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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查理賠困難之困境在實務上屢見不鮮，又保險契約有別於一般商業契約以

牟利為目的，乃為尋求心靈安定進而達成促進社會和諧者，在消費保險契約關

係中，並有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地位懸殊之特色，是以在當前理賠困難的背景

下，思考我國現行法下是否足以保障因保險人不誠信履約受有損害之被保險

人，又立法論上應如何預防、督促保險人之履約效率，應有其必要性與公益

性。本文第貳章將依據原理原則與現行保險法之規定，就保險人理賠義務之內

涵為歸納，並定義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內涵。第叁章將考察美國法院面對保險

人不誠信履約之司法監理作為，包括責任性質的沿革，從傳統的契約責任發展

至當代之新型態侵權責任有何影響，是否更完善地填補被保險人因保險人不誠

信履約受有之損失。第肆章、第伍章將審視，在現行民法、保險法、消費者保

護法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下，因不誠信履約之保險人而受有損害之被保

險人，請求損害賠償之潛在請求權基礎包括哪些，又有無可能課予不誠信履約

之保險人懲罰性賠償。本章將歸納法院實務上對這些潛在請求權基礎之操作與

認定，進一步對其見解作出分析、批判，並提出建議。最後在第陸章，奠基在

前幾章的研究結果上，將對現行法之缺失，提出修法建議。希冀本篇論文研究

能夠促成多方研究，並有助於完善保險人義務之履行及被保險人權利之保障，

以貫徹保險於當代不可或缺之社會、經濟意義。 

 

關鍵字：誠信原則、保險人之履約義務、司法監理、保險人惡意侵權行為責

任、債務不履行、侵權責任、懲罰性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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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保險，乃為預先管理未來可能發生之風險，集合承擔相同風險之多數危險

成員，組成危險共同團體，以合理、精密的計算方法，聚集資金、分散風險，

以確保經濟生活之安定者。有學者更指出保險發揮人性中「自助助人，人溺己

溺」之精神，為人類文明發展至此最佳制度實為不虛者1。隨著保險產業之蓬勃

發展，在今日，保險對個人有免除經濟生活憂慮，安定心靈之功能；對於企

業，亦有確保業務之正常運行，鼓勵其多元發展之有力後盾，「穩定保險業，具

有促進金融市場與國民經濟發展之功能」2保險制度於現今社會中，對於社會秩

序和諧安定之維持、國家民生經濟之發展既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對於保險

業之監督自不容鬆懈。查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於民國 105年第一季 839件申訴

案件中，理賠爭議案件占了 520件，比例達百分之六十一點多；民國 105年第

二季 832件申訴案件中，理賠爭議案件占了 489件，比例達百分之五十八點

多，亦近乎六成；民國 104年全年 3607件申訴案件中，理賠爭議案件占了

2268件，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三點多
3
，由是可見，「理賠困難」之問題在保險

實務上仍不容忽視，然而要保人購買保險之目的無非係希冀在其風險實現立於

脆弱地位時，能兌現保險人之「承諾」，保險人依約履行理賠義務應相當一場

「及時雨」，方能解被保險人之渴，否則無法樹立社會大眾對保險之信心，被保

險人甚至因為保險理賠爭議更受有其他損害者。查美國法自 1950年代針對保險

爭議案件，發展出惡意行為請求權，此一特殊類型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更完整

補償了被保險人因保險人理賠不誠信所受有之損害；我國雖無類似制度之發

展，然關於民法上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之規定，亦可作為被保險人損害賠償

請求之後盾，故本文試圖自司法監理面探究我國現行法下，司法實務關於保險

理賠爭議之處理，能否填補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未充分履行理賠義務所受有之實

際損失；又現行法規範自法經濟學之觀點，是否有效率，促進保險人未來面對

履約爭議積極作為之態度，達到威攝、嚇阻違約之效，進而確保保險制度公益

性之貫徹。 

                                                        
1 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瑞興，2005年 9月，修訂四版，自序。 
2
 李志峰，司法監理對保險消費者之保護─以美國經驗為論述中心，東吳法律學報，第 27卷第

3期，2015年 10月，頁 38。 
3 統計資料源自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網站，

https://www.foi.org.tw/Article.aspx?Arti=57&Lang=1&Role=1&Pno=1 

最後瀏覽日：105年 11月 25日。 

https://www.foi.org.tw/Article.aspx?Arti=57&Lang=1&Role=1&P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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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本文採比較分析法，研究美國法院如何利用「法官造法」之彈性，充實

「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此一抽象、上位之原則在保險領域之內涵；又美國法

院如何將系爭內涵與保險惡意之判斷為脣齒相依、相輔相成之配合，以引為借

鑒；並觀察美國法惡意行為請求權對保險理賠爭議之處理，比諸傳統契約法見

解有何突破，以案例研究、文獻蒐集之方式歸納惡意請求權之要件與損害賠償

範圍，並自法經濟學角度觀察其效率；本文並進一步在美國法惡意行為請求權

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範圍基礎上，比較我國現行司法實務對被保險人之保障，

從我國現行民法、保險法、消費者保護法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上潛在之請求權

基礎出發，觀察司法實務上操作與應用，討論在現行法下，司法實務之調整空

間；並進一步在立法層面提出建議。參考美國法對被保險人之保障，包括善用

法官造法功能所創設之各項以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精神為基礎之原理原則，以

及以判例法創設之新型態請求權，查其法理上、經濟學上之效果，引為我國現

行司法實務上、未來修法方向上之借鑒，希冀能更完善對被保險人之保障，並

能有更有效率之法規範環境，預防保險人不充分履約之投機心理，期能有效改

善理賠爭議居高不下之問題。保險之本旨即係為被保險人分憂解勞，其維持社

會秩序和諧、促進經濟民生蓬勃之公益性，均需透過理賠義務之完全落實方能

達成，若理賠爭議層出不窮，不僅根本上背離了保險之本旨，亦會削弱社會大

眾對於保險的信心，長此以往將不利於保險業之健康發展，本文之研究僅期能

發現現行法下之缺失、提出緩和之辦法及未來修法方向之建議，期能更完善對

被保險人之保障，貫徹保險於當代不可或缺之社會、經濟意義。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文首先將歸納保險人理賠義務之內涵包括哪些，分別從上位的原理原則

與我國現行保險法之規定觀察，進而定義保險人之不誠信履約之內涵。在比較

法的部分，本文將探討美國法院與我國法院面對不誠信履約之保險人有何司法

監理作為。蓋美國法院法官造法之功能，能積極創設不成文之原理原則，救濟

被保險人受有之不誠信對待；又我國法院雖非創設法律之機關，卻有權釐清保

險契約條款之疑義、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解釋法律之適用，進而衡平保險契約

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解決紛爭，此即為法院之司法監理功能；此外，鑒

於民事法院不告不理之被動本質，司法監理之效果雖僅限於當事人提出之爭

議，然法院對於保單條款、法令之解釋卻能間接影響未來之保險交易，功能不

容小覷。本文首先將探討美國法院對不誠信履約保險人之司法監理作為，包括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 
 

傳統契約法責任之不足，及新形態之惡意侵權責任發展、要素與損害賠償責任

範圍。再參考美國法惡意侵權責任之精神，進一步審視我國在現行民法、保險

法、消費者保護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下，被保險人面對保險人不誠信

履約之情形，就其受有之損害，潛在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包括哪些？法院實

務上之認定、操作為何？並在研究結果之基礎上提出刺激履約效率之建議，須

注意者係，考量商業保險中，無論是資訊、資力或訴訟能力等，契約雙方當事

人之地位未若消費保險中有不對等之困境，故本文部分之修法建議應限縮在消

費保險之範疇，詳敘於第陸章之修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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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保險人理賠義務之基礎 

保險契約乃屬雙務、有償之民事契約，要保人以保險費為對價，預先將未來

可能實現之特定風險，移轉與保險人承擔，保險人在約定之風險實現時，有兌

現其為被保險人承擔風險之承諾，給付保險金以填補被保險人所受有之損失，

是以，保險人之理賠義務即以契約為基礎應屬無疑。此外，我國保險法對於保

險契約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亦作有明文之規定者，其中關於保險人理賠

義務之建構，或有考量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約地位不平等，以及保險契約有

別於一般商業契約之社會意義等特性，有作衡平之規定者，應屬相對強制規

定，契約條款不應為更不利被保險人之約定，故在理賠爭議發生時，被保險人

自可以執保險法之規定，作為其主張契約上權利之基礎。又追本溯源，保險法

明文保險契約之「對價關係」，是在「對價平衡原則」此一維持保險制度完善運

行之基礎原則之指導下所生者，是以應可認對價平衡原則為保險人理賠義務之

基礎。此外，鑒於契約條款之擬定、法律規定之把關，均有其能量之限制，面

對無窮無盡、不勝枚舉之理賠爭議案件保險人究竟是否已善盡理賠義務，法院

必須仰賴法律原理原則之補充，爰以判斷個案中保險人就其理賠義務之履行是

否合於契約之約定、法律之規定，其中最重要之法律原理原則為誠信原則，蓋

保險契約乃最大誠信契約，對於契約當事人間誠信的要求更高，故此一原則可

謂廣泛地應用以充實保險人理賠義務之內涵，作為保險人義務之基礎，扮演著

不可或缺之重要角色。下文將就保險人理賠義務之來源─對價平衡原則、誠信

原則及保險法對保險人理賠義務明文規範、建構之內涵為介紹。 

第一節 對價平衡原則 

保險法第 2條明文規定，保險人於承擔危險事故發生時，有依其承保責任

負擔賠償之義務；同法第 3條規定，要保人有交付保險費之義務，「危險承擔」

與「交付保費」各為保險人與要保人之主給付義務，互為「對價關係」，此係奠

基於對價平衡原則此一上位概念，所謂對價平衡原則，是指保險人所收取之保

費與承擔之風險移轉必須相當。4即要保人所繳交之「純保費」或稱「危險保

費」(risk premium)與保險人客觀上為「危險承擔」此一無形之保險服務所需

之代價，必須相當，以維持保險公司財務狀況之穩定，及危險共同團體中個體

間之公平性，避免有低風險者對於高風險者補貼之不合理現象，即所謂「逆選

擇」(adverse selection)，造成低風險群不願加入危險團體，危險團體裡僅剩

高風險群個體，導致保費越來越貴，造成保險制度難以維持。則在此原則之指

導下，在締約端，保險人必須透過其調查，精算平衡之保費，使保費得以反映

                                                        
4 張冠群，保險法上課講義，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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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即保險人承擔之危險；而在理賠端，當保險事故發生

時，保險人之危險承擔方由隱性之階段進入實現之階段5，此際保險人自應按保

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之損失為填補，方可謂要保人支付保費之「對價」

有取得平衡的實現，換言之，對價平衡原則堪謂為保險人理賠義務之基礎，蓋

為貫徹系爭原則，當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自應依照保險契約之約定，將其

危險承擔之承諾，轉化為具體之保險金，理賠與被保險人，雙方主給付義務間

之「對價性」方取得「平衡」。 

第二節 誠實信用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最早起源於羅馬法「一般惡意抗辯」(exception 

doligeneralis)
6，在成文法中並最早見於西元(下同)1804年之《法國民法典》第

1134條第 3款：「契約應依誠信履行之」；1896年《德國民法典》則將誠信原則

之適用，從契約關係擴及至所有債務關係；1907年《瑞士民法典》更確立誠信

原則為整個民法領域之基本原理原則。
7如今，系爭原則已為歐陸國家普遍承認

作為民法之基本原則，我國民法第 148條第 2 項亦作有明文規定：「行使權利，

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乃我國私法關係中之帝王條款；此外，考

察英美法系中，美國法亦有仿效德國法依據誠信原則作為判決理由者，早在

1933年即有判例8指出「每個契約都隱含著一個默示協議，即任何一方當事人均

不得為了獲得契約上財產利益，作任何會減損他方當事人權利行為。換言之，

每一個契約均存在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的默示協議。」9，其中「誠實善意與公

平交易的默示協議」即為誠信義務在美國契約法領域所開展出之內涵，系爭原

則在嗣後更成為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侵權責任之重要理論基礎。查我國保險法領

域雖未有誠信原則之明文規定，卻可見諸多條文將系爭原則之內涵具體化者，

下文將研究我國保險法對誠信原則之具體建構，並考察非成文法系之美國，如

何善用「法官造法」之彈性，充實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原則於保險法領域之內

涵。 

第一項 誠信原則與我國保險法之關係 

 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 

                                                        
5 江朝國，同註 1，頁 39。 
6 寰瀛法律事務所，工程法律實務研析(六)誠信原則與工程契約，元照，2011年，導讀。 
7
 任自立，保險法最大誠信原則之審思，法學家，3期，2010年，頁 107。 

8 Kirke La Shelle Co. v. Paul Armstrong Co.,263 N.Y. 79, 188 N.E. 163 (1933). 
9 原文為：＂in every contract there is an implied covenant that neither party shall do anything which 

will have the effect of destroying or injuring the right of the other party to receive the fruits of the 
contract, which means that in every contract there exists an implied covenant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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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法第一四八條第二項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

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對誠信原則有作明文之規定，乃民法之帝王

條款，學者認為系爭原則之目的在於實踐法律關係的公平妥當，

衡酌當事人間之利益，具體實現正義。10我國保險法則未就誠信原

則作有明文規定，惟保險法既為民法之特別法，就保險法為有明

文規定者，仍有民法之適用，故民法就誠信原則之規定於保險法

亦有適用。實務上亦屢見法院稱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者」，

如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844 號民事判決：「保險契約為最大

誠信契約，倘要保人有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

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之情事，要保人如主

張保險人不得解除保險契約，即應就保險事故與要保人所未告知

或不實說明之事項並無關聯，且該事項已確定對保險事故之發生

不具任何影響，保險人亦未因該未告知或不實說明之事項，而造

成額外之負擔，對價平衡並未遭破壞予以證明始可。」又如最高

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1721 號民事判決：「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

契約，蘊涵誠信善意及公平交易意旨，保險人於保險交易中不得

獲取不公平利益，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應受保

護……。」綜上，保險契約亦應有民法上誠信原則之適用，且鑒

於其契約特性，應將系爭原則發揮至極致，我國保險法雖未明文

規定之，惟眾多條文均體現了系爭原則之內涵，下文將討論之。 

 我國保險法就最大誠信原則之具體建構 

保險契約既為最大誠信契約，則契約之一方當事人就其所知

與契約相關之危險事項，不得對他方當事人有所隱瞞，契約雙方

當事人均須對秉持誠實、善意、守信之精神履行契約。我國保險

法雖未明文規定誠信原則於保險契約之適用，然諸多條文均蘊含

系爭精神，使之得以落實。以下就保險契約之性質與誠信原則在

保險領域貫徹之關係，討論我國保險法對誠信原則之具體實踐。 

第一目 資訊不對稱 

保險契約係保險人預先承擔要保人不可預料、不可抗力之

風險，於風險實現時給付保險金，並收取保險費以為承擔風險

之對價，故保險契約乃有償、雙務契約。然而，保險契約有資

                                                        
10 王澤鑑，民法實例研習(下冊)，台北，自版，1994年，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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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不對稱之本質，即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狀況知之最稔，欲

確保保險人收取之保險費與承擔之風險相當，以貫徹對價衡平

原則，避免逆選擇侵蝕保險之目的，須仰賴被保險人善意、誠

實之資訊揭露，方得實踐保險人正確的風險估計。在矯正資訊

不對稱、貫徹對價衡平原則之目的下，我國保險法上遂可見相

關具體實踐之條文，以下分別就締約前、契約存續間、風險實

踐後分別討論之： 

首先，契約締結前，按保險法第 64條規定，要保人對於保

險人之書面詢問事項有據實說明之義務，若有為隱匿、遺漏或

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

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保險法第 76條規定，超

額定值係由當事人一方詐欺訂立者，他方得請求解約及損害賠

償。保險法第 122條規定，被保險人年齡不實者，致保費短付

者，保險金額應按比例解少之；若其年齡超過保險人所訂之年

齡限度者，契約無效。保險法第 127條規定保險人對被保險人

帶病投保之事項不負責任。至於契約存續中，保險法第 59條規

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就契約相關之危險有危險增加通知義

務。保險法第 98條第 1項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物

未盡約定保護責任所致之損失，保險人免責。保險法第 116條

第 3項規定停效之保險契約欲申請復效者，保險人得請求被保

險人提供可保證明。最後，風險發生後，按保險法第 80條規

定，保險標的物事故發生後，風險未估前，原則禁止變更標的

物。以上條文均在確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誠信」，能就與契

約相關之危險據實揭露，進而使危險評估之正確性得以維持，

達成保險經營得以順暢之終極目標。 

第二目 射倖性 

保險契約乃射倖契約，即要保人按照契約有按期繳納保險

費之義務，至於保險人是否負有給付理賠義務則繫於風險實現

與否之偶然事件。故在契約訂立之時，就事故是否發生？何時

發生？及其發生之結果、範圍均不能確定。11基於保險射倖性之

本質，我國保險法多有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主觀道德風險為

把關之相關規定，避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惡意欺罔與不誠實

                                                        
11 林建智，2009保險法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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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為因素之介入，操弄保險理賠之發生。如保險法第 29條第

2項規定，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所致之損害免

責。保險法第 109條規定第 1項規定被保險人故意自殺者，保

險人免責。保險法第 121條第 3項規定，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

人於死者，保險人免責。保險法第 128條規定，被保險人故意

自殺或墮胎所致之疾病、流產或死亡，保險人免責。保險法第

131條就意外傷害訂有「突發性」之要件。保險法第 133條規

定，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所致之傷害、殘廢或死亡，保險人免

責。保險法第 134條規定，受益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者，喪失

請求保險金之權。 

第三目 損失填補、利得禁止 

保險經濟層面之意義，係一種理財的安排，藉由風險的轉

移，避免未來風險實現時經濟陷入困頓，具有安定心靈、確保

經濟生活安定，進而促進社會和諧之功能。然而，保險絕非獲

利之工具，事故發生時保險人就保險金之給付，乃要保人支付

保險費轉移風險之對價，故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損失與保險人

之補償必須相當，不得超額受償，從中牟利，否則將侵害保險

之目的。為貫徹保險契約損失填補之特性，保險法第 35條至第

38條規定要保人就複保險有通知義務。惡意複保險者，契約無

效；至於善意複保險者，個保險人按所保金額比例分攤保險金

理賠義務，且理賠總額不得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系爭條文之

規定亦蘊涵要保人對被保險人誠實揭露保險標的物狀態之精

神，即保險標的物之風險曝露程度，亦不容要保人有所欺罔、

不誠實。 

第二項 美國法上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原則於保險法領域內涵 

美國法院早於 1933年即有判例
12指出，契約雙方之當事人於履行

契約時，均對其契約上之相對人負有誠信善意與公平交易的默示義務

(implied covenant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保險契約亦屬於民事契

約的一種，契約雙方之當事人自亦應遵循系爭義務。又隨著美國法院

保險實務之發展，誠信善意與公平交易的默示義務之內涵逐漸地被充

實、建構，學者 Robert Keeton 認為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默示原則之內

                                                        
12 同前引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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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包括不合理利益取得禁止原則、利益依歸被保險人解釋原則、合理

期待保護原則、賦與被保險人保險契約條款外之求償權、對被保險人

之不利益信賴損害賠償原則等等，以下約略說明之： 

 不合理利益取得禁止13 

學者 Robert Keeton 指出，保險人不應於保險交易中獲得不合

理之利益，縱使利益受到影響之被保險人表明就其利益受有影響

已有通盤之理解並且同意。又這個原則無論是在被保險人自願放

棄已知之權利，抑或是對保險人有不利益之信賴的情況，均有適

用。換言之，這個原則分別適用於棄權(waiver)與禁止抗辯

(estoppel)
14之兩種情形。由於保險交易的雙方當事人，即保險人與

被保險人，一般而言立於不同的締約磋商地位。保險人有訂立契

約條款之機會，進而立於一個優於被保險人之地位。又在嚴格且

硬性的擔保條款(strict and unyielding law of warranty)
15之發展、創

立下，保險人訂立契約條款的優勢地位被確立且更強化。擔保條

款係最初奠基於由英國大法官 Lord Mansfield創設之一系列與擔

保條款有關之原則，並適用在海上保險，經其完備後於 1906年英

國海上保險法成功取得其成文法上之依據 ，且於嗣後擴張適用到

壽險與火災保險。擔保條款之誕生更便利保險人訂立充滿想像力

且具嚴格限制性的限制條款，這些限制條款可能非常不合情理且

荒謬，並隱藏在晦澀難懂、冗長的契約條款中。在這樣的情形

下，控制保險人對契約條款之訂立是不可或缺的。這些應對擔保

條款潛在影響之配套的措施，不只以法律及行政規則之形式發

展，法院更形塑出相關的原理原則即─不合理利益取得禁止原

則。例如，強制保險人訂立明確的契約條款即係奠基禁止不合理

利益取得原則；又各州發展出保單格式之監理與其他在抗辯方面

的控制措施(這些抗辯可能是基於擔保條款、告知義務或惡意隱匿

之情形)，均充分表現了禁止不合理利益取得之適用。 

 合理期待原則16 

                                                        
13 Robert E. Keeton, INSURANCE LAW R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S, 

83 Harv. L. Rev. 961-85(1970) 
14 前者是指當事人故意拋棄契約上已知之特權或權利；後者係指當事人因其言詞、行為，被禁

止否認契約之效力。 
15
 發軔於海上保險，當被保險人違反擔保條款時，保險人得主張契約無效或自動向後免責，攸

關契約雙方之權義至鉅。 
16 Robert E. Keeton, supra not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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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保險時代，船東與貨主在倫敦港邊的勞伊茲咖啡屋與

