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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醉驾车之

　　责任及其由保险转嫁之可能性(下)

施文森

　　五 、拒绝酒醉检测

前曾论及 ,同意接受检测为

驾驶人申领并保有驾照的前提条

件 ,其经执勤警员合理认为其血

液中所含酒精浓度已损及其驾车

能力的 ,应听从执勤警员的指挥 ,

接受酒测 ,以确定血液酒精浓度 ,

其拒绝于法理上即应产生丧失驾

车权或吊销驾照的效果。中国台

湾地区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

例 ”(以下称 “道交条例 ”)第三十

五条第四项就为此做了如下规

定:“汽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第一

项测试之检定者 ,处新台币六万

元罚款 ,并当场移置保管该汽车

及吊销该驾驶执照;如肇事致人

重伤或死亡者 ,吊销该驾驶执照 ,

并不得再考领。”

驾驶人的驾照之所以被吊

销 ,系由于未履行考领驾照时默

示同意之条件 ,并非以其所肇事

故是否致人伤亡为决定之依据 ,

纵使驾驶人所肇事故仅致人财

损 ,仍应产生吊销驾照之后果。

六 、酒醉驾车所致之损害经

由保险转嫁之范围

被保险人如经投保汽车保

险 ,则其酒醉驾车所致损害 ,可否

请求保险人赔偿? 关于此点 ,应

以当事人所签订之保险契约为决

定之依据 。中国台湾地区旧 “汽

车保险法 ”第九条第四款规定:

“……受酒类或药剂影响之人 ,

驾驶被保险汽车而发生之任何毁

损灭失或赔偿责任 ,保险人不负

责任 。”本款规定 ,不论对于车损

险或责任险 ,一律有其适用 。汽

车保险可分为两部分 ,即强制保

险及任意保险。任意保险又分为

车损险及责任险 ,凡此三者 ,因其

性质不同而有不同的制度设计 ,

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酒醉驾车所

导致的损害是否完全予以承保 ,

亦需按该险种为之论断。

(一)车损险

车损险本质上为无过失险 ,

被保险汽车一旦毁损灭失 ,被保

险人即得请求保险人赔偿 ,对于

导致毁损之原因 ,被保险人无须

为任何举证 。除非保单上载有不

保之规定或其毁损灭失系出于被

保险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 ,保险

人不得拒绝赔偿 。若被保险汽车

之毁损 ,系被保险人酒醉驾车所

导致者 ,亦须视情形而定。依据

美国成例 ,酒醉驾车肇事所致之

损失并不当然足以为保险人推卸

赔偿责任之理由。于 Riley一案

中 ,夫经妻许可 ,驾妻之汽车至酒

吧饮酒 ,酒后驾车肇事 ,导致被保

险人汽车严重毁损 ,法院判认妻

为许可时不能预见夫将酒后驾车

肇事 ,而夫对于事故之发生亦非

出于故意 ,故其损失仍在碰撞险

承保范围之内 。

纵观美国汽车保险单 ,其碰

撞倾覆险有将酒醉驾车所致毁损

承保在内者 ,亦有要求另为安排

者 ,于前一情形若被保险人曾就

酒醉驾车肇事所致毁损求偿有案

者 ,保险人即将之列入记录 ,拒绝

承保或终止保险 ,或大幅提高保

险费后始予承保。

(二)任意责任险

任意责任保险按其原设计 ,

与一般存在于两方当事人之财产

险相同 ,仅在填补被保险人之损

害 ,不直接对第三人负责。美国

各州的汽车责任保险 ,或采绝对

强制制 ,或采相对强制制 ,或采无

过失保险制 ,或采过失责任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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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均具有第三人利益性质 ,因

而将被保险人酒醉驾车肇事所致

之赔偿责任均承保在内。于此场

合 ,被保险人酒醉驾车所致于第

三人之实际损害 ,固须由保险人

负赔偿之责 ,若被保险人对于酒

醉驾车肇事 ,其情节严重或明显

出于重大疏忽 、经法院加科惩戒

性赔偿金者 ,则此赔偿金究宜由

被保险人自行负担 ,抑宜转嫁于

保险人 ?美国各州法院与学者有

不同的见解 。

美国法院认为于酒醉驾车肇

事致人于损害之场合 ,仅驾驶人之

酒醉或重大过失 ,不足以科处惩戒

性赔偿金 ,但若驾驶人之行为明显

出于恶意 、极端过分或荒唐 ,全美

已有四十六州为原告之利益而对

被告科处惩戒性赔偿金 ,至于此项

赔偿可否转嫁与保险人 ,美国法院

认为应取决于以下两点:

1.保单条款是否采用概括

用语:若保单明定承保被保险人

依法应负赔偿责任之全部损害

(alldamagesforwhichtheinsured

maybecomeliable),所谓全部损

害当然包括惩戒性赔偿金 。若被

保险人于投保汽车责任险之同

时 ,加保伞式总括责任险 (um-

brellapolicy)者 ,惩戒性赔偿当然

由保险人承担。

2.公序良俗(publicpolicy)之

考虑:按惩戒性赔偿之加科。其目

的无非在对被告之酒醉驾车加以

处罚与吓阻(publishmentanddeter-

rence)。若允许将此项赔偿由保险

分散 ,即将酒驾肇事所负责任转嫁

与社会大众 ,致惩戒性赔偿原有的

吓阻效果丧失殆尽。惟自 1982年

以后 ,各州相继制定 《酒醉驾车取

缔法》,对于醉酒驾车视为犯罪行

为 ,酒醉驾车人需受刑事上的处

罚 ,而此项惩罚之严厉性远甚于惩

戒性赔偿。于此情形 ,惩戒性赔偿

可由保险人负担。

任意责任险如将酒醉驾车肇

事所致之损害承保在内者 ,则其

与上述碰撞倾覆险同 ,于被保险

人肇事后 ,即将之列入 《不良驾

驶人名单 》 (Poor-riskDrivers

List),以加重其保费负担;其情

况严重者 ,成为保险人拒绝承保

之理由 。

(三)强制责任保险

前曾言及 ,强制责任保险旨

在保护第三人 ,第三人于车祸中

受损害者 ,不论此项车祸系处于

被保险人之故意 、过失或酒醉驾

车 ,保险人均需对第三人负赔偿

责任 ,惟于被保险人故意 、重大过

失或酒醉驾车之场合 ,保险人得

向被保险人追回其所为之赔偿 ,

在被保险人偿还赔款前 ,其驾照

与行车执照俱予吊销 。至于被保

险人就此应为偿还部分是否经由

保险转嫁? 对于强制汽车责任保

险对被保险人之酒醉驾车具有一

定遏制作用 ,笔者以为宜持否定

之见解 。

七 、酒店对于其顾客酒醉驾

车肇事之责任

顾客酒后致损害于己者 ,其向

酒店所有人之请求赔偿受相当限

制 ,除非酒店所有人故违法律规

定 ,对业已酒醉之顾客相继出售酒

类外 ,法院通常会引用 “比较过失 ”

原则 ,以决定酒店与顾客各人所应

负责之比例。若顾客之饮酒完全

出于自愿 ,或者出于重大过失 ,则

其向酒店无请求赔偿之可能。顾

客酒后致损害于第三人者 ,依据英

美普通法(commonlaw)上既定之

原则 ,任何身体及精神健全之成年

人酒后闹事 ,致损害于第三人者 ,

第三人对于原出售或提供酒类饮

料之人无诉请赔偿之权。

八 、社交主人或赠酒人对于

宾客或受赠人酒醉驾车肇事之责

任

无论东方或西方 ,主人之邀

宴宾客 ,均讲求菜之精美 、酒之香

酵 ,务使宾主尽欢。若饮宴之际 ,

主人对宾客之饮用酒类有所制止

或干预 ,既非待客之道 ,亦非社交

礼仪之常规。纵使宾客酒后闹

事 ,致人损害 ,亦与主人无涉 ,应

由闹事之客人自行负责。美国各

州法院于客人酒后驾车致损害于

第三人之情况 ,若客人无赔偿能

力时 ,趋于判令原供给酒类之社

交主人负赔偿责任 ,其所依据之

法理或就《酒坊责任法 》为比附类

推;或以《酒类饮料管制法》之违

反为过失之推定;或扩张适用普

通法上之过失原则.兹分析如下:

(一)比附类推

在就《酒坊责任法》采广义立

法之美国各州中 ,法院鉴于法条中

使用 “furnishesorgivesaway”及

“anyperson”等字样.认为该法之

适用对象不以出售酒类为常业之

人为限.尚包括无偿供给酒类之人

及社交主人在内。法院强调 《酒坊

责任法》之本质在对受害人提供补

偿或救济 ,而不在对酒类供给人为

刑事上之处罚。据此 ,于下列各

案 ,法院均容许受害之第三人援引

《酒坊责任法》,诉请社交主人或实

际上供给酒类之人赔偿:

1.于 Williams一案中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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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未成年人购买伏特加酒 ,该

