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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責任保險人之給付義務 
 

第一節  責任保險之起源 

一、責任保險創始於法國 

責任保險的歷史並不十分悠久，依照一般的說法，責任保險始創於

法國。自十九世紀前半期拿破崙法典（Code Napoleon）中有賠償責任之

規定後，由法國首先舉辦1，創設車輛意外保險，以保障馬匹、車輛及

乘客在意外中的所有損失，而十九世紀的六０年代，比利時與法國亦出

現工業綜合意外險，由業主為其員工可歸責與不可歸責的意外購買保

險。其後，德國繼法國之後起而仿效，其最早出現的責任保險是西元一

八三七年的漢堡責任保險，擔保賠償旅遊者和送貨員在旅行中發生障礙

事由時，對於額外增加的伙食、住宿、運送費用的行政追索權2。而英

國於西元一八五七年始有責任保險之創立，美國則於西元一八八七年以

後，責任保險始見成長。近年由於對他人身體、財產權益尊重之觀念日

受重視，責任保險亦隨之不斷擴張，現已成為保險業務中之一大主流3。 

 

二、責任保險因科技工業之發達而擴張 

自工業革命至十九世紀後半以降，因為工業化國家普遍存在著工業

損害的問題，諸如工廠事故、環境污染等，造成大眾不可預見的損失，

尤其是汽車動力交通工具被大量使用以來，於現今社會生活中已成為不

可或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因交通意外所造致之第三人損害事故，更

                                                 
1 袁宗蔚，「保險學」，頁 545，三民書局，民國 87 年增訂 34 版。 
2 朱炎銘，「工程承攬人之責任保險—以德國責任保險法為基礎」，東吳大學法律學研究所論文，

頁 26，民國 95 年 9 月。 

3 袁宗蔚，同前揭註 1，頁 54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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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避免的社會壞現象，立法者應當在侵權行為法上提供改革。最重

要的是在這些產生諸多嚴重損害的活動上，應修正其相關的法令，以滿

足賠償的需求，但是因為加害人之資力有限，被害人往往無法獲得十足

的賠償，結果便創造出廣泛利用責任保險的新時代4。 

 

 

第二節  責任保險之概念 

第一項  責任保險之意義 

責任保險（liability insurance），又稱為第三人責任保險（third-party 

liability insurance），即被保險人依法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時，由保

險人承擔補償責任之保險5。責任保險所稱之「責任」，即為損害賠償責

任之簡稱，故日本稱責任保險為「賠償責任保險」。而責任保險係由保

險人承保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之賠償責任，保險人為了配合個人與企

業團體所面臨之各種責任風險，因而設計開辦各種不同名稱、不同承保

範圍之責任保險6，如為汽車駕駛人開辦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為商品

製造商開辦產品責任保險等。 

 

第二項  責任保險之特性 

責任保險雖歸類於一般泛稱之財產保險7範疇，但究其本質，具有

                                                 
4 參閱鄒海林，「責任保險」，頁 45-46，法律出版社，1999 年 11 月第 1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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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權制度之建立為中心」，國立中興大學

法律學研究所論文，頁 57-58，民國 80 年。  

5 袁宗蔚，同前揭註 1，頁 545。 

6 楊誠對，「意外保險理論與實務」，頁 258，著者自刊，民國 90 年修訂六版。 

7 我國保險法將保險類別劃分為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二章。財產保險章包括有「火災保險」、「海

上保險」、「陸空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等節，將責任保險

明確劃分為財產保險之類別；而人身保險章則包含「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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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於一般財產保險之特性頗多，擬由責任保險相關的人、保險利益、承

保之責任、事故的時點，即責任保險的人、事、物、時等重要之項目，

與一般財產保險相異之處，分述於下： 

第一款  責任保險之當事人與利害關係人 

一般財產保險中，原則上所涉及的相關當事人為保險人與被保險

人。保險人乃有權請求保險費，但於危險事故發生時，須依其承保責任，

負損害賠償義務之人；被保險人則是指因保險事故之發生而遭受損害，

並享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8，雙方所形成的關係，為單純的保險關係。

然於責任保險中，除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外，另涉及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

即被害第三人。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雖因保險事故之發生而遭受損害，

然而此一損害並非指特定財產或物品遭受毀損、滅失等侵害，而係因被

保險人不法侵害被害第三人而遭受第三人請求時，所可能面臨的不利情

況，因此被保險人損害事故的確認，與被害第三人的行動息息相關，須

第三人向被保險人為「請求」，被保險人始有遭受損害之可能，從而，

於上開情況中，除了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保險關係外，還產生了被保險

人與被害第三人間的責任關係，整個責任保險發生作用時，保險人、被

保險人與被害第三人均成為不可或缺的主角9。 

 

