。 

三、考量專屬保險業係為保險業組織型態之

一，其管理規範與直接保險業仍有共通

之處，為避免疊床架屋，就保險業務之

一般共通事項，專屬保險業應直接適用

保險法規定。然而，就專屬保險業的特

殊屬性部分，建議授權由主管機關定

之。爰參酌外國之立法例，如百慕達保

險法第 4B、4C、4D 條規定、美國佛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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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6001、§6032、

§6041、及§6048 規定、新加坡保險管理

規則(專屬保險業之一般規定及豁免)規

定、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3 條規

定，專屬保險業之組織型態眾多、營業

範圍不同、法律性質有別、監理重點亦

有所殊，建議在本條第 2 項以法律授權

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並就授

權之內容、目的、範圍加以說明，以資

明確。其次，為鼓勵優質的國際企業來

台設立專屬保險業據點，除於設立時予

以審查外，設立後之業務管理係以低度

監理為原則。 

 

第二項 增訂「專屬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依據前述增訂之保險法第 137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專屬保險業申請設立許可

應具備之條件、程序、應檢附之文件、廢止許可、營業執照核發、營業項目變更、

撤換負責人之情事、法定資本額、資本適足性規範、保單管理及其他應遵循事項

之辦法，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配合市場變革或監理實務需求另定之，構成專屬

保險業之補充規定，以期建立專屬保險業之最低監理標準規範。對於「專屬保險

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之監理要點，本文爰擬具監理規範建議，茲將要點臚列

如下： 

一、專屬保險公司組織型態及業務範圍 

採取循序漸進的審慎監理模式，初期建議先開放專屬保險業的組織型態及業

務範圍，包括：1.「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應以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之風險為限，而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業務；2.「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應以

承保該特定團體或行業協會內之會員組織、其關係企業風險的本身風險為限，不

得兼營其他第三人業務。 

此後，再行評估逐步引進法律關係較為複雜之其他組織型態，如租賃型專屬

保險或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等，進而實施「多層級執照制」之設立許可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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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保險業法係一動態發展過程，必須適時採取增訂或修法模式，隨時補充、修

正、調整之前之監理法規，與時俱進以回應客觀環境之變遷與需求，俾求我國專

屬保險業法之國際競爭力。 

二、核發許可執照標準 

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屬保險業之營業執照許可者，應提出營業計畫書，包括以

下各項內容：1.公司設立資本額，及未來資本適足性規畫；2.未來五年財務預測

報告、及成本獲益分析；3.保險業務險種及承保範圍；4.適當風險自留責任限額，

以及再保險計畫；5.資金運用之投資政策，以及股利分派規劃；6.公司章程。 

申請人於提交營業計畫書後，必須與主管機關進行面談會議，並向監理官說

明設立目的及營業計畫書要點，方能核准營業執照。再者，專屬保險業經核發營

業執照後滿六個月，無正當理由而尚未開始營業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限期繳銷執照，以督促其儘速開始營業。 

三、人員之適任性規範 

參照 IAIS 之規範標準，主管機關對於專屬保險業的申請人及其主要股東，

應有適任性之審查標準，以避免不具適任性之人員，造成對於專屬保險之不當經

營。專屬保險業取得營業執照許可後，董事會成員通常係由企業母公司所委任的

法人代表組成，實務上再由董事會委任當地國的專業保險經理人負責管理日常保

險業務。專屬保險業之董事及高階經理人應符合適任性條件，且至少 1 位董事及

主要經理人須為本國居民。若採委外保險管理，受委任之專業保險經理人應事先

獲得主管機關核准。 

四、法定最低資本額要求 

依我國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申請設立保險公司，其最

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二十億元。發起人及股東之出資以現金為限。」然而，專

屬保險業的風險性質實有別於一般直接保險業，參酌外國之立法例，如百慕達保

險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第 1、2、3 級專屬保險公司的法定最低設立資本額

為美金$120,000.；新加坡保險管理規則（專屬保險業之一般規定及豁免）第 3

條規定，對於專屬保險公司的法定最低設立資本額為新加坡幣$400,000.（約美金

$300,000.）、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3 條規定專屬保險公司的法定設立資本

額為馬幣$300,000.（約美金$90,000.），故宜參酌上述外國立法例之一般標準，調

降專屬保險業之最低法定實收資本額。再者，宜授權主管機關得考量各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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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業務類型、規模及特性，依個案判斷權衡決定是否增加法定最低資本額。 

五、資本適足性規範 

 鑒於國際上保險監理機構對於不涉及第三人業務之專屬保險業，監理政策多

數肯認對該專屬保險業之資本適足性規範，應有別於一般商業保險公司或專業再

保險公司，故不宜令專屬保險業直接適用我國保險法第 143 條之 4 對保險業之風

險基礎資本額（risk-based capital）制度及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財字第 10002515291 號令）。參酌外國之立法例，如百

慕達保險財務及資本適足性管理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

險公司法第§6004 規定、新加坡保險管理規則（專屬保險業之一般規定及豁免）

第 5 條規定、2010 年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9 條資本適足性規定，主管機

關得參酌上述外國立法例對於法定清償能力標準，訂定符合國際監理標準之法定

資本適足性規範，惟應以確保專屬保險業之財務結構健全為前提。 

六、申報法定財務報表 

 專屬保險業在每屆會計年度終了後的法定期間內，必須依照法定格式編製公

司財務報表（包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先經過主管機關所事先認可之會計

師查核簽證，並提經股東會承認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專屬保險業所有財務報

告書、會計帳簿、交易憑證、表冊、傳票或其他有關財務業務文件，應保存於公

司之法定註冊營業處所，主管機關得隨時或定期派員進行現場檢查其業務及財務

狀況。 

綜上，本文爰擬具增訂「專屬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之建議條文，及

理由說明如下： 

建 議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保險法 (以下簡稱本法) 保

險法第 137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專屬保險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其

許可與管理，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

未規定事項，適用本法及本法授權所定

一、明訂本辦法之適用規範。 

二、按本法雖授權本辦法就許可與管理

及其他相關事項予以規範，但專屬

保險業仍為保險業之一環，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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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命令之規定。 

 

規範仍與直接保險業有共通之處。

為避免疊床架屋，本辦法僅針對基

於專屬保險業特性應特殊處理之部

分加以規範，本辦法未規定者仍適

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以求條文

精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專屬保險業，指下列型態

之專屬保險公司： 

一、「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

應以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

為限，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業務； 

二、「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應以承

保該特定團體或行業協會內之會員組

織、其關係企業風險的本身風險為限，

不得兼營其他第三人業務。 

  依前項規定設立之專屬保險公司，其

最低法定設立資本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一千萬元；必要時，主管機關得參照國

際標準酌予調整其法定設立資本額。 

 

一、明訂專屬保險業之組織型態，採取

循序漸進的審慎監理模式，僅許可

開放「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

司」及「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

並且限定專屬保險業之業務範圍

應以承保其「關係企業」風險為

限，而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業務。

所稱之「關係企業」，同本法第 146

條之 7 第 2 項所規定之範圍。依據

未來實務發展情況，再行評估是否

逐步引進法律關係較為複雜之其

他組織型態，如租賃型專屬保險或

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等，進而實

施「多層級執照制」之設立許可辦

法。 

二、考量專屬保險業的風險性質實有別

於一般直接保險業，考察外國之立

法例，如百慕達保險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第 1、2、3 級專屬保

險公司的法定最低設立資本額為美

金十二萬元；新加坡保險管理規則

（專屬保險業之一般規定及豁免）

第 3 條規定，對於專屬保險公司的

法定最低設立資本額為新加坡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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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十萬元（約美金三十萬元）、納閩

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3 條規定專

屬保險公司的法定設立資本額為馬

幣三十萬元（約美金九萬元），爰

參酌上述外國立法例之標準，調降

專屬保險業之最低法定實收資本

額。爰參酌上述外國立法例之一般

標準，調降專屬保險業之最低法定

實收資本額為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符低度監理原則。惟授權

主管機關得考量各別申請人之業務

類型、規模及特性，依個案判斷權

衡決定是否增加法定最低資本額。 

 

第四條 

  非保險機構申請在中華民國境內設

立專屬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者，應至少

具備下列資格條件： 

一、申請前最近三年度經認可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足

以證明具有健全業務經營績效及安

全財務能力者。 

二、最近五年無重大違規遭受處罰紀

錄，經其主管機關證明者。 

 

一、本條所規範之主體為申請在中華民

國境內設立專屬保險業經營保險業

務之非保險機構（即法人企業），

故應審查申請機構之財務能力，及

有無重大違規遭受處罰紀錄，提供

主管機關審核判斷申請主體之適格

性。 

二、明訂申請者（非保險機構）之審查

標準：積極資格條件，乃最近三年

內具有健全業務經營績效及安全財

務能力者；消極資格條件，乃最近

五年內無重大違規遭受處罰紀錄。 

 

第五條 

  非保險機構申請在中華民國境內設

立專屬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許可者，應

檢附下列書表文件，送交主管機關審核

一、明訂申請核發專屬保險業營業執

照，應提出之書表文件，並足以證

明能夠健全有效經營專屬保險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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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之： 

一、專屬保險業之許可申請書。 

二、專屬保險業之公司設立登記文件。 

三、專屬保險業之董事會議事錄，同意

申請營業許可執照之證明文件。 

四、專屬保險業之公司章程。 

五、專屬保險業之董事及經理人之姓

名、國籍、職務及住所或居所之文

件、及其專業經驗資格證明文件。 

六、營業計畫書：載明以下各項：1.公

司設立資本額，及未來資本適足性

規畫；2.未來五年財務預測報告、

及成本獲益分析；3.擬經營之保險

業務範圍；4.適當風險自留責任限

額，以及再保險計畫；5.資金運用

之投資政策，以及股利分派規劃；

6.經營風險評估、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 

 前項書件或其他記載事項如有不完

備者，駁回其申請；其情形可補正，經

主管機關限期補正而未補正者，亦同。 

  專屬保險業經核發營業執照後滿六

個月尚未開始營業者，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設立許可，限期繳銷執照，並通知經

濟部。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得予延展，延展期限不得超過六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依本辦法規定受理專屬保險業申請

營業核發營業執照、換發營業執照等事

項，應繳納規費，授權由主管機關另訂

定之。 

二、為求與國際監理標準接軌，爰參酌

外國之立法例，如百慕達、美國佛

蒙特州、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納閩之

相關規定，明訂各項所需提供文件。 

三、專屬保險業經核發營業執照後，理

應儘速開始營業者，無正當理由而

逾期未營業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

設立許可，限期繳銷執照，以督促

其儘速開始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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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專屬保險業之資本適足性，必須隨時

維持淨值高於新臺幣一千萬元。但主管

機關得視情形調整之。 

 專屬保險業如有不符清償能力標準

時，應即向主管機關提出書面報告。 

 如有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視專屬保

險業之財務狀況惡化情節輕重，得予以

糾正或命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形予

以限制營業、命其增資、勒令停業、或

命令解散等處分。 

  

一、參酌外國之立法例，如百慕達保險

財務及資本適足性管理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美國佛蒙特州專屬

保險公司法第§6004 規定、新加坡

保險管理規則（專屬保險業之一般

規定及豁免）第 5 條規定、2010 年

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9 條資

本適足性規定，主管機關得參酌上

述外國立法例對於法定清償能力標

準，訂定符合國際監理標準之法定

資本適足性規範，爰排除適用「保

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以符

低度監理原則。 

二、為確保專屬保險業健全經營，並避

免保險業隱匿經營惡化之財務狀

況，或發生專屬保險業失卻清償能

力之情形，爰於第 2 項及第 3 項規

定專屬保險業如有不符清償能力標

準之處理程序，及明訂主管機關得

對違反規定時，採取必要之管理措

施及處分。 

 

第七條 

  專屬保險業在每屆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期間內，應將其經會計師簽證之

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經股東會承

認後，向主管機關申報備查。 

  前項申報之報表，應依保險業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辦理。 

 

一、明訂專屬保險業之財務查核報告書

及財務報表，應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之期限。 

二、考量專屬保險業之業務範圍係以承

保其關係企業風險為限，並不涉及

一般消費大眾權益，故本法增訂第

137 條之 2 第 1 項業已排除適用保

險業財務資訊公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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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專屬保險業之各種保險單條款、保險

費、再保險安排及其他相關資料之作業

程序，合格簽署人員資格認定或委託保

險經理人之管理作業，授權由主管機關

另訂定之。 

  

一、鑒於本法第 144 條規定，有關保險

業之各種保險單條款、保險費等相

關資料，由主管機關規定其銷售前

應採行之程序（保單審查）之規定，

其目的係為保障直接簽單保險契約

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權益，故於本

法增訂第 137 條之 2 第 1 項明文排

除專屬保險業之適用，以符低度監

理原則。 

二、為簡化專屬保險業之各種保險單條

款、保險費、再保險安排及其他相

關資料之作業程序，以及合格簽署

人員資格認定或委託保險經理人管

理之作業辦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另

訂定之。同時，為鼓勵優質的國際

企業（非保險機構）來台設立專屬

保險業據點，除於設立時予以審查

外，設立後之業務管理係以低度監

理為原則。 

  

第九條 

  專屬保險業之財務報告書、會計帳

簿、交易憑證、表冊、傳票或其他有關

財務業務文件，應保存於公司之法定營

業處所，主管機關得隨時令專屬保險業

就其保險業務及財務狀況提出說明，或

派員進行現場檢查其業務及財務狀況。 

 

一、明訂專屬保險業對於財務報告書、

會計簿冊、交易憑證等，應負保存

管理義務。 

二、基於保險監理之需要，主管機關得

依職權對於專屬保險業之保險業務

及財務狀況，進行檢查。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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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境外保險之法制分析與修法建議 

為擴大保險業者商機、增進我國保險市場國際競爭力、完整國際金融服務，

在推動金融業務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的核心理念下，我國在 2015 年 1 月 22

日立法通過並於同年 2 月 4 日公布施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之修正案，開放保險業

在我國境內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擴大金融保險業發展空間，以達

成我國成為亞太理財中心的金融政策目標。本文以下將針對國際金融業務規範之

基本原則略為說明後，進而分別對於亞洲地區境外保險法制成熟的新加坡及馬來

西亞納閩立法例予以分析探討，俾能有效理解亞洲地區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納閩境

外保險中心之法制架構，並掌握其境外保險市場實務之發展現況，最後將對我國

OIU 之業務範圍，提出本文建議，以作為主管機關日後就「國際金融業務條例」

及相關法令修正之參考。而香港雖然是亞洲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鑒於香港

之立法例並未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納閩或我國法制區分境內與境外金融中心，故

不適合做為選取比較之對象。至於百慕達、開曼群島、根息島等法域，乃歐美國

家設立境外金融中心的首選地區，惟與我國聚焦發展成為亞太理財中心的金融政

策目標，並非密切相關，故本文亦不納入選取比較對象，合先敘明。 

 

第一項 國際金融業務規範之基本原則 

我國國際金融業務制度規範，乃考量實際需要並參酌外國立法例，藉由放寬

金融及外匯管制，配合租稅優惠政策，吸引國際資金參與我國境外金融業務，以

加強國際金融活動，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事實上，我國境外金融中心為制度上

概念而非地域性概念，係以虛擬境外區域之概念，架構境外金融中心之交易平台。

基於國際金融業務與傳統國內金融業務之差異性，並檢視我國國際金融業務之制

度規範，可以歸納出我國立法體例之基本原則，說明如下：  

 

第一款 會計獨立原則 

為避免對國內金融業務造成衝擊，必須設立與國內帳務分離之境外金融帳務。

質言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屬總行管轄之分支機構，並無獨立人格，惟其資金須

專款撥用，且應設立完全獨立會計帳務，顯示其財務上充分自主，與國內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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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明確區隔335。同理，證券商經營國際證券業務之資格，以及經營該項業務之主

體以分公司組織為限，避免以子公司或附屬公司型態設立，且為求財務自主，應

設立獨立會計帳務，並應專撥國際證券業務營業所用資金，該項資金之最低金額

由主管機關定之336。準此，銀行OBU經營國際金融業務、證券商OSU經營國際

證券業務或保險業OIU經營國際保險業務須設置獨立會計帳務，令其與境內業務

交易之會計帳務嚴格分離，不得相互流通。 

 

第二款 外幣收付原則 

經營國際金融或證券業務，須以外幣收付為原則，不涉匯兌事務，方得採取

放寬金融管制，原則上豁免銀行OBU不受管理外匯條例、銀行法及中央銀行法

等有關規定之限制，豁免證券商OSU不受管理外匯條例及證券交易法有關規定之

限制，以及豁免保險業OIU不受管理外匯條例及保險法有關規定之限制，採取低

度監理，吸引國際資金參與我國境外金融業務。 

 

第三款 境外交易原則 

主管機關所特許開放境外金融交易之業務範圍，必須以對於非居住民

（non-resident）337之境外金融業務（offshore finance）交易為原則338，避免造成

國內市場之不公平競爭，或監理原則不一致導致「監理套利」339之弊端，故須明

確區隔境外與境內金融業務市場。蓋銀行OBU、證券商OSU或保險業OIU經營國

                                                      
335

 參照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3 條。對於會計獨立原則，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

定：本條例第 3 條所稱會計獨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指該分行應使用獨立之會計憑證，設立獨

立之會計帳簿，並編製獨立之會計報表，不得與其總行或其他分行相混淆。 
336

 參照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22 條之 3。 
337

 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之定義，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本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第九款及第十款所稱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指持有外國護照且在

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之個人；所稱中華民國境外之法人，指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法人。但經中

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分支機構不在其內。 
338

 所謂境外金融中心之構成，應至少包含三者：其一，虛擬之境外金融交易平台（marketplace），

即境外金融中心本身；其二，金融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s），即銀行、證券商、保險公司

等金融機構；其三，金融消費者（consumers），即金融商品之使用者、金融機構之客戶。境外金

融交易之消費者，主要係以對於非居民之境外金融業務交易為原則。See MCCANN, supra note 161, 

at 37. 
339

 在不同國家或法域之間對金融監理的範圍、資訊揭露及資本標準、金融管制程度等差異性頗

大，金融監理的制度性落差，造成國際上的監理套利現象。換言之，若干金融機構利用制度或政

策上之差異，將高風險金融業務轉向監理標準寬鬆之國家或法域，其影響層面將不僅止於境內之

本國市場、甚至會擴及區域或全球市場。因此，主管機關所特許境外金融交易之業務範圍，主要

提供非居民間之境外金融交易平台，應明確與境內金融市場區隔，以防止監理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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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金融、證券或保險業務，主要係提供非居住民間之境外金融交易平台，此即符

合「自由經濟示範區」納入「虛擬區域」之概念，適合國際金融業不受特定區域

限制之特性。國際金融業務係於境外進行，且以外幣收付為原則，不涉匯兌事務，

故得採取「境外原則自由」，放寬金融管制及簡化投資程序，豁免銀行OBU、證

券商OSU或保險業OIU不受管理外匯條例等有關規定之限制，以降低交易成本。 

 

第四款 稅賦優惠原則 

為維持我國區域金融中心競爭力，應提供具國際競爭力之租稅制度，乃提供

租稅誘因。然而，稅賦優惠措施，應以境外交易為前提，銀行OBU、證券商OSU

或保險業OIU之往來對象及其業務範圍不得涉及境內業務，否則將影響金融資源

分配及課稅公平，並將造成稅捐規避340或稅收流失，侵蝕我國既有稅基。故對於

往來對象及業務範圍，應以經營非居住民之境外業務為限，方得適用稅賦優惠原

則。現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賦予銀行OBU、證券商OSU或保險業OIU之租稅優惠，

共有4項： 

1.境外所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2.境外銷售額，免徵營業稅； 

3.所使用之各種憑證，免徵印花稅； 

4.經營國際證券業務支付金融機構、中華民國境外個人、法人或政府機關利息及

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時，免予扣繳所得稅。 

 

第二項 新加坡境外保險法制之探討 

依據2013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GFCI)針對

全球國際金融中心（Financial Centres)之城市排名，新加坡列名為全球第四大金

融中心。341新加坡於1968年設立境外金融制度ACU帳戶，成功發展國際金融市

                                                      
340

 稅捐規避在稅法上並無明文規定加以定義，論者認為乃是利用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對於私

法上法形式之選擇可能性，從私經濟交易之正常觀點來看，欠缺合理之理由，而選擇通常所不使

用之法形式，於結果上實現所意圖之經濟目的或經濟成果，但因不具備對應於通常使用之法形式

之課稅要件，因此減輕或排除稅捐負擔。參見陳清秀，前註 57，頁 213-214。 
341

 目前「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共納入 79 個全球重要金融中心進行評鑑，評估項目包括人力素質

（People）、經商環境（Business Environment）、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以及整體競爭力（General Competitiveness）等，新加坡列名為全球第 4 大金融中心，

而台北僅列為全球第 36 大金融中心。See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13, GFCI 13 ranks and 

ratings,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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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我國現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係參考ACU之發展模式為學習藍本，特許銀行

設立會計獨立之OBU經營國際金融業務，吸引外資而拓展境外金融業務，並培

養所需專業人才，業已收得良好成效，俾作為區域性金融中心之基礎。 

事實上，新加坡亦已成為亞洲地區之再保險及專屬保險市場中心，且持續擴

大國際保險市場業務規模，並規劃在2020年之前，由亞洲區域保險中心（Asian 

Insurance Hub）發展成為全球保險業務中心（Global Insurance Marketplace）342。

本文希冀透過新加坡境外保險業務發展模式之制度借鏡，可作為我國未來發展境

外保險業務之參考。職是，本文以下將先探討新加坡發展境外保險業務之監理機

關、立法體例與租稅優惠措施，其次，將分析新加坡境外保險實務之發展現況，

具體說明如下： 

 

第一款 境外保險之立法例 

由於新加坡保險市場高度開放，與國際金融保險市場高度融合，故其保險監

理制度必須維持與國際監理標準接軌。新加坡保險法（The Insurance Act (Cap. 

