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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際規範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 

與我國相關規定之比較分析 

 

第一節 概述 

 

依照 WTO 秘書處就服務業所做之分類，其第三大類為「營造及

相關工程服務業（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engineering services）」；

第七大類為「金融服務業」（financial services），保險係屬於中類 A

項「保險與保險相關之服務業（insurance and insurance related 

services）」。 

自從我國加入 WTO 之後，經濟制度便逐漸與國際作更進一步之

接軌，我國之保險業者及營造業者，主要之競爭對手當為歐盟、

美、日等先進國家之同業
1
，而由於國際性的工程契約多半牽涉到鉅

大的規模與金額，再加上各國的需求不同，且各國之國情、習慣及

法律亦均有差異，因而增加了相當程度之複雜性，故於此種情勢之

下，瞭解國際規範之內容並將其精神引入我國，已是刻不容緩。 

在公共工程契約部分，目前各國均備有制式的標準契約，例如

美國的聯邦政府營繕工程標準承攬契約，英國的公共工程一般契

約，日本的公共工程標準請負契約等。 

至於一般民間工程常用的契約範例，例如美國的建築師學會

（AIA）工程契約，英國的 ICE 土木工程契約，JCT 建築工程契約

(通常稱為 RIBA 條款)
2
，IChemE 製程工廠工程契約，日本的四會聯

合約款，都已在各國的國內沿用相當長的時間。另外有一套極有潛

                                                       
1 請參考陳繼堯，〈工程保險的新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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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在歐洲，標準格式的施工契約範本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影響最大的應屬英國皇家建築師學 

會所頒布標準格式的建築施工契約，即所謂的 RIBA (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 格 

式，這種格式於 1907~1957 年間在英聯邦國中廣泛使用，在 1963 年~1980 年間，它演變為所 

稱的 JCT ( Joint Contract Tribunal ) 格式。請參考余文恭，兩岸工程施工契約之比較研究— 

以竣工義務及協力行為為中心，東吳大學法律學系碩士論文，2005 年，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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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 NEC（The New Engineering Contract）合約範本，也不容忽視
3
。 

其中，最有名的國際工程契約範本，首推國際工程顧問聯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nsulting Engineers，簡稱 FIDIC)所發行

的標準契約條款範本，其包含了 FIDIC 營建施工標準契約條款（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亦稱作 The New Red Book，以下簡稱新紅皮

書）、生產設備和設計—施工標準契約條款（The Plant and Design‐

Build Contract，亦稱作 The New Yellow Book，以下簡稱新黃皮

書）、設計採購施工/統包標準契約條款（The EPC/Turnkey 

Contract，亦稱作 The Silver Book，以下簡稱銀皮書）、以及工程簡

式標準契約條款（The Short Form，亦稱作 The Green Book，以下簡

稱為綠皮書）
4
。 

我國目前雖有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頒佈之工程採購契約範

本、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等等，但其內容仍與前述各國規範之精

神有所落差，故我國之相關規範與契約範本仍有進步之空間。 

本文以下擬先介紹說明於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中就保險所訂定

之規範內容，進而與我國目前的相關規範作一比較及分析，期能在

符合我國國情之前提下，將國際規範之內容與精神引入我國，以助

於紛爭之解決，並與國際作一確實之銜接。 

 

 

 

 

 

 

                                                       
3 請參考葉英蕙，〈國際上常用的工程契約範本簡介〉，收錄於中鼎工程，第 241 期，1999 

年 8 月，頁 12。 
4 請參考古嘉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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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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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規範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 

 就保險所為之相關規定 

 

第一項 FIDIC 規範之由來與其重要性 

按各國的諮詢工程師，通常會在其本國組成一個民間的諮詢工

程師協會，這些協會的國際聯合會就是 FIDIC（國際顧問工程師協

會），其雖為一個非官方組織，但此一國際組織具有相當的權威

性，其會員國由最初的法國、瑞士、比利時等歐洲國家，逐漸擴及

至美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等等，截至今日為止，全球各地已有

六十多個國家加入了 FIDIC，其總部設在瑞士。 

FIDIC 的成立宗旨，係希望透過編制高水準的國際通用標準文

件，及召開研討會等等方式，傳遞工程相關訊息，從而推動全球工

程諮詢行業的發展
5
。FIDIC 所編制的標準文件，約每十年即會依據

國際的工程技術、法律、經濟及管理等的發展而予以修訂，因此也

被稱為工程契約「聖經」
6
。 

其中，最廣為流行的新紅皮書，不僅可充分地反映現今國際工

程建設的慣例，亦對於工程所產生的風險作出了較為公平的風險分

配，因此，其除了可用以檢視工程契約是否公平（尤其是涉及審查

定型化契約是否顯失公平的判定）以外，另可作為工程契約約定有

漏洞時之填補依據。簡言之，FIDIC 可謂係當代國際上具有相當權

威性地位之契約範本。 

雖如上述，FIDIC 於國際上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但我國現有

的相關文獻並不多見，若係涉及到保險此一部份，相關論述更是少

                                                       
5  應予注意者，係 FIDIC 於其出版之‘GUIDE TO THE USE OF FIDIC’一書中，開宗明義即說明 FIDIC 

條款適用於國際性工程合約。有學者指出，綜觀 FIDIC 條文之演進，其基本方向是為了適合 
國際工程合約使用，不同國家或有其不同法律系統，然為了使得國際承包商得以方便使用且 
統一觀念，方才發展出此一範本，因此使用時需有此一基本觀念。請參考陳純敬，〈FIDIC 

合約一般條款重要基本觀念〉，收錄於營建管理季刊，第 39 期，1999 年 6 月，頁 2。 
6 請參見田威，FIDIC 合同条件应用实务，北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初版，2002 年 6 月，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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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鳳毛麟角，故而本文擬先將 FIDIC 所編制的國際通用標準文件

（慣稱為新紅皮書、新黃皮書、銀皮書、綠皮書
7
）之內容作一介

紹，其後再與我國目前的相關規範交叉比對分析，並就我國與國際

規範之接軌作出評估。 

惟因新紅皮書之應用最為廣泛，且針對保險此部分來說，除綠

皮書以外，其他版本之內容與新紅皮書相去無幾，故而本文擬僅介

紹新紅皮書與綠皮書之規範，其餘版本則於相關部分一併說明。 

 

第二項 FIDIC 對於保險所制訂之內容—以新紅皮書之規範為核心 

按 FIDIC 於 1999 年所公布之新紅皮書，於前言中已就新紅皮書

所適用之情形有所說明。依其內容，新紅皮書被建議為係適用於由

業主或其代表（即工程司）設計建築與工程之情形。在此種契約類

型中，承包商所進行之工程建設，通常係依照業主所提供之設計而

為之。然而，部分工程的內容，例如土木、機械、電器及（或）建

築工程等等，也可能係由承包商所設計
8
。 

於新紅皮書中，保險（insurance）之相關規範主要係規定於第

十八條，其內容分述如下。 

                                                       
7 詳言之，在國際中最常用的工程合約是國際工程顧問聯盟所發行的契約條款，簡稱 FIDIC 條 

款。為適應不同類型的工程，發行的契約條款版本亦有多種，而且採用特定的顏色，紅皮書 

是純粹的土木施工合約，內容是脫胎於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ICE）的標準契約格式，由於發 

行多年，且國際性工程在英國和大英國協會員國間已有百餘年的歷史，經過長期考驗，因時 

代變遷而不斷改進契約條件的結果，已經建立起相當完備的制度。這些條款廣為各國採用的 

結果，已逐漸形成國際慣例。黃皮書的機電工程合約，實為工廠設計建造合約，是用於承包 

商亦負責設計工作的案子。橘皮書是包括設計及建造的統包合約，此類型的統包工作大致上 

包括設計、施工、設備安裝，完成至立即可以使用的地步。有時合約還包括操作，操作時間 

長短不一定，也許只是幾個月時間的試車期的操作，但也可能是 BOT 案子以數年為期的操作 

工作。紅黃二書為適應時代潮流，已作大幅修正，修訂後成為 the New Red Book 和 the New  

Yellow Book 都已於 1998 年發行試用版，且於 1999 年正式發行第一版。1999 年更出版的兩本 

新範本，一本是綠色封面的 Short Form，供較單純的工作之用；另一本是銀色封面的 EPC 統 

包合約，這是用於承包商必須負擔完全的責任且承受較大風險的案子。請參考葉英蕙，〈國 

際上常用的工程契約範本簡介〉，收錄於中鼎工程，第 241 期，1999 年 8 月，頁 13 至 14。 
8  FIDIC  前言（FOREWORD） 
“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 which are recommended for building or engineering 
works designed by the Employer or by his representative , the Engineer. Under the usual 
arrangements for this type of Contract , the Contractor constructs the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a 
design provided by the Employer. However , the works may include some elements of Contractor‐
designed civil , mechanical , electrical and/or construction wor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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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保險的一般性要求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1 條，主要係規範保險的一般性要求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Insurances）。依其規定，在第十八條規