                                                                                                                                            
三節。至於「年金保險」，學者有不認為屬於獨立的保險類別，因年金保險有以被保險人屆一定

年齡仍然「生存」為保險事故者，性質上為生存保險；亦有以「被保險人死亡」為保險事故，性

質上屬於死亡保險。而不論生存保險抑或死亡保險，本質上均屬於「人壽保險」，而年金保險僅

為人壽保險中關於保險金的給付方式規定而已。詳參閱劉宗榮，「保險法」，頁 477-478，三民

書局，1997 年 3 月二刷。而其他保險立法先進國家，如德國保險契約法則將「責任保險」乙節

置於「損害保險」章，同章內並有「火災保險」、「冰雹保險」、「動物保險」、「運輸保險」

及「法律保護保險」等節，亦可得知責任保險之性質，屬於財產保險。參閱江朝國譯，「德國保

險契約法」，頁 81 以下，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民國 82 年。 
8 我國保險法第 2 條、第 4 條參照。 
9 相關的責任保險三方法律關係，詳見本章第三節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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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責任保險之保險利益 

責任保險之保險利益係屬消極之保險利益，乃基於現有利益而期待

某項責任不發生之利益，故屬於財產上之保險利益。而被保險人因特定

事故的發生，將使其蒙受不利益或直接遭受金錢上的損失時，其對此不

利益或損失，有保險利益10。 

 

第三款  責任保險所承保之責任 

責任保險中，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並非因特定財產之毀損、滅失

而發生，而係來自於對第三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11，並以其全部財產

為總擔保，此種賠償責任，須具備下列要件： 

一、須為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的賠償責任 

責任保險所承保之責任，為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依法應負之損害

賠償責任。此所謂之「第三人」，係指被保險人以外之任何人而言，不

包括被保險人自己在內，因此在汽車責任保險的場合中，被保險人因駕

駛該車肇禍而致受傷時，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12，如欲保障該被保險人

於駕駛中受傷所生之醫療費用損失，應另行加保傷害保險為是。 

 

二、須為民事責任 

責任保險所承保者，為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既曰「損

害賠償責任」，應屬「民事責任」。因被保險人違反私法規範之行為，國

家對之並無懲罰，僅促其對於遭受損害之當事人負賠償責任，此種責任

即為責任保險所承保之責任。如被保險人係因駕駛汽車而致人於傷，一

                                                 
10 梁宇賢，「保險法新論」，頁 287-288，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4 年 3 月五修初版。 
11 我國保險法第 90 條參照。 
12 鄭玉波，「保險法論」，頁 142，三民書局，民國 81 年 9 月增訂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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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屬於破壞公法之犯罪行為，被保險人應負刑事責任；一方面被害人

仍得依法要求賠償其所受損失，被保險人因而同時另須負擔民事責任。

就此，責任保險僅對民事部分負保險責任，至於刑事責任，如科予罰金

等，則不得列入承保責任，否則無異鼓勵人民犯罪，有違保險之目的，

且會妨礙刑罰功能之發揮13。此外，另須注意行政程序法公布後，於第

一百三十五條以下所規定的行政契約之性質，行政程序法明訂其未規定

之事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14，因此有關損害賠償責任，或得成為責

任保險之承保責任，實值詳加探究。 

 

三、須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所謂賠償者，係指「損害賠償」而言。按損害賠償之債，發生之原

因或依法律規定、或依法律行為所負擔之賠償責任，大抵可分為下列四

項： 

（一）侵權行為 

侵權行為，指因不法侵害他人的權益，依法律規定，應對所生損害

負賠償責任的行為15，如我國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是謂也。此之

侵權行為，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並無契約關係之存在。 

 

（二）債務不履行 

債務不履行，係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不完全給

付或給付遲延者，債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之責任，如我國民法第二百二

                                                 
13 袁宗蔚，同前揭註 1，頁 546；林群弼，「保險法」，頁 040403-1，高雄市立空中大學。 
14 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九條：「行政契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 
15 王澤鑑，「侵權行為法」，頁 66，王慕華發行，三民書局經銷，1999 年 6 月修正四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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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之規定可資參照。 

 

（三）法律直接規定 

法律之直接規定者，如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三十四條16。其

次，如我國專利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著作權法第八十八條第三項、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二項、

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及健康食品管理

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等有關懲罰性之賠償，亦可列入保險契約之保險事

故範圍內17。 

 

