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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汽車責任保險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 

權制度 

第一節 我國汽車責任險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 

度之沿革 

我國汽車保險始於民國四十年，由台灣產物保險公司籌辦，沿用

上海使用之英式保單，民國四十二年美軍顧問團官兵及眷屬來台，為

配合其自用車輛之使用需要，該公司乃代理美國公司之保單，如

Fireman's公司之美式保單。由於代理美國公司之汽車險業務，於理賠

方面亦吸取若干經驗，隨後並進一步開發初期中文保單104。 

我國雖於民國四十三年行政院便已核准通過「汽車強制投保意外

責任保險辦法」，將汽車責任保險列為強制保險，惟卻遲至民國四十

五年六月十五日始由交通部依其法定職權訂定頒布交路(四十五)字

第五一四四號之行政命令-於「汽車投保意外責任險辦法」第三條規

定：「公私汽車統一牌照之領照人或請領人，均應向財政部核准註冊

之保險公司就每一輛汽車投保意外保險」，產險業者遂依此辦法於民

國四十六年七月一日開辦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隨後於民國四十八年六

                                                 
104 參 陳繼堯著，汽車保險理論與實務，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8月
初版，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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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七日公布，四十九年七月一日施行之公路法五十七條中明定汽

車所有人於申請主管機關發給牌照使用前應投保汽車責任保險，使我

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有了正式之法律依據105。其後復於民國六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行政院指示交通部會同財政部及省、市、政府檢討改

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期能建立完善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

惟卻仍延宕至民國七十八年始由財政部委託學者起草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並於同年十月提出草案，經「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策進小組」

多次研討修訂，於七十九年三月完成「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草案」，

從我國出現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觀念至行政院開始研究改善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其間有二十餘年之久，從開始研究改善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至完成「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草案」之時，則又浪費了十六年的光

陰，眼見保護受害第三人已是刻不容緩之工作106，遂於民國八十一年

三月三日交通部所發布之交路發字第八一 0七號函令-「汽車投保責

任險辦法」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之汽車責任險，指被保險人使用之

汽車肇事，致乘本車者以外之第三人死亡或受傷者，應由被保險人負

賠償責任時，由保險人代為給付之契約。」及同年三月二十六日財政

部所發布之台財保字第八一一五七五八六號函令-「強制汽車第三人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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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6-89 
106 參 林勳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改革芻議，保險專刊，第 24輯，80年 6月，
P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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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保險條款(自用汽車適用或營業汽車適用)」第十八條：「被保險

人遇有本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者，受害人或享有賠償請求權之

人未取得法院判決書或本公司認可之和解書前，本公司不付賠償金額

之責。但經本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我國汽車責任險保護受害

第三人權益之思想於此始窺見，受害第三人之權利至此已有漸受重視

之趨勢，惟能否落實「受害人第三人給付請求」，則仍有疑慮107。 

我國汽車責任保險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度，首見於民國八十

四年十月三十日交通部修正發布之交路發第八四五五號函令-「汽車

投保責任險辦法」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之汽車責任險，指被保險人使

用之汽車肇事，致乘本車者以外之第三人死亡或受傷者，應由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時，由保險人代為給付之契約」及八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財政部所發布之台財保字第八一一五七五八六號函令-「強制汽車第

三人責任保險條款(自用汽車適用或營業汽車適用)」第十一條：「被

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時，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得依下列規定，在被

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金額範圍內，直接向本公司請求支付賠償

金額：一、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金額，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或二、肇事責任已確定，並經當事人雙方以書面達成和解，並經本公

司同意者；或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被保險人，因破產、清算、失

                                                 
107 參 尹章華著，汽車交通事故民事賠償責任與保險理賠之探討，保險專刊第
34輯，民國 82年 12月，P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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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清償能力或死亡失蹤者」，由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透過此保單條款

約定之方式，讓受害第三人得以直接向保險人行使請求權，此即所謂

的「意定直接請求權」，以其所得行使之直接請求權尚須受賠償責任

確定及責任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及相關條款、條件之限制，故亦將此直

接請求權歸類為「附條件之直接給付請求權」。 

我國正式以法律規範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度首見於民國八

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完成立法經總統公布，並於八十七年一月一日

施行之「強制汽車責任保法」(以下稱為強保法)第二十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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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以法律之規定賦予受害第

三人(受益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

亦即所謂之「法定直接請求權」，以其所得行使之直接請求權所受到

之限制極少甚至幾乎沒有限制，故亦可將該直接請求權歸類為「無條

件之直接給付請求權」。 

其後我國並將此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所規定之受害第三人「直接

請求權」制度於民國九十年七月九日修正通過之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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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導入任意責任保險之體系中，使任意汽車責任保險亦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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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需特別加以說明的是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所賦予受害第三

人之直接請求權與強保法第二十八條所給予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

權性質上有所不同，強保法第二十八條所給予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

權是屬於「無條件之直接給付請求權」，而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

所賦予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是屬於「附條件之直接給付請求

權」。我國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制度僅賴此二法律條文予以規

範，致使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於實務解釋適用上難免遺留若干之疑

義有待釐清。以下分別就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度於強制汽車責任

險及任意汽車責任險中規範之缺失及改進之道，分述如后： 

第二節 強制汽車責任險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 

度缺失及改進之道 

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所規範之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度

