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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工程保險實務爭議—以保險責任期間為軸心 

 

第一節 保險期間與保險責任期間之辨析 

 

第一項 保險期間之意涵 

第一款 概述 

按保險期間屬於保險契約的要項之一，故我國保險法第五十五

條第四款明文規定，保險契約之基本條款內容，除保險法另有規定

外，應記載保險責任開始之日時及保險期間。保險期間常見之表示

方式約可歸納為兩種，一者，以某年某月某日某時，明訂其開始與

終止時間，以營造綜合保險為例，其保險期間係以工程契約所載之

施工期間作為基礎約定，至於施工期間得以限期完工（限○年○月

○日前完工）作為表示方法之一；二者，係約定特定之事實作為保

險期間之始點及終點。 

 

第二款 保險期間之訂定 

工程實務上，保險期間通常係配合施工期限酌加若干時間為保

險期滿日，而施工期間之計算約可分為下列三種方式： 

壹、工作天計算法（working days）  

此種方式為扣除星期例假日、氣候影響以及其他因不可抗

力或不可歸責於承攬人的原因，以致於無法施工的天數。簡言

之，工作天乃承攬人實際上能夠施工的天數，可能因氣候、工

作性質等等因素之不同而異。若以此種方式計算施工期間，則

其保險期間應加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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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曆天計算法（calendar days） 

此種方式係指自契約規定開工之日起，即按曆法連續計算

工期，原則上並不扣除因氣候因素而無法施工及星期例假日。

換言之，日曆天為日曆表上所表示之天數，不論晴雨均應計算

在內。若以此種方式計算施工期間，則其保險期間需酌加寬限

期間。 

參、限期完工（completion date） 

此種方式乃係排除一切影響因素，而直接訂明特定日期作

為完工日期，保險期間需酌加寬限期間。按工程採「限期完

工」定其工期者，大抵均以工程有急迫完工之必要，或以工期

較短者為限，故較少為政府機關所採用
1
。 

 

若工期係採工作天的計算方式，則保險期間將難以精確估算，

且承攬人及定作人雙方若對於工作天之認定有差異時，將易生爭

議。若採其他兩種方式，也可能因工程進行的複雜變化，例如展

延、停工的問題，而使得保險期間無法如同一般的定期保險方式為

之，且限期完工之方式欠缺彈性，無法顧及實際狀況，而不受承攬

人所歡迎。 

針對上述之問題，應以保險責任期間之訂定作為解決之方式，

亦即於辦理工程保險時，係以保險責任期間來規範、判斷保險人是

否應負理賠責任一事，始能符合工程之實際狀況，此於其後將予以

更深入之說明。 

 

 

 

                                                       
1  請參考陳建宇，〈淺談工程合約工期之訂定〉，收錄於營建管理季刊，第 35 期，1998 年 6 

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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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險責任期間之意涵 

應予辨明者，係一般多將「保險責任期間」與「保險期間」視

為同一概念，實則在保險實務上兩者並不相同。保險期間（Versich‐

erungsdauer）乃保險契約之存續期間，亦即自保險契約之期間起算

點至終止點之期間；保險責任期間（Haftungszeitraum）則係保險人

負保險責任之期間，又稱危險期間或簡稱責任期間，在此期間內發

生保險事故時，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超過此一期間始發生保險事

故者，保險人即不負保險責任。申言之，保險期間係指保險契約有

效期間，亦即保險當事人間存有保險契約關係之期間；而保險責任

期間乃指保險人對於保險事故應負責任之期間
2
。 

以營造綜合保險為例，於要保書上所載明之保險期間多係規定

為：自民國 O 年 O月 O 日零時起，至民國 O 年 O 月 O 日二十四時止
3
，保險期間即係指上述期間之時段

4
；相對來說，保險責任期間則係

指保單基本條款所指之保險責任開始至終止之時段，原則上營造綜

合保險之保險責任期間，係自開工或工程材料卸置於施工處所後開

始，至啟用、接管、驗收或保險期間屆滿後終止。 

 

第三項 小結 

由於營建工程之進行會受到施工進展及施工機具變動等許多因

素之影響，因此在討論保險人所應負之理賠責任時，應以保險責任

期間作為討論之核心，而非以保險期間作為分析基點，否則恐怕易

生混淆；且於討論保險責任期間時，仍應另行一併注意施工期間等

等的相關概念。 
                                                       
2  請參考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商事法精論，今日書局有限公司出版，修訂五 

版，2007 年 11 月，頁 564 至 565。 
3  請參考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4 年 2 月 24 日金管保二字第 09402015110 號函。 
4  另 我 國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所 公 布 之 公 共 工 程 施 工 綱 要 規 範 — 設 計 建 造 （D＆B） 統 包  

契 約 範 本 ， 以 及 設 計 建 造 與 供 應 安 裝 （ EPC） 統 包 契 約 範 本 ， 則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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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可 一 併 參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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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保單條款之相關規定 

 

以下擬先說明營造綜合保險、安裝綜合保險、機械保險等等各

不同類型之保單條款所載之保險責任期間規定，以作為其後分析相

關爭議及實務見解之鋪陳。 

 

第一項 我國常見保單條款之介紹 

按我國實務上工程保險之相關保單條款為數眾多且繁雜，部分

內容更涉及專業性工程知識，因此不適宜於本文中一一詳加討論。

由於 EIA 於實務上具有權威性之地位，並已累積了數十年之經驗，

而 EIA 所制訂之保單條款內容亦均經主管機關核准，且其制訂之本

意即係作為業界之參考依據，故可做為保單條款之參照範本。是

以，本文以下將以 EIA 所制訂之保單條款為中心，介紹我國工程保

險之相關規範，先予敘明。 

 

第一款 營造綜合保險 

營造綜合保險的保險期間係採航程原則（voyage basis），即依

工程合約所載的施工期間為基礎約定
5
，而 EIA 所制訂之營造綜合保

險承保辦法第八點中，則規定保險期間係以工程合約所訂工程期限

為基準；倘工程合約係以工作天為準者，得參酌工程性質、地點及

季節訂定保險期間。 

惟工程契約所載完工期限乃承攬人施工之期限，然承攬人完工

後尚須驗收或接管等程序，在該程序完成之前仍屬保險保障的期間

內，因此保險責任期間乃有另予訂明之必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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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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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IA 所制訂之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三條將保險責任期間

規定為，保險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

工程材料卸置於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或驗收，或保險期

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至者為準。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

用、接管或驗收，保險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行終止。保險公

司對施工機具設備之保險責任，自其進駐施工處所並安裝完成試驗

合格後開始，至運離施工處所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

屆至者為準。 

 

第二款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乃承保機械設備安裝試車迄完工之施工風

險，屬工程保險後起之秀，與營造險同為負面列舉不承保之風險之

綜合險。安裝險源自德國Montage Cover而為與英國營造險之混合體
6
。 

安裝綜合保險之保險期間，依我國EIA所制訂之安裝工程綜合保

險承保辦法第八點之規定，應依安裝工程合約所訂工程期間為準，

亦即，安裝工程係以實際的安裝期間為保險期間，而以voyage basis 

為保險期間之計算基礎
7
。 

至於其保險責任期間，則依據 EIA 所制訂之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基本條款第四條之規定，可知保險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

係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料卸置在施工處所後開始，此一時點即

係所謂「risk attach（危險開始）」之時。倘若開工時間與保險單所

載日期不符，則仍以實際開工時點為基準，但該開工之時間仍須在

保險期間內，換言之，若開工時間係在保險期間開始日之前，則保

險人所負之保險責任仍以保險期間的始日開始。至於保險責任之終

                                                       
6  請參考杜辰生，〈安裝工程綜合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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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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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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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則係至安裝工程標的啟用、接管、驗收或第一次試車（test 

run）8
或負荷試驗完畢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

9
，並以其先屆至者

為準。 

申言之，試車或負荷期間為安裝工程保險最為特別之處，蓋因

試車為安裝最主要之部分，讓組裝完成之機械實際上運轉使用測試

後，才能發現組裝上有無問題、機器本身有無瑕疵，故安裝過程所

有危險可以說幾乎集中於此一階段，其危險發生機率最大，安裝工

程若稍有差池，於試車剎那之間即可能會產生爆炸、火災等事故。

是以，安裝工程保險並非以機械安裝完畢之日即認為安裝已完成而

使得保險責任終止，其係以機械經試車無問題，始視為保險期間終

止
10
。惟若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保險公司對該

部分之保險責任即行終止。保險標的倘非全新者，一經開始試車或

負荷試驗，保險公司之保險責任即告終止。 

另應注意者，係試車此一程序常須經反覆辦理直至認定為確實

無障礙為止，但保險人因安裝綜合保險所負之保險責任，於第一次

試車完畢後，即告終止，故而被保險人應於第一次試車或負荷試驗

開始前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 

 

 

 

 

 

                                                       
8  試車，係指單獨或整個系統設備安裝完成後，測試其實際操作能力、生產效率、耐壓、或 

抗溫等各種負荷能力，是否達到當初設計所應具備之水準及要求。 
9  此與前述之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承保辦法第八點之規定相同，依其規定，其保險責任期間並 

以各種機器、機械設備及鋼鐵或其他金屬構造物及材料等保險標的卸置於施工處所後開始 

，至第一次試車或負荷試驗時完畢止。至於其保險標的倘非全新時，保險責任於試車或負 

荷試驗開始時即行終止。 
10
  請參考吳川，〈安裝工程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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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第五章 工程保險實務爭議—以保險責任期間為軸心 

133 
 

第三款 其他類型之工程保險 

除營造綜合保險及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以外，我國產險業目前所

開辦之工程保險尚有機械保險、鍋爐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及營

建機具設備保險等四種，前三者所承保者皆為已安裝完工並在使用

之機器及電子設備，其保險期間多訂為一年，且為「可續保業

務」；至於營建機具設備，既可以單獨之一年期營建機具設備保險

單承保（期滿亦可續保）而成為一獨立之險種，亦可以併入營造或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單承保
11
。 

簡言之，其他類型之工程保險多以年保單之方式訂定保險期

間；至於保險責任期間則多因其以加保附加條款方式為之，故相關

爭議多回歸於營造（安裝）綜合保險處理之。是以，本文以下僅就

相關部分略加介紹。 

壹、營建機具保險 

營建機具保險，一般都採用期間保單（term policy），其保

險期間係以「年」作為單位，對於保險標的物在保險單所載處

所發生之承保事故均應理賠；或為配合會計年度、租借期間、

以及選擇危險性較高之工區調整之
12
。 

詳言之，在年保單的固定期間內，無需考慮為配合工程的

進行，調度施工機具而調整保險金額，就被保險人對於保險費

之負擔而言或許較為不利，但對於施工處所則可有不受限制之

優點
13
。是以，施工處所之良窳影響承保危險至大。為了對業務

品質加以控制，保險公司乃以訂立一年期之保期為原則
14
，而不

接受長期保險。惟應注意者，係本保險屬於續保性質之業務，

仍可由要保人於保險契約到期時辦理續保。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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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12
  請參考林芸湘，BOT 特許合約相關條款之初步研究-以特許權、履約保證、保險、爭議處理 

為例，國立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年，頁 131。 
13
  請參考陳繼堯，〈營建機具綜合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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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至 146。 
14
  依 EIA 制訂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承保辦法第八點之規定，本保險之訂立以一年為原則。 



第五章 工程保險實務爭議—以保險責任期間為軸心 

134 
 

貳、鍋爐保險 

鍋爐保險，依 EIA 所制訂之鍋爐保險承保辦法第七點之規

定，鍋爐保險之保險期間為一年，其保險契約之訂立以一年期

為限。 

 

參、機械保險 

按工程保險本由鍋爐保險開始，隨著工業的發達，機械保

險有後來居上取而代之之勢。自工業革命至今，無數的機器設

備和金屬結構經安裝被使用，可以說它們是工業之母。機械保

險乃保障它們在操作中、停止或拆卸維修重組時免受意外的損

失，間接促進工業化的發展
15
。 

依 EIA 所制訂之機械保險承保辦法第八點之規定可知，機

械保險之保險期間為一年，其保險契約之訂立以一年期為原

則。 

 

肆、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電子學理論的應用，使電機工程在最近數十年來的發展如

虎添翼。我國採用電子設備的歷史並不算短，但一般人認為它

是一門深奧的科學，所以電子設備保險直至一九八０年代才為

我國保險界所認識並引進
16
。 

按電子設備起初本係由機械保險所承保，惟因其後電子工

業之進展過於迅速，與其他一般機械之間的歧異度越來越顯

著，乃需要另一種更為適合其特性之保單來加以承保，故有電

子設備綜合險之產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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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至 26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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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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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依 EIA 所制訂之電子設備保險承保辦

法第七點之規定，電子設備綜合保險之保險期間為一年，其保

險契約之訂立以一年為原則。 

至於其保險責任期間，則依據 EIA 所制訂之電子設備綜合

保險基本條款第六條之規定，可知保險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

期間內，自保險標的物安裝完成，經測試合格後開始，至保險

期間屆滿之日止，並包括保險標的物因進行清理或檢修所為之

拆卸、重新安裝及於原裝置處所內搬移過程中發生之承保事

故。 

 

伍、完工土木保險 

完工土木保險，依 EIA 所制訂之完工土木工程保險基本條

款第八條及其相關之商品簡介可知，本保險之保險期間為一年

為原則。 

 

陸、僱主意外責任保險 

實務上，僱主意外責任保險之投保方式有二，其一係附加

於營造綜合保險，以附加條款方式投保；其二則係以單獨投保

方式為之。其投保方式之不同，將會影響實際之保險期間
17
。以

前者來說，其保險期間係以工程期間為依據，故僱主意外責任

保險之保險期間與營造綜合保險之保險期間相同；倘若係以後

者之方式投保，則其保險期間係以保險單所載之期間為依據。 

 

 

 

                                                       
17
  請參考林承斌，〈工程僱主意外責任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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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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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小結 

從上述保單條款之相關規定可歸納得知，工程保險係依照各種

工程不同之性質、規模及可能產生之風險…等等因素，而異其保險

責任期間之認定方式，有以特定事實作為認定基準者，亦有以年保

單方式為之者。於處理保險責任期間之爭議時，亦應一併注意此等

差異所帶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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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實務上保險責任期間之常見爭議 

 

承前所述，在討論我國之工程保險時，應注意保險期間與保險

責任期間係不同之概念
18
，蓋因於工程實務上，時常有停工或工期展

延等情事，致使保險人之保險責任期間與保險期間往往並非完全一

致。然在實務或我國相關文獻之論述上，卻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

致使保險契約當事人之間權利義務關係並不明確。因此，本文擬從

保險責任期間作為劃分之基礎，進而分析探討實務上相關之爭議。 

 

第一項 保險責任期間之開始 

按保險責任期間之開始，代表了危險之開始，即保險人對於此

時點後因突發而不可預測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應負理賠責

任。應予注意者，係保險責任期間之開始雖非等同於保險單所載保

險期間之開始日，但保險人所負之保險責任期間之開始，仍必須在

保險單所載之保險期間內，此為需辨明之處。 

 

第一款 開工（Commencement of Contract Time） 

壹、概述 

開工時間，即係承攬人應該開始施工的時間，一般係作為

工程保險的保險責任期間之始點。其可能的約定方式大致上有

兩種，一種是契約雙方於契約中明訂特定的開工時間，例如定

作人直接指定特定的開工日，或指定決標日（或簽約日）為開

工日；另一種方式，則是由定作人核發開工通知（Notice to 

Proceed）19
，承攬人於收受定作人之開工通知後即應開工。 

                                                       
18
  請參見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商事法精論，今日書局有限公司出版，修訂五 

版，2007 年 11 月，頁 564 至 569。 
19
  例如，依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廠商應於__年__月__日（□決標日□機關 

簽約日□機關通知日起＿＿日內開工）。另請參照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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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的優點在於可以提供定作人開始計算工期的彈性，便

利定作人可於開工前事先排除資金或政府許可之取得等等工程

上可能存在的障礙。再者，定作人必須在契約明訂的一定期間

內核發開工通知，若契約未明訂，則需在合理期間內（一般工

程實務上認為是六個月）核發。倘若定作人未依規定或逾越合

理的期間而遲延核發開工通知，將可能造成工程的遲延，在此

種情況下，承攬人得據以主張工期之展延及損害賠償。 

貳、我國實務現況 

按不論工程契約對於開工期限之約定如何，在正式開工

前，業主和承包商均有其應先履行之義務，就業主方面來說，

其最重要之義務有二，一者，係業主必須提供充分詳實之工程

圖說給承包商，俾承包商得據以施工；二者，業主應盡之協力

義務則為「工地使用權（或路權）」之取得及提供，蓋以業主

在訂約後若無法及時取得工地或路權，則根本無法開工，因此

工地使用權（或路權）之取得可謂是開工之先決條件
20
。 

循此以論，可能發生之情形是，若定作人無法及時取得工

地使用權（或路權）而無法開工時，則保險期間是否先行起

算？蓋因保險期間之開始日期及屆至日期，與工程真正之施工

期間可能存有落差。 

對此，於實務上並未產生太大之爭議，蓋以保險人是否應

負保險責任，原則上係視保險責任期間而定，而保險責任期間

原則上係自開工時起算；況且一般於工程保險之要保書上，除

有保險期間之記載外，另有開工日期與施工期間之記載，即工

程保險之保險期間起算，多係配合工程之施工期間，而與開工

期日一致，因此較無前述之落差情形產生。 

                                                                                                                                                           
H.1 規定：「開工前，工程司得邀集工程司代表及承包商開會協調工程相關事項。訂約後由 

主辦機關簽發“開工通知書＂送承包商，規定開工日期，起算契約工期。承包商應在收到工 

程司書面開工通知書（NTP）後五日以內，開始本工程之施工…。承包商在未接獲開工通知 

書前，不得開始本工程之施工。」。 
20
  請參考王伯儉，工程契約法律實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 年 10 月，二版，頁 163、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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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FIDIC 新紅皮書及英國上訴法院之相關見解 

