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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團體壽險之風險管理功能 

第一節  風險管理之內涵 

「風險管理」已逐漸為個人、家庭、企業及國家社會所重視，

尤其企業在經濟社會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企業存亡關係員工及其

家庭、往來廠商之生存，一旦倒閉將造成社會莫大負擔，可謂牽一

髮即動全身。事前縝密之風險管理規劃除可消弭心理上因對未來不

確定產生之疑慮與恐懼外，更具有促進企業永續經營發展之積極功

能，無疑地，風險管理已成為企業必修課程。因此，本節先定義什

麼是風險，再針對風險管理意義、效益、步驟及策略選擇為詳細分

析，以建造企業風險管理之基本架構。 

第一項  風險（risk）之意義 

第一款  風險之定義 

關於「Risk」一字，向有「危險」及「風險」兩種解釋。大部

分保險學者將「Risk」譯為「危險」，表示「經濟損失之不確定性」

36，或「不幸事故發生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n unfortunate 

occurrence）」37，強調「損失」與「不確定性」兩個因素；但從財務

                                              

36 陳彩稚，《保險學》，台北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 年 8 月，增訂二版，頁 4。 
37 陳雲中，前揭註 29 書，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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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角度來看，「Risk」係指「風險」，兼具損失及獲利兩種含意，

即不確定性可能帶來恐懼憂慮而導致損失，亦可能帶來希望及獲利

之機會38，因此，有論者將「風險」定義為「著眼於未來、可以衡量

與管理、針對個人與企業的不確定，並且由於未來結果的不確定，

因而造成非預期的損失或者獲益之結果」39。 

由上述見解可知，「風險」及「危險」兩者之差異來自於不同立

場解釋之結果，保險學者強調以保險為工具分散及轉嫁將來可能發

生之經濟上損失，因此著重 Risk 在損失方面之意義，而財務管理學

者則強調利用風險不確定性賺取利潤。由此可見，「風險」及「危險」

並非互斥，實則「風險」已包含「危險」之概念，而代表一種不確

定的狀態40： 

一、發生與否不確定（Whether）； 

二、發生的時間不確定（When）； 

三、發生的狀況不確定（Circumstance）； 

四、發生的後果嚴重性程度不確定（Uncertainty as to extent of 

consequence）。 

本文先將 Risk 定義為較廣義之「風險」，以在分類上有較完整

之說明。 
                                              

38 鄭燦堂，《風險管理—理論與實務》，台北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 年

10 月，初版，頁 4。 
39 鄧家駒，《風險管理》，台北市：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四版，頁 48。 
40 鄭燦堂，前揭註 38 書，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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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風險之分類 

個人、家庭或企業每天可能遭致之風險，可依不同之分類標準

歸類為下列幾種41： 

一、純損風險（Pure Risk）與投機風險（Speculative Risk）： 

純損風險係指事件發生後，只有兩種可能之結果：無損失

或有損失，絕無獲利之可能。相對地，投機風險則可能有三種

結果：無損失、有損失或產生獲利。 

純損風險是不幸的，只會帶來損失；但投機風險有獲利之

機會，誘使企業為賺取利潤冒險承擔投機風險。再者，純損風

險通常是重複、規則地發生，因此，過去損失經驗加上大數法

則之應用，可以幫助預測將來純損風險發生之可能性；投機風

險發生不具規則性，很難憑藉過去資料加以預測。又純損風險

及投機風險並非互斥獨立，同一事件可能同時遭受純損風險及

投機風險，例如一家企業新建廠房，該廠房可能受到火災或地

震而毀損傾倒之純損風險，但新建廠房擴充生產設備亦同時有

產品利潤增減之投機風險42。 

二、靜態風險（Static Risk）與動態風險（Dynamic Risk）： 

                                              

41 整理自凌氤寶、康裕民、陳森松，《保險學概論》，台北市：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5 年，二版，頁 13-18。陳彩稚，前揭註 36 書，頁 5-9。鄭燦堂，前揭註 38 書，

頁 5-18。鄧家駒，前揭註 39 書，頁 26 及 35-40。 
42 凌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前註，頁 15-16。鄭燦堂，同前註，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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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風險與動態風險有兩種解釋。一種係以風險來源為分

類標準：靜態風險指因不可預期或不可抗拒的事件、人為上錯

誤、惡行所致等靜態環境下所不可避免之風險，例如財產遭受

火災、天災所致風險；而動態風險則指因人類需求改變及政治、

經濟、科技等環境變遷所致之風險43。 

另一種解釋則以發生時間長短為分類依據：如風險衡量發

生在極短而特定之時間內，例如坐飛機、動手術等，則為靜態

風險；反之，如對風險為長時間觀察及衡量，例如經營事業，

即為動態風險44。 

三、財產風險（Property Risk）、人身風險（Personnel Risk）、責

任風險（Liability Risk）及淨利風險（Net Income Risks）： 

依發生風險之標的，可分為財產、人身、責任及淨利風險。

財產風險係指造成財產損失之風險，包括直接損失，例如火災

致廠房毀損之損失，及因該直接損失致營業中斷或營運費用增

加等間接損失；人身風險則指人因老年、死亡、殘廢、疾病及

失業所致之損失；責任風險則指因疏忽致第三人受有損害，而

依法需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風險；至於淨利風險，為企

業獨有之風險，專指企業因財產、人身、責任損失所致營運失

常或中斷，致營業收入減少、營業費用增加而淨利減少之風險，

                                              

43 凌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前註，頁 16-17。鄭燦堂，同前註，頁 6-7。 
44 鄧家駒，前揭註 39 書，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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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利損失常因營業中斷所致，因此又稱為營業中斷風險45。 

四、基本風險（Fundamental Risk）及特定風險（Particular Risk）： 

基本風險係指影響整體經濟社會或大多數經濟個體之風

險，非肇因於個人，亦非個人所能防止，例如 2001 年美國 911

事件對全球經濟環境之影響，即屬基本風險；相對於此，特定

風險僅影響某一或少數經濟單位，例如住宅遭竊、失火或發生

車禍等，僅有特定少部分人受到損害。 

五、主觀風險（Subjective Risk）及客觀風險（Objective Risk）： 

主觀風險係指根據個人經驗及性格評估之風險，未經過科

學方法估計，因為每個人經驗、知識及對風險感受不同，對同

樣事件之風險評價可能有相當大差異；客觀風險則係指經專

業、準確的客觀方法加以評估之風險，經由統計資料及科學技

術估計風險發生機率，而不受個人主觀意識之影響。 

根據上述對風險之分類，瞭解個人、家庭或企業可能遭遇之各

種風險特性後，始能「對症下藥」。而為因應風險而採行之對應措施

及過程，即為本文以下欲探討之風險管理。  

第二項  風險管理 

第一款  風險管理之定義 

                                              

45 鄭燦堂，前揭註 38 書，頁 10 及 3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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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云「天有不測風雲，人有旦夕禍福」，一語道破風險無所

不在之道裡。小至個人、家庭、企業大至社會、國家，均面臨各種

不同風險，既無風險「免疫」之可能，就應該積極主動管理風險，

將風險之不確定性控制在合理可接受之範圍內。事實上，無論是保

險、財務管理、工程或醫學等領域，均開始重視風險管理之相關議

題，或在組織內部設立風險管理部門，或由外部專業風險管理師效

勞，風險管理重要性早已不容小覷。 

本章主要目的在闡明團體壽險在企業風險管理之功能及定位，

因此，首先應釐清企業風險管理之定義。企業風險管理依所管理之

風險範圍亦有廣義及狹義之分46： 

一、廣義之風險管理： 

隨著管理科學及統計方法之進步，可管理之風險範圍已可

擴展至投機風險，並已發展出一套可靠之方法。因此，廣義之

風險管理即是管理企業所面臨之所有風險，包括純損風險及投

機風險。 

二、狹義之風險管理（即危險管理）： 

狹義風險管理則僅針對純損風險為系統化管理，降低潛在

損失危險。此亦為一般所謂之「危險管理」。 

因為本文著重團體壽險與企業風險管理之關係，而團體壽險係

                                              

46 鄭燦堂，同前註，頁 50-51。 



 7

分散及轉嫁企業所面臨之純損風險，因此，對於企業風險管理定義，

本文擬採狹義之見解。有鑑於此，本文嘗試將企業風險管理定義為

「企業對於各種潛在純損風險，以有系統方式確認、分析風險，並

選擇、執行適當策略及隨時檢視，以期降低純損風險帶來之損失，

並將損失控制在預期及可容忍之合理範圍內，以確保企業財務安

全」。 

第二款  風險管理之效益 

風險管理之所以重要，在於風險管理能有效降低、抑制純損風

險之經濟成本，包括損失發生成本及損失憂慮成本兩者47。 

一、損失發生成本： 

損失發生成本即企業發生不幸事故時遭受之損失，若企業

並無完善之風險管理計畫，損失發生成本可能造成企業相當大

之危害，嚴重者將影響企業生存。 

二、損失憂慮成本： 

（一）肉體及精神上緊張損失： 

損失發生與否之不確定性會造成企業主心理上憂慮及壓

力，進而影響其身體健康。風險管理可以降低損失發生之不確

定性，企業主為求日日好眠，完善的風險管理計畫無疑是最有

                                              

47 鄭燦堂，同前註，頁 39-41。有學者將其分為「意外損失之成本」及「不確定性之機

會成本」，意義相同，請參閱陳彩稚，前揭註 36 書，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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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定心丸。 

（二）資源未充分使用之損失： 

1、為避免損失而規避某些活動：因未來不確定性造成企

業畏懼並趨向保守，未能充分利用資源致企業利潤減

少、成長受限。例如為避免墜機而放棄經營國外市

場，或為避免新產品設計不良受消費者求償，遂放棄

研發新產品。 

2、以短期計畫代替長期計畫：不確定性使企業偏好短期

計畫，長期計畫因而受到擱置。但短期計畫利潤較低，

易使企業失去遠景並造成社會經濟停滯不前。 

3、與企業往來之客戶、上、下游廠商及銀行等，可能因

企業具有潛在破產風險而較不願意與企業往來。 

有鑑於此，企業必須於平日即作好風險管理計畫，以確定之管

理成本取代未來不確定的損失。企業風險管理對企業之貢獻可歸類

如下48： 

一、降低憂慮程度： 

風險管理施行可以降低損失發生之頻率及幅度，將損失控

制在預期範圍內，企業主不再因不確定性而感到憂慮或煩心。

                                              

48 整理自凌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前揭註 41 書，頁 27-29。陳彩稚，同前註，頁 11-13。
鄭燦堂，同前註，頁 46-49 及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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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企業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後，將不再畏懼產品責任訴訟致

