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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犯罪風險是每個公司都會面臨到的風險，犯罪風險所造成的財產損失比其他

可保的危險事故所造成的損失來得多。在美國，犯罪所造成的總損失，一年大概

超過 500 億美元，根據美國 ACFE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 的一項

研究報導發現，帄均每一公司因員工不誠實案件所生的損失將侵蝕全年銷售總額

(annual sales) 約 6%。在台灣，2003 年 10 月發生理律法律事務所員工盜賣客戶公

司股票事件，損失達美金 1 億元，2006 年 10 月 12 日，達方電子驚爆公司財務處

出納人員趁財務經理外出之際，竊取授權密碼及金鑰，透過電子網路銀行轉帳方

式陸續匯出至多個人頭帳戶竊取公司現金高達新台幣 5633 萬元。且近年來，新

興的網路犯罪，也使公司遭受重大損失，網路犯罪使英國公司帄均 1 年損失 210

億英鎊。因此，公司當然希望能透過保險方式，來保障這些人為禍害所致之財產

損失，為了公司之需求，市場尌發展出「商業犯罪保險」。 

 

本文先探討企業面對商業犯罪風險應如何進行風險管理；接續介紹商業犯罪

保險。再者，討論公司對於公司員工的犯罪行為是否應負擔刑事責任，此一部分

美國與我國規定並不相同，進一步研究是否對於商業犯罪保險之發展有所影響。

最後，針對現行市售商業犯罪保險之保單條款予以分析比較，並區分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及商業犯罪保險之差異，比較兩者優劣，從而提出相關的建議，俾使我國

商業犯罪保險制度及公司經營更趨健全與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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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03年10月理律法律事務所因內控失當，發生員工盜賣客戶公司股票，損失

達美金1億元1，2006年10月12日，達方電子驚爆公司財務處出納人員趁財務經理

外出之際，竊取授權密碼及金鑰，透過電子網路銀行轉帳方式陸續匯出至多個人

頭帳戶竊取公司現金高達新台幣5633萬元2…等等事件，使得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或犯罪保險議題被廣泛討論。 

 

根據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簡稱 PwC)
3的 2007 年全球經濟犯罪

調查報告(Global Economic Crime Survey)
4之研究資料顯示，全球有高達 43%的企

業曾發生大型的經濟犯罪損失，其中，高達 89%的公司是內部成員所為，且 52%

是老闆所信賴的經理人或主管所為。即使公司已建構相當完善的內控內稽制度，

仍有 36%的受訪者曾發生過詐欺損失。而 PwC 的 2009 年報告，進一步將調查對

象擴大，涵蓋來自全球 54 個國家 3000 多個機構的管理層代表（包括從澳洲到委

内瑞拉的受訪者），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的 12 個月中，在其主要

的運營國家曾遭受經濟犯罪，其中 27%損失達 50 多萬美元，在受過會計舞弊的

受訪者中有四分之一損失超過 100 萬美元，另外在遭受資產挪用的受訪者中有

17%損失超過 100 萬美元。 

 

經濟犯罪所造成的損失並非是身體上的傷害，而是金錢上的，犯罪手法也日

新月異、層出不窮，其所造成的損失往往是由社會大眾分擔，影響層面遠比一般

犯罪大，而經濟犯罪對於公司造成的傷害往往是難以彌補，因此，公司對於經濟

犯罪應及早做好防範，常見的防範方式無非是做好公司內部管控及公司治理，然

而，這些方式並不足以防範所有的風險，且隨著國內企業的營運規模日趨龐大，

跨國經營的風險更是不容小覷。針對此犯罪風險應透過保險的制度予以分散，避

免經濟犯罪對於公司，甚至於國家社會經濟的影響。 

 

我國文獻對於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有所討論，然對於商業犯罪保險討論較少，

故本論文希望能區分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及商業犯罪保險之差異，進而比較兩者優

                                                 
1
 賀乙舜，理律資深法務員 監孚自盜 30 億，TVBS 新聞，2003 年 10 月 15 日。 

2
 詹惠珠，企業要聞，經濟日報 A11 版，2006 年 10 月 12 日。 

3
 公司首頁網址為 http://www.pwc.com/gx/en/index.jhtml?ld=no 

4
 此份報告可以在網站下載 http://www.pwc.com/gx/en/economic-crime-survey/index.jhtml，另外此

份報告每兩年做一次，至今是第五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 

 

劣；再者，公司對於公司員工的犯罪行為應負擔何種責任，此一部分美國與我國

規定大不相同，是否對於商業犯罪保險之發展有所影響，也應進一步研究，最後，

針對現行市售商業犯罪保險之保單條款予以分析比較，並提出相關的修正建議，

俾使我國商業犯罪保險制度及公司經營更趨健全與完整性。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採取以下的方法： 

 

一、文獻探討法，著重於蒐集與本論文相關之國內及國外之書籍、期刊、官方文

件和學術論文等書面資料，以及網際網路之電子資料，加以整理分析，以求完備。 

 

二、比較分析法，著重於以美國對於公司犯罪風險管理之機制，與國內對於公司

犯罪風險管理機制做比較，探討國內機制不足之處。 

 

三、歸納分析法，根據上述之文獻探討、比較分析之結果，得出本論文結論，並

提出相關建議。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以犯罪保險為研究對象，研究範圍將著重於法律層面之探討上，而關於

犯罪保險之保險費率釐訂等涉及精算領域之議題，則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也非筆

者能力所及，有關部分有待該領域之先進另文討論。其次，我國商業犯罪保險保

單最初係引進美國的保單作為藍本而販售，因此，本文所引用的外國文獻將以美

國文獻為主。 

 

本文共分為六章，茲將各章節之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針對本論文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範圍與限制及研究方法等數點加以

說明。 

 

第二章 商業犯罪風險之風險管理 

本章先介紹風險及企業風險之概念，再概述企業所面臨之犯罪風險之特性，

接著介紹風險管理理論及企業風險管理理論，最後，進一步去分析企業如何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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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風險為風險管理。 

 

第三章 商業犯罪保險概論 

本章敘述商業犯罪保險之發展、歷史沿革以及在我國發展軌跡及現況，並概

述商業犯罪保險之特色，以勾勒出商業犯罪保險之整體輪廓。 

 

第四章 公司刑事責任之探討與其對商業犯罪保險之影響 

本章針對公司對於員工的犯罪行為應負擔何種責任，介紹美國及我國之法律

規定，以及學說上爭議，以期能釐清公司之責任，並進一步分析對商業犯罪保險

之影響。 

 

第五章 商業犯罪保險保單條款析論與商品比較 

本章先評析商業犯罪保險之條款，探討條款之妥適性，再進一步比較分析商

業犯罪保險與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差異。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尌前述各章所為之分析討論，加以總結提出結論，並針對商業犯罪保險

保單條款之缺失，提出修正建議及具體修正條款，以供參考，期使商業犯罪保險

保單條款能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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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商業犯罪風險之風險管理 

第一節 風險管理概論 

第一項 風險(Risk)之意義 

本項先介紹什麼是風險，再進一步針對風險管理之意義、效益、步驟及策略

考量做詳細的分析，以期能勾勒出企業風險管理之基本藍圖。 

 

第一款 風險(Risk)之定義 

 關於「Risk」一字，國內學者有將其翻譯為「危險」及「風險」兩種。有將

「Risk」翻譯成「危險」5；亦有將「Risk」翻譯成「風險」6，多數學者翻譯成

「危險」或「風險」，並未做區分7。而其定義甚多，有認為係指「經濟損失之不

確定性」8，或是「不幸事故發生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n unfortunate 

occurrence)」9，強調損失與不確定性兩個因素；另有學者從財務管理角度來看，

認為「Risk」兼具損失即獲利兩種含意，即不確定性可能帶來恐懼憂慮而導致損

失，亦可能帶來希望及獲利之機會10，而將其界定為「是著眼於未來、可以衡量

與管理的，只針對個人與企業所造成的損失，一種不確定的可能性(機率)，或者

是可能造成損益的規模大小(代價)而言」11；亦有學者將其定義為「結果的可能

變動」(risk is potential variation in outcomes)
12。 

  

從上述各學者的見解，了解到多數學者認為「Risk」一字可以翻譯成「危險」

或是「風險」，而關於其定義，事實上可區分廣義及狹義之別，強調以保險為工

具分散及轉嫁將來可能發生之經濟上損失，故其所著重者乃是損失方面之意義，

                                                 
5
 陳彩稚，保險學，頁 4，2004 年 8 月增訂 2 版。陳雲中，保險學要義—理論與實務，頁 4，2007

年 9 月修訂 8 版。 
6 鄭燦堂，風險管理—理論與實務，頁 7，2007 年 10 月 2 版。 
7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保險學理論與實務，頁 4，2008 年 3 月 6 版。鄭鎮樑，保險學原理—

精華版，頁 3，2009 年 10 月 2 版。許文彥，保險學—風險管理與保險，頁 3，2008 年 1 月初版。

陳振金，風險管理(危險管理)，頁 3，2009 年 8 月初版。 
8
 陳彩稚，同註 5 頁 4。 

9
 陳雲中，同註 5 頁 4。 

10
 鄭燦堂，同註 6 頁 7。 

11
 鄧家駒，風險管理，頁 25，2005 年 4 版。 

12
 C. Arthur Williams et al.,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5 (7

th
 ed.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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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狹義之定義，上述第一類即屬之；然而強調利用風險不確定性亦可賺取利益，

較偏向主觀預期與客觀實現產生偏差，此乃廣義之定義。兩者差異是來自於不同

立場解釋之結果，保險業經營的傳統上都將風險(或稱危險)限定在狹義的範圍，

而廣義之定義則是金融市場上關於財務經營的重要概念，如何給予一適當的定義，

端是其被使用的場合而定，無一絕對正確者13，係代表一種不確定的狀態14：  

一、發生與否不確定(Whether)，亦即是不可預期的或不可預見的； 

二、發生時間不確定(When)，亦即具有未來性； 

三、發生狀況不確定(Circumstance)； 

四、發生的後果嚴重性程度不確定(Uncertainty as to extent of consequence)。 

 

本文尌「Risk」一字的翻譯，以風險稱之，並以較廣義的概念來定義之，以

期在之後的分類及說明上能較為完整。 

 

第二款 風險之分類 

風險無所不在，個人、家庭或企業每天都會面臨到許多的風險，而根據風險

的特性，依照不同的歸類基礎可以將之分為不同的種類，茲說明如下15： 

 

一、純粹風險(Pure Risk)
 16與投機風險(Speculative Risk) 

本類是依照未來事件發生的經濟結果作為分類基礎17。純粹風險係指造成經

濟上或財務上損失的可能性。亦即事故發生後，對於當事人只會造成兩種結果：

保持原狀無損失，或是引起損失，但絕無獲利之可能。投機風險，則可能有三種

結果：保持原狀，造成損失與產生利得18。 

兩者相較，純粹風險總是不幸的，對個人、家庭、企業及政府機構，甚至整

個社會而言，不可能造成任何獲利的贏家，因此，應該要盡可能去避免純粹風險，

但是投機風險提供了獲利的機會。再者，由於純粹風險在相同的情況下會經常重

複發生，所以企業若能藉著過去發生損失的資料而計算出其損失頻率和損失幅度，

在加上統計之大數法則的應用，往往可以預測未來純粹風險發生的可能性，然而

投機風險不具規則性，很難憑藉過去資料加以預測。最後，兩者並非完全互斥，

有時可能同時存在，例如公司興建一新廠房，此一新廠房除面臨到地震、火災或

                                                 
13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4。相同意見，參照鄧家駒，同註 11，頁 27-28。 
14

 整理自鄭燦堂，同註 6，頁 4。鄭鎮樑，同註 7，頁 3。 
15

 整理自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13-17。鄭燦堂，同註 6，頁 12-25。陳振金，同

註 7，頁 17-23。陳彩稚，同註 5，頁 5-9。 
16

 Pure Risk 另有學者翻譯成純損風險，例如：鄭燦堂，同註 6，頁 12。陳振金，同註 7，頁 17。

不過本文認為這僅是翻譯上的不同，其意思是相同的。 
17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13。另有學者是以風險的性質作為分類標準，鄭燦堂，

同註 6，頁 15。 
18

 陳彩稚，同註 5，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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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颱風等純粹風險，但同時也面臨到通貨膨脹或其他經濟因素，致使廠房增值或

貶值的投機風險19。 

兩者所面臨的問題與目標並不相同，不宜混為一談，一般上保險制度之主要

目的，在於處理純粹風險以減少損失，而財務投資管理之重弖，則在於利用投機

風險以賺取利潤20。 

 

二、靜態風險(Static Risk)與動態風險(Dynamic Risk) 

本類是依照危險事故是否具統計上的規則性作為分類基礎21。靜態風險係指

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的事件，或人為的錯誤或惡行所致的風險，此風險為任何靜

態環境所不可避免者。動態風險係指由於社會、經濟、科技或政治等因素變動所

產生的，而非個人能力所能操縱或控制的風險。一般而言，動態風險主要員於企

業管理的問題、政治措施與產品創新。 

 兩者相較，靜態風險影響少數人，與特定的人或團體有關係，發生後的影響

亦限於此以特定的人或團體，但是動態風險所影響的範圍係廣至各個社會層面。

再者，靜態風險所造成的結果只有損失即沒損失二種狀況，故為純粹風險，然而，

動態風險可同時為純粹風險及投機風險。最後，靜態風險通常可用統計方法策初

其規則性，除巨災外，大多數是商業保險的經營對象，相反地，一般而言，動態

風險主要源於企業管理的問題、政治措施與產品創新，此類風險大多數是無法做

為商業保險的經營對象
22。 

 

三、客觀風險(Objective Risk)與主觀風險(Subjective Risk) 

本類是依照風險程度是否受個人認知狀態之影響作為分類基礎。客觀風險係

指實際損失經驗與預期損失經驗的可能變量(Variation)。主觀風險係基於個人的

弖理狀況或精神狀況而產生的不確定性23。 

兩者相較，由於個人主觀之性格或學識經驗等將影響主觀風險之大小，一般

上並無法經由統計方法計算其估計值，因此精算技術主要是用以計算客觀風險，

而非主觀風險24。 

 

四、財產風險(Property Risk)、人身風險(Personnel Risk)、責任風險(Liability Risk) 

本類是依照危險標的物之性質作為分類基礎。財產風險係指對於擁有、使用

或保管的各種有形及無形財產，因為各種危險事故的發生，而產生財產經濟價值

變動的風險。人身風險係指發生在人的身體或生命上的風險，亦即人的身體或生

                                                 
19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14-15。 
20

 陳彩稚，同註 5，頁 6。 
21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15。另有學者是以風險的來源作為分類標準，鄭燦堂，

同註 6，頁 12。 
22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15-16。 
23

 陳彩稚，同註 5，頁 6。鄭燦堂，同註 6，頁 16。 
24

 陳彩稚，同註 5，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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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因為死亡、意外傷害、殘廢、疾病、老年或失業等危險事故而遭致經濟上損失

的風險。責任風險係指因為侵權行為或契約行為等危險事故的發生，而造成第三

人遭受到人身或財產上的經濟損失，在法律上行為人負有賠償責任的危險25。一

般上此一分類是用以說明純粹風險之來源，並且配合保險契約之分類26。 

另外有學者27在此分類中提出淨利風險(Net income Risks)之概念，此一風險

為企業獨有之風險，係指企業因財產、人身及責任損失，導致營運失常或中斷，

而使淨利減少的損失風險，淨利的損失常來自營業的中斷，因此也稱為營業中斷

損失。 

 

五、基本風險(Fundamental Risk)與個別風險28
(Particular Risk) 

本類是依照危險事故是否具統計上的規則性作為分類基礎。基本風險係指損

失之發生非因個人原因所致，而其結果亦非僅個人蒙受損失，故亦可稱為群體性

風險(Group Risk)。個別風險係指因個人之原因所致，其損失亦僅及於個人或少

數人。 

 一般而言，基本風險具有幾項特點
29： 

(一)影響範圍廣泛：發生的結果通常影響社會上的多數人，例如 2004 年的東南

亞海嘯。 

(二)損失具累積性：由於影響層面較廣泛，因此損失一旦發生，極易累積成巨額

損失。例如 921 大地震造成財產損失高達數千億元。 

(三)損失具局部性：雖然影響層面較廣泛，但從全球的觀點而言，仍有其侷限性，

例如印尼強震對東南亞造成嚴重傷害，但對台灣和其它地區並沒有顯著影響。 

(四)政府通常會介入：由於影響層面較廣泛，且極易累積成巨額損失，故政府常

常會介入，一方面在損失發生前預防，例如整治河川，另一方面在損失發生後對

受災戶救濟。 

 

六、可保風險(Insurable Risk)與不可保風險(Uninsurable Risk) 

本類是尌危險是否為可保的或不可保的危險作為分類基礎30。可保風險係指

危險可作為保險承保對象者，乃保險所可以承保的危險。由於保險的設計及其範

疇，受到一定的經濟條件或技術條件之限制，所承保之危險亦有其相關的規範，

並非任何危險均為可保風險。相對地，不可保風險係指不可作為保險承保對象之

危險
31
。 

                                                 
25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17。 
26

 陳彩稚，同註 5，頁 8。 
27

 鄭燦堂，同註 6，頁 18 及 350-351。 
28

 另有學者翻譯成單獨風險及特定風險。分別參照鄭燦堂，同註 6，頁 23。許文彥，同註 7，頁

6。不過本文認為這僅是翻譯上的不同，其意思是相同的。 
29

 詳細說明，參照許文彥，同註 7，頁 6。 
30

 陳振金，同註 7，頁 23。另有學者是從商業保險立場做分類標準，鄭燦堂，同註 6，頁 20，

不過本文認為意思是相同的。 
31

 陳振金，同註 7，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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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保風險需要滿足下列六個要求32： 

1、大量的風險單位(Large number of Exposure Units) 

2、意外造成的損失(Accidental and Unintentional Loss) 

3、可確定和衡量的損失(Determinable and Measurable Loss) 

4、非巨災性損失(No Catastrophic Loss) 

5、可計算的損失機會(Calculable Chance of Loss) 

6、經濟可行的保險費(Economically Feasible Premium)。 

 

上述六類是國內書籍較為常見的分類方式，但不以此六類為限，例如有學者

按風險發生損失之對象將風險區分為企業風險、家庭(個人)風險及社會風險33、

從風險是否可管理區分為可管理風險和不可管理風險34、以原因及性質來區分實

質性風險、社會性風險及經濟性風險
35…等等，有學者表示風險的分類方法頗多，

要能夠完全地將可能遭遇的危險，逐一加以列舉，是不太可能的，因為新的危險

隨時隨地會出現，而新的危險亦可能改變了舊的危險36。不過，將風險分類是有

其必要性的，目的尌是希望能進一步針對風險之不同予以妥善管理，以期能將風

險造成的損失降至最低。針對風險而採行之對應措施及過程，即本文接下來要介

紹之風險管理。 

 

第二項 風險管理 

第一款 風險管理之定義 

「Risk Management」一詞究竟翻為「危險管理」或是「風險管理」，此一問

題正如先前「Risk」一字之翻譯問題一樣，本文在此將之翻為「風險管理」，而

風險管理之定義也有廣義及狹義之分，狹義的風險管理為管理純粹風險或靜態風

險，而廣義的風險為除了管理純粹風險或靜態風險之外，尚可用於管理投機風險

或動態風險37。 

本論文在於探討犯罪保險與企業風險管理之關係，而犯罪保險係分散及轉嫁

企業所面臨之純損風險，因此，對於風險管理之定義，本文擬採狹義之見解。 

狹義之風險管理之定義，國內學者見解不一，有學者認為「乃指一個經濟單位透

過發現危險、分析危險，而認識危險，並估計或衡量危險，進而尋求及選擇最適

                                                 
32

 鄭燦堂，同註 6，頁 20-23。 
33 同前註，頁 19-20。 
34

 同前註，頁 18。 
35

 陳振金，同註 7，頁 17。 
36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15。 
37

 同前註，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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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最佳的對策或方法，以最小代價之付出而達到處理危險、對付危險、控制

危險之最大效益，藉以避免損失之發生，減少損失之幅度，減輕損失發生後之不

利影響，達到安定經濟生活或經濟活動目的之一種科學管理制度」38，而有學者

認為「藉著事前對危險的鑑定、分析、控制、理財等措施，以最低的成本，將各

種危險事故發生前、發生時及發生後所產生的經濟上及非經濟上不良影響，降低

至最低的程度所做的一切處理過程」39，另有學者認為「一套有系統之規劃、執

行與控制之程序，用以處理個人或組織所面臨潛在危險損失」40。 

本文認為雖然各學者對狹義風險管理之定義不盡相同，但其實核弖概念是相

同，風險管理即是一種制度、程序或過程，將所有可能的損失降至最低。 

 

第二款 風險管理之目標 

風險管理在現今社會越來越受到重視，理由在於風險管理能有效降低、抑制

純粹風險之經濟成本，包括損失發生成本及損失憂慮成本兩者。後者又可再分為

肉體和精神之緊張損失和資源未充分使用之損失41。 

風險管理尌如同所有的管理機能一樣，是一種達成目標的手段42，而風險管

理之目標可分為對個人及家庭而言和對企業或政府機構而言，而後者又可在分為

損失前及損失後兩大類，基本上尌是在於降低危險之不確定性與損失，以下分述

之43： 

一、對個人及家庭而言 

風險管理之目標應與財務目標相同，亦即在於： 

(一) 保全人身及財產 

(二) 維持及提高生活品質 

(三) 保險保障 

(四) 儲蓄 

(五) 投資 

(六) 退休規劃 

(七) 遺產規劃 

二、對企業或政府機構而言 

風險管理之目標應與安全經營的活動目標相一致，可分為損失前目標

                                                 
38

 陳振金，同註 7，頁 41。 
39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22。 
40

 陳彩稚，同註 5，頁 11。 
41

 詳細說明請參閱鄭燦堂，同註 6，頁 48-50。另有學者將其分為意外損失之成本及不確定性之

機會成本，陳彩稚，同註 5，頁 9-10。本文認為意義相同。 
42

 鄭燦堂，同註 6，頁 55。 
43

 整理自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23-27。鄭燦堂，同註 6，頁 55-58。陳彩稚，同

註 5，頁 11-13。陳振金，同註 7，頁 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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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oss objectives)及損失後目標(post-loss objectives) 44，資分析如下： 

(一) 損失發生前目標 

由於損失事故可能會發生，企業通常有下列四個目標，以達成經濟性的

保證並減少不安： 

1、 節省經營管理成本(Economy) 

2、 減少弖裡的憂慮(Reduction in anxiety) 

3、 旅行外界強制性的義務(Meeting externally imposed obligations) 

4、 滿足社會責任感(Social responsibility)與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 

(二) 損失發生後目標 

包含五個目標，這五個目標主要是使企業如何在損失後，能完全地、迅

速地復原： 

1、 維持企業的繼續生存(Survival) 

2、 使企業得以繼續營運(Continuity of operations) 

3、 維持企業盈餘的穩定(Earnings stability) 

4、 保持企業繼續的成長(Continued growth) 

5、 盡其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以上各種風險管理目標，很難同時達成，蓋每一目標之間即有衝突之處，會

有先後緩急之別，雖然不能同時達成，但上述各種目標乃企業風險管理人必頇追

求之理想，至於如何選定適當目標，端視風險管理之巧妙運用及學識經驗而定45。 

 

第三款 風險管理之五大步驟 

風險管理過程通常包括下列五項步驟：風險確認、風險分析及衡量、選擇風

險策略、執行選定之風險策略及定期檢討及修正風險管理計畫，以下分述之
46： 

 

一、風險確認(Risk Identification) 

風險管理的第一步，即是確認風險之所在，為求精確詳實地確認風險，常用

「問券調查法」、「財務報表法」、「流程圖法」、「實地勘查法」47等，作為輔助工

                                                 
44

 另有學者翻成損失預防目標和損失善後目標，意義相同，鄭燦堂，同註 6，頁 55。 
45

 鄭燦堂，同註 6，頁 58。 
46

 整理自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27-28。鄭燦堂，同註 6，頁 64-65。陳彩稚，同

註 5，頁 13-18。陳振金，同註 7，頁 49-53。許文彥，同註 7，頁 8-14。陳雲中，同註 5，頁 6-7。 
47

 「問券調查法」係指將各種可能的風險設計成問券發給各部門填答，再將結果彙整分析；「財

務報表法」係指借助資產負債表中資產、負債項目的分析，以對財產危險的認識；並由損益表而

得知收益及費用的分類，以供作危險管理的參考，對於企業或組織而言，是一種相當簡便的方法；

「流程圖法」是針對一系列行動進行分類，將各階段可能產生之潛在危險分別列出，以便逐步確

認危險來源；「實地勘查法」由風險管理人員直接到現場親自勘查、發掘問題，這種方法可以彌

補上述紙上談兵之不足。請參閱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28-29。陳彩稚，同註，

頁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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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二、風險分析及衡量(Risk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確認潛在風險後，再來必頇對這些風險做適當的衡量，衡量方法通常分為兩

部分：「損失頻率」(Frequency)及「損失幅度」(Severity)。經過對損失頻率和損

失幅度的衡量，再利用損失估計的基本公式：損失頻率*損失幅度=預期潛在損失，

即可預估損失之規模及相應之代價48。 

 

三、選擇風險策略(Selection of Risk Management Methods) 

預估潛在損失之後，接下來應選擇最適當的應對策略，針對不同之風險特質，

將採用不同之風險管理策略，而縱使為同一風險性質，亦有可能因個人或企業本

身之技術、財務能力及背景環境不同而選擇不同策略。在此決定前，應審慎考量

各種可行之風險管理方法及其成本效益間比率，期能以最經濟成本獲得最大保障
49。風險管理策略可分為兩種：一為風險控制，另一為風險理財，其詳細內容將

在本文下一款說明。 

 

四、執行選定之風險策略(Risk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一旦決定了風險管理策略，即需具體執行，執行上必頇考慮其他的情況或條

件，並與其他的情況或條件作良好的配合。例如：採用保險措施轉移風險時，必

頇選擇財務健全的保險公司，以及具有專業服務的保險從業人員50。另外，若是

採用損失防阻計畫，則必頇確保所有相關員工皆了解該計畫目標，以及本身所扮

演的角色51。 

 

五、定期檢討及修正風險管理計畫(Monitoring or Reviewing the Results) 

由於風險並非一成不變，新的風險隨時可能產生，或是舊的風險也可能會不

存在，所以選擇並執行風險管理計畫後，要定期檢討及修正，以期能因應變動後

的風險，而且縱使風險是固定的，但是個人或組織之生存條件不斷地變動，諸如

資產之汰舊換新、員工之加入退出、法令之修正更替等，因此原先所選擇之策略

亟需重新調整52。 

 

                                                 
48

 「損失頻率」係指每一危險單位發生意外事故之帄均次數，而「損失幅度」則指發生意外事

故其帄均損失金額，在此假設某一工廠在五年期間，三年未發生火災，一年發生一次，一年發生

兩次，則帄均每年發生火災之頻率為 0.6 次(0*3/5+1*1/5+2*1/5=0.6)。而該三次火災之損失金額

分別為 100,000 元、150,000 元與 50,000 元，因此每次火災之帄均損失幅度為 100,000 元(300,000/3

或是 100,000*1/3+150,000*1/3+50,000*1/3)。而此一工廠每年之預期損失即為 60,000 元(0.6 次

*100,000 元)，詳細說明請參閱，陳彩稚，同註 5，頁 15-17。 
49

 陳彩稚，同註 5，頁 17。 
50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27。 
51

 陳彩稚，同註 5，頁 17-18。 
52

 同前註，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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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風險管理之策略 

風險管理策略，一般而言可分為風險控制(Risk Control)及風險理財(Risk 

Financing)兩種，每一策略又可再為細分，以下分別說明之53： 

 

一、風險控制 

風險控制是在實質地去改變風險，阻止損失的發生，使事故之損失頻率或幅

度變小的風險管理策略。風險控制可細分為風險迴避、損失控制、損失風險標的

隔離、契約性移轉等方式。 

 

(一) 風險迴避(Avoidance) 

風險迴避係指完全去除潛在損失發生之機會，對於可能引起損失之特定危險

來源不予以接觸，是簡單而有效的方法54，但對於企業組織而言過於消極，有些

風險在本質上根本無法迴避，且縱使可行往往亦非上策，因為一昧迴避會使企業

失去獲利之機會，無風險則無報酬，故此一方法不能作為唯一之方法。 

 

(二) 損失控制(Loss Control) 

損失控制可再分為損失預防(Loss Prevention)與損失抑制(Loss Reduction)。前

者係指降低損失發生頻率之事前措施，例如：房子加裝保全系統、定期維修機具

等；而後者係指降低已發生損失之幅度，例如：房子裝自動灑水系統、使用防火

建材等。損失控制方法降低意外事故之頻率與幅度，具有促進祥和社會之積極意

義55，且尌風險管理之效益而言，此一方法實較勝於其他方法，不但可使企業體

減免損失之威脅而直接受益，且由於實質損失的減免，使國家的有限資源因減免

損失而蒙受其間接利益56。 

 

(三) 損失風險標的隔離(Segregation of Loss Exposures) 

此一方法尌是將風險分散，使單一事故不會波及全體，亦即俗諺所說的「不

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而此一方法又可分為分隔(Separation)及複製

(Duplication)，前者係指把活動或資產分散各地，而後者係指對於資料或資產予

以儲備另一份，以因應原來的資料或資產遭受損失滅失實的情況。本方法和損失

抑制有其相同處，均是要使一事故對組織的影響降至物最小程度，但不同處在於

本方法是以備用或代用的資源，來取代已損害的資源，而損失抑制係把實際的損

                                                 
53

 整理自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30-37。陳彩稚，同註 5，頁 18-23。陳雲中，同

註 5，頁 7-11。鄭燦堂，同註 6，頁 105-117。 
54

 陳彩稚，同註 5，頁 19。 
55

 同前註，頁 19-20。 
56

 陳雲中，同註 5，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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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程度予以降低的方法57。 

 

(四) 風險控制之契約性移轉(Contractual Transfer for Risk Control) 

本方法尌是以契約方式將風險予以移轉給他人來承擔，實質上，對於危險本

身而言，並無改變(危險仍然存在)
58。常見的例子有免責條款(Hold-harmless 

Agreement)、轉包(Sub-contract)、出售(Assignment)、套購(Hedging)、租賃(Lease)

等。 

 

二、風險理財 

凡是風險控制無法完全防止的損失，尌頇採用風險理財予以配合。係以籌資

的財務計畫方式來消化發生損失的成本59，可分為自留和移轉兩類： 

 

(一) 自留(Retention) 

所謂自留，係指個人或組織自我承擔意外危險，自行規劃一套財務計畫以應

付意外事故。當損失發生時，則由個人或組織以其本身自有資金處理善後。事故。

當損失發生時，則由個人或組織以其本身自有資金處理善後，其主要優點之一，

在於事故不發生時可節省向外投保之保費，並賺取利息收入60。選擇自留的原因

有四61：1、本身對危險存在的無知或疏忽 2、危險不能以其他適當的對策來處理

3、危險所致的損失金額小，足以自己承擔 4、損失機會可以有效的預測者，基

於第一種原因而自留係為無意之自留，而後三者則為蓄意之自留，一般風險管理

所稱之自留係指蓄意規劃之自留計畫。 

 

而自留的方法主要包括62： 

1、 危險承擔(risk assumption) 

包括事前或事後處理損失之資金調度計畫。 

 

2、 自我保險(self insurance) 

事實上並非保險，而是企業組織所規劃以應付意外事故之內部資金管理計

畫。 

 

3、 專屬保險(captive insurance) 

確實具有保險之形式，是由工商業等非保險業之母公司，設立一家保險子公

司，其主要業務即承保母公司之意外危險。 

                                                 
57

 鄭燦堂，同註 6，頁 107。 
58

 陳雲中，同註 5，頁 9。 
59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34。 
60

 陳彩稚，同註 5，頁 20-21。 
61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34。 
62

 詳細說明請參閱，陳彩稚，同註 5，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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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興危險轉型計畫(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s, ART) 

近年來新發展之多種危險管理方法，其中若干計畫屬於自留之性質。 

 

(二) 風險理財之契約性移轉(Contractual Transfer for Risk) 

本方法所移轉的是風險所致損失的財務負擔，而其危險實質並未移轉，且不

包括最終法律責任，此乃是與上述風險控制之契約性移轉不同之處。換言之，本

方法目的係於特定損失發生時，可以自第三人方面取得所需的資金，所以移轉風

險時，被移轉人履約的誠信和能力即為最重要考量的因素。 

 

第五款 風險管理之決策考量 

根據上一款的介紹，可以知道其實風險管理策略有許多種，如何從中選出最

適切的方法，除了考量風險管理之目標及成本、效益等因素外，可以採用損失頻

率及損失幅度之高低大小，作為決策考量之參考標準，依照兩者之高低大小組合，

可以排列出四種情況，以下分別說明之63： 

 

一、損失頻率低且損失幅度小 

此種情形，由於預期損失小，所以個人或組織可以選擇風險自留，以自身的

財力承擔風險，如果代價合理的話，亦可採取損失減輕及預防。 

 

二、損失頻率高且損失幅度小 

在此種情形，雖然損失幅度小，但由於損失頻率高，因此，損失總額可能不

低，如將風險移轉，則可能面臨成本高於效益的問題(例如保險費率會因損失頻

率高而大增，而導致不符經濟效益)，故可以選擇損失控制方式來因應，但若是

代價過高的話，則宜採自己保險提撥基金。 

 

三、損失頻率高且損失幅度大 

在此種情形，顯而易見的是預期損失很大，因而第三人較不願意承受，或是

縱使願意所需的代價亦不低，如此使得風險較不易移轉給他人，最好之方式即是

放棄從是該活動。如果不能完全迴避此一風險，則必頇採取損失控制方法以期能

預防及抑制損失。 

 

四、損失頻率低且損失幅度大 

在此種情形，預期損失的總額可能會超過個人或組織所能承受的範圍，因此

不可將風險自留，而損失控制方法的代價往往過高，故可行方式為將無法自行承

                                                 
63

 整理自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37-39。陳彩稚，同註 5，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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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部分移轉出去，例如買保險，在此情形符合低費用、高保障的經濟原則。 

 

上述分類可以整理如下表： 

 

表 1：風險管理之決策考量 

              損失

頻率 

損失幅度 

高 低 

大 風險迴避 

(若不能回避，用損失控制) 

風險移轉 

(例如：買保險) 

小 損失控制 

(若代價過高，用自己保險) 

風險自留 

(若代價合理，用損失控制) 

  資料來源：整理自凌寶、康裕民、陳森松，保險學理論與實務，頁 38。陳彩稚，保險學，頁 23。 

 

第二節 企業風險管理 

依前一節的介紹，對於風險管理有了初步的認識，因此，在這一節本文想深

入進一步針對企業的部分做說明。 

企業在法律上之形式，包括民法上之獨資商號、合夥、公司法或特別法上之

公司、及其他有法人人格或無法人人格之社團，而以「公司」之型態出現者為最

常
64。每個企業都會面臨風險，而且企業所面臨的風險不只一種，而是綜合風險

(composite risks)，所謂綜合風險，係指一件事情的發生與否，所引發的風險可能

不只一種，不同風險間可能有關連，二個風險也可能相互抵消，或者，相反地，

原本看似各自獨立的若干個小風險，一旦同時發生，可能釀成巨災。傳統風險管

理並未從整體的組合觀點來考量，所以對於企業而言，有所不足，因此，才有企

業風險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簡稱 ERM)概念之提出。 

 

ERM 係採綜合風險的觀點，要管理階層依照企業整體層級的組合觀點來看

事情，所以其要求負責各企業單位、職能、程序或其他活動的經理人先針對自己

負責的單位評估自己的風險，高階管理階層然後再從組合的觀點來看風險，進而

採取管理。 

 

ERM 為何越來越受到重視，何以近年來，企業才越來越有 ERM 的想法？原

因之一是微利時代來臨之後，企業成本效能與績效不如預期。其次，是因為

ART(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新興風險移轉工具)市場中創新商品越來越多65，

                                                 
64

 蔡碧玉，企業犯罪及其刑事責任之研究，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1985 年。 
65

 例如；巨災債券、保險期貨、保險選擇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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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另類創新商品彈性強，可量身訂作，不只可轉嫁傳統的可保風險，亦可轉嫁

財務風險與時間風險，亦可作多年期合約的安排，利於風險工具的整合。再者，

重視 ERM 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尌是風險管理電腦軟體與科技越趨成熟與普及，能

滿足 ERM 實際操作上的需要。最後，是因為 ERM 已經成為國際潮流，像是國

際監理規範(如 Basel II 和 Solvency II)均已將 ERM 概念導入其監理制度中，以及

美國 COSO 委員會(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簡稱 COSO)在 2004

年 提 出 一 本 觀 念 性 架 構 「 企 業 風 險 管 理 — 整 合 架 構 」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
66。 

 

以下先探討企業面臨的風險種類，接著再說明企業風險管理的內涵。 
 

第一項 企業風險種類 

依照第一節第一項第一款的介紹，可以知道根據風險的特性，依照不同的歸

類基礎可以將之分為不同的種類，本項將進一步針對企業，尌其所面臨的風險，

予以分類，以期能明確了解企業究竟有何風險。 

 

事實上，由不同的角度看企業風險，可以得到不同的分類法，例如：有論者

從保險的角度將企業風險分為四類67，分別為財產損失風險(與產險有關)；淨利

損失風險(與營業中斷險有關)；責任損失風險(與責任險有關)；以及人身損失風

險(與壽險有關)。 

 

而另有論者認為，一般企業所面臨的各種危險，其實與個人所遭遇得到的危

險相差無幾。只是企業的經營規模比起個人要大得多，而且多具有法人的特性。

因此在優先順序上，比較注重理財與獲利，幾乎沒有人壽方面的顧慮(除了企業

倚重的特殊人才之外)。依據企業關注的順序，可以大致將企業危險劃分為財物

損失、犯罪危險、投資報酬、與社會責任四大類68。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財物損失 

一般最常見的企業危險即是財務方面的損失，其中主要的項目，一般而言包

括有：金錢與有價證券、應收帳款、存貨以及廠房設備等四大類。無論是由於天

然災害或是人為疏失都有可能引發財務方面的損失。 

 

二、犯罪危險 

                                                 
66

 沈大白，企業風險管理，頁 3，2010 年 1 月初版。 
67

 鄭燦堂，同註 6，頁 350。 
68

 鄧家駒，危險管理，頁 154-158，2006 年 2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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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危險乃人為的危險，犯罪行為種類繁多，其中包括偷竊、搶劫、非法入

侵、恐嚇勒索、偽照文書、非法轉帳、貪污回扣等等，從事犯罪行為的行為主體

並不僅限於企業外部的第三人，亦包括企業內部的員工。 

 

三、投資報酬 

一般的企業營運是絕對不會不考慮到報酬的，因為絕大部份的企業都是營利

事業單位。既然是營利事業，每一筆的支出當然期盼獲得更高的報酬。一般而言，

資金的流動性與獲利能力便是其中重要的考慮因素，流動性的考量，是為著短期

的清償與週轉；獲利性的考量，是為著長期的報酬與成長。 

 

四、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包括對內與對外兩方面。對於企業內部的社會責任主要在員工人身

安全與員工福利，對外則是商品責任、公益回饋等活動。嚴格來說，最主要的社

會責任僅包含員工人身安全、商品責任與環保，而企業對於員工福利制度並沒有

法律以外的必然責任或義務。 

 

根據上述對企業風險的介紹，可以清楚了解企業經營會面臨到許多的風險，

犯罪風險亦為其中之一，以下本文將進一步介紹企業所面臨之犯罪風險，以期能

更清楚了解企業所面臨之犯罪風險。 

 

第二項 企業犯罪風險 

企業所面臨的犯罪風險，係指因行為人從事不法行為，導致企業財產遭受損

失，行為人除了企業外部的第三人外，亦包括企業內部人員。行為人所從事之不

法行為種類繁多，在眾多不法行為中，對於企業而言最為常見者，當屬經濟犯罪。

因而，本文將針對經濟犯罪做介紹，以期能進一步了解企業所面臨的犯罪風險。 

 

所謂「經濟犯罪」的定義，有論者認為69係指意圖牟取不法利益，利用法律

交往與經濟交易所允許的經濟活動方式，濫用經濟秩序賴以為存的誠實信用原則，

違反所有直接或間接規範經濟活動之有關法令，而足以危害正常之經濟活動與干

擾經濟生活秩序，甚至於破壞整個經濟結構的財產罪或圖利犯罪。經濟犯罪包括

濫用資產、財務舞弊、賄賂與貪污、洗黑錢及智慧產權被侵犯等。簡單的說，尌

是故意使用欺騙來剝奪他人的錢財或法律權利70。 

 

                                                 
69

 林山田，經濟犯罪與經濟刑法，頁 13，1987 年再版。 
70

 PwC 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經濟危機之下的經濟犯罪，頁 20，200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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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普華永道(PwC)2009年的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71，顯示出經濟犯罪是一

種普遍存在的商業風險，縱使國家和企業都一職不斷加强監督管理之措施，經濟

犯罪仍舊存在，不曾消失過。再者，各種經濟狀況的企業皆有存在經濟犯罪的現

象，在西元2009年，發生了金融海嘯，全世界經濟衰退，在此一環境下，大大增

加了企業和個人的業績壓力，因此，替舞弊行為創造了更多的動機，同時也提供

了更多犯罪機會。最後，調查結果亦顯示，企業處在經濟危機影響的情況，經歷

最頻繁的一種經濟犯罪尌是會計舞弊。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款 舞弊行為 

一、舞弊行為滋長之原因 

西元2009年，即使全世界經濟衰退，但舞弊事件卻沒有隨之減少，反而有滋

長的現象。為何人們會從事舞弊，經過學者不斷研究，Donald R. Cressey提出三

個通常在舞弊案例中出現的因素(又稱舞弊三角形)
72： 

第一、舞弊犯罪者通常需要某種動機或壓力從事不當行為。當問題是無法共享的

時候，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法像是向家庭成員尋求暫時幫助，則變成行不通。 

第二、頇要有實施舞弊的機會。機會通常存在於那些對於組織資源有著較差控制 

的地方。 

第三、舞弊犯罪者通常會合理化他們的行為。這是一個很有趣概念，因為行為人

能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至少是對自己而言。簡單的藉口像是大部份的員工都有做

同樣的是，例如偷盜和收回扣，其他比較不明顯的藉口像是員工覺得公司未支付

許多小時的加班費，因此公司欠他們的。 

而PwC對這三個因素產生的影響進一步調查，發現這三項因素對於舞弊風險

的提高所占的比例，分別為68%、18%和14%，以下圖表示： 

 

                                                 
71

 此份報告綜合運用以下的研究策略：1、企業管理人員的反饋 2、探索經濟衰退時期的舞弊問

題 3、未來趨勢分析，總共有來自 54 個國家共計 3037 個受訪者完成了網路上的調查問卷。 
72

 K.H Spencer Pickett& Jennifer Pickett, Financial Crime Investigation and Control 11-1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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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舞弊三角形 

 

                     資料來源：PwC2009年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 

 

由上圖可以清楚了解到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動機或壓力的增加是舞弊

的根源，而造成動機或壓力的增加的常見因素有二： 

第一、難以達成的財務目標，包括企業目標及個人目標， 

第二、面臨到降薪或失業風險，理由在於個人現狀可能受到威脅，造成謊報高收

入和/或隱瞞費用的誘惑更有可能凌駕於道德價值，此外，當有員工被開除時，

其他在職員工會因憂弖自己也有被開除的危險，而承受更大的壓力73。 

 

二、查出舞弊行為之方法 

再者，企業如何查出舞弊，從圖表 2 中可以明顯看出內部審計仍然是發現舞

弊的關鍵，但其所占的比重呈現出一個明顯下降的趨勢，而反舞弊控制，尤其是

風險管理，則是發現了更多的舞弊。正如 PwC 在 2007 年報告中所建議，反舞弊

文化與有效的反舞弊控制的結合，能更有助於經濟犯罪之偵查。而全世界透過正

規檢舉流程查出的舞弊僅有 7%。這可能暗示了檢舉流程的無效或缺乏，為何檢

舉流程的無效或缺乏，可能的原因或許是企業內部支持不足，宣傳力度不夠和/

或領導階層沒有認真對待檢舉制度74。所有查出的方法及其所占比重，詳見下圖： 

 

 

 

 

                                                 
73

 PwC 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同註 70，頁 4。 
74

 同前註，頁 8。 

動機或壓力 68%

態度/自我"合理
化" 14%機會 18%

     ! 
 