保險人締結保險契約，契約內容往往由船東或貨主預先擬就，保

險人僅就其願意承保之特定數額進行核保而已，故此時之保險人

與船東貨主間之締約磋商地位較為平等。然而，隨著保險的蓬勃

發展，保險契約逐漸發展為定型化契約，被保險人只能就保險人

提供之定型契約條款作「全有或全無」之選擇，縱使法規命令與

行政規則之訂定已逐漸限制保險人訂立契約條款之自治權，然保

單條款仍由保險人起草擬定。且經過行政或立法部門把關之契約

條款或稱示範條款，往往係將保險人起草之契約內容為本質上之

採納，僅將之為或多或少之修改而已。換言之，主管機關可能僅

作形式上之審查，無條件全盤通過保險人提交之契約條款，或者

僅將之做輕微之修改而已。在這樣的情形下，司法機關對於附合

式契約為司法審查仍是有必要的。例如面對契約條款有疑義之情

形，法院會使作成契約條款之保險人就契約條款有疑義之情形負

責，即擬就契約條款之保險人需承受契約條款有疑義之不利益。

學者並曾指出，合理期待原則是在疑義利益被保險人解釋原則之

影響下擴張、形成概念。
17 

所謂合理期待原則，係指法院經由保單規定之細加審查，縱

發現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其指定之受益人對保險契約所提供承保

之合理期待與保險人於保單上所表達之意旨有悖，仍需傾向於合

理期待之保護。
18又合理期待是對協商能力不對等之保單持有人所

創設之救濟原則，應僅適用於消費者保險(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至於商人保險關係中，企業多有能力與保險人磋商協議

契約條款，或援用為國際慣例、國際法接受之格式條款，是以原

則上並合理期待原則之適用。
19
學者 Keeton 曾對合理期待原則闡

釋如下：保險申請人及受益人關於保險契約條款之合理期待，應

被實踐，即使按保單條款仔細分析應否認系爭期待，又保單持有

人對契約條款之期待是否「合理」，應以非專業之門外漢(laymen)

之角度對條款內涵作解釋，而非以熟諳法律之核保人之角度作解

釋，區辨條款是否明確。此外，縱使保單就系爭限制為精確、無

疑義的表述，仍不得以悖於保單持有人就類型化保險一般給付範

                                                        
17 施文森，誠信原則與隔是條款外之求償，月但法學雜誌，第 182期，2010年 7月，頁 107。 
18 施文森，同前註，頁 109。 
19 施文森，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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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合理期待做限制，或以除外條款限縮保險給付，因為一般的

保單持有人事實上並不會閱讀保單，蓋保單往往冗長、複雜，沒

有經過仔細的研讀往往難以完全了解，少有保單持有人會仔細鑽

研保單條款，直至完全適當理解保單條款為止。更何況，在一般

市場上的締約過程，保單持有人往往直到契約締結完成後才取得

保單。美國法院採用此原則之原因另包括：在有必要保障被保險

人之合理期待時，若容許保險人主張契約約定之限制事項，將構

成違反良知(unconscious)或不公平(unfair);此外，合理期待之

發生可歸因於保險人或其代理人之行銷行為，或是保險人之管理

階層直接所致之合理期待須加以保護；又保險人以如概括條款

(Blanket Coverage)、綜合保險計畫(Comprehensive Coverage 

Plan)等特殊方式承保被保險人之危險而產生之合理期待亦須加以

保護。20 

綜上，判斷保單持有人之期待是否合理之關鍵，一為按投保

大眾之認知保單承保範圍所設之限制或除外不保規定是否有引發

疑義，不合於保單持有人之期待者；再者保單持有人是否有機會

研讀保單條款，一經閱讀能否充分了解保單條款之限制，又保單

持有人不為閱讀是否顯無合理理由亦可納入判斷。又保單持有人

之合理期待，不僅只在契約條款有疑義時應被實踐；若契約有罕

見然而文義明確之條款，保單持有人就一般保險承保範圍之合理

期待仍應優先考量，除非保險人能夠證明保單持有人不能理解系

爭條款文義是不合理的。 

 對被保險人之不利益信賴損害賠償原則 

學者 Robert Keeton 指出，不利益信賴損害賠償責任是一種強

制的、非合意的責任，其責任基礎較傾向於侵權責任而非契約責

任。蓋保單持有人有合理信賴受僱於保險人之保險代理人之陳

述，認為其已獲得完全之保障，因而未再有其他積極行為補充其

保障之不足。於此情形下，被保險人客觀上所「合理期待」之保

障範圍，與保險人實際上所提供者有所差距，但被保險人仍信賴

此種有缺陷之保障，其結果，被保險人將被迫承擔超出其合理期

待範圍以外之危險，倘若因此等危險而導致損害之發生，被保險

                                                        
20 林建智，論合理期待原則，保險專刊，第 33輯，1994年 9月，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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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須自行承擔此種之損害，損害性信賴之情況將會因而產生。21

基於系爭不利益之信賴，保單持有人有權就其因此受有損害之範

圍，向保險人請求不利益信賴損害賠償。 

第三節 我國保險法對保險人理賠義務之建構 

保險人理賠義務之基礎，除前揭之誠信原則外，我國保險法亦有在誠信原

則此一上位概念下，對保險人理賠義務之內涵為明確建構者，下文分別說明

之： 

第一項 事故發生後之調查義務 

保險契約對保險人而言係危險承擔之契約，在保險事故發生後，

其所承擔之危險，即基於危險移轉之特性具體化，此際保險人應以給

付金錢或回復原狀之方式，填補被保險人受有之損害。又為履行保險

金給付義務，保險人有必要就事故發生之原因、理賠責任之範圍為調

查，以確定保險理賠金數額
22，此一調查評估之過程並有預防道德風險

之功能，避免保險制度之功能因被保險人之濫用受到侵蝕，故有其必

要性。我國保險法並未明朗、清楚地規定保險人在事故發生後，有積

極調查之義務，然在某些條文中，卻可見系爭內涵。按我國保險法第

34條第一項規定：「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

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

內給付之。」，所謂「交其齊證明文件」係指依保險契約之約定檢具證

明損害相關文件，向保險人提出理賠申請者，查其目的無非係在誠信

原則之指導下，令被保險人協助保險人對損失發生之原因、範圍為調

查評估，足見此一過程乃保險人為履行給付保險金義務所必要者。再

按同法第 78條(下稱系爭條文)有規定：「損失之估計，因可歸責於保

險人之事由而遲延者，應自被保險人交出損失清單一個月後加給利

息。損失清單交出二個月後損失尚未完全估定者，被保險人得請求先

行交付其所應得之最低賠償金額。」，查本條之規範功能，在於督促保

險人確定保險理賠數額，蓋承前所述保險人在事故發生後，為保障真

實之發現，並確定保險人義務之發生與範圍，俾其履行保險金給付義

務，調查評估之過程縱使繁複，卻也不失其必要性、合理性；然而，

為衡平被保險人適切獲得經濟上保障之權益，避免保險人藉故拖延調

                                                        
21 林建智，論保險監理之目標，保險專刊，第 50輯，1997年 12月，頁 4。 
22 江朝國，同前引註 1，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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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損及被保險人之權利，遂有本條之規定。23 

承前所述，本條規範功能雖係在促進保險人儘速確定保險金理賠

數額，然其本質上隱含了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後，應負有積極調查

之義務，是以應得以本條作為保險人有調查義務之基礎。又本條之適

用範圍，依保險法第 82條之 1的準用規定，包括有海上保險、陸空保

險、保證保險、責任保險及其他財產保險；至於人身保險，雖然在實

支實付型之意外傷害保險、醫療健康保險以及人壽保險中，保險金額

之確定，較無估算困難；然而，人身保險中就死亡原因或屬疾病、分

娩、意外傷害等，保險人亦有調查估算之問題
24，故系爭條文之規定在

人身保險亦有類推適用之必要。換言之，無論是在財產保險或人身保

險，均得以系爭條文作為依據，推演出保險人於事故發生後之調查義

務。此外，學者有認為，在責任保險中，保險人實際上面對的是第三

人對被保險人之求償，是以保險人調查之重點應係為責任關係是否落

入承保範圍，又其保險給付並不絕對相當於被保險人基於責任關係對

於第三人賠償之損失，是以認為系爭條文之文義適用在責任保險中似

有不符；況且，第三人保險中之被保險人，面對保險人延宕調查，不

僅在責任關係中孤立無援，尚須面對保險人處理其藉口調查程序，飾

詞延宕保險金給付之爭議，無異於腹背受敵，此時被保險人顯較第一

人財產保險更不利益，故僅依系爭條文及第 34條第二項之規定，以

「加計利息」之方式懲罰可歸責之保險人，恐無法補償被保險人受有

之所有損害。
25 

綜上，保險人在事故發生後之調查義務，僅可依保險法上關於保

險金給付期限之規定作為依據，又系爭規定畢竟未清楚地、直接地規

範保險人之調查義務，義務之存否難免曖昧不明；且就調查義務之延

宕亦僅以「加計利息」之方式懲罰，不能達到警剔保險人並完整地保

障被保險人權利之目的，故我國保險法就調查義務之規定應有加強之

必要，未來修法方向應可明文保險人之調查義務，以及違反之法律效

果。 

第二項 給付保險金義務 

                                                        
23
 江朝國，同前引註 1，頁 451、455。劉春堂，《保險人確定給付賠償金期限》，台灣法學雜

誌，第 209期，2012年 10月，頁 101-113。 
24 江朝國，同前引註 1，頁 457。 
25 林建智、李志峰，論責任保險人之和解義務─以美國法制為參考，中原財經法學，第 29期，

2012年 12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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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保險法第 2條之規定，保險人在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時，有

依其承保之責任，負賠償之義務。蓋保險契約之本質即危險移轉契約，

被保險人以保險費為對價，將其潛在之特定風險移轉給保險人承擔，保

險人所承擔之危險在系爭風險落實時具體化，必須對被保險人給付保險

金以填補其受有之損失，被保險人因此得以避免不確定風險致其經濟上

陷入困頓，不受不確定風險不利益之影響，獲得心靈上之安定，又保險

人誠信履行其承諾為理賠，方能落實保險契約之對價性，貫徹對價平衡

原則。是以，保險人依照保險契約有向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義務，應

屬無疑，須注意者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期限為何？有無儘速給付保

險金之義務？前文已提及，我國保險法第 78 條有就「確定理賠保險金

數額」作督促之規定，避免保險人以調查為名飾詞拖延履行保險金給付

義務，在保險金理賠數額確定後，「保險金額理賠之期限」為何？學者

有認為，保險法第 78條之規定應與同法第 34 條合併觀察，二者為相互

補充之關係，前者用於確定保險金理賠數額之期限；後者則為保險金理

賠數額確定後之給付期限。
26按我國保險法第 34條第一項，就保險金理

賠期限有明文之規定：「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

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

日內給付之。」本條所謂「交齊證明文件」係指被保險人需依保險契約

之約定，檢具相關證明損害文件，向保險人提出理賠申請者，已如前

述，又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文件必須是被保險人能力上所能取得者，且

為調查、確定賠償金額所必要者。此外，所謂「交齊」應依客觀標準，

觀察被保險人所檢具之各項證明文件內容是正確，足以證明損失之發生

與範圍。
27至於，本項後段之「通知」，循新舊法之修法脈絡28，應認為

係指交齊證明文件後請求給付之通知者，換言之，似乎強行要求保險人

承認被保險人提出之損失證明文件，有學者認為這樣的修正，令保險人

在提出損失證明文件後十五日內確定保險金理賠數額並給付之，混淆了

「保險金理賠數額確定期間」與「保險金理賠數額確定後給付期間」，

亦使得保險法第 78條無適用餘地。
29雖然保險法第 34條第一項之修

正，有前揭缺失，應有修正之必要。然而，自保險法第 34條之修正，

                                                        
26
 劉春堂，同前引註 23，頁 111。 

27 劉春堂，同前引註 23，頁 110-111。 
28 舊保險法第 34條第 1項規定：「應付之賠償金額確定後，保險人應於約定期限內給付之，無

約定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 
29 江朝國，同前引註 1，頁 46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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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我國實務上肯認保險人應有儘速給付保險金之義務，蓋查其修法目

的係在「避免保險人惡意遲延給付，損及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又

該次修法並增加第二項將遲延利息提高為年利一分之規定，目的亦係在

「保護被保險人利益，並避免保險人藉故推諉或遲延」30，故課保險人

儘速履行理賠義務之積極責任。綜上，保險人依保險法第 34條之規

定，負有儘速給付保險金之義務應屬無疑。 

第三項 和解義務 

 保險法第 93條之解析 

保險法第 93條規定：「保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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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其參與者，不受拘束。但

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保險人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

延者，不在此限。」本條之立法意旨在於避免被保險人恃其訂有

責任保險契約，隨意承認超過實際責任範圍的賠償責任，或與受

害人達成不合理高額和解或賠償，致有害於保險人及危險共同團

體。
31自條文之文義及立法意旨觀之，保險人被賦予參與權。又參

諸本條但書之規定，可知和解對保險人發生拘束力之基礎，在於

已保障保險人對於和解之參與機會，而不在於其對和解內容之同

意32，即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與第三人就賠償義務所為之承認、和

解或賠償並不具有同意權。
33又參與權一經保障之被保險人，除有

正當理由並於參與時有積極表述意見者外，應認為實質上同意被

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學者並有

進一步指出，在和解條件合理之情形下，保險人有妥適行使和同

意權之「附隨義務」，若違反此一義務，則對於被保險人構成債務

不履行，被保險人因而須額外負擔之賠償責任，即為其所附之損

害，得依民法第 227條第 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34。 

 現行法下保險人和解義務之內涵過於限縮 

責任保險之功能並不僅止於保障填補被保險人之消極損害，

                                                        
30 法源法律網，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06746&

lno=34最後瀏覽日 2016年 10月 31日。 
31 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元照，2011年 7月，二版，頁 305。 
32 參照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2820 號判決。 
33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保險上字第 36 號民事判決。 
34 葉啟洲，同前註 31，頁 305。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06746&lno=34
http://db.lawbank.com.tw.autorpa.lib.nccu.edu.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06746&lno=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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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實踐責任保險為被保險人「定紛止爭」之意義，保險人應更

積極的協助被保險人脫離受第三人追償之不利地位，方能達到保

障被保險人心境安寧之功能
35。是故，究竟按系爭條文之規定，參

與和解之保險人有無積極協助被保險人達成和解、為其抗辯之義

務，遂有爭議。司法實務上多拘泥於保險法第 93條條文文義及立

法理由採否定見解，認為條文既使用「得」字，則僅係賦予保險

人和解參與權，以保障其於和解過程之參與地位，防免被保險人

防止被保險人因投保責任保險而為任意為高額之和解或賠償者。

又依該條但書文義解釋，若已通知保險人參與和解，則若無正當

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參與和解者，均應受該和解之拘束。換言

之，實務上認為本條僅賦予保險人參與和解之權利，並以但書衡

平保險人對系爭權利之行使，使其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參與

或同意和解條件而已，責任保險人僅在契約條款有約定之前提

下，被賦予「和解參與權」，現行法並無責令保險人就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就其責任所為之和解有協助和解、抗辯之防禦義務。 

學者在理論上，就前揭爭議問題，則多有採肯定見解者，其

理由除前述落實責任保險為被保險人定紛止爭進而促進其心靈上

平靜之功能外，更有認為，保險人經年累月在處理保險爭議案

件，其或具有專門理賠部門、專業法務人員或與特定律師事務所

配合，自然相較於被保險人更有能力嫻熟的處理爭議，則若保險

人能在被保險人受被害第三人求償之時，以其專業協助被保險人

為抗辯或洽談，能讓保險人即早控制風險，降低其依保險契約上

損失填補責任，使其受利。
36司法實務亦有突破性見解，指出責任

保險契約既已因被保險人繳納保險費而生效，而被保險人對於被

害第三人之責任又發生在系爭保險期間內，則保險人應約即負有

協助、調查及理賠之義務，經被保險人通知其責任之發生，而保

險人竟拒絕履行系爭保險契約上義務，自屬債務不履行。
37 

查責任保險以保障被保險人為依歸，又觀諸責任保險旨在分

散被保人因事故發生對被害第三人「責任」風險之特色，並實踐

保險保障「心靈安定」之功能，故除應肯認具專業知識及豐富承

                                                        
35 林建智，李志峰，同前註 25，頁 35。陳雅萍，論責任保險人於危險事故發生時之參與權與其 

為被保險人利益之防禦義務，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 13。 
36 林建智，李志峰，同前註 25，頁 36。 
37 參照臺中地方法院 97 年中保險簡字第 1 號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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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保險實務之經驗之責任保險人，對於合理之和解結果有同意和

解之適當和解義務外，更應肯認被保險人與被害第三人和解協商

時有協助之義務。蓋若僅認保險人有和解參與之權利，出席之保

險人若不能積極協助仍將使被保險人孤立無援，與責任保險之真

諦不能謀合；此外，保險人可能有恃其保險金額有限、被保險人

對被害第三人責任則潛在無限之特性，心存僥倖，拒卻協助被保

險人達成和解，不但使之蒙受訟爭之不利益，更因不能即早參與

協助和解使被保險人暴露在承受更不利之法院判決之風險下；更

有甚者，保險人會利用被保險人害怕系爭風險之心理，進而要求

其負擔部分和解金，對之謀取不正當之利益，完全悖離誠信原

則。綜上所述，本文以為，責任保險之保險人應負有協助和解、

抗辯之防禦之義務，方謂妥適。然而，我國既為成文法系，司法

解釋仍應依法之明文為依歸，為使契約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得已

明確，故未來修法應更廣義保險人和解義務之內涵，方能符合責

任保險人對系爭契約之合理期待。 

第四節 小結 

按保險契約之精神，保險人自有按契約條款之約定在承保風險實現時兌現

其填補損失之承諾，保險法亦有就保險人理賠義務為建構，避免保險人濫用定

型化契約之優勢，衡平當事人間地位之不對等；又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

約」，誠信原則縱未見直接明文於保險法中，保險法中諸多條文之訂定，卻係考

量保險制度之本質，在維持系爭制度完善以發揮其社會公益性之目的下，將誠

信原則之內涵具體化者；況保險法既為民法之特別法，就保險法未有明文規定

者，仍有民法之適用，故民法第 148條所明文之誠信原則，在保險法領域，關

於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聲張或履行，亦應立於最高指導地位應屬無疑。是以，

關於保險人理賠義務之內涵，無論契約條款之約定抑或是保險法之規定，均有

賴誠信原則對於條款內容調整、控制；對條文內涵操作、適用。換言之，作為

補充理賠義務之真諦、調整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原理原則，誠信原則乃保

險人理賠義務之基礎應屬無疑。然而，誠信原則為最高指導原則，係一上位的

抽象概念，是故如何精確定義，進而輔助判斷保險人履約是否充分，實屬困

難。關於「誠信」之定義，美國學者 Robert Summers 有認為，就誠信原則定義

一個統一的內涵並無必要，提出「排除法」學說，即不應探討誠信原則本身之

意義，而係探討法院何時以誠信原則排除當事人之特定行為，即試圖了解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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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誠信原則所欲排除之不誠信事物，便可掌握誠信原則之內涵。38；美國學者

Steven Burton 指出，契約之一方當事人，是否履行契約約定影響他方當事人之

期待利益，若當事人以正當理由剝奪他方之期待利益，即符合誠信原則；反

之，若當事人無正當理由，而剝奪他方利益即為違反誠信原則。換言之，當事

人究竟是否符合誠信原則需考量其拒絕履約之目的是否具備正當理由，又系爭

目的是否符合契約雙方當事人之合理期待。39本文參酌前揭美國學者之見解，及

其法院就誠實善意公平交易原則內涵之建構，本文將保險人之「不誠信履約」，

定義為「保險人於履行理賠義務時，將自身利益凌駕於被保險人利益之上，獲

有不合理之利益，致侵害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者。」；又觀察保險契約之本質，

保單持有人購買保險之目的，乃為預防潛在不確定風險對生活之衝擊，以尋求

內心之安寧，故保險人所出賣之標的在本質上，係為保單持有人承擔不確定風

險之「承諾」，是以為貫徹契約本質之目的，依我國現行保險法就保險人履約義

務之規定，危險事故發生後之調查評估，即時給付保險金、誠實行使和解參與

權並適當同意和解要約(在第三人保險領域)即為保險人充分其契約義務最基本

之要求，苟不能達成，難謂符合保單持有人之合理期待。又按我國現行保險法

就保險人義務內涵之建構，或可將保險人之理賠不誠信行為類型化，在第一人

保險，係指保險人就被保險人聲請理賠之請求，未盡調查評估義務，不能儘速

給付保險金義務之實踐，有遲延理賠事實者；在第三人保險，除前揭遲延理賠

之類型外，尚有保險人濫用和解參與權以及錯誤地拒絕同意和解決定。綜上，

本文指稱我國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意義已核先敘明，下文之討論中將

不復贅述。 

 

 

 

 

 

 

 

 

 

 

                                                        
38 陳聰富，誠信原則之理論與實踐，政大法學評論，第 104期，2008年 8月，頁 38-40。 
39 陳聰富，同前註，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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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比較法考察─保險人不誠信履約在美國法院之司

法監理作為 

基於保險契約關係，保險人應於契約約定之風險實現時，實踐理賠義務，

若有違反應屬債務不履行之情形，被保險人自得循契約法之規定，向保險人請

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然而，若循美國傳統契約法所建立之普通法原則，

被保險人以保險人違約為由，得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僅限於「期待利益」而

已。這樣的損害賠償原則，嗣後於美國法院出現了檢討聲浪，並發展出新興之

「惡意侵權行為請求權」。下文將依序介紹 Hadley v. Baxendale 案就違反契約義

務情形所建立之普通法原則，又美國法院就系爭原則之不足有何批判，並考察

美國法上惡意行為請求權之誕生與發展。 

第一節 傳統契約法損害賠償範圍─以 Hadley v. Baxendale 案

40為例 

經營製粉廠的 Hadley 兄弟，將其工廠毀損之引擎曲軸(engine shaft)交予運

輸業者 Pickfords 公司，該公司並承諾兩天內將系爭引擎曲軸送達 W.Joyce 公司

以便作為模型製造一新的引擎曲軸；然而，Pickfords 公司事實上花了七天的時

間方將該曲軸送達 W.Joyce 公司，故 Hadley 兄弟以主張因 Pickfords 公司之遲

延，致其工廠因沒有曲軸無從磨小麥而多停工了五天為由，向 Pickfords 公司請

求其損失之 300英鎊之利益，Pickfords 公司拒絕賠償之，Hadley 兄弟遂向法院

提起訴訟。第一審法院法官指示陪審團應注意：「原告工作上之損害是否為違約

造成之可能(probable)且自然的結果(nature consequences)。」最後陪審團做出被

告應負五十英鎊損害賠償之判決。41第二審法院之 Alderson 法官提出了判決意

見，依據該意見確立了今日違反契約損害賠償認定之普通法原則─可預見性規

則。Alderson 法官的判決意見指出，遲延運送曲軸造成利潤損失應屬特別狀

況，故並非締約時可考慮之違約可能後果；又通常磨坊會有備用的曲軸，故磨

坊停工亦非通常之情況；最後，Alderson 法官甚至判定法官應指示陪審團依據

呈現之事實，陪審團不應將損失之利潤列入損害賠償之範圍內。42根據 Alderson

法官建立之規則，衡量違反契約之損害賠償數額時，應考量：「損害結果是否為

                                                        
40 Hadley v. Baxendale, 9 Ex. 341, 156 Eng.Rep. 145 (1854). 
41 林毓棟，契約損害賠償預見可能性原則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7月，頁 16。 
42 林毓棟，同前引註，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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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所致之自然結果，又依客觀事務之一般情形，雙方當事人於締約時是否可

