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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工程保險之現況 

 

第一節 概述 

 

按工程保險，大體上來說，乃是將工程項目作為保障的對象，

將定作人或承包商於工程生命週期中，所可能遭遇到的自然災害或

意外事故之風險，移轉給保險人，並以按期向保險人繳納保險費作

為對價，以符合對價衡平原則，而於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將予

以理賠以填補損害或損失。 

廣義來說，工程保險所涉及之範圍相當廣泛，目前常見之類型

有：營造綜合保險、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營建機具綜合保險、鍋爐

保險、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等等，而於營造綜合保險與安

裝工程綜合保險中，通常會附加僱主意外責任險
1
與第三人意外責任

險
2
；此外，另有各式各樣種類繁多之附加條款，例如營造綜合保險

附加條款 131 加保第三人建築物龜裂、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
3
。 

惟應辨明者，係實務上另有「工程保證保險」
4
。事實上，此種

                                                       
1  僱主意外責任險為工程保險中重要之一環，實務上爭議頻生，相關案件例如：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九十七年度保險上字第十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九十六年度保險上字第四七號判

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九十五年度保險上字第六號判決…等。惟其非本文主要之論述核

心，故不另加說明。 
2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於實務亦多爭議，相關案件例如：臺灣高等法院九十六年度保險上字第二 

十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六年度保險上易字第一三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九十四年度保險上字第五號判決…等。惟其亦非本文主要之論述核心，故不另加說明。 

3  相關案件可參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六年度保險上易字第二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五年度 
保險上字第三五號判決。         

4 工程保證保險，於工程實務上，基本上可分為投標保證（Bid Bond）、履約保證（Performance 

Bond）、工資及材料支付保證（Labor and Material Payment Bond）、預付款保證（Advance 

Payment Bond）、保留款保證（Retention Bond）、保固保證（Maintenance Bond）…等等之類

型。以較常見之工程履約保證保險為例，此乃保險公司以保險方式對於工程定作人之債務人

（即承攬人）之債務負賠償責任的保險契約。簡言之，工程履約保證保險係以承攬人有不履

行工程契約之情事發生為保險事故，由保險公司負賠償責任，作為履約保證金之替代。請參

考江如蓉，〈工程履約保證保險〉，收錄於古嘉諄、陳希佳、顏玉明主編，工程法律實務研

析（二），寰瀛法律叢書系列 3，初版，2008 年 1 月，頁 85。因此，若將工程履約保證保險

與本文所討論之工程保險作一簡單的比較，可知前者主要係承保的承攬人依承攬契約所負的

之契約責任，被保險人（即業主）之保險利益應為定作人對於承攬人所得主張的法律上利

益，抑或是承攬人不履行契約責任所可能導致定作人蒙受的重要經濟上損失；至於後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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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契約保證業務與保險有甚大的差別，嚴格言之，不能稱為保

險。簡言之，我國產險業所經營之工程保證保險形式上雖為保險之

一種，實質上則與歐美先進國家所經營之保證業務大致相同
5
。是

以，本文並不擬針對工程保證保險多加討論，併此敘明。 

另外，於工程保險之保單條款中，往往載有許多的不保事項，

而保險人之所以明訂許多不保事項，其主要的原因約可歸納為二，

一者，其非保險人所能承受之風險，並不適於投保；二者，部分不

保事項可透過特約條款加以投保，此除了係為符合對價衡平原則以

外，更重要的是，保險人期能透過此種方式而使得承包商或定作人

增加其注意程度，並進行適當的風險管理。 

 

 

 

 

 

 

 

 

 

 

 

 

                                                                                                                                                           
係承保營造工程本體、營建機具的損失或損害，抑或是對於第三人所負之侵權行為責任，至

於被保險人（多包含業主及承攬人）之保險利益為何，則於其後有更詳細之說明，於此不另

贅述。 
5  請參考楊誠對，意外保險—理論與實務，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修訂八版，2008 年 9 月，

頁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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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程保險的起源與發展 

 

第一項 工程保險之起源 

第一款 英國 

工程保險，可追溯自工業革命時代，由於英國當時用以產生蒸

汽動力的鍋爐經常發生爆炸，因鍋爐爆炸造成之人員傷亡，竟然超

過安全十分簡陋之鐵路運輸發生的交通事故，一時民情激憤，英國

當時重鎮曼徹斯特（Manchester）紡織界人士乃共商對策，焉於一

八五四年成立「蒸氣使用人協會」（Manchester Steam User 

Association），聘請工程師對於會員之鍋爐進行安全檢查，提供改進

建議，倘不幸發生爆炸，則由協會負責補償。 

時至一八五九年，英國的保險公司簽發了第一張鍋爐保單，改

以保險方式承保鍋爐風險，是為鍋爐保險（Boiler Pressure Vessel 

Insurance，簡稱 BPV）之濫觴
6
。 

到了一九二四年，大西洋保險公司和安聯保險公司推出了安裝

工程綜合險（Erection All Risks Insurance，簡稱 EAR）。至於營造工

程保險，其濫觴可溯及至 1929 年倫敦，跨越泰晤士河的聯貝斯橋

（Lambeth Bridge）之建造
7
，但營造綜合保險（Contractors’ All Risks 

Insurance，CAR）實際上真正開始承保，是在二次大戰後之重建時

期，由於戰後歐洲各國亟需為了重建家園而大興土木，因此客觀上

形成了促進工程保險發展的推手。 

 

 

 

 

                                                       
6 請參考杜辰生，〈鍋爐保險〉，收錄於杜辰生、席寶祥、劉汝昌合著，工程保險第二輯，財

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修訂一版，2005 年 4 月，頁 1。 
7 請參考杜辰生，工程保險總論，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1992 年 4 月，頁 7、8。 



第三章 我國工程保險之現況 

54 
 

第二款 美國 

至於美國，亦有使用蒸汽設備所帶來之風險問題，於一八五０

年代，美國平均約四天即發生一次鍋爐爆炸。一八六五年，行駛於

密西西比河之蒸汽輪船 Sultana 號發生鍋爐爆炸，此次事件造成一千

兩百多人死亡，為史上最悲慘之鍋爐災害。有鑑於鍋爐災害頻傳，

在一八六六年，成立美國第一家揭示以提供工業安全為宗旨之公

司—HSB（Hartford Boiler Inspection & Insurance Company），該公司

主要係提供鍋爐安全檢查避免發生意外，而以提供保險保障為誘

因，有別一般保險框架，特重安全檢查與災害防阻。換言之，該公

司之基本認知為保險雖可提供財物保障，但功能應次於安全與損害

防阻。 

繼鍋爐保險之後，因為保險與檢查觀念，亦得適用於動力工

廠，故美國於一九０一年推出首張飛輪保險（Flywheel Insurance），

進一步更有鍋爐與機械保險（Boiler and Machinery Insurance）之開

辦，廣泛承保各類動力設備與其他各型機械設備，因機械與電氣性

故障損害，不再以鍋爐保險專門承保鍋爐與壓力容器，今日美國習

以機械保險作為工程保險之代表，實有其歷史背景
8
。 

 

第三款 我國 

按我國於一九六四年，由台灣產物保險公司引進德國慕尼黑再

保險公司的營造綜合保險英文保單，再參考日本東京海上火災保險

公司的經驗，創辦了我國的營造工程保險，此可說是我國保險史上

的盛事。 

惟因缺乏經驗且鑒於工程保險的技術性，乃於一九六六年成立

「營造綜合保險聯合小組」，於 1984 年改組登記成立「財團法人工

程保險協進會（Engineering Insurance Association，簡稱 EIA）」
9
，

                                                       
8 請參考杜辰生，〈鍋爐保險〉，收錄於杜辰生、席寶祥、劉汝昌合著，工程保險第二輯，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修訂一版，2005 年 4 月，頁 2、3。 
9  按 EIA 起初是由國內十四家產物保險公司和中央再保險公司、西德慕尼黑再保險公司、美國

美西保險公司和海外保險公司，及財政部共同捐助基金組成，辦理有關工程保險之研究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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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保險公司推展業務、釐定費率，並辦理再保安排及理賠的工

作。EIA 前後累積了數十年之經驗，以具有相當之權威性，在國外

亦已獲得再保險人之認同
10
。 

至於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我國則係於一九七二年為配合國家工

業建設而開辦。另因十大建設工程於一九七三年以後次第展開，促

進了社會進步繁榮，也間接助長了營造及安裝工程保險的成長。此

後於一九七六年、一九七七年、一九八０年、一九八二年，保險界

陸續地開辦了鍋爐保險、機械保險、營建機具保險與電子設備保險
11
。時至今日，我國實務上除了營造綜合保險、安裝綜合保險

12
…等

工程保險之類型以外，另有建築師工程師之專業責任險
13
、僱主意外

責任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以及許多特約條款、附加條款、批單

等，工程保險可謂蓬勃發展，惟爭議亦隨之而生。 

 

 

 

 

 

 

 

                                                                                                                                                           
進事宜。請參考鄭燦堂，怎樣買產險才保險，國民保險系列 4，書泉出版社，初版，1989 年 

   9 月，頁 253。 
10
  請參考鄭燦堂，怎樣買產險才保險，國民保險系列 4，書泉出版社，初版，1989 年 9 月， 
頁 254。 

11
  請參考鄭燦堂，怎樣買產險才保險，國民保險系列 4，書泉出版社，初版，1989 年 9 月， 

頁 252、253。 
12

 按我國安裝工程保險之推廣，可溯自民國六十三年奉准開辦；而營造險則略早於安裝險約 

十年引進國內。請參考王志鏞，〈工程險保單之型態〉，收錄於保險資訊，第 74 期，1991 

年 10 月，頁 25。 
13
  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險（Professional Indemnity for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乃承保建築 
師及工程師執行專業職務所致法律責任之責任險，常被保險人視為高危險業務，除核保必須 
審慎外，更需有足夠的經驗與良好的研判能力。故合格的專業核保人需多年的培養，實非一 
日可蹴。詳細內容請參考杜辰生，建築師工程師之專業責任及其保險，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 
展中心，1994 年 2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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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工程保險之主要發展 

第一款 保單條款之新訂與彙編 

按我國現行實務上，除了有營造綜合保險、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等常見之工程保險險種之基本條款以外，另有為數不少的附加條