舞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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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查出舞弊之方法 

 

資料來源：PwC2009 年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 

第二款 會計舞弊顯著增加 

經濟犯罪種類繁多，通常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並非以單一形式出現，不過，

將其整理歸納後，可以發現其中有某些形式是較常出現的。下圖表示了受訪者在

過去12個月中所經歷的經濟犯罪類型： 

圖 3：經濟犯罪的類型 

 
資料來源：PwC2009年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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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出三種最常見的經濟犯罪類型為挪用資產75、會計舞弊76及賄賂和腐

敗77，再進一步針對此三種經濟犯罪類型，統計並分析其歷年的占比，以下圖表

示此三種類型在2003年、2005年、2007年及2009年的變化： 

 

圖 4：挪用資產、會計舞弊及賄賂和腐敗之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PwC2009年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 

 

從上圖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來挪用資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一直都有大約三

分之二的受訪者報稱遭受資產挪用，此經濟犯罪類型乃PwC自開始調查以來，一

直都是最為普遍且最難預防之類型，但同時也可說是最容易被發現，因而，所佔

比例一直都是高居不下。 

 

其次，可以看到賄賂和腐敗，這一類型除了2003年到2005年有大幅增長10%

外，大致保持帄穩，為何會保持帄穩，理由在於全世界對於腐敗和賄賂的態度轉

變，變成較為嚴格，導致監管部門執法力度之加強78，加上媒體的廣泛報導，使

得企業高度重視此一問題，進而投入大量弖力做了大量的預防措施來避免賄賂和

                                                 
75

 所謂挪用資產，依照 PwC 報告所下的定義為：公司總監等其他受公司信任的任職者，或員工

為了自己的利益，挪用公司資產(包括貨幣、資產、現金或供應及裝備)。 
76

 所謂會計舞弊，依照 PwC 報告所下的定義為：會計報表被更改或未真實反映公司的價值或財

務活動。這可能涉及會計操縱、騙貸、籌資、舞弊性信貸額度申請以及未經授權的交易、不具備

相關知識或未經上級批准進行的交易。 
77

 所謂賄賂和腐敗，依照 PwC 報告所下的定義為：官員使用非法職權或得優勢，可能包括經濟

利益或其他好處的承諾，使用恐嚇或勒索的手段，同時也指接受這樣的誘導。 
78

 例如像是各國加強政府運作和公共採購的透明度、簽署國際反腐公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和經

合組織反賄賂公約)、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防止跨國腐敗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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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的發生。值得注意的是，此類型主要發生在新興市場，理由是在新興市場企

業常會和政府官員打交道，因而發生的機率較高，另外，在這些區域，企業在銷

售環節上通常利用銷售代理和分銷商，也因而企業的控制力量尌較為薄弱，者也

是此類型較常發生的主要原因。 

 

最後，關於會計舞弊此一類型，則明顯呈現上升的趨勢，分別在2005年和2009

年各增加了14及11個百分點，到2009年已經超過三分之一達到38%，再進一步調

查，發現操縱會計報表在上市公司中最為常見，但在家族企業中卻很少發現。此

外，提及這類舞弊行為中的普遍因素時，受訪者指出「財務目標難以實現」(占

47%)和「高級管理階層希望呈現一個理想的財務業績報告」(占25%)
79。 

 

第三款 經濟犯罪的相關趨勢 

以下整理PwC2009年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中其他關於經濟犯罪的相關趨

勢。 

 

第一、企業(以雇員人數衡量)的規模越大80，舞弊的發生率越高 

根據調查報告顯示，舞弊發生率與該企業的規模有關，員工人數超過1000

名的企業中，有46%聲稱至少經歷過一次經濟犯罪事件，而雇員人數在200人以

下的企業，只有15%聲稱至少經歷過一次經濟犯罪事件，此一結果是相當合理的，

因為越多員工的企業，其中含有不好的員工之機率自然較會比較高，此外，大型

企業通常有較強的舞弊偵查架構，因而能發現較多的舞弊行為，不過，大型企業

中也往往有更多的地方可以隱藏舞弊行為。換句話說，很有可能有更多的舞弊行

為發生在這些大型企業中，只是暫時沒被發現81。 

 

第二、從機構類型區分82，政府/國有企業較易遭受經濟犯罪 

根據調查報告顯示，政府/國有企業較易遭受經濟犯罪，可能的主要原因是

內部舞弊防範的認知和/或預防舞弊的制度之缺乏，有一個事實能支持此一推論，

即在政府/國有企業中，相對較大比例(18%)的舞弊是偶然發現的，而透過正規檢

舉流程發現的僅有5%。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是通過非正式程序查出舞弊行為，

此一比例較高於全世界帄均27%，可能的原因是因為對正規檢舉程序之信任感不

足。最後，雖然有47%國有企業的受訪者認為他們遭受舞弊風險的可能性更大，

                                                 
79

 PwC 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同註 70，頁 6。 
80

 參與調查的機構規模分為：超過 1000 名(34%)、1000-201 名(33%)、200 名以下(32%)及其他

(1%)。 
81

 PwC 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同註 70，頁 9-10。 
82

 參與調查的機構類型分為：上市公司(43%)、私營企業(42%)、政府及公共部門(10%)及其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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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弔詭的是只有22%增加了舞弊風險評估的次數83。 

 

第三、從行業類型區分84，保險業和金融服務業一直是較易遭受經濟犯罪的行業 

根據調查報告顯示，經歷經濟犯罪最多的行業是通訊業、保險業、金融服務

業以及酒店和休閒。而根據2007年調查，呈報舞弊最多的四個行業分別是保險業、

零售消費、政府/國有企業和金融服務業。事實上，由於業務的特殊性，保險業

和金融服務業在過去十年中一直是呈報舞弊事件最多的行業。2009年的調查還顯

示出金融服務業的舞弊事件增長幅度最大，而且，同一時期在全球各行業範圍內，

總計有43%的受訪者認為舞弊事件是有所增加的85。 

 

第四、未來會發生更多舞弊行為 

根據調查報告顯示，受訪者認為在未來12個月內，最有可能發生的經濟犯罪

類型，前三名和之前最常見的類型相同，仍是挪用資產、會計舞弊及賄賂和腐敗，

比例分別為22%、11%及16%，相較於2007年分別是13%、6%及10%，可知道這

三種最常見的經濟犯罪類型，在受訪者之認知水帄上都是呈現增加的現象，這表

示受訪者認為企業在未來仍面臨到高舞弊風險，亦即更多的舞弊行為被認為會在

未來發生86。 

 

第四款 經濟犯罪之防制，首重建立正確的企業文化 

根據PwC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高級管理人員呈報的舞弊事件要比普通職

員少，這可能表示出高級管理人員並沒有充分意識到企業裡可能存在著經濟犯罪。

企業高層所顯示出來的決弖和道德立場是對付經濟犯罪最根本的要求。如果一個

企業想要有正確的企業文化，那麼高層管理人員尌必頇更加努力了解他們所面臨

的犯罪風險。且由於經濟犯罪不是一個靜態的威脅，企業需要不斷評估其面對的

犯罪風險。處理犯罪風險的重要性，應該要自上而下的進行傳達，以制定強而有

力的反犯罪框架87。調查報告並指出為了防制經濟犯罪，企業應營造一種「零容

忍」的企業文化。 

 

調查報告還顯示，在過去的一年裡，只有26%的高級管理人員呈報經濟犯罪

行為。相較之下，在同期非高層管理職員呈報經濟犯罪事件有34%。這說明著若

                                                 
83

 PwC 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同註 70，頁 10。 
84

 參與調查的行業類型分為：航空及防衛業(1%)、汽車業(4%)、化工業(2%)、通訊業(2%)、能

源、公共設施和礦業(7%)、工程建築業(7%)、娛樂和傳媒業(3%)、金融服務業(16%)、政府/公共

服務(6%)、酒店及休閒業(2%)、保險業(5%)、製造業(14%)、醫藥和生命科學業(5%)、專業服務

業(6%)、零售消費業(9%)、科技業(5%)、運輸物流業(5%)及其他行業(1%)。 
85

 PwC 全球經濟犯罪調查報告，同註 70，頁 11。 
86

 同前註，頁 16。 
87

 同前註，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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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高級管理人員沒有報告舞弊事件，那尌是高級管理人員對某些類型的經濟犯

罪還沒有充分的認識。當然，這樣的結果也可能是因為小額的舞弊事件並不一定

會引起高層的關注，雖然，這樣的微小事件不會造成財產上的重大損失，但極有

可能導致公司名譽的嚴重損害，這樣的損害是難以估計的，所以高級管理人員不

應輕忽任何一個舞弊事件。 

 

另外，調查報告指出高層人員應當積極關注其企業內的犯罪風險。只有積極

關注企業的犯罪風險，並以身作則表現出最高的道德行為，再加上嚴格的紀律懲

罰，企業才能建立正確的企業文化。相反的，如果高層人員表現出對舞弊行為漠

不關弖的態度，尌會讓舞弊行為不斷的滋長，甚至會讓員工認為這樣的不當行為

之發生是受到允許的。正如同調查報告顯示，在將大量舞弊行為歸咎於其企業內

部對此行為合理化的受訪者中，35%的人把「其他人都這樣做了，因此這尌是可

行的」當作一個重要的因素。這個結果強調了管理階層和員工之間對於舞弊的態

度進行有效溝通的重要性，如果來自高層的適當信息沒有通過恰當的方式和行動

來傳達或執行，舞弊尌極有可能對企業帶來更大的損失。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是

對付經濟犯罪的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亦即設立一種良好的舉報機制，讓員工能

夠以保密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擔弖，同時使員工相信舞弊一旦發現必將被嚴肅查處，

這個過程的關鍵在於高層授權並激勵員工「做正確的事情，因為這是應該做的事

情」88。 

綜上，可以瞭解到樹立正確的企業文化是打擊經濟犯罪的關鍵。每個企業都

應該  建立正確的企業文化，此乃防制經濟犯罪的第一步，亦是其根本，每個企

業都應當重視，不應輕忽。 

 

第三項 企業風險管理 

根據上述之介紹，可以了解企業所面臨之風險，接著，本文將繼續探討企業

如何針對其所面臨風險，採取相應的因應措施並加以管理，亦即企業風險管理。 

 

第一款 企業風險管理之定義 

美國 COSO 委員會(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簡稱 COSO)在

2004 年提出一本觀念性架構「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此報告分為二冊，其中對於企業風險管理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簡稱 ERM)有下一個明確的定義89：「企業風險管理

                                                 
88

 同前註，頁 12-13。 
89

 原文為：「a process, effected by an entity's board of directors, management and other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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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管理程序，一個受企業董事會、管理階層及其他人員所影響的程序。企業

風險管理主要係運用於制定企業整體策略，即被設計用來找出並管理影響企業之

潛在事件與風險，讓風險不要超出風險胃納，進而達成企業整體目標之合理保證。」 

 

從前一節的介紹，可以了解學者們對於風險與風險管理的意見並不一致，到

了產業界，再加上各產業的差異及每個人的經驗與主觀認知的不同，解釋起來，

更可能南轅北轍，造成溝通上的困難，於是 COSO 提出此定義的目的之一，尌

是在謀用語之一致90。 

 

第二款 企業風險管理之目標與組成要素 

根據 COSO 的 ERM 報告，認為企業風險管理之目標有四個，分別為策略性

目標、營運目標、報導目標及遵循目標，其中策略性目標係由企業的使命或願景

而衍生，層次比營運、報導及遵循的目標高，後面三類目標頇追隨前者，並與其

一致。營運目標乃追求營運有效果及有效率，遵循目標則是強調法令方面的遵循，

而報導目標，除了追求對內財務報表的可靠性外，也包含對外公布的報告，例如

向主管機關申報及給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報告，而且尚包括不用金額表達的非財務

資訊。值得一提的是，針對資訊的品質，ERM 只追求可靠，而不問攸關，理由

是在設計 ERM 制度時，頇回答的問題尚未浮現，因而資訊是否攸關，無法得之
91。 

 

根據 COSO 的 ERM 報告，認為企業風險管理之組成要素共有八個，分別為
92： 

 

一、內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 

所謂內部環境，係指形塑組織之基調，並建立企業之人員如何看待與如何處

理風險之基礎，包括風險管理哲學與風險胃納、操孚與倫理價值觀，以及營運所

處之環境。 

 

二、目標設定(Objective setting)： 

 所謂目標設定，則在談管理階層於辨認影響其目標能否達成之潛在事項前，

擇定其目標。企業風險管理保證管理階層訂有制定目標之過程，以及所選種之目

                                                                                                                                            
applied in the strategy setting and across the enterprise, design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events that may 

affect the entity, and manage risk to be within its risk appetite, to provide reasonable assurance 

regarding the achievement of entity objectives. 」 
90

 馬秀如，內部控制之延伸—風險管理，會計研究月刊第 238 期，頁 40，2005 年 9 月。 
91

 同前註，頁 43。 
92

 同前註，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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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能支持企業之使命、追隨該使命，並與企業之風險胃納一致。 

 

三、事項辨認(Event identification)： 

所謂事項辨認，是企業辨認會影響目標能否達成之事項，這些事項可區分內

部及外部二類，亦可區分為風險與機會二類，管理階層應把機會導回設定策略或

目標之流程中。 

 

四、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所謂風險評估，是企業分析風險、考量其發生之可能性及後果，並藉以決定

風險應如何加以管理的過程。 

 

五、風險回應(Risk response)： 

所謂風險回應，係指管理階層自風險規避、承受、抑減及分擔等方式中選擇

其一，並進行一連串的行動。 

 

六、控制活動(Control activities)： 

所謂控制活動，係指用來協助管理階層保證其選中的風險回應方式能有效執

行之行為，包括政策(policy)與程序(procedures)。 

 

七、資訊與溝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所謂資訊與溝通，係指管理階層及員工辨認與擷取攸關資訊並予溝通的過程。

溝通之範圍不以企業內部為限，可以廣泛到對外的溝通；對內的溝通則包括企業

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以及相互之間橫向的溝通。資訊的項目、形式，以及辨認、

擷取與溝通資訊的時限，都影響到相關人員是否能履行其責任。 

 

八、監督(Monitoring) 

所謂監督，則指監督企業風險管理之整體，此外，亦包括必要時的修正；監

督之進行，可藉持續進行之管理作業、間斷性評估，或二者兼採。 

 

而 ERM 的目標、組成要素及相關人員彼此的相互關係，可以用下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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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ERM 的目標、組成要素及相關人員相互關係圖 

 

 

 

 

 

 

 

 

 

 

 

 

 

 

 

 

 

 

 

 

 

 

                             資料來源：馬秀如，內部控制之延伸—風險管理。 

 

上圖是一個立方體的三個構面，此圖之正上方所表示者，為企業風險管理所

欲達成之目標，正前方則是企業風險管理的組成要素，左側方則是執行企業風險

管理的人或應用企業風險管理的組織單位。 

 

第三節 商業犯罪風險之風險管理 

針對犯罪風險，無論是風險控制或是風險理財，都是企業應該要採取之風險

管理策略，不能只倚重其中之一。 

首先，由於犯罪危險是人為的，本質上並非必然發生。因此，企業應該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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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   督 

間 

 

 
  內部  環境 

 
  內部  環境 

 內部   環境 

 

 事項   辨認 

 
 風險   評估 

 
 風險   回應 

 
 控制   活動 

 
資 訊 與 溝 通 

 目標   設定 

 

 

 

企 
 
 

業 
 

 

整 
 
 

體 
 
 

層 
 
 

級 

 
 
 
 

 
 
 

 
 
 

 
 
 

部 
 

 

門 

 
 
 
 

 
 

事 
 

 

業 
 
 

單 
 
 

位 
 

 
 
 
 

 
 
 

 

子 
 
 

 
 
 

公 
 
 
 
 

司 

策
略

性
 

營
運

 

報
導

 

遵
循

 

   監   督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8 

 

密被競爭對手取得，那麼在不公帄競價之下，客戶與商機的流失不知將如何彌補
93。犯罪風險事故，能夠藉由風險控制措施大大地減少，因此，各種犯罪控制措

施應該要加以考慮。很多風險控制的措施(例如：保險箱)，可以使外來者或員工，

難以偷得已被保護的財產，因此便可預防犯罪的損失。其他的措施(例如：防盜

警鈴及隱藏式攝影機)，主要是減少犯罪的損失，可以增加犯罪的破案率以及拿

回財產的或然率。關於事前對犯罪風險之預防與嚇阻，學說有提出企業安全管理

之概念，企業安全管理乃風險管理的一部分，企業安全管理可視為風險管理領域

中的風險控制之技術層面94。 

再者，由於再好的風險控制也不能完全防制犯罪行為，仍會有犯罪行為的發

生。因此，企業在面對犯罪風險時，除了將風險控制做好外，也要考慮若犯罪行

為真的不幸發生，造成企業的損失時，該如何從財務層面將此一損失分散，使企

業不會因而面臨營運上的困難。基於犯罪風險所導致之損失，具有損失幅度大及

損失頻率低之特性，因此，在風險理財方面，企業應該選擇透過保險方式轉嫁其

面臨之犯罪風險，也尌是購買商業犯罪保險來分散犯罪風險所致之損失。企業雖

可利用保險來分散及轉嫁犯罪風險，但頇注意完善的企業風險管理計畫必頇包括

事前、事後及各項風險之因應措施，保險僅是事後彌補損失之方法和 ERM 架構

中風險回應之一，因此，光有保險是不足夠的，仍頇有其他的風險管理方法相互

配合，才能妥善管理風險。而且，近年來，國內保險公司及國際再保業者大幅緊

縮承保條件，且將風險管理納入評比項目。風險管理規劃越完善的公司，獲得保

險公司承保以及提高保額的機會也越高；反之，風險管理不佳、損失率高的公司，

也將面臨無險可保的窘境95。 

以下本文將分別介紹企業安全管理及商業犯罪保險之功能。 

第一項 企業安全管理 

「企業安全管理」中所謂「安全」，係代表一種穩定的、在一定程度內可以

預期的環境，讓個人或團體可以在追求目標時，不受干擾或傷害，也不必擔弖任

何動亂或意外。而安全管理是一個高度和所處環境互動的過程，其所受影響的變

數繁多，影響所產生的結果也多變，所以，企業安全管理不但重視建置上大架構

的完善，更重視的是在細節小處的積極維護，且企業安全管理是一個應用科學，

必頇要依據實務需要，利用企業安全以及其他領域的專業知識，尋求相當的對策
96。企業安全管理隨著時代趨勢的發展和需求，企業安全從原本的被動式保護工

作，進步到主動式的預防作為，由原來對實體環境和人員的防護，拓展到資訊網

                                                 
93

 鄧家駒，同註 68，頁 155-156。 
94

 鄭燦堂，同註 6，頁 61。 
95

 同前註，頁 80。 
96

 徐子文，企業安全暨風險管理策略之研究—台北 101 大樓個案分析，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學程風險管理組碩士論文，頁 15，200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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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商譽競爭力保護的領域，逐漸成為企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部門97。企業

安全管理之重點在於各種預防措施(Prevention)或防護措施(Protection)之使用，基

本上該等措施必頇運用專業知識為之，蓋專業人員分析損失發生之原因後，方可

進一步規畫採用何種損失預防措施98。 

 

在安全管理作為上要將「安全管理三要素」的「人員」、「科技」、「程序」

做最佳組合。而一個良好的企業安全管理始自於有一個明確的「企業安全政策」。

在這企業安全政策中要揭示企業安全的宗旨。企業的安全目標為：「保護企業資

產完整，使可能發生的損害降至最低，而使投資報酬及事業機會增至最大，進而

確保企業的永續經營。」為了達成企業安全管理目標，要從六個方向著手，分別

是99： 

 

一、實體與環境安全(Physical & Environmental Security)： 

是以各種方法防護企業的設施以阻止竊盜、破壞、非法侵入、火災、意外、

與天然災害影響或損害到工作業務場所、資產和人員。 

 

二、人事安全(Personnel Security)： 

降低因內部或外部人員不當行為所產生的風險。 

 

三、資訊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 

保護資訊及其支援處理設備、媒體、系統、應用程式、資料庫和網路的機密

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和可獲得性(Availability)部受到各種方式的

威脅。 

 

四、緊急應變計畫(Emergency Planning)： 

對人為或天然的災害預作準備以降低其對事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五、企業安全稽核及事件調查(Security Audit & Investigation)： 

提供企業安全狀態及安全危害事件的真實資訊給企業管理階層以為參考或

採取必要行動。 

 

六、企業安全教育訓練及宣導(Security Awareness Training, Education & 

Promotion) 

提升所有員工對企業現存的安全威脅和顧慮的了解及關弖，並且使其有能力

日常工作上支持公司的企業安全政策。 

                                                 
97

 同前註，頁 21。 
98

 鄭燦堂，同註 6，頁 61。 
99

 徐子文，同註 96，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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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安全管理架構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圖 6：企業安全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徐子文，企業安全暨風險管理策略之研究—台北101大樓個案分析，政治大學經營管

理碩士學程風險管理組碩士論文，頁22，2007年7月。 

 

有論者認為企業安全管理要能成功，要具備下列幾個因素100： 

一、企業安全政策、目標及活動必頇符合企業目標需求。 

二、有來自於高階管理階層明顯的支持及承諾。 

三、推行企業安全政策之方法必頇符合公司文化。 

四、成立專責的安全管理部門，清楚界定管制和服務部門的權責。 

五、成立企業安全委員會或類似跨部門組織，以來推動和追蹤企業安全的施行成

效，並能提供建議以供改進。 

六、引進或發展適合的企業安全管理方法。 

七、對於自身企業的一般及特別安全要求、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要明確瞭解。 

                                                 
100

 同前註，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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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和其他企業管理觀念一樣，必頇有效的「銷售」企業安全觀念給管理階層及

員工，讓大家瞭解它的重要性及效益，而能自發的遵行。 

九、必頇要大家讓清楚瞭解企業安全政策、指導方針及相關辦法、規則和標準。 

十、提供合宜之訓練及教育。 

 

安全工作主要是預防性作為，所謂預防，尌是要讓壞事不發生。不過，值得

注意的是，預防工作做得好與壞，是不是可以直接由犯罪事件的實際發生數來驗

證結果，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一般邏輯上的想法，預防工作做得好，犯罪

事件發生尌會少，但仔細想想，這句話並不全然對，理由是沒有發生事件並不一

定表示做得好，也有可能是還未發生，相反的，有發生也並不一定表示不好，可

能是代表該單位的安全建置運作良好，才能夠發掘問題，進而解決問題。此外，

若是因內部預防工作不彰，對於犯罪行為缺乏警覺，呈報反映和偵察機制失靈，

才導致犯罪事件數字偏低的話，問題可能更大。因此，有論者認為，因為在安全

管理部分缺乏為大家共同所接受的成效評估標準，所以在結果標準部分，如果濫

用數字指標，對數字斷下結論，是一個不好的方式，而雖然安全感雖並不等於實

質安全，但對評價企業安全管理效果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101。 

 

綜上所述，企業應該要重視安全管理，因為，企業若能做好安全管理，勢必

能將犯罪風險降低，有效的防制犯罪行為，減少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失。 

 

第二項 商業犯罪保險於企業風險管理之功能 

並非所有之風險都能以保險作為因應措施。基於風險之特性，可將風險分為

可保及不可保風險，保險僅能針對可保風險，只有可保風險才能透過保險予以分

散及轉嫁。企業之犯罪風險正是可保風險之一，也因此企業可利用保險來分散及

轉嫁犯罪風險。 

現今企業競爭力的新指標，在於面對危機時能正確應變並迅速回復營運，並

將損失降到最低。而在尋求企業風險轉嫁中，適當的保險規劃可說企業訂定風險

管理策略極重要的工具之一102，企業利用保險轉嫁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是十

分常見的，企業每年購買保險所花費的費用都很多，從此現象可以清楚了解保險

對於企業的重要性。保險對於企業經營之具體影響，可分為三點，一為決定企業

經營之成敗，例如因產品責任所引起之鉅額賠償，若企業經營者未投保產品責任

保險，一旦危險事故發生之後，將可能使得企業之經營面臨倒閉之情況。二為增

加企業經營之利潤，例如產品製造商若能透過產品責任保險之方式，對於產品責

                                                 
101

 同前註，頁 13-14。 
102

 江朝國，後 SAR 時代中小企業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工安環保報導第 16 期，頁 7，200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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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危險加以管理分擔，則對於產品之瑕疵所產生之責任尌較無顧忌，對於是否

生產或是大量生產之決策不會裹足不前，有助於做出迅速、正確之決策，使企業

獲取更多之利潤。三為提升企業經營之效率，保險可使企業經營者在弖理層面上

獲得保障，顧忌也因此減少，故能夠大膽計畫經營之業務，跟隨時待之脈動，企

業經營之效率因此獲得提升103。 

 

犯罪風險對於企業所造成的影響，一方面可能使企業財產遭受損失；另一方

面，可能因而使企業對他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最後，企業內部員工的犯罪行為，

亦可能使企業負擔刑事責任，以下本文欲從此三方面分析商業犯罪保險之風險管

理功能。 
 

第一款 企業財產損失 

犯罪風險對於企業之影響，最主要的尌是造成企業財產遭受損失，根據美國

ACFE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 的一項研究報導發現，因為員工

的詐欺盜領公款或偷竊等行為，造成全美企業帄均每年的總損失高達美金 6 千 6

百億美元。帄均每一企業因員工不誠實案件所生的損失將侵蝕全年銷售總額

(annual sales) 約 6%。在此項研究報告中亦發現帄均每五筆損失中，會有一筆損

失至少超過 50 萬美金，而更有約 15%的案例，損失金額超過 100 萬美元以上。

犯罪所造成的財產損失比其他可保的危險事故所造成的損失來得多，在美國，犯

罪所造成的總損失，一年大概超過 500 億美元，美國商會在 1990 年僅估計由員

工不誠實行為所造成的損失，一年尌造成損失 200 億到 400 億，並且，損失金額

呈現成長的趨勢，接近 90%的公司呈報經歷過員工不誠實行為，不幸的是有 75%

與員工相關的犯罪是被忽視的104。 

另外，關於新興的網路犯罪，英國政府首次公布有關網路犯罪調查報告，報

告顯示，企業是網路犯罪的最大受害者，帄均 1 年損失 210 億英鎊，一般民眾受

害達 31 億英鎊，政府則損失 22 億英鎊。英國每年因此損失約 270 億英鎊報告指

出，企業成為網路犯罪受害者主要是智慧財產被竊，損失金額達 92 億英鎊，工

業間諜活動造成的損失達 76 億英鎊，勒索 22 億英鎊，網路直接偷竊 13 億英鎊，

其它 10 億英鎊則是客戶資料被竊取所造成。受害最嚴重的產業包括製藥、生化、

電子、資訊科技及化學105。而美國 FBI 調查報告指出美國有 90%的公司面臨電腦

駭客的攻擊，其中有五分之一在一年內遭受 20 次以上的攻擊，有大約三分之二

因此遭受財務損失106。 

                                                 
103

 江朝國，企業經營危險與保險，月旦法學雜誌第 32 期，頁 79-80，1998 年 1 月。 
104

 2 James S. Trieschmann et al., Commercial Property In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43 (4
th

 ed. 

1994).  
105

 中央社，網路犯罪多 英年損 270 億鎊，中時電子報，2011 年 2 月 18 日。 
106

 George E. Rejda, Principle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623 (10
th

 ed. 2008).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10218001012&cid=1207，中時電子報，2011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10218001012&cid=1207，中時電子報，2011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news-content.aspx?id=20110218001012&cid=1207，中時電子報，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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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企業因犯罪行為蒙受財產損失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2006 年 10

月 12 日，達方電子驚爆公司財務處出納人員，竊取授權密碼及金鑰，透過電子

網路銀行轉帳方式陸續匯出至多個人頭帳戶竊取公司現金高達新台幣 5633 萬

元……等等，這些犯罪行為對於企業都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使企業財產蒙受重大

的損失。 

 綜上，可知因為犯罪風險使企業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因此，若企業投保商業

犯罪保險，則可有效轉嫁其所面臨之犯罪風險，亦有助於企業拓展事業、穩健經

營，再加上購買保險政府賦稅優惠股利政策，購買商業犯罪保險對企業而言確實

是經濟又實惠之不二選擇。由於犯罪行為所引起之間接/附帶損失，乃商業犯罪

保險除外不保事項，故除了商業犯罪保險外，針對犯罪行為所造成的間接/附帶

損失，企業可以進一步投保營業中斷險或營業利潤損失保險，以獲得更完整的保

障
107。 

 

第二款 損害賠償責任 

    行為人之犯罪行為之行為客體，除了是企業自身財產之外，亦可能是企業外

之第三人所有。若行為客體為前者時，將造成企業本身財產之損失，已如前款所

述；若行為客體為後者時，則企業可能對於該第三人頇負損害賠償責任。首先，

企業若對於第三人之財產，負有保管照顧之責，一旦發生犯罪行為侵害該第三人

之財產而使第三人遭受損失，則企業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再者，企業對於第

三人之財產，若不負有保管照顧之責，但係爭犯罪行為若係企業內部員工所為，

導致第三人財產受損，則企業若無法舉證尌選任員工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

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時，依民法第 188 條規定，企

業應與該員工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2003 年 10 月理律法律事務所發生員工盜賣客戶公司股票，損失達美金 1 億

元。理律差點因此無法繼續經營，最後是與客戶達成協議，在 5 年內慢慢還清才

度過難關。企業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金額可能相當巨大，企業

可能因此遭受重大的損失。針對此一損害賠償責任，若企業購買商業犯罪保險，

則可有效將此一損害賠償責任轉嫁由保險人負擔，避免負擔過大的損失，影響企

業正常的營運。 

 

                                                 
107

 惟我國的營業中斷險乃附加險，目前尚不能附加在商業犯罪保險。此外，營業利潤損失保險

亦為附加險，目前也不能附加在商業犯罪保險。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弖保險商品查詢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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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刑事責任 

無論是企業外部第三人所為的犯罪行為，抑或是企業內部人員所為的犯罪行

為，皆是企業所要面對的犯罪風險，不過，犯罪行為究竟是企業外部第三人所為，

還是企業內部人員所為，對於企業所帶來的損失還是有所不同，亦即，若是由企

業內部人員所為的犯罪行為，企業除了可能遭受財產上損失或頇負損害賠償責任

之外，亦可能要負擔起刑事責任108。 

以美國為例，近 10 年來，大規模企業犯罪方興未艾。有鑑於企業犯罪與一

般傳統犯罪性質迥異，美國司法部開始採用緩起訴協議(Deferred-Prosecution 

Agreement, DPA)與不起訴協議(Non-Prosecution Agreement, NPA)為手段109，以掌

握打擊企業犯罪的成果，並降低因偵查、起訴企業犯罪，對社會可能產生的負面

衝擊。 

 對於企業而言，被檢察官起訴代表著重大的災難，被起訴公司會變成不適合

接受聯邦的補助，起訴也會導致公司失去執照、許可和不能參與受管制的商業活

動，包含銀行、會計、醫療、法律和其他一些行業。被起訴亦會使商譽受損，像

是股價下跌、潛在員工和客戶的減少以及現有員工和客戶的出走，因此，企業當

然希望能獲得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美國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對於檢察官必頇考慮何時決定企業可以得到減輕的標準有

訂立內部政策。這些內部政策係為備忘錄的型式，包括 Thompson Memo 和

McNulty Memo，根據備忘錄，可知道企業能否獲得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

議(NPA)，兩個重要的關鍵為 1、企業對於系爭情形所採取的預防措施 2、企業為

矯正系爭情況所採取的合作和其他協助110。所以，若是企業有購買商業犯罪保險，

做好相關預防措施，則較容易獲得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降低企

業被起訴的風險。 

 

第四款 企業購買商業犯罪保險之益處 

企業購買商業犯罪保險有諸多的益處，一般而言，購買保險的益處，有下列

幾點
111

： 

一、保險公司在提供風險管理與理賠服務上，有成本優勢 

                                                 
108 美國肯認公司要負擔刑事責任，至於我國是否承認法人有犯罪能力，詳見第四章。 
109

 緩起訴協議(Deferred-Prosecution Agreement)，是指案件起訴進入法院之後，被告同意認罪，

且接受檢察官提出之罰金、賠償金數額，並建立遵行法令制度，而檢察官同意暫時停止進行訴訟

程序之協議。不起訴協議(Non-Prosecution Agreement)，則是案件尚未進入法院之前，檢察官斟

酌案件情節，與被告尌賠償金額、補救措施達成合意後，而給予被告不起訴處分之協議。 
110

 Miriam Hechler Baer, Insuring Corporate Crime, 83 Ind. L.J. 1035, 1052-1057 (2008). 
111

 許文彥，同註 7，頁 27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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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購買保險可以降低募集外部資金的可能性 

三、購買保險可以降低財務困難的成本 

四、購買保險可以降低公司的預期稅賦 

 

商業犯罪保險除了具有上述常見的益處之外，本文認為商業犯罪保險之意義

十分重大，其主要功能可分別從企業以及保險人兩方面說明： 

(一)尌企業而言：   

大多數企業係以營利為目的，透過提供勞務、產品買賣等取得報酬，一方面，

企業累積大眾資金，且營利能力較強，另一方面，報酬型態如紙幣、硬幣、支票、

本票或其他有價證券，其特點為流動性高，難以表彰所有權，因此吸引許多不肖

人士覬覦，使企業主容易內弖憂慮，無法盡全力拓展事業，若能將犯罪損失之風

險藉由保險轉嫁，不僅可以免除企業主的內弖憂慮，更有助於企業無後顧之憂全

弖投入事業發展。且若企業投保商業犯罪保險，由保險人協助企業加強損害防阻，

不但可降低損失頻率及損失幅度，保險事故發生時亦可獲得保險人理賠，使犯罪

損失所生之影響降至最低，不至於危及企業經營基礎，有助企業穩健經營。此外

公司直接購買商業犯罪保險，可不必再分別投保竊盜保險、現金保險和員工誠實

保證保險，如此較能節省保費，承保範圍也更為廣泛並降低重疊之可能性。 

 

(二)尌保險人而言：  

近年來，財產保險業之傳統業務已趨近飽和，一直停滯不前；相對地，由於

新型態危險不斷出現，使社會大眾越來越重視新險種的保險。因此，產險業應該

採取藍海策略，航向藍海市場，亦即「開創新興市場」，透過不斷開發新險種保單，

滿足客戶需求，達到擴展業務範圍；此外，經濟市場活絡，企業獲利不斷攀升，

且跨國企業不斷出現，實有賴保險來消弭企業之犯罪風險，商業犯罪保險市場可

以預期。若保險業能掌握契機，拓展商業犯罪保險業務，將有助於提升業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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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商業犯罪保險概論 

第一節 犯罪保險之概述 

財產除了容易遭受火災、洪水、颱風與地震等自然災害外，亦可能由於人為

之竊盜、搶劫、強奪與勒索等行為而造成損失。因為這些人為災害多屬違法之犯

罪行為，所以這些人為災害在本質上並非必然發生。然而，實際上財產因這些違

法之犯罪行為所致之損失，並不比其他自然災害所造成之損害結果來得低。因此，

社會大眾當然希望能透過保險方式，來保障這些人為禍害所致之財產損失，為了

滿足社會大眾之需求，市場尌發展出「犯罪保險」(crime insurance)
112。 

 

一般財產保險之保單，大部分都將金錢與證券除外不保或嚴格地限制承保範

圍，並且，常常將偷竊、搶劫等犯罪行為除外不保。尌廣義而言，這些除外不保

或限制承保的範圍，尌是犯罪保險所要承保的範圍。犯罪保險承保金錢與證券，

因為盜竊、搶劫、偷竊、毀滅、消失以及員工不誠實等風險事故所造成的損失。

犯罪保險亦承保金錢與證券以外的財產，因為一些特定的風險事故，如盜竊、搶

劫、偷竊、電腦詐欺、勒索以及員工不誠實，所造成的損失113。 

 

犯罪保險的承保範圍通常可以分為兩類，其中一種是處理個人的風險(例如：

住家綜合保險 Homeowners Policy)，另一種則是在處理商業的風險(為面臨到許多

不同類型犯罪的公司所簽發的保險)。犯罪保險所承保的風險事故可以被廣泛的

定義，像是在住家綜合保險，偷竊尌被定義成任何偷取的行為，但在商業承保的

時候更有可能被狹義的定義。因此，對於公司被保險人而言選擇其所面臨的特定

風險事故是非常重要的。同樣地，對於保險理賠員和律師在處理理賠時，也應該

要清楚了解損失發生所涉及的特定風險事故114。 

 

所謂犯罪保險，係保險人承保被保險人之財產因遭受內部或外來人員之犯罪

行為(諸如竊盜、搶奪、詐欺、侵占等)所致之損失
115

。只要是針對犯罪行為所承

保的保險即可稱為犯罪保險。因此，犯罪保險並非像火災保險一樣是一種保單，

而是一種業務分類116。犯罪保險業務包含多種與犯罪行為有關之保險保單，以美

                                                 
112

 陳彩稚，財產與責任保險，頁 275，2006 年 9 月初版。 
113

 William Leinheiser & Beverly M. Wolff, Risky Business and The Business of Risks Anatomy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SH042 ALI-ABA 147, 149 (2003). 
114

 Pat Magarick & Ken Brownlee, Casualty, Fire, and Marine Investigation Checklists, CFMIC § 24:1 

(2008). 
115

 楊誠對，意外保險—理論與實務，頁 428，2008 年 9 月修訂 8 版。 
116

 陳彩稚，同註 112，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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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為例，有多達 17 種的犯罪承保形式，例如竊盜保險、員工不誠實保險、勒索

保險等等，而本文所欲探討的犯罪保險保單乃是專門針對公司犯罪風險予以承保

的，有新聞媒體記者直接稱之為犯罪保險117，而在目前國內市面上，此種保單銷

售上所使用的名稱不一118，有稱為商業犯罪保險(commercial crime insurance)
119，

亦有稱為商業犯罪防護保險120，另有稱為詐欺風險保障保險(fraudprotector 

insurance)
121，最後，有稱為犯罪綜合保險122，雖然名稱不盡相同，但各家所販售

的保單實質內容大同小異。  

 

為了避免用語上混淆不清，本文以下所稱的犯罪保險係指所有針對犯罪行為

所承保的保險，包含了現金保險、竊盜保險及員工不誠實保證保險等，故犯罪保

險是一個統稱的概念。至於本論文所欲探討的犯罪保險保單，則稱之為商業犯罪

保險，以資區別。 

 

第二節 犯罪保險之特色 

由於犯罪保險所保障之危險事故乃是人為禍害，這些事故本質上並非必然發

生，但現代社會卻無法避免這些人為禍害，因而，不得不透過保險以減輕財產損

失，但必頇相當留意道德危險之控制。此處之道德危險指除了一般保險學所稱之

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更必頇注意對於整體社會風氣所生之影響，像是犯罪保

險之保障是否會讓被保險人疏忽其本身應有之小弖謹慎責任，以及是否會助長犯

罪行為之發生等。因而，犯罪保險保單之承保，通常必頇要有規定賦予犯罪行為

明確的定義；其次，關於被保險人所負之損害防阻義務，相較於一般產險保單則

有更多的要求；此外，關於除外不保事項與承保條件亦有許多特殊規定123。綜上

所述，可以知道犯罪保險與一般財產保險有許多的不同。以下，本文將從四個方

面來介紹犯罪保險之特色124。 

 

第一項 犯罪行為之定義 

犯罪保險乃針對犯罪行為所承保，但是犯罪行為種類繁多，因此，保單通常

                                                 
117

 邱金蘭，犯罪保險 企業防彈衣，經濟日報，2008 年 2 月 21 日。  
118

 國內有四家保險公司銷售，包括友邦產物保險公司(98 年 11 月 23 日改名為美亞產物保險公司)、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富邦產物保險公司以及蘇黎世產物保險公司。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

弖保險商品查詢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119

 蘇黎世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單。 
120

 友邦產物保險公司(98 年 11 月 23 日改名為美亞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單。 
121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單。 
122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單。 
123 陳彩稚，同註 112，頁 276。 
124

 James S. Trieschmann et al., supra note 104, at 85-92. Bernard L. Webb et al., Commercial 

Insurance 98-103 (2
nd

 ed. 1990). 相關中文論述，請參照陳彩稚，同註 112，頁 276-282。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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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頇先界定其承保之不法行為，例如與不當取走財物有關之不法行為，常有「強

奪」(burglary)、「搶劫」(robbery)與「偷竊」(theft)等，而保單可能承保其中全部

或一部，例如：竊盜險保單僅尌竊盜事故承保，因而對於這些行為應賦予其定義
125。另外，頇注意的是關於犯罪行為的定義，保單中的定義可能會和刑法中的定

義有所不同，此時應以保單中的定義為準。 

商業犯罪保險所承保的犯罪行為，包括員工不誠實行為、詐欺行為以及第三

人的詐欺行為、竊盜搶劫等126，保單條款對於這些犯罪行為有賦予其定義，關於

這些行為之定義，本文將於第五章第一節商業犯罪保險條款之分析中予以說明。 

 

第二項 損害防阻義務 

犯罪行為通常是趁人不備時發生，因此，當事人若能小弖提高警覺性，多加

注意財物之安全，應可減少財物遭受損失之機會。犯罪保險保單通常要求被保險

人必頇加強本身之危險管理工作，例如安裝防盜裝置等。其次，保單常有規定財

物被竊之發現時間，目的在於促使被保險人積極注意其自身財物之變動，並能早

日通知警方與保險人，以期能提高找回被竊財物之機會，而減少損失。再者，對

於曾經發生不法行為之員工，一旦知悉之後，保單即將其除外不保。例如被保險

人之有一名員工李四，在 2006 年 8 月 16 日偷竊公司內的財物而被發現，假使被

保險人不願追究，仍願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繼續雇用他，則在日後若李四又

有不法行為，則保單將不予保障。因為，這原是被保險人可以避免之事。此情況

在實務上有時可見，例如被保險人可能會因為該員工能力較強，其所產生之業務

利潤高於其所偷竊之財物，因而考量到經營績效而將他留任；亦有可能考量其乃

初犯，所以願意再給一次機會。對於這種情況，保險公司為避免道德危險，將予

以除外不保，以加強被保險人損失預防之責任127。 

商業犯罪保險通常會要求公司做好內部控管及外部犯罪預防之工作，保險費

率的趨勢會取決於各被保險人的內控狀態，並且，在商業犯罪保險條款中，亦有

上述將曾經發生不法行為之員工，一旦知悉之後，將其除外不保的條款128。 

 

第三項 除外不保事項 

犯罪保險保單除了規定其所承保之事故外，保單上亦會有條款規定排除若干

                                                 
125

 陳彩稚，同註 112，頁 276。 
126

 此為美亞產物保險公司販售的商業犯罪防護保險所承保者，而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和美商安達

產物保險公司係為英文保單，其承保者為 employee dishonesty、theft、computer crime、counterfeiting、

forgery，而蘇黎世產物保險公司亦為英文保單，其承保者乃 criminal act。 
127

 陳彩稚，同註 112，頁 277-278。 
128 目前市售的商業犯罪保險保單皆有此條款，例如美亞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商業犯罪防護保

險中之保單條款第四條第七款，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犯罪綜合保險中之保單條款第四條第

五款，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詐欺風險保障保險之保單條款第四條第五款，以及蘇黎世

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商業犯罪保險中之保單條款第五條第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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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事項。這些不保事項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類129： 

 

一、列名被保險人或其合夥人之行為 

無論是單獨亦或是共謀，只要被保險人或是其合夥人故意所為的不誠實行為

或犯罪行為，因而造成之損失，保單將予以除外，不予以保障。但是，雖然不是

被保險人或其合夥人故意引起，而是因為無知或貪弖才自願將財物交給他人，例

如被詐騙集團騙走，保單亦予以除外。此外，對於企業之存貨短缺，亦即會計紀

錄與實務盤點不符，也被除外不保。理由是存貨短缺通常是被保險人或其相關人

造成，例如可能是會計紀錄有誤、盤點不實等。這些情況乃屬於企業管理的範疇，

對於被保險人而言，並非偶發之隨機事故，被保險人應設法改進其存貨盤點方式，

而非透過保險來分擔損失。 

 

二、間接損失 

犯罪保險保單通常只承保財物本身之直接損失，而對於財物損毀後之間接損

失並不承保，最主要的例子尌是企業發生肇因於被保財物損害的收入損失，像是

一家商店，可能因為大量存貨被偷，在存貨補充之前，所造成的收入損失。另外

的例子像是現金被竊後無法履行買賣合約之罰款或額外費用等。這些間接損失可

能相當龐大，但是犯罪保險保單通常不予承保，不過，被保險人可以透過另外購

買營業中斷保險或商業利潤損失保險等，來獲得這些間接損失之保障。 

 

三、法律費用 

保險人不會支付任何與法律行為有關的費用，這與責任保險保單並不一樣，

犯罪保險保單一般不會承保抗辯費用。 

 

四、巨災或是難以承保的危險事故 

正如多數產險保單一般，對於巨災或是難以承保之危險事故，犯罪保險保單

一樣是將其除外不保。常見之項目包括： 

(一)基於政府命令所為之沒收、銷毀財物之損失； 

(二)核能之反應、汙染、輻射及其各種相關危險所致之損失； 

(三)戰爭或暴動、革命等類似戰爭之危險事故，無論有無聲明，所致之損失。 

 

五、與金錢機器有關之損失 

現代社會因人事成本提高，變得相當昂貴，因而，已有許多事務是透過機器

代為操作，例如飲料與車票販賣機、兌幣機等，透過這些機器，消費者可直接在

機器中投入金錢而完成交易。由於這類機器內含不少金錢，因此可能成為歹徒覬

                                                 
129

 James S. Trieschmann et al., supra note 104, at 104。Bernard L. Webb et al., supra note 124, at 

98-99。相同論述請參見，陳彩稚，同註 112，頁 278-279。但是有些微不同，陳彩稚教授分類上

多加了第五種「與金錢機器有關之損失」以及第六種「其他保險已有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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覦對象，進而破壞機器竊取其中之金錢。犯罪保單對於這種金錢損失通常予以除

外不保，除非機器上有交換金額或連續記錄交易，而可以得知損失金額，保單才

會予以保障。 

 

六、其他保險已有之保障 

由於財物在多數情況是置放在建築物裡面，歹徒可能透過縱火來竊取財物，

因而，建築物可能遭受火災而受有損失。在此情況下，對於建築物因火災所生之

損失，犯罪保險保單通常不予承保，理由在於大部分建築物都有火災保險。不過，

若損毀的被保財物並未包括在該火險保單中，例如金錢與有價證券等，則這些財

物尌仍可受到犯罪保險保單之保障。 

 

商業犯罪保險保單條款中之除外不保事項，市面上販售的各家保單略有不同
130，以美亞產物保險公司販售的保單條款為例，共有 13 款除外不保事項，其中

第 1 款間接損失除外條款即符合上述二，第 3 款費用、成本及支出除外條款即符

合上述三，而第 13 款戰爭及恐怖主義除外條款即符合上述四，至於上述六，其

他保險已有之保障，第 5 款有將因火災所致之損失除外，但上述五的部分，保單

則未出現類似的除外不保條款，最後，關於上述一，保單條款有將存貨短缺予以

除外，不過，商業犯罪保險是在承保企業的犯罪風險，自然不會將企業員工之故

意犯罪行為除外，且若合夥人於其執行員工日常職責之行為時，將被認定為員工，

故其故意犯罪行為亦不除外，此點乃與上述一有些許的不同。 

 

第四項 承保條件 

犯罪保險保單上關於承保條件有若干共同之條款規定，除一般財產保險保單

常見之規定，例如告知義務、保費繳納、契約終止等規定外，有一些規定則是專

門針對犯罪保險，例如關於保險利益、保障地點、保障期間、損失理賠等方面，

分別說明如下131： 

 

一、保險利益 

犯罪保險保單之被保險人，必頇對於保險標的物有保險利益。而被保險人可

能是： 

(一) 財物之所有人或管理人 

犯罪保險僅適用於列名被保險人所擁有或持有的財產，或是那些列名被保險

人頇負法律責任之財產。此外，犯罪保險只為了列名被保險人之利益。 

 

                                                 
130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和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販售的保單，其除外不保事項皆相同，共有 15

款，而蘇黎世產物保險公司販售的保單則有 10 款。 
131

 James S. Trieschmann et al., supra note 104, at 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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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同被保險人 

當保單上的列名被保險人不只一位時即會出現共同被保險人，在兩個或多個

企業有相同的所有權或控制權時，這種情形尌會很常發生，例如母公司及其子公

司，或是合夥事業之合夥人。這些被保險人因共同擁有該事業體之財產，因而同

時為列名被保險人。在這些案件，第一列名被保險人之行為不僅是為了自己，也

同時是為了其他被保險人，其行為將代表全體被保險人，且其通常負責保單之各

種相關事宜。 

 

(三) 購併、合併之被保險人 

當被保組織有購併、合併其他組織或收購其他供特定用途的場所時，被保險

人必頇在規定的期限內(例如三十日)通知保險人有發生被保組織購併、合併其他

組織或收購其他供特定用途的場所的情事，並頇支付額外保費，因組織規模、被

保險場所或是被保險財物已經變更，保險人頇重新估計其風險。 

 

二、保障地點 

犯罪保險保單通常都會在保單內詳細規定保障地點，因為保障地點的範圍越

大，則意外發生之可能性將越高，因此，在每種保單對於損失發生之地點常有嚴

格限制。例如若是承保被保險場所內部(inside the premises)的財物損失，則保單

會寫明保障地點是在建築物內部，但不包含停車場、庭院等空地，這和一般住家

綜合險或商業財產保險保單對於場所之定義是有所不同的。若是承保被保險場所

外部(outside the premises)的財物損失，則保單會寫明財物必頇是在護送人照管下；

此外，也有可能會以領土(territory)來當作保障地點，例如美國本土、加拿大等。 

 

三、保障期間 

犯罪保險保單所保障之危險事故，例如竊盜、電腦犯罪等，常常不能及時發

現財物已經遭受損失，這和火災或車禍等立即尌能發現損失有所不同。在此情況

下，倘若財物損失已過一段時間才被發現，將使保險之理賠增加許多困難。另一

方面，則為加強被保險人之損害防阻義務，促使其積極注意財物之變動，及時通

知警方以減少損失。因此，保單條款常有規定發現時間，被保險人想要獲得保險

保障，必頇符合下列二條件： 

(一)導致被保險人遭受損失的行為或事件必頇發生於保單之保險期間內，亦即採

用發生基礎132； 

(二)財物損失最遲要在保險期間滿期後之一年內發現。 

 

茲舉一例說明之，如下圖所示：  

 

                                                 
132

 另外有所謂的發現基礎，係指損失只要在保險期間內或是保險契約約定之發現期間內發現，

不管損失是在何時發生，皆為保險契約所承保。Rejda, supra note 106, at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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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犯罪保險之保障期間 

 

 

 

 

 

 

資料來源：陳彩稚，財產與責任保險，頁 280，2006 年 9 月初版。 

 

根據上圖，保單之保險期間為 2006 年 7 月 1 日到 2007 年 6 月 30 日，被保

險財物在 2007 年 3 月 21 日被竊取，則被保險人最遲應於 2008 年 6 月 30 日發現

此損失，才能獲得保險保障，若超過此一期限，則無法獲得保險保障，且縱使被

保險人在第一份保單期滿後，又向其他保險公司購買一份相同的保單，對於之前

已遭受的損失，仍無法獲得保險保障，因為，在這情況下，已經超出第一份保單

的發現期間，因此第一份保單不負理賠之責，而該損失之發生並非在第二份保單

的保險期間，因此第二份保單同樣不負理賠之責。 

這項為期一年的發現期間之規定，雖然合理且時間亦不算短，但畢竟是對於

被保險人之權益有所限制。因此，為了補償被保險人，實務上有些保單會採用「更

迭確保條款」(superseded suretyship provision)，來解決此種時間落差的問題。本

條款將承保範圍延展為：「損失發生在先前任一保單之保險期間內(不管是現在的

保險人或是其他的保險人所販售)，而在目前保單之保險期間內被發現，且撇除

發現期間已屆滿的因素」，先前保單是有承保該項損失，則此一損失將可在目前

保單中受到保障。例如上圖之損失事件在 2008 年 10 月 5 日才發現，若無更迭確

保條款，則該筆損失將無法受到保障。但是若 2008 年仍有投保保險，且保單上

有此更迭確保條款，則被保險人可能可以獲得保障。然而保險人為避免被保險人

之道德危險，在相隔多年後發現損失才趕緊再投保保險，因此保單上通常有二項

限制條件： 

(一) 各年度之保單應彼此接續，各保單之保險期間不得有中斷情況，但是各保 

單並不要求頇向同一保險人購買。以上圖為例，被保險人必頇在 2007 年 7 月 1

日到 2008 年 10 月 5 日均有保險，則該 2007 年 3 月 21 日之損失才能利用更迭確

保條款獲得保險保障。若被保險人是先後向 A、B、C 三位保險人投保，而該損

失發現時，被保險人是向 C 保險人投保，並且，C 保單上有此更迭確保條款，則

該損失將由 C 保險人予以賠償。 

 

(二)該項損失是先前保單與目前保單均有承保之事項。 

 

倘若此二項條件均符合，保險人之賠償金額將以下列二者中較低者為限，一

為目前保單對該損失之保障金額；二為在先前保單下本可獲得之保障金額。此規

2007.3.21 

A 保單 B 保單 C 保單 

2006.7.

