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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若無適當的監理，保險人極易濫用財務再保險來粉飾其財務狀況，如

何在自由化之保險交易下維護保險市場之紀律，進而維護交易之公平性，

是值得重視的課題。現今財務再保險某些類型已脫離風險移轉之內容，然

就監理之觀點，風險範圍雖得擴大，風險移轉仍是財務再保險契約之必要

條件。在提供多樣化之財務商品、因應市場之需要、提升原保險人效率之

前提下，監督方式似宜具彈性。再者，巨災債券的特殊目的機構主要運作

兩種契約：一是特殊目的機構與債券發起人間的契約，另一是特殊目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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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債券投資人間的契約，故巨災債券難以被歸類為某單一類型之金融或

保險之商品。在傳統監理機制下，不同型態之金融或保險商品有不同之法

律規範及主管機關，然替代性風險移轉商品得為避險者量身訂做，加上各

種金融或保險之商品型態之界線已模糊，傳統監理方式已不符需要，參酌

英國 2000 年金融服務與市場法，建立金融監理一元化之制度應為可行之辦

法。本文運用比較法學的方法，研究英國與美國之替代性風險移轉的法律

及監理，並說明我國現行法之情形，對我國未來立法提出原則性的參考意

見。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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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Legal and Regulatory Issues 
Resulting from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Focus Attention on Financial 
Reinsurance and CAT-Bonds 

Chao-Chih Lin  

Abstract  

Due to some insurers abusing financial reinsurance to “paper over” their 

actual accounts, the solution of regulatory control has become worthy of 

concern. To meet the trend of liberalisation of the insurance market and with a 

view to keeping market discipline and maintaining fair dealing, the settlement 

of appropriate regulatory schemes is a requirement. As regards risk transfer, not 

every type of financial reinsurance requires it. However,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ulatory doctrines and practices, risk types were extended, 

but the risk transfer element is still essential in a financial reinsurance con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diverse financial products, to meet the demand of 

consumers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surers, increased 

flexibility in regulatory controls is possible. Moreover, under a CAT-bond 

regime, the SPV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involves in two principal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the first i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riginator/ceding 

insurer; the second i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bondholders. It is difficult to 

categorise CAT bonds into a single product industry. Under a diver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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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ne single sectoral regulator may have its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specified sector or the specified kind of transactions. An ART 

product can be tailor-made for the sake of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edan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ypes of financial services or products become blurred. The 

UK has launched a single regulatory regime by way of legislating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which can be referenc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paper can be approached by means of analysis from the viewpoint of a 

comparison of law and practice in England and the US. It is anticipated that 

foreign experience can in the future serve as material reference for reform in 

the area of related law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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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保險人或其他企業之避險者（hedger）廣泛利用財務創新產品來

增加承保能量（capacity）或獲取資本，法院、相關監理機構以及避險業者

已開始注意到建立「替代性風險移轉」（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以下簡稱

ART）相關之法律及監理機制，藉以保障運用 ART 機制之避險者以及投資

人的權益。舉例而言，財務再保險1（financial reinsurance）若無適當的法

律與妥善的監理，保險業者極易利用它來窗飾其財務報表，實際上卻無再

保險之實質。財務再保險一旦被濫用，在直接簽單保險人實際上之承保能

量並無增加的情形下，被保險人卻信賴該簽單保險人已安排適當的再保

險，誤認該保險人有足夠的資力進行損失理賠。在此情形下而與之進行保

險交易，將影響被保險人之公平交易權益。同樣地，「巨災債券」（catastrophe 

bonds，簡稱 CAT-Bonds）亦須有適當的法律及監理，才能維護巨災債券之

交易秩序與債券投資人之利益。若某宗巨災債券在基於保護投資人的公平

交易下進行，因而獲得國際信用評等公司較高之債信評等（credit rating），

潛在投資人將會增加承購的意願，進而可促進巨災債券市場交易之活絡。 

然而，ART 產品具多樣性，適用何種法律規範及監理機制，需視其個

別 ART 產品之類型或交易而分別決定之。大部分的 ART 商品是綜合多種

金融或保險特性的產物，譬如巨災債券之交易，至少涉及保險和證券之領

域，不能全然歸類為保險，也不單只是證券的交易，故難以被歸類為單一

類型之商品。傳統之多機關多法規之監理機制對 ART 之監理，存在相當之

困難性。建立妥適的 ART 法律與監理機制，建立監理法規一元化，對於

                                                 
1 「財務再保險」若符合美國財務會計標準委員會 FAS 113 公報之標準，即以「限額風險再

保險」（finite risk reinsurance）稱之。國內保險學界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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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之明文，故通常稱此類契約為限額再保險。事實上，財務

再保險與限額風險再保險二名詞的在市場上經常交替使用，本文為求體系一貫，一律使用

財務再保險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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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之運作具有相當的妥適性。 

本文係探討現行主要 ART 商品之法律與監理議題，並且以財務再保

險、巨災債券為討論之重心，並以比較英國法2、美國法以及國際上較通用

之監理規範，並參酌我國相關法規加以比較為方法。因其英國為歷史悠久

的保險大國，是保險法制發源地之一，經過長時間地知識經驗的累積，英

國之保險之法律以及監理制度相對成熟和完善，頗具參考價值。而美國為

現今運作 ART 市場以及發行 ART 商品最主要之國家，其相關法律以及其

監理規範具有指標性的作用，故相當值得研究。本文分為五段：第一段為

前言；第二段為分析財務再保險之法律與監理議題，包括：何謂保險契約

之法律定義、財務再保險契約是否須具備風險移轉、檢視實務上較常使用

之財務再保險類型有無具備風險移轉之功能；第三段為討論巨災債券之法

律與監理議題，包括：特殊目的機構運作之主要契約性質為何、美國證券

法規對發行巨災債券之監管；第四段乃闡釋替代性風險移轉之監理法規單

一化，包括：發展背景、比較監理法規一元化與監理機關一元化、引介英

國 2000 年金融服務市場法之規範以及建構我國金融監理法制的一元化；最

後一段乃基於上述之內容作出結論。對於所提及之爭議問題，本文亦必然

加以釐清。 

貳、財務再保險之法律與監理議題 

財務再保險契約已普遍運用於國際保險市場，然而，財務再保險契約

是否為保險契約，不可一概而論，財務再保險契約並非只有一種，各類型

財務再保險並非皆屬同一架構，故需根據不同類型而分別檢視之。現今大

多數國家的法律對財務再保險所下的定義仍不清楚。我國已廢止之保險業

                                                 
2 英國主要是由英格蘭（England）、威爾斯（Wales）、蘇格蘭（Scotland）和北愛爾蘭（Northern 

Ireland）四部分之領土組成。英格蘭和威爾斯實行同一種法律制度，而蘇格蘭和北愛爾蘭

各自有自己的法律制度。一般人習慣上稱的英國法通常是指英格蘭和威爾斯的法律，本文

所稱之英國法亦同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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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財務再保險業務處理要點3，其中第 2 點提及：「本要點所稱財務再保

險，指保險人交付再保險費於再保險人，再保險人提供財務融通，並對於

保險人所承擔顯著危險所致之損失，負擔賠償責任之契約。」然而，此定

義仍顯模糊，無法明確規範現行各類型之財務再保險。 

一、保險契約之法律定義 

財務再保險契約可否歸類於保險契約，已成為各國法院所重視之議

題。若站在會計專業或監理機關不同立場來檢驗這個問題，將會有不同之

結果。解決此議題，必先釐清保險契約在法律上之定義。 

我國保險法第 1 條規定：「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

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不可預料，或不可抗力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

賠償財物之行為。根據前項所訂之契約，稱為保險契約。」然而此定義，

與 其 他 類 似 的 制 度 容 易 造 成 混 淆 ， 譬 如 互 助 協 助 契 約 （ mutual aid 

contract），當事人約定共同交付財物成立互助基金，約定若其中一方因急

難事故而發生損害，將由此基金撥款或安排，提供財物、人員進行緊急救

援之協議。在此種契約之下，亦有事故發生、費用之交付、損害援助之要

件，實與保險之功能類似，故保險法第一條對保險的定義雖無錯誤，但卻

似過於籠統。 

在英國的判例法中，二十世紀初著名的案例 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v. Inland Revenue Commissioners4（以下簡稱 Prudential 案），曾對

保險契約提供籠統性的定義；其中 Channell 法官認為基本上，若符合下述

三要件，該契約即可稱為保險契約：第一、在保險契約對價關係為通常但

並非一定有定期的保險費給付，保險費的對價為被保險人在事故發生時獲

                                                 
3 此要點於 2002 年 1 月 30 日財政部訂定發布，然已於 2008 年 2 月 1 日，由行政院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宣布廢止。 
4 [1904] 2 KB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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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金錢上賠償之保障（An insurance contract is for some consideration, 

generally but not necessarily for periodic payments called premiums, the 

insured obtains some benefit of protection against the occurrence of an 

event.）；第二、事故發生具不確定性，包括發生與否的不確定，或是何時

發生的不確定（The event must be uncertain as to whether it will happen or not, 

or if the event will happen, there must be uncertainty as to when.）；第三、事故

的發生對被保險人不利；換言之，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利益（The 

event must be adverse to the insured, in that he or she possesse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Prudential 案所提出之三要件雖具參

考價值，然而，仍然無法涵蓋全部類型的保險契約，尚不足以當作判斷是

否為保險契約之標準。隨著保險交易從簡單而趨於複雜，在二十世紀後期

之 Medical Defence Union v. Department of Trade5訴訟案中，Megarry 法官認

為：「對保險契約提出妥適的定義，為相當困難的一件事，事實上，保險契

約的概念較適合去描述而非試圖去定義。」6 

二、風險移轉是否為財務再保險契約之成立要件 

分析風險移轉是否為財務再保險契約之成立要件，必先釐清財務再保

險與傳統保險所移轉的風險種類有何不同。基本上，傳統保險機制解決的

風險類型僅及於可保風險（insurable risk）；然而，財務再保險之運作乃基

於整合性風險管理（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之機制，處理的風險種類

為「一籃子的風險」（a basket of risks），亦即除了可保風險外，亦包括不可

保風險（non-insurable risk）。隨著經濟的發展，各行各業所面臨的風險種

類亦隨之多元，傳統的保險機制已無法完全應付現今的需要，企業界仍需

要對不可保之風險尋求保障，於是 ART 商品風起雲湧地產生。 

                                                 
5 [1979] 1 Lloyd’s 499 
6 Megarry J held that “…whether a satisfactory of a contract of insurance will ever be evolved. 

