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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責任保險人代行防禦之利益衝突 
 

第一節  利益衝突概論 

第一項  責任保險人代行防禦之缺陷 

本文於前一章中介紹有關責任保險人提供防禦的形式中，不論就損

害賠償最終的利害關係、專業的和解談判或訴訟抗辯的能力、或就被保

險人勞力時間的保障性及紛爭解決的一次性等觀點觀之，於第三人請求

的過程中，由保險人以被保險人的名義代被保險人為防禦行為所提供的

保障，對於被保險人而言是最為有利的方式。然而，任何制度的運用卻

非絕對有利無弊，由責任保險人代行防禦的制度中，最常發生的一個弊

病即是「利益衝突」的衍生。 

 

第二項  防禦律師與保險人面臨利益衝突 

    在美國的責任保險防禦制度，保險人所提供之保險防禦，一方面是

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義務」，另一方面，對於保險人而言，也是為了

將降低損害、控制賠償額的一種方法，屬於保險人的「權利」。而責任

保險人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在責任保險契約中，通常會約定保險人將有

權參與控制整個防禦程序，除此之外，保險人通常也會為被保險人選任

「防禦律師」以防禦該第三人請求。就防禦律師的角色而言，與保險人

與被保險人間形成了一個三角關係，防禦律師一方面收取保險人的費

用，另一方面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進行協商或抗辯，當防禦律師同時必

須面對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兩位客戶時，防禦律師在這個三角關係中的忠

誠度，有時就會受到考驗與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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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保險人而言，保險人透過參與控制防禦程序的方式，以干

涉防禦之過程與結果，雖然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在面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

請求時，利益通常會一致，最大的利益應該是能夠做成無責任的抗辯，

否則也應該要達成最小賠償額的和解或判決結果；然而，有時保險人與

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請求的看法卻不一定會一致，保險人可能有更深的

自我利益考量，考量如何抗辯或如何和解才能對保險人自己最有利，結

果卻不一定會受到被保險人的認同，此時，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的利益

將是相分歧的狀態。 

 

第三項  利益衝突的類型 

    在美國責任保險代行防禦過程中，最常見的利益衝突類型包括了三

種情形： 

一、保密義務引發之利益衝突 

防禦律師在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進行協商或抗辯時，對於藉此而獲

悉的被保險人資訊負有保密義務；但有時這樣的資訊是有利於保險人，

可以構成保險人對抗被保險人，甚或拒絕保險給付的理由。此時，因為

防禦律師的律師費用是由保險人所支付，防禦律師是應該對保險人誠

實？或者應繼續為被保險人保守秘密？就成為防禦律師所面臨的兩難。 

 

二、權利保留前提下的代行防禦所引發之利益衝突 

第三人請求若屬於責任保險的承保範圍時，保險人有為被保險人代

行防禦之義務，以及後續保險填補損害之義務；第三人請求若不屬於承

保範圍時，保險人當無任何保險給付義務；但若第三人的請求是否屬於

承保範圍並不明確時，保險人有無給付義務？若以權利保留為前提為被

保險人進行防禦時，保險人會不會和無條件防禦時一樣認真？此時便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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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對這些問題產生疑慮。 

 

三、和解意見不一致所引發的利益衝突 

對於第三人的請求，保險人與被保險人是決定與第三人為和解協

商？或是與第三人對峙法庭進行訴訟抗辯的程序？保險人與被保險人

意見不一致時，該由誰作為最終的決定者？這樣的決定會不會違反另一

方的利益？在美國已有許多的判決加以討論。 

 

無論是任何一種利益衝突的情形，都是保險人代行防禦所可能產生

的疑慮，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方式能夠阻止這樣的衝突發生。而本

文以下的探討，目的在於分析美國責任保險制度在面臨這些問題時，所

採取降低利益衝突影響性的方法，希望能以較為效的方式，為代行防禦

的制度，作一較圓滿之補充。 

 

 

第二節  防禦律師保密義務引發之利益衝突 

第一項  保險人、防禦律師與被保險人間之三角關係 

第一款  概述 

被保險人購買責任保險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當被保險人因損害到他

人的權利，而有受第三人賠償請求之可能性時，責任保險可以提供被保

險人某些保障，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保障在於：保險人承諾會為被保險

人提供防禦保護，有必要時還會為被保險人聘請律師來防禦第三人的請

求或訴訟，以降低賠償的可能性或數額。此時，保險人、被保險人與防

禦律師間，就形成了一個三角關係，而這個關係就像一種鬆散的合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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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因為彼此在整個防禦過程中，具有共同的目標166。 

 

※圖三：被保險人、保險人與防禦律師間之三角關係圖 

 
 

一、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之保險關係 

一般認為上述保險人、被保險人與防禦律師間的三角關係，頂端位

置應該是被保險人，其中一邊與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發生權利義務關

係，被保險人給付保險費，購買責任保險以轉嫁不可預料的風險予保險

人，當遭遇到第三人之請求時，可尋求保險人提供防禦及補償的權利，

另外也會約定被保險人必須與保險人合作、必須詳盡的提供資訊；而保

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最重要的義務就是提供防禦及補償給付。 

 

二、被保險人與防禦律師間之代理關係 

                                                 
166 Am. Mut. Liab. Ins. Co. v. Superior Court, 113 Cal. Rptr. 561, 571 (Cal. Ct. App. 1974). (判決原

文係謂：”a loose partnership, coalition or alliance directed toward a common goal, sharing a common 

purpose which lasts during the pendency of the claim or litigation against the insured.”). 

被保險人 

防禦律師 保險人    ？ 

保險關係 
代理關係 

雙重代理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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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關係的另外一邊，是被保險人與防禦律師間基於律師與委託人

身分的代理關係，由保險人為被保險人與防禦律師訂立委任契約，被保

險人是代理關係中之本人，防禦律師則是被保險人的次代理人167。 

 

上開論述中，因何可直接認定被保險人與防禦律師間之代理關係？

實因於防禦程序中，防禦律師無論是與第三人進行訴訟，或是與第三人

達成和解，均須以被保險人之名義為之，因此被保險人與防禦律師間的

代理關係是較為容易確認的一環。 

 

三、保險人與防禦律師間之關係？ 

而這個三角關係的底部，則為保險人與防禦律師。保險人與防禦律

師間的關係，有認為同樣具有代理關係168（或稱律師與委託人的關係）

者；有持相反否定意見者。倘若保險人與防禦律師間無代理關係，則防

禦律師對於保險人無對委託人所應遵守之忠誠及保密等義務；倘認為保

險人與防禦律師間亦有代理關係存在，則防禦律師對於保險人，就如同

對於被保險人一樣，也須負擔委託律師應盡之義務及責任。 

 

釐清保險人與防禦律師間是否具有代理關係對於本節的重要性在

於：解決被保險人對於防禦律師忠誠度的質疑，並在保險人與被保險人

                                                 
167 Robert B. Gilbreath, Caught in A Crossfire Preventing and Handl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Guidelines for Texas Insurance Defense Counsel, 27 Texas Tech Law Review 139, 142-143 (1996). 
168 在我國，委任與代理的法律關係劃分得相當清楚，代理是顯現於外、使法律行為的效力歸屬

於本人之法律關係，委任則是代理關係的內部原因，代理關係也可能基於法定（如我國民法一千

零八十六條規定父母為其未成年子女之法定代理人、同法第一千零三條第一項規定夫妻於於日常

家務互為代理人）或無因管理等原因。但在美國關於保險人、被保險人與防禦律師間的法律關係，

並沒有說明地如此詳細，有以 attorney-client relationship 來論述，有以 representation 來論述，未

明確將委任與代理做區分，因此本節在論述被保險人、保險人與防禦律師間之法律關係時，多以

較為中性之「代理關係」來稱之，有時也以「委託」稱之，盡量避開我國民法的「委任」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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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產生利害關係不一致時，建立防禦律師於多數委託人間有利益衝突時

之行為準則。 

 

第二款  保險人與防禦律師間有無代理關係 

第一目  代理理論 

一、雙重代理理論（dual representation rule） 

雙重代理理論在美國也有稱為”two-client theory”，認為「被保險人

及保險人均為保險防禦律師的委託人」，因此保險防禦律師對於雙方的

利益均有注意義務。採取此說最基本的理由在於：保險人對於防禦律師

及防禦程序有控制權，而且大部分的責任訴訟額度都是在保險限額內，

很容易被解決，被保險人根本不需要知道保險人有無聘請防禦律師為其

進行防禦。又保險人有時也可以不徵詢被保險人的意見，逕行授權防禦

律師與第三人達成和解，且保險人在指定防禦律師時，亦不需要被保險

人的同意169，因此認定保險人為防禦律師之委託人，雙方間亦有代理關

係之存在。而此說目前已成為大多數法院的看法170。 

 

二、單一代理理論（single representation rule） 

雖然大多數判決採取雙重代理理論，但也有些說法採取單一代理理

                                                 
169 Nathan Andersen, Risky Business: Attorney Liability in Insurance Defense Litigation - A Review 

of the Arizona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Paradigm Insurance Co. v. Langerman Law Offices, 2002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643, 665-666 (2002). 
170 相關判決如：Home Indem. Co. v. Lane Powell Moss & Miller, 43 F.3d 1322, 1330 (9th Cir. 1995); 

Mitchum v. Hudgens, 533 So. 2d 194, 198 (Ala. 1988); Gulf Ins. Co. v. Gladstone, 93 Cal. Rptr. 2d 

534, 542 (Cal. Ct. App. 2000); Finley v. Home Ins. Co., 975 P.2d 1145, 1152 (Haw. 1998); Waste 

Mgmt., Inc. v. Int'l Surplus Lines Ins. Co., 579 N.E.2d 322, 329 (Ill. 1991); Cincinnati Ins. Co. v. Wills, 

717 N.E.2d 151, 160-61 (Ind. 1999); Moeller v. Am. Guar. & Liab. Ins. Co., 707 So. 2d 1062, 1070 

(Miss. 1996); Barry v. USAA, 989 P.2d 1172, 1175 (Wash. Ct. App.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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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或稱為”one-client theory”者。該說認為「只有被保險人才是防禦律

師的委託人」，其基本理由在於：強調防禦律師對於被保險人的義務是

最為重要的，防禦律師必須忠誠地只為被保險人服務，為了被保險人的

利益，絕對不能有所讓步或妥協，更不能因為防禦律師個人的利益或其

他委託人或任何第三人的利益，而允許防禦律師對於被保險人的忠誠義

務變稀薄171。即使是由保險人聘請防禦律師、給付防禦律師的費用、或

者因為防禦律的行為不當而必須首當其衝地負責任者，亦同172。 

 

第二目  理論的選擇—雙重代理理論 

一、由保險人與防禦律師訂立之契約內容觀之 

由保險人與防禦律師訂立的契約觀之，在一般的契約內容中，保險

人通常會希望防禦律師可代理其處理委託事務，因為訴訟的結果對保險

人而言有實質的財務風險，保險人也必須透過這份契約來控制防禦律師

的行為。至於保險人為何有權利為被保險人指定或聘請一位律師？保險

人之所以擁有這樣的權利，乃是基於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中的授權。在

美國一般的責任保險保單中，通常會給予保險人控制防禦程序的權利，

亦即透過有權聘請並指定律師，以及要求防禦律師依其指示進行防禦等

手段，以控制程序的進行173。 

                                                 
171 Nathan Andersen, supra note 169, at 667. (原文係謂：”The professional judgment of a lawyer 

should be exercised, within the bounds of the law, sole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lient and free of 

compromising influences and loyalties. Neither the lawyer's personal interests, the interests of other 

clients, nor the desires of third persons should be permitted to dilute the lawyer's loyalty to the client.”). 
172 Atlanta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Co. v. Bell, 475 N.W.2d 294 (Mich. 1991). (判決原文係謂：”even 

though the company hired the lawyer, paid the lawyer's fee, and bore the brunt of the lawyer's 

misconduct.”) 
173 Ellen S. Pryor, Charles Silver, Defense Lawyers'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Part II--Contested 

Coverage Cases, 15 Georgetown Journal of Legal Ethics 29, 33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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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委託關係的長遠性觀之 

從委託關係的長遠性來看，防禦律師與保險人間的委託關係通常持

續較為長久。防禦律師不只在個案上為保險人提供防禦服務，還可能包

括了為保險人所擬訂的保單提供法律意見，或協助保險人處理其他商業

上經常性的法律事務，這些事務處理對於防禦律師而言，是相當重要的

收入，因此很難在個案上採取單一代理理論，認為只有被保險人才是防

禦律師的委託人174。 

 

三、由保險人的經濟利益關連性觀之 

從保險人防禦第三人的請求或訴訟後的經濟利益關連性來看，大部

分的案件仍然應該採取雙重代理理論較為適當。因為保險人有權去選擇

防禦律師並支付防禦律師的費用，而且必須承擔訴訟或和解後的對第三

人的損害賠償給付，因此，保險人對於這個損害賠償爭議的結果，負有

巨大的經濟風險，應該相對地建立防禦律師與保險人間的委託關係，課

予防禦律師對保險人負擔某程度的義務175。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防禦律師對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均具有

代理關係，應對保險人及被保險人同負委託關係中應盡之義務。 

 

                                                 
174 John David Hoover J. Scott Fanzini,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the Defens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Cases, at 27, vailable at  

http://www.hooverhull.com/press/articles/HooverHull-ConflictsOfInterest-MedicalMalpractice.pdf 

(last visited Dec. 30, 2006) 
17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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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律師對於委託人之義務176 

第一款  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 

忠實義務是律師對於委託人所負相當重要的一項義務，是律師與當

事人關係中十分基本的元素，最簡單的理由應該是「受人之託、忠人之

事」。而忠實義務的概念非常的廣泛，最重要一環的是禁止律師直接執

行損害委託人權益的行為，亦或是間接接受與委託人利益相反的其他人

或事務之委託，以避免有利益衝突的產生。在美國法曹協會所制定的專

業行為準則（下稱 Model Rules）的 Rule1.7 註釋中，便規範律師於合理

預見將來可能發生上開利害衝突情況或事務時，應該告知每一位可能受

影響的委託人有關利害衝突的內涵及影響177。 

  