142)）旨在規範各項保險業務行為，並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及其下設的保險監督

署（Insurance Department）負責保險業務之監理。 

一、保險業之組織型態與業務類型  

基於保險制度之技術性、專業性及複雜性，保險業對於社會安全與金融市場

之影響舉足輕重，故主管機關對於保險組織之設立及監管，應設有嚴格之規範限

制。對於保險業之組織型態，依新加坡保險法之規定，主管機關得核發營業執照

之類型，包括直接保險業、再保險業及專屬保險業343。除此之外，外國保險業經

主管機關許可並依法為設立登記後344，得於新加坡經營保險業務，勞依茲亞洲保

險（Lloyd’s Asia Scheme）345，即為適例。 

保險業得經營之保險業務範圍，依新加坡保險法之規定，可區分為2種基本

                                                      
342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as a Global Insurance Marketplace, Keynote Address 

by Ravi Menon, Managing Director,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t 12th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Reinsurance Conference, available at http://www.mas.gov.sg/ News-and-Publications/ 

Speeches-and-Monetary-Policy-Statements/2013/Singapore-as-a-Global-Insurance-Marketplace.aspx (last 

visited: 2014.10.15). 
343

 See the Insurance Act (Cap. 142), s.8(5). 
344

 Id. Part IIA Foreign Insurer Scheme: ss.35A-35L. 
345

 See the Insurance (Lloyd’s Asia Scheme)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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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即壽險業務（Life Business）及產險業務（General Business）346。申言之，

壽險業務係指與人身保險保單相關之所有保險業務，且應包括保險業經營任何類

別保險業務而附隨之其他人身保險業務；產險業務，則係指除壽險業務之外，所

有財產保險保單相關之所有保險業務。實務上，境外保險所經營之保險商品範圍，

包括：人壽保險、產物保險、再保險、投資連結型保險（Unit-Linked Policies）、

年金等347。 

二、境外保險之制度規範 

就境外保險之法制而言，保險業之保險業務，係以新加坡保單（Singapore 

Policies）與境外保單（Offshore Policies）為區分標準。關於其區分標準之定義，

參照新加坡保險法附則之第2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348，新加坡保單，係指保險

業於經營新加坡境內業務時所簽發，而屬於下列各類之保單：(1)就人身保險、

意外及健康保險而言，於保單簽發時，自然人之保單持有人係新加坡居住民，或

法人之保單持有人係註冊登記於新加坡境內。(2)就財產保險（Direct General 

Insurance）及臨時再保險（Facultative General Reinsurance）而言，其風險係位於

新加坡境內，或被保險人為新加坡居住民或永久設立於新加坡境內之保單。(3)

就合約再保險（Treaty General Reinsurance）而言，係指自新加坡境內風險所生

之再保費金額，已逾總再保費金額25%比例之保單。相對地，境外保單，係指除

新加坡保單之外，由保險業於新加坡境內經營業務所簽發之其他任何保單。 

所有經主管機關許可營業之保險業，就其所經營之新加坡保單業務及境外保

單業務，依新加坡保險法之規定，均應建立並保存登記349。保險業依法應就其新

加坡保單業務及境外保單業務，建立並維持分別獨立之新加坡保險基金

（Singapore Insurance Fund, SIF）及境外保險基金（Offshore Insurance Fund, OIF）

                                                      
346

 See the Insurance Act, s.2(1). 
347

 See See MCCANN, supra note 161, at 59-60. 
348

 See First Schedule – Definition of Insurance Terms, s.2:(1) Subject to this paragraph and 

section 16(3) and (4) of the Act, “Singapore policy” in relation to any insurer, means a policy issued in 

the course of the insurer’s business in Singapore and falling within one of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a) a life policy or personal accident policy in the case of which, at the date of issue of the policy and 

(if the policy was issued before then) at the dat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urer’s register of 

Singapore policies, the policy owner’s address is or was an address in Singapore; (b) in relation to 

direct general insurance (other than personal accident policies) and facultative general reinsurance, a 

policy in the case of which the risk arises in Singapore or where the insured is a person resident in 

Singapore or is a permanent establishment in Singapore; and (c) in relation to treaty general 

reinsurance, a policy in the case of which more than 25% of the total risks in terms of gross premiums 

arises in Singapore. (2) “Offshore policy”, in relation to any insurer, means any policy, other than a 

Singapore policy, issued in the course of the insurer’s business in Singapore. 
349

 See the Insurance Act, s.16(1). 

http://statutes.agc.gov.sg/aol/search/display/view.w3p;page=0;query=Id%3A%220b0ac6fc-bc4e-440a-ba10-33880aa45ae1%22%20Status%3Apublished;rec=0#pr16-ps3-.
http://statutes.agc.gov.sg/aol/search/display/view.w3p;page=0;query=Id%3A%227198aeba-3f8c-4029-9c62-3f1e05a850d1%22%20Status%3Apublished;rec=0#pr16-p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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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因此，保險業所經營之新加坡保單業務及境外保單業務，應設立完全獨立會

計帳務，顯示其財務上明確區隔。 

 

三、境外保險之誘因機制 

境外金融中心為吸引外國資金流入，通常須提供較低的金融管制，此外，應

提供具國際競爭力之租稅制度，亦即提供租稅誘因。新加坡為發展境外金融中心，

提供較優惠的租稅條件，以及減少金融管制，相關的優惠措施，彙整說明如下： 

1.降低監理管制 

對於保險業所經營境外保單業務之監理方式，依新加坡保險法之立法例，係

就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直接適用保險法規定，然而，就境外保險業務的特殊

屬性，乃透過部分豁免及排除適用保險法，另定管理辦法予以規範351，採取低度

監理方式，以增加國際競爭力。事實上，以法律授權由主管機關訂定行政命令之

模式，亦能配合主管機關之監理政策，得隨時補充、修正、調整之前之管理辦法，

與時俱進以回應客觀環境之變遷與需求，且更加具有彈性及競爭性。新加坡業已

成為區域保險中心，對境外保險業務的法規限制相對較低。 

2.租稅優惠措施 

新加坡為發展境外金融中心及提升國際保險競爭力，提供多項租稅優惠措施，

其中，有關境外保險租稅優惠之法條依據，主要係依新加坡所得稅法第43C條之

規定352，經主管機關許可營業之保險業，就其所經營之境外保單業務，包括：人

身保險、財產保險及再保險業務，營利事業所得稅減為10%之優惠稅率

（Concessionary Rate）353。再者，依新加坡所得稅法第43C條授權訂定之管理規

                                                      
350

 Id. s.17(1); see also the Insurance (General Provisions) Regulations 2003, s.2: ‘‘Offshore Insurance 

Fund’’ means any insurance fund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in respect of offshore policies under the 

Act; ‘‘Singapore Insurance Fund’’ means any insurance fund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in respect of 

Singapore policies under the Act. 
351

 See, e.g., Insurance (General Provisions and Exemptions for Captive Insurers) Regulations 2004, 

Insurance (General Provisions and Exemptions for Marine Mutual Insurers) Regulations 2007, Insurance 

(General Provisions and Exemptions for Special Purpose Reinsurance Vehicles) Regulations 2008. 

The Insurance Act and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tatutes.agc.gov.sg/,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352

 See The Income Tax Act, s. 43C(1)(a): tax at the rate of 10% or such other concessionary rate to be 

levied and paid for each year of assessment upon the income derived by an approved insurer from carrying 

on offshore life business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26 or the business (other than the business of life 

assurance) of insuring and reinsuring offshore risks. 
353

 相對於此，關於保險業所經營之新加坡保單（境內保險）業務，依新加坡所得稅法第 43 條規

定所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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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354，明定10%優惠稅率之適用範圍，包括以下各款：a.對境外風險所承接保險

或再保險之保費收入；b.對境外保險基金之資金運用，由於新加坡境外投資所生

之股利及利息，處分境外投資所生之利得，以及ACU帳戶存款所孳生之利息。 

值得注意者，新加坡為鼓勵專屬保險業355之經營發展，就專屬保險之境外風

險之直接保險或再保險費收入及其營利事業所得，依法得享有10年免稅賦優惠

（Tax Exemption），免稅期間自申請獲准日起算10年356。事實上，新加坡目前已

經成為亞洲地區設立最多專屬保險公司數量之註冊地357。 

 

第二款 境外保險實務之發展現況 

新加坡保險市場係由「新加坡保險基金」及「境外保險基金」所共同構成358。

依據 MAS 官方統計資料（參見下表 9），在產險業務方面，新加坡境外保險業務

之保費收入，已經大幅超越來自境內業務之保費收入，顯示境外保險業務的重要

程度；惟在壽險業務方面，境外保險業務之保費收入，相較於境內業務保費收入

所佔比例仍然偏低，並且是以再保險費收入為主。因此，本文以下將以產險業務

為主，說明新加坡境外保險業務之市場發展現況。 

 

 

 

 

 

                                                      
354

 See the Section 4 of Income Tax (Concessionary Rate of Tax for Offshore Life Insurance Business) 

Regulations; the Section 5 of Income Tax (Concessionary Rate of Tax for Offshore General Insurance 

Business) Regulations; the Section 4 of Income Tax (Concessionary Rate of Tax for Offshore Composite 

Insurance Business) Regulations. The Income Tax Act and Subsidiary Legis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tatutes.agc.gov.sg/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See also the MAS circular Nos.: FDD Cir 02/2010, 

released on 28 April 2010, FDD Cir 03/2011, released on 18 April 2011 and FDD Cir 01/2013, released on 

28 March 2013. 
355

 依據新加坡保險法第 1A 條之定義，專屬保險業僅限於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且應以

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為限，而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業務。See the Section 1A of the 

Insurance Act: captive insurer” means an insurer whose license is restricted to the carrying on of 

insurance business which consists principally of risks of its related corporations. 
356

 See the Tax Exemption Scheme for Captive Insurers; see also the MAS circular No.: FDD Cir 03/2011, 

released on 18 April 2011. The scheme will be extended until 31 March 2018. 
357

 See Business Insurance Survey, Rankings of Captive Domiciles & Captive Managers, 47(5) Business 

Insurance 19, 19 (2013); see also Marsh Inc., Discovering Opportunity in the Shifting Captive Landscape, 

Captive Benchmarking Report 1, 5 (2013).  
358

 換言之，所有經主管機關許可營業之保險業，就其所經營之新加坡保單業務及境外保單業務，

應分別設立獨立會計帳務，即「新加坡保險基金」及「境外保險基金」，其分別代表境內及境外

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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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新加坡產險業務及壽險業務保費收入統計表（1990-2012年）(SGD Millions) 

產險業務(GENERAL 

INSURANCE) 
1990 2000 2010 2011 2012 

新加坡保險基金(SIF) 

淨保費(Net Premiums) 

境外保險基金(OIF) 

淨保費(Net Premiums) 

 

721.2 

 

414.3 

 

1,276.6 

 

1,375.1 

 

2,518.1 

 

3,670.8 

 

2,645.3 

 

4,099.8 

 

2,784.9 

 

4,098.7 

壽險業務(LIFE 

INSURANCE) 
1990 2000 2010 2011 2012 

新加坡保險基金(SIF) 

淨保費(Net Premiums) 

境外保險基金(OIF) 

淨保費(Net Premiums) 

直接保險業(Direct Insurers) 

再保險業(Reinsurers) 

 

1,069 

 

 

0.0 

0.2 

 

8,535 

 

 

4.2 

207.4 

 

14,300 

 

 

1,537 

2,103 

 

16,396 

 

 

698 

1,819 

 

16,841 

 

 

559 

2,209 

資料來源：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並經本研究整理。 

 

一、經營境外保險之主體 

關於得經營境外保險之主體，依保險業組織型態區分，包括：直接保險業、

再保險業及專屬保險業。截至2013年9月4日之統計資料，經主管機關MAS核准

經營境外保險業務之數量：直接保險業72家、再保險業34家及專屬保險業62家。

若自1990年以來之數量統計，可以發現保險業數量基本上並無太大變動，呈現相

對穩定成長趨勢（參見表10）。 

表10 新加坡產險業務境外保險之保險業家數統計表（1990-2013年）單位：家數 

境外保險基金(OIF)： 

組織型態 
1990 2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直接保險業 60 56 64 63 66 70 72 

再保險業 31 47 27 27 29 28 28 

專屬保險業 45 51 63 60 61 61 62 

資料來源：A.M. Best Company, Opportunities Abound for Singapore Offshore 

Business, Best’s Special Report, at 1 (2013).，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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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012年之統計資料，經主管機關MAS核准經營境外保險業務者，直接保

險業係以Lloyd’s Asia Scheme之簽單保費新加坡幣578.9百萬為最高，再保險業則

以Asia Capital Re之再保費新加坡幣619.6百萬為最高，由前10大之直接保險業、

再保險業及其簽單保費金額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外國保險業的家數與保費占大多

數，顯示新加坡（再）保險市場之高度國際化，成功吸引國際資金參與境外保險

業務。（參見表11與表12）。 

 

表11 新加坡產險業務境外保險 

前10大直接保險業及其簽單保費金額統計表(SGD Millions) 

 公司名稱 簽單保費   公司名稱 簽單保費 

1 Lloyd’s Asia Scheme $578.9  6 AIG Asia $69.6 

2 First Capital 201.4  7 Allied World Assurance 61.8 

3 RSA Insurance 151.7  8 Zurich Insurance 60.9 

4 Allianz Global C&S 95.1  9 Tenet Sompo 53.8 

5 India International 89.9  10 Euler Hermes Deutschland 52.4 

資料來源：A.M. Best Company, Opportunities Abound for Singapore Offshore 

Business, Best’s Special Report, at 3 (2013).，並經本研究整理。 

 

表12 新加坡產險業務境外保險 

前10大再保險業及其簽單保費金額統計表(SGD Millions) 

 公司名稱 簽單保費   公司名稱 簽單保費 

1 Asia Capital Re $619.6  6 Odyssey Re $234.5 

2 IAG Re 604.3  7 Munich Re 162.6 

3 Allianz SE 477.6  8 SCOR Re AP 151.1 

4 Swiss Re 353.2  9 Partner Re SE 136.1 

5 Everest Re 162.6  10 XL Re 85.3 

資料來源：A.M. Best Company, Opportunities Abound for Singapore Offshore 

Business, Best’s Special Report, at 5 (2013).，並經本研究整理。 

 

二、境外保險之業務現況 

以2012年保險統計數據為例，新加坡保險市場產險業務之總保費收入為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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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幣10,416.5百萬，包括：境外保險業務的總保費收入為新加坡幣6,789.8百萬、

境內保險業務的總保費收入為新加坡幣3,626.7百萬；保費收入比例約為：境外保

險65.2%、境內保險34.8%。事實上，以2008年至2012年統計數據觀察，境外保

險業務已經大幅超越境內保險業務，且境外保險基金的組織型態，包括：直接保

險業、再保險業及專屬保險業，保費規模皆呈現逐步上揚的發展趨勢，參見以下

圖示。 

圖14 新加坡產險業務境外保費收入趨勢圖（2008-2012年） 

新加坡保險基金(SIF) vs. 境外保險基金(OIF) (SGD Millions) 

 

資料來源：A.M. Best Company, Opportunities Abound for Singapore 

Offshore Business, Best’s Special Report, at 2 (2013). 

 

圖15 新加坡產險業務境外保費趨勢圖（2008-2012年） 

境外保險基金(OIF)的組織型態(Company Type) (SGD Millions) 

 

資料來源：A.M. Best Company, Opportunities Abound for Singapore 

Offshore Business, Best’s Special Report, at 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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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小結 

保險業實際發揮多元經濟功能，除提供企業及個人必要的風險保障外，亦在

金融市場上成為資金供給者，隨著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成立，其重要性隨之顯著。

近年來，新加坡由於國際化程度較高、金融保險商品多元化，以及境外保險法制

完備等優勢，相對較容易吸引外國保險業及國際間之金融保險專業人才，更加鞏

固其金融中心及區域性（再）保險中心之地位359。 

相較於新加坡之成功典範，我國政府若有意推動發展台灣成為區域性金融中

心，首要工作即為建立與國際（再）保險市場接軌之金融保險市場環境，吸引外

國保險業來台投資及國際專業人才來台執業，促進我國金融保險產業的活力與創

新。新加坡發展境外保險之法制與實務，值得作為我國未來發展國際保險業務分

公司（OIU）之借鏡參考。 

 

第三項 馬來西亞納閩境外保險法制之探討 

馬來西亞政府為發展該國經濟及金融產業發展，早於 1990 年 10 月 1 日即選

定納閩設立「納閩國際境外金融中心」（Labuan International 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 IOFC）之境外金融交易平台，為彰顯納閩之國際商業及經濟地位，自 2008

年起改稱為「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Labuan IBFC）360，為全球各個不同

區域之國家提供各項廣泛的境外金融產品及服務，包括：境外銀行、證券、保險、

信託、共同基金、租賃、資本市場等金融業務，除以滿足各境外金融消費者之金

融需求外，並旨在政策性推展納閩成為亞太地區（Asia-Pacific）境外金融中心之

首選。361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在高度自由化及國際化的金融管制與租稅優惠

                                                      
359

 論者觀察全球境外金融中心之發展，提出「境外化」（Offshoring）效應之理論，因企業基於

降低交易成本之經營競爭壓力，則會產生企業外移之情形。由於境外金融中心能提供較優惠的租

稅條件，減少金融管制，並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企業經營者移入，產生「境外化」效應，因

此，金融服務體系未來將會由境內轉向境外。新加坡境外金融中心規模之持續擴大，即為適例。

See MCCANN, supra note 161, at 80-81. 
360

 參見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之官方網站：http://www.labuanibfc.com/（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361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定義，所謂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s, OFCs），主要包括以下要素：1.在一司法管轄區內多數金融機構的業務，主要

是為非當地居住民提供金融服務；2.此一金融體系擁有大量的外部資產和負債，而此外部資產和

負債的金融仲介規模已超過當地的經濟需求；3.更普遍者，常見之制度特性如下：採取低稅負或

零稅率、低度的金融監理、銀行業保密制度，以吸引國際資金投資。See IMF, Offshore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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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下，境外的金融市場發展規模持續擴大，其境外金融業務主要來自亞太地區362，

且以境外銀行業務為納閩金融體系核心，提供東南亞國協（ASEAN）非居住民

（non-residents）的銀行存款及貸款業務。363
 

為維護納閩國際金融市場之經濟效率與消費者保護，馬來西亞政府依據1996

年納閩金融服務局法，於1996年2月15日正式成立「納閩金融服務管理局」（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以下簡稱Labuan FSA）364，其法律性質為法人組織

（body corporate）並具有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得成為法律關係主體，

在法律上取得享有權利與負擔義務能力，以及享有於執行其職務以達成其宗旨所

必須之權利能力及訴訟能力，達成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的金融監理政策目標。

365納閩金融服務管理局負責監管及監督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的金融活動。除

外匯管制和稅收方面是分別由馬來西亞中央銀行（Bank Negara Malaysia）及馬

來西亞內陸稅收局管理之外，Labuan FSA係獨立於馬來西亞國內官方機構。為加

強保險監理國際合作，Labuan FSA自1998年起加入「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成為

會員。值得注意者，我國金管會亦於2014年11月5日宣布與Labuan FSA完成瞭解

備忘錄（MoU）的簽署，該備忘錄內容包括銀行、保險、證券及期貨等領域的

監理資訊分享與保密、實地檢查及員工教育訓練等，簽署後雙方將 可據此加強

金融監理合作366。截至2013年底，Labuan FSA已與各國金融監理機關簽署25個監

理合作備忘錄367。 

關於納閩境外保險法制，主要係規範在2010年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的第七

部分納閩保險（Part VII: Labuan Insurance），為求與國際金融保險市場高度融合，

                                                                                                                                                        
Centers, Prepared by the Monetary and Exchange Affairs Department, IMF Background Paper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mae/oshore/2000/eng/back.htm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362

 我國的兆豐國際商銀（Meg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和國泰世華銀行（Cathay United 

Bank）亦在納閩設立分行，並於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設立行銷服務處（marketing office）推展外

幣銀行業務至今。 
363

 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簡稱東協，是整合東南亞國家

的區域經濟組織，對於東協國家保險市場之發展現況，參見 A.M. Best Company, Market Prospects 

Improve for Insurers Ahead of ASEAN Integration, Best’s Special Report 1, 1-12 (2014). 
364

 Labuan FSA乃依據「1996年納閩金融服務局法」（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Act 1996）

所設立，過去稱之為「納閩境外金融服務局」（Labuan Offshor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LOFSA）。關於 Labuan FSA 之金融監理發展沿革及其職權範圍，請參見該機構之官方網站：

http://www.labuanibfc.com/about/2-2/the-regulator.html（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365

 See Section 3.(1) of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Act 1996. 
366

 參見金管會，2014，新聞稿（11/5/2014）：金管會與馬來西亞納閩島金融主管機關簽署金融監

理合作瞭解備忘錄(MoU)，金管會官方網頁 available at http://www.fsc.gov.tw/（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367

 See Labuan FSA, Annual Report 1, 1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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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保險監理制度必須維持與國際監理標準接軌，以俾國際境外金融保險交易能

在納閩國際商業金融中心推展進行。本文以下將探討納閩境外保險之立法體例，

包括納閩保險業之組織型態、業務範圍、納閩境外保險之誘因機制及實務發展等，

具體說明如下： 

第一款 境外保險之立法例 

一、納閩保險業之組織型態  

基於保險制度之技術性、專業性及複雜性，保險業對於金融市場體系與消費

者之影響舉足輕重，故監理官對於保險組織之設立及監管，均設立嚴格之監理規

範限制。對於納閩保險業之組織型態，依 2010 年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之規定，

Labuan FSA 得核發營業執照之類型，係以保險業務行為作為區別標準，包括二

大類型： 

1.納閩保險業務（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368
 

直接保險業（含產險及壽險）、再保險業及專屬保險業（captive）。對於專屬

保險業之型態，主要區分為以下四種類型，包括：純粹/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

公司（Pure/Single Captive）、團體 /協會型專屬保險公司（Group/Association 

Captive）、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Rent-a-captive, RAC）及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

險公司（Cell Captive, PCC）。369此外，依據馬來西亞保險法（Insurance Act 1996）

所設立之保險業或再保險業，或依納閩公司法規定之外國保險業，亦得向Labuan 

FSA申請在納閩設立分支機構經營納閩保險業務。370
 

2.納閩保險相關業務（Labuan insurance-related activities）371
 

納閩保險經紀人，提供直接保險及再保險之保險經紀業務服務，及相關的財

務規劃；納閩保險經理人（Labuan insurance manager）372，提供納閩保險業相關

的管理或行政服務，尤其是接受專屬保險業的委任管理專屬保險業務；納閩核保

經理人（Labuan underwriting manager）373，係代理一家或多家保險公司提供核

                                                      
368

 See The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Act 2010, s. 103. 
369

 See the Labuan FSA Circular No.: 108/2010/LIIA/ALTC, Guidelines o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in 

Labu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entre (Labuan IBFC), released on 28 Oct 2010. 
370

 See The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Act 2010, s. 102 (1). 
371

 See id. s. 104. 
372

 法條原文定義如下：“Labuan insurance manager” means a person who is licensed to provide 

management or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related to 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 but does not include a 

Labuan underwriting manager. 
373

 法條原文定義如下：“Labuan underwriting manager” means a person, not being a bona fide 

employee, who is licensed to provide underwriting services, includ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business, to one or more Labuan ins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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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服務（underwriting services）。 

 

二、納閩境外保險之業務範圍 

依據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101條規定，所謂納閩保險業務（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係指經營非屬於「馬來西亞境內保險業務」，且必須以「外

幣收付交易」之保險及再保險業務，包括伊斯蘭保險及再保險業務（takaful and 

retakaful business）、納閩專屬保險業務及其他經主管機關Labuan FSA許可之保

險業務。374
 所謂「馬來西亞境內保險業務」，係指保險契約標的（subject matter 

of the contract）為下列情形：(1)屬於馬來西亞境內財產，或是運送到達或來自馬

來西亞境內的財產保險業務；(2)註冊在馬來西亞國籍之船舶或航空器，及其船

舶或航空器營運之責任風險；(3)馬來西亞居住民（resident）375之人身保險業務；

(4)訂立保險契約時，被保險人為馬來西亞居住民。376
 要之，納閩保險公司、納

閩保險相關公司從事納閩保險業務，應以馬幣以外之其他外幣收付交易；就財產

保險業務而言，被嚴格限制在非「馬來西亞境內保險業務」；就人身保險業務而

言，不得對於馬來西亞居住民提供服務，僅以馬來西亞境外之非居住民為交易對

象。 

再者，關於納閩直接保險業、再保險業及專屬保險業，亦明確規範其業務範

圍，如下：(1)納閩產險業務，係指人身保險以外之保險業務，但包括意外險、

醫療險、手術及醫院費用險之實支實付型保險業務；(2)納閩壽險業務，係指以

支付保險費為對價的保險單，承保被保險人死亡、或遭受意外事故死亡、及其附

加承保之保險業務；(3)再保險業務，係指再保險公司承擔來自其他保險公司或

再保險公司對於原保險契約責任之一部；(4)納閩專屬保險業務（Labuan captive 

                                                      
374

 The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Act 2010, s. 101(1) provides: “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 means insurance business which is not domestic insurance business and which is transacted 

in foreign currency, and includes takaful and retakaful business, Labua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and 

such other 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 as may be approved by the Authority”. 
375 所謂「馬來西亞居住民」，包括自然人及法人，前者係指馬來西亞公民或永久居住民；後者，

係指在馬來西亞設立營業處所並經營業務者。原文定義如下：“resident” means any person who 

is—(a) in relation to a natural person, a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of Malaysia; and (b) in relation to 

any other person, a person who has established a place of business, and is operating, in Malaysia. 
376

 「馬來西亞境內保險業務」，原文定義如下：“domestic insurance business” means insurance 

business where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ntract is—(a) property which at the time of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 is situated in Malaysia or is in transit to or from Malaysia;(b) a ship or an aircraft 

registered in Malaysia and all liabilities arising from the operation of such ship or aircraft;(c) the life or 

any contingency related to any person who, at the time of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 is a resident; or(d) 

a risk of any nature in respect of any person who, at the time of the making of the contract, is a 

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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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business），指承保對象（被保險人），限制必須以納閩專屬保險公司

之關係企業風險為限，且除非經監理官授權許可外，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之保險

或再保險業務。377
 

 

三、納閩境外保險之誘因機制 

境外金融中心為吸引外國資金流入，通常須提供較低的金融管制，並應提供

具國際競爭力之租稅制度，亦即提供租稅誘因。採取簡化投資程序、降低公司營

利事業所得稅、政府規費等金融交易成本，提升交易自由度。關於「納閩國際商

業及金融中心」（Labuan IBFC）所提供相關的優惠措施，茲彙整說明如下： 

1.降低監理管制標準 

對於保險業所經營境外保單業務之監理方式，依納閩之立法例，係就境外保

險業務統一規範在 2010 年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的第七部分納閩保險，並採取

低度監理方式，以增加國際競爭力。 

為維護國內保險市場秩序、保障國內保單持有人與金融消費者權益，馬來西

亞保險法對於申請設立境內保險公司的最低法定資本額為為馬幣$100,000,000.