（四）基於契約 

此所謂之契約，指依法並無賠償責任，而是基於契約訂定承擔之賠

償責任，此與前述訂立契約，約定債務不履行者，負賠償責任之情形不

同，能否作為責任保險之保險標的，我國仍有爭議18，然觀美國保險制

度，責任保險所承保的責任，除了法律責任（Legal Liability）外，尚包

含契約責任（Contractual Liability），即純粹根據契約而承擔之賠償責

任，而非法律之賠償責任，常見的免責協議（Hold Harmless Agreements）

與補償協議（Indemnity Agreements）19即屬之。因而本文認為，基於契

約承擔之責任非不能成為承保責任，只須於保險費率合理計算基礎下收

取適當的保費以分散風險，契約承擔之責任於我國仍有可能成為責任保

                                                 
16 梁宇賢，同前揭註 10，頁 289-290。 

17 陳春玲，「論懲罰性賠償金之法律爭議與風險管理」，國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研究

所論文，頁 114-124，民國 93 年 1 月。 

18 梁宇賢，同前揭註 10，頁 290。 

19 Donald S. Malecki & Arthur L. Flitner, Commercial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Volume 1, 1.18-1.19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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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的承保責任。 

 

四、須非故意責任 

（一）原則上故意行為不在承保之列 

責任保險所賠償之責任，原則上必須是被保險人因過失行為加損害

於他人而發生者，若被保險人係故意為之，應自負其咎。蓋國家施行法

律，係為確保社會之安寧，人與人間應互相尊重彼此之權利，各盡本分，

不得故意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此為基本的行為準則，違反者

應受刑罰制裁，並負擔民事上之賠償責任，此項民事責任，除補償被害

人之損失外，更寓有懲罰與儆戒之用意，故不許以保險轉嫁，以防止被

保險人故意侵害他人或故意違誤其義務而以保險轉嫁其責任於保險人。 

故保險所保障者為被保險人因意料以外之事故而遭受之損失20。惟於強

制責任保險中，多規定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仍

應負賠償責任者，此係因責任保險的社會化機能，形成更側重被害人保

護之目的，如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可資參照。 

 

（二）賠償過失責任與無過失責任 

承上所述，保險所保障者為被保險人因意料以外之事故而遭受之損

失，最為常見者屬過失責任。又過失責任既須負責，則被保險人須負擔

無過失之責任時，責任保險更應負責21，蓋無過失責任之立法，在被保

險人與被害人雙方均無過失，責任無所歸屬時，應由致成損害者負其責

任；經濟能力不相當者，由經濟能力較強者負責，而不幸應負擔賠償責

任者，則更需要透過保險制度而將風險分散於社會，以期將損失消化於

                                                 
20 桂裕，「保險法」，頁 331-336，三民書局，民國 81 年 12 月增訂新五版。 
21 林群弼，同前揭註 13，頁 040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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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22。是責任保險所承保者為原則上為被保險人非故意行為（包括過

失責任與無過失責任）所致第三人損害而遭受請求之損失。 

 

第四款  責任保險事故發生之時間歷程 

所謂保險事故，簡單而言即是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屬於承保範圍之事

故，被保險人據此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而責任保險事故發生之時

點，並非必為特定財產毀損或滅失的該時點；責任保險的歷程，因涉及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的侵害行為以及第三人的請求行為等，具有隨時間移

動的時程性，是一段向後推移的時間線，因此容易產生爭議。而一般將

責任事故之內涵，依責任事故發展形成，自導致損害之原因發生起，迄

加害人履行其損害賠償責任之時止，區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分別為第一

階段之「損害事故發生時」，即「使被保險人負擔賠償責任之事故發生

時」；第二階段為「第三人請求時」，即「責任事故被害人向被保險人請

求賠償之時」；第三階段為「責任負擔時」，即「被保險人對被害人之賠

償責任，於訴訟上或訴訟外確定之時」；第四階段則為「履行賠償時」，

即「被保險人對被害人履行賠償責任之時」23。 

 

第三項  責任保險之機能 

第一款  對加害人之保護機能 

保險制度的建立，是以一個共同團體的存在為其先決要件，團體成

員是由各個可能因危險事故發生而受有損害之人所組成，並將成員因可

能遭遇之危險所產生之損失，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共同體之成員於保

                                                 
22 桂裕，同前揭註 20，頁 335。 
23 王正偉，責任保險保險事故之探討—兼論事故發生之疑義，國立政治大學學報第七十八期，

頁 391-392，民國 88 年 6 月。詳細優缺點之比較，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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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制度中即稱為「被保險人」，是以保險制度的存在，本係為了被保險