生之損害賠償金額或律師費、訴訟費用等，因而全力發展新產

品。因此，企業將更專注於事業發展上，不再侷限於短期計畫，

企業獲利將更為豐厚。 

二、維持企業生存、繼續營業： 

完善風險管理計畫不僅在事前即規劃替代措施及方案，在

損失發生後亦能迅速復原。企業不會因發生無法預期之損失致

倒閉或重整，營業亦不致中斷，繼續營業可創造利潤彌補損失，

形成良性循環。 

三、穩定企業收入： 

企業風險管理可以事先預期企業發生損失之現金流出，加

以控制，並規劃好資金缺口補救措施，使企業收入及利潤穩定。

企業收入穩定將有助於將來企業整體價值之提升。 

四、善盡社會責任並維持良好形象： 

企業能否永續經營、健全發展，影響員工生存權，若大型

企業重整或倒閉更可能造成經濟社會恐慌及連帶影響往來廠

商、債權人、金融機構之營運安全，因此企業善用風險管理維

持生存亦在履行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如企業遭受損失後可以

快速回復，減少社會成本支出，得建立良好形象，使員工樂於

為企業服務，客戶、債權人亦樂於與其往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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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風險管理之五大步驟 

企業執行風險管理之程序，依順序可以分為風險確認、風險分

析及衡量、選擇風險策略、執行選定之風險策略及定期檢討及修正

風險管理計畫等五大步驟49： 

一、風險確認（Risk Identification）： 

企業風險管理的第一步，即是對企業作詳細調查與分析，

以確認企業面臨之潛在風險。確認風險必須由企業各單位提供

詳細資料以協助風險管理人員，避免掛一漏萬。為求精確詳實

地確認風險，常用「問卷調查法」、「財務報表法」、「流程圖法」、

「實地勘查法」50等，作為輔助工具。 

二、風險分析及衡量（Risk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確認潛在風險後，必須對風險之「損失頻率」（Frequency）

及「損失幅度」（Severity）作一分析及衡量。經過對損失頻率

及損失幅度的衡量，再利用損失估計的基本公式：損失頻率×損

                                              

49 整理自陳彩稚，同前註，頁 13-18。陳雲中，《保險學要義—理論與實務》，自版，2004
年 9 月，修訂七版，頁 6-7。鄧家駒，前揭註 39 書，頁 60-63。 
50「問卷調查法」係指將各種可能的風險設計成問卷發給各部門填答，再將結果彙整分

析；「財務報表法」係指利用企業之資產負債表、損益表及現金流量表等財務報表上會

計科目變動，直接觀察企業可能存在之潛在風險；「流程圖法」則利用企業營運組織流

程圖，包括原料供應、儲存進料、製造生產、產品出貨等活動細節，發現企業可能面臨

之風險。「實地勘查法」由風險管理人員直接到現場親自勘查、發掘問題，這種方法可

以彌補上述紙上談兵之不足。請參閱凌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前揭註 41 書，頁 31-32。
陳彩稚，同前註，頁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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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幅度＝預期潛在損失，即可預估損失之規模及相應之代價51。 

三、選擇風險策略（Selection of Risk Management Methods）： 

接下來，針對不同風險性質、企業目標，選擇最適當的因

應措施，縱使為同一風險性質，亦有可能因企業不同的財務能

力及背景環境而選擇不同策略。在決定前，應審慎考量各種可

行之風險管理方法及其成本效益間比率，期能以最經濟成本獲

致最大保障。 

四、執行選定之風險策略（Risk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一旦決定風險管理策略，即需大刀闊斧執行，就內部而言，

企業必須確認員工瞭解風險管理計畫，以確實執行。另外，當

需要向外尋求風險管理之產品或服務時，風險管理人員務必收

集充足資料、探詢比較商品價格及品質，始能為最佳決策。 

五、定期檢討及修正風險管理計畫（Monitoring or Reviewing the 

Results）： 

風險會依時間及環境變遷而改變，不可能一成不變。因此，

企業應定期檢討風險管理計畫、追蹤施行成效，並適度修正風

險管理計畫，以使風險管理計畫更適切企業現狀，並作為往後

計畫之參考依據。 
                                              

51「損失頻率」係指每一危險單位發生意外事故之平均次數，例如一間工廠平均每年發

生火災之頻率為 0.6 次。而「損失幅度」則指發生意外事故其平均損失金額，例如工廠

發生火災所致之損失每年平均為 10 萬元。依此，預期每年損失則為 10（萬）×0.6（次）

＝6（萬）。請參閱陳彩稚，同前註，頁 15-17。 



 12

第四款  風險管理之策略及決策考量 

第一目  風險管理策略 

風險管理步驟之第三步驟為選定適當之風險管理策略。一般而

言，風險管理策略可以分為風險控制（Risk Control）及風險理財（Risk 

Financing）兩項。爰將兩者說明如下52： 

一、風險控制策略： 

風險控制是實質地去改變風險，其最主要的目的係降低損

失頻率及損失幅度，例如大樓加裝消防灑水器、打預防疫苗或

限制高速公路車速等53，風險控制又可再細分為風險規避、損失

控制、風險隔離及合併、契約性移轉等方式。 

（一）風險規避（Avoidance）： 

風險規避是指完全放棄從事會造成損失之任何活動，例如

欲從台北到高雄，因為怕在高速公路上發生車禍而放棄開車或

坐客運，而改搭飛機。雖然風險規避是最簡單經濟的風險控制

方法，但對風險一昧採取規避態度，可能會使企業喪失獲利或

發展機會，且有些風險在本質上根本無法規避，因此，風險規

避有其限制，不能作為唯一方法。 

                                              

52 整理自凌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前揭註 41 書，頁 34-44。陳彩稚，同前註，頁 18-23。
陳雲中，前揭註 49 書，頁 7-11。鄭燦堂，前揭註 38 書，頁 72-79。 
53 宋明哲，前揭註 7 書，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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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損失控制（Loss Control）： 

損失控制又可分為損失預防（Loss Prevention）及損失抑

減（Loss Reduction）。前者係指降低損失頻率之事前措施，例

如定期維護車輛、定期健康檢查等；而後者係指於損失發生當

時或發生後可以降低損失幅度之措施，包括消防灑水設備、緊

急救護措施等。 

（三）風險隔離（Segregation）： 

風險隔離就是將風險分散，即「不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裡」，使單一事故不會波及至全體，又可分為分隔及複製兩種

方式。分隔係指將活動及資產分散各地，例如企業將廠房設在

A、B 兩個工業區，當 A 區發生地震致工廠電力中斷時，B 區

仍可正常出貨不受影響。而複製則係指預留備份資料，當原本

遺失時，尚有副本可為支應。 

（四）風險控制之契約性移轉（Contractual Transfer for Risk 

Control）： 

利用風險控制契約性移轉，顧名思義，係以契約方式將風

險移轉由他人來承擔，其所移轉者不僅為風險可能導致之財務

上損失，尚包括最終的法律責任。常見例子有業務轉包、契約

之免責條款、租賃（即透過租賃契約，將部分法律責任移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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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負擔54。） 

二、風險理財策略： 

風險理財是在損失發生前，對資金來源規劃，損失發生時

或發生後，對資金用途引導及控制，屬於籌措彌補損失資金與

如何使用的一種財務管理55。主要可分為自留及契約性移轉兩種

方式。 

（一）自留（Retention）： 

自留係自行承擔可能造成之損失。自留程度應依財務承擔

能力而定，而自留原因可能基於無知或疏忽而未發現風險，此

稱為非自願自留；亦可能因為風險所致損失金額小或無其他適

當控制或理財方式，只好自留，此為自願性自留。至於償付損

失之資金來源可能為企業當期收入或事先提撥之準備金，或以

借貸、發行新股方式向外籌措資金。 

自己保險（Self Insurance）及專屬保險（Captive Insurance）

亦屬自留之方式。自己保險是企業利用大量同質危險單位，根

據過去損失經驗，預估損失頻率及損失幅度，按期撥款建立基

金，以在特定損失發生時，供補償損失之用，例如透過自己保

險補償員工職業災害損失。自己保險之好處在於企業可節省保

                                              

54 例如民法第 432 條規定「承租人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

力者，並應保持其生產力。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益，致有變更或毀損者，不在

此限。」即將租賃物之保管責任移轉與承租人負擔。 
55 宋明哲，前揭註 7 書，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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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費，損失發生時可以快速獲得補償，但缺點則是在自己保險

之基金累積金額不足時如發生鉅額損失，對企業將造成莫大的

衝擊。 

近年來之一股新趨勢，即是非保險的大型企業自行設立專

屬保險公司，專營母公司或關係企業保險業務。專屬保險公司

可以承保一般商業保險不願承保之風險，例如石棉公司之火災

風險，且可以節省商業保險費中之佣金及招攬費用部分。除此

之外，母公司可以將盈餘作為保險費達到避稅效果，諸此，使

專屬保險公司成為頗受歡迎之風險理財方式。 

（二）風險理財之契約性移轉（Contractual Transfer for Risk 

Financing）： 

風險理財之契約性移轉僅移轉財務上損失，並不包括最終

法律責任，換言之，風險理財之契約性移轉目的係於特定損失

發生時，能自第三人處獲得資金彌補，因此移轉風險時，承受

風險者之財務安全即為最重要考量因素。至今最普遍及傳統之

方式即是利用保險契約，將風險轉嫁給保險公司。 

除了保險之外，雇主或債權人與保證人簽訂之保證契約，

當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或受僱人因職務上行為對雇主負損害賠

償責任時，保證人應代負履行之責56，即是雇主或債權人將債

                                              

56 請參照民法第 739 條「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時，

由其代負履行責任之契約。」及第 756 條之 1 第 1 項「稱人事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於他方之受僱人將來因職務上之行為而應對他方為損害賠償時，由其代負賠償責任

之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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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無力清償之風險轉嫁與保證人。 

企業除了運用保險及保證契約將風險移轉與保證人或保

險公司外，亦可以公開發行股票，將公司經營之損失風險移轉

由眾多股東一同承擔。 

第二目  風險決策考量 

在這麼多種之風險控制及風險理財策略中，企業應如何從中挑

選最佳的風險策略組合？基本上，除考慮風險管理目標及成本、效

益等因素外，企業可以損失幅度及損失機率的大小作為選擇風險管

理策略之參考標準57： 

一、損失頻率低、損失幅度小： 

當損失頻率低、損失幅度小時，企業可以選擇將風險自留，

以企業自己的財力承擔風險。 

二、損失頻率高、損失幅度小： 

在損失頻率大但損失幅度低之情形，損失總額可能不低，

但如將風險移轉，可能成本會高於效益（例如保險費率因損失

頻率高而大增），因此，企業可以選擇損失控制方式來因應。 

三、損失頻率低、損失幅度大： 

                                              

57 凌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前揭註 41 書，頁 44-46。陳彩稚，前揭註 36 書，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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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損失頻率低但損失幅度大風險，因損失總額可能超過

企業可承受範疇，企業可以將無法自行承擔部分移轉出去，例

如保險。 

四、損失頻率高，損失幅度大： 

當損失頻率及損失幅度均大時，第三人可能不願承受或代

價甚高，致企業無法移轉風險，最好之方式即是企業放棄從事

任何可能肇致損失之活動。如企業無法完全規避風險，則必須

採取損失控制方法以圖預防及抑制損失。 

上述分類整理成圖示如下： 

《圖四》 

 

