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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責任保險之意義、思潮及功能 

第一節 責任保險之意義 

責任保險(Liability Insurance)之意義： 

責任保險係由保險人承保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因此在日本責任保險又稱為「賠償責任保險」。責任保險所稱

之「責任」，包括被保險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契約責任及違

反法定義務之賠償責任。責任保險所承保之諸多責任中，以被保險人

之過失侵權行為所致第三人損害之賠償責任為最常見，被保險人故意

行為所致第三人損害之賠償責任，於一般責任保險為不保事項。我國

保險法第九十條之規定：「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

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負賠償之責。」，按此規定保險人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必須同時具備三項要件： 

一、須為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賠償責任 

   責任保險所承保之責任為被保險人之不法行為致使第三人損害，

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故責任保險又稱為「第三人責任保險」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surance)。而所謂之「第三人」( Third Party )就

廣義言之：係指除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以外之任何人，責任保險契約

當事人包括保險人及被保險人(或稱要保人)，當事人以外之人均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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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依此解釋，「第三人」應包括被保險人之家屬及其受雇人在內，

惟除雇主責任保險有承保被保險人之受雇人之外，在實務上，一般責

任保險保單多另行約定將被保險人之家屬及受雇人予以除外不保。因

此，就狹義而言，所謂「第三人」係指除被保險人及其家屬、受雇人

及保險人以外之任何人。 

二、須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除以保險契約加以排除或限制

外，保險人均應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而所謂「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係指依據「法律規定」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某一責任保險所

承保之責任風險，法律有特別規定者，應優先適用特別法之規定。例

如：承保消費產品責任風險之保險-產品責任保險應優先適用消費者

保護法之規定；承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應優先適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之規定。無特別法規定者，則適用普通法-民法損害賠償相關之規

定。一般而言，特別法基於保護受害人之立場，在責任基礎(即歸責

事由)上，多半採用較有利於受害人之規定，例如：產品責任保險按

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之規定採用無過失責任；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依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五條之規定則採用限額無過失責任。在損害賠償

之範圍，除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對傷害醫療給付、殘廢給付、死亡給

付設有特別規定須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給付外，其餘之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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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多半僅就責任基礎予以特別規定，未對損害賠償範圍，予以特別規

定。未就損害賠償範圍為特別規定者，應回歸民法關於損害賠償範圍

之規定。對身體傷亡之損害其賠償範圍應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九二

條、第一九三條、第一九四條、第一九五條、第二一六條之相關規定；

對物之損害則按民法第一九六條、第二一六條有關之規定。至於損害

賠償之方法則依民法第第二一三條、第二一四條、第二一五條之規定

為之。 

三、須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 

    對被保險人而言，於受第三人(該第三人包括直接受害人-受害人

本人；間接受害人-受害人之家屬、繼受人及其他有權請求賠償之人，

這些人，本文將其統稱之為受害第三人)為賠償請求，並給付損害賠

償金後，被保險人始有損失。責任保險屬於損失填補保險，依損失補

償原則，被保險人有損失，保險人始須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倘受

害第三人雖受有損害，被保險人依法亦應負賠償責任，而受害第三人

並不向被保險人請求賠償，則被保險人並無損失，保險人自然無須負

賠償之責。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例，受害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請

求賠償當於法律所規定之時效內為之，亦即須於民法第一九七條：「因

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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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之期間內為之，故受害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短期時

效為二年，長期時效為十年，以先到者為準。至於被保險人(加害人、

賠償義務人)對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時效除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十三條之規定：「由本法所生請求給付保險

金及特別補償基金之權利，自受益人知有請求權之日起，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自汽車交通事故發生之日起，逾十年者，亦同」外，其他

之責任保險則依保險法第六十五條第三款之規定「由保險契約所生之

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左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

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受請求之日起算。」被保險人除須於保險事故發生後依保險契約之約

定或依保險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保險人外，並須

依上述之規定，於受受害第三人請求之日起算二年內向保險人請求賠

償，逾期保險人可不負賠償責任1。 

第二節 責任保險之思潮 

意外保險範疇之責任保險濫觴於英國僱主責任法(Employer's 

Liability Act,1880)2。該法於一八八0年公佈後，使保險制度發展至新

                                                 
1 參 楊誠對著，意外保險-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0年 9
月修訂六版，P259-269 
2 參 王志鏞著，「僱主責任保險概述」，載產險季刊三十一期、三十二期，P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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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態，即承保由僱主之過失行為而對受僱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

