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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責任保險防禦義務之法理與實務 
 

    我國保險法關於責任保險乙節之規定，僅有六個條文。其中，保險

法第九十條與第九十二條屬於責任保險定義性之條文，第九十四條與第

九十五條則為有關保險金給付方式的條文，而與責任保險防禦義務相關

的條文，僅第九十一條抗辯費用之負擔以及第九十三條有關保險人參與

權二規定，而這兩個條文就涉及了我國責任保險人關於保險防禦中最重

要的抗辯與和解程序，因此值得仔細探究。 

 

第一節  我國責任保險之訴訟抗辯制度 

第一項  我國保險法關於訴訟抗辯制度的相關規範 

一、保險法第九十一條 

（一）立法沿革 

現行保險法第九十一條規定：「（I）被保險人因受第三人之請求

而為抗辯，所支出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除契約另有訂定外，

由保險人負擔之。（II）被保險人得請求保險人墊給前項費用。」。其

原始條文應係立法院編譯處參考法國一九二五年之「保險契約法草案」

第五十一條286及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287，於民國十八年

                                                 
286 法國一九二五年保險契約法草案第五十一條譯文為「對被保險人請求負責任而全部產生之法

律費用，除契約另有約定外，由保險人負擔。」，詳參閱黃正宗，「我國保險法的比較研析—法、

德、日、美諸國法對我國保險契約法影響的探討」，頁 107，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公會九十年十二

月十二日研討會資料，民國 90 年 12 月。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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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本身經證明為無理由時，亦適用之。該保險亦包括依照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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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

應依要保人之請求，預付費用』。」，參閱江朝國譯，「德國保險契約法」，頁 126，保險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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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之「保險契約法草案」第六十六條，規定如下：「凡訟費及非訟費

為被保險人因答辯第三人之有理由或無理由之攻擊而耗用者除雙方別

有協定外均在賠償之列保險人因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墊付費用」。 

 

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國民政府公佈制定之「保險法」，將上開條文加

以整理，於第五十二條中規定「（I）除契約另有訂定外、被保險人因

受第三人之請求、而為抗辯、所支出之訴訟上或訴訟外必要費用、均由

保險人負擔。（II）保險人因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墊給費用。」。民國

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立法院院會通過國民政府公佈之「保險法」第六十

九條改訂為「（I）被保險人因受第三人之請求而為抗辯所支出之訴訟

上或訴訟外必要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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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現行法第九十三條係於民國五十二年九月二日修正公布，僅為標

點符號之修正288。 

 

（二）抗辯費用負擔之規範目的 

1.就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契約而言 

                                                                                                                                            
發展中心，民國 82 年。由此項觀察可知，我國現行保險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之「訴訟上或訴訟

外」一詞，應係參考德國保險契約法本項規定，但德國法係規定「要保人所生之費用」，與法國

法所規定「被保險人所生之費用」不同，且德國法並無法國法及我國現行保險法上規定之「除契

約另有約定外」等文字，因此研判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受法國法之影響較深，其基本當

事人之定位，係採法國保險契約法之定位，而事實上我國現行保險法「責任保險」一節中，自第

九十條至第九十五條全部條文，均採用法國保險契約法「被保險人之定位」。詳參閱黃正宗，同

前註，頁 107。 
288 詳參閱國民政府公報 263 號、2250 號及總統府公報第 1467 ，http://jirs.judicial.gov.tw/ 最終

瀏覽日：200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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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契約，責任保險當然亦不例外，因此責任保險

之抗辯行為，應將之解釋為義務；相對地，保險人亦應負擔此抗辯行為

所需之費用，以符合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契約之特性。 

 

2.就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而言 

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時，課予被保險人抗辯義務，使被

保險人盡力防禦第三人之請求，如此一來，被保險人之責任，可能因此

而不成立或減輕，此不僅對被保險人有利，對保險之危險共同團體亦同

受其利，則保險人將減少許多原本必要的賠償費用。因此屬間接為保險

人爭取利益之行為，故保險人應償還之。 

 

3.就道德情感而言 

從社會一般觀念來看，通常一般人在受到他人之請求時，總會盡力

維護自己的權益，若因投保責任險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予取予

求，不為任何防禦行為，此種被保險人之不作為，實值得非難。若課予

被保險人抗辯義務，並使承擔一定的法律效果，如因違反此義務而致其

損害擴大，則擴大之損害部分，保險人不予賠償，如此才能避免上述被

保險人之不作為289。 

 

二、保險法第三十三條 

（一）保險法第三十三條之立法沿革 

我國現行保險法第三十三條規定：「（I）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損害之必要行為所生之費用，負償還之責。其償

                                                 
289 汪信君、廖世昌著，「保險理論與實務」，頁 227-228，元照出版社，2006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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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數額與賠償金額，合計雖超過保險金額，仍應償還。（II）保險人對

於前項費用之償還，以保險金額對於保險標的之價值比例定之。」。其

原始條文應係立法院編譯處參考德國保險契約法第六十三條290，於民國

十八年擬定之「保險契約法草案」第四十九條，規定如下：「（I）除別

有協定外凡為避免或減輕損害或為間接處置而發生之費用保險人應償

還於被保險人（II）前項規定之義務須依據情形被保險人所耗費用應得

認為知情之舉動乃能成立但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損害而所有之設施

發生效力與否應置不論（III）償還數額加上賠款雖超過保險價值亦應清

償之（IV）前條末項規定關于本條所指償還義務適用之」291。 

 

立法院商法起草委員會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通過之

「保險契約法草案」第三十八條，將上開條文之「被保險人」變更為「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並整理其文字為「（I）除契約別有訂定外保險人

對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損害之必要行為所生之費用負償

還之責（II）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之費用償還準用之」。民國二十

                                                 
290 德國保險契約法第六十三條規定「（I）要保人依據第六十二條所支出之費用，縱使未發生效

果，若依據當時情況，要保人得認為該費用係必要者，保險人應償還之。依照保險人之指示所生

之費用與其他補償金額合計超過保險金額者，保險人亦應償還之。保險人於要保人請求時應預付

必要費用。（II）於不足額保險，僅依據第五十六條、第五十七條所定之比例償還費用。」；德

國保險契約法係依據同法第六十二條規定而來，該規定如下：「（I）保險事故發生時，要保人

有盡可能防止或減輕損害並遵照保險人指示之義務；若請況允許，要保人應請求保險人指示。若

有多數保險人且其指示互相對立時，要保人應依其合義務性之判斷行事。（II）要保人因故意或

因重大過失而違反前項義務者，保險人免除給付之義務。因重大過失所致之違反，倘要保人履行

義務亦不能減少損失之範圍者，保險人仍有給付之義務。」，參閱江朝國，同前揭註 287，頁 101。 
291 立法院編譯處關於保險契約法草案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亦因法國保險契約法觀念之影響，致

對其原始法源德國保險契約法第六十三條有如下的調整：(1)將原「要保人」之定位變更為「被

保險人」；(2)將合計超過「保險金額」仍應償還變更為「保險價值」（即保險標的的價值），

此或係因法國保險契約法損害保險之至高原則為「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損失之補償不得超過保險事