依照 FIDIC 營建施工標準契約條款（新紅皮書）第 8.1 條

規定，工程司應於開工日七天以前即通知承包商，除另有約定

者外，開工日期應訂於承包商收到得標函後之四十二日以內。

承包商應在開工日期後，在合理可能的情況下儘早開始工程的

實施，並且隨後以正當速度、不拖延地進行工程
21
。  

此一見解，與英國上訴法院對於承攬人所負之義務—規律

地、勤勉地施工—之見解類似。申言之，英國上訴法院認為，

「規律地施作工程」，係指承攬人應按日以足夠之人力及材料

來實質地進行契約所約定工作；至於「勤勉地施作工程」，則

指承攬人應在自然法則的可能範圍之內，勤奮且有效率地進行

工作
22
。 

 

第二款 工程材料卸置於施工處所後 

按工程材料卸至於施工處所，此一要件是否成立，其判定關鍵

在於「工程材料」、「施工機具設備」、「施工處所」，此三項要

件所指為何，將涉及到保險契約承保範圍之認定問題
23
。 

簡言之，由於工程材料卸至於施工處所後，工程材料即處於承

攬人的事實上管領力之下，而屬於承攬人可控制的範圍內，應由承

攬人負保管責任，故其所可能發生之毀損、滅失危險，自應由承攬

人負擔，而該風險將因保險契約之訂立而移轉至保險人。換言之，
                                                       
21
  FIDIC 新紅皮書第 8.1 條：開工（Commencement of Works） 

    “ The Engineer shall give the Contractor not less than 7 days’ notice of the Commencement Date.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the Particular Conditions , the Commencement Date shall be within 42 
days after the Contractor receives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The Contractor shall commence the 
execution of the Works as soon as i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after the Commencement Date , and 
shall then proceed with the Works with due expedition and without delay. ”   

另可參照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規範條款一般條款 H.1 規定：「…承包商應在收到 

工程司書面開工通知書（NTP）後五日以內，開始本工程之施工，並應迅速展開工作、不 

得延誤…。」。 
22
  請參見古嘉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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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18。 

23
  請參考林榮三，工程保險之法律問題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碩士論文，2003 年，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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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程材料卸至於施工處所」此一時點後，保險人即應對於保險

標的物可能產生之損失或損害負理賠責任。是以，乃將「工程材料

卸至於施工處所」作為認定保險責任期間開始的時點之一。 

 

第二項 保險責任期間之終止 

按工程實務上，常見以啟用、接管或驗收等程序之時點，作為

保險責任期間之終止時點，亦即，除非保險期間屆至，否則在啟

用、接管或驗收等程序完成以前，保險責任期間並未終止，而屬於

保險保障之範圍內，一旦發生意外危險事故，保險人應負理賠責

任；反之，則否。由於上述時點之認定將關涉到保險人是否應負理

賠責任，故於實務上乃爭議頻傳，因此，本文以下將針對重要的相

關實務爭議分別探討論述之。 

 

第一款 啟用 

壹、啟用之意涵 

按我國工程保險之保單條款中，雖係將「啟用（Put into 

Service）」作為保險責任期間終止的時點之一，惟究竟何謂

「啟用」，卻無明確之定義。 

我國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曾彙整相關定義文獻或業界

實務資料，而認為「啟用」於營造綜合保險契約內雖無特別之

定義，惟衡諸工程保險之基本精神，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一旦

經定作人或買受人占用、進入居住、使用…等，即應屬工程保

險啟用之旨意。而此一見解，亦為我國部分法院實務
24
見解所

採。目前一般多認為，稱「啟用」者，係指開始使用而言。 

 

 

                                                       
24
  例如，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三年度保險上字第七一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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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常見爭議：「先行使用」是否屬於啟用之樣態？ 

一、概述 

原則上承包商在開工後，對於工程即負有照管義務，此一

義務直至驗收後始為免除
25
。惟於工程實務上，常發生定作人在

工程驗收合格前，即先行使用已竣工之工作物之狀況，此於公

共工程中尤然，蓋因公共工程之業主經常會為了政策抑或是實

際上之需要，而提前使用（或提供公用）部分或全部完工之工

程
26
。 

有疑義者為，在業主先行使用部分或全部工作物之情形

中，承包商是否仍對工程負有照管義務？業主先行使用之行為

是否構成啟用或接管？在業主先行使用之過程中，一旦發生危

險事故，其所致之損失或損害，保險人是否應負理賠責任？簡

言之，是否因業主先行使用之行為，而可視為工程已經啟用，

致使保險人之保險責任期間終止？對於此一爭議，以下將分述

之。 

二、FIDIC 新紅皮書之相關規範 

按 FIDIC 新紅皮書中，對於「啟用」並未規範，惟其第

10.2 條所規範之部分接管（Taking Over of Parts of the Works）

情形，卻與「先行使用」之情形相似，故而本文擬針對該規定

而為介紹，合先敘明。 

依 FIDIC 新紅皮書第 10.2 條之規定
27
，除非（並以此為

                                                       
25  例如，依交通部國道高速公路局所頒佈之一般條款 K.1 之規定，本工程之管理自本工程開工 

日起至 T.3「驗收」所規定之驗收合格日止，承包商應負責管理本工程、與本工程有關或為 

本工程而設置之全部施工設備、臨時建築物、供應品、材料及其他事物，不論該等工程或設 

施是否在工地或是否已交運。若前述之工程及設施發生損害或毀損時，承包商均應自費儘速 

修復或替換。另於 M.23 中亦規定對於永久性設備之任何損失或毀壞，於工程司正式驗收前 

，承包商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擔所有貯存、管理及運輸之費用。 
26
  例如，依交通部國道高速公路局所頒佈之規範條款一般條款 A.1（72）之規定，先行使用， 

係指在工程(含部分工程)未完工或未驗收前，主辦機關基於實際需要提前使用者。 
27
  FIDIC 新紅皮書第 10.2 條：部分工程之接管（Taking Over of Parts of the Works） 

    “ The Employer shall not use any part of the Works ( other than as a temporary measure which is 
either specified in the Contract or agreed by both Parties ) unless and until the Engineer has issued 
a Taking‐Over Certificate for this part. However , if the Employer does use any part of th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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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工程司已就該部分工程核發「接管證書（Taking‐Over 

Certificate）」
28
，否則，原則上業主不應使用工程的任何部分

（惟若其係屬於暫時性之措施，且於契約中已明訂或經雙方當

事人所同意者，則不在此限）。然而，若業主在核發接管證書

以前，確實有先行使用部分工程之情事者，則：(a)該被使用之

部分工程，應認為該部分工程自其被使用之日起已受接管；(b) 

承包商自該日起，即已無庸再對該部分工程負照管之責，而改

由業主負照管責任；(c)若承包商提出申請，則工程司應就該部

分工程核發接管證書。 

此外，依 FIDIC 新紅皮書第十七條之規定，當業主使用或

占用永久性工程的任何部分時，即屬於業主風險。茲有附言

者，係 FIDIC 銀皮書之所以未將業主使用或占用工程，劃分為

業主風險，係因在銀皮書之下，一般並不允許業主使用部分工

程，故無業主占用部分工程導致之風險問題。 

綜合上述 FIDIC 新紅皮書之規範可知，在業主先行使用部

分工作物之情形中，應由業主就該先行使用之部分工程所可能

產生的毀損或滅失負責，風險由業主承擔，而承包商對於該部

分工程已不負照管之責。 

三、我國現況 

（一）我國實務上之相關規範 

1.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依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九條第七項之規定，履約標的未

經驗收移交接管單位接收前，所有已完成之工程及到場之材

                                                                                                                                                           
before the Taking‐Over Certificate is issued： 
(a) the part which is used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taken over a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it is 

used ,   
(b) the Contractor shall cease to be liable for the care of such part as from this date , when 

responsibility shall pass to the Employer , and 
(c) if requested by the Contractor , the Engineer shall issue a Taking‐Over Certificate for this part. ” 

28
  另有學者將之翻譯為「部分完工驗收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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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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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機具、設備，包括機關供給及廠商自備者，均由廠商負

責保管。如有損壞缺少，概由廠商負責賠償。其經機關驗收

付款者，所有權屬機關，禁止轉讓、抵押或任意更換、拆

換。工程未經驗收前，機關因需要使用時，廠商不得拒絕。

但應由雙方會同使用單位協商認定權利與義務。使用期間因

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遺失或損壞者，應由機關負責。 

簡言之，上述之規定賦予定作人得因其使用的需要而於

驗收前先行使用工程之權利，承攬人對此不得拒絕。若使用

期間因非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物遺失或損壞者，

則應由定作人負責。 

2.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惟實務上，卻往往出現定作人將風險轉嫁給承攬人之契

約約定。例如，依交通部國道高速公路局所頒佈之一般條款

M.28 規定，由於非屬承包商責任之工程施工程序變更，或發

生預料不到之情況及事件，導致工程司要求承包商於契約規

定期限前，開放已完成之部分路段時，承包商對已完成之部

分路段，仍應負責維護至工程司滿意之程度。且若承包商對

工程施工緩慢，工程司得以書面通知規定一合理之期限，要

求上述工程於該期限內完工。若承包商未能於該規定期限內

完工，工程司得通知全部或部分路段開放通車。再者，此通

車之地區，承包商須設法執行其尚未完成之作業，俾減少交

通障礙。由於此一情況之通車所增加之工程費，主辦機關不

作任何補償。此外，非因交通而造成工程之損壞，承包商應

負責修復至工程司認可為止，並負擔費用。部分路段須先開

放通車不得視為對該工程全部或部分驗收，並不得解除契約

上關於該項工程條款之約束效力。 

依上述之規定，承攬人並不因定作人先行使用部分或全

部之工程而得免除其對於工程的照管義務；該先行使用之部

分或全部工程，亦不得視為已經部分或全部驗收。若於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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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先行使用之期間發生危險事故，則除非該為危險事故係因

「交通」所造成之損壞，否則均應由承攬人負擔毀損或滅失

之風險。 

3.比較分析 

綜上所述可知，交通部國道高速公路局所頒佈之一般條

款，其規定並未依循我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之規範內容，而

將定作人先行使用工程之期間中，因非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

由致使工作物毀損或滅失之風險，從定作人方移轉到承攬人

方。 

（二）法院實務見解 

1.先行使用工作物之情形，並不構成驗收 

過去法院實務
29
見解曾認為：「施工工程既未經正式驗

收，危險負擔尚未移轉，保險公司之保險責任自未終止」。

可知法院過去堅守「驗收」始係保險責任期間終止之時點，

且所謂的「驗收」係指「驗收合格簽發驗收證明」
30
。 

簡言之，法院認為在驗收證明書核發以前，不論定作人

是否有先行使用之情事，工程風險均一律歸於承攬人負責，

即仍應由承攬人負擔保險標的物毀損、滅失之風險，故保險

人之保險責任期間並未因業主先行使用之情事而終止，其仍

應就危險事故所致之損失或損害，負理賠之責。 

 

                                                       
29
 請參考最高法院九十三年台上字九九九號民事判決。該判決之相關內容如下：「…按政府採 

購法施行細則第 99 條雖規定：『機關辦理採購，有部分先行使用之必要或已履約之部分有減 

損滅失之虞者，應先就該部分辦理驗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並得就該部分支付價金及起 

算保固期間』，但此細則並非法律，更非法律強制禁止規定，故得由當事人以契約排除其適 

用。系爭工程契約第 23 條約定：『在本工程全部完工前，甲方於必要時得就已完成部分予以 

先行使用，…且該完工部分之使用，非即認可驗收，乙方不得藉口該部分已經使用，而要求 

減免其應對本契約所負之責任與義務，或要求提前起算保固』。此約定已明文排除政府採購 

法施行細則第 99 條之適用。亦即，被上訴人不必就工程部分完工部分，辦理部分驗收，上訴 

人不得以部分先行使用為由，要求提前起算保固期間。…」。 
30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三年度重上字第六四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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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行使用工作物之情形，應視為已驗收 

我國曾有部分有法院實務認為，對於定作人未驗收先行

使用工作物之情形，應視為已驗收
31
。循此以論，縱使並未

肯認先行使用係屬於「啟用」的態樣之一，然保險責任期間

仍應已「驗收」而為終止。 

3.先行使用工作物之情形下，部分驗收義務之排除 

茲有附言者，係實務上曾有判決
32
指出，定作人可以契約

條款約定之方式，排除定作人在先行使用狀況下依政府採購

法施行細則第九十九條規定所負有之部分驗收義務。 

4.標竿性判決 

最具參考價值之判決，係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

二三七九號判決
33
。其案例事實為：承包商承攬業主之工程，

於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一日完工。工程於驗收前，即先行啟

用，惟遭受納莉颱風侵襲沖毀，承包商基於承攬責任及災害

修復之緊急性，於告知定作人後，立即進行損害修復，於九

十年十一月六日再度修復完工，並於九十一年一月三十一日

經定作人驗收通過。承攬人於上開風災後，即通報定作人並

向保險公司申請理賠，然保險公司以工程已通車使用，依營

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三條約定，而拒絕理賠。而定作人則

於訴訟中主張，承攬人係未經其指示即自己先行啟用通車。 

 

                                                       
31

 請參照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七年上字第一００九號判決：「…上訴人如未經驗收，自行使用設 

備，視同驗收無誤，應遵守工程合同付清尾款。縱認被上訴人尚未依約完工或有瑕疵，或未 

經驗收，因上訴人未經催告，即另僱工修補或完工，而自行使用機械設備，應視同驗收無 

誤。…」。 
32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五年度建上字第九號判決。 

33
 本案歷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作成第一審判決（九十二年度重訴字第五十九號判決），之後經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第二審判決（九十三年度重上字第二八號判決），最高法院九十五年 

度台上字第一０六七號判決。發回更審後，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作出九十五年度重上更 

（一）字第二０號判決）、最高法院作出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六三二號判決。第二次發回更 

審後，作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九十六年度重上更(二)字第一０號判決，其後最 

高法院作成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二三七九號判決，而判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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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法院之見解： 

高等法院曾於更一審判決
34
中指稱承攬人之投保並未

符合工程契約之要求，蓋因依工程契約之約定，保險責

任期間應係始於開工，直至驗收時終止；而承攬人所投

保之保險，其保險責任期間係始於開工，直至啟用、接

管或驗收時終止，兩者顯不相符。 

又衡諸商場上投標之一般經驗，各廠商於投標前亦

應就工程狀況評估自身所能承擔風險的能力，慎選保險

公司投保營造綜合保險，故廠商投標總價係包含契約要

求之全部風險。上訴人於投標系爭工程前若慮及未來提

前完工，先行開放通車，在驗收完成前所生一切損失非

保險公司理賠範圍時，自應衡量本身經濟能力，審慎評

估決定是否參與投標抑或向保險公司辦理加保，以分散

風險。 

而依工程契約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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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承包商對於業主

先行使用時所生之損害應自行承擔。 

（2）最高法院之見解： 

然而，上述之說法均遭到最高法院
35
駁回。嗣後定作

人雖再度上訴，但仍遭最高法院
36
駁回而判決確定。 

查最高法院雖僅於終審判決中指出上訴人之上訴並

未合法表明上訴理由故予以駁回，但深究最高法院判決

論述之脈絡，似可推斷最高法院所為之確定判決，其立

場應係傾向於贊成高等法院
37
先前依最高法院

38
駁回之意

                                                       
34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九十五年度重上更（一）字第二０號判決。 

35
  請參考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六三二號判決。 

36
 請參考最高法院作成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二三七九號判決 

37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九十六年度重上更(二)字第一０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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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而所作出之更二審判決的內容，即承攬人並無路權，

無法決定系爭工程何時啟用，當無於驗收前自行決定啟

用而自負風險之理，承攬人主張工程經定作人指示先行

啟用，與常情無違，應可採信。依系爭工程契約約定，

已做之工程確因天災等非人力所能抵抗之意外致搶救不

及遭受損害，並在詳細價目表內有項目者，承攬人得聲

請定作人估驗付款外，並以原訂契約單價辦理修復。承

攬人於約定期限內完成工程，於驗收前因定作人指示先

行啟用，嗣遭颱風而沖毀，承攬人已再度修復完工，經

驗收通過，惟因先行啟用，遭營造綜合保險之保險人依

約拒絕理賠，則承攬人依前開約定，請求定作人給付修

復工程款本息，自無不合。 

簡言之，最高法院應係認為，定作人先行使用工程

之行為，將致使工程風險移轉至定作人一方，而非由承

攬人負擔該風險，故承攬人得向定作人請求給付相關之

補償。至於保險人是否應負理賠責任，於判決中並未受

到質疑，惟循前述最高法院之看法，似得認為保險人可

主張工程因已先行啟用，致使保險責任期間終止，故保

險人對於定作人先行使用後所生之損失或損害，無庸負

擔理賠責任。 

茲有附言者，係最高法院於本判決中均將業主先行

使用（通車）之行為謂為「啟用」，似已肯認兩者之間

的關係。 
                                                                                                                                                           
38
 即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六三二號判決。最高法院在本判決理由中指出：「…況依新

光產物保險公司九十年九月十一日保險批單明載上訴人投保營造工程綜合保險之系爭工程：

「……已於民國九十年九月十一日完工，並已先行啟用，本公司依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