合理考慮、預見到此種損害之結果。」 

預見可能性規則並可見法典化於美國法律整編契約法第二版(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的第三百五十一條第一項：「損害賠償之範圍以締約時合

理預見之可能結果為限。」第二項：「前項所稱可能合理之結果係：一般情形所

生之自然結果；或某些特殊情形所致之結果，然系爭特殊情形需為違約之一方

締約時所知悉。」43根據本條之評論 a，可得出可預見性之要件(requirements of 

foreseeability )：1、預見的客體：最常被預見可能性排除之損害賠償利益為以損

失利潤為形式之期待利益，但這個限制條件亦可以排除其他契約法上損害賠償

保護之利益。
44。又損害僅須是違約之「可能」(probable)結果即為已足，不以

「必然」(necessary)結果為必要。2、預見之主體：並不以雙方當事人均預見為

必要，只要違約一方當事人可預見即為已足。3、預見之時點：損害之可預見性

其判斷時點應為「締約時」，其主要理由係公平性，蓋對違約方而言，係以締約

時可預見之風險為基礎磋商契約條件，若令其為締約後額外增加之風險負責，

未予其修改契約或是退出契約之機會，有欠公平。
454、預見之標準：預見可能

性採「客觀標準」，即違約當事人只要有理由可預見就足夠，並不以其締約時真

有想到損失為必要。遵循 Hadley 案確立之預見可能性規則，即在使債權人立於

契約履行地位之完全補償46最高指導原則下，對損害賠償之範圍做了限制，達到

將客觀之損害，在債務人與債權人間做適當分配、承擔之目的。須注意者係，

預見可能性與因果關係之區分。在英美法系，因果關係可區分為事實上因果關

係及法律上因果關係，前者功能係在確認責任成立，後者功能則係在確認損害

賠償責任範圍；然而，在確認損害賠償範圍之階段，美國法院通常直接操作

「可預見規則」，忽視了法律上因果關係。無疑地，因果關係與預見可能性規則

                                                        
43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351(1981)“(1) Damages are not recoverable for loss that the 

party in breach did not have reason to foresee as a probable result of the breach when the contract was 

made. 

(2) Loss may be foreseeable as a probable result of a breach because it follows from the breach 

(a)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events, or 

(b) as a result of special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 ordinary course of events, that the party in breach 

had reason to know. “ 
44 參照美國法律整編契約法第二版第三百四十四條，契約法上損害賠償保護之利益包括期待利

益、信賴利益與回復原狀之利益。 
45 同註 2，頁 97。林毓棟，同前引註 41，頁 16。 
46 國際統一私法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s)將全

球之契約法成文化，訂定出國際商務契約原則(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其中第 7.4.2條即訂立完全賠償原則：「(1)受害人有權對未履行所生

結果造成之損害，請求全部補償。該損害包括所遭致之任何損害、及被剝奪的利益，但應扣除

因受害人未履行所節省之費用。(2)前項損害可包括非金錢上之損害，例如身體或精神上損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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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很大的重疊；然而，至少在論理上之層次，因果關係仍不能被預見可能性取

代，蓋因果關係是一種客觀的現象(objective phenomenon)，在決定責任之成立

與範圍時，應取決於事件客觀之關聯性(objective sequence of events)，而非以一

個人主觀上可預見或應該預見之方式，故預見可能性規則之發動應在確立客觀

上存在因果關係之後47。 

第二節 傳統契約法損害賠償範圍不足 

美國傳統有些州法院就保險人違反契約義務，操作 Hadley案所建立之預見

可能性原則下，被保險人至多只能獲得如同契約完全履行之保障，即被保險人

僅得請求期待利益，至於精神上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金，在傳統契約法上並

無從為請求。蓋預見可能性原則之要件相當嚴格，除得請求可預見之一般損害

賠償及特殊損害賠償外，系爭概念甚發展出排除「可預見但不合比例之損害」

之新概念48，故若遵循傳統契約法途徑請求損害賠償，被保險人就保險人違反契

約義務所受之損害難受完全保障之檢討聲浪逐漸出現。例如，在 Rumford Falls 

Paper Co. v. Fidelity & Casualty Co.案，本件之被保險人主張，拒絕保險金額範

圍內之和解要約之保險人，應就法院判決超出保險金額之部分負責，緬因州法

院否決了這樣的主張，指稱既然保險契約條款清楚、無疑義的約定了承保的上

限，則法院不會僅因保險人拒絕接受保險金額範圍內之和解要約，即承認超出

保險金額之損害賠償數額。49 由是可見，在第三人保險領域，若將保險人之違

約之賠償責任限定在履行利益範圍，則保險人即沒有經濟上的動機去接受保險

金額範圍內之和解金額，因為其無須承受超出保險金額判決之不利益風險，故

這樣的違約責任認定方式會使保險人萌生僥倖心理。至於在第一人保險領域，

被保險人在承保風險實現時，往往處於經濟弱勢之地位，急需保險金之理賠維

持日常生活不因突發事故受影響，或是急需之用以支付醫療費用以確保醫療行

為之順遂進行，又或是以之應付資金欠短之困境以使事業之經營得以重回軌道

等等。是以，第一保險領域之保險人若有遲延理賠等違反契約義務之行為，可

能使被保險人在等候期間飽受精神壓力之損害，或者是使之拖延醫療而受有病

情加劇之損害，甚至是因其資金周轉不靈而致經營失利、倒閉之不利益等等。

                                                        
47 Djakhongir ,Saidov, Methods of Limiting Damages under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at：http://www.cisg.law.pace.edu/cisg/biblio/saidov.html,(last visited: 

2016/10/26) 
48 按美國法律彙編契約法第二版的第三百五十一條第二項：「前項所稱可能合理之結果係：一

般情形所生之自然結果；或某些特殊情形所致之結果，然系爭特殊情形需為違約之一方締約時

所知悉。」；第三項：「法院若為尋求公平正義，為避免不成比例之賠償時，得排除所失利潤之

賠償以限制可預見之損害結果，僅就受害人合理信賴之部分給予賠償。」 
49 Stephen S. Ashley , Bad Faith Actions Liability & Damages,(2d ed. 1997), at § 2:2 

http://www.cisg.law.pace.edu/cisg/biblio/saido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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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僅以傳統契約法觀點追究保險人之違約責任，在前揭情形，被保險人將不能

被足夠保障，蓋其所受有之損害遠遠超出契約之履行利益。 

第三節 惡意行為請求權之發展 

針對保險人惡意拒賠或對被保險人之理賠聲請遲延理賠等不誠信行為，被

保險人提起侵權訴訟並未在全美各州均獲承認，在某些州僅允許權利受侵害之

被保險人，在成文法下提起違約訴訟或惡意詐欺訴訟。50 亦即，在保險人有不

誠信行為時，其責任基礎可能為契約法亦可能為侵權法。在 Kirke La Shelle Co 

v. Paul Armstrong Co.案，指出契約當事人間互負「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的義

務」51，並早於 1931年即有判例認為系爭原則蘊含於每一個保險契約。52因此，

有學者認為既不誠信保險人所違反之誠實善意公平交易義務係源於保險契約，

則保險人所應負者為契約責任。然而，若循契約法所建立之普通法原則，被保

險人以保險人違約為由，得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僅限於「期待利益」而已，被

保險人因保險人不誠信違約所受的損害往往超出保險金額，故單純透過契約法

請求損害賠償似有保障不足之疑慮。在 1931 年 Hilker v. Western Automobile 

Insurance Co.案中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以「善意」評估責任保險之保險人是否履

行契約默示的和解義務，肯認「當保險公司就其對於被保險人之責任確立與否

具有完全、排他的控制權時，則保險人無論是對於理賠聲請之調查或評估，均

應如一般處理自己事務之人，勤懇、認真地履行，方符合誠實善意義務。」
53換

言之，本件法官尚係以契約責任觀點，觀察保險人之理賠義務。直至 1958年

Comunale v. Traders & General Insurance Co.案，加州最高法院率先使違反和解義

務之保險人與侵權責任連結54，以下分別就第三人保險與第一人保險之領域，介

紹保險人履約不誠信之責任發展： 

第一項 第三人保險 

 濫觴 

1958年 Comunale v. Traders & General Insurance Co.案55，被保

險人因車禍事故，造成第三人之傷害，然而保險人卻以被保險人

在事故中所駕駛之卡車非其所有為由，主張系爭事故不在保險契

約承保範圍，拒絕協助被保險人抗辯，被保險人遂自行雇用律師

代理其為之與第三人進行訴訟。嗣後，在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訴

                                                        
50 Elizabeth Williams, J.D., Cause of Action in Tort for Bad Faith Refusal of Insurer to Pay Claim of 

Insured, Causes of Action Second Series, (2016), at §1 
51 Kirke La Shelle Co. v. Paul Armstrong Co.,263 N.Y. 79, 188 N.E. 163 (1933). 
52 Hilker v. Western Automobile Ins. Co., 204 Wis. 1, 231 N.W. 257,258.(1930). 
53 Id, at 261. 
54 李志峰，美國法上保險人處理賠案義務─兼評我國保險法之相關規定，輔仁法學，第 46

期，2013年 12月，頁 41。 
55 Comunale v. Traders & General Insurance Co., 50 Cal.2d 654 ,328 P.2d 198,(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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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中，被害第三人提出保險金額範圍內之和解提議，然保險人堅

稱不負和解或抗辯義務，和解終告不能成立，經法院判決後被保

險人對第三人應負之損害賠償金額遠大於第三人提議和解金額，

被保險人遂以保險人未履行契約義務為由，對之提起訴訟。 

加州最高法院指出
56，考量第三人所受之傷害以及被保險人應負之

責任比例，第三人所提出之和解金額應屬合理，因此系爭事故不

在保險人依契約承保範圍是保險人得以拒絕接受系爭和解金額之

唯一理由。蓋縱使保單條款並未明示，保險人在誠實善意與公平

交易原則下，應有義務接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且合理之和解金

額，即保險人應同為自己利益一般，為被保險人之利益考慮和解

提案，此乃一蘊含於責任保險契約中的默示義務。
57此外，保險人

拒絕理賠應就其決定自負風險，雖然其理由可能並非全無根據；

然而，若其根據以拒賠之理由最終依法院判決係屬錯誤、無理

由，則保險人即應就其違反契約明示或默示之義務負責。蓋保險

人不能因拒絕合理和解建議或錯誤地拒絕為被保險人抗辯而立於

一個相較於承擔前揭義務更佳之地位，換言之，保險人不能從自

己之錯誤中獲利。 

綜上理由，本件法院認為錯誤拒絕接受和解或履行協助抗辯

義務之保險人，違反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原則，於此情形，保險

人同時成立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被保險人有自由選擇以何請求

權基礎提起訴訟。
58由是可見，加州最高法院肯認不誠信之保險人

對被保險人應負侵權責任。此外，法院並指出，於此情形下，保

險人之責任範圍不再以保險金額為限，就法院判決超出保險金額

之部分，被保險人亦得向保險人請求，如此方能回復被保險人按

保險契約應受保障之地位。
59
 

 當代的發展 

1967年 Crisci v. Security Insurance Co.
60案在前揭 Comunale v. 

Traders & General Ins. Co.案之基礎上，進一步直指不誠信保險人

之責任並非僅基於違反契約之惡意，也是因為違反在誠實善意與

                                                        
56 Id ,at 201 
57 此一見解於近年仍為加州法院維持。如：DeWitt v. Monterey Ins. Co.,204 Cal.App.4th 233, 

236(2012) 
58 Comunale v. Traders & General Insurance Co., 50 Cal.2d 654 ,328 P.2d 198, at 203 (1958). 
59 Id ,at 202 
60 Crisci v. Security Insurance Co., 66 Cal.2d 425 ,426 P.2d 173,(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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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義務指導下，應適時接受合理和解要約的義務。61換言

之，加州最高法院於本件不但將保險人之不誠信與誠實善意與公

平交易義務違反做連結，更承認違反實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者應

負侵權責任之內涵。縱然於第三人保險領域，不誠信保險人之責

任基礎早於 1950年代後期可見由契約責任逐漸發展至侵權責任；

然而，時至今日美國少數幾州仍有未肯認第三人保險之不誠信保

險人具有侵權責任者。 

如 Ryan T. Pretner v. CENTURY SURETY COMPANY
62案，本

件之責任保險人拒絕為被保險人提供抗辯，致被保險人與被害第

三人作成缺席判決，依據系爭判決，被保險人應對被害第三人負

一千八百萬的損害償責任，遠遠超出一百萬的保險金額。被害第

三人根據其受讓被保險人轉移之一切契約上的權利，以保險人違

反契約義務及誠實善意公平交易原則為由，對之提起訴訟。
63內華

達州聯邦地方法院法官援引判決先例指出，責任保險中保險人的

抗辯義務對被保險人是極其重要的
64，享受保險人提供之抗辯是責

任保險契約賦予被保險人之主要權利之一65，而在內華達州法律

下，契約一方當事人得對違反契約義務之他方當事人請求損害賠

償，系爭損害賠償應使權利受侵害之他方當事人立於彷彿契約被

正確履行之地位，包括「期待利益」。法官更進一步按美國法律整

編契約法第二版(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第三百四十七

條及第三百五十一條66操作損害賠償範圍之認定，指明被保險人得

                                                        
61 Id, at 177.  
62 Ryan T. Pretner v. CENTURY SURETY COMPANY, 134 F.Supp.3d, 1249(Nev 2012) 
63 Id at 1253. 
64 Id at 1255. Amato v. Mercury Cas. Co., 53 Cal.App.4th 825, 832, 61 Cal.Rptr.2d 909 

(Cal.Ct.App.1997) 
65 Id at 1255. Dewitt Constr. Inc. v. Charter Oak Fire Ins. Co., 307 F.3d 1127, 1137 (9th Cir.2002) 
66 按美國法律彙編契約法第二版的第三百四十七條：「依據第 350-53條之規定，受有損害之當

事人有權基於期待利益而獲得損害賠償金，該損害賠償金應通過以下計算方式得出：(a)他方當

事人因違約或履行瑕疵而導致應給付價金的損失，加上(b) 任何其他因違約造成的直接或間接

的損失，減去(c) 任何其他因為不履行契約所避免的費用或其他損失。」第三百五十一條第一

項：「對違約方於締約時沒有理由預見為違約之可能結果的損失，不可獲取損害賠償」；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347 (1981)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stated in §§ 350- 53, the 

injured party has a right to damages based on his expectation interest as measured by 

(a) the loss in the value to him of the other party's performance caused by its failure or deficiency, plus 

(b) any other loss, including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loss, caused by the breach, less 

(c) any cost or other loss that he has avoided by not having to perform.”；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351(1981)“(1) Damages are not recoverable for loss that the party in breach did not have 

reason to foresee as a probable result of the breach when the contract was mad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25 

向保險人請求抗辯成本及保險金額67；並指出，抗辯義務與給付保

險金義務二者不應混淆，故在違反抗辯義務之情形，賠償金額自

不受保險金額上限限制，何況若保險人履行抗辯義務則被保險人

即不會遭受缺席判決之不利益68，內華達州法律既然承認違約之當

事人須對其違約致生之間接損害(Consequential Loss)負責，又缺席

判決是保險人拒絕為被保險人抗辯合理可預見之結果，則本件之

保險人自應對缺席判決對被保險人致生之間接損失負責。69綜上，

內華達州(Nevada)法院，時至今日，係以違反契約上之義務解釋

不誠信保險人之違約責任，並未肯認保險人之侵權責任。 

學者有就第三人保險領域，不誠信保險人責任基礎做整理

者，除內華達州以契約性質解釋不誠信保險人之責任外，尚有堪

薩斯州(Kansas)、緬因州(Maine)、紐約州(New York)及田納西州

(Tennesse)；賓州(Pennsylvania)則明文為法定責任；至於華盛頓特

區(District of Columbia)尚未有統一見解；其餘四十四州則肯認不

誠信誠信保險人之侵權責任。
70 

第二項 第一人保險 

 濫觴 

1970年，Fletcher v. Wester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
71一

案，加州上訴法院首將第三人保險領域之惡意侵權擴展至第一人

保險。本件原告 Fletcher 向被告 Wester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購買一失能保單，嗣後因意外受傷而失能，遂向保險人請求給

付保險金。然而，保險人主張被保險人之失能係起因於疾病，拒

絕給付。本件法院援引 Crisci v. Security Ins. Co.
72一案，先指出

「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負法律上默示之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之義

務，故保險人不得以任何行為剝奪被保險人依據保單應獲得之利

益。這個義務表現在第三人保險之領域，係保險人必須合理、善

意地為被保險人處理第三人之索賠。違反系爭義務不僅構成契約

之違反亦具有侵權之性質。」並進一步指出「法律默示之誠實善

67 Ryan T. Pretner v. CENTURY SURETY COMPANY, 134 F.Supp.3d 1249, at 1255 (Nev 2012). 
68 Id , at 1258. 
69 Id , at 1259. 
70 李志峰，同前引註 54，頁 66。 
71 Fletcher v. Wester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10 Cal.App.3d 376,(1970) 
72 Crisci v. Security Insurance Co., 66 Cal.2d 425 ,426 P.2d 173,(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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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公平交易義務同樣地適用在失能保險下，賦予保險人沒有合

理原因，不得惡意地威脅撤回或者實際上撤回賠付，藉由剝奪被

保險人依據保單享有之利益使之受有損害。就像在 Crisci 案，違

反系爭義務，不僅構成契約之違反亦具有侵權之性質。」 

嗣後三年，加州最高法院更在 Gruenberg v. Aetna Ins. Co.
73一

案，清楚闡明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係法律所加諸於保險契約

雙方當事人者，即該義務之發生並非基於契約；換言之，誠實善

意與公平交易義務並非基於契約雙方當事人之合意，違反該義務

應屬侵權。
74又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原則是所有契約默示之義務，

不論是在處理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提出之責任關係，或是被保險人

直接請求保險金給付之情形，均應循該原則之指導，故當保險人

無合理原因或惡意的撤回對其被保險人之理賠，其將負侵權責

任。75簡而言之，本件法院先是指明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乃法

律所加諸契約當事人者，即該義務之發生與契約之條款內涵無

關，並堅持系爭義務存在於所有契約關係之立場，是故在第一人

保險領域，無合理原因拒絕被保險人請求保險金而有違反系爭義

務之保險人，亦應因其惡意構成侵權責任。 

 當代的發展 

根據學者之整理，於第一人保險領域，承認不誠信保險人責任

基礎為侵權性質者包括76：阿拉巴馬州(Alabama)、阿拉斯加州

(Alaska)、亞利桑那州(Arizona)、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科羅拉

多州(Colorado)、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阿肯色州(Arkansas)、夏

威夷州(Hawaii)、愛達荷州(Idaho)、印第安那州(Indiana)、愛荷華州

(Iowa)、肯塔基州(Kentucky)、那部拉斯加州(Nebraska)、內華達州

(Nevada)、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北達科他州(North Dakota)、俄亥俄州(Ohio)、俄克拉荷

馬州(Oklahoma)、羅德島州(Rhode Island)、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南達科他州(South Dakota)、德州(Texas)、佛蒙特州

(Vermont)、威斯康辛州(Wisconsin)、懷俄明州(Wyoming)、華盛頓

州(Washington)。 

73 Gruenberg v. Aetna Ins. Co., 510 P.2d 1032 (Cal 1973) 
74 Id ,at 1037. 
75 Id ,at 1038. 
76 李志峰，同前引註 54，頁 66-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27 