第二款  盡責義務（duty of diligence） 

律師受到當事人之委託，必須為當事人追求最大的合法利益、必須

履行合理的注意與技術程度，符合一般具有合理能力之專業律師所具備

之行為標準、必須具備適足的法律知識與技能並加以運用。此外，律師

在為當事人處理事務時，必須詳盡的告知當事人所有可能的權利主張、

救濟方法，以及個別方式的利弊得失，使得當事人充分瞭解並獲得充足

                                                 
176 英美法上於論述律師之專業責任與義務時，內容大致相同，皆環繞「忠實」（loyalty）、「盡

責」（diligence）、「合理技術與注意」（skill and care）、「保密」（confidentiality）與「利益

衝突禁止」（conflict of interest）等概念，體系上的分類則有相當大的歧異，由於此處並非本節

最重要之一環，故本文論述僅將律師之義務區分為忠實義務、盡責義務及保密義務三款分別論

述，而將合理技術與注意義務置於盡責義務中一併提及。至於利益衝突之禁止，最常置於忠實義

務項下討論，但因本節所探討的重點在於防禦律師對被保險人之保密義務及因保密義務引起之利

益衝突，因此於不僅於忠實義務項下簡單介紹，於本節第三項中，亦與保密義務一併論述。 
177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2006), Rule1.7 – comment[1][6][8][9][11][13][18][31], 

available at http://www.abanet.org/cpr/mrpc/mrpc_toc.html (last visited Nov. 30, 2006) 



 93

的資訊後，才能做出深思熟慮的決定與指示178。例如被保險人在收到保

險人對於承保範圍爭議所為之權利保留通知時，防禦律師即有義務詳盡

的向被保險人解釋權利保留通知的意義及法律效果，並且向被保險人說

明日後可能發生的影響。 

 

第三款  保密義務（duty of confidentiality） 

第一目  保密義務的意義 

律師與當事人間的關係以「信賴」為基礎，而為了維繫當事人對律

師的信賴與期待，以及保障當事人隱私權等目的，律師對當事人透露的

訊息負有「保密與緘默」的義務；律師違反該項義務時，可能構成契約

法上「違反默示契約條款」（implied contractual term）的損害賠償責任。

反之，律師在得到當事人的同意下而為訊息之揭露時，將不構成保密義

務之違反179。 

 

第二目  保密義務的範圍 

律師並非就其與當事人間所傳遞的一切訊息均負有保密義務，必須

該資訊具有「秘密性」（confidentiality），才是保密義務所要規範的範圍。 

 

律師保密義務的範圍有三項可能的判斷標準：（一）該資訊必須與

委任事務的處理有關；（二）律師係於契約關係存續中，因當事人的緣

故取得該資訊；（三）當事人係以秘密不公開之方式及意旨傳達該資訊。

第一項標準係著眼於資訊本身的性質，若律師與當事人間交流的資訊，

                                                 
178 顏華歆，「論律師契約義務之具體化：以律師倫理規範充實律師契約義務之可能性」，國立

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論文，頁 47-50，民國 93 年。 
179 同前註，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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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律師基於委任契約應提供之法律服務無關者，不在律師保密義務範圍

內。因此，律師經由當事人取得與委任事務有關之訊息時，原則上皆負

有保密義務180。關於第二項，律師取得當事人資訊，有時候不一定是直

接由當事人處獲得，比如律師基於代理人的身份，向醫院申請當事人的

病歷資料，該資訊雖然不是直接由當事人處取得，但也是基於與當事人

有委任關係的緣故而有機會取得，亦屬於保密義務的範圍。 

 

第三目  保密義務的界限 

資訊除了具備「秘密性」以外，還要具有保密的「必要性」，即保

密義務的界限。而律師保密義務的界限，或豁免於保密義務的理由，主

要有二：一是來自於當事人之同意，一是來自於社會公益的要求。 

一、當事人之同意 

保密義務的目的，既然某程度在於保障當事人的隱私權，則若當事

人不認為其所傳達的資訊構成秘密而有保密之必要者，律師自然得以免

除其保密義務。此外，在某些情況下，亦承認當事人有「默示同意」的

可能，例如當事人與律師關於訊息的傳遞，係於不特定第三人得以共聞

共見的公開場合為之者，亦可能認為當事人具有「默示同意」的外觀，

認定該項資訊不具有保密的必要181。 

 

二、保護社會公益 

律師保密義務為人所詬病的一點在於「妨礙真實的發現」，尤其在

刑事程序上的影響更大，因此在法律規定或其他社會公益的考量下，律

                                                 
180 同前註，頁 52。 
181 同前註，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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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得以、甚至應該揭露特定的資訊182。 

 

在 Model Rules 的 Rule 3.3 規定，為了維護法庭的公平正義，律師

在審判程序中，若獲悉任何人意圖從事有關審判程序的犯罪行為或詐欺

行為，應該採取合理的防制手段，必要時，應該向法庭揭露這樣的事實

183。而 Rule 3.3 在註釋中更詳細說明，律師在審判程序上有保護審判免

於受到詐欺或者犯罪行為控制的特別義務，因為這會影響審判的公正。

若知悉任何人有賄賂或恐嚇證人或陪審員的行為時，都必須要向法庭揭

發，即使這個人是自己的委託人時，亦同184。 

 

第三項  保密義務引發之利益衝突—Parsons 案 

在責任保險防禦律師對於被保險人所負擔的諸多專業義務中，最常

發生利益衝突的情形在於保密義務一環。由於防禦律師代理被保險人處

理與第三人間的紛爭，被保險人通常必須向防禦律師透露許多事實，防

禦律師也基於被保險人的代理人身份，得以直接或間接獲悉許多資訊。

而於前開防禦律師代理理論的討論中，得知美國多數法院是採取雙重代

                                                 
182 同前註，頁 54。 
183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2006),Rule 3.3 (b) A lawyer who represents a client in an 

adjudicative proceeding and who knows that a person intends to engage, is engaging or has engaged in 

criminal or fraudulent conduct related to the proceeding shall take reasonable remedial measures, 

including, if necessary, disclosure to the tribunal., supra note 177.  
184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2006),Rule 3.3-Comment[12] Lawyers have a special 

obligation to protect a tribunal against criminal or fraudulent conduct that undermines the integrity of 

the adjudicative process, such as bribing, intimidating or otherwise unlawfully communicating with a 

witness, juror, court official or other participant in the proceeding, unlawfully destroying or concealing 

documents or other evidence or failing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to the tribunal when required by law to 

do so. Thus, paragraph (b) requires a lawyer to take reasonable remedial measures, including disclosure 

if necessary, whenever the lawyer knows that a person, including the lawyer’s client, intends to engage, 

is engaging or has engaged in criminal or fraudulent conduct related to the proceeding,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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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論，認為保險人也是防禦律師的委託人，防禦律師也必須要對保險

人負擔同樣的專業義務，本文亦認同此種見解，惟此時若防禦律師發現

其直接或間接透過被保險人所獲悉的資訊中，雖可能有利於保險人，卻

同時會損害到被保險人的權益時，防禦律師則會面臨到一個兩難的局

面：保險人同樣也是自己的委託人，防禦律師能否將此資訊透露給保險

人？抑或應為被保險人保守秘密，以保障被保險人之利益為優先考量？

在美國法院的諸多判決中，關於防禦律師的保密義務，最著名的一個案

例應該是 Parsons v. Continental National Group185一案，本文以下即就

Parsons 一案為基礎，探討防禦律師面臨保密義務衝突時所發生的問題

與相關的法律效果。 

 

一、案件事實 

在 Parsons 案中，被保險人 Michael 因傷害鄰居 Parsons，遭被害人

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本案經保險人的代理人調查，認為被保險人在行為

時，精神狀態已不受控制（非故意），因此建議保險人盡快和解，其間

被害人雖提出二萬二千五百美元的和解要求，卻遭保險人拒絕。嗣後保

險公司為被保險人聘請一位防禦律師進行訴訟辯護，而防禦律師基於其

身份及與被保險人間之委任關係，獲得被保險人在精神治療院所的私人

檔案，得知被保險人在行為當時精神狀態應該是清楚的（故意），因此

告知保險人，保險人遂向被保險人送出權利保留書，主張雖會為被保險

人提供保險防禦，但保留將來爭論承保範圍的權利。之後律師更與被保

險人進行會面，被保險人將事發當天的情形詳細告知律師，律師認定被

保險人當天的行為顯然出於故意，便書面告知保險人此事。法院最後判

決被保險人應賠償被害人五萬美元的損害，被害人直接向被保險人的責

                                                 
185 113 Ariz. 223,550 P.2d 94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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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險公司請求賠償金，保險人卻以被保險人之傷害行為出於故意為

由，拒絕給付，被害人遂向保險人起本件訴訟。 

 

二、法院判決 

本案的爭點在於：防禦律師基於委任關係，為被保險人進行防禦，

因而獲悉被保險人的秘密資訊，若向保險人揭露者，保險人能否據此來

否認對於被保險人應負的賠償義務？ 

 

本案法院認為，防禦律師雖然是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代理人，但是

最高的指導原則應該是保護被保險人，絕對不能被用以損及被保險人的

利益。防禦律師基於被保險人的代理人身份，獲得被保險人的信任，若

基於這樣的信任而從被保險人處獲得資訊，卻又洩漏給保險人，將會嚴

重違反被保險人的信賴，且會破壞一般大眾對於專業人員的信任。 

 

又防禦律師雖然是受保險人所聘請，由保險人處收受律師費用，但

其所從事的事務，是為被保險人抗辯，因此，應當對被保險人負有忠誠

義務。在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之利益產生不一致的衝突時，防禦律師應充

分告知被保險人，並取得其同意後方可繼續代理，否則將有違律師之倫

理道德。 

 

此外，保險人雖然擁有調查、協商與指定防禦律師的權利，但不代

表保險人可以一方面指定防禦律師為被保險人進行訴訟抗辯，同時在另

一方面卻又利用防禦律師由被保險人處所獲取的秘密資訊來否認自己

對於被保險人的給付義務。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這樣的利益衝突使得被

保險人可以獲得「禁反言原則」的庇護，主張保險人不能再否認對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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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的補償責任。因此，本案法院判決保險人敗訴，並應向被害人給

付責任保險賠償金。 

 

第四項  防禦律師面臨利益衝突的解決方式 

第一款  主動退出委託關係 

在 Model Rules 的 Rule1.7 評釋 4 中，說明律師在面對利益衝突時

的行為準則，原則上必須要主動的退出這個代理或委託的關係186。相同

地，當防禦律師基於其與被保險人間的代理關係，而獲悉被保險人的秘

密資訊，且該秘密資訊是有利於另一位委託人（即保險人）的利益，但

卻會損及被保險人的保險權益時，等於面臨到一個應遵守保密義務所引

發的利益衝突，因此，依據 Model Rules 所規範行為準則，被保險人應

該主動的退出與保險人間的委託關係，僅為被保險人服務；或直接從這

個三角關係中全面的退出。 

 

第二款  主要委託人理論（primary client rule，PCR） 

當採取雙重代理理論時，防禦律師代表的是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雙

方，同時受到雙方的委託，因此對於雙方都必須盡到忠實義務。而防禦

律師在獲悉一個資訊將導致一個以上委託人的利益不一致時，美國有些

判決認為：防禦律師在面對利益衝突時必須選邊站，必須站在「主要委

託人」這一邊，而「被保險人」則是雙重代理理論中的主要委託人，被

保險人之利益是優於保險人利益的，這種理論稱之為「主要委託人理論」

（primary client rule，PCR）。 

                                                 
186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2006), Rule 1.7-Comment [4]If a conflict arises after 

representation has been undertaken, the lawyer ordinarily must withdraw from the representation……., 

supra note 177. 



 99

第三款  無次級理論（no subordination rule，NSR） 

除了上述「主要委託人理論」外，美國有些判決則是採取「無次級

理論」（no subordination rule，NSR），認為沒有任何一個委託人的利

益是次於另一個委託人的，因此不能因為一方的利益而去傷害另一方，

例如在 Parsons 一案中，法院要求防禦律師在獲悉有可能損及被保險人

保險利益的資訊時，必須要告知被保險人並獲得其同意後，才可向保險

人揭露一事，並沒有特意提高被保險人的地位，因而認為防禦律師在面

臨利益衝突時，僅需採取無次級理論就足以保護被保險人的利益187。 

 

第四款  取得被保險人後同意始得揭露秘密資訊 

依據美國法曹協會的 Model Rules 規定，律師不能揭露於代理所獲

得的委託人資訊，除非律師已詳盡地告知委託人，並取得其的同意後，

始得揭露188，如此，自然不違反其應負的保密義務。 

 

此外，在美國各州關於律師的職業倫理規範，也有相關類似的規

定。如在佛羅抵達州即規定，防禦律師必須要告知被保險人有關於保險

人在代理事務上有什麼要求以及限制，防禦律師不能在沒有充分告知並

取得被保險人的同意下，完全遵照保險人的指示工作189；紐約州的律師

                                                 
187 Ellen S. Pryor, Charles Silver, supra note 173, at34. 
188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2006), Rule 1.6 (a) A lawyer shall not reveal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client unless the client gives informed consent……., supra note 177. 
189 William G. Ross, An Ironic and Unnecessary Controversy: Ethical Restrictions on Billing 

Guidelines and Submission of Insurance Defense Bills to Outside Auditors, 14 Notre Dame Journal of 

Law, Ethics & Public Policy 527, Footnote 165. (原文係謂："attorney must inform his clients, the 

insureds, of their insurance companies' demands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attorney in his preparation of 

the insured's case. The [attorney] may not follow the insurer's guidelines without full knowledge and 

consent of the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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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倫理規範則規定，即使保險契約要求被保險人必須要揭露某些資

訊，以作為獲取保險防禦的條件190，防禦律師在揭露被保險人的這些資

訊前，仍須要取得被保險人的同意；馬里蘭州律師職業倫理規範則規

定，防禦律師必須要告知被保險人有關資訊揭露的形式，以及可能產生

的法律效果191等。以上的規範，均是說明防禦律師在揭露被保險人的秘

密資訊前，應先詳盡告知被保險人有關揭露的事項及可能產生的影響，

在取得被保險人的同意後，才可以免除對被保險人的保密義務，向保險

人或其他人揭露。 

 

第五款  小結 

在保密義務衝突的情況下，得被保險人之同意的方式，當然是屬於

較為理想的狀態，但許多的保密義務衝突，事實上卻是發生在未取得被

保險人同意的前提下產生。 

 

其次，就第一說「主動退出委託關係」的方式，就理論上而言，防

禦律師面對到保密義務所引發的利益衝突時，似乎可以採取直接退出委

託關係，避免洩漏被保險人的資訊，也可以免除對保險人應負的忠實義

務；但實際上來說，防禦律師這樣的動作會帶給保險人怎樣的聯想？保

險人很有可能透過防禦律師退出委託關係這件事，猜想到被保險人一定

有某些損及保險權益的事由發生，才會使得防禦律師為了避免面臨利益

衝突，而退出委託關係。此時，防禦律師的退出，如同是間接宣告了被

                                                 
190 Id. Footnote 166. (原文係謂："might be interpreted implicitly, or even explicitly, to require the 

client to disclose certain information to an outside auditor as a condition of the insurance company's 

duty to defend the insured."). 
191 Id. Footnote 170. (原文係謂："the lawyer should inform the client of the types of information that 

may be disclosed in any billing record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legal effects of releasing such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101

保險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一般，對於被保險人不見得公平。 

 

而本文認為無論是採取「無次級理論」，或是對於被保險人保護更

甚的「主要委託人理論」的方式，防禦律師在面臨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

的利益衝突時，最基本的要求是至少必須消極地盡到保密義務，不能積

極揭露不利於被保險人的資訊予保險人，否則將破壞被保險人與防禦律

師間的信賴關係。 

  

對於整體防禦程序而言，若被保險人因無法信任防禦律師而隱藏與

第三人請求的相關資訊，使防禦律師於第三人的訴訟抗辯或和解談判過

程中，不能取得更有利的證據或條件，則訴訟或和解的結果對於應負最

後賠償責任的保險人而言，亦不見得有利。因此，防禦律師對於被保險

人的保密義務，是面臨利益衝突時所應固守的一道防線。 

 

 

第三節  以權利保留為前提的代行防禦所引發之利益

衝突 

第一項  禁反言原則 

第一款  禁反言原則的定義 

禁反言（estoppel）起源於英文”stop”一字，是指防止一個人嗣後提

出之請求或主張之權利，與其先前所述、所為或在法律上所建立的狀

態相矛盾，使得其他人基於善意信賴其先前之陳述或行為，而受到損

害或者不利的改變192。 

                                                 
192 Black’s Law Dictionary, 570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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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禁反言原則於保險制度上的運用—Tomerlin 案 

禁反言適用於保險契約上，通常是指：在某些情況下，保險人明知、

或通常必須要知道自己對於被保險人的請求，有權利主張抗辯，或甚至

無給付義務，但卻對於不知情的被保險人指出，這一部份的保險主張，

在保險契約內容中是有效的，致使被保險人信賴保險人會承認這個請

求，並且將會負擔其損失193。以下本文將舉 Tomerlin v. Canadian Indem. 