故發生時保險標的物之價值總額」之緣故；(3)增訂「除別有協定外」，以示其非強制規定。詳

參閱黃正宗，同前揭註 286，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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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十月立法院商法委員會通過之「保險契約法修正草案」第六十二

條，將上開條文中之「保險標的物之價值」變更為「保險標的之價值」，

其餘文字調整為「（I）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損

失之必要行為所生之費用負償還之責其償還數額與賠償金額合計雖超

過保險標的之價值仍應償還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II）前條第二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費用償還準用之」。 

 

現行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之文字敘述，係於民國五十二年九月二日

所修正公布，至民國八十六年修正保險法時，始將於第一項之「保險標

的之價值」變更為「保險金額」，並刪除第一項但書「但契約另有訂定

者不在此限」之規定，似較回復其原始法源之德國保險契約法第六十三

條規定292。 

 

（二）保險法第三十三條用與責任保險抗辯費用之關係 

1.相同之處 

責任保險被保險人之抗辯行為，與我國保險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其

他保險類型之避免或減輕損害之行為，均屬於間接為保險人爭取利益之

行為，立法之理由相同293。詳言之，一般財產保險，保險事故發生後，

被保險人有義務盡力救助保險標的，以防止損害之發生或減少損害之範

圍，如在火災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採取必要的救火措施，如拿

滅火器救火，這些費用完全是為了避免或減輕損害的發生；而於責任保

險，在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請求，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所為之抗辯行為，無

                                                 
292 詳參閱黃正宗，同前註，頁 116-117。 
293 鄭玉波，「保險法論」，頁 146，三民書局，民國 81 年 9 月增訂初版；林群弼，「保險法」，

頁 040405-2，高雄市立空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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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在證明責任不成立或減輕其應負的責任，也完全是為了避免或減輕

損害的發生。如此可知，就同是為了避免損害之發生這一點而言，保險

法第九十一條的抗辯費用，是同法第三十三條所規定的概念之一。 

 

2.相異之處 

(1)金額有無限制 

我國現行保險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後段特別規定，保險人對於為避

免或減輕損害之必要行為所生之費用，其數額與賠償金額合計縱超過保

險金額，保險人仍應償還之；但保險法第九十一條之抗辯費用，並無相

類似的規定。 

 

(2)可否以契約變更 

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間對於法律行為的內容及法律效果，原

則上得依雙方的合意訂之，然保險法基於保險契約之技術性及其具有附

合契約之特性，而具有監督之性質，故為保障保險大眾起見，保險法於

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本法之強制規定，不得以契約變更之。但有利

於被保險人者，不在此限294。」，至於強制規定，依一般私法之原則，

指法條內容有「應」、「不得」或「須」者，或者法條內容雖未明示為強

制規定，但依法理應屬強制規定者，如「不當得利之禁止」、「對價平衡」、

「填補損害」等是。  

 

我國保險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關於避免或減輕損害之必要費用，係       

間接為保險人爭取利益之行為，故法律規定由保險人負擔之，此屬保險

                                                 
294 江朝國，「保險法基礎理論」，頁 302，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1 年 9 月修訂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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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強制規定，原則上不得以契約方式變更之。如保險契約中約定該等

費用之支出，保險人不負擔償還之責者，顯然不利於被保險人，則該條

款當屬無效295；但保險法第九十一條所訂抗辯費用之負擔則屬任意規

定，法條即明訂得以契約另訂之。 

 

(3)給付時點 

責任保險的抗辯費用可經由被保險人求請而使保險人預先墊付；但

保險法第三十三條的損害防止費用必須先由被保險人支出後方可向保

險人求償。此係源於一般的損害防止具有緊急性、無法事先預知，故無

法預先請求保險人墊付。 

 

(4)不足額保險 

由於超額保險或不足額保險於消極保險中並無適用之餘地，因此，

責任保險不發生抗辯費用之給付以保險金額對於保險價額比例定之的

                                                 
295 產險公會北產保研字第 214 號行政函釋指出「關於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償還減免損害之費用是

否強制規定，保險契約訂定不賠者，是否有效各節案經移請本部保險審議會討論，獲得結論如次：

（一）保險法第卅三條規定保險人償還減免損害之費用係強制規定。（二）保險契約訂定不賠者，

是否有效，僅指保險人償還數額與賠款金額其合計數超過保險標的價值時，契約另有訂定者而

言。」。又保險法上之強制規定有「絕對強制規定」與「相對強制規定」，保險法上之絕對強制

規定，保險契約之當事人不得以契約方式變更之，如加以變更，無論變更後是否對被保險人較為

有利，其效力均係無效，如：承認對於保險標的無保險利益亦得投保，或者承認財產保險得為複

保險或超額保險，則保險法以保險利益制度來防範道德危險及避免賭博行為之立法目的，將完全

落空，並導致保險制度的破壞。至於保險法上之相對強制規定，係為保護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設，

原則上不得以契約方式變更之，惟如有利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者，則不在此限，而保險法第五十

四條第一項所指者即為「相對強制規定」，於解釋何條規定屬之時，即不須依一般私法上之原則

判斷之，而係以法條規定內容是否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較為有利為據；換言之，此類規定為最低

之契約內容標準，以符合保險法具有監督性質之本質，及防止保險人以附合契約之方式剝奪其權

益，但若其約定較法律規定有利於被保險人者，縱抵觸保險法之相對強制規定，該條款仍屬有效。

詳參閱江朝國，同前註，頁 302-304；林勳發、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合著，「商事法精論」，

頁 546-548，今日書局有限公司，民國 93 年 9 月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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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96。 

 

三、保險法第七十九條 

（一）保險法第七十九條之立法沿革 

我國現行保險法第七十九條規定：「（I）保險人或被保險人為證

明及估計損失所支出之必要費用，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保險人負擔

之。（II）保險金額不及保險標的物之價值時，保險人對於前項費用，

依第七十七條297規定比例負擔之。」。其原始條文應係立法院編譯處參

考德國保險契約法第六十六條298，於民國十八年擬定之「保險契約法草

案」第四十八條，規定如下：「（I）保險人除別有協定外應將檢定及估

計損害之須要費用償還被保險人（II）關於被保險人延聘鑑定人或顧問

之費用保險人不負償還之責但依保險單規定被保險人有輔助之必要者

不在此例（III）於保險額低于保險價值時保險人僅須償還第四十四條所

規定之費用」。 

 

立法院商法起草委員會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通過之

「保險契約法草案」第三十七條，將上開條文之「被保險人」變更為「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但刪除第二項關於鑑定人及顧問費用原則上不負擔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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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民國 83 年。 
297 現行保險法第 77 條規定：「保險金額不及保險標的物之價值者，除契約另有訂定外，保險人

之負擔，以保險金額對於保險標的物之價值比例定之。」 
298 德國保險契約法第六十六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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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於一部保險（不足額

保險），保險所負擔之費用，僅依據第五十六條、第五十七條中所規定之比例償還之。」，參閱

江朝國，同前揭註 287，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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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並整理其文字為「（I）除契約別有訂定外保險人應償還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證明及估計損害所支出之必要費用（II）保險金額低於保