定中所指之「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insuring Party9
）」，係

指於每一險種中，應負責令相關條款中所具體指定的險種生效，並

維持其效力之當事人
10
。 

不論承包商是否為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每一保險均應

以業主所同意之條款內容而向保險人投保。這些條款應與雙方當事

人在得標函公布日期以前所同意之條款一致。雙方當事人關於條款

的協議，應優先於本條款之規定
11
。 

又不論業主是否為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每一保險均應

向保險人投保，且其條款應符合特別條款中所附加的細節性規範
12
。 

假如一份保險單被要求應賠償共同被保險人，則該保險應分別

地適用於各被保險人，猶如為了各共同被保險人而核發各份保險

單。若一份保險單須賠償附加共同被保險人，即本條所指之被保險

人以外之人，則 (1) 承包商身為這些附加共同被保險人之代表，其

行為應依照保單的規定；(2) 附加共同被保險人不應被賦予得從保

險人處直接收受付款之權利，亦無權與保險人有其他任何直接的往

來；且 (3) 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要求所有的附加共同被保

險人須遵守保單中所約定的條款
13
。 

                                                       
9  應予注意者，係所謂需要辦理投保事宜的「Insuring Party」，並未限於同一方的契約當事 

人，而可以是契約雙方的任何一方，即業主或承包商均可以是 Insuring Party。 
請參考 Nael G. Bunni , The FIDIC Forms of Contract , 3rd edition , 2005 , p.533. 

10  “ In this Clause , “insuring Party” means , for each type of insurance ,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effec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insurance specified in the relevant Sub‐Clause. ” 

11
  “ Wherever the Contractor is the insuring Party , each insurance shall be effected with insurers and 
in terms approved by the Employer. These terms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any terms agreed by both 
Parties before the date of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This agreement of terms shall take precedence 
ov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lause. ” 

12
  “ Wherever the Employer is the insuring Party , each insurance shall be effected with insurers and in 
terms consistent with the details annexed to the Particular Conditions. ” 

13
  “ If a policy is required to indemnify joint insured , the cover shall apply separately to each insured as 
though a separate policy had been issued for each of the joint insured. If a policy indemnifies 
additional joint insured , namely in addition to the insured specified in this Clause , (i) the 
Contractor shall act under the policy on behalf of these additional joint insured except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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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份為了填補損失或損害而投保的保險單，應以所要求的貨

幣來提供該項支付，藉以正確地反應出其損失或損害。從保險人處

所收受之支付，應用於填補損失或損害
14
。 

相關的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於投標書附件
15
所規定的

各別期間（從開工日起算）內，向其他當事人提出下列事項：(1) 

本條所規定之保險已經予以投保的證明；(2) 第 18.2 條所規定之保

險（工作物及承包商機具設備之保險），以及第 18.3 條所規定保險

（人員傷害及財產損害之保險）的保險單副本
16
。 

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將每筆保險費的支付證據提供給

其他當事人。不論何時，只要該證據或保險單被提出，負有投保義

務之契約當事人均應告知工程司
17
。 

雙方當事人均應遵守每份保險單中所約定的條款。負有投保義

務之契約當事人應確保已將施工過程中所生之任何相關變化，均告

知於保險人，並確保該保險之維持係符合本條款的規定
18
。 

在未獲得他方當事人事先的許可之下，任何一方的當事人均不

應對於任何保險條款作出重要的更動。若保險人作出（或企圖作

出）任何變動，則最先受保險人告知的當事人，應立即地告知他方

                                                                                                                                                           
Employer shall act for Employer’s Personnel , (ii) additional joint insured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receive payments directly from the insurer or to have any other direct dealings with the insurer , 
and (iii) the insuring Party shall require all additional joint insured to comply with the conditions 
stipulated in the policy. ” 

14
  “ Each policy insuring against loss or damage shall provide for payments to be made in the 
currencies required to rectify the loss or damage. Payments received from insurers shall be used for 
the rectification of the loss or damage. ” 

15
  投標書附件（Appendix To Tender），係 指 投 標 廠 商 投 標 文 件 之 附 件 。  

16
  “ The relevant  insuring Party shall  , within the respective periods stated  in the Appendix to Tender
（calculated from the Commencement Date）, submit to the other Party :   
(a) evidence that the insurances described in this Clause have been effected , and 
(b) copies of the policies for the insurances described in Sub‐Clause 18.2 

[ Insurance for Works and Contractor’s Equipment ] and Sub‐Clause 18.3 
[ Insurance against Injury to Persons and Damage to Property ]. ” 

17
  “ When each premium  is paid  ,  the  insuring Party  shall  submit evidence of payment  to  the other 
Party . Whenever evidence or policies are submitted , the insuring Party shall also give notice to the 
Engineer . ” 

18
  “  Each  Party  shall  comply with  the  conditions  stipulated  in  each  of  the  insurance  policies.  The 
insuring Party  shall  keep  the  insurers  informed of any  relevant  changes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Works and ensure that insurance is main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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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
19
。 

若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並未依照本契約的規定而去投保

契約所要求之保險並維持其效力者，或未提供符合本條款所要求之

證據及保單副本者，則其他當事人得選擇在不侵害其任何其他的權

利或補償之前提下，投保相關的保險項目並支付應繳交的保險費。

而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支付前述其他當事人所支出的保費

總額，且契約之價金亦應相對地有所調整
20
。 

在本條規定中，並未加以限制承包商或業主依其他契約條款或

相關規範所應負的責任及義務。承包商及（或）業主應依據前述之

責任或義務，而負擔任何未投保或未被涵蓋於保險單之金額。然

而，若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未依本契約之要求而去投保保險

並維持其效力者，倘該保險係屬於可被買到之狀況，且在本契約下

是需要被投保並維持其效力者，由於其他當事人既未允許此種疏

漏，亦未投保與此疏失有關之保險項目，因此，本得受該保險所理

賠之任何金額，均應由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來加以支付
21
。 

一方當事人對他方當事人之支付，應受到第 2.5 條（業主的索

賠）及第 20.1 條（承包商的索賠）規範之限制，方為適當
22
。 

 

                                                       
19
  “ Neither Party shall make any material alteration to the terms of any  insurance without the prior 
approval of the other Party. If an insurer makes ( or attempts to make ) any alteration , the Party 
first notified by the insurer shall promptly give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 

20
  “  If the  insuring Party fails to effect and keep  in force any of the  insurances  it  is required to effect 
and maintain under the Contract , or fails to provide satisfactory evidence and copies of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ub‐Clause , the other Party may ( at its option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other right or remedy ) effect insurance for the relevant coverage and pay the premiums due. The 
insuring Party shall pay the amount of these premiums to the other Party , and the Contract Price 
shall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 

21
  “ Nothing in this Clause limits the obligations , liabilities or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ontractor or the 
Employer  , under  the other  terms of  the Contract or otherwise. Any amounts not  insured or not 
recovered  from the  insurers shall be borne by the Contractor and/or the Employ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obligations  ,  liabilities or responsibilities. However  ,  if the  insuring Party fails to effect 
and keep  in  force an  insurance which  is available and which  it  is required to effect and maintain 
under  the Contract  , and  the other Party neither approves  the omission nor effects  insurance  for 
the coverage relevant to this default , any moneys which should have been recoverable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paid by the insuring Party. ” 

22
  “ Payments by one Party to the other Party shall be subject to Sub‐Clause 2.5 [ Employer’s Claims ] 
or Sub‐Clause 20.1 [ Contractor’s Claims ] , as applic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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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工作物及承包商機具設備之保險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2 條，係針對工作物及承包商機具設備之

保險（Insurance for Works and Contractor’s Equipment）而為之相關

規範。依其規定，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為工作物、機具設

備、材料，以及承包商保管文件而投保，其投保額度不低於全部的

回復金額，該金額包含了毀損的費用、拆除清理費，以及專業酬金

和利潤等等。自依第 18.1 條次節(a)[保險的一般性要求]之規定，

而提出相關證據之日起，直至工程接管憑證
23
的簽發日為止，該保險

均應為有效之狀態
24
。 

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維持該保險之效力直至核發履約

憑證
25
為止，使得在接管憑證核發前所生之應由承包商負責的損失或

損害，或其他任何在操作過程中因承包商所致之損失或損害（包含

第十一條所規定之 [瑕疵責任]），均能受到保障
26
。 

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為承包商的機具設備而投保，其

保險額度不應低於全部的重置費用，且包含了運送至工地的費用。

就承包商的每項機具設備而言，在運送該項機具設備到工地之過程

中，該保險應處於有效之狀態，且其效力應維持至對於該承包商之

機具設備已不再有需求時為止
27
。 

 