於實務適用上尚存有若干疑義，茲分述如下並試著提出改進建議。 

第一項 直接請求權之權利人規範未盡完善 

第一款 現行法規範之缺失 

我國以強保法第五條、第九條、第十條、第二十八條及其施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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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三條108等法條，來規範得對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之權利人，以

其於法條上所定之名稱不一致﹝於強保法第五條之規定，受害人在相

當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得請求保險賠償給付；第二十八條

之規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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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施行細則第三條則又規定為受害人於本法保障範圍內

得請求保險給付﹞及第十條第二款死亡給付之受益人規範失當以及

未就直接受害人死亡時，直接受害人之繼受人為多數時以及因直接受

害人受到侵害而亦受有損害之間接受害人為多數時，受害第三人如何

行使直接請求權作妥善之規範易致生實務解釋適用之困擾。 

舉例說明：若機車與汽車碰撞，機車騎士死亡，機車之騎士有配

偶及下有一未成年兒子，以及上有父、母，車禍死亡時，並有其兄為

其支付殯葬費用 20 萬元。如此之情形若依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相

關法令之規定，何人得請保險給付？若依據強保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十

條第二款之規定，得向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之人為死亡給付之受益

                                                 
108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五條：「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體傷、殘廢或死亡
者，加害人不論有無過失，在相當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受害人均得請

求保險賠償給付。」；第九條：「本法所稱受害人係指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體傷、

殘廢或死亡之人。」；第十條：「本法所稱受益人係指下列各款之人：一、身體傷

害給付及殘廢給付之受益人，為受害人本人。二、死亡之受益人，為受害人之繼

承人；無繼承人時，以本法所定之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為受益人。」；第

二十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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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施行細則第三條：

「本法規定之汽車於道路、停車場或其他供汽車通行之地方發生交通事故，致人

體傷、殘廢或死亡時，受害人於本法保障範圍內得請求保險給付。汽車交通事故

僅涉及一輛汽車者，受害人不包括該汽車之駕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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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受害人之繼承人-亦即機車騎士之繼承人，而機車騎士之繼承人

當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來決定其繼承人及繼承順序。若依民法第一一

三八之規定，則本案得享有直接請求權之人為機車騎士之配偶及其兒

子之法定代理人。於本案中騎士之父、母、及為其支付殯葬費用之兄，

雖同得依民法債編第五款侵權行為之規定﹝民法一九二條、一九四

條﹞而得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人，是為侵權行為之間接受害人，無

疑，然卻因繼承順序之故而無法請求保險給付，實有欠公平。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十條第二款所規定直接請求權之權利人

為受害人之「繼承人」，實有欠妥當，蓋繼承人之範圍未必與損害賠

償請求權人一致。若規定死亡給付之受益人為繼承人，將產生非繼承

人而為受扶養權利之人，如子婦女婿或家屬等，其扶養義務人因汽車

交通事故致死亡而無法請求保險給付及非繼承人而為其支出殯葬費

用之人，雖得依民法一九二條第一項請求賠償，確非本法之受益人，

而無法請求保險給付，以及雖亦為受害人之繼承人，且於損害賠償法

中亦得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僅因繼承順序之規定致使其無法請求保

險給付之限現象。再者，民法第一一三八條之規定繼承人之範圍為(直

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姐妹或祖父母)中，若非損害賠償法中得

請求之人，亦當不得享有保險之給付，因其並非受有損害之人，無由

接受保險之補償。此等乖張之現象，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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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直接請求權人之權利人於法條所定之名稱不一致﹝於強保

法第五條之規定，受害人在相當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得請

求保險賠償給付；第二十八條之規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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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施行細則第三條則又規

定為受害人於本法保障範圍內得請求保險給付﹞，易造成誤解，實有

不妥。 

第二款 改進之道 

為解決現行法令對直接請求權人規範之缺失，有學者認為應將強

保法第二十八條所規定之直接請求權主體由「受益人」改為「受害人」

109。亦有學者主張將強保法第九條之「受害人」修正「本法所稱受害

人，係指因汽車交通事故遭受體傷、殘廢或死亡，依法對被保險人享

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並將第十條關於「受益人」之規定予以刪除，

再將第二十八條直接請求權之規定修正為：「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

通事故，受害人得在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

賠償。」110，直接以受害人為行使直接請求權之主體。本文認為直接

以侵權行為之受害人取代「受益人」為直接請求權主體之主張，尚有

                                                 
109 參 葉明進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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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1-14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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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43-161；P28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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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盡周延之處。蓋直接請求權為兼具損害賠償法及保險法之雙重性

