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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責任保險人之防禦義務 
 

第一節  防禦義務概說 

第一項  責任保險處理第三人請求之流程 

    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通常會通知保險人有關事

故發生之事實，而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依前一章所述，依法令或

依契約可能負有抗辯義務、和解義務、負擔必要費用之義務以及給付保

險金之義務等。而保險金之給付，必須先通過一個責任確定的程序，保

險人必須先釐清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是否有損害賠償責任？如答案為

肯定者，其損害賠償的額度為多少？而被保險責任的確定，通常或透過

幾個方式，最常見的為和解與訴訟方式59。 

 

    所謂「和解」，是被保險人與被害第三人相互合意讓步的協議，無

論事實上被保險人有無責任或責任額度為多少，雙方均同意以談判協商

的方式，核定一個雙方均可接受的數額作為賠償額；而「訴訟」程序，

則是透過公正的第三人（即法院），經過證據的調查，依法做出裁判來

判定被保險人有無責任及責任數額。一般被保險人與保險人較希望透過

和解方式，與第三人達成損害賠償額的共識，避免去訴訟應訊之勞費；

但若和解不成，通常就必須再藉由訴訟方式解決。 

     

 

 

                                                 
59 本文此處僅提出最常見的「和解」與「訴訟」作討論，並不表示確定被保險人賠償責任額的

方式指此二程序，其他還包括調解、仲裁等其他解決紛爭的處理機制，可以依其性質，類推適用

和解或訴訟的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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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責任保險防禦流程圖 

 

 

第二項  防禦之定義 

無論是以和解或是訴訟的方式做出決定，保險人原則上都必須依據

該決定來給付保險金，因此，保險人會希望能在上述程序中扮演一定的

角色，參與和解與訴訟的過程，藉以使最後的賠償金額能減縮至最小，

畢竟保險人才是負擔最後賠償義務之人；另一方面就被保險人的想法而

言，因不法侵害到他人的權益時，已心生恐懼，後續之和解協商或訴訟

過程，均為被保險人所不熟悉，通常會尋求保險人的協助，希望藉著先

前繳納保險費來獲取將來生活及財產的安定，因此，責任保險人在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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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與訴訟的過程中，地位相當重要。 

 

而本章所欲探討的主題在於責任保險人於和解及訴訟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以及提供被保險人的保護為何？原則上，保險人於收到被保險

人受第三人請求之通知後，整個談判協商、試圖達成和解、和解不成必

須透過訴訟解決以及程序中所必須支出的必要費用，均可稱為「防禦」，

是保險人於確定賠償金額及給付保險金之前，可能必須負擔之義務；但

較為重要的當屬訴訟抗辯部分，因為訴訟抗辯的費用成本較高、程序較

複雜，涉及上訴等問題。 

 

本章試圖由防禦義務的性質、防禦義務的開始與客觀承保範圍的判

斷等開始論述，並討論保險人參與防禦的程度、負擔的上訴及費用範

圍，最後以防禦義務何時終止作結，希望能將責任保險人防禦義務之內

容作一介紹與分析。 

 

 

第二節  責任保險防禦義務之性質 

責任保險的權利保護機能即防禦義務，對於被保險人有相當重要的

價值，惟此機能於責任保險之體系中有何法律地位，學說上仍有不同看

法。 

 

第一項  防止損害義務說 

依防止損害義務說之見解，認為責任保險之防禦義務，是為了補償

防止損害或減少損害所支出之費用。責任保險之保險損害僅為有正當根

據之責任請求權，而使被保險人需以其財產來負擔賠償之理論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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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理論，如防禦第三人之請求完全成功時，為「損害之防止」；如防

禦僅一部份成功時，為「損害之減少」；如防禦完全不成功時所支出的

防禦費，則稱為「救助費」60。本說認為保險人之保護權利的給付義務，

只是「附屬」於損害填補機能之附屬的義務而已61。 

 

第二項  純粹保險給付說 

依純粹保險給付說之見解，認為「保護權利機能」與「填補損害機

能」皆為責任保險契約之本質內容。保護權利機能並非附屬於填補損害

機能，其所為之給付亦非救助，而為純粹之保險給付。此說認為責任保

險的免責機能並非僅填補損害，並應將保護權利機能包括於其中，成為

一個統一的保險請求權62。 

 

第三項  理論的選擇—純粹保險給付說 

一、「保護權利機能」與「填補損害機能」立於平等的地位 

因責任保險之給付目的係使被保險人脫離所處的不利狀態，亦即對

被保險人因處於不利狀態所產生的損害為填補，責任保險自始為單一的

「損害填補機能」，而保險人的防禦義務為此概念下的權利保護作用，

保險人為被保險人賠償債務，則是隸屬同一概念下的填補賠償責任損害

作用，此二者所欲追求的目標一致；綜合而言，居上位之概念為「損害

填補機能」，其項下則有「權利保護作用」與「填補賠償責任損害作用」，

因此防禦義務實與填補賠償責任損害義務具有相同的地位6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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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 年 6 月。 
61 同前註，頁 7。 
62 同前註。 
63 陳雅萍，「論責任保險人於危險事故發生時之參與權與其為被保險人利益之防禦義務」，國

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研究所論文，頁 15-16，民國 8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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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禦義務的範圍較填補責任損害義務為廣 

責任保險損害填補機能中，「權利保護作用」與「填補賠償責任損

害作用」雖居於平等之地位，惟前者之範圍較後者為廣。當面對害人請

求，保險人以防禦義務發揮其權利保護作用時，係不論該請求正當與

否，於請求明顯無理由時固不待言；即令是於客觀上具有相當基礎者，

保險人也可能以碰運氣之動機對之嘗試防禦64，畢竟訴訟有無正當理由，    

通常須待法院判決才能有客觀之確定標準，甚或法院之判決，在證據基

礎下，也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客觀真實，因此，權利保護作用主要發揮在

責任確立之前，對象不拘，不論正當請求或不正當請求均應防禦；填補

責任損害作用則展現於責任確定之後，對象只限於最後正當的請求。 

 

 

第三節  責任保險何時開始 

由於防禦義務是責任保險給付的一部份，因此在討論防禦義務的開

端時，通常必須要探討責任保險給付的始點，也就是責任保險事故何時

發生。 

 

第一項  學說討論 

按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屬於承保範圍之事故，即為保險事故，被保險

人據此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此事故之意義如何？視保險契約之種

類而有明顯差異，意義較明確者如人壽保險、健康保險或財產損失保

險，分別為被保險人之死亡、罹患疾病或特定財產遭受損失。其保單之

承保範圍（Coverage）輔以明文限定之除外事由（Exclusions），通常即

                                                 
64 同前註，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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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致明瞭其保險事故之意涵。意義較不明確者如責任保險、傷害保險

及失能保險等，往往在承保範圍與除外事故的意義文字下，保險事故是

否成立？仍時有疑義產生65。且責任保險並非如死亡保險或一般財產保

險（如火災保險）一樣，特定事故或災害的發生僅是一個時點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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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等等，具有隨時間移動的時程性，更容易產生爭議。因此，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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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四個主要階段，詳細探討

如後。 

 

第一款  損害事故說 

第一目  損害事故說之定義 

損害事故說，或有稱為「約定事故說」者，此說認為責任保險欲保

護的狀態係加害人之責任損失，與其他的一般財產保險欲保護的損失情

況類似，故以引起責任損失之責任事物的發生，為責任保險事故成立之

時間。 

 

第二目  損害事故說之優點 

一、明確地於保險期間內認定事故發生之有無 

由於保險事故需於保險期間內發生，保險人始應負保險給付義務，

因此是否於保險期間內發生，需有明確的事實據以認定保險事故之成

立。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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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民國 8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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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及早課予被保險人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 

事故發生之時，係責任事故串連階段各事實中，位於最早之時期，

以較早階段之事實為保險事故，經被保險人通知保險人後，有關保險給

付請求權是否存在、金額多寡有所爭議之情形，在蒐集證據與訴訟防禦

的準備方面，可獲較充裕的時間，對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利益均有正面

的價值。 

 

三、符合事故發生之偶然性 

完全符合保險事故應具有偶然性之要求，而且其能將保險人之權利

保護包含於責任保險之範圍內。 

 

第三目  損害事故說之缺點 

一、損害事故不等於請求 

本說遭到學者之批評處為如僅有損害事故之發生，並不表示被保險

人已有損害之產生，因該受害人不一定請求，必須被保險人受到第三人

之請求，保險人始負賠償責任。此外，如第三人之請求因時效而消滅或

因訴訟技術上的問題而敗訴時，被保險人亦無損害可言。 

 

二、責任保險非保護被害人之損害 

以保險關係是限定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角度而言，責任保險

所要保護的是被保險人之損害，而非被害人之損害，因此不應以被害人

發生損害之事故為保險事故。 

 

三、被害人不一定會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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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被害人不行使其請求權，被保險人之賠償義務僅處於潛在階段，

若被害人之請求權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時，被保險人並無任何損害可言，

此時便已無稱之為保險事故之餘地。66 

 

四、事故發生基礎易生長尾責任 

事故發生基礎（Occurrence basis）是被保險人在保單有效期間內發

生之意外事故，造成第三人之體傷、死亡或財務損失，保險人即須負賠

償責任；且若意外事故係於保單有效期間內發生，但被害人一時之間未

能發現受有損害或者未能發現被保險人為肇事者時，則被害人嗣後於請

求權時效內提出損害賠償請求者67，保險人仍須負保險責任，因此常會

造成保單有效期間已屆滿，但賠償責任卻未隨同結束的長尾責任68。 

 

第二款  請求說 

第一目  請求說之定義 

此說係以被保險人就其法律上之責任受到被害人訴訟上或訴訟外

請求之事實，為責任保險事故成立之時間。因責任事故發生後，被害人

如向被保險人（即加害人）為賠償之請求者，被保險人的財產狀態始因

被害人之請求而有發生變動之虞；反之，被害人如未請求賠償，即無責

任損失。故應以請求階段作為保險事故之事實。 
                                                 
66 王正偉，同前註，頁 392；陳榮一，論我國保險法對責任保險之規定的缺失（上），產險季刊

第 50 期，頁 10，民國 73 年 3 月；陳雅萍，同前揭註 63，頁 11；羅清安，「責任保險契約之研

究」，國立中興大學法律學研究所論文，頁 56，民國 64 年。 
67 如依我國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因侵權行為而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

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侵權行為發生時起逾十年者亦同。」之規定

觀之，如請求權人一時間未能發現受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者，請求權人自發現之日起二年內及侵

權行為發生時起十年內提出賠償請求者，賠償義務人仍須負賠償責任。 
68 陳雲中，「保險學要義—理論與實務」，頁 339，著者自刊，民國 91 年 8 月修訂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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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請求說之優點 