反之，不承認於第一人保險領域被保險人對保險人有依普通法

提起惡意行為請求權者，有些州係以契約責任解釋不誠信保險人之

責任性質，認為保險人履約誠信係契約上之義務，又侵權訴訟並非

必要，蓋因保險人之不誠信而受有損害之被保險人有權請求違約所

致生損害之全額賠償，包括補償(compensatory)及結果損害

(consequential damages)
77，例如紐約州法院在保險人拒絕遵循契約

約定之情形，一貫直截了當的否認獨立的惡意請求權(separate claim 

of “bad-faith”)
78，紐約州最高法院並有指出，在保險人違約之情

形，被保險人對於超出保險金額之結果損害不存在請求權
79。由是

可見，若在普通法中承認獨立侵權性質之請求權，被保險人得就其

結果損害獲得完整之賠償，反之，以契約性質解釋保險人違約之責

任性質將保險人之責任範圍限縮在保險金額之範圍內，前者自然更

能完整的保障填補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以契約責任足以保障被保

險人為由實屬可議。猶他州最高法院則指出，只有在第三人保險

中，被保險人完全依賴保險人為其處理對第三人之責任關係
80、放

棄為自己與第三人談判(negotiate)之權利時81，方會創造出信託關

係，即基於被保險人對保險人的信任(trust)與依賴(reliance)，信託責

任才會發生。
82至於在第一人保險契約，並不會創造出信任與依

賴，只是單純使保險人根據保險契約理賠被保險人而已，即保險人

與被保險人間為契約關係(contractual)而非信託關係(fiduciary)，故

在保險人違反契約約定或默示義務之情形，只會發生契約責任而非

侵權責任
83。然而，這樣的論點仍屬可議，蓋信託關係並不應該是

施加違約保險人侵權責任之先決條件，其實第三人保險中特有的信

託關係，也是在契約默示之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之放射下，強

調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強烈的信任與依賴誠實地為其處理與第三人間

之責任關係，而系爭義務存在於所有保險契約中；又主張第一人保

險契約不會創造任何信任與依賴也未免草率，蓋限於自身之智識、

經驗與資力等等，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締約地位本質上並不平等，被

77 Elizabeth Williams, J.D., Cause of Action in Tort for Bad Faith Refusal of Insurer to Pay Claim of 

Insured, (1st 2012), at §5. 
78 Wingates, LLC v. Commonwealth Ins. Co. of America, 21 F.Supp.3d 206,219(2014). 
79 Paterra v. Nationwide Mut. Fire Ins. Co., 38 A.D.3d 511,831 N.Y.S.2d 468,470(2007). 
80 Black v. Allstate Ins. Co., 100 P.3d 1163, 1170 (2004). 
81 Id,1169. 
82 Beck v. Farmers Insurance Exchange, 701 P.2d 795,800 (1985)；李志峰，同前引註 54，頁 47。 
83 Id, at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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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只能信任、依賴保險人對事故進行調查、評估事故是否落入

承保範圍以及理賠金額，故第一人保險契約亦隱含被保險人對保險

人誠實履約之義務，而非僅創造一個使保險人根據保險契約理賠之

承諾。 

其他以契約性質解釋保險人違約責任的州尚包括84：德拉威州

(Delaware)、緬因州(Maine)、馬里蘭州(Maryland)、密西根州

(Michigan)、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密蘇里州(Missouri)、明尼蘇

達州(Minnesota)、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新澤西州(New 

Jersey) 、紐約州(New York) 、奧瑞岡州(Oregon)、猶他州

(Utah) 、維吉尼亞州(Virginia)、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

華盛頓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此外，有些州則以訂立成文法

之方式，使惡意行為請求權成為法定責任
85
：、佛羅里達州

(Florida)、喬治亞州(Georgia)、伊利諾州(Illinois)、堪薩斯州

(Kansas)、蒙大拿州(Montana)、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田納

西州(Tennessee)、麻州(Massachusetts)、露易斯安那州(Louisiana)。 

第四節 惡意行為請求權之要素 

承前所述，不誠信保險人之責任性質於在美國各州有異，然多數州均已承

認惡意行為請求權此一新形態之侵權責任，然而，被保險人倘欲提起系爭請求

權基礎，以保障自身權利時，應符合哪些要素？客觀上，保險人行為是否構成

不誠信，有無輔助判斷之標準？又保險惡意之典型有哪些？主觀上，保險人之

認知須達到什麼樣之程度方堪謂惡意？下文將分別討論之。

第一項 第三人保險人惡意之客觀類型 

從惡意請求權開始發展以來，美國法院努力歸納責任保險人之和解

行為，企圖建構一個標準，以判定保險人拒絕履行和解義務是否具備

「惡意」(bad-faith)。法院往往透過兩個基本方法，第一，法院辨認出

保險人顯著構成惡意之特定事實；第二，既然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潛在

利益衝突，法院企圖以保險人在履行和解義務時是否考量被保險人之利

益作為衡量標準，以定義保險人之和解義務。86以下類型化第三人保險

領域構成保險人惡意之客觀類型： 

84 李志峰，同前引註 54，頁 66-67。 
85 李志峰，同前引註 54，頁 66-67。 
86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49，a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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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脅迫(coercing)被保險人分擔部分和解金額 

購買責任保險之人，往往期待基於系爭契約，於其對第三人

之責任發生時，除可免於經濟上之損失突陷困頓外，更可以免於

訴訟之負累，使心靈得以獲得安定。蓋不諳法律之被保險人在面

對與第三人之責任關係時，往往舉足無措，期待保險人能善盡和

解義務以確保紛爭盡速落幕；惟被保險人這樣急迫的心態有時會

遭到保險人不當的操弄。有些不道德的保險人會利用被保險人擔

憂與第三人進入訴訟，可能獲得超出保險金額判決之心理，脅迫

被保險人部分分擔保險金額範圍內之和解金額。又或者保險人以

共同被告或其保險人部分分擔保險金額範圍內之和解金額，作為

為被保險人作成和解之條件。這些變相減輕保險人理賠義務之行

為，美國法院多認為屬保險人惡意之有力證據。
87
 

經典案例如 Brown & McCabe, Stevedores v. London Guarantee 

& Accident Co.
88一案，本件原告聲稱，對其員工受有傷害負有責

任，故其與保險人間保險金額五千元之責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事

故發生。該員工即被害第三人曾提出和解金額三千元之要約，然

而保險人拒絕接受系爭和解要約，除非被保險人承諾分擔一千五

百元的和解金額，被保險人拒絕為之，和解無法作成遂進入訴

訟，法院終局判決被保險人對第三人須負一萬兩千元之賠償責

任。被保險人以保險人之惡意為由提起訴訟，法院主張：一直以

來，在此類型的保單約定下，保險公司就其是否與第三人和解應

有決定權，若保險人拒絕或忽視和解要約，然在後續之責任關係

訴訟中以誠信的態度參與，則在法院判決之賠償金額超出和解要

約之金額時，保險人應無需對超出保險金額之部分負責。須注意

者係，本件根據原告之控訴，保險公司企圖脅迫被保險人，令其

分擔和解金額之一半，因被保險人拒絕接受，和解破裂而終遭受

後續法院判決超出兩倍保險金額之不利益。本院法院判決，在此

種情形下，原告被保險人得請求超出保險金額範圍之損害賠償，

被告保險人之抗辯無理由。 

 對第三人與被保險人間之責任關係不能充分的調查與評估 

在第三人保險中，保險人是否接受第三人提出之和解要約對

                                                        
87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 , at §3:3. 
88 Brown & McCabe, Stevedores v. London Guarantee & Accident Co.,232 F. 298,(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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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影響甚大，保險人自不應恣意為決定。是以，保險人有

無誠信地履行基於契約之和解義務，往往需取決於保險人是否充

分的就責任關係為評估與調查。美國法院指出，在決定拒絕保險

金額範圍內之和解提議前，若保險人不能充分的調查公正的評估

第三人與被保險人間之責任關係，陪審團可能將之納入判定保險

人之拒絕存否惡意之要素。
89此外，當保險人忽視其代表人或律師

就第三人索賠之專業評估，並拒絕接受代表人主張接受和解提議

之建議，顯存有被保險人於責任關係中可能贏得勝訴判決之僥倖

心態，故而放手一搏，法院往往認為保險人這樣的行為係屬欠缺

誠信，是保險人惡意拒絕和解之證明。
90 

經典的指標案例如 Hilker v. Western Auto. Ins. Co
91.案，本件

原告 Hilker 因駕駛汽車撞擊一名小女孩，使其頭部受有嚴重傷害

而對其負有責任，原告對其責任保險人 Western Auto. Ins. Co.提起

訴訟，控告其未曾與送傷者就醫之人、傷者之兩個姊姊及同行的

兩名玩伴會面，而這些人正是在訴訟中對被保險人做出不利證詞

者。因為這個不充分調查的失誤，保險人確信被保險人可對第三

人獲得勝訴判決，故拒絕在保險金額範圍內的和解要約。該案法

院主張前述漏未調查之事實得作為確認保險人惡意的證據，指明

被告保險公司未曾會見事故的目擊者，故無法發現被保險人在責

任關係中訴訟上不利之地位，若其為之，保險人可能願意對和解

協議有所妥協，則被保險人不需遭受判決賠償金額遠超出保險金

額之不利益。
92 

 保險人未通知被保險人 

基於責任保險契約之和解義務，保險人可能對於被保險人之責

任確立與否具有完全、排他的控制權，此時，若保險人未就責任

關係之和解或訴訟進程通知予被保險人，被保險人可能會喪失做

成和解之機會，進而承受法院判決遠超出保險金額或和解金額之

不利益，是以美國各州對於保險人之通知義務內涵有不同認定。 

首先，在阿肯色州(Arkansas)、愛荷華州(Lowa)、馬里蘭州

(Maryland)、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及明尼蘇達州(Minnesota)

                                                        
89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at §3:6. 
90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at §3:7. 
91 Hilker v. Western Automobile Ins. Co., 204 Wis. 1, 231 N.W. 257,258.(1930). 
92 Id ,at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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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有認為，保險人單純未將第三人之和解要約通知予被保險人

不可作為認定保險人之惡意，因為保險人本有拒絕不合理和解要

約之權利
93；但反對見解，如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新澤西州

(New Jersey)、德州(Texas)法院則認為，單純未通知被保險人和解

要約可以構成惡意，因為縱使保險人認定和解金額不合理，被保

險人仍可能願意自負超出保險金額之部分促成和解，保險人若未

通知將使被保險人喪失此機會
94；有些法院甚至提出，保險人必須

通知被保險人其就責任關係調查與評估之結果95；又或者保險人應

通知被保險人其獲得超出保險金額之不利判決之機率、其影響
96，

又被保險人應採取哪些措施防免之。97 

例如 Ivy v. Pacific Auto. Ins. Co.案98：本件原告 Ivy 擁有之

Pestgo 公司在收購 Refinole 公司期間，該公司之員工駕駛卡車造

成第三人受有傷害。事故發生時，Pestgo 公司雖實際運營

Refinole 公司並占有其資產，然直至事故發生後 Refinole 公司及

發生事故之卡車才改變登記並移轉於 Pestgo 公司。Pacific汽車

保險公司與 Refinole 公司間有一保險金額為五萬元之汽車責任保

單；Ivy 則與 Guarantee 保險公司間有一張保險金額為十萬之綜合

保單。被害第三人對行為人、Ivy 等人提起訴訟，由 Pacific 汽車

保險公司為所有被告承擔訴訟，其訴訟代理人 Cohn 代表所有被

告促成一判賠七萬五千元之判決，並承認於事故發生時 Ivy 擁有

Refinole 公司並為行為人之雇主。此外，Pacific 汽車保險公司並

與被害第三人做成協議，其支付被害第三人兩萬五千元，剩餘之

五萬元向 Guarantee 保險公司請求，被害第三人不得對 Pacific

汽車保險公司、Ivy強制執行前揭判決。本件法院認為，Pacific

                                                        
93 McChristian v.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304 F. Supp. 748 (W.D. Ark. 1969)；Koppie v. 

Allied Mut. Ins. Co., 210 N.W.2d 844, 848 (Iowa 1973)；Sobus v. Lumbermens Mut. Casualty Co., 

393 F. Supp. 661, 679 (D. Md. 1975), aff'd, 532 F.2d 751 (4th Cir. 1976)；Norwood v. Travelers Ins. 

Co., 204 Minn. 595, 598, 284 N.W. 785, 787, 131 A.L.R. 1496 (1939)；C. Schmidt & Sons Brewing 

Co. v. Travelers' Ins. Co., 244 Pa. 286, 90 A. 653 (1914). 
94 Merritt v. Reserve Ins. Co., 34 Cal. App. 3d 858, 875, 110 Cal. Rptr. 511 (2d Dist. 1973)；Kaudern 

v. Allstate Ins. Co., 277 F. Supp. 83, 90 (D.N.J. 1967)；Texas 

Allstate Ins. Co. v. Kelly, 680 S.W.2d 595 (Tex. App. Tyler 1984). 
95 Boston Old Colony Ins. Co. v. Gutierrez, 386 So. 2d 783, 785 (Fla. 1980)；Steele v. Hartford Fire 

Ins. Co., 788 F.2d 441 (7th Cir. 1986). 
96 Kooyman v. Farm Bureau Mut. Ins. Co., 315 N.W.2d 30, 36 (Iowa 1982) 
97 Loudon v.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360 N.W.2d 575 (Iowa Ct. App. 1984)；Stephen S. 

Ashley, supra note 48,at § 3:9. 
98 Ivy v. Pacific Auto. Ins. Co., 156 Cal. App. 2d 652, 320 P.2d 140 (1st Dist.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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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保險公司促成一個超出保險金額兩萬五千元之判決結果對 Ivy

個人之信譽造成損害，其促成判決前未通知被保險人剝奪其考慮

是否願承認超出保險金額判決之機會，未將訴訟過程通知予被保

險人應構成惡意。 

第二項 第一保險人惡意之客觀類型 

第一人保險之被保險人，向保險人申請理賠時，往往係處於經濟 

上弱勢、脆弱的地位，例如失能保險之被保險人，因疾病或意外傷害，

喪失賴以生存之勞動能力，不但亟需醫療費用，後續之生活亦須仰賴保

險補償金的支持。有時，保險人會利用被保險人迫切、相對欠缺磋商能

力及法律智識之地位，迫使其接受不公平之理賠，其態樣包括：威脅、

對申請保險理賠之被保險人加徵保險費、錯誤解讀保單承保範圍、錯誤

地控訴並拒賠、對保險人之理賠申請未充分調查、拖延理賠……等等
99，以下便就第一保險人幾種常見的惡意之客觀類型為介紹。 

 對保險人之理賠申請未充分調查100 

美國法院有認為，保險人之調查義務一經被保險人向其申請

理賠或努力善意地遵從理賠流程時起即發生，一經給付保險金該

義務即消告消滅。陪審團會考量保險人之調查人是否勝任調查，

以及他們對於理賠申請調查所抱持之態度，進而決定保險人是否

盡其調查義務。然而，就保單清楚無疑義除外不保之事項，保險

人則沒有義務調查被保險人之理賠申請。一旦保險人適當的履行

調查義務，則縱使陪審團不同意其調查結果，其亦不會因此發生

惡意責任。 

經典案例如 Egan v. Mutual of Omaha Insurance Co.案
101，加州

最高法院首次明確有力地表達保險人應有充分調查之義務。本件

原告 Egan與被告 Mutual of Omaha 保險公司間，有一個健康附合

失能保險，根據這個契約，若被保險人因意外或疾病而完全失能

致行動被限制於其住居範圍時可終生獲得每個月兩百美元之保險

金給付。然保險人在調查被保險人究否失能時，未曾與諮詢其主

治醫師，逕作出被保險人未失能之決定拒賠失能保險金，被保險

人遂控告保險人惡意拒賠。加州最高法院法官指出，為保護被保

                                                        
99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5:1. 
100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5:8. 
101 Egan v. Mutual of Omaha Ins. Co., 24 Cal.3d 809,620 P.2d 141,169 Cal.Rptr. 691(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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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心境之安寧，保險人必須全力調查可能支持被保險人理賠申

請之基礎。縱使我們承認區辨被保險人之理賠申請究屬合法抑或

是詐欺，有時候對保險人而言相當的困難，尤其是在失能與否之

情形；然而，保險人若未全面地調查其拒賠之基礎、理由，不能

謂其拒賠合理且善意。 

 錯誤解讀保單承保範圍而拒賠102 

美國許多州法院103認為，理賠專員有時候會故意錯誤解讀保

單條款，為了使保險人之理賠申請無法落入承保範圍，這樣的行

為將可以作為被保險人請求惡意損害賠償之理由。然而，若保單

確實存在爭議，保險人不會招致惡意責任，例如保險人錯誤地解

釋存有疑義之保單條款，而將事故排除於承保範圍之情形，除非

系爭條款本質上不合理，否則保險人不構成惡意
104
；加州法院更

進一步指出，保險人在法院曾對相同的文字做出完善、截然不

同、更加寬廣的先例存在時，仍將保單文字做狹義解釋，則保險

人將構成惡意。
105 

開創性的案例如 Fletcher v. Wester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106一案，即是一適例。原告 Fletcher 向被告 Wester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購買一失能保單，依據該保單若被保險人完全失

能，應可以獲得每個月一百五十美元之保險給付。若失能結果係

起因於疾病，這項保險給付為期兩年；至於失能係起因於傷害，

保險給付則為期三十年。Fletcher 因舉重而背部受傷，縱使許多的

醫生治療並檢查其傷勢，並得出其失能係起因於這個意外所導致

的背部傷勢，保險人之理賠專員仍利用一名醫生之說法：「被保險

人腰椎先天的缺陷以及事前存在骨關節炎之情況導致 Fletcher 失

能之情況」，作出 Fletcher 只可以獲得為期兩年之保險給付之決

定，因為其失能係起因於疾病。保險人甚至要求被保險人返還先

前基於「疾病條款」所給付之保險金，因為被保險人隱匿其背部

有先天缺陷之事實，即使沒有任何事實證明被保險人事先知悉背

部的先天狀況。上訴法院指出保險人這樣的行為構成賠償被保險

                                                        
102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 at §5:11. 
103 包括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密西西比州( Mississippi)，奧克拉馬州( Oklahoma)等。 
104 Congleton v. National Union Fire Ins. Co. of Pittsburgh, Pa., 189 Cal. App. 3d 51, 234 Cal. Rptr. 

218 (1987). 
105 Moore v. American United Life Ins. Co., 150 Cal. App. 3d 610, 197 Cal. Rptr. 878, 884 (1984). 
106 Fletcher v. Wester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10 Cal.App.3d 376,(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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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懲罰性賠償金之理由。保險人也可能招致惡意責任，若其錯誤

解讀保單以求拒絕給付。 

 遲延理賠 

美國多州法院均承認保險人拖延給付第一人保險之保險金理

賠申請，可能發生惡意責任。107在 Craft v. Economy Fire & 

Casualty Co.一案，法官並指出：，若保險人對其應負之責任沒有

誠信疑慮，被保險人可合理期待保險人立即地賠付保險金。108然

而，保險人不會因花費必要之時間決定被保險人之理賠究有無理

由而須對被保險人附惡意責任。此外，若被保險人妨礙保險人之

調查，被保險人不得控訴遲延之結果。
109 

經典案例如 Richardson v. Employers Liability Assurance Corp.

案
110
，本件充分地闡明「遲延」是保險人不合理行為之一種。原

告 Richardson 夫婦二人與被告 Employers Liability Assurance Corp.

間有汽車責任保險，依據其間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包括無保之駕

駛人。Richardson 夫婦在一場意外車禍事件中受有嚴重之傷害，

肇事之駕駛人沒有投保。Richardson 夫婦的保險代理人將事故回

報給保險人，並聲稱肇事者沒有保險。根據保險人之調查及由

Richardson 夫婦之律師提出之書信，證實了前揭回報。保險人之

總公司更進一步之調查，並從分公司得出 Richardson夫婦確實擁

有有效的無保駕駛人保險。然而，總部拒絕的這個調查結論，並

建議 Richardson 夫婦控告另一名系爭車禍之受害者。因保險人拒

絕依約理賠，Richardson 夫婦依據該保單提起了仲裁。保險人告

知 Richardson 夫婦的律師，其之所以拒絕處理理賠爭議，是因為

被保險人不能證明肇事者未投保。Richardson 夫婦的律師立即提

供保險人肇事者之無保証明，且分公司建議總公司支付保險金，

然總公司拒絕聽從其建議。在仲裁聽證的過程中，可見

                                                        
107 如阿拉巴馬州(Alabama)，參照 Berry v. United of Omaha, 719 F.2d 1127 (11th Cir. 1983)；亞利

桑那州(Arizona)，見 Filasky v. Preferred Risk Mut. Ins. Co., 152 Ariz. 591, 734 P.2d 76 (1987)；阿

肯色州(Arkansas)，見 Minnesota Mut. Life Ins. Co. v. Looney, 55 Ark. App. 384, 935 S.W.2d 3 

(1996)；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見 Neal v. Farmers Ins. Exchange, 21 Cal. 3d 910, 148 Cal. Rptr. 

389, 582 P.2d 980 (1978)；科羅拉多州(Colorado)，見 Mitchell v. State Farm Fire and Casualty Co., 

15 F.3d 959 (10th Cir. 1994)等等;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 at §5:9. 
108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 at §5:9., see also Craft v. Economy Fire & Casualty Co., 572 

F.2d 565, 571 (7th Cir. 1978) . 
109 Id. 
110 Id, see also Richardson v. Employers Liability Assur. Corp., 25 Cal. App. 3d 232, 102 Cal. Rptr. 

