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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第一節 分離原則 

責任保險除被保險人及保險人兩個契約當事人之外，尚有一重要

之關係人-受害第三人，三者之間其關係究竟為何，實有深究之必要。 

第一項 分離原則之意義 

在保險學理上，將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保險契約之

關係，稱為「保險關係」，又因保險契約係為補償被保險人之損害，

故又可稱為「補償關係」；被保險人(加害人)與受害第三人之間有一

損害賠償責任關係，學說上稱為「責任關係」，保險關係與責任關係，

基於債權之相對性，應嚴格加以區分之原則，稱為「分離原則」34(如

圖二所示) 

                                                 
34 參 江朝國，保險法最新修正評釋，月旦法學 87期，2002年 8月出版，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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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2年 6
月，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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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原則之意義可分為形式及實質兩個層面加以探討。 

分離原則之形式意義係指被保險人(加害人)對於受害第三人應

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應於責任訴訟程序中予以確定；而保險人對被

保險人(加害人)應否負提供保險保護之義務，則應於保險補償之訴訟

程序中決定。此兩法律關係，應於各自之訴訟程序決定是否負損害賠

償責任及是否負補償義務。 

    分離原則之實質意義，係表現在責任關係與保險關係相互間之影

響力上，而謂被保險人(加害人)之損害賠償責任確定與否，並不以被

保險人(加害人)有無責任保險為其前提要件，亦即被保險人(加害人)

責任保險人

受害第三人 被保險人 
加害人 

責任關係(損害賠償責任關係) 
損害賠償請求權 

保險關係(補償關係) 
責任保險給付請求權 

無任何法律關係

存在 

法律關係彼此獨

立---分離原則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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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害第三人所應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不會因為被保險人(加害人)

是否有責任保險存在，而動搖其成立之基礎及影響到應賠償數額之多

寡，即保險關係並不影響責任關係。但責任關係卻會因為有「責任判

決拘束力」(於責任訴訟後所進行之保險訴訟，應受到責任訴訟中關

於責任請求權存在或不存在之確定判決之拘束)之存在而影響保險關

係。保險人與被保險人於保險訴訟中，均不得再對該責任之基礎及數

額提出異議35。 

原本基於分離原則，責任關係與保險關係為兩個各自獨立之法律

關係，責任關係中之受害第三人與保險關係中之保險人之間並無任何

的法律關係存在。受害第三人為保險契約以外之第三人，基於債權契

約效力相對性之原理，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並不負擔任何義務，而受

害第三人對保險人亦無任何可主張(行使)之權利。其後因責任保險思

潮之演進由原先單純保護被保險人漸漸轉為著重受害第三人之保護

及分離原則之危機存在，而使分離原則有所變革。述明如後： 

第二項 分離原則之危機 

在分離原則之下，責任保險產生了若干之危機： 

壹、對受害第三人保護不周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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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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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離原則之下，受害第三人與責任保險人之間並無任何法律關

係存在，受害第三人若欲獲得責任保險金，則必須先由被保險人向保

險人領取之後，再將保險金轉給受害第三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若被

保險人將保險金挪為他用，或者保險金為被保險人之其他債權人扣

押，將置受害第三人於不利狀態，對受害第三人之保護不周全，與晚

近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思潮相違背。 

貳、被保險人無資力賠償時，責任保險之保障功能無法發揮 

由於責任保險原以保障及填補被保險人損失為主要目的，故以被

保險人實際支付受害第三人賠償金後，保險人方針對其此等損失予以

填補，於外國慣例上，更於責任保險契約中訂有「禁止訴訟條款」(No 

Action Clause)，即謂「被保險人非經第三人追訴，並已支出賠償金及

費用後，不得對保險人訴請賠償。」36此於，被保險人(加害人)有資

力賠償時，尚不成問題，但若被保險人(加害人)無賠償資力或者已經

破產而無法先行墊付時，非但受害第三人無法從保險人獲得清償，被

保險人亦因未向受害第三人為賠償而無法行使對保險人之保險金給

付請求權，如此一來責任保險保護被保險人及受害第三人之功能喪失

殆盡，唯獨責任保險人無須負擔責任保險給付之義務，實在不公平。 

參、 分離原則徒增手續煩擾、收支繁複 

                                                 
36 參 桂裕著，保險法，三民書局印行，民國 76年 9月，增訂三版，P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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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由被保險人(加害人)自保險人處先行受領保險金，若其受領之

後，不對受害第三人為賠償而將保險金用於他途，對受害第三人而

言，顯然有欠衡平；若被保險人(加害人)受領保險金之後，果真對受

害第三人為賠償，則此一來一往，非但徒增手續煩擾、收支繁複，同

時，將造成時間上之延遲，對受害第三人而言恐已產生經濟上之困

頓，仍屬不利，畢竟「遲來的正義，非正義也」。在分離原則之下，

無論是由被保險人先對受害第三人履行賠償義務後再向責任保險人

請求給付保險金，抑或被保險人由保險人得到保險金後，再以此保險

金對受害第三人為損害賠償，其金錢移動之過程雖有不同，但最後其

保險金皆是由保險人支出而歸於受害第三人之手37。 

第三項 分離原則之突破與直接請求權之建立 

雖說責任保險之主要目的在保護被保險人，但有時會為了某些特

定的政策性目的，而另設特別法以保護受害第三人，例如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之立法即屬之，如此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思想，使責任保險制

度產生了一些機能上的變化。早期責任保險制度於建立之初，被嚴厲

指為不道德及不合法，係因責任保險在補償被保險人(加害人)因責任

發生所致之損害，如此一來，將使責任法規範之嚇阻效果，因加害人

                                                 
37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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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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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能藉由保險加以轉嫁，而大打折扣，亦足以致使行為人因

有責任保險之存在，而鬆懈了於生活上應有之注意而危及公益。後因

責任保險保護之思想由被保險人擴及受害第三人而使責任保險獲得

合理化合法化之理由。但因責任保險於分離原則之下，仍存有若干危

機，如上所述，對保護受害第三人仍有不周之處，於是有下列兩制度

之形成及直接請求權之建立。 

第一款 禁止向被保險人給付 

被保險人未向受害第三人為賠償之前，保險人不得將責任保險金

之一部或全部給付予被保險人，如我國保險法九十四條第一項之規

定：「保險人於第三人由被保險人應負責任事故所致之損失未受賠償

以前，不得以賠償金額之全部或一部給付被保險人」；法國一九二五

年保險契約法草案第五十三條：「於受害第三人因被保險人應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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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以及德國帝國法院於一九0九

年二月五日，於一決定性之判決中所表明：「責任保險之請求權，並

非於保險事故發生後，受害人尚未自加害人處獲得賠償之前，請求將

                                                 
38 原文為：「L’assureur ne peut payer á un autre que le tiers lésé tout ou partie de la 
somme due par lui, tant que ce tiers n’a pas été désintéressé, jusqu’a concurrence de 
ladite somme, des consequences pécuniaires du fait dommageable ayant entraîné la 
responsabilité de l’assure.」引自參黃正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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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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給付予加害人(被保險人)之權利,⋯」39及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

五六條第一項規定：「對基於保險關係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所為之

處分，對第三人不生效力。強制執行或假扣押執行之進行亦同」40，

皆是採行此一制度。此一制度乃欲避免發生被保險人受領保險金之

後，用於其他目的或不誠實而不向受害第三人為賠償。 

第二款 直接向第三人給付 

被保險人得行使其「免責請求權」(不利益脫免請求權)，請求保

險人直接將賠償金額給付予受害第三人。例如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五條

之規定：「保險人得經被保險人通知，直接對第三人為賠償金額之給

付」。被保險人於通知保險人，行使「免責請求權」(不利益脫免請求

權)之後，保險人固然得直接對受害第三人為賠償之給付。但若被保

險人不行使「免責請求權」(不利益脫免請求權)，則保險人仍然無法

將保險金給付予受害第三人，受害第三人因係為責任保險契約以外之

第三人，對責任保險人，仍不得主張任何權利。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

五七條：「對要保人財產之破產程序已開始者，第三人得要求其對於

                                                 
39 參註 19 
40 Proelss/Martin,  a.a.0., §156 Anm 2, s.884; Bruck/Moeller/Johannsen,  a.a.0. Bd.IV, 
S.119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五六條第一項之原文為：「Verfuegung ueber die 
Entschaedigungsforderung aus dem Versicherungserhaeltnis sind dem Dritten 
gegenueber unwirksam.Der rechtsgeschaeftlichen Verfuegun steht eine Verfuegun 
gleich, die im wege der Zwangsvollstreckung oder Arrestvollziehung erfol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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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原可實現之請求權，自要保人之賠償請求權中別除清償。」，41