款、特約條款與批單
14
之存在，此係因工程保險之基本條款約只有簡

單的數十條規定，且其內容僅為綜合性之說明，並不足以規範內容

複雜且具專業、特殊性質的工程保險，因此乃有特約條款、附加條

款或批單之訂定。 

亦即，於工程保險中，特約條款及附加條款之所以較一般產物

保險為多，其原因在於各種工程種類不同，所暴露之危險亦因之而

異，定型化之保單基本條款無法涵蓋各種工程之特性，因此，營造

工程（安裝工程亦同）綜合保險除保險單基本條款外，尚須視工程

種類、性質之需要，分別附貼「特約條款」或「附加條款」
15
。 

又實務上，各家保險公司均可依據其自身之條件，而擬定各自

所適用的特約條款、附加條款或批單，並不以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

進會（EIA）所公布者為限，惟其內容必須經過金管會保險局之同

意。 

我國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EIA）先前曾就完工土木工程保

險（Civil Engineering Completed Risks Insurance，簡稱 CECR）此一新

型保險，進行要保書、保險單等等之制訂，且於二００七年完成備

查程序
16
。此外，EIA 亦針對產險業之工程保險相關特約條款、附加

條款、批單、批註等資料加以收集、彙整及研究，於二００八年修

訂工程保險通用附加條款，並為因應各險種之特性而仍保留相關的

附加條款，例如，營造綜合保險附加條款係規定於 A00~A44；安裝

                                                       
14

 此三者之不同在於，批單，係針對保險單中所規定之條件加以修改，例如將保險期間予以延 

長；特約條款，則係指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用特別約定，藉以改變基本條款的規劃，而約定 

保險單基本條約以外之義務者；至於附加條款， 則屬於其它陳述，只需經保險雙方當事人同 

意即可附加，其內容相當廣泛。 
15
  請參考楊誠對，意外保險—理論與實務，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修訂八版，2008 年 9 月 

，頁 250。 
16

 民國 96 年 6 月 21 日（96）產意字第 05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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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綜合保險附加條款則規定於 B00~B42
17
，期能將目前實務上種類

繁多數量驚人的附加條款作一歸納統整，以便於實務運作。 

 

第二款 投保方式之改變 

壹、傳統投保方式 

按保險可依據實施方式的不同，而分為強制性保險和自願

性保險。強制性保險，係指依法令之規定，必須就工程的實施

進行予以投保之保險。而自願性投保，則是指投保人及保險人

雙方，經由磋商協調所意定建立的等價有償之保險關係。 

過去於工程實務上，未必會強制定作人或承攬人應投保工

程保險，若有投保，常見之情形係由定作人支付保險費，承攬

人則依照定作人之要求進行投保。於保險契約中，以承攬人作

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則為承攬人及定作人，其所投保者一般為

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並視契約約定而附加第三

人意外責任保險與僱主意外責任險。 

貳、新近投保方式 

近年來，工程保險之投保選擇，除需考量到保險公司的賠

償資金能力、保險公司的信譽，以及將國外承包工程的各類保

險向國內保險公司投保
18
…等等以外，就投保方式來說，已漸漸

走向強制性投保之趨勢，且由承包商投保之傳統方式，轉向業

主主控保險計畫併行之雙軌制，以下就此將分述之。 

 

 

                                                       
17

 民國 97 年 5 月 20 日（97）產意字第 037 號~第 208 號函。 
18
  之所以優先考慮將國外承包工程的各類保險向國內保險公司投保，係緣於由國內保險公司 
承保，不僅可使外匯保險金不致外流，而且便於處理事故賠償，保險費率也有一定優惠。 
特別在國內、外保險公司聯合承保時，國內公司更可以秉公承擔賠償責任，避免外國公司 
推卸責任。詳情請參考，湯禮智主編，國際工程承包商總論，國際工程管理系列叢書 1， 

淑馨出版社，初版，1998 年 6 月，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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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制性投保—以法國、日本之制度作為借鏡 

（一）強制投保之目的 

由於營建工程乃建設之基礎工業，對於人類居住環境之

改良，以及國家公共建設之進行，有著莫大的影響力，其施

工品質將直接關涉到公共安全以及人民之生命、身體、財產

權之維護。 

因此，有論者認為，應將工程保險中之營造工程綜合保

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及僱主意外責任險等三種保險列為

必須辦理保險之項目
19
，以使工程的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各方

須為了自身利益之維護，而積極地參與工程品質的監督控

制，促進工程品質的有效管制，使工程的品質優良化，設法

在客觀上對於國家及人民的權益予以最大限度的保護。 

（二）法國、日本之立法例 

1.法國 

在外國立法例上，法國是典型實行強制工程保險制度

之國家，法國之建築職業與保險強調，凡涉及工程建設活

動的所有單位，包括業主、承包商、分包商、建築產品製

造商、質量檢查公司等，均需向保險公司進行投保。保險

費率係依據工程內容的風險程度、承包商的信譽、以及質

量檢查之程度等等，進行綜合性的考量
20
。法國實行強制保

險最有特色之險種為十年責任險（Liability for Ten Years）及

二年責任險
21
。 

 

                                                       
19

 請參考徐積圓、姚乃嘉，〈公共工程合約保險條款之探討〉，收錄於營建管理季刊，第 36 

期，1998 年 9 月，頁 36、37。 
20

 請參考黃紋綦，工程契約風險之研究—以公共工程為中心，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4 年，頁 212。 
21
  簡單地比較來說，十年責任險係適用於房屋建築的主體工程；至於兩年責任險則係適用於 
小型工程。詳情請參見雷勝強主編，國際工程風險管理與保險，國際工程管理系列叢書 6 

，淑馨出版社，初版，1999 年 1 月，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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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年責任險來說，其係基於建築工程的壽命期長而

承包公司的流動性強此一特點而設立的。因為承包商一旦

完成工程後即撤離現場甚至離開工程所在國，而建築工程

中的許多缺陷或隱患並不都在為期一年的保固期內發生。

如果工程隱患發生時承包商已離境，業主就無法為修復隱

憂而得到補償，十年責任險即可為業主提供這種保障。基

於此一需要，承包商應對由其承建的建築物的主體部分自

最後驗收之日起十年內出現的因建築缺陷或隱患而造成的

損失負賠償責任。而這種賠償義務只能由受理十年責任險

的保險公司來履行
22
。 

2.日本 

按日本建築工程保險有著良好的需求基礎，雖然其工

程的投保是法律強制與企業自願的結合，但是如果工程承

包商不投保，發包商就不願將工程發包給他。有學者指出
23
，應可參照日本建築工程之實施方式，即以法律為基礎，

市場運作為主體，政府進行局部干預的建築工程保險模

式。 

（三）我國現行規範 

目前實務上，於工程契約中均訂有工程計價時需檢附保

險單的規定。而依我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十三條第一款之

規定，廠商應辦理營造綜合保險、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與僱

主意外責任險，至於辦理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時，是否應

附加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則由機關視情況而定。 

另外，公共工程委員會於其所訂定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

規範中，亦有相關之規定，惟其「投保範圍」部分之規定較

為簡略，僅強制承包商應投保專業責任保險、營造/安裝工程

                                                       
22
  請參見雷勝強主編，國際工程風險管理與保險，國際工程管理系列叢書 6，淑馨出版社， 

初版，1999 年 1 月，頁 227。 
23

 請參考陈建军、卞艺杰、朱晖、王洪海，〈现代日本建筑工程保险评析与借鉴〉，安徽农 

业科学第 35 卷第 17 期，2007 年 6 月，頁 5292、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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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損失險、及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24
。 

相對於此，於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之

中，則未有承包商應投保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之強制

規定，而規定承包商除應投保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及

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以外，並強制應投保僱主意

外責任險（甲式—含承包商及分包商之員工）
25
。 

（四）小結 

綜上所述可知，我國現行之相關規範，針對公共工程僅

就營造/安裝綜合保險訂有強制性投保之規定，至於是否應強

制投保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或僱主意外責任險一事，則仍未有

統一之見解。 

惟以國際工程來說，雖然全世界並無統一的強制保險法

規，但絕大部分國家都強制規定承包商必須投保建築工程一

切險
26
（包含第三者責任險）、安裝工程一切險（包含第三者

責任險）、社會保險、機動車輛險；一些法語地區的國家

（例如上述之法國）還強制要求工程承包商投保十年責任險
27
。 

本文認為，基於維護人民生命、身體、財產及公共安全

之公益目的考量，我國應參酌外國立法例之精神，除營造綜

合保險及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外，亦將僱主意外責任險及第

三人責任險均納入強制投保之範疇，始較為妥適。  

 

 

 

                                                       
24

 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中，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第 7.10 條第二款、設計建造與 

供應安裝（EPC）統包契約範本第 6.10 條第二款之規定，均為相關之規範。 
25

 請參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0 第二款之規定。 
26
  即係指營造綜合保險。 

27
  請參考雷勝強主編，國際工程風險管理與保險，國際工程管理系列叢書 6，淑馨出版社， 

初版，1999 年 1 月，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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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主主控保險制度之採行 

（一）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之由來 

按業主主控保險計畫，是大型專案工程推行保險計畫以

及提供行政服務的一種方法，根據資料的顯示，早在西元一

九六０年荷蘭已有採用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之記載，且在美國

亦已使用多年，其一開始的使用是來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一個著名的計畫—“ The War Projects Rating Plan ”，這個計畫

的目的是在使主承包商及分包商聯合適用特殊費率，從此之

後，這個觀念逐漸變成大型工程的高效率保險模式
28
。 

據查其他國家亦不乏採用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之案例，例

如美國之派羅摩的核能發電廠（Palo Verde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英國之托爾尼斯核能發電廠（Torness Nuclear 

Power Station）、加拿大之詹姆士灣計畫工程（James Bay 

Project），及中國大陸之大亞灣核能發電廠
29
。 

過去實務上對於工程保險之投保多係交由承包商負責，

然而邇近因營造業蓬勃發展，到處大興土木，其中不乏大型

工程，此種大型工程通常包括眾多分包商，基於工程愈趨複

雜，以致分工日益專精，介入之包商因而增加，因此往昔由

承包商負責投保之方式，已漸難符合需要
30
，乃引發了對於工

程保險的迫切需求，同時亦促使了工程保險進行全新的服

務。是以，國際上即出現了新的投保趨勢，而從原本由各承

攬人分別投保之模式，轉變成為由定作人統一投保之趨勢，

此即係近年所出現的業主主控保險計畫（Owner‐Controlled 

Insurance Program ,簡稱 OCIP）。 

 