（約美金$30,000,000.），在資本適足性規範上，採取「風險基礎資本額制度」

（Risk-Based Capital Framework for Insurers）378，嚴格監管馬來西亞一般產險及

壽險公司的清償能力379。然而，針對境外保險業務，依據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

第103條規定，對於納閩保險公司、納閩保險相關公司的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

性規範，則明顯降低金融監理管制標準，茲彙整如下判斷標準表，加以說明。 

 

 

 

                                                      
377

 The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Act 2010, s. 101(1) provides: “Labua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means 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 where the insured is a related corporation or 

associate corporation of the Labuan insurer or where the insured is any other person in respect of 

whom the Labuan insurer is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ity to provide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對於納

閩專屬保險公司之關係企業，法律界定如下：s. 101(2) provides: “Where fifteen per centum or more 

of the voting shares of a corporation are held by another corporation, the first-mentioned corpo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be an associate corporation of the other corporation, and any reference in this Act to 

an “associate corporation” shall be construed as a reference to that first-mentioned corporation or that 

other corporation, as the case may be.”。 
378

 Section 23 of the Insurance Act 1996. 此參酌美國 Risk-Based Capital for Insurers Model Act

（RBC Model Act）所採取之風險基礎資本制度。 
37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laysia: Publication of 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Documentation - Detailed Assessment of Observance of 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13/57: 5, 62-6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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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納閩保險公司法定設立資本額及資本適足性規範之判斷標準表 

公司組織型態 

(Type of Licence) 

最低法定設立資本額 

(Minimum Paid-up capital) 

最低邊際清償能力 

(Minimum Solvency Margins) 

純粹/單一母公司

型專屬保險公司

(Pure/Single 

Captive)、團體/協會

型專屬保險公司

(Group/Association 

Captive) 

不得低於馬幣$300,000. 

（約美金$90,000.），或監

理官許可之等值外幣 

必須隨時維持資產高於負債

至少馬幣$300,000.、或產險業

務應依前一會計年度淨保費

的 20%、或壽險業務應依負債

精算價值(actuarial valuation of 

liability)的 3%，以三者金額中

之最高者為準 

租賃型專屬保險公

司(Rent-a-captive, 

RAC)、 

受保護帳戶型專屬

保險公司(Cell 

Captive, PCC) 

不得低於馬幣$500,000. 

（約美金$150,000.），或主

管機關許可之等值外幣 

 

必須隨時維持資產高於負債

至少馬幣$500,000.、或產險業

務應依前一會計年度淨保費

的 20%、或壽險業務應依負債

精算價值的 3%，以三者金額

中之最高者為準 

產險公司(General) 

不得低於馬幣$7,500,000. 

（約美金$2,250,000.），或

主管機關許可之等值外幣 

必須隨時維持資產高於負債

至少馬幣$7,500,000.、或應依

前一會計年度淨保費的 20%，

以二者金額中之最高者為準 

壽險公司(Life) 

不得低於馬幣$7,500,000. 

（約美金$2,250,000.），或

主管機關許可之等值外幣 

必須隨時維持資產高於負債

至少馬幣$7,500,000.、或應依

負債精算價值的 3%，以二者

金額中之最高者為準 

再保險公司

(Reinsurance) 

不得低於馬幣$10,000,000. 

（約美金$3,000,000.），或

主管機關許可之等值外幣 

必須隨時維持資產高於負債

至少馬幣$10,000,000.、或產險

業務應依前一會計年度淨保

費的 20%、或壽險業務應依負

債精算價值的 3%，以三者金

額中之最高者為準 

納閩保險經紀人、

納閩保險經理人、

納閩核保經理人 

不得低於馬幣$300,000. 

（約美金$90,000.），或主

管機關許可之等值外幣 

不適用此項規範 

資料來源：Labuan FSA, Guidelines on Application for Licence - Labuan Insurance 

and Insurance-Related Activities & Guidelines o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in 

Labu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entre (Labuan IBFC)，並經本研究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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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者，Labuan FSA 在 2014 年發布「保險資本適足架構之諮詢報告」
380，乃依據 IAIS 的相關保險核心原則，規劃對於納閩保險業採取「風險基礎資

本額制度」，並預計在 2019 年底全面實施。惟專屬保險公司係以承保其關係企業

風險為限，業務屬性不同於一般商業保險公司，故豁免排除適用。 

2.低額營業執照年費 

所有依法核准設立的納閩保險公司、納閩保險相關公司有義務於每年度的1

月15日前，向Labuan FSA繳納其營業執照年費，茲彙整年費收費標準表，如下。 

 

表 14 納閩保險公司、納閩保險相關公司：營業執照年費之收費標準表 

公司組織型態 營業執照年費之金額 

純粹/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Pure/Single 

Captive)、團體/協會型專屬保險公司

(Group/Association Captive) 

馬幣$10,000.（美金$3,000.） 

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Rent-a-captive, RAC) 馬幣$13,000.（美金$4,000.） 

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Cell Captive, 

PCC) ：含核心(Core)及單位(Cell) 

核心：馬幣$30,000.（美金

$9,500.） 

單位：馬幣$10,000.（美金

$3,000.） 

產險公司(General Insurance) 馬幣$50,000.（美金$15,000.） 

壽險公司(Life Insurance) 馬幣$50,000.（美金$15,000.） 

再保險公司(Reinsurance) 馬幣$50,000.（美金$15,000.） 

納閩保險經紀人(Broker)、納閩保險經理人

(Insurance Manager)、納閩核保經理人

(Underwriting Manager) 

馬幣$20,000.（美金$6,500.） 

資料來源：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Regulation (Amendment) 2013，

並經本研究整理。 

 

 

3.租稅優惠措施 

納閩為發展境外金融中心及提升國際保險競爭力，提供多項租稅優惠措施，

其中，有關納閩保險租稅優惠之法條依據，主要係依據 1990 年納閩商業稅法第

                                                      
380

 See Labuan FSA, Consultation Paper on Insurance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 ICAF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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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條第 1 項規定381，納閩保險公司的營利事業所得稅率（annual corporate tax），

為經審核後年度淨利的 3%，此外，在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382，納閩保險公司

在營業年度開始的三個月內，得自由選定（elect）申請繳付固定稅賦（fixed tax）

馬幣$20,000.（約美金$6,000.）。質言之，納閩保險公司得自由選定額稅，法定

徵收營利事業所得稅率為年度淨利的 3%，或在營業年度開始三個月內申請繳付

固定稅賦馬幣$20,000.。 

再者，目前納閩已經與超過 70 個國家締結簽署「雙重徵稅協定」（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s, DTAs）383，避免納閩註冊公司之營利事業所得稅，同時遭

受兩國雙重課稅，確保納閩租稅優惠制度之誘因，以吸引國際資金投入。規定居

住在一國的個人或公司在另一國的收入不得同時在兩國被徵稅。 

 

四、納閩境外保險業之申請程序及管理規範 

1.核發營業執照之審核要點 

外國保險機構申請設立納閩保險公司或納閩保險相關公司，經營納閩保險業

務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送交Labuan FSA審核之384： 

(1)營業計畫書（business plan）：載明保險業務之範圍、業務之核保原則與方針

及再保險計畫、未來五年財務預測； 

(2)公司章程（Memorandum &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3)經其董事會及股東大會決議提出申請營業執照之文件； 

(4)申請機構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書（含資產負債表、損益

表）； 

(5)申請機構之公司基本資料：包括公司名稱、設立年度、董事及大股東名單等； 

(6)預定設立納閩保險公司或納閩保險相關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 

                                                      
381

 See Labuan Business Activity Tax Act 1990, s.4.(1) provides: “Tax shall be charged at the rate of 

three per cent for a year of assessment upon the chargeable profits of a Labuan entity carrying on a 

Labuan business activity which is a Labuan trading activity for the basis period for that year of 

assessment.” 
382

 Id. s.7.(1) provides: “Notwithstanding section 4, a Labuan entity carrying on a Labuan business 

activity which is a Labuan trading activity may, within a period of three months (or any extended 

period as may be allowed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a year of assessment, 

elect, in the prescribed form, to be charged for that year of assessment to tax of twenty thousand 

ringgit.” 
383

 「雙重徵稅協定」（DTAs），我國財政部稱之為「全面性租稅協定」，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止，

我國已簽署並生效之全面性所得稅協定計 28 個，參見財政部官方網頁 available at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70157&ctNode=2839（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384

 See Labuan FSA, Guidelines on Application for Licence-Labuan Insurance and Insurance-Related 

Activities (20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9 

 

2.管理規範 

(1)人員適任性 

在人員適任性（fit and proper）方面，納閩保險公司的大股東須具備適當財

務能力、董事與主要經理人（Principal Officer, PO; Controller; Compliance Officer）

必須具備足夠的保險專業知識及經驗，且大股東的變更移轉、董事與主要經理人

之選任及改選，均應事先經由監理官所核准。保險公司設立於納閩的經營管理人

員必須足夠的專屬保險專業及經驗，或委任由監理官核准的核保經理人公司

（licensed Labuan underwriting manager）負責保險業務的經營管理。385
 

(2)納閩保險營業所 

監理官 Labuan FSA 為有效實行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的保險業務監理，

乃規定納閩保險業（Management Office）的營業所必須具備足夠資源與專業知識，

進行保險業務行為，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386：a.核保：確定風險之計價基礎、費

率釐訂及出具保險單。惟，納閩保險經紀人及納閩保險經理人不得提供核保服務；

b.再保險安排：確認核保容量（underwriting capacity），並安排適當的再保險保

障；c.理賠服務：受理賠案通知、評估損失額度及給付保險金，提存賠款責任準

備金，並進行保險代位追償。d.會計：建立納閩境外保險的獨立會計帳務，定期

向 Labuan FSA 申報會計師查核報告書；e.財務：管理現金流量、投資等資金運

用事宜；f.法定財務報告申報：依據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11 條及其附則三

第 B 部分之規定387，納閩保險公司於每財務年度終了後六個月法定期間內，應

依法定格式編製並由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financial statements）共計 4

份，送交 Labuan FSA 審核；g.行政管理及人力資源：制訂員工招募政策，建立

薪資帳冊（payroll），並提供員工在職訓練計畫；h.帳簿記錄保管：妥善保管納

                                                      
385

 See The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Act 2010, s. 103(1)(d)(e) provides: “the person 

in control, director and principal officer of the applicant are fit and proper persons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Labuan insurer; the applicant either— (i) has established, or will establish, its management in Labuan 

with adequate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of the 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 to be carried on; or (ii) has 

appointed, or will appoint, a licensed Labuan underwriting manager or Labuan insurance manager in 

Labuan with adequat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f the Labuan insurance business to be carried on, 

save that with respect to applicants who apply to carry out Labuan captive insurance business, only a 

Labuan underwriting manager may be appointed.”  
386

 See Labuan FSA, 2005, Guidelines on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Management Office of Labuan 

Insurance and Insurance-Related Companies, at 2-3. 
387

 See The Labua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Securities Act 2010, s.111: Every Labuan insurer shall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submiss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set out in the 

Third Schedule.; Third Schedule, Part B: Insurance Licensee – Financial statements. 監理官所要求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書，包括：audited annual balance sheet,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revenue 

account and, in respect of its life insurance business, a report setting out the actuarial valuation of it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s approv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constituent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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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保險業務經營的完整帳簿、法律文件、會計憑證等資料。 

(3)納閩國際保險協會 

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係以維持公開諮詢的方式，使納閩保險業者能對充

分掌握相關業務的法令規範，乃要求納閩保險公司、納閩保險相關公司必須加入

「納閩國際保險協會」（Labuan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Association，簡稱LIIA)

之機制，且令協會成員有義務出席LIIA所舉辦的年度官方會議。此舉目的在提供

專業認證和培訓計畫，並提升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專業人才的知識和技能。

388 

 

第二款 納閩保險市場實務之發展現況 

關於得經營境外保險之主體，依保險業組織型態區分，包括：納閩保險公司、

納閩保險相關公司。截至2013年12月31日之統計資料，經主管機關Labuan FSA

核准經營境外保險業務之納閩保險公司：直接保險業21家、再保險業46家389及專

屬保險業41家390；納閩保險相關公司：納閩保險經理人4家、納閩核保經理人20

家、納閩保險經紀人81家。其中，設立家數最多者，係為再保險業、專屬保險業

及納閩保險經紀人，此三者實為納閩境外保險產業之發展重點。再由2011年以來

之3年的數量統計觀察，可以發現保險業數量基本上並無太大變動，呈現相對穩

定成長趨勢（參見表15）。 

 

 

                                                      
388

 我國法亦有類似規定，參照保險法第 165 條之 1 規定：「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

人公司、保險公證人公司非加入同業公會，不得營業；同業公會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加入，

或就其加入附加不當之條件。」，透過同業公會之機制，健全經營及確保其運作之效率。參照保

險法第 16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同業公會為會員之健全經營及維護同業之聲譽，應辦理下列事

項：一、訂定共同性業務規章、自律規範及各項實務作業規定，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供會員遵

循。二、就會員所經營業務，為必要指導或協調其間之糾紛。三、主管機關規定或委託辦理之事

項。四、其他為達成保險業務發展及公會任務之必要業務。」。 
389

 反觀於此，我國目前許可設立之再保險業家數，則非常有限。實際上，僅有 1 家本國再保險

公司（即：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Central Reinsurance Corporation））及 2 家外國再保險分公

司（即：德商科隆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General Reinsurance AG. Taiwan Branch）、

英屬百慕達商美國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RGA Global Re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Taiwan Branch））等總計 3 家，顯示我國吸引外資設立專業再保險業，發展國際再保險業務，仍

有廣大市場成長空間。 
390

 新加坡位居亞洲金融中心，是亞洲地區設立最多專屬保險公司之註冊地，依據商業保險期刊

對於專屬保險公司所在註冊地的統計調查，截至 2013 年註冊於新加坡的專屬保險公司共有 62

家。See Zolkos, supra note 163,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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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之保險業家數統計表（2011-2013年）單位：家數 

保險業組織型態 2011 2012 2013 

壽險公司 (Life Insurance) 3 4 5 

產險公司 (General Insurance) 9 11 14 

複合保險公司 (Composite) 2 2 2 

再保險公司 (Reinsurance) 38 41 46 

專屬保險公司 (Captive) 34 41 41 

納閩保險經理人 (Insurance Manager) 6 5 4 

納閩核保經理人 (Underwriting Manager) 19 21 20 

納閩保險經紀人 (Broker) 70 78 81 

合計 181 203 213 

資料來源：Labuan FSA, Annual Report, at 79 (2013). 

 

依納閩保險業的設立資本額觀察，截至2013年12月31日納閩保險業的設立資

本額合計為美金722.8百萬，資金來源包括：由馬來西亞公司投資的設立資本額為

美金207.2百萬、外國公司投資的設立資本額為美金515.6百萬；設立資本額的來

源比例分別為：馬來西亞國內投資28.7%、外商投資占71.3%。事實上，以2011

年至2013年統計數據觀察，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之保險業設立資本額，約有

7成來自外商投資（參見表16）。此外，以產險保費收入而言， 2013年度納閩產

險之總保費收入為美金1,630.6百萬，其中，來自非馬來西亞居住民之產險保費收

入為美金866.4百萬，約占53.1%（參見表17）。由此可見，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

中心保險市場之高度國際化，成功吸引外國保險業的國際資金參與納閩境外保險

業務。 

 

表 16 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保險業設立資本額之統計表（2011-2013年） 

納閩保險業之投

資來源 (Held By) 

2011 2012 2013 

USD’000 Share(%) USD’000 Share(%) USD’000 Share(%) 

馬來西亞公司 

投資(Malaysia) 
197,099 30.8 196,907 26.6 207,196 28.7 

境外投資 

(Others) 
443,753 69.2 542,132 73.4 515,671 71.3 

合計 640,853 100.0 739,039 100.0 722,867 100.0 

資料來源：Labuan FSA, Annual Report, at 7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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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之產險保險費金額統計表（2011-2013年） 

年度 

(Year) 

境內產險保費收入 

(Malaysian) 

境外產險保費收入 

(Others) 

合計 

(Total) 

USD’000 

2011 808,113 767,298 1,575,411 

2012 801,300 937,229 1,738,529 

2013 764,251 866,408 1,630,659 

Share (%) 

2011 51.3 48.7 100.0 

2012 46.1 53.9 100.0 

2013 46.9 53.1 100.0 

資料來源：Labuan FSA, Annual Report, at 80 (2013). 

 

在專屬保險公司方面，2013年度納閩專屬保險公司之總保費金額為美金

437.5百萬，來自馬來西亞國內企業所設立專屬保險公司391之保費金額為美金

290.9百萬，約占66.5%，來自外國企業所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之保費金額為美金

146.5百萬，約占33.5%（參見表18）。再由2011年以來之3年的數量統計觀察，納

閩專屬保險公司的保費金額，主要係來自馬來西亞國內企業集團，惟來自外國企

業集團的保費金額比重，呈現逐年提高的成長趨勢，顯見馬來西亞納閩已經成為

亞洲專屬保險註冊地。 

 

表18 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之專屬保險公司保險費金額統計表（2011-2013年） 

年度 

(Year) 

境內專屬保險收入 

(Malaysian) 

境外專屬保險收入 

(Others) 

合計 

(Total) 

USD’000 

2011 259,657 54,038 313,694 

2012 231,603 95,464 327,066 

2013 290,997 146,551 437,548 

Share (%) 

2011 82.8 17.2 100.0 

2012 70.8 29.2 100.0 

2013 66.5 33.5 100.0 

                                                      
391

 E.g., AirAsia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License No: IS2010104 /Company No: LL06786)，係由

亞洲航空（AirAsia Berhad）設立的專屬保險公司。亞洲航空是馬來西亞第二家國際航空公司，

也是亞洲規模最大的廉價航空公司（low-cost airline），請參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AirAsia 

（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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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Labuan FSA, Annual Report, at 83 (2013). 

 

在納閩保險經紀人業務方面，2013 年度透過納閩保險經紀人所經辦之總保

費金額為美金 964.3 百萬，其中，來自財產保險業務的保費金額為美金 842.百萬

（約占 87.3%），來自人身保險業務的保費金額為美金 122.2 百萬（約占 12.7%）。

再由 2011 年以來之 3 年的數量統計觀察，納閩保險經紀人所經辦保費金額主要

係來自財產保險業務，且呈現逐年成長趨勢（參見表 19）。是以，納閩國際商業

及金融中心保險市場之高度發展，因財產保險業務涉及跨境的風險管理規劃及再

保險專業服務，實務上保險業乃透過保險經紀人提供跨境的保險專業服務，方能

成功吸引外國保險業的國際資金參與納閩境外保險業務。 

 

表 19 納閩保險經紀人之經辦保險費(premium placement)統計表（2011-2013 年） 

 2011 2012 2013 Share 

(%) 產險業務 (General) USD’000 

境內保險費(Malaysian) 494,452 323,055 312,441 32.4 

境外保險費(Others) 471,938 477,836 529,836 54.9 

小計 766,390 800,890 842,075 87.3 

壽險業務 (Life) USD’000 (%) 

境內保險費(Malaysian) - 741 - - 

境外保險費(Others) 131,307 117,616 122,229 12.7 

小計 131,307 118,357 122,229 12.7 

合計 897,697 919,247 964,304 100.0 

資料來源：Labuan FSA, Annual Report, at 84 (2013). 