及第一五六條第一項規定：「要保人對第三人所生之給付經和解、承

認或判決確定時，保險人於要保人事前通知之後，得對第三人支付；

於要保人請求時，保險人有對第三人支付之義務。」，以及瑞士保險

契約法第六十條第一項：「受害之第三人，於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範圍

內，就要保人因負擔法定責任而對保險人所享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有法定質權」42，兩國之法令雖未如我國法規定經被保險人之通知，

得直接對受害第三人為賠償給付，但此等之規定乃是在確保受害第三

人終將取得保險金以補償其損失，只是在程序上，其須先對被保險人

(加害人)取得執行名義，始得扣押由責任保險契約所生之請求權或者

在一定條件之下，保險人得將保險金直接支付予受害第三人。 

第三款 小結 

雖說分離原則對保護受害第三人存在若干危機而有所突破，惟於

保護受害第三人之功能仍嫌不足，無論是禁止向被保險人為給付抑或

是得直接向第三人為給付或者是受害第三人享有法定質權，皆仍有為

                                                 
41 其原文為：「Ist ueber das Vermoegen des Versicherungsnehmer der Konkurs 
eroeffnet, so kann der Dritte wegen des ihm gegen den Versicherungsnehmer 
zustehenden Anspruch abgesonderte Befriedigung aus der Entschaedigungsforderung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verlangen」 
42 其原文為：「An dem Ersatzanspruch ,der dem Versicherungsnehmer aus der 
Vwesicherung gegen die Folgen gesetzlicher Haftpflicht zusteht ,besitzt der 
geschedigte Dritte im Umfange seiner Schadenersatzforderung Pfand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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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卒之憾！畢竟受害第三人無法於遭受被保險人所致之損害事故

後立即得到補償，而須輾轉取得，在時間之延宕暫且不說，甚至造成

受害第三人為獲得賠償而使經濟陷入困境，對受害第三人之身心更是

莫大的折磨。實務上每每可見受害第三人為求迅速獲得賠償，避免取

得執行名義後扣押責任保險金之繁複手續及耗時，而屈就被保險人

(加害人)不盡合理之和解條件，甚至需接受被保險人不合理條件之要

脅，被保險人每每會以迅速行使免責請求權為手段，要脅受害第三人

給予若干之好處，甚者要求受害第三人於獲得賠償金之後給予一定之

比例。故為求進一步保護受害第三人能迅速獲得賠償及避免責任保險

之功能遭被保險人濫用及確保保險人之給付義務，遂賦予受害第三人

對責任保險人得享有直接請求權之立法制度產生。我國亦跟隨此一保

護受害第三人之思潮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將受害第三人

(受益人)之直接請求權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八條予以明確

之規範，其條文為：「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受益人得在

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其後

並將此受害人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理念，於民國九十年七月九日修訂

之保險法中予以引用，在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被保險人對第

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

得之比例，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明確予以規範，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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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責任保險相關之受害第三人，對致使其損害之加害人(被保險人)

所投保之責任保險契約之責任保險人，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

之比例，對該責任保險人享有請求直接給付賠償金額之權利。直接請

求權明文立法之後，對責任保險制度中各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產生莫

大之影響，且於實務解釋適用上亦發生若干之疑義，有關於此留待本

文第六章予以述明。於責任保險中賦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後，

各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起了莫大之變化，欲釐清各關係人彼此間之權

利義務，及對實務解釋適用之疑義予以釋明，則非從直接請求權性質

之定位著手不可。以下二節將試圖對其性質作一定位。 

第二節 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 

如前所述，受害第三人於責任保險契約，本為契約以外之第三關

係人而已，並不能取得契約當然效果而可直接對保險人為請求之地

位，於保險給付請求權上更無任何可施力之空間，惟如此之結果，不

僅使責任保險有密切關係之受害第三人無法獲得保護，更與今日責任

保險所負之社會使命有所背離。因此先進國家有鑑於此，遂認為上述

之論點並不妥當，認為應確保受害第三人對保險金之利益，並於法律

上給予特殊之考量。因而認為被保險人之所以要與保險人訂立責任保

險契約，是為了對其不法行為致使受害第三人損害，依法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所生之不利益預作準備。被保險人之所以能獲得保險金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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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係因受害第三人受有損害且已自被保險人處獲得賠償。因此將保

險金之利益歸屬予受害第三人可謂合乎衡平。若被保險人取得保險金

而不對受害第三人為賠償或被保險人破產時，被保險人之其他債權人

對保險金亦能取得債權者，則反而不符合衡平。基於此，各國紛紛承

認受害第三人於責任保險有特別之法律地位，受害第三人先於被保險

人，且排除被保險人之其他債權人，優先取得保險金之利益而訂立特

別法規予以規範。 

第一項 關於直接請求權之外國立法例 

壹、法國 

法國於一九一一年之後，判例、學說皆承認受害第三人對保險人

有直接請求權，惟保險契約法對一般之責任保險，則僅規定受害第三

人未滿足前，保險人不得將保險金之全部或一部份給付予受害人以外

之人(一九三0年保險契約法第53條)。學說於其後則更確認受害第

三人對保險人享有直接請求權。 

貳、德國 

德國不像法國，自十九世紀以來即致力於直接請求權制度之建

立，並進而由判例及立法加以確立，相反地，卻執意拒絕賦予受害第

三人直接請求權，堅持貫徹責任關係與保險關係須獨立且分離之分離

原則。德國僅於保險契約法第一五六條第一項以法律禁止被保險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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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保險金43，及於同法一五七條承認受害第三人取得保險金之法定質

權或別除權。44及於同法第一五六條第二項使保險人具有直接賠償受

害第三人之機能45，依此規定，僅僅是保險人得於一定條件之下，將

保險金直接支付予受害第三人，受害第三人卻仍是無主動請求保險人

給付保險金之權利。 

參、英國 

英國則是認為責任保險同屬於損失填補保險之一，保險人僅於被

保險人實際受有損害時，始補償義務；且貫徹契約當事人相對關係之

原則，而堅持契約僅於締結當事人間發生權利義務關係，契約以外之

第三人無由取得權利、負擔義務，是以責任保險關係中之受害第三

人，對保險人並無任何可主張之權利。於加害人破產、解散、或失卻

清償能力時，受害第三人亦只能與被保險人之其他債權人就被保險人

所剰餘之財產，共同參與分配，比例受償，對保險金並無優先權。英

國國會為彌補此一不公平現象，遂於一九三0年七月十日，通過「第

三人對保險人權利法」【The Third Parties(Rights Against Insurers)Act】

                                                 
43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五六條第一項規定：「對基於保險關係所生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所為之處分，對第三人不生效力。強制執行或假扣押執行之進行亦同」，參 江
朝國 譯 德國保險法 P128 
44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五七條規定：「對要保人財產之破產程序已開始者，第三
人得要求其對於要保人原可實現之請求權，自要保人之賠償請求權中別除清

償」，參 江朝國 譯 德國保險法 P129 
45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五六條第一項規定：「要保人對第三人所生之給付經和
解、承認或判決確定時，保險人於要保人事前通知之後，得對第三人支付；於要

保人請求時，保險人有對第三人支付之義務。」，參 江朝國 譯 德國保險法 P128 



 44

規定被保險侵權行為者對受害第三人所確立之責任滿足前便失卻清

償能力時，受害第三人得立於被保險人之地位對侵權行為者之責任保

險人直接請求補償其損害。該法賦予受害第三人保險金請求之法定代

位權。賦予受害第三人保險金請求之法定代位權其結果為被保險侵權

行為者對保險金之請求權移轉給受害第三人，受害第三人成為權利

人，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負有給付保險金之義務。惟因被保險人須於

受請求之責任及數額確定後，始得對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之給付，故受

害第三人法定代位而得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亦須於此情形下方得行

使。且因權利係自被保險人受讓而來，其原有之瑕疵，亦須一併移轉

予受害第三人，故保險人所得對抗被保險人之事由，保險人亦均得以

之對抗受害第三人，即所謂「債權所在，抗辯隨之」46。 

肆、美國 

美國各州政府期能給予汽車意外事故受害第三人能獲得有效及

充分之補償，設有財務責任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未獲清償判決基

金、未投保駕駛人保險及無過失保險等制度以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權

益。各州政府每每規定汽車所有人為了取得車輛之行車執照，必須購

買州政府所核准保險人之汽車責任保險或是提供合於法令要求之最

                                                 
46 參 N.H.Stanbury FCA FCII FInstD,Insurance Consultant,Reform of the Third 
Parties(Right Against Insurers)Act 1930,An address to the Insurance of London on 28 
November 200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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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財務證明。於美國各州中最早施行強制責任保險者首推麻州。麻州