質，持上述主張者忽略直接請求權具有保險法之性質，並忽視直接請

求權之基礎，除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外，尚有另一基礎為保險金給付請

求權，尚且未考慮到直接請求權行使之對象為保險人，能從保險人處

獲得保險給付之人，若非被保險人便是受益人(法定受益人或約定受

益人)。以契約將受害第三人約定為受益人之方式與於強保法中將其

明定為法定受益人之方式相較，後者較為可行，此外基於法律體系之

完備性而言，後者較能臻於完善。故本文認為應賦予損害賠償法之受

害第三人以法定受益人之身份，使其得以對保險人行使保險金給付請

求權，而使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名副其實兼具損害賠償法及保

險法雙重性質。因此建議將強保法第五條修正為：「因汽車交通事故

致直接受害人體傷、殘廢或死亡者，加害人不論有無過失，在相當於

本法規定給付項目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受害第三人均得請求保險賠償

給付。」；第九條修正為「本法所稱之受害第三人係指依法享有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人，包括直接受害人、直接受害人之繼受人及間接受害

人。直接受害人係指於加害人行為所致之汽車交通事故中，遭受體

傷、殘廢、死亡之人；直接受害人之繼受人係指因損害賠償法之規定

而取得直接受害人對加害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間接受害人係指因

直接受害人受到侵害致使其法定扶養權受有損害或精神受痛苦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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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求慰撫金或為直接受害人支出殯葬費之人。」；第十條修正為：「直

接受害人因加害人行為所致之汽車交通事故遭受體傷、殘廢者，直接

受害人，在相當於本法規定給付項目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對保險人享

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直接受害人於加害人行為所致之汽車交通事故

致死者，直接受害人之繼受人及間接受害人，得請求保險人給付其直

接受害人依本法所定給付項目得請求之保險金。直接受害人之繼受人

為多數及間接受害人為多數時，各按其對加害人之債權額比例分配其

直接受害人依本法所定給付項目得請求之保險金。」；第二十八條修

正為「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受害第三人得在本法規定給付

項目之保險金額範圍內，依本法所定之給付標準及方式，直接向保險

人請求給付保險金。」。 

     此外為免誤解及使法條名稱一致性起見並將施行細則第三條之

「受害人」改為「受害第三人」並將強保法中「受害人」及「受益人」

之名稱，以「受害第三人」代之。如此既能使直接請求權兼具損害賠

償法及保險法雙重性質之特性名副其實具體地展現，並讓直接受害人

之繼受人為多數及間接受害人為多數時，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行

使，有法可循，並使法律名稱一致，免除適用爭議。 

第二項 強保法對「不健全保險關係」下，保險人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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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權規範不周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為損害賠請求權與保險金給付請

求權，要讓受害第三人能順利對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則非此二基礎

皆穩固無法以其功，若有任一基礎不穩固，對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之行使，終究是障礙。但在保護受害第三人意圖強烈之強制責任保險

制度之下，縱有若干障礙，阻礙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之行使，立法者亦

會以法律將此障礙予以排除，好讓受害第三人依然能順利對保險人行

使直接請求權。俟保險人賠付受害第三人之後，再賦予保險人向被保

險人(加害人及其他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求償之權利。我國強保法

亦有如此之規定，見強保法第十九條之規定，禁止保險人行使解除權

及對保險人之契約終止權作限制。此外更為使受害第三人能獲得充分

完善之保障，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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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排除不保之事項，亦在強保法第二

十七條中予以特別之規範，令保險人仍應對受害第三人給付保險金，

並賦予保險人於給付金額範圍內，得向加害人求償。惟我國對保險人

之求償權規範存有若干遺漏，滋生實務困擾。 

第一款 我國強保法對保險人求償權規範之疏漏 

一、我國於強保法第十九條之規定禁止保險人行使解除權並對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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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終止權作限制，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保險關係若處於「不健全保

險關係」之下，保險人依法仍應對受害第三人給付保險金。惟在本法

中卻未賦予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之求償權，實有疏漏之處。依據強保法

第十九條之規定，被保險人縱有積極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情事，保險

人亦不得解除契約，雖於第二項賦予保險人有終止契約之權，惟在保

險人未依法終止保險契約之前，受害第三人仍有權請求給付保險金。

因此保險人於未終止保險契約之前，已對受害第三人所為之保險給付

或於給付保險金之後，始發現被保險人有積極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情

事，保險人既無法請求受害第三人返還保險金，亦無法對被保險人行

使求償權，實有疏漏之處111。 

二、我國雖於強保法第二十七條，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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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排除不保之事

項，予以特別之規定，令保險人仍應依法對受害第三人(法定受益人)

給付保險金，並賦予保險人於給付金額範圍內，得向加害人求償。惟

因未就保險人求償權之性質予以明確之定位，易滋生實務適用之困

擾。此外保險人可求償之對象依法僅限於「加害人」未及於其他應負

                                                 
111 A就以其所有之 B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A在訂定保險契
約時，對甲要保書所詢問之重要事項有不實之說明，甲保險公司於終止保險契約

之前，A駕駛 B車撞傷行人 Z，甲保險公司是否仍應給付保險金？在對行人 Z
給付保險金之後，甲保險公司能夠向 A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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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責任之人112(如加害人之僱用人或加害人之法定代理人)，亦