Co.194一案為例，說明禁反言原則於責任保險制度上的運用與所生的法

律效果。 

   

一、案件事實 

在 Tomerlin 案中，被保險人 Tomerlin 與保險人訂立責任保險契約，

保單約款中排除被保險人因故意傷害行為而需對第三人負擔的損害賠

償責任。後第三人起訴控告被保險人故意傷害，嗣後又向法院追加過失

傷害的聲明，而保險人所聘請的防禦律師向被保險人表示，該案件與之

前曾發生過的一個案例情形相類似，因此保險公司會對被保險人提供責

任保險的保障，不止會為被保險人進行訴訟防禦，而且會賠償被保險人

的損害。 

 

在訴訟過程中，第三人又撤回過失傷害的聲明，被保險人於是詢問

保險防禦律師，第三人這樣的行為是否會影響到自己的保險利益，防禦

律師表示不會。 

 

之後法院判決被保險人應賠一萬五千美元時，陪審員亦安慰被保險

                                                 
193 John F. Dobbyn, Insurance Law 231 (1996). 
194 61 Cal. 2d 638; 394 P.2d 571; 39 Cal. Rptr. 731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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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必擔憂，因為保險公司會負擔賠償責任等語，防禦律師也未否認，

並向被保險人保證，保險人基於之前的相似案例，一定會賠償被保險人。 

 

惟嗣後保險人卻主張，被保險人的「故意傷害行為」屬於「除外不

保事項」，因此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遂提起本案訴訟，欲確

認保險人的責任。 

 

二、法院判決 

本案法院判決原告被保險人勝訴，認為：第一，保險人聘請防禦律

師為被保險人防禦，而該律師既經保險人授權，則律師的行為同時也會

使得保險人自己的權利受到限制。 

 

第二，保險人所聘請的律師在該訴訟中代表被保險人進行防禦，並

明確告知被保險人有關保險公司不僅會為其防禦，也會為其承擔損害賠

償責任等話。防禦律師這樣的行為，使得被保險人基於信賴而解除私人

律師的委任，失去其他參與訴訟防禦的專業意見，則保險人授權防禦律

師的行為，將使得保險人受到禁反言原則的限制，不能在判決不利於被

保險人後，又再否認承保範圍。 

 

第三，雖然保險人主張若以禁反言原則延伸保險承保範圍，使得故

意行為也受到保險保障，將有違公共政策。但本案法院認為，保險人此

時的補償義務非基於保險契約，而係基於「禁反言原則」。加州保險法

雖然禁止保險契約的承保範圍擴及故意行為，避免變相的鼓勵故意侵權

行為，但是保險人基於禁反言原則所做的賠償，並沒有違犯這樣的公共

政策，因為被保險人並沒有辦法預測到本案會發生禁反言原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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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事先並不會引誘故意侵權行為的發生195。 

 

綜合上述各項原因，本案法院最後判決保險人應賠償被保險人在第

三人控訴的傷害訴訟中，該法院所判決的損害賠償額196。 

 

第二項  保險人自我保護之方法 

由上開 Tomerlin 案中可以發現，雖然保險契約明確訂定被保險人的

「故意傷害行為」屬於「除外不保事項」，保險人無須負擔保險責任；

然而，卻因為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如保險防禦律師）繼續防禦或承諾等

行為，造成被保險人對於承保範圍產生信賴，進而認定保險人會承擔保

險責任，致使法院縱使判決被保險人的確是故意傷害行為，保險人基於

「禁反言原則」，仍然無法脫免保險責任。因此，為了避免在保險防禦

過程中，產生前述禁反言原則的適用，在美國的一些判決中，便衍生出

幾個保險人自我保護的方法，包括了「確認之訴」、「不棄權協議」及「權

利保留通知」。 

 

第一款  確認之訴（Declaratory Judgment Action） 

一、確認之訴的定義 

保險人對於第三人請求是否承保範圍有疑慮（尤其是在保險人認為

第三人的請求根本不屬於承保範圍時），而對於是否提供保險防禦感到

遲疑時，為恐將來被法院判定拒絕為被保險人防禦屬於不合理的情況，

                                                 
195 See also New Amsterdam Casualty Co. v. Jones, 135 F.2d 191 (1943) 
196 在 Arenson v. National Auto. & Casualty Ins. Co., 48 Cal. 2d 528; 310 P.2d 961 (1957)一案中，法

院更認為，除了前案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額外，被保險人還有權請求第三人訴訟判決最主要的費

用、訴訟費用及實際上發生在防禦前案的律師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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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有可能先對被保險人提起一個預防性的「確認之訴」，請求法院

判斷該第三人請求的爭議是否確實屬於承保範圍內的請求，以事先確保

拒絕防禦的合理性197，並迅速解決關於承保範圍的爭議，避免持續地投

注防禦成本於非承保範圍的請求。 

 

二、確認之訴的效果 

若保險人確認之訴勝訴，法院判決該第三人的請求非屬承保範圍，

則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無防禦義務，被保險人事後自無向保險人請求損

害賠償之權利；惟若保險人確認之訴敗訴，亦即法院確認該第三人請求

屬於承保範圍，則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有防禦義務，多數法院認為「保

險人以確認之訴來迴避其（保險契約）允諾之防禦義務」，將對被保險

人訂立責任保險契約以求維護心靈的和平及安全造成重大威脅。因此，

除了原先應對被保險人所給付的防禦義務外，更應對保險人負擔損害賠

償責任，包括賠償被保險人在進行該確認之訴中所支付的訴訟費及律師

費用198。 

 

三、確認之訴的優點 

確認之訴最大的好處就是防止保險人對於承保範圍的爭議，有禁反

言原則或類似捨棄抗辯（waiver）的適用，而且藉由告知對被保險人以

及第三人該訴訟的存在，一次解決有疑問的請求199，包括保險人就該第

                                                 
197 John F. Dobbyn , supra note 193, at 266. 
198 Stephen S.Ashly, Bad Faith Actions--Liability and Damages 4-47 (1984). 轉引自范曉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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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民國 87 年。 
199 Gregor J. Schwinghammer, Jr., Insurance Litigation in Florida: Declaratory Judgments and the 

Duty to Defend, 50 U. Miami L. Rev. 945, 958-959 (Jul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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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請求對被保險人有保險責任的爭議。若為否定，則將來第三人即便

對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成功，亦無權轉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 

 

四、確認之訴的缺點 

相反的，保險人提起確認之訴也有一些缺點，最主要的一個問題就

是會拖延第三人與被保險人間責任訴訟的進行；其次，保險人通常很重

視自己的商業名譽，若由保險人對自己的被保險人提起確認之訴，對於

保險人的商譽很容易產生負面的影響200；再者，若保險人確認之訴敗

訴，等於浪費的一筆訴訟費用，甚至還要賠償被保險人的損失，對保險

人而言，相當不利。因此，保險人是否需要提起確認之訴來解決承保範

圍的爭議，仍有待保險人做整體性的考量。 

 

第二款  不棄權協議（Nonwaiver Agreement） 

一、不棄權協議之定義 

有時保險人並不會急於否認承保範圍，仍然願意為被保險人提供防

禦，但卻又擔心一旦承擔了防禦責任後，多數的法院會認定保險人已捨

棄將來對於承保範圍的抗辯時，保險人可能與被保險人簽訂一項協議，

一方面既可以使保險人安心地為被保險人提供防禦保障，另一方面又不

會使保險人將來失去承保範圍的抗辯，在美國訴訟實務上稱為「不棄權

協議」。 

 

二、不棄權協議之優點 

在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提起責任訴訟之前或責任訴訟進行中，保險人

                                                 
200 Id. at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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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認為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責任不屬於責任保險的承

保範圍者，若保險人仍為被保險人承擔防禦責任，會造成被保險人其後

主張保險人在承擔防禦責任時，已放棄就責任保險承保範圍提出異議的

權利；然若保險人一開始即拒絕為被保險人提供防禦者，又恐法院將來

認定保險人有不當拒絕防禦之虞，因此與被保險人達成協議201，雙方承

諾保險人雖履行其防禦義務，但不等於同意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請求的確

屬於責任保險的承保範圍，在被保險人嗣後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的給付

時，保險人仍得對承保範圍有所爭執。因此，有認為在保險人與被保險

人簽訂不棄權協議後，將不受禁反言原則的牽制，反而更能促使其無所

顧忌的為被保險人提供防禦保護202。 

 

三、不棄權協議之缺點 

相對於上述不棄權協議之優點，有另一種看法認為，保險人也有可

能自恃著不棄權協議的存在，認定自己將來仍有機會提起訴訟來爭執承

保範圍，以脫免對於被保險人的保險賠償責任，因而怠於進行訴訟抗辯

或怠於達成有利於被保險人的和解。在這種情形下，法院有權認定該不

棄權協議為無效203。 

                                                 
201 鄒海林，「責任保險」，頁 314，法律出版社，1999 年 11 月第 1 版。 
202 范曉玲，同前揭註 198，頁 65。 
203 John F. Dobbyn , supra note 193, at 267.；Johansen v. California State Auto. Asso. Inter-Insurance 

Bureau, 15 Cal. 3d 9; 538 P.2d 744; 123 Cal. Rptr. 288 (1975)一案中，法院認為：儘管保險人基於善

意認定第三人請求非屬承保範圍而做出權利保留，但保險人未接受保險金額內的合理和解要約，

以致被保險人必須賠償第三人超過保險金額的賠償金，仍應由保險人負責。因為保險人在考量是

否接受和解要約時，若有超額判決的可能時，必須考量到對於被保險人對大的利益就是在保險金

額內和解。(判決原文係謂：”An insurer who fails to accept a reasonable settlement offer within policy 

limits because it believes the policy does not provide coverage assumes the risk that it will be held 

liable for all damages resulting from such refusal, including damages in excess of applicable policy 

limits,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denial of coverage was made in good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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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棄權協議也可能造成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的利益衝突，因

為保險人可能一方面為被保險人提供訴訟防禦，另一方面卻藉由控制訴

訟過程來影響法院關於事實的認定，使判決結果落在非承保範圍的地方

204，如不盡力為被保險人是否為過失作辯護，使得法院認定被保險人的

行為屬於故意，為責任保險的除外責任。 

 

第三款  權利保留通知（Reservation of Rights Notice） 

一、權利保留通知之定義 

相對於不棄權協議書的簽訂，保險人還可以選擇對被保險人為「權

利保留通知」。權利保留通知是由保險人以書面告知被保險人，說明雖

然保險人願意繼續為被保險人提供訴訟防禦，但同時保留將來爭辯承保

範圍的權利。 

 

權利保留通知最主要的目的是讓被保險人清楚明白保險人並沒有

放棄任何抗辯承保範圍的權利，將來被保險人也不能以基於信賴保險人

的防禦行為之理由，而主張保險人的承保範圍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其

次，權利保留通知也可以讓被保險人瞭解到保險人可能隨時會停止或撤

回對被保險人提供的防禦，因此被保險人最好另外再聘請私人律師進行

有關的調查或防禦205。 

 

此外，雖然保險人可以在防禦的一開始或防禦的過程中發出權利保

留通知，但這樣的通知仍然必須要屬於「及時」的，假如保險人獲悉被

                                                 
204 John F. Dobbyn , id. at 267-268. 
205 Id. at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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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被起訴後，超過相當的期限均未為任何權利保留的動作，則法院

通常會認定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的防禦行為已經取得信賴的利益，保險

人將產生放棄將來對承保範圍提出異議的效果206。 

 

二、權利保留通知與不棄權協議之異同 

權利保留通知與不棄權協議二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不棄權協議

為雙方合意下的行為，但權利保留通知僅為單方行為，未經被保險人的

承諾，因此，權利保留通知相較之下應受到較嚴格的審核與限制，而不

棄權協議則較易為法院所接受並作為判決依據207。有些法院甚至會認

為，以單方的通知來保留將來抗辯承保範圍的權利，將使保險人與被保

險人陷入利益衝突對立中，因此是沒有效力的，除非這一個通知能獲得

被保險人的同意。如此一來，權利保留通知書將與不棄權協議無異208。 

 

第三項  權利保留前提下的代行防禦所引發之利益衝

突 

第一款  保險人防禦義務的啟動   

在一般的責任保險中，保險人所承擔的給付義務，如第二章所述，

                                                 
206 Kenneth S. Abraham, Insurance Law and Regulation: Cases and Materials, 516 (2000)；Beckwith 

Machinery Co. v. Travelers Indem. Co., 815 F.2d 286 (3d. Cir. 1987)一案中，即使保險人對於第三人

補償性賠償金的請求，因為不屬於責任保險的承保範圍，所以本來有合法的理由可以拒絕為被保

險人提供防禦，但保險人卻僅就第三人請求懲罰性賠償金的部分拒絕為被保險人防禦；並未對補

償性賠償金的部分做出任何的權利保留通知。而當保險人想對補償性賠償金也做權利保留時，並

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僅在為被保險人防禦十三個月之後撤回防禦給付，法院因此判定保險人已經

放棄對承保範圍的抗辯，禁止再否認承保範圍。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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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民國 83 年。 
208 John F. Dobbyn , supra note 193 at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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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包含了補償義務，另外還包括抗辯、和解等防禦義務209。然而，第

三人的請求要能夠誘發保險人防禦義務的啟動，最基本的一個要件就

是，必須在起訴內容或事實上為保險契約的承保範圍所涵蓋，也就是本

第三章第三節所討論的「形式說」與「實質說」的折衷運用。 

 

除非可以將第三人的請求很「明確的排除於承保範圍之外」（unless 

the allegations of the petition unambiguously exclude coverage210），否則，

只要該請求是「有可能」（potentially within the coverage of the policy211）

或「會被認為」（is arguably within the scope of coverage 212）屬於承保範

圍內時，保險人均應為被保險人防禦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請求，因為責任

保險人的防禦責任本來就較補償責任為廣。 

 

第二款  防禦責任的承擔及效果 

當第三人向被保險人提出一個損害賠償請求時，這個請求之於承保

範圍的關係，也許是在承保範圍內、也許屬於除外不保事項、也許是一

                                                 
209 The insurer “agreed to pay on behalf of the insured all sums which the insured shall become legally 

obligated to pay as damage because of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nd the company shall defend 

any suit against the insured alleging such 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and seeking damages which 

are payable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endorsement….”, but “this endorsement does not apply to…bodily 

injury or property damage caused intentionally by o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ured.” 
210 Dugas Pest Control, Inc. v. Mutual Fire, Marine & Inland Ins. Co., 504 So. 2d 1051 (La. App. 