Plainly it is a matter of considerable difficulty, it may be that be that it is a concept which is 

better to describe than to attempt to 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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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律上的觀點 

我國保險法第 1 條並無在條文內明文風險移轉，上述之 Prudential 案，

英國法院亦無具體指出風險移轉為保險的必要條件。然而，我國法及英國

案例皆表示保險契約係就不可預料事故所發生的損害，由一方當事人對他

方當事人負擔賠償之一種約定。故從條文或案例可進一步推論出：保險契

約存在風險移轉與損失補償之性質。 

美國聯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曾經在 Union Labor Life Insurance 

Co. v. Pireno 7 之 訴 訟 案 中 針 對 某 業 務 是 否 為 保 險 業 務 （ business of 

insurance）提出三個判斷要件8：第一、該項業務是否涉及保單持有人之風

險移轉或分散？（Whether the practice has the effect of transferring or 

spreading a policyholder’s risk?）第二、該項業務是否為保險人與被保險間

保單關係之實質部分？（Whether the practic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olic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d?）第三、該項業務是否僅限

保險業經營？（Whether the practice is limited to entities with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三個要件的答案若皆為肯定的話，才得認為是保險業務，在此

案例之第一個要件即指出風險移轉。依美國法院的觀點，風險移轉為保險

業務之不可或缺之條件，保險業務以締結保險契約為目的，若因此將風險

移轉解釋為保險契約之要件並無不妥。 

(二) 會計與監理之觀點 

世界各國之保險會計與監理規範普遍認為再保險契約為承擔「保險風

險」（insurance risk）的契約。探討如何才算是承擔保險風險之前，必先釐

清「承保風險」（underwriting risk）與「時間風險」（timing risk）之意義。 

                                                 
7 440 U.S. 205 
8 三個判斷要件之中文翻譯係參照陳繼堯等（2000），《金融自由化下新興風險移轉方法之運

用現況與發展》，頁 221，台北：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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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承保風險，是指保險人承保風險事故可能產生損失的風險，導因

於保險人在訂定保險契約時，對現在或未來保險業務及責任無法正確地預

估，低估了向被保險人收取的保險費，致使保費不足以支付保險賠償，或

理賠費用準備金（loss adjustment expense reserve）不足，保險人之財務因

此而受有損失。再保險的固有功能係為減輕原保險人之財務可能受到之損

失，分擔原保險人之承保風險。 

所謂時間風險，譬如於原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發生時，預計

賠償時間與實際賠償時間普遍存在一時間差，若實際賠償的時間早於預計

賠償的時間，再保險人對原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亦隨之提前履行，此時原保

險人與再保險人將因此而受有損失。因為在尚未為保險或再保險賠償前，

原保險人或再保險人提存賠款準備金（claim reserve）可獲取金錢上的利

息，若實際賠償時間提前，此準備金亦必須提前動用，原本可期待的利息

將無法繼續孳生，獲取之利息因而減少；相反的，若實際賠償的時間晚於

預計賠償的時間，原保險人或再保險人因此而可賺取較多的利息，此賠償

時間的不確定導致可獲取利息多寡亦不確定，稱為時間風險。 

財務再保險在發展初期，監理機構普遍存在的觀念是：若一個契約只

有承擔時間風險而無承擔承保風險，該契約仍不能認為承擔了保險風險，

故非為再保險契約。換言之，若某種財務再保險契約無具備移轉承保風險

的功能，該契約徒有保險之名而無保險之實，只能被歸類為財務管理

（financial management）的契約。隨著保險會計與監理之發展，風險移轉

仍是再保險契約之必要條件；然而，認定風險的種類及範圍與時俱進地擴

大，尤其針對處理時間風險的部分。雖然再保險會計原則之制定甚少基於

法律觀點，然而這些原則經常提及風險移轉，在監理上頗具參考價值。國

際上，保險的監理可分為兩大類：一類是以英國為代表的寬鬆型監理，主

要由保險公司自己管理自己之市場自律機制，監督管理倚重行業組織；另

一類是以美國為代表之嚴格型監理，一般是以法規之制定來監管保險業

者。以下針對英美兩國、國際性法規以及我國有關再保險之監理規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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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敘述如下： 

1.英國 

(1)英國政府及金融服務局之指導方針 

1992 年，英國貿易工業署（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UK）發

布指導函給予經核准在英國經營保險業務的公司，函中指出：「再保險契約

內容，若只針對原保險人之時間風險提供解決方案之保障，但是對於原保

險人因原保險而產生的應支付之保險理賠，並無提供承保風險的保障；如

此之契約，仍然構成再保險9。」2002 年，英國金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發布第 144 號公報（Consultation Paper 144）之重點在於：

判定風險移轉之有無並非以精確的量化標準來衡量，目前 FSA 的態度是探

究業者之動機；保險業者雖得基於會計之目的而運用財務再保險，然而若

締結財務再保險契約之動機僅為粉飾其財務報表而不在於風險移轉，FSA

將不允許該契約以「保險」之名義進行10。 

(2)英國會計職業及保險協會之指導性規範 

1992 年，特許會計師協會（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CA）發

表非壽險財務再保險之會計討論報告（Accounting for Non-Life Financial 

Reinsurance: A Discussion Paper）表示：一個契約若無移轉承保風險或時間

風險的話，從會計角度觀之，即無法將它認定是再保險契約；但是，若一

個契約雖無移轉承保風險，但有移轉時間風險，即足以說明具有移轉保險

風險，而可被認定是再保險契約。1994 年，會計準則委員會（Accounting 

                                                 
9 The guidance letter dated 23 December 1992 reveals that “Reinsurance agreements that only 

provide cover for the timing risk, as to the settlement pattern of claims, and do not cover the 

underwriting risk, as to the amount and existence of claims, may nonetheless constitute 

reinsurance.” 
10 FSA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UK), Consultation Paper 144: 07/2002, London: FSA (2002), 

at.3.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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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Board, ASB）發表財務報告標準第 5 號（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5, FRS 5），要求業者呈報交易之實質（reporting of the substance of 

transactions），而此實質是指風險移轉的實質。在同樣的 1994 年，ICA 發

布財務報告標準第 5 號在普通保險交易中的運用（Application of FRS 5 to 

General Insurance Transactions, FRAG 35/94）表示：移轉承保風險及時間風

險兩個或者任何一個（both/either underwriting and/or timing risks），皆符合

保險風險移轉的要求，即能作為再保險契約對待和處理。 

1998 年，英國保險協會（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ance）發布保險業

務會計的建議方法聲明（Statement of Recommended Practice on Accounting 

for Insurance Business, SORP），並在 2005 年更新部分內容；1998 年以及

2005 年之 SORP，皆贊同 FRAG 35/95 之觀點，並且認為：判斷是否為保

險契約之重點應在於契約的經濟實質（economic substance）而非契約之外

在形式（form）。2005 年更新之 SORP 其中之 Part 5 為再保險實質交易報

告之一般原則（Reporting the Substance of a Reinsurance Transaction-General 

Principles），其中針對風險移轉有所表明：「在一般保險契約，保險風險包

括承保風險或/和時間風險。為了檢視某再保險契約具備顯著保險風險移轉

功能與否，首先必須考慮再保險人是否有相當可能因該契約而遭受顯著損

失；其次要考慮因該契約在一顯著範圍內發生某種結果是否具有合理可能

性11。」 

2.美國 

(1)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11 SORP, Part 5 states “…The insurance risks relating to a general insurance contract may consist 

of either or both underwriting risk and timing risk. In considering whether or not a significant 

transfer of insurance risk has taken place, the entity should consider first whether it is reasonably 

possible that the reinsurer may realise a significant loss from the contract and, secondly, whether 

there is a reasonable possibility of a significant range of outcomes from th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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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年美國財務會計標準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以下簡稱 FASB）發布 FAS 113 公報，標題為短期和長期再保險契

約 的 會 計 和 報 表 準 則 （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for Reinsurance of 

Short-Duration and Long-Duration Contract），此乃所有企業應遵行之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在 FAS 113

之規範下，原則上補償原保險人因承保而產生的損失或責任的行為，須依

據 FAS 113 公報進行衡量；職是，FAS 113 於人身及財產再保險均有適用，

而且認為風險移轉為再保險契約之必要條件。原保險人必須以 FAS 113 中

的 9a 與 9b 來判斷是否具備顯著的風險移轉而得被認定是再保險契約；若

具備，該契約即得進一步依據 FAS 113 之指導原則、契約本身的期間以及

為未來型或為追溯型契約，來決定其會計處理原則12。若不具備，則不屬

於再保險契約，不能作為再保險契約對待。 

所謂「9a 測試」（Paragraph 9a test）係指：「再保險人須承擔原保險人

部分之顯著保險風險」（The reinsurer assumes significant insurance risk under 

the reinsured portions of the underlying reinsurance contracts.）。9a 測試所指之

保險風險包括承保風險和時間風險，須同時具備兩種風險的移轉，才得被

認為是再保險契約。若一個再保險契約僅有承保風險或時間風險的移轉，

抑或只移轉前兩者以外之風險，諸如投資風險（investment risk）或市場風

險（market risk）等，該契約仍不能通過 9a 測試。至於保險風險「顯著」

與否，FSA 113 公報並無提出具體之量化標準，然而卻指出，某再保險人

賠付之金額或賠付時間發生顯著改變（significant variation）的可能性

（probability），若是微乎其微的（remote），該再保險契約所移轉的風險即

不能認為顯著。 

                                                 
12 FSA 113 公報將保險契約區分為長期契約與短期契約，分別有不同的會計準則。基本上，

長期契約如人壽和健康保險契約，短期契約如財產和意外保險契約；短期契約又更細分為

未來型以及追溯型契約，未來型或追溯型契約的區分是依據契約所承保的是過去或未來之

保險事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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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9b 測試」（Paragraph 9b test）係指：「再保險人有合理可能因該

交易而遭受顯著損失」（It is reasonably possible that the reinsurer may realize 

a significant loss from the transaction.）。在此之損失是指再保險人對原保險

人之理賠而言；換言之，原保險人所移轉的風險造成再保險理賠，此理賠

金之給付對於再保險人的影響是「顯著的」。 

(2)美國法定會計原則 

美 國 保 險 監 理 規 範 尚 有 專 門 適 用 於 保 險 企 業 的 法 定 會 計 原 則

（Statutory Accounting Principles, SAP），此乃美國之全國保險監理官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簡稱 NAIC）所制定13。

NAIC 之法定會計原則第之第 61 公告（簡稱 SSAP 61）之規範對象是壽險、

儲蓄性保險、意外再保險14和健康再保險（Life, Deposit-Type and Accident 

and Health Reinsurance）而第 62 公告（簡稱 SSAP 62）之規範對象為財產

及意外責任再保險（Property and Casualty Reinsurance）。兩公告同在 2000

年公布15，兩者皆認為再保險（包括財務再保險）契約，以移轉原保險人

                                                 
13 美國的保險監理制度是依據各州的法律所進行，每州有各自獨立的保險監理機構，實行各

自的監理規範。NAIC 為美國各州保險監理機構組成之協會組織，主要任務是協調各州監

理機制以及制定監理的範例法。這些範例法只提供美國各州保險立法參考，對各州立法機

關並無強制拘束力，然而卻可從其中了解美國保險監理之立法精神。 
14 意外再保險係指原保險為意外傷害保險而所作之再保險。所謂意外傷害保險契約內容係

指：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非疾病引起之傷害事故，致使身體蒙受傷害而致殘

廢或死亡時，保險人依約給付保險金。意外再保險與意外責任再保險（casualty reinsurance）

之差異在於後者係原保險人為所承保之意外責任保險所作之再保險，此時原保險之標的為

被保險人因意外事故發生而對第三人應負之賠償責任。 
15 2005 年，NAIC 對 SSAP 62 公告進行修正，修正內容涉及保險人供保證以及揭露再保險契

約內容之部分，對於風險移轉測試標準並無改變。另外，NAIC 之之所以制定 SSAP 61 及

SSAP 62 而有不同之風險移轉測試，主要是在於人身與財產兩種再保險比較，人身再保險

屬於長期契約，效力延續至原保險契約終了時，例如終身保險之再保險，其再保期間將與

該終身保險的期間一樣長。人身再保險比財產再保險較重視某些種類的風險移轉，故監理

兩者對風險移轉之標準不宜完全相同。人身再保險之原保險人重視藉由再保險來移轉實際

死亡率高於預期死亡率所造成之損失風險（死差損風險）、或移轉新契約費用未收回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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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上之顯著風險為必要條件，其主要內容分析說明如下： 