於一九二七年要求每人在登記汽車時，必須提出責任保險證、債券或

活期存款、股票、票據以作為判決之擔保，其目的乃在補救被告因缺

乏個人資源以致於無法賠償其過失所致受害人損害之問題。汽車意外

事故之受害第三人只要能對過失駕駛人提出有效之賠償，則受害第三

人便能獲得過失侵權駕駛人之責任保險人的賠償擔保。麻州於此跨出

了重要的一步，便是給予汽車意外事故受害第三人於過失侵權駕駛人

失卻清償能力時，有了救濟之道，但是責任保險人負補償責任之前

提，是受害第三人必須確立責任被保險人須負之損害賠償責任47。 

麻州進一步於一九七一年採用無過失(no-fault)成文法規48，此成文法

規包含了現代無過失立法兩個重要構成因素，(1) 採用強制第一人無

過失保險以涵概個人之損失例如醫療費用、喪葬費用、不能工作損失

及個人照顧等。(2)於受害第三人可對他人過失訴訟及請求損害補償

之權利予以若干之限制。其後各州紛紛採行如麻州第一個構成因素之

強制第一人無過失保險之立法，而未採行第二個構成因素，此即所稱

                                                 
47  Robert H Jerry,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Matthew Bender,1996,Second 
Edition,P844-845  
48  In 1972,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 
proposed model no-fault Legislation, See 14 U.L.A.35(1990). The Model Act, titled 
the “Uniform Motor Vehicle Accident Reparations Act,” has been adopted in 
substantially the form of the model only in entucky.KY.Rev.Stat.Ann .§§304.39-010 to 
304.39-340. Even at that, the Kentucky statute contain many variations and deletions, as 

well as additions, to the Mode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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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正式的無過失保險(add-on-no-fault)。如此之保障，被視為是對汽

車意外事故所引起傷害之簡單的健康保險，此保障亦稱為醫療給付保

險(Medical payment insurance or Medpay insurance)。現今美國許多州

所採行之個人傷害保障(Personal Injury Protection or “PIP”benefit)，實

係依醫療給付保險演化而來，兩者之不同之處為，前者僅包括醫療費

用及住院費用，後者則包括前者之費用外再加上喪葬費用、不能工作

損失及其他經濟損失。PIP保險之保障對象為被保險汽車之駕駛人及

乘客以及使用或操作被保險汽車致使行人傷害者49。與我國現行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有若干相似之處，我國強制保險法之保障對象為被保

險汽車之乘客及所有、使用、管理被保險汽車致使行人傷害者以及兩

車以上之事故之被保險汽車駕駛人。而責任保險則是保障被保險人及

經其許可使用之人於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因過失致人傷害或死亡

或他人財產損失之損害賠償責任。被保險人於受第三人為賠償請求

時，保險人有為其抗辯之義務。受害人須確立加害人(被保險人)有過

失始得請求賠償且只有在受害人合於保險法所定義之重傷時，始得請

求精神慰撫金之賠償。 

美國為了解決被保險人無賠償能力，而受害第三人無法受補償之

不公平現象，於各州保險法中每每可見「破產條款」之規定，所謂「破

                                                 
49 See, Gergory E. Pataki Governor, 2001 Consumer Guide to Automobile insurance, 
New York State insurance Department Web site at http//www.ins.state.ny.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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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條款」係指要求責任保險契約中必須載明，於被保險人破產或失卻

清償能力時，仍不能免除保險人支付保險金之義務50。此外並有承認

受害第三人無論有無被保險人之協助，均得對保險人直接起訴請求或

扣押保險金51。於責任保險之中，讓受害第三人能得到補償與被保險

人獲得免責，是同等的重要。故令受害第三人能取得被保險人之權

利，並給予受害第三人具有責任保險契約受益人之地位，使受害第三

人得以直接向保險人請求賠償52。 

伍、日本 

日本則於明治三二年，在日本商法第六六七條規定非義務保險制

度之保管人責任保險中承認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53。從其規定之

文字觀之，僅限於保管人責任保險相關之受害第三人始得享有對保險

人之直接請求權。多數之學說認為本條不可立即類推適用至其他責任

保險契約。再說，本條所規定之保管人責任保險，於實務上之運作情

                                                 
50 參紐約州保險法§3420(1)：「A provision that the insolvency or bankruptcy of the 
person insured, or the insolvency of his estate, shall not release the insurer from the 
payment of damage for injury sustained or loss occasioned during the life of and 
within the coverage of such policy or contract」；加州保險法 11580(b)(1)亦有相同之
規定。 
51 see Hall v. Harlevsville Mutual Casualty co.233 n.c.339,64 S.e.2d.160(1951) 
52 Rober E Keeton and Alan I Widdiss, Insurance Law-A Guid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 , Legal, and Commercial Practice, West Publishing co.1998,P378-379. 
53 日本商法六六七條之原文為：「貸借人の他人の物を保管する者が、その支持
うことあるべき損害賠償のためそと物を保管に付したときは，所有者は保險者

に對し直接にその損害の填補を請求することを得」(譯為：「借貸人或其他保管
人物之人，為了應給付之損害賠償而將某物投保時，所有人得直接對保險人請求

損害之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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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打從本條成立以來之五十幾年間更是一次也沒派上用場。日本以

往其他的任意責任保險，對受害第三人之權利未加考慮；今日之「自

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54之義務性責任保險，雖有承認受害第三人對

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但僅限於此義務性之責任保險而已，任意之汽

車責任保險及其他之任意責任保險當然未包括於其中。 

晚近責任保險每每受國家政策之影響，對於某些特殊領域，會課

予關係人有訂定責任保險之義務，如汽車所有人之責任保險，在歐洲

之比利時、丹麥、英國、法國、德國、瑞士皆屬義務性保險，在德國，

除汽車所有人責任保險是義務性保險之外，航空責任保險、會計師責

任保險、護士學校學生責任保險、助產士學校學生責任保險亦屬之。

加害人有有效之責任保險存在增加了受害第三人對被保險人(加害人)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具體實現的可能性，保障受害第三人之權益，故能

成為政府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政策選擇。 

第二項 受害人直接請求權之意義及目的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意義，係指受害第三人得直接向加害人

(被保險人)為免於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而投保責任保險之保險人，請求

給付責任保險金。之所以要賦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目的在於，

                                                 
54 日本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十六條：「保有人發生依第三條規定之損害賠償
責任時，被害人得依政令所定，於保險金額限度內，對保險公司為損害賠償額支

付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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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為避免發生被保險人受領保險金之後，將保險金移為他用，不

向受害第三人為賠償。第二、保護受害第三人能迅速獲得賠償。第三、

避免責任保險之功能遭被保險人濫用，成為要脅受害第三人之工具。

第四、確保責任保險人之給付義務，確實發揮責任保險之功能。受害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要行使須符合下列之要件。 

第三項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成立要件 

直接請求權之成立要件：第一，須受害第三人對被保險人依法享

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且須被保險人尚未對其履行賠償義務。亦即被保

險人因不法行為致使受害第三人受有損害，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須有承保被保險人損害賠償責任之責任保險契約存在且須被保

險人具備使保險金給付請求權具體化之要件。亦即責任保險人與被保

險人(加害人)之間有有效之責任保險契約存在，不論該責任保險契約

是法律強制被保險人須投保者或是被保險人基於其本身之需求而自

行安排投保者。且須被保險人原先依責任保險契約之約定，對保險人

享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故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係受害第三人原

本能經過被保險人取得者而直接對保險人請求55。受害第三人直接請

求權制度於責任保險中建立之後，責任保險各關係人間彼此之關係，

                                                 
55 參 陳榮一，責任保險人與被害人之地位-兼論日本商法第六六七條-，保險專
刊第 29輯，81年 9月，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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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三所示。 

 

第四項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與性質 

第一款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學者之立場有所不同，有認為是

責任保險契約之構造與內容，有認為是須法律明文規定始可。分別敘

述如後： 

壹、本質論---將受害第三人視為被保險人 

認為責任保險的本質構造，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被保險人(加

責任保險人

受害第三人 被保險人 
加害人 

責任關係(損害賠償責任關係) 
損害賠償請求權 

保險關係(補償關係) 
責任保險金給付請求權 

直接請求權 
直接關係 

圖三 

損害賠償請求權、責任保險

金給付請求權兩請求權為

直接請求權成立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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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訂立保險契約之意圖是為了自己之利益，然加害人在為自己利