1987). (判決原文係謂：“the insurer has a duty to defend its insured even though there may ultimately 

be no liability on the insured's part. The insurer is obligated to provide this defense unless the 

allegations of the petition unambiguously exclude coverage.”). 
211 Maryland Casualty Co. v. Peppers, 64 Ill. 2d 187; 355 N.E.2d 24 (1976). (判決原文係謂：“If the 

complaint alleges facts within the coverage of the policy or potentially within the coverage of the 

policy the duty to defend has been established.”). 
212 Mutual Service Casualty Ins. Co. v. Luetmer, 474 N.W.2d 365 ( Minn. App. 1991). (判決原文係

謂：“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an insurer's duty to defend its insured arises when any part of the claim 

against the insured is arguably within the scope of coverage afforded by th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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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屬於承保範圍而另一半則否。此時，保險人可以選擇的處理方式大略

分成三種：第一是拒絕為被保險人防禦及提供補償；第二是毫無保留地

承擔防禦責任；第三是在權利保留的前提下承擔防禦責任213。 

 

一、拒絕防禦—Gray 案 

倘若保險人在一開始即以「被保險人的責任非屬承保範圍」為由，

拒絕為被保險人提供防禦，但嗣後法院的判決卻認定保險人有防禦之義

務時，保險人即違反了責任保險中承諾為被保險人提供防禦之約定，有

可能必須要賠償被保險人包括：防禦第三人請求案中的訴訟費用、律師

費及和解或判決賠償數額，甚至是被保險人對保險人起訴違約的訴訟費

用及律師費用。以下本文舉出 Gray v. Zurich Insurance Company214一案

為參考，說明保險人一開始即拒絕提供防禦的風險。 

 

（一）案例事實 

在 Gray 案中，第三人起訴主張被保險人故意攻擊（wilfully, 

maliciously, brutally and intentionally assaulted），向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

償及精神慰撫金，被保險人通知保險人該訴訟事實，並聲稱自己出於自

衛攻擊，遂要求保險人提供防禦。保險人以第三人於訴狀中主張被保險

人為故意傷害，屬於保險契約的除外不保事項，因而拒絕為被保險人提

供防禦。嗣後被保險人提起本案訴訟，主張保險人違反防禦義務。 
                                                 
213 此處所稱的「權利保留」包含保險人單方發「權利保留通知」以及與被保險人簽訂「不棄權

協議」，為求行文方便，以下本文通常將這兩種保險人的自我保護方式合稱為「權利保留」或「保

留權利」。此外，理論上保險人當然也可以選擇預先提起「確認之訴」來釐清第三人請求與承保

範圍的關係，一旦確認之訴判決確定，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就承保範圍的認定就不會有不一致的

情形，當然就不會產生後面所要探討的利益衝突問題，因此，有關「確認之訴」的議題，僅止於

本節第二項第三款的說明，不再多作論述。 
214 65 Cal. 2d 263; 419 P.2d 168; 54 Cal. Rptr. 104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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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判決 

本案法院認為：被保險人購買保險，對於保險給付就會有合理的期

待，且被保險人無法得知第三人要如何主張起訴事實，更不能預知起訴

結果，訴訟結果跟第三人主張的事實也可能會有出入，最後訴訟的結果

仍然有可能落在承保範圍內。因此，除非保險人用非常清楚的條款來表

示，在這種不確定的情形下將不提供防禦保護，否則被保險人仍會期待

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約定，應提供保險防禦。故保險人一開始即拒絕為

被保險人提供防禦乃違反保險契約之約定，因而判決保險人應賠償被保

險人在防禦第三人訴訟中所負擔的律師費用，以及應賠償第三人的損害

費用，同時也包括了本案的律師費用。 

 

由此可知，倘若保險人一開始即斷然拒絕被保險人的防禦請求，對

保險人會造成相當不利的後果。反之，若保險人在一開始就願意為被保

險人防禦第三人訴訟，則保險人不僅可以控制訴訟進行的過程，並試著

與第三人進行和解以降低賠償金額，也不必多付出被保險人對自己提起

訴訟所支出的律師費用，對保險人而言，成本較低。 

 

二、無保留地承擔防禦責任—Tomrelin 案關於禁反言原則之適用 

除了拒絕提供防禦之外，保險人在面對被保險人的防禦請求時，也

可能選擇毫無保留地為被保險人承擔防禦責任。然而，在本章第二節第

一項已經說明禁反言原則於保險制度上的運用，在前述 Tomerlin215一案

中，就是因為保險人所聘請的防禦律師在一開始即毫無保留地明確告知

被保險人會為其防禦、也會為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使得被保險人

基於信賴保險人的防禦而失去聘請私人律師為自己防禦的機會，嗣後即

                                                 
215 Tomerlin, 61 Cal. 2d 638; 394 P.2d 571; 39 Cal. Rptr. 731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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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保險人於防禦過程中發現自己並無保險責任，也會受到禁反言原則的

限制，不能再否認承保範圍，因此判決保險人需給付被保險人於第三人

控訴的傷害案件中所應賠償的判決數額。 

 

簡單的說，若保險人毫無保留的承擔防禦責任，嗣後將不能再否認

保險契約的補償責任。保險人無保留的承擔防禦責任，即推定了保險人

同時也有負有補償責任，倘若嗣後容許反駁這樣的推定，將會損害到被

保險人的原先可以自行防禦的權利216。 

 

三、權利保留前提下承擔防禦責任 

承前所述，保險人為了避免拒絕提供防禦會構成違反契約，又擔心

無保留的承擔防禦會受到禁反言原則的限制，因此通常會選擇在與被保

險人簽訂不棄權協議或向被保險人發權利保留通知的前提下，承擔防禦

責任，以保留嗣後抗辯承保範圍的權利217。 

 

第三款  利益衝突的產生 

第一目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利益一致的情況 

一、保險人防禦成功者 

理論上而言，責任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在第三人所提起的損害賠償訴

訟中，利益應該是一致的。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針對責任訴訟共同的目標

                                                 
216 Federal Ins. Co. v. X-Rite, Inc., 748 F. Supp. 1223; 1990 U.S. Dist. (判決原文係謂：”…if the 

insurer has undertaken the defense without having given timely notice, it may be estopped to deny 

indemnification coverage, based upon 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that the insured's defense would have 

been prejudiced.”). 
217 詳見本章第二節第二項之第二款及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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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大的利益應該是防禦成功，即法院判決第三人敗訴、被保險人無損

害賠償責任，如此保險人自無負擔保險補償責任之餘地。 

 

二、保險人防禦不成功者 

反之，若保險人防禦不成功，法院判決第三人勝訴、被保險人應對

第三人負擔損害賠償的責任，則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的約定，應承擔補

償被保險人損害的責任，即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同受不利益的情形。 

 

第二目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利益不一致的情況 

前揭二種情形中，後者（即保險人防禦不成功的情況）並不一定是

必然的推論。因為保險人雖與被保險人訂立的保險契約，惟並非毫無條

件的承擔保險責任，保險人僅在契約約定的承保範圍內負擔賠償責任，

除卻承保範圍外，保險人並不負擔保險責任。所謂保險責任包括了防禦

責任與補償給付責任，保險人對於只要有可能屬於承保範圍內的請求，

就應該負擔防禦責任；至於補償責任，原則上當然是落在承保範圍內的

損害才有給付的義務。 

 

在第三人向被保險人提出一個損害賠償的請求時，只要這個請求在

訴狀上或事實上有可能被認為是承保範圍內的責任時，保險人就要為被

保險人防禦。而為了避免禁反言原則的適用，即避免保險人提供毫無保

留的防禦後，就不能在應給付保險補償金時又爭執承保範圍的風險，保

險人通常會提供一個以權利保留為前提的防禦責任，最後在法院就責任

訴訟做出判決後，便可釐清這個第三人請求究竟是否屬於承保範圍內。

相較於保險人的保險防禦僅在「有可能」屬於承保範圍時就應該提供；

補償給付卻是在「確定」屬於承保範圍內才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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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人訴訟敗訴時，保險人不會產生後續補償責任的問題；但在

第三人訴訟勝訴時，補償責任的爭議就油然而生。因為即便第三人的請

求勝訴，不代表這個請求「必定」屬於承保範圍，也有可能落在除外不

保事項中。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第三人主張被保險人「蓄意」傷害而請求

損害賠償的訴訟中，雖然被保險人的故意傷害行為，在一般責任保險單

中屬於除外責任，但保險人仍須為被保險人防禦這個訴訟，因為在訴訟

開始的前半段，第三人所主張的「蓄意」或「故意」，畢竟是第三人的

主觀想法，仍須法院的判決才能釐清被保險人於行為時的主觀要件究為

「故意」或「過失」。倘若法院判決被保險人的確為「故意」傷害，則

基於保險契約的除外事項，保險人無須負擔賠償責任；反之，若法院認

定被保險人的行為僅為「過失」傷害，則保險人仍須負擔保險補償責任。

此時，明顯可發覺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產生了不一致、甚至可以說是完

全相反的利益衝突。 

 

第三目  利益衝突的疑慮 

在前面這個案例中很容易會產生一個懷疑：當訴訟的結果在保險人

與被保險人間可能產生完全相反的利益衝突時，若保險人明知無法勝訴

時，有沒有可能希望法院認定被保險人的主觀是「故意」，更甚於「過

失」的認定？倘若如此，保險人也許只願意提供一個不夠盡力、僅為象

徵性的防禦行為而已。因為保險人知道，這樣可能會使被保險人的行為

落在除外不保的事項中，保險人沒有誘因與動力為被保險人盡力地達成

和解或甚至認真地對這個訴訟進行抗辯。保險人可能比較關心這個訴訟

最後會不會形成除外不保事項，而非為被保險人防禦這件事218。 
                                                 
218 Kansas Bankers Surety Co. v. Lynass, 920 F.2d 546 (1990). (判決原文係謂：” It is clear how a 

conflict of interest can develop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Kansas Bankers could conceivably offer only a 

token defense if it knows that it can later assert non-coverage. If an insurer does not think that the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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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再重複的一點是，這樣的利益衝突，是產生在有權利保留前提

下提供防禦的情形，因為保險人事先保留嗣後爭執承保範圍的權利，所

以才能在判決確定後，否認承保範圍，以非承保範圍為由來拒絕賠償被

保險人的損害。而在這種情形下，急需要探討的一個問題是：此時適不

適合再由保險人（或由保險人所聘請的防禦律師）來為被保險人防禦？ 

 

第四項  利益衝突的解決之道 

第一款  保險人代為防禦的行為義務轉化為事後補償的金

錢給付義務—Burd 案 

一、案件事實 

在 Burd v. Sussex Mut. Ins. Co.219一案中，被害人起訴主張被保險人

故意及過失傷害，請求被保險人民事上的賠償損害。保險人則以刑事判

決已認定被保險人的行為屬於犯罪行為，為保險契約除外事項，因而拒

絕提供防禦，被保險人則自己聘請律師為其辯護。最後法院判決被保險

人應賠償被害人八千五百美元，被保險人轉向保險公司請求判決金額及

訴訟成本。 

 

二、法院判決 

最高法院認為，若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利益為相互衝突時，保險

人的防禦將會損及被保險人之後可向保險人主張的承保利益，則保險人

不適合為被保險人防禦。故在利益衝突的情形下，保險人不需要、更不

                                                                                                                                            
on which it is defending will be covered under the policy, the insurer may not be motivated to achieve 

the best possible settlement or result.…… Furthermore, the insurer may be tempted to devote more 

effort into the non-coverage issue than into defending its insured.”). 
219 56 N.J. 383; 267 A.2d 7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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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允許為被保險人防禦。 

 

本案被害人所主張之故意及過失兩項請求，就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一

致的利益而言，是證明被保險人對於被害人沒有任何民事上的損害賠償

責任；若無法證明免責時，被保險人與保險人的利益則會產生分歧的狀

態。 

 

就被保險人而言，當然會希望法院判定自己屬於過失責任，如此一

來，責任保險仍然會為被保險人提供保障220；反之，保險人卻希望能證

明被保險人為故意行為，為保單的除外事項所排除。此時保險人與被保

險人的利益不一致，保險人將無法將被保險人的利益視為自己的利益，

無法不偏頗且公平地為被保險人防禦。因此，不只是保險人可以主動地

拒絕為被保險人防禦；更該說，保險人被動地不被允許承擔為被保險人

防禦的義務。然而，這並不是使保險人免於保險契約上所約定的防禦義

務，而是將提供防禦律師的行為義務，轉化成金錢上的給付義務，在第

三人的請求判決證明被保險人的行為屬於責任保險承保範圍後，保險人

仍然必須補償被保險人221。 

 

三、本文見解 

Burd 一案的法院見解是，在有利益衝突時，保險人一開始是沒有防

                                                 
220 判決原文係謂：” Although both the insurer and the insured would want D'Agostino to fail, yet if 