依據 SSAP 61 來判斷某人身再保險契約是否具顯著風險移轉時，須參

照 SSAP 61, Appdemdix-791 附表（詳見表一）所列之原保險契約類型以及

風險種類來檢視存在顯著風險與否16。若附表顯示為具顯著風險，則為該

原保險契約及各種風險之再保安排即可認為是再保險契約。至於再保險人

是否有合理可能承受顯著損失得不予考量，因為 SSAP 61 並無如 FAS 113

公報之 9b 測試中關於承受顯著損失之規定17。 

表一：人身再保險契約顯著風險認定表 

原保險契約類型 a b c d e f 

健康保險－除長期護理保險/長期失能保險以

外（Health Insurance–other than LTC/LTD） 

+ 0 + 0 0 0 

健康保險-包含長期護理保險/長期失能保險

（Health Insurance–LTC/LTD） 

+ 0 + + + 0 

即期年金（Immediate Annuities） 0 + 0 + + 0 

                                                                                                            
契約即解除或失效所造成之損失風險（費差損風險）、或移轉利率下降或投資收益不及支

付費率所定的利息與投資之經費所造成之損失風險（利差損風險），此三種風險得合併移

轉予再保險人承受，或得僅移轉其中一種或兩種。參見陳繼堯（2002），《再保險理論與實

務》，頁 328-329，台北：智勝文化。 
16 SSAP 61 另有說明某些契約不適用 Appdemdix-791 附表，須由其他方法來檢視契約是否具

備顯著風險移轉。SSAP 61 之 at.19 認為一年更新再保險契約（yearly renewable term (YRT)）

若符合以下二要件才可認為是再保險契約，此二要件為：一、分出人依比例移轉原保險契

約中之發病或死亡風險；二、無 SSAP 61, Appdemdix-791 中 at.2(b), 2(c),2(d),2(h),2(i),2(j),2(k)

所列舉之情事。SSAP 61 之 at.20 認為非比例型長期再保險契約，諸如超額賠款率再保險

（stop loss ）與巨災再保險（catastrophe cover），須依具體個案來判斷個別契約是否存在

顯著風險移轉。 
17 SSAP 61 中，針對再保險人遭受顯著損失之合理可能性並無規定，其主要理由在於：顯著

風險之內容已依契約及六種風險種類於 Appdemdix-791 中，以列表方式為規範。SSAP 61

僅強調再保險契約須具備顯著「風險移轉」，並不要求再保險契約需要承受顯著「保險風

險」。再保險人是否因再保險而承受對原保險人理賠遭受顯著損失之風險，亦即再保險人

是否有合理機率負擔顯著保險損失，並非 SSAP 61 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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躉繳保費延期年金（Single Premium Deferred 

Annuities） 

0 0 + + + + 

彈性保費延期年金（Flexible Premium Deferred 

Annuities） 

0 0 + + + + 

保證利息契約（Guaranteed Interest Contracts） 0 0 0 + + + 

其他年金存放業務（Other Annuity Deposit 

Business） 

0 0 + + + + 

躉繳保費的終身壽險（Single Premium Whole 

Life） 

0 + + + + + 

傳統的不分紅終身壽險（Traditional Non-par 

Permanent） 

0 + + + + + 

傳統的不分紅定期保險（Traditional Par Term） 0 + + 0 0 0 

傳 統 的 分 紅 終 身 壽 險 （ Traditional Par 

Permanent） 

0 + + + + + 

傳統的分紅定期壽險（Traditional Par Term） 0 + + 0 0 0 

可調整保費的終身壽險（Adjustable Premium 

Permanent） 

0 + + + + + 

未定保費的終身壽險（Indeterminate premium 

permanent） 

0 + + + + + 

彈性保費的萬能壽險（Universal Life Flexible 

Premium） 

0 + + + + + 

固定保費的萬能壽險-可接受存款形式的保費

（ Universal Life Fixed Premium-dump in 

premiums allowed） 

0 + + + + + 

+：顯著風險 0：非顯著風險 

風險種類：a 發病率（(Morbidity）；b 死亡率（Mortality）；c 解約（Lapse）；d 
信 用 質 量 （ Credit Quality ）； e 再 投 資 （ Reinvestment ）； f 資 金 流 動

（Disintermediation） 

資料來源：NAIC, Accounting Practice and Procedure Manual, SSAP 61, Appdemdix-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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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SSAP 62 之風險測試標準在 1994 年 NAIC 修定保險法定會計實

務與程序手冊（Accounting Practice and Procedure Manual）第 22 章關於財

產及意外責任再保險時，即已大致底定其雛形，該第 22 章修訂時採納了

FAS 113 公報之 9a 與 9b 測試標準。此兩階段之測試標準又為 2000 年公布

之 SSAP 62 所採用18。所以就短期契約如財產及意外再保險之風險移轉測

試標準，美國法定會計原則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已趨於一致19。 

3.國際性法規 

(1)國際保險監理官協會之指導報告 

1994 年，世界各國之保險監理機關共同組成國際保險監理官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為全球性之國際

保險監理組織20。2006 年，IAIS 提出「修正之限額再保險之風險移轉、揭

露與分析指導報告」21（Guidance Paper on Risk Transfer, Disclosure and 

Analysis of Finite Reinsurance），針對財產再保險提及：判斷某限額再保險

是否具備風險移轉之要件時，必須斟酌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契約之全部

                                                 
18 SSAP 62 之 Paragraph 13a、13b 與 FSA 113 之 Paragraph 9a、9b 之內容相同。 
19 然而，美國短期再保險契約之適用法規除了 FSA 113 及 SSAP 62 外，針對特殊類型契約尚

有其他例外規定。譬如 FASB 之新興問題專案小組（Emerging Issues Task Force; EITF）於

1993 年發布之 EITF 93-6 公報，名為「分出及分入公司之多年期回溯費率契約會計準則」

（Accounting for Multiple-Year Retrospectively Rated Contracts (RRC’s) by Ceding and 

Assuming Enterprises）即為 FAS 113 之例外規定；如此，適用 EITF 93-6 之多年期財產再

保險契約採回溯費率者，將不以符合 FAS 113 所認定之再保險契約為限。再者，EITF 93-6

之會計處理原則強調：回溯費率之多年期再保險契約中所累積用來支付未來賠款之基金屬

於負債，然而在損失經驗尚佳之情況下分保公司若有所盈餘，該盈餘則屬於資產。 
20 IAIS 成立後，致力於制定保險監理之原則（principles）、標準（standards）與指導報告（guidance 

papers）作為非強制性監理規範，目的為使全球的保險監理規範趨於一致而減少衝突。然

而這些規範並不具有強制約束性質，各成員國仍可自行決定是否採用，並且可依據各成員

國本國之監理體制，斟酌具體國情而落實之。 
21 IAIS 初次發表《限額再保險揭露與分析指導報告》，是在 2005 年 10 月於維也納召開年會

時，之後歷經修定，在 2006 年 10 月北京年會時再為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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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以及限制保險風險移轉之因素；再保險人必須承擔原保險人部分之顯

著保險風險，而且不得以契約條款排除，如此才得認為具備風險移轉之要

件22。所謂保險風險，係指承保風險或/和時間風險而言23。是否有保險風

險之移轉，經常不是截然地全有或全無，而是有如「寬廣的光譜」（wide 

spectrum），呈現漸層分布。從純粹財務安排（purely financing arrangement）

之無風險移轉到比率再保險合約（quota share agreement）之完全風險移轉
24。換言之，前者無將承保風險或時間風險移轉給再保險人，而後者將原

保險單之所有風險按比率完全移轉給再保險人，至於其他再保險類型的風

險移轉程度則位於兩者之間25。另一方面，IAIS 亦於 2005 年發布「限額再

保險指導報告草案」（Draft Guidance Paper on Finite Reinsurance），針對人

身再保險契約之風險移轉，該指導報告草案提出對應之作法，其中最重要

者為：人身再保險合約須移轉顯著保險風險，若某人身限額再保險合約未

移轉顯著保險風險時，則該合約僅能以存款會計來認列衡量之。 

(2)國際會計準則理事會之準則 

2001 年成立於倫敦之國際會計準則理事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 IASB）致力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之訂立，其中有關保險之報告準則預

計分兩階段完成。2004 年，IASB 發布 IFRS 4，為保險會計準則之第一階

段26。IFRS 4 之 Appendix A 對保險契約之定義為：「當一方（保險人）接

                                                 
22 IAI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Guidance Paper on Risk Transfer, 

Disclosure and Analysis of Finite Reinsurance, Basel: IAIS, (Oct. 2006), at.40 
23 See IAIS, supra note 22, at.41 
24 無風險移轉之契約不能被認定為再保險契約，風險移轉仍應是被當作再保險契約對待之前

提要件。 
25 See IAIS, supra note 22, at.42 
26 IFRS 4 分兩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於 2005 年底實施，第二階段預計於 2013 年實行。IFRS 4

主要規範：一、保險契約的定義；二、對應列為非保險契約制定處理原則；三、對嵌入於

保險主契約的衍生性金融商品訂定處理原則；四、應揭露足以辨認並說明財務報表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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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另一方（保單持有人）之顯著保險風險移轉，而同意於未來某特定不確

定事件（保險事件）發生致保單持有人受有損害時給予補償之契約27。」

換言之，保險契約以顯著保險風險移轉為要件，若符合保險契約定義，始

得適用 IFRS 4 之會計準則。 

IFRS 4 之 Appendix B，其中之第 B23 段解釋顯著保險風險為：「任何

保險事件發生時，始導致保險人支付重大之額外給付，但不包括缺乏商業

實質之情況（即交易之經濟影響甚小）。即使或有現金流量之預期現值占所

有剩餘合約現金流量預期現值之比例很小，或保險事件係極度不可能發

生，若重大額外給付係於具商業實質之情況下支付，仍可能產生顯著保險

風險28。」值得注意的是，IFRS 是以原則基礎（principle-based）訂立之準

則，重視觀念架構及精神，並非以詳細規則來規範，以免礙於規則之約束

而忽略交易之實質。所以，IFRS 4 在僅為概念性的保險會計原則之下，給

予業者空間進行會計專業之詮釋。 

4.我國之會計及管理規範 

 (1)財務會計準則第 40 號公報 

                                                                                                            
契約相關金額之資訊。 

27 IFRS 4, Appendix A states that “…A contract under which one party (the insurer) accepts 

significant insurance risk from another party (the policyholder) by agreeing to compensate the 

policyholder if a specific uncertain future event (the insured event) adversely affects the 

policyholder.” 
28 本段之中文翻譯，係參照中華民國精算學會所發布之〈人身保險業再保險實務處理準則：

顯著風險移轉〉，第 2 章第 2 節。IFRS 4, Appendix B, B23 之原文為：“Insurance risk is 

significant if, and only if, an insured event could cause an insurer to pay significant additional 

benefits in any scenario, excluding scenarios that lacks commercial substance (ie have no 

discernible effect on the economics of the transaction). If significant additional benefits would 

be payable in scenarios that have commercial substance, the condition in the previous sentence 

may be met even if the insured event is extremely unlikely or even if the expected (ie 

probability-weighted) present value of contingent cash flows is a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expected present value of all the remaining contractual cash 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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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 2011 年初已開始實行 IFRS 4 之第一階段，亦即實施與 IFRS 4