任。然該法規定，受僱人僅於他人過失致其受有損害時，始得請求賠

償，並不能確實保護受僱人之利益。故一八九七年乃又制定勞工賠償

法(Worker's Compensation Act,1897)，規定不論有無過失，勞工於執行

職務時，因意外事故而受有損害，即可請求賠償，然此法亦僅限於少

數之僱傭行業而已。俟一九 0六年制定之勞工賠償法 (Worker's 

Compensation Act,1906)，始規定適用於全部之受僱人3。而責任保險

亦自此開始由單純保障被保險人之功能，兼而顧及受害第三人之保

護。 

    自工業革命至十九世紀後半以降，科技活動及機械技術發達，危

險歸責之無過失責任主義亦日漸形成，從而責任保險旋即愈見其重要

性，尤其是汽車動力交通工具被大量使用於現今經濟社會生活之中，

汽車已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重要交通工具之一。然於另一方面，隨

著此等文明產物之不斷增加，因汽車此等新科技產物所肇致第三人之

損害事故，已是不可避免之社會不良現象，直至一九二0年代中葉，

車禍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受害第三人因加害人之資力有限，往往無法

獲得十足之賠償，為對汽車事故之犧牲者給予充分之救濟與保護，汽

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因而出現4。但是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受害第三

                                                 
3 參 王志鏞著，「僱主責任保險概述」，載產險季刊三十一期、三十二期，P107 
4 Keith Michel , “ The Third Parties (Rights Against Insurer)Act 1930 in a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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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在法律上，對保險人當然不能取得任何權利，同時，對加害人

(被保險人)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亦當然不得有所主張；惟此等結果

對受害第三人而言，保護並不周詳，且責任保險契約與其他保險契約

有所不同，具有複雜且特殊之法律關係，亦即，除如一般損害保險，

有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保險關係外，尚有被保險人與受害第三人之責

任關係；從而先進國家，主張實際受到損害之受害第三人，應給予法

律地位之考量，以確保其能獲得保險金之利益；首先於判例中確認受

害第三人此等權利者為法國，該國在一九二五年保險契約法草案第五

十三條之規定：「原文為：L’assureur ne peut payer a un autre que 

le tiers lese tout ou partie de la somme due par lui, tant que 

ce tiers n’a pas ete desinteresse, jusqu’a concurrence de 

ladite somme, des consequences pecuniaires du fait dommageable 

ayant entraine la responsabilite de l’assure.」譯文為：「於

受害第三人因被保險人應負責之加害行為產生之金錢損失未被賠償

解決前，保險人不得將等於此金額之全部或一部金額給付予他人」
5
，

已可窺見保護受害第三人思想之濫觴，其後於一九三 0 年之保險法

中，明定被保險人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於受害第三人就未能自被保

                                                                                                                                            
context” , 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 
No1-4,1987,P.228(Hereinafter cited as ” The Third Parties Act 1930 in a modern 
context”) 
5 參 黃正宗著 我國保險法的比較研析-法、德、日、美諸國法對我國保險契約
法影響，民國 90年 12月 12日於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公會發表論文，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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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加害人)取得賠償之限度內，歸屬受害第三人
6
；自此之後，各

國乃先後立法明定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現已蔚為世界各國之風

潮
7
。 

責任保險制度之開始及其發展，自始至終，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制度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
8
。責任保險制度於開始建立之際，曾被嚴

厲地指責為不道德(Unmoral)及不合法(Ungesetzlichkeit)9，蓋其既然是

在補償被保險人(加害人)因責任所產生之損害，則無疑使責任保險法

規範之嚇阻效果，因加害人(被保險人)可以藉保險加以轉嫁而大為降

低，且亦足以導致行為人於生活上所需之注意，因而鬆懈，危及公益，

是以早期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須限於無過失責任10，始為合法11。

惟隨著責任保險保護思想之轉變，亦即責任保險之保護對象，逐漸由

                                                 
6 參 倉澤康一郎，「責任保險における被害者の直接請求權」載同作者著，保險
契約法の現代的課題，成文堂，昭和五十三年一月三十日，第一刷發行，P2-3 
7 黃淑琳，從責任保險的機能論被害人之保護—以相互保險制度及直接請求權制