有疏漏之處113。保險人求償權未給予明確定位之結果，衍生實務適用

爭議及求償權時效期間及起算點，無所適從。 

第二款 改進之道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抗辯之排除與賦予保險人求償權制度之

架構：(見圖八之說明)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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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43-161；P276-278 
113 A受僱於 B公司當送貨司機，一日心情不佳，因而於吸食毒品後駕駛公司所
有M車(M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外出送貨，一個不小心撞傷乙
致雙腿受傷，A因自覺理虧及懼怕負刑責，因此急於和乙達成和解，對乙所提之
和解條件全盤接受，雙方以新台幣 30萬元達成和解，乙同意拋棄對 A及 B公司
之民、刑事追訴權利，並約定乙及其他一切人等不得再向 A及 B公司請求賠償。
惟事隔多日之後，乙的傷勢加重導致殘廢，遂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向甲

保險公司申請殘廢給付，甲保險公司因不知乙業已和加害人 A及 A之僱主 B公
司達成和解，依強保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將第九級殘廢保險金新台幣 33萬元
給付給乙，並於給付金額範圍內，依法對 A及 B公司求償，A及其僱主 B公司
以業已和乙達成之和解條件為抗辯，試問甲保險公司(1)是否仍能依法對加害人 A
求償？(2)甲保險公司對 B公司是否有求償權？(3)甲保險公司如因雙方已和解而
無法向加害人 A及其僱主 B公司求償，是否有權請求乙將受領之保險金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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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第三人依據損害賠償法對加害人(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

償，加害人得以責任基礎(過失之責任、過失相抵)及依法得請求之賠

償範圍予以抗辯，惟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每採用較利於受害第三人之

無過失責任為責任基礎，並將賠償範圍予以定額化(如我國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使受害第三人之損害賠償債權易於確立。受

害人於損害賠償債權確立之後，便得以法定受益人之身份，對保險人

行使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但是如果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保險關係，

處於「不健全保險關係」之下，保險人是可以以對抗被保險人之抗辯

責任保險人

受害第三人 被保險人 
加害人 

損害賠償請求權

保險給付金請求權直接請求權 

圖八 

責任基礎之抗辯

賠償範圍之抗辯

不健全保險

關係之抗辯 

抗辯權受限

制(被排除) 

給付範圍 給付範圍 

回復給付前原

狀之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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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來對抗受益人(受害第三人)。在「不健全保險關係」之下，受害

第三人(法定受益人)因保險人之抗辯而無法對保險人行使保險金給

付請求權，即無法獲得保險之保障。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對受害第

三人之保護，便有為德不足之憾，故法律為使受害第三人能獲得周延

且完善之保護，遂對保險人之抗辯權予以限制，且於限制之同時賦予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加害人及其他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之求償

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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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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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國強保法第十九條對保險人之解除權予以禁用，以及限制保

險之契約終止權，之所以作如此之規範是為了使受害第三人能獲得完

善周全之保護，並非是要保護不實告知違反保險誠信原則之被保險人

(或要保人)，因此在被保險人(要保人)有重要事項說明不實之情形，

保險人對於契約終止前所發生之事故仍應對受害第三人負給付保險

金之義務，惟於給付範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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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國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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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九條應賦予保險人求償權，始為妥當。宜將保險法第十九條增

列「汽車交通事故於保險人依法終止保險契約前已發生者，保險人對

受害第三人(法定受益人)仍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保險人於給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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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第三人不得有妨礙保險人行使求償權

之行為，倘有妨礙之情事，保險人於受妨害而未能求償之金額範圍內

得請求受害第三人返還已受領之保險金。」 

二、未免實務解釋適用之困擾及保險人求償權時效期間及起算點

等，無所適從起見，我國強保法第二十七條應給予保險人求償權明確

之定位。保險人求償權之來由係保險人原可以不保事項來對抗受害第

三人(法定受益人)直接請求權之抗辯被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法律所排

除，亦即縱使有不保事項存在，受害第三人仍得行使直接請求權，保

險人不得以之為理由而主張免付保險金。在一般保險中若屬不保事

項，保險人理當可免負保險給付義務。何以於此，保險人仍須對受害

第三人給付保險金？其理由很簡單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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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受害第三人依然能對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仍得享有保

險金給付請求權，保險人仍然須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但若受害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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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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險人求償權之求償範圍以受害第三人受給付

之範圍為限，保險人求償權時效之起算，則應自保險人履行給付義務

之時起算。保險人之求償權因係對被保險人(加害人及其他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之人)行使且係因為強化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而

來，故應與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時效等同，較為允當。 

因此，應於強保法第二十七條，明確定位保險人之求償權係回復

到給付前原狀之求償權，及對受害第三人有妨礙保險人行使求償權之

情形予以妥善之規範，以杜疑義。建議將二十七條修正為「被保險人

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

規定給付保險金，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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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

醉或吸食毒品、迷幻藥而駕車者。⋯受害第三人不得有妨礙保險人行

使求償權之行為，倘有妨礙之情事，保險人於受妨害而未能求償之金



 110

額範圍內得請求受害第三人返還已受領之保險金。保險人之求償權自

對受害第三人履行給付義務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三項 直接請求權之時效起算點規範不當 

第一款 我國強保法直接請求權時效起算點規範之失 

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之規範見強

保法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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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