當然，每一種風險策略都可以互相搭配使用，每一種風險亦可

以有不同組合之因應方式，為發揮企業風險管理之效能，企業應委

由專業的風險管理人員負責統籌規劃，靈活善用各種不同風險管理

策略，找出最適當的風險管理組合，以發揮風險管理最大效能。各

部門應互相配合提供完整之資料，使風險管理人員掌握充足資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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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確地分析評估，並針對企業經營目標、外在經濟環境及內部資源

等研擬出適切風險管理計畫，以最經濟之成本，將損失降至最低，

確保企業能永續生存及發展，才是成功之企業風險管理之道。 

第二節  保險與企業風險管理 

如第一節所述，保險為風險理財工具之一，企業利用保險轉嫁

經營過程中所面臨之風險已非常普遍，然而，並非每一種風險都能

藉由保險轉嫁，因此，本節欲釐清保險特性及企業可保及不可保之

風險類型，以勾勒出保險在企業風險管理之具體功能。 

第一項  保險之意義 

保險之特性，可以由經濟面及法律面兩種不同的角度加以分析

58。從經濟面來看，保險係聚集大量、具同質性危險的經濟單位，成

立一個危險共同體（Pool），由危險共同體成員依合理公平方式匯集

資金，以確保經濟生活安定之一種經濟制度。另外，自法律面來看，

保險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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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準此，保險係一種契約行為，要保

                                              

58 宋明哲，前揭註 7 書，頁 159-160。凌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前註，頁 56-58。陳

彩稚，同前註，頁 24-25。陳雲中，前揭註 49 書，頁 15-16。 
59 依保險法第一條第一項，似將所有保險均視為損失補償契約，但人身保險並非損失補

償契約，且保險人應負責任之情事（insured event），除人身或財產損害外，尚包括滿期

生存、屆齡生存等，後者並非不幸之事故，保險法將保險人應給付保險金之情事一律稱

「保險事故」，並非妥適，由此可見該條對保險之定義並不周延。請參閱黃正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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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討，中華民國產

物保險公會 2001 年 12 月 12 日研討會，頁 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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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支付保險費作為轉嫁危險之代價，當約定之保險事故發生時，保

險人負有補償損失之責任。 

綜上，保險具有分散風險及轉嫁風險之意義。保險一方面聚集

大量同質危險經濟單位一同分擔損失，達到分散風險之效果；另一

方面，保險亦能轉嫁風險及重新分配危險成本，由參與危險團體之

成員支出保費作為移轉危險之代價，當損失發生時，即由累積之保

費資金補償損失，將危險團體成員大額損失之不確定性轉變為小額

確定之保費支出。 

基於保險之特性，並非所有之風險都能以保險因應，且商業保

險對承保危險尚須考量保險人之財務安全及清償能力，因此，依照

商業保險是否承保之標準又可區分為可保風險（Insurable Risk）及

不可保風險（Uninsurable Risk）。關於兩者之區別，本文將於以下說

明之。 

第二項  可保風險之特性 

可保風險必須具有以下六項要件60： 

一、可保風險必須是純損風險： 

可保風險必須是具有損失可預測性之純損風險。因投機風

險同時具有獲利及損失之可能性，無法準確預測損失機率及幅

                                              

60 整理自宋明哲，前揭註 7 書，頁 161。凌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前揭註 41 書，頁

54-56。陳彩稚，前揭註 36 書，頁 38-41。鄭燦堂，前揭註 38 書，頁 3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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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且投機風險常是基本風險，非個人能力所能控制，因此為

不可保風險。 

二、危險成本經濟： 

可保風險之損失幅度及損失頻率如果都很低，則購買保險

成本將超出損失，自留比購買保險更為適當，因此，當預期損

失夠大時，始需購買保險，此為大損失原則（Large Loss 

Principle）。但如果預期損失金額過大，則保險費勢必很高，要

保人可能無法負擔，是者，風險之成本必須經濟合理，保險始

得承保。 

三、需有大量、同質之危險單位： 

保險之經營必須符合大數法則（ The Law of Large 

Number）。大量、同質的危險單位使平均損失變異數小，保險人

始得正確估計損失、計算保費。 

四、同質危險單位必須個別獨立（非巨災損失）： 

可保風險除為大量、同質危險單位外，尚須個別獨立不互

相影響，否則將釀成巨災損失，無法達到分散風險之效果，且

非保險人財務能力所能承受。 

五、損失須為明確且可以衡量： 

可保風險必須是可以明確化之風險，即損失發生之時間、

地點、金額可以具體明確。雖然人的生命身體是無價，但是可



 21

於投保時即約定保險金額，事故發生後即依照約定金額理賠，

因此人身風險亦為可投保風險。 

六、損失之發生須為意外： 

損失之發生必須是不可抗力或不可預測之意外，如為故意

或必然發生之結果（例如機器折舊、自然耗損等），即非可保風

險。如果保險人對故意行為亦為承保，將引發道德危險，且有

些故意行為構成犯罪，例如殺人縱火等，有違社會公序良俗，

保險人自不應承保。 

第三項  企業之可保風險 

可保風險之種類一般分為財產、人身及責任風險61，本文按照此

分類針對企業之可保風險說明之： 

第一款  財產風險 

企業擁有眾多的有形及無形之資產，有形資產包括土地、建築

物等不動產，及機器設備、原物料、辦公室桌椅電腦、帳簿及檔案

記錄文件等動產；無形資產則包括專利權、商標權、著作權等。這

些財產如因火災、地震、颱風、洪水、爆炸、竊盜等天災或人為因

素而受損害時，企業必定承受極大之損失。 

財產損失又可分類為直接損失及間接損失，前者係指實質、有

                                              

61 陳雲中，前揭註 29 書，頁 2-3。鄭燦堂，同前註，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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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財產受到直接性毀損滅失；而間接損失則指因實質財產毀損導致

營運收入減少及額外費用增加之損失62，例如廠房因地震倒塌，此為

直接損失，但因廠房倒塌導致無法繼續營業、收入減少，或為繼續

營運，另向他處租借廠房而額外支出搬遷費用及租金等損失，則為

間接損失。企業可事先透過保險規劃將這些財產損失風險轉嫁出

去，以避免突如其來災禍阻礙企業營運。 

第二款  人身風險63 

企業人身風險主要係指企業因人員死亡、意外、疾病等原因致

收入損失及支出額外開銷。員工是企業最重要之資產，當員工死傷

殘病時，企業不僅喪失其對公司之服務價值，亦需花錢重新培育人

才、找人替補或基於道義給與撫卹補助，尤其是企業之核心人員（Key 

man），包括企業主、高階主管及研發人員等，其身為公司決策者或

對公司有特殊專業貢獻，若有閃失，對企業而言更是莫大損失。除

此之外，失業或退休之因素亦會造成員工憂慮，而影響工作能力，

亦屬企業人身風險。這些人身風險都可以利用保險獲得解決，企業

可以靈活運用團體保險、重要幹部保險等64保險組合為妥善規劃。 

第三款  責任風險 

                                              

62 宋明哲，前揭註 7 書，頁 94-96。  
63 宋明哲，同前註，頁 102。鄭燦堂，前揭註 38 書，頁 244-248。 
64 重要幹部保險係以企業為要保人及受益人，重要幹部為被保險人，彌補企業喪失重要

幹部所受之營業利潤損失、重新培育人才花費、對員工及家屬撫卹金支出等經濟上損

失。ING 安泰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inglife.com.tw/ingantai/sale/item04_b.asp，最後瀏

覽日 200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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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責任風險係指企業因疏忽致員工或第三人受有財產或身體

之損害，依法律或契約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風險。主要可以分為契

約責任、侵權行為責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產品責任及公害責任： 

一、契約責任： 

所謂契約責任主要係指可歸責於企業之事由致債務不履行

而需對債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態樣包括給付不能、給付

遲延及不完全給付等（民法第二二七條、二二六及二三一條），

例如，企業因生產控管疏忽導致遲延出貨，致客戶無法即時將

貨物出口而遭海外買主取消訂單，或將船運改由航空運送而支

出額外費用時，客戶得依民法第二三一條規定請求因遲延交貨

所受之損害賠償。 

二、侵權行為責任： 

當企業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時，應負侵權行

為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企業侵權行為

之受害對象可能為員工或員工以外之第三人。此外，企業對員

工亦可能成立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職業災害保護法第七條

之侵權行為責任，此部分本文將留待於本章第三節第二項分析

之，於此茲不贅述。 

三、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依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雇主對於遭受職業災害之

勞工應負擔無過失之補償責任。我國目前對於職業災害勞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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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制度係以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為中心，並以工廠法為補

充，另輔以勞工保險給付以確保受害勞工得迅速獲得補償，以

維持勞工遭逢職業災害後最基本之經濟生活保障（詳細論述請

參閱本章第三節第二項）。 

四、產品責任： 

隨著消費者意識增強，企業產品瑕疵問題愈受重視。消費

者從以前自認倒楣到現在主動訴諸媒體求償，企業小則賠償了

事，嚴重者產品下架、商譽受損65。此外，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

對於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

確保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

性，如有違反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應負無過失責任（消費者保

護法第七條），企業產品責任可謂非常沈重。在消費者權益日益

高漲之今日，企業對產品製造、生產應更為謹慎！ 

五、公害責任： 

企業一昧追求利潤，為降低成本省略處理污染物之硬體設

施，造成人類居住環境每下愈況。企業身為既得利益者，對防

治環境污染責無旁貸。隨著環保意識抬頭及公害防治法規制

定，企業已無法規避公害責任，如不採取積極因應措施，未來

恐受龐大損害賠償金額所累。有鑑於此，企業應於開發前做好

                                              

65 例如 2004 年美商艾汾公司生產之寶路狗食，因製造過程瑕疵致狗兒食用後因腎衰竭

死亡，當時飼主即向媒體投訴並請求行政院消保會協助，共計有六千多件申訴案件，美

商艾汾公司在壓力下同意與飼主和解，其後並登報宣稱約有五千多件已達成和解，每件

賠償金額約三至五萬。請參照 2004 年 6 月 29 日聯合報 A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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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評估、購置污染防治設備以防止公害發生，並購買意外污

染責任保險，以確保公害責任不幸發生時，能得到適當之救濟66。 

第四項  企業不可保風險 

一般來說，不可保風險，大部分屬於投機風險、動態風險，難

以過去經驗資料預測損失，不符合可保風險「損失具體明確且可衡

量」之特性，因此保險人不願承保。但需特別說明者，不可保風險

只是無法以保險處理之風險，仍然可以藉由其他風險管理方式降低

或排除不利影響。爰將不可保風險歸類如下67： 

第一款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Marketing Risk）係指因季節性或循環性價格波動、

消費者偏好之改變、流行變化、新產品競爭及促銷造成之損失，凡

一切與市場活動有關之風險，包括市場需求評估錯誤、同業競爭劇

烈、產品滯銷風險等均屬之。 

第二款  政治風險 

造成政治風險（Political Risk）之因素包括戰爭、革命、內亂、

對自由貿易之限制、國外稅制和其變動及外匯法令變動及管制等。 

第三款  生產風險 
                                              

66 鄭燦堂，前揭註 38 書，頁 236-237。 
67 鄭燦堂，同前註，頁 14-15 及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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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風險（Production Risk）包括機器設備不能有效使用、技術