險標的物價值者保險人依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負比例償還之責」。但立法

院商法委員會於民國二十五年十月通過之「保險契約法修正草案」第六

十一條，卻將上開條文中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修正為「保險人或被

保險人」，對於當事人之定位甚為奇怪，原因亦不明，而其餘文字已接

近現行法之規定。至於現行法第七十九條文字，則於民國五十二年修正

時確定299。 

 

（二）保險法第七十九條損失估計費用與責任保險抗辯費用之關係 

我國保險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於保險法的財產保險章的火災保險乙

節中，依同法第八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第七十三條至第八十一條之

規定，於海上保險、陸空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準

用之」，被保險人為證明及估計損失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亦屬於責任保

險被保險人抗辯行為之必要費用300，故保險法第七十九條於責任保險被

保險人之抗辯行為亦有適用。 

 

第二項  保險法第九十一條之條文分析 

我國現行保險法第九十一條規定「（I）被保險人因受第三人之請

求而為抗辯，所支出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除契約另有訂定

外，由保險人負擔之。（II）被保險人得請求保險人墊給前項費用。」，

本文試分析如下： 

 

                                                 
299 詳參閱黃正宗，同前揭註 286，頁 113-114。 
300 林群弼，同前揭註 293，頁 040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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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負擔義務人 

被保險人為抗辯第三人之請求而所支出之必要費用，目的在謀求保

險金額給付之減免；而保險人乃為保險給付之最終義務人，故給付金額

之減免，當屬間接為保險人爭取利益之行為。從而，保險法規定，該等

費用之負擔義務人，原則上為「保險人」。 

 

第二款  因受第三人請求 

責任保險的事故發生具有時程發展性，學說上區分為四個階段，包

括損害事故說、請求說、責任負擔說以及履行賠償說，依大多數學者之

見解，單純損害事故的發生尚不足以構成責任保險的事故，因為損害事

故的發生不等於請求，被害人不一定會向被保險人請求賠償。 

 

換言之，基於私法自治原則，第三人因被保險人之侵權行為、債務

不履行或其他法律上原因而對被保險人有請求權者，第三人是否行使該

請求權，屬於第三人之權利而非第三人之義務，故第三人得選擇行使請

求權、亦得不行使之。因此責任保險之保險事故於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行

使請求權時才發生；若第三人拋棄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者，則責任保險

事故不發生301。 

 

承上所述，責任保險事故因被保險人受第三人之請求而發生，則責

任保險的抗辯行為，亦因第三人之請求而生，故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一條

關於抗辯必要費用之發生，作如是之規定。 

 

                                                 
301 劉宗榮，「保險法」，頁 325，三民書局，1997 年 3 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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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抗辯行為 

所謂被保險人因受第三人之請求而為之「抗辯」，係指被保險人對

於因損害事故而受第三人之請求，所為之對抗行為而言302。如第三人向

法院起訴請求被保險人給付損害賠償者，被保險人基於法院之傳喚通知

所為之出庭及答辯等行為，即屬於對第三人請求之對抗行為。 

 

第四款  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 

第一目  必要費用之內涵 

保險法第九十一條所謂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一般稱為法律

費用，有學者以為其內涵如下： 

一、抗辯費用 

被保險人在訴訟上或訴訟外對第三人所為請求之抗辯費用，依據具

體情況必要為限，均納入抗辯費用，即令第三人之請求經證明不能成

立，亦同。又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所為之抗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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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指示而支出之訴訟費用、被保險人在刑事訴訟所

支出之辯護費用加上保險給付之總額，即令超過保險金額，保險人仍應

對被保險人負責。又由於保險人保險給付遲延，致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

支付利息時，縱令各種費用、保險給付連同遲延利息之總額超過保險金

額，保險人仍須負責。 

 

                                                 
302 林群弼，同前揭註 293，頁 040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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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保險人若已向被保險人承諾，就第三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

願意依照第三人之請求為給付者，則被保險人實無須再為任何的抗辯行

為以及支出任何費用，此時，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所主張的各項費用，

得主張免責。 

 

二、被保險人之擔保 

參照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三項之規定，准許被保險人為

避免法院強制執行而同意提供現金擔保或其他擔保者，保險人應被保險

人之請求，應提供該現金或其他擔保，但保險人所提供之擔保，以不逾

保險金額為限。若有前述保險人依法就訴訟費用、辯護費用、保險給付

及遲延利息之總額超過保險金額仍應負責之情事者，保險人就超過部分

亦有提供現金或擔保之義務303。 

 

第二目  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 

一般認為所謂訴訟上之必要費用，如訴訟費及證人到庭費等；所謂

訴訟外之必要費用，如保險法第七十九條所規定之「為證明或估計損失

所支出之必要費用」304，有學者認為律師費亦屬之305。 

 

第五款  以契約另訂負擔方式 

關於抗辯費用之性質，屬於避免或減輕損害之費用，係間接為保險

人爭取利益之行為，故法律規定由保險人負擔之，當屬合情合理；惟我

                                                 
303 劉宗榮，同前揭註 301，頁 333-334。 
304 鄭玉波，同前揭註 293，頁 146；梁宇賢，「保險法新論」，頁 297，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94 年 3 月五修初版。 
305 陳國義，「保險法—案例式」，頁 312，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年 9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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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保險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關於抗辯費用之負擔，特別規定得以契約另

行訂定，使本條項之內容成為法律之任意規定者，當事人若以契約變

更，無論內容是否不利於被保險人，均屬契約自由之範疇，行政機關或

法院均無從干涉。 

 

第六款  墊付規定 

前述之必要費用，原則上既應由保險人負擔，故保險法第九十一條

第二項又規定「被保險人得請求保險人墊給前項費用。」是被保險人之

費用墊給請求權，在保險人方面，有墊給之義務。惟此項費用之墊給，

當然以保險人應負擔其費用者為限；若保險契約約定保險人不負前揭必

要費用之給付義務者，則被保險人亦不得請求墊給，自不待言306。 

 

第三項  現行規範之缺失 

一、保險人並無代行抗辯之義務 

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一條僅使保險人負擔抗辯費用的償還義務，並未

使保險人負擔「為被保險人抗辯」之義務，對被保險人之保護權利機能

仍有不足。有學者建議關於責任保險之抗辯給付，應以「被保險人依法

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被控訴時，保險人有為被保險人之利益進行

抗辯之義務。保險人因未進行抗辯或經被保險人請求而拒絕抗辯，因而

致被保險人於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為修訂之方向307。 

 

二、關於必要費用的項目不明 

                                                 
306 鄭玉波，同前揭註 293，頁 146。 
307 施文森，「保險法修訂建議—為中國保險業及投保大眾之長遠利益而獻策」，頁 59，三民書

局，民國 8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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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雖規定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由保

險人負擔之，然關於何謂「必要費用」，仍不明確，雖有學者認為律師

費用、相關刑事訴訟費用及擔保費用均屬之，但大多是將美國法或德國

法之觀點，延伸至我國法制上適用，但依我國法條文義觀之，無法作出

如此精確之解讀，因此適用上仍會有爭議。 

 