益訂立保險契約之同時，其實也考慮到受害第三人之利益，於是乃以

之共同交付投保，即謂責任保險契約其實是被保險人以加害人(被保

險人)之免責利益及受害第三人之損害賠償利益兩者競合的予以投保

之契約
56
。因而被保險人之利益並不一定與契約以外之第三人即受害

第三人之利益相反，二者一致且共存之場合亦當然存在。被保險人對

於責任保險契約所意圖之利益，是「免除對受害第三人賠償所必要之

支出」，被保險人之免責必須受害第三人已得到賠償，換句話說，即

受害第三人不滿足時，被保險人難以免責。被保險人訂立責任保險契

約，固然是為了自己之利益，但由反面觀之，亦是為受害人之利益，

基於此項契約而受害第三人取得保險金之債權，本為被保險人所希望

而絕無反於被保險人之意思。由以上之立論，認為受害第三人即被保

險人，要保人即加害人，責任保險契約是要保人為特定或不特定之第

三人之利益所訂立之保險契約。從而受害第三人對保險人之直接請求

權，其實是以受害第三人為被保險人而具有之保險金債權。57 

貳、立法論-法律特別保護受害第三人 

認為法律特別保護受害第三人，方是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直接

                                                 
56 參 西島梅治著，責任保險法，同文館，昭和四十三年版，P25 
57 主張此學說之學者有，西島梅治，「被害者の直接請求權(一)(二)」雄本大學法
文論叢九號十號；浦田一晴，「責任保險論」P6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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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係由法律所特別明文給予承認之請求權。直接請求權之基礎，

不能謂是「為他人利益之契約」，也不是由契約當事人之意思表示所

當然發生之權利。不能求之於契約當事人之意思為其根據。雖說責任

保險係被保險人為了準備對受害第三人負擔責任所訂立者，因而若保

險人直接對受害第三人給付保險金將使事態更為簡明。保險人直接對

受害人給付保險金對於被保險人亦有利益，保險人關於損害而直接與

受害第三人交涉對於保險人也是有利。惟並不能因此而認為於責任保

險契約，給予受害第三人對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的合意會常存在於契

約當事人間，亦不能認為受害第三人對保險人取得權利為其當然之結

果。雖受害第三人於責任保險契約有經濟上之關係，但是也不能因此

即謂給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是責任保險的本質構造之當然結

果。持立法論之學者認為法律之特別規定方是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

58 

雖然同樣主張立法論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但學者對其立論之基

礎則尚有不同： 

(一)、不利益脫免請求權說 

認為建立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來自於被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

履行其損害賠償債務之前，保險人不得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金之不利

                                                 
58 主張此學說之學者有，中西正明，「責任保險と被害者たる第三者」私法二一
號；大森忠夫，「保險法」P222；伊澤孝平，「保險法」P409以下；田中誠二，「新
版保險法」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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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脫免請求權演化而來。如此或許會招致過於保護受害第三人，而忽

略被保險人利益之非議。惟中西正明教授認為此等非難其實並不恰

當，蓋由於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支付保險金，使被保險人對受害第三

人之債務於保險金範圍內消滅，正是被保險人當初締結保險契約所期

待之目的，亦即為免除其可能須對受害第三人負擔責任之經濟上不利

益，而預先訂約由保險人對之支付保險金予以免除59。認為受害第三

人對保險人有直接請求權。 

(二)、代位權說 

倉澤康一郎教授則認為責任保險契約既有類型上之差異，就應依

各契約之類型，以探求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根據及性質。在脫免

被保險人責任為內容之契約，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是基於當事人

之意圖所產生，但是其性質卻不是保險金請求權，而僅僅是在保險金

額之限度內，將損害賠償之責任移轉予保險人，而受害第三人亦不過

是代位行使被保險人之保險金請求權罷了。因此直接請求權僅能認為

是法律之特別規定所產生之效果60。 

                                                 
59 參 中西正明「責任保險ぉける『第三者』の地位」，載香川大學論叢，第二
十九卷第四號，P43 
60 參 倉澤康一郎，「責任保險にぉける被害人の直接請求權」，載ッコリスト增
刊第4號，有婓閣，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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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性質 

德國學者就該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三條第一款之規定：「第

三人得在保險關係中保險人之給付義務內，以及給付義務不存在時，

在第四款至第六款之範圍內，對保險人行使其損害賠償請求權。」61，

論述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性質，而有下列不同之學說： 

一、「法定之債務共同承擔」說 

若干德國學者認為該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三條第一款之規

定，乃是明文規定保險人就其被保險人之責任債務，與其被保險人負

擔共同責任(Mithaftung)，亦即規定一「法定債務共同承擔」(ein 

gesetzlicher Schuldbetritt oder Schuldmitubernahme)。62其性質係著眼於

侵權行為法上之觀察，蓋保險人依法所共同承擔之債務，正是被保險

人因侵權行為而對受害第三人所負擔之損害賠償義務。 

德國之聯邦最高法院亦贊同此一看法，謂保險人之責任為以法定

債務共同承擔之方法，而於受害第三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所建構之「附加物」(Annex)，另有諸多判決則逕認其保「在一定

                                                 
61 其原文為：「Der Dritte Kann im Rahmen der Leistungspflicht des Versicherers aus 
dem Versicherungsverhaeltnis und, soweit eine Leistungspflicht nicht besteht, im 
Rahmen der Nummern 4 bis 6 seinen Anspruch auf Ersatz des Schadens auch gegen 
den Versicherer getend machen」 
62 Vgl. Bruck/Moller/Johannsen, VVG Bd V1,Anm.B6,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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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之侵權行為責任」(ein equasideliktliche Haftung)63，或認為受害

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係「主要侵權行為法性質的法律上權利」

(eingesetzlicher Anspruch uberweiegend deliktstrechlicher Natur)64 

二、「保險法上之構造」說 

相對於上述學說，另有其他學者以保險法之構造闡述受害第三人

直接請求權之性質，而認為受害第三人，係法定之為他人利益保險之

被保險人65，直接請求權是由法定利益之汽車責任保險契約所生之權

利，受害第三人係處於「免責請求權」之共同債權人(Mitglaubiger)

之地位。惟嚴格而言，其仍屬「為自己利益之保險」，而非德國保險

契約法第七十四條以下之為「為他人利益之保險」，蓋保險並非在承

擔受害第三人之危險，而是在使被保險人脫免於責任債務，只不過在

此，其請求保險給付之方向已轉變為對受害第三人為之66。亦有學者

雖認為直接請求權之規定，係一法定債務共同承擔，惟否認其保險人

於侵權行為法上之責任，蓋侵權行為責任屬行為人之責任(Tatertische 

Haftung)，又其亦非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因受害人非契約之當事

人，但其性質終係屬於保險法上之權利，蓋責任保險人必須向受害人

                                                 
63 Vgl. Bruck/Moller/Johannsen, VVG Bd V1,Anm.B6,S.10. 
64 Vgl. Prolss/Martin,a.a. O.,Rdn. 4 zu § 3NR.1,2 PflVersG,S.1453.  
65 Landwehr, VersR 1965, S.1114-1115,轉引自 Bruch/Moller/Johannsen, VVG Bd 
V1,Anm.B7,S.10. 
66 Keibar, Dei Rechtsstellung des Drittgeschadigten gegenuber dem 
Kraftfahrzeug-Hatftpflichtversicherer nach dem 
Pflichchtversicherungsanderungsgestz vom 5. April 1965.Diss. Berlin 1967.S.162-169.
轉引自 Bruck/Moller/Johannsen, VVG Bd V1,Anm.B7.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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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償，以履行其保險契約所負之義務67。 

三、「法律之特別規定」說 

除上述兩種學說(「法定之債務共同承擔說」-侵權行為法為基礎

及「保險法上之構造」說-保險法為其根據)之外，尚有學者認為直接

請求權之法律性質不須依賴二法律制度，而可認為係法律所新創設之

債權，使保險人成為受害第三人於被保險外之另一「附帶的連帶債務

人」(akzessorischer Gesamtschuldner)68。 

德國學者關於該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三條第一款之規定認

為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性質其學說共有三說，一、為認為受害第

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性質屬於侵權行為法性質之法律權利之法定債務

共同承擔說；二、為認為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性質是保險法上之

權利之保險法構造說以及三、認為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乃是法律新

創設之債權之法律特別規定說69。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是受害人之原始權利，抑或是繼受而得之

權利，及其法律性質究竟是損害賠償法之性質，亦或是保險法上之權

                                                 
67 此為Eichler之見解，轉引自Bruck/Moller/Johannsen, VVG Bd V1,ANM.B7,S.11. 
68 Georg Buchner, Zur Theorie der obligatorischen Haftpflichtversicherungen, 
Karlruhe 1970,S.94-97轉引自 Bruck/Moller/Johannsen,VVG Bd V1,Anm.B8,S.1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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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9-62；葉銘進，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受害人之直接請求權，保險專刊第
51輯，87年 3月，P131-137；參 謝宗潁，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保險人之免
責範圍，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8年 7月，P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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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或者是法律特別創設之債權，實有加以釐清之必要。 

第三款 小結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係立法者為保護受害第三人所為之特別

規定，係根據法律所生之權利，並非繼受而得之權利。雖說如此，但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受損害賠償法、責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之影響

甚深。欲探求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不能單取損害賠償法而

捨棄責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為之，亦不能單取責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