問題、原物料缺乏或罷工怠工及勞力供給不穩定、生產流程設計失

當等風險。 

第四款  創新風險 

企業為提升利潤，不斷創新求變，開發新產品、開拓新市場、

應用新生產方法，當企業從事創新活動時，可能因研究經費、人才、

資訊、設備、觀念等因素致未達預期效果而蒙受損失之風險，即為

創新風險。 

第五款  財務風險 

財務風險（Financial Risk）係指企業在融通資金之過程中，因

事先無法預測不確定因素影響，導致企業可能獲利或遭受損失之風

險，如利率風險、國際匯兌風險、籌資風險等均為常見之財務風險。 

第五項  保險在企業風險管理之定位 

綜上所述，保險係企業用以因應可保風險之風險理財管理工

具，當企業面臨之風險係屬可保風險且損失頻率低、損失幅度大時，

則可利用保險契約將風險分散、移轉給保險人，當損失發生時，由

保險人處獲得保險金彌補經濟上損失。本文以下圖表示保險在企業

風險管理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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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完善之企業風險管理計劃必須包括事前、事後及各項風險之因

應措施，保險僅是事後彌補損失之方法，且只能因應企業所遭遇之

可保風險，因此，光有保險是不足的！尚須有其他的風險管理方法

相互為用，才能妥善地管理風險。 

第三節  團體壽險於企業風險管理之功能 

如前所述，保險具有轉嫁及分散企業財產、人身及責任風險之

功能。接下來，本節將從企業人身風險及責任風險兩方面分析我國

現有團體壽險保單之風險管理功能。 

第一項  企業人身風險方面 

企業為員工投保團體定期壽險或團體終身壽險，當員工死亡或

殘廢68時，保險人應給付保險金給員工或員工家屬、法定繼承人69，

                                              

68 團體一年定期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 5 條規定「被保險人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發生殘

廢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契約約定給付保險金。」是者，「殘廢」係團體定期壽險所

承保之保險事故。又根據示範條款第 2 條第 4 項對殘廢之定義及附表殘廢等級，此處所

指之「殘廢」係指全殘而言。其實，根據保險法第 101 條規定，「殘廢」並不在人壽保

險承保範圍之內，但民國 71 年財政部為使遭受殘廢但尚未死亡之人壽保險被保險人獲

得保障，爰要求壽險業者將殘廢給付納入壽險給付範圍之內，而團體一年定期人壽保險

單示範條款亦於 85 年 9 月 9 日修正時將殘廢給付納入給付範圍內，請參照梁宇賢、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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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得以保險金作為道義上之撫卹或補助，企業因不必另行支出慰

撫金而減輕財務上負擔，亦可聊表對員工及其家庭之照顧及關心，

並保障其遭逢變故後之基本生活，員工及企業均獲得利益。 

另外，企業亦可為員工投保團體養老保險（即生死合險）70，在

死亡保險之部分，如前所述，保險金可作為企業之慰撫金；而生存

保險部分，員工於滿期時仍生存，可獲得一筆保險金供退休生活之

用，使員工無後顧之憂。 

綜上，企業購買團體壽險不僅可以轉嫁其所面臨之人身風險，

亦使員工感受雇主照顧、關懷美意進而提升員工士氣及工作能力，

再加上政府稅賦優惠鼓勵政策，購買團體壽險對企業而言確實是經

濟又實惠之不二選擇。除了團體壽險之外，企業可以視員工福利計

畫內容及個別需求，為員工投保團體健康或傷害保險，承保員工因

意外事故或疾病所致死亡、殘廢及醫療費用等支出，將企業人身風

險轉嫁由保險人承擔。 

第二項  企業責任風險方面 

企業責任風險可分為企業對員工或員工以外之人依契約或依法

                                                                                                                       

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商事法精論》，台北市：今日書局有限公司，2005 年 10 月，

修訂版，頁 706。 
69 請參照團體一年定期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第 20 條規定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殘廢保

險金的受益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不受理其指定或變更。身故保險金受益人的指

定及變更，以被保險人家屬或其法定繼承人為限。」 
70 養老保險即為生死合險，被保險人不論生存或死亡，到達一定期限後，保險人均需給

付定額之保險金。如投保期限為二十年，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死亡，保險人即應給付

保險金；如期滿被保險人仍生存，保險人亦應給付保險金。請參閱陳雲中，前揭註 29
書，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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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應負擔之責任，本文所欲探討者為團體壽險分散企業責任風險之

功能，因此以下所討論之範圍將限於企業對員工所負之職業災害補

償及損害賠償責任，合先敘明。 

第一款  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第一目  職業災害之意義 

職業災害之發生啟動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因此釐清「職業

災害」之意義非常重要。勞基法對職業災害並無定義，但行政機關

解釋函令71、司法實務72及學者73咸認職業災害之定義得以勞工安全衛

生法第二條第四項及「勞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審查

準則」為法令適用上之依據。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四項規定「本法所稱職業災害，謂勞

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料、材料、化學物品、氣體、蒸氣、

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勞工疾病、傷害、殘廢

或死亡。」準此，職業災害範圍包括職業病及職業傷害，而勞工職

                                              

71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75 年 6 月 4 日（75）台內勞字第 418895 號函謂「有關勞工公傷假

之認定，宜依照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有關職業災害之定義而認定是否公傷，至於『勞

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自可列為參考。」可資參照。 
72 司法院第十四期司法業務研究會曾提出一法律問題「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並未對職

業災害加以定義，解釋適用上是否依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四項為之？」研討結論為

「勞動基準法對職業災害未設定義，但在適用時，可參酌勞工安全衛生法或勞工保險條

例之規定，誠實信用原則審理之。」司法院第一廳研究意見同研討結論。相同意見，請

參照最高法院 78 年台上字第 371 號判決及最高法院 78 年台上字第 1052 號判決。 
73 陳聰富，〈損害賠償補償制度三層結構與職業災害補償〉，《勞工行政》，第 148 期，2000
年 8 月，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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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災害之原因可分為三類74： 

一、因就業場所及其內部所存在之物質所引起者： 

就業場所係指勞工履行勞動契約提供勞務之場所，較工作

場所及作業場所之範圍廣，包括因勞工工作上必要所設置之場

所或附屬建築物，例如廁所。因此，勞工於上班時間如廁受傷，

應給予職業災害補償75。 

二、作業活動上原因所引起者： 

例如，在工作時間前後之合理期間，因運送、清除、準備、

固定、保存或儲存等原因所引起之勞工傷亡。 

三、其他職業上原因所引起者： 

其他職業上原因，係指附隨作業活動所衍生，於就業上一

切必要行為及其附隨行為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例如通勤災

害，勞工於住所與工作場所間往來奔波，該通勤行為與勞工服

勞務間具有密切關係，因此勞工於上下班必經路途發生意外事

故者，雇主應予職業災害補償76。 

                                              

74 黃越欽，《勞動法新論》，自版，2006 年 9 月，修訂三版，頁 256-257。 
75 內政部 75 年 8 月 7 日（75）台內勞字第 429506 號函。  
76 最高法院 81 年台上字第 2985 號判決謂「所謂職業災害，不以勞工於執行業務時所生

災害為限，亦應包括勞工準備提出勞務之際所受災害。是故上班途中遭遇車禍而傷亡，

應可視為職業災害…（略）。」內政部 74 年 3 月 19 日(74)台內勞字第 30026 號函及內政

部 75 年 6 月 23 日（75）台內勞字第 410301 號函亦採相同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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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雇主補償責任 

隨著工業革命性發展，機械科技日新月異。生產力大幅提昇之

際，卻使勞工曝露在粉塵、毒氣、噪音或機器操作疏失等更危險的

工作環境中，職業災害事故頻頻發生，加上家庭結構改變，大家庭

瓦解而小家庭興起，對風險承擔能力大幅降低，勞工因職業災害致

傷病後之生計成為社會問題。勞工既在企業監督指揮下為企業服

務、效命賣力，企業基於人道立場本有照顧及扶助受害勞工之義務，

但道德義務並無拘束力，往往迫使受害勞工依循民事侵權行為訴訟

以求救濟，然而舉證困難及訴訟程序曠日廢時、緩不濟急，訴訟成

本高昂使勞工卻步。為加強對勞工生存權、健康權及其眷屬生活保

障，各國政府乃紛紛以法令課與雇主無過失補償責任，以保障勞工

基本生活、促進勞資關係和諧發展及社會、經濟進步。 

我國最早之勞工職業災害補償法制為民國十八年制定、民國二

十年施行之工廠法，根據當時工廠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在勞動保險

法施行前工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或死亡者，工廠應給其醫藥補助

費及撫恤費。」即以國家公權力介入並干預勞資雙方勞動契約，具

有公法性質，藉由國家行政監督及處罰規定促成保護受害勞工之目

的，成為勞動條件保護之內涵77。隨後，民國四十七年頒佈勞工保險

條例，工廠法第四十五條亦修正為「凡依法未能參加勞工保險之工

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殘廢或死亡者，工廠應參照勞工保險條例

有關規定，給予補助費或撫卹費；其辦法由行政院定之。」依此，

                                              

77 羅忠政，《職業災害補償雇主責任之研究─以中日兩國法制為中心》，國立政治大學勞

工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年，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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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風險由工廠法時期之個別雇主責任轉變由社

會保險之勞工保險承擔。 

民國七十三年勞動基準法（以下簡稱勞基法）實施之後，凡勞

基法第三條所規定之行業，均有勞基法之適用，其雇主應依勞基法

第五十九條規定對遭受職業災害之勞工負無過失之補償責任。對於

同時適用勞基法及勞工保險條例之行業，依勞基法第五十九條但書

之規定「如同一事故，依勞工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雇主

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將雇主部分之職業災害補

償責任轉嫁由勞工保險承擔，以確保勞工能迅速獲得補償。如以勞

工保險給付抵充後仍有不足，雇主對不足部分仍須負補償責任。由

此可見，我國目前之勞工職業災害補償制度，係以勞基法雇主補償

責任為中心，並輔以勞工保險轉嫁雇主職災補償責任風險，兩者建

構而成。至於工廠法則退居補充法之地位，僅有在不適用勞基法又

未能投保勞工保險並符合工廠法第一條適用範圍之行業，雇主始依

工廠法第四十五條負補償責任，給予工人補助費或撫卹費。 

茲將勞基法雇主補償責任及勞工保險給付內涵分述如下： 

一、勞基法雇主補償責任： 

依勞基法第五十九條規定「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

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列規定予以補償」。是以

雇主依勞基法所負之補償責任為無過失責任，其目的係在保障

勞工最低勞動條件而非填補受害勞工實際所受之損害。為避免

損害賠償證明、計算之困難，補償金額以定額、定率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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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勞工之平均工資或原領工資為計算基礎，乘上一定基數。