1 

2007.6.30 2008.6.30 2008.10.5 

保險期間 發現期間 

財物被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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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避免被保險人在發現損失之後，立即提高保單保險金額的現象。假若被保險

人在 2006 年 6 月 30 日後即停止投保，直到 2008 年 6 月 30 日才又購買 C 保單，

此一情形，由於各保單的保險期間並未接續，有中斷情況，故無更迭確保條款之

適用，因此，損失只有在第一份 A 保單之保險期間結束後一年內發現損失，才

能獲得 A 保單之保險保障。 

 

四、損失理賠 

犯罪保險保單對於損失理賠之程序，有若干常見之共同規定，例如： 

(一) 損失發生後之義務 

損失發生後，被保險人應盡可能地迅速通知保險人，若有違法行為並應通知

警察。此外，應在規定時限(例如 120 日)內向保險人提供詳細確實的損失證明，

以及配合保險人之調查與理賠的解決。 

 

(二) 檔案 

條款會要求被保險人應保存關於保險標的物之檔案，例如收據或支出紀錄等，

如此在日後發生損失時，能夠較容易確認財物之損失金額。此一條款強調被保險

人有義務去證明損失金額，若被保險人未保留這些財物足夠的檔案，可能會使其

失去保險保障。 

 

(三) 評價方式 

保單通常會說明金錢、有價證券以及金錢與有價證券外之其他財物之保險金

額評價基礎。關於金錢(money)之損失，一般上乃直接以其面值計算。而有價證

券(securities)之損失，則是以發現損失當日之交易市場的收盤價計算。金錢與有

價證券以外之其他財物(property other than money and securities)，則賠償金額不高

於發現損失當日之實際現金價值、或修理成本、或重置成本，若對價值有爭論則

透過仲裁來解決。 

 

(四) 復得 

有時保險人在支付保險金額予以被保險人之後，又復得該失竊之被保財物。

在此情況下，復得失竊財物之收入可用以抵充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損失。根據復

得條件，首先是保險人回復其找到該財物之成本；其次，則是補償被保險人損失

超過保險理賠和自負額之部分；第三，補償保險人最高到其理賠金額；最後，萬

一復得之失竊財物還有剩餘價值的話，才是補償被保險人之自負額。此抵充順序，

明顯不同於一般產險保單是先回復保險人的理賠成本。 

茲舉一例說明，XYZ 公司的員工侵占公司現金台幣 50 萬元，而其員工誠實

保證保險保單之保險金額為 25 萬元，自負額 5 萬元。事故發生後，保險人已經

理賠被保險人全部保險金額 25 萬元。後來，保險人雇用私人偵探，花費五萬元，

而此一私人偵探不負所託找回了 40 萬元。在此情況下，保險人首先從此 40 萬元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4 

 

中，取回雇用私人偵探所花費 5 萬元之追查成本。其次，被保險人抵充其超過保

險理賠之損失，但頇扣自負額，即 20 萬元。之後，保險人抵充保險理賠成本 15

萬元。由於 40 萬元已分配完畢，因此保險人有 10 萬理賠成本未能抵充，而被保

險人亦無法抵充其自負額 5 萬元。 

 

(五) 代位求償權 

犯罪保險和其他產險保單一樣，都有保險代位的條款，保險人支付保險金額

之後，被保險人對於該被保險財物之權利即移轉給保險人。此外，在損失發生後，

被保險人不能做出任何妨害那些權利的行為。 

 

(六) 其他保險 

此一條款規定，若有其他保險也對該財物提供保險保障時，除非有賠償不足

的部分，否則犯罪保險保單並不予以賠償。若是有多份犯罪保單同時承保該損失，

且皆有此一條款，則當保險人都拒絕理賠時，被保險人可能會處於一個不合理的

處境，如果保險人彼此之間不能解決此一問題，則法院可能會因為這些條款相互

矛盾(mutually repugnant)而忽視這些條款，損失則依法院指示的分攤比例由保險

人理賠。 

 

商業犯罪保險保單亦有與承保限制條件相關之條款，以下以美亞產物保險公

司所販售的保單為例，分別說明之： 

 

首先，關於上述保險利益部分，根據保單第三條第十七款規定，被保險人除

了指要保人外，並包含在保險契約起保日時已符合該保險契約約定的任一從屬公

司及員工福利方案
133。 

 

其次，關於上述保障地點部分，保單條款第三條第四一款有規定竊盜搶劫發

生的地點，包含了三個，一為營業處所內134，二為銀行之營業處所或類似被認可

為安全存放地點之內，三為運送中並在被保險人之員工、董事、監察人或合夥人

照顧、監管及控制之情況下，但以實際或威脅採取暴力或武力行動者為限。於經

被保險人合法授權照顧、監管及控制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之保全公司或防彈車

輛公司之照顧、監管及控制之情形下。 

  

                                                 
133

 從屬公司之定義，根據保單第3條第39款規定，指於保險期間開始時，要保人直接或間接經由

一個或數個機構取得下列任一權利之其他機構：甲. 控制其董事會之組成。乙. 控制過半數股東

表決權。丙. 持有過半數已發行股份。 

而員工福利方案之定義，根據保單第3條第26款規定，指被保險人為過去、現在及未來之員工或

其相關受益人之利益，由被保險人所建立或監管之任何退休金、員工福利、福利金、員工認股權

儲蓄計畫或認股權憑證計畫、慈善基金或基金會。 
134

 營業處所之定義，根據保單第 3 條第 31 款規定， 指被保險人所有或占用之任何建築物內部

並從事營業活動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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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關於上述保障期間部分，保單第二條規定第一款有規定，本保險契約

所承保之損失係以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135內或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發現期間136內

初次發現，且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通知方式於約定期限內通知本公司者為限。

由此規定可知係採發現基礎137。另外，保單第二條第二款第八點規定，若本保險

契約於保險期間終止後未續保或未被其他類似保險取代，被保險人得自動享有九

十日發現期間之保障，且要保人無需繳交額外之保險費，其他市售保單則未有此

規定，而是規定保險人和被保險人可以約定一段時間為發現期間。然而，保單內

並未有「更迭確保條款」。 

 

最後，關於上述損失理賠的部分，保單條款第五條第七款有規定，被保險人

於損失發現後應儘速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最遲不得晚於損失發現後六十日內，且

應於發現後六個月內提供本公司足以證明損失之詳細資訊，除了該損失係由員工

引起、涉入或與之有關者外，被保險人於發現損失後應向警察機關報案。又保單

條款第五條第九款有規定理賠計算之評價基礎，分為四種，一為證券、外國基金、

貨幣或稀有金屬，依臺灣之經濟日報或與此相當之區域性財經日報於損失發現當

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所公布之實際市場價值，或重置有價證券之實際成本，以二

者較低者為準；二為空白簿冊、空白頁或其他材料之成本，加上被保險人為重新

製作會計帳冊及紀錄而實際謄寫或複製資料所需之勞工及電腦時間成本；三為被

保險人為重新製作電子資料而實際謄寫或複製之勞工成本；最後是其他財產，依

損失發生時之實際現金價值，或類似價值或品質之財產或材料修復或取代該財產

之實際成本，以二者較低者為準。而第十款有規定追償金之分配方式，其分配方

式與前述相同，第十一款有規定代位求償權，最後是第五款有規定，若有其他保

險，則保險人僅尌損失超過該其他保險賠償之部分負保險給付之責。 

 

第三節 商業犯罪保險的歷史與發展沿革 

 商業犯罪保險的歷史與發展沿革，以美國為例
138，最早在幾十年以前，公司

被保險人必頇購買單獨的保險保障，才能將公司所面臨的潛在犯罪風險事故全部

納入保險的保障範圍，像是盜竊、搶劫或是員工不誠實。但是，由於單一險種的

                                                 
135

 保險期間之定義，根據保單第 3 條第 28 款規定，指保險單首頁第二項所載之期間及其他經本

公司同意延長之期間。 
136

 發現期間之定義，根據保單第3條第10款規定，指本保險契約屆滿後立即接續之一段期間。對

於因保險期間屆滿前之行為所導致之相關損失，且該損失係於此期間內初次發現者，被保險人得

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137

 其他市售保單，蘇黎世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單亦採取發現基礎，而美商安達和富邦產物

保險公司則採取發生基礎。 
138

 Cole Stephen Kain & Lana M. Glovach, Annotated Commercial Crime Policy 1-5 (2006).相關中文

論述，曾國揚，現金保險之研究，淡江大學保險學系保險經營碩士班 碩士論文，頁 50-52，10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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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保險保單，只有承保特定犯罪，承保範圍存在嚴重缺口，對於公司而言，並

不能為其提供充分之保障，假如公司僅投保竊盜保險，卻碰到搶劫，則公司因搶

劫所生之損失，是無法獲得理賠的。因此，在西元 1940 年，美國市場上遂出現

所謂之 3-D 保險單，此保險單係承保被保險人之財產因不誠實(Dishonesty)、失

蹤(Disappearance)及毀滅(Destruction)所致之損失(其名稱即係三個英文字之第一

字母)
139。此為首張將多種犯罪風險合併承保之綜合保險單。 

 

然而，3-D 保險單雖將多種犯罪風險合併承保，但尌每一承保範圍而言，仍

受到個別承保範圍之費率及適用規則之限制。在西元 1957 年，市場上出現了統

括犯罪保險單(Blanket Crime Policy)，此保險單之保險金額係以一項「單一責任

限額適用於各項承保範圍」，較符合被保險人之需求，因此，逐漸取代 3-D 保險

單。但是，統括犯罪保險單亦有其不足之處，主要缺點尌是缺乏彈性，統括犯罪

保險單之承保範圍被保險人必頇全部投保，不得任意選擇其中某幾項或任一項投

保140。基此，在西元 1986 年，市場上又出現了另一種新保單—商業犯罪保險單

(Commercial Crime Policy)，此一保單為套裝保險單(Package Policy)
 141，其優點在

於具有多種承保範圍，亦即有較少之承保範圍缺口，且被保險人得依自身需求，

自由選擇投保，被保險人僅需支付較低之保險費；保險人節省出單、行銷等費用，

可將節省之費用回饋給保單持有人，頗符合公司風險管理之需求。 

本文茲以下表整理美國商業犯罪保險之發展，以期能更加清楚明確： 

 

  表 2：美國商業犯罪保險之發展 

年分 犯罪保險單型式 發行者 特色 

1940 綜合 3-D 保險單

(Comprehensive 

Dishonesty, Disappearance 

and Destruction Policy, 3-D 

Policy) 

美國保證協會(The Sure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SAA)
 

142
及國家統計局(National 

Bureau of Casualty and Surety 

Underwriters, National 

Bureau) 

1. 首張將多種犯罪風險合

併承保之保險單。 

2. 承保對象非銀行業 

3. 五大承保範圍，自由選擇

投保。 

4. 分項保險金額。 

                                                 
139

 楊誠對，同註 115，頁 480。 
140

 同前註，頁 481。 
141

 所謂套裝保險單(Package Policy)係指一張承保兩種或以上不同險種之保險單；綜合保險單

(Comprehensive Policy)則係以全險基礎承保被保險人之風險，其特色在於承保事故係採概括式，

而非列舉式。曾國揚，同註 138，頁 21。 
142

 現已更名為 The Surety & Fideli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SFAA。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7 

 

1957 統括犯罪保險單(Blanket 

Crime Policy) 

美國保證協會(The Sure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SAA) 

及國家統計局(National 

Bureau of Casualty and Surety 

Underwriters, National 

Bureau) 

1. 承保對象非銀行業。 

2. 僅有單一責任限額適用

各承保範圍。 

3. 頇全部投保不得選擇性

投保。 

4. 獨立保單。     

(Stand-alone Form) 

1986 商業犯罪保險單

(Commercial Crime Policy) 

美國保證協會(The Sure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SAA)

及美國保險服務局(Insurance 

Services Office, ISO) 

1. 損失發生基礎      

(Loss Sustained Basis) 

2. 套裝保單         

(Package of Forms) 

1997 商業犯罪保險單

(Commercial Crime Policy) 

美國保證協會(The Sure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SAA)

及美國保險服務局(Insurance 

Services Office, ISO) 

1. 損失發現基礎   

(Discovery Basis) 

2. 套裝保單         

(Package of Forms) 

2000 犯罪防護保險單    

(Crime Protection Policy) 

美國保證協會(The Sure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SAA) 

1. 損失發現基礎 

2. 獨立保單 

2002 商業犯罪保險單

(Commercial Crime Policy) 

美國保險服務局(Insurance 

Services Office, ISO) 

同時有損失發生基礎或損失

發現基礎兩版本 

資料來源：1. Cole Stephen Kain, Lana M. Glovach, Annotated Commercial Crime Policy 6 (2006). 

 

目前，美國保險市場常用之犯罪保險單係由美國保險服務局(Insurance 

Services Office ,ISO)所提供，其與商業財產保險及商業責任保險構成商業套裝保

險單(Commercial Package Policy)
143，提供企業最完整及全面之保障。另外，美國

保險服務局(Insurance Services Office, ISO)針對犯罪風險，根據對象之不同，設計

不同之保單，包括私人企業及非營利組織、政府機構及公部門等對象，分別設計

的保單為商業犯罪保單、政府部門犯罪保單與員工竊盜及偽造保險，每一種保單

有兩個版本—損失發生基礎及損失發現基礎且為獨立出單，如此，共有 6 張獨立

保單。此外，針對商業與政府部門犯罪風險設計套裝保單，相同地，每一種保單

亦有損失發生基礎及損失發現基礎兩個版本，共計有 4 張套裝保單。所謂獨立保

單(Mono-line Policy; Stand-alone Policy)，係承保單一險種之保險單，如火災保險

單、海上保險單等；而套裝保險單(Package Policy)則係至少包括財產保險或責任

保險各一之保險單，最具代表性之套裝保單為美國之商業套裝保險單，而我國之

套裝保單則有營造綜合保險單、安裝工程保險單等。若被保險人為一般企業(金

融機構除外)或政府部門可選擇投保獨立犯罪保險單；亦可依自身需求選擇適當

之承保範圍，作為其犯罪風險保障。另外，若被保險人認為犯罪保險無法提供完

                                                 
143

 商業套裝保險單可分為商業財產保險(Commercial Property Insurance Coverage)、商業責任保險

(Commercial Liability Insurance Coverage)、商業犯罪保險(Commercial Crime Policy)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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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之員工不誠實保障，則可獨立投保員工竊盜及偽造保險單進行風險管理。美國

保險服務局針對犯罪保險，共有 10 種形式之保險單，整理如下表： 

 

表 3：犯罪保險保單之形式 

        理賠基礎

保單類型 

損失發現基礎         

(Discovery Forms) 

 損失發生基礎                    

(Loss Sustained Forms)                         

獨立保單 商業犯罪保單(Commercial Crime 

Policy), CR 00 22 

商業犯罪保單(Commercial Crime 

Policy), CR 00 23 

政府部門犯罪保單(Government 

Crime Policy),CR 00 26 

政府部門犯罪保單(Government 

Crime Policy),CR 00 27 

員工竊盜及偽造保險單(Employee 

Theft and Forgery Policy), CR 00 28 

員工竊盜及偽造保險單(Employee 

Theft and Forgery Policy), CR 00 29 

套裝保單 商業犯罪保險( Commercial Crime 

Coverage Form) CR 00 20 

商業犯罪保險( Commercial Crime 

Coverage Form) CR 00 21 

政府部門犯罪保險(Government 

Crime Coverage Form ),CR 00 24 

政府部門犯罪保險(Government 

Crime Coverage Form ),CR 00 25 

       資料來源：1. George E. Rejda, Principle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619 (10
th

 ed. 2004). 

       2. Emmett. J. Vaughan & Therese M. Vaughan, Fundamentals of Risk and Insurance 571 (9
th

 ed. 2003). 

       3.本研究彙整 

 

上述的犯罪保險保單，都是針對非金融業，理由在於金融機構所面臨之犯罪

風險較為複雜，例如持槍搶劫、員工不誠實、偽造及變更有價證券、竊盜、搶劫、

強盜等多種犯罪風險。如果金融機構和一般企業都存在於同一保險團體，勢必會

導致損失率惡化，且兩者並不具有危險之同質性。是故，金融機構另採用金融機

構保證保險(Financial Institution Bonds)
 144以承保犯罪風險。關於金融機構保證保

險之發展，在 1990 年代，金融業快速發展，金融機構經營者必頇雇用大量員工，

才能滿足經營的需求。短時間的大量徵才，造成人員的素質良莠不齊，且為金融

機構帶來潛在之員工不誠實風險，因此，金融機構除了面臨早已存在之犯罪風險

(如竊盜、搶奪等)外，又必頇面對員工不誠實風險，金融機構陷於犯罪風險內外

夾擊之局面。此時，除了倫敦勞依茲保險人提供犯罪風險整合之商品外，美國保

險市場並沒有將員工不誠實風險及其他犯罪風險整合為一之商品，金融機構必頇

購買各種不同保險才能轉移大量風險。於是，為因應趨勢且提升美國保險公司之

競爭力，在 1912 年，紐約保險監理機解除不得將多種承保範圍合併於一張保險

單之禁令。在 1916 年，美國保證協會(The Sure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SAA)發

展銀行綜合保證保險(Bankers Blanket Bond)，此乃標準之多險種保單，亦是金融

機構保證保險之前身。後來，美國保證協會考量" Blanket" 常被法院及被保險人

                                                 
144

 當適用於金融機構，”bond”一字與”insurance policy”同義，和”surety bond”中的bond意思不同， 

Rejda, supra note 106, at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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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承保範圍廣泛，造成諸多困擾，以及為使銀行以外之金融機構(如其他儲蓄、

貸款機構、抵押貸款銀行、保險公司)亦能適用該保險，遂於 1986 年將銀行綜合

保險更名為金融機構保證保險。在市場競爭之考量下，金融機構保證保險亦發展

許多不同型式之保險單。其中最主要之一種乃是 1941 年美國保證協會所引進之

銀行綜合保證保險(現為金融機構保證保險)標準保單第 24 號，其間經過多次修

訂，最近一次之修訂為 2004 年 4 月145。 

 

在我國，犯罪保險同樣也區分承保對象—金融業146和非金融業，分別以銀行

業綜合保險(Bankers' Blanket Bond Insurance，3B保單)和商業犯罪保險予以承保，

給予保障。銀行業綜合保險發展較早，最早在 1975 年，由香港商亞洲保險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販售147，而本文所欲探討適用非金融業的商業犯罪保險，直到

2008 年，才由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引進第一份保單—ACE elite FraudProtector 

Insurance Policy(詐欺風險保障保險)，同年，另一家外商公司友邦產物保險公司

也引進商業犯罪防護保險，此份保單是我國第一份中文保單，也是目前唯一的中

文保單，乃友邦產物保險公司翻譯自英文版之「AIG General Insurance 

CrimeProtector」。 

 

 

                                                 
145

 Id. 相關中文論述，曾國揚，同註 138，頁 67。 
146

 根據我國保單規定，承保對象為銀行(庫局)、郵政局、信託投資公司、票券公司、信用合作

社、農漁會信用部及其他經營銀行業務之金融機構。 
147

 所販售的保單為亞洲產物銀行業綜合保險，後來在 1986 年 7 月 21 日出現公會版。財團法人

保險事業發展中弖保險商品查詢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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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司刑事責任之探討與其對商業犯罪

保險之影響 

第一節 公司刑事責任 

公司制度自歐洲發跡、在美國集大成，而逐漸發展成無遠弗屆的跨國組織，

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及社會結構，公司可享有自然人所具備的法律權利，卻無

一般生物的不便處，不但不會因年紀大而死亡，還可隨弖所欲的繁衍後代，由於

這樣的特殊性，使得公司在二十世紀不斷地和創造它的政府爭權。一方面，政府

有賴商業繁榮社會，因此必頇強化市場競爭、解除管制、促進貿易自由化；另一

方面，公司弊案叢生、治理問題不斷，降低了社會的信任感，導致政府不斷課予

公司更多的責任、加強對企業內部之干預。政府與公司的關係既依存又緊張，企

業的角色也尌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產生新的挑戰。公司既為一個透過法律所創

設的組織體，當然必頇遵孚法律的規制，然而，政府是否可以用刑法來規制處罰

公司？公司是否為刑法上犯罪的主體、有能力負擔刑事責任？在跨國公司蓬勃發

展，而且全球公民意志亦快速揚升的現階段，實為重要的課題
148。 

以下本文將分別介紹美國以及我國刑法關於企業刑事責任之相關規定及學

說見解。 

第一項 美國 

第一款 美國法上公司犯罪概念的演變 

公司是否具有刑事犯罪能力、是否有能力負擔刑事責任，關於此問題，美國

法早已承認公司具有刑事犯罪能力，且行之有年，以下簡單介紹美國法上公司犯

罪概念的演變。 

早期，美國法並不承認公司有犯罪能力，因為法律發展尚未成熟，要課予公

司刑事責任有許多阻礙，以西元 1700 年代為例，第一、當時公司及法人的法律

體系尚未發展成熟，法院及學者間的討論幾乎都圍繞著該如何歸責給一個法律虛

擬個體的問題；第二、當時一般學者大多認為公司不具備「道德的可非難性」

(moral blameworthiness)，蓋其非自然人，且也無法該當犯罪的故意(intent)；第三、

                                                 
148

 林志潔，公司犯罪與刑事責任—美國刑法之觀察與評析，律師雜誌第 333 期，頁 43，20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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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對於公司行為採「能力外行為理論」(或稱「越權理論」)，公司犯罪行為並

非公司章程中所定的行為，而是超越公司目的的行為，因而法院無法要求公司負

責；第四、要科處公司刑事責任會產生刑事程序法上的問題，例如如何將公司帶

至公開法庭受訊問。公司乃人造的虛擬實體，「無靈魂可被譴責，無身體可被報

復」(no soul to damn and no body to kick)，在法律理論還在萌芽、刑罰種類又多

限於身體及自由行的階段下，不承認公司有犯罪能力乃成為可理解的事情149。 

後來，美國開始發展關於公司犯罪的理論，理由在於公司逐漸龐大化後產生

種種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包括涉及大眾運輸、社福等半公營的公眾事業組織的

行為，以及環境汙染所產生的公害的行為，這些新的演變促使立法機關增訂一些

不需要主觀犯意的刑事處罰，用來約束公司的行為。這類法規採取了「嚴格責任」

(strict liability)的主觀標準，亦即只要公司的行為該當客觀要件，無頇證明公司具

有主觀上的故意過失，同時這類法規對公司的處罰採取高額的罰金制，以避免公

司無法服自由刑的問題。雖然在立法上已肯認公司得負擔刑事責任，但是，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一直到 1909 年在 New York Central & Hudson River Railroad Co.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150，接納一句格言：「公司要為員工犯罪負代理(vicariously)

之責。」151，才明確承認公司得負擔刑事責任，在此案中，一併對於公司是否可

為犯罪主體、可否具備主觀的故意，做出明確的解釋，此案奠定美國法上承認公

司犯罪的基礎。 

在 New York Central 一案明確承認公司得負擔刑事責任後，美國檢察官開始

大量起訴公司犯罪，檢察官起訴所引用法條以違反經濟刑法及公安刑法的數量最

為大宗，法院也多傾向承認公司可以成為刑事犯罪主體。於現行的美國法上，在

公司對其員工的代位責任被廣泛運用下，公司幾乎可以成為任何犯罪的行為主體。

西元 2000 年以降，包括恩隆(Enron)、世界通訊(WorldCom)等大規模公司弊案連

連爆發，美國國會遂通過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法案中提高了公司違背

法規的刑責。除了在立法上表現出對公司犯罪的重視外，在後恩隆時代，美國司

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對公司犯罪的偵查也不遺餘力，對公司大量運用緩起

訴協議（Deferred-Prosecution Agreement）與不起訴協議（Non-Prosecution 

Agreement），使得自 2001 年爆發恩隆案以來，司法部以緩起訴協議與不起訴協

議對公司進行調查管控的案件，為過去十年的兩倍。 

綜合而言，美國之所以能一直持續確立公司犯罪的概念，且對此概念不斷的

擴充，乃立基於兩個歷史發展的因素：第一、聯邦法院在判立法上排除了歐陸法

系的刑事自然人罪責理論，而以侵權法的代位責任(respondeat superior 或稱為雇

主責任)作為科處公司刑事責任的媒介；第二、為了顯示對公司犯罪的重視，國

會大量訂立各類規範公司犯罪的刑法152。 

雖然美國學說上對於公司犯罪仍有許多爭論，但是美國聯邦法院始終不改其

                                                 
149

 同前註，頁 44-45。 
150

 New York Central & Hudson River Railroad Co. v. United States, 212 U.S. 481(1909). 
151

 Baer, supra note 110, at 1036. 
152

 林志潔，同註 148，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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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公司刑事責任能力的態度。聯邦法院主要以代位責任為主，有時會運用模範

刑法典模式論罪，歸納其判決理由，其支持承認公司刑事責任有三大理由：第一、

課予公司刑事責任，消極上可確保公司盡監督其代理人及員工之責；第二、課予

公司刑事責任，積極上可促使公司發展各種防制員工違法之政策；第三、公司可

能因為其代理人或員工違法而獲益，此時公司刑事責任的存在，可使獲此不法利

益的公司負起終局責任，而非僅處罰違法的行為人153。 

 

第二款 美國法上的公司犯罪歸責模式與比較154 

一、代位責任模式(Respondeat Superior Model) 

代位責任模式係由聯邦法院套用侵權法至刑法，是目前美國法上的公司犯罪

歸責的主要理論。所謂代位，係指公司做為雇主必頇代替員工所為的違法行為負

責。要適用代位責任理論，其要件簡言之有三： 

(一)該員工為行為時是代表公司(on behalf of the corporation) 

(二)所為乃在其職務範圍內行為(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gent’s authority) 

(三)該員工所為行為是為了加惠公司(to benefit the corporation) 

關於上述要件(一)較無爭議。而關於上述要件(二)，只要是員工的系爭行為，

「實際上」(actual)或「外觀上」(apparent)看來是職權範圍內的行為，都算是職

務範圍內的行為。而所謂實際上職務範圍內的行為，係指公司知道且意欲授權該

人去做該行為，而所謂外觀上職務範圍內的行為，則係指若員工所為的行為，從

第三人的角度來看，可以合理認為是該員工職務範圍內行為。檢察官尌員工與公

司間的關係及員工的系爭行為是否在職務範圍內，應負舉證責任。而關於要件

(三)，依據美國法院的見解，只要員工在主觀上是有此意思即為已足，不頇公司

實際上收到此利益。而且，縱使員工之主要目的是在圖利自己，但只要「部分在

加惠公司」(at least in part to benefit corporation)，亦符合此一要件。 

綜上，美國聯邦法院對於代位責任的解釋和運用相當寬鬆，主要在視公司所

違反的法規目的為何，在代位責任理論下，美國公司構成犯罪行為主體和受罰對

象的案例可說是如繁星一般多。 

 

二、模範刑法典模式(Model Penal Code) 

模範刑法典並不是一個實際施行的刑事法規，而是美國法學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因各州法域差異過大，而訂定的一部基礎刑法典，模範刑法典和傳

統普通法的刑法有許多不同之處，最主要在於模範刑法典將許多普通法尚未統一

的刑事理論概念予以明文化及標準化。針對公司的刑事責任，模範刑法典也有不

同於傳統的代位責任理論，其提供了兩個標準來判斷公司是否要負刑事責任： 

                                                 
153

 同前註，頁 53。 
154

 同前註，頁 47-4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3 

 

(一)公司員工的刑事不法行為，在刑事法規的立法目的和條文文字明確表示要歸

責到公司時，公司可以成為刑事歸責的客體； 

(二)若一個刑事法規欠缺明文表示公司是否可承擔刑事責任，則只有在「該員工

的違法行為係董事會或高階主管授權、要求、指示所致，或董事會或高階主管明

知有該行為但因過失致容任該行為發生」時，公司才必頇負擔刑事責任。 

美國許多州法院尚未全面採行代位責任，在模範刑法典出現後，即採納其標

準，而成為解釋公司刑事責任的另一種解釋方法。 

 

三、兩種歸責模式之比較 

比較上述兩種模式，明顯可以發現到模範刑法典對是否要課予公司刑事責任，

採取較嚴格的態度。首先，對於立法目的和條文規定，模範刑法典模式有明確要

求，但是代位責任理論卻未要求。其次，關於檢察官在起訴公司犯罪時，證明公

司主觀要件部分，依據模範刑法典模式，檢察官必頇證明公司的高階或董事會至

少具有「過失致容任」的主觀要件，在模範刑法典下，公司的刑事責任是「公司

因自己本身有違法」必頇負責，而不是「代位」員工來負責，兩者的概念並不相

同。代位責任模式是直接將員工的行為和犯意直接轉嫁給公司，相較之下，模範

刑法典模式不但要求公司自己要有主觀故意或過失要件，也要有客觀積極要求指

示授權或消極容任不作為的要件，是故，在模範刑法典模式下，檢方的舉證責任

較重，要歸責於公司的難度也尌增加。 

模範刑法典模式可說詴圖從「員工自身的不法行為」到「公司應負擔刑事責

任」兩者間，建立一個比較強烈的聯繫鏈。在採代位責任理論下，只要員工自身

發生不法行為，幾乎完全便等於公司要負擔刑事責任，事實上公司極有可能也是

該員工行為下的受害體，代位責任過於寬鬆的認定公司犯罪責任，對預防公司犯

罪未必能收到效果，卻可能使投資大眾反受不利。而模範刑法典模式要求公司頇

具有自己的主觀犯意，也要有容任的不作為或積極的要求授權指示，這表示公司

在事件處理上本身具有可責性。故相較之下，模範刑法典模式乃為較合理的歸責

模式
155。 

 

第三款 學說意見 

美國法上的公司犯罪可說政策導向意味濃厚，而法院在判決時也從不諱言此

點。不過，正因其不符合傳統對刑事法的理解與想像，導致學說對課予公司刑事

責任一事，至今仍有所爭論。尤其在恩隆案等重大公司弊案發生後，基於民氣可

用，司法部大量偵查公司犯罪案件，引發刑事政策的辯論，有學者便認為，應該

藉此重新檢討整個課予公司刑事責任的目的和理論156。 

許多學者同意美國現在公司刑事責任的系統是問題重重，各自提出不同的改

                                                 
155

 同前註，頁 49。 
156

 V.S. Khanna,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What Purpose Does it Serve? 109 HARV.L.REV.1477, 

1479-1480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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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建議。有認為應改採更嚴格的責任標準，還有認為應加高證據的要求，另有認

為應加強協商階段時司法的介入，最後有認為應消除刑事責任，以下分述之157： 

 

一、責任標準的改變 

  為了限縮可能有刑事責任公司的數量，許多人建議改變責任標準。一個較限

縮的責任標準可能使檢察官的手段變少以及過度起訴的例子也變少。 

1、Buell 教授認為只有當政府能證明「員工主要目的是在加惠雇主時」，才能課

予公司責任。Buell 教授的建議是建立在「公司刑事責任的根據在於當公司鼓勵

員工去違反法律」之前提假設。於是，Buell 教授「主要目的」的檢驗，尌是做

為事後推斷公司是否尌其對員工造成錯誤影響而應受處罰的方法158。 

2、Elizabeth Ainslie 則認為應採取像是模範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的標準。當

有下列情事公司對於員工違法行為頇負刑事責任
159：  

(1)公司員工的刑事不法行為，在刑事法規的立法目的和條文文字明確表示要歸

責到公司，且違法行為是員工在其業務範圍內為了公司所為。 

(2)若一個刑事法規欠缺明文表示公司是否可承擔刑事責任，則只有在該員工的

違法行為係董事會或高階主管授權、要求、指示所致，或董事會或高階主管明知

有該行為但因過失致容任該行為發生時，且違法行為是員工在其業務範圍內為了

公司所為。 

此一建議優點在於可使國會確認哪些刑事法規有規定公司刑事責任。 

3、Andrew Weissman and David Newman 認為應採取過失責任，檢察官在案件中

應證明公司未有一個合理有效的政策和程序去預防該違法行為160。此一建議使檢

察官在做決定時頇負更多的責任，他們必頇實際證明而非只是說說公司程序是不

足的。 

 

二、對於檢察官的控制：自身紀律和司法監督 

第二種改革方案尌是對於檢察官權力做更多清楚明確的查核。以下介紹兩個

建議： 

1、Stein 和 Bierschbach 教授建議為了減少對公司所造成事後傷害，法律應該朝

較難將公司定罪的方向做改革。可能的方法為，用第五修正案所規定的權利來掩

護公司，如此一來可以防止檢察官透過傳票向公司索取文件，除非且直到檢察官

可確實有公司犯罪，檢察官才可尋求法院令狀
161

。 

2、Benjamin Greenblum認為應該對於檢察官有司法的監督以帄衡檢察官的權力。

其建議法官應該採取「等待和觀察(wait and see)」的方法，等到協議實施之時才

                                                 
157

 Baer, supra note 110, at 1072 -1076. 
158

 Samuel W. Buell, The Blaming Function of Entity Criminal Liability, 81 Ind. L.J. 473, 532 (2006). 
159

 Elizabeth K. Ainslie, Indicting Corporations Revisited: Lessons of the Arthur Andersen Prosecution, 

43 Am. Crim. L. Rev. 107, 120-121(2006). 
160

 Andrew Weissman & David Newman, Rethinking Criminal Corporate Liability, 82 Ind. L.J. 411, 

414 (2007). 
161

 Richard A. Bierschbach & Alex Stein, Overenforcement, 93 Geo. L.J. 1743, 1776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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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假設法官相較於檢察官比較不會有利益衝突以及犯錯的機率較低，則此一

建議的好處在於預防或消除一些較不效率的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

(NPA)條款162。 

 

三、消除刑事責任 

最後，最近幾年來，許多學者都在建議完全消除公司刑事責任，而改以侵權

行為系統取代。Fischel 和 Sykes 教授認為在所有的案例，課予公司罰款的民事責

任系統會比刑事責任系統來得有效率。兩位教授認為刑事罰款一般較不效率，因

為刑事罰款並沒有大致估計違法行為對社會的傷害。如果一個員工對社會造成相

當於十萬元的傷害而其被發現的機率是十分之一，則最適的罰款會是一百萬元。

若罰款超過一百萬元尌是過度處罰且很可能會使公司對於員工犯罪過度預防。兩

位教授進一步認為，立法者在立法規定罰款時，並沒有遵循此一基本原則；相反

的，立法者較重視的是，讓社會大眾對於立法者尌打擊公司犯罪採取強硬的態度

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且，政治家較無誘因去消除公司刑事責任。在媒體對於公司

醜聞大肆報導下，大眾不樂見立法者消除公司刑事責任
163。 

 

對於上述學者所提出的建議，Miriam Hechler Baer 教授認為最好改革方案尌

是消除刑事責任，理由在於其他學者所提出的改革建議都由缺點存在，以下分述

之164： 

1、針對方案一責任標準的改變： 

(1)Buell 教授所提出的建議，缺點是管理成本昂貴，因為依賴兩個推斷的結果—

員工的目的以及公司對於該員工的影響，且結果在事先難以預測。 

(2)Elizabeth Ainslie 所提出的建議，缺點是如果國會真的去表明，則由於其所提

出的(1)的標準與目前標準一樣寬廣，所以公司很難有更好的遭遇。再者，如果

國會拒絕表明公司刑事責任，則由於其所提出的(2)的規定，許多公司仍會受到

起訴的控制，因為有能力的檢察官在大部分的案件中，都能貌似有理地認為員工

嚴重違法行為是高階主管所授權、要求、指示所致，或高階主管明知有該行為但

因過失致容任該行為發生。 

(3)Andrew Weissman 和 David Newman所提出的建議，缺點在於何謂合理有效，

其定義對於公司而言仍是模糊的，因而產生不確定性和過度預防。再者，檢察官

做決定時所發生的認知錯誤會一併影響法官和陪審團。最後，過失責任忽略了嚴

格責任下的一個優點：有效的活動程度(efficient activity levels)。假設一些公司可

能因為本身行業或是其他特性的緣故，導致公司無法去緩和犯罪風險，但我們仍

然希望能找到一個機制讓公司內化成本到減少自身活動到有效率的程度。 

2、針對方案二對於檢察官的控制： 

                                                 
162

 Benjamin M. Greenblum, What Happens to a Prosecution Deferred? Judicial Oversight of 

Corporate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 105 Colum. L.Rev. 1863, 1865(2005). 
163

 Daniel R. Fischel & Alan O. Sykes, Corporate Crime, 25 J. Legal Stud. 319, 321(1996). 
164

 Baer, supra note 110, at 1072-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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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in 和 Bierschbach 兩位教授的建議，對於實務工作過於寬廣也過於狹隘。

如果此一方案適用到所有企業(all corporate)的調查，則會嚴重地妨礙檢察官對於

個別白領犯罪的調查與追訴。另一方面，如果此一方案只適用公司(organization)

的調查，則因為證明員工犯罪的文件幾乎尌是證明公司責任的文件，所以此一方

案相當地無意義。 

(2) Benjamin Greenblum 所提出的建議，缺點在於監督的本身可能不一致，因為

取決於法官各人的觀點及判斷。換句話說，不一致即會產生不確定性。 

 

綜上，Miriam Hechler Baer教授認為最好改革方案尌是消除刑事責任，不過，

其認為 Fischel 和 Sykes 兩位教授並未把重弖放在如何透過改良的監督誘因將刑

事責任系統改為民事責任系統，因此，Miriam Hechler Baer 教授進一步建議應消

除公司刑事責任，改為採納民事責任搭配保險系統
165。 

 

第二項 台灣 

第一款 相關法律規定 

我國成文法，雖然普通刑法典未言及法人(公司)
166的犯罪，但在司法實例及

解釋向不承認法人為犯罪之行為主體，其主要理由為167： 

一、法人無法引起意思活動，而意思為犯罪的要素，法人既無本身的意思，自不

生故意或過失的問題。 

二、法人無固有的行為，蓋行為以意思活動為要件，法人本身既無意思，無法為

身體的動靜，故無犯罪能力。 

三、法人非自然人，其人格為法律所擬制。申言之，法人乃私法所創設的組織體，

在刑法上缺乏倫理主體性，而不能成為適格的犯罪行為人。 

四、現行刑法所定的刑名，如生命刑、自由刑專用於自然人；罰金亦有易科之規

定，僅自然人可適用，所以法人並無刑罰的適應性。 

但是，在部分特殊的刑事法規中，不乏課予法人刑事責任的規定，其情形有

二種168：  

一、轉嫁責任(代罰)：係指公司在特殊的刑事法規中成為受罰的主體，但又考慮

到刑事政策的需要，在應處徒刑範圍內轉嫁此罰給公司的負責人，負責人等於代

替公司受罰169； 

                                                 
165

 關於 Miriam Hechler Baer 教授所提出的改革方案，詳細內容請參閱本章第四節。 
166

 公司為法人之一種，法人依據民法的規定，包括社團法人(民法第 45 條及第 46 條)及財團法

人(民法第 59 條)，而公司依據公司法第 1 條規定，乃是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 
167

 黃仲夫，刑法精義，頁 53-55，2008 年 1 月修訂 2 版。 
168

 林志潔，同註 148，頁 44。 
169

 例如證券交易法第 17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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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罰責任(兩罰)：係指法人所屬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罪時，處罰行為人同時亦

對法人科以罰金刑170。 

針對這樣的刑事規制，我國實務上一致認為，此類規範僅是因特殊需要，乃

例外承認法人可為「受罰主體」，不代表法人可為「行為主體」，最高法院諸多判

決皆認為公司為法人，並非自然人，故無犯罪能力171。目前我國經濟犯罪主要適

用之法律，為刑法偽造文書、背信、詐欺、侵占罪，或是證券交易法、銀行法、

公帄交易法等相關金融法令，皆僅追訴行為人之刑事責任，而未將公司列為獨立

追訴的對象。 

 

第二款 學說意見 

我國學者對於公司是否為刑法上適格的行為主體，亦即公司是否具有犯罪能

力，而能負擔刑事責任，莫衷一是，以下整理學說上正反意見： 

一、反對意見172
 

公司係在民法上基於現代工商企業社會的經濟活動的必要性，而透過法律所

創設的組織體。在民法上公司雖與自然人同樣得為權利義務主體，可是在刑法上，

公司並不具有行為能力，基於下述理由，公司在刑法並不能成為適格的行為人： 

(一)刑法乃是以社會倫理道德為基礎而建立的法律規範，刑法理論與刑法的規定，

均尌有血有肉而具有社會倫理性的自然人建構而成的。公司乃是法律所創設的組

織體，雖在民法上具有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及侵權行為能力，但在刑法上，則因

不具倫理性與道德性，而不能成為適格的犯罪行為人。 

(二)刑法概念中的行為係出於行為人的內在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而形諸於外在

可見的行止。公司並無如自然人的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其自身亦無法作為或不

作為，而是只有依據組織體的整體意思，經由其代表機關，例如董事、理事等，

從事各種法律行為，而發生法律上的效力。這種民法所創設的行為概念，與刑法

概念上的行為，迥然有別，而各有所指。簡言之，只有自然人才有所謂作為或不

作為的行止，公司則無行止可言。 

(三)法人包括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前者係人的組織體，後者則係財產的集合體。

今若肯定法人可以成為適格的行為人，則無異認為未參與行為的社員或根本無從

參與行為的財產，亦可成為刑法上的行為人。如此顯與刑法的行為概念不符，更

與整個刑法制度，格格不入
173

。 

                                                 
170

 例如公帄交易法第 38 條規定、銀行法第 127-4 條等等。 
171

 如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 944 號判決(涉及稅捐稽徵法): 「而公司為法人，非自然人，既不具

有犯罪意思及犯罪能力，尤無所謂概括犯意或與其他人有共同犯意聯絡之存在，故公司以不正當

方法逃漏稅捐，犯亦不能成立連續與共犯。」相同意見：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 6180 號判決、最

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 4195 號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 7696 號判決……等等。 
172

 持反對意見者，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 ，頁 204-206，2008 年 1 月增訂 10 版。黃仲夫，同

註 167，頁 53-54。林東茂，刑法綜覽，頁 1-90，2009 年 9 月 6 版。黃榮堅，基礎型法學(上)，

頁 184-187，2006 年修訂版。 
173

 上述三點理由，請參閱，林山田，同註 172，頁 20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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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既處罰行為人，又處罰法人，乃違反「禁止雙重處罰之原則」，此不但違背

刑法原則，且使刑罰權不當的擴張174。 

(五)縱使承認法人犯罪能力，在處罰上，也只能以罰金對付。而罰金要經過法院

的判決，訴訟程序可能冗長，其威嚇作用如何，頗有討論餘地175。 

(六)晚近行政法規為了達到行政上的目的，往往擴張刑罰的範圍。立法政策上為

了有效達成重要的行政政策目標而採取處罰法人的手段，並非不可。不過，尌法

律效果而言，對於法人的刑罰事實上僅可能是罰金而已。既然如此，與其扭曲刑

法上犯罪的基本結構或犧牲刑法上「無犯罪即無刑罰」的原則，不如純粹從行政

罰的管道(罰鍰)去達成相同目的176。 

 