                                                       
28

 請參考郭斯傑、賴建榮，〈營造工程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之初步研究〉，收錄於營建管理季 

刊，第 35 期，1998 年 6 月，頁 23。 
29

 請參考王志鏞，〈業主主控保險計畫解說〉，收錄於保險資訊，第 83 期，1992 年 7 月 

，頁 10。 
30

 請參考王志鏞，〈業主主控保險計畫興起之原因〉，收錄於保險資訊，第 55 期，1990 年 3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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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若從業主之角度檢視傳統投保方式，可以找到

許多不利己之因素，例如，若由各個承包商自行投保，則可

能無法將範圍分割完全，以致有重複保險之情形；各個承包

商之間責任分配看法不同，以致有部分標的出現無保險之狀

態，及承包商中途退出保險使業主暴露在風險中…等等情形
31
。 

為了改善傳統投保方式上述之缺點，及減少承包商之間

糾紛，與對於業主而言易於管控之優點，實務上業主將該工

程之保險標的統一由單一或分段成數個保險合約自行管控，

由業主身兼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且實際辦理各項保險作業而

非僅進行審查與核定，並將承建單位納為共同被保險人，此

為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之產生。 

（二）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之意義  

關於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一詞，各國用法不一，甚至因地

而異，例如有稱之為業主主控或提供保險計畫（Owner 

Controlled or Provided Insurance Program）、聯保計畫（Wrap‐

Up Program）、專案計畫保險（Project Insurance）或統合保

險（Omnibus Insurance）者。由於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乃在將

業主、承包商及其他與工程有關之當事人全部均納入一張統

保單內統保，並將投保責任自承包商移轉至業主身上，故而

又有稱之為合併保險計畫（Consolidated Insurance Programs，

簡稱 CIPs）者，採用此一名詞者多見於美國與中國大陸一地
32
。 

依據學者之看法，應可將 OCIP 簡單地定義為：「凡將業

主、主承包商、次承包商、建築師、工程師及測量師等與營

建工程有關之當事人同時併列為共同被保險人，而由業主統

                                                       
31

 請參考吳欣昀，工程主控保險計畫現況與改進芻議之研究－以台北市捷運工程為例，國立中 

央大學營建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頁 27。 
32

 請參考王志鏞，〈業主主控保險計畫解說〉，收錄於保險資訊，第 83 期，1992 年 7 月，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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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負責安排保險之投保方式
33
。」。我國國內目前少數大型公

共工程如台電公司、台北捷運局等單位已開始使用業主主控

保險計畫
34
。 

（三）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之優缺點 

1.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之優點 

       （1）國際保險經紀公司之見解 

在美國對公部門而言，OCIP 保險計畫已經成為一

項特殊且吸引業主的選擇。國際保險經紀公司 Johnson

＆Higgins 的專家指出，此係因 OCIP 提供了三個重要

的經濟效益發展目標。第一，OCIP 促進了保險合約授

予的變化性，藉以反應當地的經濟狀況；第二，合格

保險業者的集體競標，加強了價格上的競爭性；第

三，在最低成本下提供最大的保險防護
35
。 

       （2）我國學者之見解 

按業主主控保險計畫相較於傳統由承包商進行投

保之方式來說，其優點在於，若由較具經濟上實力之

業主統一向保險人投保，將能獲得優於個別承包商單

獨向保險人投保時之保險承保範圍與承保條件；且所

需支出的保險費亦可較為低廉；況如由業主統一投

保，亦可避免發生保險之重複或遺漏之情事，保障範

圍較為完整；並可簡化投保手續，保單管理較為容易
36
；同時也達到減少各分包商間因分包界面而造成保險

糾紛之效果；此外，更可避免承包商未依約投保或中

                                                       
33

 請參考王志鏞，〈業主主控保險計畫解說〉，收錄於保險資訊，第 83 期，1992 年 7 月， 

頁 11。 
34
  按我國政府機關投保各種保險時，應屬於勞務採購之範疇。請參考工程會 88 年 9 月 6 日 

（八八）工程企字第八八一三一二三號函。 
35

 請參考郭斯傑、賴建榮，〈營造工程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之初步研究〉，收錄於營建管理季 

刊，第 35 期，1998 年 6 月，頁 25。 
36

 請參考王志鏞，〈大型工程保險由承包商或業主投保之優缺點分析〉，收錄於保險資訊， 

第 84 期，1992 年 8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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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退保之情事發生。 

簡言之，採行業主主控保險計畫，旨在控制：① 

工程成本；②保單限額、條件、期間及範圍；③承保

該項工程之保險人。使得保險因集中而更為經濟且較

有效率，並避免傳統投保方式之積弊
37
。 

2.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之缺點 

惟業主主控保險計畫相較於傳統由承包商進行投保之

方式來說，亦具有下列之缺點，一者，業主所投保之保險

未必切合承包商之需求；二者，若業主並未具有相關的保

險知識，則 OCIP 之方式將造成業主的負擔，並可能致使保

險事故發生時，承包商無法獲得適當之理賠，而增加了業

主與承包商發生爭議之可能性
38
。 

參、小結 

綜言之，目前國內工程保險之投保方式，主要可分為承包

商自行投保，以及業主主控保險計畫
39
兩種型態。若由承包商負

責投保時，業主通常會要求承包商將業主列為共同被保險人；

反之，若由業主自行投保時，則其通常亦會將承包商列為共同

被保險人
40
。前者為傳統的投保方式，後者則為業主主控保險計

畫。 

至於究應選擇以何種方式進行投保，此應視工程規模、承

包商多寡，以及業主的意願與能力等因素綜合判斷。學者並指

出，採用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主要目的之一，乃在於遏阻相互追

                                                       
37

 請參考王志鏞，〈業主主控保險計畫解說〉，收錄於保險資訊，第 83 期，1992 年 7 月， 

頁 10。 
38

 請參考吳欣昀，工程主控保險計畫現況與改進芻議之研究－以台北市捷運工程為例，國立中 

央大學營建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頁 29。 
39

 有學者進一步認為，依照不同的投保方式，業主主控保險計劃的工程保險單可區分為「 

單項工程保單」（Single Project Policy）與「預約保單」（Open Policy）兩種型態。其認為 

採用預約保單方式投保工程險，可以不必逐件洽商保險條件及保險費率，亦不需逐件勘查 

施工處所評估危險，對於要保人及保險人均甚有利。詳情請參考王志鏞，〈工程險保單 

之型態〉，收錄於保險資訊，第 74 期，1991 年 10 月，頁 25 至 27。 
40

 請參考王志鏞，〈營造綜合保險之洽保方式〉，收錄於營建管理季刊，第 35 期，1998 年 

6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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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情事發生，不致因承包商間之交互責任不能妥善解決而耽擱

工程之進行，準此以論，營造險應由業主或承包商投保之問

題，不能單純從負擔危險之立場考量，而應從能否使工程順利

進行之觀點衡酌
41
。申言之，為考量經濟可行性（economic 

feasibility），業主必須以最低的保險成本，選擇投保最適當的

投保方式，以獲得最佳的風險保障
42
。 

本文認為，由於在大型工程中以業主主控保險計畫方式投

保，較能突顯出其優點，故於公共工程建設中，即得考慮以此

種方式投保
43
，而我國實務上中國鋼鐵、中油、台電公司與台北

市政府等單位，均曾採用此種方式；至於傳統型投保方式，則

較適用於中小型工程，蓋因此時承包商較為熟悉工程風險，且

可避免因業主介入而致使紛爭發生之機率提高。 

 

 

 

 

 

 

 

 

                                                       
41

 請參考王志鏞，〈談營造險之投保人〉，收錄於保險資訊，第 108 期，1994 年 8 月，頁 

17。 
42

 請參考徐積圓、姚乃嘉，〈公共工程合約保險條款之探討〉，收錄於營建管理季刊，第 36 

期，1998 年 9 月，頁 29。 
43

 應併予說明者，係機關辦理工程保險採購時，其招標方式應視保險費用之多寡，而依政府採 

購法施行細則第六條規定認定採購金額，再依政府採購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三條規定，擇適 

當方式辦理招標。其決標原則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擇定。如為避免保險公司以偏低 

價格得標，影響保險服務品質，得採最有利標；或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以公開評選方式擇優勝廠商採限制性招標；未達公告金額者，得參考最有利標精神擇符 

合需要者議價。請參考〈機關採購保險服務參考手冊〉壹、保險採購 Q＆A 第六點、第七點 

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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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程保險之類型 

 

第一項 以危險單位作為區分標準 

工程保險，以財政部所修正發布之「產物保險公司辦理工程

保險自留作業要點
44
」為準，可依照危險單位之不同定義，而分為下

列數種類型： 

 

第一款 營造綜合保險與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營造綜合保險（Contractors'  All  Risks  Insurance，簡稱CAR）與安

裝工程綜合保險（Erection All Risks Insurance，簡稱EAR），均係以每

一保單為一危險單位，但施工處所或保險標的物存放處所遼闊或分

散，經核保人員評估並經經理人認定可分為一個以上危險單位者，

從其認定。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屬於技術險種。這種保險的目的在於為各種

機器的安裝及鋼結構工程的實施提供盡可能全面的專門保險。安裝

工程綜合保險主要係適用於安裝各種工廠用的機器、設備、儲油

槽、鋼結構、起重機、吊車以及包含機械工程因素的各種建造工

程。目前，在國際工程承包領域，工程發包人都要求承包商投保安

裝工程綜合保險。在絕大多數國家，這種險是強制性的
45
。 

營造綜合保險與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此兩者不同之處在於，營造

綜合保險係以各種建築工程和土木工程為承保對象，其保險標的則

包含了營造工程及其臨時工程
46
，與施工機具設備

47
；安裝工程綜合

                                                       
44

 請參考民國 82 年 6 月 23 日財政部所公布之台財保字第 821724937 號函釋。 
45
  請參考雷勝強主編，國際工程風險管理與保險，國際工程管理系列叢書 6，淑馨出版社，初 