根據勞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其補償項目及範

圍如下： 

（一）醫療費用補償： 

勞工受傷或罹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療費

用。職業病之種類及其醫療範圍，依勞工保險條例有關之規

定。所謂必要醫療費用，行政機關尚未建立統一標準，有疑義

時宜依個案解釋。目前行政函釋認為，特別護士費、病房費，

如屬醫療必須且由醫療機構出具證明者，即屬必須之醫療費

用，但伙食費不包括在內78；又急診掛號費、後續醫療門診掛

號費亦屬雇主應補償之醫療費用79；如勞工於受雇期間遭遇職

業災害，嗣後契約終止，因同一事故復發需繼續醫療，雇主仍

應予醫療補償80。 

（二）工資補償： 

1、醫療期間：勞工在醫療中不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

領工資數額予以補償。原領工資之計算，依勞基法施

行細則第三十一條規定，係指勞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

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月計者，以遭遇職

業災害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

                                              

78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84 年 5 月 9 日（84）台勞動三字第 112977 號函。 
79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78 年 11 月 9 日（78）台勞保三字第 26322 號函。 
80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80 年 3 月 8 日（80）台勞動三字第 0671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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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得之金額，為其一日之工資。罹患職業病者依前

項規定計算所得金額低於平均工資者，以平均工資為

準。平均工資之計算，依勞基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

原則上以事由發生之當日前六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

以該期間之總日數所得之金額為平均工資81。 

2、工資終結補償：醫療期間屆滿二年仍未能痊癒，經指

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力，且不合勞

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三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

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工資補償責任。 

（三）殘廢補償： 

勞工經治療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

存殘廢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度，一次給予殘

廢補償。殘廢補償標準，依勞工保險條例有關之規定。 

（四）死亡補償： 

勞工遭遇職業傷害或罹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應給與五

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除喪葬費外，雇主應給與勞工遺屬四

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死亡補償受領權人定有順序，依

                                              

81 關於工資補償之性質，財政部 84 年 11 月 15 日台財稅第 841657446 號函認為係屬損

害賠償，該函謂「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經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力，雇主依

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之補償，係屬損害賠

償性質，勞工取得該項補償金得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三款規定免納所得稅。」論者有謂，

工資補償以原領工資為基準，可見我國勞基法工資補償之性格，並非以保障勞工醫療期

間最低生活為足，實具有極強烈所得損失填補之色彩，請參照羅忠政，前揭註 77 文，

頁 116。 



 35

序為(一)配偶及子女；(二)父母；(三)祖父母；(四)孫子女；

(五)兄弟姐妹。 

二、勞工保險給付： 

依勞工保險條例第二條規定，勞工保險分為普通事故保險

及職業災害保險。當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致傷病、殘廢或死亡

者得請求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給付項目包括醫療、傷病、殘廢

及死亡給付等四項，並採定額定率之補償方式，以平均月投保

薪資為基準計算。所謂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定義，依勞工保險條

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規定，原則上係以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

故前最近六個月月投保薪資之合計額除以六計算。而月投保薪

資，依勞工保險條例第十四條規定，則係指投保單位按被保險

人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

資。職業災害保險之給付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醫療給付： 

依勞工保險條例第三十九條規定，職業災害醫療給付分為

門診及住院給付。普通事故保險由全民健康保險統籌辦理後，

被保險人需自行負擔部分醫療費用及受到轉診限制，但職業災

害保險則免除受害勞工自行負擔及轉診限制，給予受害勞工較

為優厚之醫療待遇。 

（二）傷病給付： 

依勞工保險條例第三十四條規定，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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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傷害或職業病不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療

中者，自不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

補償費；同條例第三十六條規定，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

償費，均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十發給，每半個

月給付一次；如經過一年尚未痊癒者，其職業傷害或職業病補

償費減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半數，但以一年為限。是以，傷病

給付以二年為限。 

（三）殘廢給付： 

依勞工保險條例第五十四條規定，被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或

罹患職業病，經治療終止後，如身體遺存障害，符合殘廢給付

標準表規定之項目，並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殘

廢者，依同表規定之殘廢等級及給付標準，增加百分之五十，

一次請領殘廢補償費。而依職業傷害或職業病殘廢給付標準，

勞工殘廢程度分為十五級，最低發給一個半月平均月投保薪

資，最高發給六十個月。 

如被保險人領取職業傷病給付期滿，尚未痊癒，身體遺存

障害，適合殘廢給付標準表規定之項目，並經保險人自設或特

約醫院診斷為永不能復原者，得比照上述情形辦理。 

（四）死亡給付： 

依勞工保險條例第六十四條規定，被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或

罹患職業病而致死亡者，不論其保險年資，按其平均月投保薪

資，一次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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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喪葬津貼：五個月。 

2、遺屬津貼：被保險人遺有配偶、子女及父母、祖父母

或專受其扶養之孫子女及兄弟、姊妹者，給與遺屬津

貼四十個月，又依同條例第六十五條，其受領順序同

勞基法死亡補償之受領順序。 

第二款  雇主損害賠償責任 

除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外，雇主對勞工亦可能成立侵權行為或債

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責任，茲將可能成立之情形分析如下： 

一、 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 

（一） 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不法

侵害他人之權利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準此，當雇主因故

意或過失不法侵害勞工權利致勞工受有損害，應對勞工負侵

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 

（二） 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規定： 

依勞工安全衛生法、勞基法或工廠法之規定，雇主負有

照顧或保護勞工之義務，包括建構安全衛生工作環境、配置

標準安全衛生設備、設置合格的管理及操作人員、提供合理

作息時間等，這些法律均屬「保護他人之法律」，如雇主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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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上述法定義務之情事致勞工受有損害者，依民法第一八四

條第二項之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律，致生損害於他人者，

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行為無過失者，不在此限。」雇主

應負推定過失責任。 

（三） 民法第一八八條第一項： 

雇主因雇用勞工而擴大其經濟活動範圍，因此，當勞工

執行職務時，因侵權行為致其他勞工受有損害，如雇主未善

盡選任及監督之義務，應與為侵權行為之勞工負連帶損害賠

償責任。 

（四）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第七條規定： 

為保障職業災害勞工權益，加強職業災害之預防並促進

就業安全，民國九十年十月三十一日制定公布職業災害勞工

保護法，並於九十一年四月二十八日施行。依該法第七條規

定「勞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

主能證明無過失者，不在此限。」依此，雇主對於職業災害

勞工所受之損害應負推定過失之責任。然而，職業災害勞工

保護法之定位為何？非無疑義。本條文三讀版本之立法理由

謂「明訂勞工因職業災害之損害，除非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

否則須負賠償責任。」又參照相近之立法委員鄭龍水版本之

立法理由略謂「…（略）除了無過失主義下明訂之基本補償

外，工傷者若要進一步要求精神或喪失勞動力等賠償，就要

面對逼弱勢者寸步難行之司法體制…（略）故本條規定，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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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舉證』之責任交給雇主…（略）」由立法理由推論，本條

係為利於受害勞工請求損害賠償，而將損害賠償責任成立之

主觀要件之舉證責任轉嫁由雇主負擔，性質上應為民法侵權

行為損害賠償責任之特別規定，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原則，應優先民法侵權行為規定適用之82。 

二、 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責任： 

（一）民法第四八三條之一及第二二七條第一項規定： 

鑑於德國及瑞士各國多設有使僱用人對受僱人負保護義

務之規定，而我國民法卻付之闕如，為予受僱人周全保障，

於民國八十八年民法債編修正時增訂民法第四八三條之一

「受僱人服勞務，其生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

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83將僱用人對受僱人之保護

義務明文化。此項保護義務係僱傭契約之附隨義務，僱用人

如有違反，應依民法第二二七條第一項不完全給付及民法第

一八四條第二項「違反保護他人法律」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

任84。 

（二）民法第四八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82 請參閱黃裕峰，《職業災害勞工請求權之適用關係》，國立台北大學法律學系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2 年，頁 95。 
83 民法第四八三條之一之修正理由，請參照劉清景主編，施茂林校訂，《債編各論逐條

整理》台北縣：學知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3 月，再版，頁 252。 
84 黃茂榮，《債法各論（第一冊）》，自版， 2003 年 8 月，初版，頁 212-214。相同見解，

請參照林誠二，〈論勞工服勞務受害之賠償請求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5 期，

2000 年 10 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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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八年民法債篇修正時增訂民法第四八七條之

一，該條文規定「受僱人服勞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

致受損害者，得向僱用人請求賠償。前項損害之發生，如別

有應負責任之人時，僱用人對於該應負責者，有求償權。」

本條第一項規定之意旨為僱用人就因僱傭契約引起之職業災

害應負無過失之責任85，此參照本條修正理由即足以明稽：「按

為自己利益使用他人從事具有一定危險性之事務者，縱無過

失，亦應賠償他人因從事該項事務所遭受之損害。此乃無過

失責任之歸責原則中所謂危害責任原則之一類型…（略）鑑

於僱傭契約與委任契約同屬勞務契約，且受僱人之服勞務，

須絕對聽從僱用人之指示，自己無獨立裁量之權；而受任人

之處理委任事務，雖亦須依委任人之指示，但有時亦有獨立

裁量之權，受任人於處理委任事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

由，致受損害者，尚且得向委任人請求賠償；受僱人於服勞

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自宜使其得向

僱用人請求賠償，始能充分保護受僱人之權益。」86準此，受

僱人於係服從雇主指示並其指揮監督下服勞務，若服勞務之

過程中因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受損害時，無論雇主有無過

失，均應對受僱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雇主對勞工應負侵權行為或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責任，損害

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二一六條第一項規定「損害賠償，除法律另有

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者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利益為

                                              

85 黃茂榮，同前註，頁 215。 
86 劉清景主編，施茂林校訂，前揭註 83 書，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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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包括勞工所受損害及所失利益。當雇主之侵權行為侵害勞工

生命、身體、健康等人格權時，勞工及其家屬得依民法第一九二條

至第一九五條規定請求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又依民法第二

二七條之一規定，雇主因債務不履行致勞工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

第一九二條至第一九五條之規定。以下將勞工人格權受侵害得請求

之賠償依勞工傷病殘廢及死亡兩種情形分述之： 

一、當勞工受傷或殘廢時： 

（一）財產上損害：民法第一九三條規定第一項「不法侵害他

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勞動能

力或增加生活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此處損

害包括醫療費用、住院膳食費用及無法工作導致薪水損

失等。 

（二）非財產上損害：民法第一九五條第一項規定「不法侵害

他人之身體、健康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金額。」 

二、當勞工死亡時： 

（一）財產上損害： 

1、支出醫療費、生活費及殯葬費之人得請求賠償：民法

第一九二條第一項規定「不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

支出醫療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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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扶養之第三人得請求賠償：民法第一九二條第二項

規定「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

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非財產上損害：民法一九四條規定「不法侵害他人致死

者，被害人之父、母、子、女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三款  雇主職業災害三層責任之關係 

當勞工發生職業災害時，前述之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及損害

賠償責任即產生交集，雇主對勞工可能同時成立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及損害賠償責任，形成雙軌制三階層的賠償與補償體系87。最基層係