解決此問題的最好的方式，應是修法將上開較有爭議的費用明訂是

否涵蓋之，但此實緩不濟急，而目前實務所採取的方式是在責任保險約

款中，明確地規範。 

 

關於律師費用是否屬於抗辯必要費用，依我國法院之見解，因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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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認為非屬必要308，而現行責任保險之保單中，有將

因處理損害賠償事故所生之律師費用，明確約定由保險人負擔者309，即

可杜絕爭議。至於刑事訴訟費用，於一般的責任保險，如個人責任保險、

產品責任保險等類別，大多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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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於專業責任保險，如董監事暨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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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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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如財政部台財保字第 0910750382 號函核准之富邦個人責任保險保單條款即約定「被保險人

因處理該損害賠償事故所生之律師費用（不含訴訟他造之律師費用）、訴訟費用、和解費用或其

他相關之法律費用，本公司亦賠償之」。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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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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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辯費用之金額應受限制 

保險法第九十一條之抗辯費用與同法第三十三條之避免或減輕損

害之必要費用，其性質上均屬避免或減輕損害之費用，但後者明確於法

條中規定「其償還數額與賠償金額，合計雖超過保險金額，仍應償還」，

前者卻未有如是之規定，但亦未規定應以「保險金額為限」，被保險人

得否以保險法第三十三條為總則章之規定，於責任保險亦有適用，故主

張抗辯費用與賠償金額合計雖超過保險金額，保險人仍應償還之，則有

疑慮。 

 

有學者以為，抗辯費用之目的雖亦為避免或減輕損害費用，但與一

般財產保險中的救助費用，實際上仍有區別，故其金額應受限制： 

（一）訴訟費用範圍龐大 

從實務上觀之，訴訟費用之範圍相當龐大，非僅止於裁判費，可能

還包括律師費用及相關訴訟產生的其他費用，可見由訴訟所衍生的高額

費用可能性，是大過於保險法第三十三條的情形，實在不宜使保險人負

無限費用支付的過度負擔，故以保險金額為限較妥。 

 

（二）保險人費率計算困難 

因為責任保險在契約訂定時，並無一個確定的標的價值，被保險人

將來可能負的責任有多大，訂約時無法確定，保險人於保險學的計算過

程中，針對將來的無形責任，並不清楚其範圍到底有多大，只能以數字

大致推定其將來最終是以多少為限，如此保險人才能計算出其費率，其

償還數額若不以保險金額為限，保險人之費率計算將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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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欠缺緊急性 

一般損害保險中，損害防止較重視事故發生當時之「事實作為即時

性」，強調鼓勵作用，因此，償還費用之金額，不應受到保險金額限制，

以免產生被保險人於實施救助行為時感到躊躇，而未盡全力之影響。反

觀責任保險被保險人對被害人賠償請求為抗辯之行為，雖於某些事項上

亦有即時性，但其屬「法律行為技術性」之層面，不僅在程序上必須面

臨長時間的確定過程，且被保險人所為之抗辯行為，也不一定是最有效

的防禦方法，因此，其性質上應是有所不同。惟上述之抗辯行為若是依

保險人之指示所為之者，則保險人自應負擔該抗辯費用之全額311。 

 

四、可否以特約排除保險人之費用負擔義務？ 

保險法第三十三條屬於保險法上之強制規定，依同法第五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原則上不得以契約變更之；但保險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關於

抗辯費用之負擔，卻屬任意規定，法條明文「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保

險人負擔」，亦即保險人得以契約排除保險人之負擔義務。 

 

然查，責任保險的抗辯費用即便性質上不若保險法第三十三條的救

助費用一樣具緊急性，但其屬於避免或減輕損害之手段，最終是間接為

保險人謀求利益無疑，若被保險人為保險人謀求利益所支出的費用，卻

得以約款排除保險人的負擔義務，實有失公平。因此，本文認為，被保

險人關於抗辯費用之支出，仍應由保險人負償還義務，保險契約所得約

定者，僅有必要費用之詳細項目以及抗辯費用之額度限制。 

 

 
                                                 
311 汪信君等，同前揭註 289，頁 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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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責任保險的和解參與制度 

第一項  我國保險法關於責任保險人之參與權立法 

第一款  保險法第九十三條之立法沿革 

我國現行保險法第九十三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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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保險人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

者，不在此限。」。其原始條文係立法院編譯處參考法國一九二五年之

「保險契約法草案」第五十二條312及德國保險契約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

二項313，於民國十八年擬定之「保險契約法草案」第六十八條，規定如

下：「（I）保險人得訂明凡責任協助與承認及其他不知情之協定不得有

對抗之能力但於被保險人毫無偏頗形跡不能拒絕賠償第三受害者或承

認其合理之要求時保險人不得援用此條（II）保險人得訂明凡被保險人

接受之文件關係於損害行為而引起被保險人之責任者即應遞交於保險

人」。 

 

立法院商法起草委員會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通過「保

險契約法草案」，將上開條文加以整理，於第五十三條中規定「保險人

得約定被保險人所為之責任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其參預者保險人不受

拘束但被保險人因不能顯違正義而有承認或賠償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惟後段但書於民國二十五年十月立法院商法委員會通過之「保險契約法

                                                 
312 法國一九二五年保險契約法草案第五十二條譯文為「保險人得約定就責任所為之承認或協

議，其未參與者，不得對其對抗，對事實實質內容之承認不得視同責任之承認」，參閱黃正宗，

同前揭註 286，頁 108。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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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義務者，其約定無效。」，參閱江朝國，同前揭註 287，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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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即予刪除314。因此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立法院院會通過

國民政府公佈之「保險法」第七十一條（民國五十二年九月二日修正為

第九十三條）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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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者不受拘束」。 

 

而現行法第九十三條係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將

條文中之「參預」改為「參與」，並增加現行法但書之規定。315 

 

第二款  參與權之規範目的 

保險法關於保險人參與權之立法目的，乃在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

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應否為之及其數額之多寡，與保險

人之利益關係重大，因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或控訴之對象雖為被保險

人，惟被保險人就其責任所為對被害人之賠償，得依保險契約之規定，

在約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將其損失轉嫁予保險人，而請求保險人就其

損失依約負賠償之責，故藉此規定避免被保險人與第三人有不當之處

理，更可防止被保險人與第三人狼狽為奸，故意高額賠償或疏忽了事，

以致危害保險人之利益316。 

 

第二項  保險法第九十三條之條文分析 

我國現行保險法第九十三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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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314 詳參閱黃正宗，同前揭註 286，頁 108-109。 
315 國民政府公報 2250 號、總統府公報第 1467 號、總統 (86) 華總 (一) 義字第 8600122660 

號令，http://jirs.judicial.gov.tw/ 最終瀏覽日：2006/12/20。 
316 詳參閱林群弼，同前揭註 293，頁 040405-6；林汝潔，汽車責任保險人參預和解之重要性，

責任保險論文集第二輯，頁 1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責任保險研究基金會，民國七十三年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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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保險人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

者，不在此限。」，本文試分析如下： 

 