三條不負賠償責任」等情（見一審卷第七七頁），足認系爭工程於完成驗收前已先行啟用，

並使上訴人因而喪失保險利益而無從向該保險公司申請理賠。而上訴人又一再否認有系爭路

段之路權，無法決定何時啟用，衡諸常情，若非被上訴人指示先行啟用，上訴人當無於驗收

前即率爾決定啟用，致喪失保險利益而自負風險之理。則上訴人主張該路段係經被上訴人指

示先行啟用乙節，似與常情無違而非無據，能否猶反於公共工程會上開調解建議所載內容而

認非被上訴人指示先行啟用通車？果爾，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放任通車在前，嗣又完全不負

風險責任，置誠信原則於不顧乙節（見二審重上字卷第六五～六六頁），是否全無可採？攸

關上訴人得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前揭工程款，即非無再進一步推求之必要。…」。可資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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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較分析： 

              在本案件中，法院之判決理由已逐漸引導出，工程

保險之保險人是否應負保險責任，與工程風險應由何方

當事人負擔之爭議，此二者間具有一定之關連性，而正

可佐證本文所一再強調之工程保險及工程風險間相生相

依的關係。 

前述高等法院於更一審所做之判決內容，應係對於

工程實務之現況不甚了解所致。蓋以，工程保險原則上

本係以「開工、材料卸置於施工處所」作為保險責任期

間之開始；並以「啟用、接管、驗收、保險期間屆至」

作為保險責任期間之終止，然高等法院卻僅依文義解

釋，即遽認為承攬人所投保之保險並不符合工程契約之

約定，此一見解與工程實務與保險實務向採之習慣有所

脫節。 

又該高等法院更一審判決認為承攬人應可預見定作

人先行使用之情況，故承攬人於投標時即應「評估決定

是否參與投標抑或向保險公司辦理加保，以分散風

險」。本文認為，此一見解在實務上之可行性容有探究

之餘地，畢竟承攬人若欲於營造市場上生存下去，自是

無法輕易放棄投標公共工程之業務；且似亦無法合理期

待承攬人會自行評估定作人先行使用之風險而辦理加保

並提高報酬，蓋因，如此一來，承攬人即可能非為最低

標，而致使其得標機率因之而下降。 

綜觀最高法院於本案件中所作成之歷次判決內容，

應可推知最高法院係採肯認定作人先行使用後所生之工

程風險應由定作人承擔此一立場，而與本文所持之見解

相同，此於其後將另行詳加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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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文見解 

按工程竣工後，若有業主在工程驗收合格前先行使用工作

物之狀況，一般來說，保險人往往主張該先行使用之情形已經

致使保險責任期間終止，故先行使用期間若保險標的物有發生

毀損或滅失之情事者，保險公司均不負理賠責任；惟我國部分

法院見解則認為保險責任期間終止之時點為「簽發驗收證明書

時」，故保險人仍應對之負擔理賠責任。 

本文認為，我國法院實務之見解往往受到工程契約之約定

所侷限，故僅著眼於「先行使用是否為驗收」一事而為判斷，

卻疏未顧及「先行使用是否為啟用」此一本質上之爭議，故其

見解對於承包商及保險人而言均有未公，其理由詳敘如下： 

（一）工程契約之關係 

1.危險應歸於利益之享有者 

在先行使用之情形中，承攬人以外之定作人或第三人已

就該部分或全部工程享有使用收益之利益，依「利益之所

在，危險之所在」之法諺，應可視為定作人已經「啟用」該

部分或全部工程，故而該部分或全部工程之毀損滅失風險，

應由定作人承擔，始較為合理。 

2.定作人一旦先行使用，即構成受領 

有論者認為，公共工程中，若採購機關先行占有工程

者，採購機關仍為承攬關係之當事人，亦即是將來承攬人將

工作成果交付的對象，即受讓人，因此受讓人先行占有標的

物而交付之情形，應歸屬於觀念交付的「簡易交付」
39
。又一

般將營建工程契約歸類承攬契約之性質，因此，有關承攬契

                                                       
39
 實務操作上可能會發生的疑義為，依民法第七六一條第一項但書，生交付效力的要件為有 

  「讓與之合意」，亦即雙方當事人以物權讓與之合意，代替現實移轉占有之交付。如果定作 

人遲不表示受讓之意思表示，致讓與合意無法形成。此時承攬人可以依民法第七六七條行使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要求機關返還該工作成果，或是依民法第一０一條第一項，視為採購機 

關已受領，直接為承攬報酬之請求。請參考林辰熹，工程採購契約之承攬報酬及危險負擔移 

轉問題探討，東吳大學法律學系，碩士論文，2005 年，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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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風險分擔，應依民法關於承攬之規定，以交付為危險負

擔移轉之時點。循此以論，應認為當業主先行使用工作物

時，即已構成工作物之交付，危險負擔亦隨之移轉
40
。 

本文認為，前述之見解並不精確，蓋以承攬契約應係以

「受領」作為危險負擔移轉之時點（請參見民法第五０八條

第一項之規定），而非前述見解所稱之「交付」。又承攬契

約多係涉及不動產物權，然而，前述之簡易交付係規範於民

法第七六一條第一項後段，主要係針對動產物權之讓與方法

所為之規定，因此，是否得於工程契約中逕予適用民法第七

六一條之規定誠有疑義。 

惟因定作人先行使用工程時即享有占用工程之使用收

益，而與民法第七六一條第一項後段所規範之利益狀態相

似，故本文認為，若承攬工程係屬於不動產時，似得類推適

用該規定，而將先行使用工程之行為解釋為定作人已受領該

工程標的物。 

3.最適風險分配之觀點 

依 FIDIC 新紅皮書第 11.7 條就進入權（Right of Access）

所為之規定，在核發履約證書之前，承包商對於工作物應享

有合理之進入權限，惟該權限若與業主所訂之合理的安全性

限制有所衝突，則不在此限
41
。換言之，承包商可能因受到業

主針對工作物之安全性所訂定的規範，而使其原本可自由進

出施工處所之權利受到限制。 

                                                       
40
  論者一併指出，交付標的之利益與危險，自交付時起，即應由受交付之一方承受與承擔。所以 

若由於先行使用，發生瑕疵或損害，以致無法辦理驗收，則定作人不能抗辯因工程尚未驗收， 

而拒絕給付工程之尾款，或拒絕返還履約保證金。如果業主欲開始接管或使用，則必須先取 

得承攬人的書面同意，並接受下列權利義務：（1）付款；（2）工作物的保全、維修、能源供 

應、使用與損害的責任，與（3）保險。並且以書面同意缺陷修補期限，以及停止契約原訂的 

保固，否則應賦予承攬人得以排除侵害，阻止定作人繼續使用的權利。 
請參考林辰熹，工程採購契約之承攬報酬及危險負擔移轉問題探討，東吳大學法律學系，碩 

士論文，2005年，頁187。 
41  FIDIC 新紅皮書第 11.7 條：進入權（Right of Access） 
“ Until the Performance Certificate has been issued , the Contractor shall have such right of access   
to the Works as is reasonably required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is Clause , except as may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Employer’s reasonable security restric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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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自風險分配之角度觀之，定作人既然已經先行使用部

分或全部工程，且有權利基於安全之考量，而限制承攬人自

由進出施工處所，則在此種情形下，倘若仍強行要求承攬人

對於被定作人先行使用之部分工程需負毀損或滅失之危險負

擔責任，則對於承攬人來說並不合理。 

況且，依 FIDIC 新紅皮書第 17.3 條第 f 項，以及英國土

木工程師學會（ICE）所制訂的 NEC 第 80.1 條之規定，均將

業主先行使用或占用工程後所生之風險，原則上皆歸為業主

風險，即由業主承擔先行使用或占用後之工程風險。 

此外，併參酌前述 FIDIC 新紅皮書第 10.2 條規定之精

神，應得將業主先行使用部分或全部工程之行為，視為該部

分或全部工程已經啟用（抑或是視為接管），而使保險責任

期間終止。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在業主先行使用或占用工程後，

工程風險應由承包商方移轉至業主方，始較為合理。 

（二）保險契約之關係 

1.保險契約所承保之危險增加 

按定作人先行使用之行為將造成工作物毀損滅失之危險

增加，且該危險狀態之變更並非保險人於承保時所得預見，

而定作人或承攬人既然身為被保險人，且其行為已經致使危

險增加，而達於應增加保險費或終止保險契約之程度者，則

承攬人或定作人即應通知保險人，否則保險人自得依保險法

第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五十七條，及第六十條等規定，主張

解除或終止保險契約，而不負保險理賠之責任。 

2.承攬人已喪失保險利益 

     按工程保險既係採全險（all risks）保單的方式為之，則

因全險保險的通常限制之一即係保險利益之存在
42
，故於處理

                                                       
42
  此部分之相關內容請參考第三章第四節第二項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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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爭議時，自不應忽略保險利益之探討。 

（1）美國立法例中關於保險利益之見解 

關於保險利益之法律原則，埃爾登勳爵（Lord 

Eldon）曾於 Lucena v. Craufurd（1806）案中主張，保險

利益是「一種財產上的權利，或者是依部分財產契約所

可推導出來的權利，當遭遇意外事故以致於影響當事人

之占有或所有權時，這兩種權利可能因而喪失。」
43
。 

此一見解一直為其追隨者所引用，且直到近年來，

美國絕大多數的司法管轄區仍一直採用埃爾登勛爵上述

之法律保險利益理論。而在運用法律保險利益方法時，

美國法院一般係運用法定所有權、占有利益、債權人的

權益、責任利益等等作為判斷基準
44
。 

隨後制訂的紐約州法則規定，保險利益應包括以財

產安全和保護財產免遭損失、毀壞、或金錢上損害為目

的之任何法律上或重要的經濟上利益
45
。所謂「法律上或

重要的經濟上利益」，一般將之理解為與非法利益 

(unlawful interest) 相對應之合法利益，而非引入普通法

或衡平法上的財產利益要求
46
。 

（2）中國大陸對於保險利益之見解 

         按中國大陸於二００九年二月二十八日對於保險法

作出了修正並已公布，雖然依新修正之中國大陸保險法

之規定，對於財產與人身保險利益的存在時間分別做出

了不同之規定，並對欠缺保險利益的契約效力作了進一

                                                       
43
  “ a right in the property , or a right derivable out of some contract about the property , which in   
either case may be lost upon some contingency affecting the possession or enjoyment of the   
party. ”  轉引自 John F. Dobbyn , Insurance Law in a Nutshell , 4th edition , 2003 , p.84. 

44
  請參考 John F. Dobbyn , Insurance Law in a Nutshell , 4th edition , 2003 , pp.83‐90. 

45
 New York statute ( N. Y. Ins. Law & 148 McKinney 1966) stated that an insurable interest    “ shall   
include any lawful and substantial economic interest in the safety or preservation of property from   
loss , destruction or pecuniary damage. ” 

46
  請參考 John F. Dobbyn , Insurance Law in a Nutshell , 4th edition , 2003 , pp.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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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區分。但相較於台灣目前的保險法規定來說，中國

大陸對於財產保險利益的內容並沒有進行較為細緻的區

分
47
。 

（3）我國對於保險利益之見解 

①保險法之規定 

我國保險法將保險利益依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而分

別規定在第十四條至第二十條。就財產保險之保險利益

來說，依其規定，要保人對於財產上之現有利益，或因

財產上之現有利益而生之期待利益，有保險利益（第十

四條）。再者，運送人或保管人對於所運送或保管之貨

物，以其所負之責任為限，有保險利益（第十五條）。

此外，凡基於有效契約而生之利益，亦得為保險利益

（第二十條）。 

②學說見解 

按我國學說上對於保險利益之見解有所爭議，此係

起因於英美法系與大陸法系之差異。簡言之，在英美法

系中，關於保險利益之發展乃先有財產保險利益，而後

及於人身，但兩者之性質卻不相同。財產上之保險利

益，乃被保險人對特定標的，須具有經濟上之利害關

係，而可以金錢予以估計。至於後者，以目前德國有關

保險利益之學說發展以言，約可分為一般性保險利益學

說、技術性保險利益學說，與經濟性保險利益學說
48
。 

有論者指出，所謂「保險利益」（Insurable Interest）

又稱「可保利益」，在積極方面，乃對於保險標的具有

某種權利（如所有權）；在消極方面，乃指在保險事故

                                                       
47
  請參考韩长印，两岸保险合同法比较与评析—以大陆保险法 2009年修订为重点，收錄於政 
治大學法學院主辦，2009 年趙德樞教授榮退暨財經法新趨勢研討會論文集，2009 年 4 月 30 
日，頁 2、3。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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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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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時，遭受損害。就承攬人而言，施工中之工程發生

損害，依一般工程契約規定，須由承攬人自行承擔費用

以恢復原狀（重建）；而就定作人而言，運至工地之材

料及施工中之工程本體均屬定作人所有，故兩者對於保

險標的均有保險利益
49
。 

另有學者進一步指出，針對工程保險之保險利益來

說，營造廠商自有之財物外，交其保管、管理或使用之

機具、設備、工具或倉庫，倘其損害依契約或法律需負

責賠償，即有保險利益，得藉保險對意外損失獲得補

償，符合公共利益。凡依契約可獲得業主補償之損失，

或包商毋須修復部分，應無保險利益可言
50
。 

③法院相關判決見解 

此外，我國最高法院亦曾於判決中指出，「…況依

００產物保險公司九十年九月十一日保險批單明載上訴

人投保營造工程綜合保險之系爭工程：『……已於民國

九十年九月十一日完工，並已先行啟用，本公司依營造

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三條不負賠償責任』等情，足認系

爭工程於完成驗收前已先行啟用，並使上訴人（承包

商）因而喪失保險利益而無從向該保險公司申請理賠。

而上訴人（承包商）又一再否認有系爭路段之路權，無

法決定何時啟用，衡諸常情，若非被上訴人（被上訴

人）指示先行啟用，上訴人（承包商）當無於驗收前即

率爾決定啟用，致喪失保險利益而自負風險之理。」
51
。 

簡言之，最高法院已明白地指出，業主先行使用之

行為，將致使承包商對於該完工之工程喪失保險利益。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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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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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1
  請參考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六三二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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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析 

本文認為，工作物在業主受領前係屬於承攬人所有
52
，既然承攬人對於工作物享有所有權，且依民法第五０

八條第一項規定，在工程交予定作人受領前，危險負擔

係歸於承攬人，即承攬人應對於其所承包的營建工程之

財產損害自負其責。是以，在業主先行使用以前，承包

商對於該工程自具有保險利益。 

惟一旦業主有先行使用之行為，則承攬人對於該工

作物即非處於占有之狀態；況且，參酌 FIDIC 新紅皮書

第 17.3 條之規定，本文認為定作人先行使用後之風險應

係屬於業主風險，若有損失或損害之發生應歸由業主承

擔，即承包商得向業主請求補償。是以，循上述我國學

者之見解，應得認為承包商於業主先行使用工程後，即

對於該工程失去保險利益。 

既然承包商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而於事故發生

時已不具有保險利益，則依我國保險法第十七條之規

定，保險契約失其效力，保險人自無庸負擔該部分或全

部工程嗣後毀損或滅失之保險理賠責任
53
，此時與保險責

任期間終止之法律效果實質上並無差異
54
。 

 

 

 

                                                       
52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九條第七款亦規定，在定作人驗收付款前，工作物之所有權屬於承攬 

人所有。 
53
  按保險利益應當存在於何時，雖有爭議，惟在美國重要之案件中，主流規則是僅在損失發生 
時要求保險利益。申言之，美國目前雖有三個州要求保險利益不僅應存在於損失發生時，也 
應存在於投保時；然而，另有十四個州僅要求保險利益應存在於損失發生時，此亦為美國紐 
約州之法院所採。 
請參考 John F. Dobbyn , Insurance Law in a Nutshell , 4th edition , 2003 , pp.92‐94 

54
  按保險契約失其效力與保險責任期間終止，此二者間之關係為何，仍有討論之空間，但兩者 
之實質法律效果均係使保險人無須負理賠責任，此點應無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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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本文認為，若業主有先行使用工作物之必要，則應依循

部分驗收
55
規定為之，且不應利用工程契約條款之約定而將風

險移轉至承包商身上。若業主並未進行部分驗收，則此時應

依照前述風險分配之原則及 FIDIC 新紅皮書第十七條之規

定，由最有能力掌控風險的業主承擔先行使用期間之工程風

險，始符合政府採購法第六條第一項
56
之「公平契約原則」。 

況且，國外之工程契約多明定「使用或占用」後之風

險，原則改歸定作人承擔，蓋依據承攬契約或民法規定，工

程風險除契約另有約定者外，應移轉定作人，承攬人除工程

瑕疵修補之保固責任與因而引起之災害外已無保險利益，保

險契約對於工程於施工期之工程損失險承保效力應即終止
57
。 

是以，於先行使用部分或全部工程之情形中，應將該部

分或全部工程視為已經「啟用」（抑或是參酌 FIDIC 新紅皮

書第 10.2 條的規定，將之視為「接管」），而使得保險責任

期間終止，故保險人對於工程於先行使用期間所生之損失或

損害，均不負理賠之責。 

 

 

 

 

 

 

 

                                                       
55
  詳細說明請參見本節第二項第三款貳之內容。 

56
  政府採購法第六條第一項前段：「機關辦理採購，應以維護公共利益及公平合理為原則」。  

57
  請參考杜辰生，〈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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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 4 月，修訂一版，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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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接管 