接軌之財務會計準則第 40 號公報「保險合約之會計處理準則」。第一階段

之實施著重在保險合約之分類、負債適足性測試及保險契約相關資訊之揭

露。我國第 40 號公報與舊規制最大不同之處，在於第 40 號公報不允許保

險業因應未來重大風險，而提列巨災準備金；再者，提存的危險變動及以

重大事故準備金，不允許有平穩獲利作用的平穩準備金；亦不允許利用再

保險資產沖減直接負債；以及再保險資產須作減損測試、再保險之資產與

負債須單獨列示等。 

然而，我國財務會計準則第 40 號公報與 IFRS 4 仍存在些許不同，最

大之差異在於對顯著保險風險移轉之觀點：在第 40 號公報之規範下，保險

人依保險法所發行之保險合約視為保險合約，無論該保險合約是否具有顯

著保險風險之移轉；而在 IFRS 4 之規範下，保險合約的定義著重在顯著保

險風險的移轉，並適用所有發行保險合約之企業種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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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於 2008 年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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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再保險管理辦法），從其

條文可知我國保險監理法規已觸及 ART 的領域29。茲就其中判定財務再保

險人是否確實承擔原保險人之標準分述如下： 

再保險管理辦法第 5 條說明有無風險移轉之判別原則，其意義在於若

某契約符合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所歸納出之二種條件任何之一者，才可

認為有顯著保險風險移轉而視為再保險契約，始得在損益表上以再保險科

目為會計處理，財務再保險契約亦必須符合再保險契約的定義，才得以發

                                                 
29 辦理再保險管理辦法除了在第 5 條論及再保險（包括財務再保險）契約承擔有顯著之保險

危險外，涉及 ART 商品之監管規定尚有：第 14 條規範危險分散機制種類、第 15 條規範

處理程序、第 16 條規範終止處理程序、第 17 條規範財務報表揭露、第 18 條規範分出對

象資格、第 19 條規範契約應載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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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穩健財務的實際效益。再保險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可歸納出的二種條

件分別為：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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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險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二、再保險人

自再保險契約所承接的再保部分承擔有顯著的保險危險，且具合理的可能

性，該再保險人將因該再保險契約承擔顯著損失（再保險管理辦法第 5 條

第 1 項第 2 款）。 

再保險管理辦法又規定：並非每一再保險契約均須進行顯著風險測

試，而是對於具有財務融通目的或無顯著風險移轉可能性之再保險契約，

若經由簽證精算人員參照我國相關精算實務準則進行合理測試，認為符合

上述第一或第二條件關於顯著風險移轉的規定者，才可依再保險之帳務規

定處理（再保險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2 項）。此外，再保險契約中包含不同險

種者，應按個別險種分別評估之（再保險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3 項）。 

(三) 風險移轉測試 

美國實務對判斷人身/長期再保險契約有無風險移轉，至今仍適用 FAS 

113 與 SSAP 61 之規定，實務上並無公式化之測試法則。然而，美國之財

產/短期再保險之會計監管機關在經過長期的實踐中，已逐漸產生許多公式

化的風險轉移測試法則30（risk transfer testing）。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

「10-10 法則」（10-10 rule），以及近年來頗為盛行之「預期再保險人赤字」

（Expected Reinsurer Deficit，以下簡稱 ERD 法則）。 

1.「10-10 法則」 

10-10 法則是美國在實施 FAS 113 過程中較早出現，且已廣泛使用作

為判斷財產/短期再保險契約有無顯著風險移轉之準則。我國已廢止之保險

                                                 
30 至於英國之實務之判斷顯著風險移轉，較無依賴諸如 10-10 或 ERD 等之測試法則，強調必

先探求安排再保險之動機，倘安排動機在於非風險移轉，而是在於粉飾財務報表，將不被

監理機關所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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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辦理財務再保險業務處理要點亦曾明文 10-10 法則為再保險契約顯著保

險移轉之檢測方法31。10-10 法則之意涵係指：「再保險人至少有 10%之機

率可能遭受現值 10%以上之損失，即可稱為『顯著』風險移轉（If there is at 

least a 10% chance that the reinsurer would suffer a 10% or greater loss on a 

present value basis, the risk transfer will be “significant”.32）。」換言之，再保

險契約須符合以下兩項條件才得稱為通過 10-10 法則之測試，而視為有顯

著風險移轉。此兩項條件是指：第一、損失發生之合理可能至少達 10%以

上；第二，再保險人遭受淨損失現值達再保險費收入現值之 10%以上33。 

運用 10-10 法則為風險移轉測試雖不失簡便，但仍然無法清楚顯示契

約的風險移轉程度，譬如：事故發生頻率小但損失幅度大如財產巨災再保

險合約（property catastrophe treaty）即無法通過 10-10 法則之測試。然而，

巨災再保險合約是保險業界常見之分散巨災風險之機制。由此可知，10-10

法則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往往會遇到一些悖於常理之情形，故不應是普遍

的標準。實際上，10-10 法則只為一經驗法則（a rule of thumb），不宜以法

律正式規範之。 

                                                 
31 已廢止之保險業辦理財務再保險處理要點第 3 點第 1 項：「…所稱顯著危險，係指保險人

所移轉之危險，發生損失機率大於百分之十，其應收受再保險人款項現值與應交付再保險

人款項現值之比率絕對值大於百分之十。」 
32 D. L. Ruhm & P. J. Brehm, Risk Transfer Testing of Reinsurance Contracts: A Summary of the 

Report by the CAS Research Working Party on Risk Transfer Testing, Casualty Actuarial Society, 

Volume 01/Issue 01, http://www.variancejournal.org/issues/01-01/009.pdf (last visited  

01/04/2011)  
33 10-10 法則計算方式如下：假設某再保險契約之事故發生機率大於 10%，而該再保契約之

保險金額（policy limit）為 100 萬美元，而再保險人可收取之再保險費是 90 萬美元，此再

保險人最大淨損 10 萬美元（$1 million－$0.9 million＝$100,000），相當於再保險金額的

10%，故此再保險契約即通過 10-10 法則。假設另一再保險契約，事故發生的機率大於

10%，而該再保契約之保險金額是 100 萬美元，再保險人可收取之再保險費為 91 萬美元，

此時再保險人最大淨損為 9 萬元美（$1 million－$0.91 million＝$90,000），只相當於再保險

金額的 9%，此情況無通過 10-10 法則，即不能認為此再保險契約有顯著的風險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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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RD 法則」 

為了追求更妥適的風險轉移測試，美國產險精算協會（Casualty 

Actuarial Society, CAS）提出計算方式比 10-10 法則較複雜之 ERD 法則。

該法則認為風險指標是以損失頻率（loss frequency）與平均損失幅度

（average loss severity）為基礎。基本上，能夠通過 10-10 法則的再保險契

約必能通過 ERD 法則，然而，對於某些無法通過 10-10 法則的契約如損失

頻率小損失幅度大的再保險契約，若確實有轉移了顯著保險風險，仍可通

過 ERD 法則的測試。所以 ERD 法則在相當程度上彌補了 10-10 法則不足

之處。ERD 法則的計算公式（詳見表二）如下： 

 

表二：ERD （Expected Reinsurer Deficit）法則之公式 

ERD＝ p T / P 

p＝發生承保損失淨現

值之機率 
T＝承保平均損失幅度

之淨現值 
P＝再保險費收入的

現值 

資料來源：D. L. Ruhm, Risk Transfer Testing of Reinsurance Contracts, The 
presentation file of the Casualty Actuarial Society’s ratemaking meeting, 
(Mar. 2008) 

ERD 法則之計算方法是：發生承保損失淨現值之機率乘以承保平均損

失幅度之淨現值（Probability of a net present value (NPV) underwriting loss 

for the reinsurer multiplied by the NPV of the average severity of the 

underwriting loss.）然後再除以再保險費收入的現值（divided by the present 

value of premium），如此得到 ERD 數值，當該數值大於 1%時，即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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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D 法則的測試，再保險契約即認可為轉移了顯著保險風險34。在某種程

度上，ERD 法則與 10-10 法則是等價的，因為 10-10 法則要求有 10%的機

率遭受 10%的損失，與 ERD 法則之指標值（10%×10%＝1%）相呼應。依

據 ERD 法則，發生機率極小之巨災風險再保險，一旦發生事故，損失金額

非常巨大，仍能夠通過此法則之測試。 

再保險業界對於顯著風險移轉現今尚無統一測試標準。2005 年美國精

算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Actuaries, AAA）之委員會所提之財產及

責任財務報告（Committee on Property and Liability Financial Reporting）表

示：「現存雖有許多可接受的方法可測試風險移轉，然而沒有一種方法永遠

是最好的，多種方法之適合或不適合必須視個案而定35。」 

                                                 
34 ERD 法則計算之範例如下：假設有一份一年期的巨災超額賠款再保險契約，責任限額為

4000 萬美元以上的 4000 萬美元，再保保險費 70 萬美元在締約時一次繳清，並假設再保保

險費是固定的，在契約到期時不進行調整，損失只在年終結算。已知潛在巨災損失的機率

分佈是：97%的機率不發生任何損失（對應超賠損失 0），1.5%的機率發生 4500 萬美元的

損失（對應超賠損失 500 萬美元），1%的機率發生 5500 萬美元的損失（對應超賠損失 1500

萬美元），0.5%的機率發生 9000 萬美元的損失（對應超賠損失 4000 萬美元）。同時，一年

期國庫券的收益率為 4%。可見，該巨災超賠契約發生承保損失淨現值之機率只有 3%（三

種損失類型之機率總合為 1.5%＋1%＋0.5%＝3%），遠低於 10%，因此它無法通過 10-10

法則的風險轉移測試。但是，按照 ERD 法則，首先確定承保平均損失幅度淨現值＝超賠

再保險費－［巨災超賠損失－(巨災超賠損失×一年期國庫券收益率 4%)］，所以可得到承保

平均損益幅度的分佈情況是：97%的機率產生 70 萬美元的盈餘，1.5%的機率產生約 410

萬美元的損失，1%的機率發生約 1370 萬美元的損失，0.5%的機率發生 3770 萬美元的損

失。接著，計算 ERD 指標值：發生承保損失淨現值之機率：p=3%，承保平均損失幅度之

淨現值：T＝（410 萬美元×1.5%＋1370 萬美元×1%＋3770 萬美元×0.5%）÷3%＝1290 萬美

元，再保險費收入的現值 P＝70 萬美元，因此 ERD＝pT/P＝3%×1290/70≒55.3%>1%。該

巨災超額賠款再保險契約通過了 ERD 法則下的風險轉移測試，被認定為轉移了顯著保險

風險。 
35 原文為：“Just as there are many acceptable loss reserving methods, we believe that there can be 

many acceptable risk transfer methods. No one method will always be better than others,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ny given method will depend on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See AAA 

(American Academy of Actuaries), Risk Transfer in P&C Reinsurance: Report to the Casualty 

Actuarial Task Force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AAA, (2005),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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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視財務再保險之主要類型有無具備風險移轉之功能 