                                                       
23
  按我國工程實務上，目前並無接管憑證之使用。 

24
  “ The  insuring Party shall  insure the Works  , Plant  , Materials and Contractor’s Documents for not 
less  than  the  full  reinstatement  cost  including  the  costs  of  demolition  ,  removal  of  debris  and 
professional fees and profit.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by which the evidence is 
to  be  submitted  under  sub‐paragraph  (a)  of  Sub‐Clause  18.1  [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Insurances ] , until the date of issue of the Taking‐Over Certificate for the Works. ”   

25
  按我國實務上並無履約憑證，而僅有結算驗收證明書。 

26
  “  The  insuring Party  shall maintain  this  insurance  to provide  cover until  the date of  issue of  the 
Performance Certificate , for loss or damage for which the Contractor is liable arising from a cause 
occurring prior to the  issue of the Taking‐Over Certificate  , and for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the 
Contractor  in  the  course  of  any  other  operations  (  including  those  under  Clause  11  [  Defects 
Liability ]). ” 

27
  “ The  insuring Party shall  insure the Contractor’s Equipment for not  less than the full replacement 
value ,  including delivery to Site. For each  item of Contractor’s Equipment , the  insurance shall be 
effective while  it  is being transported to the Site and until  it  is no  longer required as Contactor’s 
Equipment. ” 



第四章 國際規範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與我國相關規定之比較分析 

99 
 

除特別條款另有規定者外，各保險之相關內容應依本條款之規

定
28
。詳言之，若由承包商作為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則其應

有效投保保險並維持其效力；再者，應由具有共同接受保險人付款

的資格之當事人，以聯名方式為之，而當事人間其款項之持有或分

配，均應以填補損失或損害為唯一之目的。此外，對於第 17.3 條 

[業主風險] 中未予明列之事由所導致之全部損失及損害，亦應提供

保險。 

應注意者，係對於因業主使用或占用部分工作物，而導致其他

部分的工作物發生損失或損害，對於其他部分（非業主使用或占用

之部分），應予提供保險；至於因第 17.3 [業主風險]條次節 

(c)，(g) 以及 (h) 所載之風險實現而致生之損失或損害，亦應提

供保險。惟不論在任何情況中，均應排除依商業合理條款之規定並

不具有可保性之風險，且其自負額不應高於投標書附件中所規範之

總額（但若該總額並未有所規範，則本規定即無適用之餘地）。 

 

 

                                                       
28
  “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the Particular Conditions , insurances under this Sub‐Clause： 

      (a) shall be effec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Contractor as insuring Party ,   
      (b) shall be in the joint names of the Parties , who shall be jointly entitled to receive payments from 

the  insurers  , payments being held or allocated between  the Partie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rectifying the loss or damage ,   

    (c) shall cover all loss and damage from any cause not listed in Sub‐Clause 17.3 [ Employer’s Risks ] ,   
    (d)  shall  also  cover  loss  or  damage  to  a  part  of  the Works which  is  attributable  to  the  use  or 

occupation by the Employer of another part of the Works  , and  loss or damage from the risk 
listed in sub‐paragraphs (c) , (g) and (h) of Sub‐Clause 17.3 [ Employer’s Risks ] , excluding ( in 
each case ) risks which are not  insurable at commercially reasonable terms  , with deductibles 
per occurrence of not more than the amount stated in the Appendix to Tender ( if an amount is 
not so stated , this sub‐paragraph (d) shall not apply ) , and 

(e) may however exclude loss of , damage to , and reinstatement of： 
(i) a part of the Works which is in a defective condition due to a defect in its design , materials or 
workmanship ( but cover shall include any other parts which are lost or damaged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is defective condition and not as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ii) below) ,   

    (ii) a part of the Works which is lost or damaged in order to reinstate any other part of the Works 
if this other part is in a defective condition due to a defect in its design , materials or 
workmanship ,   

    (iii) a part of the Works which has been taken over by the Employer ,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Contractor is liable for the loss or damage , and   

  (iv) Goods while  they are not  in  the Country  , subject  to Sub‐Clause 14.5  [ Plant and Materials 
intended for the Work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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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其規定，有部分損失、損害或重置，得被排除在保障範圍

之外。申言之，原則上，因其設計、材料或工藝的缺失，而有瑕疵

狀況之工作物部分，可被排除在保險保障的範圍之外。又部分工程

之損失或損害，若係起因於為了修復其他任何因設計、材料或工藝

之缺失，而有瑕疵狀況之工作物部分，則其亦可被排除在保險保障

範圍之外。 

再者，已被業主接管的工作物部分，或是受到第 14.5 條[工作

物所需之機器設備及材料]規範之限制而未在工程所在國之貨物，其

損害或損失均亦得屬於被排除之範疇。然而，若該損失或損害，係

屬於承包商所應負責之範圍者，則不在此限。 

於基礎日一年以後，若上述之保險（對於業主使用或占用部分

工作物，或對載明於第 17.3 [業主風險]條中之部分風險，所提供

之保險），依商業合理條款之規範而將終止其效力者，則承包商

（作為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將相關的詳細情況告知業

主。而業主依第 2.5 條 [業主的索賠] 之規定，應有權取得相當於

在商業合理條款規範之下，承包商就該保險所預期支出之總額款

項，另依第 18.1 條之規定，業主將被認為已同意了此項省略，惟業

主若於商業合理條款下取得該保險者，則不在此限
29
。 

 

 

 

 

 

                                                       
29
  “ If , more than one year after the Base Date , the cover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d) above ceases 
to be available at commercially reasonable terms  , the Contractor shall  ( as  insuring Party  ) give 
notice to the Employer , with supporting particulars. The Employer shall then (i) be entitled subject 
to Sub‐Clause 2.5 [ Employer’s Claims ] to payment of an amount equivalent to such commercially 
reasonable terms as the Contractor should have expected to have paid for such cover , and (ii) be 
deemed  , unless he obtains  the  cover at  commercially  reasonable  terms  ,  to have approved  the 
omission under Sub‐Clause 18.1 [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Insuranc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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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人員傷害及財產損害之保險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3 條，則係針對人員傷害及財產損害之保

險（Insurance against Injury to Persons and Damage to Property）所為

之規範。依其規定，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就履約憑證核發

以前，每一方當事人對於承包商因履行契約而致生之任何損失、損

害、死亡，或體傷，其所應負之責任予以投保，投保範圍則包含了

任何重要的財產（但已依第 18.2 條[工作物及承包商機具設備之保

險] 之規定而投保者，不在此限）或任何人員（但已依第 18.4 條

[承包商所屬人員之保險] 而投保者，不在此限）
30
。 

此種保險應有所限制，即每一事件之保險金額，應不低於投標

書附件中所規定的總額，但事件發生的次數則不受限制。若投標書

附件中，並無總額之規定，則本條款即無適用之餘地
31
。 

除特別條款另有規定者外，本條款中所規範之保險
32
其要項應

為，若承包商係屬於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則其應投保保險

並維持其效力；又該保險應由當事人聯名為之；且該保險之保障範

圍應予擴大，使之包含承包商因履行契約而導致業主自有財產發生

                                                       
30
  “ The insuring Party shall insure against each Party’s liability for any loss , damage , death or bodily 
injury which may  occur  to  any  physical  property  (  except  things  insured  under  Sub‐Clause  18.2 
[  Insurance  for Works and Contractor’s Equipment  ]  ) or  to any person  ( except persons  insured 
under  Sub‐Clause  18.4  [  Insurance  for  Contractor’s  Personnel  ]  ,  which  may  arise  out  of  the 
Contractor’s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and  occurring  before  the  issue  of  the  Performance 
Certificate. ” 

31
  “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for  a  limit  per  occurrence  of  not  less  than  the  amount  stated  in  the 
Appendix to Tender , with no limit on the number of occurrences. If an amount is not stated in the 
Appendix to Tender , this Sub‐Clause shall not apply. ” 

32
  “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the Particular Conditions , the insurances specified in this Sub‐Clause： 
(a) shall be effec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Contractor as insuring Party ,   
(b) shall be in the joint names of the Parties ,   
(c) shall be extended to cover liability for all loss and damage to the Employer’s property ( except 
things  insured  under  Sub‐Clause  18.2  )  arising  out  of  the  Contractor’s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 and 

(d) may however exclude liability to the extent that it arises from： 
(i) the Employer’s right to have the Permanent Works executed on , over , under , in or through 
any land , and to occupy this land for the Permanent Works ,   

(ii) damage which  is an unavoidable result of the Contractor’s obligations to execute the Works 
and remedy any defects , and 

(iii)  a  cause  listed  in  Sub‐Clause  17.3  [  Employer’s  Risks  ]  ,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cover  is 
available at commercially reasonable ter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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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及損害之責任（但已依第 18.2 條規定投保者，則不在此限）。