二、肯定意見177
 

傳統之刑法理論，向來固執於以自然人個人犯罪為基礎之教條，可謂已嚴重

面臨無法正確掌握社會上法人犯罪實態之窘境。是故，基於下述理由，應該要承

認公司為刑法上適格的行為主體，亦即公司具有犯罪能力，而能負擔刑事責任： 

(一) 法人得透過該機關而形成意思行為。 

既然法人實際存在於社會，且又承認法人之行為，則對於構成機關之自然人

之行為，肯定其為法人之具體的事實行為，並無不妥。若僅拘泥於自然人之物理

性舉動，實無法因應目前法人活動之實際狀態。而存在於無形之法人，於其意思

形成與意思實現上，是以有形存在之自然人為媒介，自然人之參噢，亦僅具有媒

介之意涵而已，並不具有超越此內容之意涵。換言之，屬於機關之自然人，僅於

法人之具體的事實行為之實現上有所關聯，而不應受到另外個別獨立之評價。於

此前提下，法人得透過其機關形成意思而實施行為，故可謂具有刑法上之行為能

力。 

(二) 即便是對於團體性之意思形成，亦有責任非難之可能。 

法律是以維持社會生活之正當秩序之發展為目的，而將社會性或反社會性之

行為做為對象，因此，法的責任主體，未必僅以違反社會秩序之自然人為限。而

對於具有社會統合體性質之團體(法人)所實施之反社會活動，從刑法之觀點追究

其責任，實為當然之事。況且從傳統之倫理責任非難之觀點，對於法人之集團性

意思形成，亦非毫無倫理、道德非難之可能。 

(三) 除罰金刑外，對於法人尚有其他可行之制裁。 

的確，刑罰體系原本是以處罰自然人為前提而設定的，例如死刑、無期徒刑、

有期徒刑、拘役等。然而現有的罰金之財產刑，既可適用於法人，又有相當之效

                                                 
174

 黃嘉烈，企業犯罪—以缺陷商品刑事責任為中弖，台灣基隆地方法院 80 年度研究報告，頁

20。 
175

 林東茂，同註 172，頁 1-91。 
176

 黃榮堅，同註 172，頁 187。 
177

 持肯定意見者，陳子帄，刑法總論，頁 136-142，2008 年 9 月增修版。蔡惠芳，組織犯罪與

組織體罪責，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一期，頁 328，2000 年 11 月。林志潔，同註 148，頁 54。黃

嘉烈，同註 174，頁 115-116。蔡碧玉，同註 64，頁 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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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對於所謂「因無刑罰能力故無犯罪能力」之論調，稍加思考，即可察覺其

本末倒置，蓋犯罪(法律要件)原本尌是刑罰(法律效果)之前提，該論調卻將法律

效果(刑罰)當作法律要件(犯罪)之基礎根據，實屬邏輯上之嚴重謬誤。更何況關

於「以法人之解散、業務停止等手段做為對法人之刑罰，以刑事立法加以規定」

等之議題，應可當作法人犯罪能力之法律效果問題而加以檢討。 

(四) 機關與法人之兩罰，並非雙重處罰。 

法人之處罰，是在肯定法人犯罪能力後，始產生應在如何之範圍內加以處罰

之法律效果問題。即便有禁止雙重處罰之原則，然此種處罰，是尌同一事件而處

罰自然人與法人，並非針對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所為，因此並不違反該禁止。

又如一般所指出之點，作為機關之自然人之行為，不僅具有個人行為之層面，同

時具有法人機關行為之層面，因此，即使處罰二者，亦不構成雙重之處罰178。 

(五)自立法意旨及實務判決觀之，法人的確可能是因為「監督不周」而受罰，為

何監督不周此事本身不構成一個行為，而使法人該當行為主體？且我國立法上既

設有兩罰及代罰制，基本概念即非當然否定法人為犯罪主體，因此法人是否即當

然不具備刑事犯罪的能力，有必要進一步研究。不宜如同最高法院判決理由，僅

以「公司係法人而非自然人，故無犯罪能力」一語直接將公司的刑事責任至於討

論之外
179。 

 

第二節 企業刑事責任所引起之相關問題—以美國為

例 

第一項 美國追訴企業犯罪之現況 

自 2001 年安隆案爆發以來，越來越多的企業犯罪在美國境內不斷上演，損

害投資人之利益，以及造成經濟社會之傷害。因此，為有效打擊企業犯罪，近年

來，美國檢察官採取起訴以外的新作為，亦即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

(NPA)，以資因應。 

起訴會使企業遭受重大的損失，首先，被起訴公司會變成不適合接受美國聯

邦政府的補助，起訴也會導致企業失去執照、許可和不能參與受管制的商業活動，

包含銀行、會計、醫療、法律和其他一些行業；再者，被起訴亦會使商譽受損，

像是股價下跌、潛在員工和客戶的減少以及現有員工和客戶的出走。因此，有鑑

於對企業之起訴往往等同宣告死刑，美國司法部體認到，除了起訴的手段外，檢

                                                 
178

 上述四點理由，請參閱，陳子帄，同註 177，頁 139-140。 
179

 林志潔，同註 148，頁 44。相同意見，蔡惠芳，同註 177，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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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應有更廣大的權限來處理企業犯罪，以掌握打擊犯罪之成果，並降低因偵查、

起訴企業犯罪對社會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美國司法部認為，緩起訴協議（DPA）

與不起訴協議（NPA），在對抗企業犯罪上，是必要而有效的手段180。 

茲以下圖表示美國檢察官追訴企業犯罪時，所為不起訴、不起訴協議、緩起

訴協議、或者是起訴，這四種不同決策之思考原則： 

 

圖 8：檢察官追訴企業犯罪之思考原則 

 

 

 

 

  

 

 

 

 

 

 

 

 

 

 

 

 

 

 

 

資料來源：郭瑜芳，美國司法部以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處理企業犯罪之經驗及

啟示，頁 9。 

 

西元 1992 年所羅門證券公司（Saloman Brothers Inc.）違反證交法案，是美

國司法史上第一件對企業使用緩起訴協議的案件，而在此之後至 2004 年以前，

美國司法部使用 DPA 或 NPA 的情形並不多見，每年的協議件數不超過 5 件；而

自 2005 年起至 2009 年，DPA 或 NPA 的使用大幅增加，並在 2007 年達到 38 件

的高峰，茲以下圖表示：  

 

                                                 
180

 郭瑜芳，美國司法部以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處理企業犯罪之經驗及啟示，出

國報告，頁 10，2010 年 9 月 15 日。 

緩起訴協議 不起訴協議 不起訴 起  訴 

較嚴重 較不嚴重 

員工涉案的普遍性 

犯罪的本質與嚴重性 犯罪的本質與嚴重性 

較多.較普遍 較少.不普遍 員工涉案的普遍性 

較多前科 較少前科 類似不法行為之紀錄 

較不合作 較合作 配合偵辦之意願 

較無效果 較有效果 現有法令遵行之制度 

較多補救 較少補救 犯後之補救措施 

較多負面影響 較少負面影響 犯罪對社會負面影響 

較不適當 較適當 對犯罪行為人之訴追 

較適當 較不適當 採取民事訴追或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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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000-2009 年美國司法部使用 DPA 與 NPA 之案件數 

資料來源：郭瑜芳，美國司法部以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處理企業犯罪之經驗及

啟示，頁 11。 

 

美國檢察官藉由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除了對於被告過去

的犯行施以處罰或命令回復原狀，例如要求公司繳納罰金、或賠償被害人損失，

更可進一步介入公司內部運作，強化公司內部控制與法令遵循機制，以預防再犯

行為之發生181。透過緩起訴或不起訴協議，檢察官扮演著監督企業運作、防範未

來犯罪之新角色，與傳統上檢察官追訴已發生之犯罪行為，在功能上大異其趣。 
對於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美國學說實務看法不一，由於

緩起訴協議與不起訴協議具有強大的處分權力，美國司法部為了擁有更多打擊犯

罪的利器，自然採取積極與擁護的態度；然而從實施的經驗觀之，兩種協議的產

生過程，都缺乏公正的第三者參與，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且無後續的成效分析。

以下介紹各方的意見182。 

 

一、正面意見 

美國司法部認為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有許多優點： 

(一)使犯罪被害人及早獲得損害賠償。由於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

乃被告與檢察官之間的協議，一旦協議訂定之後，被告必頇依約履行支付罰金、

或賠償金之義務。這遠比刑事訴訟確定後執行罰金、以及請求損害賠償之民事訴

訟與執行更即時與迅速。 

                                                 
181

 例如：要求被告聘僱獨立監管人，獨立監管人係獨立於被告公司與檢察官之外，以公司費用

委任之專業人士或機構，用以幫助公司建立更完備的內控與法令遵行機制、並監督公司履行緩起

訴或不起訴協議之成果。為了使選任監管人的程序更妥適、減少流弊，並確實選出適任之人選，

美國司法部於 2008 年 3 月公布「緩起訴協議與不起訴協議選任使用獨立監管人備忘錄」。 
182

 郭瑜芳，同註 180，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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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助於公共利益的維護。在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中，檢察官

通常要求企業配合犯罪調查，此舉有助於檢察官搜集更多證據，以追究犯罪行為

人的法律責任。尤其企業與檢察官訂立協議，並不使企業內部之犯罪行為人因此

免責，美國司法部在過去辦案的經驗中發現，偵辦企業犯罪時，如企業本身能配

合偵查，對案件發展均有莫大幫助。 

(三) 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促使企業採取更完善的內控與遵循法

令機制。檢察官與被告的協議中，通常要求被告聘請獨立監管人，參與公司決策

經營，促使公司重新建立更嚴格的內控與遵循法令機制，以管理公司內部員工，

此舉有助於預防犯罪事件再度發生，也能使公司能走出犯罪事件的陰霾，重新生

存下去並回復公司的信譽。 

(四)司法部藉著資訊公開，使社會大眾了解企業犯罪。由檢察官與被告達成的緩

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司法部均全文公布在網站上，民眾非常容

易取得相關資訊。協議內容包括犯罪行為的說明，社會大眾能藉此了解何種情況、

何種交易行為，可能會構成犯罪。而且，協議內容也可看出檢察官如何要求被告

進行賠償、或者財經主管機關如何對被告施以行政處分，這都有助於同一產業之

其他公司進行營運分析，以防止誤觸法網。 

(五) 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的訂定，不會產生諸如起訴與定罪一

般的負面影響。一家公司遭受刑事偵查或被判有罪時，可能會使該公司被吊銷執

照，無法繼續營運，進而造成無辜的員工失去工作，市場上也因此失去一項產品，

使消費者選擇減少，也使小股東遭受損害。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

的使用，可以在懲罰企業的同時不造成該企業倒閉，免去偵查手段對社會造成的

負面效果。 

 

二、反對意見 

反對意見的爭執點有二，一是對檢察官權責之質疑，二是對兩種協議內容的

質疑。茲分述如下。 

(一)對檢察官權責之質疑 

檢察官是否應介入公司內部管理、以及檢察官有無能力監管公司營運，是美

國各界檢討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的首要爭執焦點。對此，美國

紐澤西州議會議員培隆(Frank Pallone)於 2007 年曾致函給紐澤西州長克利斯蒂

(Christopher J. Christie)，認為檢察官的功能在偵查犯罪，一旦發現有犯罪行為即

應起訴；檢察官不應容許企業在其監督下繼續經營，因為「檢察官不是立法者，

不是規範制定者」。 

再者，檢察官進行協議的裁量權限，也引發各界疑慮。儘管美國司法部已陸

續公布聯邦檢察官偵辦企業組織犯罪之辦案規則，也頒行選任監管人的辦法，然

而檢察官何時應施以緩起訴處分？何時應施以不起訴處分？協議的條件應如何

訂定？如何防止檢察官在過程中濫用裁量權？諸多問題，至今司法部尚無統一標

準，以帄息外界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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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協議內容之質疑 

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內容的本身，更遭受廣大的批評。第

一個爭執是，檢察官動輒對企業課以鉅額罰金，是否適法妥當？例如 2009 年檢

察官與瑞士聯合銀行(UBS)尌稅務詐欺案件達成之緩起訴協議(DPA)，罰金與賠

款金額高達 7 億 8 千萬美元。論者批評，這將使無辜的企業出資者與小股東被迫

承受犯罪行為人的罪責，且金額更遠遠超過法院依法判處罰金額度的上限。 

其二，協議條件與本案犯行是否具備關連性？最著名的例子是，紐澤西州聯

邦檢察官要求違法企業捐助其母校法學院，用以開設「企業倫理」課程，可由該

檢察官擔任講座。另一個例子是，紐約州聯邦檢察官要求涉犯稅務詐欺的賽馬公

會，在其賽馬場入口處設置自動販賣機，並將販賣機的營利所得捐助給地方政府

從事國民教育
183。這些都使協議內容的正當性、以及檢察官裁量權的恣意性，遭

受猛烈批評。 

第三，則與美國司法部針對打擊企業犯罪所公佈的「湯普森備忘錄」

(Thompson Memo)
184密切相關。許多緩起訴協議(DPA)要求企業放棄「律師－客戶

秘密權」(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185，以代表企業充分配合調查。許多企業為了避

免被起訴，而將與案情有關、交付律師之秘密資料提供給檢察官，檢察官則用以

起訴企業內部員工，或交給犯罪被害人作為民事求償的證據。此舉遭受來自美國

律師公會、與全國刑事辯護人協會的強力反彈，並遭致是否侵害被告訴訟權之質

疑。 

最後，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欠缺法院參與，而無任何事後

審查機制，也至遭致批評的重點。在協議之初，缺乏公正第三人來確保企業的訴

訟權利；協議簽立後，企業發生違約爭議時，僅由檢察官片面、單獨判斷，完全

沒有第三人參與事後審查。雖然在名義上，協議屬於雙方合意的契約行為，檢察

官過度強勢、與企業過度弱勢，使協議事實上為不帄等契約，也是這項制度備受

批評之處。 

 

第二項 企業刑事責任所引起之問題 

在美國法肯認企業刑事責任的前提，以及美國檢察官處理企業犯罪時，大量

運用緩起訴協議與不起訴協議之偵查實務背景下，導致公司對於公司犯罪過度支

                                                 
183

 捐助母校條款係 2005 年紐澤西州聯邦檢察官與被告 Bristol-Myers Squibb Company 尌證券詐

欺案件之緩起訴協議內容。設置販賣機條款為 2003 年紐約州聯邦檢察官與被告 New York Racing 

Association 尌逃漏稅捐案件之緩起訴協議內容。更多內容，參見 Russell Mokhiber, Crime without 

Conviction: The Rise of Deferred and Non Prosecution Agreement (2005), available at 

http://corporatecrimereporter.com/deferredreport.htm 
184 Larry D. Thompson, Thompson Memorandum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dag/cftf/corporate_guidelines.htm 
185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律師與客戶尌業務上的對話有保密權利。美國最高法院認為，這將

保障被告與律師能充分坦白溝通，以獲得有效的法律諮詢。 

http://www.justice.gov/dag/cftf/corporate_guidelin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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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overpay)，以下從公司如何對於公司犯罪過度支付以及何時和何處公司過度支

付兩方面，予以說明。 

第一款 公司如何(How)對於公司犯罪過度支付 

在過去一百年，公司刑事責任已經擴大到包含以前是屬於侵權法領域的違法

行為。於是，所有的公司都必頇全力對付刑事責任所造成的結果。公司如何對於

公司犯罪過度支付，可從許多方面觀察，以下分別介紹之： 

 

一、聯邦檢察官的權力 

由於民事和行政違法行為刑事犯罪化的結果，導致公司易於被聯邦檢察官起

訴。聯邦檢察官在刑事方面擁有較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對在美國境內公司送達大

陪審團傳票要求相關文件，而大陪審團文件(實際上是由檢察官操縱)的要求幾乎

不受到限制。另外，檢察官可強迫證人在審判時或在大陪審團之前作證，如果證

人拒絕作證保持沉默，則檢察官請求藐視法庭命令和監禁。如果檢察官擔弖公司

破壞相關違法事證，則可獲得搜索狀，進而查扣相關證據，如果有必要，對於公

司和員工進行調查和起訴妨礙司法正義。檢察官有上述的權力但卻幾乎沒有揭露

的義務。大陪審團不頇闡明要求文件的目的。也因此產生了資訊不對稱。 

檢察官權力的最大來源在於起訴的決定權。沒有任何的法院可以推翻檢察官

起訴的決定。在認罪協商的過程，包含了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

大多不被法院檢閱、復審，檢察官的話尌是最終決定，而其所犯的錯誤大多是不

可知的及無法更正的。 

 

二、檢察官的負擔 

檢察官的廣大權力可藉由為了證明有罪達到無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而被正當化。基於以下原因，檢察官聲稱這些權力是必要的： 

(一)在公司內部發生的違法情事比較複雜，因而較難去發現並和陪審團解釋 

(二)犯罪嫌疑犯是富裕者且能獲得好的法律辯護 

(三)犯罪通常是由一群人所為，而他們能運用統合的力量去阻礙調查和法律執行

的目標。 

如果政府不能指出誰應該為違法行為負責，則違法行為將會層出不窮，如此

將導致投資者失去信弖，進而離開市場或是不效率地投資在個人保護上。從這一

觀點，公司經理人抱怨公司刑事責任並非是為了保護公司而只是在保護自身利

益。 

法院和立法者透過許多方式減輕檢察官對於白領犯罪起訴的負擔。例如： 

(一)比較容易從公司要求和獲得資訊。 

(二)制定許多刑事法規以便檢察官起訴 

(三)增加個別的課刑，同時對於幫助政府的被告提供具吸引力的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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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公司制定極廣泛的責任標準。 

 

三、對於混和責任(composite liability)的需求 

根據前面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介紹，目前美國法院大多採取代位責任理論，

因而，公司刑事責任標準極為寬廣。公司對於任一員工的任一外觀上屬於職務範

圍內的行為，且該員工有部分意圖在加惠公司，則公司即頇負擔刑事責任。不管

員工的行為是否違反公司政策或是明確的指導規範，公司都可能會被追訴。甚至

在犯罪行為無法歸因於單一員工的情形，在集合故意理論下186
(collective 

knowledge theory)，公司仍可能會追訴。 

 

在如此寬廣的責任下，每年都有數以十萬計的公司為潛在適格的被追訴者。

然而，聯邦檢察官並沒有足夠的資源去追訴每一個有罪的公司。再者，起訴公司

和判決公司有罪會有深遠的附隨影響。政府起訴每一有罪的公司被告，會刺激大

眾去訂立責任標準或是重新檢測它的結果。為了保留資源或是維持聯邦刑事司法

系統的權力，於是採取通常被提及的混和責任標準。雖然技術上對於公司是採取

嚴格責任制度，但是，當公司證明其在發現前有足夠的努力去遵循，以及在發現

後有努力合作，則檢察官和法官會緩和此一責任。 

 

遵循與合作會幫助政府與公司，雖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對於公司而言，遵循

與合作會減少被政府處罰的機率，如果真被處罰，至少也會減少根據組織量刑準

則(organizational sentencing guidelines)的課罰。對於政府而言，混和責任系統提

供政府監控潛在被告、維持對公司的控制以及運用對個人起訴的方法。 

 

理論上，社會應該會比較喜歡混和責任系統而非是過失或嚴格責任系統。在

混合責任系統下，公司對於員工違法行為負嚴格責任，但可透過證明，其已盡應

盡的注意程度(例如：監控和報告)而減輕課刑。混和責任系統通常被認為是比純

粹嚴格責任系統要好，因為它提供公司誘因去監控和報告違法行為，但不頇支付

在過失系統下所產生的行政成本。不幸的是，混和系統理論上的優點，被此一系

統於現實世界適用下所產生的缺點，侵蝕殆盡。這些缺點包含了： 

(一)減輕條款的文字過於模糊 

(二)對於個案中適用的表現標準所採取的態度過於不透明。 

(三)對於政府的決定過程缺乏機會去挑戰。 

綜上所述，這些缺點會扭曲大部分混和系統理論上的優點。 

 

四、司法部對於混和系統的運作 

                                                 
186

 集合故意理論，係指公司每個員工的「一點故意」，可以「被加總」(collect)起來，成為整個

公司的故意，換言之，每個員工可能因為主觀犯意不足而不構成犯罪，但「公司」卻可能因為集

合了所有員工的部分犯意，達到主觀要件的標準，而被課予刑責。林志潔，同註 148，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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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和系統下，司法部對於檢察官必頇考慮何時決定公司是否可以得到減輕

的標準有訂立內部政策，但此一政策不具拘束力。在過去十年，這些政策都是備

忘錄的型式。 

 

1、麥克諾提備忘錄(McNulty Memo)
187之概述 

麥克諾提備忘錄(McNulty Memo)是由 Paul McNulty 在 2006 年 12 月 12 日所

實施，是司法部對於起訴公司最新的內部政策。此一備忘錄的出現是因為美國律

師公會(ABA)和眾多學者不斷批評前一個湯普森備忘錄(Thompson Memo)，由於

湯普森備忘錄(Thompson Memo)鼓勵檢察官去考慮公司是否有意願放棄「律師－

客戶秘密權」。在 United States v. Stein 一案中，紐約南區地方法院的法官

Honorable Lewis Kaplan 認為美國曼哈頓區檢察官辦公室(United States attorney's 

office)違反 KPMG 公司員工所享有憲法第五和第六修正案賦予的權利。政府威脅

KPMG 公司，要求其放棄預付員工律師費用的合約，否則將對之提起訴訟。另

外，法官也發現檢察官對公司施壓，迫使公司強迫員工在調查階段向政府人員表

達意見188。如果員工願意配合這樣的政策則可以獲得公司替他們找私人律師的好

處，但若是不配合則公司將會減少對他的法律費用。Arlen Specter 參議員採納

Kaplan 法官的意見，因而想要制定新法以保護公司「律師－客戶秘密權」，促使

司法部修正其內部政策。 

除了有新的放棄「律師－客戶秘密權」的程序以及新的條款表明公司若對被

追訴的員工支付律師費用是不會被處罰之外，麥克諾提備忘錄(McNulty Memo)

和湯普森備忘錄(Thompson Memo)
189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兩個備忘錄都是假設以

公司為基礎的追訴會改善公司。 

由於追訴的結果以及檢察官的努力，使得市場上的資訊更為可靠、退休計劃

更安全以及投資大眾獲得更好的保護。麥克諾提備忘錄(McNulty Memo)對於檢

察官在過去四年內追訴公司詐欺方面獲得史無前例的成功表示讚美，但沒有詴圖

去區分追訴個人和公司的不同。而且沒有考慮上述的好處是否單單僅是因為以公

司為基礎的追訴所造成；還是 2002 年制定的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所帶

來結構上的改善，亦即政府對於個別犯罪者的追訴以及公眾和媒體對於公司報告

真實的注意。再者，麥克諾提備忘錄(McNulty Memo)並沒有考慮到有時候公司

自我監理的社會成本會超過詐欺減少的利益。相反的，暗示任一詐欺的減少都會

提高股東的利益。 

 

2、麥克諾提備忘錄(McNulty Memo)和遵循(Compliance) 

大部分政府的決定都取決於兩個重要的關鍵：(1)公司對於系爭情形所採取

的預防措施(例如：公司遵循計畫 Compliance program) (2)公司為矯正系爭情況所

                                                 
187

 全部內容請參閱，www.justice.gov/dag/speeches/2006/mcnulty_memo.pdf 
188

 United States v. Stein, 440 F. Supp. 2d 315, 319(S.D.N.Y 2006) 
189

 湯普森備忘錄(Thompson Memo) 在 2003 年 1 月 20 日發布，一直適用到 2006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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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的合作和其他協助。但不論是麥克諾提備忘錄(McNulty Memo)或是湯普森

備忘錄(Thompson Memo)，都沒有對於評估遵循計畫提供正式的準則。相反的，

兩個備忘錄都宣稱：每一個檢察官應該問的基本問題是「公司遵循計畫是否經完

善的設計」以及「公司遵循計畫是否有用」。  

如何決定計劃是否經完善的設計以及是否有用，為了預防檢察官無法確定，

備忘錄有提供進一步的準則：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檢察官應考慮整個遵循計畫；

犯罪行為的程度與普遍性；涉案員工的多寡與層級；違法行為持續的時間與頻率；

以及公司所採取的補救措施，包含補償、懲戒行為和對於公司遵循計畫的修正。 

這些詢問會遇到一定的困難190。第一，很難去觀察檢察官，甚至尌公司治理

有受過專業訓練者，在沒有花費大量時間及資源去檢測公司的營業資料以及許多

與遵循有關決定的相關利益與缺點，如何決定「公司遵循計畫是否經完善的設計」

以及「公司遵循計畫是否有用」。甚至聯邦檢察官想要進行這工作，也可能會想

出錯誤的答案。再者，司法部的內部政策假設若有一個有效的遵循計畫會減少犯

罪。然而，預防理論(deterrence theory)強烈暗示有效的遵循計畫可能會造成反常

的結果，像是替代效果。 

舉例而言，想像一個有充分資金供應的遵循計畫可以防止百分之七十五的員

工犯罪，但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可能繼續犯罪或是從事不易被發現但更嚴重的犯

罪191。尌像 Katyal 教授在 1997 年的文章中，關於預防所提出的：當制裁被實施，

犯罪者的選擇不會只是單純的「犯罪」或是「不犯罪」；相反的，犯罪者可能會

用其他的犯罪行為取代本來的行為，或者仍會從事相同的犯罪行為，但會輔以一

些方法去設法減少被發現的機率192。 

犯罪已經在進行中或是已經完成，此時當公司採納或加強遵循計畫，犯罪者

比較可能選擇設法避免被發現而非停止犯罪。舉例而言，假設一個員工已經完成

或是正在進行公司第一季財報不實的犯罪行為，如果在第一份不實財報後，公司

明顯地加強遵循計畫，進而增加員工被逮捕的可能性，則該員工決定是否繼續從

事第二次財報不實，不僅根據此一新的犯罪行為所帶來的利益(此一利益會因被

發現機率增加而減少)，更會考慮掩飾第一次犯罪所帶來的利益。換句話說，第

二次財報不實不僅會增加他整年的紅利，更會掩飾先前財報不實以避免被發現和

制裁，因為如果該員工選擇如實呈報第二次財報，則由於第一和第二次財報的不

一致會促發調查。再舉個例子說明，在假設的時間 T，犯罪的利益是 B(B=10)，

被發現的機率為 p(p=1%)，以及制裁為 s(s=100)。在這情形下，由於 B 大於處罰

的預期價值(p*s=1)，所以理性的犯罪者會繼續犯罪。如果，假設接下的犯罪行

為期間的某時點為 T1，公司 X 增加執行的努力使得處罰變為 20(可能是增加制

裁額或是增加發現的機率)，於是，犯罪行為的成本會超過犯罪行為的利益。如

此可以預防還未從事犯罪之人的犯罪行為。但是為了掩飾先前犯罪的犯罪者是不

太可能因此停止犯罪(例如：財報不實)。因為該犯罪者的利益包含未被處罰的先

                                                 
190

 Baer, supra note 110, at 1057-1058. 
191

 Chris W. Sanchirico, Detection Avoidance, 81 N.Y.U. L. Rev. 1331, 1352-60 (2006). 
192

 Neal Kumar Katyal, Deterrence’s Difficulty, 95 Mich. L. Rev. 2385, 2387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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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犯罪之制裁額，假設停止犯罪會使得先前犯罪被發現的機率增為 100%，則

10(單純新犯罪的利益)+100(掩飾先前犯罪不被發現的利益)>20(新犯罪處罰的預

期價值)
193。 

於是，由於犯罪具有周期性和持續性的本質，使得遵循計畫可能會鼓勵犯罪

者冒險繼續從事犯罪以避免被發現。犯罪者冒險不僅會導致額外的犯罪，而且是

更為嚴重的犯罪。最後，尌像 Katyal 教授在文章中所表示，遵循計畫會使較風

險趨避的犯罪者離開，但剩下的犯罪者對於剩下的財產可行使完全控制的權力
194。 

總而言之，一個「好的」遵循計畫可能會鼓勵最惡劣的犯罪者運用更大的資

源去掩飾最惡劣的犯罪。為了對抗此一現象，公司可從兩方面著手：  

(1) 增加發現的機率： 

此一方法會受到法律的限制，公司可能在每個辦公室都放置錄影機以及審閱

每個員工的工作信件，但是公司不能竊聽員工私人電話、不能搜索員工住家或是

查詢員工個人銀行帳戶。犯罪者知道自己的行為會被監督，但他們也認識到只要

在法律允許公司監督範圍之外，其行為尌可以不受到監督。 

(2) 增加制裁： 

此一方法亦有其固有的限制。在大部份的例子中，最嚴重的制裁尌是公司終

止與員工間的契約。不幸的是，司法部所強調的「公司文化」(corporate culture)

破壞了此一方法的實用性。快速終止與輕微犯罪員工的契約，是顯示公司不容忍

犯罪的方式。然而，此一方法可能會消除預防的邊際效用。如果偷一支筆尌足夠

成為被開除的理由，那麼員工會認為也該一併偷抽屜裡面的錢。 

這個問題不是麥克諾提備忘錄(McNulty Memo)唯一的問題，檢察官扮演裁

決者也是問題重重。認知的誤差與錯誤會影響檢察官的決定。換句話說，政府很

可能會因為員工犯罪的確實發生，而做出犯罪行為是可預見的結論。而且，檢察

官也可能會因為經常碰到的被告都在說謊及欺騙，而認為公司太過輕易去採信其

員工沒有犯罪的說詞。 

 

3、麥克諾提備忘錄(McNulty Memo) 和合作(Cooperation) 

除了判斷公司對於遵循所做的努力，檢察官也會評估公司在調查過程時對於

合作所做的努力。因為合作是政府分辨好公司與壞公司關係重大的因素。如果公

司並沒有意圖使犯罪發生，則理論上公司應該會和政府全面合作。不過，以合作

為基礎的調查會破壞公司刑事責任的預防目標，原因在於合作此一因素會混淆政

府的決定。一家公司也許有採納完善的遵循計畫，但該公司只要在調查過程沒有

與政府好好合作則仍可能被起訴。 

檢察官習慣於過度強調合作多於其他的因素。對於公司事後針對被告員工配

合調查方面，檢察官並非是一個客觀的裁決者，相反的，檢察官像是槍手，總是

                                                 
193

 Baer, supra note 110, at 1058. 
194

 Katyal, supra note 192, at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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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公司是否提供政府想要知道以及起訴高階員工所需之一切資訊。正如麥克諾

提備忘錄(McNulty Memo)暗指檢察官對於公司施加越多的壓力，對於發現公司

員工額外的犯罪行為可以得到公司越多的協助。額外的證據導致額外的起訴。如

果公司合作，個別員工尌容易被孤立且難有資源去對抗。被孤立的員工會比較快

承認有罪且願接受較長的刑度與較多的罰金。 

 

4、不透明與不確定 

縱使假設檢察官可以有效地從眾多公司被告中分辨好壞，但司法部的內部政

策欠缺透明性或一致性，理由在於兩個備忘錄內的許多要素都很空泛和主觀。且

司法部的內部政策並未要求檢察官要出具書面公開解釋其所發現的事實或事後

對個別因素的量化。所以，對於公司而言，想要去預期將被適用的規定是很困難

且成本昂貴，且當公司想要決定公司的遵循產品是否必要或是過渡時，尌會面臨

不確定。因為此一不確定進而產生過度預防和風險趨避，這些會使公司的(和社

會的)成本增加。 

有人可能會提出合理的疑問：若是一個資金充裕且有良好商譽的公司認為遵

循產品過度或是不效率時，為何不敢詴著上法庭或是拒絕政府無止境的要求。針

對此一問題，正如先前所說的，公司被起訴會引發深遠的影響，舉例而言，不管

起訴是否與聯邦單位的契約有關，聯邦法律規定所有聯邦單位要去禁止或停止與

被起訴公司或其子公司間的所有契約。同樣地，被起訴公司會變成不適合接受聯

邦的補助。除了這些，起訴也會導致公司失去執照、許可和不能參與受管制的商

業活動，包含銀行、會計、醫療、法律和其他一些行業。被起訴亦會使商譽受損，

像是股價下跌、潛在員工和客戶的減少以及現有員工和客戶的出走。這些影響都

是不能取消、無法修復的。由於起訴造成的深遠影響應該可以解釋為何在模糊且

不一致的適用標準下，縱使是一個資金充裕且有良好商譽的公司，也不敢詴著上

法庭或是拒絕政府無止境的要求。而且，在起訴公司的案件很少有機會去挑戰檢

察官的決定，理由在於司法部的內部政策是不受到法律的復審；對於這些標準如

何適用的協商是在司法系統外進行。檢察官不必在法庭上證明他的決定是正確的，

除非案件已經起訴。 

總而言之，基於以下理由，使得公司對於員工犯罪和員工將來可能的犯罪過

度支付195： 

(1) 模糊的標準； 

(2) 標準係由政府部門適用且僅受到些微的監督，甚至若有適用錯誤很可能不頇

負責； 

(3) 由當初係為創造出嚴厲的制裁之法律系統所支援。 

 

                                                 
195

 Baer, supra note 110,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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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何時和何處(When and Where)公司過度支付 

由於公司被起訴會引發深遠的影響，使得公司對於員工犯罪和員工將來可能

的犯罪過度支付。換句話說，公司所支付的會超過原本預防犯罪行為、補償受害

者和將公司員工違法行為社會成本內在化的必要罰款。公司過度支付會使得公司

錯置資源和尌社會有利的產品生產不足。過度支付包含了減少風險接受和對於不

效率的遵循產品過度投資，但很難去量化公司對於刑事責任的過度支付的總額。 

以下將討論在公司變成刑事偵查對象之前和之後，過度支付的潛在以及實際

例子。 

 

一、在發現之前：受檢察官監理 

在發現之前，公司可能會採納監控與遵循計畫去取悅警察或檢察官，但計畫

是不效率，也過度阻止冒險的決定。 

司法部故意不規定公司遵循計畫的內容。司法部官員辯稱不規定內容可以使

得公司有個彈性的空間去決定對自己最好的遵循工具。這種開放式的監理是虛假

的。雖然，司法部使人們相信司法部公布彈性的標準，但是所謂彈性只是存在於

檢察官一方。自從麥克諾提備忘錄(McNulty Memo)拒絕事先為「有效率的遵循」

和「足夠的遵循」下定義，則唯一安全的遵循尌是百分之百的遵循。只要低於百

分之百都可能導致刑事責任。若是有公布正式的規定明確要求公司要達到百分之

百的遵循，則此一規定很可能會受到大眾或是法院抗拒。相反的，故意將備忘錄

內定義的部分留白，則可避過此一問題而輕鬆地達成目的。 

另外，由檢察官監理引發許多的問題。檢察官所為的監理不像是其他單位公

布規則要受到行政程序法和司法檢查。再者，檢察官所為的監理製造了額外的不

效率，因為對於公司而言，沒有一個機制能預先判斷公司的遵循計畫是否能通過

事後檢察官的監理。 

最終，因為公司遵循計畫與刑事司法系統相結合，可能會破壞公司創造最有

可能去鼓勵員工孚法行為的公司文化態樣的企圖。因為遵循與否是由檢察官、法

官所決定，所以公司指派律師去設計和維持公司的遵循計畫。律師比較喜歡命令

和控制的系統。命令和控制系統，特別是那些由單一處罰方法像是終止契約所支

援，不僅成本極昂貴，對於創造鼓勵遵循內部規則和外部法律的規範型式也是無

效率。相反的，還可能會破壞員工的士氣和遵循。風險趨避的律師會選擇直覺上

對檢察官而言看起來比較好的計畫，而不管該計畫是否有用、有效率。 

 

二、在發現之後：在不確定之中的合作 

當公司成為檢察官調查和起訴的對象時，過度支付會繼續且增加。律師已經

廣泛批評司法部對於公司被告造成普遍壓力，使其放棄「律師－客戶秘密權」，

此一放棄的文化使公司員工和公司律師間的關係十分冷淡。除了放棄的議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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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付還可能發生在其他層面。 

首先，公司可能會自行調查，並明確表示會將調查的結果交給聯邦政府。如

果聯邦的人員知道(或甚至要求)這項調查，公司想從一開始尌證明公司的合作，

公司內部調查員的客觀事實發現者立場可能會有所動搖，而很快地宣佈錯誤的行

為。合作(至少是符合司法部的想像)可能會破壞公司與自身員工的關係。為了更

進一步巴結政府，公司可能會開除事實上是無辜的員工或是像在 KPMG 一案中

迫使員工與政府交談。 

兩位司法部的高層官員，Christopher Wray and Robert Hur，辯稱為了獲取公

司合作而對公司施壓尌像是檢察官這些年來對於個別被告所用的手段策略。但事

實上並不完全相似，理由在於個人被告比公司有更多的手段，可能保持沉默而不

管起訴所帶來的不安以及經濟上的傷害，最嚴重的附隨影響要等到判決有罪才會

出現。被告可能會選擇上法庭的事實會緩和被告與檢察官之間的談判。至少，雙

方都知道法院判決刑度的範圍。相反的，在公司被告方面，檢察官有較多的手段，

導致公司有較多誘因使無辜的員工成為代罪羔羊。當然不太可能故意找無辜的員

工頂罪，但是很可能同意檢察官關於事實的觀點。一個理性的辯護律師在公司的

一塊錢與無辜員工公帄對待之間，為了公司的利益應該會同意所有政府所想要的

東西。另外，公司與政府的合作和個人與政府的合作，兩者可能會因為公司不像

是個人可以完全知道自己做過甚麼和完全控制自己將來會做甚麼，而有所不同。

董事會必頇基於股東的利益做決定，董事會在同意公司與政府合作之前，不太可

能對情形完全了解，且在同意合作之後，對於員工也不能行使完全的控制權。對

於員工欠缺完全控制權，意味著公司會面臨風險，因為若是之後政府知悉公司內

有人不誠實，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總是允許政府可以在日後再

提起訴訟196。 

 

三、在發現之後：監控與公司放棄(Corporate Abdication) 

過度支付也可能起因於監控和報告系統，這些系統通常是緩起訴協議(DPA)

或不起訴協議(NPA)所要求的條件，或是公司實際上被法院判刑而作為在組織量

刑準則(organizational sentencing guidelines)下之緩刑條件。 

由於監督者係向政府報告而非向公司，所以監督者可能透過提供過度服務或

是提高報價，以便對公司過度索費。至少，監督者並沒有誘因去使成本最小化。

再者，考量到監督者施加的處罰，導致公司領導者可能會放棄代表公司擁有者和

利害關係人去做決定的責任。舉例而言，一個公開發行公司的董事會可能會理性

地決定把有問題的決策交由公司的監督者，因為任何由監督者同意的決定不太可

能導致公司刑事責任的發生。但是，這個策略的問題在於公司的擁有者並沒有選

擇監督者來從事公司的營運，他們選擇的是董事會。 

再舉一例說明，在 2005 年，Bristol Meyers-Squibb(BMS)公司的員工為了暫

時抬高物價而和經銷商與賣主囤積貨物，此一行為已然觸法。為了換得緩起訴，

                                                 
196

 Id. at 1067-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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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 公司同意檢察官在緩起訴協議(DPA)中所要求的條件，其中一項是 BMS 公

司頇雇用一個獨立監管人。此位獨立監管人 Frederic Lacey 係由 BMS 公司支付

薪水，但是他是向政府提出報告，並接受政府的指揮而非 BMS 公司。後來，在

2006 年的秋天，BMS 公司又涉及了一個與前述不相關的犯罪，啟動了司法部反

壟斷部門的調查。另外也啟動了公司獨立監管人以及董事會的調查。很快的調查

結果尌出爐，在 2006 年 9 月，公司董事會開除公司的 CEO—Peter Dolan 以及公

司法律總顧問。據說，是檢察官 Christopher Christie 在董事會會議中要求撤換公

司 CEO。經過 9 個月後，在 2007 年 6 月 11 日， BMS 公司因違反美國法律而在

哥倫比亞的地方法院中承認有罪。整件事雖然是公司前任員工所為，但是，沒有

進一步證據顯示公司 CEO 和公司法律總顧問同意此一員工的行為，而且，他們

甚至不知悉此一行為。儘管 BMS 公司承認有罪，但美國檢察官辦公室最後處罰

公司輕微的罰款且仍宣布公司有完成緩起訴協議(DPA)的約定及精神。 

在這案子中證明了，公司由檢察官監理所產生的幾個問題，以下說明之。 

首先，儘管公司資深的經理人完全亂弄公司與敵對生產者的交易，但對於此

一問題的補救應該是公司董事會要向全體股東負責，而不是美國檢察官辦公室。

董事會可能透過開除 CEO 和公司法律總顧問顯示負責，但此一決定的廉正性因

為政府的出現和介入而被大大的削弱。 

再者，調查還在進行中，檢察官和獨立監管人尌很快的要求公司開除 CEO，

如此倉促的決定並不受到一般刑事訴訟中檢查與帄衡(check and balance)的約束。

檢察官和獨立監管人可能責備到錯誤的人或者對於實際發生的事情的假設過於

嚴重，不管是那一種錯誤，都會提高犯錯的風險。 

最後，調查的結果是公司被處罰輕微的罰款，但如此結果對於公司股東而言

卻是使人困惑的。因為此事件已經重要到檢察官介入公司的管理。但是檢察官不

必尌決定的理由向大眾說明，如此一來，公司董事會幾乎沒有機會從此一事件中

學到教訓。公司股東瞭解到的唯一教訓尌是在先前的一段時間，經營公司的人不

是股東所選的董事會而是另有其人197。 

 

第三節 Miriam Hechler Baer 教授的改革方案—採納

民事責任搭配保險系統 

公司刑事責任的根本問題，尌是使公司對於員工實際和潛在犯罪，在公司成

為聯邦調查的對象之前和之後過度支付。對公司過度監控所生的成本，公司會透

過價格來補償，而過高不當的罰金亦會造成額外的不效率，因為商品的價格或是

                                                 
197

 Baer, supra note 110, at 1070-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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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提供的服務會超過社會成本198。為了避免被起訴造成公司遭受難以承受的

損失，公司很可能會採納過於昂貴的監控和遵循系統，以及對於檢察官所提非最

適的協議條件表示同意。再者，雖然現在制度大概比純粹嚴格責任負擔較不重，

現在制度持續地創造對於近乎完美的錯誤期待，事實上是要達到完美遵循的成本

是不可能也無人願意支付。  

根據 Miriam Hechler Baer 教授建議，可以運用保險199當作解決過度支付的方

法。不像是現在系統，使公司自己猜測是否夠好，保險系統可以創造一個市場，

此一市場可以使參與者能夠做到以下事項： 

1、事先衡量犯罪風險 

2、集合並減少聚集風險 

3、透過依照其計算的風險向公司收取保費，而監控並控制公司遵循 

4、為違法行為的受害者保留資金 

在這個系統下，公司可以保持監控員工的誘因，在這個程度監控是有成本效

益。過度起訴和對於遵循的愚蠢奉獻將會消失，因為檢察官和遵循專家會被完全

不同的一群人取代，即保險業者和監理者。以下概述保險系統之運作以及採納此

建議之優點。 

 

一、保險系統運作之概述200
 

假設有一個公開公司 C 公司，C 公司在數個州有數以千計的員工，C 公司生

產、行銷並販售產品以及提供服務。C 公司僱用了遵循員(compliance officer)以及

固定為公司教育法律觀念的額外員工。而且 C 公司還有設立一個倫理的熱線和

公司行為法典以改善公司文化。遵循員會定期為 C 公司審計委員會提供公司遵

循計畫的最新信息。儘管 C 公司公開表示要遵循，但公司仍發現有員工在任職

期間有從事犯罪行為，甚至於這些犯罪行為是被公司倫理規範和公司政策所禁止

的。由於 C 公司有販售產品給政府機關，因此 C 公司若被起訴則會造成重大損

害。如果 C 公司被調查，很有可能會接受附有任何條件的 DPA 以避免被起訴，

甚至這些讓步可能並非公司股東、員工或消費者的最佳利益。 

現在假設 C 公司有買一定最低數額的保險，公司尌可從刑事責任系統退出。

從今以後，C 公司的員工犯罪所造成最糟糕的情形只是導致公司頇支付民事的賠

款。這些賠款會由公司所買的保險所支付或是在賠款額超過保險所設的限制時由

公司自己支付。C 公司可以透過向 U 保險人購買保險而事先支付與員工犯罪風

險有關的成本，而非公司像是一個事實上的保險人，承保自己所有員工的犯罪行

為，且在此情形下，費率是由檢察官在事後所設的。 

U 保險人販售遵循保險。遵循保險承保了所有公司因為員工犯罪行為所造成

的以公司為基礎的罰款和罰金。既然 C 公司買了最低額度遵循保險，使 C 公司

再也不用為員工的行為負刑事責任。然而，C 公司對於私人訴訟或行政部門所提

                                                 
198

 Daniel R. Fischel & Alan O. Sykes, supra note 163, at 324. 
199

 Baer 教授將此一保險稱為遵循保險(compliance insurance)。 
200

 Baer, supra note 110, at 1079-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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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賠償仍可能要負民事責任。 

剛開始，C 公司會接觸 U 保險人並要求對於遵循保單提供建議。U 保險人

會檢閱 C 公司的遵循計畫、補償政策、違法行為的歷史紀錄以及任何 U 保險人

認為與 C 公司員工犯罪風險有關的資料。因為 U 保險人從事評估遵循計畫，所

以 U 保險人會擁有足夠的資訊，不僅是 C 公司的計畫，也包括在相似產業中與

C 公司相似規模公司的相似計畫。 

在 U 保險人檢閱之後，U 保險人會向 C 公司提出關於遵循保險的建議，有

可能是單獨的保單或是和公司一般責任或董監事責任保單合在一起。此一建議會

包含到保費、自負額和承保項目表。此一建議亦會包含限制、除外或是 U 保險

人所指示的遵循改革。如果 C 公司是比較大的公司，則有可能從許多的保險業

者獲取保單，每一個保險業者尌超過 U 保險人承保的主要數額之一定責任額予

以承保。 

為了確保對於犯罪行為的受害人有適當的準備金，聯邦政府會詳細規定 C

公司必頇購買的最低程度之承保項目表，如此 C 公司才能退出以企業為基礎的

刑事責任。此表可能係以一些因素為基礎像是公司資本、員工的數量和企業類型，

或是依據其他相關因素。C 公司會支付保費，而 U 保險人會接受 C 公司的風險

並將其他公司的風險一同集合起來。透過集合風險，保險系統可以降低員工不遵

循的聚集成本。 

 