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為受益人(受害第三人)知有請求權之日，如此之

規範未將受益人(受害第三人)知有損害之日予以考量，有欠妥當。若

有受害第三人於請求權消滅時效完成後，始知有損害之情形114，受益

人(受害第三人) 將因請求權時效業已罹於消滅而無法獲得保險之保

障，對受害第三人之保護，實有不周之處。雖然我國政府之行政單位

                                                 
114 A所有之M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於 88年 6月 1日，因
駕車不慎撞傷行人 B，B之右腳受有重傷送往 C醫院診治， A當日隨後前往醫
院探視時，告訴 B說「其所有之M車有向甲保險公司投保強制險，請求安心養
病」，其後 B於 90年 6月 1日時效完成之前陸陸續續向甲保險公司請求傷害醫
療保險給付-金額最後達到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所規定之傷害醫療給付總
額(20萬)，然其病情一直未見好轉且右腳有日漸萎縮惡化之趨勢，於 91年 2月
1日，C醫院之主治醫師告訴 B說：「其右腳確定永久殘廢，再不截肢恐將危及
生命安全」，B於是在 91年 2月 10日忍痛進行截肢手術，隨後 B於 91年 2月
15日，備文件向甲保險公司提出殘廢給付申請，請求甲保險公司應依給付標準
之規定給付新台幣 63萬(殘廢等級第六級)，不料甲保險公司卻以其請求權行使
之時效已超過強保法第 13條所規定之二年時效而拒絕其請求，試問甲保險公司
之拒絕是否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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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85年 12月 27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公布後，87年 1月 1日正式

實施前，便已發現此一規範缺失，而於 86年 12月 5日財政部台財保

第 862401786 號函所核定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單條款第二十五條有

關受害第三人(受益人)直接請求權時效之規定將其修正為「受益人請

求本公司給付保險金之權利，自知有損害發生、賠償義務人及本公司

之日起算，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將受益人(受害第三人)知有

損害之日，列為消滅時效起算點考量因素之一，惟如此之作法雖說是

在法令規範不盡完善情況下，為了周全完善地保護受害第三人所為不

忍苛責之變通方法，但卻有行政命令逾越法律規範之憾，實非長久之

計，宜速修法導正之，方為良策。 

第二款 改進之道 

我國強保法關於請求權時效起算點之規定，未慮及受害第三人可

能於請求權消滅時效完成後，始知有損害之情形，而僅以受害第三人

「知有請求之日」為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實有疏漏，應修法予以補

正。建議將強保法第十三條修正為：「受害第三人(受益人)依本法得

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或請求特別補償基金補償之權利，自受害第三

人(法定受益人)知有損害且知有請求權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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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小結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係法律為保護受害第三人所創設之制

度，因此得享有直接請求權之人應以受害第三人當之，無疑。惟受害

第三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之對象為保險人，而保險人何以要對受害第三

人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於保險契約中，得享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之

人，不是被保險人，便是受益人。受害第三人並非責任保險契約之被

保險人，因此若要讓受害第三人能享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則須賦予

受害第三人法定受益人之身份，使其得以對保險人行使保險金給付請

求權。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權利性質，為兼具有損害賠償法及保

險法雙重性質之特性，於此具體展現。為了使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

權行使無礙，故對保險人之抗辯權予以限制，且於限制之同時並賦予

保險人之求償權。保險人求償權之基礎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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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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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第三

人不得有妨礙保險人行使求償權之行為，倘有妨礙之情事，保險人於

受妨害而未能求償之金額範圍內得請求受害第三人返還已受領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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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金。至於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則應自受害第三人

(法定受益人)知有損害且知有請求權之日起算，為宜。 

第二節 任意汽車責任險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 

度缺失及改進之道 

我國任意汽車責任險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度，始於民國八十

五年七月一日財政部發布之台財保第八五一七九三二 0 八號函令所

核定修訂之自用汽車保險單條款(營業汽車保險單條款)第二節汽車

第三人責任保險條款第六條：「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時，損害

賠償請求權人得依下列規定，在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金額範

圍內，直接向本公司請求支付賠償金額：一、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

害賠償金額，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或二、肇事責任已確定，並經當事

人雙方以書面達成和解，並經保險公司同意者；或三、依法應負賠償

責任之被保險人，因破產、失卻清償能力或死亡、失蹤者」。惟正式

以法律承認任意汽車責任險受害第三人得對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

權，則始於民國九十年七月九日修正通過之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

之規定。本次修訂之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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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未給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性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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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清楚之定位115，且未就條文所謂「損失賠償責任確定」與「依其應