版，1999 年 1 月，頁 209。 
46

 臨時工程，係指為建造或安裝永久性結構物、工作物或工作所使用之輔助性工程，並得於 

該永久性工程部分或全部完成後廢棄、拆除或移作他用者。請參考 EIA 所制訂之營造綜合 

保險基本條款第十七條（六）之規定。 
47

 但施工機具設備若安裝完成經試車或負荷試驗合格前，則不予承保，該項機器設備應列名 

承保。請參考 EIA 所制訂之營造綜合保險承保辦法三（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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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之保險標的，則為安裝工程或安裝各種機器、器具、設備、各

種鋼鐵，或其他金屬構造物等等之工程。再者，營造綜合保險的標

的從開工以後便逐步增加，保險額也逐步提高；而安裝工程綜合保

險的保險標的一開始就存放於工地，保險公司一開始就承擔著全部

貨價的風險
48
。 

 

第二款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Contractors' Plant and Machinery Insurance，簡

稱CPM）亦以每一保單為一危險單位，但機具之使用，貯存或設置處

所遼闊或分散，經核保人評估並經經理人認定可分為一個以上危險

單位者，從其認定。 

按本保險之承保範圍，包含了機具綜合損失險及第三人意外責

任險，其保險標的物涵蓋了各種建築、土木安裝及養護等營建工程

所用之機械、設備、器具與工具等等，若該機械、設備、器具與工

具係使用於工廠、倉儲、運輸裝卸場所者，亦得為本保險之保險標

的物。 

 

第三款 鍋爐保險 

鍋爐保險（Boiler and Pressure Vessel Insurance，簡稱BPV)係以

每座鋼爐或壓力容器
49
為一危險單位，相同一廠區內之鍋爐或壓力容

器彼此間距離少於一百公尺者，應視為同一危險單位。 

按本保險之承保範圍，包含了鍋爐損失保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

保險。之所以舉辦鍋爐保險，係因鍋爐之爆炸或壓潰
50
危險所致之損

                                                       
48
  請參考雷勝強主編，國際工程風險管理與保險，國際工程管理系列叢書 6，淑馨出版社， 

初版，1999 年 1 月，頁 209。 
49

 鍋爐，係指任何可供燃燒之密閉容器或兼指容器連帶管線系統產生壓力蒸氣者；容器，則 

係指任何非供燃燒之密閉容器，具有蒸氣或空氣壓力者。請參考 EIA 所制訂之鍋爐承保辦 

法三（三）之規定。 
50

 壓潰，係指鍋爐或容器及配件因外部蒸氣或受液體壓力所致形體之突然與危險彎曲變形， 

不論外表有無破裂。但任何原因所致之緩慢變形除外。請參考 EIA 所制訂之鍋爐承保辦法 

三（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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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為一般火災保險單所除外不保之事項，故為使保險標的得藉保

險之補償獲得重置，乃有鍋爐保險之興辦。而本保險之特色在於每

年會對被保險人提供鍋爐安全檢查服務，並將檢查報告及改善建議

送被保險人參考，以減少事故之發生。 

 

第四款 機械保險 

機械保險（Machinery Insurance，簡稱MI)以每套設備、每一工

作區或每一系統各為一危險單位，但有爆炸、離心力撕裂可能之機

械設備，與其他標的物間距離少於五十公尺者，應視為同一危險單

位。 

本保險之保險標的物，涵蓋了各種原動機械設備、生產製造設

備或工具機械設備及其附屬機械設備等。凡在保險單所載之處所內

之保險標的物，不論是否為使用中或為清理、修理、檢查或移動而

所為之拆卸搬動及重新裝配與安裝過程中之機械，均可適用本保險

契約，但均限於已安裝完工經試車或負荷試驗合格並經正式操作者

為限
51
。至於其保險單承保標的物之保險金額，則應為標的物之重置

價格
52
。 

 

第五款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電子設備綜合保險（Electronic Equipment Insurance，簡稱EEI)

則以每一保單為一危險單位，但含火險者按火險規章劃分危險單

位，不含火險者應參照機械險辦理。 

本保險之保險標的物為電腦或電子資料處理設備、醫院與醫療

實驗室使用之各種電氣或放射線設備、與通訊系統。其承保範圍，

則包含了電子設備本體綜合損失險（material damage）、外在資料

                                                       
51

 請參考 EIA 所制訂之機械保險基本條款三之規定。 
52

 重置價格，係指重新置換與保險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類似型式、規格 

、性能之新機械設備之價格；該項價格應包括出廠價格、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 

必要費用。請參考 EIA 所制訂之機械保險基本條款四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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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體綜合損失險（external Data Media），以及額外費用險

（increased cost of working），惟後兩種保險僅適用於電子資料處理

設備
53
。 

 

第二項 以法律上之分類作為區分標準 

保險種類，有學者認為
54
，可依照實施形式，而分為自願保險與

強制保險；可依照危險種類，而分為單一危險的保險與綜合危險的

保險；亦可依照危險轉嫁，而分為原保險、再保險與共同保險；另

可依照經營方式，分為社會保險與普通保險等等。上述之方式乃係

基於不同之觀點所為之分類，惟若用於討論法律問題恐非妥適，故

而本文以下擬另從法律之面向說明工程保險之分類。 

 

第一款 財產保險 

我國保險法第十三條之規定，將保險分為財產保險與人身保

險，依其規定，財產保險包含了火災保險、海上保險、陸空保險、

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及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財產保險；人身保險

則包括了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年金保險。 

其中，所謂「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財產保險」，即包含了工

程保險
55
。換言之，工程保險原則上係屬於我國保險法第九十六條所

指之其他以財物為保險標的之各種保險之一，故保險人應得主張依

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七條之規定，而享有保險標的物之勘查權。 

 

 

                                                       
53

 請參考 EIA 所制訂之電子設備保險承保辦法二、四之規定。 
54

 請參考雷勝強主編，國際工程風險管理與保險，淑馨出版社，1999 年，初版，頁 169 至 

171。 
55
  請參考台財保第八五一八五四五四一號函、台財保第八七二四四一０七七號函、台財錢第 
一六八二二號函、台財錢第一七四八０號函、台財錢第一八七六四號函、台財保第八六二 
三九九一三七號函、九十六年六月二十一日(96)產意字第０五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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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有論者明白地指出，工程界與保險界應共同合作對工

程風險管理進行聯合行動，此為新世紀工程風險管理趨勢。而此一

聯合行動是由英國保險業界於二十一世紀初向隧道工程界所提出來

的，當時經英國保險商及隧道工程界雙方研究後，於二００三年九

月由英國隧道工程協會及保險同業公會聯合出版「英國隧道工程風

險管理聯合守則」（The Joint Code of Practice For Risk Management in 

the UK），這意味著在這一類工程保險中，工程界及保險界雙方就

投保項目一定要有風險管理。 

該聯合守則的基本內容規定了從策劃、招標、設計到施工各階

段，均要求自始至終保證有完整的風險管理。而保險人有權進入工

地，並根據保險契約的內容，視察其是否符合聯合守則。若發現業

主、承包商或設計者違反守則，則保險人可要求投保人進行採取補

救措施。如問題嚴重而得不到改善，保險人有權暫停或取消執行保

險契約
56
。 

上述之聯合守則賦予保險人查勘權，此與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七

條之規定相仿。本文認為，為降低工程保險理賠之爭議，其可能的

方向之一，即係參酌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七條之規定及上述之聯合守

則，而使工程界與保險界針對風險管理進行聯合行動。 

 

第二款 損失填補保險 

有學者認為
57
，保險契約的區分標準，應以保險利益之存在基礎

是否具經濟上利益（pecuniary interest），亦即保險契約之給付基礎

是否為經濟上可得估計之損失而區分
58
。換言之，應視保險利益之存

在基礎為經濟上利益抑或為身分上利益，若係經濟上利益，即為損

失填補保險。 

                                                       
56
  請參考毛儒，新世紀工程風險管理趨勢，收錄於營建知訊，第 306 期，2008 年 7 月，頁 10 

、11。 
57

 請參考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合著，商事法精論，今日書局有限公司出版，修 

訂五版，2007 年 11 月，頁 532、533 
58

 汪信君，〈保險法：第一講—保險契約法之基本概念—原則與契約性質〉，月旦法學教室 

第 39 期，2006 年 1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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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所謂損失填補保險，係指保險契約之給付基礎係基於

可得估計之經濟上損失，即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金，係以被保險人

所受財產或經濟上損失為限。由於有形財產保險、無形財產保險、

侵權責任保險、以及契約責任保險，此些保險之保險利益存在基礎

均為經濟上利益，故皆屬於損失填補保險。 

反之，若為身分上利益即為定額給付保險，另有學者稱定額保

險
59
，即指事故發生後以約定金額為基準，不論實際損害為何，均應

給付一定比例金額。人身保險多數為定額給付保險，例如定額型失

能給付、日額型醫療給付、生存給付（滿期給付）、年金給付、投

資給付、殘廢給付、死亡給付，惟人身保險中，仍有部分屬於損失

填補保險
60
，例如：（1）要保人基於對被保險人之經濟上保險利益

投保之死亡給付保險，如信用壽險。（2）限額型（實支實付型）醫

療費用保險，如傷害保險附加傷害醫療保險給付條款。（3）限額型

失能給付保險。 

由於工程保險一般係包含財物損失險及責任保險之部分，因此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應可將工程保險原則上歸類為損失填補保

險，而須受到損失填補原則（Principle of Indemnity）之限制
61
。 

茲有附言者，係有學者指出人身保險中之傷害保險與健康保險

屬於「中間性保險」
62
，並不因其屬人身保險之範圍，即完全不受損

害保險有關規定之適用。惟將傷害保險與健康保險合稱為中間性保

險之分類並非妥適，蓋因中間性保險實係起源於日本，之所以有此

名詞，係因當時日本原本並不允許壽險公司經營健康保險及傷害保

險，後來則開放之，乃有人將此類保險稱之為中間性保險，此一名

詞之產生有其歷史背景
63
。 

                                                       
59

 請參考江朝國，保險法基礎理論，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新修訂五版，2009 年 4 月，頁  