未成年人酒醉后驾车与原告相

撞 ,原告因而受伤 , lowa州最高法

院判令被告负赔偿之责。

2.于 Ross一案中 , 被告非

法为一未成年人买酒 ,后者饮后

驾车抛离公路死亡 ,其遗属诉请

赔偿 , Minnesota州最高法院于斟

酌 《酒坊责任法 》之立法意旨后

将之扩张适用 ,判原告胜诉 。

但自上述两案判决确定后 ,

lowa州与 Minnesota州相继修正

《酒坊责任法》,明文限制该法仅对

以售酒为常业之人有其适用 ,故今

后因客人酒后驾车而遭受损害之

第三人 ,欲比附援引该法而向社交

主人或其他无偿供酒人求价者.其

成功之希望不大。至于其他采广

义立法之各州 ,法院仍可能类推适

用该法。判令社交主人或其他赠

酒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二)过失推定

前曾言及 ,酒店所有人如违

反 《酒类饮料管制法 》而售酒者 ,

即受过失之推定.但此推定 ,亦仅

以售酒为常业之人为限。美国各

州中 ,除下列少数法院外 ,绝大多

数法院不欲将此一推定扩及社交

主人:

1.于 Brattain一案中 ,被告

邀其未成年之弟弟及其友人共

饮 ,后二人酒后驾车返家 ,途中与

他车相撞 ,造成他车上三位乘客

死亡 ,原告即按推定过失诉请赔

偿 , Indiana州上诉法院认为 《酒

类饮料管制法 》之立法原旨在保

护社会大众 ,推定过失对被告同

有其适用。

2.于 Coulter一案中 , 驾驶

人曾在被告所举办之宴会中饮用

大量酒类饮料 ,酒后驾车撞及公

路旁之路墩 , 致原告 (即车上之

乘客)受伤 ,原告乃诉请被告赔

偿 ,加州最高法院判认该州之

《酒类饮料管制法 》中使用 “cler-

gyperson” ,当然包括社交主人 ,自

有推定过失之适用。

(三)过失原则之扩张适用

美国 Illinois州上诉法院曾

谓:“被控过失之人无须正确预

见其行为所导致之损害。若损害

为其过失行为或不行为之自然及

可能之结果并具有一般谨慎之人

应可预见为过失结果之特质 ,即

为已足 。”美国法院即本此推理 ,

不仅将过失原则扩张适用于酒店

所有人 ,进而及于社交主人 ,其最

著名者为 NewJersey州最高法院

于 Kelly一案中所为之判决 , 因

该判决在美国社交界曾引起巨大

震惊 ,对于保单承保范围之拟定

及民事赔偿制度之扩张更有深远

影响 ,特为之详加评述。

于该案中 ,被告 Gwinnell开

车送被告 Zak回家 , Zak及其妻

邀 Gwinnell共饮 。后者酒后驾车

肇事 ,将原告撞成重伤 。 Gwin-

nelI经警察机关拘留检验 ,发现

其血液酒精浓度高达 0.286%,

显已酩酊大醉 。原告乃诉请被

告赔偿 。被告 Zak(即社交主

人 )抗辩云 :社交主人对于成年

宾客以酒相待 ,纵使宾客酒后

驾车致人于损害 ,对于该受害

人于法不负 赔偿责任 。 New

Jersey州地方法院与上诉法院

基于 NewJersey州至今尚无

《酒坊责任法 》之制定 , 但判例

则责令经政府特许之酒类饮料

出售人负民事责任;NewJersey

州法院从未将此项民事责任扩

及社交主人;尤其于客人为成

年人之场合 , 法院曾明白拒绝

责令社交主人负责 , 遂为有利

于被告 Zak之判决。原告不服上

诉 , NewJersey州最高法院以被

告 Zak与 Gwinnell为共同侵权行

为人 ,判令被告对原告赔偿。

九 、结论

饮酒与驾车结合 ,形成对社

会大众安全之威胁 ,乃近世工商

业发达后所产生之畸形现象。酒

醉驾车肇事 ,致第三人于损害者 ,

若对该第三人不能给予公平合理

之赔偿或救济 ,则将成为严重之

社会问题 。虽然对于酒醉驾车无

论如何严格取缔.或对于酒醉驾

车人或酒类饮料之供给人如何加

重其民事及刑事上之责任 ,不可

能使酒醉驾车完全消灭于无形 ,

但若政府与保险业者能迅速采取

适当有效之对策 ,纵使不能使酒

醉驾车致人损害事故立即减少 ,

至少能使此一情况免于继续恶

化 ,受害人得以获取公平合理之

赔偿 。笔者提出如下之建议 ,以

为本文之结论:

一 、关于相关法律之修订

(一)于强制汽车保险法宜

明列酒醉驾车人为不良驾驶人

(poor—riskdriver),保险人得对

之调高保险费 ,甚而拒绝承保或

终止契约;