一、保障被保險人利益 

被害人之請求如構成賠償責任，保險人除應為保險之給付外，對被

害人之不當請求，被保險人雖可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而不構成任何賠償責

任，但仍會形成防禦或抗辯費用，以請求之事實為保險事故，保險人對

於防禦或抗辯費用之損害，亦應負損害填補之給付義務，有關權利保護

之給付才能包含於保險人支付中，如此方足以保障被保險人之利益。 

 

二、保險事故發生時點明確性 

此說認為被害人尚未追究責任時，責任事故是否成立仍未臻明確，

而有無法律責任之明確化的第一步，即是「被害人之請求」。 

 

三、避免長尾責任 

請求說所採取之索賠基礎（Claims-made basis），可避免前開事故發

生基礎所生的長尾責任。所謂索賠基礎是指被保險人在保險單有效期間

內，受到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同時，被保險人亦在保險期間內向保

險人報案，若依法被保險人有責任時，保險人即應負賠償責任。採用索

賠基礎為保險責任認定方式，被保險人只要在保險期間內未受到第三人

之賠償請求，或未在保險期間內向保險人報案，則保險單到期後，保險

人即不必再擔心會有任何未了責任69。 

 

第三目  請求說之缺點 

                                                 
69 陳雲中，同前揭註 68，頁 33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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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求事實缺乏客觀性 

被害人是否提出索賠，左右保險事故之成立與否，有違保險事故應

依客觀情形決定之一般原則。 

 

二、保險事故缺乏偶然性 

以第三人之請求作為保險事故，已經失去保險事故應具有之偶然性

要件，因為此時乃由被害人之意思決定保險事故是否發生。 

 

三、混淆損害之概念與保險事故之概念 

因保險事故發生固為保險人給付之前提，但損害之產生方為真正啟

動保險人支付保險金之要件，是以，於法律概念上，此二者為可區分之

兩個不同的觀念；故保險事故雖然必須具有會使被保險人產生經濟上負

擔之性質，但二者不可混為一談。70 

 

第三款  責任負擔說 

第一目  責任負擔說之定義 

此說認為應以被保險人因損害事故之發生，而對第三人應負擔之法

律上之賠償責任，於訴訟上或訴訟外予以確定之事實，為責任保險事故

之內容。此說以嚴格定義之責任出發，認為責任保險並非「被請求保

險」、「債務履行保險」，被保險人之所以訂立責任保險契約，係擔心對

第三人負擔責任，故應以「確定負擔法律責任」為保險事故，係使被保

險人能由第三人有理由之請求所成立之債務中加以免脫，超過此範圍者

已實非純粹的責任保險，只能視為與權利保護保險結合之他種保險。故

                                                 
70 王正偉，同前揭註 65，頁 392-393；陳雅萍，同前揭註 63，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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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責任在訴訟上或訴訟外確定之事實存在時，為責任保險事故成立之時

間。 

 

第二目  責任負擔說之優點 

以責任確定之事實作為保險事故，可使責任保險名副其實、理論前

後一貫，並且事故發生之時點極易認定。 

 

第三目  責任負擔說之缺點 

一、事故發生時間不明確 

欲判斷法律上有無責任甚為困難，責任何時確定常有不明確因素，

反而形成不能明確決定保險事故發生時間的問題。 

 

二、保險人無法提供防禦 

無法將權利保護加以納入保險責任當中，且不當索賠的防禦費用如

此一來將不由保險人負擔。因為保險人為被保險人為第三人請求之防

禦，勢必是在責任確立之前，今若保險事故遲至責任確定時方發生，則

保險人即因保險事故之尚未發生，致無法為防禦。71 

 

第四款  履行賠償說 

第一目  履行賠償說之定義 

此說係以被保險人基於確定判決或和解契約所確定的責任內容，於

履行賠償義務後，為保險事故成立之時間。 

                                                 
71 王正偉，同前註，頁 393；陳雅萍，同前註，頁 11-12；陳榮一，同前揭註 66，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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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履行賠償說之優點 

此說特別被主張適用於責任保險之特殊種類—再保險。 

 

第三目  履行賠償說之缺點 

一、被保險人資力不足時，責任保險形同虛設 

此階段之缺點在於以被保險人須先履行為要件。被保險人訂立責任

保險之目的，即係欲免除自己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倘被保險人無

資力先行賠付時，依履行賠償說之定義，因保險事故尚未發生，則保險

人自不負賠償之責，如此責任保險之效用將無從發揮，無異使責任保險

形同掛羊頭賣狗肉，已乏學者支持、實務亦鮮有如此約款。72 

 

二、有違責任保險社會化 

責任保險制度的發展有助於民事責任的落實，民事責任的歸責主

義，由過去的過失責任逐漸演變，至今有許多無過失責任的規定，其目

的不外在於提高加害人的責任程度，藉以保護受害之第三人，惟對於受

害第三人而言，提高加害人責任程度時，若未同時提高加害人的清償能

力，實無異於畫餅充飢。而提高加害人清償能力的一項制度，即是責任

保險，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化功能。倘若加害人仍須先行給付後，保險

人始得向被保險人為給付，則被保險人無財力可先行清償時，責任保險

亦無作用，對於被害人之保障降低，有違責任保險社會化之功能。 

 

第二項  理論選擇 

                                                 
72 王正偉，同前註，頁 393；陳榮一，同前註，頁 12；莊修文，「責任保險之研究」，中國文

化學院法律研究所論文，頁 33，民國 65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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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判斷標準 

責任事故以何階段為其成立之時點，我國學者見解不一。由訂立契

約目的衡量此一問題，首應體認責任保險契約兼具保護被保險人與保障

被害人的雙重機能，保險事故的內涵如何？即應注意能否達成其契約之

機能，故對前述各階段的選擇，須先自此角度考慮保險事故之明確性、

防禦費用之負擔73，以及損失發生可能性作為判斷之基準。 

 

首先，保險事故之判定應具備明確性，俾能確認於保險期間內是否

有保險事故發生。其次，被保險人受賠償責任之請求時，無論和解或訴

訟之結果，被保險人是否應負擔賠償責任，被保險人均會有訴訟費用、

律師費用等必要的防禦費用，責任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的判定上，應提供

適當的保障74。再者，關於損失發生可能性，係指保險事故本必須具有

使被保險人發生經濟上負擔之性質，否則難以構成被保險人之損害。 

 

第二款  請求說較為符合判斷標準 

依據上開標準衡量責任事故的四個階段，將可發現第四個階段（即

履行賠償說）除被保險人先履行義務缺失外，防禦義務的保障上亦有不

足的缺失，顯然不適合作為認定責任保險事故的標準；第三階段（即責

任負擔說）雖以確定負擔責任為保險事故成立之時間，惟除明確性外，

在客觀性及防禦費用負擔上皆顯不足，遇有欠缺法律理由之不當索賠，

被保險人全面勝訴而無賠償責任時，保險人並無給付義務，形成被保險

人自己負擔防禦費用的不合理結果，亦不適合採行75；如採第一階段（即

                                                 
73 王正偉，同前註，頁 393-394 
74 同前註，頁 394。 
7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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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事故說）為責任保險保險事故之判斷，則與被保險人之損害上有非

必然之關係；亦即保險事故本必須具有使被保險人發生經濟上負擔之性

質，若與請求說的時點相比較，後者顯然比前者較具有損失發生之可能

性。換言之，保險事故與損害之觀念固然不同，但仍應有相當之密切性，

因此於此點上，請求說優於損害事故說76。 

  

又有批評請求說者，稱其不具備「偶然性」條件的觀點，則有待商

榷。因保險所處理的危險事故為可能引起損失之偶然事件，此偶然事件

之存在包括三種意義：發生與否不確定、發生於何時不確定、發生之原

因及結果不確定，只需具備其一即可。以發生與否不確定這點來說，其

有客觀判斷及主觀判斷兩種方式，前者為依一般人就其知識經驗對事件

所持之見解，後者為依保險契約當事人對該事件之見解，於一般人認為

係不確定時固不待言，若僅於保險契約當事人間認為屬於不確定時，是

否即否認其為偶然事件？多數學者以為只需當事人認定其不確定即可，      

如保險法中的「追溯保險」即為此例，以當事人間主觀不確定即可認定

其具有偶然性。據此，被害人就損害事故是否請求，於保險契約當事人

間實屬不確定，是以，即令其可以被害人之意志左右，亦不宜稱之為不

具「偶然性」。且被保險人受到被害人請求後，最終的結果可能為責任

成立，亦可能為責任不成立，若該請求本有正當之基礎，而被保險人之

責任卻因證據不足而不被認定者，此固不容置喙；即令該請求原本無正

當基礎，卻使被保險人之責任成立者，亦不無可能。因此被保險人於受

到被害人之請求時，堪稱已發生所謂的「損失可能性」77。綜上所述，

應以第二階段之請求說最為符合前開所述之判斷標準。 

 
                                                 
76 陳雅萍，同前揭註 63，頁 12。 
77 同前註，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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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我國實務 

我國過去之責任保險單，多以「損害事故說」為保險事故成立與否

的判斷標準，近年來則有產品責任保險等保單採用「請求說」為標準
78
。 

而於我國審判實務中，因保險法第九十條規定「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

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

故判定責任保險人之賠償責任，於因責任事故依法應受賠償之第三人向

被保險人行使賠償請求權時而發生
79
，應係以請求說為基礎之判決結果。 

 

第四節  承保範圍的判斷基準 

責任保險事故除了前一節所探討的事故發生的時程外，保險給付原

則上還必須是對「約定的損害事故所生之請求」為之，即第三人向被保

險人請求之損害賠償責任，必須屬於責任保險的承保範圍時，保險人始

有參與其求償程序、為被保險人提供防禦之權義及必要性。然最常發生

之問題在於：所謂「責任關係屬於承保範圍」如何決定？判斷之標準為

何？此將牽涉保險人能否且應否參與該程序，或是否須以其他方式提供

權利保護之機能，將成為保險人決定是否開始其參與行為時，所必須判

斷之重要課題。依照美國的司法實務，保險人防禦義務的判斷基準最主

要有「形式說」以及「實質說」二說，討論如後。  

 

第一項  形式說 

                                                 
78 王正偉，同前揭註 65，頁 394-395。 
79 最高法院九十三年度台上字第七九三號民事判決謂：「按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九十年七月九日修正公布前、後之保險法

第九十條均定有明文。故責任保險人之賠償責任，於因責任事故依法應受賠償之第三人向被保險

人行使賠償請求權時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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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形式說之意義 

「形式說」又稱為「第三人訴狀內容說」，在美國則稱為”face of the 

complaint rule”（依請求外觀控制原則）、”allegation control test80”（主張

控制檢驗標準）、”scope of the pleading rule”（請求範圍原則）、”four 

corners of the complaint rule81”（起訴狀為限原則）或”exclusive pleading 

test82”等。 

 