社會安全保障制度，即勞工職業災害保險，中間為勞基法無過失補

償責任，最上層者為雇主損害賠償責任。就最上層之損害賠償責任

部分，雇主對受害勞工可能成立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二

項及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第七條之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因職業

災害勞工保護法第七條為民法侵權行為規定之特別法，應當優先於

民法適用之；又雇主對受害勞工亦可能成立民法第二二七條第一項

或第四八七條之一之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責任，此債務不履行之損

害賠償責任與侵權行為損害賠償責任，則構成請求權競合之關係88。 

又勞基法第五十九條但書及第六十條對三階層責任關係設有調

整之規定，此涉及勞工是否得同時請求補償、賠償及雇主職業災害

                                              

87 陳聰富，前揭註 73 文，頁 26。 
88 關於職業災害勞工請求權彼此間之適用關係，請參閱黃裕峰，前揭註 82 文，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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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及損害賠償之責任總額，以下依序就補償責任及賠償責任差

異、兩者關係、補償責任中之勞工保險及勞基法補償責任之調整關

係說明之。 

第一目  職災補償責任及損害賠償責任之差異 

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及損害賠償責任兩者有本質上差異，試

比較如下： 

一、歸責原則不同： 

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依勞基法第五十九條或工廠法第四

十五條之規定，為無過失責任；而雇主損害賠償責任則為無過

失責任（民法第四八七條之一）、故意或過失責任（民法第一八

四條第一項及第二二七條第一項）及推定過失責任（職業災害

勞工保護法第七條及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兩者歸責原則並

不相同。 

二、給付範圍不同： 

雇主損害賠償責任係在填補受害勞工所受之損害，無論是

財產權或人格權受到侵害均可請求賠償；但雇主補償責任係為

維持勞工及家屬基本生存權，非在填補其所受之損害，因此僅

補償受害勞工人格權遭侵害所生之損失，並採取定型化、定額

定率之補償方式。 

三、過失相抵原則是否適用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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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損害賠償責任有民法二一七條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

當受害勞工對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者，雇主得減輕或免

除賠償金額；而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性質非損害賠償，不

適用民法第二一七條過失相抵原則，因此，縱使勞工對職業災

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雇主亦不得減輕補償責任89。 

四、消滅時效不同： 

依民法第一九七條第一項規定，受害勞工因侵權行為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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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年內不行使而消滅，自有侵權行為時起，逾十年者亦同。受

害勞工因雇主債務不履行致人格權受侵害者，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消滅時效準用民法第一九七條之規定；而勞工之職業災害受

領補償權利，依勞動基準法第六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自得受領

之日起，因二年內不行使而消滅。  

                                              

89 但有論者持相反意見，其認為立法院通過之勞動基準法應係本於雇主負完全賠償責任 

之認知而為立法，因此，雇主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性質為「實質損害賠償」，應有過失 

相抵原則之適用。請參閱黃虹霞，〈職業災害補償相關法律問題〉，《萬國法律》，第 126 

期，2002 年 12 月，頁 68。最高法院 86 年台上字第 479 號及最高法院 87 年台上字 233 

號判決亦認為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但晚近最高法院見解已傾向認為職業災害補償無 

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 89 年度第 4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謂「勞動基準法第 59 條 

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勞工、加強勞、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非損害 

賠償。同法第 61 條尚且規定該受領補償之權利不得抵銷，應無民法第 217 條過失相抵 

之適用。」可資參照，相同見解可參照最高法院 87 年台上字第 1629 號判決、最高法院 

82 年台上字第 1472 號判決、最高法院 89 年台上字第 1783 號判決及最高法院 89 年台上 

字第 1920 號判決。另外，美國聯邦雇主責任法案（Federal Employers＇ Liability Act，

簡稱 FELA）規定，勞工負有證明雇主有過失之舉證責任，且有與有過失原則（Comparative 

Fault）之適用，論者有謂此法案非真正之勞工補償法案，可比較之。See Jack B. Hood, 
Benjamin A. Hardy, Jr. & Harold S. Lewis, Jr.,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Employee 
Protection Laws in a Nutshell, 13-14 (4thed., 2005). 



 45

第二目  補償責任與賠償責任之關係 

首先，就補償責任及賠償責任兩者之關係而言，各國法制受到

勞災補償制度、給付水準、經濟發展程度、工會運動等影響而有不

同，但仍可歸納為以職業災害補償取代侵權責任、併存取得、選擇

及補充等四種類型90： 

一、併存取得： 

即受害勞工對損害賠償及職業災害補償得併存取得，其結

果，可能使受害勞工因重複補償而不當得利，且造成雇主雙重

負擔，因此，很少國家採用此種方式。 

二、選擇方式： 

受害勞工得就損害賠償請求權及補償受領權兩者擇一為

之。但選擇權容易使法律關係陷於不確定之狀態，且選擇權行

使期間、撤回等問題，容易滋生困擾。再加上侵權行為損害範

圍、構成要件舉證困難、耗費較多時間及精力，受害勞工迫於

現實只好選擇受領補償，實際上並未享有選擇之自由。基於上

述缺失，此種方式如今已不再盛行。 

三、以職業災害補償取代侵權責任： 

此種方式在職業災害補償已納入社會保險體系之國家較為

                                              

90 羅忠政，前揭註 77 文，頁 34-36。王澤鑑，〈勞災補償與侵權行為損害賠償〉，《法學

叢刊》，第 99期，1980 年 9 月，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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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受害勞工選擇職業災害補償後即不得請求損害賠償，一

方面給予受害勞工迅速之照顧，另一方面可以避免雙重補償及

雇主雙重負擔，減少勞資糾紛、促進勞資關係，但缺點在於受

害勞工所獲得之補償較損害賠償低，受害勞工可能無法會得充

分的補償。 

四、補充方式： 

補充方式係指受害勞工得同時請求賠償及補償，但不得超

過受害勞工實際所受之損害。此種方式同樣可以避免受害勞工

雙重得利及雇主雙重負擔，且受害勞工就未受補償之損失仍可

向雇主請求賠償，彌補第三種方式之缺失。 

就我國而言，依勞基法第六十條規定「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

補償金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金額。」本條規定並

未排除勞工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但以「補償抵充賠償」禁止勞工獲

得超過實際損失之填補，因此我國目前職業災害補償及賠償間之調

整關係，係採補充方式。雖然大部分法院判決及學說見解均認為職

業災害補償之性質與損害賠償不同，但不可否認地，兩者在提供受

害勞工及其家屬之生活維持方面具有機能重複性，是以在重複範圍

內，應得以抵充91，避免造成雇主雙重負擔及勞工重複得利之不合理

現象。 

其次，本條規定「補償金額得抵充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金

                                              

91 賴崇全，《我國職業災害補償調整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年，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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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並非指補償金額得抵充所有之賠償金額，必須補償及賠償具有

同一性質始可抵充，因此勞工精神上損害之慰撫金、財產權所受之

損害，不在得以抵充之範圍內92。而具同一性質之補償雖可抵充賠

償，但是，因職業災害補償採定額定率補償方式，損害賠償則以填

補受害人之損失為限度，兩者金額必有所差距。此外，唯有當補償

受領權人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同一時始可抵充93，其結果，職業災害

補償勢必無法完全抵充損害賠償，就無法抵充之賠償金額，勞工仍

可向雇主請求賠償。 

第三目  勞工保險給付與勞基法補償責任之關係 

依勞基法第五十九條規定「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

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列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

依勞工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

得予以抵充之。」依此，勞工保險給付及勞基法補償責任兩者間亦

屬補充關係。依勞基法施行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本法第五十九條

所定同一事故，依勞工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

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但支付之費用如由勞工與雇主共同

負擔者，其補償之抵充按雇主負擔之比例計算。」又勞工保險條例

第十五條規定，職業災害保險之保險費全部由雇主負擔，是以，職

                                              

92 邱駿彥，〈我國職業災害補償制度〉，《輔仁法學》，第 17 期，1998 年 6 月，頁 219-220。 
93 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88 年 12 月法律座談會曾提出一法律問題「雇主依勞動基準

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給付因職業災害而死亡之勞工之配偶及子女補償費後，可否以其

給付之補償金額，扺充未領取補償費之死亡勞工父母就同一事故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二

條、第一百九十四條規定所得向其請求賠償之數額？」研討結果同審查意見「該勞工之

配偶、子女及父母對雇主有各別獨立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又規

定勞工之遺屬受領死亡補償之順位有特別之規定，並非由繼承人共同繼承而受領，故雇

主自不能持他人已受領之補償金額主張抵充該未受領補償金之人之損害賠償金額。」是

以當職災補償受領權人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人不同時，即不得抵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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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災害保險給付得全部抵充雇主勞基法之補償責任，亦即雇主僅需

繳交少量之保險費，即可藉由保險的風險移轉作用，將由單一雇主

承擔之職災補償責任風險轉由集體雇主共同負擔94。茲將兩者抵充情

形說明如下：  

一、醫療給付抵充醫療費用補償： 

雇主已替勞工辦理勞健保者，僅需就勞健保未給付之醫療

費用予以補償即可。但依勞基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雇主醫療

補償責任範圍為受害勞工「必需之醫療費用」，內涵並不明確，

且職業傷害之醫療費用範圍並未以勞工保險條例範圍為限，因

此，雇主醫療補償責任範圍尚須就個案實際情況加以認定。再

者，勞工保險條例第四十七條規定，被保險人因傷病而致殘廢、

經領取殘廢給付後，不得以同一傷病申請住院診療，但如經醫

師證明確係同一事故所引起，應給予公傷假，並依勞工保險條

例給予門診治療95，然而勞基法並未規定雇主為殘廢補償後，即

得免除醫療補償責任，如認為雇主應繼續負擔受害勞工必須之

醫療費用，則雇主醫療補償責任是否同勞工保險條例僅以門診

治療為限？亦生疑義，如採否定之見解，則雇主就勞保未給付

部分應自行承擔之。 

二、傷病給付抵充工資補償： 

                                              

94 趙俊人，〈我國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制度探討〉，《勞工行政》，第 117 期，1998 年 1 月，

頁 16。 
95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78 年 6 月 14 日（78）勞動三字第 1294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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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基法之工資補償包括兩個部分，一為於受害勞工醫療期

間按原領工資給予補償；二為受害勞工經兩年醫療期間仍未能

痊癒、經審定喪失工作能力，但未符合殘廢給付標準時，雇主

一次給付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以免除工資補償責任。勞工保險條

例之傷病給付雖可抵充前者，但自受害勞工不能工作第四日起

開始給付，且第一年勞保給付之數額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

之七十，第二年則減為百分之五十，顯然與勞基法規定雇主應

以原領工資百分之百補償相去甚遠，雇主就兩者差額須自行補

償受害勞工。而後者，勞工保險並無同一性質之給付可予以抵

充。 

三、殘廢給付抵充殘廢補償： 

勞工保險殘廢給付可以抵充勞基法規定之殘廢補償，然

而，勞工保險條例之殘廢給付，係以平均月投保薪資為計算標

準，而勞基法殘廢補償則以平均工資為標準，因此，就兩者之

差額，雇主仍應負補償責任。 

四、死亡給付抵充死亡補償： 

勞工保險喪葬津貼及遺屬津貼得抵充勞基法規定之喪葬費

及死亡補償，但勞保給付係以平均月投保薪資為計算標準，而

勞基法則以平均工資為計算標準，兩者差額由雇主補償之。 

再者，勞工保險條例第六十四條規定「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或

罹患職業病而致死亡者，不論其保險年資，除按其平均月投保薪

資，一次發給喪葬津貼五個月外，遺有配偶、子女及父母、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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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或專受其扶養之孫子女及兄弟、姊妹者，並給與遺屬津貼四十