而捨棄損害賠償法為之，須將損害賠償法與責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兩

者立於平等之地位，始能真確地探討出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

礎。否則不論是偏重損害賠償法亦或是偏重責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

其立論之結果，皆將是有失偏頗。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法律性質

究竟是屬損害賠償法之性質，抑或是屬責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之性

質，亦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具備雙重法律性質？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之法律性質以兼具損害賠償法與責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之雙重法律

性質之權利說，較為可採。因為若認為僅具有損害賠償法上之性質，

則失之有偏，未能認識到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請求權時，須受到責任

保險契約及保險法之限制-諸如責任保險限額、承保範圍、不保事項

及保險契約附加條件及保證條款等等之限制。若認為受害第三人直接

請求權之法律性質係僅具保險契約及保險法之性質，同樣也是失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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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因未慮及損害賠償法關於責任基礎，賠償範圍、有權請求權人及

免責事由等等。因此損害賠償法之損害賠請求權與責任保險契約及保

險法之責任保險金給付請求權兩者同為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

礎且此二基礎須取得平衡及達成邏輯一致性。此二基礎就有如橋樑兩

端之基礎一般，是受害第三人欲行使直接請求權所必須通過之途徑，

若有任何一端之基礎不穩固，對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來說，都

會造成障礙。有學者認為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是兼具侵權行為法與

保險法之雙重性質之法律上權利，而前者占主要成份且認為直接請求

權為一法定之「責任請求權」係獨立於「保險關係所生之契約請求權」

之外，認為只不過是須受到承保危險與保險金額之限制爾。70此種立

論實有失偏頗。欲使受害第三人能順利地行使直接請求權，則非強固

此二基礎，無法成其功，達其效。只是在強制性質之責任保險與任意

性質之責任保險會視欲保護受害第三人意圖之強弱，而對此二基礎之

強化程度會有所不同。在保護受害第三人意圖濃厚之強制性質責任保

險制度之下，縱使於責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之責任保險金給付請求權

於行使上，有若干障礙存在，立法者亦會以立法之方式，讓受害第三

人依然能對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俟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履行給付

義務之後，於給付之範圍內，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加害人及其他應負

                                                 
70 參 葉銘進，前揭論文，P62，前揭文獻 P137，及謝宗潁，前揭論文 P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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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責任之人)享有請求回復到給付前原狀之求償權利。在保護

受害第三人意圖不甚強烈之任意性質責任保險制度之下，受害第三人

欲行使直接請求權，除了須依損害賠償法取得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外，

尚須於責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中取得保險金給付請求權，如此方能順

利行使其對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 

第三節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行使 

第一項 直接請求權之權利人 

第一款 直接請求權之權利人-受害第三人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規定既然是出自於「保護受害第三人」

之立法目的而制定，該權利當然為「受害第三人」所享有。所謂「受

害第三人」，其意義係指有權對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提出損害賠償請

求權之人。責任保險所承保者乃是被保險人不法侵害他人依法應負之

損害賠償責任，而能向被保險人提出損害賠償請求之人當然須依據損

害賠償法之規定為之。損害賠償法之規定，依法享有賠償請求權者為

受害人，包括直接受害人與間接受害人及直接受害人之繼受人。所謂

「直接受害人」係指基於損害事實而其身體或財產直接受到損害之

人，亦即其權利或利益直接遭受侵害之人。所謂「間接受害人」係指

雖然不是在損害事故中直接遭受損害，卻是因直接受害人受到侵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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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受有損害之人，例如在直接受害人死亡時，支出殯葬費之人，喪失

扶養權利之人及精神上受痛苦之人。而所謂「直接受害人之繼受人」

係指直接受害人對加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由於契約、法律或強制

執行而移轉於他人時，此權利之繼受人是也。例如直接受害人死亡

時，由其繼承人取得與直接受害人相同之權利71。而在同一事實及同

一損害賠償之中依據損害賠償法之規定，有權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有時不止一人，複數之受害人亦時而有之。本文乃以「受害第三人」

給予概括之稱呼。(如圖四所示) 

 

要讓受害第三人對責任保險人享有直接請求權，尚有一技術性問

題有待克服。受害第三人為責任保險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根據債權契

約效力相對性之原則，責任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並不負擔任何義務，

                                                 
71 參 江朝國，強制汽車保險法，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8月版，P145；
葉銘進，前揭論文 P62；陳榮一，論責任保險被害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之幾個問題，
保險專刊第二十四輯，80年 6月，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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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第三人對保險人亦無任何可主張之權利72；另依契約法基本原

理，契約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若不具有第三受益人之地位，即無法

直接請求契約上債務人為給付之權利73。因此，如何在責任保險契約

及保險法中賦予受害第三人一個地位，使之既能享受權利並受責任保

險契約之拘束，此為建立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度時，必須考量之

重要課題。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已如前項所述，損害賠償法

與責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兩基礎皆為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之

兩個重要基礎，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法律性質兼具損害賠償請求

權與責任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之雙重性質。責任保險之意義係指責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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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賠償責任之保險。而責任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為保險人與被保險人

(或稱要保人)，受害第三人並非契約之當事人，要在責任保險制度中

賦予一地位，使之既能享受權利並受責任保險契約之拘束，除非於保

險法中將其明定為法定受益人或於責任保險契約之中將其約定為受

益人之外，別無他途。兩方法之中又以於保險法之中明定受害第三人

為法定受益人，賦予受害第三人對保險人享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使

受害第三人得以直接獲得責任保險契約之保障74，較為可行及於法律

                                                 
72 參 葉銘進前揭論文，P21 
73 參 林勳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改革芻議，保險專刊第 24輯，民國 80年 6
月，P80 
74 參 林勳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改革芻議，保險專刊第 24輯，民國 80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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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之建立較能臻於完善。若採用於責任保險契約中將受害第三人約

定為受益人之方式，一者於實務運作上，須經被保險人(要保人)之約

定，實務作業上將不勝其擾，二者於責任保險契約予以約定，其請求

權之基礎總是較於法律中明文予以規定較為薄弱。三者未能將受害第

三人、保險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各關係人間彼此之權利義務予以通

盤之考量及完善之建構，才是本方法之重大缺點。故受害第三人於責

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上之地位，以法定受益人之方式予以呈現，實較

為妥切。 

因此直接請求權之權利人，為受害第三人無疑，但是其對保險人

行使直接請求權時，除了須依據損害賠償法取得損害賠償請求權之

外，且須以保險法所規定法定受益人之身分對保險人行使責任保險金

給付請求權，如此方能使直接請求權發生效果，從保險人處獲得賠

償。當中只要有一階段未能達成，受害第三人便無法行使直接請求

權，以致無法獲得保險人之賠償。 

有若干之學者認為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八條所規

定：「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受益人得在本法規定之保險

金額範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其中請求權人規範不

當。75此一論點，其實是未能真確了解到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

                                                                                                                                            
月，P80 
75 參 葉銘進 前揭論文，P68，前揭文獻，P141-142；參  江朝國，強制汽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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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所致之偏差論點。其立論實不可採。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八

條採用法定受益人之觀念其實是正確之抉擇，只是在同法第十條對得

為法定受益人之人規範有所失誤罷了。規範之缺失及改進之建議，將

於第六章中予以說明。 

第二款 多數受害第三人請求權競合之處理 

於受害第三人只有一人時，其行使直接請求權，較為單純而無疑

義。但是由同一事實而致使多數直接受害人傷害之情形，於現實社會

中實在是為數不少。例如由於汽車交通事故致使不只一名直接受害者

傷害，即發生多數之受害第三人；或者是直接受害者只有一人，其後

直接受害者死亡，而其承繼人為多數，諸如此類實在是比比皆是。在

此情形之下，多數受害第三人對保險人皆得行使其直接請求權，對保

險金也都有債權存在，於是發生直接請求權競合之情形。 

在多數受害第三人之情形，若其損害賠償之總額未超過加害人

(責任被保險人)所投保之責任保險限額時，則無論受害第三人係同時

或先後為請求，皆不會發生受害第三人無法獲得完全補償之問題，保

險人之責任範圍，亦不受影響。惟若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所投保之

責任保險限額不足以賠償所有受害第三人之損害賠償總額時，隨即產

生以下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各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請

                                                                                                                                            
險法，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8月版，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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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時，其對保險金之債權是否平等，權利彼此之間是否有優劣順序