人之利益，以被保險人為最初所欲保護的對象24。又在責任保險中，被

保險人除具有遭遇危險而承受損害之身分外，該危險乃起因於被保險人

對第三人所為之不法行為，因而兼具加害人之身分。而學者認為責任保

險對於加害人(即被保險人）具有雙面性之保護作用：其一為對有正當

根據之責任請求權的滿足，在第三人請求為有理由，而致被保險人應負

賠償責任時，轉嫁被保險人因賠償所受的損失，有稱為「填補損害機

能」；另一為對不正當賠償請求之訴訟協助，在第三人請求為無理由時，

為被保險人抵禦第三人的請求，有稱為「保護權利機能25」。 

 

一、填補損害機能 

保險制度是一個處理偶發危險的制度，透過保險之技術，以現在確

定之少額保費，分散將來可能面臨巨大責任的風險。而責任保險即是在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造致損害而需負擔賠償時，對保險人享有保險金之請

求權，以填補其損害。至今，此等以損害填補為首要目的之機能，仍被

認為係責任保險保障被保險人經濟活動安全之主要任務26。 

 

二、保護權利機能 

在被害人對被保險人所提出之請求賠償於法律上有正當根據時，保

險人應為被保險人填補因第三人請求所遭受之損害，然而其賠償責任與

數額，往往須透過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間之調停、和解或訴訟等過程，始

得加以確定，而被保險人之協商或抗辯成功與否，更關係著被保險人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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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法律學研

究所論文，頁 10-11，民國 82 年。 

25 陳榮一，責任保險保護權利之給付的法律上性質，台中商專學報第 11 期，頁 2，68 年 6 月。 

26 黃淑琳，同前揭註 4，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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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負擔與數額27，功能不可小覷。反之，當被害人提出之請求賠償於

法律上無正當根據時，責任保險將發揮另一方面保護被保險人之作用，

即保險人認為第三人之請求屬不正當時，應對該請求為抗辯28。 

 

責任保險對於被保險人所提供之填補及保護二機能，於適用上有互

相密不可分之關係。例如常發生被害人之請求僅一部分有正當根據，其

他部分無正當根據時，保險人對有正當根據之請求權為被保險人為填補

給付；對無正當根據之請求權，以抗辯等方式加以拒絕，故對此同一請

求權，將同時適用上述二機能。而有時被害人之請求是否有正當根據，

並不容易判斷，其結果使保護權利機能更擴大其適用範圍，對正當之請

求亦發生作用；甚至有可能發生客觀上有正當根據之請求權，卻因為證

據不足的問題，而造成被害人請求失敗之結果。反之，保險人也有可能

對無正當根據之請求予以賠償者，此係保險人考慮到勝訴之希望與收回

訴訟費用之可能性，認為長期訴訟反而將支出極多之費用，不如給予賠

償反而較為有利，因此對無正當根據之請求，反而適用填補損害機能29。 

 

第二款  對被害人之保護機能 

一、對被害人之保護僅為附隨效果 

責任保險本來被認為係被保險人為免受第三人之賠償請求，而尋求

擔保之工具，其締結責任保險契約之初，本未顧及被害人利益之目的，

惟加害人因責任保險之存在，事實上已確保或提高其賠償之能力，因此

被害人可獲得賠償之機會大為增加，則被害人即因加害人之責任保險而

間接地受有利益，但此於責任保險發展之初，僅被認為是責任保險保護

                                                 
27 同前註，頁 61-62。 

28 陳榮一，同前揭註 25，頁 3。 

29 同前註，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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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之同時所生之附隨效果30。 

 

二、責任保險之社會化 

自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為了提高對於被害人之保護，侵權行為之責

任逐漸嚴格化，但受限於加害人之資力不足，若無責任保險制度之支

持，則侵權行為嚴格化所欲達成之保護受害人目的，將無法達成。其次，

雖然被保險人訂立責任保險契約之初衷，係為了預防其對受害之第三人

所負擔之賠償責任，但加害之被保險人之所以能獲得保險金的補償，係

因被害人蒙受損害之故，則其發生實際、直接、積極損害者，為「被害

人」，故保險金應給付予被害人方合衡平，是以責任保險乃賦予一「保

護被害人」之社會使命31，且因「保護被害人」之背後隱藏著重視基本

人權與社會公共性之基本觀念，基此，責任保險得以達成其社會使命，

更能調和社會共同生活之利益關係，並維持其圓滿狀態32。 

 

 