D'Agostino should succeed, as it was likely he would, the insured would want the basis to be 

negligence whereas the carrier would profit if the basis was an intentional injury within the policy 

exclusion. If plaintiff pressed his claim of negligence, the coverage issue would remain open……” 
221 判決原文係謂：“This is not to free the carrier from its covenant to defend, but rather to translate its 

obligation into one to reimburse the insured if it is later adjudged that the claim was one within the 

policy covenant to pay.”；See also Satterwhite v. Stolz, 79 N.M. 320, 442 P.2d 810 (Ct. App.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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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義務的，必須要待法院判決認定被保險人的損害「的確」是屬於承保

範圍時，保險人才有義務補償被保險人所支出的防禦費用。這樣的看法

會產生一個問題，本節一開始就提到過，防禦義務的啟動，只要是有「可

能」會被認為屬於承保範圍時，保險人就有義務為被保險人防禦，但在

本案的結論卻變成判決證明「確實」屬於承保範圍後，保險人才在事後

有補償防禦費用的義務。這樣的看法，等於是降低了保險人的防禦義

務，對於被保險人的保護似有不足之處。 

 

第二款  給付獨立律師費用（Cumis counsel） 

第一目  Cumis 案 

一、案件事實 

在處理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利益衝突的美國判決中，最著名的應該

是 Cumis222一案。本案被保險人因錯誤解雇（wrongful discharge）而受

第三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保險人雖同意為被保險人進行防禦，但對於

第三人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的部分，認為是否屬於承保範圍仍有疑慮，故

保留將來抗辯承保範圍的權利，並聘請防禦律師為其抗辯。但後來被保

險人認為保險公司與自己之間有利害關係的衝突，所以自己又聘請了獨

立律師（independent counsel）為其防禦這個錯誤解雇的訴訟。 

 

一開始保險人也預先支付了兩張支票給獨立律師，但是之後卻認為

雙方間並沒有利益衝突的存在，無選任獨立律師之必要，所以拒絕之後

給付接下來的費用。嗣後，被保險人控告保險人，並提出兩項主張：第

一，被保險人有權利選任獨立律師；第二，保險人應負擔獨立律師之費

                                                 
222 San Diego Fed. Credit Union v. Cumis Ins. Society, Inc., 162 Cal. App. 3d 358; 208 Cal. Rptr. 494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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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二、法院判決 

本案法院在判決書中引用許多的美國案例，認定被保險人有權來選

任獨立律師為其防禦，因為保險人所選任的防禦律師，在本案中可能會

有偏頗地幫助保險人促成法院認定不利於被保險人的事實，原因可能是

保險人對於防禦律師而言是一位長久的客戶，但被保險人對防禦律師而

言，可能不會有下一次的委任機會223。而且關於承保範圍的爭議，防禦

律師不管怎麼樣做，都會陷入兩難的局面，在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中，為

了幫助一方，勢必會傷害另一方的利益224。因此，防禦律師不能在同一

訴訟中代表利益不同的雙方，且因為不能夠公正的來處理這種分歧利益

的情況，所以防禦律師應該要辭去這一份委任工作，或者說一開始就應

該拒絕這樣的委任225。此時，獨立律師的存在就有其必要，而保險人也

有義務支付獨立律師的費用226。 

 

最後，法院認為在有利益衝突的情形下，除非明確告知被保險人有

                                                 
223 判決原文係謂：”an attorney in actual trial would be tempted to develop the facts to help his real 

client, the Carrier Company, as opposed to the Insured, for whom he will never likely work again.” 
224 判決原文係謂：”the lawyer is placed in the dilemma of helping one of his clients concerning 

insurance coverage and harming the other.” 
225 判決原文係謂：”A lawyer should never represent in litigation multiple clients with differing 

interests, and there are few situations in which he would be justified in representing in litigation 

multiple clients with potentially differing interests. If a lawyer accepted such employment and the 

interests did become actually differing, he would have to withdraw from employment with likelihood 

of resulting hardship on the clients; and for this reason it is preferable that he refuse the employment 

initially.” 
226 判決原文係謂：”Where a question exists as to whether an occurrence is within coverage, 

independent counsel representing the insured's interests is required. The insurer is contractually 

obligated to pay for insured's independent coun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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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利益衝突的內涵，並取得被保險人同意由保險人所選任的防禦律師繼

續進行防禦工作，否則被保險人有權選任獨立律師為其防禦責任訴訟，

並由保險人支付合理的費用227。 

 

三、Cumis 案與 Burd 案之差異 

Cumis 一案與前面 Burd 一案最大的不同在於：Cumis 一案並不需要

等到法院判決確定該爭議請求確實屬於承保範圍才轉為金錢給付，而是

只要保險人做出權利保留的表示時，被保險人即有權請求保險人支付獨

立律師費用，可以是預付的費用，故對被保險人的保障較為周延。 

 

第二目  其他得請求 Cumis counsel 之情形 

除了上述因承保範圍不明，致使保險人向被保險人發出權利保留

後，始為其代行防禦時所引發之利益衝突外，尚有其他同樣得以獨立律

師方式來解決的利益衝突情形，包括保險人錯誤拒絕在上訴時為被保險

人抗辯、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對於是否和解意見不一致、保險人提出的和

解金額超出責任保險的限額致被保險人不同意228、在相關事件中利益不

一致的多數被保險人屬於同一保險人之保戶，如二被保險人於同一意外

事故中相互控告對方須為自己的受傷負責之情形、229。 

 

                                                 
227 判決原文係謂：”……impose upon lawyers hired by the insurer an obligation to explain to the 

insured and the insurer the full implications of joint representation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insurer has 

reserved its rights to deny coverage. If the insured does not give an informed consent to continued 

representation, counsel must cease to represent both.……the insurer must pay the reasonable cost for 

hiring independent counsel by the insured.” 
228 並參閱本章第四節因和解意見不一致引發之利益衝突乙節。 
229 John K. DiMugno and Paul E. B. Glad, California Insurance Laws 1234-123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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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Cumis counsel 之限制 

一、獨立律師的資格限制—加州民法第 2860 條 

由 Cumis 一案所延伸出來的反應非常廣，例如伴隨在 Cumis 一案之

後，有很多案子只要保險人在權利保留的情況下為被保險人進行防禦，

被保險人就會引用 Cumis 一案來要求保險人給付”Cumis counsel”（獨立

律師費用）。然而，被保險人選任獨立律師的權利難道是毫無限制的絕

對權利？被保險人要選任怎樣的獨立律師，保險人都必須接受嗎？  

 

有法院認為：因為保險人必須負擔獨立律師費用的給付義務，且防

禦的提供不僅是保險人的義務，也是保險人的權利，所以保險人在選任

的獨立律師的過程中，應該被賦予某一程度的參與權，比如說獨立律師

的選任，最後應該得到保險人的認可同意230。但是也可能有人質疑，若

是保險人一直不同意被保險人選任的獨立律師，或是堅持被保險人應該

選任某些特定的律師才會行使同意權者，等於重回到保險人用自己聘請

的防禦律師所可能產生的弊端？本文認為 1987 年加州民法第 2860 條的

增訂，應該足以解決這樣的困擾。 

 

Cumis 一案促使加州民法第 2860 條的訂立，最主要的一個目的是

用以規範被保險人選任獨立律師的限制。該條文第(c)項即明訂獨立律師

的資格限制，認為被保險人所選任的獨立律師，應該要符合幾項最低的

標準，包括至少要有五年以上的民事訴訟實務經驗；對於該第三人的損

害賠償訴訟類型，需有過實際的訴訟經驗；此外還必須要有律師執業過

失的專業責任保險等；而且保險人所給付的獨立律師費用，僅限於若由

                                                 
230 Employers' Fire Ins. Co. v. Beals, 103 R.I. 623; 240 A.2d 397 (1968). (判決原文係謂：”……the 

engagement of an independent counsel to represent the insured should be approved by the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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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自行聘請防禦律師防禦相類似的案件所生的費用231。 

 

由上述規定可知，被保險人所的選任獨立律師，至少要符合某些最

低標準的資格，比如被保險人不能聘請一位剛取得律師資格、過去也沒

有任何醫療訴訟經驗的律師來為自己的醫療過失行為進行防禦232。此

時，因為保險人對於哪些律師專精於哪些案件類型有較多的認識與資訊

來源，也許可以給被保險人一些建議，例如推薦幾所擅長於醫療過失訴

訟的律師事務所給被保險人，再由被保險人自行接洽、諮詢與委任，應

該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二、獨立律師的必要性限制—違反嚴格的善意義務 

除了獨立律師的資格外，Cumis 一案還會產生另一個問題：是不是

只要保險人為權利保留的通知，被保險人就一定有選任獨立律師的必

要？ 

 

有些法院認為並非所有權利保留的情形，都會產生需要獨立律師的

利益衝突。在 L & S Roofing Supply Co. v. St. Paul Fire & Marine Ins. 

Co.233一案中，因為保險人保留嗣後爭執承保範圍的權利，所以被保險

                                                 
231 CAL. CIV. CODE §2860 (c) When the insured has selected independent counsel to represent him 

or her, the insurer may exercise its right to require that the counsel selected by the insured possess 

certain minimum qualifications which may include that the selected counsel have (1) at least five years 

of civil litigation practice which includes substantial defense experience in the subject at issue in the 

litigation, and (2) errors and omissions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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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Center Foundation v. Chicago Ins. Co., 227 Cal. App. 3d 547 (1991). 
233 521 So. 2d 1298 (Ala.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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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 Cumis 等案件為依據，主張被保險人有權以保險人的費用選任獨

立律師。然而本案法院不採認加州法院 Cumis 一案的見解，反而提出華

盛頓州 Tank234一案的法院見解作為判決理由。 

 

本案法院認為，在權利保留的情形下，不一定就有聘請獨立律師的

必要，原則上應該先提高保險人和防禦律師關於善意的義務標準

（enhanced obligation of good faith）：第一，保險人必須要徹底調查被保

險人責任事故發生的原因，以及第三人受傷的情形和嚴重性；第二，保

險人必須要為被保險人委任有足夠能力處理該第三人請求的防禦律

師，且保險人和防禦律師都必須要瞭解到「被保險人」才是個委託關係

中的「委託人」；第三，保險人有責任充分地告知被保險人有關權利保

留下之防禦義務的內涵、對承保範圍的影響、以及訴訟的進展，包括保

險人提出和解要約的情形；第四，保險人必須要避免參與這個訴訟防禦

的過程，因為這只會表露出保險人關心自己的經濟利益勝於關心被保險

人的財務風險235。除了上述的標準外，防禦律師更該注意自己對於委託

人（即被保險人）負有的忠實義務（duty of loyalty），而且必須牢記，

在利益衝突的情形下，防禦律師代表的只有被保險人的利益，而非保險

人。此外，也應對被保險人揭露有關利益衝突的可能性及結果。 

                                                 
234 Tank v. State Farm Fire & Casualty Co., 105 Wn.2d 381; 715 P.2d 1133 (Wash. 1986). 
235 判決原文係謂：” First, the company must thoroughly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the insured's accident 

and the nature and severity of the plaintiff's injuries. Second, it must retain competent defense counsel 

for the insured. Both retained defense counsel and the insurer must understand that only the insured is 

the client. Third, the company ha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fully informing the insured not only of the 

reservation of rights defense itself, but of all developments relevant to his policy coverage and the 

progress of his lawsuit. Information regarding progress of the lawsuit includes disclosure of all 

settlement offers made by the company. Finally, an insurance company must refrain from engaging in 

any action which would demonstrate a greater concern for the insurer's monetary interest than for the 

insured's financi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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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保險人或防禦律師無法遵守上述的善意義務，被保險人才有權

利以保險人的費用聘請獨立律師236。 

 

此外，一旦保險人違反了 Tank 一案所應負的嚴格善意標準，有判

決認為，保險人即禁止再否認承保範圍237。即保險人有義務賠償被保險

人於責任訴訟中所判賠的損害賠償額或和解金額。 

 

再者，有學者以為，除了判決賠償額或和解金額外，保險人違反嚴

格的善意義務時，被保險人通常會聘請律師向保險人提起訴訟，因而必

須支出律師費及訴訟費用；且被保險人必須先運用自有的資金賠償被害

人，可能會受到信用的損害、破產的可能性，因此，保險人需對被保險

人賠償一切可以預見的損害238。 

 

第五項  防禦費用不當得利的返還 

在此之前，本文所提到的防禦義務與利益衝突，是指在承保範圍

不明時，因為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所提出的請求或訴訟，是否確實為保險

人應承保的項目並不明確，基於保險人於保險契約中關於提供防禦的承

諾，以及被保險人對於保險防禦的合理期待，認定保險人仍然負有防禦

義務。惟為了避免嗣後發現第三人的請求並非屬於保險人應承擔的事項

時，受到禁反言原則的限制而無法否認承保範圍，因而發展出有權利保

                                                 
236 See also Karon O. Bowdre, Enhanced Obligation of Good Faith: A Mine Field of Unanswered 

Questions After L & S Roofing Supply Co., Ala. L. Rev. 755, 769.  
237 Safeco Ins. Co. v. Butler, 118 Wn.2d 383; 823 P.2d 499 (Wash. 1992). (判決原文係謂：” An 

insurer that in bad faith handles an insured's claim under a reservation of rights is estopped from 

denying coverage.”)；id. at 771-772. 
238 Karon O. Bowdre,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Insurer and Insured: Ethical Traps for the 

Unsuspecting Defense Counsel, American Journal of Trial Advocacy vol.17, 1993, at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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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等保險人自我保護方式，使得保險人即使在為部分防禦後，若確實發

現第三人請求並非責任保險所應該負責的事項時，對於被保險人應對第

三人賠償的判決金額或和解數額，保險人仍可免負保險賠償責任。然而

截至目前為止，均未提及在發現非屬承保範圍時，保險人已經付出的防

禦工作，不論是防禦行為的成本，或者是支出的防禦費用及訴訟費用應

如何處理，甚至是保險人嗣後可否請求被保險人返還的問題。 

 

    而過去在美國判決所見到的法院見解中，大多是採疑義利益歸諸被

保險人的原則，否認保險人的請求權；但近十年來美國法院卻有了另一

個開創性的看法，肯定保險人的返還請求權，本文於此將加以討論。 

 

第一款  反對說—疑義利益歸諸被保險人原則 

過去美國法院的多數見解認為保險人對於最後證明確實非屬承保

範圍的請求所支出的防禦費用有權請求返還，如 Shoshone First Bank v. 