104。 
60

 請參考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合著，商事法精論，今日書局有限公司出版，修 

訂五版，2007 年 11 月，頁 533。 
61
  對此，亦有學者採肯定之見解，而認為損失填補是工程保險的理賠原則。請參考劉福標， 

工程保險與保證，漢天下工程管理顧問有限公司，詹氏書局，1999 年 3 月，初版，頁 55。 
62

 請參考江朝國，保險法基礎理論，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新修訂五版，2009 年 4 月，頁 

105。 
63
  此於我國亦同。以傷害保險為例，我國於民國五十年初開放新保險公司設立之際，因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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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倘若不受到保險法第十三條區分之限制，而以損失

填補保險及定額給付保險作為區分方式，則中間性保險此一分類其

實質上並無多大的實益可言。 

 

第三項 小結 

有學者指出，保險法第十三條將保險區分為財產保險與人身保

險，純係以保險標的為分類標準，以此作為保險業營業範圍之劃分

基礎，尚屬可行，但以此作為保險契約權利義務之規範基礎，則因

未能顧及保險契約權利義務性質上之差異，致適用上常生爭議，無

法有效達成規範目的
64
。本文以為，上述之見解應有是理，按保險契

約權利義務之規範，應就權利義務性質著眼，始能有效落實規範目

的，是以，應將保險契約區分為損失填補保險與定額給付保險，始

能有效釐清保險契約之權利義務關係，而此亦符合司法院大法官解

釋釋字第五七六號解釋之意旨。 

惟因工程保險有別於一般保險，故而除了需強調工程保險一般

係包含財物損失險及責任保險之部分，因此原則上應可將工程保險

歸類為損失填補保險，而須受到損失填補原則（Principle of 

Indemnity）之限制以外，另應著重工程保險係屬於我國保險法第九

十六條所指之其他以財物為保險標的之各種保險之一，故保險人應

得主張依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七條之規定，而享有保險標的物之勘查

權。此與國際趨勢—工程界與保險界聯合行動—應作一結合，即於

工程保險中應強調得由保險人介入安全檢查、風險評估之機制。 

 

                                                                                                                                                           
保險業市場狹小，主管機關為平衡財產保險業與人身保險業的業務發展，故將傷害保險劃 
入人身保險業之業務範圍。其後於民國八十六年立法院通過保險法第一三八條第一項之修 
正，於八十七年一月財政部公布「財產保險業申請兼營人身保險業務之處理原則」，允許 
財產保險業得以附加方式兼營傷害保險。再於民國九十年修正保險法第一三八條第一項但 
書之規定，允許財產保險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以主契約方式經營傷害保險業務。 
請參考張素屏，我國現行個人傷害保險經驗分析與探討，逢甲大學保險學系碩士論文， 

2003 年，頁 13、14。 
64

 請參考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合著，商事法精論，今日書局有限公司出版，修 

訂五版，2007 年 11 月，頁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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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程保險之特性 

 

歸納目前我國文獻之相關記載與說明，一般來說，應可將工程

保險之特性略分為以下數項說明之： 

 

第一項 承保風險之特殊性 

按工程保險所承保者係綜合性的風險，以對被保險人提供多方

面的保障
65
，而與一般財產保險不同。此外，在施工過程中，工程係

處於一種動態而非靜態的狀態，致使各種風險的變動複雜化，風險

程度乃因之而加大，在危險性質方面，於營造工程的過程中，最需

顧慮者，係因不可抗力因素所造成之損害問題。舉例來說，工程保

險所承保之保險事故，涉及天災地變，受到氣候及地理等不確定因

素的影響，因此工程保險必須考量到施工地點的自然災害發生頻率

及可能性，以台灣的土木工程為例，倘若係在七、八月施工，即須

考量到颱風季節之影響。 

 

第二項 保險範圍之概括性—全險（ALL RISKS）原則 

 

第一款 概述 

原則上財產保險之承保方式主要可分為四種。第一種，係以保

險賠償方式之不同，而分為定值承保方式與不定值承保方式；第二

種則係以保險期間之差異，而區分為定時承保方式及定程承保方

式。再者，若以危險標的物作為基準，則可分為概括式與列舉式，

前者係指對承保的保險標的物作概括的規定，即除列名不保外，其

餘均屬承保範圍；後者則指將所承保的保險標的物之名稱列舉，對

                                                       
65

 請參考陳繼堯，〈營造綜合保險〉，收錄於陳繼堯主編，工程保險理論與實務，智勝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初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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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重物品通常係採此方式。此外，倘係以危險事故作為區分基礎，

則就承保的危險事故可劃分為綜合承保方式與列舉承保方式，前者

係指除了列舉特定的不保事項以外，保險人對於一切危險事故所造

成的損失都負賠償責任；後者則係指保險人僅就保險單上所列舉承

保之危險事故所造成的損失，負賠償責任
66
。 

以工程保險來說，由於其所承保的風險具有特殊性，因此，工

程保險之保險範圍乃仿照海上保險，以全險（all risks）為原則
67
，即係採綜合承保之方式，而我國目前之保單，以及國際間一般通

用的工程保險單，例如：慕尼黑再保險公司（Munich Reinsurance 

Co.）及瑞士再保險公司（Swiss Reinsur‐‐ance Co.）的英文保單及條

款樣式，亦均採取全險保單之方式而為之。 

 

第二款 全險原則之重要內涵—以美國法例為核心 

壹、全險之意義 

於保險實務上，保險契約之表達方式可分為綜合式（另有

稱之為概括式）與列舉式兩種，前者為全險保險（All Risk 

insurance），後者則為特定險保險（Specified Risk insurance）。

全險保單所承保者係保險標的物因任何原因而遭受的損失，但

保單中已明確排除者，則不在此限
68
；相對於此，特定險保單則

係僅承保由於保單中已明確載明之原因所造成之保險標的物損

失
69
。換言之，全險保險經常被認為與開放式風險（open 

                                                       
66
  請參考鄭燦堂，怎樣買產險才保險，國民保險系列 4，書泉出版社，初版，1989 年 9 月， 

頁 5、6。 
67

 惟工程保險的保險範圍雖與海上保險同為全險，但工程保險的實質內容更為複雜且多元。 

例如，海上保險所忌恐者為颱風，而工程保險除了颱風以外，另有地震之風險。此外，於 

海上保險，船隻係能抗風雨、禦顛簸的結構體，但工程則暴露於自然界中，對於自然災害 

的預防相當脆弱，因此工程保險所承擔的全險，具有高度的危險性。在危險性質方面仍有 

其特殊性。詳情請參見陳繼堯，〈工程保險的主要特徵〉，收錄於陳繼堯主編，工程保險 

理論與實務，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2002 年 1 月，頁 87、88。 
68

 關於全險保單之相關問題，散見於 Paul B. Butler , The All Risk Policy：It’s Problems , Perils and   
Parctical Applications（1986）；Jane Massey Draper , Annot. , “ Coverage Under All‐Risk   
Insurance ” , 30 A. L. R. 5th 170（1995）.  轉引自 Robert H. JerryⅡ,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 4th edition , 2007 , p.391. 

69
  請參考 Robert H. JerryⅡ,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 4th edition , 2007 , 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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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ls）有所關連，除了特定不保事項以外，其承保了因任何原

因所引起之保險標的物之損害。至於特定險保險，現今稱之為

特定風險保險（“specified peril” insurance），其係保障保險標的

物之損害，乃起因於保單中所明列之特定原因，此以火災保險

為其典型的例子
70
。 

於英美法系之四大險種中，有三種實質上係採全險保單。

其中，海上保險是最古老的險種，一直以來均採全險原則；另

常見的人壽保險，一旦被保險人死亡，不論死因為何，保險人

都會予以理賠，除非發生了保單上所載之除外條款事項（例如

被保險人在保單簽發後兩年內自殺。）；而責任保險亦採全險

原則，蓋其原則上係承保被保險人向第三人所需負擔的一切賠

償責任，但該責任若係因被保險人特定之作為或不作為而引致

者，則不在此限。至於財產保險，則有採全險保單，亦有採特

定險保單方式為之者，而唯有財產保險始得體現出特定險保單

與全險保單的實質區別意義
71
。 

貳、全險原則之優點 

一、程序利益（訴訟上之利益） 

（一）美國法院實務之見解 

在美國法院實務上，對於保險消費者而言，全險保單於

訴訟上另外具有特定險保單所不具備的優勢，亦即舉證責任

的分配。在特定險保單中，被保險人不但要證明損失之發

生，亦且須證明損失的發生係因保單所列明之危險所致；與

此形成強烈對比的是，全險保單的被保險人僅需證明損失之

發生即可，至於損失是否係因除外風險所造成，則屬於保險

人所要證明之事項。上述之觀點除了德州以外，已為美國其

                                                                                                                                                           
“ All‐risk insurance covers the insured for damage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policy from all causes 
except those specifically excepted in the policy. In contrast , specified risk insurance covers damage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policy only if it results from specifically identified causes listed in the 
policy. ” 

70
  請參考 John F. Dobbyn , Insurance Law in a Nutshell , 4th edition , 2003 , pp.209‐210. 