 

第三款 小結 

在推動設立境外金融中心之政策目標下，馬來西亞政府早於 1990 年即選定

納閩設立「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Labuan IBFC），除能提供境外金融消

費者各項金融產品及服務外，更旨在政策性推展納閩成為亞太地區境外金融中心

之首選。現行納閩境外保險法制主要規範在 2010 年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的第

七部分納閩保險（Part VII: Labuan Insurance），對於納閩保險業之組織型態，係

依保險業務行為區別為兩大類型：1.納閩保險業務：包括直接保險業（含產險及

壽險）、再保險業及專屬保險業。2.納閩保險相關業務：包括納閩保險經紀人、

納閩保險經理人及納閩核保經理人。納閩保險業之保險業務範圍，係指經營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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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馬來西亞境內保險業務」，且必須以「外幣收付交易」之直接保險及再保險

業務，不得對於馬來西亞居住民提供服務，僅以馬來西亞境外之非居住民為交易

對象。同時，對於納閩保險業所經營境外保單業務，採取金融監理管制標準之低

度監理，並在納閩商業稅法採用「自由選定額稅」制度，提供租稅優惠誘因，以

成功吸引外國保險業的國際資金投資經營納閩境外保險業務。納閩發展境外保險

之法制與實務，值得作為我國未來發展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借鏡參考。 

 

第四項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業務範圍 

境外金融中心係採取降低或放寬法規限制，以及降低稅率或其他優惠制度，

以吸引以非居住民為主的境外保險業務。因此，我國開放保險業辦理境外保險業

務，宜採取減少現行對保險業之相關限制進行規劃，並儘量放寬其可從事之業務

範圍。本文建議，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境外保險之業務範圍，應可包括以外

幣收付之保險業務、再保險業務、專屬保險業務、企業風險管理及損害防阻業務、

保險經紀人業務、保險代理人業務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保險相關業務等，

說明如下。 

第一款 直接保險業務 

若特許國內保險業設立OIU承做以外幣收付之境外保險業務，可實際擴大我

國保險業之經營規模。依壽險及產險業務，分述如下： 

一、在壽險業務方面 

以人民幣收付之保險商品為例，配合兩岸貨幣清算機制之建立，為提供國人

多元保險商品及資產配置選擇，金管會前於2012年12月26日開放保險業辦理以人

民幣收付之投資型保險商品，並於2013年12月20日開放保險業辦理以人民幣收付

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業務392，除有助於提供國人多元保險商品及資產配置選擇之

外，更能以境外華僑或長期居住大陸之台商及其家屬為銷售對象，特許國內保險

業設立OIU承做境外以人民幣收付之保險商品，包括：人壽保險、團體保險、健

康保險及傷害保險等。 

二、在產險業務方面 

                                                      
392

 參見金管會，新聞稿（12/19/2013）：金管會開放保險業辦理以人民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

險業務，金管會官方網頁 available at http://www.ib.gov.tw/（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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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上，海上保險（Marine）、航空保險（Aviation）及其他運送保險（Transit）

三者可統稱之運輸保險（MAT），主要保險商品，包括：船體保險、貨物保險、

責任保險及航空保險等。依瑞士再保險公司統計數據，2012年全球運輸保險的保

費收入總計達美金44,000.百萬393，相對於此，我國產險業2012年運輸保險的保費

收入僅美金309.3百萬394，全球市占率僅0.7%。運輸保險之保單持有人為船舶及

航空器所有人、貿易商或製造商之貨主，其性質為商人保險（Commercial Insurance 

Policies），且其業務特性為具有國際性質的運輸風險，實務上乃肯認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境外投保之適法性395，故運輸保險適於保險業納入OIU承做。 

以我國保險實務而言，被保險人得境外投保之險種如海運、商業航空保險、

海事責任保險及國際轉運貨物保險等，因具有國際性質，現行實務界運作乃向未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外國保險業投保，且我國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設有明文規

範396。國際貿易實為我國之經濟命脈，而進出口貨物之運送絕大多數仰賴海運，

故國人從事船舶航運業務直接有助於國際貿易之發展。由於海上運送之風險遠超

過其他方式之運送，有效之風險移轉管道乃成為船舶所有人願意投入海上運送事

業以及發展國際貿易之前提要件，因此，有必要鼓勵我國保險業設立OIU，將此

等具有國際性質之國際貨物保險、船舶保險、海事責任保險等納入OIU承做，並

以美金等外幣交易，則保險費收入可享租稅優惠，並得擴大境外之保險業務經營

規模。同時，宜吸引外國保險業（如英國Lloyd’s、船東互保協會P&I Clubs）在

我國虛擬境外設立OIU營運據點，提供境外保險服務，或經營國內保險業並未開

辦之保險業務，如船東責任保險（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Insurance, P&I），擴大

國際資金參與我國境外保險業務。 

 

第二款 再保險業務 

                                                      
393

 See Oliver Futterknecht et al., Navigat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arine and Airline Insurance, 4 

Swiss Re Sigma 1, 4 (2013). 
394

 我國產險業 2012 年運輸保險的保費收入約為美金 309.3 百萬（台幣 9,291. 百萬@兌換率 30，

包括：貨物保險台幣 5,619. 百萬、船體保險台幣 2,826. 百萬及航空保險台幣 836. 百萬）。資料

來源：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頁 71，2012 年 FactBook。 
395

 參照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IC）「未經許可保險模範法」（Non-admitted Insurance Model Act）

第 4 條第 F 項規定、日本保險業法施行令第 19 條規定。 
396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3 條第 6 項規定：｢營利事業如因國內保險公司尚未經營之險

種或情形特殊，需要向國外保險業投保者，除下列跨國提供服務投保之保險費，經取得該保險業

者之收據及保險單，可核實認定外，應檢具擬投保之公司名稱、險種、保險金額、保險費及保險

期間等有關資料，逐案報經保險法之主管機關核准，始得核實認定。（1）海運及商業航空保險：

包括被運送之貨物、運送貨物之運輸工具及所衍生之任何責任；（2）國際轉運貨物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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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險有助於保險市場的穩定，透過分散與限制曝險的區域累積，來促進原

保險業之風險組合與財務健全，從而建立承保能量。再保險業透過傳統方法或替

代性風險移轉方法來提供保障。再保險業之經營特性為跨國境地提供服務，且其

業務經營對象為保險業，未與保單持有人有直接交易，故實務上對於再保險業，

多採取低度監理。397因此，基於再保險之特殊屬性，在境外保險業務中，再保險

業務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表 20 我國保險業家數統計表（2008-2013 年） 

單位：家數 

           年度 

項目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本國財產保險業 

（含合作社） 
17 17 17 17 17 17 

本國人身保險業 23 22 23 24 24 24 

外國財產保險業 8 6 6 6 6 6 

外國人身保險業 9 9 8 7 7 6 

本國及外國再保險業 4 4 3 3 3 3 

保險業家數合計 

(以營業執照核發為準) 
61 58 57 57 57 56 

資料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13年年報，並經本研究整理。 

 

截至2012年12月31日之統計資料，由金管會核准經營保險業務之數量，以營

業執照核發為準，包括：本國財產保險業（含合作社）17家、本國人身保險業24

家、外國財產保險業6家、外國人身保險業7家、本國及外國再保險業3家（參見

表6）。其中，我國許可之再保險業非常有限，實際上僅有1家本國公司（即：中

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Central Reinsurance Corporation））及2家外國再保險分

公司（即：德商科隆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General Reinsurance AG. 

Taiwan Branch）、英屬百慕達商美國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RGA 

Global Re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Taiwan Branch））等總計3家。 

以2013年度之統計數據比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已核准從事境外再保險業務

                                                      
397

 林建智，前註 255，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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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再保險業達28家，境外再保險費收入約台幣148,230.95百萬（新加坡幣6,307.7

百萬@兌換率23.5），我國金管會核准之再保險業僅有3家，顯示我國設立專業再

保險業，發展國際再保險業務，仍有廣大市場成長空間。因此，本文建議鼓勵我

國保險業設立OIU，將現有國外再保險分入業務納入OIU承做，國外再保險費收

入可享租稅優惠，並得擴大境外之再保險業務經營規模，同時，吸引外國再保險

業（國際專業再保險公司，如：Everest Re、Swiss Re、SCOR Re）於我國設立OIU

營運據點，提供再保險或境外保險服務，使我國發展成為區域性再保險中心之地

位。 

第三款 專屬保險業務 

相較於美歐地區的專屬保險發展，專屬保險業在亞洲之發展時間仍屬短暫。

除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納閩外，目前僅有香港（Hong Kong）為專屬保險註冊地，

仍有廣大市場成長空間。再者，我國大型企業集團皆已邁入全球化跨境經營，實

務上對於專屬保險之風險理財策略，已經具有相當程度的需求。因此，推動我國

專屬保險產業發展，增加金融保險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應為

當前重要課題。若台灣能成為專屬保險註冊地之一，則能提供我國企業集團設立

境內之專屬保險公司，且在我國虛擬境外設立OIU營運據點，為其海外關係企業

提供境外保險服務，以有效整合國際企業集團跨境之全球化風險管理規劃。除此

之外，更可以提供境外之亞洲或國際企業集團申請在我國OIU設立專屬保險分公

司，亦能助於我國再保險業之發展398，增進我國保險市場之國際競爭力，進而推

動台灣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 

 

第四款 企業風險管理及損害防阻業務 

所謂企業風險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依據美國COSO委

員會於2004年所發布「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之研究報告，對於企業風險管

理之定義如下：企業風險管理係一遍及企業各層面之過程，該過程受企業的董事

會（Board of Directors）、管理階層或其他人士而影響，用以制定策略、辨認可能

影響企業之潛在事項、管理企業之風險，使其不超出該企業的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以合理擔保其目標之的達成。因應大型國際企業達成企業風險管理之

                                                      
398

 境外專屬保險公司（Offshore Captive），除部分風險自留外，乃透過再保險契約分散風險。See 

EDELMAN, supra note 119, 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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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本文建議保險業或保險輔助人（如保險經紀人：Marsh、Aon、Willis、JLT），

對於跨境經營之國際企業，可運用OIU提供境外企業風險管理及損害防阻服務，

經營之項目，舉例如下： 

一、營運持續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BCM） 

配合風險胃納與策略，協助企業了解其重要經營流程及潛在風險，從持續營

運角度，加強對目前風險環境認知，且對於營運持續的衝擊進行評估，協助企業

建構「營運持續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BCP）399，因應企業可能面臨的

營運中斷風險，建立企業供應鏈的復原力（resilience），加強企業恢復營運機制。 

二、損害防阻服務 

損害防阻（又稱風險控制）係屬重要的風險管理措施之一（風險規避），推

動損害防阻管理進而建立企業集團的損害防阻文化，使損害防阻成為公司營運的

一環。經由管控風險將提供保護並保存企業集團的資源，包括人員、財產及資金，

因此，損害防阻的任務即在於降低損失頻率及嚴重度。具體內容可再細分為：「損

害防阻安全查勘」與「核保查勘風險評估」。 

1.損害防阻安全查勘 

為鑑定企業風險諸多方法之一，國內外許多知名企業為鑑定並控制企業實體

損失風險，每年均定期執行損害防阻安全查勘計畫，進而改善風險，此為檢視企

業資產風險的關鍵所在。落實損害防阻安全查勘，可確保企業或組織損害防阻的

能力，避免或減少災損的發生。並使保險人瞭解企業集團重視風險管理及損失預

防之良好觀念，進而化解對立。 

2.核保查勘風險評估 

保險公司之核保人（underwriters）釐訂保險費率及契約條件時，除審查要保

資料外，並視需要指派損害防阻工程師或核保查勘人員赴現場查勘進行危險評估，

做成核保查勘報告（underwriting information report），以供其核保參考，並建立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命運共同」之雙贏立場。 

保險業提供損害防阻服務之目的，在於為企業進行實地查勘及風險評估與建

議，進而改善或降低風險、維護經營安全、確保經營獲利。400所謂「預防勝於治

                                                      
399

 See, e.g., Marsh Solutions, 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BCM), available at https://uk. marsh.com/ 

ProductsServices/MarshSolutions/ID/22159/Business-Continuity-Management.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400

 保險業提供損害防阻服務項目，已經由傳統之消防安全檢測服務，擴大到功能性安全

（functional safety），定期提供企業安全診斷服務，提出相關風險管理之改善建議。請參閱富邦

http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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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單靠保險安排並未能轉嫁所有風險，事前的

損失預防措施更勝於事後的保險理賠救濟，因此，損害防阻的任務即在於事前鑑

定並預防企業發生實體風險損失，以降低損失頻率及幅度。 

三、風險管理資訊系統 

國際保險經紀人所開發建構以網路為基礎的風險管理資訊系統（Risk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401，功能在於使跨國企業集團能夠即時獲得完

整的風險資訊，以有效管控風險，加強企業營運績效。企業的董事會及管理階層，

透過風險管理資訊系統，以數據化方式分析及管控影響企業之潛在風險，在該企

業的風險胃納範圍內，達成獲利目標。 

 

第五款 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人業務 

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及公證人在我國保險實務上統稱之為「保險輔助人」402，

係協助保險市場交易順利進行之重要保險專業人員；保險代理人及經紀人為保險

行銷體系之重要一環，而保險公證人在保險理賠案件之處理上佔有極重之專業地

位。按我國保險法第 163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應經主

管機關許可，繳存保證金並投保相關保險，領有執業證照後，始得經營或執行業

務。」。依金管會業務統計，截至 2013 年核准設立的保險輔助人，分別為保險

代理人共 312 家、保險經紀人共 495 家、保險公證人共 79 家。其中，保險經紀

人於保險市場上所扮演之角色日益重要，國際保險業務涉及跨國企業在不同法域

之風險管理規劃、損害防阻諮詢服務、再保險規劃及保險理賠申請服務，皆必須

委由國際保險經紀人（如：Marsh、Aon、Willis、JLT 等）提供跨境的專業風險

管理顧問服務，若僅開放直接保險業及再保險業而無保險輔助人之配套奧援，則

推展我國虛擬境外設立 OIU 營運據點的困難度將會大幅提高，尤其保險業委託

                                                                                                                                                        
產物保險公司，企業損害防阻服務，富邦金控官方網頁 available at https://www. 

fubon.com/insurance/enterprise_services/protect1-1.htm （最後瀏覽日：2015 年 5 月 10 日）。 
401

 See, e.g., Aon RiskConsole, a cloud-based risk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RMIS), available 

athttp://www.aon-esolutions.com/en-US/Products-Services/Risk-management-software-RMIS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Aon eSolutions 能有效辦理風險管理及損失控管，加強企業營運績效，讓企

業風險管理經理人能有效管控風險，並向董事會報告主要風險管理績效。Aon RiskConsole 是全

球首創以網路為基礎的風險管理資訊系統（Risk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RMIS），使企業

風險管理經理人充分掌握風險議題，進行企業風險管理。 
402

 參見卓俊雄等，強化保險輔助人管理相關措施之研究，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一百年

度委託研究計畫，頁 5，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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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人辦理再保險分出業務，乃再保險市場運作之重要機制，如此恐令保險

業者躊足不前，故本文建議將保險經紀人納入 OIU，特許在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

立之「國際保險經紀人分公司」，辦理以外幣收付之國際保險經紀人業務及再保

險經紀業務。 

自 1990 年代銀行保險（bancassurance）進入台灣保險市場以來，前期市場

佔有率大致維持三成左右，2007 年開始快速成長，2009 年正式超越壽險公司業

務員通路，一舉成為壽險公司最重要的業務通路。403根據金管會所頒「銀行、保

險公司、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辦理銀行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第三條之定義，

所謂「銀行保險業務」，係指保險公司直接或透過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以

銀行為保險商品行銷通路，由銀行提供營業場所、辦公設備或人力從事招攬保險

之業務。實務上，基於法規限制、成本效益與業務彈性之考量，透過轉投資設立

保險經紀人或保險代理人公司404，間接經營銀行保險業務，成為銀行普遍採行之

模式。405
 因此，本文建議將保險代理人納入 OIU，特許在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

立之「國際保險代理人分公司」，辦理以外幣收付之國際保險代理人業務。 

 

第五項 我國境外保險法制之評析與修正建議 

基於金融市場服務之完整性，國際金融業務應涵蓋銀行、證券、保險之範疇，

三者均為金融體系之一環，彼此相輔相成，不可或缺。我國已於去(2014)年開放

證券商設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同時今(2015)年亦將開放保險公司設

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配合原有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之後，我

國境外金融中心（OFU）版圖可望邁向完整建構406，我國應如何在 OIU 制度架構

之下推展「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ART），如專屬保險、巨災債券（catastrophe 

                                                      
403 彭金隆、陳麗如、劉文彬，壽險公司銀行保險通路合作策略與效率分析，經濟論文，第 42

卷，第 2 期，頁 237，2014 年 6 月。 
404

 銀行業轉投資設立之人身保險代理人，具體實例包括：台新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台銀

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華銀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彰銀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新光銀保險代理人股份

有限公司、遠銀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國運通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花

旗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渣打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等。 
405

 林建智、彭金隆、吳佳寧，我國銀行保險業務監理架構之探討，台灣金融財務季刊，第 10

輯，第 4 期，頁 138，2009 年 12 月。 
406

 參照 2015 年 1 月 22 日修正公布之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1 條規定：「為加強國際金融活動，建

立區域性金融中心，特許銀行、證券商及保險業在中華民國境內，分別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制定本條例。」，關於我國國際金融業務之發展沿

革，參見林建智、蔡信華，前註 11，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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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保險連結型證券等多元化境外金融保險商品業務，並能吸引外國保險業

（如英國 Lloyd’s 或船東責任互保協會 P&I Clubs）於我國設立 OIU 營運據點，

提供再保險或境外保險服務，促使台灣成為實質境外金融中心與區域性金融中心，

此似應為我國保險監理政策的當務之急。再者，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為我國

政府當前重要政策，納入「虛擬區域」之概念，適合金融業不受特定區域限制之

特性，透過虛擬境外金融中心平台，規劃開放各項金融業務與商品，希冀能藉由

金融法規鬆綁，促進境外金融業務之發展，以達成我國成為亞太理財中心的金融

政策目標。 

本文以下擬就 2015年 1月 22日立法通過並於同年 2月 4日公布施行國際金

融業務條例之修正案，有關增訂特許保險業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規定，

進行相關法制評析，並提出未來修法建議方向。 

第一款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法制分析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自 1983 年 12 月 12 日公布施行後，歷經五次修正，鑒於

金融服務之完整性，國際金融業務應涵蓋保險業務，以擴大保險業者商機，增進

我國保險市場國際競爭力，爰有必要在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之核心理念下，

開放保險業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綜觀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於

2015 年 2 月 4 日公布施行所增訂第三章之一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相關規範，

茲整理其要點如下： 

一、明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主管機關 

國際金融、證券及保險業務之行政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金管會）；業務主管機關為中央銀行。（參照修正條文第 1 條規定） 

二、明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申請主體資格 

得提出申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主體資格，以下列保險

業為限，並須由其總公司提出申請：(1)經金管會許可，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保

險業務之保險業。保險業，指財產保險業、人身保險業及專業再保險業；(2)經

金管會許可，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務之外國保險業。（參照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2 第 1、2 項規定） 

為避免對國內保險業務造成衝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必須設立與國內帳務

分離之境外獨立會計帳簿，使用獨立之會計憑證，並編製獨立之會計報表，以符

合「會計獨立原則」。且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尚無獨立之資本，係由其總公司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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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調撥與運用資金，基於健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業務經營並為保障保單持有

人權益，爰規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專撥營業所用資金，其最低金額授權由金

管會另訂定之。（參照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2 第 3 項規定） 

三、明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業務範圍 

依照「外幣收付原則」及「境外交易原則」之下，特許境外保險交易，係以

對於非居住民之境外金融業務交易為原則，故須明確區隔境外與境內金融保險業

務市場，避免造成監理套利之弊端407。因此，對於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之

國際保險業務範圍，包括以下須以外幣收付之保險業務：(1)要保人為中華民國

境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且被保險人為中華民國境外個人之人身

保險業務；(2) 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且保

險標的非屬中華民國境內不動產之財產保險業務；(3)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保險業

以外幣收付之再保險業務；(4)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

融機構，辦理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以外幣收付之保險相關業務。（參照修正條文

第 22 條之 13 第 1 項規定）惟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上述業務，不得兼營財產

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但其總公司為財產保險業經金管會核准經營傷害保險及健

康保險者，不在此限。（參照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3 第 2 項規定） 

四、明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誘因機制 

1.降低監理管制 

基於國際金融業務條例「境外原則自由」之本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

國際保險業務，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不受管理外匯條例及保險法有關規定之

限制408，以降低交易成本，採取低度監理，吸引國際資金參與我國國際保險業務。

（參照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5 第 1 項規定） 

基於健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業務經營，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

險業務，有關財務、業務、資金運用、風險管理、主管機關檢查或委託其他適當

機構、專業經驗人員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由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

                                                      
407

 在不同國家或法域之間對金融監理的範圍、資訊揭露及資本標準、金融管制程度等差異性頗

大，金融監理的制度性落差，造成國際上的監理套利現象。換言之，若干金融機構利用制度或政

策上之差異，將高風險金融業務轉向監理標準寬鬆之國家或法域，其影響層面將不僅止於境內之

本國市場、甚至會擴及區域或全球市場。因此，主管機關所特許境外金融交易之業務範圍，主要

提供非居住民間之境外金融交易平台，應明確與境內金融市場區隔，以防止監理套利。 
408

 考量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係辦理以外幣收付之保險等業務，不涉及新臺幣兌換，參照國際金

融業務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2 條之 6 第 1 項規定，定明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辦理第 22 條之

13 第 1 項各款業務，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不受管理外匯條例及保險法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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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俾利管理。（參照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5 第 2 項規定） 

2.提供稅賦優惠 

為吸引外國資金流入，應提供具國際競爭力之租稅誘因。保險業辦理國際保

險業務之租稅優惠規定，包括下列項目409：（參照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6 第 1~4

項規定） 

(1)營利事業所得稅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所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但其

資金在中華民國境內運用所生之所得，其徵免應依照所得稅法規定辦理。 

(2)營業稅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銷售額，免徵營業稅。但其資金在

中華民國境內運用所生之銷售額，其徵免應依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

辦理。 

(3)印花稅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所使用之各種憑證，免徵印花稅。但

其資金在中華民國境內運用所書立之憑證，其徵免應依照印花稅法規定辦理。 

(4)免予扣繳所得稅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支付中華民國境外個人、法人、政

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保險給付及投資型保險契約連結投資標的所產生之利息或結

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時，免予扣繳所得稅。 

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稅、印花稅及免予扣繳所得稅之實施期間410，自

本條文生效日起算十年。另人身保險契約多屬長期契約，考量保險商品特性，上

開租稅優惠實施年限內訂定之保險契約，租稅優惠至保險契約有效期間屆滿之日

止，且不得超過三十年。（參照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6 第 5 項規定）。 

第二款 我國境外保險法制之修正建議 

按 2015年 1月 22日立法通過並於同年 2月 4日公布施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

之修正案，增訂有關「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規定，可望完整落實我國境外金融

中心之版圖，實值肯定。然而，若進一步分析，我國現行境外保險法制是否已臻

完備？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是否已經完整建構？國際實務上之境外保險產業究

                                                      
409

 參照國際金融業務條例第 13 條至第 16 條有關銀行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租稅優惠規定，以及

第 22 條之 7 有關證券商設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之租稅優惠規定。 
410

 依稅捐稽徵法第 11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

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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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推展？實存有若干疑點尚待釐清。本文擬以新加坡及納閩境外保險法制為