個月。」當遺屬津貼受領人為受害勞工之孫子女或兄弟姊妹時，

勞工保險條例第六十四條另設有「受其扶養者」之給付要件，但

勞基法卻無此要件，即無論孫子女或兄弟姊妹是否為受害勞工所

扶養，雇主依勞基法均須給付以平均工資計算四十個月之死亡補

償。 

綜上所述，勞工保險條例及勞基法對職業災害補償範圍並不一

致，勞工保險僅具有抵充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功能，未能完全

轉嫁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風險，換言之，縱使已投保勞工保險，

個別雇主仍須負擔相當沈重的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第四目  小結 

茲將雇主職業災害雙軌制三階層責任彼此間適用及調整關係圖

示如下：  

《圖六》 
侵權行為（民法§184
Ⅰ、Ⅱ、§188Ⅰ、職災

勞工保護法 §7） 
債務不履行 （民法 §

227Ⅰ、§487-1Ⅰ） 

勞基法 §59 無過失責任

勞工職災保險 

賠 

償 

責 

任 

補 

償 

責 

任 

抵充（勞基法 §60）

抵充（勞基法 §59 但）

請求權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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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所示，雇主職業災害責任以勞基法第五十九條無過失補償

責任為中心。為確保雇主清償資力使勞工在職災發生後得迅速獲得

補償，以職業災害保險為基本保障分散轉嫁雇主職災補償責任風

險。又勞工在補償之外仍得請求賠償以充分填補勞工因職災遭受之

損失。至於三層責任關係間則以抵充方式予以調整，避免勞工不當

得利及增加雇主雙重負擔。然而因三階層責任之內涵、範圍及請求

權人不一致，造成職業災害保險給付未能完全抵充勞基法補償金額

96，而勞基法補償金額亦未能完全抵充損害賠償金額，就抵充不足之

處雇主仍須負責，此部分極容易成為雇主職業災害責任風險管理上

之漏洞，則雇主須另行規劃購買商業保險始能填補社會保險無法保

障之缺口。 

第四款  以團體壽險轉嫁企業責任風險 

第一目  團體壽險給付得抵充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一、法令依據： 

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規定「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

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列規定予以補償。但如

同一事故，依勞工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

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由雇主支付保險費購買之商

                                              

96 職業災害保險無法完全轉嫁雇主職災補償責任，使雇主仍須負擔沈重之職災補償責

任。有論者建議未來應修法將勞基法職災補償責任納入職災保險之中，將職災補償責任

「社會保險化」，雇主職災補償責任全部透過大數法則由集體雇主分擔，解決現行制度

產生之缺失。請參閱參羅忠政，前揭註 77 文，頁 14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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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保險，並非依法令規定由雇主支付費用之補償，可否抵充雇

主職業災害補償費？針對此問題，行政機關歷年來之解釋函令

均持肯定見解，行政院內政部勞工司 74 年 8 月 10 日（74）台

內勞字第 328548 號函謂「雇主依勞工保險或為勞工投保商業保

險者，得就勞工保險給付或該商業保險中由雇主擔負保險費所

得保險給付抵充勞動基準法所定職業災害補償費。因此不足之

部分仍應由雇主補足。」可資參照97，法院判決亦肯認之98。本

文認為，雇主為轉嫁職業災害責任風險而為勞工購買之商業保

險，與投保勞工保險之目的相同，兩者均透過保險大數法則、

風險分散、轉嫁原理以減輕雇主職業災害責任風險，因此，雇

主應可類推適用勞基法第五十九條但書規定主張抵充之。 

二、抵充之要件： 

依現行法令，雇主以其負擔保險費之保險給付抵充職業災

害補償費尚須符合以下要件：， 

（一）由雇主負擔保險費之商業保險給付始可抵充： 

                                              

97 相同見解請參照內政部勞工司 74 年 8 月 22 日（74）台內勞字第 337452 號函、行政

院勞工委員會 84 年 5 月 6 日(84)台勞動三字第 111182 號函、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87 年 5
月 7 日(87)台勞動三字第 017676 號函等。 
98 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854 號判決謂「由雇主負擔費用之其他商業保險給付，固非

依法令規定之補償，惟雇主既係為分擔其職災給付之風險而為之投保，以勞動基準法第

五十九條職業災害補償制度設計之理念在分散風險，而不在追究責任，與保險制度係將

個人損失直接分散給向同一保險人投保之其他要保人，間接分散給廣大之社會成員之制

度不謀而合。雇主為勞工投保商業保險，確保其賠償資力，並以保障勞工獲得相當程度

之賠償或補償為目的，應可由雇主主張類推適用該條規定予以抵充，始得謂與立法目的

相合。」相同見解請參閱黃虹霞，前揭註 89 文，頁 70。另外，類推適用勞基法第 59 條

之法理基礎，詳細說明可參照林誠二，〈類推適用勞動基準法第五九條之法理基礎—兼

評最高法院九十五年度台上字第八五四號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44 期，2007

年 5 月，頁 24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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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勞基法施行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本法第五十九條所定

同一事故，依勞工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

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但支付之費用如由勞工與雇主

共同負擔者，其補償之抵充按雇主負擔之比例計算。」因此，

若雇主為勞工購買商業保險之保費由雇主及勞工各負擔百分之

五十，則雇主僅得以保險給付之一半抵充職業災害補償費。 

（二）保險契約受益人是否必須與勞基法死亡補償受領權人同

一？ 

當受害勞工因職業災害而致傷病或殘廢時，雇主應依勞基

法補償受害勞工醫療費用、殘廢補償及工資補償等，而團體壽

險契約殘廢給付之受益人亦為被保險勞工，因此，雇主得以保

險給付抵充勞基法職災補償，自無疑義。但於受害勞工死亡之

情形，因勞基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對死亡補償受領權人定有順

序，可能會發生保險契約指定之受益人與勞基法第五十九條第

四款受領權人不一致之情形，又死亡補償受領權人之順序與民

法第一一三八條法定繼承人順位不同，是以，於未指定受益人

之情形，保險契約如約定以法定繼承人為受益人時，或未約定

而依保險法第一一三條視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時，均有可能產生

保險契約受益人與死亡補償受領權人不同之情形，則雇主是否

仍得主張抵充？茲舉一例說明之：未婚之員工甲，與哥哥乙及

高齡八十之祖父丙相依為命，甲之公司為其投保團體壽險契約

並以乙為身故保險金受益人，嗣後甲因職業災害而死亡。依勞

基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規定，死亡補償受領權人為丙，但團體

壽險之保險金請求權人則為乙，此時，雇主得否主張以保險給



 54

付抵充補償金？關於此問題，有肯定及否定兩種見解： 

1、肯定說： 

勞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但書規定，同一事故，依勞工

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

主得予以抵充之，強調同一事故之雇主補償責任以勞基法

第五十九條為限，至於補償受領權人與保險契約受益人是

否一致並非所問，因此，只要由雇主負擔保險費之保險給

付，雇主均得以之抵充死亡補償。 

2、否定說： 

勞基法第五十九條但書之立法目的係為防止受害勞工

或其遺屬雙重得利，若死亡補償受領權人及保險契約受益

人不同時，並無雙重得利之問題。再者，勞基法第五十九

條第四款之補償受領權人，係基於特定身份關係得以申請

補償金，並非繼承受害勞工之權利，其順序與民法第一一

三八條法定繼承人不同，此乃法所創設之權利，當受害勞

工死亡時，即得依勞基法請求之，雇主不得以給付與他人

之保險金抵充之。 

關於此爭議，本文認為，勞基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所規定之

補償受領權人係屬其固有權利，一旦勞工因職業災害致死，符合

第五十九條第四款之受領權人即可向雇主請求死亡補償。唯有當

保險契約之受益人與受領權人相同時，基於勞基法第五十九條但

書之避免補償受領權人雙重得利之規範意旨，雇主始得主張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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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保險費之保險給付抵充雇主應負之職業災害補償費。換言

之，商業保險給付能否抵充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費，尚取決於

職業災害補償受領權人與保險契約受益人之「偶然競合」，當兩

者同一時，始可抵充之。 

三、小結 

當保險契約受益人與職災補償受領權人相同時，雇主即得以

其負擔保險費比例之商業保險給付抵充勞基法之職業災害補償

費，以填補勞工保險給付與勞基法職災補償間差額。因此，雇主

所購買團體壽險具有轉嫁職災補償責任風險之功能，惟尚須注意

的是，企業購買之團體壽險，其保險金額多依被保險人之薪資、

年資、層級決定，可能無法適切勞工保險給付與勞基法職災補償

間之差額，對此，雇主仍須另行為風險規劃99。 

第二目  團體壽險給付得抵充雇主損害賠償責任 

如前所述，雇主可類推適用勞基法第五十九條但書規定，以其

支付保險費之團體壽險保險金抵充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費，又勞基法

第六十條規定，雇主職災補償費可抵充損害賠償金額，依此推論，

                                              

99 對於勞工保險給付抵充職災補償後不足之部分，雇主可考慮購買「團體職業災害補償

保險」以為因應，該保險單係專為補足勞工保險給付及勞基法職災補償之差額而設計，

以企業為要保人、員工為被保險人，當被保險員工因職業災害致死亡、殘廢、受傷或疾

病，保險人負有給付保險金之責任。保險金以勞工保險月投保薪資及職業災害補償保險

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差額為計算基礎，給予被保險人或受益人四十五個月之死亡保險金、

四十個月喪失工作能力保險金、殘廢保險金及最長兩年之傷病保險金。請參閱中國人壽

團體職業災害保險單、南山人壽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單、新光人壽團體職業災害保險

單及保誠人壽團體職業災害保險單，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站 
http://pivot.iiroc.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最後瀏覽日期 200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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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壽險給付可間接抵充雇主應負之損害賠償金額。但團體壽險保