度之建立為中心，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0年6月，p58-59 
8 Bruck/Moller/Johannsen, Kommentar Zum Versicherungs-Vertragsgesetz, Bd.IV, 
Allgemeine Haftpflichtversiche-rerung § §149-158a, 8 . Aufl., Berlin 1970, S. 37 . 
9 Henri Cochand, Der Wertschutz durch Gefahrenpravevention im Haftphlicht-und 
Versicherungsrecht ,1950, Juris-Verlag Zuerich , S.121 . 
10 所謂「無過失責任」乃謂責任之成立並不以行為人有無過失為基礎。其與「危
險責任」(Gefaehrdungshaftung)及「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是否有所不同？名
稱雖有不同，實際上，所要表達者乃同一觀念。只是在德國將其稱為「危險責任」。

在英美法上多稱之為「嚴格責任」，我國則通稱為「無過失責任」。此參王澤鑑，

侵權行為之危機及其發展趨勢，載氏著民法學說與判決研究第二冊,P167 
11 參 王鈞生，侵權行為責任與責任保險之研究，載責任保險論文菁萃，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責任保險研究基金會編印，七十九年十月，P21；參 葉銘進，論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中受害人之保護及其相關問題---以德國法制與我國草案之比較
為中心，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2年 6月，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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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加害人)而移轉至受害第三人，就受害第三人之觀點觀之，

並不因侵權行為係採「過失責任」或「無過失責任」而有所不同，是

以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乃擴及「過失責任」而不受非難。 

責任保險具有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思想及功能，使責任保險獲得合理

(法)化之理由，如此之發展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制度之演進---從過

失責任主義至無過失責任主義，息息相關。 

第三節 責任保險之功能 

責任保險之功能，在於賠償被保險人因法律之規定而對他人負有

損害賠償時所產生之損害。現代社會生活複雜，為防止任何法律規

定、契約義務等所產生被保險人財產上的負擔而設之責任保險，有日

益重要之趨勢12。責任保險發展之原意，在減輕或免除賠償義務人(被

保險人)之賠償責任，故以擔心負賠償責任之人為被保險人，保險發

揮其功能保障被保險人與其他之損害保險並無不同。責任保險發展之

趨勢如前節所述，逐漸發現應獲得保障者不只是被保險人；在意外事

故中之受害第三人，因加害人有責任保險之存在，而確立了損害賠償

請求權實現之可能性(蓋就賠償資力而論，加害人(被保險人)參差不

齊，而保險人與之相較，則相對穩定而可靠)。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損

                                                 
12 參 蘇敏慧著，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之範圍，月旦法學雜誌第三十五期，1998
年 4月出刊，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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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請求權能實現使責任保險的非難性降低，使責任保險合理化合