惟應注意者，係因下列事由而生之責任，則不在此限：（1）業主對

於永久工程所施工的地面、上方、下方、及地表內層具有所有權，

並享有該永久工程的占有權限；（2）該損害係起因於承包商為盡其

施工與瑕疵修補義務時，所不可避免而發生之結果；（3）因第

17.3 條所載明之事由所致者（但若依商業合理條款，該保險之範圍

係屬有效者，則不在此限）。 

 

第四款 承包商所屬人員之保險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4 條規定，係針對承包商所屬人員之保險

（Insurance for Contractor’s Personnel）所為的規範。依其規定，承

包商應就其所雇用的任何人員或其所屬員工，因傷害、生病、疾病

或死亡而生之索賠責任、損害、損失，以及相關費用（包含法律費

用及開支）等等，予以投保，並維持該保險之效力
33
。 

該保險之保單所保障的範圍，亦應包含業主及工程司，惟因業

主或其所屬人員之任何行為或疏忽，而所導致之損失及索賠，則可

排除在外
34
。 

對於施工過程中，該人員到場協助之全部時間，均應予以投保

並維持該保險為完全有效。分包商所屬員工可由分包商為之投保，

但承包商仍應就其符合本條規定一事負責
35
。 

 

 

                                                       
33
  “ The Contractor shall effect and maintain  insurance against  liability  for claims  , damages  ,  losses 
and expenses ( including legal fees and expenses ) arising from injury , sickness , disease or death of 
any person employed by the Contractor or any other of the Contractor’s Personnel. ” 

34
  “ The Employer and  the Engineer shall also be  indemnified under  the policy of  insurance  , except 
that  this  insurance may exclude  losses and  claims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ise  from any act or 
neglect of the Employer or of the Employer’s Personnel. ” 

35
  “The  insurance  shall  be  maintained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during  the  whole  time  that  these 
personnel  are  assisting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Works.  For  a  Subcontractor’s  employees  ,  the 
insurance may  be  effected  by  the  Subcontractor  ,  but  the  Contracto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with this Cla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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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其他規範—綠皮書之相關規定 

按 FIDIC 於前言中就綠皮書所適用之情形有所說明。依其說明

之內容，工程簡式標準契約條款，被建議為係適用於相對而言需要

較少資金的建築或工程。依照工程的類型及狀況，此範本或許也可

適用於較高金額的契約，特別是那些相對來說較為簡易、重複施工

或工期較短之工程。此種契約中，承包商工程之施工通常係依照業

主或其代表所提供之設計，但此種範本也可能適用於由承包商負責

設計部分或全部的土木、機械、電氣及（或）建築工程之契約中
36
。 

此外，綠皮書係將保險規範於其第十四條之規定中，其內容如

下： 

壹、保險範圍 

針對保險範圍（Extent of Cover），綠皮書係將之規範於第

14.1 條。依其規定，承包商在工程開工之前，應先相關事項予

以投保，並於嗣後以當事人聯名之方式，維持該保險之效力。

所謂相關事項，係指（1）工作物、原料、機具、及承包商的機

器設備之損失及損害；（2）應由雙方當事人負責之責任。此係

指承包商在履約過程中，對於雙方當事人之財產或第三人，所

造成之損失、損害、傷害或死亡，其中包括了承包商對於非工

作物之業主自有財產之損害；（3）雙方當事人以及任何業主代

表，就承包商所屬人員之死亡或傷害，所應負之責任。但因業

主、任何業主代表或其員工之疏忽，而所導致之責任，則不在

此限
37
。 

                                                       
36
  FIDIC 前言（FOREWORD）   
“ Short Form of Contract , which is recommended for building or engineering works of relatively 
small capital value.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work and the circumstances , this form may also be 
suitable for contracts of greater value , particularly for relatively simple or repetitive work or work 
of short duration. Under the usual arrangements for this type of contract , the Contractor 
constructs the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a design provided by the Employer or by his representative 
( if any ) , but this form may also be suitable for a contract which includes , or wholly comprises , 
Contractor‐designed civil , mechanical , electrical and/or construction works. ” 

37
  FIDIC 綠皮書第 14.1 條：保險範圍（Extent of Cover） 

“ The Contractor shall , prior to commencing the Works , effect and thereafter maintain insurances 
in the joint names of the Parities： 
(a) for loss and damage to the Works , Materials , Plant and the Contractor’s Equi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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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保險之相關約定 

保險之相關約定（Arrangements），則係規範於綠皮書第

14.2 條。依其規定，所有的保險均應依循於附件中所詳述之任

何要求。保險單應由保險人所核發，且其內容應經業主之同

意。承包商應向業主提供證據，以證明所要求之任何保險單均

為有效，且已繳交保費
38
。 

保險人因工程發生損失或損害，而所支付的所有相關款

項，應由當事人共同持有，且應係用於損失、損害之修復，或

是用於填補未被修復之損失或損害
39
。 

參、未投保時之處理 

綠皮書第 14.3 條，則係規範未投保時之處理（Failure to 

Insure）。依其規定，若承包商並未就前述條款中所規定之任何

保險予以投保或維持其效力，或無法提供相符的證據、保單或

收據，則業主可在不侵害其他任何的權利或補償之前提下，投

保該未履行之相關保險項目，並支付應繳交之保費，且可就承

包商其他任何的款項，取得了如同扣減額性質般的損害賠償
40
。 

 

                                                                                                                                                           
(b) for liability of both Parties for loss , damage , death or injury to third parties or their property 
arising out of the Contractor’s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 including the Contractor’s liability 
for damage to the Employer’s property other than the Works , and     

(c) for liability of both Parties and of any Employer’s representative for death or injury to the 
Contractor’s personnel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liability arises from the negligence of the 
Employer , any Employer’s representative or their employees. ” 

38
  FIDIC 綠皮書第 14.2 條：保險之相關約定（Arrangements） 

“ All insurances shall conform with any requirements detailed in the Appendix. The policies shall be 
issued by insurers and in terms approved by the Employer. The Contractor shall provide the 
Employer with evidence that any required policy is in force and that the premiums have been 
paid. ” 

39
  FIDIC 綠皮書第 14.2 條：保險之相關約定（Arrangements） 
“ All payments received from insurers relating to loss or damage to the Works shall be held jointly by 
the Parties and used for the repair of the loss or damage or as compensation for loss or damage 
that is not to be repaired. ” 

40
  FIDIC 綠皮書第 14.3 條：未投保時之處理（Failure to Insure） 
“ If the Contractor fails to effect or keep in force any of the insurances referred to in the previous 
Sub‐Clauses , or fails to provide satisfactory evidence , policies or receipts , the Employer may ,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other right or remedy , effect insurance for the cover relevant to such 
default and pay the premiums due and recover the same as a deduction from any other monies 
due to the Contrac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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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工程保險之相關規定 

 

按我國實務上，各保險公司對於工程保險多各訂定其保單條

款，其種類繁多且內容不一，本文礙於篇幅，乃擬以公共工程委員

會所制訂之相關規範為核心，與前述之 FIDIC 內容作一比較分析。

又 EIA 所制訂之諸多保單條款於本文各章節中已有所討論，於此不

另贅述。 

而除了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布之「機關辦理工程保險採購注意

事項
41
」與「機關採購保險服務參考手冊」等規範以外，工程保險之

相關內容散見於各工程契約範本中，我國實務上目前常見之契約範

本有：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42
、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包含一般條

款、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設計建造與供應安裝（EPC）統包

契約、工程簡式契約文件）、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

款…等等。   

上述各種契約範本中，對於工程保險之辦理均有所規定，惟大

多數的規定有雷同之處，故本文乃僅以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公共工

程施工綱要規範、及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作為論

述分析之對象，以探討我國規範與國際規範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之

異同。 

 

第一項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按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係由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定之契約範本，

可用以作為擬定工程契約時之參考依據，其內容係依照政府採購法

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相關規定而制訂。此範本
43
主要係將於「保

險」規定於第十三條，其重要內容擇述如下。 

                                                       
41

 此係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92 年 1 月 28 日依工程企字第 09200042460 號函所訂定。 
42

 按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布之採購契約要項（95 年 1 月 2 日工程企字第 09400484370 號令修 

正）中，亦有保險相關之規範，惟其內容多與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之規定雷同，故不另詳加 

說明。 
43

 最新修正之版本，係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2008.05.16 所修正公布之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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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強制投保之規定 

依其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九款之規定，承包商應於履約期間辦

理營造綜合保險、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及僱主意外責任險，至於

是否附加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鄰屋龜裂倒塌責任險或鄰近財物險，

則視情形而定。此外，承包商應依法為其員工及車輛投保勞工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汽機車第三人責任險。其依法屬免投勞工保險

者，得以其他商業保險代之。 

 