險金可否直接抵充損害賠償金額，關於此問題，本文認為可從損益

相抵原則、團體壽險之性質分析之： 

一、依民法第二一六條之一規定「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

並受有利益者，其請求之賠償金額，應扣除所受之利益。」

當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因同一原因事實同時受有損害及利益

者，其得請求之賠償金額應扣除之所受利益，此即為損益

相抵原則。受到侵害之勞工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係基於雇

主侵權行為或債務不履行之事實，然而其受領團體壽險保

險給付係基於保險契約之訂立，兩者並非出於同一原因事

實，不適用損益相抵原則，是以雇主不得主張自勞工請求

之賠償金額中扣除團體壽險保險金。 

二、其次，雇主得透過雇主責任保險將損害賠償責任風險轉嫁

予保險人，蓋以雇主責任保險係以雇主為被保險人，並以

雇主對受僱人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當雇主對

受僱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人應將保

險金給付與雇主，如此一來，因有保險金挹注，雇主不會

因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而使財產減損。然而團體壽險與雇主

責任保險不同，其係以團體成員為被保險人，當被保險人

死亡或殘廢時，保險人負有給付保險金予被保險人本人或

其家屬、法定繼承人之義務，以填補其因被保險人死亡或

殘廢所受之損害。換言之，團體壽險保險金並非在填補雇

主依法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所受之經濟上損失。再者，團體

壽險性質上屬定額給付保險，無損失填補原則之適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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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受侵害之勞工同時受領團體壽險給付及損害賠償金額，

亦無不當得利之虞。因此，勞工應可同時行使損害賠償請

求權及團體壽險保險給付請求權，兩者之間並無抵充關係

存在。 

三、綜上，依損益相抵原則及團體壽險之性質，團體壽險保險

金給付應不得直接抵充雇主損害賠償金額。因此，雇主若

欲事前利用保險轉嫁損害賠償責任風險，應購買雇主責任

險，而非團體壽險。 

第三目  小結 

如前所述，團體壽險給付得抵充雇主職業災害補償費及損害賠

償金額，因此，除了企業人身風險外，本文亦肯定團體壽險具有轉

嫁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風險及間接轉嫁雇主損害賠償責任風險之功

能，茲將團體壽險之風險管理功能以圖表示如下：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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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損害賠償責任 

 
 
 
 
 
 

 
 

B 

勞基法職災補償責任 

 

 

勞工保險 

 

 
A 

A、灰色區塊：團體壽險 

(1)轉嫁職災補償責任風險：類推適用勞基法第59條但書。 

(2)間接轉嫁損害賠償責任風險：勞基法第60條。 

B、虛點區塊：團體壽險金無法直接抵充，必須購買雇主責任保險。

 

第三項  企業購買團體壽險之益處 

團體壽險除了具有風險理財之功能外，對企業、員工尚有多項

益處，企業購買團體壽險對企業及員工而言無疑是皆大歡喜之福利

政策，茲就團體壽險之特性、政府稅賦上優惠、員工心理感受等層

面論述如下： 

第一款  企業立場 

一、以低成本獲得高保障： 

團體壽險因以一張保險單承保多數被保險人，簽單費用

低，加上由企業協助行政管理作業，減輕保險人行政負擔，且

團體壽險核保重視團體危險選擇，被保險人不需體檢或提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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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聲明書，以上種種因素，使團體壽險成本較個人壽險低廉，

保險費便宜許多，企業以低成本即可獲得高保障之保險服務。 

二、留住及吸引優秀人才，減少員工流動率，提升企業競爭力： 

企業為員工投保團體壽險，充實員工福利計畫內涵，提高

雇用條件，不但讓現有員工感受企業對人才重視，而樂於繼續

留在企業工作，員工流動率降低，企業無須常常花費時間金錢

培育新人，節省不必要開銷，且容易吸引優秀人才為企業服務，

企業之競爭力自然提升。 

三、增加員工向心力，提高員工工作效率，促進企業發展： 

企業是一個人的組織，如果員工有向心力及同舟共濟之體

認，必能提升工作效率，企業茁壯發展指日可待。而企業為員

工投保團體壽險即具有增強員工向心力之作用，不僅讓員工無

後顧之憂更專心一致為企業工作，更可激勵員工工作士氣，為

企業帶來更大貢獻。 

四、解決員工退休金及撫卹金之問題100： 

員工在職期間一旦因傷病不幸身故或殘廢，企業均須給付

喪葬費或撫卹金，在規模大的企業，員工人數眾多，企業負擔

非常龐大。團體壽險之保險金可以充作企業對員工撫卹金及喪

葬費，團體養老保險之生存給付可以當作企業對員工退休金給

                                              

100 謝敏雄，〈團體壽險契約之探討〉，《壽險季刊》，第 15 期，1975 年 3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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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企業因而得減免鉅額開支，解決退休金及撫卹金之負擔問

題。 

五、稅法上優惠： 

企業為員工購買團體壽險可補充社會保險及商業個人保險

之不足，除了善盡照顧員工之義務外，亦在履行企業之社會責

任，減少社會負擔。因此，各國政府多以稅賦優惠鼓勵之，我

國亦不例外，根據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八十三條第五款

前段規定「營利事業為員工投保之團體壽險101，其由營利事業負

擔之保險費，以營利事業或被保險員工及其家屬為受益人者，

准予認定」。即企業為員工投保團體壽險所繳納之保險費，只要

以營利事業或員工及其家屬為受益人，均得以認列為營業費

用，自營利事業所得額中扣除，免除稅捐，且不限保險種類及

金額，以鼓勵企業多多益善。 

第二款  員工立場 

一、員工及家屬生活獲得保障： 

團體壽險死亡及殘廢給付使員工及其家庭在遭逢變故後，

經濟來源不會立刻中斷，而有緩衝時間可以安頓身家；至於生

存給付部分（例如團體養老保險之生險部分）則可保障員工退

                                              

101 此處「團體壽險」，係指團體定期壽險及附加險、長期壽險、意外死亡及殘廢保險、

失能所得保險及醫療保險等，應謂「團體保險」較為精確。請參閱藍玉珠，前揭註 6 書，

頁 222。孟真，《民營企業運用團體保險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保險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2 年，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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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後生活無虞，尤其當員工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時，團體壽險

對員工及家屬生活之助益更為顯著。 

二、健康狀況不良之員工亦能獲得保險保障： 

團體壽險以團體危險選擇代替個人危險選擇，個人健康狀

況並非保險人核保考量因素，且團體壽險的保險費率為平均費

率，即以被保險人平均年齡計算保險費，因此，健康不佳或年

紀大而無法投保個人壽險之員工，仍可加入團體壽險獲得保險

保障。 

三、契約不容易失效102： 

在醵金式團體壽險，員工醵出保險費通常由薪資自動扣

除，這種作法可以避免員工因忘記或忙碌而未繳費，減少契約

失效之機會。 

四、團體壽險契約終止時得轉換為個人壽險： 

當團體壽險契約因被保險人資格不符或團體資格不符（例

如團體人數未達最低標準或低於一定比率）而終止時，被保險

人得行使契約轉換權，將團體壽險契約轉換為個人壽險，且在

契約終止後一定期間內（通常為三十日）轉換無需提供任何健

康證明文件，對年老體弱的被保險人而言十分有利。 

                                              

102 陳武宗，前揭註 19 文，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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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員工投保團體壽險比直接增加薪資更為有利103： 

企業為員工投保團體壽險，保險費在每月二千元內不計入

員工薪水所得內，且員工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可獲得一筆保險

金，比直接增加員工薪資更為有利。茲舉一例說明如下：假設

有一高所得員工，個人所得稅率為百分之三十，若公司直接增

加其年薪一萬元，則員工實際所得僅七千元，但如公司一年以

一萬元為其購買團體壽險，員工就該一萬元不僅無須繳納所得

稅，當死亡或殘廢時尚可領取保險金，個人及家屬經濟來源不

致中斷，兩者利弊顯而易見。 

六、稅法上優惠： 

企業為員工購買團體壽險，員工可以享受諸多節稅之效

益，包括： 

（一）企業為員工支出保險費在一定限額內免計入員工薪資所

得： 

根據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八十三條第五款規定「營

利事業為員工投保之團體壽險，其由營利事業負擔之保險費，

以營利事業或被保險員工及其家屬為受益人者，准予認定。每

人每月保險費在新臺幣二千元以內部分，免視為被保險員工之

薪資所得；超過部分，視為對員工之補助費，應轉列各該被保

                                              

103 莊惠晶，〈團保教育訓練，也就是風險管理系列講座〉，《現代保險》，第 33 期，1991
年，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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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員工之薪資所得，並應依所得稅法第八十九條規定，列單申

報該管稽徵機關」104。準此，企業為員工支付保險費，在每人

每月二千元限額內，免視為員工薪資所得，免納個人綜合所得

稅。就超過兩千元之部分，參照財政部台財稅第 790092902 號

函，企業可依據保險業提供之明細表，分別發給員工自行負擔

部分保險費證明，員工辦理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如選用列

舉扣除，自可據以在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

二萬四千元保險費列舉扣除額內，申報扣除105。 

（二）保險金免納所得稅： 

根據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七款規定「人身保險、勞工保險及

軍公教保險之保險給付」免納所得稅，是以員工受領之團體壽

險保險金無須繳納所得稅，對員工來說非常有利。 

（三）受益人受領之保險金免納遺產稅： 

                                              

104 論者有謂，將團體醫療險保險費計入兩千元限額內，將大幅降低雇主為員工投保適

足團體保險之誘因，亦會阻礙團體保險之發展，因此其建議，應參考美國現行稅制，對

雇主支付不同險種之保險費，為不同課稅規定：（一）定期壽險，雇主支付保費以每位

員工保額二百萬為限額，超過部分轉列員工薪資所得；（二）長期壽險，雇主支付保費

以二千元為限額；（三）意外死亡及殘廢保險、失能所得保險及醫療保險，雇主所負擔

之保費，全數可作營業費用出帳，且不必轉列員工薪資所得，於員工或其受益人領取保

險金時，才於某一額度內扣稅。請參閱藍玉珠，前揭註 6 書，頁 219 至 220。 
105 財政部 79 年 5 月 24 日台財稅第 790092902 號函全文為「營利事業為員工投保之團

體壽險，其由營利事業負擔之保險費，每人每月超過新台幣 2 千元轉列被保險員工薪資

所得部分，得比照本部 68 年 5 月 3 日台財稅第 32831 號函規定，由該營利事業依據保

險業提供之明細表，分別發給員工自行負擔部分保險費證明，員工辦理綜合所得稅結算

申報時，如選用列舉扣除，自可據以申報扣除。該項證明如有填發不實，應由填發單位

負法律上責任。」另 68 年 5 月 3 日台財稅第 32831 號函謂「貴公司經收彙繳之員工保

險費，僅取得一張承保機構之保險費收據，可由貴公司根據各員工繳納之保險費填發證

明，供員工在辦理保險年度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規定列舉扣除。」

可資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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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第一一二條規定「保險金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

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益人者，其金額不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

產」，復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六條第九款規定「約定於被

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益人之人壽保險金額、軍、公

教人員、勞工或農民保險之保險金額及互助金。」免納遺產稅。

但如未指定受益人，根據保險法第一一三條規定「死亡保險契

約未指定受益人者，其保險金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則需課

徵遺產稅。因此，只要預先指定員工家屬或法定繼承人為死亡

保險金之受益人，當員工死亡後，既可節省為數不少之遺產

稅，更重要的是，可順利將財富移轉給家屬，維持家屬生活品

質及生存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