依上述形式說之字面意義做解釋，係指第三人之請求是否屬於承保

範圍，應依第三人於訴狀或請求內容中所為之陳述，形式上決定。只要

第三人之請求或起訴狀表明被保險人對於事故依法應負責任，且被保險

人之責任屬於承保範圍者，保險人即應為被保險人提供防禦，縱使嗣後

判決結果有不同之認定者，亦同。反之，若依第三人請求內容或起訴狀

所述，不足以認定被保險人在事實上或法律上有應負責任之事由者，保

險人即無防禦義務。 

 

換言之，若第三人訴狀或請求之內容所主張之事實為真實時，被保

險人所應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將屬於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者，即認為有

承保範圍內的保險事故發生，被保險人有義務提供保險防禦83；反之，

倘若依照第三人起訴被保險人的訴狀或請求內容即使為真實，被保險人

應對第三人所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亦不屬於責任保險的承保範圍者，則

保險人無提供保險防禦之義務。倘若第三人主張之原因是否屬於承保範

                                                 
80 Walliam F. Young and Eric M. Holme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Law of Insurance, 284 (1985). 
81 Kenneth S. Abraham, Insurance Law and Regulation: Cases and Materials, 518 (200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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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民國 87 年。 
83 同前註，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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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仍有疑義者，依疑義利益歸諸被保險人原則，保險人仍負有防禦義務。 

 

其次，如第三人最初之主張，被保險人之行為不在承保範圍（如原

來僅主張被保險人故意傷害），但其後修正為在承保範圍內者（如增加

主張過失傷害），保險人仍應為之防禦。 

 

再者，若被害人所主張者，有部分屬於承保範圍，部分不屬於承保

範圍者，保險人仍應為被保險人提供保險防禦84。如 Alm v. Hortford Fire 

Ins. Co.85一案中，第三人主張被保險人傷害其身體，其請求之事實包括

「故意」及「過失」侵權兩部分，保險人認為第三人起訴主張被保險人

之行為有屬故意侵權行為者，為責任保險契約除外條款所排除，因而拒

絕為被保險人進行訴訟防禦。法院則認為，保險人不能僅因第三人之控

訴有「故意傷害」之事由，即主張免除其防禦義務，蓋因訴狀中亦有對

「過失傷害」加以控訴，後者既屬於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內，保險人即

負有防禦義務；亦即只要數請求事由其中之一在承保範圍內，保險人即

應負擔責任保險的防禦義務，縱使第三人之主張並非事實者，亦同86。 

 

第二款  形式說之優點 

此說之主要優點在於，其既依第三人起訴或請求之內容外觀上判斷

保險人有無啟動防禦義務之必要，則保險人無須對第三人之請求進行實

質之調查與評價，判斷標準將較為具體明確，易於認定87，因此大多數

                                                 
84 黃義豐，論美國責任保險保險人之責任，台大法學論叢第 17 卷第 2 期，頁 264，民國 77 年 6

月。 
85 369 P.2d 216 (Wyo. 1962) 
86 范曉玲，同前揭註 82，頁 58-59。 
87 同前註，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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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院認為保險人是否有為被保險人防禦之義務，應以第三人之請求

或起訴狀所載之內容為準88。 

 

第三款  形式說之缺點 

形式說對於保險人是否負有防禦義務雖有較客觀明確之標準，但卻

會因為第三人的請求或起訴內容之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例如：同一

件傷害行為，可能因被害人起訴主張被保險人為過失行為，而使得保險

人有提供防禦之義務；也可能因被害人起訴主張被保險人為故意傷害行

為，而使得保險人無提供防禦之義務。則保險人是否負擔防禦義務反而

因此而變得不確定。 

 

第二項  實質說 

第一款  實質說之意義 

所謂「實質說」，又有稱為「第三人訴訟事實說」，在美國則稱

為”inclusionary pleading test89”或”actual facts test”（以實際情形為準90）

等。 

 

所謂實質說，是指以第三人訴訟的「事實」，作為判斷保險人承擔

防禦義務與否的一種學說91，第三人請求是否屬於承保範圍，應對請求

之周邊相關事實，做合理之調查（reasonable investigation），亦即保險人

應否參與被保險人的防禦程序，應以實質存在之事實為基礎，並非僅以

                                                 
88 黃義豐，同前揭註 84，頁 265。 
89 陳雅萍，同前揭註 63，頁 33。 
90 黃義豐，同前揭註 84，頁 265。 
91 鄒海林，「責任保險」，頁 302，法律出版社，1999 年 11 月第 1 版。 



 46

第三人請求之陳述或主張為基礎（the insurer’s duty to defend must be 

determined in light of those facts）92。 

 

第二款  實質說之優點 

實質說最大的優點在於對被保險人而言較為有利，其可避免被保險

人僅因第三人請求方式之不同，即可能喪失保險人提供權利保護之實

益。因為實質說認為，所謂之承保範圍係指：凡第三人所為之請求有潛

在的可能性屬於承保之範圍者，即令單依第三人之陳述不能直接判斷屬

於承保範圍，保險人亦負有和解抗辯義務；同時，因美國現行的訴訟制

度較為彈性，原告可更改其原來之主張，因此更應肯定此標準。例如，

受害人於起訴時係主張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但於訴訟中又更改主張被

保險人之過失行為，此時被害人請求便又屬於保險人之承保範圍，所以

保險人就當初被害人為請求時，即應可按其事實檢視出其屬於保險人之

承保範圍的可能性，因而負和解抗辯之義務93。 

 

此外，有時候被害人為了博得法院的同情，常會使用較為誇張的用

語來誇飾被告的責任，也許被告之行為明顯屬於過失，被害人仍然可能

將之形容成故意、蓄意之行為。然而，法院判決的依據不是僅依靠原告

的起訴狀，還要調查其他證據，最後的裁判結果即可能與被害人的起訴

情狀不同，因此保險人對於只要潛在可能會成為承保範圍的責任，都應

該要防禦。而美國法院後期之見解亦較接近於此說。 

 

第三款  實質說之缺點 

                                                 
92 范曉玲，同前揭註 82，頁 59-60。 
93 陳雅萍，同前揭註 63，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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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採實質說，保險人是否有防禦義務，有時需先經調查，對保險人

而言有所不便，且無異將保險人之防禦義務與賠償責任混為一談。 

 

其次，如要求保險人對事實真相加以調查，保險人常須臆測該事實

能否被證明，以決定其是否應負擔防禦該第三人之請求，因而不易確定

保險人之防禦義務94。 

 

第三項  折衷說—兼採二說 

綜上所述，無論是採形式說或者實質說，均互見其利弊缺失，因此

美國有些法院在判斷保險人是否應負防禦義務時，認為應兼採上述二

說。 

 

如依被害人之請求或訴狀內容所載，認為該請求屬於承保範圍，且

實際事實亦屬於承保範圍者，保險人應負防禦之義務；如依被害人之請

求或訴狀認為該請求屬於承保範圍，但實際事實卻不屬於承保範圍者，

保險人仍應為被保險人提供保險防禦（即採形式說）；如依被害人之請

求或訴狀認為不屬於承保範圍，但實際事實屬於承保範圍，且為保險人

稍加調查即可知悉者，保險人亦應為被保險人提供保險防禦（即採實質

說），如保險人不為之防禦，仍屬違反防禦義務；惟倘依被害人之請求

或訴狀認為不屬於承保範圍，且實際事實亦不屬於承保範圍時，保險人

方不負防禦義務。此擴張保險人之防禦義務，對於被保險人較有保障，

已為美國某些法院所採用95。 

 

                                                 
94 黃義豐，同前揭註 84，頁 265。 
9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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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責任保險人提供防禦之形式  

責任保險關於防禦提供之形式，依保險人涉入程度來區分，大致尚

可分為三種：第一是由被保險人自行防禦第三人的訴訟或請求，保險人

僅支付相關必要的訴訟費用或律師費用等，不實際親自或指定律師防禦

的過程；第二是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受到第三人的賠償請求時，不僅支付

相關訴訟或律師費等防禦費用，更會提供被保險人自行防禦時所需之協

助；第三是直接由保險人代被保險人為防禦行為，使保險人成為站在第

一線的談判或訴訟代理之地位。 

 

第一項 由被保險人自行防禦，保險人支付費用 

第一款  保險人僅支付防禦費用 

在此種情形下，保險人所承擔防禦義務，是提供金錢上的給付。即

先由被保險人自己進行防禦，嗣後再向保險人請求所支出的防禦費用。

又因被保險人有可能因為財力不足，無法先行給付訴訟費用或律師費

等，故亦可能約定被保險人可先向保險人請求預付部分的防禦費用，以

利被保險人自行進行防禦的工作。 

 

第二款  相關立法例 

一、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一條 

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一條第一、二項分別規定「（I）被保險人因受第

三人請求而為抗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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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被保險人得請求保險人墊給前項費用。」 

 

依法條文義，保險人原則上僅負擔被保險人自行抗辯時，所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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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上或訴訟外費用，並無義務代為抗辯。但被保險人得預先請求保險

人墊付防禦費用。 

 

二、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百五十條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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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應依

要保人之請求，預付費用96。」，亦認為責任保險僅包括給付防禦費用，

不包括代為防禦的工作。 

 

三、韓國商法第七百二十條 

韓國商法第七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為了防禦第三人的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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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險人可以請求保險人先預支付該費用97。」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五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五十條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給第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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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關於防禦費用的給付規定，並未賦予

被保險人預先請求保險人墊付的權利，因此被保險人必須先自行支付一

切防禦費用後，再轉而向保險人提出請求。 
                                                 
96 江朝國譯，「德國保險契約法」，頁 126，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民國 82 年。 
97 吳日煥譯，「韓國商法」，頁 191，中國法政大學出版社，1999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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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被保險人自行防禦之優點 

一、第三人之請求非屬承保範圍時，可避免保險人防禦資源的浪費 

由被保險人自行防禦，嗣後再由保險人支付防禦費用的情形，對於

保險人而言，若最後發現第三人請之求非屬承保範圍時，保險人對於該

請求並無保險責任，當然無須再負擔防禦費用；相較於直接先由保險人

代為防禦的情況，可避免保險人防禦資源的浪費。 

 

二、被保險人為紛爭的當事人，應享有掌控防禦程序之主體權利 

被保險人於第三人請求程序中，立於類似訴訟中的被告地位，為紛

爭的當事人，應享有程序主體的地位，由於被保險人自己最瞭解紛爭的

內容，因此，由被保險人掌控防禦程序最為適當。 

 

三、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下，免除保險人防禦不力之疑慮 

在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的情形下，一般而言，保險人與

被保險人的利益應當相一致：若被保險人勝訴，則保險人無須給付保險

賠償金；若被保險人敗訴，則保險人須給付保險賠償金，因此，由被保

險人或保險人進行防禦的結果應該是相同的。但在特殊情況下，如第三

人的請求是否屬於承保範圍不明，又無法證明被保險人對第三人無損害

賠償責任時，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的利益就會相衝突：因被保險人若能

證明第三人的請求屬於承保範圍內，則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然而，保

險人卻希望證明第三人的請求係屬除外不保事項，應由被保險人自負賠

償責任，如此一來，被保險人與保險人的利益即產生分歧98。因此，如

由被保險人自己進行防禦，將可免除保險人是否會認真防禦之困擾。 

                                                 
98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防禦給付的利益衝突情形，詳見本文第四章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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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被保險人自行防禦之缺點 