第一款  參與權非法定權利 

保險法第九十三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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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可知，保險人之參與權，並非法定之權利；如契約未有約定者，保險

人雖未參與，對於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賠償或所決定之賠償數

額，在保險金額範圍內，自然負有給付保險金之義務317。 

 

第二款  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 

第一目  承認 

一、承認 

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係指被保險人承認

其對於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責任，而被保險人既有賠償責任，自應對第三

人為賠償之給付。 

 

又被保險人基於責任保險之存在，對第三人依法負有損害賠償責任

者，保險人依保險契約之約定，應對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如允許被保

險人得任意地為責任之承認，對於保險人及整個危險團體而言，風險不

可估計，故保險人通常會約定對於被保險人任意責任承認之結果，無全

盤接受之義務。 

                                                 
317 黃川口，「保險法學」，頁 385，著者自刊，民國 66 年 5 月增訂版；鄭玉波，同前揭註 293，

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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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訴訟上之自認或認諾 

於民事訴訟程序上，與「承認」相關的規範，尚包括「自認」與「認

諾」。 

 

所謂自認，一般為訴訟上自認或裁判上自認之略稱，屬於訴訟行為

的一種，係指當事人之一造於準備書狀內、言詞辯論時或法官面前，就

對自己不利之他造所主張之「事實」，表明予以承認或不予爭執之意思

陳述；而當事人就該自認之事實，無庸舉證證明，法院應受其自認之拘

束，不得以違反該自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318。例如：原告於民事訴訟中

主張被告駕車撞傷伊之事實並請求損害賠償，而被告表明承認有駕車撞

傷原告之事實，即屬自認，法院無須再調查被告是否確有駕車撞傷原告

之證據。 

 

所謂認諾，係指「訴訟標的之認諾」，乃被告對於原告「依訴之聲

明所為關於某法律關係之主張」，並不反對，而向法院為承認其主張之

陳述319，法院應本於其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320。如上例中，原告

於民事訴訟中主張被告駕車撞傷伊，而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損害

賠償若干元，而被告對於原告所主張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若干元，

表示承認者，法院即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判決被告敗訴，並應賠償原

告聲明之數額。 

     

    無論是上述之自認或認諾，雖於法院程序中為之，但依我國民事訴

                                                 
318 許士宦整理，邱聯恭講述，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三）2004 年筆記版，頁 157-158；民事訴

訟法第 279 條第 1 項規定參照。 
319 王甲乙、楊建華、鄭健才，「民事訴訟法新論」，頁 514，三民書局，民國 92 年 8 月出版。 
320 民事訴訟法第 384 條規定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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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採行處分權主義與辯論主義，不僅尊重當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

八十四條為捨棄或認諾，以終結訴訟程序321；對於當事人間所不爭執（訴

訟上自認）之事實，法院並須採為判決基礎322，對訴訟之結果均有影響。

若肯認被保險人得任意的為訴訟上之自認或認諾，而保險人亦須依據以

自認或認諾為基礎所為之判決為保險給付者，實難防杜被保險人與被害

人（即原告）間之串謀勾結行為，將產生嚴重之道得危險，有害保險制

度之運行。故訴訟上之自認與認諾，亦在保險法第九十三條之規範目的

內。 

 

第二目  和解 

一、和解 

（一）和解之類型 

我國法律上常見之「和解」制度有二323，包括民法上的和解契約與

訴訟法上的和解程序： 

1.民法上之和解 

我國民法第七百三十六條規定「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相互讓

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故民法上所稱之和解，係

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為目的，當事人間約定相互讓步，為權利、利益

之拋棄，或義務、負擔之承受，使法律關係發生、變更或消滅之契約。

且既曰讓步，則既有權利之拋棄或義務之承認，難免會對當事人發生不

                                                 
321 許士宦，同前揭註 318，頁 12。 
322 同前註，頁 41。 
323 另有破產法上的和解程序，於債務人不能清償債務時，以預防破產為目的，得向法院或商會

聲請許可，與債權人團體訂立破產契約之制度，但一般人不常接觸，且與保險法上之保險人參與

和解無關，故略而不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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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之結果，惟已經和解，相互讓步之不利益，即應受拘束。又相對於

後述之訴訟上之和解，此民法上之和解亦有稱為「訴訟外之和解」者324。 

 

2.訴訟上之和解 

於訴訟繫屬中，在受訴法院、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前，約定相互讓

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之發生，同時又以終結訴訟全部或一部為目

的，稱為「訴訟上和解325」。 

 

（二）保險法第九十三條所稱之和解是否包括「訴訟上之和解」？ 

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三條所稱未經保險人參與之「和解」，是否包括

「訴訟上之和解」？有學者持肯定見解，認為被保險人與第三人所為「訴

訟上」或「訴訟外」之和解，均屬之326。按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

條第一項雖規定「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然所謂

「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係指對法院及和解當事人間有羈束力，應

受和解內容之拘束，並得據此和解內容聲請強制執行等效果327，惟無法

改變訴訟上之和解仍有相互讓步之本質，且訴訟上之和解雖多由主持和

解之法官酌擬辦法，勸諭兩造依從，含有若干國家公權力之強制於其

中，但其成立，仍須兩造當事人完全合意，故仍為自治的解決民事紛爭

的方法，此與民法上之和解無異328。從而，在約定保險人有和解參與權

的情況下，縱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係於訴訟程序中達成訴訟上之和解，仍

                                                 
324 詳參閱邱聰智著，「新訂債法各論（下）」，頁 459-466，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 年 7 月

初版第 1 刷。 
325 詳參閱王甲乙等，同前揭註 319，頁 485；並參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八十

條之一關於和解乙節之規定。 
326 黃川口，同前揭註 317，頁 382。 
327 詳參閱王甲乙等，同前揭註 319，頁 496-498。 
328 詳參閱王甲乙等，同前註，頁 485；邱聰智，同前揭註 324，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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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解釋成應得保險人之參與，始符合保險法第九十三條之規範目的。 

 

二、保險法第九十三條所稱之和解是否包括「調解」？ 

與和解相類似之制度，實務上常見者另有「調解」程序。謂調解者，

因第三人斡旋、勸諭，介入當事人爭執之折衝謀合，進而提出合理解決

方案之半自治式糾紛止息制度。相對於訴訟審判，調解並非為強制性糾

紛息止制度，此固與和解相似，惟調解設有調解委員會，以主導程序進

行及息止紛爭辦法，非如和解之純為自治式爭執息止，是二者所不同

處，故學者有以半自治式稱呼調解，以示區別329。 

 

相對於和解而言，民法並未對於調解設有一般規定，相關規範散見

於個別法律，型態上亦有「訴訟上調解」與「訴訟外調解」之區分330。

但無論是哪一種型態的調解，本質上均屬於當事人間相互讓步而成立之

合意，因此，如約定須經保險人參與而未經參與者，保險人自不受調解

內容之拘束331。 
 

                                                 
329 詳參閱邱聰智著，同前註，頁 468。 
330 所謂「訴訟上調解」，係指民事訴訟法第四百零三條至第四百二十六條關於調解程序乙章之

規定；而「訴訟外和解」，常見者如鄉鎮市調解條例的規範、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

六條關於消費爭議的調解，以及勞資爭議處理法第九條至第二十三條關於勞資爭議的調解等。 
331 最高法院八十七年度台上字第二三三一號民事判決要旨謂：「保險法第九十三條前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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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規定，旨在防止被保險人任意對第三人之賠償責任為承認、和解或賠償，致增加保險人之負擔。