Pacific Emplers. Ins. Co.239一案中，懷俄明州的最高法院認為保險人必須

負擔所有的防禦費用，除非雙方在保險契約中已經有相反的約定

（”unless an agreement to the contrary is found in the policy, the insurer is 

liable for all of the costs of defending the action.”）。本案法院於審酌保單

上的文字後，認為保險人並沒有在保單上規定防禦費用的分配問題，關

於可否請求返還防禦費用的約定不明，因此基於「疑義利益歸諸被保險

人原則」，否定保險人有請求償還防禦費用的權利。 

  

另外在 Texas Ass’n of Counties County Gov’t Risk Mgmt. Pool v. 

                                                 
239 2 P.3d 510 (Wyo.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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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agorda County240、General Agents Ins. Co. of Am., Inc. v. Midwest 

Sporting Goods Co.241及 Terra Nova Ins. Co. v. 900 Bar, Inc.242等判決中，

包括德州、伊利諾州及第三巡迴法院也都反對保險人有請求償還的權利

（”right to reimbursement”），認為保險人不能在保險契約條款沒有明示

約定的情況下，僅以權利保留書作為將來請求返還的權利基礎。243 

 

第二款  肯定說—不當得利的返還 

第一目  Buss 案 

近年來美國判決中卻出現另一種看法，認為若保險人已為被保險人

提供防禦，但最後卻發現第三人的請求根本不在承保範圍內者，被保險

人必須要償還保險人已支出的防禦成本。最具有開創性見解的一個案件

先例是 1997 年加州法院的 Buss v. Superior Court244一案。 

 

一、案件事實 

本案被保險人 Buss 公司經營洛杉磯湖人職業籃球隊等多項職業運

動，與 H & H Sports 公司簽訂廣告等多項合約，但 H 公司履行契約後，

主張 Buss 公司並未履約，因而請求多項損害賠償，金額高達兩億九千

七百萬美元。Buss 公司遂要求責任保險人提供商業一般責任保險（CGL）

保單上的責任保險防禦，保險人則認為在 H 公司所提出的 27 項控訴中，

                                                 
240 52 S.W.3d 128 (Tex. 2000). 
241 No. 98814, 2005 WL 674685 (Ill. 2005). 
242 887 F.2d 1213 (3d Cir. 1989). 
243 See also Timberline Equipment Co. v. St. Paul Fire & Marine Ins. Co., 281 Ore. 639; 576 P.2d 

1244 (Ore. 1978)；Medical Protective Co. v. McMillan, CIVIL ACTION NO. 5:01CV00073, 2002 U.S. 

Dist. (W.D. Va. Dec. 16, 2002).  
244 16 Cal. 4th 35; 939 P.2d 766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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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一項關於毀謗（惡意中傷）的請求可能在承保範圍內。保險人雖願

意為被保險人提供防禦，但保留抗辯承保範圍及將來防禦費用的權利

（”with respect to defense costs incurred or to be incurred in the 

future,……to be reimbursed and/or [to obtain] an allocation of attorney's 

fees and expenses in this action if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re is no 

coverage……”），而且因為權利保留的緣故，保險人也願意依照 Civil 

Code section 2860 之規定，為被保險人支付獨立律師費用（independent 

Cumis counsel）。之後 Buss 公司更與保險人簽訂協議，約定：假如法

院判決 Buss 公司應與保險人比例分攤防禦費用時，Buss 公司願意返還

應分攤的數額（”if a court……orders that defense costs be shared pro rata 

by……Buss……and Transamerica,……Buss……shall reimburse 

Transamerica for the appropriate pro rata share of the fees and costs paid to 

that date.”）。 

 

最後，Buss 公司雖與 H 公司達成和解，但保險人卻已花費了一百萬

美元的防禦費用。然而，根據專業人士的判斷，保險人真正用於防禦毀

謗部分的費用，約在兩萬到五萬美元之間，惟被保險人仍拒絕返還分攤

額。 

 

二、法院判決 

加州法院認為，保險人的防禦責任雖然較補償責任為廣，但並非毫

無限制的，僅延伸到有可能落在承保範圍內的請求。亦即只要有可能屬

於承保範圍內者，就會啟動防禦責任，這個防禦義務是保單文字明示規

定，是保險人給付保險費所應獲得的對待給付，是一種契約責任；但相

反的，當第三人的請求根本沒有可能落在保單承保範圍內者，保險人當



 128

然就沒有義務防禦，這是保險契約默示的規定，因為被保險人對於這些

除外不保事項根本沒有給付保險費。 

 

然而，在一個混合著承保與不保事項的請求中，保險人對於承保部

分的請求有防禦責任，對於不保部分無防禦責任，但就整體來看，保險

人仍然需「預先」提供保險防禦，因為有意義的防禦義務必須是即時的

防禦，即時的防禦就必須要全部防禦；因為根本沒有時間浪費在將部分

非屬承保範圍內的請求劃分出來，故基於防禦義務的彈性，可以允許這

些混合在一起的請求，於一開始時都被防禦。而這種情形雙方在訂約時

應該可以預料得到。不過，若是完全不屬於承保範圍的請求，雙方並沒

有預期保險人將會承擔防禦義務，也沒有將這部分的防禦責任轉化成保

險費事先計價，所以不提供防禦；如果要求這些事項的防禦保護，就要

付額外的保險費。 

 

本案法院最後舉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作說明：好比 A 積欠 B 五十美

元的債務，但 A 只有一張一百美元的鈔票，將這張一百美元的鈔票交付

給 B 償還積欠的債務後，當然能夠向 B 追討多付出的五十美元。因此，

基於避免「不當得利」（”unjust enrichment”）的法律默示規定，保險人

對於非屬承保範圍之事項所支出的防禦費用，得向被保險人請求返還。 

 

第二目  美國各州之相同見解 

目前美國有部分法院採取與 Buss 一案相似的看法，認為在保險人

在及時明示保留請求返還防禦費用的前提下，肯定保險人有權請求被保

險人返還支付在非承保範圍的防禦費用。相關的州判決如Colony Ins.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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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G & E Tires & Serv., Inc.245一案，法院認為被保險人接受保險人在保留

返還防禦費用權利的前提下提供的保險防禦，顯然是接受權利保留這樣

的條件，當然也必須接受被保險人請求返還防禦費用的權利。另外如

Capitol Indem. Corp. v. Blazer246一案，法院認為保險人可以請求返還防

禦費用的前提是，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雙方清楚知悉將來有可能會發生請

求返還的情況存在；也就是在被保險人已被清楚被告知保險人將來有權

有調查並請求返還非承保範圍的防禦費用的前提下，保險人才能請求返

還防禦費用。而在 Jostens, Inc. v. CNA Ins./Continental Casualty Co.247一

案中，州法院雖肯認保險人有請求返還的權利，但若保險人一開始就違

反防禦的承諾，拒絕為被保險人提供防禦者，法院仍然會駁回保險人請

求返還的權利。248 

 

第三款  本文見解 

由於保險契約為典型之附合契約（定型化契約），保險契約之內容

通常由保險人事先擬就，因此當發生疑義時，即應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

解釋，始能避免保險人預作有利於己之規定，稱為「疑義利益歸諸被保

險人原則」249，惟該原則之目的並非在使被保險人獲得額外的不當利

                                                 
245 777 So. 2d 1034 (Fla. App. 2000). 
246 51 F. Supp. 2d 1080 (1999) 
247 403 N.W.2d 625 (Minn. 1987) 
248 See also Sec. Ins. Co. v. Lumbermens Mut. Cas. Co., 264 Conn. 688; 826 A.2d 107 (2003).；

Northern States Power Co. v. Fidelity & Casualty Co., 523 N.W.2d 657 (Minn. 1994)；Flannery v. 

Allstate Ins. Co., 49 F. Supp. 2d 1223 (1999)；Dash v. Chi. Ins. Co., CIVIL ACTION NO. 

00-11911-DPW, 2004 U.S. Dist. (D. Mass., Aug. 23, 2004)；R. Steven Rawls, Insurers: Can You Get 

Your Defense Dollars Back? (July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irmi.com/Expert/Articles/2005/Raw 

ls07.aspx (last visited Nov. 15, 2006). 
249 林勳發、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合著，「商事法精論」，頁 544-545，今日書局有限公司，

民國 93 年 9 月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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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險制度係由對於特定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之損失，集合多數經濟單

位，根據合理計算保險費率為基準，繳納保險費以共同醵金，作為事故

發生時的補償之用250。 

 

承上所述，非基於合理費率計算以繳納保險費而分散之風險，或簡

而言之，非屬保險承保範圍且未收取保險費之風險，於事故發生後，保

險人當然不負保險責任，此不僅是對價衡平的概念，更是保護眾多投保

單位及健全保險制度的當然推論。若保險人因未察覺非屬承保範圍之事

故而予以承擔保險責任、或為保險給付者，對於被保險人而言，自屬未

給付保險費卻受有保險保障之利益，保險人自得請求返還已支出之保險

成本。 

 

因此，本文認為，保險人於承保範圍尚未釐清時所支出之防禦成

本，於確定該事故非屬於承保範圍後，應得基於不當得利之基礎請求被

保險人返還；即前開二說應以肯定說為宜。 

 

 

第四節  因和解意見不一致引發之利益衝突 

所謂和解意見不一致的利益衝突是指：被保險人與保險人對於第三

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是否達成和解一事無法達成共識的情況。 

 

第一項  保險契約賦予保險人有權決定和解事宜之情

形 

                                                 
250 袁宗蔚，「保險學」，頁 52，三民書局，民國 87 年增訂 3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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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保險人的和解決定權概述 

一、以保險契約直接約定保險人具有和解決定權 

在一般的責任保險案例中，被保險人因為經濟力量及訴訟知識的不

足，在面對第三人的請求時，通常會希望與第三人達成和解，一方面可

以免去訴訟之累，另一方面也擔心訴訟結果對自己不利，導致判決賠償

金額過高，甚至留下前科紀錄。但是，保險人在決定是否和解時，可能

還會考量到第三人所提出的和解賠償數額是否合理等問題，看法不一定

與被保險人相同。而這種責任保險通常也會事先約定允許保險人有權決

定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進行協商、訴訟抗辯或者與和解，包括是否和

解、何時和解及如何和解，無須經過被保險人事先的同意或事後的承

認。如 ISO 的商業一般責任險保單中即約定，保險人有防禦的權利與義

務，且基於保險人認定適宜者，得逕行和解251。 

 

二、保險人的注意義務 

保險人的控制權並非一經約定就毫無限制的，保險人在進行和解程

序時，仍有義務調查事實，必須小心地為被保險人盡注意義務，就如同

管理自己事務一樣地盡力252，而且必須受到善意與公平原則（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的規範253。 

 

三、被保險人自行和解的效力 

                                                 
251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verage Form, Insurance Services Office CG 00 01 12 04 policy.,  

SECTION I–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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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Boston Old Colony Ins. Co. v. Gutierrez, 386 So. 2d 783, 785 (Fla. 1980) 
253 Karon O. Boedre supra note 238, at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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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ISO 的 CGL 保單規定，被保險人在未經保險人同意下，不得自

願對第三人為賠償、承擔義務或引發任何費用，否則保險人將不再對被

保險人提供防禦行為、負擔律師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254。美國有些責任

保險保單更清楚的規定，被保險人在受到第三人請求後應立即向保險人

報告，而被保險人在未得保險人的同意下，不得對第三人所提出的請求

或訴訟，為任何的回應。倘若被保險人在未經保險同意下，自行對第三

人給付賠償金、承擔任何責任、或引發任何費用者，保險人將不會賠償

被保險人任何的損害及防禦費用255。 

 

第二款  被保險人雖不願和解，但保險人仍有權於保單限額

內與第三人達成和解—Shuster 案 

一、案件事實 

在 Shuster v. South Broward Hosp. Dist. Physicians’ Professional 
                                                 
254 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verage Form, 

SECTION IV–COMMERCIAL GENERAL LIABILITY CONDITIONS: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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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EMENTARY PAYMENTS–COVERAGES A AND B: 2. ……Our obligation to defend an 

insured's indemnitee and to pay for attorneys' fees and necessary litigation expenses as Supplementary 

Payments ends when……The conditions set forth above……are no longer met., supra note 251. 
255 Technology Errors and Omissions Liability Coverage Form issued by USF&G Insurance（CL/CG 

00 16 01 94）Section 6-Conditions-Duties in the event of a claim or sui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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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you and any other involved insured 

must……(5) not make any response to a claim or suit   

without our consent.……c. No insureds will, accept at their own cost, voluntarily make a payment, 

assume any obligation or incur any expense without our consent. We will not reimburse any insured for 

any amounts they may pay as damages or defense expense without our permission., available at 

Stephen P. Pazan, Esquire, Dilworth Paxson LLP, Protection of an Insured's Mission or Business in the 

Context of an Insurer Supplied Defense, 28 Rutgers L. Rec. 1, footnot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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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bility Ins. Trust256一案中，責任保險契約約定：保險人有權利並有義

務為被保險人防禦第三人對被保險人的損害賠償請求，縱使該請求為無

理、錯誤或詐欺亦同；保險人得進行調查，且在權衡後認為適宜的情況

下，得與第三人達成和解257。 

 

本案保險人雖在責任保險的限額內與第三人達成和解，但被保險人

卻認為保險人並未詳盡調查事實之責任；且和解金額事實上高於合理的

數額；此外，被保險人已明確向保險人表達拒絕和解的意願，並希望能

夠以訴訟程序來解決該第三人請求，惟保險人仍違背被保險人之心意，

執意與第三人達成和解。被保險人認為因為保險人的和解造成其無法再

獲得專業醫療過失責任險的保障，而某些醫療會要求醫師需要具備這樣

的專業責任險的前提下，才能施行，故被保險人的收入因而降低，而且

名譽受到損害，精神上及情緒上並受到許多壓力，因此提起本案訴訟向

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及精神慰撫金。 

 

二、法院判決 

本案法院認為，責任保險契約上約定，保險人權衡後認為適宜的情

況下，得與第三人達成和解等語，所謂「權衡後認為適宜」（expedient）

的意義，是指保險人基於自己的想法認為對於結果是有幫助的，不一定

需要是最正確的決定258。保單條款上的文字已經明示賦予保險人基於自

                                                 
256 591 So. 2d 174 (Fla. 1992). 
257 判決原文係謂：” The company shall have the right and duty to defend any suit against the named 

insured seeking such damages, even if any of the allegations of the suit are groundless, false or 

fraudulent. The company may make such investigation and such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or suit as it 

deems expedient.” 
258 判決原文係謂：”useful for effecting a desired result,” and “based on or offering what is of use or 

advantage rather than what is right or just; guided by sel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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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利益在保單限額內和解的權利，這包括保險人認為處理起來很麻煩