之問題存在。被保險人(加害人)所投保之責任保險限額若不足以滿足

多數受害第三人之請求時，各受害第三人對保險金之債權應如何分

配。第二個問題，多數之受害第三人中，若有人怠於對保險人行使直

接請求權，或不知其有權利時，保險人有何保全之道？ 

(一)、全體受害第三人同時行使其各自之直接請求權之情形---應採

平等待遇原則 

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所投保之責任保險限額不足以賠償所有

受害第三人之損害賠償總額時，若依一般債權分配程序之「優先原則」

即「先來先賠原則」，則先為請求之受害第三人先獲得賠償，後請求

者即有可能無法獲得全部之補償，甚至無可補償；即便是同時請求，

亦可能有不同之待遇，凡此對受害第三人而言皆是不公平，因此全體

受害第三人同時行使其各自之直接請求權，宜採平等待遇原則較符公

允。 

基於同一事實而有複數之受害第三人，全部同時對加害人之保險

人行使直接請求權時，原則上各受害第三人對保險金之債權應享有平

等之權利。蓋發生此等權利之根據及原則皆相同，故各受害第三人所

得行使之直接請求權應無任何差異如此方為公平。亦即各受害第三人

對保險金所得享有之債權應平等而無優劣之差異。多數受害第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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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請求權平等，對保險金所享有之債權無異之情形下，若加害人(責

任被保險人)所投保之責任保險金額不足以滿足多數受害第三人之請

求時，各受害第三人應按債權額之比例分配保險金76。即保險人應將

可申請之保險金按各受害第三人債權額之比例分別對各個受害第三

人為清償，亦即保險人對各受害第三人負比例清償之義務。 

在同一事實而有多數之直接受害人或是直接受害人死亡而有多

數之承繼人之情形，依此法則當可解決多數受害第三人彼此請求權競

合之問題。惟尚有一直接請求權競合之情形，待處理，為受害第三人

之僱用人之直接請求權與其他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競合之情

形。僱用人依僱傭契約之約定或法律之規定負有給付薪資予受僱人之

義務，當受僱人成為受害第三人時，因僱用人仍須給付薪資予受僱人

(受害第三人)，僱用人亦成為損害事故之受害第三人之一，亦得向加

害人之責任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形成受害第三人之僱用人之直接

請求權與其他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發生競合，在此情形下若無特

別規定或特約須將兩者作區分的話，受害第三人之僱用人之直接請求

權與其他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因造成損害之根據及原由皆基於

同一事實而生，故直接請求權亦應立於同等之地位。 

                                                 
76 參 見野良之，「フランス責任保險法(三)」法協五六卷三號P477以下；德國
保險契約法第一五六條第三項規定：「依第二項所定之基準，各第三人按債權額

之比例分配保險金」，明文賦課保險人比例清償之義務。參 Ehrenzweig，Lehrbuch 
s.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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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等待遇原則之例外---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與代位受害

第三人之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發生競合時，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

應優於代位受害第三人之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即受害第三人應優先

獲得給付，而代位受害第三人之保險人應遲於受害人而受到給付。(以

圖五說明之) 

 

 

受害第三人為自己利益對由於第三人(加害人)所造成之損害向B 保

險人投保具損失補償性質之保險，當加害人因不法行為侵害受害第三

人時，受害第三人可以由自己所投保之保險人(B)處獲得補償，而 B

保險人於補償受害第三人之後，得代位受害第三人向加害人及加害人

責任保險人

(A保險人) 

被保險人 
加害人 

受害第三

人 

損失補償保險之

保險人(B保險人) 

圖五： 

責任關係(損害賠償責任關係) 
損害賠償請求權 

受害第三人為自己利益

向 B投保保險 

直接請求權 
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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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責任保險人請求賠償。惟在受害第三人未能從其本身所投保之 B

保險人處獲得全部損害額之補償時，受害第三人仍得向加害人及加害

人之責任保險人請求賠償。加害人之責任保險人同時面對來自受害第

三人及代位受害第三人之保險人(B)對其行使直接請求權。於此狀

況，便發生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與代位受害第三人之保險人之直

接請求權競合之情形。在此情形，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應優於代

位受害第三人之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即受害第三人應優先獲得給

付，而代位受害第三人之保險人應遲於受害人而受到給付。蓋受害第

三人為自己利益所投保之保險人(B)，有從受害第三人得到保險費而

承保受害第三人損失之補償，若承認該保險人(B)優先或與受害第三

人具有相等地位而可從加害人或加害人之責任保險人獲得賠償的

話，將違反保險保障之理念及保險人行使代位時，要保人(或稱被保

險人)之損害應優先獲得彌補之原則77。 

(三) 複數受害第三人中，有人怠於對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或不

知其有權利時，責任保險人之免責條件： 

一般情形，責任保險人依前述原則對多數受害第三人為比例清償

之後，其責任理當免除。惟若多數受害第三人之中有人怠於對保險人

行使其直接請求權或其中有人不知有此權利存在，而責任保險人已對

                                                 
77 參 林勳發，保險法論著譯作選集，今日書局，83年 3月，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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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使直接請求權之受害第三人為全部損害額之補償，怠於對保險人

行使直接請求權或不知有此權利之受害第三人於是無法獲得全部之

補償，或甚至無法獲得補償時，保險人對此等受害第三人是否須負超

過責任保險限額之給付義務？有人以保險金為全體受害第三人之共

同擔保，各受害第三人對保險金皆有同等之權利，而保險人應按各受

害第三人債權額之比例分別對其為清償，為理由而認為保險人不能免

責。殊不知，果真如此，則保險人須俟所有受害第三人之請求權時效

皆完成之後，方能對受害第三人為補償，因為屆時方能計算各受害第

三人之債權額之比例，有了各受害第三人之債權額比例之後，方得依

此比例對各受害第三人為補償。如此一來不但對保險人及先行使請求

權之受害第三人皆極不合理，亦與迅速補償受害第三人損害之目的相

違背。應以保險人於分配程序中之善意或惡意為決定保險人是否能免

責之標準，較為合理。設若保險人於分配程序中，明知尚有其他直接

請求權人存在且該請求權人亦表明要行使其權利，保險人卻仍置之不

理，而將保險金分配予先為請求之人，致使其蒙受損害，則保險人應

負責任限額以上之給付義務。若保險人能證明其於分配程序中已盡合

理之注意義務且已按前述法則為給付時，當能免責，即保險人善意而

不知受害第三人之存在，對於怠於請求之受害第三人得以保險金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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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與之對抗78。 

第二項 直接請求權行使之限制 

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以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

賠償責任及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為負擔受害第三人之賠償責任所

預作準備而投保之責任保險契約為權利之基礎；得請求之範圍以其依

法得向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請求賠償之範圍且須合於加害人(責任

被保險人)所投保之責任保險契約之給付範圍。因此受害第三人之直

接請求權，除了須受損害賠償法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之限制外，且須

受責任保險契約及保險法關於行使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之限制。故受害

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權利基礎為(1)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依法應負

之賠償責任確立及(2)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有有效之責任保險契約

存在。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得請求賠償(或補償)之範圍為(1)加害

人(責任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賠償範圍且為責任保險契約之給付範

圍，亦即受害第三人依法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之範圍並須合於責任保

險契約所約定之給付範圍。故雖然賦予受害第三人得對保險人行使直

接請求權，但因其行使直接請求權仍須受到上述諸多之限制，若不將

上述之限制予以排除及於責任保險契約有效性上予以強化，則保護受

                                                 
78 參 陳榮一著，論責任保險被害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之幾個問題，保險專刊第二
十四輯，80年 6月，P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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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第三人之思想將淪為空談，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度亦將形同虛

設。故立法者為貫徹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思想及使受害第三人能順利地

行使其直接請求權，便對損害賠償責任之確立基礎採用利於受害第三

人之無過失責任基礎或限額無過失責任基礎，以免除受害第三人舉證

之不利，並對責任保險契約之有效性以法令予以強化，除賦課加害人

有投保責任保險之義務外，並對保險人之解約權及契約終止權予以限

制，更甚者對一般保險所不保之事項(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等)，以法

律明定保險人仍須對受害第三人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而於對受害第

三人為給付之後，保險人得對被保險人(加害人及其他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之人)行使回復到給付前原狀之求償權。諸如此類，無非是為了

使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之限制及障礙減少，期能達到保護受害

第三人之目的。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行使限制之多寡及責任保險契

約有效性要求之強弱則端視立法者欲保護受害第三人意圖之強弱而

定。在保護受害第三人意圖強烈之政策性保險(強制性責任保險)，受

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行使之限制少甚至無任何限制，責任保險契約有

效性之要求強，授予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為不附任何條件者，此

即所謂的「無條件之直接給付請求權」；在受害第三人保護意圖較弱

之任意責任保險，直接請求權行使之限制相對較多，責任保險契約有

效性之要求亦較弱，雖授予受害第三人得行使直接請求權，但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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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之直接請求權會受到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及責任保險給付請求