第三節  責任保險之三面法律關係 

責任保險主要是在處理被保險人因其所投保之某種危險事故發生

後，對於第三人依法負有損害賠償責任時，得藉由保險人之填補，以避

免遭受到財產上之損害的一項途徑。是以在責任保險關係下所涉及之利

害關係人中，除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外，另一重要的主體即是因保險事故

之發生，而對被保險人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即「受害第三人」。 

 

                                                 
30 葉銘進，同前揭註 24，頁 12。 

31 同前註，頁 12-13；黃淑琳，同前揭註 4，頁 63-64。 

32 陳榮一，論我國保險法對責任保險之規定的缺失（下），產險季刊第 51 期，頁 71，民國 73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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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就保險人、被保險人與該受害第三人間之法律關係而言，法律關

係事實上僅存在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及「被保險人與受害第三人

間」，學者將前者通常係基於保險契約而生者，稱之為「保險關係」，後

者係基於損害賠償責任而生者，稱之為「責任關係」33。至於受害第三

人與保險人間，原無法律關係存在，直到責任保險發展出兼具有保護被

害人之社會化機能後，於責任保險關係中，才試圖賦予受害第三人直接

可以向保險人請求的法律地位。 

 

※圖一：責任保險三面法律關係圖34 

 

 

第一項  責任關係 

所謂的責任關係，係被保險人與被害人間的關係，即被保險人基於

                                                 
33 林銘龍，「論受害第三人之直接請求權與我國責任保險法制上之適用疑義：以不健全保險關

係下之研究為中心」，國立台北大學法學研究所論文，頁 5-6，民國 92 年。 

34 並參考范曉玲，「責任保險之保險人於第三人求償程序中參與行為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

法律學研究所論文，頁 2-3，民國 87 年。 

被保險人 受害第三人 

保險人 

保

險

關

係 
直接關係？

參與

責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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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行為，而對被害人負有損害賠償之賠償責任關係35。因責任保險的

開端，係基於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賠償責任而起，因此在探討保險人與被

保險人間之保險關係前，通常會先提到加害人與受害第三人間之損害賠

償責任關係。 

 

第二項  保險關係 

第一款  保險關係的定義 

所謂保險關係，係指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的關係，通常以契約的方

式呈現，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的權利義務，悉依保險契約及相關法令規

範之36。 

 

第二款  保險關係以責任關係為基礎 

責任保險之責任關係，是被保險人（即加害人）基於民事不法行為

而對於受害第三人負損害賠償之責任關係，此種賠償責任關係，不僅為

責任保險之保險標的，更為責任保險之保險關係的基礎，保險人是否負

擔給付保險金之義務，端視此責任關係中，關於損害賠償結果之判斷而

定，因此，責任保險之責任關係並不依存保險關係而可獨立存在；反之，

保險關係卻密切地依存著責任關係37。 

 

第三項  直接關係 

第一款  分離原則的意義 

                                                 
35 江朝國編纂，「保險法規彙編」，頁 1-127，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7 月二版第 1 刷。 

36 同前註。 

37 莊修文，「責任保險之研究」，中國文化學院法律研究所論文，頁 42，民國 65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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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保險中所涉及的主體，除了被保險人與保險人外，尚有一受害

第三人。而於責任保險中有一項重要之基本原則認為，被保險人與受害

第三人間的「責任關係」，必須和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的「保險關係」

嚴格分離，此即說上所稱之「分離原則」38。 

 

第二款  受害第三人與保險人間之直接關係？ 

基於債權契約效力相對性之原理，受害人乃保險契約以外之第三

人，故保險人並不對受害人負擔任何義務，受害人對保險人亦無任何權

利可行使，因此，責任關係中之受害人與保險關係中之保險人間，應無

任何關係存在。 

 

然而，於責任保險社會化的概念下，責任保險對於被害人的保護機

能愈受重視，惟於分離原則的前提下，倘若被保險人無資力先向被害人

為賠付者，縱有責任保險之存在，被害人仍無法獲得賠償；又如被保險

人或假藉欲轉賠付予被害人之名義，先向保險人領取保險金，但事實上

卻私自挪作他用，或遭其他債權人之扣押或執行者，則被保險人投保責

任保險為免除被害人賠償請求之目的，以及責任保險擴張保護被害人之

機能均無法發揮，因此，學者及各國立法例均試圖尋找各種方法以緩和

分離原則所帶來的不良影響。於我國保險法治上最明顯的制度即是保險

法第九十五條保險人直接對第三人為給付之規定，以及民國八十五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公布、八十七年一月一日正式施行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二十八條，與民國九十年七月九日增訂之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