的請求，不論這個請求的基礎是不是薄弱的，保險人都可以自行決定是

否要與第三人達成和解。條款既然規定得相當明確，法院即不必再重新

詮釋其意義。 

 

其次，任何契約都要求雙方必須要善意履行其內容，在保險契約亦

同。但保險人所達成的和解數額，只要保險人權衡後認為適宜者，即使

最後的和解數額高於實際的損害額度，也不能就此斷然地認為保險人屬

於惡意履約，因為保險約款本來就明示賦予保險人在保險額度內和解的

權利。 

 

然而，保險人關於和解的裁量權也不是沒有限制的，法院認為必須

探求雙方在訂立這樣一個協議時的意圖跟期望，和解的結果也不能悖離

雙方訂約時的對於契約效果的期待。比如說被保險人同時遭到數個被害

人請求損害賠償，保險人不能自認適宜即與其中一個人或部分人和解，

然後用盡所有的額度，使得被保險人將來在面對其他被害人的請求時，

可能要另外自己付出賠償金應付這些請求，這並非是雙方於訂約時所希

望和預期的；被保險人在訂立責任保險契約時，原則上即希望於面臨第

三人請求時，有責任保險可為其提供補償，不會預料保險人只處理部份

請求，另外一部份仍須由被保險人自掏腰包來賠償。因此，保險人如此

的和解行為即非屬適宜。 

 

綜上所述，法院認為在沒有其他特殊情況下，保險契約既然賦予保

險人調查與和解的裁量權，保險人權衡過後認為適宜和解，而在保險額

度內與第三人達成和解者，被保險人不能只因保險人未依其心願進行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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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抗辯或調查，即認為保險人屬於惡意違約。259 

 

第三款  保險人拒絕和解導致判決賠償額超過責任保險限

額者 

一、保險人的主觀注意標準—Crisci 案 

對於保險人拒絕和解導致判決賠償額超過責任保險的保險限額時， 

美國法院過去有諸多不同之見解。有認為保險人於接受或拒絕和解要約

時，無須考慮被保險人之利益；有認為保險人有絕對義務接受於保險金

額內的和解要約，對於拒絕之後果，應負一切責任。目前美國法院認為：

保險人於決定是否接受和解要約時，應對被保險人之利益予以考慮，至

於考慮過程中應盡的主觀注意義務標準，有認為保險人應以善意考慮和

解要約者；有認為保險人應盡相當之注意義務者。以下本文提出美國著

名的 Crisci 案作說明，判決中法院清楚的地探討了保險人多種主觀注意

標準，而其後多數法院亦採認 Crisci 一案法院的見解作為判斷的考量基

準。 

 

（一）案件事實 

在 Crisci v. Security Ins. Co.260一案中，第三人 DiMare 夫婦承租被保

險人 Crisci 的公寓，但因被保險人疏於維修公寓樓梯，使得 DiMare 太

太在樓梯上摔傷，導致身體受傷，及因驚嚇引發精神上的疾病，因此，

DiMare 夫婦向被保險人請求四十萬美元的損害賠償。 

 

                                                 
259 See also Feliberty v. Damon, 72 N.Y.2d 112; 527 N.E.2d 261; 531 N.Y.S.2d 778 (1988). 
260 66 Cal. 2d 425; 426 P.2d 173; 58 Cal. Rptr. 13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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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擁有一份最高額度為一萬美元的責任保險，因而向保險公

司請求代為防禦，保險公司聘請律師調查該事件，防禦律師和保險公司

的理賠案負責人均認為除非能夠證明 DiMAre 太太以前就患有精神疾

病，否則法院陪審團應該會認定 DiMare 太太的精神疾病是因為這次摔

傷所造成的，這樣的判決賠償金額將不會低於十萬美元。 

 

後來 DiMare 夫婦請求與被保險人和解，並將和解金額降為一萬美

元，但保險人認為陪審團不會採信 DiMare 太太的精神病是由於摔傷所

造成的，只願意以三千美元和解，造成和解破裂。 

 

嗣後 DiMare 夫婦起訴向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法院判決被保險

人應賠償 DiMare 夫婦共十萬一千美元。在保險人支付一萬美元的保險

金後，DiMare 夫婦遂查封被保險人的財產請求不足額部分，導致被保

險人生活困苦、精神狀況不穩定、甚至產生自殺的念頭，被保險人於是

提起本案訴訟，向保險人請求財產上以及精神上的損害賠償。 

 

（二）主觀判斷標準 

本案法院在判斷保險人在處理和解事宜有無考量到被保險人的利

益，是否應對拒絕和解一事負責時，討論了三種不同的判斷標準： 

1.惡意違約說（Bad-Faith Rule） 

惡意違約說認為，所謂的「惡意」，其意義即與不誠實（dishonesty）、

詐欺（fraud）及隱匿（concealment）相同，但在證明上有其困難。若欠

缺證據證明保險人有確實不誠實、詐欺或隱瞞之事實，難以使保險人負

責任，因此對於被保險人相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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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要約說（Reasonable-Offer Test） 

合理要約說提出 Comunale v. Traders & General Ins. Co.261一案的見

解，認為每一種契約的履行，包括保險契約，都必須受到誠信原則（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所規範。依照一般的看法，保險人若能與第三人

在適當的情況下和解而不引發訴訟，是保險契約賦予被保險人的一種保

護，而保險人在考量是否接受第三人的和解要約時，考慮到被保險人利

益的程度最起碼要跟考慮到自己利益的程度一樣（i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settle the insurer must give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at least as 

much consideration as it gives to its own interests.）。如果引發判決，最後

的金額很有可能超過保險金額時，基於善意考量被保險人的利益，合理

的處理方式就是盡可能地在保險金額內達成和解。 

 

在衡量保險人接受或拒絕和解要約是否確實考量被保險人的利益

時，一個簡單的判斷標準就是：假如這份保險契約並沒有額度限制的

話，一位謹慎小心的保險人此時會不會接受這個和解要約？如果答案是

肯定的，那保險人在有保險限額的前提下卻拒絕這樣的和解要約，顯然

並未確實考量到被保險人的利益。 

 

3.嚴格責任說（Strict Liability Test） 

嚴格責任說認為，保險人收到一個保險限額內的和解要約卻拒絕

時，保險人對於判決的賠償數額，無論數額是否在保險限額內，均應負

賠償責任。因為保險人在處理和解時，須考量到被保險人的利益，在保

單限額內和解，是基於誠信原則的契約義務，必須被嚴格執行，不受和

解要約「合理」與否的標準限制。如果有可能引發超出保單限額的判決

                                                 
261 50 Cal. 2d 654; 328 P.2d 198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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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一般的社會通念來說，對於被保險人最好的利益就是在責任保險

限額內和解，這是責任保險對給予被保險人的保障，而被保險人對於保

險契約會有這樣的期待也屬合理。保險人不能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就拒

絕在責任保險限額內的和解要約，除非他願意吸收將來不能和解所導致

的損失。 

 

（三）法院判決（理論的選擇）—合理要約說 

雖然嚴格責任說看起來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判斷標準，可以避免判斷

保單限額內的和解要約是否「合理」的負擔；但是這樣的責任要求，對

於保險人的而言卻是過於嚴苛，將會導致「保險人接受保單限額內的和

解要約」才最合理的處置方式。 

 

而對於 Crisci 一案，法院亦認為無須採用嚴格責任說之見解，只需

採取 Comunale 一案的看法（即合理要約說），就足以證明保險人在處理

和解事宜時，並沒有考量到被保險人的利益。因為包括防禦律師及保險

公司的賠案負責人均認為，假若 DiMare 太太主張因摔傷引發精神疾病

的訴求被法院採信的話，法院判決的賠償金至少會達十萬美元，而且

DiMare 太太這一方也能提出精神科醫師群的證明為據，認為精神疾病

是由摔傷所致，非之前舊有的疾病的所引起的，因此建議接受和解為較

佳的策略，但保險公司卻執意認為 DiMare 太太不可能勝訴，斷然拒絕

其所提出的和解要約，這樣的判斷顯然是不合理的，因而認定保險公司

根本沒有詳盡考量到被保險人有可能面臨超額判決的財產上不利益，判

決保險公司除了基於保險契約已賠償的一萬美元外，尚應賠償被保險人

超出保險額度的九萬一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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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判決就被保險人所請求的精神上損害賠償部分，認為精神

損害賠償不限於對人身的侵害，在對財產之侵權行為亦得請求，至於在

違背契約的場合，除非違背之結果足以影響他人幸福、尊嚴、安寧，否

則不論違約之一方是否出於惡意，均不得請求之262。本案法院並採用

Comunale 一案的見解，認為保險人的錯誤拒絕和解已構成侵權行為

（wrongful refusal to settle has generally been treated as a tort.），因此，本

案不僅兼具違約及侵權行為兩種性質，而且被保險人之所以投保責任保

險，無非以保費換取安全及心境之安寧。保險人拒絕和解導致被保險人

經濟情況之突變，被保險人因而萌生短見，心神備受折磨，依據損害賠

償一般法則，被害人所受之損害如為加害人之過失所致，不論是否可以

得預見，均得請求賠償263。於是判決保險公司另應賠償被保險人兩萬五

千美元的精神上損害賠償。 

 

最後，必須注意到的一點是，儘管目前 Crisci 一案所採的合理要約

說，已為美國大部分的判決所採用264；但允許非經濟上損害賠償請求的

判決，仍然屬於少數的見解265。 

 

二、保險人的客觀賠償範圍 

責任保險人違法拒絕和解，美國判例上均視之為侵權行為，但若於

某重情形下，保險人之拒絕和解，兼有違約及侵權行為之性質者，被保

險人得就二者中擇一行使其賠償請求權266。 

                                                 
262 施文森，「保險法論文」，頁 65，三民書局，民國 63 年初版。 
263 同前註，頁 65-66。 
264 Abraham, K.S., supra note 206, at 542. 
265 Id. at 543. 
266 施文森，同前揭註 262，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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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法院認為若保險人之拒絕和解顯有惡意或過失，致賠償

金額超過責任保險限額，被保險人之財產因而遭受假扣押或強制執行，

或受其他損失，自得依據契約不履行或侵權行為，向保險人訴請賠償。

被保險人如依契約不履行之規定而為訴追，其所得請求賠償之數額，限

於契約履行所可預期之利益，及契約不履行所受之損害；若依侵權行為

之規定為訴追，則對於一切損失均可請求賠償，於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場

合，並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punitive damages）或精神損害（injuries from 

mental suffering）賠償267。 

 

    然須注意者為，我國法制上關於財產上損害之賠償額的客觀範圍，

原則上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以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為限。至於

所謂的懲罰性賠償金，則散見於特別法之規定，如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

一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

者得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

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健康食品管理法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出賣人有違反本法第七條、第十條至第十四條之情事

時，買受人得退貨，請求出賣人退還其價金；出賣人如係明知時，應加

倍退還其價金；買受人如受有其他損害時，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

侵害情節命出賣人支付買受人零售價三倍以下或損害額三倍以下，由受

害人擇一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金』。但買受人為明知時，不在此限。」

等，或其他未明文以「懲罰性賠償金」稱之，但法院得酌定以實際損害

額以上之賠償額，性質上亦屬懲罰賠償金之疇，如專利法第八十五條第

三項、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等規定
268
。除此之外，若無特別規

                                                 
267 同前註，頁 64。 
268 專利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依前二項規定，侵害行為如屬故意，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

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不得超過損害額之三倍。」及公平交易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法院因前



 141

定，財產上之損害於我國仍無法請求懲罰性之賠償金。 

 

第二項  被保險人具有和解同意權的情形 

一、以保險契約直接賦予被保險人和解同意權 

若被保險人希望在和解程序中取得控制權，擁有決定是否和解的

權利時，通常必須在保單中明確規範「須得被保險人同意後始得進行和

解」的條款。這樣的條款在一般個人的責任保險中比較難見到，通常會

出現在專業責任險保單，或者是較有議價能力的企業型被保險人的責任

保險契約中。 

 

特別是在專業責任保險，如醫師關於醫療過失的責任保險中，通常

會約定保險人的和解需事先徵得被保險人之同意。此時被保險人有權要

求保險公司不得與第三人在訴訟外和解，而須在訴訟過程中進行抗辯，

即使抗辯成本較和解成本高亦同。雖然訴訟外和解可能會降低成本，但

是因為和解在一般社會大眾的眼光中，就好像是承認其專業上有過失，

加上專門職業的體系小，若發生業務過失，會使這些專業人員原先崇高

的社會地位受損，甚至是專業執照可能面臨被吊銷的命運，加上媒體過

度的報導，可能對被保險人造成許多社會壓力，因此通常專業責任保險

契約中會簽訂「須被保險人同意才能和解的條款」（consent-to-settle 

provision），以保護被保險人身為專業人士的名譽，這樣的利益是超越

                                                                                                                                            
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行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不得超過已

證明損害額之三倍。」等規定，雖未明文訂定為「懲罰性賠償金」，但依其性質，屬於所受損害

及所失利益以外之賠償，目的在於對加重加害人之賠償責任，懲罰加害人以達到嚇阻作用，避免

其他有相同意圖者從事不法行為。其既係考量加害人主觀要件而課與損害額以上之賠償，應屬懲

罰性賠償金之性質。詳並參閱陳春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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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3，民國 93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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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險公司以和解來節省成本的經濟利益。而為了避免被保險人不合理

的拒絕和解，consent-to-settle provision 通常會受到限制，倘若被保險人

不同意和解，則保險人的責任將以和解金額加上拒絕和解前的訴訟費用

為上限269。 

 

相反的，有時專業責任保險人會認為第三人的請求是可以抗辯的、

或因為第三人請求的和解金額實在過於龐大、或者因為被保險人現金短

缺而希望拖延給付的時間等原因，即使在最後還是必須賠付第三人的請

求，甚至必須付出額外的費用如遲延利息時，仍可能較希望試著在訴訟

中進行抗辯，而非僅僅是支付和解金額來解決。但是被第三人控訴的專

業人員卻不在乎這些，反而擔心訴訟可能耗時費日，持續出庭非常浪費

時間與心力，將會延誤其專業工作，因此可能會比較希望訴訟趕快被和

解，即使這個訴訟可能有不低的勝訴機率亦同270。 

 

二、對被保險人造成直接財務風險者，和解仍須得其同意—St. Paul 

Fire 案 

假若保險人與第三人達成和解的金額是超過責任保險的保險限額， 

以致被保險人須負擔超過保險限額部分的和解金額，或者保險人的和

解會造成被保險人其他直接的財務風險或負擔時，保險人的和解仍須

得獲得被保險人同意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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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me 2, 9.9 (2001)  
270 John David Hoover J. Scott Fanzini, supra note 174, at 25. 
271 Karon O. Boedre, supra note 238, at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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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事實 