如上所述，世界主要之再保險監理規範普遍認為：「再保險契約具有風

險移轉之功能，必須具備兩要件：第一、移轉顯著的保險風險，包括承保

風險和/或時間風險（transfer significant insurance risk, including both/either 

underwriting and/or timing risks）；第二、再保險人對其所締結之再保險契約

須合理可能地有顯著損失（it is reasonably possible that reinsurer will suffer a 

significant under the contract36）。」茲以此兩要件來檢視現今較為廣泛使用

之財務再保險合約類型是否具備風險移轉之功能。 

(一) 未來型財務再保險 

未 來 型 之 財 務 再 保 險 （ prospective covers ） 著 重 處 理 原 保 險 人

（reinsured）現在及未來賠款責任。分散損失合約（spread loss treaties, SLTs）

及限額比率合約（finite quota shares, FQSs）是兩種典型的未來型財務再保

險。 

SLTs 是多年期的契約，原保險人每年支付再保險費，再保險人將此保

費存入經驗帳戶中（experience account37），再保險人對原保險人之賠款及

管理費用則用此經驗帳戶來支付，而再保險人之責任乃在於當賠款發生

時，須先支付賠款，原保險人再逐年攤還之，若此經驗帳戶產生赤字，則

原保險人需增加再保險費之支付，若經驗帳戶有盈餘，則歸原保險人。在

SLTs 運作下，財務報表數字將趨於平穩，盈餘亦能平均產生。至於 FQSs

亦是多年期的契約，原保險人須將未滿期保費（unearned premium）化為再

保險費分予再保險人，此時再保險人須支付原保險人再保險佣金用以彌補

                                                                                                            
4 

36 D. L. Ruhm & P. J. Brehm, supra note 32. 
37 Swiss Re,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via Finite Risk Reinsurance: An Effec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SIGMA NO.5, 21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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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保險人在原保險招攬與簽單費用38（acquisition costs），原保險人資產負

債表及損益表將因此而獲得改善。 

原保險人承接原保險業務後，由收取的保費中提撥出預計將來用作保

險賠償金額可能不足支付實際須賠償金額39，此為原保險人之承保風險。

另外，原保險人對原被保險之實際賠償時間可能比預計時間早，此為原保

險人之時間風險。藉由 SLTs 或 FQSs 之運作，原保險人可適時取得再保險

金，承保與時間風險因此移轉由再保險人承擔。 

再者，就「發生顯著損失之合理可能性」之要件而言，監理機關普遍

認為若通過 10-10 法則或 ERD 法則的測試，再保險人即有合理可能發生顯

著損失。SLTs 與 FQSs 若安排得當，皆能通過此類法則之測試，故有顯著

的風險移轉，皆可認為是再保險契約。 

(二) 追溯型財務再保險 

追溯型之財務再保險（retrospective covers）乃注重在處理分保者

（cedant）已發生的事故提出補償的計畫。在實務上較常使用者有：賠款

責任移轉合約（Loss portfolio agreements, LPTs）、回溯累積合約（Adverse 

development covers, ADCs）、時間與距離合約（Time and distance policies, 

TDs），茲就有無具備風險移轉之兩判斷要件，分析如下： 
1.賠款責任移轉合約（LPTs） 

所謂未結賠款（underlying outstanding claim），係指已發生且已向承保

公司通知，而承保公司尚未處理完了的賠款案。在賠款責任移轉合約運作

                                                 
38 招攬與簽單費用又稱為新契約成本，在此係保險人為獲取新客戶業務所需支出之成本，在

保險會計上，保險人尚未有保費收入前，即必須付出新契約成本，若某年度新契約成本大

幅攀升，保險人之資產費在表及損益表即會發生偏差。 
39 訂立保險契約，保險人會根據過去的經驗紀錄預估將來保險業務損失、事故發生頻率與時

間，然而這些估計仍充滿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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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原保險人將 LPTs 生效前之已發生但未結案之賠款責任（liability for 

underlying outstanding losses）移轉由再保險人負責賠償。若實際賠償的時

間晚於預計賠償的時間，再保險人因此而賺取利潤；相反的，若實際賠償

的時間早於預計賠償的時間，再保險人即受不利益。再保險人主要承擔了

原保險人之給付賠款時間提早的不確定性，亦即時間風險。另一方面，LPT

之保險費率由原保險人之未決賠款準備之現值淨額（the net present value of 

the reserves）與附加費用（loading）構成，所謂附加費用包括管理、稅捐

以及利潤等。若原保險人之未決賠款準備估價不足，此種風險屬於承保風

險轉由再保險人承擔，故 LPTs 承擔顯著風險，包含時間和承保風險。 

再者，在 LPTs 之運作下，再保險人有合理可能發生顯著損失。綜合

上述，儘管法律可能有不同的觀點40，從監理的角度而言，LPTs 具備風險

移轉之功能，可認為是再保險契約。 

2.回溯累積合約（ADCs） 

ADCs 與 LPTs 相同，主要處理的是基於時間價值41（time value of 

money）所產生的時間風險。有所不同的是 ADCs 之處理的顯著損失是：

任何超過原保險人之賠款準備金為基準點之損失（any loss above the 

attachment point equalling to the ceding insurer’s loss reserves），而 LPT 移轉

的是未決賠款準備金之責任（outstanding claims reserves for the liabilities）；

換言之，ADCs 以原提列之賠款準備金不足實際支付之賠款所造成的損失

為對象42。此外，ADCs 之再保險人承擔較多原保險人之殘留風險43（residual 

                                                 
40 從法律的觀點而言，無論是保險或再保險，均針對未來尚未發生事故提供保障；若對已發

生的事故提出補償的計畫，即與保險之概念不符。 
41 時間價值亦可解釋為是經過貼現後的現值（discounted present value）。基本上，時間價值原

理是建立在即時可得的金錢比未來才可得金錢更具價值的基礎上；例如，90 美元在一年後

得因儲存利息、投資或其他理財機制而增加到 100 美元的價值，故 100 美元之貼現值為 90

美元。 
42 陳繼堯，同前註 15，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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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此種風險常因預測較不易，導致原保險人對準備金估價不足。 

如同 LPTs，ADCs 之再保險人亦有發生顯著損失之合理可能性，故從

監理的角度而言，ADCs 具備風險移轉之功能，亦得認為是再保險契約。 

3.時間與距離合約（TDs） 

TDs 主要是針對「已發生未報告賠款」（incurred but not reported, IBNR）

的損失，已發生的事故提出補償的計畫，然而，TDs 並不處理未決賠款，

換言之，原保險人對已發生之承保責任並不因 TDs 移轉給再保險人。TDs

生效後，原保險人將相當於合約期間應支付賠款之現值（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payable indemnity），扣除預期收益（expected investment value）後的現

值，作為再保險費交付給再保險人，再保險人須按照具體預定計畫表

（specified fixed schedule），於約定之日期分期給付約定金額於原保險人，

作為再保險賠款。值得注意的是 TDs 的「再保險賠款」之日期與金額都已

是先預定，故再保險人無承擔任何原保險人之承保或時間風險44；事實上，

再保險人承擔實際投資收益低於預期投資收益之風險，但此種風險不屬於

顯著的保險風險，故不得任認為具風險移轉之功能，故無論從法律或監理

的觀點，TDs 無法被歸類為再保險。 

參、巨災債券之法律與監理議題 

1999 年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生命與財產均發生嚴重的損失，在此

巨災過後，我國政府希望藉保險機制來分散住宅地震危險，故在 2001 年立

法院通過增訂保險法第 138 之 1 條，並在 2007 年加以修正。其中第 1 項規

定：「財產保險業應承保住宅地震危險，以主管機關建立之危險分散機制為

之。」第 2 項規定：「前項危險分散機制，應成立財團法人住宅地震保險基

                                                                                                            
43 殘留風險是指現有風險控制措施無法消減，或不實施風險緩和而願意去接受的風險。 
44 IAI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Disclosure and Analysis of Finite 

Reinsurance, 2005, Basel: IAIS, (Oct. 2005), a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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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負責管理45，就超過財產保險業共保承擔限額部分，由該基金承擔、向

國內、外為再保險、以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為之或由政府承受。」此條文

之增訂乃引發我國保險業向資本市場尋求保障，巨災債券乃保險市場結合

資本市場後發展較成功的一種 ART 商品。 

我國住宅地震危險分散機制，主要仰賴「台灣住宅地震險共保集團」

（Taiwan Residential Earthquake Insurance Pool，簡稱 TREIP）之風險分擔

機制（詳見表三）。其中涉及發行巨災債券是在第二層之二，此分層之任務

為安排於國內外再保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相對額度為 200 億元台幣。

TREIP 第二層之二具體運用情況為（詳見表四）：發行金額約 34 億元台幣

（約 1 億美元）的巨災債券將風險移轉至國際資本市場，以及安排再保險

承擔約 66 億元台幣的理賠總額；另一半約 100 億元台幣保險額度分為 20%

（20 億元台幣）的國內再保險以及 80%（80 億元台幣）的國外再保險。 

表三：TREIP 風險分擔機制分配表 

承擔者 層次 相對額度 備註 

住宅地震共保組織  第一層 28 億元台幣 1. 基 本 認 受

成份。 

2. 住 宅 火 險

市 場 佔 有

率分配。 
財政部提供保證，財團法

人住宅地震保險基金承

擔 

第二層之一 172 億元台幣

安排於國內外再保市場 第二層之二 200 億元台幣

第 二 層 共 承

擔 672 億

元，再細分為

                                                 
45 住宅地震保險制度初期係由主管機關委託中央再保險公司擔任經理人，2005 年 12 月財團

法人住宅地震保險基金成為該保險制度之運作中心，該基金於 2006 年 7 月自中央再保險

公司脫離而獨立運作，負責住宅地震保險制度之實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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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資本市場分散 

住宅地震保險基金承擔 第二層之三 200 億元台幣

政府承擔，損失發生時由

主管機關編列經費需求

報請行政院循預算程序

辦理。 

第二層之四 100 億元台幣

四 層 承 擔 損

失。 

資料來源：改編自張澤慈，住宅地震保險理賠作業，地震保險基金簡報檔，2009 年 5

月 5 日。 

在海外成立 SPV 發行巨災債券，所涉及我國法令限制較少，況且已有

成功發行之經驗，為現今我國發展具災債券較可行之方式。我國尚未針對

巨災債券之發行為專門立法，若在國內業者在國內設立 SPV，並由該 SPV

在國內發行巨災債券，首先將面臨轉投資之法令限制，我國法律對於轉投

表四：TREIP 第二層之二額度分配及累積額度顯示圖 

 

國內再保 20% 

（NT＄20 億元）

國外再保 80% 

（NT＄80 億元） 

第一層再保（NT＄66 億元） 

巨災債券（NT＄34 億元） 

 
 

NT＄400 億元 
 

 
 

NT＄300 億元 
 
 
 
NT＄234 億元 
 
 
NT＄200 億元 

 
（累積額度） 

 

 

安
排
於
國
內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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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市
場
或
資

本
市
場
分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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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之限制頗多，發起人46（originator），為成立 SPV 所做的轉投資將因法律