一、被保險人能力、資力不足，恐無法單獨進行防禦 

被保險人多為普羅大眾，不具有專業的法律知識，與第三人間的訴

訟通常耗時費力，一般人不一定有時間與能力進行防禦。 

 

其次，若被保險人欲另行聘請專業律師代為進行訴訟，所需之律師

費用可能金額龐大，且保險契約所約定的防禦費用，也不必然認定律師

費用即屬於訴訟上的必要費用，最終不一定會給付該部分之金額。 

 

再者，即便認定律師費用屬於訴訟上的必要費用，但若於法律及保

險契約中均未規定被保險人得預先向保險人請求墊付防禦費用之情形

下99，被保險人必須先自行籌資來聘請律師，對被保險人的財務而言，

不啻是一大負擔。 

 

二、保險人對於必要的防禦費用認知不同，恐造成二次紛爭 

保險人對於防禦費用的負擔並非毫無限制，通常依法律與契約的規

定，僅限於訴訟上及訴訟外的「必要費用」才予以補償。然而，所謂「必

要費用」的概念模糊，法律上並無客觀的標準來衡量，仍有解釋的空間，

當然也容易形成爭議。當保險人認為被保險人所請求的費用非屬「必要」

時，最後判斷的標準通常仍須待法院為裁判，則被保險人好不容易才結

束與第三人間的訴訟，卻又被迫要重新開啟第二次的訴訟向保險人請求

賠償防禦費用，等於又將被保險人推入另一次紛爭的困境中。 

 

                                                 
99 參閱前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 5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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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保險制度的精神及被保險人的合理期待 

承上所述，被保險人自行籌資聘請律師來對抗第三人的訴訟，在訴

訟結束後再開啟第二次訴訟程序，向保險人請求補償前一訴訟的律師費

用及保險金，則保險制度基本存在的理由將會遭受破壞。因為被保險人

一開始訂立保險契約時，通常會合理地期待：當自己可能應對第三人負

損害賠償責任時，會有保險人來提供防禦及補償；倘若此時變成第一個

階段是由被保險人自行防禦，第二個階段仍須對保險人提出另一個訴訟

以確認前一階段的防禦費用數額，如此勞心勞力，勢必嚴重破壞被保險

人原先購買保險之合理期待100。 

 

第二項  由保險人間接協助被保險人進行防禦 

第一款  由保險人協助防禦 

此指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受到第三人的賠償請求時，不僅支付相關訴

訟或律師費用，更會提供被保險人自行防禦時所需的協助。保險人提供

該項協助時，乃居於「幕後」的角色，整個交涉過程的主體仍為被保險

人，保險人只是居於第三者的立場，並不具有主導權，也不介入責任關

係101。 

 

第二款  相關契約條款 

日本自家用自動車保險約款第一章賠償責任條款第四條規定要旨

為：被保險人受到保險請求時，保險人為確定被保險人所負擔法律上損

害賠償責任之內容，於其負有填補責任的範圍內，對於被保險人所為之

                                                 
100 Abraham, supra note 81, at 524 
101 寺部孝平，保險者の示談代行，載於田邊康平、石田滿編新損害保險雙書（2）自動車保險，

文真堂出版，昭和六十年五月二十日，頁 146。轉引註自陳雅萍，同前揭註 63，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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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衝」、「示談」、「調停」或「訴訟之手續」應給予援助102。 

 

第三款  由保險人協助防禦之優點 

相較於由被保險人孤軍奮戰、單獨與第三人進行談判或訴訟的情

形，若被保險人除了自行防禦以外，還可以尋求保險人給予專業上的建

議或協助，則對於欠缺談判能力或專業法律知識的被保險人而言，更為

有利。 

 

第四款  由保險人協助防禦之缺點 

保險人雖然願意提供談判、調解或訴訟上的協助，但均居於幕後的

角色，仍由被保險人站在第一線，耗費時間與精力與第三人直接交涉，

對於被保險人的保障仍嫌不足。 

 

第三項  直接由保險人代被保險人為防禦行為 

第一款  由保險人代為防禦 

所謂代為防禦係指保險人代被保險人對被害人所為之請求進行談

判協商或訴訟抗辯。保險人可親自為之，即指派保險公司之法務人員為

之，亦可另聘代理人（通常為律師）為之，且無論是保險公司之法務人

員或另聘之律師，均是基於代理人的身份，以被保險人的名義進行防

禦。而此所謂的代為防禦，不單只是代理被保險人進行防禦行為，當然

也包括在防禦的程序中，直接為被保險人支出必要的防禦費用在內。 

 

第二款  相關立法例或契約條款 
                                                 
102 陳雅萍，同前註，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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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班牙保險法 

西班牙在 Spanish Law Number 50/1980, art. 73 中，關於私人責任保

險規定「在私人責任保險中，假如保單所承保的損失發生，而被保險人

受到第三人請求時，除另有約定外，保險人將承擔法律防禦工作，並負

擔防禦費用103。」。然而，這種直接立法規定保險人具有代行抗辯義務

的國家，並不多見。 

 

二、美國責任保險契約 

在美國標準的責任保險保單條款中，通常規定保險人有「權利」亦

有「義務」為被保險人進行訴訟抗辯，而且保險人經過調查後，認為合

宜者，並得與第三人和解104。由此可知，美國責任保險人通常有為被保

險人提供訴訟抗辯及和解協商等契約義務。 

 

三、英國責任保險契約 

英國保險人對於是否以被保險人之名義進行抗辯或和解，通常於契

約條款中約定保險人有自由之裁量權，一方面規範被保險人在未經保險

人同意前，不得對第三人承認賠償責任，另一方面賦予保險人控制整個

訴訟過程的權利105。保險人有權以被保險人之名義、並以有利於被保險

                                                 
103 Spanish Law Number 50/1980, art. 73：”In private liability insurance, if a loss covered by the policy 

occurs,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he insurer will take over the legal defense against the claim made by 

the prejudiced party, and it will bear the cost of defense.” , Dennis Campdell,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Law and Regulation, Volume 2, 31/17. 
104 美國 ISO 所發行的 CGL 保單通常規定：”We will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against any suit seeking those damages.……We may, at our discretion, investigate any occurrence and 

settle any claim or suit that may result. ”  
105 英國責任保險的標準保單通常規定：”No admission of liability or offer or promise of payment, 

whe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shall be made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insurer, which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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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方式，掌控整個求償案件，取得抗辯、和解或起訴之「權利」106，

但此非保險人之「義務」，保險人是否決定以被保險人之名義代行防禦，

仍有選擇權107。 

 

第三款  由保險人代行防禦之優點 

一、避免被保險人知識、財力不足 

被保險人通常屬於一般的社會大眾，於遭遇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請求

時，並不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以進行防禦，亦不一定擁有足夠的財力以

聘請律師為其處理談判與訴訟事宜；反之，保險人於處理責任保險的第

三人請求上，不僅非常有經驗，在談判、協商上佔有優勢，且亦有足夠

之財力聘請專業律師為被保險人為訴訟抗辯，因此，由保險人直接代被

保險人進行防禦之形式，對於被保險人較具保障。 

 

二、節省被保險人勞力時間的耗費 

在與第三人協商、談判或訴訟之過程中，不僅須具有專業知識，且

過程中更須耗費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而被保險人通常另有職業，恐無

多餘的時間消耗在冗長的程序中，因此，由保險人直接代行防禦，對被

保險人而言，是最為便利之形式。 

                                                                                                                                            
entitled at its own discretion to take over and conduct in the name of the insured the defense or 

settlement of any claims.”, John Birds, Modern Insurance Law, 361 (2004). 
106 Jess, Digby Charles, The Insurance of Commercial Risks: Law and Practice, London : Butterworths, 

313 (1986).（原文係謂：”The insurer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over and have the absolute control and 

conduct of any claim or proceeding using where necessary for its own benefit the name of the 

insured.…… Such provisions give the insurer full rights to defend, settle or initiate proceedings 

involving the insured.”） 
107 黃正宗，我國財產保險作業研討（上）—法律觀點之研究討論與建議，保險專刊第 60 輯，頁

58，民國 89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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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紛爭解決一次性 

由保險人以代理人的身份為被保險人代行防禦，直接與第三人進行

和解談判或訴訟抗辯等活動，相關的程序費用亦由保險人直接支出，保

險人不至於對費用的合理性產生疑義，對於談判及訴訟的結果，亦無可

能再主張被保險人防禦不力而拒絕給付保險金的爭議，可避免保險人與

被保險人產生第二次紛爭。 

 

四、展現最大善意契約原則 

保險契約乃為最大善意契約，責任保險契約亦是。保險人為表達其

善意，除給付保險金外，對於被保險人遭遇第三人賠償請求之不利情

況，亦應展現最大善意，因此，責任保險契約中由保險人代行防禦之約

定，亦得擴張解釋為最大善意的表現。 

 

第四款  由保險人代為防禦之缺點 

一、被保險人對防禦程序缺乏主控權 

被保險人才是與第三人產生紛爭的當事人，若由保險人直接代為防

禦，被保險人在談判或訴訟的過程中，將失去主導的地位。 

 

二、被保險人為具有專業知識之人員時，不一定較為有利 

若被保險人為一具有專業知識之人員，如律師、醫師或會計師時，

則由保險人代為防禦的方式，不一定較被保險人自行防禦的勝算更大。 

 

三、與保險人之利益不一致時，對被保險人不公平 

與被保險人自行防禦相反的是，於特殊情況下，如第三人的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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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屬於承保範圍不明，又無法證明被保險人對第三人無損害賠償責任

時，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的利益相分歧，若由保險人代為進行防禦事

宜，保險人將不會認真地以被保險人的之利益為首要考量，對被保險人

反而產生不利之效果。 

 

第四項  小結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提供防禦之形式，無論是透過費用支付、間接協

助或者是直接代行的方式，承前論述，均有其利弊優劣；而從各國的立

法例觀之，又以採取費用支付的方式為多數，然是否以負擔支付防禦費

用屬較佳之方式，本文認為，可從以下幾個觀點來探討： 

 

一、由利害關係觀之 

雖說被保險人為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的對象，但因有責任保險契約

之存在，使保險人因而成為須對損害事故負最終責任之人，則防禦的成

敗對保險人而言，利害關係最大，故由保險人直接代行防禦之形式，應

屬妥當。 

 

二、由專業能力及財力觀之 

責任保險人除了在處理第三人請求部分具有豐富的談判及協商經

驗外，並有足夠的財力聘請專業律師來為被保險人進行訴訟抗辯，相較

於由被保險人自行防禦之形式，勝算更大。 

 