保險契約如有此項約定，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未經保險人參與，而與第三人成立和解，

保險人即可不受該和解之拘束，僅就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於保險金額範圍內

負賠償之責。被保險人與第三人於法院和解、調解，或經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成立，本質上仍

為當事人互相讓步而成立之合意，如未經保險人參與，保險人自不受拘束。原審徒以被上訴人與

第三人許某係由基隆市七堵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成立，經法院核定，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

力，即認上訴人雖未參與該調解，仍應受拘束，所持法律上見解，殊難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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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賠償 

連承認與和解都不允許被保險人在未經保險人的參與下恣意為之

了，更何況是直接對第三人的賠償行為，保險人更不可能坐視不管，任

由被保險人自行決定對第三人之賠償，以免將來損害保險人之權益。 

 

第三款  參與 

保險法第九十三條「保險人得約定……未經其『參與』者，不受拘

束……」之規定，所謂之「參與」，必須在文義上為嚴格之解釋，並非

僅「出現」即為已足，對於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間之談判協商，應得到保

險人對於解決方案之「同意」，保險人始受拘束。 

 

舉例而言，在保險人已參與程序，但其意見與被保險人不一致時，

對於保險金額範圍內之責任確定數額，將轉嫁由保險人負擔，故應以保

險人之意見為準。若被保險人堅持接受未得保險人同意之承認、和解或

賠償，還認為保險人只要出現就必須受拘束，實不合理332。因此，此所

謂之「參與」應指「同意」更為適當。 

 

第四款  效果—不受拘束 

第一目  學說探討 

保險法第九十三條規定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保

險人參與者，「不受拘束」，所謂「不受拘束」之效果為何？學說上有兩

種說法：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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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249，民國 8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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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責主義 

所謂的免責主義，即指只要被保險人一有違反保險約款的情形，保

險人即可逕行主張責任之免除。本說認為對於被保險人與被害人的責任

判決會拘束到保險人本無爭執，但就此既成的和解事實，保險人欲證明

被害人的損害是否由被保險人所致，或損害額度究竟多少時，已十分困

難，為避免保險人地位之不當惡化，此說遂認為，若不能完全免除保險

人之責任，則無達成此功能。 

 

二、不可對抗主義 

所謂的不可對抗主義，即指對於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意之承認或

和解，不能以其效力拘束保險人，此非謂被保險人與被害人所為之責任

確定過程無效，其對於被保險人與被害人間仍有效力，然保險人對於被

保險人的保險給付義務內容，可透過另一方式來確定333。即保險人得依

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內容為保險給付；亦得主張不依該

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內容為保險給付，只依保險契約應負擔之內容為保

險給付。至於「依保險契約應負擔之內容」究竟若干，當事人有爭執者，

解釋上應由法院以裁判決定之334。 

 

第二目  理論選擇—不可對抗主義 

一、學者見解 

上述二說，基於下列幾點考量，我國學者認為，仍應採不可對抗主

義較為合適： 

                                                 
333 江朝國編纂，「保險法規彙編」，頁 1-136，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7 月二版第 1 刷。 
334 劉宗榮，同前揭註 301，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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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其法源德國保險契約法觀之 

保險法關於保險人參與權之規定，透果解釋分析，其實質內容與德

國保險契約法關於之規定十分接近，但德國保險契約法之規定較為精

確。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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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義務

者，其約定無效。」，換言之，在保險契約有保險人參與權之約定情形

下，若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之同意而對第三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

償，只要依據具體情況，認為該賠償是被保險人所無法拒絕，或其承認

並無明顯的不公平時，保險人均不能免除責任335。 

 

（二）和解非全然不利於保險人 

被保險人所自為的和解，並不一定全然不利於保險人，被保險人與

被害人間所為之和解，乃為雙方互相讓步，其結果可能遠低於保險人所

願承擔的賠償責任，並可節省訴訟過程中的勞費，基於此點理由，若逕

使保險人完全脫離賠償責任，亦有所不公。 

 

（三）防止保險詐欺可透過其他方式解決 

免責主義的一個看法是為了避免保險詐欺，使保險人的地位不當惡

化，但保險實務上，對於被保險人與被害人間串通詐欺的可能性，已有

一般保險條款對之有所懲罰，免責主義所提之慮慮，已有方法可以解

決。是故，就賠償責任是否適正的保障，只須令保險人另有機會確認即

可，其中若有確定的差距，此種危險應由被保險人自行負責，故認為應

                                                 
335 同前註，頁 33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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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可對抗主義為可採336。 

 

二、實務見解 

我國實務上相關的法院判決，亦採取不可對抗主義作為判決基礎，

認為保險法第九十三條所謂的「不受拘束」，係指保險人未參與和解者，

對保險人不生效力而言337，並非謂保險人因此即可免除所應負理賠之責

338；保險人是否依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負賠償責任，仍有

任意決定之自由，至於保險人應負何等之理賠責任，如雙方未能達成合

意，法院即應由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是否合理，以為決定339。 

 

第五款  保險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參與 

依保險法第九十三條本文之規定，若事先有約定未經其參與者，不

                                                 
336 江朝國，同前揭註 333，頁 1-136-1-137。 
337 最高法院八十九年度台上字第一四一九號民事判決謂：「保險法第九十三條前段規定保險人

得約定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其參與者，不受拘束，固非謂

保險人因此即可免除其對第三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但該條所謂不受拘束者，係指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對保險人不生效力而言。」 
338 最高法院八十五年度台上字第二七三八號民事判決要旨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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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其參預者，不受拘束，固為保險法第九十三條所明

定，惟該規定祇是謂保險人未參與和解者，不受其拘束而已，並非謂保險人因此即可免除所應負

理賠之責。」 
339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六年度保險上更（一）字第一號民事判決要旨清楚指出：「按保險法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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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賠償責

任。又同法第九十三條規定，保險人得約定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其

參預者，不受拘束。準此，在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負有損害賠償責任，而受賠償

之請求，責任保險之保險人即有賠償之責任，縱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得約定『被保險人就其與第三

人之損害賠償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其參預，不受拘束』，但此乃指保險人是否依被保險

人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負賠償責任，有任意決定之自由，並非指保險人可因而免除其所應負

之理賠責任，至保險人應負何等之理賠責任，如雙方未能達成合意，法院即應由被保險人所為之

承認和解或賠償是否合理，以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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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拘束的情形，則保險人之參與和解與否，有絕對之選擇權，惟若導致

保險人藉故拒絕參與，以致損及被保險人之權利者，亦有失公平。故保

險法於民國八十六年修正時，便增訂此項但書之規定，保險人若無正當

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參與者，被保險人不待保險人之參與，仍得自行與

第三人為和解或賠償340。  

 