參考借鏡，檢視我國現行境外保險法制有無不妥之處，並提出未來修法建議方向，

分述如下。 

一、申請主體資格之限制問題 

從國際境外保險市場實務現況觀察，再保險業、專屬保險業及保險經紀人三

者實為境外保險產業之發展重點。反觀，我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所開放之

經營主體以財產保險業、人身保險業及專業再保險業之分公司組織為限，並未包

括專屬保險業及保險輔助人，相較於國際間境外保險產業之經營重點及趨勢，顯

有差距。本文建議有關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資格，宜適度漸進地開放鬆綁，分述

如下： 

1.專屬保險業 

專屬保險公司係由非保險業之企業集團，為承保該企業集團本身之風險，所

投資設立之保險組織，目的在於強化企業集團全球化的風險管理整合，建立有效

損害防阻機制，以風險理財模式保障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危險損失。企業集團

持續採用專屬保險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其所彰顯之經濟功能，包括：(1)達

成全球化風險管理，運用專屬保險以有效整合企業集團跨境之風險管理規劃，並

提供適當風險理財機制；(2)降低可保風險總成本，透過專屬保險直接進入再保

險市場，以合理的保費成本直接安排再保險，節省附加保險費之負擔，且能降低

保險市場循環影響；(3)改善現金流量，由專屬保險公司管控理賠進度，確保儘

速給付保險金，舒解企業集團之資金周轉壓力，善用租稅減免優惠，發揮集團財

務規劃綜效。 

依據最近商業保險期刊（Business Insurance）的統計調查，在2013年全球

專屬保險公司的數量合計達到6,342家，分別設立在全球64個專屬保險註冊地區。

惟專屬保險業在亞洲之發展時間仍屬短暫，截至2013年設立在亞洲地區的專屬

保險公司數量，分別為新加坡62家、馬來西亞納閩41家及香港2家，合計105家，

僅占全球專屬保險公司總數的1.65%，顯見在亞州新興市場（如：中國、南韓、

東協國家等）應有充分的商業利基推展專屬保險產業發展。值得注意者，我國大

型企業集團皆已邁入全球化跨境經營，實務上採取專屬保險之風險理財策略者，

已不乏實例可循411。因此，推動我國專屬保險產業發展，增加金融保險產業的國

                                                      
411

 台灣之企業集團業已設立境外之專屬保險公司，且實際營運者，具體實例包括：長榮集團所

設立之 Evergreen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Bermuda)（註冊地：Bermuda）；聯華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所設立之 ECP VITA PTE Ltd.（註冊地：Singapore）；陽明海運集團所設立之 Sunb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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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競爭力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應為當前重要課題。若台灣能成為國際專屬保險

註冊地之一，則能提供我國企業集團設立境內之專屬保險公司，且在我國虛擬境

外設立OIU營運據點，為其海外關係企業提供境外保險服務，以有效整合國際企

業集團跨境之全球化風險管理規劃。除此之外，更可以提供境外之亞洲或歐美國

際企業集團申請在我國OIU設立專屬保險分公司，亦能助於我國再保險業之發展

412，增進我國保險市場之國際競爭力，進而推動台灣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達成

我國成為亞太理財中心的金融政策目標。 

2.保險經紀業及保險代理業 

保險經紀人、代理人及公證人在我國保險實務上統稱之為「保險輔助人」，

係協助保險市場交易順利進行之重要保險專業人員；保險代理人及經紀人為保險

行銷體系之重要一環，而保險公證人在保險理賠案件之處理上佔有極重之專業地

位。按我國保險法第 163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應經主

管機關許可，繳存保證金並投保相關保險，領有執業證照後，始得經營或執行業

務。」。依金管會業務統計，截至 2013 年核准設立的保險輔助人，分別為保險

代理人共 312 家、保險經紀人共 495 家、保險公證人共 79 家。其中，保險經紀

人413於保險市場上所扮演之角色日益重要，國際保險業務涉及跨國企業在不同法

域之風險管理規劃、損害防阻諮詢服務、再保險規劃及保險理賠申請服務，皆必

須委由國際保險經紀人（如：Marsh、Aon、Willis、JLT 等）提供跨境的專業風

險管理顧問服務，若僅開放直接保險業及再保險業而無保險輔助人之配套奧援，

則推展我國虛擬境外設立 OIU 營運據點的困難度將會大幅提高，尤其保險業委

託保險經紀人辦理再保險分出業務，乃再保險市場運作之重要機制，如此恐令保

險業者躊足不前，故本文建議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許可設立主體，不宜排除保

險經紀人。 

自 1990 年代銀行保險（bancassurance）進入台灣保險市場以來，前期市場

佔有率大致維持三成左右，2007 年開始快速成長，2009 年正式超越壽險公司業

                                                                                                                                                        
Insurance Pte Ltd（註冊地：Singapore）。資料來源：A.M. Best credit ratings: A.M. Best Affirmed the 

Financial Strength Rating of A (Excellent) of Evergreen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Press Release, 

DECEMBER 1, 1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3.ambest. com/frames/frameserver.asp? 

site=press&tab=1&altsrc=&altnum=&refnum=65494657775046556654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財務年報；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財務年報。 
412

 境外專屬保險公司（Offshore Captive），除部分風險自留外，乃透過再保險契約分散風險。See 

EDELMAN, supra note 119, at 4-5. 
413

 參照我國保險法第 9 條規定：「本法所稱保險經紀人，指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洽訂保險契約

或提供相關服務，而收取佣金或報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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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通路，一舉成為壽險公司最重要的業務通路。414根據金管會所頒「銀行、保

險公司、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辦理銀行保險業務應注意事項」第三條之定義，

所謂「銀行保險業務」，係指保險公司直接或透過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以

銀行為保險商品行銷通路，由銀行提供營業場所、辦公設備或人力從事招攬保險

之業務。實務上，基於法規限制、成本效益與業務彈性之考量，透過轉投資設立

保險經紀人或保險代理人公司，間接經營銀行保險業務，成為銀行普遍採行之模

式。415因此，本文建議將保險代理人納入 OIU，特許在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之

「國際保險代理人分公司」，辦理以外幣收付之國際保險代理人業務。 

玆將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12規定之修正建議條文，擬訂如下： 

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十二條之十二 (申請

以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

營國際保險業務之資格及

該公司應專撥營業所需資

金)  

下列保險業得由其總公

司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

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

獨立之國際保險業務分

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

務： 

一、經金管會許可，在中

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

務之保險業。 

二、經金管會許可，在中

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

務之外國保險業。 

前項所稱保險業，指財產

保險業、人身保險業、專

業再保險業及專屬保險

第二十二條之十二 (申請

以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

營國際保險業務之資格及

該公司應專撥營業所需資

金)  

下列保險業得由其總公

司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

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

獨立之國際保險業務分

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

務： 

一、經金管會許可，在中

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

務之保險業。 

二、經金管會許可，在中

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

務之外國保險業。 

前項所稱保險業，指財產

保險業、人身保險業及專

業再保險業。 

一、參考國際間境外保險

產業發展，係以再保

險業、專屬保險業及

保險經紀人等為發展

重點，爰就經營國際

保險業務之主體資格

限制予以鬆綁，增訂

開放專屬保險業及保

險經紀人亦得經營國

際保險業務。 

二、鑒於專屬保險業之性

質亦屬保險業組織型

態之一，爰將專屬保

險業增訂於第二項規

定。 

三、考量保險經紀人及保

險代理人係為保險輔

助人之組織型態，爰

將保險經紀人及保險

代理人增訂於第四項

                                                      
414 彭金隆、陳麗如、劉文彬，前註 403，頁 237。 
415

 林建智、彭金隆、吳佳寧，前註 405，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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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業。 

依第一項規定設立之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專

撥營業所用資金；其最低

金額由金管會定之。 

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

人得由其總公司申請主

管機關特許，在中華民國

境內，設立會計獨立之國

際保險經紀人分公司及

國際保險代理人分公

司，經營國際保險經紀人

業務及國際保險代理人

業務，並應專撥營業所用

資金，其最低金額由金管

會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設立之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專

撥營業所用資金；其最低

金額由金管會定之。 

規定。 

 

 

二、境外保險業務範圍之界定問題 

對於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之財產保險業務範圍，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

第 22 條之 13 第 1 項之規定，業務範圍係於「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外個人、法人、

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且保險標的非屬中華民國境內不動產之財產保險業務。」。

因此，本文建議參酌外國立法例之借鏡，並參考我國現行法之相關規範，以修正

放寬我國 OIU 之財產保險業務範圍，說明如下。 

1.新加坡之「保險法」 

新加坡保險業之保險業務，係以新加坡保單（Singapore Policies）與境外保

單（Offshore Policies）為區分標準。關於其區分標準之定義，參照新加坡保險法

附則之第2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416，新加坡保單，係指保險業於經營新加坡境

內業務時所簽發，而屬於下列各類之保單：(1)就人身保險、意外及健康保險而

言，於保單簽發時，自然人之保單持有人係新加坡居住民，或法人之保單持有人

                                                      
416

 See Section 2, First Schedule, The Insurance Act (Ca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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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註冊登記於新加坡境內。(2)就財產保險（direct general insurance）及臨時再保

險（facultative general reinsurance）而言，其風險係位於新加坡境內，或被保險

人為新加坡居住民或永久設立於新加坡境內之保單。(3)就合約再保險（treaty 

general reinsurance）而言，係指自新加坡境內風險所生之再保費金額，已逾總再

保費金額25%比例之保單。相對地，境外保單，係指除新加坡保單之外，由保險

業於新加坡境內經營業務所簽發之其他任何保單。 

2.納閩之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 

在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1 條規定，所謂納閩保險業務，係指經營非屬

於「馬來西亞境內保險業務」，且必須以「外幣收付交易」之保險及再保險業務。

對於「馬來西亞境內財產保險業務」，係指保險契約標的（subject matter of the 

contract）為下列情形：(1)屬於馬來西亞境內財產，或是運送到達或來自馬來西

亞境內的財產保險業務；(2)註冊在馬來西亞國籍之船舶或航空器，及其船舶或

航空器營運之責任風險。要之，納閩保險公司（直接保險業、再保險業及專屬保

險業）及納閩保險相關公司（保險經紀人、保險經理人、核保經理人）從事納閩

財產保險業務，被嚴格限制在非「馬來西亞境內保險業務」，而應以馬幣以外之

其他外幣收付交易，且其保險契約標的必須非屬馬來西亞境內財產或責任風險。 

3.美國 NAIC 之「未經許可保險模範法」 

參照美國「保險監理官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NAIC）於 1997 年頒布之「未經許可保險模範法」417，該模範法第 4 條第 B 項

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與未經許可保險人進行保險交易，或不得在本州內直接

或間接代理未經許可保險人從事保險之招攬、協商、訂約、續約、提供要保書、

交付保單、風險評估、釐定費率、賠款之調查或理算、或保費之收取或轉交、或

以其他方式協助保險交易。」此為原則禁止之規定。但該模範法第 4 條第 F 項設

有例外規定，在下列情形不受限制：(1)第 5 條所規定之剩餘保險（Surplus lines 

insurance）；(2)依本州保險法規定，保險人不需取得營業許可即可經營之交易；

(3)再保險；(4)從事州際間或外州商業之鐵路或空運之財產或設施、海上保險及

運送保險。 

4.日本之「保險業法」 

外國保險業者若要在日本境內營業時，須依日本保險業法之規定向內閣總理

大臣申請產物保險業或人壽保險業之許可執照（日本保險業法第 185條 1、2項）。

                                                      
417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NAIC), Non-admitted Insurance Model Act, 

available at http://www.naic.org/store/free/MDL-870.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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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日本境內依法設有分公司之外國保險業，依規定原則上不得直接簽訂在日本

有住所或居所的人或是在日本的財產或擁有日本國籍的船舶或航空機的相關保

險（日本保險業法第 186 條 1 項）418。違反該規定之外國保險業者，得處二年以

下之徒刑或科或併科三百萬日圓以下之罰金（日本保險業法 316 條）419。 

對於跨境經營保險業務之外國保險業者，雖未於日本境內依法設有分公司，

但得豁免監理下列三種類型之保險契約（日本保險業法施行令 19 條）420：(1)再

保險契約；(2)以下列任一或全部為對象之保險契約：國際海上運送所使用之日

本國籍船舶暨依此於國際間運送之貨物，以及因此所生之責任；(3)以下列任一

或全部為對象之保險契約：商業航空所使用之日本國籍航空機暨依此於國際間運

送之貨物，以及因此所生之責任。由於日本保險法規明確規定，上述三種類型之

保險契約，乃為限制向外國保險業投保之例外，因此自無適用日本保險業法 316

條罰則之餘地。 

5.我國現行法之相關規範 

保險法第 147 規定授權訂定之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其他危險分散

機制管理辦法，依本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保險經紀人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領有執業證書之國外保險經紀人者，該再保險分出業務為未適格再保險分出。但

該分出業務為主管機關許可被保險人得境外投保之險種者，不在此限。」立法理

由說明：1.保險業於委託保險經紀人辦理再保險分出業務，乃再保險市場運作之

重要機制。為確保保險業再保險分出業務之安全並維護已合法設立據點之保險經

紀人之公平競爭，除規定第一項外，若透過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外國保險經紀人

安排之再保險業務，亦為未適格再保險分出；2.惟經主管機關許可被保險人得境

外投保之險種如海運、商業航空保險及國際轉運貨物保險，因具有國際性質，再

保該種類保險常需透過未領有執業證書之國外保險經紀人為之，為符合業界實務

運作之所需，爰訂定但書排除之。 

再者，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3 條第 6 項規定：｢營利事業如因國內

保險公司尚未經營之險種或情形特殊，需要向國外保險業投保者，除下列跨國提

供服務投保之保險費，經取得該保險業者之收據及保險單，可核實認定外，應檢

具擬投保之公司名稱、險種、保險金額、保險費及保險期間等有關資料，逐案報

經保險法之主管機關核准，始得核實認定。1.海運及商業航空保險：包括被運送

之貨物、運送貨物之運輸工具及所衍生之任何責任；2.國際轉運貨物保險。」 

                                                      
418

 廖淑惠譯，新日本保險業法，2003 年 11 月，頁 146-147。 
419

 同前註，頁 309-310。 
420

 See NOBORU KOBAYASHI ET AL., INSURANCE LAW IN JAPAN 7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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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運輸保險」（MAT）421屬於跨境風險，且符合我國業界實務上

運作之所需422，對於具有國際性質且情形特殊之保險種類，如海運之船舶保險、

海事責任保險、國際貨物保險及商業航空保險等，似可經由我國主管機關許可後，

放寬納入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之財產保險業務。同時，宜吸引外國保險業

（如英國 Lloyd’s、船東互保協會 P&I Clubs）在我國虛擬境外設立 OIU 營運據

點，提供境外保險服務，或經營國內保險業並未開辦之保險業務，如船東責任保

險（P&I），擴大國際資金參與我國境外保險業務。 

其次，現行條文規定境外保險之財產保險業務範圍，其用語為「…保險標的

非屬中華民國境內不動產之財產保險業務。」按保險法第 70 條第 1 項規定：「火

災保險人，對於由火災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除契約另有訂定外，負賠

償之責。」，火災保險係以財產為保險標的，而財產可分為動產及不動產，均為

火災保險契約之標的。現行條文規定之用語，若以字面文義解釋，容易使人誤解

OIU 得經營之產險業務類型是否僅限於境外「不動產」的火災保險業務，而尚未

開放責任保險、海上保險、保證保險等其他產險業務。本文參酌外國立法例之相

關規定，建議修改法條規定用語為「保險標的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財產保險業務」，

以資明確。 

玆將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13規定之修正建議條文，擬訂如下： 

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十二條之十三   (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

之國際保險業務項目)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

營之國際保險業務如下： 

一、辦理下列以外幣收付

之保險業務： 

(一)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

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

第二十二條之十三   (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

之國際保險業務項目)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

營之國際保險業務如下： 

一、辦理下列以外幣收付

之保險業務： 

(一)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

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

一、經主管機關許可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得境外

投保之險種如海運、

商業航空保險及國際

轉運貨物保險，因具

有國際性質，且為符

合業界實務運作之所

需，應可放寬納入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

                                                      
421

 在實務上，海上保險（Marine）、航空保險（Aviation）及其他運送保險（Transit）三者可統

稱之運輸保險（MAT），主要保險商品，包括：船體保險、貨物保險、責任保險及航空保險等。 
422

 國際貿易實為我國之經濟命脈，而進出口貨物之運送絕大多數仰賴海運，故有效之風險移轉

管道乃成為船舶所有人願意投入海上運送事業以及發展國際貿易之前提要件，因此，有必要鼓勵

我國保險業設立 OIU，將此等具有國際性質之國際貨物保險、船舶保險、海事責任保險等納入

OIU 承做，並以美金等外幣交易，則保險費收入可享租稅優惠，並得擴大境外之保險業務經營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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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或金融機構，且被保險人

為中華民國境外個人之

人身保險業務。 

(二)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

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

或金融機構，且保險標的

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財

產保險業務。但該財產保

險業務為主管機關許可

要保人得境外投保之險

種者，不在此限。 

二、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保

險業以外幣收付之再保

險業務。 

三、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

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

金融機構，辦理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准以外幣收付

之保險相關業務。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

前項業務，不得兼營財產

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但

其總公司為財產保險業經

金管會核准經營傷害保險

及健康保險者，不在此

限。 

國際保險經紀人分公司，

得辦理以外幣收付之國際

保險經紀人業務及再保險

經紀業務。國際保險代理

人分公司，得辦理以外幣

或金融機構，且被保險人

為中華民國境外個人之

人身保險業務。 

(二)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

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

或金融機構，且保險標的

非屬中華民國境內不動

產之財產保險業務。 

二、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保

險業以外幣收付之再保

險業務。 

三、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

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

金融機構，辦理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准以外幣收付

之保險相關業務。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

營前項業務，不得兼營財

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

務。但其總公司為財產保

險業經金管會核准經營

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

者，不在此限。 

經營之財產保險業

務，爰增訂本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目但書

排除之。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目本文規定，

財產保險業務範圍係

「保險標的非屬中華

民國境內不動產之財

產保險業務」，惟現

行條文規定之用語，

若以字面文義解釋，

容易使人誤解 OIU

得經營之產險業務類

型是否僅限於境外

「不動產」的火災保

險業務，而尚未開放

責任保險、海上保

險、保證保險等其他

產險業務。本文參酌

外國立法例之相關規

定，建議修改法條規

定用語為「保險標的

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

財產保險業務」，以

資明確。 

三、配合第二十二條之十

二第四項增訂開放保

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

人得經營國際保險業

務，爰增訂本條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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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收付之國際保險代理人業

務。 

 

項明定保險經紀人分

公司，得辦理以外幣

收付之國際保險經紀

人業務及再保險經紀

業務。國際保險代理

人分公司，得辦理以

外幣收付之國際保險

代理人業務。 

 

三、監理管制標準之釐定 

主管機關所特許開放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之國際保險業務交易，必須

以對於非居住民以外幣收付之境外保險業務為原則423，避免造成國內保險市場之

不公平競爭，且應防止境內交易遁入境外保險業務之監理套利弊端。為避免對國

內保險業務造成衝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必須設立與國內帳務分離之境外獨立

會計帳簿，使用獨立之會計憑證，並編製獨立之會計報表，以符合會計獨立原則

424，茲以下表說明。 

 

表21 我國境內及境外保險交易模式表 

保險市場 保險業務交易模式(Insurance business models) 

國內保險市場 

(domestic 

market) 

境內 

(onshore) 

本國居住民

(residents) 
  

本國許可之保險業

(admitted insurers) 

國際保險市場 

(international/ 

cross-border) 

境外 

(offshore) 

非居住民 

(non- 

residents)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 

外幣收付、會計獨立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23

 對於 OIU 境外個人、法人之定義，應準用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本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第九款及第十款所稱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指持有外國護照且在

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之個人；所稱中華民國境外之法人，指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法人。但經中

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分支機構不在其內。 
424

 參照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3 條。對於 OIU 之會計獨立原則，應準用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施行細

則第 10 條規定：本條例第 3 條所稱會計獨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指該分行應使用獨立之會計

憑證，設立獨立之會計帳簿，並編製獨立之會計報表，不得與其總行或其他分行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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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境外自由原則，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除本條例另有

規定者外，不受管理外匯條例及保險法有關規定之限制425，以降低交易成本，採

取低度監理，吸引國際資金參與我國國際保險業務。因此，本文參酌納閩保險公

司及保險相關公司的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規範，建議降低國際保險業務分公

司之監理管制標準。對於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專撥最低營業所用資金、最低清

償能力標準，茲擬定建議標準如下： 

 

表 22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監理管制標準 

公司組織型態 專撥最低營業所用資金 最低清償能力標準 

純粹/單一母公司

型專屬保險公

司、團體/協會型

專屬保險公司 

不得低於美金$90,000.，或

監理官許可之等值外幣 
必須維持淨值高於美金$90,000. 