而受限制，如此，將降低業者在我國境內成立 SPV 發行巨災債券之意願，

故在 2003 年，我國選擇在海外發行首宗巨災債券，發行的流程如下：第一

步驟：台灣之直接簽單保險人簽發住宅地震險的保單後，轉向中央再保險

公司投保再保險，住宅地震風險因此而納入 TREIP 風險分擔機制。第二步

驟：中央再保險公司在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成立一特殊目的機構

（Special Purpose Vehicle；以下簡稱 SPV）稱為福爾摩沙再保險公司

（Formosa Re Ltd），此 SPV 由中央再保險公司負責經營管理。第三步驟：

中央再保險公司將TREIP第二層之二中發行巨災債券的額度向福爾摩沙再

保險公司為轉再保險（retrocession）；第四步驟、福爾摩沙再保險公司在海

外發行年期總價 1 億美元 3 年期之巨災債券47，以保障 TREIP 之部分住宅

地震風險。 

一、特殊目的機構參與之主要契約 

巨災債券性質頗為複雜，一完整巨災債券交易流程參與之當事人可能

位於不同國家或地區，巨災債券最重要的步驟是建立海外特殊目的機構

（off-shore SPV），然後向世界各國投資人發行巨災債券，故 SPV 行為在

法律上主要涉及兩種契約關係：一是 SPV 與發起人（SPV 之設立人）間的

契約關係；另一是 SPV 與債券投資人（bond investors）間的契約關係，此

兩種契約關係之目的均為風險之移轉與分散，與保險有類似之功能，然而

依其法律性質究竟是否為保險契約或為其他種契約，分析如下： 

(一) 特殊目的機構與發起人間之契約關係 

                                                 
46 巨災債券之發起人即是避險者，亦為 SPV 之設立人。 
47 此巨災債券在 2003 年，由開曼群島之福爾摩沙再保險公司委託瑞士再保資本市場（Swiss 

Re Capital Markets）、怡安資本市場（Aon Capital Markets）、馬修麥克倫南證券公司（MMC 

Securities Corp.）負責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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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V 或特殊目的再保險人（Special Purpose Reinsurer, SPR48）與發起人

間是何種契約關係？此問題需視巨災債券之起賠基礎（trigger base）而定，

起賠基礎可為多樣性，亦可為發起人量身設定，然而，現今之運作主要分

為兩大類型：第一、以實際損失金額為準之「損害填補型」（indemnity type）；

第二、將損失金額化為參數或基於參數而運算所得之指數為準之「指數或

參數型」（index or parameter type）。 

就以損害填補為起賠基礎之巨災債券而言，發起人需支付費用

（premium）給 SPV，而 SPV 在巨災發生後，支付發起人實際損失之金額，

發起人亦得於實際損害金額確定後向 SPV 請求此金額之給付；無疑地，此

種型式完全符合保險之要件，故 SPV 與發起人間之契約為保險契約。 

然而，指數或參數為起賠基礎之巨災債券，在巨災發生後，SPV 並不

按照發起人之實際損失支付賠償金額，而係根據具公信力之官方或非官方

機構所發布之指數或經計算得出的參數為支付金額之指標，儘管發起人仍

需支付類似保險費之權利金（premium）給 SPV，然而，在指數或經計算

所得出的參數之下，SPV 支付之金額無法與實際損失完全一致49，所以發

起人必須面臨基差風險50（basis risk），故 SPV 與發起人間存在一種非定型

化之避險契約（hedging contract）。 

(二) 特殊目的機構債券發行人與債券投資人間之契約關係 

                                                 
48 基本上，巨災債券之發行人若非保險業者，發行者與特殊目的機構（SPV）間可能存在保

險契約關係；若發行人若為保險業者，此時特殊目的機構將成為特殊目的再保險人（SPR），

兩者間可能存在再保險契約。在後者之情形，SPR 此專門用語或許較精確，然而實務上，

SPR 仍然以 SPV 稱之，故本文將繼續沿用 SPV 之名稱。 
49 保險契約為損害填補之契約（contract of indemnity），被保險人不得因保險事故之發生而取

得較實際損失為高之金額。 
50 基差風險是避險標的物價值與避險工具價值間所產生的差異，當避險者利用組成指數作為

避險標的物價值時，避險者之損失卻不一定和指數完全一致，此時即產生基差風險。基本

上，保險得完全填補避險者之實際損失，所以幾乎無基差風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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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目的機構債券發行人（以下簡稱 SPV bond issuer）與債券投資人

間是否存在保險或其他種契約關係？首先必須釐清巨災債券之償付條件類

型；巨災債券依償付條件可分為本金沒收型（principal at risk）與本金保證

償還型（principal protected）。 

所謂本金沒收型之巨災債券，係指約定之巨災損失超過起賠條件時，

所超過的損失直接從本金中扣除，作為 SPV bond issuer 對發起人賠付之補

償，直到債券本金全部扣除殆盡為止，若債券期間屆滿後本金尚有剩餘，

SPV bond issuer 須將剩餘部分退還給債券投資人。 

在本金沒收型且以損害填補為起賠基礎之巨災債券運作下，SPV bond 

issuer 與債券投資人間之關係與傳統超額巨災保險契約當事人關係相當類

似。當 SPV bond issuer 進行巨災債券之發行時，多數投資人為取得債券持

有而繳納債券本金（bond capital）給 SPV bond issuer，此可比擬債券投資

人預先支付「保險金」給 SPV bond issuer。而 SPV bond issuer 定期支付債

息給債券投資人，此可比擬為定期給付之「保險費」。若在巨災債券期限

屆滿本金尚有剩餘，可比擬為保險期間發生之實際損失比原先預估之損失

來得少，所以 SPV bond issuer 必須退還本金之剩餘部分給債券投資人，可

比擬為被保險人將溢收之保險金退還給保險人。然而，與保險契約最大不

同乃在於 SPV bond issuer 與債券投資人之間的現金流（cash flow）。保險

契約乃先交付保險費，事故發生後才進行保險金之給付，若事故發生前即

取得「保險金」，雖然具有損失填補的功能，然而已脫離保險契約正常程

序之運作。此種契約，充其量只能認為是一種類似保險的契約，而並非法

律上所稱之保險契約。 

在本金沒收型且以指數或參數為起賠基礎之巨災債券運作下，扣除本

金之原因並非由於發起人遭受事故所致之實際損害已達到約定的額度，而

是指數或參數已達起賠條件所定之數值。此種契約並非確實地、完全地根

據事故之實際損失進行損害填補，故 SPV bond issuer 與債券投資人間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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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保險契約關係，而是一種投資性質的契約。 

所謂本金保證償還型之巨災債券，係指於約定期間內不論有無起賠條

件發生，皆須返還本金，只是返還之時間不同；若期間無起賠條件發生，

則須於債券到期時返還債券本金給債券投資人，若期間內起賠條件發生，

SPV bond issuer 則依契約所約定的時間償還本金給債券投資人，其間無須

支付利息，此時，SPV bond issuer 即保有一筆資金可供融通51。 

本金保證償還型無論是以損害填補、指數或參數為起賠基礎之巨災債

券，從法律角度觀之，SPV bond issuer 和債券投資人間的關係與消費借貸

契約52（contract of loan for consumption）當事人關係頗為相同，SPV bond 

issuer 可比擬為借用人而債券投資人可比擬為貸與人。再者，此種消費借

貸契約係以金錢為標的物，並以啟動起賠機制為停止條件，一旦條件成就，

無息及延長還款期間之事先約定即生效。 

另外，無論是本金沒收型或本金保證償還型，SPV bond issuer 與債券

投資人間是否為證券交易的契約關係？依我國證券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規

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

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故我國證券交易法並無具體明文巨災債券為該法

所稱之有價證券53。然而，是否歸類為該條項所稱之「其他有價證券」，因

                                                 
51 陳繼堯，同前註 15，頁 392-393。 
52 我國民法第 474 條：「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金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

方，而約定他方以種類、品質、數量相同之物返還之契約。」 
53 至於巨災債券得否認是我國證券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公司債券？在我國公司法之

規範下，公司債券係股份有限公司發行的一種有價證券，向投資者籌措長期資金的一種金

融工具，發行公司依發行時所訂定的發行條件，定期支付一定的利息予投資人，並於到期

時償還本金，故發行公司與債券投資人間存在資金借貸的債權債務關係。依據此定義來檢

視巨災債券，SPV 之組織必須為股份有限公司之情形，討論才有意義。若為本金保證償還

型之巨災債券，債券投資人相當於將資金貸與 SPV，SPV 定期支付利息且到期償還本金，

此時與上述定義相符，屬於證券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公司債券應屬無誤；然而，

若為本金沒收型之巨災債券，SPV 不須償還本金予債券投資人，則與上述之定義不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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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巨災債券尚未在我國境內發行，故主管機關（現今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之見解仍待觀察。基本上，界定是否為有價證券，應重視其實

質，而且也必須謹記證券交易法之證券，著重「投資性」（investment nature）

與「市場流通性」54（market liquidity）。巨災債券具有此二特性，故應歸

類為有價證券為妥；實際上，巨災債券是否為有價證券，仍應按發行地當

地證券主管機關依具體法規斟酌客觀事實而判斷之。 

二、美國證券法規對巨災債券發行方式之監管 

美國為證券產業最為發達國家之一，其證券發行之種類、品質、數量

均超越其他國家55，故研究巨災債券如何在美國發行有其必要。巨災債券

是否為美國證券法規所稱之證券？基本上，1933 年證券法第 2 條(a)(1)56與

1934 年證券交易法第 3 條(a)(10)57對證券之定義已相當寬泛，巨災債券實

                                                                                                            
不屬於證券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公司債券。再者，一旦認定巨災債券為公司債券，

則必須遵守公司法第 247 條及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4 所規定之發行總額之規定，如此法

律之制肘將使業者在我國境內成立 SPV 發行巨災債券之意願降低。 
54  劉 連 煜 ， 《 什 麼 我 已 發 行 了 證 券 ！ 》 ， 載 於 元 富 理 財 網 稅 務 新 聞 網 ，

http://web6.masterlink.com.tw/project/home/masterlink_professor_talk/ssnewstxt.asp?ind=173 

(最後瀏覽日：04/18/2009)。 
55 楊勢如（2008），＜淺析中國證券私募制度＞，《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26 卷第 9 期，頁 16。 
56 1933 年證券法第 2 條(a)(1)翻譯成中文為：「所稱『證券』，係證券是指各種票券、股票、

國庫券、債券、無抵押債券、利益證明或參與某種利潤分配協議的證明、擔保信託證、籌

建經濟組織證、可轉讓股權、投資契約、有投票權的信用證、證券證明、石油、天然氣或

其他礦藏開採權未分配部分的權益；任何證券、存款證明或組合證券和指數證券（包括根

據價格而計算出來的利益）之賣權、買權、跨式組合、選擇權或者特許權；任何在全國證

券交易所上交易的有關外幣的賣權、買權、跨式組合、選擇權或者特許權；或者，從總體

上任何被認為是證券的利益或工具，或者購買上述內容的臨時的或仲介性的收據、擔保、

保證等各種利益的證明。」 
57 1934 年證券交易法第 3 條(a)(10)翻譯成中文為：「所稱『證券』，係指票券、股票、庫藏股、

股票期貨、債券、信用債券；任何利潤分享或石油、天然氣、礦產的採取權或租賃權的股

權憑證（certificate of interest）或參與協議；任何擔保信託憑證、發起設立前之憑證或認購、

可轉讓股份、投資契約、表決權信託憑證、存託憑證；任何股票、存託憑證、證券之集合

或指數（包括其上的利益或價值）之買權、賣權、跨式選擇權、選擇權、優先權；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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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於該兩法條所定義之證券。美國證券主管機關聯邦證券及交易委員會