得之比例」予以確切之規範，易滋生實務困擾以及滋生疑義。
116
另外，

我國保險法亦應對多數受害第三人如何行使直接請求權及受害第三

人直接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及起算點予以明確之規範。 

第一項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法律性質未明確定位 

第一款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法律性質欠缺明確定 

位之憾 

我國汽車責任保險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制度之實施，最遠可溯

及民國八十一年，距今已有十一個年頭之久，無論是在未正式立法承

認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以前所採行之意定直接請求權，抑或是於法

有明文承認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後所施行之法定直接請求權。始

終未對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法律性質作一清楚明確之定位，誠屬

立法之缺憾。雖有學者透過基本民法原則，來探究直接請求權之法律

性質及從法理上推論直接請求權之基本適用方針，此雖是於法律欠缺

明文規定之情形下，不失為一變通之法，然終非長久之計。根本之道，

                                                 
115 參 江朝國著，保險法最新修正評釋，月旦法學，第八十七期，2002年 8月，
P100-103 
116 參 蘇金珠著，保險法第九十四條修法之爭議，保險大道第二十九期，2002
年 12月，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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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應明文規範直接請求權之性質，以免徒生解釋上之困擾與疑義

117。 

第二款 改進之道 

有關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法律性質，宜速修法明定之，以免

適用爭議及滋生實務困擾。關於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法律性質究

應如何定位之問題？筆者認為欲給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法律性

質明確清楚之定位，則應對受害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及被保險人

之保險給付請求權之基礎法律關係予以探究，並對受害第三人、被保

險人(加害人、其他應負損害賠償義務之人)及保險人，三方當事人間

彼此之權利義務予以通盤考量，如此方能獲致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之最適定位。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基礎應為損害賠償法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及保險法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法

律性質為兼具損害賠償法及保險法雙重性質。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

行使之程序為，第一、受害第三人須依損害賠償法確立其可向加害人

(被保險人)請求賠償之債權；第二，於確立債權之後再賦予受害第三

人以法定受益人之身份，使其得以對保險人行使保險金給付請求權。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行使限制之多寡，則端視立法者欲保護受害第

                                                 
117 參 江朝國著，保險法最新修正評釋，月旦法學，第八十七期，2002年 8月，
P100-103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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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甚至無任何

限制，所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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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受害第三人亦得行

使直接請求權，惟所得行使之直接請求權會受到取得損害賠償請求權

及責任保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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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附條件

之直接給付請求權」，受害第三人對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時，在確

立加害人賠償債權階段，保險人得以損害賠償法中加害人可對抗受害

人之抗辯事由，與之對抗；於受害第三人以法定受益人請求給付保險

金之階段，保險人得以保險法及責任保險契約可對抗被保險人(要保

人)、受益人之抗辯事由，對抗之。故於確立加害人賠償債權之階段，

一方面，受害第三人得行使其對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期能確立加害

人之賠償債權。故我國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將「被保險人對第

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明定為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請求權之前

提，可謂明智之舉。惟可惜的是未給予何謂「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明

確之定義，實為立法之憾；另一方面，責任被保險人(加害人)亦可向

其責任保險人行使其法律保護請求權(即責任保險人有為被保險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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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之義務)，此一請求法律保護之權利，仍應歸屬於被保險人所享有，

實不應因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請求權而予以抹滅，除非是在保護受害

第三人意圖強烈之強制責任保險中，為能徹底且周全地保護受害第三

人，在不損及責任被保險人之利益下得有所限制。 

第二項 未就「損失賠償責任確定」予以明確之定義， 

為立法之憾 

第一款 「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未定義，為立法之失 

何謂「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所指為何？我國保險法並未給予明

確之定義。「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所指的究竟是加害人應對受害第三

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事故發生，還是受害第三人察覺其有損失而向加

害人請求賠償，並證明加害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抑或是加害人自覺

對受害第三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與受害人達成和解，或者是須經法

院判決確定加害人有賠償責任，方屬法條所稱之「損失賠償責任確

定」，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算不算是「損失賠償

責任確定」？由於我國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僅粗略提及「損失賠

償責任確定」之概念並未給予明確之定義。未给予「損失賠償責任確

定」明確定義之結果，易滋生適用疑義，並使直接請求權之權利人-

受害第三人與保險人及加害人(被保險人)於實務運作上，無明確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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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之法。 

第二款 改進之道 

法律應明文規定「損失賠償責任確定」之定義，以杜爭議，以便

給予受害第三人與保險人及加害人(被保險人)於實務運作上，有法則

可循。「損失賠償責任確定」究應如何定義？ 

加害人與受害第三人間解決損害賠償糾紛之方法通常有四種途

徑：一、訴訟，二、調解，三、和解，四、仲裁。因此「損失賠償責

任確定」當亦可依此四途徑予以確切之定義： 

第一、訴訟途徑-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以訴訟途徑方式解決彼此間

損害賠償之紛爭者：加害人(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金額，經

法院判決確定者(亦即受害第三人得對加害人(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

償之金額，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此當為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所

稱之「損失賠償責任確定」，無疑。 

第二、調解途徑-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以調解途徑方式解決彼此間

損害賠償之紛爭者：(一)、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依民事訴訟法所成立

之調解，依民事訴訟法第四一六條之規定：「調解經雙方當事人合意

而成立；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亦即依民事訴

訟法所成立之調解與法院之確定判決具有同等之效力)；(二)、受害

第三人與加害人於鄉、鎮、市公所之調解委員會，調解之下所達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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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協議，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經法院核

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故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