第二款 相關投保內容 

承包商於辦理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綜合保險時，除了應將受益

人列明為業主，且未經業主同意之任何保險契約之變更或終止為無

效，而廠商向保險人索賠所費時間，不得據以請求延長履約期限
44
…

等常見之規定外，另應注意其保險標的係履約標的，至於其承保範

圍應由業主於招標時載明，包括得為保險人之不保事項。且保險單

或保險契約規定以外之不保事項者，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廠商負

擔。 

再者，在被保險人之部分，則以機關、廠商、契約全部分包廠

商及顧問機構或專案管理廠商為共同被保險人。而在保險金額之部

分，其營造綜合保險之保險金額，包含工程金額、拆除清理費用、

辦公室、房舍、臨時設施及材料之足額重置價格；安裝綜合保險之

保險金額，則含設備器材金額、拆除清理費用、辦公室、房舍、臨

時設施及材料之足額重置價格。 

併應注意者，係所投保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應載明每一個人

體傷或死亡之保險金額下限，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金額下

限，每一事故財物損害之保險金額下限，上述理賠合併單一事件之

保險金額下限與保險期間最高累積責任上限。應含廠商、分包廠

商、機關及其他任何人員，並包括鄰近財物險。 

                                                       
44

 此規定與採購契約要項第六十三條之規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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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每一事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則由業主於招標時載明。而

保險期間，原則上係自開工日起，至驗收合格之日止；若有延期或

遲延履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 

 

第三款 未予投保之處理 

依其規定，若承包商未依契約規定辦理保險、保險範圍不足或

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理賠者，則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廠商負擔
45
。 

 

第二項 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 

第一款 概述 

壹、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之由來 

按國內公共建設及營建工程之管理方式，在行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整編及頒佈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與相關制式文件

前，均由工程主辦機關各自辦理，不但使品質認定標準不一而

產生估價差別，亦使工料、品質控管等方面不一致，難以提昇

效率。 

有鑑於此，公共工程委員會乃辦理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

之整編作業，其目的在於藉由推動全國施工綱要規範、編碼系

統及工程項目名詞之整合作業，以使我國於加入 WTO 後更能與

國際規範相容接軌。其後，由於各界熱切期待具劃一標準、簡

單明瞭、方便使用，又不失周延之施工規範，因此公共工程委

員會乃另行頒佈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精簡版。 

 

 

                                                       
45

 此規定與採購契約要項第六十四條之規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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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與國際規範 FIDIC 之聯繫 

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無論係周詳抑或精簡之內容，概分

為有關契約之一般條款（General Conditions）及有關技術之規

範（Technical Specifications）兩大部份。於完整版中係循 CSI

（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 Institute）之篇章（Master format）

規則，將一般條款歸納於 00 篇中，技術規範分別歸納於第 01

篇至第 16 篇中；後者，又將第 01 篇至第 16 篇約七百三十四章

之內容，整編成建築篇、土木篇與機電篇等三篇約三百八十三

章之內容。 

至於前者，鑑於國際顧問工程聯盟 FIDIC 於一九九九年改

版之一般條款已改進為四種型制，除了相當規模工程施工應用

之一般條款外，另區分統包用之一般條款、設計與建造用之一

般條款以及簡式契約之一般條款。故為因應我國國際化所需之

實用工程契約型制，特將本精簡版有關工程契約部份，參酌

FIDIC 之 Short Form Contract 格式，並考量國內地方常用之

工程契約條款，以及政府採購法必要之規定，整編成包括應用

表單之成套契約文件
46
。 

本文擬就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中之設計建造（D＆B）統

包契約文件、設計建造與供應安裝（EPC）統包契約文件，以及

工程簡式契約文件之保險相關規範先予介紹，以與前述之

FIDIC 之規範兩相對照比較分析。而由於精簡版僅係原規範之

簡略規定，故本文仍以原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之內容為主。 

 

 

 

                                                       
46

 惟應注意者，係精簡版與完整版均採開放式的作業系統（Open System），因土木、結構、建 

築、機電等各自領域之特性都不相同，在施工規範上要求之目標與方式，長期以來各別的觀 

點也有差異，因此雖在格式上、邏輯上雖求得一致性，惟在整合時有一些用詞的觀念，難免 

仍有不同的認知，難以完全一致。請參考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布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精 

簡版作業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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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之重要內涵 

壹、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 

一、強制投保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 

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第 4.0 版之內容，大致上

與前述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相同。較為特別的是，由於統包契

約中，係由承包商負責工程之設計規劃，因此，依照本契約範

本第 7.10 項第一款之規定，承包商應就契約規定之設計工作投

保「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又因統包契約中，可能有

類似業主主控保險計畫（OCIP）之應用，而由業主（主辦機

關）進行工程保險之採購
47
，因此依同款之規定，若業主對整體

工程計畫已有投保之項目及範圍，則承包商得經業主同意後，

免除承包商對該已投保項目之投保。 

二、保險理賠與業主之補償 

再者，依第 7.10 項第二款之規定，專業責任險、營造/安

裝工程綜合保險等各項應投保之損失或賠償責任，不論承包商

是否於開工前及時投保或保單是否有效或因保險契約條件限制

無法獲得保險公司足額理賠，業主一概不予補償。此外，依同

款之規定，業主應視工程特性及需要選列各附加條款，作為保

單附加條款，此為工程採購契約中所未訂定之規定。 

三、保險費之負擔 

針對保險費之負擔，依第 7.10 項第六款之規定，營造/安

裝工程綜合保險及附加之任何批單、條款、特約條款所需之保

險費，由承包商自行估算包含於管理暨什項費用下。因契約變

更加保所需費用，亦含在契約變更書之管理暨什項費用下，業

主不另行給付。 

 

                                                       
47

 此部分可另行參考〈機關辦理工程保險採購注意事項〉、〈機關採購保險服務參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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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竣工後未能於三個月內驗收而加收之展延保險期間之保

險費，應由可歸責之一方負擔。且同項第七款並規定，承包商

應於工程開工前辦妥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並維持其為有效，

若開工日起屆滿三個月承包商仍未能依契約規定辦妥，或未能

辦妥保期展延手續，或未能恢復原保險金額時，工程司得逕行

保留工程估驗款及依照契約規定條件辦理保險並使其生效，所

需保險費及相關支出費用在承包商應得款項中扣抵，承包商不

得提出任何異議。 

四、保險期間 

保險期間，依第 7.10 項第四款之規定，原則上營造/安裝

工程綜合保險之保險期間，應自工程契約規定開工之日起至該

契約預定竣工日後三個月止。工期如有展延或竣工日後三個月

工程仍未驗收合格，承包商應向保險公司辦理保險期間之展

延。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應以契約規定提供專業(設計)

服務期間工程竣工驗收合格(非指保固期間屆滿後之最終驗收)

為保險期間。 

貳、設計建造與供應安裝（EPC）統包契約 

設計建造與供應安裝（EPC）統包契約範本第 4.0 版之內

容，與前述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第 4.0 版之規定相

同。 

參、工程簡式契約 

按工程簡式契約範本第 2.0 版之內容，相較於前述兩種契

約範本來說較為簡略，其僅於第九條規定承包商應按第 4.11

「保險」項之規定辦妥保險。而第 4.11 項則僅規定，承包商應

於開工前，按契約規定投保經財政部核准之營造/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且承包商及其分包商應為其承辦本工程所僱用之員工於

僱用期間投保勞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依法應辦理之各

項保險。又業主對整體工程已有投保之項目及範圍，承包商得

免除對該項已投保項目之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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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共工程委員會所為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精簡版

作業導言〉可知，其認為工程簡式契約文件中包含有契約主

文、投標須知、履約條款及各種契約需用之表單，均為一份契

約中所不可或缺者，無論全部採用或選用，乃目前林林總總工

程契約之一種選擇，或因較易理解、較少困惑及問題，而具較

通行之效用。 

 

第三項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按此一般條款，係我國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於二００

二年九月所公布之契約範本，用以規範國公局對外與其他廠商間之

權利義務關係。其中，於 F.10 訂有保險之相關規定，其主要內容與

前述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之內容雖相去無幾，惟兩者之間仍有部

分歧異之處，擬分析說明如下。 

 

第一款 投保範圍 

按前述之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與設計建造與供應

安裝（EPC）統包契約範本中，其於「投保範圍」部分所為之規範較

為簡略，僅規定承包商應投保專業責任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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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此，我國工程採

購契約範本第十三條第一款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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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所公布之一般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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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係規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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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投保僱主意外責任險（甲式—含承包商及分

包商之員工）
48
。此外，該一般條款針對投保範圍並作出了更為詳細

                                                       
48
  請參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0（2）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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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其內容如下： 