按接管之時點可能有二，一者，為工程完工驗收完畢後，方由

定作人與承攬人進行移交接管程序
58
：二者，為工程雖未完工，但因

某些因素（例如解除或終止承攬契約），而由定作人進行接管之程

序
59
。 

若自保險的角度觀之，因保險人之保險責任係至啟用、接管、

驗收或保險期間屆滿時終止，並以先屆至者為準，故前者之情形並

無討論保險責任終止時點之必要性，蓋因保險責任期間於其先前驗

收之時點即已終止。是以，本文所討論之範圍，將限於未驗收前定

作人即先行接管部分或全部工程之情形，合先敘明。 

壹、定義 

按「接管」雖為實務上所常見之名詞，但我國工程保險之

保單條款中，對於「接管」一詞卻無明確之定義。 

我國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EIA）認為，衡諸工程保險

之基本精神，若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一旦經定作人或買受人

占有、管領、保管、進入施工…等等，則應屬工程保險「接

管」之旨意。 

亦即，雖保險契約中未就「接管」作成明確定義，惟保險

實務上多認為其意義應依客觀之事實而認定，依文字用語及通

常使用方式而為解釋。而目前一般多認為，所謂「接管」，係

指事實上管領力之移轉而言。 

我國法院實務並未針對何謂「接管」作出明確之定義，惟

曾有部分實務判決
60
從工程保險之風險特性出發，而贊同前述

                                                       
58
  例如，公共工程契約範本第九條第七款之規定。 

59
  例如，公共工程契約範本（2008.05.16）第二十一條第三款、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 
一般條款（2002.09）R.7 之規定。 

60
  例如，我國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三年度保險上字第七一號判決指出：「…綜合營造保險之目 

的既在提供承攬人於工程施工期間，因遭遇承保意外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之保險保障，一旦 

工程之一部或全部，已經定作人或買受人占有、管領、保管、占用、進入施工、居住、使

用，即應屬營造綜合保險啟用、接管之旨意，因保險人所面臨之危險已非純屬承攬人施工中

之危險，亦非營造綜合保險原設計承保之風險，故保險人就綜合營造保險之保險責任，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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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之見解；另有實務判決則認為，承保之工程是否業經啟用、

接管或驗收，應就各個部分分別而論，並非一體認定
61
。 

貳、FIDIC 新紅皮書之相關規範 

在 FIDIC 營建施工標準契約條款（新紅皮書）之中，於第

10.1 條
62
就業主之接管（Employer’s Taking Over）有所規範。依

其規定，除有第 9.4 條（未能通過完工測試）所述之情形外，

業主應於符合下列所述情形時，接管該工程：（i）工程已依契

約之約定，以及第 8.2 條（完工期限）所規定之事項而完工。

但下述次節（a）所允許之情況則不在此限；且（ii）工程之

「接管證書（Taking-Over Certificate）」已被核發，或已因

符合本次條款之規定而被視為已核發。 

從上述 FIDIC 新紅皮書之相關規定可知，「接管」可作為

認定承包商已依契約約定，於完工期限內完成工程之證明方

式。 

此外，FIDIC 新紅皮書第 10.1 條並規定，倘承包商認為，

工程即將完工且已準備被接管，則承包商可在即將完工之前的

十四天以內，向工程司發出申請接管證書之通知。若該工程係

分割成各區段者，則承包商亦可採同樣之作法，為每一特定區

段之工程，向工程司申請部分接管之證書
63
。 

                                                                                                                                                           
於承保工程經啟用或接管即行終止，應係考量該保險之風險特性，尚難據此而認此項約定有

保險法第 54 條、54 條之 1 之情事…。」，可資參考。 
61
  例如，最高法院九十年台上字第一０三七號判決之意旨認為：「本件上訴人主張：保險契約 

之基本條款第三條規定：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被上訴人）對 

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行終止，但對其餘部分仍負保險責任……該規定實明示承保工程是否業 

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應就各個部分分別而論，並非一體認定，被上訴人僅以系爭大樓已有 

部分住戶進住，即謂系爭工程已全部達啟用、接管之程度而謂其保險責任已終止，顯置兩造 

之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款第三條後段於不顧，且與事實相違。」，可供參考。 
62
  FIDIC 新紅皮書第 10.1 條：工作物及部分工程之接管（Taking Over of the Works and Sections） 

    “ Except as stated in Sub‐Clause 9.4 [ Failure to Pass Tests on Completion ] , the Works shall be taken 
over by the Employer when (i) the Works have been compl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   
including the matters described in Sub‐Clause 8.2 [ Time for Completion ] and except as allowed in   
sub‐paragraph (a) below , and (ii) a Taking‐Over Certificate for the Works have been issued , or is   
deemed to have been iss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ub‐Clause. ” 

63
  FIDIC 新紅皮書第 10.1 條：工作物及部分工程之接管（Taking Over of the Works and Sections）
“ The Contractor may apply by notice to the Engineer for a Taking‐Over Certificate not earlier than   
14 days before the Works will , in the Contractor’s opinion , be complete and ready for taking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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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程司應於收受通知後二十八日以內，核發接管證書給

承包商，或附理由拒絕承包商之申請
64
。若工作物或部分工程實

質上已符合契約之約定，但工程司卻未在前述之二十八日以內

核發證書，亦未拒絕承包商之申請者，則視為該接管證書已於

上述期間的最後一天核發
65
。 

參、試營運 

一、概述 

於我國重大工程或其他遊憩設施之新建工程中，常有進行

試營運之慣例。例如臺北市政府在「二０一０年臺北國際花卉

博覽會—網路基礎建設暨無線應用服務規劃建置與維運案」

中，即要求其合作廠商應配合於二０一０年九月進行「試營

運」與管理服務，且需負責無償維運管理至於二０一一年十二

月底止
66
。 

惟所謂「試營運」究竟係指為何？雖然EIA所制訂之營造綜

合保險基本條款於第十七條第五款曾提及「試營運」一詞，但

卻未明確地針對試營運作出清楚的定義。況且「試營運」一般

並未明訂於工程契約中，通常係業主為了瞭解承包商及分包商

                                                                                                                                                           
If the Works are divided into Sections , the Contractor may similarly for a Taking‐Over Certificate   
for each Section. ” 

64
  FIDIC 新紅皮書第 10.1 條：工作物及部分工程之接管（Taking Over of the Works and Sections）
“ The Engineer shall , within 28 days after receiving the Contractor’s application： 

      (a) issue the Taking‐Over Certificate to the Contractor , stating the date on which the Works or   
Section were compl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 except for any minor outstanding work 
and defects which will not substantially affect the use of the Works or Section for their intended 
purpose ( either until or whilst this work is completed and these defects are remedied )；or 

      (b) reject the application , giving reasons and specifying the work required to be done by the   
Contractor to enable the Taking‐Over Certificate to be issued. The Contractor shall then complete 
this work before issuing a further notice under this Sub‐Clause. ” 

65
  FIDIC 新紅皮書第 10.1 條：工作物及部分工程之接管（Taking Over of the Works and Sections） 
“ If the Engineer fails either to issue the Taking‐Over Certificate or to reject the Contractor’s 
application within the period of 28 days , and if the Works or Section ( as the case may be ) are 
substanti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or , the Taking‐Over Certificate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issued on the last day of that period. ” 

66
  請參考 97 年 10 月 09 日台北市政府所發布之府產業農字第 09733653801 號函釋。另外，高

公局依據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之徵求「民間參與高速公路電子收費

系統建置及營運」案中，亦有就電子收費系統進行「試營運」。請參考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五

年度判字第一二三九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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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施作之工程能否於將來順利運行，乃於正式營運前要求就已

完成之工程部分試行營運，以期能於正式營運前即發現工程所

可能存在之缺失並加以修補更正。 

二、試營運與試運轉概念之區辨 

於保險實務上，則曾經出現於試營運及試運轉期間若發生

保險事故，則保險人應否理賠之爭議。以下擬分析之。 

（一）試運轉之意涵 

所謂「試運轉」，一般在財產保險契約中僅於「設備安

裝險」中出現，蓋因於大型廠房之工程中，大型鍋爐或發動

機等機器設備須經試用才可確認其是否合於驗收標準，因

此，實務上往往規定屬於運轉類之設備，須經業主之使用單

位先行性能試車合格後，始可辦理驗收手續
67
。故「公共工程

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
68
 第十一點即規定，機電設備測試

及試運轉之監督，屬於監造單位及其所派駐現場人員工作重

點之一。而此項試運轉之監督，亦可由機關委託廠商承辦
69
。 

此外，依據「工程施工查核作業參考基準」之規定
70
，在

隧道工程中，不論係適用岩盤鑽掘機 TBM 工法，抑或是土壤

潛盾機工法，其開挖作業之機具設備於出廠前應先經過試運

轉，此為施工查核作業參考基準之一；又於廠房工程中，機

電設備之試運轉，亦屬於施工查核作業參考基準之一，依其

規定，應有完整之試運轉計畫書，且有全程操作及調整之紀

                                                       
67
  請參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十五條第三款之規定：「查驗或驗收有試車、試運轉或試用測試 

程序者，其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廠商應就履約標的於____(場所)、____(期 

間)及____(條件)下辦理試車、試運轉或試用測試程序，以作為查驗或驗收之用。」。 
68
  請參考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96 年 09 月 20 日所公布之工程管字第 09600382080 號函。 

69
  請參考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91 年 05 月 03 日依（91）工程企字第 91017586 號函令所修 

正通布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依該辦法之第四條第四項第十款規 

定，施工監造中，其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應屬於機關得委託廠商承辦技術服務之 

項目。且其第四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第十二點則規定，  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及審查 

中，其 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之督導，係屬於機關得委託廠商承辦之專案管理技術服務項 

目。又同條第二項並規定，機關委託廠商辦理專案管理，除依前項規定外，並得視工程性質 

及實際需要，將前條第一項第四款施工監造事項一併委託辦理。 
70
  請參考 92 年 09 月 23 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工程管字第 09200389150 號函所增訂之工 

程施工查核作業參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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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於功能異常時，均有完整之檢討報告書；而試運轉完成

後，有完整之試運轉報告，且試運轉完成後，應擬定各種不

同之操作模式，其中包括最佳之操作模式。 

綜上所述可知，於設備安裝保險之中，試運轉所生之風

險，應係屬保險人可得預期及承擔之風險；至於營造綜合保

險則非試運轉之適用範疇，即試運轉所產生之風險，並非在

營造綜合保險之承保範圍內。 

（二）試營運及試運轉之比較分析 

承前所述，「試營運」及「試運轉」之意涵並非相同，

兩者間之歧異處應可歸納如下： 

1.目的不同 

「試營運」之目的，係為了使工程在正式營運前能有機會

改正瑕疵之缺失。「試運轉」則是為了確保工程係處於適合

交由業主接管之狀態。 

2.限制不同 

於實務上，並未有驗收前必須進行「試營運」之強制規

定，亦即，縱使並未進行「試營運」，業主仍得進行驗收，

故「試營運」與「驗收」此兩者之間並無絕對之關連性。 

反之，若未先進行「試運轉」，則不得進行驗收。例

如，我國之採購契約要項於第二十九點規定，機關辦理查驗

或驗收，得於契約規定廠商就履約標的於一定場所、期間及

條件下之試車、試運轉或試用等測試程序，以作為查驗或驗

收之用。而臺南縣政府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中，亦訂有類似之

規範
71
，依其第十五條規定，查驗或驗收有試車、試運轉或試

用測試程序者，廠商應就履約標的於特定場所、特定期間及

特定條件下，辦理試車、試運轉或試用測試程序，以作為查

                                                       
71
  請參考臺南縣政府於 94 年 05 月 23 日依府採購字第 0940108580 號函所公布之臺南縣政府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 94.03.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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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或驗收之用。 

3.是否為保險範圍不同 

進行「試營運」之工程，原則上應係於投保營造綜合保

險時，加保營造綜合保險特約條款116（加保已啟用、接管或

驗收工程附加條款），以避免於試營運期間若發生保險事故

時，將可能無法受到保險公司理賠之窘境，而其之所以並非

屬於理賠範圍之內，主因之一即係依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

第十七條之規定可知，最終驗收前之「試營運期間」並未納

入保險人於承保之初所預期並接受之風險狀態中。；反之， 

於「設備安裝保險」中，試運轉則屬保險人所可預期及承擔

之風險，是以，若於「試運轉」期間內發生事故，其相關之

損失或損害，將為保險範圍所及，保險人應負理賠責任。 

三、實務爭議 

實務上曾經發生工程於試營運期間發生事故，其隨之而生

之爭議為：「試營運」是否使得保險責任期間終止？以下擬就

此說明分析之。 

（一）若試營運前，工程已驗收 

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布之機關辦理促進民間參

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項 
72
 第四十六點，主辦機關辦理

促參案件時，其履約管理重點係區分為設計規劃階段、興建

階段、工程驗收階段、營運階段，其中「依其他法令規定或

個案需要，要求民間機構於正式營運前進行測試或試營運」

係主辦機關於營運階段之履約管理重點。 

從上述之規範架構可知，營運階段係處於工程驗收階段

之後，而「試營運」又係主辦機關於營運階段之履約管理重

點之一，因此，應可推知試營運原則上係處於工程已驗收之

                                                       
72
  請參考 96 年 12 月 26 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發布之工程技字第 09600527890 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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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後，此亦為我國部分實務所採
73
。 

循此以論，保險責任期間既然於啟用、接管或驗收後即

行終止，而「試營運」又係處於驗收階段以後所為之履約管

理中重點，則應可推論出保險人針對「試營運」階段所發生

之保險事故不負理賠之責任，蓋因保險責任期間已於先前之

驗收階段即已終止。 

（二）若試營運前，工程未驗收 

茲有疑義者為，若工程尚未完成驗收，定作人即先行

「試營運」，倘於此階段中發生危險事故，則保險責任期間

是否終止？保險人應否負理賠之責？此項爭議所涉及之問題

有二，第一，「試營運」是否屬於「危險增加之情事」？第

二，「試營運」是否等同於「接管」？以下擬說明之。 

1.「試營運」是否屬於保險法第五十九條所規範之「危險增

加」情事？ 

（1）否定說 

有論者認為，試營運並非危險增加之事由。縱使認

為試營運為危險增加事由，亦因其屬於公眾周知之事

實，而可主張依保險法第六十二條規定，承包商不負通

知義務。 

且保險人如認確有危險增加情事，應主動向承包商

提出終止契約或提議另定保險費之請求，倘保險人並未

提出，則顯見保險人並未認有危險增加情事，而願意維

持原保險契約之效力，其自不能以保險風險增加為由，

拒絕給付保險金。 

 

                                                       
73
  「…參之被上訴人於原審 96 年 2 月 15 日當庭陳明：『本件工程完工後，於過年前已經試營 

運，人潮眾多」云云，足徵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經業主基隆市政府驗收並領得使用執照， 

始得進行營運甚明。…」。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六年建上字第六二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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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肯定說 

另有論者認為，試營運期間中，定作人依工程本欲

達成之目的而試行營運，例如，博物館在未驗收前即開

放民眾參觀，或停車場讓得標廠商先行進駐經營等情

事。在此過程之中，若有非屬承攬人或其相關施工人員

等之第三人進入施工地點，對於該工程而言，自然增加

了毀損或滅失等風險。由此顯見，試營運之情形係屬危

險增加之情事。 

故承攬人或定作人應依保險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將因試營運而致使變更增加保險契約所承保事故之

危險情事，於知悉後十日內通知保險人。若承包商或業

主並未將試營運之情事通知保險人，則依保險法第六十

條、第六十三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因

此所受損失，應負賠償責任。縱使認為保險人應負理賠

之責，保險人亦得主張就承包商怠於履行風險增加之通

知義務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理賠責任二者相互抵

銷，保險人毋需再給付保險金額。 

（3）本文見解 

本文認為，試營運之行為屬於保險法第五十九條第二

項所欲規範之主觀危險增加情事並無疑義，蓋因試營運僅

係形式上不同於正式營運，惟實質上與正式營運所可能面

臨之風險並無顯著之差異。 

對於保險人而言，此等增加危險之情事，係起因於業

主試行營運之行為，其危險已從施工之風險轉變為工程營

運之風險，相較之下，已提高了危險發生之機率及可能的

損害範圍，故其危險已達到應增加保險費或終止契約之程

度。 

是以，依保險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定作人或承

攬人應將此一危險增加情事通知保險人。若未為通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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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自得主張依保險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解除保險契

約
74
；或依保險法第六十條之規定，另定保險費或終止保險

契約，且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對於因未為通知保險人致其

所受之損失，並應負賠償之責。 

如此一來，方能確立保險契約雙方當事人於契約存續

期間內之對價衡平關係，並符合情事變更原則。 

2.「試營運」是否等同於「接管」? 