均進而採取第三人對保險人有直接請求權之立法39。 

                                                 
38 葉銘進，同前揭註 24，頁 20。 

39 分離原則之缺失與其他相關解決方式，詳參閱林銘龍，同前揭註 33，頁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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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責任保險人之給付義務 

第一項  責任保險人之義務概述 

責任保險保護被保險人（即加害人）之機能有二，其一為被害人所

提起之賠償請求於法律上有正當理由，而加害人應負賠償責任者，由保

險人對被保險人填補其財產上之損失，此即責任保險之「填補損害機能 

」；其二為被害人所提起之賠償請求權於法律上無正當理由時，保險人

有對該請求予以抗辯或負擔訴訟費用之責，此即責任保險之「保護權利

機能」40。此二種機能於適用時，具有密切之關係，因為被害人之請求

是否具有正當理由，殊難認定，往往需先對第三人之請求施行抗辯之保

護權利作用，於事實關係明確後，方滿足被害人之請求權。由此可知，

責任保險對被保險人之保護，具雙重之意義，迥異於其他財產保險所提

供之保障41。 

 

    而責任保險所對被保險人所提供之保障或所負之義務，原則上悉依

保險法令及雙方契約約定之規範，最基本的即為給付保險金之義務，其

次為必要費用負擔之義務。又在美國保險制度中，亦常見抗辯及和解之

義務，此為我國保險法所未規範者，且亦非各國責任保險制度均可見之

義務，若保險法及保險契約均未規範者，能否直接認為屬於責任保險人

之義務，恐無法持肯定見解。而本文以下僅就上開責任保險人之常見義

務內容作說明，至於責任保險人有無抗辯及和解義務等討論，留待第三

章再詳加探究。 

 

第二項  給付保險金之義務 
                                                 
40 詳參閱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款。 

41 莊修文，同前揭註 37，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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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於成立後，對保險人所直接發生之效力，是對於保險契約

上所約定之危險事故，負擔危險擔保之責任，僅屬於期待權；但責任保

險人於保險契約約定之危險事故確實發生後，該危險擔保的責任就會轉

為具體的「保險金請求權」，保險人自有給付之義務。 

 

第一款  給付對象 

一、向被保險人為給付 

保險人向被保險人為保險金之給付者，事屬當然，但我國險法於第

九十四條第一項中設有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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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運送物滅失的情況下，當託運人（即第三人）向運送

人（即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時，運送人固可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之

給付，但保險人在運送人未對託運人履行賠償義務時，保險人不得將保

險金給付運送人，如此方不至於發生運送人領受保險金後，反而不向託

運人賠償之情形，藉以保護真正受損害之託運人能確實獲得補償42。 

 

二、向受害第三人為給付 

保險人可否不向被保險人給付，而直接向被保險人對之負賠償責任

之第三人給付，亦即保險人與受害第三人間有無直接關係？本文於第三

節中已大略說明責任保險三面法律關係中的直接關係與分離原則，現今

各國立法上為了保護被害人，已逐漸修正分離原則的適用，賦予受害第

三人一定程度的法律地位，令保險人得向第三人為給付，或更直接規定

第三人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如我國保險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第

                                                 
42 鄭玉波，同前揭註 12，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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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直接訴權、同法第九十五條規定保險人得直接支付第三人的制

度、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43、義大利民法第一九一七

條第二項44、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45及韓國商法第

七百二十四條第二項46等。 

 

第二款  給付期限 

依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保險人必須於

要保人賠償第三人，或第三人之請求經確定判決、承認或和解確定之後

二週內給付補償金。」，又依韓國商法第七百二十三條第一、二項亦規

定「（I）因清償、承認、和解或者裁判而確定對第三人的債務時，被保

險人應毫不遲延地向保險人發送通知。（II）關於期間，若無特殊約定，

保險人應從接到前款通知之日起十日以內支付保險金額。」。由上開規

定可知，除非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另有特殊之約定外，原則上保險人於

被保險人清償第三人、第三人的請求經被保險人的承認、和解或判決確

定後的約定時間內，應儘速賠付保險金。 

 

                                                 
43 德國保險契約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要保人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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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義大利民法第一九一七條第二項規定「保險人經被保險人通知後，得直接對第三人支付保險

金；被保險人請求時，保險人有直接給付之義務」，金澤理著，被害者之保險金直接請求權，該

文收錄於氏著保險の民事責任の法理，第 126 頁，成文堂，昭和四十一年九月三十日。轉引自林

銘龍，同前揭註 33，頁 16。 
45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保險人對於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者造