權相關條件之限制，其所擁有之直接請求權為附有條件者，此即所謂

之「附條件之直接給付請求權」。茲將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權利

基礎及得請求之範圍分述如下： 

一、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權利基礎： 

(一) 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確立： 

傳統損害賠償之責任基礎，多採用「過失責任」，所謂「過失責

任」係指受害第三人要請求賠償須證明加害人有過失，若無法證明加

害人有過失，即無法得到賠償。但是負舉證之一方，通常處於較不利

之地位，所謂「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也」，如此無異否認受害第

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79。在法律思潮偏向保護受害第三人之下，損害

賠償之責任基礎，由「過失責任」推展至「推定過失責任」，甚而採

用「無過失責任」。所謂「推定過失責任」實為過失責任之修正，係

將舉證責任予以倒置(或轉換)，主張凡是有損害即推定加害人有過失

而須對受害第三人負賠償責任，加害人除非能證明自己無過失否則無

法免責，舉證之責任轉由加害人承擔。而「無過失責任」係指受害第

三人要請求賠償無須證明加害人有過失，加害人即便能證明自己無過

失仍須對受害第三人負賠償之責任，亦即加害人縱使能證明自己無過

                                                 
79 參 邱聰智，從侵權行為歸責原理之變動論危險責任之構成，國立台灣大學博
士論文，71年 1月，論文提要，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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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亦無法免除賠償責任，若是加害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尤應負責，自

不待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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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尤以「損害賠償責任」居多。在保

護受害第三人意圖強烈之政策性保險(強制性保險)，通常採用無過失

責任、或限額無過失責任以利受害第三人之求償。在保護受害第三人

意圖較弱之任意責任保險，則採用推定過失責任或過失責任。 

(二) 加害人(被保險人)有有效之責任保險契約存在： 

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須有有效之責任保險契約存在，受害第三

人方得對責任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加害人若無有效之責任保險契

約存在或是有責任保險契約，惟該保險契約未承保此責任事故或加害

人(責任被保險人)未履行責任保險契約之條件或擔保事項致無法行

使保險金給付請求權，則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皆無可請求之對

象。因此維持責任保險契約之有效性為確保受害第三人得以行使直接

請求權之必要條件。維持責任保險契約之有效性除取決於加害人個人

之意願外便是以法令強制規定加害人有投保責任保險之義務並對保

險人之解約權及契約終止權予以限制及對保險人得行使之抗辯權予

以限制(例如，若受害第三人可代替責任被保險人履行之條件，責任

保險人不得以之對抗受害第三人，當受害第三人已經替責任被保險人



 73

履行該條件時)80，使責任保險契約之有效性趨於穩定。此為政策性保

險(強制性保險)維持責任保險契約有效性之方法。 

採用無過失責任、或者限額無過失責任以利受害第三人確立損害

賠償責任，以法令規定來確保責任保險契約之有效性，使受害第三人

有責任保險人為直接請求權之對象，對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權利

基礎予以強化，此為強制責任保險確保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基礎之

方法。任意責任保險之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則須依損害賠償

法確立賠償責任，並受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所投保之責任保險契約

有效性之影響。相較於強制責任保險鞏固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

礎，任意責任保險之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基礎較薄弱且較不穩

固。 

二、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得請求賠償(補償)之範圍： 

(一)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賠償範圍： 

加害人對受害第三人所造成之損害可分為「身體傷害」及「財產

損害」，而身體傷害又可分為體傷及死亡。於受害第三人有體傷或死

亡時，得請求之賠償可分為「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及「非財產上之損

害賠償」。「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又可稱為「有形損害」，係指得以金

                                                 
80 參 N.H.Stanbury FCA FCII FInstD ,Insurance Consultant, Reform of the Third 
Parties(Right Against Insurers)Act1930,An address to the Insurance Institute of 
London on 28 November 2002，P5 



 74

錢計算之損害賠償，包括在受害第三人體傷時之醫療費用、收入損

失、勞動減損、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以及在受害第三人死亡時之醫

療費用、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喪葬費用、法定扶養費等皆屬之。

而「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係指無形損害或精神損害，美國將之稱

為「肉體上之痛苦」(Physical Pain and Suffering)及精神上之痛苦

(Mental Anguish)，亦即一般所謂之精神慰撫金。另外，受害第三人之

「財產損害」係指為加害人對其財產權之侵害81， 得請求加害人賠償

回復原狀所需之費用，無法回復原狀者得請求金錢賠償其損失。 

(二) 責任保險契約之給付範圍： 

責任保險承保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因此依法應負之賠

償範圍，除有「特別法」之規定或責任保險契約特別約定排除者外，

在責任保險限額之內，責任保險人理應負賠償責任。責任保險契約特

別約定除外者，例如一般責任保險會將「懲罰性賠償金」排除於責任

保險給付範圍之外，而「特別法」之規定則為政策性保險(強制責任

保險)為提供受害第三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而對依法得請求賠償之

範圍以特別法予以規定。在強制責任保險中所欲保障者為受害第三人

之基本保障，因此人身傷害之財產上之積極性損害賠償如看護費用、

喪葬費用等，應予列入強制責任保險之保障範圍，較無爭議。對於人

                                                 
81 參 楊誠對，意外保險-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有限公司，90年 9月修訂六版，
P26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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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傷害之財產上之消極性損害賠償如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基於保險

係提供賠償責任主體(加害人)造成受害第三人損害之填補之目的觀

之，自無排除其保障之必要82，惟有賴保險精算技術及損害項目之衡

量標準明確化後，始將其納入保障範圍，較不易滋生實務運作之困

擾。至於人身傷害之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是否為強制責任保險所保

障之範圍，各國立法例有所不同，在日本有納入保障範圍之中，而德

國則無83，其實若能將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精神慰撫金)之請求予以

定型化並將得請求之數額予以定額化(例如：精神慰撫金之計算，於

受害第三人死亡時，參酌死者之年齡、賴以扶養之人數及死者家中排

行情形；而於受害第三人體傷時，則參酌其所受傷害之殘廢等級、受

傷程度及住院日數等，予以定額化)84，在基於保護受害第三人之立

場，實亦無排除之必要。 

對於物之損害是否納入強制汽車保險之保障範圍，各國立法例並

不一致，大體而言，採用無過失保險法例者，多將財物損害列入保險

之保障範圍。而於採用責任保險體例之德、日兩國，前者將第三人(受

                                                 
82 參 江朝國編著，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8月
P26-29 
83 參 謝宗潁著，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保險人之免責範圍，國立中興大學法
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7月，P78 
84 參 Automobile Insurance Business in Japan，The Non-Life Insurance Institute of 
Japan text book series, First Edition 1995,P16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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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之財物損害列入保障85，後者則否86。 

第三項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抗辯之排除 

就責任保險人之立場而言，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本是加害人

(責任被保險人)可以對保險人請求之保險金，不經過加害人而直接給

付予受害第三人，僅是給付對象由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變成受害第

三人，給付之內容並未改變，故基於責任保險契約得對抗責任被保險

人(加害人)之一切抗辯當亦可以之對抗受害第三人87。受害第三人直

接請求權之權利基礎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確立及有效之責任保險

契約存在，因此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請求權時，會受到確立加害人依

法應負之賠償責任及加害人依責任保險契約得請求保險給付之影

                                                 
85 參德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條：「因利用汽車致人死亡、身體、健康或財物損
害，汽車保有人應對受害人負損害賠償之責。於事故係由非基於汽車構造上之瑕

疵或機件上之障害之不可避免事故所致者，排除前項責任。可歸責於被害人或未

從事駕駛運行之第三人或動物之行為，且保有人及汽車駕駛人均已遵守注意義務

時，其事故之發生視為不可避免。未經汽車保有人之同意而擅自使用汽車者，應

代保有人負損害賠償義務。如其使用汽車保有人與有過失，應與保有人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本項第一句規定於使用人之駕駛汽車係受僱於汽車保有人或由保有

人委託使用人駕駛或使用時，不適用之。」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條「於國
內有固定駐地之汽車或拖車，且使用於公共道路或廣場者，其保有人為擔保因使

用汽車所造成之人身、物以及其他財產損害，有義務依本法規為自己、所有人及

駕駛人締結並維持一責任保險契約」 
86 參日本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 1條：「本法係以確立保障因汽車之運行而致
人之生命或身體被侵害時之損害賠償制度，藉以保護被害人，並促進汽車運送之

健全發展為目的。」及第 3條「為自己而將汽車供運行之用者，因其運行而侵害
他人之生命或健康時，就因而所發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證明自己及駕

駛人關於汽車之運行未怠於注意，且被害人或駕駛人以外之第三人有故意或過

失，以及汽車無構造上之缺陷或機能之障害者，不在此限。」 
87 Keith Michel, “The Third Parties Act 1930 in a modern context”,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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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受害第三人所得行使之直接請求權，除了須以有效之責任保險契