71
  請參考 Robert H. JerryⅡ,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 4th edition , 2007 , pp.39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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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州所採
72
。 

由「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此一法諺可知，全險保

單中舉證責任之相關分配，對於被保險人而言毋寧是較為有

利的，蓋以其相較於特定險保單之被保險人來說，較易得到

勝訴之判決。 

（二）我國仲裁實務之見解 

按我國仲裁案例中，對於舉證責任之分配曾有認為，查

民事訴訟法第二七七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利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故聲請人（承包商）既主

張系爭工程四座橋樑基樁全部毀損不堪利用，而非分損，則

自應就全損之事實負擔舉證責任。若聲請人（承包商）無法

提出適當之證據方法，足堪證明系爭工程確有聲請人（承包

商）所主張之「全損」情事，則聲請人以系爭工程全損為計

算基礎而請求相對人（保險公司）給付之金額，即嫌無據。

惟因相對人（保險公司）並不否認系爭工程確因九二一地震

衝擊，造成一定程度之毀損，故聲請人（承包商）之舉證雖

無法證明系爭工程有全損之情形，然系爭工程仍得以「部分

損失」進行核算
73
。 

另有仲裁判斷進一步指出，一般大陸法系國家之保險法

皆有明文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得請求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提供任何有關保險事故發生及確定賠償範圍之必要資

料。惟我國保險法第五十八條僅規定義務人將危險事故為事

實通知為已足。但基於保險契約乃「最大誠信契約」之特

性，故而相關證據之提出以證明真正損失之存在，得視為承

包商的「隱藏性之義務」
74
。 

                                                       
72

 請參考 Robert H. JerryⅡ,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 4th edition , 2007 , p.393. 
73
  請參考曾彥芬，〈案例四：保險金給付爭議事件〉，收錄於營建仲裁案例彙編，臺灣營建 

仲裁協會、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初版，2005 年 6 月，頁 31 至 34。 
74
  請參考黃陽壽，〈從請求保險理賠之仲裁事件看舉證責任分擔與定型化契約約款解釋之原 
則〉，收錄於王令麟，仲裁案例選輯（Ⅱ），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一版，1998 年 2 月 

，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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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前述仲裁實務之見解，係針對保險標的物之損失或損害

究係「全損」或「分損」，以及出險時實際的損失數量為何

有所爭執。仲裁實務將確定真正損失額度之舉證責任分配給

承包商負擔，並未與前述美國法院之見解有所扞格，蓋因承

包商本即應就其損失負舉證責任，於承包商盡其舉證責任

後，方由保險人就損失與風險間之因果關係存在或不存在、

是否屬於不保事項之範圍、抑或是有無保險法第九十八條之

適用問題…等等之抗辯，負擔舉證責任。 

二、實體利益 

有美國學者認為，全險保單具有下列之優點：A.理論上承

保事項更容易讓人理解；B.可以避免特定險保單中常見的重複

保障與重複收費之情形；C.逆選擇的風險可以降至最低；D.較

易維護保單，且維護成本較低
75
；E.避免保險遺漏，亦即在特定

險保單所載各種特別條款之間所存在的空白地帶，在全險保單

中均能得到保險理賠，此為全險保單最被廣泛認同的優點
76
。 

參、全險原則之限制 

按「全險可以填補所有的保險遺漏（all‐risk insurance fills in 

all the gaps）」這句話的實際含意其實是要大打折扣的，蓋因於

全險保單中，並沒有絕對的保障，一來，有許多不保事項之約

定；二來，任何保險的理賠均應符合保險契約之射倖性性質
77
，

                                                       
75

 請參考 2 Richards on Insurance , 5th ed. , 1952 , p.212.  轉引自 Robert H. JerryⅡ,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 4th edition , 2007 , p.392. 

76
 請參考 Robert H. JerryⅡ,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 4th edition , 2007 , pp.391‐392. 
“ All‐risk insurance is thought to be advantage in several respects：the coverage is presumably 
simpler to understand；duplication of converges and premiums from separate , specified‐risk 
policies is avoided；pressures toward adverse selection are minimized；and the policies are easier 
and less expensive for the insurer to administer. The most widely perceived advantage , however , 
is the avoidance of gaps in coverage；losses that would otherwise fall within the gaps of specified‐
risk coverage will be indemnified if a policy is deemed to be all‐risk.” 

77
 按保險契約之射倖性表現在兩方面：（1）保險事故是否處於不確定狀態；（2）保險費率與 

保險金額處於懸殊狀態。由於保險契約具射倖性，在保險法之規範上乃特別強調（1）道德危 

險之防止；（2）保險費率之公平、合理。請參見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合著，商 

事法精論，今日書局有限公司出版，修訂五版，2007 年 11 月，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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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保險契約與一般契約最大的歧異之處。曾有美國的判決指

出，所謂的「全險」，並不包括投保前已經存在的、隱蔽的事

項，也不包括貨物在投保前已存在之缺陷所造成的損失
78
。 

有美國學者指出，雖然全險保單之保險範圍相當廣泛，但

該保單所承保之風險並非無所不包。近年來，全險保單發展出

某種程度的除外不保事項，而全險保單通常係保障：（1）該損

失係因偶然的或意外的事件所導致者；（2）損失係因外部的或

外來的因素所引起者，而非因保險標的物其內部的或固有的瑕

疵所生
79
。 

惟因考量到全險保單之目的，故曾有美國法院見解
80
 認

為，若事件之發生非屬「偶然」，但係屬「不可避免」或類此

之情形者，則法院必須站在當事人締約當時之角度，以判斷該

事件之「不可避免性」或「偶然性」
81
。 

此外，於美國法上，基於某種偶然之因素，全險被限制於

某一特定事業中所發生之風險，例如，涉及陸上、空中、水上

運送的全險。另一個通常的限制是對保險標的物具有保險利益
82

之限制；例如，在一份保單中僅保障被保險人對於受保障財產

                                                       
78
  “ The‘all‐risk’event so covered would not include an undisclosed event that existed prior to   
coverage , or an event caused by the consumm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coverage of an indwelling   
fault in the goods that had existed prior to that coverage. ”  
請參考 Greene v. Cheetham , 293 F. 2d 933 , 936‐937（2d Cir. 1961）.  另有其他判決亦採此觀 

點，例如：Leafland Group‐Ⅱ Montgomery Towers Ltd. P’ship v. Ins. Co. of N. Am. , 881 p.2d 26 
（N. M. 1994）. 

79
  請參考 Emeric Fischer, Peter Nash Swisher, Jeffrey W. Stempel ,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 , 3rd   

edition , 2006 , p.607.   
“ An ‘all risk’ insurance policy is very broad in scope of coverage , but is not an ‘ all loss ’ policy. It 
contains certain express or implied exclusion that have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 and ‘all risk’ 
insurance policies generally cover：（1）losses caused by a fortuitous or accidental event；and
（2）losses from an external , extraneous cause rather than an internal or inherent defect in the 
subject matter. ” 

80
  請參考  Standard Structural Steel Co. v. Bethlehem Steel Corp. , 597 F. Supp. 164 ( D. Conn. 1984 ). 

81
  請參考 Emeric Fischer , Peter Nash Swisher, Jeffrey W. Stempel ,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 , 3rd   

edition , 2006 , pp.607‐608.   
“ For purpose of an ‘all risk’ policy coverage , then , an event which is ‘ inevitable ’ or certain to take 
place is not a ‘fortuitous event’；and a court must gauge this inevitable or fortuitous event by 
standing in the shoes of the parties at the time the policy was made. ” 

82
  關於保險利益之相關說明，可參考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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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享有之租賃權或法定繼承利益（remainder interest）83
。 

肆、全險保單與特定險保單之區分 

由於法院對於全險保單與特定險保單，給予完全不同之對

待，故辨明兩者間之差異即相當地重要。 

一、全險保單與特定險保單之判斷基準 

（一）美國學者見解 

在區分保險究竟屬於全險抑或是特定險時，美國學者指

出，保單的規定將有助於我們判斷它到底是全險或特定險，

但並不足以起決定性之作用
84
。保單的歷史沿革對於判斷其類

型也很重要
85
。 

（二）美國法院實務見解 

按美國法院於判斷一份保單係屬全險或特定險時，並不

看保單中任何特定之關鍵字，而係以一個理性的被保險人之

角度作為判斷基礎，辨別被保險人認為自身所購買之保險係

一全險或特定險。在某些場合中，保單的歷史發展，與判斷

保險所承保之風險為何，兩者間具有緊密相連之關係。例

如，珠寶保險係為了滿足珠寶商的特殊需要，而對於無論是

竊盜、火災或其他任何不能預見之原因所引起的損失，而設

計之新型且獨特之保險，此一保險類型有意為全險而設計，

故為一全險保險；相對於此，火災保險則是被設計為保障特

定險之形式，而為一特定險保險
86
。 

 

                                                       
83
  請參考 John F. Dobbyn , Insurance Law in a Nutshell , 4th edition , 2003 , p.210. 

84
  請參考 Robert H. JerryⅡ,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 4th edition , 2007 , p.391.   
“ The language of the policy is helpful but necessarily determinative on whether a policy is all‐risk or 
specified risk.” 

85
  請參考 Robert H. JerryⅡ, 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 , 4th edition , 2007 , p.391.   
“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olicy can be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policy covers 
all risks. ” 

86
  請參考 John F. Dobbyn , Insurance Law in a Nutshell , 4th edition , 2003 , p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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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險保單與特定險保單之區分實益 

按美國法院在對待此兩種不同類型之保單時，有兩個主要

的區別
87
。第一，在解釋全險保單之保障時，由於考量到被保險

人投保全險時，係期待該保險能保障所有的風險，因此，在一

些場合下，法院將表現得相當寬容
88
，甚至對於保單中不保事項

所明確排除之損失，法院也作了擴張解釋，使之包括在保單所

保障的範圍內。 

第二個區別則係舉證責任之分配，詳言之，在通常的特定

險保單下，被保險人須證明損失屬於保單限定的保障範圍。而

在全險保單下，一旦被保險人證實損失係源於事故，而非源於

固有瑕疵或正常耗損者，則保險人即須證明損失係屬於保單中

所明確除外不保之範圍，此種舉證責任之轉移對於被保險人而

言較為有利，特別是在無法證明損失發生之確切原因時尤然
89
。 

伍、全險保單於工程保險上之適用—美國建築師學會（AIA）所公布

之建築契約範本相關規範 

依美國建築師學會（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簡

稱 AIA）於 2007 年所公布之建築契約範本，其一般條款第

11.3.1.1 條中規定，所投保之保險應為全險。 

詳言之，依其規定，工程保險之財產保險應以「全險」或

與其相當之保單格式為之，且該保險之承保範圍，在不重複承

保之前提下，應包含（沒有限制）火災危險（以附加條款方式

為之）、物質上損失或損害，該損失或損害涵蓋了竊盜、破壞

公物之行為、惡意的損壞、倒塌、地震、水災、暴風、臨時支

架、調試及啟動、臨時工程與殘骸之移去（此包括了因履行任

何適當的法律上之要求所引起的破壞），且該保險應適當地補

                                                       
87

 對於全險保單及特定險保單之差異，其詳細說明可參考 Keeton & Widiss , Insurance Law § 5.1   
(b)‐(d) ( 2d ed. 1988 ). 