法化。故責任保險的最新發展方向，每每著重於受害第三人之保護，

而被保險人之保障則反而已退居次位。就責任保險之保障對象分別詳

論如下： 

第一項 責任保險保護被保險人之功能 

責任保險和其他保險一樣，都是由面臨相同危險事故之發生而可

能遭受損害之成員，藉由保險制度組成危險共同體，將危險所致之損

失，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共同團體之成員於保險制度之中即為「被

保險人」，被保險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加入保險共同團體，因此保

險之存在係為了保護「被保險人」之利益，亦即保險所欲保護之對象

為被保險人。換言之，被保險人於締造責任保險契約時，其目的不外

希望透過保險之技術，將未來可能面臨責任負擔之危險，以現在確定

之少額保險費，預先予以分散，而於對第三人造成損害須為賠償時，

即有可請求保險人提供保險之保障；況且於現今之社會，每個人可能

負擔之責任已不斷擴大且易於成立，稍有不慎，(未必須有過失)即成

為損害賠償之責任主體(加害人)，因此締結責任保險契約以期能於可

能負擔之賠償責任中脫免，已是保障被保險人經濟活動安全之必要需

求。雖然隨著責任保險保護思想之轉變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發展

之結合，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思想逐漸被重視，而保護被保險人之功能



 17

雖漸居次位。但無論如何，只要被保險人所締結之責任保險契約存在

且有效，則被保險人終究能因受害第三人已獲得保險之賠償給付而使

其賠償義務消滅，而享受保險之保障利益，即被保險人依然是責任保

險的保護對象，無疑13。有一點須特別予以澄清的是或許有人會以在

強制責任保險之下，若責任被保險人與責任保險人兩者之間有「不健

全保險關係」存在之情形，責任保險人於對受害第三人為給付之後，

有權向責任被保險人為求償，據此理由以否定責任保險保護被保險人

之功能。如此之見，實有以偏概全之失。在強制責任保險中，若責任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有「不健全之保險關係」存在，即責任保險人

有不須對被保險人為給付之抗辯事由存在，責任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本

無給付之義務，係因法律之特別規定使責任保險人之給付義務擬制對

受害第三人存在，並規定責任保險人於向受害第三人為給付之後得請

求責任被保險人為其回復到給付前之原狀，此係強制責任保險為能澈

底且周全地保護受害第三人，所作超出契約法原則之設計，不能因此

即謂責任保險保護被保險人之功能已不存在。 

責任保險對被保險人之保護功能有兩方面，分述如下：  

第一個功能，為轉嫁被保險人之損失： 

                                                 
13 參 葉銘進，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受害人之保護及其相關問題---以德國法
制與我國草案之比較為中心，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2年 6月，
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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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將其不法行為致使受害第三人損害，依法應負潛在損害

賠償責任所生之不利益，透過保險之技術，以已知而確定之少額保險

費加以分散，將此一損害賠償責任所生之不利益轉嫁予保險人承擔。

一旦被保險人對第三人造成損害，依法須負賠償責任。被保險人即對

保險人享有保險給付請求權，以填補其損害，此即為責任保險人之主

要義務。被保險人已對受害第三人賠償其依法應負之賠償金額後，由

保險人負責填補其損害，被保險人即對保險人享有保險金給付請求

權。 

另一個功能，為訴訟協助： 

責任保險之保險人雖然替被保險人承擔損害賠償債務，但被保險

人受受害第三人為損害賠償時，其賠償之責任及金額，往往仍須透過

被保險人與受害第三人間之和解、調解或仲裁或訴訟等過程始得加以

確定。而於確定其責任負擔及數額之過程中，被保險人之應訴及其他

防禦抗辯與否亦關係保險人之利益，故該行為在加害人(被保險人)

與保險人間實具同等價值14，因此該費用即使超過保險金額，仍由保

險人加以負擔，日本學者稱之為「權利保護給付」15。在我國相關規

                                                 
14 參 陳榮一，「論我國保險法對責任保險之規定的缺失(上)」，載產險季刊第五
十期，P14 
15 田中城二 原茂太一，保險法.海商法，P111，引自鈴木辰紀，責任保險の特殊
性とその本質」，載石田滿.宮原守男編,現代損害賠償法講座8,日本評論社,昭和

五十五年四月二十日,第一版第五刷發行,P78,P80。田邊康平，「責任保險におけ

る保險事故—特に權利保護機能との關連におぃての考察」,載作者著，保險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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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見保險法第九十一條：「被保險人因受第三人之請求而為抗辯，所

支出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除契約另有約定外，由保險人負

擔之。」而在此等防訴過程中，保險人為免去加害人(被保險人)之責

任或減輕其賠償數額，減免其本身之補償責任，往往透過其強大之經

濟優勢及專業智能，代為進行訴訟或為各種抗辯，雖此等防訴行為未

必如被保險人本身所為者完全，然卻也免除了被保險人之費用與勞

力，使之得脫免一切不利益。而此等防訴抗辯在我國責任保險中除營

建機具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為保險人代為抗辯義務外，其他類型之責

任保險，僅為保險人之權利。16但在美國一般責任保險單條款及判例，

認為保險人於被保險人被訴請賠償時，有代為提出抗辯之義務，縱使

受害人所提起之訴訟係虛偽、於法無據，或係意圖詐欺，保險人在承

                                                                                                                                            
約の基本構造，有斐閣，昭和五十五年一月三十日，初版第一刷發行，P211-P244 
16 我國責任保險關於防禦抗辯之相關規定有(1)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十
一條：遇有本保單第二條規定之賠償責任發生(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時，本公司應
以被保險人名義，對任何訴訟或賠償請求，行使全權代理之權。被保險人應全力