第三項  現行規範之缺失 

所謂之「和解參與權」，其目的在防止被保險人因有保險而任意允

諾高額之和解金額，有保險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為依據；而保險人為降低

給付金額，如無正當理由而拒絕同意被保險人與受害人間原可能達成之

和解，依民國八十六年保險法第九十三條所增訂此項但書規範，被保險

人雖得不待保險人之參與，自行與第三人為和解或賠償，惟保險人仍於

約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超過部分，仍應由被保險人自行負

擔。 

 

反之，若保險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同意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達成和解，

而被保險人又聽從保險人之指示未與第三人達成和解，如嗣後法院判決

之金額高於原先可達成之和解金額，而該判決又超過保險金額時，保險

人又常保險金額為其依保險契約所負之最高責任限額，對於超過保險金

額之部分，不負理賠責任，對於被保險人不甚公平。 

                                                 
340 台灣高等法院九十四年度保險上字第二三號民事判決指出：「被上訴人於 92 年 6 月 22 日與

受害人家屬於進行和解前，曾口頭通知上訴人公司之保險業務員張良照參與該和解事宜之事實，

為上訴人所不爭執，依保險法第九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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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其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保險人參與而無正當

理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不在此限。』之規定，上訴人自須受此和解內容之拘束。」；而本判決

經最高法院九十五年度台上字第二一００號民事判決駁回保險人之上訴並維持原判後，已告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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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情形，在美國各州法院或依契約不履行或侵權行為負損害賠償

責任為法律基礎，令保險人負給付全部判決金額之責任；因而形成理賠

之拖延，亦可能造成被保險人遲延損害之賠償負擔。對於此一問題，現

行保險法甚至保單均未加以規定。而我國民法雖有侵權行為及債務不履

行之規定，但由於我國法院法官一向保守，因此鮮見被保險人得有效請

求損害賠償之判決，為有效解決，實應於相關法令中明文規定惡意拒絕

和解之損害賠償及拖延理賠之違約金341。 

 

 

第三節  我國責任保險實務關於防禦義務之規範重點 

    我國保險法關於責任保險人所提供之保險防禦形式，由保險法第九

十一條及第九十三條觀之，屬於較消極的給付方式，保險人無主動積極

為被保險人提供訴訟抗辯或和解協商之義務；整個防禦程序依上開規

定，仍由須被保險人主動積極地的第三人對抗，保險人僅於背後負擔費

用給付的義務，以及為了保障保險人自己的權益，約定要求被保險人所

達成的和解須經其同意的情況，原則上法律並未規定保險人提供須主

動、積極的防禦策略。但我國實務解所使用的保單條款，則有補充保險

法規範中不足之處，本文僅提出以下幾項相關的重點說明： 

 

第一項  協助防禦 

一、約定協助防禦，但為保險人之「權利」非「義務」 

一般的責任保險單條款中，保險人提供保險防禦的形式除了依我國

保險法第九十一條之規定，負擔訴訟上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外，保險人

                                                 
341 林勳發，「保險法論著譯作選集」，頁 178-179，著者自刊，民國 8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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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會約定「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就民事部份協助被保險人進行

抗辯或和解342…」等語，亦有更明確約定為「本公司有權利但無義務對

任何賠償請求協助調查或進行抗辯或和解343…」等語，清楚表明保險人

有「權利」決定對於被保險人所面臨之第三人請求，是否提供和解或訴

訟抗辯之協助。而所謂「協助」之內容為何？並未清楚約定。可能包括

提供一些法律意見或者協助與被害第三人聯繫溝通；但不一定會直接成

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為被保險人處理事務。 

 

二、約定以被保險人名義辦理之條款 

    除了協助被保險人防禦外，亦有責任保險條款中約定「本公司有權

利但無義務以被保險人之名義接續辦理任何賠償請求或進行任何抗

辯、和解或損失分攤344。」，約定保險人以被保險人之名義進行抗辯或

和解協商之約款，使保險人成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但條款中同樣明確

宣示此屬保險人之「權利」而非義務，相近於英國責任保險契約的規範

方式。 

 

第二項  和解或訴訟抗辯之決定權 

一、約定由專業人士決定和解或訴訟抗辯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究竟欲與之達成和解或為訴訟抗辯的決定權，

原則上保險人會基於保險法第九十三條之規定，於保險契約中約定有和

                                                 
342 如財政部台財保字第 0910750382 號函核准之富邦個人責任險保條款、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金管保二字第 09402521540 號函核准之富邦產物醫師醫療責任保險條款參照。 
343 如中產(92)展字第 0343 號函報部核備之董監事暨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條款參照。 
34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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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參與權，被保險人與第三人的和解，通常須經過保險人之同意，也就

是保險人一方有決定是否和解的權限。但實務上有保單條款會約定被保

險人與保險人可共同選定相關顧問（如律師）處理第三人的請求事宜；

由該顧問依其專業，對整個賠案作通盤之考量，以決定究為和解或進行

訴訟較為適宜345。 

 

二、約定被保險人不同意和解時，保險人對於增加之責任及費用不負

賠償責任 

於某些特殊行業的專業責任保險契約中，較為尊重被保險人對於和

解之決定權，因為和解可能會導致被保險人名譽上的損害，如律師、會

計師或醫師等。而保險人同時也會約定，若被保險人不同意和解時，保

險人對於後續訴訟所增加的賠償金額以及訴訟費用不負賠償責任，這是

賦予被保險人和解同意權下，相對的給予保險人的保護，避免被保險人

不當拒絕和解346。 

 

然而，在保險人具有和解決定權，但拒絕同意與第三人達成和解的

情形下，若嗣後判決金額高於保險金額者，並未賦予被保險人相對的保

                                                 
345 責任保險條款約定「本公司將與被保險人共同選定相關顧問處理賠償請求事宜。非經相關顧

問同意，本公司或被保險人不得要求以抗辯訴訟方式處理賠償請求。相關顧問則應考慮賠償請求

之經濟性、原告可能獲得之損失賠償金及費用補償、賠償請求將會產生之抗辯費用及被保險人贏

得賠償請求抗辯之可能性而決定之。徵詢相關顧問意見因而發生之費用，概由本公司以抗辯費用

支付。相關顧問一旦建議賠償請求應以和解方式處置時，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在相關顧問建議之範

圍內不得反對其建議之和解方式處置。」，同前註。 
346 責任保險條款約定「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委託，為其進行抗辯、和解或賠償。倘被保險人對

於本公司與第三人同意之和解金額有異議，而繼續進行抗辯或訴訟時，本公司對於因此所增加之

賠償責任與抗辯費用不負賠償之責。 」，如中產（95）備字第 0082 號函備查之會計師責任保險

條款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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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並無約款中可見到保險人對此超出保險金額之判決結果仍負賠償責

任之約定。 

 