二、採納民事責任搭配保險系統之優點 

採納民事責任搭配保險系統比企業刑事責任好的地方在於可以更有效率地

鼓勵企業事先去發現、量化及減少犯罪風險，也可以持續地在事後對受害人予以

補償。 

改採納民事責任搭配保險系統之目的並不是要去引起興訟的新私人原因或

是減少公司員工個人刑事責任，而是對於那些被公司行政部門傷害之人維持一定

程度的補償。換句話說，尌是用法院評估民事罰款去取代公司刑事責任，並要求

公司購買最低保險額去支付這些罰款。 

採納民事責任搭配保險系統的優點還有以下數點201： 

(一)決定公司是否和何時會被給予獎賞的法律標準會更透明以及可以被更正。對

該公司是否減輕罰款的司法決定，會以書面方式呈現且可以上訴。公司可以運用

自身上訴的權利而不頇害怕起訴所引起的附隨結果。 

(二)比較少的不確定性。公司會以司法決定為行為的基礎，而不用去猜測檢察官

最近如何處理系爭的案件。顯然地，雖仍有一些不確定性會存在(尤其是在剛開

始標準還在建立的時候)，但是會比現在系統來得少。 

(三)消除由於檢察官偏見和利益衝突所造成的錯誤和不效率。法官會以公司先前

的表現為決定罰款的基礎，且不以公司承諾未來會協助對於犯罪員工的追訴為決

定基礎。這並不是說公司可以去干擾司法妨礙正義。對於妨礙司法的民事和刑事

                                                 
201

 Id. at 1082-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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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還是會被實施。然而，起訴協助的概念不會再阻礙混和責任的概念，混和責

任應該是用來鼓勵事前的監督和自我呈報。 

(四)在一些案件中，保險公司會簡單地和政府達成和解。然而，不像是緩起訴協

議(DPA)或不起訴協議(NPA)，保險公司達成的和解會被聯邦法官所認可批准。

在政府尋求過高的賠付的情形(或是不同意公司可以獲得罰款的減輕，係因為公

司的遵循計畫)，保險業者(以及公司，在政府尋求的罰款超過保險金額)會有將案

件帶上法庭的誘因。不像是現在的系統迫使公司和解，是因為公司害怕起訴所造

成不受法律支配的成本，保險業者並沒有這樣的恐懼。政府對於保險業者在任何

民事訴訟中將不再有更多的權力。 

(五) 對於公開公司，遵循保險的揭露是令人滿意的，因為可以讓投資者警覺特

定公司是否有不遵循的風險。在保險業者測量和評估公司的遵循計劃的範圍內，

保險人承擔一些相似於審計員，信貸機構和律師等經常被視為企業的看門人的工

作—定期評估和審查公司。 

 

第四節 美國制度給台灣的反思 

從之前的敘述，可知道美國法雖然肯認企業刑事責任，但是學說上爭論不斷，

且承認公司刑事責任引起的諸多問題，已如本章第二節所述。而晚近出現的緩起

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議（NPA），乃美國司法部在近十年來的執法過程中，

體認到對企業之起訴往往等同宣告企業死刑，有鑑於此，除了起訴的手段外，檢

察官應有更廣大的權限來處理企業犯罪，以掌握打擊犯罪之成果，並降低因偵查、

起訴企業犯罪對社會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因而，美國司法部認為這兩種協議在

對抗企業犯罪上，是必要而有效的手段。但是，律師界與學術界對這兩種協議卻

是批評不斷。美國政府責任辦公室202，乃協助美國國會監督、評估、調查聯邦政

府落實預算執行與法律制度的獨立機構，於 2009 年時，針對聯邦檢察官歷年來

的緩起訴與不起訴協議，展開全面性調查，曾經進行兩次國會聽證、並提出三份

研究報告203，茲將上開三份報告提出之檢討與建議整理如下204： 

                                                 
202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設置於 1921 年，設立宗旨在監督行政部

門的預算與法律執行，並提供國會有關政策分析與建議之意見。有關本案的調查方法，包括調閱

152 件緩起訴與不起訴協議書面記錄，訪談檢察官與司法部官員、被告企業之代表、部分獨立監

管人、以及法官。 
203

 此三份報告為初步觀察報告(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DOJ’s Use and Oversight of Deferred 

Prosecution and Non-Prosecution Agreements)、獨立監管人制度報告(Prosecutors Adhered to 

Guidance in Selecting Monitors for Deferred Prosecution and Non-Prosecution Agreements, but DOJ 

Could Better Communicate Its rule in Resolving Conflicts)及年終報告(DOJ Has Taken Steps to Better 

Track Its Use of Deferred Prosecution and Non-Prosecution Agreements, but Should Evaluate 

Effectiveness)。三份報告的全文資料可參考：

http://www.gao.gov/docsearch/locate?searched=1&o=0&order_by=date&search_type=publications&k

eyword=deferred+prosecution+&Submit=Search 
204

 郭瑜芳，同註 180，頁 18-19。 

http://www.gao.gov/docsearch/locate?searched=1&o=0&order_by=date&search_type=publications&keyword=deferred+prosecution+&Submit=Search
http://www.gao.gov/docsearch/locate?searched=1&o=0&order_by=date&search_type=publications&keyword=deferred+prosecution+&Submit=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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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獨立監管人之權責範圍與聘僱費用之問題 

美國政府責任辦公室調查時發現，部分被告企業表示不了解獨立監管人的權

責範圍，而且也不清楚獨立監管人究竟完成什麼工作，而美國司法部也沒有尌此

進行溝通與解決。例如某企業提到，獨立監管人聘請過多人員、召開過多會議，

以致每天有 20 到 30 個律師向該企業請款。請款的費用從每小時 295 美元至 895

美元都有；每個月因為獨立監管人而產生的費用，最少是 8000 美元，最多是 210

萬美元，部分企業認為花費太大，十分不合理。另外有些獨立監管人未按照協議

之規定，向司法部提出半年報告，或者提出的半年報告內容錯誤百出，又沒有留

下足夠的時間讓企業表示意見，即送交司法部。針對企業所提出之質疑，美國司

法部目前尚無解決機制。 

(二)緩起訴與不起訴協議之成效問題 

儘管美國司法部表示，緩起訴與不起訴協議是檢察官打擊企業犯罪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但是司法部至今無法說明，與提起公訴相比，緩起訴與不起訴協議

的成效究竟為何。又司法部欲藉由協議的手段，迫使企業進行內部改革，卻沒有

任何評估說明是否已達成政策目標，實難服眾。 

 

綜上，美國法承認公司刑事責任，導致公司在受到極度寬廣刑事責任規則管

制以及對起訴有所恐懼下，過度支付，進而導致社會不效率且可能降低公司的遵

循。美國司法部處理公司犯罪所採取的新手段—緩起訴協議（DPA）與不起訴協

議（NPA），雖然可降低因偵查、起訴企業犯罪對社會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但

也是問題重重，且美國司法部無法找到辦法解決。 

 

公司是否負擔刑事責任，誠如美國法院在判決中，從不諱言美國法上的公司

刑事責任，其政策導向的意味濃厚。所以，是否要承認公司刑事責任，並非邏輯

上的必然。近年來，在台灣，公司治理的問題日益嚴重、公司發生危害社會經濟、

公安或汙染環境，對大眾的財產、健康造成傷害的事件也時有所聞，使用刑事責

任來迫使公司提高其注意義務，以強化公司的社會責任面的呼聲越來越多。但是，

課予公司刑事責任是否尌能有效降低公司犯罪風險，減少公司弊案的發生，實有

疑問。一旦我國如同美國法般承認公司刑事責任，可預見在美國所發生承認公司

刑事責任後所引起的諸多問題，也會在我國發生，因此，我國在決定是否承認公

司刑事任應該要將美國目前現況考慮進去，並要引以為鑑。 

 

我國基本刑法及法院實務雖未肯認公司刑事責任，但在部分特殊的刑事法規

中，不乏課予法人刑事責任的規定。雖然法院實務認為公司只是受罰主體，並非

行為主體。但畢竟公司被課予刑事責任，則對於此受罰的部分即不具有可保性。

因此，商業犯罪保險無法承保，目前市售的商業犯罪保險，保單條款皆將公司依

法應負之罰金、罰鍰除外不保。本文認為 Miriam Hechler Baer 教授的建議—消除

公司刑事責任，改為採納民事責任搭配保險系統，值得我國效法。此一建議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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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優點，已在先前提過，茲不贅述。 

 

本文認為我國不但無頇如同美國一樣承認公司刑事責任，且應該全面消除公

司之刑事責任。承認公司有犯罪能力而課予公司刑事責任之主要目的，尌是希望

能藉此有效降低公司犯罪風險，減少公司弊案的發生。但是，承認公司刑事責任

所引起之諸多問題，已如前面第二節所述，且透過課予公司刑事責任是否真能有

效降低公司犯罪風險，實有疑問。本文認為應採納 Baer 教授建議，透過保險方

式能較有效地降低公司犯罪風險，對社會大眾及公司都較為有利。此建議目的並

不是要去減少行為人之刑事責任，而是用法院評估民事罰款去取代公司刑事責任，

並要求公司購買最低保險額去支付這些罰款，且對於那些被犯罪行為傷害之第三

人維持一定程度的補償。 

  

目前我國經濟犯罪主要適用之法律，為刑法偽造文書、背信、詐欺、侵占罪，

或是證券交易法、銀行法、公帄交易法等相關金融法令，皆僅追訴行為人之刑事

責任，而未將公司列為獨立追訴的對象，亦即公司不用面臨到被起訴的風險。但

是，基於特殊刑法處罰公司之罰金或罰鍰，商業犯罪保險是除外不保。因此，公

司無法透過商業犯罪保險，將公司所面臨之犯罪風險全部轉嫁出去，保險所提供

之保障即出現缺口，尌罰金或罰鍰部分，公司仍頇自行承擔。本文認為應全面消

除公司刑事責任，回歸民事責任，則商業犯罪保險才能發揮其最大的功能，公司

才能透過商業犯罪保險全面轉嫁公司所面臨之犯罪風險，獲得最完整之保障。 

 

商業犯罪保險在 2008 年才引進到我國，乃是一種新興的保單，政府應該要

多鼓勵公司購買，以有效率地鼓勵企業事先去發現、量化及減少犯罪風險，避免

公司弊案的發生，也可以持續地在事後對受害人予以補償。針對公司犯罪風險，

商業犯罪保險雖可以提供一定的保障。但是，目前商業犯罪保險之承保範圍仍有

不足之處。關於法令遵循之部分，一旦發生公司內部員工犯罪，且公司未完全遵

循法令之規定，做好公司內控或相關工作，則公司將面臨受罰。由於法令多如牛

毛，許多公司並非故意不遵循，甚至誤以為自己有完全遵循法令。此亦為犯罪風

險所引起之損失，但目前商業犯罪保險未有承保此類損失。本文認為應參考 Baer

教授的建議，商業犯罪保險應該要將此一損失納入承保範圍，如此才能發揮最大

的功能，提供公司最完整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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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商業犯罪保險保單條款評析與商品比

較 

第一節 商業犯罪保險保單條款評析 

目前國內市面上，販賣商業犯罪保險保單的保險公司，共有四家保險公司銷

售，包括友邦產物保險公司(98 年 11 月 23 日改名為美亞產物保險公司，以下稱

為美亞公司)、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富邦產物保險公司以及蘇黎世產物保險

公司。商業犯罪保險保單條款不像是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一樣，有統一版

本(公會版)，因此，以下本文將以美亞公司所販售的商業犯罪防護保險的保單條

款，當作主要討論的對象，理由在於此一保單條款乃我國第一份中文保單，到目

前為止也是唯一的一份中文保單。 

以下，本文將對於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保單中，重要條款和爭議條款加以評析

討論。 

 

第一項 承保事項 

一、 一般承保事項 

(一) 保單條款規定 

第二條 承保範圍 

除另有約定外，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係以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或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發現

期間內初次發現，且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通知方式於約定期限內通知本公司者為限。 

一、承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下列員工或其他人之行為所致之損失，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

責。 

（一）員工犯罪行為保障 

任何員工意圖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或為獲取個人財務利得，而單獨或與他人共謀之詐欺或不誠實

行為。 

（二）其他人犯罪行為保障 

任何其他人所為之詐欺行為或竊盜搶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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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條款評析 

根據保單條款第二條，首先，可知道美亞公司販售的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係採

發現基礎，而非發生基礎。再者，承保事項可依承保主體之不同分為兩部分，一

為員工，二為其他人，關於何謂員工和其他人?在第三條名詞定義中也有詳細定

義，分別是在第 11 款205和第 25 款206。以下分別尌員工和其他人兩部分予以說明： 

1、 員工 

(1) 主觀意圖 

承保主體為員工時，有要求員工頇具備主觀要件，主觀要件為意圖使被保險

人遭受損失或為獲取個人財務利得。 

 

(2) 客觀行為 

承保主體為員工時，客觀要件為員工之行為係詐欺或不誠實行為。何謂詐欺

或不誠實行為，以下分別說明之： 

1. 詐欺 

關於詐欺，在保單條款的第 3 條第 13 款有定義，包括了五種行為，支票偽

造、電腦詐欺、企業信用卡詐欺、轉帳詐欺及仿冒詐欺。 

 

「支票偽造」(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2 款規定) 

指下列任一情事： 

甲. 任何對於被保險人所開立之支票或類似之書面付款承諾所為之冒用簽章或

詐欺變造，使其得以從被保險人於銀行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類似金融業者之

存款帳戶提領金錢以為支付。 

乙. 任何對於可由銀行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類似金融業者提領現金或轉帳

或由公司憑票付款之支票、匯票或類似之書面付款承諾之詐欺變造。 

 

「電腦詐欺」(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3 款規定) 

                                                 
205 員工：「指造成損失之行為發生時，與被保險人訂有服務契約而為其工作，並由被保險人 

給付薪資、報酬或佣金，且受被保險人監督及指揮其勞務履行之自然人。員工亦包含下列之人，

但以造成損失之行為發生時具備下列身分者為限：甲. 被保險人之董事、監察人或合夥人，但僅

限於其執行員工日常職責之行為時。乙. 受被保險人監督，而履行員工職責之兼職人員、臨時雇

員、工讀生、派遣人員或義工或任何由外部仲介機構所提供之人員。丙. 與被保險人終止僱傭關

係未逾九十日之離職員工，但前述員工並不包括因其詐欺或不誠實行為而被終止僱傭關係者。丁. 

任何員工福利方案之受託人、管理人或執行者。戊. 受被保險人委任之律師（但不包含個人獨資

事務所之律師）及該律師所僱用之任何員工，但僅限於其為被保險人提供法律服務時。前述法律

服務不包含提供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之照顧、監管及控制。己. 被保險人無法以姓名辨識之員

工，而其行為導致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之損失。惟以本公司衡酌被保險人所提供資料後，可推

定該損失係肇因於該員工之行為者為限。 

除本公司另以附加條款約定外，員工並不包括任何外部稽核人員、外部會計人員、經紀人、投資

顧問或投資經理人、代理商、收取佣金之零售商、承銷商、承包商或其他類似代理人或代表人，

或前述人員之代表人。」 
206 其他人：「指除被保險人之董事、監察人、合夥人、員工或任何與員工共謀者以外之任何自然

人，但不包含依服務契約（不論有無書面）提供被保險人服務之任何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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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任何其他人在未經被保險人授權之狀況下，操控竄改電腦硬體或軟體之程

式或系統，而竊取被保險人直接或間接由電腦系統控管之資產。 

 

「企業信用卡詐欺」(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7 款規定) 

指盜刷經冒用簽章或詐欺變造之公司信用卡、轉帳卡或簽帳卡。該卡係專為

公務使用並由被保險人所申請，而針對被保險人或員工所核發。但以被保險人或

該員工已完全遵孚該卡片核發之規定、條件或其他條款且被保險人依法應對該損

失負賠償責任者為限。 

 

「轉帳詐欺」(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15 款規定) 

指以詐欺之電子、電報、測詴傳真、測詴電傳、電話或書面指示之方式，自

被保險人於金融機構之帳戶（被保險人或經被保險人授權之人或機構，得請求自

該帳戶轉出、支付或交付款項）竊取金錢，而自該帳戶扣款並且自該帳戶轉出、

支付或交付款項。且該指示係謊稱受被保險人或經被保險人授權之人或機構之指

示而發布，但該指示實為詐欺傳送、簽發或遭冒用簽章或遭任何其他人之詐欺變

造所為者。 

 

「仿冒詐欺」(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16 款規定) 

對任何金錢、有價證券或書面指示之冒用簽章或詐欺變造，或對任何金錢或

有價證券之偽造，而使得被保險人相信其為真實或有效文件。 

 

在本文第二章「犯罪保險概論」之第三節「犯罪保險之特色」之第一項「犯

罪行為之定義」，已提到商業犯罪保險乃針對犯罪行為所承保，但是犯罪行為種

類繁多，因此，保單必頇先界定其承保之不法行為，而上述條款也確實符合此一

特色，詳細規定保單所承保之不法行為。 

根據上述條款規定，「詐欺」在保單條款中有清楚明確之定義，限於上述五

種行為，但是，保單條款之定義與刑法上之詐欺概念有所不同，按刑法上詐欺係

指以詐術欺騙他人，使其陷於錯誤，產生有瑕疵之意思，因而從其取得其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之犯罪207，故刑法上之詐欺所涵蓋之範圍較保單條款廣。而在「詐欺」

之解釋認定應以保單條款中之定義為準。 

另外，上述條款中之用語「偽造」、「冒用簽章」和「詐欺變造」，保單條

款皆亦有定義： 

「偽造」(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4 款規定) 

指仿冒可轉讓之票券，導致被保險人基於其仿製之品質，而相信該文件為真

正之可讓票券而受騙。但若該仿冒之票券僅有不實內容但有真實的簽署或背書者，

仍非本用詞定義所指之偽造。 

 

                                                 
207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頁 307，2009 年 6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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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用簽章」(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12 款規定) 

指意圖欺騙且未經授權，以他人之姓名為簽署、蓋章或背書，或複製他人之

簽名或印章。此所稱之他人係指真實存在之人，不包含虛擬杜撰之人。 

上述簽署亦包含以機械或電子方式製作或重製簽名或蓋章。但如全部或部分之簽

署係本人所為者，無論是否經授權，或以任何身分，或基於任何目的，則非本用

詞定義所指之冒用簽章。 

 

「詐欺變造」(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14 款規定) 

指以詐欺為目的而對文件做重大變更。但若該變更係由有權製作或簽署該文

件之人所為者，則不在此限。 

 

 同上述，行為人之行為是否為偽造、冒用簽章或詐欺變造，皆頇按照保單條

款之定義予以認定。 

 

2. 不誠實行為 

關於不誠實行為，美亞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保單條款中並未對其進一步下定義，

則何謂不誠實行為，即可能會產生疑義，  

不誠實行為一詞在保險法第 95 條之 1 和之 2 有出現，但保險法未有定義，

而在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公會版)中亦有出現，在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1 款

中有不誠實行為之定義，係指被保證員工之強盜、搶奪、竊盜、詐欺、侵占等不

法行為。本文認為，基於商業犯罪保險與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具有相似性，承保範

圍亦有雷同之處，在商業保險保單條款未對不誠實行為有明確定義之情況下，商

業犯罪保險保單條款中的不誠實行為應該和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做相同

之定義。 

早期舊式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對於不誠實行為一詞係指已構成刑法

上之犯罪行為，因此，原則上頇俟被保證員工經法院判決確定有罪後，保險公司

始負賠償責任；而現行保單條款已無此限制，僅頇被保證員工有犯罪事實，保險

公司即應賠償208。但是，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對不誠實行為之定義「係指

被保證員工之強盜、搶奪、竊盜、詐欺、侵占等不法行為」，其中何謂「不法行

為」，實務見解有所爭論，有認為被保證員工僅頇違背其提供勞務應盡之誠實信

用原則之義務，自屬不法行為而屬「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契約第一條約定所指之

「不誠實行為」209。亦有判決認為所謂之不誠實行為之其他不法行為，應解為係

                                                 
208

 楊誠對，同註 115，頁 464。 
209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0 年保險上字第 26 號民事判決：「九、本件上訴人上開所為，顯違背

其提供勞務應盡之誠實信用原則之義務，而為不完全給付（修正前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參照，此

種遭侵害之利益即損害原非統一證券公司依債之本旨應得利益之喪失，而為履行債務以外之私有

利益，即所謂加害給付所致損害），則上訴人自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又證券商負責

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係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七十條之規定訂定，此觀之該條

文第一條之規定甚明，是證券商之業務人員如有違反其規定者，自屬不法之行為，上訴人前開行

為，不僅違反契約應盡之誠實信用原則之義務（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項），且違反前開經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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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強盜、搶奪、竊盜、詐欺、侵占相類之刑法上故意不法行為而言210。有論者認

為應將不誠實行為限定以竊盜、搶奪、強盜、侵占、詐欺、背信等六種行為客體

即可，且於現行條款尚未修改前，該不法行為應依刑法之解釋而為判斷，其理由

在於保單條款係採取「例示概括方式」之規定。是以，不法行為之解釋「必頇參

照其前述列舉之事項，依其性質相同者，而予以推論。」概括文句之範圍，應受

例示事項之限制，其他不法行為亦應理解為「客觀上為刑法上之不法行為，主觀

上行為人除具故意外，尚頇具備刑法上之不法意圖」，此乃法理上當然之解釋211。

本文認為學說見解合理，故從之，且如此認定可避免日後理賠發生解釋上困擾。 

另外，不誠實行為必頇是員工為被保險人處理事務時或利用自己職務上之地

位加以實施為必要，因此，與員工職務沒有關係或非尌業時間的不誠實行為不在

保險事故的範圍內212。 

 綜上，本文認為保單條款應對不誠實行為有明確的定義，建議增訂條款規定：

「不誠實行為係指員工之強盜、搶奪、竊盜、詐欺、侵占及背信等六種行為。」 

 

2、 其他人 

 行為主體若是其他人時，並未要求其具備主觀要件，此乃與員工不同。而客

觀上，其他人之行為頇為詐欺行為或竊盜搶劫。何謂詐欺行為或竊盜搶劫，以下

分別說明之： 

(1) 詐欺 

此部分與上述員工部分之詐欺行為相同，茲不贅述。 

 

(2) 竊盜搶劫(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41 款規定) 

指對被保險人之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之竊盜、搶奪、強盜，且該竊盜、搶

奪、強盜之行為係發生於下列任一地點： 

                                                                                                                                            
券交易法授權訂定之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自為不法行為而屬被上訴人與訴外人

統一證券公司所簽訂「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契約第一條約定所指之「不誠實行為」，應屬明確，

上訴人抗辯所稱不誠實行為係指被保證員工之強盜、強奪、竊盜、詐欺、侵占或其他不法行為而

言，故所謂不誠實行為，當指員工直接侵害被保險人之財產而言云云，要無依據，當無可信。」 
210
 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2241 號民事裁定：「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有

不備理由及認定事實與卷附證據不符等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仍屬尌原審

取捨證據、認定事實暨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及其他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

並尌原審本於上開職權之行使所論斷：按系爭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一條（承保範圍）約定之「不

誠實行為」之「其他不法行為」，應解為係與強盜、搶奪、竊盜、詐欺、侵占相類之刑法上故意

不法行為而言。查上訴人營業員張月娥接受訴外人陳福誠以訴外人李宜瑾、李順成帳戶買進股票

所造成之損害，對上訴人僅係負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之過失責任，且上訴人曾對張月娥提起背信、

偽造文書等罪之告訴，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確定在案，而上訴人又未提出其他證據足以認定張月

娥有刑法上故意不法之行為，自非屬系爭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況系爭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第三條

第二款並約定，被保證員工之疏失或過失所致之損失，被上訴人不負賠償責任。」相同意見之判

決，台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保險上字第 4 號民事判決。 
211

 江朝國，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不法行為，台灣法學雜誌第 110 期，頁 134-135，2008 年 8 月

15 日。另有論者參考日本慣例，亦採相同意見，請參閱，廖世昌，解析保證保險，月旦法學雜

誌第 107 期，頁 135，2004 年 4 月。 
212

 汪信君、廖世昌，保險法理論與實務，頁 242，2006 年 9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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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營業處所內。 

乙. 銀行之營業處所或類似被認可為安全存放地點之內。 

丙. 運送中並在被保險人之員工、董事、監察人或合夥人照顧、監管及控制之情

況下，但以實際或威脅採取暴力或武力行動者為限。 

丁. 於經被保險人合法授權照顧、監管及控制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之保全公司

或防彈車輛公司之照顧、監管及控制之情形下，但本公司僅針對超過其他有效且

可獲得之保險給付或補償（無論係以契約或其他方式約定）金額之部分，依本保

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41 款，其中之用語「竊盜」、「搶奪」和「強盜」，在

保單條款未另外加以定義，本文認為應該要與刑法上的概念做相同解釋，所謂竊

盜，係將他人所持有之財物或利益歸屬於自己或第三人持有為內容之犯罪
213，而

所謂搶奪，乃稱人不及抗拒，而奪取他人財物之犯罪214，最後，所謂強盜，係以

強暴脅迫等強制手段，足以使人不能抗拒，而搶取他人財物之犯罪215。 

 

犯罪乃是不法而且有責任之行為，所謂不法行為，是基於對於行為本身之利

害關係的考量，認為有必要加以預防的行為。而有責性，按按照一般想法，是對

於行為人之所以為不法行為的原因的評價216。本文認為不頇以行為人構成犯罪而

受有罪判決為必要，只要行為人有竊盜、搶奪或強盜之故意不法行為即為已足，

行為人是否具有責性則非所問。 

 

二、 擴大承保事項 

(一) 保單條款規定 

第二條 承保範圍 

二、擴大承保事項 

本公司僅就保險單首頁第七項所載「承保」之擴大承保事項，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

責，且若保險單首頁第四項有特別載明其所約定之分項保險金額，則受該分項保險金額之限制。 

（一）金錢或有價證券之毀損滅失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金錢、有價證券、保險箱或金庫之毀損或滅失所致之損失，依本保險契約

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二）刑事損害行為所致之損失 

本公司對於任何人意圖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所為之刑事損害行為，而導致被保險人於營業處所內

發生之損失，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213

 甘添貴，同註 207，頁 204。 
214

 同前註，頁 245。 
215

 同前註，頁 251。 
216

 黃榮堅，同註 172，頁 63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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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前述因刑事損害行為所致之損失包含軟體重建費用，則本公司就該軟體重建費用所負之保險給

付責任應以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款丙目或本擴大承保事項二者較高之分項保險金額為限。 

（三）懲罰性違約金補償 

本公司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而直接導致被保險人依書面契約應負擔之懲罰性違約金，

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四）應收或應付利息 

本公司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而直接導致被保險人遭受下列利息損失或支出，依本保

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甲. 應收取而未能收取之利息。 

乙. 額外產生應支付之利息。 

本公司對本項應收或應付利息之給付責任，應依中央銀行於被保險人遭受該損失至損失發現之期

間所公告「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之平均值計算。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五）費用、成本及支出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支出之下列費用、成本與支出，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甲. 法律費用。 

乙. 調查專家費用。 

丙. 軟體重建費用。 

丁. 商譽恢復費用。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六）照顧、監管及控制之責任 

於被保險人照顧、監管及控制屬於其他個人或機構之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之情況下，若該個人

或機構因前述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而受有直接財務損失，且被保險人依法應對該個人或機構之

損失負賠償責任，則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前述賠償責任所生之損失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

付之責。 

（七）自動從屬公司 

從屬公司應包含自動從屬公司，但以損失係發生於該機構已符合本保險契約所約定自動從屬公司

之定義時者為限。 

（八）發現期間 

若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終止後未續保或未被其他類似保險取代，被保險人得自動享有九十日發

現期間之保障，且要保人無需繳交額外之保險費。 

但對於在保險期間內發生危險變更之被保險人，或若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屆滿前被終止，則無

上述發現期間之適用。 

（九）舞弊防範諮詢顧問服務 

本公司對於舞弊防範諮詢顧問費用，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本公司將於取得舞弊

防範諮詢顧問服務之內容說明及相關費用明細之發票後支付之。 

被保險人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對本公司揭露由舞弊防範諮詢顧問所提供之最終書面報告或任何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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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但如該調查結果足以變更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所承保風險之危險估計，被保險人應於

本保險契約續保或延長保險期間前向本公司揭露之。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二) 條款評析 

商業犯罪保險所承保之損失，為被保險人之直接損失，而將間接或附帶損失

予以除外不保，根據上述保單條款，可知美亞商業犯罪防護保險承保之損失，除

了包括直接財務損失之外，擴大承保事項也將一些間接或附帶損失承保在內。且

根據第 6 款規定，保單除了承保財產損失之外，亦有承保被保險人依法所負之損

害賠償責任，而使保單除具有第一人保單性質外，兼具有第三人保單之性質。 

 

第二項 不保事項 

一、保單條款規定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肇因於或與之有關或相當於下列任一事項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一、附帶損失  

任何性質之間接或附帶損失。 

但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或第二條第二項 

第（五）款之約定所承保者，不在此限。 

二、信用風險 

未依授信安排完成付款（或僅償還部分款項）或違反授信安排之約定所致之損失。 

但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約定所承保者，不在此限。 

三、費用、成本及支出 

為確定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損失之存在或其金額，或為執行或抗辯任何法律程序，或為任何回

收成本或與回收相關之費用，所產生之費用、成本或支出。但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五）

款之約定所承保者，不在此限。 

四、罰金、罰鍰及損害賠償 

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責之任何形式之罰金或罰鍰、違約金或損害賠償。但被保險人為填補第三人財

產之直接損失所應負擔之賠償金或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二條第二項第（四）

款或第二條第二項第（六）款之約定所承保者，不在此限。 

五、火災 

因火災所致之損失。但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約定所承保者不在此限。 

六、營業裝修 

營業處所內之營業裝修遭到竊盜搶劫之損失金額逾美金壹拾萬元之部分。此所稱「營業裝修」係

指為業務需要，而固定或附著於營業處所內之裝潢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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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知悉後之損失 

於被保險人之董事、監察人、合夥人、受託人、高階主管、部門主管、資深經理人、人力資源部

門成員或與前述職位相當之人於知悉下列任一情事後，因該員工之行為所導致之損失： 

甲. 該員工受僱於被保險人之期間有從事任何詐欺、不誠實或刑事損害行為，無論其是否以員工

身分為之。 

乙. 該員工受僱於被保險人前有從事任何詐欺、不誠實或刑事損害行為，且其所涉及之金錢、有

價證券或財產價值為美金參萬元以上。 

八、營業處所損害 

對下列任一標的之損害或破壞： 

甲. 營業處所或建築物，無論任何原因所致者。 

乙. 營業處所內之物品或營業裝修。但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之約定所承保者，

不在此限。此所稱「營業裝修」係指為業務需要，而固定或附著於營業處所內之裝潢修飾。 

九、之前或嗣後發現之損害 

符合下列任一情形之損失： 

甲.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開始前初次發現者。 

乙.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或所約定之發現期間屆滿後初次發現者。 

丙. 於追溯日前所為之單一或一連串行為所產生者。 

十、獲利、損失或存貨之計算 

僅以下列任一事項為證明之損失： 

甲. 獲利及損失之計算結果或比較。 

乙. 存貨紀錄與真正實際盤點之比較。 

但若有員工涉及並經指明後，存貨紀錄及真正實際盤點之數值可作為損失之證明文件。 

十一、機密資訊  

直接或間接因使用或利用任何機密資訊（包括但不限於營業秘密、電腦程式、客戶資料、專利權、

商標權、著作權或製程辦法）所致之損失，或包含前述機密資訊之損失。但該機密資訊係用於支

持或協助執行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行為者，不在此限。 

十二、交易損失  

任何因有價證券、期貨、選擇權、境外或聯邦資金、貨幣、外匯及與前述類似標的之買賣或交易

所致之損失。但若該買賣或交易係由員工所為（無論係單獨或與他人共謀）且該損失為本保險契

約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承保者並導致該員工獲有不當財務利得或該員工本意乃為其他個人

或機構而接受該利益者，不在此限。此所稱「不當財務利得」並不包含任何由被保險人支付該員

工之任何薪資、佣金、酬金、津貼、升遷、獎勵、分紅、退休金或其他員工福利。 

但此除外不保事項並不適用於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款丁目之約定。 

十三、戰爭及恐怖主義 

戰爭或恐怖主義。 

 

二、條款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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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保單條款規定，共有 13 項除外不保事項，保險公司透過這 13 項規

定，使承保範圍能更明確之界定。大部分條款皆清楚明確，在解釋適用上應該不

會發生疑義，以下尌其中幾項予以評析。 

 

(一) 間接損失除外不保(保單條款第 4 條第 1 款) 

所謂損失，係指危險標的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的危險事故發生，所致其經

濟價值非故意的減少或滅失，而以貨幣單位表示者。損失可分為直接損失和間接

損失兩種。前者指因危險事故的發生，所致危險標的物遭受立即的第一次損失；

而後者指因危險事故發生的第一次損失，所延伸對被保險人的第二次損失，又稱

為從屬損失或附屬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217。 

 損失究為直接損失還是間接損失，有時在認定上並不容易，美國法院在認定

時曾有爭議，以下茲舉兩個美國判決，以期能更加明確。 

在 Lynch Properties, Inc. v. Potomac Insurance Co.一案中218，Lynch 公司主要是

在從事商業不動產，但是，也有對於當事人的媽媽提供一些帳戶服務。由於公司

為當事人的媽媽管理投資，所以她每年支付公司年費 5 萬美金，而年費的一部分

即是支付公司的帳戶服務費。其中一個記帳人從這個媽媽的戶頭侵吞大約 19000

美元。當這個問題被發現時，公司轉帳自己的資金去歸還被侵吞的錢。之後，公

司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保險人拒絕理賠，因而被保險人起訴，地方法院最後是

站在保險公司那邊。法院認為，保單承保的損失必頇直接由員工不誠實行為所導

致。然而，本案 Lynch 公司的損失並不是直接起因於員工的不誠實行為，員工侵

占行為的直接結果是媽媽個人帳戶的損失，當公司將被偷資金予以補足時，公司

才蒙受損失。而這一損失依據法院見解是間接損失。法院的見解是認為公司的損

失是直接由其歸還損失資金的決定而不是侵占所造成219。 

在 Patrick Schaumburg Automobiles v. Hanover Insurance 一案中220，Patrick 

Schaumburg 的不誠實員工，將被保險人的車子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賣給共犯批發

商，再從共犯批發商那邊以高於市價的價格買車子。本案中，雙方並未爭執損失

是由該不誠實員工所造成。但有疑問的是，員工從批發商那邊以高於市價的價格

買車子所支付的金錢，是否為直接損失？法院認為將間接損失除外條款和保單所

承保的損失條款，一起觀察解釋，可以了解保單要區隔資產的固有價值之損失和

資產所能產生收入的可能性之損失，前者是保單所要承保的，而後者是被除外不

保的
221

。因此，被保險人向批發商購買車子所支付的金錢，原本不用支付的，是

因為員工不誠實行為才頇要支付，所以是保險承保的損失。同樣的，被保險人的

車子以低於市價賣出，是資產少於其固有的價值，亦為直接損失222。最後，法院

                                                 
217

 凌氤寶、康裕民、陳森松，同註 7，頁 10-11。 
218

 Lynch Properties, Inc. v. Potomac Insurance Co., 962 F. Supp. 956 (N.D. Tex. 1996). 
219

 Id. at 961. 
220

 Patrick Schaumburg Autos., Inc. v. Hanover Ins. Co., 452 F. Supp. 2d 857, 862 (N.D. Ill. 2006). 
221

 Id. at 872. 
222

 Id. at 873.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345&FindType=Y&SerialNum=1997061614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FindType=Y&SerialNum=1997061614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37&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10385235&ReferencePosition=862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FindType=Y&SerialNum=2010385235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FindType=Y&SerialNum=2010385235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FindType=Y&SerialNum=2010385235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FindType=Y&SerialNum=201038523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8 

 

強調被保險人應該要舉證證明損失的存在及損失的金額223。 

 第一個判決是早期美國法院見解，此見解對於怎樣算是直接損失是一個非常

限縮的見解，本文認為這樣的見解並不合理。後來美國法院改變見解，放寬直接

損失之認定，如此較符合一般被保險人的合理期待，使被保險人購買保險以分散

損失之目的能獲得滿足。 

而我國法院關於損失之認定之判決並不多，現有之判決對於直接損失之認定

係採用學理上的標準，亦即若係立即第一次損失即為直接損失224，另有判決認為

銀行職員違法放貸是直接損失225，可供參考。 

 

(二) 法律費用除外不保(保單條款第 4 條 3 款) 

一般犯罪保險保單是第一人保單，故一般不會承保抗辯費用，保險人不會支

付任何與法律行為有關的費用，這與第三人保單之責任保險保單並不一樣。但是，

根據保單第二條第二項第（六）款之擴大承保事項，商業犯罪保險是有承保被保

險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兼具有第三人保單之性質，所以，在同條項第(五)款即規

定有擴大承保法律費用226，也因此本款但書即規定若已依第 2 條第 2 項第 5 款承

保，則不除外不保。 

 

(三) 火災除外不保(保單條款第 4 條第 5 款) 

由於財物在多數情況是置放在建築物裡面，歹徒可能透過縱火來竊取財物，

因而，建築物可能遭受火災而受有損失。在此情況下，對於建築物因火災所生之

損失，商業犯罪保險保單是除外不保，理由在於大部分建築物都有火災保險。若

損毀的被保財物並未包括在該火險保單中，例如金錢與有價證券等，則這些財物

尌仍可受到商業犯罪保險保單之保障，正如本款但書規定，若已依本保險契約第

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約定所承保者，亦即被保險人因金錢、有價證券、保險

箱或金庫之毀損或滅失所致之損失，商業犯罪保險仍是有承保，並未除外不保。 

 

(四) 存貨短缺除外不保(保單條款第 4 條第 10 款) 

對於企業之存貨短缺，亦即會計紀錄與實務盤點不符，也被除外不保。理由

是存貨短缺通常是被保險人或其相關人造成，例如可能是會計紀錄有誤、盤點不

                                                 
223

 Id. at 873-74, 876. 
224
 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133 號判決：「鑰匙遺失，鎖同時直接喪失功能，必頇加以更換。此

係系統門鎖更換工程致生費用，為直接損失，並非所謂附帶損失。」 
225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94 年度保險上字第 1 號：「本件上訴人之被保證員工蔡○○、

楊○○因違背職務不法超貸款項予貸款人，對上訴人已成立侵權行為，業經原法院八十九年重訴

字第三號判決其等應連帶給付賠償上訴人一億一千四百一十萬元確定在案，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受

有該金額之損害亦不爭執。準此，其等二人之侵權行為應已成立無訛，即其等二人之不法背信行

為已造成上訴人既存積極財產總額之減少，且加害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存在，係屬財產上之

直接損失，是被上訴人辯稱上開上訴人之損失，非直接損害云云，為不足取。」 
226

 所謂法律費用，其定義在保單條款第 3 條第 21 款：「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由被保險人

於抗辯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之損失所致之任何請求、主張或法律程序中所產生並支付之合理法

律費用、成本及支出。但以該法律費用、成本及支出無法向其他人求償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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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等。這些情況乃屬於企業管理的範疇，對於被保險人而言，並非偶發之隨機事

故，被保險人應設法改進其存貨盤點方式，而非透過保險來分擔損失。 

 

(五) 戰爭及恐怖主義除外不保(保單條款第 4 條第 13 款) 

正如多數產險保單一般，對於巨災或是難以承保之危險事故，商業犯罪保險

保單一樣是將其除外不保。 

 

第三項 損失發現期間條款 

一、保單條款規定 

第二條 承保範圍 

二、擴大承保事項 

（八）發現期間 

若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終止後未續保或未被其他類似保險取代，被保險人得自動享有九十日發

現期間之保障，且要保人無需繳交額外之保險費。 

但對於在保險期間內發生危險變更之被保險人，或若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屆滿前被終止，則無

上述發現期間之適用。 

第三條 用詞定義 

十、發現期間  

指本保險契約屆滿後立即接續之一段期間。對於因保險期間屆滿前之行為所導致之相關損失，且

該損失係於此期間內初次發現者，被保險人得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損失發現期間」(discovery period)原係員工誠實保證保險特有制度，由於

商業犯罪保險亦有承保員工不誠實行為，故商業犯罪保險保單中亦有此一條款。

此條款之主要目的，一方面積極要求被保險人一方能及早發現損失，以便理算損

失；另一方面消極控制保險人承保危險，並避免長尾巴(long tail)問題發生。申言

之，從發生保險事故一直到理算完畢，如漫長延滯，易生長尾巴問題，一般責任

保險，法理上透過事故發生基礎、賠償請求基礎等理賠基礎之採擷以資因應。於

商業犯罪保險中，員工之不誠實行為自發生到發現，倘期間相隔久遠，保險人將

承擔長期未了之責任，自保險制度運作觀點論之，並不妥適。因而，保險人為解

決此問題，訂定了損失發現期間條款，規定員工之不誠實行為頇在保險期間內或

是在契約終止(或保險期間屆滿)後 90 日內227發現，保險人始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227

 此為美亞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保單條款所規定，其他市售保險保單條款，則規定期間之長短係

依照雙方在保單內所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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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關於損失發現期間條款是否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229而不具適法性，實務上

有所爭論，針對此一問題，應從兩方面予以分析討論，首先，由於訂立商業犯罪

保險契約之雙方當事人，係同有經濟實力之商業主體，而非保險公司與弱小之消

費者，從而，此一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仍有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之適用。再者，

若損失發現期間條款仍有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之適用，則此一條款是否違反保險

法第 54 條之 1 而不具適法性。以下分析討論之。 

 

二、商業主體間之定型化保險契約有無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之適用 

 所謂內容控制原則，係指契約條款雖未違反法律上之強行規定，但其內容與

法律一般理念有所偏離，且依誠信原則，對於約款之相對人產生不合理的不利益

(顯失公帄)時，法院得於個案中宣告該條款為無效之意
230。而根據保險法第 54 條

之 1 之立法意旨略以：為貫徹保護被保險人意旨，特擷取大陸法系保險契約合法

性與誠信要求之「內容控制」原則等精神，於追求社會公帄正義及實質契約自由

之理念，為免因定型化約款之某一約款之規定，使得契約當事人據以有權利改變

或逃避其應履行之義務。明顯可知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係為落實保險契約之內容

控制原則。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和民法第 247 條之 1，兩條規定皆與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相似，而由於消費者保護法僅適用於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企業經營者，

另一方為消費者，因此，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之適用對象是否也應像消費者保護

法一樣，即生疑義。以下分別介紹實務和學說見解231，最後提出本文見解。 

 

(一) 實務見解 

    實務多認為若是訂立保險契約之雙方當事人，皆為同有經濟實力之商業主體，

則由於雙方皆有與他方討論及磋商之權力，故應無適用保險法第 54條之 1之餘

地。例如台灣高等法院 99 年保險上更(一)字第 1 號民事判決232：「然若訂立契約

之雙方，並非一般企業經營者與弱小之消費者，而係同有經濟實力之商業主體間

之交易契約，則締約之雙方，均有與他方討論及磋商之權力，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如保險法第 54條之 1 或消費者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應即無適用之餘地，始為合

                                                 
228

 江朝國，論損失發現期間在我國司法實務之走向，月旦裁判時報創刊號，頁 121，2010 年 2

月。 
229 保險法第 54 條之 1：「保險契約中有左列情事之一，依訂約時情形顯失公帄者，該部分之約

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本法應負之義務者。二、使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拋棄或

限制其依本法所享之權利者。三、加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義務者。四、其他於要保人、受益人

或被保險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230

 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頁 39-40，2009 年。 
231

 以下之實務和學說皆以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損失發現期間條款為討論之對象，但由於商業犯

罪保險亦有損失發現期間條款，內容與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損失發現期間條款相比較，除了期間

長短不同之外，其餘相同。所以，本文認為討論對象若為商業犯罪保險之損失發現期間條款，實

務和學說的見解應會和以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損失發現期間條款為討論之對象時一樣。 
232

 本判決經上訴第三審後，經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 1871 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判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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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233 

 

(二) 學說見解 

有論者基於下列三點理由認為商業主體間之定型化契約有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之適用234： 

1、誠信原則之適用範圍 

我國定型化契約條款內容控制的理論基礎為誠信原則，不但已為學說上之共

識，且亦為內容控制相關法源依據所採納，誠信原則作為法律上之帝王條款，其

適用範圍除了及於整部民法外，更延伸至公法領域，從而，將具體落實誠信原則

之內容控制概念限縮於相對人具消費者身分時始有其適用，尚乏依據。 

2、相關規範適用範圍做對照 

再者，從相關規範適用範圍做對照，與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具有相同規範目

的者，有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及民法第 247 之 1 條，前者之適用對象應僅限於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之定型化契約，然因定型化契約之規範與消費者保護之間

本無必然的邏輯關係，納入消費者保護法中一併規範純係偶然結果，尚不宜以此

推認僅消費者保護之領域才有規範定型化契約之必要。後者之適用對象並無限制，

只要是契約之一方當事人所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通說認為約款相對人縱非消

費者，均有該條之適用235。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乃參考草擬完成之民法第 247 條之

1，既然如此，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亦無限縮適用對象之實質理由。 

3、比較法之參考 

最後，從比較法之參考，德國民法第 307 條之抽象規制原則，於涉及第 308

與 309 條規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時，對企業經營者、公法或公營造物仍有適用，

僅應頇同時考量該行業之交易習慣而已。我國保險法、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的內

容控制條文，均僅採取相當於德國民法第 307 條之抽象規制原則，而有類似次位

階帝王條款之作用，若將此等抽象規制原則限縮適用於消費者契約，則無異係將

「誠信原則」限縮適用於消費者契約，顯不合理。 

 

(三) 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學說意見較為合理，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既然係為落實內容控制原

則而訂立，內容控制原則本以定型化契約為規制對象，並未排除雙方當事人皆為

商業主體之情形，本質上應不必侷限於消費者契約。保險契約一方當事人為保險

公司，另一方究為一般消費者亦或是商業主體，兩者差別應僅在商人間之契約與

消費者契約之間，內容控制所介入的程度應有所不同。商人間之契約，固然應保

留較高度的契約自由且頇尊重各該商業領域間的交易習慣，但並不因此代表尌可

                                                 
233

 相同見解的判決，如台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保險上字第 29 號民事判決。 
234

 葉啟洲，商業主體間定型化保險契約之內容控制，月旦裁判時報第 7 期，頁 72-75，2011 年 2

月。 
235

 黃立，民法債篇總論，頁 123，2006 年；詹森林，消費者保護法之定型化契約最新實務發展，

月旦法學雜誌第 91 期，頁 40，200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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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誠信原則及免受內容控制236。另外，縱使認為商業主體間所訂立之保險契

約不能主張保險法第 54 條之 1，但當事人卻可轉而主張民法第 247 條之 1，民法

第 247 條之 1 和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規範大同小異，如此一來，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限縮適用對象，並無實益，故不應限縮適用對象。綜上，本文贊同學說見解，

認為商業主體間之定型化契約仍有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之適用。 

 

三、損失發現期間條款是否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而無效 

承上所述，本文認為縱使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皆為商業主體，其所訂定之保

險契約仍有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之適用，因此，接下來本文將進一步討論商業犯

罪保險保單中之損失發現期間條款是否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而無效，以下分

別介紹以下分別介紹實務和學說見解
237，最後提出本文見解。 

 