（Federal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以下簡稱美國證交

會），亦認為巨災債券屬於該委員會監管之證券58。 

發行風險證券化的商品屬於私經濟行為，發行人有相當的自由決定如

何方式來發行，以及如何合理有效地募集資金。在美國巨災債券發行主要

透過兩種方式：一種是公開發行（public offerings），另一種為私下募集

（private offerings）。 

(一) 公開發行 

公開發行乃指發行公司之財務業務對外公開，並受 1933 證券法與 1934

證券交易法所規範進行註冊。公開發行與否，基本上取決於發行的數量、

發行人之財務狀況以及市場上投資者的數量及對此類證券之需求。 

依 1933 年證券法第 6 條(a)揭示，除法律有另有規定得豁免註冊外59，

發行證券須先向美國證交會為註冊，公開發行巨災債券亦不例外。註冊時

發行人必須提出註冊聲明（registration statement），發行人之財務狀況而此

聲明而公開，投資人將可藉註冊聲明所揭示之內容判斷是否投資該債券。

然而，此為資訊公開之機制，美國證交會並不向投資大眾保證註冊聲明所

揭露之內容完全正確無誤；事實上，1933 年證券法第 6 條(a)之立法目的是

                                                                                                            
於全國性證券交易所有關外國貨幣之買權、賣權、跨式選擇權、選擇權或優先權；或一般

而言，普遍被認知為『證券』之任何文書；或前述各種證券之任何股權或參與憑證、臨時

或暫時的憑證、繳納憑證、選擇權、認購權或購買權；但不包括貨幣或任何票券、匯票、

國外匯票或銀行承兌匯票，凡到期日不超過九個月者，但寬限期或任何到期間受限之延展

期則不計算在內。」 
58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US) (2008),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pursuant to 

Section 133 of 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 study on mark-to-market 

accounting, Date: 12/31/2008, http://news/studies/2008/marktomarket123008.pdf (last visited 

04/15/ 2009) 
59 得豁免註冊登記之情形包括：一、向有限的人或機構為私下募集；二、發行有限數量或州

內發行；三、地方政府、州證券；四、聯邦政府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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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債券在買賣過程中發生矇蔽、不實的陳述或其他詐欺之情事，而並

非保證投資人得因投資證券或債券而獲利。 

1934 年證券交易法之重要性在於提供證券或債券之次級市場60交易之

監理規範，巨災債券之公開發行重視資訊公開，故須遵守如下之事項：第

一、巨災債券公開發行必須註冊登記；第二、對於已經註冊的交易，債券

發行人有義務在其發行債券過程中，甚至在債券發行以後，仍然定期地向

投資者或債券購買人提供有關該債券發行人的商務或財務資訊；第三、若

債券發行人財務狀況發生劇烈改變，譬如公司資產產生重大虧損，美國證

交會必須要求該發行人陳報資產狀況改變之過程；第四、為了保護投資大

眾之利益，美國證交會應對證券市場（stock exchanges market）或店頭市

場（over-the-counter market）之仲介商或經銷商為必要之監管，藉此避免

仲介商或經銷商償付能力不足而產生破產。 

(二) 私下募集 

公開發行之法令要求及限制較非公開發行多，且巨災債券偏向屬於機

構投資人投資組合之資產管理工具，其風險之評估須經過相當經驗的機構

投資人為之，該債券不適合一般散戶購買，又公開發行之成本必須支付承

銷商、律師及會計師較高費用，發行人負擔較重，故美國保險業發行巨災

債券多按照 1933 證券法 144A 規則之規定而私下募集。 

1933 年證券法第 4(2)條規定：「與公開發行時無關之發行人之交易，

得豁免註冊。」（transactions by an issuer not involving any public offering）

據此，巨災債券得私下募集豁免註冊，而避免消耗時間或免除高額的註冊

費。另一方面，投資人有時得因私下募集，取得比公開發行優渥之條件，

故私下募集不見得對投資人不利。至於是否為「不涉及任何公開發行」，乃

                                                 
60 次級市場係指新發行以外證券交易的市場，使已公開發行或私下發行的金融證券買賣交易

得以進行。換言之，次級市場是任何舊金融商品（譬如：股票、債券等）的交易市場，可

為金融商品的最初投資者提供資金的流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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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事實問題，舉證責任歸屬於主張豁免註冊責任者61。值得注意的是只有

巨災債券之發行人得豁免註冊，債券承銷商或其他經紀商則無此權利。在

私下募集機制下，債券經紀商或承銷商只負責債券之買賣，立於發行人（賣

方）及投資人（買方）之間的仲介地位，藉此賺取佣金，故不得主張私下

募集豁免註冊。 

肆、替代性風險移轉之監理法規單一化 

一、發展背景 

在大多數之國家或地區，金融監理是採傳統之分業監管（supervision by 

institution），亦即不同型態之金融商品有不同之法律規範及主管機關；換

言之，每種金融商品基於其行業領域及交易模式之特殊性，擁有自己的監

理規範與監理機關，而監理機關之權限及責任亦相對清楚。例如，保險商

品基於保險特有的性質及交易方式，應受保險監理機關基於保險業監理法

規之監督；而證券商品交易亦基於證券特有的性質與交易模式，應受證券

監理機關基於證券業相關監理法規之監督；依此類推，銀行、期貨、信託

等，各類型商品基於其特有性質或交易方式，各監理機關依其各別之監理

法規進行各別方式之監督。基於上述理由，在傳統分業監理機制下，將各

種金融商品分別定性於某單一類型的金融商品似有必要。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各種 ART 商品不斷推陳出新，有時某種 ART 商品

跨及不同領域或融合不同金融商品之特性，實難以被歸類為某單一類型之

金融或保險之商品。一種 ART 商品若要面對多種監理法規，法規與法規間

有所牴觸在所難免，若又加上多種業別之監理機關皆擁有管轄權之情形，

極易發生各類別之監理機關積極爭權或消極卸責，須適用多項法規或無法

規適用之窘境，如此，監理機關、業者、廣大投資人將無所適從，徒增 ART

                                                 
61 Michael Himick, Securitized Insurance Risk: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Insurers and Investors, 

New York: Glenlake Publishing, (1998), at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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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理之複雜。再者，ART 商品得為避險者量身訂做，各種 ART 商品型態

之界線已模糊，對於 ART 若仍然以傳統分業監理來進行，實具有相當不

便，故金融監理法規一元化之概念因應而生。 

二、監理法規一元化 vs.監理機關一元化 

所謂金融監理法規一元化，係指將銀行、保險、證券等相關金融法律，

整合成一部完整的法典，所有與金融有關之商品及服務之監理，皆依據該

法典之規範，又依據該法典授權成立單一監理機構，負責所有與金融有關

之商品及服務。監理法規一元化實有利於 ART 之監理；譬如，巨災債券涉

及保險、證券、銀行等之領域，甚至還跨至信託、交換等之運作，若巨災

債券全程交易被歸類為保險交易而受主管機關依保險法規監理，將無法監

理有關 SPV 與債券投資人間之交易，甚至在指數或參數觸發起賠機制之巨

災債券運作下，亦無法監理發起人與 SPV 間交易，畢竟該部分皆非屬保險

交易；若巨災債券全程交易被歸類為有價證券之交易而主管機關依證券法

規監理，亦將無法監理發起人與 SPV 間的關係，因為此部份運作未涉及證

券交易，依據證券法規監理亦屬不合理。監理法規單一乃將所有金融商品

相關之法律整合成一部法典，各種 ART 商品無須再區分其類別，一體適用

同一法規，將可避免監理法規適用掛一漏萬。 

必須釐清的監理法規一元化與監理機關一元化仍有所不同。在監理機

關一元化下，單一監理機關亦可能依據同一法規或不同的法規來監理，換

言之，單一監理機關可能「一機關、一法典」或「一機關、多法典」的現

象。我國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於 2004 年正式掛牌運作，象徵我國金融監理

機關一元化的新紀元，整合後的單一監理機關「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在管理甚至是促進市場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我國金融監理機制

仍屬「一機關、多法典」之分業監理，對於監督法規仍尚未整合，至於我

國未來是否發展監理法規一元化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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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 2000 年金融服務市場法下之單一規制 

英國於 1986 年實施金融大改革（Big Bang）前，與其他大多數國家一

樣是「多機關，多法典」之監理機制，隨著英國國會在 2000 年頒布金融服

務及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以下簡稱 FSMA 

2000），堪稱為劃時代的里程碑。FSMA 2000 總共 433 個條文，將銀行、

保險、證券等相關九種法律62，整合成一部完整的金融法典，由於 FSMA 

2000 法規的授權，英國金融服務局63（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以下簡

稱 FSA）整合之前存在之多種業別之主管機構64，成為單一監理機關，管

轄對象廣泛地包括：銀行（banking）、保險業（insurance services）、證券業

（security industries）、交易所契約（exchange-traded contracts）及清算業務

（liquidation businesses）、相關之會計師及律師等，與整合前最大不同除了

成立 FSA 成為單一之監理機關外，主要還是在於監理重心改變；過去是分

別架構在各業別上，整合後轉變為重視消費者及整體產業活動65。 

                                                 
62 此九項法律為：一、1979 信用合作社法（Credit Unions Act 1979）；二、1972 保險公司法

（Insurance Companies Act 1982）；三、1986 金融服務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四、

1986 建築融資社法（Building Societies Act 1986）；五、1987 銀行法（Banking Act 1987）；

六、1972 互助社法（Friendly Society Act 1992）、七、1975-97 保單持有人保護法（Policyholders 

Protection Acts 1975-97）；八、1923-48 企業擔保法（Industrial Assurance Acts 1923-48）；九、

1977 保險經理（註冊）法（Insurance Brokers (Registration) Act 1977）；以上法律因 FSMA 2000

之制定而均被廢止。 
63  英 國 之 金 融 服 務 局 為 一 獨 立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之 擔 保 有 限 公 司 （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具有準司法機關（quasi-judicial body）的權限，負責監督英國境內之金融服務

業，其董事會成員皆為英國財政部（HM Treasury）所指派。 
64 多種業別監理機構整合，包括：建築融資協會管理委員會（Building Societies Commission）、

互助協會管理委員會（Friendly Societies Commission）、投資活動管理機構（Investment 

Management Regulatory Organisation）、個人投資局（Personal Investment Authority）、互助

協會註冊所（Register of Friendly Societies）、以及證券期貨局（Securities and Futures 

Authority）等機構。 
65 於 2001 年，FSA 提出全面規範指導原則（Integrated Prudential Sourcebooks），規範了以風

險 為 基 礎 的 監 理 模 式 ， 監 理 重 心 不 再 以 業 別 區 分 。 參 見 FSA Press Release, Ref. 