547 (2d Dist.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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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on 夫婦提供了其受損害範圍及保險人責任成立之證明，

但保險人則無法提供任何支撐其說法之證據。仲裁結果裁決

Richardson 夫婦得請求全額支保險理賠，然保險人仍拒絕理賠

之，Richardson 夫婦遂將仲裁結果提交法院確認，期間保險人以

支票支付保險金額，然其上註明以該支票解決保險人與被保險人

間因該事件所生之所有爭議，被保險人遂拒絕接受之，並於嗣後

法院確認仲裁結果後獲得理賠。 

被保險人 Richardson 夫婦嗣後更進一步控訴保險人之惡意，

依法院判決他們分別獲得對保險人請求七萬五千美元及十萬美元

之損害賠償。上訴法院指出，保險人之行為違反契約默示之誠實

善意與公平交易原則，並主張：「保險人在其曉以被保險人之理賠

聲請有理由後，仍蓄意、惡意地推遲給付被保險人之理賠聲請。

保險人促使仲裁聽證，縱使其明知自己之主張無理由，即使在仲

裁後，仍指示分公司企圖與被保險人談判，迫使 Richardson 夫婦

循法院之途徑確認仲裁結果。保險人這樣的行為是無理的且構成

侵權之違約。」由是可見，當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依保險契約應

負之理賠責任顯然有理由、不存在真正爭議或被保險人已交付一

切證明文件時，保險人亦明知其責任之成立，卻仍推遲理賠聲請

時，其遲延應屬可歸責。 

第三項 輔助判斷不誠信之標準 

保險人之不誠信行為，有各種客觀類型，已如前述。總而言之，保

險人往往巧妙地以各種理由達到拒絕理賠或拖延理賠之結果，在第三人

保險則可能發生未盡和解義務，致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承受超出保險金額

之判決等等之不利益。面對這種種不誠信之行為，美國有些州在侵權領

域承認被保險人得對保險人提起惡意訴訟，在解釋系爭請求權之理論基

礎時，並廣泛採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然系爭義務為上位的指導原

則，無法精確的拉起保險人誠信與否的界線，必須仰賴判例建構出保險

人惡意之判斷標準，蓋並非所有未盡契約義務之保險人均屬不誠信，尚

需考量保險人客觀上有無合理理由，主觀上亦須釐清保險人之可歸責

性，以下分別討論之： 

 客觀上無合理理由之檢驗 

早在 1973年惡意請求訴訟之開創性判例─Gruenberg v. Ae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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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Co.案111，加州最高法院即使用「不合理」之概念認定惡

意，指明保險人「無合理原因」而拒絕依據保險契約就被保險人

之損失為補償者，可能違反誠實信用與公平交易義務而負侵權責

任。嗣後，在 Anderson v. Continental Ins. Co.
112一案，威斯康辛州

最高法院直指，惡意訴訟之提起須符合一客觀標準─無合理原因

拒絕理賠。德州最高法院在 Aranda v. Insurance Co. of N. Am.
113一

案，援引前揭案件之見解，並就保險人違反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

義務構成侵權責任之要件，進一步做出歸納114，包括：1.無合理

理由拒絕或遲延被保險人依據保險契約應獲得之理賠；2.保險人

就其拒絕或遲延明知或應知無理由 3. 保險人之不誠信致被保險

人除保險事故致生之損害外受有其他損害，其間具有因果關係。

其中，所謂「無合理理由」，應考量在相同之情形下，通常保險人

是否亦會拒絕或遲延對被保險人按保險契約應得之理賠。 

在第三人保險領域，保險人有協助和解之義務，在和解過程

中拒絕和解要約，本質上亦可能構成客觀上拒絕履約之惡意，故

拒絕和解要約之行為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惡意」，長久以

來，美國各州法院則發展出其他檢驗標準。由於無論是最傳統以

保險人利益為最高依歸原則(The insurer's paramount interest)，或是

以被保險人利益為最高依歸原則(The insured's paramount 

interest)，均過度傾向一方契約當事人，有失衡平而為美國多數州

法院所揚棄。「公平考量雙方利益標準」(Equal consideration of the 

parties' interests)，為美國大多數州法院所援用115，據以指導保險人

對和解義務之與履行。依據該原則，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之利益，

                                                        
111 Gruenberg v. Aetna Ins. Co., 510 P.2d 1032 (Cal 1973) 
112 Anderson v. Continental Ins. Co. , 85 Wis.2d 675,271 N.W.2d 368,(1978). 
113 Aranda v. Insurance Co. of N. Am., 748 S.W.2d 210 (1988). 
114 Id, at 215. 
115 如阿拉巴馬州(Alabama)，見 Ross Neely Sys., Inc. v. Occidental Fire & Casualty Co., 196 F.3d 

1347 (11th Cir. 1999)；亞利桑那州(Arizona)，見 City of Glendale v. Farmers Ins. Exchange, 126 

Ariz. 118, 120, 613 P.2d 278, 280 (1980)；阿肯色州(Arkansas)，見 McChristian v.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304 F. Supp. 748, 753 (W.D. Ark. 1969)；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見 Commercial 

Union Ins. Co. v. Ford Motor Co., 599 F. Supp. 1271 (N.D. Cal. 1984)；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

見 United Servs. Auto. Ass'n v. Glens Falls Ins. Co., 350 F. Supp. 869, 871 (D. Conn. 1972)；佛羅里

達州(Florida)，見 Beck v. Pennsylvania Nat'l Mut. Casualty Ins. Co., 429 F.2d 813, 819 (5th Cir. 

1970)；喬治亞州(Georgia)，見 National Service Industries, Inc. v. Hartford Acc. & Indem. Co., 661 

F.2d 458, 461 (5th Cir. 1981)；愛荷華州(Idaho)，見 Truck Ins. Exchange v. Bishara, 128 Idaho 550, 

916 P.2d 1275 (1996)；伊利諾州(Illinois)，見 General Casualty Co. of Wis. v. Whipple, 328 F.2d 

353, 356 (7th Cir. 196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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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應給予同等於為自己利益考量之程度，據以決定接受和解要

約與否。
116然而，事實上這個原則在適用上是相當空泛的，新澤

西法院發現了這個原則之困境，在 Rova Farms Resort, Inc. v. 

Investors Ins. Co. of America
117一案，指出：「無論保險人為其被保

險人之利益做什麼程度的考量，一旦其決定拒絕和解要約，縱使

有合理原因，仍事實上為己利益犧牲了被保險人之利益。因為對

被保險人而言，接受保險金額內之和解要約必定是有利的，其得

以免除獲得超出保險金額判決之風險。至於保險人拒絕保險金額

內之和解要約，係為了減少在保險金額內之理賠數額，則這個決

定即是自私的，必定會使被保險人承受獲得超出保險金額判決之

風險。」嗣後，1954年美國學者基頓亦在《責任保險與和解義

務》一文，主張「一旦做出決定不論是進入訴訟或是接受和解，

一方之利益必然相對被犧牲，很自然地被犧牲之一方利益並非受

到同等程度之考量。」故公平考量雙方利益原則在適用上有不可

避免之困境。基頓教授遂重新闡釋系爭原則之精神，指出「所謂

公平並不是在做抉擇時給予相同份量的考量，而是對所有風險為

考量，並忽略風險由何人承擔。」
118他並作出一指導陪審團之公

式具體化其對系爭原則之修正─忽略保險金額標準(disregard the 

limits standard)：「保險人在決定接受和解要約與否，應考量若其

保單無責任上限，在通常情況下保險人會否接受系爭和解要

約。」由於基頓教授並非揚棄「公平考量雙方利益標準」，而係主

張該原則之真正精神為「忽略保險金額標準」，故得以順利為法院

所接受，蓋法院往往不願輕易放棄原已完善建立且有許多判例支

持之標準。119有少許的法院採納了「嚴格責任標準」(strict liability 

standard)，建議放棄制定一個評估保險人應否接受和解要約的標

準，但凡保險人拒絕保險金額範圍內之和解要約，即須對嗣後法

院判決超出保險金額之部分負責。在 Crisci v. Security Ins. Co.
120一

案，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院即對該標準為適用，並提出支持該標

                                                        
116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3:16 to §3:18.  
117 Rova Farms Resort, Inc. v. Investors Ins. Co. of America, 65 N.J. 474,323 A.2d 495,(1974). 
118 原文為“The equality referred to is not equal weight in determination of the choice, but equality in 

consideration—that is,consideration of each portion of the total risk without regard to who is ”bearing 

that portion of the risk.” 
119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3:19. 
120 Crisci v. Security Insurance Co., 66 Cal.2d 425 ,426 P.2d 173,(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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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理由：首先，法院認為，購買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就保險金

額範圍內之理賠有合理期待，藉以有效地避免意外發生時之責

任。立於這樣的期待上，保險人不應被允許藉由拒絕保險金額範

圍內之和解要約，以促進自己之利益，除非保險人願意承擔不能

和解所致之損失。此外，這個標準亦有利於促進司法的經濟效

益，因為法院可以省去判定保險人之拒絕保險金額內之和解要約

究竟是否「合理」之成本。最後，法院強調，保險人拒絕保險金

額範圍內之和解要約，可能潛在被保險人在責任關係訴訟中勝訴

而完全免責之利益，故使之就超出保險金額之不利益判決為承擔

應屬最基本之正義。
121 

 主觀上可歸責性之檢驗 

第一目 過失標準 

最早在 Gruenberg v. Aetna Insurance Co.案122，加州最高法

院以惡意之反面─善意，廣泛地定義保險人不能善意而招致責

任之情形，包括：「不合理地撤回依據保單應賠付之理賠聲請」

(withholding unreasonably payments due under a policy)、「不能公

平善意地處理契約關係」(failing to act fairly and in good faith in 

discharging its contractual responsibilities)以及「無合理原因拒絕

補償被保險人依據保單應獲得之保障。」(refusing, without 

proper cause, to compensate its insured for a loss covered by the 

policy)
123法院並援引 Fletcher v. Western National Life Ins. Co.案124

及 Crisci v. Security Ins. Co 案125，進一步指出所謂善意是保險人

不應有任何作為剝奪被保險人依據保單應享有之利益；在責任

保險之情形，所謂善意是保險人合理地處理被保險人與第三人

之間的責任關係。並總結道：當保險人不合理地撤回被保險人

之理賠聲請，保險人會受有侵權之責任。126有學者指出，

Gruenberg 案的法官認定惡意之標準，強烈依賴「不合理之概

念」，且似乎被保險人損害賠償之准予奠基在保險人之「過失」

上。亦即，該案並未明確保險人可歸責之主觀心理要素(mental 

                                                        
121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3:22. 
122 Gruenberg v. Aetna Ins. Co., 510 P.2d 1032 (Cal 1973)  
123 Id, at 1037. 
124 Fletcher v. Wester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10 Cal.App.3d 376,(1970) 
125 Crisci v. Security Insurance Co., 66 Cal.2d 425 ,426 P.2d 173,(1967) 
126 Gruenberg v. Aetna Ins. Co., 510 P.2d 1032 (Cal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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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而係將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原則完整地適用在契約責

任之上，若違反之將發生惡意請求權之訴因。學者並舉例，如

果有九個目擊者作證某一縱火者燒毀了被保險人的住宅；然而

另有一目擊者則聲稱被保險人係縱火者，承襲 Gruenberg 案標

準之指示，陪審團會主張，保險人忽略九名支持被保險人之有

利證詞，採信另外某一人不利被保險人之證，是不合理行為的

展現。127 換言之，按 Gruenberg 案之標準，不合理之拒賠行為

縱其拒賠存有爭議空間，保險人仍應負惡意責任。  

《加州陪審團指示司法彙編》(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Civil Jury Instruction)亦已明文指出，被保險人僅須證明保險人

無合理原因拒絕理賠或接受和解要約，無須證明其主觀上之惡

意。
128
在 Bosetti v. U.S. Life Ins. Co. in City of New York

129
一案，

法院亦重申惡意的認定僅需考量客觀上保險人行為之合理性，

例如當一個保險人客觀上雇用一個存有偏見的醫生調查被保險

人受有之傷害，則顯然其並非合理地依賴該專家之調查結果，

則其以系爭調查結果主張被保險人聲請理賠存在真實爭議而拒

賠，應不具備合理性。是故，當保險人之行為不具客觀上之合

理性時，其主觀上的意圖就惡意的認定即屬無關緊要的。 

須注意者係，近年來，加州法院卻已然不是採最初

Gruenberg 案純粹過失之標準，如前案法院即指出，當保險人之

拒絕理賠或遲延理賠係因其間存在「真正的爭議」(genuine 

dispute)，如：事故是否屬保險人承保之責任範圍、被保險人之

保險金額範圍等，則保險人應不具惡意，縱使最終證實保險人

之主張錯誤亦難謂其行為不合理；然而保險人不得隨意主張真

正爭議存在，保險人必須證明就被保險人之聲請做全面、公平

之調查與評價，而存在真正爭議。由是可見，保險人之拒賠行

為若存有爭議空間，保險人可能得以免除惡意責任，已修正了

Gruenberg 案之見解，有向 Anderson 案130靠攏的痕跡。 

第二目 故意標準 

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在 Anderson v. Continental Insurance 

                                                        
127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5:2. 
128 See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Civil Jury Instruction (CACI)2331,2334. 
129 Bosetti v. U.S. Life Ins. Co. in City of New York, 175 Cal.App.4th 120,896 Cal.Rptr.3d 744,09 Cal. 

Daily Op. Serv. 9195,(2009) 
130 Anderson v. Continental Ins. Co., 85 Wis.2d 675,271 N.W.2d 368(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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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131一案則對惡意做了較為狹窄的定義，本件法院認為被保險

人不僅需證明被告拒絕依約賠付保險金客觀上欠缺合理基礎，

且須證明被告主觀上「明知或因魯莽而欠缺注意其拒賠理由欠

缺合理基礎」。又保險公司可能被認為係明知欠缺合理理由，當

其魯莽地(recklessly)漠視其拒賠欠缺合理基礎或魯莽地漠視被

保險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
132顯然地，本件法院認為惡意侵權

之成立，需保險人主觀上具備故意，意即保險人主觀上就其行

為有認識，且對於其行為可能造成被保險人受有損害之結果有

意欲或是漠視者，故保險人之惡意不可被界定為過失，法院並

根據《美國傳統英語字典》指出惡意之定義不可以是無意識的

(unintentional)，而應定義為欺詐(deceit)、欺騙(duplicity)、不誠

實(insincerity)。
133
 

本件法院並進一步指出，當被保險人之理賠聲請是有相當

爭議性的(fairly debatable)，保險人容有爭議之空間，無論其提

起之抗辯是根據事實或法律。又所謂理賠聲請具「相當的爭議

性」意味著：保險人所提出之爭議、抗辯是否為評價理賠聲請

所必要，且是否已經適當地調查抑或是遭受魯莽地忽視。是以

若循本件法院之標準，保險人僅在主觀上具有故意時方可構成

惡意，且容許保險人對於法律或事實上具有相當爭議性者提出

抗辯，適用在前文學者所舉之事例
134，縱有九名目擊者作證某

一縱火者燒毀了被保險人的住宅，若另有一目擊者則聲稱被保

險人係縱火者，陪審團會主張該名不利被保險人之證詞提供保

險人一合理基礎拒絕理賠，是以保險人難謂屬惡意。 

第五節 惡意行為請求權之損害賠償範圍 

傳統契約損害賠償範圍循 Hadely 案創設的普通法規則，只保障被保險人獲

得如契約完全履行之地位，即面對違約之保險人，被保險人僅得對之請求履行

利益之損害賠償；然而，這樣的損害賠償數額、範圍之認定，往往遠不及被保

險人實際之損害，嚴格操作預見性原則致被保險人所受有之訴訟費用、或其他

經濟上損害等等之間接損害，以及精神上損害不能被補償，違約之保險人亦無

                                                        
131 Id. 
132 Id, at 377. 
133 Id, at 376. 
134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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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的誘因落實契約上義務，因為其只需承擔些許遲延利息之風險而已，在

遲延期間甚至可獲得投資收益之利益。惡意行為請求權將保險人違約之不誠信

行為與契約之默示之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做連結，更承認違反實善意與公

平交易義務者應負侵權責任之內涵，基於這種新型態的侵權行為請求權，擴大

了被保險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更充足的保障了被保險人之權益，以下將

就惡意行為請求權之損害賠償範圍作介紹，包括：未來的收益、超越保險金額

之不利益判決損害、其他經濟上損害、精神損害、律師費用甚至懲罰性賠償金

等等。 

第一項 未到期之保險給付 

在定期給付之保單類型，如透過契約上請求權請求給付，被保險人

一般僅得對已到期之保險金為請求；然而，透過惡意行為請求權被保險

人甚至得以就未到期、未來得請求之保險給付先行為請求(Insurance 

policy proceeds)。例如在 Egan v. Mutual of Omaha Insurance Co.案
135，加

州最高法院指出：「經過對保單條款之檢驗及其他證據之檢視，就保單

持有人依據保單有權向保險人請求之保險理賠，陪審團得以將未到期之

部分納入損害賠償範圍。」本件法院指出在人身傷害致失能之情形，可

透過被保險人預期生存期間之假設，計算出其因失能喪失謀生能力之未

來收益現值，對之為一次性給付，並終止雙方之保險契約關係。136這樣

的見解或係著眼於被保險人透過惡意行為請求權訴訟獲得勝訴判決，進

而請求保險理賠，訴訟過程中契約雙方處於對立之狀態，在惡化之關係

下，被保險人或已難信任系爭保險契約所得提供之保障，亦難以期待保

險人提供良好的服務，故應允其就未到期之保險理賠現值提出請求。然

而，有法院持反對見解，在 Austero v. National Casualty Co.案
137，加州

上訴法院指出，保險人不可能因拒絕給付未到期之理賠而構成違約，又

縱使是惡意侵權訴訟，保險人違約之不誠信行為亦事實上不可能以未到

期之保險理賠為客體，故應不得請求法院提前給付之。138 

第二項 超越保險金額之不利益判決損害及其他經濟上損害 

惡意行為請求權之濫觴是在第三人保險領域，當保險人錯誤地、無

                                                        
135 Egan v. Mutual of Omaha Ins. Co., 24 Cal.3d 809,620 P.2d 141,169 Cal.Rptr. 691(1979) 
136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 8:2. 
137 Austero v. National Casualty Co. of Detroit, Michigan, 84 Cal. App. 3d 1, 148 Cal. Rptr. 

653,(1978). 
138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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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原因拒絕第三人提出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之和解要約，而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之責任關係經法院判決賠償數額超出保險金額時，保險人亦須對

超出保險金額之部分負責
139；又當保險人的惡意之構成係因未揭露、通

知被保險人和解之要約，致被保險人喪失就和解要約超出保險金額之部

分自行承擔之機會，則保險人應就法院判決之損害賠償數額與未揭露之

和解要約金額間之差額負責。140 

至於其他經濟上的間接損害，保險人之惡意行為可能導致各式各樣

難以預測的經濟上損失，但原則上被保險人應得就可預見係基於保險人

錯誤行為而直接致生之損害，向保險人請求賠償。這些經濟上的間接損

害，可能包括：損失之利潤
141、業務142、租金143、信用聲譽144、財產使用

損失145，甚至在 Leslie Salt Co. v. St. Paul Mercury Ins. Co.案146，法院承認

被保險人得請求因通貨膨脹所受有之損失。然而，被保險人僅得就基於

保險契約所生利益之損失為請求，例如在 Brown v. St. Paul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147案，保險人因錯誤認定承保事故中員工具可歸責

性，故對第三人理賠，該名員工並因為系爭事故而為雇主解雇，其遂向

保險人提出惡意行為請求權之主張；然而，本件法院指出，保險人善意

之義務不會延伸至被保險人基於契約所生之利益以外就被保險人工作之

保障即非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利益，故難謂保險人之惡意行為係被保險

人喪失工作之主力近因。
148 

第三項 精神損害 

無論是在第一人保險抑或是第三人保險領域，被保險人一般得基於

保險人之惡意行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須注意者係，被保險人之精神損

害必須是因保險人之惡意行為而致生，而非係因保險事故之發生所引起

者。又有一爭議問題係：因被保險人之惡意行為而受有精神損害之被保

                                                        
139 如亞利桑那州(Arizona)，見 Brisco v. Meritplan Ins. Co., 132 Ariz. 72, 74, 643 P.2d 1042, 1044 

(Ct. App. 1982)；阿肯色州(Arkansas)，見 McChristian v.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304 F. 

Supp. 748, 750 (W.D. Ark. 1969)；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見 Continental Casualty Co. v. U. S. 

Fid. & Guar. Co., 516 F. Supp. 384, 387 (N.D. Cal. 1981). 
140 如路易斯安那州，見 Utica Mut. Ins. Co. v. Coastal Marine, Inc., 578 F. Supp. 1376 (E.D. La. 