在美國判決 St. Paul Fire & Marine Ins. Co. v. Edge Memorial Hosp.272

一案中，被保險人因為醫療過失而遭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而被保險人

因與聖保羅保險公司訂有專業責任保險，於通知保險人有關該醫療過失

事件後，保險人卻在未事先告知被保險人的情況下，與第三人達成和

解，但因該專業責任保險契約中，約定被保險人應負擔部分的自負額，

故保險人轉而向被保險人請求其償還應負擔的自負額。 

 

（二）法院判決 

本案法院認為，雖然保險契約約款中規定責任保險人在認為適宜的

情況下，在保險限額內，有權決定是否與第三人達成和解，被保險人無

權要求或阻止保險人的和解行為。然而，若該請求會對被保險人產生直

接的財務風險，法律一般會賦予被保險人有權決定究竟是要接受或者拒

絕該和解要約273。 

 

本案和解的結果既然對於被保險人會產生直接的財務風險，則防禦

律師應該告知被保險人相關的訊息，不能在被保險人反對的情況下，仍

接受保險人的指示，與第三人達成和解。而保險人未事先徵求被保險人

和解的決定，也違反了對於被保險人所負的法律義務，因此，法院判定

                                                 
272 584 So. 2d 1316 (Ala. 1991). 
273 判決原文係謂：“Where there is a provision in an insurance policy which authorizes the insurer to 

settle any claim against the insured in its discretion, such a provision 'vests the insurer with absolute 

authority to settle claims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policy with the insured's having no power to compel 

the insurer to make settlements or to prevent it from so doing.……However, where the insured has a 

direct financial stake in the litigation, the law generally requires that the insured have control over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settlement o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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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無權再向被保險人請求償還自負額274。 

 

第三項  防禦律師於和解程序的地位 

第一款  概述 

假若保險人須取得被保險人的同意後才可以第三人進行和解者，有

時也會透過自己聘請來為被保險人進行防禦工作的防禦律師向被保險

人施壓。此時，即使被保險人可以提出某些有效的理由認為和解對其不

利，有時受困於壓力也被迫要同意和解。更糟的是，防禦律師甚至可能

因保險人要求在不告知被保險人、或明知和解是違反被保險人意願的前

提下，與第三人進行和解。另一方面，反對和解的被保險人，在有權利

的情形下，也可能堅決不同意和解，而防禦律師若遵從被保險人的意

見，則等於與希望和解的保險人站在相反的立場。這些情況都使得防禦

律師也陷入了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衝突利益衝突中︰一方是給付律師

費用並指揮防禦過程的保險人，另一方是防禦律師所為進行責任防禦且

防禦結果對其具有嚴重風險的被保險人275。 

 

第二款  防禦律師與被保險人間的委託關係應與被保險人

與保險人間之保險關係區分—Rogers 案 

一、案件事實 

                                                 
274 判決原文係謂：”Where, as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insured has a direct financial stake in the 

outcome, the attorney's duty to keep the insured informed is greater, since the attorney may not settle 

the claim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insurers over the objection of the insured.……St. Paul breached its 

legal duty to Holy Name and is thus not entitled to collect the deductible from Holy.” 
275 John David Hoover J. Scott Fanzini, supra note 174,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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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ogers v. Robson, Masters, Ryan, Brumund & Belom276一案中，原

告（即被保險人 Rogers 醫生）受到病患控告醫療疏失並請求損害賠償，

保險人聘請被告 Robson 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為被保險人進行防禦，原告

已經告知防禦律師自己並不想與病患和解，防禦律師也回覆「將不會未

經原告同意而和解」，然而保險人與防禦律師卻在第一審訴訟前與病患

達成和解，原告則是在事後才被告知此事。本案保險公司卻主張保單上

關於和解的約款規定，原則上保險人需得到被保險人的書面同意後才能

進行和解；但例外如被保險人並未持續購買這份保單時，則可不需得到

被保險人的書面同意277，因此認為有權逕行和解。被保險人因而回頭控

告防禦律師，主張防禦律師未事先獲得被保險人同意而逕行和解，違反

了委託義務。 

 

二、法院判決 

上訴法院認為防禦律師同時代理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雙方278，防禦律

師對於被保險人的義務，就如同該律師是由被保險人自己個人聘請的一

樣，即使防禦律師同時代理保險人，也不會改變其對被保險人的責任與

義務。在通常的情況下，被保險人與保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並不會有

什麼衝突，因此防禦律師能夠為雙方進行獨立的判斷，同時代表被保險

與保險人雙方的利益，並不會不適當或產生什麼道德上的疑慮。然而，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當防禦律師同時代表的雙方利益上發生衝突時，則

可能必須退出這個委託案件，除非防禦律師在充分而且明白的揭露雙方

                                                 
276 392 N.E.2d 1365 (Ill. App. 1979)  
277 保單和解約款：…nor shall the written consent of a former insured be required before the company 

may make any settlement of any claim or suit even if such claim or suit was made, proffered or alleged 

while such former insured was an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278 上訴法院採取雙重代理理論（the dual representation rule），詳參本章第二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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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的前提下，若被保險人仍然同意由其繼續進行該案件的和解，

則防禦律師方可繼續執行該案件之委任事務279。 

 

本案法院認為，雖然基於保險契約的一項例外規定，保險人可不經

被保險人的同意而逕行和解，但這樣保險約款並未同時削弱防禦律師揭

露利益衝突的義務，因為防禦律師揭露之義務是來自於律師與當事人間

委託關係，與保險契約無關280。本案防禦律師明知被保險人不願意和

解，也知道保險人正在進行和解，則二者間即產生衝突的情況，既然有

利益衝突，就不應該繼續同時代表被保險與保險人雙方；若繼續代理雙

方，卻未明白的告知被保險人相關利益衝突的情況，即違反了對被保險

人的委託義務，對於被保險人因此所受到之損害應負擔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法院藉由 Rogers 一案建立了三個主張︰第一，防禦律

師與被保險人及保險人間，分別都具有受託人及委託人的關係；第二，

防禦律師對於被保險人的委託義務，應與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所生的權

利區分；第三，防禦律師違反被保險人的意願逕行與第三人和解，等於

違反對於委託人的義務。 

                                                 
279 判決原文係謂：” Ordinarily, since the interests of insurer and insured are harmonious, there is no 

conflict and the attorney is able to exercise independent judgment for both clients. Therefore, in the 

usual instance, there is nothing improper or unethical about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both.……However, situations can arise where those interests may become conflicting…….When a 

conflict does arise, serious ethical considerations prohibit an attorney from continuing to represent both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and the insurer.…… However, the attorney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withdraw from the case. In many situations, if, after full and frank disclosure, the clients are willing to 

consent to the attorney’s continued representation on their behal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are satisfied 

and the attorney may continue to represent the conflicting interests.” 
280 判決原文係謂：” Defendants’s duty to make such disclosure stemmed from their attorney-client 

relationship with plaintiff and was not affec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insurer’s authority to settle without 

plaintiff’s con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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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防禦律師應得被保險人同意始得和解—Lieberman案 

一、案件事實 

在 Lieberman v. Employers Insurance of Wausau281一案中，被保險人

的責任保險契約約定，保險人欲與第三人達成和解前，須取得被保險人

之書面同意。本案被保險人經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後，以書面同意保險

人與第三人進行和解，嗣後被保險人卻發現第三人可能有詐欺行為，因

此向保險人撤回同意之意思表示，並清楚向保險人及防禦律師表達不希

望和解的想法，但保險人認為同意和解後不能再撤回，而防禦律師卻對

被保險人表示會以訴訟模式解決這個第三人請求，並未告知被保險人和

解仍在進行，最後亦與第三人達成和解，被保險人遂控告保險人及防禦

律師違反保險契約及委託關係。 

 

二、法院判決 

紐澤西高等法院認為防禦律師不只是保險人的信差或代理人（not 

just a messenger boy and an agent of the insurer），就如同 Rogers 一案一

樣，防禦律師對於被保險人之義務，應如同被保險人自己出資聘請的律

師一樣，要有不悖離的忠誠。此外，防禦律師同時代表被保險人與保險

人雙方，對雙方都應盡誠實及盡責義務（good faith and due diligence），

當防禦律師知道被保險人撤回和解同意的意思表示有爭議時，應告知被

保險人有關利益衝突的情形，甚至建議被保險人聘請獨立律師。此外，

因為保險約款中並沒有規定同意和解不能撤回，因此，防禦律師在知悉

保險人拒絕被保險人合法撤回同意和解的意思表示後，未即時告知被保

險人，而且仍繼續執行這個有道德上兩難的委託事務時，即違反應對被

                                                 
281 171 N.J. Super. 39; 407 A.2d 1256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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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充分、坦白、誠實地揭露訊息之忠實義務。 

 

綜上所述，在 Lieberman 一案中，防禦律師違反了對於被保險人應

負的忠實義務：第一，未對被保險人充分揭露和解意見不一致的利益衝

突；第二，發生利益衝突後未能終止對於被保險人或保險人任一方的委

託關係，或者建議被保險人另尋獨立律師；第三，嗣後又參與悖離被保

險人意願的和解程序。因此，法院判決防禦律師對於被保險人所受的損

害應賠償責任。 

 

第四款  防禦律師無須取得被保險人同意即得和解 

第一目  Hudgens 案 

一、案件事實 

在 Mitchum v. Hudgens282一案中，被保險人受到第三人請求賠償因

醫療過失所致之損害，依責任保險契約規定，保險人可不經被保險人的

同意和解，於是保險人遂逕行與第三人達成和解。嗣後被保險人轉控告

由保險人聘請的防禦律師，主張防禦律師的對於被保險人的義務是獨立

於保險契約之外，其未得被保險人之同意而與第三人達成和解，會造成

被保險人責任保險額度的消耗，將來續約或向其他保險人購買保險將造

成實質上不利的影響。 

 

二、法院判決 

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雖認為防禦律師與保險人及被保險人間均有

律師與委託人之關係，不論對於保險人或被保險人均負有相同的義務，

                                                 
282 533 S.2d 194 (Ala.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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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義務一部份立基於委託契約，一部份立基於律師職業規範。然而關

於本案，法院則認為，防禦律師與被保險人間之委託關係縱使是獨立於

保險契約之外，但是若被保險人先前已於保險契約中放棄同意和解與否

的權利，法院認為防禦律師同時也得適用該契約條款，亦即防禦律師得

免除先取得被保險人同意後始得進行和解之義務。因此，當防禦律師在

受到保險人的指示下進行和解時，不會單純因為被保險人拒絕和解就必

須停止和解程序。況且，本案和解金額仍在責任保險賠償額度範圍內，

無須被保險人負擔自負額，因此判決被保險人敗訴。 

 

第二目  案例比較 

本案乍看之下與前開 Rogers 及 Lieberman 兩個案件情形相似，但法

院的判決結果竟然迥異。這或許可以是美國各州法院的見解不同所致，

但詳細探究，也可以從中發現個案的差異點。 

 

在 Lieberman 一案中，被保險人於責任保險契約中約定有和解同意

權，也向防禦律師表明不願和解的想法，因此不論是基於保險契約或委

託關係，防禦律師都不能在未取得被保險人同意的前提下，與第三人達

成和解。 

 

而在 Rogers 一案中，被保險人依保險契約，原則上也有和解同意

權，只是保險人是基於一個例外規定（被保險人已不再購買該保險公司

的責任保險），因而取得逕自和解的權利，但防禦律師卻一再地向被保

險人保證，未經被保險人同意前不會與第三人達成和解，但卻明知保險

人以與第三人進行和解時，仍然不告知被保險人此事，顯然違反了一位

律師對於委託人應盡的告知責任，因此法院認為防禦律師應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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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案（即 Hudgens 案）則是保險契約已明文約定保險人不需要

取得被保險人的同意即得逕行和解，防禦律師也沒有對被保險人表示會

取得其同意才進行和解之承諾，因此，即使被保險人心中百般不願意與

第三人進行和解，但保險人依保險契約之規定，卻有權直接指揮防禦律

師與第三人達成和解，被保險人更無法要求防禦律師一定要獲得自己的

同意才能和解，而且最後的和解金額不僅未超過保險金額，也無須被保

險人負擔自負額，對於被保險人財務並未增加額外的負擔，故本案法院

判決被保險人無權向防禦律師請求損害賠償，應無疑義。 

 

第五款  小結 

在採雙重代理理論的前提下，因為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均為防禦律師

之委託人，所以防禦律師基於受託人的義務，就必須讓保險人與被保險

人雙方都被充分、完全地告知有關和解利益衝突的事實。 

 

根據 Model Rules 的 Rule1.4283規定，律師對於委託人應提供合理範

圍的資訊，讓委託人在決定代理權的授與時，能夠作下深思熟慮的決

定。特別在關於和解的部分，Rule1.4 的註釋也特別說明︰律師在訴訟

程序中接獲對造民事和解的提議時，除非委託人事前已經清楚表示絕對

不接受和解提議，否則應立即告知委託人對造提出的和解訊息284。因

                                                 
283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2006), Rule1.4 (b) A lawyer shall explain a matter to the 

extent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permit the client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representation., supra note 177. 
284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2006), Rule1.4–comment[2] ……a lawyer who receives 

from opposing counsel an offer of settlement in a civil controversy or a proffered plea bargain in a 

criminal case must promptly inform the client of its substance unless the client has previously indicated 

that the proposal will be acceptable or unacceptable or has authorized the lawyer to accept or to reject 

the offer.,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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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論基於保險契約約定，被保險人是否有權利決定和解事宜，防禦

律師最周全處理方式，就是都必須要告知被保險人有關對造所提出的和

解資訊，使被保險人有機會可以採取其所認為必要之措施。 

 

其次，在告知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這兩位委託人關於和解的訊息後，

防禦律師應該衡量各方委託人的觀點，並提供一個誠實評估，假若各方

委託人關於和解的意見一致，當然利益衝突就無從而起；縱使各方委託

人的意見不一致，有希望和解、有不希望和解者，和解意見紛歧的利益

衝突也不必然會使得防禦律師絕對無法繼續行使代理權，在防禦律師向

各方委託人說明關於雙方對於和解意見不一致所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

情形，使委託人有足夠的資訊來衡量代理的利益與風險後，委託人仍然

有權自己決定是否終止委託關係，當然也可能基於信任律師專業或其他

因素仍同意由該律師繼續代理其處理相關事務285，但無論如何，終究不

至於導致將來遭受任何一方委託人請求損害賠償的命運。 

 

 

 

 

 

 

 

 

 

                                                 
285 John David Hoover J. Scott Fanzini, supra note 174, at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