產險公司 

不得低於美金$2,250,000.，

或主管機關許可之等值外

幣 

必須維持淨值高於美金

$2,250,000.、或應依前一會計年

度淨保費的 20%，以二者金額

中之最高者為準 

壽險公司(Life) 

不得低於美金$2,250,000.，

或主管機關許可之等值外

幣 

必須維持淨值高於美金

$2,250,000.、或應依負債精算價

值的 3%，以二者金額中之最高

者為準 

再保險公司

(Reinsurance) 

不得低於美金$3,000,000.，

或主管機關許可之等值外

幣 

必須維持淨值高於美金

$3,000,000.、或產險業務應依前

一會計年度淨保費的 20%、或

壽險業務應依負債精算價值的

3%，以三者金額中之最高者為

準 

保險經紀人 

保險代理人 

不得低於美金$90,000.，或

主管機關許可之等值外幣 
不適用此項規範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25

 參照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5 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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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OIU 經營業務係基於「業務鬆綁、財務審慎」之監理原則，考量 OIU

組織型態，為具體落實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能力，以健全其業務經營，自有資本

與風險資本比率之計算，分別規範如下：(1) OIU 屬保險業總公司者，規定應併

入所屬保險業總公司計算淨值及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並應依保險業資本適

足性管理辦法辦理。(2) OIU 屬外國保險業者，應併入其所屬外國保險業在我國

分公司計算該分公司之淨值及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並應依保險業資本適足

性管理辦法辦理。 

 

四、租稅誘因機制之檢討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早於 1998 年即已提出「有害租稅競爭」（harmful tax 

competition）報告426，倡導遏制有害的租稅競爭，曾對全球境外金融中心施壓，

如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巴哈馬（Bahamas）、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等，要求其等必須限制或終止對資金機密性之保護措施，並為反制有害

租稅競爭，應要求開放其透明度（transparency）與有效的資訊交換（exchange of 

information）427，以共同努力減少逃稅與洗錢犯罪行為428。此後，OECD 財政委

員會（Committee on Fiscal Affairs）又分別在 2000 年、2001 年、2004 年、2006

年、2009 年提出後續進度報告（Progress Reports），目的在於督促被 OECD 列名

為「租稅天堂」429的國家須進行改善措施，以遏止有害的國際租稅競爭。我國為

推動境外保險中心業務之發展，在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明訂第 22 條 16 規定相關租

稅優惠規定，包括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稅、印花稅及免予扣繳所得稅等，以提

供具國際競爭力之租稅誘因。雖然我國並非 OECD 會員國，惟仍應注意避免訂

定有害的租稅優惠競爭措施，建構符合國際標準的稅制，以免遭受國際制裁。 

 再者，本文前述探討納閩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的商業稅法所採取「自由選定

                                                      
426

 See OECD, Harmful Tax Competition: An Emerging Global Issue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tax/transparency/44430243.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427

 See Article 26 of 2014 OECD Model Tax Conventio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428

 See Dionne & Macey, supra note 23, at 14-15. 
429

 OECD 對於「租稅天堂」之判斷標準，為下列四項主要因素，包括：（1）對於相關所得課以

零稅率或僅課以名目稅負（No or nominal tax on the relevant income）；（2）欠缺有效的資訊交換

（Lack of effectiv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3）缺乏透明性（Lack of transparency）；及（4）無

實質的營業或經濟活動（No substantial activities）。See OECD, Countering Offshore Tax Evasion: 

Some Questions and Answers 1, 11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tax/ 

exchange-of-tax-information/42469606.pdf (last visited: May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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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稅」制度，原則上規範納閩保險公司之法定徵收營利事業所得稅率為年度淨利

的 3%，同時，賦予納閩保險公司在營業年度開始三個月內，得自由選定申請繳

付固定稅賦馬幣$20,000.（約美金$6,000.）。本文建議現行租稅優惠制度落日之

後，我國似可參酌前述納閩商業稅法之「自由選定額稅」制度作為替代方案，而

非完全免除境外來源所得收入，避免不當操縱稅率或稅基，亦可增加我國稅收。 

 

第四節 小結 

近年來，我國為提供自由、開放、有效率之金融市場及交易環境，以加強台

灣金融產業競爭力，乃積極推動台灣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從而，推動我國專屬

保險產業發展，除提供境內之企業集團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更可提供境外之亞洲

或國際企業集團來台投資；同時，亦能助於我國保險及再保險業之發展，增進我

國保險市場之國際競爭力。最後，本文建議考量專屬保險業為保險業型態之一，

其管理規範與直接保險業仍有共通之處，為避免疊床架屋，宜參考新加坡保險法

之立法體例，增訂保險法第 137 條之 2 規定，在第 1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定義，

就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直接適用保險法規定，並明文排除保險法第五章中顯

然不宜適用於專屬保險業之規範。同時，基於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在第 2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另定「專屬保險業設

立許可及管理辦法」，對專屬保險業採取低度監理，以期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 

近來我國持續推動鬆綁監理法規，擴大金融業發展空間，積極規劃建置亞太

理財中心，吸引亞太地區商務人士來臺投資，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甚有助益，在

兼顧金融穩定及金融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我國仍將持續推動開放措施，以達成

我國成為亞太理財中心的金融政策目標。基於金融市場服務之完整性，國際金融

業務應涵蓋銀行、證券、保險之範疇，三者均為金融體系之一環，彼此相輔相成，

不可或缺。我國已於去(2014)年開放證券商設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

同時今(2015)年亦將開放保險公司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配合原有國

際金融業務分行（OBU）之後，我國境外金融中心（OFU）版圖可望邁向完整建

構430。本文以上分析我國國際金融業務之制度沿革，藉由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納閩

境外保險之立法例及發展模式為參考，進而提出我國建構境外保險業務分公司之

                                                      
430

 參照 2015年 1月 22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 2月 4日公布施行之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1條規定：

「為加強國際金融活動，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特許銀行、證券商及保險業在中華民國境內，分

別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制定本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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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芻議，最後剖析我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法制現況，並提出未來我國

法制之修正芻議，茲歸納整理如下： 

一、放寬主體資格之限制 

參考國際間境外保險產業發展，係以再保險業、專屬保險業及保險經紀人三

者為重點，爰建議就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主體資格限制予以鬆綁，包括：1.增訂

開放專屬保險業亦得經營國際保險業務；2.增訂開放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人，

得由其總公司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之「國際保險經紀

人分公司」及「國際保險代理人分公司」，辦理以外幣收付之國際保險經紀人業

務、再保險經紀業務及國際保險代理人業務。 

 

二、界定財產保險業務之範圍 

經主管機關許可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境外投保之險種如海運、商業航空保險

及國際轉運貨物保險，因具有國際性質，且為符合業界實務運作之所需，應可放

寬納入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之財產保險業務。其次，現行條文規定境外保

險之財產保險業務範圍，其用語為「…保險標的非屬中華民國境內不動產之財產

保險業務。」按保險法第 70 條第 1 項規定：「火災保險人，對於由火災所致保

險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除契約另有訂定外，負賠償之責。」，火災保險係以財

產為保險標的，而財產可分為動產及不動產，均為火災保險契約之標的。現行條

文規定之用語，若以字面文義解釋，容易使人誤解 OIU 得經營之產險業務類型

是否僅限於境外「不動產」的火災保險業務，而尚未開放責任保險、海上保險、

保證保險等其他產險業務。本文參酌外國立法例之相關規定，建議修改法條規定

用語為「保險標的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財產保險業務」，以資明確。 

 

三、監理管制標準之鬆綁 

主管機關所特許開放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之國際保險業務交易，必須

以對於非居住民以外幣收付之境外保險業務為原則，避免造成國內保險市場之不

公平競爭，且應防止境內交易遁入境外保險業務之監理套利弊端。基於境外自由

原則，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不受管

理外匯條例及保險法有關規定之限制，以降低交易成本，採取低度監理，吸引國

際資金參與我國國際保險業務。因此，本文參酌納閩保險公司及保險相關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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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範，建議宜降低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監理管制標準，對於OIU之專撥最

低營業所用資金以及最低清償能力標準，擬具監理管制標準之建議。再者，OIU

經營業務係基於「業務鬆綁、財務審慎」之監理原則，考量OIU組織型態，為具

體落實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能力，以健全業務經營，其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

之計算，除應依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辦理外，另應遵循下列規範：(1) OIU

屬保險業總公司者，規定應併入所屬保險業總公司計算淨值及自有資本與風險資

本比率；(2) OIU屬外國保險業者，應併入其所屬外國保險業在我國分公司計算

該分公司之淨值及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 

 

四、現行租稅優惠制度之替代方案 

保險業辦理國際保險業務之租稅優惠制度已訂定落日條款，依國際金融業務

條例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6 第 5 項規定，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稅、印花稅

及免予扣繳所得稅之實施期間，自本條文生效日起算十年，因此，國際保險業務

分公司的現行租稅優惠制度將於 2025 年 2 月 4 日屆滿終止。參考納閩國際商業

及金融中心的商業稅法所採取「自由選定額稅」制度，原則上規範納閩保險公司

之法定徵收營利事業所得稅率為年度淨利的 3%，同時，賦予納閩保險公司在營

業年度開始三個月內，得自由選定申請繳付固定稅賦馬幣$20,000.（約美金

$6,000.）。本文建議未來租稅優惠制度落日之後，我國似可參酌前述納閩商業稅

法之「自由選定額稅」制度作為替代方案，而非完全免除境外來源所得收入，以

避免遭受 OECD 認定不當操縱稅率或稅基，或有害國際租稅競爭，並可以增加

我國稅收。同時，我國亦應加速與各國締結簽署「雙重徵稅協定」（DTAs），確

保我國國際金融業務的租稅優惠誘因，以有效吸引國際資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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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之主軸係依專屬保險制度之法律架構、立法規範及監理法制等重要

議題之面向進行研究，論及專屬保險之法律概念、制度規範及監理法制等核心議

題，進而提出建構我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綜合前揭數章之研究，獲致以

下結論並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現代意義之專屬保險公司概念，源自 1950 年代由美國保險損害防阻工程師

Fred Reiss 所創，由於商業保險市場所能提供的保險容量有限，企業遂採用專屬

保險之風險理財方式，自行承保企業本身風險，並能達到降低企業保險成本之目

的。發展至今，專屬保險制度已經成為國際企業集團所普遍採用替代性風險移轉

方法之風險管理機制。近年來，大型國際企業集團持續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承保

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以提昇企業集團整體風險管理程度，進行有效的風

險理財策略。以金融保險業之國際發展而言，一國之競爭力在於面對全球化競爭

及永續發展之優勢能力。我國金融保險法制發展，攸關台灣金融保險產業的國際

競爭力。職是，推動專屬保險產業發展，應是台灣跨國企業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

之重要課題。 

國內關於專屬保險制度之介紹或討論，在所多有，然多數文獻仍停留在引進

專屬保險制度之可行性評估（feasibility study），特別就專屬保險制度之相關法

律架構與監理法制深入探究闡釋者卻較為少見，更遑論對此等制度進行相關論證

並提出具體立法建議，誠屬可惜。基於前揭數章對於專屬保險法制架構及監理規

範之論述分析，應以下列數點為專屬保險法制建構之基礎。 

一、肯認專屬保險之經濟與風險管理功能 

國際企業集團採用專屬保險機制之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本文肯認其所彰顯

之經濟功能有三：1.達成全球化風險管理，運用專屬保險以有效整合企業集團跨

境之風險管理規劃，並提供適當風險理財機制；2.降低可保風險總成本，透過專

屬保險直接進入再保險市場，以合理的保費成本直接安排再保險，節省附加保險

費之負擔，且能降低保險市場循環影響；3.改善現金流量，由專屬保險公司管控

理賠進度，確保儘速給付保險金，舒解企業集團之資金周轉壓力，善用租稅減免

優惠，發揮集團財務規劃綜效。然而，租稅優惠僅具短期效益，不應以稅捐規避，

作為設立專屬保險公司之理由，甚至利用專屬保險達到窗飾母公司財務報表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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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屬保險公司所有財務報告、會計簿冊、交易憑證，應保存於公司之法定註

冊營業處所，監理官得隨時或定期派員進行現場檢查其業務及財務狀況，以防杜

稅捐規避，或利用專屬保險達到窗飾母公司財務報表之弊端，避免企業集團濫用

專屬保險之情形，進而使斯制度發揮其應有的風險管理功能。 

二、明定專屬保險之法律定義 

專屬保險制度源自 1950 年代起開始萌芽發展，依據商業保險期刊（Business 

Insurance）的統計調查，在 2013 年全球專屬保險公司的數量合計達到 6,342 家，

分別設立在全球 64 個專屬保險註冊地區，惟至今尚未形成統一之法律概念或定

義。參酌 2006 年 IAIS 專屬保險議題報告、2009 年歐盟 Solvency II 指令第 13 條

第 2 項、美國紐約州保險法第 70 條之規定、新加坡保險法第 1A 條之定義，以

及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1 條規定，為明確專屬保險之法律定義，本文以為

所謂「專屬保險業」，至少應包括以下要件： 

1.須非由保險公司或再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所投資設立之保險組織； 

2.專屬保險公司之組織型態須由「制定法」加以明確規範，並經主管機關依

法許可領得營業執照後，方得營業； 

3.專屬保險之業務範圍，應僅限制於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本身風險，

而不涉及提供第三人保險或再保險保障。 

據此，專屬保險乃無涉於消費者保護或經營第三人保險業務，監理官得考量

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規模及複雜度，採取低度監理。相對於此，由保險或再

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所設立之專屬保險組織，以及業務範圍涉及經營第三人保險

或再保險業務者，則應適用一般商業保險公司的監理標準。關於專屬保險如何因

應適用公司組織法與保險契約法。 

三、確認專屬保險制度之法律架構 

以設立專屬保險組織的「所有權架構」作為類型化標準，專屬保險公司之組

織型態可區分為以下類型，包括：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Single Parent Captive）、

團體型專屬保險（Group Captive）、租賃型專屬保險（Rent-a-captive, RAC）及

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Protected Cell Captive, PCC）；其次，以專屬保險制度

的「運作模式架構」作為類型化標準，專屬保險公司之基本運作模式，可區分為：

直接保險模式、再保險模式及綜合保險模式。鑑於專屬保險的眾多特殊交易模式，

又為跨境經營風險管理模式，故針對其法制架構及運作模式等問題，宜應針對重

要參與機構間法律關係加以監督，較為周延，故本文建議除專屬保險公司與母公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1 

 

司外，在保險經營實務上的保險交易對象包括前衛公司與再保險公司，亦應納入

立法規範，予以適度監督，以確保交易安全與維持市場秩序。再者，為避免母公

司藉由操縱專屬保險公司的董事會，做出不利益於保險人的經營決策，並維持專

屬保險公司之法人獨立性，專屬保險公司須實施有效的企業風險管理，在經營業

務上，須確認自留風險程度，並維持在風險容忍度（risk tolerance）之內，以符

合資本適足性要求與提列適當責任準備金，此外，專屬保險公司就風險標準、核

保政策及責任限制等，須訂定嚴謹的執行規範，並應將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於公司

治理（corporate government）架構。 

四、肯定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規範競爭效益 

隨著貿易自由化、解除管制與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本文由供給及需

求兩方面切入，從比較法角度之觀察，針對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立法趨勢，提出「規

範競爭」（regulatory competition）之論證，分別探討美國境內專屬保險註冊地

與境外金融中心專屬保險註冊地的立法規範，分析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

爭的發展趨勢。就供給面而言，在全球專屬保險註冊地之規範競爭下，保險立法

規範對於國際企業經營所增加交易成本的差異性，即代表該註冊地在國際上競爭

力，若要成功吸引國際投資的資金移入，須維持法律制度創新與管制自由化，無

效率或過度不當管制之註冊地，則失去競爭力受國際市場淘汰。就需求面而言，

國際企業進行跨國佈局評估設立專屬保險公司時，須先進行可行性評估分析，即

透過風險財務模型與法規成本分析，評估各註冊地法規範制度是否符合企業需求

而作出選擇。由於金融保險規範創新使得各國家或法域之金融市場聯繫日益緊密，

企業資本快速移動至最低成本之市場，促進規範競爭越來越激烈。國際企業對於

法規環境的選擇，乃處於動態決策模式，蓋企業既在瞬息萬變之商業環境中營運，

其對管制措施之需求亦會隨時改變。國際專屬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的發展趨勢，

可稱之為「專屬保險註冊地競爭」（captive domiciles competition）。對於國際專屬

保險註冊地間規範競爭的監理發展趨勢，其結果將導致向上提升，亦或造成競相

沉淪？學者對此看法並不一致。惟自 2008 年金融危機後，歐美各國乃開始研議

立法規範重整金融管制體系，使得長期主導金融自由化之解除管制政策受到衝擊

與挑戰，加上各國強調採用「審慎措施」（prudential measure）進行金融監理與

管制措施，並據此作為加強政府介入管制的理論基礎。本文以為在國際專屬保險

註冊地的規範競爭情形，將可預期未來各國政府會改弦易轍採取監管干預，抑制

不良的惡性競爭以維持交易市場秩序，並回歸於提高經濟活動效益之良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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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在金融危機後，監理法規之再管制（re-regulation），以期建構新架構之監

理法規的重要理由。更重要地，金融自由化絕非等同於無限制的進行解除管制，

金融監理官應注意維持交易秩序與預防市場失靈，避免保險市場之不公平競爭或

產生監理套利（regulatory arbitrage）。 

五、遵循 IAIS 專屬保險之監理法制規範 

 IAIS 為求協力合作加強國際保險監理事宜，發展並制定國際通用之保險監

理準則，作為會員之監理規範參考。依據 IAIS 之 2008 年「專屬保險公司法規監

理之指導報告」，建議對於專屬保險所應適用之保險核心原則，包括：核發許可

執照標準、人員之適任性規範、保險費率監理、企業風險管理要求、資本適足性

規範、財務報告公開揭露、投資限制等，實為確立專屬保險業監理之最低共同標

準。此等最低要求標準，預期產生一個全球共同通行的監理方法，監理官應據此

有效監督專屬保險業，並防止保險監理法規範差異所致「註冊地監理套利」之弊

端。IAIS 準則強調監理官應依指導報告建議有效監督專屬保險業，防止監理規

範差異所致註冊地監理套利之弊端，且基於公共利益考量，不宜無限制地解除監

理規範管制，方得以維持公平競爭，確保金融市場體系之健全發展。 

六、參酌外國立法例之制度借鏡 

本文從外國立法例之考察，國際上重要專屬保險註冊地之監理立法體例（即：

百慕達保險法、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新加坡保險法及馬來西亞納閩金

融服務及證券法）雖各有不同之處，惟本文認為皆有值得參考之處，並足資作為

典型代表加以觀察。質言之，百慕達保險法係採取「多層級執照制」（multi-class 

licensing system）之保險公司組織型態，依風險基礎適用不同程度之資本適足性

規範，對專屬保險業採取低度監理原則，此亦獲得歐盟 EIOPA 肯認，原則上

Solvency II 指令之資本適足性規範僅適用一般商業保險業（Class 4, 3B, 3A）而

不及於專屬保險業（Class 1, 2, 3）。至於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係依據

美國境內專屬保險業之特別屬性（如依美國 1986 年責任風險自留法設立之風險

自留集團，或工業被保險人專屬保險公司），制定特別法以適用於美國境內法域。

而新加坡之立法體例，除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適用保險法外，就專屬保險之

特殊屬性，透過部分豁免適用保險法，另行訂定專屬保險管理規則加以規範，並

適用低度監理。馬來西亞納閩專屬保險公司的組織型態，包括：純粹/單一母公

司型專屬保險公司、團體/協會型專屬保險公司、租賃型專屬保險公司及受保護

帳戶型專屬保險公司，依馬來西亞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規定，納閩專屬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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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限制承保對象（被保險人），必須以納閩專屬保險公司之關係企業風險為限，

且除非經監理官授權許可外，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之保險或再保險業務，並在專

屬保險公司的法定資本額與資本適足性規範方面，降低監理標準。誠然，上述比

較法制度之借鏡，值得作為我國未來建構適當立法模式之參考。 

第二節 建議 

本文第六章探討我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建議，並論述建構「國際保險業務

分公司」之法制芻議，茲提出下列建議，期能成為主管機關與相關單位之參考。 

第一項 建構我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 

本文建議考量專屬保險業為保險業型態之一，其管理規範與直接保險業仍有

共通之處，為避免疊床架屋，宜參考新加坡保險法之立法體例，增訂保險法第

137 條之 2 規定，在第 1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定義，就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

直接適用保險法規定，並明文排除保險法第五章中顯然不宜適用於專屬保險業之

規範。同時，基於專屬保險業之特殊屬性，在第 2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另定「專屬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對專屬

保險業採取低度監理，以期與國際保險市場接軌。其次，本文採納 IAIS 的最低

監理標準規範，及參酌前揭外國立法例之借鏡，對於推動建構專屬保險業之立法

建議，本文以為應採取循序漸進的審慎監理模式，初期宜先開放專屬保險之組織

型態，以「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與「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為限，此後

再逐步引進法律關係較為複雜之其他組織型態，如租賃型專屬保險或受保護帳戶

型專屬保險等，進而實施所謂「多層級執照制」之設立許可標準。最後，為鼓勵

優質的國際企業來台設立專屬保險業據點，除於設立時予以許可執照之適格性審

查外，設立後之業務管理係以「低度監理」為原則。 

基於金融市場服務之完整性，國際金融業務應涵蓋銀行、證券、保險之範疇，

三者均為金融體系之一環，彼此相輔相成，不可或缺。我國已於去(2014)年開放

證券商設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同時今(2015)年亦將開放保險公司設

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配合原有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之後，境

外金融中心（OFU）版圖應可望邁向完整建構。我國應如何在 OIU 制度架構之下

推展「替代性風險移轉方法」（ART），包括專屬保險、巨災債券、保險連結型證

券等多元化境外金融保險商品業務，並能吸引外國保險業（如英國 Lloyd’s）於

我國設立 OIU 營運據點，提供再保險或境外保險服務，促使台灣成為實質境外

金融中心與區域性金融中心，此似應為保險監理政策的當務之急。我國專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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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之基本架構，表列如下： 

表23 我國保險境內及境外保險交易模式 

保險市場 保險業務交易模式(Insurance business models) 

國內保險市場 

(domestic 

market) 

境內 

(onshore) 

本國居住民

(residents) 
  

本國許可之保險業

(admitted insurers) 

國際保險市場 

(international/ 

cross-border) 

境外* 

(offshore) 

非居住民 

(non- 

residents)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OIU)外幣收付、會計獨立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我國虛擬之境外金融交易平台。 **OIU限以分公司之形式設立，未開放子公司。) 

 

表 24建構我國專屬保險制度之立法芻議 

監理法制 

保險標的 
法 源 依 據 監 理 原 則 

中華民國 

境內風險 

(onshore 

risks) 

保險法： 

建議增訂保險法第 137 條之

2 規定  

第 1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

定義。  

第 2 項：授權由主管機關另

定「專屬保險業設立許可及

管理辦法」，予以規範。 

低度監理： 

1.無涉於一般消費者保險，採取「低

度監理」。 

2.建議參考新加坡保險法之立法例，

就保險業務之一般共通事項直接適用

保險法規定，然而，就專屬保險業的

特殊屬性，透過部分排除適用保險法

以降低對專屬保險業的法規範密度，

另定完整之授權監理辦法予以規範。 

中華民國 

境外風險

(offshore 

risks)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

特許保險業設立「國際保險

業務分公司」（參照國際金

融業務條例第 22 條之 12 至

第 22 條之 20 規定）。  

建議修正國際金融業務條例

第 22 條之 12 第 2 項規定：

「前項所稱保險業，指財產

保險業、人身保險業、專業

再保險業及專屬保險業。」。  

境外原則自由： 

1.辦理外幣收付之國際保險業務，須

設立與國內帳務分離之 OIU 境外獨立

會計帳務，且 OIU 應專撥最低營業所

用資金。 

2.基於國際金融業務條例「境外原則

自由」之本旨，以外幣交易為原則，

不涉匯兌事務，降低監理管制，不受

管理外匯條例及保險法有關規定之限

制，並提供租稅優惠。 

3.「業務鬆綁、財務審慎」監理原則。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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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險法之修正建議 

本文建議增訂保險法第 137 條之 2 規定，在第 1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定義，

第 2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完整之授權監理

辦法予以規範。相關修正建議條文及理由如下： 

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137 條之 2 (增訂) 

保險業專營專屬保險

業務者，為專屬保險

業，不適用第 143 條

之 1、第 143 條之 3、

第 143 條之 4、第 144

條、第 147 條、第 148

條之 2 規定。 

前項專屬保險業申請

設立許可應具備之條

件、程序、應檢附之

文件、營業執照核

發、廢止許可、法定

資本額、資本適足性

規範、保單管理、財

務查核報告書申報及

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無 一、本條新增。 

二、對於專屬保險業，現行保險法（以下簡

稱本法）未明文規定，爰參酌外國立法

例，如百慕達保險法第 4B, 4C, 4D 條規

定、美國佛蒙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6001

規定、新加坡保險法第 1A 條規定及納閩

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1 條規定，在本

條第 1 項明定專屬保險業之定義，以資

明確。同時，考量專屬保險業所從事保

險業務之特性、規模及複雜度，與直接

保險業經營直接簽單業務有別，爰明文

排除本法第五章中顯然不宜適用於專屬

保險業之規範，並在本條第 2 項規定，

授權主管機關配合市場變革或監理實務

需求，另定管理辦法，予以補充規範。

有關排除適用之條文及理由如下： 

三、本法第 143 條之 1、第 143 條之 3、第 143

條之 4，有關保險業提撥安定基金與清償

能力制度之規定，其目的係為保障被保

險人之權益，惟專屬保險業僅限制於承

保企業集團之本身風險，而不涉及消費

者保險。為避免爭議，爰將本法有關安

定基金之規定，於專屬保險業明文排除

適用。 

四、本法第 144 條，有關保險業之各種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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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單條款、保險費等相關資料，由主管機