三、由對被保險人勞力時間的保障性觀之 

被保險人自受第三人之請求或訴訟起，至責任賠償金額確定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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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須經過冗長的談判或訴訟程序，倘若保險人能直接代被保險人出席或

進行該等程序，被保險人正常的生活步調與活動才不至於受到影響，可

避免被保險人耗費心力於上開繁瑣的程序中，對被保險人之保障較為足

夠。 

 

四、由保險制度的精神觀之 

保險是以大數法則來分化風險的制度，被保險人繳納少許的保險費

以轉嫁不確定的風險，係為避免將來受到損害時，會影響到自身生活或

財產的寧靜，因此保險制度的基本經濟效能即在於生活安定之確保108，

倘若被保險人於投保責任保險後，在面臨三人請求時，仍須不斷的自行

出面進行談判、協商或訴訟，則被保險人之生活根本無法得到安定之效

果。故由保險人代行防禦之形式，實較符合保險制度之精神。 

 

五、由紛爭解決的一次性觀之 

由被保險人自行防禦，再轉向保險人請求支出的防禦費用者，若保

險人對於費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有質疑時，勢必又將產生另一次的紛

爭，對於被保險人而言，等於又增加另一層的訴訟負擔，非常不利。反

之，若由保險人代行防禦，則防禦費用均由保險人直接支出，較不易產

生費用必要性之爭議，且保險人對於談判及訴訟之結果，亦須心悅誠服

地接受，不能再主張被保險人防禦不力或拒絕給付保險金。 

 

六、利益衝突與專業責任保險的解決 

至於由保險人代行防禦時，有時可能產生與被保險人利益不一致的

                                                 
108 袁宗蔚，「保險學」，頁 52，三民書局，民國 87 年增訂 3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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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就這一點而言，可透過獨立律師等制度來解決109。此外，若被保

險人為專業的律師、醫師等，若希望能藉由自己的專業能力掌控防禦程

序者，也可於責任保險契約中事先明訂防禦主導權之分配，將來較不易

產生爭議。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責任保險人提供防禦之形式，原則上應採取美

國責任保險制度的作法，由保險人直接代被保險人為防禦的形式較為適

宜，如此對於被保險人而言，不僅免除往來協商或訴訟的繁瑣活動，節

省被保險人的時間勞力，且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談判地位，對於被保險人

的保障較為足夠。 

 

 

第六節  因防禦義務而生之必要費用 

責任保險人提供防禦之形式，無論是採取由被保險人自行防禦而保

險人僅支付訴訟費用，或是由保險人直接代被保險人為防禦行為之形式 

，於防禦過程中，仍會因訴訟或者仲裁等程序產生一些費用的支出，通

常是以訴訟上或訴訟外的必要費用為限。所謂的必要費用，原則上是以

的合理支出者為限，例如因為仲裁或者訴訟而合理支出的差旅費等。但

事實上，是否屬於「必要」或「合理」，其衡量的標準為何，並未見得

以客觀判別之準據，因此於許多的費用上即產生疑問。以下本文僅就幾

個常見的爭議費用，提出說明。 

 

第一項  律師費用 

                                                 
109 詳見本文第四章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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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各國立法例 

一、美國加州民法第 2860 條 

被保險人進行訴訟而應當支付的律師費用，是否應由保險人負擔？

理論上，美國責任保險係採由保險人代為防禦的制度，一般並不會有被

保險人須自行支出律師費用的情形，例外在被保險人與保險人有利益衝

突時，被保險人有選任獨立律師之權利110，加州民法對於獨立律師的費

用，於第 2860 條第 c 款有詳盡之規範，認為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所選

任的獨立律師，有支付律師費用之義務，其費用額度以其實際支付給自

己在通常的業務活動中，因賠償請求或者抗辯而發生的類似訴訟所在地

區、進行類似訴訟的抗辯而聘用的律師的費用標準為限。凡不能按照上

述辦法解決的有關律師費用的爭議，應當以仲裁方式解決111。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 

依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五十條「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給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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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雖未明示律師費用是否為訴訟上之必要費用，但

有學者認為，被保險人聘用律師而支出的費用，應當由責任保險人承

                                                 
110 詳見本文第四章第三節之論述。 
111 Cal. Civ. Code §2860 (c) When the insured has selected independent counsel to represent him or 

her,……The insurer's obligation to pay fees to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selected by the insured is 

limited to the rates which are actually paid by the insurer to attorneys retained by it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in the defense of similar actions in the community where the claim arose or is being 

defended. This subdivision does not invalidate other different or additional policy provisions pertaining 

to attorney's fees or providing for methods of settlement of disputes concerning those fees. Any dispute 

concerning attorney's fees not resolved by these methods shall be resolved by final and binding 

arbitration by a single neutral arbitrator selected by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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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主要理由在於：保險人控制被保險人針對第三人索賠的抗辯與和

解，應當承擔抗辯與和解的費用；而保險人聘用律師進行索賠的抗辯與

和解，較有利於被保險人之利益，故基於誠實信用原則，保險人應當聘

用律師進行索賠的抗辯與和解。因此聘用律師的費用，應當屬於保險人

承擔抗辯與和解費用的一部份。但若保險契約特別約定由被保險人負擔

聘用律師之費用者，保險人不承擔被保險人聘用律師之費用112。 

 

三、德國保險契約法 

德國保險契約法於損害保險章的通則中規定，除依據契約有聘請之

義務外，保險人對於要保人聘請法律顧問所生之費用，不負償還之責

113，此於責任保險中亦有其適用。因此，德國保險契約法原則上認為律

師費用不在給付範圍內。 

 

四、我國保險法 

就我國而言，民事訴訟的進行，原則上除了第三審程序外，不採律

師代理主義，有關律師費用的請求，在一般訴訟程序中亦常遭法院駁回

114；因而在保險訴訟中，也會認為被保險人進行索賠的訴訟或仲裁，委

託律師代理而支付的律師費用者，不得請求保險人負擔。 

 

但我國有學者認為，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索賠訴訟的抗辯與和

                                                 
112 鄒海林，同前揭註 91，頁 280。 
113 德國保險契約法第六十六條第一、二項規定「（I）依照當時情況，要保人為調查及確定保險

人應負責任之損害所支出之費用係必要者，保險人應償還之。（II）除要保人依據契約有聘請之

義務外，保險人對於要保人聘請鑑定人及法律顧問所生之費用，不負償還之責。」。江朝國，同

前揭註 96，頁 102。 
114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一第 1 項、最高法院八十一年度台上字第八０號、七十七年度台

上字第九三六號民事判決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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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而聘用律師的費用，應當由保險人負擔，是為例外115。 

 

第二款  本文見解 

關於被保險人聘用律師的費用是否合理，其實屬於事實問題，特別

是在保險人和被保險人就索賠的抗辯與和解發生利益衝突的情形下，極

容易發生爭議。為解決這個問題，保險人和被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自行

聘用律師進行抗辯或和解的費用標準，最好事先商議一致，保險人可於

計算保險費率時，將律師費用負擔的風險一併估算，一方面保險人不至

於承擔過度的風險，另一方面亦可避免日後發生爭議116。 

 

第二項  刑事訴訟費用 

第一款  學說見解 

一、肯定說 

責任保險之刑事保護，於保險關係上僅有附屬意義而已。於責任保

險發生刑事防禦費用之補償請求權，必須：（一）其刑事訴訟應盡可能

對於決定民事上損害賠償給予有利之影響，即防止民事上有不利之影響

的立場方可為刑事訴訟支出訴訟費用或進行防禦；（二）保險人有指示

使用刑事辯護費用為負擔費用義務之前提要件。而責任保險人決定是否

對被保險人給予刑事保護，係以刑事訴訟之辯護於以後防禦民事上請求

賠償訴訟有何程度之有利影響為判斷標準117。 

 

                                                 
115 施文森，「保險法總論」，頁 268，著者自刊，民國 75 年。 
116 王衛恥，「實用保險法」，頁 335，文笙書局，1981 年。 
117 陳榮一，同前揭註 60，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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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否定說 

保險人應當負擔的抗辯與和解費用，僅以對抗第三人索賠而發生的

費用為限。非因第三人索賠而發生的訴訟等費用，諸如被保險人致人損

害而被刑事指控所發生的訴訟等費用，不屬於保險人應承擔的費用118。 

 

第二款  理論選擇—肯定說 

被保險人造成他人損害的行為，除了民事責任以外，亦可能負有刑

事責任。保險人承保之危險僅限民事責任固不待言，但是因為在訴訟制

度上可於刑事責任中附帶民事訴訟之損害賠償請求，是以，保險人之防

禦義務是否及於此，即發生疑問。 

 

以程序言，其雖是刑事訴訟，但終究處理的部分涉及民事責任，因

此，如謂保險人之權利保護作用不及之，便屬過於牽強；惟應區別的是，

刑事判決對民事責任訴訟並無拘束力，即使有事實上之影響力，亦不可

據以主張保險人在單純的刑事訴訟中負有抗辯責任119。簡單的說，保險

人所負擔的抗辯費用，不以民事請求之抗辯為限，即刑事訴訟之抗辯亦

在其內，但以該刑事訴訟之結果可能導致被保險人對第三人負賠償責

任，因而保險人須對被保險人負保險給付為條件120。如德國保險契約法

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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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依照保險人之指示，於刑事程

序中，防禦將能引起要保人對第三人責任之被訴行為所支出之費用121。」

之規定，可資參照。 
                                                 
118 鄒海林，同前揭註 91，頁 279。 
119 陳雅萍，同前揭註 63，頁 35。 
120 劉宗榮，「保險法」，頁 333-334，三民書局，1997 年 3 月二刷。 
121 江朝國，同前揭註 96，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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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我國實務保單規定 

在我國責任保險實務中，對於刑事訴訟費用是否給付，有不同的規

範。於一般的責任保險，如個人責任保險、產品責任保險等類別，保險

人對於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遭受追訴時，其因具保及刑事訴訟所生之一

切費用，均由被保險人自行負責122；惟於專業責任保險，如董監事暨重

要職員責任保險或醫師醫療責任保險等，則通常會有條件地擴大承保範

圍，將某些刑事訴訟所生之費用，納入給付範圍123。 

 

第三項  防止假扣押或假執行等之擔保 

第一款  義務基礎 

一、法律義務 

以法律明文規定保險人應為被保險人提供免除法院執行之擔保或

提存的立法例，如： 

（一）德國保險契約法 

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三項前段規定「准許要保人提供擔

保或提存以免除法院判決之執行時，保險人應依要保人之請求提供擔保

或提存124。」 

 

（二）韓國商法 

韓國商法第七百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被保險人以提供擔保或提存而

                                                 
122 如財政部台財保字第 0910750382 號函核准之富邦個人責任險保單條款可資參照。 
123 如中產(92)展字第 0343 號函報部核備的董監事暨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中，擴大承保與董監事錯