第三項  必要費用負擔之約定 

一、負擔項目約定明確化 

依保險法第九十一條雖規定，為抗辯第三人之請求所支出之訴訟上

或訴訟外之必要費用，由保險人負擔之，但對於何謂「訴訟上或訴訟外

之必要費用」並未明確規定，因此保險雙方容易產生爭議。而現行責任

保險條款中，對於某些有爭議的抗辯費用，如律師費用、刑事訴訟抗辯

費用等，亦常見明文約定於保險契約中，以減少爭議。 

 

二、約定抗辯費用超過保險金額者，比例分攤 

我國保險第九十一條並未明文規定抗辯費用的額度，是否如同法第

三十三條規定之減免損失費用一樣，與賠償金額合計超出保險金額仍應

償還？如本章第一節中所討論過，基於訴訟費用的金額可能過於龐大、

費率計算的困難以及欠缺緊急性等因素，認為抗辯費用應有額度限制。

而一般的責任保險均可見類似之規定347。 

 

第四項  小結 

我國保險法並未見保險人積極為被保險人提供訴訟抗辯或和解協

商之規範；依法整個防禦程序仍由須被保險人主動與第三人對抗，然而

實務保單約款可發現，保險人有時的確有必要以被保險人之名義代行防

                                                 
347 責任保險條款約定「應賠償之金額超過保險金額者，本公司僅按保險金額與應賠償金額之比

例分攤之。」如財政部台財保第 089070010 號函修正之責任保險基本條款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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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或從旁協助。這樣的約款或許屬於保險人單純為被保險人所提供的額

外服務，或許屬於保險人在考量自身利益，為減少最後的賠償金額所作

的決定，因此保險人只願意將代行防禦或協助防禦定位為「權利」而非

「義務」，這對於被保險人的保護似乎仍有不足，但不容否認已經逐漸

看出代行防禦的重要性。 

 

    其次，在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對於防禦意見不一致的情形下，現行實

務保單也提出以專家意見為解決方式的約款，不單純偏重於保險人之意

見，實質值得認同。但有些約款著重於保護保險人的決定權時，卻未相

對地於保險契約中賦予被保險人於保險人不當決定時能提出損害賠償

的請求基礎，仍待改善。 

     

此外，關於容易有爭議之抗辯費用項目，應盡量於保險契約中明確

規範。這些抗辯費用形式上雖由保險人負償還責任，但實質上仍是眾多

被保險人繳納保險費所分散的風險之一，最後並非真正由保險人承擔，

因此保險人應該要儘可能明確，以避免嗣後產生爭議。  

 

 

第四節  我國保險法關於代行防禦之修訂方向 

    依我國保險實務相關之契約條款觀之，保險人不但有為被保險人給

付律師費用之約定，更出現直接由保險人代行防禦之約定，因此，由保

險人或保險人親自聘請律師代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進行抗辯或和解的制

度發展，已指日可待，而相關之立法，亦應隨之修正。以下僅就現行保

險法將來若實行責任保險人代行防禦制度時，尚嚴重缺乏的部分加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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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建議。 

 

一、責任保險人代行防禦之義務化 

承前所述，現行責任保險約款中，已有責任保險人為被保險人代行

防禦之約定，但僅約定為保險人之權利而非「義務」，對被保險人之保

障尚屬不足，較為適當的方式係於保險法責任保險乙節中增訂「被保險

人依法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受請求時，除契約另有訂定外，保險

人有為被保險人之利益進行抗辯之義務；認為適當時，並得與第三人達

成和解。」之規定，使被保險人得請求保險人直接代其與第三人進行抗

辯或和解，但亦保留被保險人以契約約定保留決定和解或抗辯之權利；

並增訂「保險人因未進行抗辯或經被保險人請求而拒絕抗辯，因而致被

保險人於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保險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與第三人

達成和解，致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應負賠償責

任。」等規定，避免責任保險人得任意拒絕為被保險人抗辯與和解，致

損害被保險人之利益。 

 

二、保險人之注意義務 

保險人通常為專業之保險公司，於處理第三人之求償知識、能力、

資力與經驗，較被保險人充沛許多；且保險人為被保險人所為之防禦行

為，係基於被保險人給付保險費所獲取的對待給付之一，屬於有償之行

為，因此，應參考有償委任之規範，增訂「保險人為被保險人處理第三

人求償事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之規定，為保險人注意義

務作之一般性規定。 

 

三、代理權之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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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介入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間責任關係之求償程序，無論是為被

保險人為訴訟抗辯或與第三人達成和解，均須以被保險人之名義為之，

保險人應取得被保險人之代理權方有可能進行，如能形諸條文，將更有

助於雙方權益的明確。因此應增訂被保險人關於代理權授與之條文，規

定「被保險人於保險人為其進行抗辯或和解事務範圍內，應為代理權之

授與。被保險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不為代理權之授與者，保險人免其給

付義務，但其重大過失行為不影響保險人之給付者，不在此限
348
。」 

 

保險人違反上開注意義務時，於契約法上將構成債務不履行之損害

賠償責任；於侵權行為法上，既保險人之注意義務係為保護被保險人而

設，自可將之解釋為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

律」，使被保險人因此所遭受之損失，得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基礎，向

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349
。 

 

四、利益衝突之解決 

關於代行防禦產生的利益衝突，我國目前有律師法、律師倫理規

範、律師懲戒規則等現行法規，以及各縣市律師公會訂定之公會章程作

為律師行為準則，其中對於律師保密義務及利益衝突之解決亦有所規範

350，違反者將負損害賠償責任及受懲戒處分351，可減少對於利益衝突之

                                                 
348 陳雅萍，同前揭註 296，頁 128。 
349 范曉玲，同前揭註 332，頁 250。 
350 如台北律師公會章程第 32 條規定「會員辦理當事人委託之事件，應嚴守秘密。」、律師倫理

規範第 30 條規定「律師不得受任左列事件，但第三款及第四款之事件經原委任人同意者，不在

此限：一、依信賴關係或法律顧問關係而常年接受諮詢，與該諮詢事件有關者為對造之事件。        

二、與受任之事件利害相反之事件。三、以現在受任事件之委任人為對造之其他事件。四、由現

在受任事件之對造所委任之其他事件。五、本人或同一事務所之律師曾任公務員、依法令從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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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其他規範不足之處，以及保險人以其法務或理賠人員代行訴訟抗

辯或和解協商之情形，則可參考本文第四章關於美國制度的解決方式作

為修正方向。 

 

倘囿於修法之困難性，本文認為可先由保單條款著手，將代行防禦

設定為契約義務，並於契約中訂定利益衝突之相關解決辦法，再透過保

單行政審查的形式作監督，不僅規範尚可較為詳盡，現實上也較修法程

序容易實行。 

 

 

 

 

 

 

 

 

 

                                                                                                                                            
務之人員或仲裁人而職務上所處理之事件。但原已受任之事件不在此限。六、律師之財產、業務

或個人利益可能影響專業判斷之事件。七、委任人有數人，而其間利害關係相衝突之事件。」、

律師法第 29 條規定「律師不得有足以損及其名譽或信用之行為。」、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律師

對於受委託、指定或囑託之事件，不得有不正當之行為或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等。 
351 律師法第 25 條規定「律師如因懈怠或疏忽，致委託人受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第 39

條以下應付懲戒之規定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