1、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 

（1）包括工作範圍內外之地震、地層滑動、坍方、爆炸、火災、降

雨、洪水、冰雹、山崩、閃電、竊盜、颱風、暴風等及其他意

外事故造成之損失，但不包括 F.11 除外風險所致者。保險標

的應包括：營造工程、臨時工程、局供材料、機具設備、載明

於投標書附錄〝乙〞中屬承包商之特殊機具設備（按投標書附

錄〝乙〞金額投保）及進行工程意外災損修復所需之拆除清理

費用（按投標書附錄〝乙〞金額投保）。 

（2）因承包商負責之設計或施工規範之錯誤或遺漏等原因，導致其

他非錯誤或遺漏部分工程之毀損或滅失，亦應列入保險範圍。 

（3）承包商並應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特約條款。 

（4）承包商執行工程或臨時工程或履行契約義務，而有肇致對主辦

機關財物或交由承包商保管、管理或使用之財物，於工程期間

內在施工處所或其毗鄰處所直接因營建本工程，發生意外事故

所致之毀損或滅失等情事之虞者，承包商應按投標書附錄

〝乙〞所規定每一事故定作人財物最低保險額，加保「定作人

財物特約條款」。 

（5）承包商對保固期間，應加保「擴大保固保險特約條款」，保險

範圍應包括肇因於施工期間而於保固期間發生之工程意外損失

及承包商履行保固義務而為之修理、修改重建、矯正及補救等

工作時所造成之工程意外損失。 

2、營造/安裝工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因工程施工造成第三人傷亡或財物損害，而屬被保險人依法

應負之賠償責任，但 F.11(1)除外風險（A）至（H）項所致者不

在此限。工程如毗鄰民屋房舍，應依投標書附錄〝乙〞規定加貼

鄰屋龜裂倒塌責任險特約條款；被保險人為抗辯、進行和解所生

之訴訟及必要開銷，亦應列入投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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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保險金額 

按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相較於前述之設計

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與設計建造與供應安裝（EPC）統包契約

範本來說，其於「保險金額」之部分增訂，施工中如因契約變更而

增加價款，每次或累計達原契約總價百分之五以上情形時，承包商

應於收到工程司所為契約變更通知之日起十四天以內，先按不低於

原投保金額百分之五辦妥增加保險金額，再於議定契約變更後十四

日以內依契約變更之金額辦理增減保額。保險期間工程發生毀損或

滅失與保險公司對理賠金額達成協議時，承包商應立即加保，維持

保險金額為保險公司理賠前之保險金額
49
。 

 

第三款 保險期間 

按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相較於前述之設計

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與設計建造與供應安裝（EPC）統包契約

範本來說，其於「保險期間」之部分增訂，「擴大保固保險特約條

款」之保險期間應自工程驗收合格之次日起至工程全部保固期滿工

程司簽發保固合格通知之日止
50
。 

 

第四款 自負額 

按前述之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與設計建造與供應

安裝（EPC）統包契約範本，對於自負額訂有上限
51
；惟於交通部台

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之規範中，未有自負額之上限規

定。 

 

                                                       
49
  請參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0（3）之規定。 

50
  請參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0（4）之規定。 

51
  請參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0（5）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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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不可抗力與民眾抗爭之風險 

按前述之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與設計建造與供應安

裝（EPC）統包契約範本，將「不可抗力所造成之重大災害」、「民

眾抗爭」等風險，均歸於除外風險之一種；惟於交通部台灣區國道

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之規範中，則將該兩種風險排除於除外風險之

外
52
。 

 

 

 

 

 

 

 

 

 

 

 

 

 

 

 

 

 
                                                       
52
  請參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1（1）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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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規範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與我國 

相關規定之異同分析 

 

整體來說，前述之我國相關規定，與 FIDIC 所制訂之規範雖有

相似之處，惟亦有歧異之點，此可從下述各面向加以分析之： 

 

第一項 通知義務 

第一款 FIDIC 之規範 

依前所述，FIDIC 新紅皮書、新黃皮書、銀皮書均規定，負有

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確保已將施工過程中所生之任何相關變

化，均告知於保險人，並確保該保險之維持係符合其條款之規定
53
。 

 

第二款 我國之相關規範 

前述之 FIDIC 規範與我國保險法第五十九條所規定之危險增加

通知義務的立意相仿，均強調應令保險人正確地掌握工程風險之實

際狀況，若危險有相當程度之提升，即得視情形增加保費或終止保

險契約，以符合對價衡平原則及情事變更原則。 

再者，如若回歸到工程保險於英美法例之起源以觀，其目的本

係透過工程的安全檢查，以達到損害防阻之效果，至於保險所提供

之保障僅係作為一種誘因。亦即，藉由保險公司相關專業人員之介

入，以達到降低工程風險實現之目的，此為工程保險與一般保險之

差異。循此以論，上述 FIDIC 之相關規範，之所以要求負有投保義

務之契約當事人應確保已將施工過程中所生之任何相關變化，均告

知於保險人，其目的之一，應係為了使保險人一方能瞭解工程現況

而得順利介入工程損害防阻之風險管理。 

                                                       
53

 請參考前述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1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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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工程保險係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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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是以，原則上工程保險應有我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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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保險人似得主張我國保險法第九十七條規定所賦予

之保險標的物勘查權。 

但我國前述相關之保險規範卻未有類似的通知規定，亦未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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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與國際趨勢—工程界與保險界聯合行動
55
—有所脫節，並非妥適。 

 

第二項 共同被保險人 

第一款 FIDIC 之規範 

按 FIDIC 對於共同被保險人之權利義務，於新紅皮書、新黃皮

書、銀皮書均訂有相關之規範。依其規定，應由具有共同接受保險

人付款的資格之當事人，以聯名方式為之
56
。 

依其規定，假如一份保險單被要求應賠償共同被保險人，則該

保險應分別地適用於各被保險人，猶如為了各共同被保險人而核發

各份保險單
57
。 

倘若於一份保險單中約定，須賠償附加共同被保險人（即被保

險人以外之人），則 (1) 承包商身為這些附加共同被保險人之代

表，其行為應依照保單之規定；(2) 附加共同被保險人不應被賦予

得從保險人處直接收受付款之權利，亦無權與保險人有其他任何直

接的往來；且 (3) 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要求所有的附加共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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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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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請參考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2 條、第 18.3 條，以及綠皮書第 14.1 條之規定。 

57
  應併予說明者，係美國建築師學會（AIA）在 A201 建築契約一般條款（General Conditions of 

the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的 2007 年版本之中，刪除了 1997 年所引進之專案管理保護責任

保險，並以「企業發展解決方案（industry developed solution）」取而代之。此部分之內容，請

參考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三項第三款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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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被保險人須遵守保單中所約定的條款
58
。 

 

第二款 我國之相關規範 

我國前述之相關規範，僅規定以業主、承包商、分包商及顧問

機構或專案管理廠商為共同被保險人
59
，但對於共同被保險人間權利

義務等類此之其他相關規範卻付之闕如，應值改進。 

另需說明者，係於第三人責任保險中，保險單如將主承包商、

各次承包商列為共同被保險人，則各被保險人在同一施工處所施工

時，一方可能因過失而造成他方負責施工之工程本體、人員及其他財

物之損害，但卻由於同屬被保險人，故保險公司不負賠償之責。惟若

保險單加貼「交互責任條款」（Cross Liability Clause）加保「交

互責任」以後，則各共同被保險人視同個別持有第三人責任保險單，

並互為保險單所承保之第三人，即甲被保險人造成乙被保險人之損

害，保險公司視為第三人之損害，而予以賠償；反之，亦然。但保險

單所載第三人責任保險之保險金額仍維持不變，並不因本項加保而增

加
60
。 

有學者另行指出，營造險常附加交互責任條款，一似各被保險

人獨自持有保單，以往僅限適用第三人責任險，國外現亦有適用於

工程財物損失險者，效力等同附加不失效條款
61
，蓋既視被保險人單

獨各自持有保單，作為便互無影響。實則營造險既屬 Composite62  性
                                                       
58

 請參考前述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1 條之規定。 
59

 請參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十三條第二款，以及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設計建造（D＆B） 

統包契約範本第 7.10 條第一款、第七款之規定。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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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61
  不失效條款（Non‐vitiation Clause），係指保單同時列有多數共同被保險人時，當某一被保 
險人違背誠實告知義務或其他義務，使保險人得據以對之主張契約無效，惟與該作為或不 
作為無關之被保險人，保險公司無權行使，對銀行（融資機構）及其他被保險人，尤其定 
作人，相當重要。請參考杜辰生，〈營造險法律原則與保單架構〉，收錄於杜辰生、邱美 
玲、卓柏谷、陳佳榮、陳嘉明、陳志雄合著，工程保險第一輯，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 