誤行為之指控有關的合理刑事訴訟費用。 
124 江朝國，同前揭註 96，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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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避免裁判上之執行時，可以請求保險人以保險金額為限提供擔保或

者提存125。」  

 

二、契約義務 

以保險契約約定保險人應為被保險人提供免除法院執行之擔保或

提存的情形，如： 

（一）日本自家用自動車綜合保險普通保險約款 

日本自家用自動車綜合保險普通保險約款（賠償責任條項）第十五

條規定「保險人應對被保險人無息貸予基於假處分命令所需之保證金，

及免為假扣押或於上訴時免於假執行所需之擔保金126。」 

 

（二）美國 Insurance Services Office（ISO）之商業一般責任保險

（CGL）保單 

美國 ISO 的 CGL 保單在一般約款中並未提供假扣押或假執行之擔

保，但若被保險人額外給付保險費，在附款中可特別約定：被保險人因

為交通事故而須交保以免除法院的羈押時，保險人應提供一定額度的保

釋金；或者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為避免被保險人之財產遭受被害人向法

院申請假扣押之風險，保險人應額外提供不超過責任保險限額的擔保金

等附約條款127。 

 

第二款 合理性 
                                                 
125 吳日煥，同前揭註 97，頁 191。 
126 陳雅萍，同前揭註 63，頁 38。 
127 Donald S. Malecki & Arthur L. Flitner, Commercial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Volume 1, 3.11-3.12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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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免除假扣押或假執行等提供擔保的意義而言，係為暫時避免財產

之受扣押或執行，被害人對被保險人之財產申請此類保全行為，甚至可

於訴訟確定前為之，故被保險人此項需求的產生，係於責任確定之前發

生。嚴格說來，假扣押與假執行之擔保與保險人之為被保險人進行抗辯

似無絕對之關連，因為被害人於利用該等程序暫時保全其權利後，訴訟

仍必須進行，所以保險人依舊可對此責任關係為防禦，但若以被保險人

之角度觀之，保險事故發生於受賠償請求之時，其「損失可能性」之保

險損害亦因而產生，這些保全程序所帶來的具體損害是「損失可能性」

轉化的方向之一，因此保險人為被保險人提供擔保之行為，當屬於防禦

義務之給付128。 

 

 

第七節  上訴義務 

第一項  上訴義務概述 

原則上，抗辯義務並不必然包括上訴義務，即保險人對於不利於被

保險人之判決，並無主動為其提起上訴之義務。而美國大多數法院的見

解認為，保險人需要平衡考量到被保險人之利益連同保險人本身之利

益，來決定是否上訴129。若保險人因為被保險人拒絕上訴，而對於保險

人做出一些惡意行為時，法院也會給保險人一些責任；少數法院對於保

險人是否上訴之決定課予合理的注意義務；甚至有法院認為除非被保險

人能證明原審法院的判決有誤，否則不能課予保險人違約責任。 

 

第二項  美國法院對於上訴義務的看法 
                                                 
128 陳雅萍，同前揭註 63，頁 38。 
129 John F. Dobbyn, Insurance Law 272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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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保險人基於善意及誠信原則來考量是否上訴 

美國法院認為，在判斷保險人是否惡意拒絕為被保險人上訴時，必

須考量保險人主觀上是否有詐欺或惡意的要件，否則即使保險人拒絕聽

從專業律師建議上訴的法律意見，仍然無法構成違反契約義務130。且即

使原判決客觀上對於被保險人而言極為不利，比如判決結果超過保單限

額，超出部分保險公司並不賠償負責，而需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法院

還是認為，只要保險人考量是否為被保險人上訴的觀點，是出於善意與

誠信，仍然不認為保險人有違反契約義務131。 

 

第二款  保險人應盡合理注意義務決定是否上訴 

美國也有少數法院判斷保險人上訴與否的決定時，採取「合理注意

義務」的嚴格標，指出在保險人認為判決金額已經較最初的請求金額為

少，並合理預期即使上訴也不可能獲得更有利的結果，因此不認為保險

人未代被保險人上訴會造成被保險人任何實際上的損害132。 
                                                 
130 Hawkeye-Security Ins. Co. v. Indemnity Ins. Co., 260 F.2d 361 (10th Cir. 1958)：本件案例中，

Indemnity 保險公司是溢額保險人，在為被保險人上訴並賠償後，對主要保險人 Hawkeye 保險公

司起訴，主張 Hawkeye 違反契約義務，拒絕專業律師的法律意見而不為被保險人上訴。在判斷

保險人是否惡意拒絕為被保險人上訴的觀點中，原審判決認為 Hawkeye 拒絕聽從專家之意見而

不為被保險上訴的確是違反契約義務；然而第十巡迴法院則認為，僅是未聽從律師意見而未為上

訴仍不足以構成違反義務，還須保險人有詐欺或惡意之主觀要件始足。 
131 Reichert v. Continental Insurance Company, 290 So.2d 730 (La. App. 1974)：本案更清楚指出，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的防禦義務，並不絕對、必然的包括對於被保險人不利之判決有上訴之義務，

即使這個判決結果超過保單之保險金額，大部分的法院還是採取善意和誠信原則為判斷標準，即

保險人是否基於善意且誠信的觀點，兼顧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之權利來決定上訴與否。 
132 Chrestman v. United States Fidelity & Guaranty Co., 511 F.2d 129 (5th Cir. 1975):本案法院提出

了三個標準來檢驗上訴義務，除了是否有詐欺（fraud）或惡意（bad faith）的主觀外，更提出了

「合理注意與預見」（failure to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 and foresight）的嚴格觀點。上訴法院認

同原審的判斷，以保險人之律師認為當初法院已經減少兩萬美金的判決金額，上訴也不可能再獲

得更進一步的減輕，且上訴人也沒有辦法提出足夠的證據指出保險人未上訴帶給被保險人怎樣的

損失為由，判定上訴人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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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被保險人需證明法院判斷錯誤 

另有少數說法指出，保險人因過失未上訴者，並無須負責；除非被

保險人可以證明法院的判決錯誤，或者證明第三人的請求在上訴或者重

新判決後也難以獲勝133，否則不認為保險人未替被保險人上訴會構成違

約責任。 

 

第三項  小結 

本文認為，無論在善意（good faith）或合理注意義務（due care）

的標準下來認定保險人是否違反上訴義務，另一個該注意的問題是，被

保險人若本於當事人身分自行提起上訴時，是否能夠加諸保險人另一個

補償義務，即保險人是否該補償被保險人自行提起上訴所支付的費用？ 

 

原則上，保險人是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的最後義務人，若上訴可能獲

得減輕賠償的判決，或者衡量上訴成本與減輕賠償的利益後，認為上訴

有利時，應當會主動提出上訴。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如原審判決金額

超出保險金額，超額的部分應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的情形下，若保險人

認定上訴所能減少的賠償額，對於保險人所應負擔的賠償額並無影響，

即上訴後的賠償額即令減少，仍然是高於保險金額，僅對於被保險人自

行負擔的部分有利益，職是，保險人也可能選擇不再耗費訴訟資源來為

被保險人上訴。 

 

此時，若被保險人自行上訴時，保險人應否負擔被保險人所支出的

上訴費用？基於前開美國法院的看法，認定在違反某個標準或原則的情

形下，保險人應上訴而未上訴時，的確有可非難之處；相對的，本文認

                                                 
133 John F. Dobbyn, supra note 129, at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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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時就應該賦予被保險人一個權利，得以請求保險人支付被保險自

行上訴時之上訴費用，如此就保險人的上訴義務部分，對被保險人才能

有較充分的保障。 

 

 

第八節  防禦義務何時結束 

第一項  發現不屬於承保範圍 

保險制度之所以能夠承擔風險卻不致破產的一大重要原因，在於合

理的保費計算基礎；而保險費的計算，依危險的大小決定之；危險的大

小，又依具體事實加以觀察、依據經驗法則加以推斷134。保險契約將選

擇承保的危險，納入承保範圍；將拒絕承保的危險，列於除外事項中；

而保險費的計算，僅就承保範圍內的風險納入考量；非承保範圍內的危

險，則不在保險計價的範圍內。相對地，保險人既將某些危險納入費率

的考量者，則該危險確實發生時，保險人有保險給付義務；反之，保險

人若未將危險納入費率的計算基礎，則該危險發生時，保險人當無保險

給付義務，此亦稱為「對價衡平」之概念。 

 

基於上開對價衡平的概念，對於非承保範圍的事項，被保險人既未

給付保險費，則於事故發生時，保險人自無承擔保險給付之義務，此所

謂的「保險給付」，不僅指包括給付保險金之「補償義務」，為被保險

人進行和解談判或訴訟抗辯之「防禦義務」亦屬之。 

 

倘若保險人一開始於事故是否屬於承保範圍並不確定之初，即為被

                                                 
134 袁宗蔚，同前揭註 108，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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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提供保險防禦；惟嗣後於防禦過程中，始發現該事故確實不屬於

責任保險的承保範圍者，基於前揭論述，保險人自得結束為被保險人提

供防禦。 

 

然而，上開非承保範圍則無防禦義務、得結束防禦之提供的看法，

在美國卻受到禁反言原則的限制，認為倘若保險人一開始即承擔為被保

險人防禦的責任，被保險人基於信賴的基礎，認為保險人既然毫無保留

地提供防禦，則該事故應該屬於承保範圍，結果忽略自行尋求專業意見

的可能。倘若保險人嗣後反覆又不承認該事故屬於承保範圍，反而容易

將被保險人陷入更大的危險中。因此有主張保險人的防禦行為應受禁反

言原則的限制，一旦提供給付就不能輕易反悔135。 

 

第二項  保險金額用罄 

第一款  因達成和解或判決確定而賠付用盡 

責任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於收到被保險人關於事故發生之通知

起，即應對被保險人提供責任保險的保護，包括首先展開的防禦義務，

無論是以支付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防禦、或協助被保險人進行防禦、甚

而進一步為被保險人代行防禦均屬之；待防禦的過程結束，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有無損害賠償責任以及責任範圍確定後，即應續行損害補償義

務，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或被害第三人，保險人之責任方為了結。 

 

然而，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為被保險人承擔不確定風險的責任，

範圍並非毫無限制，乃是以「保險金額」為保險人所承擔危險的最高限

                                                 
135 保險人為了避免禁反言原則的適用，產生出一些自我保護的方法，包括確認之訴、不棄權協

議及權利保留通知等，詳待第四章第三節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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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並據之為算訂保險費的基準136，而保險人依責任保險的防禦及填補

的給付流程，為被保險人提供保險保障的最後一個階段，應該就是「給

付保險金」的填補損害階段，通常係依據防禦階段所進行的和解談判或

訴訟抗辯所獲得的結果來進行，無論是被保險人或是被害人對於這樣的

結果，理論上應無爭執的空間，畢竟和解是基於被保險人與被害人雙方

的合意所達成，而判決結果乃法院基於法律程序所進行公平、公正的判

斷，故責任保險人依據上述二種結果以作出保險賠償，至為合理。 

 