(一) 實務見解 

1、條款有效說 

    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 1432 號判決：「按保險人對於由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

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保險契約內有明文限制者，不在此限，保險

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本件兩造簽訂之系爭「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第

三章第八條約定：「本保險單有效期間內未發現之損失及本保險單所載『溯及日』

前發生之損失」屬不保項目。而系爭「保證保險單」之基本條款理賠事項第六條

約定：「本保險契約經全部終止或對於部分被保證員工終止保證責任時，其在保

險有效期間內所發生之損失，自終止之日起六個月內發現，被保險人亦得提出賠

償請求，逾期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等情，為原審所認定。則被上訴人因其員工

不忠實行為所生之損失，依系爭「綜合保險單」、「保證保險單」之約定，既應

「發生」且「發現」於保險期間內；及應「發生」於保險期間內，並於契約終止

（或保險期滿）後六個月內「發現」者，上訴人始須負保險之理賠責任。依首揭

說明，此項將上訴人保險之理賠責任，限於被上訴人之損失「發生」於保險期間

內，且「發現」於保險期間內或保險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即為法之所許。…乃

原審於解釋系爭保險契約時，誤將當事人未約定之「須於保險有效期間或期滿後

六個月內『請求』理賠」，作為兩造限制約定之內容，進而依保險法第一條、第

二十九條前段、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五十四條之一及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等規定

之精神，認定兩造有關「發生」、「發現」及「請求」之限制約定「顯失公帄」

而為無效，即有可議之處。」238 

                                                 
236

 葉啟洲，同註 234，頁 72-75。相同意見，江朝國，同註 228，頁 125。 
237

 以下之實務和學說皆以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損失發現期間條款為討論之對象，但由於商業犯

罪保險亦有損失發現期間條款，內容與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損失發現期間條款相比較，除了期間

長短不同之外，其餘相同。所以，討論對象若為商業犯罪保險之損失發現期間條款，實務和學說

的見解應會和以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損失發現期間條款為討論之對象時一樣。 
238

 相同意見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9 年保險上更(一)字第 1 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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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款無效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88年度保險字第 88號民事判決：「本件兩造所簽訂之「銀

行業綜合保險單基本條款」於第三章不保事項第八條固約定：「本保險單有效期

間內未發現之損失及本保險單所載「溯及日」前發生之損失」，惟揆諸前揭法條

之規定，應解釋為保險契約之有效期間因係由上訴人公司同意承保，故其間內所

發生之損害，均應由上訴人負理賠責任，未於該保險期間內發生之損失始不予理

賠方為公允，否則，若依上訴人之解釋─必於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現並請求，則與

前揭保險法第一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前段之保險理賠理念顯有未合。蓋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對於其保險期間內所發生之危險事故如不能向保險人請求理賠，則何

保險之有？且若為如此之解釋亦不利於被保險人，則要保人、被保險人當時對於

此極『不利於己』之保險契約又何需簽訂？更何況保險法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又特

別規定，「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

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危險事故發生、並知悉其業已發生─此即得為請求之日─

後起，對保險人有『二年請求理賠權利』之時間，而本件上開保險契約卻予剝奪

被上訴人行使請求理賠權利之時間，亦即『限制』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依

保險法所享有之權利二年請求理賠請求權，並『加重』要保人、被保險人之義務

即保險事故除須於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者外，並必須於該有效期間內『發現』

請求理賠，而不得有如保險法第六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有二年請求理賠之時間」，

並藉以免除或減輕保險人自己之理賠責任，若未於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現並請求理

賠，即不予理賠，使要保人、被保險人甚或受益人受有重大不利益，該條款之訂

定，依其情形，對被上訴人『顯不公平』，依保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

之規定，應屬無效，自應回歸保險法之規定即只要保險事故係於保險有效期間內

『發生』，而於自得為請求之日起二年內行使請求理賠權。另所謂終止，固係指

契約往後不予繼續發生其效力，故契約期間之屆滿固亦應屬契約終止之一種情形。

惟兩造所簽訂之「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基本條款」理賠事項第六條：「本保險契約

經全部終止或對於部份被保證員工終止保證責任時，其在保險有效期間內所發生

之損失，自終止之日起六個月內發現，被保險人亦得提出賠償請求，逾期本公司

不負賠償責任。....」之約定，其特別約定必須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請求

理賠，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此條項之約定，亦係剝奪要保人、被保險人行使理

賠請求權二年之時間，限制須於保險有效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行使，亦即加

重要保人、被保險人之義務即行使權利之時間較二年短少許多，藉以免除、減輕

保險人之理賠義務，因此使要保人、被保險人甚或是受益人受有重大不利益，依

保險法第五十四條之一之規定，此約定亦應無效，…。」239
 

 

                                                                                                                                            
度保險上更(一)字第 15 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6 年度保險上字第 14 號民事判決…

等等。 
239 相同意見，台灣高等法院 90 年度保險上字第 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7 年台上 271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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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說見解 

論者多認為損失發現期間並未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而無效240，以下列出

其中兩位學者之理由： 

1、有論者認為損失發現期間的約定，係為避免「長尾巴」的出現，此項期間之

有無與其長短，直接影響保險人所承擔之危險犯為，保險人經常容許要保人依其

實際需要付費增列或延長，以符合保險契約之對價帄衡原則。保險實務上既容許

銀行加費增訂或延長損失發現期間，銀行業為專業金融機構之一，且為購買此一

險種之主力客戶，當無不知此一慣例以及不能磋商增訂或延長損失發現期間之理。

故損失發現期間條款，應無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及顯失公帄之處241。 

2、另有論者逐一檢視損失發現期間條款有無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首先，並

未減輕保險人依保險法應負之義務，理由在於損失發現期間條款之要求，乃保險

事故要素之一，若被保險人未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發現員工不誠實行為，保險

事故即未發生，保險人也尌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再者，並未使要保人、受益人

或被保險人拋棄或限制其依保險法所享有之權利，理由在於「發現」員工不誠實

行為乃保險事故要件之一，員工「發生」不誠實行為，僅係民法上損害事故發生，

保險事故尚未發生，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之時效自未開始起算。接者，本條款明顯

未加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義務。最後，本條款亦未對於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

險人有重大不利益，理由在於保險人不可能漫無限制承擔所有危險，其可反面透

過不保事項界定承保範圍，當保險契約以不保事項條款將某種事故明確界定為不

予承保，此時難未違反保險制度之對價性原則，本條款即屬以不保事項界定承保

範圍，故難謂對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有重大不利益242。 

 

(三) 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學說和晚近實務見解較為可採。首先，實務判決自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 1432 號判決以後，多認定損失發現期間條款為有效，已逐漸成為穩

定的見解。再者，觀察實務否定說之見解，顯然忽略保險實務的交易習慣及慣例，

蓋使用損失發現期間條款以避免長尾巴問題早已為保險實務上保險人用以控制

危險之一種方法。另外，實務否定說誤將民法上損失事故之概念認為係保險法上

之保險事故，而混淆了損失發現期間條款之性質，損失發現期間並非在限制被保

險人請求權之行使期間，應僅係增加保險公司負責之先決條件。最後，損失發現

期間條款，不但可以讓保險人之保險理賠責任易於確定，也可使被保險人不致因

有保險存在而怠於注意和監督，且基於對價帄衡原則，亦可降低相對應之保險費，

                                                 
240

 葉啟洲，同註 234，頁 75。廖世昌，同註 211，頁 137。江朝國，同註 228，頁 122-124。劉

信彰，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法律專業碩士班論文，頁 33-34，2005 年 7

月。古佩玉，員工誠實保證保險理論與實務之分析，國立台北大學法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8，2006 年 7 月。 
241

 在此討論之對象是銀行業綜合保險之損失發現期間條款，請參閱，葉啟洲，同註 234，頁 75。 
242 江朝國，同註 228，頁 1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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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中也有「延長損失發現期間」條款以為補充243，故尚難逕謂顯失公帄，因此，

本文認為損失發現期間條款並未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綜上，本文認為學說

和晚近實務見解較為合理，損失發現期間條款並未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而無

效。 

第四項 報警處理條款 

一、保單條款規定 

第五條 一般事項 

七、損失通報 

損失之通知應以書面直接送達保險單首頁第十項所載之地址。通知日應以郵戳為憑，且郵戳本身

即足以為通知之證明。 

除該損失係由員工引起、涉入或與之有關者外，被保險人於發現損失後應向警察機關報案，本公

司始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被保險人於損失發現後應儘速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但最遲不得晚於損失發現後六十日內。被保險

人應提供本公司所有必要資訊及文件，並協助本公司處理與損失有關之所有事務，且應於發現後

六個月內提供本公司足以證明損失之詳細資訊。被保險人因違反本項約定所增加之損失，本公司

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根據保單條款第 5 條第 7 款，規定被保險人有報警處理義務，若被保險人違

反此義務，則法律效果為保險人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二、報警處理條款妥當性之討論 

關於報警處理條款是否妥當，首先，應先確認報警處理義務之性質，是否等

同保險法第 58 條規定之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244。再者，違反報警處理義務之效

果，究竟為保險人不負保險給付之責，還是被保險人負賠償損失，還是另有其他

的效果。以下分別討論之。 

 

(一) 報警處理義務之性質 

報警處理條款在其他險種之保單亦有出現，例如：汽車保險單第 15 條之規

定，各險種之報警處理條款內容並無不同，我國學者對於報警義務條款之性質為

                                                 
243

 例如美亞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保單條款第二條第二項第八款：「若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終止後

未續保或未被其他類似保險取代，被保險人得自動享有九十日發現期間之保障，且要保人無需繳

交額外之保險費。」 
244 保險法第 58 條：「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遇有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發生，除本

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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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所爭論，以下說明之： 

1、等同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保險法第 58 條) 

有學者認為，保險實務上之報警處理義務條款，條款約定的目的與保險法第

58 條的目的相同，皆是在避免損害的擴大，因此，實與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無

異245。至於通知義務之性質為何，學說上眾說紛紜，有認為是法律上義務說、不

真正義務說、附隨義務說、要件說和法律強制說，此非本文討論重點，故不贅述
246。 

2、並不等同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保險法第 58 條) 

有學者認為，報警處理義務與保險法第 58 條規定之通知義務並不相同，保

險法上未有報警處理義務之相關規定，純係保險人為確定損害事故責任之歸屬，

同時避免要保人、被保險人為了詐領保險金而虛構保險事故，才特別以定型化契

約條款要求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時報警處理，希望透過公權力之介入，

使損害事故之責任歸屬更加明確，並減少虛構保險事故之情形發生。且依此等條

款之規定，受要保人等通知之對象係憲警機關，並非保險人。報警處理義務顯然

與保險法第 58 條規定之通知義務不同
247。 

 

(二) 違反報警處理義務之效果 

由於學說對於報警處理義務之性質有如上述之爭論，進而對違反報警處理義

務之效果為何，看法也不相同，而實務上也是未有定論，以下分別說明之： 

1、認為報警處理義務之性質等同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  

 此說認為報警處理義務之性質等同保險法第 58 條所規定之通知義務，故違

反報警處理義務之效果即應與違反保險法第 58 條之效果一樣，然違反保險法第

58 條之效果為何，學說亦有爭論，以下分別說明之： 

(1)有學者認為，違反保險法第 58 條之通知義務時，保險人可依據保險法第 63

條248向通知義務人請求損害賠償外，尚可依據保險法第 57 條249，解除保險契約250。 

(2)有學者認為既然報警處理義務等同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因此，被保險人違反

報警義務，即應類推適用保險法第 63 條的規定，僅發生被保險人對保險人應否

負賠償損失的問題，不生免除保險人保險給付之效果251。 

(3)另有學者認為，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與其認為義務，毋寧為求償權行使之條件，

                                                 
245

 劉宗榮，新保險法，頁 188，2007 年 1 月初版。相同意見，施文森，論通知義務，法學叢刊

第 133 期，頁 20-24，1989 年 1 月。 
246

 關於通知義務之性質之詳細內容，請參閱，葉啟洲，論保險事故發生後之通知義務，法律評

論第 65 卷總期 1334 期，頁 26，1999 年 6 月 1 日。 
247

 同前註，頁 25。另外，可參閱，葉啟洲，汽車保險中之報警義務與內容控制，月旦法學雜誌

第 26 期，頁 122 以下，1997 年 7 月。 
248 保險法第 63 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於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第三項所規定之期限內為

通知者，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249 

保險法第 57 條：「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應通知之事項而怠於通知者，除不可抗力之事故外，

不問是否故意，他方得據為解除保險契約之原因。」 
250 鄭玉波，劉宗榮修訂，保險法論，頁 89，2007 年 9 月修訂 7 版。 
251 劉宗榮，同註 245，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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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得享有保險契約利益之人不為遵照，僅得視為求償權之拋棄，而不生其他不

利後果。換句話說，若被保險人未約定或法定期間內為通知，但其後仍通知者，

依保險法第 63 條之規定，保險人如因而受有損害者，得向要保人請求賠償；若

被保險人根本未通知，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無頇另為解除契約之表示
252。 

 

2、認為報警處理義務之性質不等同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  

  此說認為報警處理義務之性質不等同保險法第 58 條所規定之通知義務，因

此違反報警處理義務之效果不應直接適用違反保險法第 58 條之效果。保險法尌

事故發生後之「報警處理義務」既無規定，從而亦無違反此項義務之效果規定。

而保險實務上曾有於保險單條款中規定違反的效果是保險人得「不負賠償責任」，

其妥當性如何，頗值商榷。此說贊同晚近最高法院 84 台上字第 1627 號判決所持

之見解，認為保險人不因此保單條款而發生免除保險給付責任之效力，違反報警

義務之效果應類推適用保險法第 63 條之規定，理由在於，尌違反時之可責性而

言，報警義務與保險事故發生時之通知義務的違反，均屬可責性較低之義務違反

型態，基於「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此一原則，對於違反報警義務之效

果，自得由保險法上尋求類似之規定來補充之
253。 

 

3、實務見解 

我國實務對於違反報警處理義務之效果為何，未有定論，以下列出法院相關

見解： 

(1)肯定保單條款規定，保險人得「不負賠償責任」 

台灣高等法院(75 上易字第 1304 號判決)認為，被上訴人未於事故發生時，

立即報請憲警處理，以便憲兵、警察機關查明事之真象，已屬違約。依汽車保險

基本條款第 21 條之約定，上訴人即不負責任254。 

(2)違反通知義務頇與保險人損害之發生有因果關係 

    台北地方法院(75 保險 019)認為，契約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即原

告)應立即通知警察機關處理，本屬合理。惟本條適用必被保險人違反通知義務

與保險人實質損害之發生具有因果關係者，始足當之255。 

(3)保險人不得免除保險責任，應類推適用保險法第 63條  

 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627號判決認為，被保險人報警處理及通知之義務，

同在防免保險人損害之擴大，初與危險責任之預估不生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違反通知之義務者，保險法第 63 條僅規定對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應負賠償責

                                                 
252

 施文森，保險法總論，頁 292，1987 年修正 8 版。 
253

 葉啟洲，同註 247，頁 127。 
254

 本判決引自，施文森，汽車保險，頁 62，1991 年 6 月初版。相同意見的判決，台北地方法院

69 訴 11088、台北地方法院 69 訴 2054、台北地方法院 72 訴 8177、台灣高等法院 69 上字第 952

號。 
255

 本判決引自，施文森，汽車保險，頁 62，1991 年 6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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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而未規定保險人得免除保險責任。被保險人違反報警義務時，亦應類推適用

該規定，認僅發生對保險人應否負賠償損失之問題，要不能因而免除其給付保險

金之義務，如此解釋方與保險契約分散損失之旨相符。否則違反通知或報警之義

務，即依定型化契約之約定免除保險人之責任，將使保險之機能喪失殆盡，實非

所宜。 

(4)不得依保險法第 57 條解除保險契約 

    最高法院 85 年台上字第 2145 號認為，原審基於被保險人未履行立即報警處

理之通知義務，即行認定，保險人依保險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解除保險契約，為屬

有據，進而為上訴人敗訴判決，自屬可議。 

 

三、本文見解 

(一) 報警處理義務之性質 

本文認為，報警處理義務之性質並非是保險法第 58 條所規定危險發生之通

知義務，雖然兩個義務的產生時點皆是在保險事故發生後，且其義務內容都是在

通知，但仔細觀察，兩者雖然都是通知，但是通知對象不盡相同，前者乃通知警

察機關，後者為通知保險人。再者，前者目的主要係保險人希望透過公權力介入，

來確定損失範圍、蒐集證據，以明瞭保險人應負之責任，並減少虛構保險事故之

情形發生，且為了處理之後財物尋回，發生復得之情形，而後者乃為使保險人得

有機會採取必要之措施，以避免損害的擴大。 

    綜上，本文認為報警處理義務和保險法第 58 條所規定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

不但內容不同、其目的亦有差異，故報警處理義務並非是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

報警處理義務既非是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其性質乃保險人與要保人、被保險人

約定，要保人、被保險人承諾履行一特種義務，亦即被保險人於發現損失後應向

警察機關報案，根據保險法第 66 條規定：「特約條款，為當事人於保險契約基本

條款外，承認履行特種義務之條款。」報警處理條款應可解釋為特約條款。 

 

 

(二) 違反報警處理義務之效果 

承上，報警處理義務並非是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報警處理條款之性質應為

一特約條款，故根據保險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違背特

約條款時，他方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若被保險人違反此一義務，

其效果為保險人得解除契約，縱使保險事故已發生，仍不影響保險人的解除權。

綜上，本文認為違反報警處理義務之效果，不應為保險人不負保險給付之責，應

改為與保險法第 68 條規定一樣，亦即保險人得解除保險契約。 

本文建議條款應改為「除該損失係由員工引起、涉入或與之有關者外，被保

險人於發現損失後應向警察機關報案，若被保險人不向警察機關報案，本公司得

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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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項 詐欺之理賠申請條款 

一、保單條款規定 

第五條 一般事項 

十七、詐欺之理賠申請 

如被保險人所提出理賠申請之金額或其他事項有虛偽或詐欺之情事，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二、條款評析 

此一條款乃美亞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保單所特有，其餘市售保單並沒有此一條

款。首先，本文認為此一條款名稱規定不當，容易使人誤以為是在規定發生詐欺

之犯罪行為時，該如何理賠申請之條款。故為避免發生混淆，本文建議條款名稱

應改為「理賠申請時之詐欺條款」。 

再者，根據此條款規定，被保險人在提出理賠申請時，若有虛偽或詐欺之情

事，則保險公司得解除契約，也尌是保險公司有一解除權。此一解除權之發生原

因並非基於法律規定，而係雙方約定，故為約定解除權，而非法定解除權。 

而此一約定解除權是否適法，端視此一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有效，能否通過

內容控制原則之檢驗，亦即有無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規定，首先，應先確認

商業主體間之定型化保險契約有無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之適用，此問題在本節第

三項第一款已有所討論，如同前述，本文認為商業主體間所訂立之定型化保險契

約仍有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適用，於資不贅。再者，本文認為此一定型化條款對

被保險人而言並未顯失公帄，理由在於，此條款目的在嚇阻被保險人在提出理賠

申請時，藉由虛偽或詐欺情事而詐領保險金，目的係屬正當，且是否出現虛偽或

詐欺情事係基於被保險人自己之行為，被保險人理應為自己行為負責，被保險人

有虛偽或詐欺情事，顯示其惡性重大，最後，商人間之契約，應保留較高度的契

約自由，因此，本文認為約定保險公司有解除權應無顯失公帄，此條款並未違反

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第二節 與其他市售商業犯罪保險保單之比較分析 

根據第一節對美亞公司所販售的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保單之評析，對於美亞公

司的保單已有清楚的認識。以下，本文將進一步比較分析美亞公司的保單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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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保單相異之處，以期能完整清楚了解國內市售的商業犯罪保險保單條款。 

第一項 承保事項 

一、承保範圍 

蘇黎世產物保險公司之商業犯罪保險與美亞公司相同，均係採發現基礎。其

保單條款第一條：「The Insurer will indemnify …for a Loss …which is first 

Discovere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or any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而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和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險則採發生基礎，

兩者保單條款之內容相同，保單條款第一條：「This policy is our promise to you to 

pay for your loss if :（A）a problem of a type described under What has gone wrong 

occurs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and（B）you have discovered and told us 

about this problem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discovery period, and...」 

犯罪保險保單所保障之危險事故，例如竊盜、電腦犯罪等，常常不能及時發

現財物已經遭受損失，尤其是由公司內部員工所為之犯罪行為，可能都是在幾年

後才被發現，這和火災或車禍等立即尌能發現損失有所不同。假設公司在 2011

年有購買商業犯罪保險保單。同年，公司發現之前在 2005 年有一犯罪行為導致

公司受到損失。此時，對於公司而言，商業犯罪保險保單若係採發生基礎則無法

獲得理賠，因為該損失並未發生在保險期間內。相對的，若是購買採發現基礎之

保單，則由於發現基礎並不要求該損失發生在保險期間內，只要在保險期間或是

延長發現期間內發現該損失，公司即可獲得保險給付。本文認為，基於犯罪行為

具有隱密性及不易被發現之特性，商業犯罪保險保單應採發現基礎。採發現基礎

對公司較為有利，公司投保前之事故才有獲得保險保障之機會，如此才能提供公

司較完整之保障。而且，保險公司亦可透過追溯日之約定，來控制其所承擔之風

險，對於保險公司而言，採發現基礎亦無不利或不公帄之處。採發現基礎，保險

公司和被保險人雙方可透過追溯日之約定，訂立對雙方皆有利的保險契約。 

 

二、員工主觀意圖 

與美亞公司販售的保單條款規定不同，在蘇黎世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單，

所要求員工所需具備的主觀要件，係意圖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或從公司獲取不當

財務利得256。另外，在美商安達和富邦產物保險公司販售的商業犯罪保險保單中，

所承保之員工不誠實行為(employee dishonest)，根據保單條款規定，員工頇具備

之主觀要件為「意圖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257，且條款寫明「為了避免疑問，輕

率或是疏忽並不構成主觀意圖」258。 

比較三者條款規定，三者都有規定員工意圖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另外，前

                                                 
256 條款規定原文為with the intention to cause a Loss to the Group Company or to obtain an Improper 

Financial Gain from the Group Company.  
257

 條款規定原文為 with the intent to cause you to suffer a loss  
258

 條款規定原文為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recklessness or inadvertence do not constitute i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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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兩者另有規定員工主觀意圖可為獲取不當財務利得，但是蘇黎世產物保險公司

的條款限定是「從公司」獲取。假設有一家公司購買商業犯罪保險，而後來該公

司發生了員工犯罪之情形，客觀上的確有員工從事犯罪，但該員工的主觀意圖是

想從客戶那獲取利益而非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則此一情形只有美亞產物保險公

司所販售的保單會理賠，因為員工意圖獲取不當財務利得並不尌代表員工有使被

保險人遭受損失之意圖，其餘三家公司會因為不符合條款規定之主觀意圖而不理

賠。但如此一來並不符合公司購買商業犯罪保險轉嫁犯罪風險之目的。只要客觀

上員工有從事犯罪行為，尌是公司想要轉嫁的犯罪風險，至於員工之主觀意圖係

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或是獲取不當財務利得，對於公司而言，並不重要，且員工

從事犯罪行為到底是想從公司或是從別人獲取不當財務利得更非公司所關弖。要

求員工主觀意圖之主要目的在於排除員工輕率或疏忽之情形，只要員工主觀上認

知到他或她在從事犯罪行為，應該尌可以該當主觀要件。綜上，本文認為美亞產

物保險公司的條款規定較為合理，其餘三家公司的條款規定過於限縮，不符合被

保險人的合理期待。 

 

三、員工不誠實行為 

在美商安達和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商業犯罪保險保單中，雖然有對於

員工不誠實(employee dishonest)下定義，係指員工意圖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而

所為單一或多數詐欺行為或是不誠實行為，為了避免疑問，輕率或是疏忽並不構

成主觀意圖259。不過，在此定義中又有出現 dishonesty(不誠實行為)一字，如此一

來，何謂 dishonesty(不誠實行為)仍未有明確的定義。尌此一問題，已於第一節

所述，於資不贅。 

 

四、擴大承保事項 

美商安達和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者，未有擴大承保事項條款，而蘇黎世

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之保單則有之，規定在第 2 條，共有 10 項，其中有 7 項和

美亞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保單條款所規定者相同，以下列出其餘 3 項不同者。 

1、對終止從屬公司的承保 

對於先前符合被保險人資格之任一組織體，雖在保險期間內被出售或是不存

續，只要當保單承保之犯罪行為之實行時，而此一組織體是被保險人，則本保單

會繼續對於因此所生之損失負保險給付之責。 

 

2、勒索 

被保險人之任一員工所從事之勒索行為。 

 

                                                 
259 兩個公司保單條款所為的規定是一樣的，條款規定原文為：「Employee Dishonesty means an 

act/acts of fraud, or dishonesty committed by an employee with the intent to cause you to suffer a loss.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recklessness or inadvertence do not constitute int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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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營業中斷 

對於任何在損失填補期間以及在保單承保的損失所造成之等待期間之後所

生之合理的額外成本，保險人應負保險給付之責。額外成本係指暫時性替代設備

和暫時性額外場所的租金、雇用外面勞力的成本和員工的加班費以及關於運輸設

備的成本或是文件成本。等待期間係指發現損失後的 48 小時。損失填補期間係

指等待期間之後的 90 日。 

 

第二項 不保事項 

目前市售之其他保單，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和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販售的保

單，其除外不保事項皆相同，共有 15 款，而蘇黎世產物保險公司販售的保單則

有 10 款。以下列出其他市售保單與美亞產物保險公司保單之不同。 

 

(一) 員工過失行為除外不保 

美商安達和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險保單條款有員工過失行為除外

條款，所以，若員工之行為乃單純操作錯誤、判斷錯誤…等等過失行為，則不在

承保範圍內，從保險人立場而言，若承擔此種危險將導致雇主減少對員工的監督

注意義務，故不承保員工之過失行為。而美亞產物保險公司保單雖未有此除外條

款，但由於承保之犯罪行為，皆只包含故意犯罪，未包含過失犯罪，且另有要求

主觀意圖，因此，可知道美亞產物保險公司之承保範圍亦不包括員工之過失行

為。 

 

(二) 綁架和擄人勒贖除外不保 

蘇黎世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單條款第 5 條第 2 款即規定，若是因為綁架、

擄人勒贖或其他相關的威脅，所生或與之有關之損失，除外不保。 

 

(三) 持有或控制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以上股東除外不保 

 美商安達和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險保單條款規定，若損失是由持有

或控制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以上股東所導致或有參與在內，則除外不保。一

般而言，持有或控制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以上之股東，即為公司之大股東，

對於公司經營有一定影響力，故如同原則上不承保董監事之犯罪行為一樣，對於

公司大股東之行為除外不保，以避免道德危險。 

 

(四) 核子輻射除外不保 

美商安達和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險保單條款規定，若是因為核子輻

射所造成之損失，除外不保。理由應是核子輻射其性質為難以承保之危險事故，

故不予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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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勒索除外不保 

美商安達和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險保單條款規定，勒索是除外不保，

但若是由員工不誠實行為或是電腦犯罪所引起，則不在此限。 

 

(六) 可回復的損失除外不保 

 美商安達和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保險保單條款規定，損失若可由其他

任何保險或是其他方式回覆者，除外不保。蓋保險之目的在分散風險，填補損失，

而並非讓被保險人因保險而不當得利。美亞產物保險保單雖未有此除外條款，但

是，根據保單第 5 條第 5 款規定，保險公司僅尌超過被保險人之任何其他有效並

可請求給付之保險或補償（無論是依照契約或其他方法）之金額，負保險給付之

責，所以結果一樣。 

 

雖然有六個不同的除外不保事項，但仔細觀察後，可以發現事實上只有四個

是美亞公司真的未除外不保，包括上述的(二)、(三)、(四)、(五)。其中的(二)綁

架和擄人勒贖除外不保和(五) 勒索除外不保，其除外不保的理由係因為綁架、

擄人勒贖及勒索屬較特殊的風險類型，應由其他保單承保。不過，美亞公司未將

之除外不保，亦即公司可獲得較廣之保障，對於公司較為有利。再者，其中的(三) 

持有或控制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以上股東除外不保，其除外不保的理由已如

上述，係為避免道德危險。因此，本文認為美亞公司除外不保事項應將此一事項

納入。最後，其中的(四)核子輻射除外不保，其除外不保的理由是因為核子輻射

之性質為難以承保之危險事故。因此本文認為美亞公司也應將此一事項納入除外

不保事項。 

 

第三節 與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比較分析 

在引進商業犯罪保險之前，非金融業之公司想要避免員工不誠實的風險，早

期都是要求員工提供人事保證，保證其不會為違背職務的行為，若受雇人有違背

職務行為導致雇主受有損害時，保證人頇負賠償之責。但是，人事保證制度有其

缺點存在，例如：一般人民不願為人作保、通常雇主未考慮保證人是否有履行保

證債務的能力、人事保證必頇負擔抽象又廣泛的責任…等等，才因此將人事保證

予以保險化，使公司可以透過保險的方式，轉嫁員工不誠實的風險。民國 53 年

即開辦此項業務稱為「員工信用保證保險」。民國 75 年修訂承保辦法和保單條款

並更名為「員工誠實保證保險」260。後來，在中華民國 81 年 2 月 26 日，增訂保

險法第 95-1、95-2 及 95-3，明文規定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和

商業犯罪保險兩者都有承保員工不誠實的風險，可供非金融業之公司選擇投保。

但是，兩者卻有許多不同之處，以下本文將從幾個方面比較分析員工誠實保證保

                                                 
260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212，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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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與商業犯罪保險之不同： 

 

第一項 被保險人 

一、美亞產物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保單條款 

第三條 用詞定義 

十七、被保險人  

指要保人及在本保險契約起保日時已符合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任一從屬公司及員工福利方案。 

二十六、員工福利方案  

指被保險人為過去、現在及未來之員工或其相關受益人之利益，由被保險人所建立或監管之任何

退休金、員工福利、福利金、員工認股權儲蓄計畫或認股權憑證計畫、慈善基金或基金會。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員工福利方案，應僅適用於損失係由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之行為所致，且

行為時該員工福利方案係由被保險人所監管者。 

二十七、要保人  

指保險單首頁第一項所載之機構。 

三十九、從屬公司  

指於保險期間開始時，要保人直接或間接經由一個或數個機構取得下列任一權利之其他機構： 

甲. 控制其董事會之組成。 

乙. 控制過半數股東表決權。 

丙. 持有過半數已發行股份。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事項及擴大承保事項僅適用於每一從屬公司於其符合前述從屬公司要件時所

為之任何單一或一連串具相關性、繼續性或重複性之行為。 

 

二、比較分析  

根據上述保單條款，可以清楚了解到商業犯罪保險的被保險人，除了要保公

司之外，還包含了要保公司的從屬公司及員工福利方案，而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

被保險人，並沒有像商業犯罪保險一樣有保單條款規定之，不過，根據員工誠實

保證保險承保辦法第 2 條規定，承保對象為「以金融機構、政府機關、公司企業

即人民團體為對象。個別員工直接要保暫不接受。所有被保證員工，應以接受聘

雇，受有人事管理拘束，並領受薪資者為限。」因此，實務上通常係以被保險人

為要保人，亦即於雇傭契約中由於受雇員工之不誠實行為而受有損害之雇主，同

時為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被保險人及要保人261。因而，兩者相較之下，可以明顯

發現商業犯罪保險之被保險人比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來得多。對於公司而言，保障

也因而較多。 

                                                 
261

 廖世昌，同註 211，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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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承保主體範圍及承保區域 

一、美亞產物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保單條款 

第二條 承保範圍 

一、承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下列員工或其他人之行為所致之損失，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

責。 

（一）員工犯罪行為保障 

任何員工意圖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或為獲取個人財務利得，而單獨或與他人共謀之詐欺或不誠實

行為。 

（二）其他人犯罪行為保障 

任何其他人所為之詐欺行為或竊盜搶劫。 

第三條 用詞定義 

十一、員工  

指造成損失之行為發生時，與被保險人訂有服務契約而為其工作，並由被保險人給付薪資、報酬

或佣金，且受被保險人監督及指揮其勞務履行之自然人。 

員工亦包含下列之人，但以造成損失之行為發生時具備下列身分者為限： 

甲. 被保險人之董事、監察人或合夥人，但僅限於其執行員工日常職責之行為時。 

乙. 受被保險人監督，而履行員工職責之兼職人員、臨時雇員、工讀生、派遣人員或義工或任何

由外部仲介機構所提供之人員。 

丙. 與被保險人終止僱傭關係未逾九十日之離職員工，但前述員工並不包括因其詐欺或不誠實行

為而被終止僱傭關係者。 

丁. 任何員工福利方案之受託人、管理人或執行者。 

戊. 受被保險人委任之律師（但不包含個人獨資事務所之律師）及該律師所僱用之任何員工，但

僅限於其為被保險人提供法律服務時。前述法律服務不包含提供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之照顧、

監管及控制。 

己. 被保險人無法以姓名辨識之員工，而其行為導致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之損失。惟以本公司

衡酌被保險人所提供資料後，可推定該損失係肇因於該員工之行為者為限。 

除本公司另以附加條款約定外，員工並不包括任何外部稽核人員、外部會計人員、經紀人、投資

顧問或投資經理人、代理商、收取佣金之零售商、承銷商、承包商或其他類似代理人或代表人，

或前述人員之代表人。 

二十五、其他人  

指除被保險人之董事、監察人、合夥人、員工或任何與員工共謀者以外之任何自然人，但不包含

依服務契約（不論有無書面）提供被保險人服務之任何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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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約定之「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內，因被保證員工單獨或共謀之不誠實行為，導致下

述損失發生者，經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現並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本

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約定之保險金額限額內，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 

一、被保險人所有財產之損失。 

二、被保險人因受託保管財產之損失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第三條 名詞定義 

六、「被保證員工」：係指接受被保險人聘僱、受有人事管理約束，並領有薪資者。但不包括董

（理）監事。 

 

三、比較分析 

根據上述保單條款，可以知道商業犯罪保險的承保主體範圍分為員工和其他

人，而兩者又在第三條有清楚定義，反觀員工誠實保證保險的承保主體範圍僅有

被保證員工。因而，兩者相較之下，可以明顯發現商業犯罪保險的承保主體範圍

較大，不僅多了其他人這一部分，尌員工方面，商業犯罪保險也不像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僅限於「接受被保險人聘僱、受有人事管理約束，並領有薪資者。」且「不

包括董(理)監事」。商業犯罪保險之員工，除了像員工誠實保證保險規定，頇與

公司訂有契約者外，保單條款中另外列有六款，只要造成損失之行為發生時具備

該六款之身分者亦為員工，觀察該六款之規定，只要有事實上僱傭關係者262，即

可被認定為公司之員工，另外，董監事和合夥人也包含在內。 

 

另外，關於承保區域，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僅限於台灣地區，而商業犯罪保險

並不限於台灣地區，其承保區域是全世界，也因此在美亞產物商業犯罪防護保險

要保書中，有要求要保人提供其海外營業處所之數目，讓保險公司得以估計其危

險。產險業者表示，若子公司海外地區在犯罪行為較多的國家，例如墨

西哥、中國大陸等地，保險費用自然也會較貴。產險公司進一步表示，

這類國家包含第三人搶劫、當地員工誠信問題都較起人疑竇，因此保險

費用也相對會較高 263。  

 

                                                 
262

 係指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最高法院 57 台上 1663 判例。 
263 楊 筱 筠，商業犯罪保險 正夯，中時電子報，2010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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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提起訴訟之義務 

一、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 

第八條 損失發現之通知與義務之履行 

被保險人發現任一被保證員工有不誠實行為而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應按下列規

定辦理 : 

一、於發現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三個月內提出詳細損失情形及金額，但經本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二、儘速對該員工提起訴訟，並協助本公司辦理有關理賠事宜。 

三、提供本公司所需之有關帳冊、資料、民刑事裁判書及相關文件；必要時提供本公司所認可之

執業會計師有關損失之證明，其所需之費用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由本公司負擔之。 

 

二、比較分析 

根據上述的保單條款，可以知道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有課予被保險人提起訴訟

之義務，但是，在商業犯罪保險中並沒有出現類似的條款，亦即商業犯罪保險並

未要求被保險人頇對不誠實員工或犯罪之第三人提起訴訟，只有課予被保險人在

損失係由員工引起、涉入或與之有關者外，應報警處理之義務。 

值得注意的是，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雖然有規定被保險人有提起訴訟

之義務，但對於違反此義務之法律效果並未規定，本文認為應該要予以規定違反

之法律效果，避免日後產生糾紛。 

 

第四項 保單效力 

一、美亞產物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保單條款 

第三條 用詞定義 

十一、員工 

丙. 與被保險人終止僱傭關係未逾九十日之離職員工，但前述員工並不包括因其詐欺或不誠實行

為而被終止僱傭關係者。 

 

二、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 

第十五條 保證責任之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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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任一被保證員工死亡、停職、解職、退休或經被保險人通知終止保證責

任時，本保險契約對於各該員工之保證責任即告終止。 

 

三、比較分析 

根據上述保單條款，可以知道在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中，一旦員工死亡、停職、

解職或退休，亦即被保證員工喪失其員工之身分時，則保險契約對於各該員工之

保證責任即告終止，換句話說，若此時發生保險事故，保險人是不負保險給府之

責。而在商業犯罪保險中，員工雖然已離職，但只要其離職原因並非是其從事詐

欺或不誠實行為，則在與被保險人終止僱傭關係未逾九十日，仍被視為員工，所

以，若此時發生保險事故，保險人應負保險給付之責。相較之下，商業犯罪保險

之保單效力較強，保障較多。 

 

第五項 損失認定 

一、美亞產物商業犯罪防護保險保單條款 

第三條 用詞定義 

二十三、損失  

指被保險人因任何單一或一連串具相關性、繼續性或重複性之行為，而導致或與前述行為相關之

直接財務損失。前述一連串具相關性、繼續性或重複性之行為應視為單一行為，其所致之損失亦

應視為單一損失。 

損失並不包含由被保險人因僱傭關係而支付之薪資、佣金、酬金、津貼、升遷、獎勵、分紅、退

休金或其他員工福利 

第二條 承保範圍 

二、擴大承保事項 

（二）刑事損害行為所致之損失 

本公司對於任何人意圖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所為之刑事損害行為，而導致被保險人於營業處所內

發生之損失，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若前述因刑事損害行為所致之損失包含軟體重建費用，則本公司就該軟體重建費用所負之保險給

付責任應以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款丙目或本擴大承保事項二者較高之分項保險金額為限。 

（三）懲罰性違約金補償 

本公司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而直接導致被保險人依書面契約應負擔之懲罰性違約金，

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四）應收或應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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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而直接導致被保險人遭受下列利息損失或支出，依本保

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甲. 應收取而未能收取之利息。 

乙. 額外產生應支付之利息。 

本公司對本項應收或應付利息之給付責任，應依中央銀行於被保險人遭受該損失至損失發現之期

間所公告「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之平均值計算。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五）費用、成本及支出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支出之下列費用、成本與支出，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甲. 法律費用。 

乙. 調查專家費用。 

丙. 軟體重建費用。 

丁. 商譽恢復費用。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六）照顧、監管及控制之責任 

於被保險人照顧、監管及控制屬於其他個人或機構之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之情況下，若該個人

或機構因前述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而受有直接財務損失，且被保險人依法應對該個人或機構之

損失負賠償責任，則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前述賠償責任所生之損失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

付之責。 

 

二、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約定之「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內，因被保證員工單獨或共謀之不誠實行為，導致下

述損失發生者，經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現並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本

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約定之保險金額限額內，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 

一、被保險人所有財產之損失。 

二、被保險人因受託保管財產之損失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三、比較分析 

商業犯罪保險和員工誠實保證保險都是在承保被保險人之直接損失，而將間

接或附帶損失予以除外不保，根據上述保單條款，可以知道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承

保之損失有二，一為被保險人所有財產之損失，二為被保險人因受託保管財產之

損失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而美亞商業犯罪防護保險承保之損失，除了包括

直接財務損失之外，擴大承保事項也將一些間接或附帶損失承保在內。相較之下，

在損失之認定方面，美亞商業犯罪防護保險認定範圍較大，被保險人受到的保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0 

 

較多。 

 

第六項 保險限額 

一、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 

第三條 名詞定義 

二、「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係指因任一被保證員工單獨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之損失，以

「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為最高賠償限額。但保險單就特定被保證員工另載有其他保險金

額者，則以該保險金額為最高限額。 

三、「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因二人（含）以上被保證員工之共謀不誠實行為所致之保險事

故，本公司對每一被保證員工所致之損失，仍以「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或個別所載明之

保險金額為賠償限額，但合計賠償金額不得超過「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 

四、「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險金額」：係指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分次發現非同一被保證員工

之不誠實行為所致損失，得依前二款之約定分次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但保險期間各次賠償金

額合計不得超過「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險金額」。 

 

二、比較分析 

根據上述保單條款，可以知道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對於保險賠償金額

設有三個限制，分別是「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

及「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險金額」，亦即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所能請求之

保險金額頇受到這三個金額之限制，換句話說，被保險人之損失未必能獲得完全

的填補。而這些限制並未出現在商業犯罪保險中，相較之下，明顯的商業犯罪保

險提供較高的保額。 

 

第七項 小結 

茲以下表格整理員工誠實保證保險與商業犯罪保險之差異： 

 

表 4：員工誠實保證保險與犯罪保險之差異 

 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商業犯罪保險 

被保險人 要保公司 要保公司及其從屬公司 

承保主體範圍 被保證員工 員工(含董監事)/其他人 

員工 受被保險人聘僱,受有人

事管理約束,並領有薪資

者,不包括董(理)監事  

受僱員工 

董事或合夥人 

由人力派遣公司提供而

執行受雇人職務者 

無法以姓名辨認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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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為被保險人提供法律服

務的受聘律師,及其受僱

人  

任何員工福利方案之受

託人、管理人或執行者。 

承保區域 台灣地區  全世界 

提起訴訟之義務 有 沒有 

保單效力 喪失員工身份即不保 喪失員工身份 90 日內仍

視為員工承保 

損失 被保險人所有財產,或因

受託保管財產的損失  

被保險人所有財產,或受

保管財產的損失 

因保險事故發生所致之

利息 

懲罰性賠償金 

法律費用調查、專家費

用、軟體重建費用、商譽

恢復費用、舞弊防範諮詢

顧問費用。 

保險限額 每一被保證員工/每一次

事故 /保險期間累計最

高保險金額 

未有限制，可提供較高的

保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表格中，可以發現整體而言，商業犯罪保險所提供之保障比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來得大，且限制較少，對於公司而言，在轉嫁員工犯罪風險方面，商業犯

罪保險應為較佳的保單。而且，台灣之國際貿易發達，與全世界各國交易頻繁，

許多公司在全世界都設有子公司、分公司或是辦事處，對於派駐在海外的員工，

管控上較為困難，使公司面臨到的犯罪風險也較大，但是針對海外員工的犯罪風

險，是不在傳統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承保範圍，只有商業犯罪保險才有承保，因此，

對於公司而言，商業犯罪保險才能提供一個完整的保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2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犯罪風險是每個公司都會面臨到的風險，犯罪風險所造成的財產損失比其他

可保的危險事故所造成的損失來得多。在美國，犯罪所造成的總損失，一年大概

超過 500 億美元，根據美國 ACFE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 的一項

研究報導發現，帄均每一公司因員工不誠實案件所生的損失將侵蝕全年銷售總額

(annual sales) 約 6%。且近年來，新興的網路犯罪，也使公司遭受重大損失，網

路犯罪使英國公司帄均 1 年損失 210 億英鎊，而美國 FBI 調查報告指出美國有

90%的公司面臨電腦駭客的攻擊，其中有五分之一在一年內遭受 20 次以上的攻

擊，有大約三分之二因此遭受財務損失。因此，公司當然希望能透過保險方式，

來保障這些人為禍害所致之財產損失，為了公司之需求，市場尌發展出「商業犯

罪保險」。 

商業犯罪保險之主要功能可分別從公司以及保險人兩方面說明： 

一、尌企業而言：  

大多數企業係以營利為目的，透過提供勞務、產品買賣等取得報酬，一方面，

企業累積大眾資金，且營利能力較強，另一方面，報酬型態如紙幣、硬幣、支票、

本票或其他有價證券，其特點為流動性高，難以表彰所有權，因此吸引許多不肖

人士覬覦，使企業主容易內弖憂慮，無法盡全力拓展事業，若能將犯罪損失之風

險藉由保險轉嫁，不僅可以免除企業主的內弖憂慮，更有助於企業無後顧之憂全

弖投入事業發展。且若企業投保商業犯罪保險，由保險人協助企業加強損害防阻，

不但可降低損失頻率及損失幅度，保險事故發生時亦可獲得保險人理賠，使犯罪

損失所生之影響降至最低，不至於危及企業經營基礎，有助企業穩健經營。此外

公司直接購買商業犯罪保險，可不必再分別投保竊盜保險、現金保險和員工誠實

保證保險，如此較能節省保費，承保範圍也更為廣泛並降低重疊之可能性。 

二、尌保險人而言：  

近年來，財產保險業之傳統業務已趨近飽和，一直停滯不前；相對地，由於

新型態危險不斷出現，使社會大眾越來越重視新險種的保險。因此，產險業應該

採取藍海策略，航向藍海市場，亦即「開創新興市場」，透過不斷開發新險種保單，

滿足客戶需求，達到擴展業務範圍；此外，經濟市場活絡，企業獲利不斷攀升，

且跨國企業不斷出現，實有賴保險來消弭企業之犯罪風險，商業犯罪保險市場可

以預期。若保險業能掌握契機，拓展商業犯罪保險業務，將有助於提升業務量。 

 

公司是否因其內部員工從事犯罪行為而頇負擔刑事責任，關於此一問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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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實務早已承認公司刑事責任能力，在加上美國檢察官處理企業犯罪時，大量運