FSA/PN/064/2001, 7 Jun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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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運作之 ART 商品大致上仍屬於 FSA 管轄對象下之交易，諸如：

財務再保險（financial reinsurance）、巨災債券（catastrophe bonds）、衍生

性金融商品（derivatives）、或有資本工具（contingent capital instruments）

等。又 FSMA 2000 第 2 章第 22 條「應予監理之行為」66（regulated activities），

已幾近涵蓋 ART 相關活動與業務，無疑地應遵守 FSMA 2000 之規範。現

今英國對於金融商品及服務之監理已發展至「一機關、一法典」的境地，

其監理法規及監理機關整合成功之經驗，值得其他國家立法或修法時當作

參考。 

四、建構我國金融監理法制的一元化 

建立我國金融監理機關與法制一元化將可促進 ART 的運作；此外，推

動我國金融監理一元化所可帶來之便利及優勢為：在金融跨業經營潮流下

可提升監理能力、增加金融監理的經濟效益以及解決各金融機構間溝通協

調不足之問題。發展 ART 需要相關法律配合，就監理機關一元而言，我國

已成立金管會之單一監理機關；就監理法規一元化而言，將多種金融相關

法規融為一爐牽涉問題相當複雜。金管會於 2007 年 7 月仿效英國 FSMA 

2000，初次提出「金融服務法草案」67，然而此草案已於同年即被發回檢

討。在重新檢視草案條文後，金管會於 2008 年 11 月再次提出新草案，並

且更名為「金融服務業法草案」68。由此可知，我國建構金融監理法制一

元化已邁出步伐。我國金融服務業法尚未完成立法，目前金融服務業法草

案的架構是在維持現行各業法規範之原則下，橫向的整合金融法規，在現

                                                 
66 FSMA 2000 第 22 條並未列舉行為態樣，而係另以「規範二」（Schedule 2）列舉之。 
67 金管會（2007），《金融服務法草案新聞稿 07/12/2007》，載於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網

站 http://www.fscey.gov.tw/ news_detail2.aspx?icuitem=2896085(最後瀏覽日：04/28/2009) 
68 金融服務業法草案全文 54 條，係參酌英國、日本、韓國等國家之立法改革歷程與經驗，

並衡量我國環境，而採取階段性、漸進式之立法模式，最終達金融監理法規一元化之目標。

參見王志誠（2009），＜金融服務業法草案之評釋－新瓶裝舊酒？＞，《月旦民商法雜誌》，

26 期，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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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銀行、保險、證券等之眾多金融商品具共通性但不一致之事項，賦予單

一規制基礎，如此，將促進混業經營條件下，不同金融服務業間的業務別

界線日益模糊之經營趨勢，此趨勢將有利於 ART 市場之發展。揆諸金融服

務業法草案，本文認為下列三點之內容宜加強之。 

第一點、以「功能型監理」69（functional regulation）為基礎，增加監

理之項目。目前金融服務業法草案提及之特定金融活動有：辦理財富管理

（金融服務業法草案第 16 條）、業者間之共同行銷之管理（金融服務業法

草案第 17、18 條）、強化負責人及從業人員之管理（金融服務業法草案第

22 至第 28 條）等。本文建議該草案可參考英國 FSMA 2000，增加對下列

活動作監理規範，包括：開業之批准與豁免（authorisation and exemption）、

行為規範（regulated activities）、從業機構及人員之控管（control over 

authorised persons）、資訊提供與檢查（information and investigations）、賠

償機制（compensation scheme）、爭議處理機制（ombudsman scheme）、破

壞市場機制之罰則（penalties for market Abuse）等。然而，即使在增加監

理項目之前提下，仍宜考量金融商品（包括 ART 商品）以及活動種類之多

樣性，故法律宜作原則性規範，細節部分得以法律授權主管機關以行政命

令訂立70。 

第二點、建構更明確之金融法制橫向規制。所謂橫向規制是以金融機

構、金融監理者、金融商品、投資者等角色功能為規範架構之基礎，取代

傳統以行業別為法制之建構；橫向規制對於 ART 商品和混業經營的實踐是

有所助益的。本文認為，金融服務業法草案應將金融機構統一定位為「金

融服務提供者」；金融服務提供者所對應之被保險人、投資者、存款人等接

                                                 
69 所謂功能型監理係指：依金融體系基本功能而設計的監管體制，亦即一個特定的金融活動

由一個監管者進行監管，而不論這個活動由哪一個金融服務業所從事。 
70 以英國之金融監理法制為例，單一主管機關 FSA 所發布的規則（rules）及指導（guidance）

數量之多，彙集成之手冊（handbook）已計有 37 種類別，紙本數量約 8 千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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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金融服務之人皆定位為「客戶」71；而監理主管機關居於「金融服務提

供者」與「客戶」之間，依不同類型的客戶（見下列第三點），扮演仲裁者

或保護者之角色。 

第三點、加強「金融消費者」之保護。接續第二點之論述，「客戶」宜

以經濟實力或投資經驗為標準，區分為「專業客戶」與「業餘客戶」72，

而將「業餘客戶」定位為「金融消費者」，而監理主管機關是「金融消費者」

之「保護者」。由於專業客戶擁有自己收集分析必要資訊之能力，且財力較

佳，又具專業（譬如特定法人為巨災債券之投資人），並非經濟之弱勢者，

故與「金融服務提供者」視為平等的民事主體較無問題。然而「業餘客戶」

投資的目的是獲得生活消費，投資行為與個人生活消費取得有關，因此稱

為「金融消費者」，並受消費者法律之保護為宜。事實上金管會已開始注意

到保護金融消費者之議題，在金融服務業法草案於 2010 年再度被行政院退

回後，決定暫時擱置此草案73，改提出解決金融消費爭議為目的之金融消

費保護法草案，強調成立專責機構來負責評議爭議案件，以保護小額投資

人權益。 

伍、結論 

1990 年代初期，芝加哥交易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發行

保險結合資本市場之巨災保險期貨契約後，ART 之商品如雨後春筍般的出

現，時至今日，新型態商品仍繼續推陳出新74。然而 ART 之監理規制不盡

                                                 
71 金融服務業法草案已定位接受金融服務之人為「客戶」，譬如在草案第 6 條：「本法所稱客

戶，指金融商品銷售相對人、受益人或其他接受金融服務業提供金融服務之人。」 
72 日本金融商品交易法即根據投資者之專業程度，仿效歐盟 2004 年新投資服務法指令，將

投資者分為特定（專業）投資者與一般（業餘）投資者，根據投資者經驗與財力的差異，

建構靈活之規則體系。參見楊東，「論金融法制橫向規制趨勢」，法學家，2009 年第 2 期。 
73  聯合報（2010），《金融消保法：保護小額投資人》，載於聯合理財網 2010/08/02，

http://money.udn.com/ wealth/storypage.jsp?f_ ART_ID =215736(最後瀏覽日：08/0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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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隨新型態商品出現而發展，ART 法律與監理問題亦伴隨而生，本文歸納

上述探討之議題，做出如下的結語。 

就財務再保險之議題而言，首先必先確定風險移轉是否為保險的必要

條件，對此議題，我國保險法與英國案例雖無具體明文，美國案例似採肯

定的見解。從法律的觀點而言，財務再保險名為「保險」，故風險移轉應是

保險成立要件，而法律上所指的風險移轉，主要是在於承保風險移轉，然

而承保風險會有時間風險之延伸，尤其在意外責任保險 75 （casualty 

insurance），意外所遭受之總損失金額往往需經過一段或長或短的不確定的

期間才能夠確定，因而延伸出明顯的時間風險76。另外，從監理與會計之

觀點而言，財務再保險須具備風險移轉之功能，風險範圍除承保風險外，

尚包括時間風險。各種類型之財務再保險有無具備風險移轉，應依二要件

判斷之，第一、再保險人承擔顯著的保險風險，包含承保風險或時間風險；

第二、再保險人有合理可能發生顯著損失。以此二要件來審視各類型財務

再保險；未來型之財務再保險包括：分散損失合約（SLTs）、限額比率合約

（FQSs），皆具備風險移轉之功能，故應屬於保險契約；然而，各類型之

追溯型之財務再保險不盡然全具有風險移轉功能，在賠款責任移轉合約

（LPTs）以及回溯累積合約（ADCs），因存在風險移轉，在監理規範上尚

可認為是保險合約；時間與距離合約（TDs）則不具備移轉承保或時間風

險之功能，故在監理上不認為是保險合約。然而從法律觀點而言，追溯型

之財務再保險係針對已發生的事故提出補償的計畫，與法律上定義之保險

                                                                                                            
SECURITISATION- A GUIDE FOR ISSUERS AND INVESTORS VOL. 33, 25 (1999). 

75 美國產物保險主要包括兩大險種，一為以實體為標的物的財產險，一為意外責任保險，主

要針對第三人責任，美國的產險業務量中責任險之比重幾占一半。 
76 1960 年代中期，歐美各地法院充斥石棉訴訟案件，石棉工作者因長期接觸石棉致病，遂向

經營石棉業之僱主求償，僱主大多已投保了僱主責任險，賠償責任多轉由保險公司承擔。

保險公司接受該種意外險業務後，除了承擔承保風險外，由於從接觸石棉到疾病發作的時

間差較不易確定，不易準確估計目前及未來的總索賠額，時間風險於是產生。See Chao Chih 

Lin, The Risk Strategies from Reinsurance to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and Financing in Current 

Law, Taoyuan: Kain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at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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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針對將來發生的事故有所不同。由此可知，監理規範對於保險的要件的

認定，遠比法律所定義之保險要件為寬鬆且具彈性。 

就巨災債券之議題而言，在巨災債券運作上，SPV 主要涉及：一、SPV

與發起人間的契約關係；二、SPV 與債券投資人間的契約關係。就第一種

契約關係而言，依其法律性質究竟是否為保險契約需視其巨災債券之起賠

條件而定。以損害填補為起賠基礎之巨災債券，SPV 支付發起人金額，係

以發起人之實際損失計算，故 SPV 與發起人間之契約為保險或再保契約；

然而在指數或參數為起賠基礎之巨災債券，SPV 支付發起人金額，係按照

指數或參數來計算，而非依據實際損失，故 SPV 與發起人間並非單純保險

或再保險契約。再來，就第二種契約關係而言，其現金流量之程序與保險

顯不相同，非屬正常之保險契約，故 SPV 與債券投資人間不存在保險契約

關係。另一方面，巨災債券是否為有價證券，應按發行地當地有關證券之

法律。美國證券產業發達，研究在美國發行巨災債券有其重要性，依美國

證券相關法規，證券之定義相當廣，巨災債券符合美國 1933 年證券法、1934

年證券交易法定義所包含之證券並無疑問。在美國發行巨災債券得為公開

發行或私下募集，公開發行重視資訊公開，故發行人於發行時須註冊申報，

而私下募集屬於非公開發行，依法得豁免註冊。 

就 ART 之監理法制單一化之議題而言，在傳統監理機制下，不同型態

之金融或保險商品有不同之法律規範及主管機關，各主管機關依其專門法

規進行監理，然而各種 ART 商品類別之界線有時難以認定，多機關多法規

監督機制權責不易分明，對 ART 商品之監理將造成運作上之困難。我國已

成立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融監理機關已整合為單一機構，但仍應依各

種法規為分業監理，而英國 FSMA 2000 乃為整合多種法規後形成之單一法

典，FSA 依該法典授權成為單一監理機關，在英國一機關一法規之監理機

制下，對於 ART 之監理實有相當之妥適性，值得我國學習。實際上，我國

金管會已師法 FSMA 2000 提出金融服務法草案後，又修正為現今之金融服

務業法草案，本文認為金融服務業法草案仍宜再就三面項增加規範，包括：

203



高大法學論叢 第 7 卷．第 1 期 

 

 

48

一、以功能型監理為基礎增加監理之項目；二、建構金融法制橫向規制；

三、加強金融消費者保護。總之，將現行錯綜複雜之金融監理規範整合成

單一法制非一蹴可幾，然而將金融服務業管理法制規範加以整合對 ART 發

展有相當的幫助，故仍期待金融服務業法能順利完成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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