承前所述，試營運係定作人於正式營運前，要求就已完

成之工程部分試行營運。此時，定作人試行營運之行為可否

視為「接管」，而使得保險責任期間終止？ 

（1）否定說 

此說認為，試營運僅係進行工程之測試，而非屬正

式營運，並不符合保險契約中所指之「接管」，故保險

人之保險責任並未終止。此一見解多為業主方所主張。 

（2）肯定說 

此說認為，民法第七六一條所規範之「交付」，不

因定作人占有之名目而有不同
75
。因此，應認為定作人試

營運之行為，已符合保險契約條款所規定之「接管」之

條件，故保險責任期間將因試營運之行為而終止，保險

人對於保險標的物於試營運期間所生之毀損或滅失均無

庸負理賠之責。此說為我國部分實務所採
76
。 

                                                       
74
  請參考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商事法精論，今日書局有限公司出版，修訂五 

版，2007 年 11 月，頁 667。 
75
  請參考林辰熹，工程採購契約之承攬報酬及危險負擔移轉問題探討，東吳大學法律學系碩 
士論文，2005 年，頁 130。 

76
  依該判決之見解，「…上訴人自 90 年 7 月 10 日起已提供系爭建築物之展示廳對外開放供民 

眾免費參觀，自 90 年 7 月 10 日至同月 24 日發生火災之前，開放期間吸引參觀之人數逾五萬 

人次，以十二個開放日計算，平均每日參觀人數接近四千餘人…該館經教育部核准提前開館 

試營運，於開館試營運以後，整個館方水電系統之操控管理均由該館工務組負責…館展示場 

內電源開關由保全公司值班人員負責開啟。與關閉…。顯然上訴人就博物館建築物之展示廳 

部分已取得事實上之管領力，方能對外開放供不特定之多數人進入參觀，自不因上訴人所採 

用之名稱為「試營運」而有差別。查系爭博物館之功能原本即係對外開放供不特定之民眾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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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文見解 

本文認為，對於此一問題，可從下述幾個面向探討

之： 

①「試營運」與「接管」之實質內涵 

以我國實務上曾發生之案件為例，已完工之工程若

係博物館之建造，則業主於試營運期間即可能已開放民

眾先行參觀
77
；倘已完工之工程係停車場之興建，則於試

營運期間，業主已讓得標廠商進駐經營
78
。 

綜上觀之，業主於工程正式驗收前所進行之「試營

運」，其試營運之行為內容與該工程原本欲達成之目的

合致；且業主於試營運期間對於已完成之工程實際上已

取得了事實上之管領力，例如，整個工程的水電系統之

操控管理均由業主所雇用之人員負責，或如業主已逕與

廠商就工程訂定委託經營契約，而使得標廠商得進入工

作物內部進行營業行為…等等，凡此與「接管」之實質

意涵相符，其間並無本質上之差異。況依前述，「接

管」之意涵，本即應依照客觀之事實，及文字用語與通

常使用方式而為解釋。故而，本文認為，應可將「接

管」之實質內涵範圍擴張及於「試營運」。 

②最適風險分配之觀點 

按風險之分配，不論究係採取可歸責程度、可預見

性，可管理程度、抑或法經濟學理論來分配風險，均應

以合理分配為原則。 

依照前述說明，可知在試營運之情況中，業主對於

工程實質上已取得了相當於「接管」狀況之事實上管理

                                                                                                                                                           
觀，則上訴人自 90 年 7 月 10 日起就展示廳開放給一般民眾進出，即應構成啟用及接管，故 

其開放供人民參觀之行為應屬符合系爭保險契約基本條款中所謂之啟用或接管之意義…」。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三年保險上字第七一號判決。 
77
  此即前述之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三年保險上字第七一號判決之案例事實。 

78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六年重上字第二二九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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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能力，故此時業主對於該工程之風險最具管理能力

及迴避能力，且業主試營運所帶來之風險並非承包商於

締約時所得預見。是以，於試營運期間所生之風險應屬

於業主風險。 

對此，亦有論者傾向此一立場，而認為定作人一旦

管領該工程時，即構成「交付」
79
，此時承攬人對於該移

轉標的已不再有現實管領的能力，因此工程毀損或滅失

之風險應移轉分配給定作人
80
。 

是以，依據前述之最適風險分配的角度觀之，應由

業主負擔工程試營運期間所產生之風險，除非投保時有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否則對於

試營運期間因突發而不可預料之意外事故所致之工程損

失或損害，應等同於「接管」之情形，而由業主負擔風

險，且保險責任期間終止，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於試

營運期間所生之毀損或滅失，均不負理賠責任。 

③保險利益之觀點 

按工程保險係採全險保單的方式為之，因此於處理

保險爭議時，本文認為應參酌前述美國之立法例而特別

著重於保險利益有無之判斷。 

而依前述美國之立法例可知，在運用法律保險利益

方法時，美國法院一般係運用法定所有權、占有利益、

債權人的權益、責任利益等等作為判斷基準。且依紐約

州法之規定，保險利益應包括以財產安全和保護財產免

遭損失、毀壞、或金錢上損害為目的之任何法律上或重

要的經濟上利益
81
。 

                                                       
79
  本文認為應係構成受領，而非交付，蓋於承攬契約中係著重於定作人何時受領，而非如同 
買賣契約係以交付作為危險負擔移轉的時點。 

80
  請參考林辰熹，工程採購契約之承攬報酬及危險負擔移轉問題探討，東吳大學法律學系碩 
士論文，2005 年，頁 187。 

81
  此部分之相關內容，請參照本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一款貳五（二）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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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試營運之情形中，雖然業主未必有接管之主觀意

圖，惟承前所述，業主已實際上對於工作物取得了實質

上之管領能力，而將工程置於自己的實力支配之下。既

承包商對於工作物或已喪失其原先的占有地位，或已難

以善盡其對於工程之照管責任，則此即與業主進行「接

管」致使承包商喪失保險利益之狀態相仿。 

簡言之，本文認為，業主試營運之行為將使工作物

毀損或滅失之風險歸由業主負責補償，致使承包商喪失

保險利益。此際，試營運與接管此二者對於承包商的保

險利益而言，應具有實質上等同之影響力。 

④參酌 FIDIC 新紅皮書第10.1條之規定 

依前述FIDIC新紅皮書第10.1條之規定，若承包商已

依契約約定完工，則業主即應接管該工程，若工作物或

部分工程實質上已符合契約之約定，但定作人（或工程

司）卻遲不辦理接管時，則可視為該接管證書已被簽發
82
。 

按在試營運期間，承包商往往實際上已將工程完

工，倘業主以試營運之名義而行使用工作物之實，卻不

進行驗收時，則本文認為此際或可認為業主係怠為進行

接管，而得參酌上述FIDIC新紅皮書之相關規範，而視為

業主已經接管，故保險責任期間終止，即保險人就工程

於試營運期間所生之毀損或滅失均不負理賠責任。 

⑤小結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業主試營運之行為，已然改

變了工程風險之狀態，即工程一旦經試營運以後，所面

臨之風險已非純屬承攬人施工過程中之危險；又試營運

所帶來之風險，依EIA所制訂之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

                                                       
82
  此部分之相關內容，請參照本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二款貳之說明。 



第五章 工程保險實務爭議—以保險責任期間為軸心 

169 
 

十七條規定，最終驗收前之「試營運期間」並未納入保

險人於承保之初所預期並接受之風險狀態中，而非營造

綜合保險原設計承保之風險，故該風險並非保險契約所

容許之範疇。是以，若工程尚未驗收，但業主卻有試營

運之行為者，則承包商或業主即應依保險法第五十九條

第二項之規定，負有通知保險人之義務，若未通知，則

保險人得主張解除或終止保險契約。 

再者，若業主於工程正式驗收前進行試營運，則因

其試營運之行為內容與該工程原本欲達成之目的合致，

且已使業主取得事實上之管領力，故併參酌FIDIC新紅皮

書第10.1條之規定後，應得將「接管」之實質內涵擴張

及於「試營運」；或依我國民依我國民法第一０一條第

一項之規定，而認為業主係以試營運之不正當行為而阻

止驗收條件之成就，故視為驗收條件已成就。惟不論究

係將業主試營運之行為視為「接管」或視為「驗收」，

均將致使保險責任期間終止。是以，除非投保時有加保

「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83
，否則保險人對

於保險標的物在試營運期間所生之毀損或滅失，均不負

理賠責任。。 

申言之，本文認為，既然工程已經完工，則業主自

應辦理驗收接管等程序。若工程有瑕疵而須修復者，乃

屬於瑕疵擔保或保固責任之問題，而不應牽涉到承包商

是否已經依約履行一事。是以，原則上應不允許業主得

以檢查瑕疵為理由，而使其可藉「試營運」之名，而行

「正式營運」之實。 

 

 

 

                                                       
83
  請參考 EIA 所制訂之營造保險特約條款 116 加保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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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驗收 

按工程經驗收或部分驗收後，則保險責任期間終止，縱使嗣後

發生突發而不可預料之意外事故，保險人對於該全部或部分工程因

毀損或滅失所生之損失或損害，亦無庸負理賠之責。因此，針對工

程是否已經驗收或部分驗收之認定，將對於保險人所應負之理賠責

任具有重要的影響力，故於實務上乃爭議頻生，而自有討論之必要

性，此於其下將分別敘明並予以討論。 

壹、定義 

一、概述 

驗收，係保險責任期間終止的認定時點之一，其重要性自

是不言而喻，於實務上亦多生爭議。以營造綜合保險為例，依

EIA 所制訂之基本條款第十七條第五款本文之規定，驗收，被

定義為係指承保工程之全部或一部分業經完成，並經定作人或

其主管機關檢驗合格。惟須注意者，係驗收並非指工程契約約

定之養護(保固)期間、保證期間、試營運期間或瑕疵修補期限

屆滿後之最終驗收。  

一般而言，工程保險中之驗收，應係指於工程完工後所為

之驗收程序而言，其可分為初驗與複驗，初驗不合格改進後需

進行複驗，有時尚需報請上級機關履勘或驗收，機電工程有營

運一段時間始行驗收者，特殊情形對於驗收需加定義，未約定

者指一般驗收或簽發完工證明之日
84
。 

二、我國相關規範 

（一）政府採購法 

我國政府採購法在第五章針對「驗收」定有相關之規範，

依該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可知，機關辦理工程、財務採

購，應限期辦理驗收，並得辦理部分驗收。 

                                                       
84
  請參考杜辰生，〈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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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 4 月，修訂一版，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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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九十二條第二項、第九十三

條及第九十四條規定，工程竣工後，除契約另有規定者外，

監造單位應於竣工後七日內，將竣工圖表、工程結算明細表

及契約規定之其他資料，送請機關審核。有初驗程序者，機

關應於收受全部資料之日起三十日內辦理初驗，並作成初驗

紀錄。採購之驗收，有初驗程序者，初驗合格後，除契約另

有規定者外，機關應於二十日內辦理驗收，並作成驗收紀

錄。無初驗程序者，除契約另有規定者外，機關應於接獲廠

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三十日內辦理驗收，並

作成驗收紀錄。可資參照。 

（二）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按公共工程委員會所頒佈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亦於第十五

條就驗收訂有相關之規範。依其規定，廠商履約所供應或完成

之標的，應符合契約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不適於通常或

約定使用之瑕疵，且為新品。 

1.驗收合格 

工程驗收合格後，廠商應依照機關指定的接管單位辦理點

交。其因非可歸責於廠商的事由，接管單位有異議或藉故拒

絕、拖延時，機關應負責處理，並在驗收合格後十五日內處理

完畢，否則應由機關自行接管。如機關逾期不處理或不自行接

管者，視同廠商已完成點交程序，對本工程的保管不再負責，

機關不得以尚未點交作為拒絕結付尾款的理由。若建築工程須

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使用執照或其他類似文件時，其因可

歸責於機關之事由以致延誤時，機關應先行辦理驗收付款。 

2.驗收有瑕疵 

廠商履約結果經機關初驗或驗收有瑕疵者，機關得要求廠

商於一定期間內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簡稱改正)。

逾期未改正者，依第十七條遲延履約規定計算逾期違約金。但

逾期未改正仍在契約原訂履約期限內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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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四條並規定，若驗收結果與規

定不符，而不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契約

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不必拆換、更換或拆換、更換確有困

難，或不必補交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3.驗收不合格 

若廠商之履約，有查驗或驗收不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

依規定辦理之情形者，依照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九點之規定，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

之部分或全部，且不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 

三、驗收與民法「受領」概念之辨析 

依民法第五０八條之規定，於承攬契約中，工作物毀損滅

失之危險，於定作人受領前，一概歸由承攬人負擔。惟民法所

規定之「受領」，其意義是否即等同於工程實務上之「驗收」

一詞，容有爭議。 

（一）學說見解 

有學者認為，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一條立法目的明文揭示

「驗收完畢後，採購標的因任何天災地變或人為因素造成損

失的危險負擔才移轉給採購機關。」
85
，即已肯認「驗收」與

「受領」的關係
86
。另有學者指出，依民法規定，承攬人對於

完成之工作，應負交付義務，但依工程之性質無須交付者，

如道路橋樑，以工作完成時視為定作人受領。但依商業習

慣，工程契約多定有驗收程序，雖非實際受領，意義相同
87
。 

 

 

                                                       
85
  請參閱黃鈺華、蔡佩芳、李世祺合著，政府採購法解讀—逐條釋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3 年 7 月，頁 247。 

86
  請參考李金松，〈工作物毀損滅失之危險負擔與驗收〉，營造天下第 107、108 期合訂本， 

2004 年 12 月，頁 24。 
87
  請參考杜辰生，〈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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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 4 月，修訂一版，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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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見解 

在民法債編承攬一節中，之所以將工作物於受領前毀損

或滅失之危險負擔一律均歸由承攬人一方所承擔，其主要的

原因應係基於已完成之工作物在定作人受領以前，係置於承

攬人事實上管理支配力之下此一考量。 

按驗收是否完成除了攸關於危險負擔移轉的法律效果

外，尚產生以下的法律效果：一、定作人付款的義務；二、

決定工程保固期間的起算日；三、決定承攬人投保營造綜合

保險義務的時間；四、民法規定承攬人報酬請求權消滅時效

期間自驗收合格日起算；及五、履約保證金的發還
88
。基於驗

收具有上述之重要意義，又係作為保險責任期間終止的時點

之一，因此，將驗收作為危險負擔移轉的時點，自有其理

由。故驗收與受領此二者似有相仿之處。 

惟本文認為，由於在某些狀況之下，危險負擔亦可能因

其他的事由（例如業主先行使用或於驗收前進行試營運之情

形）而為移轉，非僅限於驗收，因此，於概念上或應將民法

上「受領」概念之實質意涵擴張及於「驗收」、「業主先行

使用或占用」、「試營運」…等等類此之情形，似較為妥

適。 

四、驗收時點之認定 

於工程保險實務上，驗收既係作為保險責任期間的終止時

點之一，則驗收之時點究係指開始驗收程序，抑或係指結算驗

收證明書核發之日，即有爭議。 

參照 EIA 所制訂之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十七條第五款

之規定可知，驗收之時點應以該已完工之部分或全部承保工程

「經定作人檢驗合格時」為其基準。 

                                                       
88
  請參考謝哲勝、李金松，工程契約理論與求償實務，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叢書（五），

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5 年 11 月，頁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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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併參照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所訂定之一般

條款 A.1 第七十五點之規定，其將驗收定義為係指契約工程經

工程司初驗合格後，由主辦機關辦理之驗收作業；驗收合格後

由主辦機關簽發結算驗收證明書。由此似可推知，該一般條款

所定之驗收時點應為「結算驗收證明書核發時」。 

至於我國法院實務見解之部分，則曾有判決認為，若工程

契約終止後進行中途決算，則應認已完工驗收
89
；另有實務見解

認為，應以定作人自行驗收合格之時點做為基準
90
。倘若發生承

攬人雖已完工，但定作人卻藉故而遲不辦理驗收者，則實務上

有法院見解認為此時應可視為該完工工程業已經過驗收程序
91
。 

五、小結 

綜上所述，可知驗收係作為工程品質把關的重要手段，於驗

收合格時定作人將接管工作物；反之，驗收時若發現有瑕疵或未

合格，則承包商應負瑕疵修補義務，惟業主亦可選擇以調整契約

價金（減價收受）之方式處理，倘若有承包商拒不修補之情形，

則業主可終止或解除契約之一部分或全部。 

倘將上述規定與我國民法債編承攬一節之規定相互比較，可

知承攬人（承包商）依民法第四九二條以下之規定，本即應對工

作物負瑕疵擔保責任，定作人（業主）可要求承攬人修補瑕疵，

抑或主張解除契約或減少報酬。故而前述之政府採購法、工程契

約範本於此部分所作之規定，與我國民法的規定相符，惟工作物

之受領是否即為驗收之概念，則仍有疑義。 

 

 

 

                                                       
89
  請參考最高法院九十三年度台上字第四二號判決。 

90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一年度上字第四二六號判決。 

91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五年度建上更（一）字第八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三年度上 
字第五０一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年度重上字第一０六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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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部分驗收 

一、概述 

部分驗收，係指於工程尚未全部完工之前，機關若有必要

先行使用已完成的部分工程，則可先就該部分工程辦理部分驗

收及支付價金，並起算該部分工程之保固期間。簡言之，部分

驗收即係就部分工程進行驗收，其他未完工之工程則仍處於未

驗收之狀態。 

至於其保險責任期間，依照 EIA 所制訂之營造綜合保險基

本條款第三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於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

接管或驗收時，保險公司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行終止。 

二、我國相關規範 

（一）政府採購法 

按「部分驗收」，係政府採購法所新納入之制度。依政

府採購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驗收結果不符部分非

屬重要，而其他部分能先行使用，並經機關檢討認為確有先

行使用之必要者，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就其他

部分辦理驗收並支付部分價金。 

同法之施行細則第九十九條並規定：「機關辦理採購，

有部分先行使用之必要或已履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

應先就該部分辦理驗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並得就該部

分支付價金及起算保固期間。」
92
。此一規定使機關若有先行

使用之必要時，將承擔進行部分驗收程序之義務。 

（二）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所頒佈之一般條款 T.4，

另有較為詳細之規範。依其規定，工程縱使未達全部竣工階

                                                       
92
 此於工程契約範本之中亦有類似之規定。依工程契約範本第十五條第八項之規定：：「工程 

部分完工後，如有部分先行使用之必要，應先就該部分辦理驗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 

並得就該部分支付價金及起算保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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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承包商已按本契約規定完成某一單元或某一部分之工