關規定其銷售前應採行之程序（保單審

查）之規定，其目的係為保障直接簽單

保險契約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權益，爰

明文排除專屬保險業之適用。至於專屬

保險業之商品（保險契約）管理，則可

於本條第 2 項之管理辦法中予以訂定。 

五、本法第 147 條，有關保險業辦理再保險

之分出、分入或其他危險分散機制業務

之方式、限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另授

權由主管機關訂定監理辦法，其目的係

規範直接保險業之適格再保險分出對

象，以確保其清償能力，爰明文排除專

屬保險業之適用。至於專屬保險業之再

保險管理，則亦可於本條第 2 項之管理

辦法定之。 

六、鑒於專屬保險業之業務範圍係以承保其

關係企業為限，無涉於一般消費大眾權

益，爰排除適用本法第 148 條之 2 財務

資訊公開之規定。 

七、考量專屬保險業係為保險業組織型態之

一，其管理規範與直接保險業仍有共通

之處，為避免疊床架屋，就保險業務之

一般共通事項，專屬保險業應直接適用

保險法規定。然而，就專屬保險業的特

殊屬性部分，建議授權由主管機關定

之。爰參酌外國之立法例，如百慕達保

險法第 4B、4C、4D 條規定、美國佛蒙

特州專屬保險公司法§6001、§6032、

§6041、及§6048 規定、新加坡保險管理

規則(專屬保險業之一般規定及豁免)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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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定、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3 條規

定，專屬保險業之組織型態眾多、營業

範圍不同、法律性質有別、監理重點亦

有所殊，建議在本條第 2 項以法律授權

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並就授

權之內容、目的、範圍加以說明，以資

明確。其次，為鼓勵優質的國際企業來

台設立專屬保險業據點，除於設立時予

以審查外，設立後之業務管理係以低度

監理為原則。 

 

 

第三項 專屬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之增訂建議 

依據前述增訂之保險法第 137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專屬保險業申請設立許可

應具備之條件、程序、應檢附之文件、廢止許可、營業執照核發、營業項目變更、

撤換負責人之情事、法定資本額、資本適足性規範、保單管理及其他應遵循事項

之辦法，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配合市場變革或監理實務需求另定之。依據 IAIS

的最低監理標準規範，及參酌前揭外國立法例之借鏡，建議增訂專屬保險業設立

許可及管理辦法，構成專屬保險業之補充規定，以期建立專屬保險業之最低監理

標準規範。 

對於「專屬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本文爰擬具建議條文及理由說明

如下： 

建 議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保險法 (以下簡稱本法) 保

險法第 137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專屬保險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其

許可與管理，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

一、明訂本辦法之適用規範。 

二、按本法雖授權本辦法就許可與管理

及其他相關事項予以規範，但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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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未規定事項，適用本法及本法授權所定

命令之規定。 

 

保險業仍為保險業之一環，其管理

規範仍與直接保險業有共通之處。

為避免疊床架屋，本辦法僅針對基

於專屬保險業特性應特殊處理之部

分加以規範，本辦法未規定者仍適

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以求條文

精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專屬保險業，指下列型態

之專屬保險公司： 

一、「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司」：

應以承保母公司及其關係企業之風險

為限，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業務； 

二、「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應以承

保該特定團體或行業協會內之會員組

織、其關係企業風險的本身風險為限，

不得兼營其他第三人業務。 

  依前項規定設立之專屬保險公司，其

最低法定設立資本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一千萬元；必要時，主管機關得參照國

際標準酌予調整其法定設立資本額。 

 

一、明訂專屬保險業之組織型態，採取

循序漸進的審慎監理模式，僅許可

開放「單一母公司型專屬保險公

司」及「團體型專屬保險公司」，

並且限定專屬保險業之業務範圍

應以承保其「關係企業」風險為

限，而不得涉及承接第三人業務。

所稱之「關係企業」，同本法第 146

條之 7 第 2 項所規定之範圍。依據

未來實務發展情況，再行評估是否

逐步引進法律關係較為複雜之其

他組織型態，如租賃型專屬保險或

受保護帳戶型專屬保險等，進而實

施「多層級執照制」之設立許可辦

法。 

二、考量專屬保險業的風險性質實有別

於一般直接保險業，考察外國之立

法例，如百慕達保險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第 1、2、3 級專屬保

險公司的法定最低設立資本額為美

金十二萬元；新加坡保險管理規則

（專屬保險業之一般規定及豁免）

第 3 條規定，對於專屬保險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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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法定最低設立資本額為新加坡幣四

十萬元（約美金三十萬元）、納閩

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3 條規定專

屬保險公司的法定設立資本額為馬

幣三十萬元（約美金九萬元），爰

參酌上述外國立法例之標準，調降

專屬保險業之最低法定實收資本

額。爰參酌上述外國立法例之一般

標準，調降專屬保險業之最低法定

實收資本額為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符低度監理原則。惟授權

主管機關得考量各別申請人之業務

類型、規模及特性，依個案判斷權

衡決定是否增加法定最低資本額。 

 

第四條 

  非保險機構申請在中華民國境內設

立專屬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者，應至少

具備下列資格條件： 

一、申請前最近三年度經認可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足

以證明具有健全業務經營績效及安

全財務能力者。 

二、最近五年無重大違規遭受處罰紀

錄，經其主管機關證明者。 

 

一、本條所規範之主體為申請在中華民

國境內設立專屬保險業經營保險業

務之非保險機構（即法人企業），

故應審查申請機構之財務能力，及

有無重大違規遭受處罰紀錄，提供

主管機關審核判斷申請主體之適格

性。 

二、明訂申請者（非保險機構）之審查

標準：積極資格條件，乃最近三年

內具有健全業務經營績效及安全財

務能力者；消極資格條件，乃最近

五年內無重大違規遭受處罰紀錄。 

 

第五條 

  非保險機構申請在中華民國境內設

立專屬保險業經營保險業務許可者，應

一、明訂申請核發專屬保險業營業執

照，應提出之書表文件，並足以證

明能夠健全有效經營專屬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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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檢附下列書表文件，送交主管機關審核

之： 

一、專屬保險業之許可申請書。 

二、專屬保險業之公司設立登記文件。 

三、專屬保險業之董事會議事錄，同意

申請營業許可執照之證明文件。 

四、專屬保險業之公司章程。 

五、專屬保險業之董事及經理人之姓

名、國籍、職務及住所或居所之文

件、及其專業經驗資格證明文件。 

六、營業計畫書：載明以下各項：1.公

司設立資本額，及未來資本適足性

規畫；2.未來五年財務預測報告、

及成本獲益分析；3.擬經營之保險

業務範圍；4.適當風險自留責任限

額，以及再保險計畫；5.資金運用

之投資政策，以及股利分派規劃；

6.經營風險評估、內部控制及稽核

制度。 

 前項書件或其他記載事項如有不完

備者，駁回其申請；其情形可補正，經

主管機關限期補正而未補正者，亦同。 

  專屬保險業經核發營業執照後滿六

個月尚未開始營業者，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設立許可，限期繳銷執照，並通知經

濟部。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得予延展，延展期限不得超過六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依本辦法規定受理專屬保險業申請

營業核發營業執照、換發營業執照等事

項，應繳納規費，授權由主管機關另訂

務。 

二、為求與國際監理標準接軌，爰參酌

外國之立法例，如百慕達、美國佛

蒙特州、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納閩之

相關規定，明訂各項所需提供文件。 

三、專屬保險業經核發營業執照後，理

應儘速開始營業者，無正當理由而

逾期未營業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

設立許可，限期繳銷執照，以督促

其儘速開始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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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定之。 

 

第六條 

  專屬保險業之資本適足性，必須隨時

維持淨值高於新臺幣一千萬元。但主管

機關得視情形調整之。 

 專屬保險業如有不符清償能力標準

時，應即向主管機關提出書面報告。 

 如有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視專屬保

險業之財務狀況惡化情節輕重，得予以

糾正或命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形予

以限制營業、命其增資、勒令停業、或

命令解散等處分。 

  

一、參酌外國之立法例，如百慕達保險

財務及資本適足性管理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美國佛蒙特州專屬

保險公司法第§6004 規定、新加坡

保險管理規則（專屬保險業之一般

規定及豁免）第 5 條規定、2010 年

納閩金融服務及證券法第 109 條資

本適足性規定，主管機關得參酌上

述外國立法例對於法定清償能力標

準，訂定符合國際監理標準之法定

資本適足性規範，爰排除適用「保

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以符

低度監理原則。 

二、為確保專屬保險業健全經營，並避

免保險業隱匿經營惡化之財務狀

況，或發生專屬保險業失卻清償能

力之情形，爰於第 2 項及第 3 項規

定專屬保險業如有不符清償能力標

準之處理程序，及明訂主管機關得

對違反規定時，採取必要之管理措

施及處分。 

 

第七條 

  專屬保險業在每屆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期間內，應將其經會計師簽證之

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經股東會承

認後，向主管機關申報備查。 

  前項申報之報表，應依保險業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辦理。 

一、明訂專屬保險業之財務查核報告書

及財務報表，應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之期限。 

二、考量專屬保險業之業務範圍係以承

保其關係企業風險為限，並不涉及

一般消費大眾權益，故本法增訂第

137 條之 2 第 1 項業已排除適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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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險業財務資訊公開之規定。 

  

第八條 

  專屬保險業之各種保險單條款、保險

費、再保險安排及其他相關資料之作業

程序，合格簽署人員資格認定或委託保

險經理人之管理作業，授權由主管機關

另訂定之。 

  

一、鑒於本法第 144 條規定，有關保險

業之各種保險單條款、保險費等相

關資料，由主管機關規定其銷售前

應採行之程序（保單審查）之規定，

其目的係為保障直接簽單保險契約

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權益，故於本

法增訂第 137 條之 2 第 1 項明文排

除專屬保險業之適用，以符低度監

理原則。 

二、為簡化專屬保險業之各種保險單條

款、保險費、再保險安排及其他相

關資料之作業程序，以及合格簽署

人員資格認定或委託保險經理人管

理之作業辦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另

訂定之。同時，為鼓勵優質的國際

企業（非保險機構）來台設立專屬

保險業據點，除於設立時予以審查

外，設立後之業務管理係以低度監

理為原則。 

  

第九條 

  專屬保險業之財務報告書、會計帳

簿、交易憑證、表冊、傳票或其他有關

財務業務文件，應保存於公司之法定營

業處所，主管機關得隨時令專屬保險業

就其保險業務及財務狀況提出說明，或

派員進行現場檢查其業務及財務狀況。 

 

一、明訂專屬保險業對於財務報告書、

會計簿冊、交易憑證等，應負保存

管理義務。 

二、基於保險監理之需要，主管機關得

依職權對於專屬保險業之保險業務

及財務狀況，進行檢查。 

 

第十條 本辦法之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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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四項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相關規定之修正建議 

我國國際金融業務制度規範，乃考量實際需要並參酌外國立法例，藉由放寬

金融及外匯管制，配合租稅優惠政策，吸引國際資金參與我國境外金融業務，以

加強國際金融活動，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爰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為我國政

府當前重要政策，納入「虛擬區域」之概念，適合金融業不受特定區域限制之特

性，為擴大保險業者商機、增進我國保險市場國際競爭力、完整國際金融服務，

在推動金融業務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的核心理念下，我國在 2015 年通過國

際金融業務條例之修正案，開放保險業在我國境內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OIU），得辦理在我國境外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以外幣收付之人身保險業務、

非屬我國境內不動產之財產保險業務、再保險業務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

相關業務，旨在擴大保險市場規模及國際化，吸引亞太地區商務人士來臺投資，

以達成我國成為亞太理財中心的金融政策目標。 

按 2015年 1月 22日我國立法通過並於同年 2月 4日公布施行國際金融業務

條例之修正案，增訂有關「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規定，可望完整落實我國境外

金融中心（OFU）版圖，實值肯定。為求進一步完整建構我國境外保險法制，順

利推展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境外保險業務，本文以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納閩境外

保險法制規範作為參考借鏡，最後剖析我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法制現況，

提出未來我國法制之修正芻議，茲具體提出未來修法建議方向，說明如下： 

一、放寬主體資格之限制 

參考國際間境外保險產業發展，係以再保險業、專屬保險業及保險經紀人三

者為重點，爰建議就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主體資格限制予以鬆綁，包括：1.增訂

開放專屬保險業亦得經營國際保險業務；2.增訂開放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人，

得由其總公司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之「國際保險經紀

人分公司」及「國際保險代理人分公司」，辦理以外幣收付之國際保險經紀人業

務、再保險經紀業務及國際保險代理人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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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界定財產保險業務之範圍 

經主管機關許可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境外投保之險種如海運、商業航空保險

及國際轉運貨物保險，因具有國際性質，且為符合業界實務運作之所需，應可放

寬納入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之財產保險業務。再者，現行條文第二十二條

之十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財產保險業務範圍係「保險標的非屬中華民國

境內不動產之財產保險業務」，若以字面文義解釋，容易誤解國際保險業務分公

司得經營之財產保險業務僅限於境外「不動產」的財產保險業務，爰參酌外國立

法例之相關規定，修訂法條文字為「保險標的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財產保險業務」，

以資明確。 

 

三、監理管制標準之鬆綁 

主管機關所特許開放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之國際保險業務交易，必須

以對於非居住民以外幣收付之境外保險業務為原則，避免造成國內保險市場之不

公平競爭，且應防止境內交易遁入境外保險業務之監理套利弊端。基於境外自由

原則，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不受管

理外匯條例及保險法有關規定之限制，以降低交易成本，採取低度監理，吸引國

際資金參與我國國際保險業務。因此，本文參酌納閩保險公司及保險相關公司的

相關規範，建議宜降低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監理管制標準，並對於OIU之專撥

最低營業所用資金以及最低清償能力標準，擬具監理管制標準之建議。再者，

OIU經營業務係基於「業務鬆綁、財務審慎」之監理原則，考量OIU組織型態，

為具體落實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能力，以健全業務經營，其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

比率之計算，除應依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辦理外，另應遵循下列規範：(1) 

OIU屬保險業總公司者，規定應併入所屬保險業總公司計算淨值及自有資本與風

險資本比率；(2) OIU屬外國保險業者，應併入其所屬外國保險業在我國分公司

計算該分公司之淨值及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 

 

四、現行租稅優惠制度之替代方案 

保險業辦理國際保險業務之租稅優惠制度已訂定落日條款，依國際金融業務

條例修正條文第 22 條之 16 第 5 項規定，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稅、印花稅

及免予扣繳所得稅之實施期間，自本條文生效日起算十年，因此，國際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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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的現行租稅優惠制度將於 2025 年 2 月 4 日屆滿終止。參考納閩國際商業

及金融中心的商業稅法所採取「自由選定額稅」制度，原則上規範納閩保險公司

之法定徵收營利事業所得稅率為年度淨利的 3%，同時，賦予納閩保險公司在營

業年度開始三個月內，得自由選定申請繳付固定稅賦馬幣$20,000.（約美金

$6,000.）。本文建議未來租稅優惠制度落日之後，我國似可參酌前述納閩商業稅

法之「自由選定額稅」制度作為替代方案，而非完全免除境外來源所得收入，以

避免遭受 OECD 認定不當操縱稅率或稅基，或有害國際租稅競爭，並可以增加

我國稅收。同時，我國亦應加速與各國締結簽署「雙重徵稅協定」（DTAs），確

保我國國際金融業務的租稅優惠誘因，以有效吸引國際資金投入。 

 

茲將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相關建議修正條文及理由說明如下： 

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二條之十二 (申請

以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

營國際保險業務之資格及

該公司應專撥營業所需資

金)  

下列保險業得由其總公

司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

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

獨立之國際保險業務分

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

務： 

一、經金管會許可，在中

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

務之保險業。 

二、經金管會許可，在中

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

務之外國保險業。 

前項所稱保險業，指財產

保險業、人身保險業、專

業再保險業及專屬保險

第二十二條之十二 (申請

以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

營國際保險業務之資格及

該公司應專撥營業所需資

金)  

下列保險業得由其總公

司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

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

獨立之國際保險業務分

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

務： 

一、經金管會許可，在中

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

務之保險業。 

二、經金管會許可，在中

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

務之外國保險業。 

前項所稱保險業，指財產

保險業、人身保險業及專

業再保險業。 

一、參考國際間境外保險

產業發展，係以再保

險業、專屬保險業及

保險經紀人等為發展

重點，爰就經營國際

保險業務之主體資格

限制予以鬆綁，增訂

開放專屬保險業及保

險經紀人亦得經營國

際保險業務。 

二、鑒於專屬保險業之性

質亦屬保險業組織型

態之一，爰將專屬保

險業增訂於第二項規

定。 

三、考量保險經紀人及保

險代理人係為保險輔

助人之組織型態，爰

將保險經紀人及保險

代理人增訂於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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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業。 

依第一項規定設立之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專

撥營業所用資金；其最低

金額由金管會定之。 

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

人得由其總公司申請主

管機關特許，在中華民國

境內，設立會計獨立之國

際保險經紀人分公司及

國際保險代理人分公

司，經營國際保險經紀人

業務及國際保險代理人

業務，並應專撥營業所用

資金，其最低金額由金管

會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設立之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專

撥營業所用資金；其最低

金額由金管會定之。 

規定。 

 

第二十二條之十三   (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

之國際保險業務項目)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

營之國際保險業務如下： 

一、辦理下列以外幣收付

之保險業務： 

(一)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

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

或金融機構，且被保險人

為中華民國境外個人之

人身保險業務。 

(二)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

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

第二十二條之十三   (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

之國際保險業務項目)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

營之國際保險業務如下： 

一、辦理下列以外幣收付

之保險業務： 

(一)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

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

或金融機構，且被保險人

為中華民國境外個人之

人身保險業務。 

(二)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

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

一、經主管機關許可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得境外

投保之險種如海運、

商業航空保險及國際

轉運貨物保險，因具

有國際性質，且為符

合業界實務運作之所

需，應可放寬納入國

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

經營之財產保險業

務，爰增訂本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目但書

排除之。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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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或金融機構，且保險標的

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財

產保險業務。但該財產保

險業務為主管機關許可

要保人得境外投保之險

種者，不在此限。 

二、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保

險業以外幣收付之再保

險業務。 

三、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

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

金融機構，辦理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准以外幣收付

之保險相關業務。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

前項業務，不得兼營財產

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但

其總公司為財產保險業經

金管會核准經營傷害保險

及健康保險者，不在此

限。 

國際保險經紀人分公司，

得辦理以外幣收付之國際

保險經紀人業務及再保險

經紀業務。國際保險代理

人分公司，得辦理以外幣

收付之國際保險代理人業

務。 

 

或金融機構，且保險標的

非屬中華民國境內不動

產之財產保險業務。 

二、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保

險業以外幣收付之再保

險業務。 

三、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

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

金融機構，辦理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准以外幣收付

之保險相關業務。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

營前項業務，不得兼營財

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

務。但其總公司為財產保

險業經金管會核准經營

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

者，不在此限。 

款第二目本文規定，

財產保險業務範圍係

「保險標的非屬中華

民國境內不動產之財

產保險業務」，惟現

行條文規定之用語，

若以字面文義解釋，

容易使人誤解 OIU

得經營之產險業務類

型是否僅限於境外

「不動產」的火災保

險業務，而尚未開放

責任保險、海上保

險、保證保險等其他

產險業務。本文參酌

外國立法例之相關規

定，建議修改法條規

定用語為「保險標的

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

財產保險業務」，以

資明確。 

三、配合第二十二條之十

二第四項增訂開放保

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

人得經營國際保險業

務，爰增訂本條第三

項明定保險經紀人分

公司，得辦理以外幣

收付之國際保險經紀

人業務及再保險經紀

業務。國際保險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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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人分公司，得辦理以

外幣收付之國際保險

代理人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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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 

1.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總統（72）台統（一）義字第 6830 號令制定

公布全文 24 條 

2.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八日總統（86）華總（一）義字第 8600219100 號令修

正公布第 4、5、13、14、16 及 22 條條文；並增訂第 5-1 及 22-1 條條文 

3.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1651號令修正公布

第 2、4、5、5-1、14、15、22、22-1 條條文；增訂第 4-1、21-1、22-2 條條文；

刪除第 21 條條文 

4.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05901號令增訂公布

第 5-2 條條文 

5.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4073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6、24條條文；第 16條第 1項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免予扣繳所得稅規定，

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 

6.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2 

條所列屬「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起改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 

7.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13891號令修正公布

第 1、2、4 條條文；增訂第 22-3～22-11 條條文及第一～四章章名 

8.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4281 號令修正公布

第 1、2、22-6 條條文；增訂第 22-12～22-20 條條文及第三章之一章名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為加強國際金融活動，建立區域性金融中心，特許銀行、證券商及保險業在中

華民國境內，分別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

務分公司，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主管機關) 

國際金融、證券及保險業務之行政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金管會）；業務主管機關為中央銀行。 

第二章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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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左列銀行，得由其總行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之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營國際金融業務： 

一、經中央銀行指定，在中華民國境內辦理外匯業務之外國銀行。 

二、經政府核准，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外國銀行。 

三、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著名外國銀行。 

四、經中央銀行指定，辦理外匯業務之本國銀行。 

第四條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業務範圍)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營之業務如下： 

一、收受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境內外金融機構之外匯存款。 

二、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之外幣授信業務。 

三、對於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銷售本行發行之

外幣金融債券及其他債務憑證。 

四、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之外幣有價證券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品之買賣之行紀、居間及代理業務。 

五、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之外幣信用狀簽發、

通知、押匯及進出口託收。 

六、辦理該分行與其他金融機構及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

融機構之外幣匯兌、外匯交易、資金借貸及外幣有價證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外幣金融商品之買賣。 

七、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之有價證券承銷業務。 

八、境外外幣放款之債務管理及記帳業務。 

九、對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辦理與前列各款業

務有關之保管、代理及顧問業務。 

十、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委託之資產配置

或財務規劃之顧問諮詢、外幣有價證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品之

銷售服務。 

十一、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外匯業務。 

前項各款所稱中華民國境內金融機構，指經中央銀行許可辦理外匯業務之金融

機構或依本條例設立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法人、

政府機關於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寄存之外匯存款，得向該分行申請解約或解約後

辦理匯款，不受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限制。 

第四條 之一   (指定銀行及代處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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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得將前條第一項各款業務，委託經中央銀行指定辦理外匯業

務之同一銀行 (以下簡稱指定銀行) 代為處理，指定銀行處理時，應帳列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 

前項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得委託指定銀行代為處理之業務範圍，包括經主管機關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許可辦理之兩岸金融業務；其控管作業應

依兩岸金融業務往來相關規定辦理，並由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統籌負責。 

指定銀行代為處理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各項業務，向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收取合

理對價以支應其營業費用者，該收入應列為指定銀行之所得，並依規定申報繳

稅；指定銀行未向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收取對價時，其代為處理各項業務之費用，

不得以費用列支。 

第五條   (適用優先)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業務，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不受

管理外匯條例、銀行法及中央銀行法等有關規定之限制。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有關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授信及其他交易限制、主管機關檢