成的損害，可以依照法律的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直接向該第三者賠償保險金。」 
46 韓國商法第七百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關於因被保險人應當承擔責任的事故所受到的損害，

可以以保險因額為限直接請求保險人給予補償。但是，保險人可以以被保險人對該事故所持有的

抗辯來對抗第三人。」，吳日煥譯，「韓國商法」，頁 175 以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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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遲延給付之效果 

保險人於履行期屆至而未為給付者，應加付遲延利息；縱使遲延利

息與原先所應負的賠償金合計超過保險金額者，保險人仍應負責。 

 

第三項  負擔必要費用之義務 

第一款  責任保險人必要費用之負擔 

責任保險因受第三人請求所支付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或者

其他防止損害或估計損害之必要合理費用，通常應由保險人負擔，該此

等費用之支出，原為保險人爭取利益而言，若保險人僅受利益而不負擔

費用，殊不公平。 

 

第二款  各國立法例 

一、德國保險契約法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前段、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保險事故發生時，要保人有盡可能防止或減輕損害並遵照保險人指示

之義務」、「要保人依據第六十二條所支出之費用，縱使未發生效果，若

依據當時的情況，要保人得認為該費用係必要者，保險人應償還之47。」，

同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責任保險包括為防禦第三人所主

張之請求而生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48。」。在責任保險中，防禦

第三人的請求，有降低賠償的可能性，等同於一般財產保險中的防止或

減輕損害之功能，因此，即使最後防禦不成功，被保險人敗訴，保險人

對於因防禦第三人之請求而生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仍應負賠

                                                 
47 該條文等係規定於損害保險通則內，於責任保險亦有其適用。詳參閱江朝國，同前揭註 7，

頁 101 以下。 

48 同前註，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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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之責。 

 

二、韓國商法 

依韓國商法第六百八十條：「保險合同人與被保險人應盡力防止損

害的發生，但是因此而支出的必要或者有益的費用及補償金，即使超過

保險金，也由保險人負擔。」及同法第七百二十條第一項前段：「被保

險人為防禦第三人的請求而支出的裁判上或者裁判外的必要費用，應當

包括在保險標的之內49。」等規定可知，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為防禦第

三人的請求而支出的訴訟上或訴訟外的必要費用，即使超過保險金額，

亦應負擔賠償責任。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保險人、被保險人為查

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

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同法第五十條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

險人因給第三人者造成損害的保險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訴訟的，除合

同另有約定外，由被保險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訴訟費用以及其他必要的、

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而仲裁或訴訟程序也是確定責任關係

中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損害賠償額度的手段，由此所生之必要及合理之費

用，當然應由保險人承擔。 

 

四、我國保險法 

                                                 
49 本條文規定於損害保險通則中，於責任保險亦有適用。詳參閱吳日煥，同前揭註 46，頁 18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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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保險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損害之必要行為所生之費用，負償還之責50。」、

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保險人或被保險人為證明及估計損失所支出

之必要費用，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保險人負擔之51。」，同法第九十一

條第一項亦規定：「被保險人因受第三人之請求而為抗辯，所支出之訴

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保險人負擔之。」。

被保險人為抗辯第三人之請求所支出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不

僅有避免或減低賠償額之功能，亦兼具有估算第三人損失之作用，原則

上應由保險人負擔之，惟得以契約另行約定義務人或分配額。 

 

第四項  抗辯之義務 

第一款  責任保險人之抗辯義務概述 

一般美國責任保險單通常規定：「保險人於被保險人被訴請賠償

時，有提出抗辯之義務。」等語。抗辯義務係基於契約之特別規定，並

非基於保險人之賠償責任，蓋保險人應否向被保險人負擔保險賠償，係

以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無責任為斷52，而被保險人之責任判斷，常有賴

於法院之判決為據，故保險人之抗辯不僅得迅速釐清責任，並有助於降

低賠償金額之可能性。因此在美國保險制度中，保險人代為抗辯不僅是

「義務」，亦是保險人之「權利53」。然而在其他國家的保險制度中，卻

                                                 
50 本條文規定於保險法總則章中，於所有類別之保險均有適用。 

51 本條文雖規定於財產保險章之火災保險一節中，但依同法第八十二之一條第一項規定：「第

七十三條至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於海上保險、陸空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準

用之。」，故於責任保險得準用之。 

52 施文森，「汽車保險及其改進之研究」，頁 128，三民書局，民國 76 年增訂版。 

53 如美國 ISO 的 CGL 保單，開宗明義即表示保險人有為被保險人抗辯的權利和義務。（We will 

pay those sums that the insured becomes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s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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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見到將「抗辯行為」作為保險人「義務」之立法規定54。 