倘若保險人因和解或判決結果超出保險金額，而僅以保險金額為

限，作為保險賠償的底線，此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於訂立保險契約時所

合意的效果，保險人因此而將保險金額用罄，保險責任至此終了者，被

保險人並無法提出任何異議。 

 

惟有時保險金額的用盡，並非是對和解或判決為賠付所產生的結

果，此時保險人的責任是否就此終了，便容易產生爭議。 

 

第二款  因提供防禦而用盡 

在責任保險的防禦過程中，常必須支出一些訴訟上或訴訟外的費

用，尤其是鑑定費用或律師費用，有時數額相當龐大，合計甚至超出保

險金額。此時，保險人可否主張保險金額已於防禦過程中用盡，而終止

後續的防禦義務及補償義務？ 

 

    美國法院在一些判決中已經做出明確的裁示，認為保險人為被保險

                                                 
136 林勳發、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合著，「商事法精論」，頁 569，今日書局有限公司，民

國 93 年 9 月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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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為的防禦義務，不能以其他任何條款加以限制，是保險人的絕對義

務137；且責任保險人於保險契約中既載明：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對被保險

人提起之損害賠償請求有防禦之義務，即使該訴訟是毫無根據、錯誤或

詐欺亦同之約定，則責任保險人的防禦義務與保險金額是無關的，被保

險人因為給付保險費而獲得保險防禦的保護，因此，即使超過保險金

額，保險人仍應繼續負擔防禦義務138。 

 

第三款  因提存或交付而用盡 

過去美國法院曾任為「補償責任之所在即辯護責任之所在」，意指

補償責任方為責任保險人主要的責任，忽略了責任保險防禦義務之重要

性；但後其的美國法院則有不同的看法，認為保險人唯有依判決或和解

(judgements or settlements)的方式將保單限額用罄，才能解除其防禦責

任，在未完成清償責任或者未取得被保險人同意之前，保險人不能以提

存或直接將保險金交付給被保險人等方式，來逃避對被保險人應盡的防

禦義務139，否則責任保險的保護權利機能將無法發揮。 

 

                                                 
137 United States Fidelity & Guaranty Co. v. Cook, 181 Miss. 619, 179 So. 551 (1938) 
138 Travelers Indemnity Insurance Company v. East, 240 So.2d 277 (Miss.1970)一案中，保險人先賠

保險額度的一半給部分受害人後，因收到法院發給另一被害人之扣押狀後，並將剩餘額度的保險

金交給法院，但嗣後該被害人仍對被保險人提起上訴。被保險人請求保險人為其上訴防禦，保險

人主張保險金額已經用盡，因此無義務在為其上訴程序進行防禦。被保險人後來自行聘請律師，

並向保險人向請求其所積欠律師的費用。原審法院及本件法院均認為保單內容既約定：保險人對

於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提起之損害賠償訴訟，有為被保險人有防禦之義務，即使該訴訟是毫無根

據、錯誤或詐欺亦同。則防禦給付與保險金額是無關的，被保險人因為給付保險費而獲得防禦給

付，即使保險金額用完，保險人仍應負擔上訴過程中合理的律師費用，故判決保險公司應給付被

保險人其積欠律師上訴程序之辯護費用。 
139 蕭鶴賢，美國責任保險契約內保險人之辯護責任，保險專刊第 44 輯，頁 182-184，民國 85

年 6 月；陳雅萍，同前揭註 63，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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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被保險人未盡協力義務可否構成終止事由？ 

為使保險人控制危險，防止或減少損害，一般保險法皆分三個階段

分別課予被保險人須盡某特定義務履行之責。於保險契約成立前，有據

實說明告知義務；契約成立後、保險事故發生前，有危險增加之通知或

變更契約內容之通知義務等；至於保險事故發生後，通常有保險事故發

生之通知、有關資料之告知及證明、防止及減少損害等義務140，於本文

中總稱為「協力義務」。既稱為義務者，其違反時必定產生某程度之法

律效果，而被保險人有關協力義務之違反，是否構成責任保險人得主張

終止防禦義務之事由，仍有疑問。 

 

第一款  被保險人協力義務之內容 

一、保險事故發生之通知義務 

對保險人而言，保險事故發生之通知極為重要，其主要目的在使保

險人能即時地為必要之措施，以防止損失之擴大、減輕損失，並調查事

實、蒐集證據，以保護其法律上之利益141，一旦通知有所遲延，保險人

之調查便可能因證人記憶模糊、現場周遭環境破壞而查證不易，或使被

保險人與被害人利用空檔進行詐欺串通142。 

 

於責任保險中，有關保險事故發生之通知義務，具體的說，即是損

害或索賠事實的通知義務143。依照責任保險契約之約定或者誠實信用原

                                                 
140 江朝國，「保險法基礎理論」，頁 320-321，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1 年 9 月修訂四

版。 
141 同前註，頁 321。 
142 陳雅萍，同前揭註 63，頁 87。 
143 有關責任保險事故的發生，目前實務最主要有採損害事故說及請求說二者，詳見本章第二節

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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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規範，被保險人在其致人損害的事實發生，或在收到受害第三人之

索賠時，應當於法定或約定的期限內通知保險人該事實；倘若法律及保

險契約均未規定通知期限者，被保險人則應「及時通知」，至於何謂「及

時」，應依照具體情形，個案加以判斷144。 

 

二、有關資料之提供及告知義務 

責任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關於資料之提供及告知義務包括：

舉凡與被保險人致人損害的行為以及損害之後果有關的文件，被保險人

應當盡可能的將其提供給保險人，包括事故發的時間、地點、原因、性

質、損失程度、受害人向被保險人的賠償請求書件、其他加害人否認或

者承認賠償責任的證明文件；在保險人有權為被保險人代行防禦的制度

下，被保險人應當向保險人開具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的授權委託書。

此外，保險人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其持有而與被保險人責任有關的其他

文件；保險人對於與損害事故的發生，以及與受害人賠償請求有關的一

切情況進行詢問時，被保險人不得拒絕回答，並應客觀、真實地陳述，

不得做虛偽提供等145。 

 

保險人依照保險契約之約定或者法律之規定，固然得要求被保險人

於保險事故發生後，提供及告知相關資料，但其範圍不得超越保險人為

確定保險事故發生及賠償範圍，或者為行使代位權所必要者，而且必須

以被保險人依一般情形得獲得者為限，以避免保險人訂立過苛之條件，

致被保險人因無法達成其要求，而遭受不利的效果。倘若保險人所要求

者雖屬必要，然其資料之獲得已超越被保險人之能力範圍者，反而會增

                                                 
144 鄒海林，同前揭註 91，頁 275、297。 
145 同前註，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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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被保險人的負擔。因此，保險法先進國家之立法例，通常會規定保險

人所得要求之資料，必須以被保險人於公平合理原則下所能獲得者為

限，如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即規定於「可正當地期待取得

之範圍內」，保險人得要求被保險人提供為確定保險事故或保險人給付

義務範圍所必須之任何資料。至於何者屬於必要或合理，則有賴法院於

判決時，按當事人之實際狀況判斷之146。 

 

三、防止及減少損害之義務 

（一）防止及減少損害之義務概述 

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依規定將之告知保險人，使其得為必

要之措施，以防止損害之擴大或減輕損失，並為其他行為以維護其法律

上之利益，此為保險事故發生通知義務之立法目的，其理自明。然除此

之外，面對危險發生之善意被保險人，也絕無可能因該危險已由保險人

承保而袖手旁觀，靜待保險人之處理。對於保險人而言，於保險事故發

生後，固然因受到通知而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以減少損害或防止損害，

但保險事故畢竟與被保險人息息相關，無論主觀或客觀上的距離最近，

被保險人當然有也可能進行有效的防止或減輕損害的行為，因此保險法

上通常也規定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有防止或減輕損害之義務

147。 

 

（二）被保險人應協助責任保險人進行抗辯與和解 

在責任保險中，被保險人之防止及減少損害之義務，最重要的應該

是在受到第三人索賠時，必須協助保險人進行抗辯與和解。被保險人依

                                                 
146 江朝國，同前揭註 140，頁 329-330；江朝國，同前揭註 96，頁 92。 
147 江朝國，同前揭註 140，頁 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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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責任保險契約約定的抗辯與和解條款，在保險人防禦第三人之索賠，

進行訴訟或成立和解時，應當提供必要的協助，包括作為與不作為義務

的履行。如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的同意，不得向第三人承認賠償責任、

給付賠償金或進行和解；被保險人不得對第三人的索賠提供幫助；被保

險人於訴訟時，必須參與作證並具結、參與出庭程序、協助獲得證據；

於保險人進行和解時，必須協助和解談判之進行；被保險人並應依照防

禦律師之要求，提供其他合理的幫助；被保險人不得放棄其對於第三人

所享有的抗辯權；在有其他加害人獲應承擔賠償責任之人存在時，被保

險人不得放棄其請求賠償之權利等148。 

 

（三）被保險人禁止承認責任 

在上述被保險人的作為與不作為協力義務中，特別必須注意的是

「被保險人禁止承認責任」的不作為義務，包括了不得承認侵害行為與

賠償責任、不得私自與第三人達成妥協和解、亦不得為任何的承諾，保

險人得藉此控制承保之風險。在英國保單一向有類此之條款文字，如”A 

condition in the policy that the insured shall not admit liability to person 

claiming against him, nor make any settlement or compromise, nor any 

promise thereof, will be a binding condition upon the insured.”，保險人通常

會明白規定，在未經保險人同意下，被保險人不得承認責任、進行賠償

或承擔任何費用，此為一種保險契約的條件，保險人認為其對於理賠事

宜應有完全之掌控權，不能任由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諾拘束149；在美國 ISO

                                                 
148 鄒海林，同前揭註 91，頁 273-275；John F. Dobbyn, supra note 129, at 219. 
149 陳麗芬，「醫療行為之法律責任與保險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研究所論

文，頁 147，民國 8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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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GL 保單也有類似的條款150；至於一般歐陸法系國家之保險法，也

可見相似的實定法條文規定，我國常稱之為「保險人之參與權151」。 

 

第二款  協力義務違反之效果 

一、美國保險契約及案例法之規範 

（一）美國 ISO 的 CGL 保單 

依照美國 ISO 所發行的 CGL 保單，規範了被保險人有關於事故發

生後所應負擔的通知、協助及禁止任意承認及賠付等義務152，而被保險

                                                 
150 See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verage Form, Insurance Services Office CG 00 01 12 04 

policy, SECTION IV–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NDITIONS:  

2. Duties In The Event Of Occurrence, Offense, Claim Or Suit  

d. No insured will, except at that insured's own cost, voluntarily make a payment, assume any 

obligation, or incur any expense, other than for first aid, without our consent. 
151 我國保險法關於保險人之參與權（或有學者稱為「參預權」）係採正面規範定義，於第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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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保險人之參與權利，立法意旨在防止被保險人以責任保險為憑恃，