(二)于强制汽车保险法宜

进一步规定保险人因被保险人之

酒醉驾车而对其行使代位 (追

偿)权者 ,保险人于被保险人为

偿还前得诉请法院吊扣其驾照或

行车证;此一规定于特别补偿基

金行使代位权时同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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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酒类贩卖人应责

令其投保法定额之责任险 ,使依

法投保成为申领酒类贩卖证照之

要件;

(四)于民法增订酒类贩卖

人及提供人对酒类之贩卖或提供

画其注意义务之规定 。若酒类贩

卖人或提供人明知汽车驾驶人饮

酒后驾车而仍为贩卖或提供甚而

不为劝阻或采取预防措施者 ,对

该驾驶人酒后驾车所致于第三人

之损害 ,应负赔偿责任 。

二 、关于产险商品之设计

产险业者为对本文所论之酒

醉驾车责任提供保障.似宜变更

相关产品之设计并扩张承保范

围:

(一)对于现行住宅火灾保

险改为家主保险 (Homeowner' s

Policy)或住宅综合保险 ,将承保

范围扩及因被保险入之过失所致

于他人之损害 ,包括放纵宾客狂

饮后驾车所致于第三人之损害 。

(二)将现行车体险及任意

责任险就酒醉驾车所采之加费承

保 ,变更为当然承保 ,但对于有酒

醉驾车肇事纪录者 ,应大幅提高

其保险费 。

(三)对于酒类贩卖人 ,不论

酒店或商店 ,应另行设计符合其

需要之责任保险 ,被保险人若出

售酒类予不应出售或不应饮酒之

顾客 ,因后者酒后驾车致第三人

于损害而被诉请赔偿者 ,得将此

项赔偿责任转由保险人承担。
(作者单位:中国台湾政治大学)

(上接第 20页)

一年 ,而国际货物买卖或技术进

出口的诉讼时效期间为四年。如
果在这些情况下 ,第三者对保险

人的索赔诉讼时效期间沿用被保

险人两年的规定 ,就会产生两种
情况:一是第三者请求被保险人

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时效已经届

满 ,而第三者对保险人的诉讼时
效却未届满 。此时 ,保险合同赖

以建立的第三者要求被保险人承

担法律责任的胜诉权已经消灭 ,
被保险人不必承担责任 ,保险人

却仍须对第三者承担责任 ,这与
责任保险的原理相悖 。二是第三

者请求被保险人承担法律责任的

诉讼时效尚未届满 ,而第三者对
保险人的诉讼时效却已届满 ,此

时 , 《保险法 》关于第三者直接请

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权利变得

毫无意义。由于上述原因 ,法律

有必要单独规定第三者请求保险

人直接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制

度 。建议法律规定 ,第三者向保

险人请求直接给付保险金的诉讼

时效期间为两年 ,该诉讼时效期
间自第三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

保险人侵害其权利应当承担法律

责任之日起计算;第三者请求被
保险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时效

期间发生中断 、中止或者延长的 ,
视为第三人请求保险人直接给付

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同时发生

中断 、中止或者延长 。第三者请
求被保险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

时效期间届满的 ,该诉讼时效期

间同时届满;第三者请求被保险
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

超过两年的 ,以第三者请求被保

险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时效期

间为准。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第

三者的合法权益 ,也能督促第三

者及时行使权利 ,稳定社会经济
关系 ,还能够防止第三者对被保

险人胜诉权已经消灭的情况下 ,

仍然可以要求保险人承担法律责

任的不合理情况发生。这样规定

对整体法律体系的逻辑性 、完整
性 、严密性 、系统性 ,也是大有裨

益的 。
(作者单位:德衡律师集团(上海)

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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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提供数据支持 。

(4)模块化
“模块化 ”作为解决复杂系

统问题的方法 ,通过对一个复杂

系统进行模块分解化或模块集中

化 ,达到为复杂系统进行模块化

设计的目的 。因为在模块化方式
下 ,模块之间通过松散耦合方式

链接 ,因而对客户和市场的反应

快速且适应能力强;同时由于专

业集中 ,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也会更好。这说明模块化会使得

系统构成部分间的信息交流与沟

通改善 ,因为模块化成功的基础
就是规定界面 、标准 ,制定统一规

则 ,这都给模块间的信息传递与
交流带来了便利 。对于总分公司

体制下的保险公司 ,可以首先考

虑其组织形式的模块化 ,即公司

内部系统的模块化 ,模块间规则
以组织行政方式执行 , 规则的调

整由公司统一确定 , 各模块没有

决定权。通过这种方式改善现有
的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为建立

一个高效的信息系统提供了可

能。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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