程並可資使用，而主辦機關認為有先行使用之必要時，主辦

機關得針對該完成部分辦理部分驗收。 

相較之下，此規定係賦予機關得選擇是否就有先行使用

必要之工作物進行部分驗收之權利，而未如同前述之政府採

購法係規定機關應負擔部分驗收之義務。 

再者，經部分驗收合格後，主辦機關應即支付並結清該

部分之一切費用；且承包商對於因使用該部分所引致之損壞

及養護所發生之費用不負責任，主辦機關如需承包商修復

時，應按契約變更有關條款辦理。惟如工程發生損壞係因承

包商施工不良、材料不符規定，或安裝錯誤所造成者，則一

切所發生之修復費用，應由承包商負責。 

三、部分驗收與估驗計價（Progress Payment）之辨析 

按業主所支付給承包商之估驗款，可否視為業主對於該經

估驗計價之工程已為部分驗收？此為實務上常發生之爭議，而

此爭議將連帶地影響保險責任期間是否因估驗計價而終止之議

題，因此，亦有進行討論之必要，故以下將予分析說明之。 

（一）估驗款之定義 

估驗款，係按工程完成之數量、進度而為付款之方式。

詳言之，承包商得於施工期間內，定期（通常為十五天或以

月為單位）以書面申請估驗計價，經業主核實後給付該期內

完成工程數量之一定比例金額（通常為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

九十五），其餘為保留款
93
。換言之，定作人自工程開工後，

每經過一段期間，即依承攬人之申請而對於已完成施工的部

分工程進行估驗計價，經點驗合格後即撥付估驗款，該估驗

款每期均應扣除一定比例之金額作為保留款
94
。 

                                                       
93
  請參考王伯儉，工程契約法律實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版，2008 年 10 月，頁 81。 

94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五條第一項第二點對於估驗款之規定如下： 

(1) 契約自開工日起，每__日或每半月或每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每月)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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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爭議一：估驗款之性質？ 

按估驗款之性質為何，於實務上向有爭議。論者有認為

其具融資之性質；另有論者則認為估驗款實為承攬契約之分

期報酬
95
，以下擬分述之。 

1.估驗款係屬分期報酬之性質 

此說為我國部分法院實務判決所採
96
，其認為估驗款之給

付係照工程完工之程度而分期給付，此一情形相當於當事人

約定將承攬報酬以分期給付之方式為之，故而估驗款實為定

作人所支付的分期承攬報酬。 

2.估驗款係屬融資之性質 

另有認為，之所以有估驗款的產生，係因在承攬契約

中，依我國民法第五０五條之規定，原則上係採報酬後付主

義，惟如嚴格採取報酬後付主義，則對於承包大規模、工期

                                                                                                                                                           
驗計價撥付估驗款 1 次。估驗時應由廠商提出估驗明細單，機關至遲應於__日(由機關於

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 4 目之規定)內完成審核程序，並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

後__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第 4 目之規定)內付款。 

 (2) 估驗以完成施工者為限，如另有規定其半成品或進場材料得以估驗計價者，從其規定。

該項估驗款每期均應扣除 5% 作為保留款(有預付款之扣回時一併扣除)，並於工程完

成，機關驗收合格，廠商繳納保固保證金後，於__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內 1 次無息

結付尾款。但廠商比照預付款還款保證規定提出與保留款同額之保證金作為擔保者，機

關於估驗付款時免扣保留款，已保留之款項無息給付。 

□半成品或進場材料得以估驗計價之情形：（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95
  按估驗款之性質，另將影響承包商估驗款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於何時起算，此一問題亦為實 

務上常見之爭議。簡言之，有認為估驗款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係從「每期估驗計價點驗合格 

時」起算，蓋因依我國民法第一二八條前段之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行使時起算。而 

民法第四九０條及第五０五條第一項有關承攬報酬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規定，並不具強制 

性，若當事人間另有合意，自不受此規定之限制。因此，承攬人按期就各工程已完工之部 

分，申請估驗計價，可視為係承攬人及定作人雙方就估驗款有按工程進度分期支付之約定。 

若有定作人未按工程進度給付估驗款之情事者，則承攬人非不得於斯時即得請求該部分之估 

驗款，換言之，承攬人請求定作人給付估驗款之時效期間並非以工程經驗收時起算。此說為 

我國部分實務判決所採，可參考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一四一二號判決。 

另有認為，估驗款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從「工程完成驗收程序時」起算，我國亦有部分實務 

判決認為，工程估驗款之目的，無非係對於承包商財務上之融資，因此估驗款並不涉及工程 

驗收交付，僅在確認估驗期內已完成工程之數量與價值，如估驗計價已有爭議，各期估驗工 

程款數額即無法確定，承攬人自無從行使其請求權，其消滅時效即不能起算。換言之，承攬 

人於各期所領估驗款，僅係對已完成工程數量確認，與受領工程部分之價值，尚不得認為係 

消滅時效起算之時點，仍應以該工程經驗收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此可參考最高法院九十七年 

度台上字第六０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五年度建上字第八八號判決。 
96
  請參考最高法院九十四年度台上字第一三０四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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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工程之承包商而言，其於工程進行中之資金周轉、融資及

材料採購均會有嚴重之影響，故在工程契約中，乃有估驗款

之設計。 

申言之，業主按工程進度給付估驗款之目的，應係對於

承包商財務上之融資。蓋因營造工程之進行常費時甚久，若

業主於承包商完成全部工程後再付款，則承包商財務之負擔

十分沈重，容易產生違約事項或以提高契約價格之方式以為

平衡；惟若業主於工程進行前，即全部付款，則業主又將負

擔承包商將來不履約之所有風險。是以，乃有所謂就承攬人

已施作未經正式驗收之工作先為估驗計價，經點驗合格後，

分期請求估驗計價款之設計
97
。我國法院實務上亦有部分判決

肯認此一見解
98
。 

3.小結 

目前工程實務上，多數見解係採取後說，即將工程估驗

款之給付視為融資之性質。而估驗款性質之判定，將連帶地

影響工程經估驗計價後，其保險責任期間是否終止之議題，

此於其後將一併予以討論分析。 

（三）實務爭議二：「估驗」與「部分驗收」是否為相同之意義？

保險責任期間是否因估驗計價而終止？ 

1.肯定說 

此說認為，估驗計價係依工程進度分段給付，此情形與

民法第五０五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

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

酬。」雷同。換言之，其認為估驗計價與工程分部交付兩者

均係按工程所完成之進度或比例而給付價金，是以，估驗與

部分驗收之意義實為相同。 

                                                       
97
  請參考王伯儉，工程契約法律實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版，2008 年 10 月，頁 80 

、81。 
98
  請參考最高法院九十七年度台上字第六０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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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院實務上，亦有部分判決將此二者等同視之，而

有名詞混用之情形
99
。 

此外，亦有判決指出：「承攬人就 89 年 8 月 1 日至同月

31 日可請領之第二十三期工程款，雖於同年九月四日請求付

款，但並未依約提出估驗表供定作人查核，應不符合契約所

定請款要件，承攬人雖於同年十月五日正式提出估驗表，但

既未定期催告定作人付款，定作人查核工程項目又必須相當

時間，且承攬人施作項目復有若干不合格之情形，自無行使

同時履行抗辯權之餘地。」
100
。 

從上述判決之內容似可推知，承攬人之所以無法因未收

到工程款而主張同時履行抗辯權，係因其未符合契約所定請

款要件。換言之，若承攬人符合契約所定請款要件並已定期

催告，則對於定作人拒未付款之情事，承攬人自有主張同時

履行抗辯權以請領估驗款之可能性。又因於承攬契約中，學

說及實務通常係認為須於定作人「受領」工程後，承攬人方

得主張同時履行抗辯權。循此以論，似可推知該判決應係認

為於估驗計價後，即代表定作人已受領該部分工程，故承攬

人可主張同時履行抗辯以請求定作人給付估驗款。因此，該

部分工程既已經定作人受領，自是意味著該部分工程業已部

分驗收。 

簡言之，工程生命週期的時點原則上應係依照驗收、點

交、承攬人得主張同時履行抗辯權之次序，而觀察上述之實

務見解後，似可推知其係認為：部分工程經估驗計價後，即

可視為已經部分驗收之程序，兩者之情形相去無幾。循此，

經估驗計價後之部分工程，其保險責任期間將因經部分驗收

而終止。故該部分工程若嗣後因突發而不可預料之意外事故

而有損失或損害者，保險人無庸負理賠責任。 

                                                       
99  例如，臺灣高等法院九十六年度保險上字第一一號判決。         
100  參見最高法院九十六年台上字第三一四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五年度上字 

第四五二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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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否定說 

若認為估驗款係屬於融資性質者，則依工程進度所給付

之估驗款，應不涉及已完成之部分工程是否已經驗收、受領

或移轉所有權之問題。而於一般之工程契約中，往往有「甲

方依契約規定之辦法分期估驗給付乙方之款項，不能視為已

估驗之部分已經檢驗滿意」或「對工程已經估驗計價之部

分，並不減免乙方依工程契約應有之責任」等規定
101
。 

舉例來說，我國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P.12 即規定，估驗並非工程之驗收。在接受主辦機關簽發結

算驗收證明書之前，任何估驗計價之簽認不應視為對已估驗

之工作之驗收及接受，亦不應視為工程司放棄對任何契約條

件之執行及追訴。 

上述見解受到我國部分法院實務判決所肯認
102
。有學者

亦指出，工程估驗款僅係以基於融資之目的而給予承包商之

暫付性質款而已，而不得視為有承攬報酬已然支付結算之結

果
103
。 

而我國實務上另曾有相關判決認為，估驗款不涉及工程

驗收交付，僅在確認估驗期內已完成工程之數量與價值
104
。

即由定作人估驗計價支付估驗款，係屬各期工程分期給付之

條件及給付方式，並非終止合約時之核實驗收程序
105
。 

更有判決進一步明白地指出，驗收應為約定工程完工之

時，非如估驗係於開工後按實做進度分期申請，兩者在程序

上已見不同；況依工程契約之約定可知，工程於驗收接管

後，工程之所有權始移轉予定作人，否則，在驗收接管前，

無論是否經估驗計價，承包商不僅仍負保管責任，工程亦為

                                                       
101  請參考王伯儉，工程契約法律實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版，2008 年 10 月，頁 81。 
102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年度保險上字第五八號判決。 
103  請參考王伯儉，工程契約法律實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版，2008 年 10 月，頁 82。 
104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五年度建上字第八八號判決。 
105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八十九年度重上字第一七０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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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保險之標的
106
。亦即，該判決應係認為業主雖為估驗計

價，但並不等同於危險負擔已為移轉，故於估驗計價後，不

僅承包商仍負保管責任，亦不減免保險人所負之理賠責任。 

總而言之，此說認為估驗計價並非部分驗收，故保險人

之保險責任不因估驗計價而終止，即保險人對於經估驗計價

後之部分工程，若因突發而不可預料之意外事故所致生之毀

損或滅失，仍應負理賠之責。 

3.小結 

按我國法院實務上對於估驗款之性質為何，容有爭議，

而此一爭議將影響到估驗計價是否屬於部分驗收而致使保險

責任期間終止之議題。簡單來說，若將估驗款之給付視為一

種融資方式，則定作人之估驗計價行為即非「部分驗收」，

故保險責任期間並未終止；反之，則否。 

 

 

 

                                                       
106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年度保險上字第五八號判決。其判決相關部分內容如下：「…本

件『估驗』一詞係見於系爭「工程契約書」第十三條，而『驗收』者，則見於契約書第廿四

條「工程驗收」，故若欲進行驗收，即應為約定工程完工之時，非如估驗係於開工後按實做

進度分期申請，兩者在程序上已見不同，另由同上契約書第十三條估驗款之約定，益見施工

完成者可先行估驗，但必待工程完成時，始能進行驗收。另依工程契約第十七條第七項『工

程保管』第一款所載，在工程未經驗收移交接管單位接收前，所有已完成之工程，及到場之

材料機具設備，包括甲方供給及乙方自備者，均由乙方負責保管，如有損害缺少，概由乙方

負責。如屬經甲方估驗計價者，乙方並應賠償等等。又契約中已載明『如屬經甲方估驗計價

者，乙方並應賠償』，故工程契約書第二十條第二項約定：『本工程乙方（即上訴人）應自

開工日起，至驗收接款日止，投保營造保險』，且第三項約定，『在驗收前，如工程遭受颱

風等天然災害，上訴人即應在災後向保險公司報請賠償』，顯見系爭工程於驗收接管後，系

爭工程之所有權始移轉予定作人即南投縣政府，否則，在驗收接管前，無論是否經估驗計

價，上訴人不僅仍負保管責任，系爭工程亦為系爭營造保險之標的，準此，縱系爭工程曾經

估驗，然並不發生估驗部份之所有權已移轉予南投縣政府、甚或估驗部份之工程已非保險標

的之情事，灼然甚明。本件系爭工程只有一次驗收，即九十一年三月廿二日所為之結算驗

收，故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工程於風災前之估驗付款，顯然已非驗收，被上訴人將本件之『估

驗』指為『驗收』或『部份驗收』，容有誤會。驗收與估驗既不同，則依上訴人與南投縣政

府間之系爭工程契約第二十條第三項約定，在驗收前，如工程遭受颱風等天然災害，上訴人

即應在災後向保險公司報請賠償，顯然即已包括工程進行中之估驗在內，換言之，縱系爭工

程已估驗，但既未驗收，即仍在保險範圍之內，被上訴人並無拒賠之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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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文見解 

本文認為，在判斷「估驗」與「部分驗收」是否為等同

之意義時，毋寧應考量到：部分工程經估驗計價後，其風險

應由何方當事人負擔？估驗與部分驗收此兩者除形式上名稱

不同以外，其實質上之差別為何？對此，本文認為可從下列

之面向以觀： 

1.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之相關規定 

若自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五條對於估驗款所為之規定以

觀，雖其規定估驗以完成施工者為限，但其亦規定，若當事

人間約定工程之半成品或進場材料亦得以估驗計價者，則從

其規定。換言之，估驗計價未必限於已完成之工程，對於未

完工之工程，甚至是進場的材料，亦可進行估驗計價。 

實務上更有判決指出，承攬人依約已完成之工程及已進

場之材料縱對定作人無利益，被上訴人仍應核實給價，庶免

無可歸責事由之上訴人因此而受不測之損害
107
。 

循此以論，本文認為，既然估驗計價未必限於已完成之

工程，則工程既未完工，自無驗收可言，故估驗款之給付應

被認為係屬於業主對於承包商所為之財務上融資，而與部分

驗收有所差異。故於業主進行估驗計價後，保險責任期間並

未終止，若該部分工程發生突發而不可預料之意外事故時，

則保險人應於承保範圍內負擔理賠之責任。 

2.最適風險分配之原則 

若自前述之最適風險分配原則的觀點以論，業主在估驗

計價後，原則上並未對於該部分工程取得事實上管領控制能

力，無法合理地迴避風險或控制風險；況且實務上業主對於

估驗款之給付多係基於融資之心態，對於部分工程經估驗計

價後之風險並未於締約時有所預見，而業主於估驗時亦未進

                                                       
107  請參考最高法院九十二年度台上字第三三七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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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如同驗收之程序。 

循此以論，業主似非應承擔風險之一方，若謂業主於給

付估驗款後，即應如同經部分驗收之情形而須承擔該部分工

程之風險者，並非妥適。 

3.保險利益之存否 

按工程保險既係採全險保單的方式為之，本文認為即應

參酌美國之立法例，而著重於保險利益之限制。因此，若業

主在估驗計價後有先行使用或接管該部分工程之行為者，則

應得認為該部分工程之危險負擔應移轉至業主一方，而致使

承攬人喪失保險利益，且保險責任期間亦為終止。惟因工程

是否經過估驗，與業主是否有先行使用或接管，此實係屬二

事，即業主是否有先行使用或接管之行為，未必係於估驗計

價之前或嗣後發生，而係關涉到業主自身是否有先行使用或

接管之需求
108
。 

循此以論，部分工程經估驗後，承包商對於該部分工程

仍屬事實上占有之狀態，並由其負責繼續施作工程及承擔照

管之義務，故承包商對於該部分工程之保險利益實未改變。 

4.小結 

前述之高等法院判決
109
認為估驗計價與部分驗收係屬二

事之見解雖符合工程實務之現況，然而，本文認為該高等法

院之見解僅係基於工程契約之相關約定來加以判斷，但工程

契約往往係由業主一方所主導擬定，倘若僅以此作為判斷之

依據，即逕認為估驗計價與部分驗收兩者並非等同，則此等

判斷方式恐不無探討之餘地。 

                                                       
108 茲有附言者，係業主若於估驗後有先行使用工程之情事者，則此時應回歸到前述之「先行 

使用是否屬於啟用的樣態之一」此議題之探討，而與（部分）驗收並無關涉。惟有學者認 

為，「估驗」與「部分驗收」之差別，除判斷工程承攬合約有無部分驗收的特別約定外， 

在實質上，主要仍需判斷工程估驗後，是否有移交（亦即將危險負擔移轉給業主）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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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頁 270。 
109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年度保險上字第五八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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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綜合前述種種面向之判斷可知，估驗與部分

驗收兩者之間原則上並無法劃上等號，故保險責任期間並未

因估驗而終止。其原因略為：一者，目前工程實務普遍認

為，估驗款係屬於業主對於承包商之融資，而與驗收或受領

無涉；二者，不應使業主負擔其所未預見亦無法控制之風

險；三者，承包商之保險利益狀態並未改變。是以，實難謂

為經估驗計價之工程其保險責任期間即為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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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試車或負荷試驗 