間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法院依民事訴訟法，調解成立者，或是雙方於

鄉、鎮、市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下所達成之民事調解並經法院核定

者，當可視為「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惟須加以說明的是加害人與受

害第三人之調解協議，因涉及保險人之參與行為，加害人對於受害第

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需經保險人之參與，否則所

為之承諾，保險人不受拘束。 

第三、和解途徑-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以和解途徑方式解決彼此間

損害賠償之紛爭者：(一)、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依民事訴訟法所成立

之和解，依民事訴訟法第三八 0 條之規定：「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

決有同一之效力」，(亦即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於訴訟上所成立之和解

與法院之確定判決具有同等之效力)，故經法院依民事訴訟法所達成

之和解，當亦可視為「損失賠償責任確定」；(二)、受害第三人與加

害人於訴訟外所達成之和解協議，因不得為強制執行之名義，故此和

解不具強制力。然是否「訴訟外之和解」即不得謂之為「損失賠償責

任確定」？非也，倘加害人之肇事責任已確定，被保險人對受害第三

人之損害賠償金額經保險人同意並經加害人與受害第三人雙方以書

面達成之和解協議，當亦可視為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所稱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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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賠償責任確定」。 

第四、仲裁途徑-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以仲裁途徑方式解決彼此間

損害賠償之紛爭者：依仲裁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仲裁人之判斷，

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仲裁判斷，須聲請法

院為執行裁定後，方得為強制執行」，故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間之損

害賠償責任，經仲裁協議所為之仲裁判斷經法院裁定者，當視為「損

失賠償責任確定」，惟須加以說明的是加害人與受害第三人之仲裁協

議，亦會涉及保險人之參與行為，加害人對於受害第三人就其責任所

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需經保險人之參與，否則所為之承諾，保險

人不受拘束。 

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無論是依訴訟途徑、或調解途徑，或依和解

途徑抑或依仲裁途徑，解決損害賠償糾紛，皆會涉及保險人之參與行

為。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若依訴訟途徑解決損害賠償糾紛，被保險人

得對保險人行使法律保護請求權(保險人有出面為被保險人抗辯之義

務)；雙方若依調解途徑，或依和解途徑或仲裁途徑解決損害賠償糾

紛，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與加害人(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及損害

賠償範圍之決定，有參與之義務與權利。 

另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被保險人，因破產、清算、失卻清償

能力或死亡、失蹤者，加害人(被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之「損失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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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雖未確定，惟為保護受害第三人之權利，及確保保險人之給付

義務，應賦予受害第三人得對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 

綜上所述，我國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所稱之「損失賠償責任

確定」可定義為： 

(一)、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金額，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或 

(二)、肇事責任已確定，被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之損害賠償金額經保

險人同意並經當事人雙方以書面達成之和解或調解或仲裁；或 

(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被保險人，因破產、清算、失卻清償能力

或死亡、失蹤者。 

第三項 未予以「依其應得之比例」確切之規範 

第一款 「依其應得之比例」如何計算？無確切之規 

範，為立法疏漏 

新增訂之保險法九十四條第二項後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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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所謂「依其應得之比例」所指為何？未予以明確之規範，易生誤解。

所謂「依其應得之比例」，指的究竟是受害第三人得向保險人請求之

部分(亦即受害第三人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之賠償金額)，必須扣除受

害第三人依法應自行承擔之過失比例，還是受害第三人為多數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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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於其所承保之保險金額範圍內(責任保險人之責任限額範圍

內)，依受害第三人應得之比例對多數之受害第三人為給付？ 

第二款 「依其應得之比例」應給予明確之規範 

我國保險法並未就「依其應得之比例」予以確切之規範，於立法

理由亦無隻字之說明，僅於立法院之審查會之會議紀錄有所記述：『參

考侯委員惠仙提案，考慮實務上面臨第三人不只一人之爭議，爰增列

「依其應得之比例」文字，俾資週全。』118，若依此記述，雖可推知

保險法九十四條第二項後段，所規定之「依其應得之比例」應是指受

害第三人為多數時，保險人應依受害第三人應得之比例對多數之受害

第三人為給付。但如此推論，終非完善之法，仍應以明文定之，較為

妥當。另外，於立法院之審查會之會議紀錄，亦未見關於「應得之比

例」，究應如何計算之記述，如此一來在保險實務上，保險人應給付

之責任比例，未透過司法程序之確定，必然產生認定上之困擾，此或

許是立法者所始料未及。 

於此我國保險法宜仿日、德之立法例，就受害第三人為多數之情

形，予以如此之規範：各受害第三人應按債權額之比例分配保險金

119。亦即保險人應將可得請求之保險金按各受害第三人債權額之比例

                                                 
118 參 立法院公報，第九十卷第二十六期院會紀錄，P19-20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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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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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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害第三人應得之比例」以法律明文規範之以杜爭議。 

第四項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適用之規定，無明 

確之規範 

第一款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如何計算，法無 

明文訂定 

我國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規範僅見於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

二項，該條款並未就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適用予以規範，因此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當適用保險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由保

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請求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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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二、危險發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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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條文中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之

起算並無特別之規定。故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是否屬於保險契約所

生之權利將是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有無時效規定可適用之關鍵。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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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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第三人得對保險人行使之直接請求權，是否屬於保險法六十五條所