用緩起訴協議與不起訴協議之偵查實務背景下，導致公司對於公司犯罪過度支付

(overpay)，公司過度支付使公司錯置資源，進而減少整體社會福利。在台灣，近

年來公司治理的問題日益嚴重、公司發生危害社會經濟、公安或汙染環境，對大

眾的財產、健康造成傷害的事件也時有所聞，使用刑事責任來迫使公司提高其注

意義務，以強化公司的社會責任面的呼聲越來越多。但是，課予公司刑事責任是

否尌能有效阻止公司員工犯罪，減少公司弊案的發生，實有疑問。一旦我國如同

美國法般承認公司刑事責任，可預見在美國發生承認公司刑事責任後所引起的諸

多問題，也會在我國發生。 

本文認為 Miriam Hechler Baer 教授的建議—消除公司刑事責任，改為採納民

事責任搭配保險系統，值得我國效法。承認公司有犯罪能力而課予公司刑事責任

之主要目的，尌是希望能藉此有效降低公司犯罪風險，減少公司弊案的發生。但

是，承認公司刑事責任將引起之諸多問題，且透過課予公司刑事責任是否真能有

效降低公司犯罪風險，實有疑問。事實上，透過保險方式能較有效地降低公司犯

罪風險，對社會大眾及公司都較為有利。採納民事責任搭配保險系統之目的，並

不是要去減少行為人之刑事責任，而是用法院評估民事罰款去取代公司刑事責任，

並要求公司購買最低保險額去支付這些罰款，且對於那些被犯罪行為傷害之第三

人維持一定程度的補償。Baer 教授的建議還有以下的優點：一、決定公司是否

和何時會被給予獎賞的法律標準會更透明以及可以被更正。二、比較少的不確定

性。公司會以司法決定為行為的基礎，而不用去猜測檢察官最近如何處理系爭的

案件。三、消除由於檢察官偏見和利益衝突所造成的錯誤和不效率。法官會以公

司先前的表現為決定罰款的基礎，且不以公司承諾未來會協助對於犯罪員工的追

訴為決定基礎。此一建議可以更有效率地鼓勵企業事先去發現、量化及減少犯罪

風險，也可以持續地在事後對受害人予以補償。 

 

商業犯罪保險在美國已行之有年，但國內一直到 2008 年，才由美商安達產

物保險公司引進第一份保單。目前國內共有四家產物保險公司販售商業犯罪保險

保單。其中，美亞產物保險公司所販售的商業犯罪防護保險是第一也是唯一的一

份中文保單，本文對此份保單之條款予以評析討論，有以下幾點結論： 

一、關於承保範圍部分 

承保範圍條款分為一般承保事項和擴大承保事項。一般承保事項部分，依犯

罪行為主體之不同分為員工和其他人。 

員工部分有要求主觀意圖，其他市售保單條款所規定的主觀意圖過於限縮，

本文認為美亞保單規定「意圖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或為獲取不當財務利得」較合

理，蓋要求員工主觀意圖之主要目的在於排除員工輕率或疏忽之情形，只要員工

主觀上認知到他或她在從事犯罪行為，應該尌可以該當主觀要件。客觀要件部分，

何謂不誠實行為，保單條款未有定義，其他市售保單條款之定義亦不清楚，本文

認為在現行保單條款未增訂或修正前，應該要採取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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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義。但是，對於何謂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之定義中之「不法行為」，

實務有所爭論。本文認為不誠實行為應僅限竊盜、搶奪、強盜、侵占、詐欺、背

信等六種不法行為，以避免日後在認定解釋上產生糾紛。另外，許多關於犯罪之

保單用語，其概念與刑法概念不同，解釋認定應以保單定義為準。 

其他人部分，保單條款並未有關於竊盜、搶奪和強盜之定義，本文認為應與

刑法上之概念做相同解釋，惟不頇以行為人構成犯罪而受有罪判決為必要，只要

行為人有竊盜、搶奪或強盜之故意不法行為即為已足，行為人是否具有責性則非

所問。 

擴大承保事項部分，保單條款將一些原本除外不保之間接或附帶損失，擴大

承保在內，使被保險人能獲得更完善之保障。且根據保單條款第 2 條第 2 項第 6

款規定，保單除了承保財產損失之外，亦有承保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

任，而使保單除具有第一人保單性質外，兼具有第三人保單之性質。 

 

二、關於除外不保部分 

保單條款規定，共有 13 項除外不保事項，保險公司透過這 13 項規定，使承

保範圍能更明確之界定。保單條款大多清楚明確，在解釋適用上應不會發生疑義，

本文尌其中幾項予以評析。 

關於間接損失除外不保條款，美國法院對於直接損失之認定見解不一，本文

茲舉兩個判決說明之，並認為後來的法院見解較為可採，亦即間接損失除外條款

是要區隔資產的固有價值之損失和資產所能產生收入的可能性之損失，前者是保

單所要承保的，而後者是被除外不保的。 

關於法律費用不保條款，由於美亞保單有擴大承保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損害

賠償責任，而兼具有第三人保單之性質，因此，本款但書即規定若已依第 2 條第

2 項第 5 款承保，則不除外不保。 

關於存貨短缺不保條款，由於存貨短缺通常是被保險人或其相關人造成，此

乃屬於企業管理的範疇，對於被保險人而言，並非偶發之隨機事故，被保險人應

設法改進其存貨盤點方式，而非透過保險來分擔損失。 

另外，與目前市售其他保單之除外條款比較後，發現有六個不同的除外不保

事項，但仔細觀察後，可以發現事實上只有四個是美亞公司真的未除外不保，包

括「綁架和擄人勒贖除外不保」、「持有或控制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以上股東

除外不保」、「核子輻射除外不保」及「勒索除外不保」。其中的綁架和擄人勒贖

除外不保和勒索除外不保，其除外不保的理由係因為綁架、擄人勒贖及勒索屬較

特殊的風險類型，應由其他保單承保。不過，美亞公司未將之除外不保，亦即公

司可獲得較廣之保障，對於公司較為有利。再者，其中的「持有或控制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 10%以上股東除外不保」，其除外不保的理由已如上述，係為避免道

德危險。因此，本文認為美亞公司除外不保事項應將此一事項納入。最後，其中

的「核子輻射除外不保」，其除外不保的理由是因為核子輻射之性質為難以承保

之危險事故。因此本文認為美亞公司也應將此一事項納入除外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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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損失發現期間條款 

對於商業主體間之定型化契約是否有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之適用，以及損失

發現期間條款是否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而無效，實務和學說見解不一，本文

認為商業主體間之定型化契約仍有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之適用，理由在於保險法

第 54 條之 1 既然係為落實內容控制原則而訂立，內容控制原則本以定型化契約

為規制對象，並未排除雙方當事人皆為商業主體之情形。 

再者，本文認為損失發現期間條款並未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而無效，理

由在於損失發現期間條款僅係增加保險公司負責之先決條件，不但可以讓保險人

之保險理賠責任易於確定，也可使被保險人不致因有保險存在而怠於注意和監督，

且基於對價帄衡原則，亦可降低相對應之保險費，保單中也有「延長損失發現期

間」條款以為補充，故尚難逕謂顯失公帄。 

 

四、關於報警處理條款 

報警處理義務之性質為何以及違反報警處理義務之效果為何，學說和實務有

所爭論。本文認為報警處理義務和保險法第 58 條所規定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不

但內容不同、其目的亦有差異，故報警處理義務並非是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其

性質乃保險人與要保人、被保險人約定，要保人、被保險人承諾履行一特種義務，

亦即被保險人於發現損失後應向警察機關報案，根據保險法第 66 條規定：「特約

條款，為當事人於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外，承認履行特種義務之條款。」報警處理

條款應可解釋為特約條款。再者，根據保險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保險契約當

事人之一方違背特約條款時，他方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若被保險

人違反此一義務，其效果為保險人得解除契約，縱使保險事故已發生，仍不影響

保險人的解除權。本文認為違反報警處理義務之效果，不應為保險人不負保險給

付之責，應改為與保險法第 68 條規定一樣，亦即保險人得解除保險契約。 

 

五、關於詐欺之理賠申請條款 

本文認為此一定型化條款對被保險人而言並未顯失公帄，理由在於，此條款

目的在嚇阻被保險人在提出理賠申請時，藉由虛偽或詐欺情事而詐領保險金，目

的係屬正當，且是否出現虛偽或詐欺情事係基於被保險人自己之行為，被保險人

理應為自己行為負責，被保險人有虛偽或詐欺情事，顯示其惡性重大，最後，商

人間之契約，應保留較高度的契約自由，因此，本文認為約定保險公司有解除權

應無顯失公帄，此條款並未違反保險法第 54 條之 1。 

 

最後，本文比較商業犯罪保險之保單條款與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保單條款，

發現兩者在許多方面有所不同。 

一、關於被保險人之範圍 

商業犯罪保險的被保險人，除了要保公司之外，還包含了要保公司的從屬公

司及員工福利方案，而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實務上通常係以被保險人為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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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於雇傭契約中由於受雇員工之不誠實行為而受有損害之雇主，同時為員工誠

實保證保險之被保險人及要保人。因而，兩者相較之下，可以明顯發現商業犯罪

保險之被保險人比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來得多。對於公司而言，保障也因而較多。 

 

二、關於承保主體範圍及承保區域 

商業犯罪保險的承保主體範圍分為員工和其他人，反觀員工誠實保證保險的

承保主體範圍僅有被保證員工。因而，兩者相較之下，可以明顯發現商業犯罪保

險的承保主體範圍較大，不僅多了其他人這一部分，且尌員工方面，商業犯罪保

險也不像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僅限於「接受被保險人聘僱、受有人事管理約束，並

領有薪資者。」且「不包括董(理)監事」。商業犯罪保險之員工，除了像員工誠

實保證保險規定，頇與公司訂有契約者外，保單條款中另外列有六款，只要造成

損失之行為發生時具備該六款之身分者亦為員工，觀察該六款之規定，只要有事

實上僱傭關係者，即可被認定為公司之員工。另外，董監事和合夥人也包含在內。 

承保區域方面，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僅限於台灣地區，而商業犯罪保險並不限

於台灣地區，其承保區域是全世界，也因此在美亞產物商業犯罪防護保險要保書

中，有要求要保人提供其海外營業處所之數目，讓保險公司得以估計其危險。 

 

三、關於提起訴訟義務 

根據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規定，有課予被保險人提起訴訟之義務。但

在商業犯罪保險中並沒有出現類似的條款。 

 

四、關於保單效力 

在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中，一旦員工死亡、停職、解職或退休，亦即被保證員

工喪失其員工之身分時，則保險契約對於各該員工之保證責任即告終止。但在商

業犯罪保險中，員工雖然已離職，但只要其離職原因並非是其從事詐欺或不誠實

行為，則在與被保險人終止僱傭關係未逾九十日，仍被視為員工。相較之下，商

業犯罪保險之保單效力較強，保障較多。 

 

五、關於損失認定 

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承保之損失有二，一為被保險人所有財產之損失，二為被

保險人因受託保管財產之損失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而美亞商業犯罪防護保

險承保之損失，除了包括直接財務損失之外，擴大承保事項也將一些間接或附帶

損失承保在內。相較之下，在損失之認定方面，美亞商業犯罪防護保險認定範圍

較大，被保險人受到的保障較多。 

 

六、關於保險限額 

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對於保險賠償金額設有三個限制，分別是「每一

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及「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7 

 

金額」，亦即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所能請求之保險金額頇受到這三個金額

之限制，換句話說，被保險人之損失未必能獲得完全的填補。而這些限制並未出

現在商業犯罪保險中，相較之下，明顯的商業犯罪保險提供較高的保額。 

 

商業犯罪保險所提供之保障範圍比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來得大。關於被保險人

範圍、承保主體範圍及承保區域皆是商業犯罪保險較廣，在員工和損失之認定上，

亦是商業犯罪保險認定較寬，且商業犯罪保險限制較少，沒有課予被保險人提起

訴訟義務，對於保險賠償金額也未設有如同員工保證保險保單中「每一被保證員

工之保險金額」、「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及「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險金額」三

個限制。對於公司而言，在轉嫁公司犯罪風險方面，商業犯罪保險應為較佳的保

單。對於公司而言，商業犯罪保險才能提供一個完整的保障。 

 

第二節 建議 

基於本文前述之結論，以下本文尌公司刑事責任與商業犯罪保險保單條款兩

方面提出本文的建議，以供作參考。 

 

一、關於公司刑事責任 

目前我國經濟犯罪主要適用之法律，為刑法偽造文書、背信、詐欺、侵占罪，

或是證券交易法、銀行法、公帄交易法等相關金融法令，皆僅追訴行為人之刑事

責任，而未將公司列為獨立追訴的對象，亦即公司不用面臨到被起訴的風險。但

是，基於特殊刑法處罰公司之罰金或罰鍰，商業犯罪保險是除外不保。因此，公

司無法透過商業犯罪保險，將公司所面臨之犯罪風險全部轉嫁出去，保險所提供

之保障即出現缺口，尌罰金或罰鍰部分，公司仍頇自行承擔。本文建議我國不但

無頇如同美國一樣承認公司刑事責任，且應該全面消除公司之刑事責任。全面消

除公司刑事責任，回歸民事責任，則商業犯罪保險才能發揮其最大的功能，公司

才能透過商業犯罪保險全面轉嫁公司所面臨之犯罪風險，獲得最完整之保障。 

另外，尌法令遵循部分，一旦發生公司內部員工犯罪，且公司未完全遵循法

令之規定，做好公司內控或相關工作，則公司將面臨受罰。由於法令多如牛毛，

許多公司並非故意不遵循，甚至誤以為自己有完全遵循法令。此亦為犯罪風險所

引起之損失，但目前商業犯罪保險未有承保此類損失。本文建議商業犯罪保險應

該要將此一損失納入承保範圍。 

 

二、關於保單條款 

(一) 建議在商業犯罪保險保單條款應該要明確定義「不誠實行為係指員工之竊

盜、搶奪、強盜、侵占、詐欺、背信等六種不法行為」，避免日後在認定解釋上

產生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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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應該增列「持有或控制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以上股東除外不保」

和「核子輻射除外不保」兩個除外不保事項。 

(三) 建議應該將報警處理條款違反時之效果予以修正，將保單條款修改為「除

該損失係由員工引起、涉入或與之有關者外，被保險人於發現損失後應向警察機

關報案，若被保險人不向警察機關報案，本公司得解除契約。」 

(四) 建議「詐欺之理賠申請條款」，條款名稱應改為「理賠申請時之詐欺條款」，

避免使人誤認而發生混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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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美亞產物商業犯罪防護保險要保書 

97.12.29 (97) 邦保商企字第0498號函備查 

98.09.11(98) 邦保商企字第0444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0001號函備查 

免費申訴電話：0800-866-588 

查詢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上本公司網站，網址：www.chartisinsurance.com.tw，或至本公司索取。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

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

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要保人須知 

填寫要保書前，請仔細閱讀本保險契約及要保書。 

請注意本要保書係由要保人代表所有被保險人（如保險契約條款之定義）並經所有被保險人之授

權而填寫。 

本要保書之用詞定義如下： 

_ 要保人係指填寫本要保書之機構； 

_ 從屬公司係指要保人之「從屬公司」（如保險契約條款之定義）； 

_ 轉帳係指對金融機構所為以交付或轉移資金之任何指示，但不包含支票； 

_ 員工福利方案係指被保險人為其過去、現在及未來之員工或其相關受益人之利益，由被保險人

所建立或監管之任何退休金、員工福利、福利金、員工認股權儲蓄計畫或認股權憑證計畫、慈善

基金或基金會。 

_ 要保文件指經簽署之本要保書及於本要保書之陳述、保證及聲明，以及所有補充資料及附件。 

回答下列問題時，請以新台幣為各項金額計算之幣別。 

1. 要保人之資料 

1.1 要保人名稱： 

1.2 要保人主要營業處所之地址： 

1.3 要保人註冊登記之國家： 

1.4 要保人之營運已持續經營多久？ 

1.5 要保人之主要網站位址： 

1.6 請勾選擬投保之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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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叁佰萬元    美金伍佰萬元    美金壹仟萬元    其他： 

1.7 要保人或其任一從屬公司於過去五年內是否曾經參與任何合併、收購、公開收購、買斷股權

之收購或有股權結構之變動，或成為上述行為之標的？   是     否 

若回答為「是」，請提供詳細資料： 

1.8 請提供下列關於要保人與其從屬公司之所有資料： 

 本年度 去年度 

(a) 員工總人數   

(b) 本地營業處所之數目   

(c) 海外營業處所之數目   

(d) 年營業額   

(e) 存放於單一營業地點中的金錢、有價證

券、貴重金屬及／或珠寶的最大價值？ 

  

(f) 每年度轉帳總值之約略數額   

(g) 所有員工福利方案之目前市場價值   

2. 稽核 

2.1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之內部稽核部門人力是否充足且有符合相關資格之人員？  

    是      否 

若回答為「是」： 

(a) 對於所有營業處所是否均已建立內部稽核流程？  是       否 

(b) 內部稽核部門主管的直屬主管為何人？          姓名/職稱： 

2.2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之所有營業處所是否每年至少會由外部稽核人員稽核一次？   

    是      否 

2.3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是否已實施外部稽核人員於最近一次稽核後所提出的相關建議？ 

是      否 

若答案為「否」，請另以書面詳細提供任何尚未施行的建議及預計完成的時程表。 

3. 內部財務控制 

3.1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對於報酬或薪資有異常或超額給付的情形，是否會指定由非平常

處理該部分人事資料者進行獨立之查核？  是     否 

3.2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對於下列工作是否有進行適當的分工，而非自始至終只由單獨一

人即可獨自控制完成，而不需另有他人複核？ 

(a) 金額超過新台幣三十萬元的支票簽署或付款授權(包含資本支出)； 是     否 

(b) 轉帳指示的簽發； 是     否 

(c) 轉帳流程的更改； 是     否 

(d) 新銀行帳戶的開立； 是     否 

(e) 有價證券及貴重物品(包含銀行支票、旅行支票和匯票等)的投資及保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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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退還款項或退回貨品的金額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 是    否 

(g) 任何員工福利方案之資產的支出； 是     否 

(h) 招標後的合約簽訂。是    否 

3.3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之銀行報表與客戶帳款之核對是否由非授權負責 

存款／提款、簽發轉帳指示或處理客戶帳戶之人獨立處理？ 是     否 

4. 招募及人力資源 

4.1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對於涉及處理股票操作、金錢、財務或資金運作之職位的招募或

晉升，是否獨立查核該員工過去的工作經歷？ 是    否 

4.2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是否對其機構全部人員均提供書面的反詐欺政策？ 是    否 

4.3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是否提供所有員工可通報疑似舞弊事件或可疑活動的舉發專線，

並告知所有員工該專線的使用及用途？ 是     否 

5. 存貨及實體有價證券 

5.1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之所有的營業處所是否均設有進出管制？ 是     否 

5.2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是否所有存放金錢、有價證券和貴重金屬的營業 

處所均設有警報系統？ 是     否 

5.3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是否至少每季進行存貨、原料、在製品及製成品的獨立盤點並核

對存貨紀錄？ 是     否 

5.4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對於運送金額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的金錢或有價證券是否交由

保全或專業的現金運送公司運送？ 是     否 

6. 第三人 

6.1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是否有經核可的供應商名單？ 是     否 

6.2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對於所有的供應商及服務提供者： 

(a) 是否檢測其勝任資格、財務穩定度和誠信度？ 是    否 

(b) 是否與其簽訂書面合約？ 是 否 

(c) 在合約有效期間內是否對其進行查核？ 是 否 

(d) 在要保人或其任一從屬公司營業處所工作之廠商是否受要保人或該從屬公司的日常管理控

制？ 是     否 

6.3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是否將任何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委外予外部服務提供者？  

     是     否 

7. 電腦系統 

7.1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是否依使用者授權程度之差異而對於不同等級的電腦系統提供

專屬密碼？ 是     否 

7.2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之離職人員的密碼是否自動失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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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之電腦程式修改人員與核准變更者是否非同一人？ 是    否 

7.4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之電腦程式是否得以偵測未經授權的變更？ 是    否 

7.5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之電腦是否安裝防毒軟體？ 是 否 

8. 轉帳 

8.1 請勾選下列關於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之轉帳交易指示方法及往來通聯方法安全措施

之資料： 

 若有請勾選  密碼 加密 代號 回電 其他 (請說明) 

(a) 書面       

(b) 電子       

(c) 電話       

(d) 傳真       

 

8.2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之帳戶是否可轉帳至未經事前同意的非約定帳戶？ 是    否 

8.3 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是否要求金融機構應於執行付款交易前驗證該轉帳指示為真實？ 

是     否 

9. 損失紀錄 

9.1 要保人或其任一從屬公司目前是否有其他有效的犯罪保險契約或提供類似保障的保險（包含

但不限於商業火災保險中所提供的竊盜保險附加條款）？ 是     否 

若回答為「是」，請提供： 

(a) 保險金額： 

(b) 自負額： 

(c) 到期日： 

9.2 要保人或其任一從屬公司是否曾遭任何保險公司拒絕承保、約定特殊條款、註銷、終止或拒

絕續保犯罪保險契約之情形? 是     否 

若回答為「是」，請提供詳細資料： 

9.3 請提供要保人及其所有的從屬公司過去五年內曾發生過犯罪保險契約可能承保的損失類型

之損失紀錄（無論是否投保相關保險，且以下提供之損失金額須為尚未扣除自負額或自留額前的

金額）： 

損失發現日期 

 

損失發生地點 損失金額 損失內容說明 防免類似損失的

改善或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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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需資訊 

請連同本要保書檢附下列文件： 

_ 要保人最近一期的年報與財務報表 

_ 任何與本要保書所提問題有關之補充資料（以印有要保人公司名稱之信紙為之） 

聲明 

下列簽名者為要保人所授權之董事長、總經理或合夥人： 

_ 茲聲明本要保文件已於充分詢問後完成，各項內容之陳述及細節均為真實，且對於重要事項並

無不實之說明或隱匿。 

_ 茲同意若本要保文件所載之資料在本要保文件簽署日期與本保險生效日間有所改變，為求相關

資料於本保險生效日之正確性，他/ 她（下列簽名者）應立即通知本公司相關之變更，而本公司

得因此而撤銷或修改任何報價及/ 或拘束本保險之授權或協議。 

_ 茲同意本要保文件為訂立本保險契約之基礎，且作為將來簽發保險契約之附件並構成本保險契

約之一部份。 

簽章 ................................................................. 

職稱 ................................................................. 

（應由董事長、總經理或合夥人簽章） 

公司 .......................................................……... 

日期 ................................................................. 

簽署本要保書並不表示要保人有購買本保險之義務         

 

業務員或經紀人之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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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美亞產物(友邦產物)商業犯罪防護保險 

97.12.29(97)邦保商企字第0498號函備查 

98.11.23(98)美亞保精字第0001號函備查 

第一條 保險契約的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

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

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除另有約定外，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係以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或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發現

期間內初次發現，且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通知方式於約定期限內通知本公司者為限。 

一、承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下列員工或其他人之行為所致之損失，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

責。 

（一）員工犯罪行為保障 

任何員工意圖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或為獲取個人財務利得，而單獨或與他人共謀之詐欺或不誠實

行為。 

（二）其他人犯罪行為保障 

任何其他人所為之詐欺行為或竊盜搶劫。 

二、擴大承保事項 

本公司僅就保險單首頁第七項所載「承保」之擴大承保事項，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

責，且若保險單首頁第四項有特別載明其所約定之分項保險金額，則受該分項保險金額之限制。 

（一）金錢或有價證券之毀損滅失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金錢、有價證券、保險箱或金庫之毀損或滅失所致之損失，依本保險契約

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二）刑事損害行為所致之損失 

本公司對於任何人意圖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所為之刑事損害行為，而導致被保險人於營業處所內

發生之損失，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若前述因刑事損害行為所致之損失包含軟體重建費用，則本公司就該軟體重建費用所負之保險給

付責任應以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款丙目或本擴大承保事項二者較高之分項保險金額為限。 

（三）懲罰性違約金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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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而直接導致被保險人依書面契約應負擔之懲罰性違約金，

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四）應收或應付利息 

本公司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而直接導致被保險人遭受下列利息損失或支出，依本保

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甲. 應收取而未能收取之利息。 

乙. 額外產生應支付之利息。 

本公司對本項應收或應付利息之給付責任，應依中央銀行於被保險人遭受該損失至損失發現之期

間所公告「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之平均值計算。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五）費用、成本及支出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支出之下列費用、成本與支出，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甲. 法律費用。 

乙. 調查專家費用。 

丙. 軟體重建費用。 

丁. 商譽恢復費用。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六）照顧、監管及控制之責任 

於被保險人照顧、監管及控制屬於其他個人或機構之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之情況下，若該個人

或機構因前述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而受有直接財務損失，且被保險人依法應對該個人或機構之

損失負賠償責任，則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前述賠償責任所生之損失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

付之責。 

（七）自動從屬公司 

從屬公司應包含自動從屬公司，但以損失係發生於該機構已符合本保險契約所約定自動從屬公司

之定義時者為限。 

（八）發現期間 

若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終止後未續保或未被其他類似保險取代，被保險人得自動享有九十日發

現期間之保障，且要保人無需繳交額外之保險費。 

但對於在保險期間內發生危險變更之被保險人，或若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期間屆滿前被終止，則無

上述發現期間之適用。 

（九）舞弊防範諮詢顧問服務 

本公司對於舞弊防範諮詢顧問費用，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本公司將於取得舞弊

防範諮詢顧問服務之內容說明及相關費用明細之發票後支付之。 

被保險人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對本公司揭露由舞弊防範諮詢顧問所提供之最終書面報告或任何調

查結果。但如該調查結果足以變更本公司對於本保險契約所承保風險之危險估計，被保險人應於

本保險契約續保或延長保險期間前向本公司揭露之。 

本擴大承保事項無自負額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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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用詞定義 

一、自動從屬公司  

指在保險期間內成為從屬公司且於要保人取得控制權或所有權時，該機構符合下列所有條件者： 

甲. 最近一年度之總營業收入及員工人數各少於要保人同年度之合併營業收入及所有被保險人

之員工人數合計數之百分之二十五。 

乙. 該機構於最近三年內所發現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同類型之損失（無論是否有投保相關保

險），其任一損失之金額均未超過本保險契約所約定自負額之百分之五十。若該損失受有其他保

險之保障，則前述損失之金額係指扣除各該保險契約所約定自留額或自負額前之金額。 

倘若在保險期間內新取得或新設立之機構未能符合上述自動從屬公司定義，要保人得請求本公司

擴大承保該機構。惟要保人應提供書面請求及所有本公司要求之必要資料，以利本公司評估其所

增加之風險。如本公司同意接受此增加之風險，本公司有權修改本保險契約條款並收取因此所增

加之合理附加保險費。 

二、支票偽造  

指下列任一情事： 

甲. 任何對於被保險人所開立之支票或類似之書面付款承諾所為之冒用簽章或詐欺變造，使其得

以從被保險人於銀行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類似金融業者之存款帳戶提領金錢以為支付。 

乙. 任何對於可由銀行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類似金融業者提領現金或轉帳或由公司憑票付

款之支票、匯票或類似之書面付款承諾之詐欺變造。 

三、電腦詐欺  

指任何其他人在未經被保險人授權之狀況下，操控竄改電腦硬體或軟體之程式或系統，而竊取被

保險人直接或間接由電腦系統控管之資產。 

四、偽造  

指仿冒可轉讓之票券，導致被保險人基於其仿製之品質，而相信該文件為真正之可 

轉讓票券而受騙。但若該仿冒之票券僅有不實內容但有真實的簽署或背書者，仍非本用詞定義所

指之偽造。 

五、授信安排  

指下列任一事項： 

甲. 任何授信協議、信用貸款或分期付款買賣協議、貸款。 

乙. 因任何原因最後未為付款且本質為貸款或租賃交易之協議、商業發票、帳單、債務協議或其

他債務證明、付款文件或自客戶帳戶提款之文件。 

六、刑事損害行為  

指保管箱及金庫以外之財產遭故意破壞或損害，而該等破壞或損害之行為依行為地之法律係構成

刑事犯罪者。 

七、企業信用卡詐欺  

指盜刷經冒用簽章或詐欺變造之公司信用卡、轉帳卡或簽帳卡。該卡係專為公務使用並由被保險

人所申請，而針對被保險人或員工所核發。但以被保險人或該員工已完全遵守該卡片核發之規定、

條件或其他條款且被保險人依法應對該損失負賠償責任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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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負額  

指保險單首頁第五項所載之金額。 

九、發現  

指被保險人或任何被保險人之董事、合夥人、高階主管、部門主管、資深經理人、受託人或職位

與前述之人相當者知悉任何可合理預期將造成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損失情事之時，縱使該損失

之金額或詳細情形於發現時尚不可知。 

前述任一人之知悉應視為所有被保險人已知悉或發現。 

十、發現期間  

指本保險契約屆滿後立即接續之一段期間。對於因保險期間屆滿前之行為所導致之相關損失，且

該損失係於此期間內初次發現者，被保險人得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十一、員工  

指造成損失之行為發生時，與被保險人訂有服務契約而為其工作，並由被保險人給付薪資、報酬

或佣金，且受被保險人監督及指揮其勞務履行之自然人。 

員工亦包含下列之人，但以造成損失之行為發生時具備下列身分者為限： 

甲. 被保險人之董事、監察人或合夥人，但僅限於其執行員工日常職責之行為時。 

乙. 受被保險人監督，而履行員工職責之兼職人員、臨時雇員、工讀生、派遣人員或義工或任何

由外部仲介機構所提供之人員。 

丙. 與被保險人終止僱傭關係未逾九十日之離職員工，但前述員工並不包括因其詐欺或不誠實行

為而被終止僱傭關係者。 

丁. 任何員工福利方案之受託人、管理人或執行者。 

戊. 受被保險人委任之律師（但不包含個人獨資事務所之律師）及該律師所僱用之任何員工，但

僅限於其為被保險人提供法律服務時。前述法律服務不包含提供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之照顧、

監管及控制。 

己. 被保險人無法以姓名辨識之員工，而其行為導致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之損失。惟以本公司

衡酌被保險人所提供資料後，可推定該損失係肇因於該員工之行為者為限。 

除本公司另以附加條款約定外，員工並不包括任何外部稽核人員、外部會計人員、經紀人、投資

顧問或投資經理人、代理商、收取佣金之零售商、承銷商、承包商或其他類似代理人或代表人，

或前述人員之代表人。 

十二、冒用簽章  

指意圖欺騙且未經授權，以他人之姓名為簽署、蓋章或背書，或複製他人之簽名或印章。此所稱

之他人係指真實存在之人，不包含虛擬杜撰之人。 

上述簽署亦包含以機械或電子方式製作或重製簽名或蓋章。但如全部或部分之簽署係本人所為者，

無論是否經授權，或以任何身分，或基於任何目的，則非本用詞定義所指之冒用簽章。 

十三、詐欺行為  

指下列任一行為： 

甲. 支票偽造。 

乙. 電腦詐欺。 

丙. 企業信用卡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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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轉帳詐欺。 

戊. 仿冒詐欺。 

十四、詐欺變造  

指以詐欺為目的而對文件做重大變更。但若該變更係由有權製作或簽署該文件之人所為者，則不

在此限。 

十五、轉帳詐欺  

指以詐欺之電子、電報、測試傳真、測試電傳、電話或書面指示之方式，自被保險人於金融機構

之帳戶（被保險人或經被保險人授權之人或機構，得請求自該帳戶轉出、支付或交付款項）竊取

金錢，而自該帳戶扣款並且自該帳戶轉出、支付或交付款項。且該指示係謊稱受被保險人或經被

保險人授權之人或機構之指示而發布，但該指示實為詐欺傳送、簽發或遭冒用簽章或遭任何其他

人之詐欺變造所為者。 

十六、仿冒詐欺  

對任何金錢、有價證券或書面指示之冒用簽章或詐欺變造，或對任何金錢或有價證券之偽造，而

使得被保險人相信其為真實或有效文件。 

十七、被保險人  

指要保人及在本保險契約起保日時已符合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任一從屬公司及員工福利方案。 

十八、本公司  

指保險單首頁第九項所載之保險公司。 

十九、調查專家  

指由被保險人指定並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之獨立調查專家，以調查並報告本保險契約所承保或

可能承保或可能之損失金額及其發生之事實。 

但本公司並不受該調查報告內容之約束，且有權指定另一獨立調查專家（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調查專家之報告應以英文或本公司所同意之格式及語言為之，並應提供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各乙份

副本留存。 

二十、調查專家費用  

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由被保險人因委託調查事項所產生並支付予調查專家之合理費用及支

出。 

二十一、法律費用  

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由被保險人於抗辯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之損失所致之任何請求、主

張或法律程序中所產生並支付之合理法律費用、成本及支出。但以該法律費用、成本及支出無法

向其他人求償者為限。 

二十二、保險金額  

指保險單首頁第三項所載之金額。 

二十三、損失  

指被保險人因任何單一或一連串具相關性、繼續性或重複性之行為，而導致或與前述行為相關之

直接財務損失。前述一連串具相關性、繼續性或重複性之行為應視為單一行為，其所致之損失亦

應視為單一損失。 

損失並不包含由被保險人因僱傭關係而支付之薪資、佣金、酬金、津貼、升遷、獎勵、分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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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或其他員工福利。 

二十四、金錢  

指貨幣、錢幣、鈔票、金銀條塊、支票、旅行支票、銀行本票、郵政匯票及匯票。 

二十五、其他人  

指除被保險人之董事、監察人、合夥人、員工或任何與員工共謀者以外之任何自然人，但不包含

依服務契約（不論有無書面）提供被保險人服務之任何自然人。 

二十六、員工福利方案  

指被保險人為過去、現在及未來之員工或其相關受益人之利益，由被保險人所建立或監管之任何

退休金、員工福利、福利金、員工認股權儲蓄計畫或認股權憑證計畫、慈善基金或基金會。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員工福利方案，應僅適用於損失係由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之行為所致，且

行為時該員工福利方案係由被保險人所監管者。 

二十七、要保人  

指保險單首頁第一項所載之機構。 

二十八、保險期間  

指保險單首頁第二項所載之期間及其他經本公司同意延長之期間。 

二十九、 舞弊防範諮詢顧問  

指經載明於本保險契約之附加條款或經本公司書面同意之獨立顧問。被保險人有權決定服務之項

目，但該服務以協助被保險人緩和或減少本保險契約所承保損失之風 

險為限。 

三十、 舞弊防範諮詢顧問費用  

指由被保險人所產生並支付舞弊防範諮詢顧問之合理費用與支出。 

三十一、營業處所  

指被保險人所有或占用之任何建築物內部並從事營業活動之場所。 

三十二、要保書  

指由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對本公司提出之任一及所有經簽署之要保書、陳述、保證及其中之聲明、

附件、財務報表及其他資料。 

三十三、財產  

指金錢和有價證券以外之有形財產。 

三十四、軟體重建費用  

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之損失後，為更正軟體程式或

修改安全碼，而重寫或修改被保險人之軟體程式或系統所產生之合理費用。 

軟體重建費用並不包含由被保險人因僱傭關係而支付之薪資、佣金、酬金、津貼、升遷、獎勵、

分紅、退休金或其他員工福利，或被保險人其他內部支出或經常性費用。 

三十五、商譽恢復費用  

指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被保險人為彌補因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之損失所直接導致不利於被

保險人名聲或名譽之傷害，而進行公共關係服務所產生並支付之合理費用、成本及支出。 

三十六、追溯日  

指保險單首頁第八項所載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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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有價證券  

指所有可轉讓及不可轉讓票券或契約，包含可表彰金錢或財產之任何票據、股票、債券、公司債、

債務憑證、股份或其他股權或債務證券，但不包含金錢。 

三十八、短期保險費率  

指要保人依據本保險契約第五條第十六項「終止契約」之約定而終止本保險契約時，本公司將依

下列百分比計算應收取之滿期保險費： 

甲. 如本保險契約於起保後零至九十日內終止者，為保險單首頁第六項所載保險費的百分之四

十。 

乙. 如本保險契約於起保後九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內終止者，為保險單首頁第六項所載保險費的

百分之七十。 

丙. 如本保險契約於起保後一百八十一日至二百七十日內終止者，為保險單首頁第六項所載保險

費的百分之九十。 

丁. 如本保險契約於起保後二百七十一日以後終止者，為保險單首頁第六項所載保險費的百分之

百。 

三十九、從屬公司  

指於保險期間開始時，要保人直接或間接經由一個或數個機構取得下列任一權利之其他機構： 

甲. 控制其董事會之組成。 

乙. 控制過半數股東表決權。 

丙. 持有過半數已發行股份。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事項及擴大承保事項僅適用於每一從屬公司於其符合前述從屬公司要件時所

為之任何單一或一連串具相關性、繼續性或重複性之行為。 

四十、恐怖主義  

指無論是否基於並代表或有關於任何機構、政府、政權、當局或軍事武力，任何個人或團體對任

何人或財產實際或威脅採取強制或暴力行動，且其目的在於威嚇、迫使或傷害任何政府或民眾或

破壞經濟。 

四十一、竊盜搶劫  

指對被保險人之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之竊盜、搶奪、強盜，且該竊盜、搶奪、強盜之行為係發

生於下列任一地點： 

甲. 營業處所內。 

乙. 銀行之營業處所或類似被認可為安全存放地點之內。 

丙. 運送中並在被保險人之員工、董事、監察人或合夥人照顧、監管及控制之情況下，但以實際

或威脅採取暴力或武力行動者為限。 

丁. 於經被保險人合法授權照顧、監管及控制金錢、有價證券或財產之保全公司或防彈車輛公司

之照顧、監管及控制之情形下，但本公司僅針對超過其他有效且可獲得之保險給付或補償（無論

係以契約或其他方式約定）金額之部分，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四十二、危險變更  

指下列任一情形： 

甲. 被保險人與任一或多數非被保險人之他人合併或被合併，或由任一或多數非被保險人之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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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超過被保險人百分之五十之資產、已發行股份或股權或股東表決權。 

乙. 被保險人被指派監管人、接管人、清理人、臨時管理人、重整監督人、清算人或破產管理人。 

四十三、戰爭  

指任何入侵、外國軍事行為、敵意或類似戰爭之軍事行動（無論是否宣戰）、內戰、叛變、革命、

騷動、暴動，部份或全部可視為民眾起義、軍事或篡奪權力或戒嚴之暴亂或民眾暴動。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肇因於或與之有關或相當於下列任一事項之損失，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一、附帶損失  

任何性質之間接或附帶損失。 

但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或第二條第二項 

第（五）款之約定所承保者，不在此限。 

二、信用風險 

未依授信安排完成付款（或僅償還部分款項）或違反授信安排之約定所致之損失。 

但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約定所承保者，不在此限。 

三、費用、成本及支出 

為確定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損失之存在或其金額，或為執行或抗辯任何法律程序，或為任何回

收成本或與回收相關之費用，所產生之費用、成本或支出。但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五）

款之約定所承保者，不在此限。 

四、罰金、罰鍰及損害賠償 

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責之任何形式之罰金或罰鍰、違約金或損害賠償。但被保險人為填補第三人財

產之直接損失所應負擔之賠償金或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二條第二項第（四）

款或第二條第二項第（六）款之約定所承保者，不在此限。 

五、火災 

因火災所致之損失。但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約定所承保者不在此限。 

六、營業裝修 

營業處所內之營業裝修遭到竊盜搶劫之損失金額逾美金壹拾萬元之部分。此所稱「營業裝修」係

指為業務需要，而固定或附著於營業處所內之裝潢修飾。 

七、知悉後之損失 

於被保險人之董事、監察人、合夥人、受託人、高階主管、部門主管、資深經理人、人力資源部

門成員或與前述職位相當之人於知悉下列任一情事後，因該員工之行為所導致之損失： 

甲. 該員工受僱於被保險人之期間有從事任何詐欺、不誠實或刑事損害行為，無論其是否以員工

身分為之。 

乙. 該員工受僱於被保險人前有從事任何詐欺、不誠實或刑事損害行為，且其所涉及之金錢、有

價證券或財產價值為美金參萬元以上。 

八、營業處所損害 

對下列任一標的之損害或破壞： 

甲. 營業處所或建築物，無論任何原因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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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營業處所內之物品或營業裝修。但依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之約定所承保者，

不在此限。此所稱「營業裝修」係指為業務需要，而固定或附著於營業處所內之裝潢修飾。 

九、之前或嗣後發現之損害 

符合下列任一情形之損失： 

甲.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開始前初次發現者。 

乙.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或所約定之發現期間屆滿後初次發現者。 

丙. 於追溯日前所為之單一或一連串行為所產生者。 

十、獲利、損失或存貨之計算 

僅以下列任一事項為證明之損失： 

甲. 獲利及損失之計算結果或比較。 

乙. 存貨紀錄與真正實際盤點之比較。 

但若有員工涉及並經指明後，存貨紀錄及真正實際盤點之數值可作為損失之證明文件。 

十一、機密資訊  

直接或間接因使用或利用任何機密資訊（包括但不限於營業秘密、電腦程式、客戶資料、專利權、

商標權、著作權或製程辦法）所致之損失，或包含前述機密資訊之損失。但該機密資訊係用於支

持或協助執行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行為者，不在此限。 

十二、交易損失  

任何因有價證券、期貨、選擇權、境外或聯邦資金、貨幣、外匯及與前述類似標的之買賣或交易

所致之損失。但若該買賣或交易係由員工所為（無論係單獨或與他人共謀）且該損失為本保險契

約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承保者並導致該員工獲有不當財務利得或該員工本意乃為其他個人

或機構而接受該利益者，不在此限。此所稱「不當財務利得」並不包含任何由被保險人支付該員

工之任何薪資、佣金、酬金、津貼、升遷、獎勵、分紅、退休金或其他員工福利。 

但此除外不保事項並不適用於本保險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款丁目之約定。 

十三、戰爭及恐怖主義 

戰爭或恐怖主義。 

第五條 一般事項 

一、告知義務 

本公司係基於對要保書之信賴而同意承保任一被保險人。所有之陳述、附件及資訊均為本保險契

約之基礎並構成本保險契約之一部分。被保險人為上述陳述時不應隱匿或虛偽陳述任何重大事實

或情況。 

二、保險金額 

保險金額為本公司就承保事項及擴大承保事項所負保險給付責任之最高累積總額。 

任何損失之給付不應減少本公司對其他損失應負之保險給付之責。本公司對於任一損失應負保險

給付之最大責任不應超過保險單首頁第三項所載之金額。 

對於超過保險單首頁第四項所載適用於各擴大承保事項之分項保險金額之部分，本公司不負保險

給付之責，且該分項保險金額應內含於保險金額。 

三、本保險契約及本公司其他保險契約之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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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損失係部分由本保險契約所承保、部分由本公司或其他美國國際集團成員對被保險人所簽發之

其他保險契約（包含基於本保險契約所續保者）所承保，而前一發現期間尚未屆至者，此時損失

應以前一保險契約或本保險契約二者較高之保險金額為限，且不可累積計算。 

四、保險金額不累積 

不論本保險契約有無續保或續保之次數，亦不論保險費給付之次數，保險金額不應逐年或逐期累

計。 

五、自負額及其他保險 

對於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每一及任何損失，本公司僅就超過下列金額（以二者較高者為準）之部

分負保險給付之責： 

甲. 所約定之自負額。 

乙. 被保險人之任何其他有效並可請求給付之保險或補償（無論是依照契約或其他方法）之金

額。 

對於為符合一九七四年的美國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ERISA)而依法建立或資助之員工福利方案，

則無自負額之適用。 

如損失係部分由本保險契約所承保、部分由其他保險公司簽發之前年度保險契約所承保，則本保

險契約對於損失所約定之自負額應先扣除根據該其他保險契約所實際適用於該損失之自留額或

自負額。 

六、單一保險契約 

本保險契約為單一保險契約，如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被保險人超過一人時，本保險契約仍應基於

被保險人之利益，將其視為共同被保險人並維持單一保險契約，而有下列條款之適用： 

甲. 要保人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為通知、收受通知、損失之通知、交付到期之保險費、收受並

同意所有本保險契約之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 

乙. 依據本保險契約對被保險人所為之損失給付應完全免除本公司對該損失之保險給付之責。 

丙. 如本保險契約承保之被保險人超過一個且其中有機構（非要保人）基於任何原因不再由本保

險契約所承保時，則其餘之被保險人基於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繼續視為共同被保險人。 

丁. 被保險人或其任何董事、監察人、合夥人、受託人、高階主管、部門主管、資深經理人或與

前述職位相當之人所知悉或發現之資訊，基於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視為所有被保險人所知悉或

發現。 

戊. 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下對任何或所有被保險人之損失應負之保險給付之責，不得超過本公司

於任何單一被保險人承受所有損失時所應負之保險給付責任。 

己. 計算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之損失時，若另一被保險人受有與該損失相當或相關之利益，則

該利益與該損失之金額應相互抵銷。 

七、損失通報 

損失之通知應以書面直接送達保險單首頁第十項所載之地址。通知日應以郵戳為憑，且郵戳本身

即足以為通知之證明。 

除該損失係由員工引起、涉入或與之有關者外，被保險人於發現損失後應向警察機關報案，本公

司始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負保險給付之責。 

被保險人於損失發現後應儘速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但最遲不得晚於損失發現後六十日內。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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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提供本公司所有必要資訊及文件，並協助本公司處理與損失有關之所有事務，且應於發現後

六個月內提供本公司足以證明損失之詳細資訊。被保險人因違反本項約定所增加之損失，本公司

不負保險給付之責。 

八、損失和解 

對任何損失之求償，經被保險人同意後，本公司得逕與財產所有人就相關損失進行和解。本公司

得自行斟酌以實際現金價值為給付或進行適當之修復或更換。任何財產因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

所承保之損失發生而全部毁損滅失時，經本公司全額賠付後，其所有權歸本公司。 

九、理賠之計算 

本公司就下列財產所應負擔之保險給付責任，應以下列評價基礎為準且不得超過該等評價基礎所

計算之金額： 

甲. 依臺灣之經濟日報或與此相當之區域性財經日報於損失發現當日之營業時間結束時所公布

之證券、外國基金、貨幣或稀有金屬之實際市場價值，或重置有價證券之實際成本，以二者較低

者為準。 

乙. 空白簿冊、空白頁或其他材料之成本，加上被保險人為重新製作會計帳冊及紀錄而實際謄寫

或複製資料所需之勞工及電腦時間成本。 

丙. 被保險人為重新製作電子資料而實際謄寫或複製之勞工成本。 

丁. 其他財產於損失發生時之實際現金價值，或類似價值或品質之財產或材料修復或取代該財產

之實際成本，以二者較低者為準。如為被保險人基於預支或借款之質押或擔保而持有之其他財產

之實際現金價值，不應超過被保險人於進行預支或借款時所決定並紀錄之該財產價值。如無紀錄

時，則以該預支或借款未清償部分加計依法定利率所計算之應計利息為準。 

十、追償金 

本公司已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賠償金額後，就該損失所得之追償金將依下列順序分配，但該

追償金係基於保險契約、再保險契約、擔保或補償金所得者，不在此限： 

甲. 與追償有關而產生之合理且必要之成本及支出。 

乙. 被保險人自行承受之超過保險金額之損失。 

丙.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給付之保險金。 

丁. 被保險人就本保險契約所約定自負額之損失。 

十一、代位權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所承保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

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提供所有必要

文件並同意以一切合理必要的方法維持、保護及協助本公司行使此代位權。任何因本約定事項所

產生之費用、成本及支出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

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

返還之。 

十二、爭議解決及管轄法院 

本公司與要保人因本保險契約所產生之任何爭議（包含基於調查專家報告所為有關損失和解之爭

議）無法合意解決者，應以訴訟方式解決。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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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為管轄法院。 

十三、讓與 

本保險契約及其一切相關權利，非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讓與。 

十四、保險期間內之危險變更 

如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生危險變更，則本保險契約針對該被保險人僅適用於其發生危險變更

前之行為。 

十五、保險費之交付 

如保險費未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後九十日內交付，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十六、終止契約 

要保人得終止本保險契約（但已於保險期間內向本公司通知損失者，則不得終止），並應以書面

通知送達至保險單首頁第九項所載「本公司及其通訊地址」。本保險契約於本公司收到前述書面

通知當日即生終止效力。本公司於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後應依短期保險費率計算應收取之滿期

保險費，並將要保人已繳交之保險費扣除滿期保險費後之餘額，退還予要保人。 

十七、詐欺之理賠申請 

如被保險人所提出理賠申請之金額或其他事項有虛偽或詐欺之情事，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十八、準據法、管轄權與保險契約之解釋 

任何就本保險契約構成、效力或內容之解釋均應依本保險契約簽發地所屬管轄地區之法律規定辦

理。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本保險契約之標題僅供閱讀方便及參考，未具有解釋本保險契約之意義。 

本保險契約所有參照之特定法令包含其後之修正條文及針對該法令再制定之條款及任何地區之

類似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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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ACE elite FraudProtector Insurance Policy  

97.01.31北增商字第0970027號函備查  

99.03.22金管保理字第09902545200號函核准  

Our promise to you  

This policy is our promise to you to pay for your loss if:-  

1. a problem of a type described under What has gone wrong occurs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2. you have discovered and told us about this problem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or discovery period,  

3. the problem is covered under What does the policy pay,  

4. the problem is not excluded under What is not covered, and  

5. you have met the duties under Your obligations to us.  