心出版，修訂一版，2004 年 4 月，頁 221。 
62
  學者指出，一張保單有多數被保險人時，英文所稱共同被保險人（Joint Insured），僅適用 
兩個或兩個以上持有相同保險利益者，在營造險稱各被保險人分有不同保險利益，應屬混 
合式保單（Composite Insurance），其所稱 Joint Insured 實乃 Composite Insurance 也。謂 
Joint Policy  者，指各 Joint Insured  之保險利益不可分割，請求權成立與否一體適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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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而分為各被保險人保險利益存在，是否附加交互責任條款，應無

關宏旨。然交互責任條款亦適用於財物損失險時，保險人將喪失代

位求償權。但各被保險人皆需受保單相關條款拘束，保險金額也不

因而增加
63
。 

本文認為，上述學者的見解應有值得肯認之處，蓋其核心概念

係認為各被保險人之保險利益並非相同。而簡單地來看，就承攬人

而言，承攬人因工程契約所生之工程保管、注意、修理、置換義務

而有保險利益
64
。就定作人而言，若運至工地之材料係由定作人所提

供，則定作人對於該工程材料自有保險利益
65
，此與承攬人之保險利

益並非相同；又若工程係屬於一統包契約之形式，則定作人之保險

利益應僅為一重要的經濟上之利害關係，與承攬人對於保險標的所

有之保險利益仍非相同。 

惟不論是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抑或是第三人責任險，本文傾向

於認為，或應肯認一份保單中所列之共同被保險人之間具有某種程

度之結合關係，致使各被保險人無權任意更動保險契約之內容而影

響到其他共同被保險人之權利義務，而與保險人個別簽訂保險契約

並核發各份保單仍有所差異。 

因此，為了避免保險人嗣後就其應負之理賠責任有所抗辯，於

投保時，仍應考量是否應附加交互責任條款；或是附加營造暨安裝

工程綜合保險通用條款 026「共同被保險人附加條款」；抑或是參

                                                                                                                                                           
一人違反約定義務即導致保單全部失效。反之，Composite Policy  之各被保險人得就其保險 
利益獨立行使權利，不受其他被保險人行為影響。請參考杜辰生，〈營造險法律原則與保 
單架構〉，收錄於杜辰生、邱美玲、卓柏谷、陳佳榮、陳嘉明、陳志雄合著，工程保險第 

一輯，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修訂一版，2004 年 4 月，頁 222。 
63
  請參考杜辰生，〈營造險法律原則與保單架構〉，收錄於杜辰生、邱美玲、卓柏谷、陳佳 
榮、陳嘉明、陳志雄合著，工程保險第一輯，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修訂一版 

，2004 年 4 月，頁 223。 
64
  請參考杜辰生，〈營造險法律原則與保單架構〉，杜辰生、邱美玲、卓柏谷、陳佳榮、陳 

嘉明、陳志雄合著，工程保險第一輯，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修訂一版，2004 

年 4 月，頁 220。 
65
  雖有論者認為，定作人基於對工程之所有權，而依保險法第十四條規定，有保險利益。 
（請參見楊誠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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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杜辰生，〈營造險法律原則與保單架構〉，杜辰生、邱美玲、卓柏谷、陳佳 

榮、陳嘉明、陳志雄合著，工程保險第一輯，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修訂一版 

，2004 年 4 月，頁 220。）。惟本文認為，在新建建物之工程中，在定作人受領前，應由 
原始起造人（即承攬人）享有工作物之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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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前述 FIDIC 相關規定，而直接視為保險人係為了各共同被保險人

而核發各份保險單。 

 

第三項 業主先行使用或占用部分工作物 

第一款 FIDIC 之規範 

依 FIDIC 新紅皮書、新黃皮書、銀皮書之規範，若因業主使用

或占用部分工作物，而導致其他部分的工作物發生損失或損害時，

則對於其他部分（非業主所使用或占用之部分）之損失或損害亦應

提供保險。此外，業主若已接管部分工程時，則該部分工程得被排

除在工程保險所保障之範圍以外
66
。 

 

第二款 我國之相關規範 

按業主先行使用或占用部分工程之情形，於前述之我國相關規

範中係將之列為除外風險，若由於除外風險而導致工程損害或工期

延誤者，原則上承包商不負任何責任
67
。 

惟我國實務上於此仍常生爭議，如保險人主張因業主先行使用

或占用部分工作物，故保險責任期間終止，對於業主先行使用或占

用後所生之全部或部分工作物的毀損或滅失，保險人均不負理賠責

任；定作人則主張保險責任期間之終止時點並不包含先行使用之狀

況，故保險責任期間尚未終止，保險人仍應負理賠責任。 

本文認為，應以前者之見解為是
68
。蓋因對於業主先行使用所帶

來之風險，應屬於我國保險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所規定之主觀危險

增加情事，承包商或業主應先通知保險人。而前述之 FIDIC 標準契

約條款的相關規範
69
亦規定，雙方當事人均應遵守每份保險單中所約

                                                       
66

 請參考前述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2 條之規定。 
67

 請參考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第 7.11 條之規定。 
68

 此於其後另將作更詳細之說明，請參考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一款。 
69
  請參考前述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1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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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條款。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應確保已將施工過程中所生

之任何相關變化，均告知於保險人。 

再者，參酌 FIDIC 新紅皮書第十七條之規定，對於定作人先行

使用所帶來之風險，應將之歸於業主風險，不論是否有加保保固責

任，皆應由定作人（業主）自行承擔。有論者亦指出，建築工程之

業主宜自驗收啟用後銜接投保火險（或其附加險）及責任保險
70
。 

惟業主亦可參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之規定
71
，令承包商於投保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時，即加保已啟用接管

或驗收特約條款
72
，藉以獲得保險之保障，其理由在於業主先行使用

或占用之行為往往已構成「啟用」，此時可因該特約條款之加保，

而避免產生由於保險責任期間終止，而致使該部分工程因突發而不

可預料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無法獲得理賠之窘境。 

 

第四項 損失填補原則 

第一款 FIDIC 之規範 

依 FIDIC 新紅皮書、新黃皮書、銀皮書之規範，每一份為了填

補損失或損害而投保的保險單，應以所要求的貨幣來提供該項支

付，藉以正確地反應出其損失或損害。從保險人處所收受之支付，

應用於填補損失或損害
73
。其核心概念即係在於，保險理賠款項之持

有或分配，應以填補損失或損害為唯一之目的
74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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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71

 請參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0（2）（A）a（c）之規定 
72

 可參考 EIA 所制訂之營造綜合保險特約條款 116 加保以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73

 請參考前述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1 條之規定。 
74

 請參考前述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2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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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我國之相關規範 

按上述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之規範內容，正係保險法上損失填

補原則之展現。惟我國相關之規範卻無相仿之規定，而無法突顯出

工程保險係屬於損失填補保險之性質，本即應受損失填補原則限制

之重要觀念。 

針對損失填補原則之適用，有學者指出，工程保險之被保險人

不得因災害享受額外利益，僅以恢復至損害發生前原狀為足，「不

多不少」（Neither Better‐off or Worse‐off）75
。此外，關於損失填補

的方式，因營造險係不定值保單，保險理賠乃於發生事故後，依實

際價值為準計算損失，且不超過保險金額。詳言之，營造工程之保

險金額應為其總工程費，施工機具設備則為新品重置價格，置存工

地之其他財物以約定每一次事故賠償限額方式承保。契約所載各工

程項目之金額，雖常被視為其保額，工程遇有損失時，保險公司應

賠償為恢復至發生損失前原狀所需費用，未必等於其保險金額，應

以實際所需者為準，但有時會超過原單價極多，而滋爭議
76
，從而特

定工程須以附加條款限制之，至於超額保險部分，當屬無效。 

茲有附言者，係現今保險漸有賠償標的物重置費用之約定，此

需以確有置換修復及較新設備為限，以免道德風險及不當得利，而

營造工程因係新品，自按新品重置金額賠償；安裝險則有舊品折舊

問題，至於施工機具，一般因折舊極大，故全損時不宜按新品重置

價格賠償
77
。 

                                                       
75
  請參考杜辰生，〈營造險法律原則與保單架構〉，收錄於杜辰生、邱美玲、卓柏谷、陳佳 

榮、陳嘉明、陳志雄合著，工程保險第一輯，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修訂一版 

，2004 年 4 月，頁 223。 
76
  茲有附言者，係對於財物毀損滅失附帶引起之經濟財務損失，工程延誤增加之工料費用， 

少數核保人願於「工程財物損失險」擴大承保，但大多於營造險另設專章或以批單加批承 

保，稱「預期利益損失險」（Advance Loss of Profit，ALOP）或「延遲完工險」（Delay in 
Start‐up，DSU），另由一張保單承保較為罕見。請參考杜辰生，〈營造險法律原則與保單架

構〉，收錄於杜辰生、邱美玲、卓柏谷、陳佳榮、陳嘉明、陳志雄合著，工程保險第一輯，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修訂一版，2004 年 4 月，頁 224。 
77
  申言之，工程孰幾皆為新建，損失之修復置換費用毋需折舊，但舊品之整修重建工程，毀 