謂之「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若答案為否定，則受害第三人直接

請求權時效適用之規定，於保險法中將付之闕如。若答案是肯定，則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之起算為自受害第三人得請求之日起

算，而受害第三人得行使直接請求權之時，依九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

為「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亦即受害第三人

直接請求權時效之起算為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

之時。故依現行法令，我國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適用之規範，

除了必須釐清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是否屬於保險法第六十五條所

謂之「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之外，即便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是

屬於保險法第六十五條所謂之「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亦將因保

險法九十四條未就「損失賠償責任確定」予以明確定義，而使受害第

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之起算，不知當從何時開始起算。 

第二款 改進之道 

故應於保險法六十五條中明定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適用

之規定，建議將保險法六十五條修正為：「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及

受害第三人依本法之規定得對責任保險人行使之直接請求權，自得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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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



 125

二、危險發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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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保險法第九十四條中予以「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明確定義，如本

節第二項第二款之建議120。 

第五項 小結 

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所以得於任意責任保險體系中有其適

用之空間，係立法者為貫徹保護受害第三人精神之結果。故立法者保

護受害第三人意圖之強弱，關係到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權利適用

範圍，保護受害第三人意圖強烈之強制性保險，受害第三人所得行使

之直接請求權，限制(障礙)較少，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權利適用

範圍較廣；保護受害第三人意圖較弱之任意責任險，受害第三人所得

行使之直接請求權，限制(障礙)較多，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權利

適用範圍較窄。在任意責任保險中，受害第三人受保護之程度，相較

於強制保險，受害第三人受保護之程度，顯然少得多。於任意責任保

                                                 
120 參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七0八號判決，對強制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條款(自用

汽車適用)」第十八條：「被保險人遇有本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者，受害人

或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未取得法院判決書或本公司認可之和解書前，本公司不付

賠償金額之責。但經本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及汽車第三人責任險條款第六

條：「被保險人遇有本保險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時，在未取得法院判決書或本

公司認可之和解書以前，本公司不予賠付，但經本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之責任

保險契約，在受害第三人依損害賠償法確立其對被保險人(加害人)之賠償債權

後，依強制執行程序對加害人(被保險人)所投保責任保險之保險人應為給付之責

任保險金為強制執行，被保險人對責任保險人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

之起算點，解為自判決確定時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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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體制中，我國立法者所欲保護受害第三人之程度，得於九十年七月

九日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之修正理由121窺知。立法者所欲保護受

害第三人之程度，係於被保險人無足夠資力賠償受害第三人時，為維

護受害第三人之權利，及確保保險人給付之義務，並貫徹責任保險保

護被保險人及第三人之功能，在被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應負之損失賠

償責任確定之前提條件成立之下，於保險人所承保之保險金額範圍內

(責任保險人之責任限額範圍內)，受害第三人得對保險人請求給付賠

償金額(即受害第三人得對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立法者所欲給予

受害第三人之保護，乃於被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應負之損失賠償責任

確定之前提條件成立下，賦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立法者對保險

人之抗辯權及被保險人之法律保護請求權(被保險人受第三人為賠償

請求時，保險人為其出面抗辯之義務)並無予以限制或排除之意思。

因此於任意責任保險體制之下，受害第三人對保險人行使直接請求權

時，在確立加害人賠償債權之階段，保險人得以損害賠償法中加害人

可對抗受害人之抗辯事由，與之對抗；而於受害第三人請求給付保險

                                                 
121 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修正理由為：「責任保險制度旨在提供加害人足夠清
償能力，並保護受害人獲得補償。故在本條文中令被保險人需先向受害人賠償

後，始得向保險人求償。但若被保險人無足夠資力賠償第三人時，受害人不但無

法從被保險人獲得清償，又無法向保險人請求，則責任保險保護被保險人及第三

人之功能完全喪失，惟獨保險人無須理賠。為維護受害第三人之權利，並確保保

險人給付之義務，爰增訂第二項，在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

後，受害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保險人求償。」，

參保險法令彙編，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編印，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修訂第四

版，P109 



 127

金之階段，保險人得以保險法及責任保險契約可對抗被保險人(要保

人)、受益人之抗辯事由，對抗之。因被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應負之

損失賠償責任確定，為受害第三人得行使直接請求權之前提條件，為

免滋生實務適用之困擾，應給予明確之定義，建議於保險法第九十四

條，增訂第三項規定為：「前項所稱之損失賠償責任確定係指：(一)、

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金額，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或(二)、肇

事責任已確定，被保險人對受害第三人之損害賠償金額經保險人同意

並經當事人雙方以書面達成之和解或調解或仲裁；或(三)、依法應負

賠償責任之被保險人，因破產、清算、失卻清償能力或死亡、失蹤

者。」。另外，在受害第三人為多數之情況，為免保險法九十四條第

二項之規定：「依其應得之比例」徒生實務適用之困擾與解釋之疑義，

應於法條中，明訂各受害第三人，依其債權額之比例分配保險金。亦

即保險人應將可得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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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為免受害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時效適

用無據，應將保險法第六十五條修正如本節第四項第二款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