約為其基礎外，同時會受到責任保險限額之限制以及使責任保險人債

務能具體成立之諸多條件及保險人所負之保險給付範圍之限制。故受

害第三人所得行使之權利不得超過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對保險人

所得行使之權利，責任保險人僅以對加害人(責任被保險人)所負擔之

責任額及依其與加害人間所約定之條件對受害第三人為給付即可。保

險人所負之責任完全不受影響亦不可加重。故保險人得對抗加害人

(責任被保險人)之一切抗辯及防禦方法理當亦可對抗受害第三人。此

抗辯包括契約之無效、失權、保險金之比例給付、契約之終止或解除

等。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需要有效之責任保險契約為其基礎，若為

其基礎之責任保險契約有瑕疵，受害第三人所得行使之直接請求權便

不完全，受害第三人僅能依損害賠償法對加害人請求賠償，在加害人

賠償能力有欠缺時，受害第三人便無法受到周全之保護。在保護受害

第三人意圖較弱之任意責任保險，其實並無不當亦無可非議之處，但

在保護受害第三人意圖強烈之強制責任保險，難免有為德不卒之憾，

於是便以法律規定責任保險人與責任被保險人間之抗辯事由，不得以

之對抗受害第三人，將責任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之抗辯予以排除
88
，

                                                 
88 德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三條第四款：「保險人不得以其對於負損害賠償義
務之要保人，免除全部或一部給付義務之事由，對抗第三人依第一款之請求權」、

五款：「保險關係不存在或終止時，若損害事故係保險人前述事實通知主管機關

後，一個月始發生者，保險人方得以以對抗第三任依第一款之請求權。此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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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對責任保險人之若干抗辯事由予以限制
89
。甚至為了給予受害第

三人完善之保護，對於在一般責任保險中屬道德危險 (被保險人故意

或惡意行為所致受害第三人之賠償責任)而排除不保者，亦要求保險

人仍應為保險給付。於此責任保險人與責任被保險人(加害人)之間有

「不健全保險關係」(「不健全保險關係」係指責任保險人可依保險

契約對被保險人免負一部分或全部之給付義務之情形，即責任保險人

有正當理由免除、減輕其責任之抗辯事由存在)存在時，責任保險人

原本是不須對被保險人負給付義務，卻因法律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政策

要求而須對受害第三人負給付義務。責任保險人如此之特殊義務，於

學理上稱之為「保險人於不健全保險關係中之給付義務」。於此被保

險人(加害人)已非責任保險所欲保護之對象，責任保險所欲保護之對

象轉由受害第三人當之，而被保險人(加害人及其他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之人)，是為最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故法律賦予保險人於向

受害第三人為給付之後，於其給付之範圍內，得對被保險人(加害人

及其他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行使回復到給付前原狀之求償權。保

險人求償權之根據，有認為是來自於加害人之不當得利，保險人得請

求返還，亦有認為基於「衡平」之立場，保險人履行其法律上不應負

                                                                                                                                            
於保險關係因保險期間屆滿而終止之情形」 
89 參 N.H.Stanbury FCA FCII FInstD ,Insurance Consultant, Reform of the Third 
Parties(Right Against Insurers)Act1930,An address to the Insurance Institute of 
London on 28 November 2002，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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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之債務後得向最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求償，或認為立法者為保

護受害第三人所創設之新權利。此三學說均未能真確說明保險人求償

權之根據。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說難為保險人求償權之真實基礎，責任

被保險人雖因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予受害第三人而免除債務因而受

益，但責任被保險人並非不當得利之受領人，受領保險金給付之人為

受害第三人，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說，於解釋上實有牽強之處。基於「衡

平」立場說，僅能說明權利之形式，並非其真實之基礎。為保護受害

第三人所新創設之權利說，或可說明其源由，但未能真確展現保險人

之求償權基礎。保險人求償權之基礎是法律為能澈底且周全地保護受

害第三人，對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予以強化，對責任保險人

「不健全保險關係」之抗辯權予以禁用，擬制責任保險契約依然存在

且有效，保險人仍須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保險人於對受害第三人履

行給付義務之後，於給付之範圍內，對被保險人(加害人及其他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之人)行使回復到給付前原狀之求償權。受害第三人在

「不健全保險關係」之下，其直接請求權本無有效之責任保險契約可

為其基礎，原本無法對責任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惟法律為能澈底

且周全地保護受害第三人，擬制責任保險契約依然存在且有效以強化

直接請求權之基礎，對保險人之抗辯權予以禁用，排除受害第三人行

使直接請求權之障礙，使其仍得享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保險人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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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但若受害第三人對保險人可向被保險人(加

害人及其他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到給付前原狀之求償權

利有所妨礙，則不應再享有擬制責任保險契約依然存在且有效之利

益，亦即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所強化之基礎將因而失去。故受害第

三人若對保險人可向被保險人(加害人及其他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

請求回復到給付前原狀之求償權利有所妨礙，當於其所妨害保險人未

能求償之金額範圍內，將其已受領之保險金返還予保險人。 

第四項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時效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法律性質，兼具損害賠償法與保險法雙

重性質。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時效，究竟應採用損害賠償法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為其時效，抑或是要採用保險金給付請求權為其時效？

有學者依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之見解：「直接請求權為一法定之責

任請求權，係獨立(Eigenstandig)於保險關係所生之契約權之外，不

過其須受到承保危險(Das Versicherte Risiko)與保險金額之限制」

90
認為既然受害人依本法所生權利之性質係屬侵權行為請求權之轉

化，其請求權之時效，自宜與侵權行為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等同觀之
91
。

亦有學者主張直接請求權應把握其係由原來應給付予被保險人之保

                                                 
90 Vgl. BGH 25.5.1982,NJW1982 S.2322 
91 參 Vgl.BGH 25.5.1982,NJW1982 S.2322引自江朝國著，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8月初版，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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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金而請求應對受害第三人自己為給付之意旨，認為直接請求權應與

保險給付請求權之時效相同
92
。另亦有學者對日本自動車損害賠償保

障法第十九條
93
，關於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之規定作研究，並

參酌日本學者，對時效起算點之看法(有主張自被害人或法定代理人

知悉損害及加害人時起算
94
；亦有主張自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悉

損害及與加害人締結責任保險契約之保險人時起算
95
)，以被害人之直

接請求權係對保險人行使為由，認為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時效期

間為兩年，時效之起算點，應自受害第三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悉損害

及與加害人締結責任保險契約之保險人時起算
96
，亦採直接請求權之

時效應與保險給付請求權時效相同之看法。英國學者對「第三人對保

險人權利法」【The Third Parties(Rights Against Insurers)Act,1980】關

於直接請求權時效看法為「大體而論，在本法案之下，保險人得以任

何可對被保險人時效之抗辯，作為對抗受害第三人，除非受害第三人

                                                 
92 參 陳榮一著，責任保險與被保險人之地位-兼論日本商法第六六七條-，保險
專刊第 29輯，81年 9月，P119 
93 日本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十九條：「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之請求權，經過兩年者，因時效而消滅」引自江朝國著，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8月初版，P178 
94 參閱 木宮高彥等著，「注釋自賠法」，P147；保險第二課，「自賠責保險」，P132 
95 參閱 田邊康平著，自賠責任保險の直接請求權と保險金請求權(收錄於田邊康
平‧石田滿編，「新損害保險雙書(2)自動車保險」，文真堂，昭和58年8月15日

第一刷)，P 41-42；山口地判昭和52年3月20日民集35卷二號P290；最判召和
56年3月24日民集35卷2號P 271 
96 參 劉春堂著，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被害人之直接請求權-以日本自動車損害賠
償保障法規定為中心-，保險專刊第 35輯，83 年 3月，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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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時間內已對被保險人提起訴訟。」
97
。綜觀上述，受害第三人直接

請求權時效，究應採用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其時效，抑或採用保險金給

付請求權為其時效，何者較為妥切？本文認為若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

權之時效期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等同觀之，那無疑是忽視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兼具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之性質及受害第三人

行使直接請求權之對象為責任保險人，而責任保險人係依責任保險契

約之約定對有權受領保險金給付之人(法定受益人或約定受益人)負

給付保險金之義務，故此論述實不足採。反之，若受害第三人直接請

求權之時效期間與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之時效期間等同觀之，則亦對受

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具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性質有所忽略。故受害第

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時效，實應將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及保險金給付請

求權時效一併考慮並將其揉合。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之要件及

前提為其對加害人(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成立，此外受害第三

人尚須知有賠償義務人(亦即知道加害人之責任保險人)，如此方能行

使其直接請求權，故其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應自此起算。受害第三人

之直接請求權因係對加害人之責任保險人行使，且須依責任保險契約

                                                 
97 參 N.H.Stanbury FCA FCII FInstD ,Insurance Consultant, Reform of the Third 
Parties(Right Against Insurers)Act1930,An address to the Insurance Institute of 
London on 28 November 2002，P5，其原文：「Under the Bill, an insurer will, in 
general, be able to rely , as against the third party, on any limitation defence available 
to the insured, but not if the third party has issued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insured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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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險法有關之規定行使，故其期間應與保險金給付請求權得行使之

期間相同，較為妥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