1984). 
141 Olson v. Rugloski, 277 N.W.2d 385, 388 (Minn. 1979) 
142 Farmers Ins. Exchange v. Henderson, 82 Ariz. 335, 343, 313 P.2d 404 (1957). 
143 United American Ins. Co. v. Brumley, 542 So. 2d 1231 (Ala. 1989) 
144 McDowell v. Union Mut. Life Ins. Co., 404 F. Supp. 136, 139 (C.D. Cal. 1975). 
145 Filasky v. Preferred Risk Mut. Ins. Co., 152 Ariz. 591, 734 P.2d 76 (1987) 
146 Leslie Salt Co. v. St. Paul Mercury Ins. Co., 637 F.2d 657, 661 (1981). 
147 Brown v. St. Paul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604 S.W.2d 863,(1980). 
148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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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若沒有伴隨經濟上損害之發生，得否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傳統法

院在兩種情形會允許侵權行為之受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1、當精神

損害是源自故意施加精神傷害(distress)、人身侵犯(assault)、誹謗

(slender)或其他意圖侵害他人人性尊嚴(dignity)、精神安寧(mental 

tranquillity)之侵權行為；2、被害人受有之精神損害與其因侵權行為所

受有之其他人身或財產損害有連結者149。故一般認為，在惡意行為請求

權之情形，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惡意所受有之精神損害應伴隨其他經濟上

損失，否則被保險人應證明另一種情形，如保險人有故意施加精神傷害

等。 

在 Crisci v. Security Insurance Co.案150，加州最高法院明示了允許被

保險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之理由：「保險人應知被保險人購買責任保險

係為尋求心靈之安定，蓋按契約之約定，當承保事故發生時，為被保險

人填補損失。故違反契約所致生精神上之損害應被允許、承認，既系爭

契約所約定者直接與當事人一方心靈上的舒適、快樂或個人尊嚴相

關。」151此外，本件法官更進一步指出限制精神損害賠償之主要理由係

為避免向那些虛偽請求者大開方便之門，諸如僅因瑣碎的爭議或欠佳之

態度即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之情形。是故，保險人之惡意行為伴隨大量經

濟上損失之情形下，請求額外之精神損害賠償可以降低虛偽訟爭之危

險。
152換言之，這樣一個前提要件的把關，將精神損害賠償之承認控制

在被保險人契約權利受保險人惡意侵害之情形，而非僅因瑣碎的爭議或

欠佳之態度得逕為請求。 

第四項 律師費用 

美國法院傳統訴訟規則，就一般民事侵權訴訟，除非有法律之明文

規定、當事人間之約定，抑或是公共政策之目的，當事人原則應負擔自

己的律師費153。故在惡意行為請求權發展之前，被保險人在對抗保險人

請求理賠之訴訟中，往往需要自行負擔律師費用，被保險人在責任保險

人違約未為其與第三人之責任關係盡抗辯義務時，僅得請求責任關係中

對抗第三人所生之費用，但不得請求對保險人侵權訴訟中所生之訴訟費

                                                        
149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 8:4；我國司法實務就精神上損害賠償之認定，有相反之見

解。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上易字第 357 號民事判決：「縱因財產權或財產利益受侵害而間接影

響其情緒者，亦非得認係健康權受侵害而為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 
150 Crisci v. Security Insurance Co., 66 Cal.2d 425 ,426 P.2d 173,(1967) 
151 Id ,at 179. 
152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8,§ 8:4. 
153 Montgomery Ward & Co., Inc. v. Pacific Indem. Co., 557 F.2d 51, 58(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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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惡意行為請求權在幾個州承襲了傳統法院之見解，否定了被保險人

有對保險人之請求律師費用作為損害賠償之可能。
154 

然而，這樣的見解隨著保險理論之發展漸有遷異，蓋當一方履行法

律規定之義務具強大的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時，因義務當事人固執

(obdurate)、惡意的行為，使公共政策不能落實，為確保私人權利被維

護且附加作為保護公共政策落實之誘因，應使敗訴方當事人負擔勝訴方

當事人之律師費用。155保險人誠信地實踐契約義務令保險契約對被保險

人之保障得以落實，有發揮安定社會經濟之功能，履行法律上默示之誠

實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應存在公共政策之內涵，故在保險人惡意地違

約之保險爭議訴訟，應允許勝訴之被保險人請求律師費。此外，有法院

指出，被保險人購買保險契約係為尋求內心之平靜，防免自己因事故之

發生招致律師費及其他因訴訟生之損失，而非一連串與保險人之間惱

人、耗時、高代價的訴訟。
156 

是以，現今有許多州法院已肯認當被保險人需透過訴訟向其保險人

請求理賠財產上之損失，又被保險人獲得勝訴判決時，保險人應就被保

險人因此合理支出之律師費負賠償之責。
157至於允許保險惡意爭訟之勝

訴被保險人請求律師費之依據各州不同，有些州已頒布法令明文在保險

惡意爭訟之情形，勝訴之被保險人得向惡意保險人請求給付訴訟中所生

之律師費用，例如《科羅拉多州修訂制定法註釋》即明文被保險人就其

理賠聲請保險人無合理原因拒賠或拖延者，得向其提起訴訟並請求律師

費、訴訟費用之賠償。
158又例如新澤西之法院規則亦明定在保險爭議訴

訟獲得勝訴之被保險人得請求律師費作為損害賠償。
159有些法院甚至指

出即使沒有法律明文規定、契約之明文約定，基於抑制惡意之目的，當

保險人之行為屬惡意時，應允許被保險人向其請求律師費用之損害賠

償。
160
 

第五項 懲罰性賠償金 

惡意行為請求權的誕生，對被保險人而言，影響最鉅者，應屬請求

判賠懲罰性賠償金之可能，蓋透過此一民事賠償制度，保險人必須負擔

                                                        
154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 8:11. 
155 Montgomery Ward & Co., Inc. v. Pacific Indem. Co., 557 F.2d 51, 59(1977). 
156 Hayseeds, Inc. v. State Farm Fire & Cas.Eyeglasses, 352 S.E.2d 73, 78 (1986). 
157 Id, at 80. 
158 C.R.S.A. § 10-3-1116(1),(2008). 
159 New Jersey Rules of Court, 4:42-9(a)(6),(1981). 
160 Hayseeds, Inc. v. State Farm Fire & Cas.Eyeglasses, 352 S.E.2d 73, 79(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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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性賠償數倍之賠償責任，這種超額賠償之制度使保險人藉由違約可

能獲有之利益被完全吸收覆蓋，也鞭策、刺激保險人誠信的履行契約所

賦予之義務。下文將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作介紹：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定義與功能 

根據美國侵權行為法整編第 908條之規定：「懲罰性賠償乃指

就一般損害賠償之外，為懲罰惡性之行為人，嚇阻該行為人及其

他未來從事類似行為之他人，所為之賠償。」
161系爭制度當前的

意義，係為懲罰行為人主觀上具備可責性之心理且為社會所不能

容忍之不法行為，並進一步達到嚇阻未來其他行為人為相類似之

不法行為之目的，遂在一般補償性賠償金額外，使不法行為人負

擔一筆賠償金額，乃一種普通法之民事賠償制度。
162換言之，懲

罰性賠償金與一般損害賠償制度以填補實際損害為目的不同，被

害人之損害僅作為裁決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之參考基準而已。我國

法院實務則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定義為：「懲罰性賠償金為英美法

特有之損害賠償制度，目的在於對具有邪惡動機、非道德的或極

惡之行為人施以懲罰，阻嚇他人效尤或提高他人注意力之處罰性

賠償，與我國損害賠償法目的在於填補損害者不同……。」
163 

此一非難主觀上惡性之制度，可概分出懲罰、嚇阻、強化法

律執行與補償四項功能
164，下文分述之：1、懲罰功能：懲罰性賠

償制度之目的在處罰不法行為人惡意、輕率、魯莽地侵害他人權

利，學者 Owen並指出，這樣的處罰不僅可使原告之情感回復平

靜，這種具有應報性質之處罰並展現出社會整體對於不法行為之

不認同，可使社會整體情感受到回復。
1652、嚇阻功能：懲罰性賠

償制度不僅可嚇阻被告不再為不法行為，且可進一步警惕未來想

為相類似行為之人，阻隔其心理危險。
166
又為使嚇阻之防治功能

得以有效發揮，學者 Owen進一步指出，系爭制度之設計必須讓潛

在不法行為人可得知其行為乃法律所不容，並使其有能力並有意

                                                        
161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908 (1977). 
162 戴志傑，美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基礎問題研究，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 7月，頁 15，。 
163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04年度上易字第 249號判決 
164 陳春玲，論懲罰性賠償金之法律爭議與風險管理，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論文，

2003年，頁 10。 
165 David G. Owen, Punitive Damages in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 74 Mich. L. Rev., at 1279-80. 

(1976) 
166 Owen, id, at 12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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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改變行為以避免受罰。1673、強化法律執行功能：懲罰性賠償金

有別於一般損害賠償制度超額賠償之特色，促使受害人受有意外

收穫之利，這樣經濟上的誘因，促使一些本不願提起爭訟之人願

意扮演「私人檢察長」之角色，對不法行為人提起訴訟，大大增

加不法行為人受到制裁之可能，達到強化法律執行、防止不法之

功能。
1684、補償功能：懲罰性賠償金除了處罰、嚇阻功能外，亦

可補償受害人無法透過一般損害賠償制度請求之損失，如原告無

法證明之實際損失，或損害賠償救濟程序支出之訴訟費用等。169

學者 Owen並指出，懲罰性賠償金可平復受害人之感情，緩和其尊

嚴所受之損失。170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爭議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有幾個憲法層次爭議：首先，是否與「禁

止雙重處罰原則」(No Double Jeopardy Clause )
171扞格？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指出，立法者得以對同一「行為」或「不行為」同時施

加刑事及民事制裁，禁止雙重處罰原則限縮在對同一不法行為作

兩次刑事制裁。
172換言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既屬民事賠償制

度，應無禁止雙重處罰原則之適用。另有認為，刑事制裁可達到

平息公眾怨氣、伸張公平正義之目的；然而，懲罰性賠償之目的

是在補正不法行為對個人之損害。在這樣的邏輯下，懲罰性賠償

金制度應不違反禁止雙重處罰原則，因為刑事制裁與民事賠償對

於公共與私人有可分之功能。
173換言之，雖屬對同一不法行為之

處罰，然推究其功能目的、處罰客體均有所不同，自不能相互取

代。再者，該制度是否「禁止過度罰金原則」(No Excessive Fines 

Clause)
17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Browning-Ferris Industries of 

Vermont, Inc. v. Kelco Disposal, Inc.案
175
指出，系爭原則之適用局限

                                                        
167 Owen, id ,at 1283. 
168 Owen, id . 
169 林德瑞，論懲罰性賠償，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一期，1998年 7月，頁 38。 
170 Owen, supra note 161 ,at 1296. 
171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同一罪案，不得令其受兩次生命或身體上之危

險。……。」 
172 Rex Trailer Co. v. U.S., 76 S.Ct. 219,(1956). 
173 John J. Kircher and Christine M. Wiseman, Punitive Damages: Law and Prac.,(2d,2016 ed.), at§ 

3:2. 
174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不應要求過高額之保釋金(bills)，亦不應要求過高額之罰金或

殘忍、非常態之處罰。」 
175 Browning-Ferris Industries of Vermont, Inc. v. Kelco Disposal, Inc., 109 S.Ct. 2909,(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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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刑事處罰領域，亦即，在私人間之民事訴訟應沒有憲法增修條

文第八條之適用
176。最後，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是否能通過「正當

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Clause)
177之檢驗？蓋懲罰性賠償在

本質上與刑事罰金相似，因此有認為受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被告在

程序上應獲得等同刑事被告之「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然

而，在 United States v. Regan 案178，美國最高法院就支持懲罰性賠

償之舉證責任，採用證據優勢原則(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而

非要求排除合理懷疑之證明(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由

是可見，雖其本質類似刑事處罰，該制度既屬民事賠償特殊制

度，仍應適用民事法之程序。至於「實質正當法律程序」，在

Pacific Mut. Life Ins. Co. v. Haslip 案
179，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

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與不法行為人之可責性間必須相稱，若懲罰

性賠償金係一般補償性損害賠償之四倍，已逼近合憲性之界線。

嗣後，在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案180，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即以相較一般補償性損害賠償四千美金，對 BMW 公司施加

兩百萬美金之懲罰性賠償，實屬過分高額(grossly excessive)，違反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規定，故廢棄發回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

作出之原判決。 

另有爭議者係，在違反契約債務不履行之情形得否請求懲罰

性賠償金？傳統法院多採否定見解，蓋懲罰性賠償金之主要目的

並非在補償私人受有之損失，而係在維護公共利益
181，又按美國

契約法整編第 355條
182之規定：「除違反契約之行為亦構成侵權行

為外，不得請求懲罰性賠償。」本條之評論並指出契約損害賠償

之目的係在補償當事人受有之損失，而非處罰，縱在某些特別嚴

重的違約且受害人就其受有之損失難以證明之情形，法院課與被

告懲罰性賠償金，然其目的仍係補償而非處罰。183至於目前法院

承認違反契約同時可能構成侵權行為者，即包括保險惡意爭訟之

                                                        
176 John J. Kircher and Christine M. Wiseman, supra note 169, at§ 3:6. 
177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凡出生或歸化於美國並受其管轄之人，皆為美國及其所居之州之

公民。無論何州，不得制定或執行損害美國公民特權或豁免權之法律；亦不得未經正當法律手

續使任何人喪失其生命、自由或財產;並不得否定管轄區內任何人法律上平等保護之權利。」 
178 U.S. v. Regan, 34 S.Ct. 213,(1914). 
179 Pacific Mut. Life Ins. Co. v. Haslip, 111 S. Ct. 1032,(1991) . 
180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116 S. Ct. 1589,(1996). 
181 如見 Rocanova v. Equitable Life Assur. Soc. of U.S., 634 N.E.2d 940,(N.Y 1994). 
182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355 (1981) 
18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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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美國法院實務上，多數法院將保險惡意行為請求權定性為

侵權行為
184；有些法院則將之視為同時構成侵權及違約185，允許被

保險人選擇侵權為請求權基礎提起訟，並保障其獲得懲罰性賠償

之機會。186 

 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之認定 

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由陪審團定奪，具有彈性而有利於實現

法之公平正義之目的，然這樣的自由是一把雙面刃，亦可能流於

恣意對於不法行為人施以過於嚴厲之制裁。在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案，聯邦最高法院揭示了，為符合正當法律程

序，不得施以過分高額(grossly excessive)之處罰
187；又判定懲罰性

賠償金數額應考量之因素，包括：1、可非難程度(Degree of 

Reprehensibility)
188
：法院指出懲誡性損害賠償必須反映出犯行之可

責性，例如非暴力犯罪之可責性較暴力犯罪低、故意詐欺之於過

失更具可責性。2、比例(Ratio)
189：懲罰性賠償金與補償性損害賠

償之間應為「合理」之比例關係，法院再次重申 TXO Production 

Corp. v. Alliance Resources Corp.Eyeglasses 案
190之見解，指出以一

簡單、確切之數學公式界定比例之合憲性界線是欠妥適的，蓋除

了原告實際受有之損失外，尚需考量其潛在可能遭受之損失，故

受到低額損失補償之原告，相對於受到高額損失補償者，仍可能

獲得更高比例之懲罰性賠償，例如：當被告之行為特別過分

(particularly egregious)卻只造成小額之經濟上損失時；又例如：當

被告受有之人身傷害難以發現或非經濟上之損害其價值難以估量

時。3、懲罰性賠償金與不法行為所負之民、刑事責任間是否相稱

                                                        
184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7:3.例如阿拉巴馬州，見 Dumas v. Southern Guaranty Ins. 

Co., 408 So. 2d 86 (Ala. 1981)；阿肯色州，見 Southern Farm Bureau Cas. Ins. Co. v. Mitchell, 312 

F.2d 485, 496 (8th Cir. 1963)；科羅拉多州，見 Steen v. Aetna Cas. & Sur. Co., 401 P.2d 254 (Colo. 

1965)；德拉威州，見 Stilwell v. Parsons, 1 Storey 342, (Del.1958)，其他尚包括喬治亞州、伊利諾

州、馬里蘭州等州。 
185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7:3.例如加州，見 Comunale v. Traders & General Ins. Co., 

328 P.2d 198, (Cal 1958)；康乃狄克州，見 United Servs. Auto. Ass'n v. Glens Falls Ins. Co., 350 F. 

Supp. 869, (D. Conn. 1972)；內華達州，見 Davis v. State Farm Fire and Cas. Co., 545 F. Supp. 370, 

(D. Nev. 1982)；新澤西州，見 Rova Farms Resort, Inc. v. Investors Ins. Co. of America , 323 A.2d 

495, (N.J 1974)等州。 
186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 §8:11. 
187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116 S. Ct. 1592,(1996). 
188 Id, at 1599. 
189 Id, at 1601. 
190 TXO Production Corp. v. Alliance Resources Corp.Eyeglasses, 113 S.Ct. 2711, 272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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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ons for Comparable Misconduct)
191：懲罰性賠償金是否過分

高額，需參酌司法審判之意見，亦即懲罰性賠金之數額需遵從實

質司法審判就不法行為所做出之制裁。是以，妥適之懲罰性賠償

金數額必當與被告實質上應負之民、刑事責任間有一致性。 

 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在惡意保險領域之適用 

懲罰性賠償是成文法之產物，在保險惡意訴訟中得否請求懲

罰性賠償，須取決於各州懲罰性賠償成文法對於允許請求懲罰性

賠償之不法行為種類之規定。在美國多數法院關於保險惡意爭訟

案件，懲罰性賠償金是被允許的，然而原告仍須證明被告之有必

要受懲罰之惡意方得請求之。在第三保險領域，須證明保險人無

合理原因拒絕和解要約；在第一人保險領域，則須證明無合理原

因遲延或拒絕給付保險理賠，除此之外，原告尚須證明額外的事

實展現其請求懲罰性賠償之權利。
192所謂「額外的事實」即取決

於各州就懲罰性賠償金成立要件之成文規定為何，例如在亞利桑

那州，單純的漠視事實或是未盡調查義務雖可構成惡意侵權，然

其惡性可能未達懲罰性賠償規則所要求之程度193，尚需額外證明

如心理上之「惡意」(malice)等要件。一般而言，按美國模範懲罰

性賠償法(Model Punitive Damages Act)第五條之規定，懲罰性賠償

金之成立須符合：1、被告必須依據州法負有支持請求懲罰性賠償

之損害賠償責任；2、 原告須提出明確之證據，證明被告惡意地

致其損害或有意識地、魯莽地忽視其權益致其受有損害；3、為懲

罰被告之行為，或為嚇阻被告未來為相類似之行為，有必要課與

被告懲罰性賠償金。 

承前所述，各州就懲罰性賠償金成立要件各有不同規範，例

如根據印第安納州法，必須要有明確且具說服力的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顯示，保險人違反契約義務主觀上有「惡意」

(malice)、「欺詐」(fraud)、「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且客觀上

有非基於純粹對法律、事實錯誤認知之「壓迫行為」

(oppressiveness)，被保險人方得請求懲罰性賠償194；在南卡羅來納

州，若被保險人能夠提出明確且具說服力之證據，證明保險人

                                                        
191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116 S. Ct. 1603,(1996). 
192 Stephen S. Ashley , supra note 49,§8:11. 
193 Nardelli v. Metropolitan Group Property and Cas. Ins. Co., 277 P.3d 789,801(2012). 
194 Armstrong Cleaners, Inc. v. Erie Ins. Exchange, 364 F. Supp. 2d 797,81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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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willful)、「肆意」(wanton)或是「魯莽地忽視」(reckless 

disregard)其權益時，其得以根據惡意行為請求權對之請求懲罰性

賠償
195；在亞利桑那州，被保險人必須證明保險人之惡意行為是

奠基於惡意之心理(evil hand was guided by an evil mind)，而惡意心

理之顯露有兩種情形：一為保險人主觀上意圖使被保險人受有損

害；抑或是雖無使被保險人受損害之意圖，然保險人主觀上明知

其行為本質上創造損害他人之顯著風險。故，保險人違反契約義

務行為之動機必須屬「嚴重地」(aggravated)、蓄意地(malicious)、

極不道德( outrageous)、欺詐地( fraudulent)，且其行為必須具有壓

迫性(oppressive)、令人難以忍受(intolerable)，如此一來法院方得

以推斷出保險人之惡意心理(evil mind)，進而准予被保險人請求懲

罰性賠償金。
196
在科羅拉多州，被保險人欲請求懲罰性賠償，須

證明保險人違反保險契約之行為伴隨欺詐(fraud)、惡意(malice)、

故意(willful)或是肆意(wanton)之情形，且其舉證必須達到超越合

理懷疑之程度(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197；在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被保險人則須證明保險人有壓迫(oppression)、詐欺

或惡意之行為，方得對保險人請求懲罰性賠償198，其中所謂惡意

是指行為人意圖(intend)對他人造成傷害，並故意(willful)、蓄意

(conscious)、忽視他人之權利，對他人為卑劣的行為(despicable 

conduct)；壓迫則是指行為人在意識到忽視他人權利將使其遭受殘

忍(cruel)、不公義(unjust)的困境(hardship)，卻仍為此卑劣行為之

情形；欺詐則是指故意對他人為虛偽之陳述(misrepresentation)、

欺騙(deceit)、隱瞞(concealment)，企圖剝奪他人財產、權利或傷

害他人。199在紐約州，欲請求懲罰性賠償其標準相對嚴格，除須

證明保險人之惡意違約達到極嚴重(egregious)、高度的道德淪喪

(high degree of moral turpitude)之程度外；尚須證明該肆無忌憚違

反民事義務之不誠信行為暗示了對刑事犯罪的漠視(such wanton 

                                                        
195 University Medical Associates of Medical University of S.C. v. UnumProvident Corp., 335 F. Supp. 

2d 702, 708-709 (2004). 
196 Nardelli v. Metropolitan Group Property and Cas. Ins. Co., 277 P.3d 789,801(2012). 
197 Goodson v. American Standard Ins. Co. of Wisconsin, 89 P.3d 409,(colo 2004). 
198 Fletcher v. Wester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10 Cal.App.3d 376,(1970). 
199 West's Annotated California Codes§ 3294, at: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L&pubNum=1000200&cite=CACIS32
94&originatingDoc=I36df190afadc11d983e7e9deff98dc6f&refType=LQ&originationContext=docume

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Default) (last visited：2016/12/28)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L&pubNum=1000200&cite=CACIS3294&originatingDoc=I36df190afadc11d983e7e9deff98dc6f&refType=LQ&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Default)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L&pubNum=1000200&cite=CACIS3294&originatingDoc=I36df190afadc11d983e7e9deff98dc6f&refType=LQ&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Default)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L&pubNum=1000200&cite=CACIS3294&originatingDoc=I36df190afadc11d983e7e9deff98dc6f&refType=LQ&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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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honesty as to imply a criminal indifference to civil obligations)；最

後，甚須證明其不誠信之行為是一種對一般公眾反覆實施之典型

(such conduct was part of a pattern of similar conduct directed at the 

public generally)。 

第六節 小結 

美國法傳統對於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爭議，定性為契約義務之違

反，依 Hadley 案以來建立之可預見性原則，認定損害賠償之範圍，不誠信保險

人在此判例規則下，拒絕誠信履行契約義務時，往往僅需承擔期待利益之風

險，為更完整保障被保險人之權益，美國法上發展出惡意行為請求權，此一請

求權自第三人保險領域發展至第一人保險領域，在今日為多數州所承認，並定

性為違反契約默示之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之新型態侵權行為請求權，甚至

有些州以州法明文規範保險人責任。在系爭請求權之發展下，被保險人實際受

有之其他損害，例如延遲治療而喪失之工作收入、超過保險金額之判決不利益

等其他經濟上之損害或非財產上之精神上損害賠償，均不再受限於可預見性原

則之操作，不誠信保險人不得以超乎其締約時之想像為由主張免責；此外，鑒

於保險人惡意之辨識與懲罰性賠償之主觀構成要件有一定程度之謀合200，系爭

新型態侵權行為之發展下，保險人亦須承受懲罰性賠償金之風險，有效地制約

了相對偏好風險之保險人不誠信之心理。 

自法經濟學之角度觀察，有論者亦證實，若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責任不超出

契約約定之給付，保險人將有經濟上之誘因不誠信履約：首先，在第一人保險

領域，被保險人與保險人對於終局判決可得利益，即契約約定之保險給付之

「現值」(present value)會有不同的評價，蓋被保險人因受有實際的損失而立於

緊迫的經濟困境，心理上對於資金有急迫之需求，會導致其相對於保險人主觀

上具有較高的折現率。為儘速獲得理賠，被保險人願意以遠低於未來訴訟判決

利益依市場利率折現之價值與保險人先行和解，保險人利用被保險人系爭心

理，僅需對比諸於契約約定之理賠金額更有利之和解金額負責，由是可見不誠

信履行契約義務之保險人是有利可圖的201；至於在第三人保險領域，保險人拒

絕接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之和解要約，會使被保險人在與第三人之責任關係訴

                                                        
200按美國侵權行為法重述第 908條第一款規定：「懲罰性賠償金是為懲罰被告無理之行為

(outrageous conduct)，並嚇阻被告與他人未來再為類似之行為，而於填補性損害賠償或象徵性

損害賠償外額外課予者。」 
201 Alan O. Sykes, "Bad Faith" Breach of Contract by First-Party Insurers,25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413-1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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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中，承受受有超出保險金額之更不利判決之風險。202蓋保險人恃其責任上