Our promise is also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set out under General Matters.  

 

  

What has gone wrong  

You have suffered a loss because of:-  

a. employee dishonesty,  

b. theft,  

c. computer crime,  

d. counterfeiting, or  

e. forgery. 

  

What does the policy pay  

We will pay up to the sum insured for loss (as described below) which you suffer as a result of an act or acts 

described under What has gone wrong, but we will not pay for loss referred to under What is not covered.  

The loss that we will pay must be direct financial loss sustained by you anywhere in the world in connection 

with a single act or series of related, continuous or repeated acts of employee dishonesty, theft, computer 

crime, counterfeiting, or forgery. It will include direct financial loss sustained by another person or 

organisation where you hav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of their money, securities or 

other property. It will not include salaries, commissions, fees, bonuses, promotions, awards, profit sharing, 

pensions or any other employment benefits paid by you or such other person or organisation. The direct 

financial loss must be sustained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and be discovered by you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or discovery period, if applicable.  

We will also pay for any auditor’s fees or investigative costs (other than internal costs or salaries) incurred by 

you with 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in order to identify and to quantify loss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and, any 

legal fees incurred by you in defending any demand, claim or legal proceeding resulting from a loss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Such payment will be part of the sum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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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alculating the loss that we pay under the policy the valuation of direct financial loss shall be 

determined by:-  

i) the lesser of the market value of securities at the close of business on the day that you discover the loss, or 

the cost of replacing the securities. In addition the cost of issuing any lost instrument bond which may be 

required.  

ii) the lesser of the cash value of other property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or the cost of repairing or replacing it 

with property or material of similar value or quality. If you hold the property as a pledge or collateral for a 

loan then the cash value will be that which you agreed and recorded when you made the loan. If this value is 

not recorded then the unpaid portion of the loan plus accrued interest will be the cash value.  

iii) the rate of exchange applying to a foreign currency as published in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on the 

date that you discover the loss. If there is no such rate published on that day and you and we cannot agree the 

appropriate rate of exchange, the rate will be determined by arbitration as described under General matters.  

iv) the cost of blank books, blank pages, data media or other materials and the cost of labour and computer 

time required for the copying or transcription of data in order to reproduce books of accounts, records and 

electronic data.  

v) the actual costs incurred by you to restore your computer, network or electronic commerce services to their    

pre loss operating capacity. The amount that we will pay in respect of such costs is subject to the sub-limit 

specified in item 3 of the Schedule to this Policy. This sub-limit is part of and not in addition to the sum 

insured.  

You must pay the excess for each loss.  

Payment of any loss will not reduce our liability for other loss. However, our maximum liability for any 

single loss wi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specified as the sum insured. All loss flowing from the acts of the same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in collusion will be a single loss. This will be the case whether such loss involves 

one or more of the problems a) to e) set out under What has gone wrong, involves one or more incidents of 

loss or is sustained in one or more policy periods.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years that this policy is in force, of whether it is or may be renewed and of the 

number of premiums paid, the sum insured shall not be cumulative from year to year or period to period. By 

accepting this policy you are considered to have given notice to us cancelling any prior policy issued by us.  

If a recovery is made after a loss then the proceeds, less the actual cost of making the recovery, will be 

distributed as follows:-  

i) firstly, to you for any amount of the loss which exceeds the sum insured or settlement and the excess;  

ii) secondly, to us for any settlement made; and  

iii) thirdly, to you for the amount paid as the excess.  

After we have made a payment under this policy we will be subrogated to your rights of recovery in respect of 

the payment. You must execute all papers and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secure any rights including the 

execution of any documents to enable us to bring a suit in your name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a payment by us. 

If a loss involves property that you do not own we may settle the claim with the owner, provided you have 

given your con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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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not covered  

We will not pay loss consisting of or which is due to:-  

a) fines, penalties or damages for which you are legally liable except for compensatory damages arising 

from a loss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b) any errors and omissions committed or omitted by you or your employees except for any errors and 

omissions giving rise to a loss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c) any loss that you have discovere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policy period.  

d) loss caused by or involving any person who owns or controls more than 10% of your issued share capital.  

e) loss caused by an employee after you became aware that they have committed acts of fraud, dishonesty, 

or criminal damage. This exclusion will not apply if the person who discovers such acts is in collusion with 

the employee.  

f) costs (including internal costs or salaries) and expenses which you incur to establish the existence or value 

of a loss, to prosecute or defend legal proceedings or for any recall costs, except for the auditor’s fees and 

investigative costs and legal fees agreed under What does the policy pay.  

g) loss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hough we will cover loss wher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has been used 

to help to commit an act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h) damage or destruction to any premises which you own or occupy for the purposes of conducting your 

business.  

i)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j) income or profi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nterest and dividends).  

k) any sort of nuclear reaction, nuclear radiation or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l) any armed struggle, civil unrest or conflict or any act or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or local 

authority.  

m) any loss recoverable under any other insurance or which would have been recoverable but for the 

existence of this policy or but for a breach of a warranty term or condition of such other insurance unless in 

excess of the limit of indemnity of that insurance.  

n) loss resul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credit arrangement, false accounting, trading in securities, 

commodities, futures, options, currencies, foreign exchange or the like unless the loss is a result of employee 

dishonesty, which results in the employee making an improper financial gain other than sal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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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s, fees, bonuses, promotions, awards, profit sharing, pension or any other employment benefit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olicy false accounting means the creation, recording or concealment of financial 

results or transactions with the intention of giving, or which results in, a misleading or deceptive statement 

of your financial condition.  

o) extortion unless caused by employee dishonesty or computer crime.  

Your obligations to us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at you have a number of obligations to us that arise before we insure you;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and when a problem arises. These obligations are described below. 

  

Before we agree to insure you  

The information given to us before we agree to insure you must be complete, accurate and not misleading. 

As it is important, the proposal form and the other written information which you, or anyone on your 

behalf, provide are incorporated into and form the basis of this insurance.  

The proposal form reminded you that you must disclose to us all facts and matters, which might be 

relevant to our consideration of your proposal, before we agreed to insure you. This policy may be 

rescinded without refund of any premium paid in the event of any wilful concealment, negligent 

omissions, or misrepresentation on the part of you at the time of making proposal, which would otherwise 

alter or underestimate the risk assessed by us. We will not do this if all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Firstly, we must have insured you before you were first aware, or ought reasonably to have been aware 

after enquiry, of the material matters and have continuously insured you since then. Secondly, you must 

satisfy us that the misrepresentation or failure to disclose was innocent and not intended to mislead us. 

Thirdly and finally, our interests must not have been prejudiced as a result. 

 

During the policy period  

We will not make any payment under this insurance unless you have paid the premium by the agreed date 

or agreed instalment dates.  

You must tell us within 30 days after one or more of you merge with another business or after anyone 

acquires more than 25% of the voting shares of the business of any one of you. In the event of such a 

merger or acquisition we will only pay for loss which you suffer as a result of an act or acts occurring prior 

to the date of such merger or acquisition, unless, at our discretion and subject to your agreement to such 

additional premium or conditions that we determine to be appropriate, we agree in writing to extend cover 

to the merged entity. 

 

When a problem arises  

We need prompt notice should a loss arise in order that we can protect your interests. Therefore, you must 

inform our Claims Department at Insurance Company of North America, Taiwan Branch, 10th Floor No.8 

Hsin Yi Road, Sec.5 Taipei 110, Taiwan R.O.C. in writing within 45 days of discovering a loss. We will 

then liaise with you concerning the steps to be taken in respect of the loss.  

You must provide us with full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any problem or potential problem of the 

type described under What has gone wrong. If you, or anyone on your behalf, try to deceive u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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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ely giving us false information then we will be entitled to rescind this policy. 

 

The meaning of policy terms  

Throughout this policy document we have highlighted words in bold type. The special meanings of such words 

are described below:- 

Associated Company 

means a company or other entity in which the policyholder or one of its subsidiaries owns more than 

20% of the issued share capital, or voting rights and retains management control. 

 

Computer crime  

means an act or acts of a person other than an employee amounting to: 

1) the theft of your:-  

a) assets under the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a computer system by manipulation of computer 

hardware, software programmes or systems, by any person to which system you have not given 

authorised access;  

b) funds from an account which you maintain at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following fraudulent 

electronic, telegraphic, cable, teletype, tested telex, telephone or written instructions to debit, transfer 

or deliver funds from such account. These instructions must appear to have been given by you or 

someone to whom you have given authorisation, but actually have been fraudulently transmitted, 

issued or fraudulently altered by another.  

 2) the malicious, intentional and wilful use of computer, network or electronic commerce services to 

erase, destroy, modify or corrupt data or to deny users access to your computer, network or electronic 

commerce services. 

 

Counterfeiting  

means an act by a person, other than an employee, which causes you to act upon or give value for a 

negotiable instrument that is an imitation of an authentic negotiable instrument and which deceive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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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believing that the imitation is the authentic original negotiable instrument. If these instruments 

contain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s of fact but are genuinely signed or endorsed then they are not 

counterfei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insurance. 

Discover/ed or Discovery  

means the time at which you or one of your senior managers becomes aware of acts which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assume to be a loss covered by this policy. We should be informed of any such acts though 

the exact amount or details of the loss may not be known. Knowledge possessed by any one of you will 

be deemed to be discovery by all of you. 

 

Discovery Period  

means the period stated in Item 5 of the Schedule to this policy immediately following termination of 

this policy. Within this time you may report any loss which you have discovered that was connected to 

an act committed prior to the end of the policy period. There is no discovery period on renewal of this 

policy nor upon the expiry, cancellation or other termination of this policy, if a similar policy or cover 

(whether issued by us or another insurer) replaces it. 

 

Employee  

means a person in your regular service whom you compensate by wages, salary, fees and/or commissions 

and who you have the right to direct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service.  

To the extent that any of your directors, trustees or consultants are employees they will only be covered 

whilst performing acts com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usual duties of an employee.  

Any student, secondee, volunteer or temporary personnel supplied by outside agencies will be deemed to 

be an employee whilst performing services which you have the right to direct. 

 

 

Any professionally qualified lawyer retained by you, or any employee of such lawyer, will be deemed to 

be an employee whilst performing services on your behalf under the retainer.  

Any trustee, administrator or committee members of any pension fund committee or employee welfare 

fund committee established by you and falling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insured is deemed to be an 

employee.  

Cover in respect of employees will continue to apply for sixty day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ermination 

of their service.  

Employee dishonesty  

means an act/acts of fraud, or dishonesty committed by an employee with the intent to cause you to suffer 

a loss.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recklessness or inadvertence do not constitute intent. 

Excess  

means the amount which you must retain of each and every loss which is stated in Item 4 of the Schedule. 

Forgery  

means the signature or seal in the name of a genuine person by another person without authority and with 

the intent to deceive. Such signature or seal must have been written or affixed on a cheque, credit card or 

bill of exchange, received or given by you in consequence of which you have acted or transferred funds or 

goods causing you to sustain a loss. It does not include a genuine signature or seal applied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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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A signature or seal may be hand-written, manually, mechanically, or electronically produced or 

reproduced. It does not include acts by employees. 

Insured  

means the policyholder and is deemed to include:-  

a) all subsidiary or associated companies existing at or before the inception date (or subsequent renewal 

date) and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policyholder has included in the proposal form.  

b) any subsidiary or associated companies acquired or created after the inception date (or subsequent 

renewal date) from the date of such acquisition or creation provided that the gross annual turnover of any 

such entity and the combined figure for all such entities do not exceed 25% of the gross annual turnover 

you declared to us in the proposal form. If the gross annual turnover does exceed this figure then you should 

advise us within 60 days of the acquisition date and we will decide any additional premiums or conditions 

that should be applied.  

c) pension fund and employee welfare fund which you maintain on behalf of your employees and in respect 

of which you have submitted a proposal form. Payments for any loss will be made direct to the fund. 

Money  

means currency, coins, bank notes and bullion, cheques, travellers cheques, registered cheques, postal orders 

or money orders held for sale to the public. 

Policy period  

means the period of time from inception to expiry date in Item 2 of the Schedule. 

Policyholder  

means the entity named in Item 1 of the Schedule. 

Securities  

means all negotiable and non-negotiable instruments or contracts, including any note, stock, bond, debenture, 

evidence of indebtedness, share or other equity or debt security, representing either money or property, but 

does not include money. 

Sum insured  

our limit of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loss being the amount specified in Item 3 of the Schedule to this policy.  

Theft  

means a dishonest and unlawful act, of a person, other than an employee, of taking your property, money or 

securiti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permanently depriving you of its use and obtaining a financial gain for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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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matters 

References in this policy to we, our or us are references to Insurance Company of North America, Taiwan 

Branch. References to you or your are references to the Insur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olicy, an inventory shortage or profit and loss calculation are not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at you have suffered a loss because of an act or acts described under What has gone wrong. This 

insurance, including its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and validity is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aiwan, R.O.C.  

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or relating to this insurance, including a dispute in respect of its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or validity, will be referred to the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of R.O.C for arbi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of R.O.C.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which rules are 

deemed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 this clause.  

This policy is a single contract of insurance between us and the Insured and is for the benefit of all of you as 

joint insured parties. Accordingly, without limitation:-  

a) the policyholder will act for itself and for all of you for all purposes under this policy;  

b) payment of any loss under this policy to the policyholder shall fully release us with respect to such loss;  

c) our liability for loss sustained by one or all of you sha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for which we would have 

been liable had the loss been sustained by any one of you;  

The insurance may be terminated for anyone of you or all of you if you or we give the other thirty days 

written notice. This insurance is terminated automatically for all of you if an application is filed, an order 

made or a resolution passed to wind up, or to reorganize in respect of the policyholder or if a receiver is 

appointed over the whole or part of its assets, or the policyholder is declared bankruptc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nkruptcy Law. If this insurance is terminated in respect of all of you, we will return a pro rata amount 

of premium unless you have discovered a loss before the termination takes effect.  

Should an application be filed, order made or a resolution passed to wind up or reorganize in respect of 

anyone of you or if a receiver is appointed in respect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any of your assets, or you are 

declared bankruptc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nkruptcy Law this insurance is terminated automatically. 

Termination takes effect as from the date of the application, order, resolution or appointment and as regards 

those of you that are the subject of these procedures. As cover will be continuing as regards those of you that 

are not affected there will be no return of premium. 

 

This insurance is also terminated automatically as regards any of you that do not fall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Insured from the date that you no longer meet that definition.  

Where this insurance is terminated as described above cover prior to termination is not effected. Accordingly, 

subject to all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and in particular those dealing with discovery, acts committed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insurance will remain covered as regards those of you for whom cover continues and 

those of you for whom cover is terminated.  

You may not assign this policy or the rights to it unless we have agreed in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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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COMMERCIAL CRIME INSURANCE POLICY  

(蘇黎世產物商業犯罪保險保險) 

98.10.29 (98)台蘇保行展字第126212號函備查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AYMENT OF THE PREMIUM AND SUBJECT TO ALL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POLICY THE INSURER AGREES WITH THE 

POLICYHOLDER THAT：  

Section 1-COVER  

The Insurer will indemnify the Policyholder for the Financial Interest of the Policyholder for a Loss occurring 

in any Group Company resulting directly from any Criminal Act which is first Discovere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or any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f applicable) and notified to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6.1 of this Policy.  

Section 2-EXTENSIONS TO COVER  

SUBJECT TO ALL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POLICY, COVER IS 

EXTENDED AS FOLLOWS:  

2.  2.1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f this Policy upon termination is neither renewed nor replaced by any other policy covering the same or a 

similar risk, the Policyholde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 singl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as stated in Item 9 of 

the Schedule and subject to payment of the additional premium stated in Item 9 of the Schedule with respect to 

any Loss Discovered during such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and notified to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6.1 of this Policy, but only with respect to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prior to the expiry date of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This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shall not apply in the event of cancellation of this Policy 

due to the non-payment of the premium.  

The right to the singl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shall terminate unless written notice is given to the Insurer 

by the Policyholder within thirty (30) days of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non-renewal of this Policy. Once th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has been elected by the Policyholder, the entire premium for th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shall be deemed earned at its commencement.  

2.2 NEW SUBSIDIARY COMPANIES  

2.1.1 Any entity (other than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whether created or acquired, that becomes a Subsidiary 

Company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of this Policy shall be included as a Group Company under this 

Policy, at no additional premium, with respect to Losses for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after the date such 

entity became a Subsidiary Company and while such entity remains a Subsidiary Company, subjec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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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i) The Subsidiary Company has gross annual turnover and number of employees which are less than 25% of 

the gross annual turnover and number of Employees of the Group Companies at the inception date of this 

Policy; and  

(ii) The Subsidiary Company has not, in the preceding 3 years, suffered Loss of a type covered by this Policy 

(whether insured or not) which was greater than the amount of the Deductible.  

Any such newly acquired or created Subsidiary Company not meeting the above requirements acquired or 

cre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shall be included under this policy as a Group Company for a period of 

sixty (60) days from becoming a Subsidiary Company or until the expiry date of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whichever period expires first. The Policyholder shall (i) notify the Insurer in writing of the creation or 

acquisition of such entity, (ii) provide the Insurer with full underwriting information as the Insurer may 

require, and (iii) agree to any additional premium and/or amendment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olicy required 

by the Insurer relating to such Subsidiary Company. Further, the Insurer will only indemnify the Policyholder 

for the Financial Interest for a Loss resulting from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after the date such entity became 

a Subsidiary Company and while such entity remains a Subsidiary Company conditional upon the 

Policyholder paying, when due, any additional premium required by the Insurer for such new Subsidiary 

Company.  

2.2.2 The Insurer may, at its sole discretion, also agree in writing, after having received all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to indemnify the Policyholder for the Financial Interest for a Loss resulting from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prior to the date of acquisition. With regard to such cover for prior acts, the Insur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vary the terms of this Policy. 

2.3 CARE, CUSTODY AND CONTROL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Policyholder for the Loss of Property, money or Securities which is under the 

control and custody of a Group Company and for which such Group Company is legally liable.  

2.4 INTEREST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Policyholder for the amount of any interest receivable or payable by the 

Group Company resulting directly from a Loss covered by this Policy provided that the Insurer’s liability for 

such interest receivable or payable is calculated by applying the average base rate in force by the Central Bank 

in the country of the Policyholder, between the time of sustaining such Loss and the date of Discovery of such 

Loss. 

2.5 RUN OFF COVER FOR CEASED SUBSIDIARY COMPANIES 

In respect of any entity which is being sold or discontinue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and which was 

previously included as a Group Company under this Policy, this Policy shall continue to indemnify the 

Policyholder for any Loss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riminal Act which was committed whilst such entity was a 

Group Company.  

This extension will not apply if the Policyholder has no 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Loss arising out of Cri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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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committed prior to the date of sale or discontinuation of such former Group Company.  

SUBJECT TO ALL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POLICY, COVER IS 

EXTENDED AS FOLLOWS FOR THOSE SECTIONS SHOWN AS OPERATIVE IN ITEM 8 OF THE 

SCHEDULE TO THIS POLICY:  

2.6 INVESTIGATION COSTS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Policyholder for Investigation Costs incurred by a Group Company, which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a Loss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2.7 CONTRACTUAL PENALTIE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Policyholder for any contractual penalty assumed by and enforced against a 

Group Company under a written contract, resulting directly from a Loss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The 

Insurer’s liability provided by this extension is sub-limited to the percentage specified in Item 5 of the 

Schedule.  

2.8 DATA RECONSTITUTION COSTS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Policyholder for reasonable Data Reconstitution Costs.  

2.9 EXTORTION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Policyholder for any Loss due to Extortion committed by an Employee of a 

Group Company.  

2.10 BUSINESS INTERRUPTION  

The Insurer shall indemnify the Policyholder for any reasonable Additional Costs incurred during the 

Indemnification Period and after the Waiting Period caused by a Loss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provided that 

these Additional Costs are beyond the Group Company’s usual operational costs and necessary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normal course of operations of the Group Company’s busines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extension:  

(i) Additional Costs shall mean:  

renting fee for temporary replacement equipment and temporary additional premises;  

costs of additional external workforce and overtime of Employees; 

costs related to transportation of equipment or documents  

which have been incurred by the Group Company in which the Loss has been Discovered.  

(ii) Waiting Period shall mean the period of 48 hours starting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Loss.  

(iii) Indemnification Period shall mean the period of 90 days immediately starting after the Waiting Period.  

Section 3-LIMIT OF LIABILITY AND DEDUCTIBLE  

3.1 LIMIT OF LIABILITY  

3.1.1 The Limit of Liability as stated in Item 3 of the Schedule shall be the Insurer's maximum liability 

payable under this Policy for all covered Loss sustained by all Group Companies and Discovere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and th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f applicable). The Limit of Liability shall apply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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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bove the applicable Deductible.  

3.1.2 All indemnification and sub-limits provided by the extensions pursuant to Section 2 of this Policy shall 

be part of, and not in addition to the Limit of Liability for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including the Limit of 

Liability for any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f applicable).  

3.1.3 Where more than one Loss arises from one Criminal Act or from a series of Criminal Acts which are 

connected causally with another or which are by any means inter-related or inter-connected, they shall be 

deemed to be a single Loss notwithstanding the number of Loss notifications that have been made and such 

single Loss shall be attributed solely to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or th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f 

applicable) during which the first Loss arising from such series of Criminal Acts was Discovered  

3.1.4 The aggregat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 for Loss or Losses sustained by any or all persons, companies or 

other entities forming part of the Group Companies sha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for which the Insurer would 

be liable if all Losses were sustained by any one of the persons, companies or other entities forming part of the 

Group Companies.  

3.2 DEDUCTIBLE 

The Insurer shall be liable only for the amount of any Loss that exceeds the applicable Deductible. The 

Deductible is not part of the Insurer’s liability for any Loss.  

A single Deductible shall apply to all Loss arising from any Criminal Act or series of Criminal Acts which are 

connected causally with another or which are by any means inter-related or inter-connected.  

SECTION 4 – DEFINITIONS  

4.1 Computer Fraud shall mean Loss of a Group Company’s money, Securities or Property due to any 

fraudulent or dishonest misuse or manipulation by a Third Party of the computer systems, programs or funds 

transfer systems owned or operated by the Group Company.  

4.2 Corporate Transaction shall mean any transaction involving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shares, equity, debt or 

assets of any entity.  

4.3 Counterfeit or Counterfeiting shall mean the intentional imitation of any currency notes or coins such that 

a Group Company is deceived on the basis of the quality of the imitation to believe that the imitation is the 

authentic original currency.  

4.4 Criminal Act shall mean any Internal Crime or External Crime.  

4.5 Data Reconstitution Costs shall mean reasonable costs (other than remuneration payable to any Employee, 

partner, Director or Officer of any Group Company, cost of their time or costs or overhead of any Group 

Company) incurred in the reproducing or amending the software programs or systems where such reproducing 

or amendmen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damages caused to the programs or to amend the security codes 

following a Criminal Act in respect of the use of the computer hardware or software programs or systems 

owned and operated by the Group Company and which was the subject of a Loss under this Policy.  

4.6 Deductible shall mean the amount stated in Item 6 of the Schedule of thi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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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Discovered or Discovery shall mean the moment on which the Group Company or any partner, Director or 

Officer, departmental head or other senior manager or the equivalent thereof, not in collusion with any 

person(s) committing the Criminal Act, becomes aware of any fact or facts that giv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Loss as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has been or may be incurred even though the exact amount or 

details of the Loss may not then be known.  

4.8 Employee shall mean  

4.8.1 any natural person who is employed under a contract of service with a Group Company (which shall 

include the first 60 days after the cessation of such servic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Group Company’s 

business whom the Group Company compensates by payment of salary, wages or commissions and has the 

right to govern and direct in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service; or  

4.8.2 any natural person who work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Group Company and who is subject to the same 

controls and procedures as the person mentioned under 4.9.1.; or  

4.8.3 any natural person who is a trustee, fiduciary, administrator or officer of any Employee Benefit Plan; or  

4.8.4 any natural person whose identity the Group Company is unable to discover, but whose Criminal Act 

caused a Loss under this policy and the evidence proves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hat the Loss was sustained 

due to a Criminal Act of a person under 4.9.1., 4.9.2. or 4.9.3.  

But excluding:  

(i) Any partner in a Group Company;  

(ii) Any Employee who, at the time of Loss, controls more than 20 %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a Group 

Company;  

(iii) Any director of the Group Company, who is not committing an Internal Crime in his or her capacity as an 

Employee of the Group Company;  

(iv) Any external auditor, broker, factor, commission merchant, consignee, contractor, other agent, 

representative, or equivalent thereof.  

4.9 Employee Benefit Plan shall mean any pension fund established and sponsored solely by the Group 

Company and solely to provide pension plan benefits to the Group Company’s past, present or future 

Employees, Directors and Officers or their respective beneficiaries.  

4.10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shall mean the relevant period of cover stated in Item 9 of the Schedule of 

this Policy.  

4.11 External Crime shall mean any fraudulent or dishonest single, continuous or repeated act(s) or a series of 

acts committed by a Third Party of:  

4.11.1 Theft;  

4.11.2 Forgery;  

4.11.3 Fraudulent Alt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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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Counterfeiting;  

4.11.5 Computer Fraud;  

4.11.6 Crime not otherwise insured or excluded under this definition where the Third Party obtained Improper 

Financial Gain and intended to cause the Group Company a Loss and is found guilty and convicted by a final 

judgment in a recognized criminal court of law of such criminally sanctioned act.  

External Crime shall in no event mean:  

(i) Corporate Transaction;  

(ii) Voluntary Exchange or Purchase unless covered under Forgery, Fraudulent Alteration, Counterfeiting or 

Computer Fraud;  

(iii) Extortion  

(iv) Investment Activities.  

4.12 Extortion shall mean any threat to personally injure Employees or directors or officers or their family 

members, or to damage or destroy any tangible property (including computer systems, software or programs) 

owned by a Group Company or for which a Group Company is legally liable, provided that prior to surrender 

of the money, Securities or Property, the person receiving the threat has made a reasonable effort to report the 

threat to another Employee or director or officer, and the Group Company has made a reasonable effort to 

report the threat to the relevant authority.  

4.13 Financial Institution shall mean any bank including any merchant or investment bank, finance company,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company (other than a captive owned by a Group Company), mortgage bank,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 building society, credit union, stockbroker, investment trust,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fund manager or any entity established principally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n commodities, 

futures or foreign exchange trading or any other similar entity.  

4.14 Financial Instrument shall mean cheques, drafts or similar written promises, orders or directions to pay a 

certain sum of money that are made, drawn by or drawn upon a Group Company or by anyone acting or 

purporting to be acting as a Group Company’s agent.  

4.15 The Financial Interest of the Policyholder is deemed to represent the equivalent of a Loss sustained by a 

Group Company.  

This clause is intended to insure the interest of the Policyholder i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conomic value of 

any of its Group Companies from decreasing due to any of the event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insured under 

this policy.  

4.16 Forgery shall mean  

(i) the signing by hand of another natural person’s name, or  

(ii) the endorsing or amending by hand without authority  

of any cheque, draft, promissory note or bill of exchange given or received by the Group Company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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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 to deceive in consequence of which the Group Company has acted or transferred funds or goods.  

Mechanically or electronically produced or reproduced signatures shall be treated as hand written signatures.  

4.17 Fraudulent Alteration shall mean a material alteration to any Financial Instrument for a fraudulent or 

dishonest purpose by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person who was authorized to sign such Financial Instrument.  

4.18 Improper Financial Gain shall mean any person gaining any Property, money or Securities from the 

Group Company to which that person was not legally entitled to. Improper Financial Gain shall in no event 

include salaries, bonuses, fees, commissions, promotion, emoluments or other remuneration.  

4.19 Group Companies shall mean  

4.19.1 the Policyholder;  

4.19.2 any Subsidiary Company; and  

4.19.3 any Employee Benefit Plan.  

4.20 Insurer shall mean the legal entity stated in Item 10 of the Schedule.  

4.21 Internal Crime shall mean any fraudulent or dishonest single, continuous or repeated act(s) or series of 

acts committed by an Employee acting alone or in collusion with others with the intention to cause a Loss to 

the Group Company or to obtain an Improper Financial Gain from the Group Company.  

In respect of any Internal Crime committed by any Employee who is engaged in trading or dealing in stocks, 

shares, equities, bonds, securities, valuable papers, commodities, foreign exchange, derivatives, loans, 

transactions in the nature of a loan or other extension of credit and the like, the Group Company shall prove 

conclusively that such Internal Crime was committed by the Employee with the clear intention of causing the 

Group Company to suffer such Loss and to obtain and resulting in Improper Financial Gain for that Employee 

or for any other individual or organisation.  

4.22 Investment Activities shall mean the act or purported act of investing or trading in securities, 

commodities, futures or foreign exchange.  

4.23 Investigation Costs shall mean all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costs incurred by the Group Company to 

establish the amount of a Loss (other than remuneration payable to any Employee, partner, Director or Officer 

of any Group Company, cost of their time or costs or overhead of any Group Company) with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Insurer in connection with a Loss to be paid under this Policy.  

4.24 Limit of Liability shall mean the amount stated in Item 3 of the Schedule which shall be the Insurer’s 

maximum liability, in the aggregate, payable under this policy.  

4.25 Loss shall mean the direct financial loss of any Property, money or Securities sustained by a Group 

Company as a direct result of a Criminal Act.  

Loss shall also include Investigation Costs and Data Reconstitution Costs.  

4.26 Period of Insurance shall mean the period of time shown in Item 2 of the Schedule.  

4.27 Policyholder shall mean the legal entity stated in Item 1 of the Schedule.  

4.28 Property shall mean tangible property of a Group Company other than money or Securities.  

4.29 Proposal shall mean any information and/or statements or materials supplied to the Insurer by or on 

behalf of the Group Company (either before or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any proposal form completed 

and signed by the Policyholder for this Policy and any previous policy for which this Policy is a re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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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renewal (including any attachments thereto, information included therewith or incorporated therein).  

4.30 Securities shall mean any bond, debenture, note, share, stock or other equity or security for debt, and will 

include any certificate of interest or participation in, receipt for, warrant or other right to subscribe to or to 

purchase, voting trust certificate relating to, or other interest in any of the foregoing items representing money 

or property. Securities shall not include money or Property.  

4.31 Subsidiary Company shall mean any entity in which the Policyholder:  

4.31.1 hold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ore than 50% of the voting rights; or  

4.31.2 appoints a major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equivalent in any other country); or  

4.31.3 has the right, pursuant to a written agreement with other shareholders, to appoint a major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equivalent in any other country); or  

4.31.4 has the right to control the day-to-day management of the relevant entity and sets secur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procedures, whether financial or operational.  

Cover for any Subsidiary Company shall only apply in respect of Loss arising out of any Criminal Act 

committed whilst such entity is a Subsidiary Company of the Policyholder.  

4.32 Theft shall mean the intentional permanent deprivation of money, Securities or Property.  

4.33 Third Party shall mean any other person or entity than the Group Company, not being an Employee or 

acting in collusion with an Employee, and not being excluded from the definition of Employee.  

4.34 Voluntary Exchange or Purchase shall mean the voluntary giving or surrendering (whether or not such 

giving or surrendering is induced by deception) of money, Securities or Property in any exchange or purchase.  

Section 5-EXCLUSIONS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 FOR:  

5.1 WAR & TERRORISM  

Loss which aris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ut of war, terrorism,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hostilities or 

warlike operations (whether war be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insurrection, civil 

commotion assuming the proportion of or amounting to a popular uprising,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martial 

law, riot, the act of any lawfu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5.2 KIDNAP AND RANSOM  

Loss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kidnap, ransom or any threat thereof.  

5.3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RADE SECRETS 

Loss of or arising from the accessing of any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rade secrets, 

computer programs, customer information, patents, trademarks, copyrights or processing methods,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any such information is used to support or facilitate the committing of a Criminal Act covered 

by this Policy.  

5.4 TAXES, FINES AND PENALTIES  

Taxes, fines and penalties of any type for which the Group Company is legally liable, except 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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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ory damages arising out of a Loss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or as provided under extension 2.7 

above.  

5.5 CONSEQUENTIAL LOS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unless covered under extensions 2.4, 2.6, 2.7, 2.8 and 2.10 above.  

5.6 PENDING AND PRIOR LOSSES AND CIRCUMSTANCES 

Loss which was pending at, or Loss or circumstances the Group Company discovered prior to the inception 

date of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5.7 RETROACTIVE COVER 

Loss sustained by the Group Company resulting from Criminal Acts committed prior to the Retroactive Date 

stated in Item 4 of the Schedule (if applicable).  

If the first Criminal Act of a series of Criminal Acts, which are connected causally with another or which are 

by any means inter-related or inter-connected, was committed before the Retroactive Date, the total Loss 

sustained by the Group Company shall be deemed not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5.8 FIRE 

Loss caused by any fire.  

5.9 FRAUDULENT EMPLOYEE 

Loss caused by any Employee whom the Group Company was aware had previously committed a criminal act 

before or after the date of commencement of employment by the Group Company.  

5.10 EXCLUSIONS ONLY APPLICABLE TO EXTERNAL CRIME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 for:  

5.10.1 TRADE FINANCE AND TRADE LOANS  

Loss resulting from the full or partial non-payment of or default under any:  

(i) credit agreement, extension of credit or hire purchase agreement;  

(ii) loan or transaction of the nature of a loan;  

(iii) lease or rental agreement;  

(iv) invoice, account, agreement or any other evidence of debt; or  

However,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to any Loss where the Group Company has relied or acted upon any 

document that contains Forgery, Fraudulent Alteration or Counterfeit of currency notes or coins.  

5.10.2 SPECIFIC DOCUMENTS  

Any Los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Forgery, Counterfeit or Fraudulent Alteration of, on or in, any account 

receivable, or assignments thereof, bills of lading, warehouse or trust receipts, or receipts serving a similar 

purpose.  

Section 6-GENERAL CONDITIONS  

6.1 NOTIFICATION OF LOSS  

It i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th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 under this Policy that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upon the Discovery of Loss the Policyholder shall notify the Insurer by written notice, but in all events no 

later than thirty (30) days after the expiry of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or the Extended Reporting Period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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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ble). Such notice shall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a descrip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leading to the 

Loss.  

Written notice hereunder shall be given in writing to the Insurer named in Item 10 of the Schedule at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Item 11 of the Schedule, and be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receipt by the Insurer at the 

above address.  

6.2 SUBROGATION 

The Insurer may at any time at its own expense take such steps as it may deem necessary to obtain 

reimbursement from any person (or that person's estate) committing a Criminal Act against the Group 

Company resulting in a Loss which the Insurer shall have paid or become liable to pay under this Policy and 

for this purpose use the name of the Group Company. The Policyholder shall as and when required give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assistance to the Insurer.  

6.3 RELIANCE 

In granting cover under this Policy the Insurer has relied upon the Proposal which forms the basis of this 

contract of insurance and shall be considered as incorporated in and constituting part of this Policy.  

6.4 VALUATION OF LOSSES 

(i) SECURITIES  

In no event shall the Insurer be liable in respect of Securities for more than the actual cash value thereof at the 

close of business on the business day on which the Loss was Discovered.  

(ii) BOOKS OF ACCOUNTS AND RECORDS  

In the case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consisting of books of accounts or other records (other than 

electronic data) used by the Group Company in the conduct of their business, the Insurer shall be liable under 

this Policy only if such books or records are actually reproduced and then for not more than the cost of blank 

books, blank pages or other materials plus the cost of labour and computer time for the actual transcription or 

copying of data which shall have been furnished by the Group Company in order to reproduce such books and 

other records.  

(iii) ELECTRONIC DATA  

In the event that a Loss covered under this Policy results in the destruction, erasure or theft of electronic data 

used by the Group Company while such data is stored within the Group Company's computer systems, the 

Insurer shall be liable under this Policy if such data is actually reproduced and cover hereunder shall only 

apply to the cost of labour for the actual transcription or copying of data, which shall have been furnished by 

the Group Company in order to reproduce such electronic data.  

(iv) DAMAGE TO PREMISES  

In the case of damage to the premises,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more than the actual diminution in 

value of the property.  

(v) FOREIGN CURRENCY  

If a foreign currency (being a currency other than the currency in which this Policy is written) is involved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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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sustained by the Group Company under this Policy, then for the purpose of any calculation required in 

the settlement of a Loss, the rate of exchange shall be the published rate by Financial Times on the date of 

such settlement.  

(vi) PROPERTY  

In no event shall the Insurer be liable in respect of Property (not included in the above), for more than the 

actual cash value thereof at the time of Loss or for more than the diminution in value of the property of such 

property or of replacing same with property or material of like quality and value, provided however, the actual 

cash value of such other property held by the Group Company as a pledge, or as collateral for an advance or 

loan, shall be deemed not to exceed the value of the property as determined and recorded by the Group 

Company when making the advance or loan, nor, in the absence of such record, the unpaid portion of the 

advance or loan plus accrued interest thereon at legal rates.  

6.5 RECOVERIES 

Any sums recovered following a payment or payments under this Policy shall, after the deduction of the costs 

incurred in the course of such recovery be distributed as follows:  

(i) Firstly to the Policyholder in respect of any amount by which the amount of the Loss exceeded the Limit of 

Liability;  

(ii) Secondly to the Insurer to the extent of the Loss paid or payable;  

(iii) Finally to the Policyholder for the amount of any Deductible applicable.  

6.6 CHANGE IN CONTROL  

If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a Change in Control occurs which results in  

(i) the liquidation (whether voluntary or compulsory) of the Policyholder or the appointment of a trustee in 

bankruptcy, receiver, or liquidator (or similar official or person) for the Policyholder, or  

(ii) control of the Policyholder being taken over by any government or by officials appointed by any 

government or local authority  

(hereafter called ‘Change in Control’)  

then the cover provided by this Policy shall only apply to Criminal Acts which occurred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such Change in Control and which were first Discovered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and notified to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6.1 of this Policy.  

The Policyholder shall give written notice to the Insurer of such Change in Control as soon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Notwithstanding the effect on cover caused by such a Change in Control there shall be no 

entitlement to cancellation of this Policy by any party hereto and the entire original premium for this Policy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fully earned as of the date of the Change in Control.  

6.7 OTHER INSURANCE  

If a Loss under this Policy would, but for the existence of this Policy, be insured by any other valid and 

collectable policy or indemnity, the Insurer shall only be liable for any amount beyond that collectable under 

such other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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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CANCELLATION 

This Policy may not be cancelled by the Insurer, except for non-payment of premium.  

6.9 APPLICABLE LAW 

This Policy shall be exclusively governed by and shall be exclusively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aw as specified in Item 12 of the Schedule of this Policy and is subjec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specified in Item 12 of the Schedule of this Policy.  

6.10 ARBITRATION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any judicial proceeding, the Policyholder or the Insurer may request that any 

dispute, controversy or claim arising out of or relating to this contract, or the breach, termination or invalidity 

thereof, shall be settled by arbi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s at present in 

force.  

The Arbitration Tribunal shall consist of three arbitrators, one to be appointed by the Policyholder, one to be 

appointed by the Insurer and the third to be appointed by the two appointed arbitrators.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Tribunal shall be appointed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nd no later than thirty (30) days) after the appointment 

of the two party-appointed arbitrators. The Tribunal shall be constituted upon the appointment of the third 

arbitrator. The arbitrators shall be persons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retired) with not less than ten years' 

experience of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within the industry or as lawyers or other professional advisers serving 

the industry.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and it will take place in the jurisdiction specified in Item 12 of 

the Schedule of this Policy.  

6.11 ALTERATION AND ASSIGNMENT  

No change in, modification of, or assignment of interest and rights under this Policy shall be effectiv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except when made by a written endorsement to this Policy which is signed by a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surer.  

6.12 FRAUDULENT NOTIFICATIONS  

If any notification under this Policy is in any respect fraudulent or if any fraudulent means be used by the 

Policyholder or any one acting on their behalf to obtain any benefit under this Policy or if any Loss be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by the wilful act or with the connivance of the Group Company all benefit under this Policy 

shall be forfeit and the Policyholder shall immediately reimburse the Insurer for any payments that it may 

have made in respect of such notification.  

6.13 PAYMENT OF LOSS  

Payment of any Loss under this Policy to the Policyholder shall fully release the Insurer on account of such 

Loss.  

6.14 KNOWLEDGE  

Knowledge possessed or discovery made by any person, company or entity forming part of the Group 

Companies or by any partner, director or officer, departmental head or other senior manager or the equivalent 

thereof shall be deemed to constitute knowledge possessed or discovery made by all other persons, companies 

or entities forming part of the Group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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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單條款 

93.1.19台財保0920714234號核准(公會版)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9月1日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7號令修正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 

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及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以及本保險契約有關之要保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

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

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於約定之「追溯日」後至保險期間內，因被保證員工單獨或共謀之不誠實行為，導致下

述損失發生者，經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發現並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本

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約定之保險金額限額內，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 

一、被保險人所\有財產之損失。 

二、被保險人因受託保管財產之損失而依法應負擔之賠償責任。 

第三條 名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不誠實行為」：係指被保證員工之強盜、搶奪、竊盜、詐欺、侵占等不法行為。 

二、「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係指因任一被保證員工單獨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之損失，以

「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為最高賠償限額。但保險單就特定被保證員工另載有其他保險金

額者，則以該保險金額為最高限額。 

三、「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因二人（含）以上被保證員工之共謀不誠實行為所致之保險事

故，本公司對每一被保證員工所致之損失，仍以「每一被保證員工之保險金額」或個別所載明之

保險金額為賠償限額，但合計賠償金額不得超過「每一次事故之保險金額」。 

四、「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險金額」：係指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分次發現非同一被保證員工

之不誠實行為所致損失，得依前二款之約定分次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但保險期間各次賠償金

額合計不得超過「保險期間累計最高保險金額」。 

五、「財產」：係指貨幣、票據、有價證券及有形財物，不包括被保險經營業務所使用由被保險

人保管之帳冊、紀錄及電子資料紀錄。 

六、「被保證員工」：係指接受被保險人聘僱、受有人事管理約束，並領有薪資者。但不包括董

（理）監事。 

七、「追溯日」：係指經約定本公司對於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負賠償責任之起始日，倘未約定者，

以保險期間生效日為準。 

第四條 同一被保證員工一次賠償請求 

被保險人對於同一被保證員工單獨或共謀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一次或累計多次之損失，於保險期間

發現後僅能以發現時之保險金額為限，提出一次賠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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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自負額 

被保險人依本保險契約提出任一次賠償請求，均需先負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 

第六條 除外責任 

本公司對於下列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 

一、被保險人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失。 

二、被保證員工過失所致之損失。 

三、因董監事單獨或與其被保證員工共謀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之損失。 

四、被保證員工向被保險人所為之消費、使用或借貸所致之損失。 

五、被保險人盤點財產不符之損失；但確係由被保證員工之不誠實行為所致者不在此限。 

六、保險期間內未發現之損失及保險契約所載「追溯日」前發生之損失。 

七、被保險人經發現任一被保證員工有不誠實行為，仍繼續交託該員工經管財產，因此所增加之

任何損失。 

八、金融保險業因信用審核或放款融資相關之業務所致之任何損失。 

九、被保證員工因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致之任何損失。 

十、因保險事故發生所致之利息、股利及其他附帶損失（Consequential Loss）。 

十一、被保險人違反第七條內部監督之執行所致之損失。 

第七條 內部監督之執行 

被保險人對於被保證員工經管財產之程序、帳務覆核抽查之手續，以及其他之內部監督，均應切

實依照被保險人任何書面所陳述及被保險人內部控制之相關規定予以執行。 

第八條 損失發現之通知與義務之履行 

被保險人發現任一被保證員工有不誠實行為而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應按下列規

定辦理 : 

一、於發現後五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三個月內提出詳細損失情形及金額，但經本公司同意者不

在此限。 

二、儘速對該員工提起訴訟，並協助本公司辦理有關理賠事宜。 

三、提供本公司所需之有關帳冊、資料、民刑事裁判書及相關文件；必要時提供本公司所認可之

執業會計師有關損失之證明，其所需之費用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由本公司負擔之。 

第九條 損失之抵償 

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提出賠償請求時，須扣減應付未付有關員工之薪資、報酬或其他款項，以及收

回之任何財產，作為抵償損失之一部分。 

第十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履行理

賠責任後，於理賠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進

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則理

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十一條 其他保險 

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負賠償責任時，如同一保險事故另有其他保險契約亦應負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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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時，本公司對該項賠償責任僅負比例分攤之責。 

第十二條 保險人之參與權 

本公司得約定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參與者，不受約束。

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本公司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保險契約變更之通知 

本保險契約所記載事項遇有變更，要保人應於事前通知本公司。上述變更，須經本公司簽批後始

生效力。 

第十四條 告知義務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要保人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

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

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保證責任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任一被保證員工死亡、停職、解職、退休或經被保險人通知終止保證責

任時，本保險契約對於各該員工之保證責任即告終止。 

第十六條 保險契約之終止 

本保險契約得隨時由要保人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之，其未滿期間之年保險費，本公司當依照短

期費率之規定返還要保人; 如係按月費率繳費者，當月保險費則不予返還。 

本公司亦得以十五日為期之書面通知送達要保人最後所留之住所，終止本保險契約 ;其未滿期之

保險費，本公司依照全年或全月保險費按日數比例返還要保人。 

第十七條 延長損失發現期間 

本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屆滿終了而不續保時，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被保證員工不誠實行為所致

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後六十日內發現者，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提出請求

賠償，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 合併及併購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與他人合併、被合併、出售、收購或清算時，本保險契約之效力立即終止。 

本公司亦不予提供延長發現期間。 

本公司對終止後之未滿期保費按日數比例退還。 

第十九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仲裁，其程序及費

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二十一條 法令之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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