按試車為機械安裝綜合保險所特有之規定，依照 EIA 所制訂之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四條之規定，第一次試車（test 

run）或負荷試驗，亦屬於保險公司的保險責任期間終止時點之一。 

惟上述之基本條款並未對何謂「試車」做出明確的定義，而僅

於條款中要求被保險人於第一次試車或負荷試驗開始前通知保險

人。我國學者有認為，應可將之概略地定義為「試車，係指單獨或

設備安裝完成後，測試其能力、生產效率或耐壓、抗溫等各種負荷

能力，是否已達設計水準。試車期間分為冷試車（Cold‐testing 

Period）及熱試車階段（Hot‐testing Period）」
110
。 

由於試車牽涉到保險責任期間之終止，且其有一定之過程，包

括單機試車、系統試車、冷機試車、熱機試車、性能測試等幾個過

程，因此，試車期間究應如何計算即易生爭議。 

國外保險公司之試車條款，試車期間之規定較為明確，其試車

期間之起計，係以第一次負載測試、第一次投入燃料或進料，以何

者為早開始起計。依該條文，其試車期間之起計係以熱機試車階段
111
為起計始點，而試車期間為因應實際需求，通常會依設備之特性

予以調整
112
。 

申言之，試車此一程序常須經反覆辦理，直至認定為確實無障

礙為止，但保險人因安裝綜合保險所負之保險責任，於第一次試車

完畢後，即告終止，故而被保險人應於第一次試車或負荷試驗開始

前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 

 

                                                       
110  請參考杜辰生，〈安裝工程綜合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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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 4 月，修訂一版，頁 478。 
111  按熱機試車為試車階段中風險最高之階段，只有當承包商完成契約所定之測試後，備齊所有

測試報告，並經其業主核准後，方可進行最後之熱機測試與性能試車工作。請參考林榮三，

工程保險之法律問題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碩士論文，2003 年，頁 43。 
112  請參考林榮三，工程保險之法律問題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碩士論文，2003 年，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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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試車期間之限制，整廠投保時究應如何計算為是？學者認

為，應解釋為每一單獨機械試車分別以二十八天為限，完成安裝試

車並串聯後亦以二十八天為限，需整場測試者應再適用，但最好保

單依個別情況約定之
113
。另應注意者，係試車負荷試驗，一般設有

時間限制，多以四週為限，化學、石化工廠、電廠或大型工廠，應

視需要延長三至六個月不等
114
。 

 

 

 

 

 

 

 

 

 

 

 

 

 

 

                                                       
113  請參考杜辰生，〈安裝工程綜合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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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 4 月，修訂一版，頁 479。 
114 但因機械設備從出廠至工地間發生之災害，常難判定實際發生時間，兼以運輸險與安裝險有

銜接介面漏洞，業界近年推出運輸險與安裝保險合一之 Project Insurance，但再保市場仍然有

限，兩險核保技術與專業差異很大，不易普及。請參考杜辰生，〈安裝工程綜合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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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 4

月，修訂一版，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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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保險責任期間之延長 

英國工程契約有時要求所約定之保險期間應至驗收後一段期

間，俾供投保作業
115
。但實務上，每有完工遲不驗收，抑或是工程

因故而未能如期完工之情形。此際將可能發生保單所載之保險期間

屆滿但工程卻尚未完工驗收之情形。 

對此，原則上要保人應加繳保險費辦理保險期間之延長，避免

保險責任期間中斷，而使得工程處於無保險之高度風險情況之中。

反之，保單所載之保險期間雖然並未屆至，但工程卻業已驗收啟用

時，則工程財物損失險之效力仍即終止，定作人應依需要辦理其他

財產保險。 

 

第一款 工期展延（Extension of Time） 

壹、概說 

按工期展延，係指當工程契約中明訂得為展延請求之事由

發生時，承攬人得向定作人請求展延工期，將完工期限合理地

延後
116
。若承攬人在展延後之完工期限內竣工者，承攬人即屬

                                                       
115  請參考杜辰生，〈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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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 4 月，修訂一版，頁 285。 
116  參見公共工程委員會所頒佈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97.05.16）第七條第三項之規定：「 

1.契約履約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且確非可歸責於廠商，並影響進度網圖要徑作業之進

行，而需展延工期者，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檢具事證，儘速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

延工期。機關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履約期限，不計算逾期違約金。其事由未

達半日者，以半日計；逾半日未達 1 日者，以 1 日計。 
(1)發生契約規定不可抗力之事故。 

(2)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 

(3)機關要求全部或部分停工。 

(4)因辦理變更設計或增加工程數量或項目。 

(5)機關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6)由機關自辦或機關之其他廠商因承包契約相關工程之延誤而影響履約進度者。 

(7)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經機關認定者。 

2.前目事故之發生，致契約全部或部分必須停工時，廠商應於停工原因消滅後立即復工。其

停工及復工，廠商應儘速向機關提出書面報告。 

3.第 1 目停工之展延工期，除另有規定外，機關得依廠商報經機關核備之預定進度表之要徑

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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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履行期間，而免於逾期違約金之賠償
117
。 

貳、主張工期展延之程序 

展延工期請求之發動，係由承攬人提出。符合展延工期主

張之範圍，限於要徑
118
上的工作因該不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件

而受影響，且客觀上該不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件與造成完工期

限遲延直接相關者為限
119
。 

一、FIDIC 新紅皮書之相關規範 

依 FIDIC 營建施工標準契約條款（新紅皮書）第 20.1 條之

規定，若承包商認為自己有權展延完工期限並要求相關的額外

費用時，承包商應在察覺相關狀況發生後，於二十八天內盡快

地通知工程司，並說明相關之事件或狀況
120
。 

當承攬人提出展延工期之請求時，定作人或其工程司應在

合理的期間內儘速作成決定，以利承攬人能有充分的時間因應

延誤所生之問題。而 FIDIC 營建施工標準契約條款（新紅皮

書）第 20.1 條即規定，定作人或其工程司應於收到承攬人請求

展延工期之通知後四十二天內，儘速作成是否予以展延工期之

                                                       
117 請參見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H.10 之規定：「若承包商未能按 H.6「竣工日

期」規定，於契約所訂之日期或未能在按 H.7「展延工期」及 H.9「提前完成」所決定之延

長或縮短期限內，達成本工程或任何分段工程之竣工，或未能完成本工程任何規定部分至規

定之程度(如有規定時)，則承包商應按本契約所訂之標準，按日計算，給付主辦機關逾期違

約金。」。 
118  要徑（Critical Path），係施工網圖上一系列相關連之作業項目所串聯起來之一條或多條最長

之路徑。該等要徑上之作業均係頭尾相連，一個作業一完成，其後續作業就應立即開始進

行，其間毫無寬裕時間，為管控工程進度之第一優先項目。在此要徑中的任一任務若有延

遲，則整個專案完成日期就會有延遲。請參考劉福勳，營建管理的觀念與理論，漌天下工程

管理顧問有限公司，初版，2003 年 2 月，頁 191、192。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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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120  FIDIC 新紅皮書第 20.1 條：承包商的索賠（Contractor’s Claims） 
      “ If the Contractor considers himself to be entitled to any extension of the Time for Completion 

and/or any additional payment , under any Clause of these Conditions or otherwi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ract , the Contractor shall give notice to the Engineer , describing the event or 
circumstance giving rise to the claim. The notice shall be given as soon as practicable , and not 
later than 28 days after the Contractor became aware , or should have become aware , of the 
event or circumst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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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121
。 

二、英國工程法學會所擬定之相關處理準則 

依據英國工程法學會於 2002 年所擬定之「工程遲延及阻擾

處理議定書（Delay and Disruption Protocol）」之處理準則，除

非契約內有明文為反對之意思表示，當在尚有浮時
122
之狀況

下，若發生可歸責於定作人之遲延事件時，僅有在可歸責於定

作人之遲延事件用盡了所有的浮時之後，仍造成了遲延完工之

影響時，應辦理工期之展延。亦即，辦理工期展延之前提，必

須先用盡工程之浮時後仍有不足時，方得辦理
123
。 

三、我國相關規定 

對於展延工期之相關程序，參照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

路局所訂定之一般條款 H.7 之規定，承包商應於發生延遲事故

後之七日以內，以書面通知工程司，並於二十八日以內向工程

司提出其全部書面細節說明，敘明延遲之情況及理由，預計受

延遲之天數，以及用以防止或減少延遲之措施。工程司應於收

到該項書面細節說明後，儘速在合理時間內，以書面提報主辦

機關准許承包商在工程司認為合理之範圍內，延長該契約所訂

的工程或其部分工程之竣工時間、或完成該契約規定部分工程

完成至規定程度之時間、或達成預定時程之時間。 

 

 

 

                                                       
121  FIDIC 新紅皮書第 20.1 條：承包商的索賠（Contractor’s Claims） 
      “ Within 42 days after receiving a claim or any further particulars supporting a previous claim , or 

within such other period as may be proposed by the Engineer and approved by the Contractor , the 
Engineer shall respond with approval , or with disapproval and detailed comments. He may also 
request any necessary further particulars , but shall nevertheless give his response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claim within such time. ” 

122 浮時（float），又稱寬裕時間或寬延（slack time），係指一項活動可以在最早開始日之後開

始從事（工作），卻不延遲專案完成日之時段 
123  請參古嘉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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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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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導致工期展延之情形 

一、FIDIC 新紅皮書之相關規範 

按 FIDIC 新紅皮書於第 8.4 條所規範之五款索賠事由中，

包括了「可歸責於業主之工期延誤」，以及「非可歸責於業

主，但應由其承擔最終風險之工期延誤」兩種類型
124
。 

依其規定
125
，若 FIDIC 新紅皮書第 10.1 條（工作物與部分

工程之接管）所規範之完工，由於下列之因素，而發生（或將

發生）遲延者，承包商應有權依第 20.1 條（承包商的索賠）之

規定展延完工期限： (a) 除非業主已與承包商依第 13.3 條 

[變更程序] 之規定而調整完工期限，否則，在工程變更，或承

包商之工作量產生重大變化之情形，承包商得請求展延工期；

(b) 該遲延之原因，係屬於新紅皮書之條款所規定的法定情

形，而被賦予展延工期之權利；(c) 異常不利的氣候狀況； 

(d) 可資利用的人員或貨物，因流行性疾病及其他政府的行

為，而發生了不可預見的短缺；(e) 任何因業主、業主人員、

或業主的承包商，在工地所導致或所引起之遲延、干擾或阻

礙。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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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25  FIDIC 新紅皮書第 8.4 條：完工期限之展延（Extension of Time for Completion） 

“ The Contractor shall be entitled subject to Sub‐Clause 20.1 [ Contractor’s Claims ] to an extension 
of the Time for Completion if and to the extent that comple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Sub‐Clause 10.1 
[ Taking Over of the Works and Sections ] is or will be delayed by any of the following causes： 
(a) a Variation ( unless an adjustment to the Time for Completion has been agreed under Sub‐

Clause 13.3 [ Variation Procedure] ) or other substantial change in the quantity of an item of 
work included in the Contract ,   

(b) a cause of delay giving an entitlement to extension of time under a Sub‐Clause of these 
Conditions ,   

(c) exceptionally adverse climatic conditions ,   
(d) Unforeseeable shortages in the availability of personnel or Goods caused by epidemic or 

governmental actions , or 
(e) any delay , impediment or prevention caused by or attributable to the Employer , the 

Employer’s Personnel , or the Employer’s other contractors on the Site. 
 
If the Contractor considers himself to be entitled to an extension of the Time for Completion , the 
Contractor  shall  give  notice  to  the  Engineer  in  accordance  with  Sub‐Clause  20.1  [Contractor’s 
Claims  ]. When  determining  each  extension  of  time  under  Sub‐Clause  20.1  ,  the  Engineer  shall 
review previous determinations and may  increase , but shall not decrease  , the total extension of 
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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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承包商考量到自身有權主張展延完工期限，則承包商應

依照第 20.1 條（承包商的索賠）之規定通知工程司。當工程司

依據第 20.1 條之規定，而決定每一工期之展延期間時，工程司

應檢閱先前所做之裁決，並增加（而不應減少）全部的展延時

間。 

二、國際慣例之區分 

於國際工程慣例上，工程遲延之責任分配，通常係區分為

三種情形而為辦理，該三種情形分別為：（1）不可歸責並應補

償承攬人之遲延（Excusable and Compensable Delays）；（2）

不可歸責但不補償承攬人之遲延（Excusable and Non‐

Compensable Delays）；（3）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Non‐

Excusable Delays）126
。 

（一）不可歸責並應補償承攬人之遲延（Excusable and Compen‐

sable Delays） 

此遲延之發生，係屬於定作人或其代理人所能控制、或

因定作人或其代理人之故意或過失而導致者，故承攬人有權

請求展延工期，並免於賠償逾期違約金。常見之情形例如：

設計瑕疵、錯誤等問題、定作人交付工地遲延、定作人未能

即時指示或核可、契約變更…等等。 

此外，倘若因而造成承攬人工率降低，致使工程進度落

後時，即稱之為「disruption（阻擾）」。此種因可歸責於定

作人所致之成本、費用及損失，例如：延長保險期間所增加

之費用、管理費、待命或看管人員之勞務薪資、趕工費用等

等，定作人均應負賠償之責
127
。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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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至 134。 
127 除了阻擾事件發生於浮時、不影響要徑工作者外，可歸責於定作人事由之阻擾事件於國際工

程中常被列為索賠之請求之一。在國際慣例上，阻擾事件之索賠主張並不以契約工期因阻擾

事件而展延為必要。因此，即便對工期不發生影響，承攬人亦有權就阻擾事件所生之人力、

機具、材料等待命費用向定作人索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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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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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注意者為，倘若同時發生可歸責於定作人之事由與可

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依據英國工程法學會所擬之「工程遲

延及阻擾處理議定書」之處理準則，不得以發生可歸責於承

攬人之事由作為理由，而縮減展延之工期
128
。 

（二）不可歸責但不補償承攬人之遲延（Excusable and Non‐

Compensable Delays） 

有論者認為，非因業主、設計者、承包商、分包商、材

料供應者或其他第三人對設計及施工所造成之遲延，係屬不

可歸責，但亦不得請求補償之遲延，蓋因此等遲延並非任何

一方所得控制，故契約及法律通常採取一妥協之方案：即承

包商之遲延可視為不可歸責，但亦不會給予金錢補償
129
。換

言之，承攬人雖有權請求展延工期，並免於逾期違約金，但

無權請求因此所生之費用。一般而言，此種事由之三要件

為：A.屬於不可預見之事由；B.屬於超越承攬人所能控制範

圍之事由；C.非屬承攬人故意或過失之事由
130
。常見之情形

例如：不可抗力、異常惡劣氣候、民眾騷擾抗爭、法令規章

的變更、罷工…等等。 

然而，另有論者認為，應可參照 FIDIC 新紅皮書之相關

規定，而令定作人為一定之補償
131
。詳言之，由 FIDIC 營建

施工標準契約條款（新紅皮書）第 17.3、第 17.4 條之規定

內容可知，國際顧問工程師協會認為，對於一個有經驗之承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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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29  請參考 Barry B. Bramble & Michael T. Callahan , Construction Delay Claims , 3rd edition , pp.3‐49： 
“ Most of the delays that are not caused by the owner , designer , contractor , sub‐contractor ,     
suppliers , or other parties to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are excusable , noncompensable 
delays. Because these delays a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any of the parties , contracts and case law 
generally minimize the risk to all parties by a compromise：The contractor’s late performance will 
be excused but no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will be awarded. ” 
轉引自古嘉諄、劉志鵬主編，工程法律實務研析（一），寰瀛法律叢書系列 2，二版，2008

年 1 月，頁 253。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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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131  請參考古嘉諄、劉志鵬主編，工程法律實務研析（一），寰瀛法律叢書系列 2，二版，2008

年 1 月，頁 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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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人亦不能合理預期而可予以適當防範之風險，應無完全要

求由承攬人自行承擔之理，在某些情況及範圍下，承攬人除

得請求展延工期外，並得請求補償
132
。 

（三）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Non‐Excusable Delays） 

於此種情形中，其事由不論係承包商自身管理之疏失，

或是材料供應商、製造商、抑或是分包商之疏失，均可將之

歸因於係承攬人之過失所致。承攬人此際不僅無權請求展延

工期與因此所生之費用與損失，並應承擔遲延所生之風險
133
，及依契約及法律規定負違約之責

134
。常見之情形例如：工

率過低、施工錯誤導致必須重作或修改、承攬人管理與技術

能力不足、動員之機具或人力不足，或是承攬人欠缺施作經

驗，無法有效控管工程進度…等等。 

三、我國相關規範 

（一）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由於展延工期乃是工程施工中常見之情形，為資因應，

公共工程委員會於其所頒佈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中，針對工

期之展延訂有相關之規範，其主要內容約可歸納如下： 

1.可歸責於定作人 

若施工之材料、機具、設備係由定作人供應，惟因可歸

責於定作人之原因，致使該材料、機具、設備不能於預定日

期進場者，因而影響進度者，承攬人得向定作人申請展延工

                                                       
132 對此，我國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布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97.05.16）中，亦有類似之規範可

資參照。依其第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對於該不可抗力事由所致之損害，若承攬人確實已善

盡防範之責者，定作人得視情形補償之。 
133  請參見工程採購契約範本（97.05.16）第十七條第七項規定：「廠商履約有遲延者，在遲延

中，對於因不可抗力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但經廠商證明縱不遲延履約，而仍不免發生損

害者，不在此限。」。 
134  請參見工程採購契約範本（97.05.16）第十七條第十項規定：「廠商未遵守法令致生履約事

故者，由廠商負責。因而遲延履約者，不得據以免責。」。併請參見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97.05.16）第二十一條第九項規定：「廠商未依契約規定履約者，機關得隨時通知廠商部

分或全部暫停執行，至情況改正後方准恢復履約。廠商不得就暫停執行請求延長履約期限或

增加契約價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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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承攬人若因此有其他損失時，得檢具事證，由定作人補