損物須扣除折舊，但以全損者為限。凡可修理而費用未超過受損物之實際價格者，其價值 

並不因修理而增加，應賠償實際修復費用，一般不扣除折舊。至乎全損之折舊方式最好事 

先約定，施工機具設備每多舊品，更有必要，折舊方式可參見營建機具險相關附加條款。 

請參考杜辰生，〈營造險法律原則與保單架構〉，收錄於杜辰生、邱美玲、卓柏谷、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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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不可抗力與民眾抗爭之風險 

第一款 FIDIC 之規範 

依 FIDIC 新紅皮書之規定，工程所在國之暴亂、騷亂、混亂，

或任何自然力作用係屬不可預見，或對於一個有經驗的承包商而

言，並無法合理地預見而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之風險，均屬於業主

風險，而非承包商所應承擔之風險
78
。 

再者，關於不可抗力所造成工期上之延誤，新紅皮書要求業主

承擔該項風險，並視其具體情形，區分承包商僅能索賠工期，或者

除了工期以外，尚得索賠費用。又新紅皮書第 19.1 條進一步規定所

謂不可抗力之具體事件，包含了自然災害，如地震、颶風、颱風或

火山爆發
79
。 

此外，若因遭遇自然災害而產生費用損失之情形，由於國際慣

例上，認為該等事件並非由於人為產生，故而均要求業主、承包商

各自承擔一部份之損失
80
。 

 

第二款 我國之相關規範 

壹、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於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中，將不可抗力之風險所致履約期間

之一切損失，均歸由承包商負責
81
。且依其規定，工程保險之承

保範圍，包括得為保險人之不保事項，亦即，營造綜合保險及

安裝綜合保險之承保範圍，得包括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

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流、土崩、地層滑動、雷

                                                                                                                                                           
榮、陳嘉明、陳志雄合著，工程保險第一輯，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出版，修訂一版 

，2004 年 4 月，頁 224、225。 
78

 請參考 FIDIC 新紅皮書第 17.3 條之規定。 
79

 FIDIC 新紅皮書第 19.1 條，不可抗力之定義（Definition of Force Majeure）(d) (v)： 
“ natural catastrophes such as earthquake , hurricane , typhoon or volcanic activity. ” 

80
 請參考古嘉諄、陳希佳、陳秋華主編，工程法律實務研析（三），寰瀛法律叢書系列 4， 

初版，2007 年 7 月，頁 14。 
81

 請參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十二條第二款之規定。 



第四章 國際規範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與我國相關規定之比較分析 

123 
 

擊或其他天然災害、或民眾非理性之聚眾抗爭等事項所生之損

害
82
。此外，其並規定保險單或保險契約規定以外之不保事項

者，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廠商負擔
83
。 

簡言之，依照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之規定，承包商得以附加

條款等方式將不可抗力之風險納入投保範圍，若有無法投保或

因其他不保事項所生之風險，均應由承包商負擔，即業主將絕

大多數不可抗力與民眾抗爭之風險均移轉到承包商一方。 

貳、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 

我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原則上係將不可抗力所造成之

重大災害、及民眾抗爭等兩種風險，歸類為除外風險，承包商

對於因該風險所致生之工程損害或工期延誤不負任何責任
84
。與

前述工程採購契約範本規定相較之下，我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

規範之內容應較符合前述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之相關規定。 

參、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按除外風險所導致之工程損害或工期延誤，原則上承包商

不負任何責任。惟本條款係將不可抗力所造成之重大災害、及

民眾抗爭之風險，均排除於除外風險之外
85
，即意指由承包商承

擔上述之風險，承包商不得主張其不負任何責任。 

 

第三款 小結 

民眾抗爭或不可抗力之風險，大抵上係屬於工程保險之不

保事項，雖承包商就民眾騷擾之風險，可藉由加保附加條款之

方式以獲得保險保障，但如此一來，其施工成本卻將相對地提

高；而不可抗力之風險本為業主所應承擔之風險，更不應交由

承包商來承擔大多數的責任。 

                                                       
82

 請參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 
83

 請參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十三條第五款之規定。 
84

 請參考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第 7.11 條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 
85

 請參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1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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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依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十二條第三款之規定，對於驗

收前遇不可抗力災害之情形，業主得視情形補償承包商損失，

但該規定之基本原則仍係將不可抗力風險歸由承包商負責。因

此，對於承包商來說，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及交通部台灣區國道

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之風險分配，似有違本文前述之風險合理

分配原則，而顯將過多的工程風險強加於承包商身上，與前述

FIDIC 相關規範之內容或精神差異甚大，應非妥適。 

 

第六項 未予投保之處理方式 

第一款 FIDIC 之規範 

依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之規範，若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

並未依照契約約定，將契約所要求之保險予以投保並維持其效力，

則其他當事人得選擇在不侵害其其他任何的權利或補償之前提下，

投保相關的保險項目並支付應繳交的保險費。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

當事人應負擔由其他當事人所支出的保費總額，且契約之價金應相

對地有所調整。 

再者，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若未依本契約之要求，而去

投保保險並維持其效力者，倘該保險係屬於可被買到之狀況，且在

本契約下是需要被投保並維持其效力者，由於其他當事人既未允許

此種疏漏，亦未投保與此疏失有關之保險項目，故而依該保險所本

應賠償的任何金額，均應由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來加以支付
86
。 

簡言之，依照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之規定，若應投保而未投

保，則其他當事人得自行投保，而由本應為其投保之人負擔該保險

費之支出；此外，若於無保險之狀態下發生突發而不可預期之意外

事故，則應為其投保而未為投保之人亦應自行負擔本得受保險保障

之損失或損害。 

                                                       
86 請參考前述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1 條、綠皮書第 14.3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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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我國之相關規範 

上述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之規定與我國相關的規範有其相似之

處。簡言之，依我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規定，廠商未依契約規定辦

理保險、保險範圍不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理賠者，其損失或

損害賠償，由廠商負擔
87
。而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及交通部台灣區

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並規定，若開工日起屆滿三個月承包商仍

未能依契約規定辦妥，或未能辦妥保期展延手續，或未能恢復原保

險金額時，工程司得逕行保留工程估驗款及依照契約規定條件辦理

保險並使其生效，所需保險費及相關支出費用在承包商應得款項中

扣抵，承包商不得提出任何異議
88
。 

茲有附言者，係承包商若未依約投保，則對於未為投保而致使

意外事故所生的損失或損害無法取得理賠之部分，固應自負其責。

惟我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卻更進一步規定，不論承包商是否於

開工前及時投保或保單是否有效或因保險契約條件限制無法獲得保

險公司足額理賠，業主一概不予補償
89
。此規定似將所有不可歸責於

承包商之工程風險均歸由承包商負擔，與本文前述之風險合理分配

原則並不相符，承包商恐怕無法承受此等負擔；況且，倘若承包商

不論投保與否，業主均對於損失或損害不予補償，而皆須由承包商

自行承擔風險者，則此等規定不僅無法鼓勵承包商進行投保業務，

亦將於某種程度上抑制其投保意願，一旦事故發生，恐怕又生爭

執，而徒增仲裁或訴訟等程序成本之支出，此對於業主而言亦非有

利，故本規定應有值得檢討之處。 

 

 

 

 

                                                       
87

 請參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十三條第七款之規定。 
88

 請參考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第 7.10 條第七款、交通部 

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0（7）（B）之規定。 
89
  請參考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設計建造（D＆B）統包契約範本第 7.10 項第二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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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依前述之比較分析，可知我國目前相關之保險規範雖有部分規

定合乎 FIDIC 之內容，然而，有更多部分之規定實已脫離了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之精神，不僅其規定未為明確而易滋生爭議，且將過

多的工程風險歸由承包商承擔，致使其後事故發生時，業主、承包

商及保險人三方關係複雜糾葛不清，實有待改進。 

令人憂慮的是，前述由公部門所訂定之相關保險規範尚且與國

際規範有所出入，更遑論其他由私人經營的保險公司所擬定之保單

條款的公平與合理性，更應存疑。對於我國承包商來說，此非屬公

平有利之環境，且亦與國際潮流有所扞格。 

有鑑於國家經濟整體發展及貿易自由化與國際化趨勢，制定承

攬工程之保險條款時，應參照國際通行條款之理念編輯
90
。本文認

為，為因應我國加入 WTO，國內工程保險之相關保單條款及契約範

本，應以國際規範（尤其是 FIDIC 標準契約條款）為參考依據而作

出適當的修正，以免削弱我國之國際競爭力。 

總而言之，不論係制訂契約範本或保單條款，其核心觀念應係

本於公平合理之精神，適當地分配工程風險，始將適於投保之風險

移轉給保險人承擔。 

                                                       
90

 請參考杜辰生，〈工程契約與工程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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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