任意就被保險人對第三人的賠償責任為承認、和解或賠償，以致增加保險人的負擔，詳參閱劉宗

榮，同前揭註 120，頁 339；但在其他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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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屬於保險人參與權的反面規範，認為除非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意而對第三

人為承認、和解或賠償的行為屬於顯著不當，否則保險人仍應對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 
152 See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verage Form, supra note 150, SECTION IV–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NDITIONS: 

2. Duties In The Event Of Occurrence, Offense, Claim Or Suit  

a. You must see to it that we are notified as soon as practicable of an "occurrence" or an offense which 

may result in a claim. To the extent possible, notice should include:  

(1) How, when and where the "occurrence" or offense took place;  

(2)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any injured persons and witnesses; and  

(3) The nature and location of any injury or damage arising out of the "occurrence" or of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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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常必須要遵守契約所約定的條件後，方有權請求保險給付。 

 

（二）美國法院之見解 

美國法院一般認為保險人之協助或合作是保險人賠償的「先決條

件」（condition precedent），被保險人應基於最大善意原則來履行此義

務，而違背協力義務者，將導致被保險人喪失保險契約上之權利，則被

保險人不得請求賠償153。如被保險人無正當理由而拒絕保險人代為抗

辯、被保險人拒絕於答辯狀上簽名、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所為之陳述，

與其在法院之證詞顯有出入、被保險人遭訴追時，未於相當期間內將法

院之令文、傳票或訴狀送交保險人或其代理人等行為，於美國法院中，

均被認為構成協力義務之違反154。 

 

然而，儘管保險人得主張被保險人違反協力義務而拒絕賠償，但大

部分美國法院會要求保險人負擔如下的舉證責任： 

                                                                                                                                            
b. If a claim is made or "suit" is brought against any insured, you must:  

(1) Immediately record the specifics of the claim or "suit" and the date received; and  

(2) Notify us as soon as practicable.  

You must see to it that we receive written notice of the claim or "suit" as soon as practicable.  

c. You and any other involved insured must:  

(1) Immediately send us copies of any demands, notices, summonses or legal papers receiv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laim or "suit";  

(2) Authorize us to obtain records and other information;  

(3) Cooperate with us in the investigation or settlement of the claim or defense against the "suit"; and  

(4) Assist us, upon our request, in the enforcement of any right against any person or organization 

which may be liable to the insured because of injury or damage to which this insurance may also apply.  

d. No insured will, except at that insured's own cost, voluntarily make a payment, assume any 

obligation, or incur any expense, other than for first aid, without our consent. 
153 莊修文，同前揭註 72，頁 78；羅清安，同前揭註 66，頁 115。 
154 施文森，「汽車保險及其改進之研究」，頁 136-139，三民書局，民國 76 年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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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險人必須證明被保險人所違反之協力義務屬於實質重要的

（substantial and material） 

保險人主張被保險人違反協力義務而拒絕賠償時，必須證明被保險

人所違反之協力義務係屬實質重要的。至於何謂實質重要的違反？在現

行的美國法院的案例中，不太容易明確地釐清，可能還需要依個案情況

來判斷。如被保險人拒絕簽署執行保險人的代位權，被認為是重要的違

約；但被保險人在車禍事故中雖然隱瞞真正的駕駛人，假如能即時更正

的話，美國法院則認為此並不構成重要的違約情形155。 

 

2.保險人必須證明自己因被保險人違反協力義務而受有損害

（prejudice） 

對於保險人而言，如何證明自己因被保險人違反協力義務而受有損

害，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這個構成要件並沒有清楚的檢驗方式。在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v. Davies156一案中，保

險人主張被保險人沒有出庭應訊違反了協力義務，法院則要求保險人必

須證明：其因被保險人的未出庭應訊而受有損害。至於應證明至何種程

度，法院認為保險人應證明被保險人若出庭應訊，陪審團將會做出有利

於被保險人的判決，或者至少應該要證明，若被保險人依期出庭應訊，

陪審團所做出的判斷會有「不同結果的某程度可能性」（some likelihood 

that the result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3.保險人必須證明被保險人違反協力義務為惡意或蓄意的（bad faith 

                                                 
155 John F. Dobbyn, supra note 129, at 220. 
156 226 Va. 310, 310 S.E.2d 167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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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willfully） 

被保險人違反協力義務必須是基於惡意或蓄意的行為，倘若基於錯

誤而非惡意（bad faith），法院認為這樣的違反是可以被原諒的157。比如

被保險人所為非真實的陳述，倘若係由於自己認識或判斷上的錯誤者

158，並不構成惡意違反協力義務。 

 

4.保險人必須證明自己在要求被保險人為協力時已先盡善意與盡責

義務（good faith and diligence） 

大部分法院認為，保險人在主張被保險人未盡協力義務時，必須先

證明自己已盡善意及盡責義務。例如保險人在主張被保險人未參與出庭

而拒拒絕賠償時，必須先證明自己已經盡力、善意地試著告知被保險人

相關的出庭訊息159。 

 

二、我國保險法及保單條款之規定 

（一）我國保險法之規定 

關於保險事故發生之通知義務，我國保險法於第五十八條規定「要

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遇有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發生，除本

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保險人。」。

當通知義務人違反保險事故發生之通知義務時，其法律效果可能為同法

第五十七條「當事人一方對於他方應通知之事項而怠於通知者，除不可

抗力之事故外，不問是否故意，他方得據為解除保險契約之原因。」及

                                                 
157 John F. Dobbyn, supra note 129, at 221. 
158 施文森，同前揭註 154，頁 137。 
159 John F. Dobbyn, supra note 129, at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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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六十三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於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第三

項所規定之期限內為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

任。」等規定所規範。以法條文義觀之，被保險人違反保險事故發生之

通知義務者，保險人似乎除了可以依保險法第五十七條解除保險契約

外，又得依同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另請求被保險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然而，上開規定對於保險人而言，或有賦予過多權利、保護過度之

嫌，相較於現行法中對於據實說明義務之規定及主觀危險增加之通知義

務而言，違反保險事故發生之通知義務，可責性較低，但法律效果卻反

而較為嚴苛160，相較於其他各國之實定法之規範161，顯見其有失衡平之

處。又法律規範之領域，常有法規競合之現象，此時必須選擇最適當的

法律而適用，非將所有規定全部加以適用，因此，解釋上保險法第五十

七條乃係廣泛規定通知義務之違反，對於具體通知義務違反之規定而

言，即屬一般規定，而保險法第六十三條乃屬具體通知義務違反之條

文，應將之視為同法第五十七條之特別規定，使被保險人於違反保險事

故發生之通知義務時，僅得依保險法第六十三條請求損害賠償，不得為

                                                 
160 有關違反我國保險法所規定的據實說明義務，其法律效果依同法第六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二十

五條規定，保險人得解除契約、沒收保險費；有關主觀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即保險法第五十九

條第一、二項關於危險之增加係由於被保險人之行為所致者，應先通知保險人之規定），其違反

之法律效果僅依同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保險人得解除契約。被保險人關於上述二項義務之違反，

其可責性顯然高於未盡事故發生之通知義務，依法條所規範的法律效果，保險人尚不得請求損害

賠償，然於違反事故發生之通知義務，保險人卻反而得依同法第五十七條及第六十三條之規定，

主張解除保險契約並請求損害賠償，顯然過於嚴苛，有失衡平之處。詳參閱林銘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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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8，民國 92 年。 
161 依德國保險契約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及第六條之規定，要保人未履行保險事故發生之通知義

務者，若非要保人之故意所致，或要保人雖因重大過失所致，但不影響保險事故之確定及保險人

責任之確定或範圍者，保險人仍不得主張免除給付；而依韓國商法第六百五十七條第二項之規

定，被保險人怠於為保險事故發生之通知者，保險人僅不補償因此而增加之損害。均未如我國保

險法這般的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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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保險契約之主張162，如此方為適宜。 

 

至於有關資料之提供及防止減輕損害部分，我國保險法上並未將之

明文規範為被保險人之「義務」，然於法理上而言，仍應將之視為隱藏

性義務為妥。因此，法條上縱無明文規範，實務上仍以將之視為被保險

人的義務163。 

 

（二）實務保單條款之規定 

在過去我國實務上之保險契約，關於被保險人違反協力義務之規範

時，常於保單中約定「被保險人未依規定辦理者，本公司不負賠償責

任」，或者雖未明訂「不負賠償責任」，但規定違反本義務者，「不得辦

理理賠手續」，結果仍與不負賠償任相同164，其法律效果對於被保險人

而言，相當嚴苛，但之後已見改善。如在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報

請財政部核准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即規定被保險人若違反保險事

故發生後應遵守的協力義務，包括事故通知、提供資料、損害防阻等作

為義務者，保險人原則上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僅於因而致保險人受

有損害時，負賠償責任165。其他又如常見之個人責任保險、公共意外責

                                                 
162 詳參閱林勳發等，同前揭註 136，頁 663-666。 
163 詳參閱江朝國，同前揭註 140，頁 330-332、336-338。 
164 同前註，頁 330。 
165 91.07.23 財政部台財保第 0910750555 號函釋內容指出，強制汽車責任保險條款第二十條（交

通事故發生後之處理）規定：「 被保險汽車發生汽車交通事故，被保險人、加害人或受益人應

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被保險人或加害人應立即報請當地警、憲機關處理，並應於五日內以書

面通知本公司。受害人或受益人亦得直接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二、被保險人或加害人及受益人應

與本公司合作，提供人證、物證有關資料及文件。三、被保險人或加害人應自行或請他人立即將

受害人護送至當地或附近之醫療院所急救。但因交通事故而喪失急救他人之能力者，不在此限。

『被保險人或加害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本公司仍負給付保險金之責任。但因未依前項第一款規定

辦理致本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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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險及產品責任保險等，亦可見相同之規定。 

 

第三款  小結 

綜上所述，被保險人關於協力義務的違反，依美國保險契約之規

定，保險人可能拒絕給付保險金，此實因美國之責任保險人有代行防禦

之義務，倘若被保險人違背協力義務，將使保險人之防禦行為難以進

行，故保單上會嚴格要求被保險人關於防禦的協助，否則被保險人將喪

失保險契約上的權利；但美國法院亦對做出許多限制與修正，要求被保

險人關於協力義務的違反必須要是惡意的、關於重要事項的違反、且會

造成保險人的損害等要件，保險人才可以主張不為保險給付，以緩和其

效力。 

 

而依其他各國實定法之規範，亦不認為違反協力義務必定構成保險

契約的終止事由。因為在其他各國之立法例中，責任保險人並無代被保

險人進行防禦的義務，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仍須自行與第三人進

行談判協商或訴訟抗辯，故關於協力義務的違反，對於保險人的負面影

響，不至於如美國保險人般嚴重，故多規定保險人有損害賠償的請求

權，而不認為協力義務的違反即構成保險契約的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