償之
135
。 

2.不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 

契約履約期間，若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136
而影響工

程進度，且需展延工期者，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檢

具事證，儘速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工期。機關得審酌其情

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履約期限，不計算逾期違約金。 

工程驗收前若遭遇颱風、地震、豪雨、洪水等不可抗力

災害時，若承攬人確已善盡防範之責者，定作人得按實際需

要展延履約期限。其屬保險契約所載不保範圍者，定作人得

視情形補償廠商損失
137
；惟若因天災或事變等不可抗力或不

可歸責於契約當事人之事由
138
，致承攬人不能履約者，得免

除其契約責任。 

3.可歸責於承攬人 

如工程司如發現承攬人的工作品質不符合契約規定，或

有不當措施而將危及工程之安全時，得通知承攬人限期改

善、改正或將不符規定之部分拆除重做。承攬人逾期未辦妥

時，定作人得要求廠商部分或全部停工，至承攬人辦妥並經

工程司認可後方可復工。承攬人不得為此要求展延工期或補

償
139
。 

 

 

                                                       
135 請參見工程採購契約範本（97.05.16）第八條之規定。 
136 例如：發生契約規定不可抗力之事故、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因辦理變更設計或增加工程數

量或項目…等等。請參見工程採購契約範本（97.05.16）第七條第三項之規定。 
137 請參見工程採購契約範本（97.05.16）第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 
138 例如：戰爭、封鎖、革命、叛亂、內亂、暴動或動員；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

風、豪雨、冰雹、惡劣天候、水災、土石流、土崩、地層滑動、雷擊或其他天然災害；罷

工、勞資糾紛或民眾非理性之聚眾抗爭；毒氣、瘟疫、火災或爆炸…等等。請參見工程採購

契約範本（97.05.16）第十七條第五項之規定。 
139 請參見工程採購契約範本（97.05.16）第十七條第七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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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依其規定
140
，承包商為完成契約內之工程或工作或其任

何部分工程或工作，或為達成時程表規定進度，而有延遲或

阻礙，係因不利自然狀況、可歸責於定作人或工程司之事由

（例如：定作人延遲提供工地、工程司提供圖說或指示，有

不合理之延遲）、契約有變更設計，抑或是因關連契約承包

商所導致之延遲…等等契約所明訂之事由發生者，則工程司

應考慮給予展延工期。 

再者，我國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G.9

規定並指出，如工程司認定除外風險確係一有經驗之承包商

所無法合理預料者，工程司得依 H.7「展延工期」之規定，

配合承包商因前述除外風險所致之任何工期延遲延展工期。

承包商並得按 G.14「求償通知」規定獲得補償(不論工程司

是否曾依 G.8「工程司之處理」規定給予任何指示)，但其補

償金額應相當於實際辦理該項增加工作及實際增添之施工設

備之合理成本。除上述補償外，承包商不得要求任何其他給

付。 

此外，我國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G.10

亦規定，若工程司認定該不利自然情況、除外風險或人為障

礙之全部或部分應為一有經驗之承包商所能合理預料時，工

程司應在儘速作成決定後，以書面通知承包商，此時承包商

有義務於本契約規定之期間內繼續辦理、完成及保固本工

程。但工程司事先依 G.8「工程司之處理」規定所指示之任

何變更，其費用應由承包商自行負擔。簡言之，依照上述之

規定，遲延雖係不可歸責於承包商，惟有經驗的承包商若可

合理預料者，則損失歸由承包商負擔而不得主張業主應予以 

補償。 

 

                                                       
140 請參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H.7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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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綜上所述可知，在工程承攬契約，雙方所定承攬人完工或

交付工作物之時限，除定作人同意，或因可歸責於定作人之事

由，或因不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所致，致承攬人遲延交付

外，原則上承攬人不得就遲延交付主張免責
141
。 

換言之，除工程契約對工期之展延另有約定者外，應認為

凡是因不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而致使工程遲延者，均應得合

理展延工期，而此亦為我國部分法院實務所採
142
。又若該遲延

係可歸責於定作人者，則因工期展延而延長保險期間所增加的

費用，定作人均應負賠償之責
143
。 

而我國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二十一條第十

項即規定：「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機關通知廠商部分或

全部暫停執行，得補償廠商因此而增加之必要費用，並應視情

形酌予延長履約期限。」，可資參照。 

肆、工期展延對於保險責任期間之影響 

一般而言，在大多數之工程契約中，業主均會要求承包商

在開工前辦妥「營造綜合保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及僱主意外

責任險」，而相關之保險費編列之方式大約有三種：一種係按

                                                       
141  但在承攬契約存續中，不免有一些狀況發生，包括定作人未如期提供必要之協助，或對承攬

人之遲延自己亦有責任，承攬人極可能以此等情事而要求延展工期，使得情況相當複雜，責

任歸屬難以判斷。詳情請參考楊崇森，〈因不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工程承攬契約遲延給

付與完工期限之展延〉，收錄於王令麟，工程仲裁案例選輯（Ⅰ），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一

版，2000 年 12 月，頁 15。 
142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年度重上字第四號判決。 
143 按承攬人於工期展延期間內，仍須投入相當之人力、物力、機具等，勢必因此而增加費用。

目前法院實務上所承認之承攬人因展延工期所得請求之費用，略可分為下列幾項： 

（1）承攬人因展延工期所額外支出的直接費用。此部分包含了勞工安全衛生費、交通安全設

施維護費、其他環保設施及管理維護費等「一式計價」項目費用，以及原物料波動所增

加材料費用…等等。 

（2）承攬人因展延工期所額外支出的間接費用。此部分包含了工地管理費、利潤及稅捐、總

公司管理費。直接人員費用、設備折舊、機具動員輸運費…等等。而營造工程綜合保險

費即屬於此種間接費用。 

請參照古嘉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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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至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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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報支；二為「一式計價」；三為「包含於相關單價內」
144
。 

但無論採取何種方式，於工程實務上往往發生因種種因素

而導致施工受到影響或啟用工程無法如期完工之情形，在重大

工程之施工過程中，工期延長的問題更是司空見慣。此時要保

人或被保險人可視其工程進度及施工計畫，向保險公司要求以

加繳保險費之方式而使保險期間延長
145
，令保險人之保險責任

期間亦隨之延長
146
。 

然而，因展延保險期間所增加之保險費，究應由何方當事

人負責，則有疑義。 

對此，依前述之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之

規定
147
，保期展延之保險費支出，應由可歸責之一方負擔；另

有學者認為，如係因業主之原因致工期延長時，自然該增加之

保險費應由業主負擔，而此一見解亦符合我國工程採購契約範

本之規定
148
。 

惟若該工期之展延係不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時，似應認為

承包商仍得向業主請求增加保險費之給付。申言之，承前所

述，在不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工期展延情形中，參酌 FIDIC

新紅皮書之第 17.3 條、第 17.4 條之相關規範，似得認為縱使

工期之展延係不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定作人仍須給予承攬人

適當的補償，而該補償之費用即包含間接工程費中之保險費。

故承包商似得援引民法第二二七條之二情事變更的規定作為其

依據，而主張定作人應給付工期展延時因展延保期所增加之保

險費。 

                                                       
144  請參考王伯儉，工程契約法律實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 年 10 月，二版，頁 220、

221。 
145  請參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五年度年度保險上字第八號判決。 
146 例如，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0（4）(A) 規定，「營造/安裝工程財物損

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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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日後三個月止。工期如有展

延或完工日後三個月工程仍未驗收完成，承包商應向保險公司辦理保險期間之展延。」。 
147 依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0（6）（B）之規定，工程完工後若未能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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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依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十二條第二項後段之規定：「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致須延長履約 

期限，或因契約變更追加工程須展延履約期限者，得依契約原訂保費比例加價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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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應併予注意者，係參酌 FIDIC 之相關規定
149
，若承

包商係負有投保義務之契約當事人（insuring Party），但承包商

卻未於工程展延時維持保險之效力（即未申請保期展延），則

其他當事人得自行支出保險費以展延保期，然所支出的保險費

仍應由承包商負擔
150
。且若發生突發而不可預料之事故而致使

工程發生損失或損害之情形者，則此際應回歸工程契約之風險

分配，由承包商自行承擔此等因未為投保而致使損失或損害無

法獲得保險理賠之責任。 

茲有附言者，係保險期間的延長應事先向保險公司洽辦。

若於原保險期間屆滿後要求延長，則對原保險期間屆滿後至延

長時間開始前之工程之毀損或滅失，保險公司將不負責任
151
。 

 

 

 

 

 

 

 

 

 

 

                                                       
149  請參考 FIDIC 新紅皮書第 18.1 條（新黃皮書與銀皮書之規定與其相同）、綠皮書第 14.3 條

規定。此部分詳細的內容請參照第四章第二節之說明。 
150  請一併參考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F.10（7）(B)之規定。依其規定，若承包

商未依規定辦妥保期展延手續，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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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應不得提出任

何異議。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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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第五章 工程保險實務爭議—以保險責任期間為軸心 

199 
 

第二款 加保保固保險附加條款？ 

壹、保固期間之意義 

保固期間（maintenance period），應係民法第四九八條及

第四九九條所規定之「瑕疵發見期間」，即指於工程契約中約

定，自工程完工驗收合格之日起，承攬人對承攬工程於一定時

期內負有保固責任，如工程之一部分或全部有漏水、裂損、坍

塌或其他損壞，經認定確係因承攬人之用料或工作品質欠佳所

致者，由承攬人無償修復或更換
152
。 

貳、保固期間之計算 

保固期間係自正式驗收合格之次日起算
153
，至於保固期間

之長短，則因保固期間係屬於瑕疵發見期間，依民法第四九八

條之規定，一般瑕疵發見期間係於工作物交付後之一年內；但

若工作物為建築物、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

重大修繕者，則依民法第四九九條之規定，瑕疵發見期間延長

為五年。 

惟在後者之情形，由於保險人通常不願意承保過長之保固

期間，因此，保固保險之保固期間相較於工程契約上之保固期

間來說較短，其期間多在三至六個月之內，長者有一年以上至

三年或五年者，而 EIA 所制定之特約條款規定中，保固保險期

間則為十二個月
154
。 

 

 

                                                       
152  請參考王伯儉，工程契約法律實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 年 10 月，二版，頁 180。 
153  例如，依我國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一般條款 A.1（33）之規定，保固期(Warranty 

Period)係指契約規定之保固期間。自正式驗收合格之次日起算，承包商應承擔保固責任之一

定期間。除另有規定外保固期均為一年。此外，該一般條款於 U.1 另規定，保固期為契約中

所指定之保固期間，按 T.1「竣工及查驗」至 T.4「部分驗收」經本工程或其任何分段工

程，正式驗收合格之日起計算。部份驗收之保固期自部份驗收合格之次日起算。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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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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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保固保險之承保範圍 

於保固期間內承攬人雖已不再負有保管責任，惟因其對於

所完成之工程負有保固責任，故承攬人可加保保固責任。申言

之，承攬人為履行保固責任而執行保固工作時，仍難免造成意

外事故而損及已使用中之工作物
155
，為保障此部分風險，以營

造與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為例，乃發展出保固保險附加條款，分

為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及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兩種
156
。 

應予辨明者，係承攬人為定作人修補工程之瑕疵時，若所

損壞者係定作人之自有財產，則於工程實務上，保險人多認為

此種損害並不在保固保險的承保範圍，因此拒絕理賠，其損害

或損失應由定作人自己本身所投保之財產保險予以填補，其後

再由該定作人之產物保險公司對於承攬人主張保險代位之權

利，而向承攬人請求賠償。 

此外，雖工程保險可因加保附加條款而加保承攬人之保固

責任，但在定作人先行使用部分或全部工程之情形
157
中，由於

保固期間通常是從驗收合格後起算；且以營造與安裝工程綜合

保險為例，不論係加保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抑或是擴大保

固保險附加條款，此二附加條款均明文排除「未經驗收即行啟

用」之工程為其承保範圍，蓋因其危險過大。是以，在定作人

先行使用後至驗收合格前的此段期間，並非保固保險之承保範

圍所及，而可能產生了先行使用之工程並無保險契約保障的空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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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15。 
156  依 EIA 所制訂之營造暨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通用條款 003 有限保固保險附加條款之規定，承

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行約定者外，自工程契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月期 間

內 ，本公 司對 被保險 人為 履行該 責任 所致意 外毀 損或滅 失負 賠償責 任，但不適用未

經驗收即行啟用者。而營造暨安裝工程綜合保險通用條款 004 擴大保固保險附加條款則規

定，承保工程或其一部分，除經另行約定者外，自工程契約所訂保固責任開始十二個

月期間內，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下列事項所致承保工程之毀損滅失負賠償責任，但不適

用未經驗收即行啟用者：一、被保險人為履行工程承攬合約之保固責任而發生突發意外事

故。二、肇因於保險期間而在上述期間內發生之本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意外事故。 
157  此部分之相關內容請參考本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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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期。實務上，目前係以保險契約之特約條款方式
158
處理，以

延長保險責任期間。 

肆、加保保固保險對於保險責任期間之影響—保固保險之加保是否

延長原保險責任期間？ 

若辦理保固保險之加保，有論者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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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 

惟由於保險人是否應負理賠責任，承前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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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言之，原工程保險所承保的風險，係工程於施工過程中

因突發而不可預料之意外事故而致生毀損或滅失之風險；惟相

對來說，在保固保險之保險責任期間內，保險人僅對於承攬人

因履行保固責任而修復、改正原完成之工程，致使原完成工程

之其他部分遭受損失時，就該其他部分之損失或損害保險人始

予理賠，至於應修復、改正之工程部分則無須理賠，蓋工程之

「其他部分」之損失乃屬意料之外，偶然所致之故
160
。 

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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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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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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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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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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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保險責任期間之開始，於實務上並無太大之爭執。至於保險責

任期間何時終止，於實務上則迭生爭議，其起因之一在於工程契約

多係由定作人所主導擬定，締約當時定作人與承攬人未必處於平等

之地位，乃有工程風險分配不合理之現象，而連帶地影響保險責任

期間之判斷。 

舉例言之，針對何謂「啟用」、「接管」目前並無明確之定

義，而定作人又往往以各種替代方式，包含透過工程契約條款之擬

定，來辯解其行為並非保險契約中所指之啟用、接管或驗收。惟我

國法院實務普遍來說對於工程之認識與了解並不深厚，多僅單純以

民法承攬一節之規定與工程契約之內容，即驟下判斷，致使其在處

理相關爭議時，與工程實務之認知出現了一定程度之落差，故而乃

出現了本章所述之爭議情形。 

例如：曾有部分法院見解僅依文義解釋即謂承包商並未依約投

保，蓋因其認為依工程契約之約定，工程保險之保險責任期間應為

「開工至驗收」；惟承包商所投保之保險契約，係約定保險責任期

間為「自開工或工程材料卸置於施工處所開始，至啟用、接管、驗

收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又如部分法院實務判決因受到工程

契約內容之侷限，而裁決定作人先行使用或試營運之行為並非屬於

「驗收」，但其卻忽略了先行使用或試營運之行為可能構成「啟

用」或「接管」之情形。又如部分實務判決曾認為，業主估驗計價

之行為因係按工程進度而為給付，即謂之為「部分驗收」。 

部分法院實務判決依據上述之見解，進而判斷保險人之保險責

任期間是否終止，而遽認為保險人對於業主先行使用、試營運之後

保險標的物所生之損失或損害，仍負保險理賠責任。又部分工程經

估驗計價後，既屬於部分驗收，則保險責任期間自為終止，保險人

對於部分工程在估驗計價後所生之毀損或滅失均無庸負理賠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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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在工程保險係由承包商投保之前提下，我國部分法

院之見解對於業主、承包商及保險人之權利均造成傷害，而有違公

平正義之要求。 

蓋因，部分法院之見解一來往往僅單純依照字面文義解釋；二

來，忽略了工程實務之慣例；三來，昧於業主利用工程契約將工程

風險不當地移轉由承包商承擔之情事，而無視於契約之公平與合理

性；四來，使工程契約之內容得以間接地影響到保險責任期間之長

短。 

亦即，部分法院之見解將使業主得單方面地對於保險人之責任

具有相當程度之控制力，顯然不符合契約之法理，換言之，我國部

分法院之判決，不僅未對契約的內容從事公平及合理性之審查，而

容任業主得自由地擬定工程契約之內容，甚且讓業主更進一步地利

用工程契約條款之內容，對於保險契約中保險人所應負之保險責任

進行干預。 

本文認為，啟用、接管或驗收之意義，應依客觀之事實而為認

定。稱「啟用」者，應係指「開始使用」而言；稱「接管」者，則

以事實上管領力移轉之有無作為判斷基礎。 

在先行使用或試營運之情形，應考量到工程保險之目的僅係在

提供承攬人於施工期間，因發生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或損害可受保

障，而非承保承攬人以外之定作人或第三人使用、管領工程之風

險。是以，若有先行使用或試營運工程之行為，而致使保險標的物

之危險狀態改變者，則因該增加之危險並非保險人於承保時所得預

見並予評估在保險契約內，故定作人或承攬人既然身為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自應依保險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將此等主觀危險

增加之情事告知保險人，始符合對價衡平原則與情事變更原則。否

則，保險人即得主張依保險法第五十七條或第六十條之規定而不負

保險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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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併參酌前述FIDIC新紅皮書第十條規定之意旨可知，定作

人原則上不應有先行使用或試營運之行為，否則該被使用之部分或

全部工程，即應視為自定作人先行使用或試營運之日起即已被啟用

或接管，使得該部分工程之毀損或滅失風險移轉至定作人一方，承

攬人對之不再負照管之責，故承攬人已喪失對該部分或全部工程所

具有之保險利益，而不符合工程保險採全險保單的重要限制。簡言

之，保險人之保險責任期間應於先行使用或試營運後即為終止。 

至於估驗計價之情形，則應認為其僅係業主對於承包商之融資

方式，而與部分驗收並無關涉，以與工程實務相符。循此，保險人

所負之保險責任並不因業主估驗計價之行為而為終止，即保險責任

期間期間並未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