查或委託其他適當機構檢查、財務業務狀況之申報內容及方式、經理人資格條

件、資金運用及風險管理之管理辦法，由金管會洽商中央銀行定之。 

依第三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設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應專撥營業所用資金，

其最低金額由金管會定之。 

第五條 之一   (授信限制之準用規定及處罰)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有關利害關係人授信之限制，準用銀行法第三十二條至第三

十三條之二、第三十三條之四及第三十三條之五規定。 

違反前項準用銀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之二或第三十三條

之四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五條 之二   (危害國際安全之處置及追認程序) 

為配合聯合國決議或國際合作有必要時，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得對危害國際安全之國家、地區或恐怖組織相關之個人、法人、團體、機

關、機構於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帳戶、匯款、通貨或其他支付工具，為禁止提

款、轉帳、付款、交付、轉讓或其他必要處置。 

依前項核定必要處置措施時，金管會應立即公告，並於公告後十日內送請立法

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處置措施應即失效。 

採取處置措施之原因消失時，應即解除之。 

第六條   (外國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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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向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融資時，

應依照向國外銀行融資之有關法令辦理。 

第七條   (外匯存款之禁止行為)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外匯存款，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收受外幣現金。 

二、准許以外匯存款兌換為新臺幣提取。 

第八條   (交易匯兌業務之限制)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非經中央銀行核准，不得辦理外幣與新臺幣間之交易及匯

兌業務。 

第九條   (投資業務之限制)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不得辦理直接投資及不動產投資業務。 

第十條   (同址營業) 

本國銀行設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得與其總行同址營業；外國銀行設立之國

際金融業務分行，得與其經指定辦理外匯業務之分行同址營業。 

第十一條   (免提存款準備金)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存款免提存款準備金。 

第十二條   (存款利率、放款利率之約定)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存款利率及放款利率，由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與客戶自行約

定。 

第十三條   (所得免稅)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所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但對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

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授信之所得，其徵免應依照所得稅法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銷售額免稅)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銷售額，免徵營業稅。但銷售與中華民國境內個人、法人、

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之銷售額，其徵免應依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

定辦理。 

第十五條   (憑證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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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所使用之各種憑證，免徵印花稅。但與中華民國境內個人、

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間或非屬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業務所書立之憑證，其

徵免應依照印花稅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利息及結構型商品交易所得免扣稅款)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支付金融機構、中華民國境外個人、法人或政府機關利息及

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時，免予扣繳所得稅。 

前項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免予扣繳所得稅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

日施行。 

第十七條   (呆帳準備之提免)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除其總行所在國法律及其金融主管機關規定，應提之呆帳

準備外，免提呆帳準備。 

第十八條   (提供資料之義務)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除依法院裁判或法律規定者外，對第三人無提供資料之義

務。 

第十九條   (引進設備)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與其總行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往來所需自用之通訊設備及

資訊系統，得專案引進之。 

第二十條   (會計報表提交備查)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每屆營業年度終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得隨時令其於限期內，提供業務或財務狀況資料

或其他報告。但其資產負債表免予公告。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之一   (報經核准事項)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報經金管會核准，並副知中央銀行： 

一、變更機構名稱。 

二、變更機構所在地。 

三、變更負責人。 

四、變更營業所用資金。 

五、受讓或讓與其他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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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暫停營業、復業或終止營業。 

第二十二條   (罰則)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一、辦理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以外之業務。 

二、違反第七條、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 

三、未依第二十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或未依同條規定提供業務或財務狀

況資料或其他報告。 

四、未依規定按年繳交特許費。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依前項規定處罰後，仍不予改正者，得依原處罰鍰按次連

續處二倍至五倍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為下列之處分： 

一、停止其一定期間營業。 

二、廢止其特許。 

第二十二條 之一   (罰則)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管理辦法中之下列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有關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之授信或其他交易限制。 

二、於主管機關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檢查其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時，隱

匿、毀損有關文件或規避、妨礙、拒絕檢查。 

三、違反主管機關就其資金運用範圍中投資外幣有價證券之種類或限額規定。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依前項規定處罰後，仍不予改正者，得依原處罰鍰按次連

續處二倍至五倍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為下列之處分： 

一、停止其一定期間營業。 

二、廢止其特許。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依前條或前二項規定受罰後，對應負責之人應予求償。 

第二十二條 之二   (罰則)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章 證券商 

第二十二條 之三   (經營國際證券業務資格及設立獨立會計帳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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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同時為證券交易法第十六條規定之證券承銷商、證券自營商及證券經紀

商者，得由其總公司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之國

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 

依前項規定設立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應專撥營業所用資金；其最低金額，

由金管會定之。 

第二十二條 之四   (經營國際證券業務範圍)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之國際證券業務如下： 

一、對於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銷售其總公司發

行之外幣公司債及其他債務憑證。 

二、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之外幣有價證券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品買賣之行紀、居間及代理業務。 

三、辦理該分公司與其他金融機構及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

金融機構因證券業務之借貸款項及外幣有價證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

金融商品之買賣。 

四、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之有價證券承銷業務。 

五、對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辦理與前列各款業

務有關之帳戶保管、代理及顧問業務。 

六、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委託之資產配置

或財務規劃之顧問諮詢、外幣有價證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品之

銷售服務。 

七、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與證券相關外匯業務。 

前項所稱中華民國境內金融機構，指經中央銀行許可辦理外匯業務之金融機構

或依本條例設立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第二十二條 之五   (受委託分公司得代為處理之業務範圍及應列帳務)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得將前條第一項各款業務，委託同一證券商經中央銀行同

意辦理證券相關外匯業務之分公司（以下簡稱受委託分公司）代為處理，受委

託分公司處理時，應帳列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前項受委託分公司得代為處理之業務範圍，包括經主管機關依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許可辦理之兩岸證券業務；其控管作業應依兩岸證券業務往

來相關規定辦理，並由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統籌負責。 

受委託分公司代為處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之各項業務，向國際證券業務分公

司收取合理對價以支應其營業費用者，該收入應列為受委託分公司之所得，並

依規定申報繳稅；受委託分公司未向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收取對價者，其代為

處理各項業務之費用，不得以費用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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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之六   (不受有關規定限制之事項)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辦理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項各款業務，除本條例另有規定

者外，不受管理外匯條例、證券交易法、信託業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

期貨交易法有關規定之限制。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有關財務、業務、資金運用、風險管理、向其他金融機構

拆款或融資之期限與總餘額、與外匯指定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或境外金融

機構辦理外幣間買賣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定之。 

第二十二條 之七   (經營國際證券業務之租稅優惠規定)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之所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但對中

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辦理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項各

款業務之所得，其徵免應依照所得稅法規定辦理。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之銷售額，免徵營業稅。但銷售與中華

民國境內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之銷售額，其徵免應依照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辦理。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所使用之各種憑證，免徵印花稅。 

但與中華民國境內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間或非屬第二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各款業務所書立之憑證，其徵免應依照印花稅法規定辦理。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支付金融機構、中華民國境外個人、法

人或政府機關利息及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時，免予扣繳所得稅。 

前四項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稅、印花稅及免予扣繳所得稅之施行期間，

自本條文生效日起算十五年。 

第二十二條 之八   (經營國際證券業務準用之規定)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證券業務，準用第八條至第十條、第十八條至第

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 

第二十二條 之九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違反有關規定之處分)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視情節之輕重，處警告、

命令證券商解除其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職務、對總公司或分公司就其所營業

務之全部或一部為六個月以內之停業、對總公司或分公司營業許可之撤銷或廢

止： 

一、辦理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項規定以外之業務。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之八準用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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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第二十二條之六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財務、業務、資金運用、風險

管理、向其他金融機構拆款或融資之期限與總餘額、與外匯指定銀行、國際金

融業務分行或境外金融機構辦理外幣間買賣之規定。 

主管機關發現證券商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有違背本條例或其他有關法令

之行為，足以影響國際證券業務之正常執行者，除得隨時命令該證券商停止其

一年以下業務之執行或解除其職務外，並得視其情節之輕重，對證券商處以前

項所定之處分。 

第二十二條 之十   (意圖妨礙主管機關檢查或司法機關調查之處罰) 

意圖妨礙主管機關對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檢查或司法機關調查，偽造、變造、

湮滅、隱匿、掩飾工作底稿或有關紀錄、文件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二條 之十一   (未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等事項之處罰)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未依第二十二條之八準用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之一規

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提供業務或財務狀況資料或其他報告，或報經金管會核

准並副知中央銀行者，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規定處罰鍰外，並應令其限期辦理；屆期未辦理者，得繼續

限期令其辦理，並按次各處新臺幣四十八萬元以上四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鍰，至

辦理為止。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第三章之一 保險業 

第二十二條 之十二   (申請以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資格及

該公司應專撥營業所需資金) 

下列保險業得由其總公司申請主管機關特許，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會計獨立

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 

一、經金管會許可，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務之保險業。 

二、經金管會許可，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務之外國保險業。 

前項所稱保險業，指財產保險業、人身保險業及專業再保險業。 

依第一項規定設立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專撥營業所用資金；其最低金額

由金管會定之。 

第二十二條 之十三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經營之國際保險業務項目)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之國際保險業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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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下列以外幣收付之保險業務： 

（一）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且被保險

人為中華民國境外個人之人身保險業務。 

（二）要保人為中華民國境外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且保險標

的非屬中華民國境內不動產之財產保險業務。 

二、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保險業以外幣收付之再保險業務。 

三、對於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辦理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准以外幣收付之保險相關業務。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前項業務，不得兼營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 

但其總公司為財產保險業經金管會核准經營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者，不在此

限。 

第二十二條 之十四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所經營之各項業務，得由受委託機關

代為處理，以及受委託機關代為處理各項業務之相關稅務處理)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得將前條第一項各款業務，委託經中央銀行許可辦理保險

相關外匯業務之同一保險業總公司或同一外國保險業於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

分公司（以下簡稱受委託機構）代為處理，受委託機構處理時，應帳列國際保

險業務分公司。 

前項受委託機構得代為處理之業務範圍，包括經金管會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許可辦理之兩岸保險業務；其控管作業應依兩岸保險業務往來相

關規定辦理，並由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統籌負責。 

受委託機構代為處理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各項業務，向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收取合理對價以支應其營業費用者，該收入應列為受委託機構之所得，並依規

定申報繳稅；受委託機構未向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收取對價者，其代為處理各

項業務之費用，不得以費用列支。 

第二十二條 之十五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不受管理外匯條

例及保險法有關規定之限制，其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定之)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辦理第二十二條之十三第一項各款業務，除本條例另有規

定者外，不受管理外匯條例及保險法有關規定之限制。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有關財務、業務、資金運用、風險管

理、主管機關檢查或委託其他適當機構、專業經驗人員檢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定之。 

第二十二條 之十六   (保險業辦理國際保險業務之租稅優惠規定及其實施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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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所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但其資

金在中華民國境內運用所生之所得，其徵免應依照所得稅法規定辦理。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之銷售額，免徵營業稅。但其資金在中

華民國境內運用所生之銷售額，其徵免應依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

辦理。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所使用之各種憑證，免徵印花稅。 

但其資金在中華民國境內運用所書立之憑證，其徵免應依照印花稅法規定辦

理。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支付中華民國境外個人、法人、政府

機關或金融機構保險給付及投資型保險契約連結投資標的所產生之利息或結

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時，免予扣繳所得稅。 

前四項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營業稅、印花稅及免予扣繳所得稅之實施期間，

自本條文生效日起算十年。但於上開期間訂定之保險契約，至保險契約有效期

間屆滿之日止，且不得超過三十年。 

第一項至第三項但書所定資金在中華民國境內運用之範圍，由金管會會商財政

部定之。 

第二十二條 之十七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準用本條例之相

關規定)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準用第八條、第十條、第十八條至第

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國際保險業務，準用

第八條、第十條、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 

第二十二條 之十八   (違反得經營業務範圍及違反本條例授權所定辦法相關規

定，以及違反不得從事外幣與新台幣間之交易規定之處罰)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或併處新

臺幣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或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而

屆期未改正者，並得限制其營業或資金運用範圍、令其停售保險商品或限制其

保險商品之開辦、令其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廢止或撤銷其特許： 

一、辦理第二十二條之十三規定以外之業務。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之十五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財務、業務、資金運用及風

險管理之規定。 

三、違反前條準用第八條規定。 

第二十二條 之十九   (未依規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提供業務及財務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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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罰)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未依第二十二條之十七準用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之一

規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提供業務或財務狀況資料或其他報告，或報經金管

會核准並副知中央銀行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規定處罰鍰外，並應令其限期辦理；屆期未辦理者，得繼續

限期令其辦理，並按次處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至辦理

為止。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未依第二十二條之十七準用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

之一規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提供業務或財務狀況資料或其他報告，或報經

金管會核准並副知中央銀行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規定處罰鍰外，並應令其限期辦理；屆期未辦理者，得繼續

限期令其辦理，並按次處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至辦理

為止。 

第二十二條 之二十   (主管機關辦理檢查時，未依規定提供業務或財務報告、拒

絕檢查、隱匿資訊等之處罰) 

主管機關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專業經驗人員，檢查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業

務或財務狀況或令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於限期內報告營業狀況時，其負責人或

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拒絕檢查或拒絕開啟金庫或其他庫房。 

二、隱匿或毀損有關業務或財務狀況之帳冊文件。 

三、對檢查人員之詢問無故不為答復或答復不實。 

四、屆期未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料、報告，或提報不實、不

全，或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查核費用。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施行細則)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施行日) 

本條例除已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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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施行細則 

1.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四月二十日財政部（73）台財融字第 15366 號令、中央銀行

（73）台央祕字第 0357 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 10 條 

2.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十九日財政部（88）台財融字第 88707635 號令、中央

銀行（88）台央外拾壹字第 0400269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全文 13 條 

3.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二日財政部台財融（五）字第 0925000752 號令、中

央銀行台央外拾壹字第 0920064893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4 條條文 

4.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2  

條第 1 項序文、第 3 條第 6 款、第 4 條第 3 款、第 5 條第 1 項序文、第 2 項、

第 3 項、第 7 條第 2 項、第 8 條、第 9 條序文、第 12 條所列屬「財政部」之

權責事項，經行政院公告自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變更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管轄，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改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 

5.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券字第

1020053236 號令、中央銀行台央外拾壹字第 1020050903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

全文 19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6.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綜字第 1 

0402567211 號令、中央銀行台央外拾壹字第 1040021857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2、3、17 條條文；增訂第 18-1～18-4 條條文及第三章之一章名；並刪除第 9

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第二條所稱國際金融、證券及保險業務之行政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本條例、本細則、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管理辦法、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管理

辦法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管理辦法之擬訂或訂定。 

二、國際金融、證券及保險業務相關法令之解釋及相關行政命令之發布或頒

訂。 

三、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設立之特

許。 

四、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經營業務

項目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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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財務、

業務及人員之監督、管理。 

六、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金 融、

證券及保險業務檢查。 

七、依本條例規定為處罰之處分。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事項，應會同或洽商中央銀行為之；第二款事項

涉及中央銀行職掌者，亦同。 

第三條   

本條例第二條所稱國際金融、證券及保險業務之業務主管機關中央銀行掌理下

列事項： 

一、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外幣與新

臺幣間交易及匯兌業務之核准。 

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金融、

證券及保險業務檢查。 

三、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業務、

財務狀況資料及年度報告書表之審核。 

四、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業務、

業績、規模之統計、分析及報告。 

五、國際金融、證券及保險業務發展之研究事宜。 

六、與金管會洽商事宜之聯繫及配合。 

第二章 銀行 

第四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外國銀行申請在我國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最近五年內無重大違規或不良紀錄。 

二、申請前一年於全世界銀行資本或資產排名居前五百名以內，或前三曆年度

與中華民國銀行及主要企業往來總額在十億美元以上，其中中、長期授信總額

達一億八千萬美元。但其母國政府與我國簽訂之經貿協定另有特別約定者，從

其約定。 

三、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符合金管會規定之標準。 

四、經母國金融主管機關同意前來我國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並與我國合作

分擔該銀行合併監督管理義務。 

五、母國金融主管機關及總行對其海外分行具有綜合監督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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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銀行申請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應檢附下列書表文件，向金管會申請： 

一、申請函、申請許可事項表、該銀行簡單歷史、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二、該國財政部或金融主管機關所發之銀行營業執照驗證本及該銀行總行現行

有效之章程驗證本（各附中譯本）。 

三、該銀行董事會對於請求特許之決議錄驗證本（附中譯本）。 

四、該銀行董事及其他負責人及在中華民國境內指定之訴訟及非訟代理人之名

單（各附中譯本）。 

五、該銀行在中華民國境內指定之訴訟及非訟代理人所簽發之授權書認證本

（附中譯本）。 

六、該銀行業務經營守法性及健全性自我評估分析，包括該銀行最近五年內是

否有違規、弊案或受處分情事之說明。 

七、該銀行母國金融主管機關或執業會計師簽發之有關該銀行上會計年度自有

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計算書驗證本。 

八、外國銀行母國金融主管機關所出具同意在我國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並

與我國合作分擔該銀行合併監督管理義務及證明該銀行財務業務健全之文

件。 

九、外國銀行辦理或委託律師、會計師辦理此項申請之負責人國籍證明文件；

其非屬該銀行之法定代理人者，另附該銀行出具之授權書認證本。 

十、委託律師或會計師辦理申請者，該銀行負責人出具之委託書。 

十一、外國銀行申請前一年於全世界銀行資本或資產排名逾五百名者，應提出

前三曆年度與我國銀行及主要企業往來金融統計表。 

十二、營業計畫書，其內容應具備下列事項： 

（一）組織架構、職掌分工及軟硬體配置。 

（二）經營之業務項目。 

（三）主要業務作業程序或規範。 

（四）業務授權額度限制及風險管理系統設計。 

（五）會計處理作業及內部稽核制度。 

（六）預定經理人之學、經歷證明文件。 

（七）業務經營評估及未來三年市場營運量預測。 

（八）資產品質評估、損失準備提列、逾期放款清理及呆帳轉銷之制度及程序。 

金管會於接受申請文件後，應會同中央銀行審核。 

銀行經前項審核同意後，由金管會核發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設立許可證，並由中

央銀行發給核准辦理國際金融業務證書。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申請經營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之業務，應檢具證券主

管機關之許可函及許可證照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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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外國銀行經特許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應依

公司法申請認許，並辦理分公司登記。 

第七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外國銀行經特許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應專

撥最低營業所用資金二百萬美元。 

前項最低營業所用資金，金管會得視國內經濟、金融情形調整之。 

第八條  

外國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淨值併計入該外國銀行在我國所有分行之淨值，

不得低於金管會所規定外國銀行最低營業所用資金之三分之二。 

第九條  

（刪除） 

第十條  

本條例第三條所稱會計獨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指該分行應使用獨立之會計

憑證，設立獨立之會計帳簿，並編製獨立之會計報表，不得與其總行或其他分

行相混淆。 

第十一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第九款及第十款所稱中華民國境外之個

人，指持有外國護照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之個人；所稱中華民國境外之法

人，指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法人。但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

業之分支機構不在其內。 

第十二條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十款之資產配置得以全權委託

方式為之。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申請辦理前項業務，其總行應先經金管會許可兼營全權委託

投資業務，並經中央銀行許可辦理外幣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第三章 證券商 

第十三條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27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之三第一項之證券商申請在我國設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同時經營證券經紀、承銷及自營業務之證券商且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財務報告淨值符合金管會規定之標準者。外國證券商申請設置者，專撥其在

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用之資金，不得低於前開金管會規定之標準。 

二、證券商財務狀況及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符合金管會規定之標準。 

三、守法、健全經營，且申請前三年內無重大違規遭受處分紀錄，或受處分而

其違法情事已具體改善並經金管會或中央銀行認可。 

金管會於規定前項第一款有關證券商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淨

值，及第二款有關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之標準時，應洽商中央銀行同意。 

第十四條  

證券商申請設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應檢附下列書表文件，向金管會申請： 

一、申請書、申請許可事項表。 

二、公司章程或相當於公司章程之文件。 

三、營業計畫書： 

（一）組織架構、職掌分工及軟硬體配置。 

（二）各項經營之業務項目。 

（三）各項業務作業程序或規範。 

（四）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控管機制。 

（五）會計處理作業制度。 

（六）預定經理人之學、經歷證明文件。 

（七）業務發展計畫及未來三年財務評估狀況。 

四、董事會議事錄。 

五、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六、證券商許可證照。 

七、證券商資格條件符合第十三條各款規定之文件。 

八、其他經金管會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金管會於接受申請文件後，應會同中央銀行審核。 

證券商經前項審核同意後，由金管會核發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設立許可證，並

由中央銀行發給核准辦理國際證券業務證書。 

第十五條   

經營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之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金管會得不予許可： 

一、申請人資格條件不符合第十三條之規定。 

二、申請書件內容或事項經發現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三、營業計畫書或內部控制制度內容欠具體或無法有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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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理人之專業能力有無法健全有效經營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之虞。 

五、其他為保護公益認有必要。 

依本細則提出之申請書件不完備或記載事項不充分，經金管會限期補正，屆期

不能完成補正者，退回其申請案件。 

第十六條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應專撥最低營業所用資金二百萬美元。 

前項最低營業所用資金，金管會得視國內經濟、金融情形調整之。 

第十七條  

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之規定於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準用之。 

第十八條  

第十二條規定於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辦理本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項第六

款之資產配置時準用之。 

第三章之一 保險業 

第十八條 之一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之十二第一項之保險業申請在我國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

司，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本國保險業最近一期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達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

外國保險業其總公司應符合其母國清償能力標準。 

二、守法、健全經營，且申請前三年內無重大違規遭受處分紀錄，或受處分而

其違法情事已具體改善並經金管會或中央銀行認可。 

第十八條 之二 

保險業申請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檢附下列書表文件，向金管會申請： 

一、申請書、申請許可事項表。 

二、公司章程或相當於公司章程之文件。 

三、保險業營業執照。外國保險業應檢附經其母國主管機關簽證之經營業務範

圍證明文件。 

四、董事會議事錄。外國保險業應檢附經其母國主管機關許可及其董事會同意

在我國設立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之文件。 

五、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六、營業計畫書：載明擬經營之業務範圍、業務之原則與方針、未來發展計畫、

未來五年財務預測、內部組織分工及人員配置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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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營風險評估、效益分析及具體風險控管計畫。 

八、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及營運管理規定。 

九、預定經理人之資格證明。 

十、保險業資格條件符合第十八條之一各款規定之文件： 

（一）本國保險業檢附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資本適足率報告；      

外國保險業檢附該保險業母國主管機關或執業會計師簽發之有關該保險業最

近一期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本比率計算書驗證本。 

（二）本國保險業或外國保險業在我國分公司檢具業務經營守法性及健全性自

我評估分析，包括申請前三年內是否有違規、弊案或受處分情事之說明。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資料或文件。 

金管會於接受申請文件後，應會同中央銀行審核。 

保險業經前項審核同意後，由金管會核發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設立許可證，並

由中央銀行發給核准辦理國際保險業務證書。 

第十八條 之三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應專撥最低營業所用資金二百萬美元。 

前項最低營業所用資金，金管會得視國內經濟、金融情形調整之。 

第十八條 之四 

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之規定於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準用之。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