協助，其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本公司已同意給付本保險單所載賠償金額，

不在此限(2)我國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條款第八條：「被保險汽車在本保險契約有
效期間內因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損害而應負賠償責任時，被保險人如受有賠償請求

或被起訴，本公司得應被保險人之請求，協助其代為進行和解或抗辯，其所需之

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並不受保險金額之限制，被保險人有協助本公司處理之義

務。」(3)在責任保險共同條款第十四條：「被保險人因發生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
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一)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得就民事部分
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

金額者，若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

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有到法院應訊並協助覓取有關證據及證人

之義務。」，由上述規定觀之，防禦抗辯只有在營建機具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是保

險人之義務，其他類型之責任保險是否要為被保險人防禦是保險人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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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範圍內仍須履行抗辯義務17。與之相較我國之責任保險對被保險人

之保護，實仍有增進之空間。 

第二項 責任保險保障受害人之功能 

責任保險原本只是被保險人欲保護其自身免受受害第三人之賠

償請求，而尋求的風險管理工具而已。責任保險人為被保險人所提供

之保護，除補償被保險人因賠償受害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損失

而給予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之外，尚有當被保險人受第三人為賠償請

求時為其出面防禦之抗辯義務。由此觀之，責任保險契約締結之初，

並未顧及受害人之利益。惟加害人若是有有效之責任保險契約存在，

為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無疑地大大提高他的賠償能力，受害第三人

可獲得賠償之機會及實現其對加害人(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可能性亦因加害人有有效之責任保險契約存在而大大地提升。因

此，受害人亦因加害人有有效之責任保險契約而間接地受到保障之利

益。基此，責任保險保障受害人之利益原本僅僅是保護被保險人(加

害人)之同時，所產生的附隨效果。 

責任保險制度於發展之初，曾一度被嚴厲地指責為不道德及不合

                                                 
17 John F.Dobbyn,Insurance Law 3rd,West Publishing co.1996,P55;Robert 
H.Jerry,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Second Edition,Matthew 
Bender,1996,P729-P734;The CPCU Hand Book of Insurance Policies Fourth 
Edition,Second PrintingDecember 2001 ,Insurance Services,Inc,P40,P55；See Soper v 
Fidelity& Casualty co.,198 Misc,101NYS25d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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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後因發覺責任保險制度能給予受害第三人現實之救濟，此其被

承認有存在機能的主要原因18。被保險人訂立責任險契約，雖說是為

了對受害第三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預作準備，然加害人(被保

險人)之所以能獲得保險金之補償係因受害人所蒙受之損害已獲得賠

償之故。而實際發生直接、積極損害者為受害第三人，因此，保險金

之權益最後實應歸屬予受害第三人，方合衡平。故責任保險便被賦予

一「保護受害第三人」之社會使命，而此一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思想，

即被稱為責任保險之社會思想。 

受害第三人之保護思想，於責任保險之發展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

要的角色，其不僅使責任保險擺脫被指責為不道德、不合法之非難，

並使責任保險之基本結構，起了根本性的變化，除了被保險人之責任

保險給付請求權發生變化外，更進而發展出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

度且於強制責任保險之中受害第三人對責任保險人行使其直接請求

權，縱使責任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有「不健全之保險關係」存在時，

責任保險人原本可以此抗辯事由對抗受害第三人而免負一部分或全

部之給付義務，但為了使受害第三人之保護更為周延且完善，每以法

律特別規定保險人之給付義務擬制對受害第三人依然存在，並賦予保

險人於向受害第三人為給付之後，對被保險人得行使回復到給付前原

                                                 
18 參 倉澤康一郎，「責任保險における被害者の直接請求權」載同作者著，保
險契約法の現代的課題，成文堂，昭和五十三年一月三十日，第一刷發行，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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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之求償權。諸如此類之重大變革，莫不對保險人、被保險人(加害

人)、及受害第三人之權益產生莫大之影響，彼此間之定位及其權利

義務，將於第三章及第四章予以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