88
 例如，在 Northwest Airlines , Inc. v. Globe Indem. Co. ( Minn. 1975 )  一案中，法院認為，從保 

單整體來看，一個理性的被保險人會將保單解釋為全險保單，因此，除非該特定風險被明 

確排除，否則被保險人之損失即應受到保障。 
89
  請參考 John F. Dobbyn , Insurance Law in a Nutshell , 4th edition , 2003 , pp.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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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建築師及承包商因被保險人之損失而所需付出之服務與相關

開支
90
。 

 

第三款 小結 

按工程保險由於其承保風險具有特殊性，因此，工程保險之保

險範圍乃仿照海上保險，以「全險」為原則。即我國工程保險之保

單條款，原則上係將特定事項列為不保事項，而排除在工程保險的

承保範圍外，除了不賠償因不保事項所引發之損失外，其他危險事

故所致之損失則一律予以賠償。 

本文以為，正由於工程保險係採全險保單的方式為之，因此在

適用上應參酌前述美國立法例，特別著重於其保險利益之限制，而

此亦符合工程保險係屬於損失填補保險之性質。 

申言之，承前所述，工程保險係屬於一損失填補保險，而由於

損失填補保險契約亦同屬射倖契約，因此有必要透過其他方式限制

他人利用保險藉以獲得不當利得。故於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

具有保險利益時方得請求保險金給付。而於請求保險金給付時，保

險人所得給付之額度應不超過被保險人其保險利益受有損害之額

度。故保險利益之要求，即為體現利得禁止原則，亦為其與賭博最

大差異所在
91
。 

此外，工程保險另外亦可針對個別工程項目的不同風險具體情

況，利用附加條款或批單之方式加保，以得到切合其需要之保障。

例如，於營造綜合保險中，可加保機械安裝及試車附加條款，即可

                                                       
90  AIA Document A201‐2007，GENERAL CONDITIONS OF THE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11.3.1.1： 
” Property insurance shall be on an “all‐risk” or equivalent policy form and shall include, without 
limitation, insurance against the perils of fire (with extended coverage) and physical loss or 
damage including, without duplication of coverage, theft, vandalism, malicious mischief, collapse, 
earthquake, flood, windstorm, falsework, testing and startup, temporary buildings and debris 
removal including demolition occasioned by enforcement of any applicable legal requirements, 
and shall cover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for Architect’s and Contractor’s services and expenses 
required as a result of such insured loss. ” 

91
 請參考汪信君、廖世昌，保險法理論與實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初版，2006 年 9 月， 

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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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如同投保安裝綜合保險的保障，而無庸另行單獨投保，此外亦

可加保施工機具設備安全措施附加條款，或是第三人建築物龜裂、

倒塌責任險附加條款…等等。 

 

第三項 當事人之多元性 

第一款 要保人 

依保險法第三條之規定，要保人，係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利

益，向保險人申請訂立保險契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我

國工程實務上，一般係由業主交付保險費給承包商，將保險費作為

報酬之一部分，而以承包商作為要保人，由其與保險人進行保險契

約之簽訂。此種方式亦符合民法關於危險負擔之分配原則，蓋以我

國民法第五０八條規定，於定作人受領工作物之前，危險負擔係歸

於承攬人，因此，承攬人對於保險標的具有保險利益，亦得為要保

人。惟若工程係採取業主主控保險計畫方式投保者，則要保人即為

業主。 

 

第二款 保險人 

保險人，依保險法第二條規定，係指經營保險事業之組織，即

保險公司。一般保險多為一保險人承保，該保險人另可透過再保險

的方式分散承保的風險，而台灣工程保險之市場上，除了中央再保

險公司
92
以外，目前主要由慕尼黑（Munich Reinsurance Co.）及瑞士

（Swiss Reinsurance Co.）二家再保險公司提供承保能量所支持。但

因工程的造價不斐，尤其是目前所興建的大型工程之造價更是昂

貴，其所涉及之承保範圍又相當廣泛，因此一件大型工程的實施，

並不宜也無法僅由一家保險公司予以承保。 

                                                       
92

 按中央再保險公司自財政部成立至今已四十年，是唯一國內設立的再保險公司，當年成立時

財政部僅出資一千五百萬，經 2002 年民營化後，目前中央再保險公司的資本額已達五十五億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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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實務上，亦有複數保險人共同承保之相關規定，例如依

EIA 所制訂之營造暨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通用條款 025 共保附加條款

即規定，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可約定，將工程保險交由複數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共保，各保險人則依其所列明之承保比例，分別負

賠償責任，並可將相關的承保及理賠事項，交由其中一家產物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主辦。 

舉例來說，我國的 101 大樓，在建築時曾投保營造綜合保險，

其總投保之金額約為一四三億元，此一保險當時係由富邦、新光、

東泰、泰安、明台、中央等六家保險公司
93
來共同承保。又如我國高

鐵之建設，即由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70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15 %、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司 10 %、日商三井住友海上火災產物保險公司

5 %等數家保險公司共同承保
94
，其中由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全權代表

與台灣高鐵公司簽訂「台灣南北高速鐵路幹線所有人管控保險契約
95
」。 

 

第三款 被保險人  

在一般財產保險中，凡具有保險利益的法人或自然人，理論上

應均得為被保險人，此在工程保險中亦然。然而，特別的是，在一

般財產保險中，被保險人之情況通常較為單純，而工程保險中，則

涉及到工程從設計到驗收的流程中，參與的人事物既多且繁雜，尤

其在大型工程中，可能涉及到的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相當廣泛，而

由於存在此種因經濟上利益而使得參與人多元化之現象，因此在保

險契約上，將有複數人具有共同之保險利益，是以工程保險的當事

人以「共同被保險人（coinsured）」為其特徵之一。其中較為普遍

者，係業主與廠商基於合作管理（partnering）96
的需要，而為共同

                                                       
93

 其中以富邦產險作為主要的承保公司。資料來源：http://www.tfmi.com.tw/ec/index.do（台灣 

產物全球資訊網），最後瀏覽日期：2008.5.12 
94
  請參考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五年度保險上更（一）字第一六號判決。 

95
  此即前述之業主主控保險計畫（OCIP）。 

96
 合作管理，依照美國營建業學院（CII）對其所下之定義，係指兩個或兩個以上的組織為了 

滿足特定的商業利益所達成的長期約定，以使彼此的資源能發揮最大的資本效益。請參見 

王明德、廖紀勳著，〈合作管理新制度，合作管理之應用〉，營建管理季刊，第 31 期， 



第三章 我國工程保險之現況 

84 
 

被保險人
97
。 

於工程實務上，可作為被保險人之人有：定作人（業主）、承

攬人（承包商）、次承攬人（分包商）、材料供應商、建築師工程

師、債權人…等等，而EIA所制訂之營造暨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通用條

款026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即規定，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可約定多

數人為該保險契約之共同被保險人，保險人對各被保險人分別就其

保險利益負賠償責任。 

 

第四項 保險期間與保險費率之浮動性 

第一款 保險期間 

工程保險之保險期間，除機械保險、鍋爐保險以外，一般係依

據工期之長短，或配合施工、建造期間來加以訂定，此項計算方

法，係援用海上保險之慣例，稱為航程原則（voyage basis），保險

期間可能僅為數個月，亦可能長達數年，因此，工程保險之保險期

間與一般財產保險相對來說較為固定的保險期間有所不同。 

申言之，一般財產保險之保險期間大都具有連續性，可逐年續

保；而工程保險則因所承保的標的是營建工程施工中的風險，其保

險期限係配合施工期間而定，通常以各個工程所需工期而定
98
。若有

以批單方式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時，其保險期間原則上應與原保險

單相同；如係中途加保者，其滿期日應與原保險單一致
99
。 

簡單來說，工程保險係屬於非續保業務（Non‐Renewal Business）

除有極少數零星工程有以「預約保險單」統保而續保者外，一般工程

保險單均為「非續保業務」，即保險單滿期後無續保之需要，縱有延

期者，期滿後保險契約亦告消滅。而業主為求其財產獲得連續安全之

                                                                                                                                                           
頁 13。 

97
 請參考陳繼堯，〈工程保險的主要特徵〉，收錄於陳繼堯主編，工程保險理論與實務，智 

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2002 年 1 月，頁 81 至 86。 
98

 請參考劉福標，工程保險與保證，漢天下工程管理顧問有限公司，詹氏書局，初版，1999 

年 3 月，頁 57。 
99 請參考 EIA 所制訂之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加保僱主意外責任險承保辦法第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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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完工啟用後應銜接投保其他適當保險種類，例如：火險及附加

險、機械保險、鍋爐保險…等等
100
。 

再者，在工程的生命週期中，另有所謂的「保固期間」

（maintenance period）101
，有學者認為，若辦理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之

加保者，則工程保險因將保固期間納入保險期間，此時的保險期間

則為工期再加保固期間
102
。惟本文認為，保險人是否應負理賠責

任，應係以保險責任期間作為主要的判斷方式之一，因此，上述之

見解並無法精確地表示出保險人所應負之理賠責任期間範圍為何。

簡言之，本文認為，原工程保險所承保之風險，與保固保險所承保

之風險，兩者實則並不相同，亦即保險人原先所承保之工程風險已

經於保固期間階段發生了質變的現象，故保險人雖於保固保險之保

險責任期間內仍負理賠責任，但並不適宜將保固保險之保險期間理

解為原工程保險保險責任期間之增加或延長。 

 

第二款 保險費率 

由於工程保險本身保險標的物之多樣性，及承保風險之廣泛性

與不可預見性，因此，縱使係同樣性質的工程，往往亦因工程地

點、施工季節、承包商經驗、或保險市場變化之不同，而有很大的

區別；且因工程保險的保險金額龐大，故通常以個案視其各種實際

情況分別訂定費率，即工程保險係屬於非規章性費率
103
。 

即工程保險之保險費率係以保單的相關規定與工程實際的情況

來加以決定，保險費率皆由核保人員依個別之工程決定
104
，所採者

                                                       
100  請參考楊誠對，意外保險—理論與實務，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修訂八版，2008 年 9

月，頁 223。 
101 所謂保固期間，通常係指若工程完成而由業主驗收後使用，在使用中的一定期間內倘發現工

程有瑕疵時，承攬人雖已不再負有保管責任，惟仍依約負保固責任而有重建或修復工程之義

務。 
102  請參考陳繼堯，〈工程保險的主要特徵〉，收錄於陳繼堯主編，工程保險理論與實務，智勝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2002 年 1 月，頁 89。 
103 請參考劉福標，工程保險與保證，漢天下工程管理顧問有限公司，詹氏書局，初版，1999