 

第二款  抗辯義務違反之效果 

依照美國法院一般之見解，保險人之拒絕抗辯顯屬錯誤或非法（指

故意或過失）者，即屬違背契約，對於被保險人因而所受之損失，應負

賠償之責。保險人之賠償範圍包括： 

一、給付經判決確定或和解成立之賠償金額 

給付判決確定或和解成立之賠償金，本為保險人所應負擔之義務，

遑論在保險人已先行違背抗辯之承諾，自無免除該部分義務之理由。惟

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惡意成立、數額顯不合理之和解，仍不負賠償義務。 

 

二、償還被保險人為進行抗辯所支出之合理費用 

被保險人得向保險人請求償還為進行抗辯所支出之合理、必要之費

用。包括律師費用、訴訟費用、以及為免假扣押所需提供之擔保金等均

屬之。至於被保險人所進行之抗辯程序是否合乎保險人之意思，則要非

所問。 

 

三、賠償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拒絕抗辯所生之損失 

保險人之拒絕抗辯顯無理由者，除了前述判決或和解數額及為進行

抗辯所支出之合理費用外，並得向被保險人請求因其拒絕抗辯所生之損

失。 

 
                                                                                                                                            
or property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applies. We will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those damages.） 
54 詳參見本文第三章第五節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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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懲罰性賠償金 

保險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拒絕為被保險人抗辯者，被保險人並得

向保險人請求懲罰性賠償金55。 

 

第五項  和解之義務 

第一款  責任保險人之和解義務 

一般美國責任保險單通常約定：「危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於獲

得保險人同意之前，不得承認其責任、與被害人和解或干預保險人進行

和解」等語。除此之外，許多國家的保險法令亦可其他保險人參與和解

程序之規範56，與其說和解是保險人的義務，不如說是保險人的控制手

段，用以避免被保險人及被害人串謀詐取保險金之風險，一般稱之為「和

解參與權」。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和解參與雖看似保險人藉以避免被保

險人的不當和解之權利，惟倘若保險人濫用參與權、不當拒絕和解時，

被保險人仍有請求保險人賠償損害之可能，因此稱和解為保險人之義

務，亦不為過。 

 

第二款  和解義務違反之判斷 

                                                 
55 施文森，同前揭註 52，頁 130-131。惟於我國法制上，一般財產上之損害若無特別規定，則

無請求懲罰性賠償金之法律基礎。詳見本文第四章第四節第一項第三款關於「保險人的客觀賠償

範圍」之論述。 

56 如德國保險契約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在無明顯的不公平，要保人不能拒絕對第

三人之賠償或承認其請求權之情形下，如約定無保險人之同意而要保人賠償第三人或承認其請求

權，保險人得因此而不負保險給付者，其約定無效。」、韓國商法第 723 條第三項規定：「在被

保險人未經保險人的同意向第三人進行清償、承認或者和解的情形下，即使已合意免除保險人的

責任，除非該行為屬於顯著不正當，保險人不得免除予以補償的責任。」、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三

條前段規定：「保險人得約定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其參

與者，不受拘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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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美國法院的見解，保險人之拒絕和解是否得構成被保險人請求賠

償的標準，應以保險人拒絕和解有無惡意或過失為斷57，並由被保險人

負舉證之責。至於其他實定法國家雖未規範保險人不當和解之效力，但

於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意自行和解的情況下，並不認為和解對於保險

人不生效力，只要在非顯著不公平或合理的範疇內，保險人仍應負擔給

付保險金之責任58。 

 

 

 

 

 

 

 

 

 

 

 

 

 

                                                 
57 於美國判例上，保險人對於下列情形拒絕和解，即認為有故意或過失：(1)在被害人對被保險

人之訴中，被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之證據已至為確鑿者；(2)保險人自認和解為可行之方法，但

要求被保險人負擔部分之賠償金額者；(3)保險人對於賠償請求為作適當之調查以估定被保險人

是否應負賠償之可能性者；(4)保險人拒絕接受其律師或代理人所提供之和解意見者；(5)被害人

對於被保險人提起的賠償之訴，於初審法院已獲勝訴，而經判決之賠償金額超過和解數額者；(6)

保險人未依契約規定將和解要約通知被保險人者。此外，保險人之拒絕和解顯有惡意或過失，至

賠償金額超過保險金額者，被保險人得依債務不履行及侵權行為之規定，請求保險人賠償一切損

失，甚至是懲罰性賠償金。施文森，同前揭註 52，頁 125-127。並見本文第四章第四節之論述。 
58 同前揭註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