限，比諸接受和解要約，進入訴訟程序有機會獲得更有利之地位，反之，比諸

進入結果不確定之訴訟程序，被保險人能在任何保險金額範圍內之數額達成和

解，不僅無須面對冗長之訴訟程序，亦可免於承受超出保險金額之更不利判決

之風險。是以，第三人保險中，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因為有此利益衝突之特

質，若保險人僅需就契約約定之責任上限負責，其確有經濟上之誘因拒絕接受

合理之和解要約。是以，無論在第一人保險或第三人保險之領域，保險惡意請

求權之功能，自「事前」(ex-ante)著眼，在系爭請求權之發展下，違約保險人

潛在之責任更完整，可以達到理想的威攝作用：在第三人保險領域，在保險人

亦可能須就超出保險金額之判決不利益負責之情形下，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就

責任關係訴訟會趨於利益一致，緩和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s)之問題；此

外，保險人不充分履約(underenforcement)之情形，亦可以獲得矯正。自經濟學

上邊際(Margin)之觀點歸納，課予保險人超出契約責任之額外責任越高，其履約

程度即越高；反之亦然。203總而言之，保險人惡意侵權責任，有別於傳統「補

償」之觀點，以事前威攝之觀點思考民事責任之方式，有助於履約效率。自

「事後」觀點著眼，保險惡意請求權之功能在於矯正保險人不誠信履約對於被

保險人造成之損害，並可以達到警示其他保險人於未來為相似行為之附加效果
204；然而，惡意行為請求權之影響並不全然正面，例如在第一人保險領域，此

一新型態請求權之誕生，使得對拒絕理賠之保險人提起訴訟之保單持有人增

加，蓋在此請求權下保險人之曝險相當大，即其潛在之責任不再侷限於契約範

圍，訴訟價值遂因此提升，又因為保險人違約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有不確定

性，保險人遂產生風險趨避之心態，而可能不合比例地(disproportionately)提高

對保單持有人提出和解金額之接受程度
205。 

綜上所述，在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情形，美國法上保險人惡意侵

權責任之發展，課予不誠信保險人超出期待利益之損害賠償責任，有其正面功

能與必要性，實有為我國引為參考之價值；然而尚需考量，我國法在加諸不誠

信保險人履行利益外損害賠償責任後，可能連帶發生之負面成本，不宜過度向

被保險人傾斜，課予保險人過於嚴格之責任。是以，未來在修法方向上，如欲

明文對不誠信保險人究責，在構成要件上不得過分寬鬆，否則，保險人履約無

效率之情形可能會以「錯誤的理賠」等其他形式再現，蓋保險人可能基於對訴

                                                        
202 Kenneth S. Abraham, Natural History of the Insurer's Liability for Bad Faith, 72 Tex. L. Rev. 

1295,1309(1994) 
203 Id, at 1309-11. 
204 Id, at 1311. 
205 Id, at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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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趨避之心理，未充分調查事實而錯誤地給付保險金，則系爭成本仍會轉嫁到

保費上，由其他危險團體成員共同承擔，長遠看來將有傾蝕保險制度健康運作

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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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我國法對不誠信保險人之司法監理 

民國(下同)九十年七月三十日之桃芝颱風帶來大量雨水造成野溪改道匯

流，以致洪水挾帶土石衝毀溪頭米堤大飯店，被保險人於事發翌日即通知保險

人第○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蘇○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出險，欲依其間

締結之商業火災保險附加颱風及洪水保險契約請求理賠，惟保險人以「颱風附

加洪水保險條款」規定「任何原因引起之地層陷落、山崩或地層變動所致之損

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強硬將土石流劃分為有分先後之「土石」與「泥

水」，前者方為造成山崩之主力近因，故事故之發生應不在承保範圍，拒不理

賠。本件進入冗長之訴訟程序，被保險人於九十六年間始獲得勝訴判決，得依

契約請求保險標的物之損失加計年息一分之遲延利息，惟業主早因纏訟多年不

堪虧損而轉讓經營權，令人不勝唏噓，究竟遲來的正義是否還能稱之為正義？

本案實發人省思，保險公司雖為營利事業，然按保險契約之本質，其揹負之社

會責任不容忽視，則在保險人不誠信拒絕理賠時，我國司法實務究能給予被保

險人怎樣的保障？系爭保障是否足以填補被保險因保險人不誠信所受有之損

失，並能達到司法監理矯正之效，乃本章欲討論之重點。 

第一節 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義務 

目前我國司法實務界對於保險人惡意拒絕履約未如美國法院發展出獨特的

侵權行為請求權基礎，被保險人面對保險人無正當原因拒絕履行契約義務之情

形，包括拒絕給付保險金、未盡調查義務或適當同意和解義務者，就其所受有

之損害，得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尋求救濟，請求損害賠償。我國通說認

為債務不履行之態樣有三類：給付不能、不完全給付及給付遲延206，而須注意

者係，保險人依約於承保事故發生時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乃金錢給付義務，應

無給付不能之情形。至於損害賠償之範圍，原則上被保險人得請求履行利益之

損害賠償，其補償範圍即相當於使債權人回復到若債之關係有完全履行的之地

位，依民法第 216條規定包括「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此外，理論上，依

民法第 227條第 2項之規定，因保險人不完全給付而致被保險人給付標的以外

之其他財產法益受侵害時，被保險人應得請求固有利益之損害賠償207；最後，

若因保險人違約之不誠信行為，導致被保險人之人格權受有侵害時，被保險人

應得依我國民法第 227條之 1規定請求精神上之損害賠償。下文將探討被保險

                                                        
206 林誠二，民法債編總論(下)，瑞興，2001年 3月，頁 52。 
207 詹森林，台灣民法債務不履行體系之發展─外國法之繼受、本國理論與實務之演變，月旦法

學雜誌，第 241期，2015年 6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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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保險人不誠信之債務不履行行為而受有損失時，其論理上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基礎，並就司法實務現況為觀察。 

第一項 遲延給付之損害賠償 

 保險法第 34條第 2項 

保險人在承保事故發生時，拒絕賠付保險金補償被保險人

者，其所違反者係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給付保險金義務，其遲延給

付之標的─保險金，乃金錢之債。金錢債務之遲延給付，依民法

第 233條第 1項之規定，債務人除得請求履行該金錢債務之外，

並得請求以法定利率百分之五208計算之遲延利息。然而，為督促

保險人即早給付保險金，保障被保險人之利益，避免保險人藉故

推諉、拖延給付，侵蝕保險契約提供心靈平靜進而穩健社會安定

性之功能，我國保險法第 34條第 2項209規定，在保險人因「可歸

責」自己事由致遲延給付實，提高了遲延利息之法定利率為一

分，加重保險人之責任，係民法第 233條第 1 項之特別規定，應

優先適用之。故在保險人違反給付保險金義務且可歸責之情形，

保險人除應依照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為給付，使契約回復到

若適當履行之情況之外，並應賠償以法定利率一分計算之遲延損

害賠償。 

我國司法實務對此一請求權之適用亦多有贊同，然而須注意

者係條文中所謂保險人之「可歸責性」應如何界定。臺灣高等法

院 103 年保險上字第 3 號民事判決中，法院指出，若堪認被保

險人就索賠之相關文件已無欠缺，保險人在被保險人提出「完整

索賠文件」之日後 15日未為保險給付者，依保險法第 34條第 2

項之規定即屬可歸責於保險人之事由。
210須注意者係，所謂完整

之索賠文件，係指該文件已足以證明確有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事

故所致損害範圍、被保險人已賠償第三人因其應負責任事故所生

之損害等事項，否則保險人縱未給付賠償金額，亦無保險法第三

十四條規定之適用。211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保險上易字第 8 號

                                                        
208 民法第 203條：「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

之五。」 
209 保險法第 34條第 2項：：「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

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210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保險上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211 參照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保險簡上字第二號判決：「上訴人縱依保險契約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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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決中，上訴人因遭公車擦撞致殘廢，遂依其與被上訴人間

之個人意外綜合保險契約申請理賠，被上訴人核定系爭事故為

「一般意外事故」，並出具賠款同意書以上訴人拋棄其他賠償請求

為條件，同意理賠新台幣(下同) 107萬 4000 元；惟上訴人認為

系爭事故符合附加保險條款之「特定意外事故」，應得另請求加給

保險金 300萬元，為釐清此部分爭議，遂對被上訴人提起新北地

院 100年度保險更一字第 1號訴訟，並在該案中獲勝訴判決。嗣

後，上訴人欲請領請領關於「一般意外保險」理賠部分，被上訴

人為時效抗辯拒為理賠，遂生本件爭訟。判決指出，「被上訴人於

消滅時效完成前，出具賠款同意書行為，衡諸經驗常情，確實有

使上訴人信賴被上訴人同意賠償一般意外保險部分之理賠金…… 

上訴人因而未及時行使此部分權利中斷時效，俟兩造間就系爭保

險契約關於附加保險爭議部分之訴訟確定、時效完成後，上訴人

為本件一般意外保險理賠金之請求……被上訴人以賠款同意書不

生效力，援引時效抗辯，與其前出具賠款同意書所為同意理賠行

為有所矛盾，並將致兩造權利義務狀態顯然失衡，可認被上訴人

行使時效抗辯權利有違誠實信用原則，核屬權利之不法行使，應

予禁止其行使。」本件法院即以保險人行使時效抗辯與出具理賠

同意書之前行為矛盾為由，認其權利之行使，將致權義狀態顯然

失衡之，違反誠信原則，其遲延應可歸責，是保險人應給付一般

意外保險理賠金並依保險法第 34條第 2項之規定加計利息。蓋就

「一般意外保險理賠金」之數額已無疑義，又保險人提出之時效

抗辯並非真實之爭議，經法院認定違反誠信行為，則保險人之遲

延理賠自屬可歸責之情形。212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保險上易字

第 7號判決中，上訴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7條之規定，主

張被害人呂○泰因車禍事故誘發多重障礙中度，請求被上訴人依

照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所定第 7 級給付標準為保險

金給付，並加計年息一分之利息；惟本件法院指出，保險人發函

拒絕理賠之理由係以車禍事故與被害人之精神疾病間因果關係未

明，查被害人車禍前之病歷資料確有疑似精神分裂狀之異常行

                                                        
理賠所須文件，唯如該文件尚不足證明確有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事故所致損害範圍、被保險人

已賠償第三人因其應負責任事故所生之損害等事項，則保險人（即被上訴人）縱未給付賠償金

額，亦無保險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之適用，自不待言。」 
212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保險上易字第 8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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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故其精神疾病是否為系爭事故所誘發者、程度為何暨保險人

有無給付義務，均有釐清因果關係之必要，保險人拒絕理賠實難

謂係「惡意遲延給付」，故上訴人僅得依民法第 203條之規定，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213另見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二年

度保險簡上字第二號判決中，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締有雇主意外

責任保險契約，在保險期間，上訴人之員工於下班途中因發生車

禍事故死亡，上訴人檢具與被害受雇員工家屬間之和解契約、收

據等理賠相關證明文件，向被上訴之保險人申請理賠遭拒，經前

審法院判決勝訴，已獲債權本金暨遲延利息；惟前審就遲延利息

之計算係以百分之五之法定利率計算，而非按保險法第 34條第 2

項規定之「一分」計算，上訴人就此部分不服遂提起上訴。本件

法院指出，被上訴人對於受益人即被害受雇員工之家屬否認曾收

受上訴人之賠償計有知悉，則「被上訴人為釐清己身給付範圍及

對象，併為保護受害第三人得以獲得補償，暫未給付賠償金額自

難謂有可歸責情事。」
214 

綜上判決之見解，我國法實務上就保險法第 34條第 2項之發

動，即保險人遲延理賠「可歸責性」之認定，須以被保險人確已

依前項提出足以證明保險事故發生、損害範圍之索賠文件，在第

三人保險領域，並應提出已對被害第三人賠償之證明；再者，若

保險人拒絕理賠並非毫無根據，蓋其就事故之發生、損害之範

圍、其間之因果關係以及是否觸發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義務，又

責任範圍為何，確有釐清必要時，則難謂保險人構成「可歸責」

之要件，此際，被保險人僅得回歸適用民法第 233條第 1項之規

定，依同法第 203條規定之法定利率百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此

外，縱使保險人拒絕理賠之根據經法院判決訴訟確無理由，保險

人仍未必構成「可歸責」之要件215。本文以為在此操作下，本條

規定欲達到保護被保險人利益、避免保險人藉故推諉或遲延之功

能目的，似乎難以落實，蓋為督促保險人盡其調查義務，防免保

險人以僥倖心理，以非真實、明知無理由之爭議，遁入訴訟拖延

理賠，並有防免浪費訴訟資源之附加利益，就保險法第 34條第 2

                                                        
213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7號判決。 
214 參照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保險簡上字第二號判決。 
215 參照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7號判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保險

簡上字第二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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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中「可歸責」要件之操作，應酌量訴訟結果究竟保險人拒絕理

賠之根據有無理由，判定保險人遲延理賠之可歸責性。蓋保險人

應就其拒絕理賠決之定自負風險，況保險公司雖為營利事業，鑒

於保險契約之特性，此一產業也肩負著維持社會秩序安定之功

能，故課予保險人相對一般民事紛爭更加嚴格之積極調查責任、

適時理賠義務尚屬合理，是以本文認為若保險人據以拒賠之理由

最後依法院判決乃無理由者，則保險人之遲延理賠即應構成保險

法第 34條第 2項「可歸責」之情形。 

 民法第 233條第 3項 

按民法第 233條第 3項216之規定，遲延之債以支付金錢為標

的者，若債權人得證明受有其他損害者，亦非不得請求遲延利息

以外之損害賠償。例如債權人若因債務人積欠債款，致其有貸款

必要而受有貸款利息支出之損害者，對債務人請求系爭損害應非

法所不許。217又或者，債權人有定期儲蓄存款生息之習慣，因債

務人未依約清償債款使之受有利息之所失利益者。
218然而，我國

實務上之保險爭議案件中，少見有依據系爭請求權基礎提起損害

賠償者。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保險上易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中，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以其帶病投保219為由，要求被上訴人提出

診斷證明、病歷摘要、未帶病投保等非請求給付保險金之必要文

件，使其為此多處奔走身心俱疲，痼疾亦更加嚴重，甚至引發電

解質及體液疾患等疾病，遂依民法第 233條第 3項之規定請求因

遲延給付所生之財產及健康權損害。220本件法院就系爭請求權與

前審判決結果並無二致，爰未論述之，查前審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9 年保險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法院指出，被告拒絕理賠住院保

險金之理由係因原告被保險人病歷資料上之記載，客觀上確實足

以使人認為其於投保前已患有相關之病徵，致有「帶病投保」之

疑義有待釐清，故被告未依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即難認有可歸

責性，故原告之請求應屬無理由。221然而，有疑義者係，系爭法

                                                        
216民法第 233條第三項：「前二項情形，債權人證明有其他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217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上字第 362 號民事判決。 
218
 參照最高法院 90 年台上字第 1024 號民事判決。 

219 保險法第 127條：「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或妊娠情況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

病或分娩，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 
220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保險上易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 
221 參照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9 年保險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須注意者係，被保險人至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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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認被告就原告「帶病投保」及「住院天數」之抗辯均無理由，

故就住院保險金之部分，按當事人間之保險契約條款：「要保人、

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後 10日內

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

險金。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 15日內給付之。逾期本公司應

按年利 1分加計利息給付。但逾期事由可歸責於要保人、被保險

人或受益人者，本公司得不負擔利息」判決被告依周年利率一分

計算利息，是以，法院應認為就住院保險金之逾期理賠「可歸

責」於原告，系爭見解於上訴法院亦維持之，則法院就遲延利息

之部分既判定保險人之遲延理賠具可歸責性，在判定因遲延所生

之其他損害時，卻以保險人之遲延係基於客觀上足認有待釐清之

爭議，而主張保險人不具可歸責性，似有前後矛盾之虞。本文認

為，法院以「欠缺可歸責性」阻卻原告請求遲延利息以外之其他

損害應屬可議，蓋依其見解被告之遲延理賠具有可歸責性，是

以，原告若能證明其所受有之其他損害與原告之遲延理賠間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
222，則就此部分之損害應非不得向原告請求賠償。 

第二項 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 

保險人之理賠義務，除了給付保險金以外，尚包括調查評估義務，

在第三人保險領域，司法實務依保險法第 93 條
223之規定，承認保險人

有「和解參與權」
224
，又依該條但書之規定，學者及少數實務見解尚肯

                                                        
方追加民法第 233條第 3項，在本審級，其係主張民法第 227條第 2項固有利益之損害賠償，

法院指出被告係屬給付遲延之情形，故原告主張之請求權基礎應屬有疑，再者，其間之權利義

務關係確有帶病投保之爭議，是以在系爭疑義釐清之前，被告未為給付即難認係故意或過失不

履行債務，致原告須額外支出費用或就醫而有不完全給付，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 227條第 2

項，請求被告賠償，顯屬無由。 
222
 「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成立要件（最高法院 48年臺上字第 481號判例意旨參照）。此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以行為人

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依經驗法則，可認通常均可能發生同樣損害之結果而言；如有

此同一條件存在，通常不必皆發生此損害之結果，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即無相當因果關

係。」節錄自臺灣高等法院 100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7號民事判決。 
223 保險法第 93條：「保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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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其參與者，不受拘束。但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保險人參與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藉故遲延

者，不在此限。」 
224 「參諸保險法第 93條但書之規定，保險人於經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參與，而無正當理由

拒絕或藉故遲延之情形下，即不得主張不受和解拘束，可知和解對保險人發生拘束力之基礎，

在於已保障保險人對於和解之參與機會，而不在於其對和解內容之同意（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

字第 2820號判決意旨參照）。顯見保險法第 93條規定，僅在於規範保險人之參與權，但並未賦

與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與第三人就賠償義務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有同意權。」節錄自臺灣

高等法院 102 年保險上字第 36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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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保險人有「適當同意和解義務」225，則當保險人未履行前二契約義務

時，將可能構成不完全給付，此際，若被保險人因此而受有損害時，理

論上，應得依民法第 227條第 2項之規定
226，對保險人請求固有利益之

損害賠償。然而，我國司法實務上，就保險爭議事件，少見有法院承認

被保險人得據系爭請求權請求損害賠償者，以下就一標竿案例觀察分

析。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7年保險上易字第 5 號民事判決 

在本件民事判決中，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在其與被害第三人

間之損害賠償民事訴訟中
227(下稱前案訴訟)，無正當理由拒絕同

意被害第三人提出之和解要約，致訴訟延滯，而使之依民法第

233條第 1項，應對被害第三人負責之損害賠償之法定遲延利息

增加，應由可歸責之上訴人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負損害賠償之

責任。 

本件法院首先釐清：「上訴人拒絕同意和解條件，有無可歸責

事由？」，認為被害第三人提出之和解要約並未超出上訴人與被上

訴人間責任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又衡酌前案訴訟可見：

一審法院單就被上訴人賠償數額之認定，不加計遲延利息，即遠

高於和解要約之數額；至於二審法院判決之賠償數額加計遲延利

息至洽談和解之日止，亦相當接近和解要約之數額，則「就一具

有相當智識及辦理保險實務經驗之人言，當可明確得知上開和解

條件對於負擔本件保險金給付之上訴人並無不利，對於投保之被

上訴人更屬有利。反面言之，以上訴人之專業知識及承辦保險實

務之豐富經驗，亦可預見如未成立和解，苟訴訟延滯，縱然賠償

金額之本金不變，經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結果，被上訴人應賠償之

金額，將遠遠超過上開和解條件所示之金額。」是故，堪認上訴

人拒絕同意被上訴人與被害第三人達成和解者，應無正當理由，

保險人具可歸責性。本件法院更進一步暗示：「保險人有適當同意

和解義務」，指出按保險法第 93條但書之反面解釋，上訴人無正

                                                        
225司法實務上亦可見同意之見解，如臺灣最高法院 95年台上字第 2820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 102年保險上字第 36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保險上易字第 9號民事判決。本

文亦從此見解，詳如第參章所述。 
226 民法第 227條第 2項：「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 
227 前案訴訟歷審參照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92 年訴字第 156 號民事判決、臺灣台南高分院以九

十二年度上字第一九七號判決、臺灣最高法院以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二號判決、臺灣台南

高分院於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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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由拒絕同意而不願受和解拘束時，堪認其未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難認其依保險契約之債務本旨為履行，具備可歸責

性。換言之，本件法院承認適當同意和解係保險人在第三人保險

契約中應負之契約義務，若違反之，造成被保險人受有損害時，

保險人應負保險契約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本件法院肯認被上訴人得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

向無正當理由拒絕同意和解之上訴人，請求以訴訟延滯而增加支

出之法定遲延利息之損害賠償。查本件爭議之標的「訴訟延滯而

增加支出之法定遲延利息」，係屬因損害事件發生─保險人未盡其

適當和解義務致訴訟延滯所造成者，既非約定之給付未獲實現所

造成之履行利益，亦非依約定所投入之締約、履約費用之信賴利

益，在定性上應屬於「固有利益」，是以本件法院雖未指明請求權

基礎，然探究其真意應係肯認被保險人因保險人不誠信履約而受

有加害給付時，應得依民法第 227條第 2項向保險人請求固有利

益之損害賠償。 

 實務見解之觀察與評析 

本文以為，本件法院之見解，保障因保險人無正當原因拒絕

同意和解而受有損害之被保險人得以獲得履行利益以外之賠償，

就被保險人實際受有之損害給予更完整保障，實值贊同；惟被保

險人對被害第三人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就「本金」之部分，法

院判決超出保險金額之「差額」，在我國司法實務上尚未見有肯認

可歸責之保險人應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對被保險人為損害賠償

者，應屬遺憾。蓋保險人有約定保險金額之責任上限，故其可能

存有僥倖之心態，期待被保險人在責任關係中獲得勝訴判決，況

除上訴第三審有強制律師代理之規定外，就其他審級之律師費用

甚難謂為保險法第 91條228規定之訴訟上必要之費用，而有負擔之

必要，故較諸被保險人，保險人就責任關係進入訴訟更無不利益

之風險。是以，在承認保險人具有適當和解義務之脈絡下，若保

險人恃其相對優勢之地位，為自己之利益，執被保險人受更不利

判決之潛在風險作為賭注，經通知參與和解，而無正當理由拒絕

或藉故遲延同意和解時，應使其對系爭決定負責，即違反適當和

                                                        
228 保險法第 91條第 1項：「被保險人因受第三人之請求而為抗辯，所支出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