年 3 月，初版，頁 57。 
104 請參考陳繼堯，〈營造綜合保險〉，收錄於陳繼堯主編，工程保險理論與實務，智勝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初版，2002 年 1 月，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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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工期費率，而非年度費率，亦即工程保險並無固定的保險費率。 

例如，依EIA所制訂之營造綜合保險承保辦法第九點之規定，其

保險費率之計算應考量到下列之因素：（1）於營造工程綜合損失險

中，應按工程種類、性質、期間、地點、金額、施工方式、安全措

施及被保險人自負額等因素，個別厘定保險費
105
。（2）就施工機具

設備，其保險費應按其種類、規格、保險金額、製造廠牌、製造年

份、使用性質、地點、期間等因素個別厘定。（3）於第三人意外責

任險中，則按工程地點、工程性質、施工方法、安全措施、保險金 

額、施工期間等因素個別厘定保險費。 

 

第五項 保險金額之變動性 

原則上，一般財產保險的保險金額，在保險期間內是不會輕易

變動的。惟以營造綜合保險為例，其營造工程係以工程的總造價

（即指工程完工時的總工程價格）為保險金額；施工機具之保險金

額則為新品重置價格；置存工地之其他財物則以約定每一事故賠償

限額方式承保。 

由於工程初始時，工程進度為零，並無工程價格可言，其後隨

著工程本體的施工進度及資源的投入程度，而使得工程實際價格不

斷地增加。若施工中發生保險事故時，因營造綜合保險係屬於不定

值保險，保險理賠乃於發生保險事故後，依實際價值為準計算損

失，且不超過保險金額。即工程遇有損失時，契約所載各項金額雖

為其保額，但非按保額而依實際損失為限賠償，超額保險部分無

效。惟現今保險已漸有賠償標的物重置費用之約定，但需確有置換

修復者為限以免不當得利
106
。 

 

                                                       
105 此與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之保險費率計算相似，依EIA所制訂之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承保辦法第

九點之規定，其保險之保險費率按安裝工程之性質、期間、地點、施工方式及施工人等要素

逐件予以訂定。 
106  請參考杜辰生，〈工程業應有之保險基本認識兼論其公共責任保險〉，收錄於營建管理季

刊，第 35 期，1998 年 6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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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但由於工資及物價之變動因素，很少有重大工程皆能依

照原合約約定之價格完工，故營造及安裝綜合保險中皆要約定被保

險人得隨時將調整之合約金額通知保險公司以便調整保險金額
107
，

此時因調整保險金額，保險費亦須隨之調整。惟為避免通知之繁瑣

或遺漏，實務上乃發展出保險金額變動條款
108
，有學者將該變動稱

為 “escalation”109。 

簡言之，保險人理賠之金額，除受保險金額之限制以外，並以

保險事故發生時受損之保險標的實際價值為理賠依據，此亦符合工

程保險係屬於損失填補保險，而須受到損失填補原則之限制。由於

工程保險之理賠金額係隨著工程進度而增加，因此工程保險之保險

金額及理賠金額，並不具有固定不變之性質。 

 

第六項 自負額之約定 

自負額（deductible，excess），通常由經濟單位考慮自身之財

務力量，再行決定一次意外事故自己所能承擔損失。自負額通常應

用於保險之中，指意外事故發生後，保險人理賠之前，被保險人須

先行承擔一部份約定之損失，超過部分始由保險人負責
110
，而自負

額之設定，其實反應保險人在經營中之核保技術要求，並反應被保

險人之危險管理觀念
111
。 

                                                       
107 例如，EIA所制訂之營造綜合保險的基本條款第四條、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五條均

規定：「本保險契約承保工程之保險金額應為完成該工程所需之總工程費包括工程材料、組

件、施工費用、運費、稅捐及管理費等，並應包含臨時工程之工程費及定作人提供之工程材

料費。上述總工程費遇有增減時，被保險人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調整保險金額。總工程費

依工程承攬契約或工程計劃得細分計算者，其保險金額應依個別明細項目分別適用。」。 
108 請參考 EIA 所制訂之營造暨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通用條款 034 保險金額增加百分之五以內附加

條款。 
109 請參考吳川，〈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收錄於陳繼堯主編，工程保險理論與實務，智勝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初版，2002 年 1 月，頁 169、170。 
110 請參考鄭鎮樑，保險學原理，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三版，2005 年 10 月，頁 65。 
111 按自負額之設置目的，並非僅止於消極的防弊，尚導引至積極的危險管理功能，即當損失頻

率小與損失幅度小時，可採取自留之危險管理策略。從保險經營角度觀察，損失幅度小之賠

案由被保險人自行承擔，對於被保險人與保險人可有許多優點，最原始之優點為「經濟

性」，以及可減少道德危險。由於自負額之設置功能可改善損失經驗，因而節省要保人之保

費負擔，理論上可形成保險市場與保險消費者間之良性循環。請參考鄭鎮樑，保險學原理，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三版，2005 年 10 月，頁 238 至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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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財產保險中較少有自負額之約定，工程保險則每一事故

損失均設有被保險人自行負擔的額度。於工程保險中，被保險人自

負額較一般財產保險為高，尤以天災及（或）試車之自負額為然
112
。以營造綜合保險為例，自負額係指對於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

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滅失或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需先行負

擔約定之損失金額
113
，換言之，保險人僅對於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

失金額負賠償責任。此外，發生於連續七十二小時內之地震或四十

八小時內之颱風，不論次數多寡，均視為一次事故辦理。 

之所以有自負額之約定，係因營建工程由於其建設之特性，故

工程期間鮮少有絕對順利而毫無些微損失者，此類損失中一部份是

屬於承包商在工程估價中即需予考量吸收的工程成本，有些部分則

屬於可透過採取妥善的防災計畫即可避免。因此，所有損失全部藉

由保險來獲得補償並不合理，故動態作業的工程保險均有自負額的

設置
114
。 

申言之，自負額通常適用於颱風、洪水、地震等天災所致的損

失及對第三者的賠償責任。兩者的自負額規定係屬強制性，但意義

則大異其趣，適用於颱風、水災、地震等天災所致損失的自負額，

乃認為天災損失在某一程度內，應視為屬於經常費用性質，而由被

保險人自行負責；至於對第三者賠償的自負額，則認為屬於小額損

失，應由被保險人自行處理，以提高其防患警戒之心
115
。 

工程保險訂定自負額之方式通常有三種，一者，係以一定金額

為自負額，此通常又可分為：（1）無論損失金額大小，自負額均相

同者；（2）天災（Acts of God，Natural Hazards）所致損失自負額較

                                                       
112  請參考楊誠對，意外保險—理論與實務，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修訂八版，2008 年 9

月，頁 223。 
113 請參考 EIA 所制訂之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六條之規定。 
114 請參考劉福標，工程保險與保證，漢天下工程管理顧問有限公司，詹氏書局，初版，1999

年 3 月，頁 58、82。 
115 請參考陳繼堯，〈營造綜合保險〉，收錄於陳繼堯主編，工程保險理論與實務，智勝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初版，2002 年 1 月，頁 133。 

另有論者歸納指出，訂定自負額之目的有三：（1）免除小額賠款、節省理賠費用；（2）提

高被保險人警惕性，避免道德危險；（3）減輕被保險人保險費負擔。請參考楊誠對，意外

保險—理論與實務，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修訂八版，2008 年 9 月，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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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他原因所致損失自負額較低等兩類方式。再者，係以損失金

額之某一百分比為自負額；三者，係將前述兩種自負額合併使用，

即以損失金額之某一百分比並設定一最低金額為自負額
116
。 

工程保險自負額之高低與訂定方式隨工程種類、風險高低而

異，例如一般房屋建築工程，其自負額通常較低，而隧道工程、橋

樑工程以及各種「海事工程」（seaworks），如海堤（sea  

walls）、防波堤（breakwater）、港灣（harbors）等工程，其損

失頻率高，損失幅度亦大，故其自負額較高，海事工程且多採用上

述第三種自負額訂定方式
117
。 

惟須注意者，係保險自負額基本上不應太高，否則將失去保險

之意義，但被保險人可依據工程性質及本身承擔損失之能力與意

願，調整自負額以獲得適當的保險費率，例如，若提高自負額，則

保險人所需負之責任程度變小，故保險費率自亦降低。 

 

 

 

 

 

 

 

 

 

 

                                                       
116 請參考楊誠對，意外保險—理論與實務，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修訂八版，2008 年 9

月，頁 236。 
117 請參考楊誠對，意外保險—理論與實務，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修訂八版，2008 年 9

月，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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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文認為，基於維護人民生命、身體、財產及公共安全之公益

目的考量，我國應參酌外國立法例之精神，除營造綜合保險及安裝

工程綜合保險以外，亦將僱主意外責任險及第三人責任險均納入強

制投保之範疇，始較為妥適。 

目前我國工程保險之發展，已由傳統型式走向併行制，即由業

主支付保費而承包商投保之方式，轉變為併行業主主控保險計畫之

方式，究應採行何種投保方式較為有利，應視情形而定。而我國實

務上工程保險相關之保單與特約條款、附加條款種類繁多，且營建

工程相當複雜，因此於處理爭議時必須注意其各自不同之特性。 

再者，並應認知到工程保險既為我國保險法第十三條所規定之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財產保險」之一，則工程保險原則上應有

我國保險法第三章第五節其他財產保險的相關規範（保險法第九十

六條以下）之適用，故保險人似得主張依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七條之

規定，而享有保險標的物之勘查權。此與國際趨勢—工程界與保險

界聯合行動—應作一結合，即於工程保險中應強調得由保險人介入

安全檢查、風險評估之機制。 

另外，更為重要者，係應重視工程保險屬於損失填補保險之性

質，而須受到損失填補原則之限制一事，而此亦為國際規範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所著重之處
118
。 

除此以外，工程保險所面臨的最大問題是，雖然工程保險係採

取全險保單之方式，故其保險範圍相當廣泛，但在適用上應考量到

參酌美國立法例，著眼於保險利益有無之限制；再者，全險保單所

承保之風險並非無所不包，惟被保險人卻往往過度期待工程保險係

承保一切的工程風險，又疏未注意相關不保事項之規定，致使其後

針對保險人應否理賠或其理賠責任之範圍為何乃多所爭議。 

                                                       
118  關於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之相關內容，請參見第四章之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