必要費用，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保險人負擔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2 
 

解義務之保險人不應反立於一個相較於承擔前揭義務更佳之地

位。是以，司法實務之操作上應放寬就固有利益損害範圍之認

定，在保險人無正當原因拒絕、藉故遲延同意和解，且具可歸責

性之情形，應使之就法院判決超出保險金額之部分，依民法第

227條第 2項之規定，對被保險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至於「無正當原因」之標準為何？即保險人之可歸責性應如

何界定？本文參酌法條之規定及司法實務之見解整理出以下標

準：1、保險人經通知並參與和解過程未以明確為反對意思者229：

保險人挾其專業智識性及豐富之理賠經驗，若認為就其責任之存

否、範圍尚存有爭議，尚須輔以如鑑定報告之專業意見以釐清責

任者，當於和解過程中明確表達其反對和解之意見與依據，以保

障被險人之信賴，並促進紛爭解決之經濟性。2、保險契約責任之

發生與否未存在真正爭議者230：在此類保險爭議案件中，「被保險

人與被害第三人間之責任關係，是否屬責任保險契約承保之範

圍？」就此一先決問題，保險人往往亦提出抗辯。換言之，保險

人可能以被保險人與被害第三人間發生之事故非責任保險契約承

保之範圍為由，拒絕、遲延參與抑或是同意和解。此際，保險人

之抗辯可否該當「正當理由」，本文以為應衡酌判決結果綜合判

斷，若其根據無理由，則其拒絕或遲延之決定或可認為有加重其

違反契約義務之程度。蓋保險人所代表者係分工精細之組織，無

論就專業之智識抑或是實務之經驗均立於一個較諸保險消費者優

勢之地位，故其自應以審慎、誠懇之態度面對契約義務，而非恃

其智識、經驗凌駕於被保險人之優勢強詞奪理、濫用訴訟。是

以，保險人應善盡其調查評估之義務，若其拒絕履行契約義務之

根據經法院認定為無理由時，應就其錯誤之決定負責。3、保險人

可預見和解不成立將不利被保險人231：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

約，蘊涵誠信善意及公平交易意旨，保險人於保險交易中不得獲

                                                        
229 肯定實務見解參照臺灣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2820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保

險上更(一)字第 1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保險字第 48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 103 年保險字第 9 號民事判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1 年保險字第 7 號民

事判決。 
230 肯定實務見解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保險上易字第 9 號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0 年保險字第 35 號民事判決。 
231 肯定實務見解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97 年保險上易字第 5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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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公平利益，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應受保護232，查責

任保險旨在分散被保人因事故發生對被害第三人「責任」風險，

被保險人可合理期待在承保範圍內之事故發生時，系爭保險能發

揮定紛止爭之功能，保險人將誠實履行契約義務為被保險人承擔

風險，使其在意外事故發生時不致孤立無援，故當熟習法規、經

驗豐富之保險人，可預見和解不成立將不利被保險人，卻仍為自

己利益，阻礙合理之和解成立時，難謂其有依誠信原則履行契約

義務。至於判斷保險人是否「可預見」，本文以為應課以保險人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按照通常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

所用之注意，保險人可否預見被保險人之不利益。4、和解條件具

合理性：和解條件是否具有合理性，本文以為並不以和解金額在

保險金範圍內為限，蓋縱使和解金額超出保險金額，被保險人亦

有就超出保險金額部分自付差額，以避免更不利益判決之權利，

是以，本文以為或可參酌美國法上「忽略限額標準」，即「酌量若

其保單無責任上限，一般保險人會否接受系爭和解條件？」若為

是，則保險人拒絕或遲延參與抑或是同意和解，應難謂有正當理

由。 

第三項 精神損害賠償 

按民法第 227條之 1233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之債務不履行，致

其人格權受侵害時，得準用民法第 192條至第 195條及第 197條之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其中，第 192條234、第 193 條235係財產上損害賠

償，非本項欲討論之重點；至於第 194條236及第 195條第 3項237則雖係

對身分權侵害之精神上損害賠償，惟殊難想像在保險人債務不履行之保

險爭議案件中，存在被保險人之身分權受侵害之情形，故下文僅就被保

                                                        
232 參照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1721 號民事判決。 
233 民法第 227條之 1：「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一百九十二

條至第一百九十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七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234
 民法第 192條：「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

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損害賠償適用之。」 
235 民法第 193條：「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

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定為支付

定期金。但須命加害人提出擔保。」 
236 民法第 194條：「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237 民法第 195條第 3項：「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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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因保險人債務不履行致其人格權受有侵害，而按民法第 227之 1條

準用民法第 195條，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之部分做討論。例如在醫療保

險契約中，保險人拒絕理賠保險金，將使被保險人不僅因弱勢之經濟能

力無從儘速治療，進而使其病情加劇，在長期之訟爭過程精神上亦倍受

煎熬，可謂其身體權、健康權均受有侵害，此際使其向保險人請求精神

慰撫金。 

觀察我國司法實務，卻少見有在保險爭議案件中，依債務不履行之

規定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者，查高等法院僅有三則判決238，且未見有肯

認被保險人得對保險人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者。高等法院三件判決中，

法院均以保險人不具可歸責性及欠缺相當因果關係為由，拒絕肯認被保

險人精神慰撫金之請求。在可歸責性之部分：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保

險上易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保險上易字第 3 號

民事判決中，法院指出，保險人之拒絕給付係依據被保險人錯誤陳述所

做成之病歷資料，依系爭資料客觀上足使保險人疑慮被保險人有帶病投

保之可能而有釐清必要，故被保險人之損害不可歸責於保險人；臺灣高

等法院 104 年保險上易字第 3 號民事判決中，法院則認為保險人於訴

訟中所為之攻擊、防禦等抗辯，係屬其訴訟上之權利，並無任何義務之

違反，自非債務不履行。然而，可議者係，在前揭三則判決中，法院均

首肯保險人有理賠住院保險金之義務，並以年利率一分加計法定遲延利

息，究其真意應係肯認保險人就其遲延給付有「可歸責性」
239，遂依保

險法第 34條第 2項之規定或契約條款之約定計算遲延利息，則保險人

應構成債務不履行之責任，何故依民法第 227 條之 1認定損害賠償責任

時，改稱保險人不具可歸責性不成立債務不履行之責任？由是可見法院

就精神上損害賠償之請求之肯認，仍趨退縮、保守。至於就相當因果關

                                                        
238
 參見參見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保險上易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保險上

易字第 3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保險上易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239 「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

分」，上訴人就住院醫療保險金部分拒絕給付，並無理由，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

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10計算之利息。」節錄自臺灣高等

法院 104 年保險上易字第 3 號民事判決；「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節

錄自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保險上易字第 3 號民事判決；「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前……即以存證

信函向上訴人表示於……出院當日即向上訴人申請住院醫療給付，經申請後 45天上訴人……拒

絕給付保險金等語，嗣兩造……至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申訴調處委員會調處，上訴人亦

未為申請理賠文件不全之主張，……，足見被上訴人……已備齊所需文件向上訴人申請給付保

險金，遭上訴人以前開事由拒絕理賠，而該日距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已逾 15日，被

上訴人請求……給付按前開保險金額週年利率百分之 10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節自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保險上易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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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部分：此三件法院判決，均認為依通常情形，客觀審察被保險人不

獲理賠此環境、條件，不必然會產生痼疾加重或產生新疾病之結果，被

保險人既不能舉證證明保險人債務不履行之行為與其健康權受侵害間，

具有條件─結果之相當性，則其身體健康受有損害只堪謂為偶然之事實

而已
240，其請求經上慰撫金自難謂有理由。由是可見，在實務上，被保

險人就其損害與保險人債務不履行之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仍難以積

極舉證證明之。如前揭醫療保險之案例中，縱使客觀上有診斷足資證明

被保險人因情緒、壓力而患有精神性疾病，然壓力源為何確非醫師所得

認定者，故被保險人所得能提交之診斷報告在訴訟上實難取信於法院。 

綜上，在司法實務上，在保險爭議案件中，被保險人欲依債務不履

行之規定，向保險人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保險人之債務不履行必須具

「可歸責性」，且被保險人必須積極證明保險人之債務不履行致其受有

精神上之損害又其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然而，觀察前揭判決可見，法

院見解仍趨保守，以避免被保險人虛偽訟爭而受有不當得利。換言之，

在這樣的司法實務背景下，富有豐富理賠經驗之保險人，拒絕履行契約

義務時，無論是拒絕給付保險金抑或是拒絕同意和解等情形，在其決定

以不誠信之態度面對契約義務時，對被保險人賠償「精神上損害」之

「風險」，並非其需擔憂、考量之部分。然而，本文認為，在承保事故

發生時被保險人往往立於心靈上最脆弱之地位，其所面對者可能是財產

上的損失、至親的離世、身體的殘疾、訴訟的威脅，此際又因保險人之

債務不履行衍生出一長串擾人、冗長之訴訟程序，無異是就被保險人內

外交迫之情況雪上加霜，完全悖於其締結保險契約之初衷，故其若僅能

對保險人請求履行利益，就其保障難謂完足，法院之見解應有修正之必

要。 

查被保險人無論依據侵權行為抑或是債務不履行請求精神上損害賠

償時，就其損害與保險人之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均有難以舉證證

明之困境。本文認為，法院應可採更開放之見解，蓋被保險人購買保險

契約之目的係在尋求「心靈上的平靜」，故為維護此契約附加之社會公

益性，保險人履約時更應審慎、誠實，若其能預見債務不履行之不誠信

                                                        
240參照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5 年上易字第 189 號民事判決：「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

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

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

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

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

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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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為其帶來精神損害賠償之不利益，將有助於督促、警剔其誠信地履行

契約義務，故法院在判斷因果關係之存否時，不宜僵硬地以債務不履行

通常不會引發病症，應屬偶然等語，拒絕承認被保險人之請求，本文建

議法院可綜合斟酌以下元素，更具體地判斷相當因果關係之存否：1、

被保險人之資力：參酌英美法上 Crisci 一案241，本件被保險人違反誠實

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拒絕接受合理之和解要約，致被保險人承受超出

保險金額之不利益判決。本件法院指出，「被保險人為一七十歲的移民

寡婦，因為承受不利益判決而變得貧窮(indigent)，她仍須做保姆的工

作，並仰賴她的孫子為其支付租金，伴隨著財務狀況的變化而她的身體

健康衰退，並有歇斯底里(hysteria)、嘗試自殺(suicide attempts)等情

形。」顯然參酌被保險人資力對其心理之影響，並終局判決保險人賠償

被保險人精神損害賠償金。故本文以為，我國法院或可斟酌被保險人是

否因為保險人之債務不履行，陷入不能維持人性尊嚴之經濟上之困境，

蓋日常生活起居無一不需金錢支出，伴隨經濟困頓而來之精神壓力不難

想像。例如醫療保險金之拒付是否對被保險人造成被保險人後續治療之

延宕、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是否因遠較諸和解條件更不利之訴訟判決受

有大量經濟損失、營業中斷保險之被保險人是否因資金周轉不靈受有貸

款支出或是經營不善之後果等等。2、被保險人之身體健康狀況：法院

應體諒被保險人面對保險爭議時，往往適逢變故，縱保險人並非事故之

直接加害人，然而其債務不履行之不誠信行為，無異於落井下石，在眾

多壓力源中難謂對被保險人身心之痛苦沒有相當之影響力。3、保險人

之可歸責程度：考量保險契約乃有償之雙務契約，且保險人無論是在智

識、經驗或資力均有凌駕被保險人之優勢，故在保險人債務不履行致被

保險人之人格權受侵害之情形，就保險人可歸責性之標準宜採「抽象輕

過失」，方能督促保險人謹慎履行契約義務並平衡雙方地位之不對等。

本文參酌英美法上判例，以為法院應可考量在被保險人提出履約請求

後，保險人理賠之過程中，有無不道德的行為(outrageous conduct)。242

例如以凌駕他人之姿，壓迫被保險人之情，蓋相對被保險人保險人更能

承擔訴訟之風險與成本，故保險人若有趁被保險人急迫之際，對被保險

人表示附條件履約，如：要求被保險人簽立「放棄契約上其他權利」之

切結書；要求被保險人自行負擔部份和解金額等情，均可能使心理上趨

                                                        
241 Crisci v. Security Insurance Co., 66 Cal.2d 425 ,426 P.2d 173,(1967). 
242 Fletcher v. Wester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10 Cal.App.3d 376, 394 (197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7 
 

避訴訟風險之被保險人精神上倍受壓力。此外，法院亦可能衡酌保險人

據以抗辯理賠之依據，是否顯無理由，或有對系爭契約關係不在乎、輕

視之情，蓋系爭蔑視態度亦可能使被保險人怨憤難平
243，對之精神狀況

堪謂有相當之影響力。例如在米堤大飯店一案244，保險人就契約條款之

文義一再藉詞硬坳，執意爭訟至最高法院，使被保險人纏訟歷時長達六

年之久，對之加諸之精神壓力、心理負擔實難容忽視。最後，法院亦可

斟酌保險人有魯莽地忽視(recklessly regard)其態度對可能造成被保險人

精神損害之可能性
245。 

第二節 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第一項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 

依據民法第 184條第 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

者亦同。」，查其立法架構，我國通說與司法實務之最新見解246，均認

為該條條文文義之前段與後段，就侵權行為之客體有不一樣之認定。前

段就加害人主觀可歸責性之認定較為寬鬆，包括其故意或過失之情形，

然而條文所謂「權利」係指身體、健康、自由等等「絕對權」，至於有

相對性之「債權」或「純粹經濟上損失」等「利益」則非屬本條規範之

客體；本條後段就侵權客體之認定則相對寬泛，條文所謂「損害」，包

括「權利」及「利益」，然為衡平行為自由與權益之保護，避免責任氾

濫，加害人主觀上須具備有故意，並限縮損害他人之方法須「違反善良

風俗」。然而，無論前段、後段，被害人欲依民法第 184條第 1項之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均應就「侵權行為」與「損害發生」間具相當因果

關係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又侵權行為之相當因果關係，通說認為應

包括責任成立之因果關係與責任範圍之因果關係，前者係指加害行為與

權利或利益間之因果關係，後者係指「權利或利益受侵害」與損害間之

因果關係。實務判決亦早已有意識地區分此二者，明文承認此二概念

者，如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2014 號民事判決中，法院即以醫師違

反醫師法之救治義務造成病人死亡，使之生命權受到侵害乙節，討論責

                                                        
243
 參照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9 年保險字第 22 號民事判決。 

244最高法院 96年台上字 133號判決參照。本件被保險人未就精神上損害賠償為請求，應屬可

惜，本文引其事實背景為借鑒。 
245 Fletcher v. Western 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10 Cal.App.3d 376, 394 (1970). 
246 參照臺灣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字 184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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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倒置問題；又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

醫上字第 34 號民事判決中，法院並指出加害人延誤診斷之過失，雖堪

謂造成被人健康權受侵害，成立責任成立因果關係，然其過失並未因此

造成被害人之腫瘤成長擴大，故其支出之醫療費用係因既存之腫瘤，與

加害人之過失間不具有責任範圍因果關係。 

依前揭說明，面對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情形，被保險人對

保險人依契約關係所生之「債權」受到侵害時，自無從依民法第 184條

第 1項前段之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然而，若因保

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致被保險人之身，體、健康、聲譽等「人格

權」受到侵害時，自得依民法第 184條第 1項、第 195條第 1項之規

定，向保險人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換言之，在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

義務時，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僅在被保險人之人格權受到侵害時，

方有發動之可能。此外，理論上，在保險人故意拒絕履行契約義務之情

形，其漠視債之關係之行為已違反誠信原則，手段上應可謂符合「違反

善良風俗」，故當被保險人能舉證證明保險人主觀上具備故意，且保險

人不誠信履約之行為與其受有之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時，其自得據民

法第 184條第 1項後段，作為請求權基礎，就其受有之一切損害，向保

險人請求損害賠償，畢竟在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基礎上，損害賠償之範圍

較諸債務不履行更加廣泛，被保險人得受到更完足之保障。例如：責任

保險之保險人拒絕同意和解致被保險人受有超出保險金判決之不利益；

住宅火災及地震保險之保險人遲延給付保險金，致被保險人需額外支付

之租金；員工責任保險之保險人因未盡調查義務，錯誤地向被害第三人

給付保險理賠金，致被保險人之信用聲譽受到損害等等。遺憾者係，觀

諸我國法院有關保險爭議之案件，未見有被保險人按民法第 184條第 1

項後段，主張保險人故意拒絕履約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侵害其債權，

進而提起損害賠償之請求者。下文僅得就司法實務上保險爭議案件中，

被保險人依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之案例為觀察

與評析。 

第二項 司法實務之觀察與評析 

承前所述，因保險人不誠信行契約義務而受有侵害之被保險人，依

據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僅在其「人格權」受有侵害時，方得據以

提起精神上損害賠償；然而，司法實務上，亦僅在地方法院可見非常少

數保險爭議案件，於此情形下有向保險人請求精神慰撫金者。在臺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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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方法院 100 年保險字第 6 號民事判決中，原告被保險人向被告保

險公司，依其間締結之醫療保險契約，檢具契約約定之證明文件，向被

告請求住院保險金，然被告以調查為由要求調閱原告病歷，並以住院定

義為爭執，拒絕理賠。原告為被告保險公司之業務員，主張經歷被告就

理賠審查之刁難、給付之拖延，使之嗣後在推廣公司之保險業務時，精

神上受到很大的壓力，變得害怕與客戶獲準客戶提起被告公司理賠事

宜，工作能力大幅降低，認其人格權受有侵害，故依民法第 184條、第

19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本件法院認為，原告保險人不

能證明被告保險公司調閱病歷等情，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且不能舉證

證明定保險人調查審閱之行為與其人格權受侵害間有何相當因果關係，

駁回被保險人慰撫金之請求。然而，查本件法院就住院保險金之給付，

認定保險人有可歸責之事由，應依保險法第 34條第 2項之規定以年息

一分計算遲延利息。換言之，法院之真意，應係認為在被保險人提出申

請之日，已堪謂檢具「完整的索賠文件」，即該文件已足以證明確有保

險事故發生、保險事故所致損害範圍者，如此方可謂保險人未於檢具證

明文件後 15日內為給付，有可歸責性，如此一來，法院何以於認定保

險人遲延理賠成立侵權責任之可能時，又以「非謂被保險人依約提出文

件申請，保險人即全無審核權限」為由，認定保險人要求調閱病歷、拖

延理賠等情，於主觀上不具有故意或過失？蓋本件之保險人確有依契約

約定
247 調閱被保險人病歷以審核理賠之權限，惟必以「必要時」其調

查審閱之行為方可謂正當，本件法院既認為保險人責任之發生、範圍已

無疑義待釐清，故保險人應負遲延理賠之責任，則其調閱病歷審查之行

為，即難謂為有必要，主觀上應具有故意或過失。法院否定保險人調查

審閱之行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恐有前後矛盾之疑義，亦反映出其就

精神慰撫金之承認，趨於保守、嚴格之態度。再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5 年保險字第 2 號民事判決，本件原告於民國(下同)103年 2 月 21

日以其於不慎滑倒受傷為由，依據其與被告間締結之旅行平安保險，向

被告申請保險金理賠，被告於 104年 11月 27 日，方以保險金理賠通知

書通知原告已核付醫療保險金及延滯利息。期間，原告向對被告提出刑

事告訴，主張其年近 80歲，多次出入法院，深覺可恥，身心受到折

磨，故主張被告侵害其人格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

                                                        
247本件「三商美邦人壽團體新住院醫療日額型保險」第 19條第 2項約定：「受益人申請保險金

時，本公司於必要時得經其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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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件法院認為，原告提出刑事告訴主張自身權益時，本可預見需耗

費相當勞力及時間，該等耗費支出應由當事人自行承擔，難據此逕認被

告有何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法益之情形；且原告主張其向被告申請保險金

理賠且未獲被告迅速理賠，導致其出現病症等情，應認為為偶然之事

實，尚難其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蓋被告雖有提出之作為證據之藥袋，然

其上記載日期距離原告向被告公司申請保險金理賠，已將近 2年之久，

則上開藥袋所載治療病症，是否未獲被告迅速理賠所造成，容有疑義。

是以，本件之保險人縱確有遲延理賠之事實，法院仍以被保險人不能證

明保險人主觀上之故意過失，及其遲延理賠與被保險人病症之引發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為由，駁回被保險人之請求。 

綜上所述，我國司法實務之現況，民法第 184 條第 1項之侵權行為

請求權，就被保險人面對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情形(下稱系爭

情形)，並無法發揮保障被保險人權利之功能。其困境包括，觀察我國

法院關於保險爭議之案件，少見有被保險人按民法第 184條第 1項提起

損害賠償請求者。本文認為，在被保險人面對系爭情形時，其所受有之

許多損害，係伴隨請求保險金給付之訴訟過程程所發生者，此際大多數

被保險人最焦心掛慮者係其依照保險契約約定之債權能否獲得實現，不

諳法律之被保險人面對訴訟之不確定性，本無獲得勝訴判決之絕對信

心，就伴隨系爭情形所帶來之其他損害，亦難期待其積極於訴訟過程中

追加請求；縱使就其債權獲得勝訴判決，在歷經長時間爭訟之耗費，更

難期待其就過程中之損害另開訴訟請求賠償，是以，實務上未見有相關

請求，亦難有更開創之新見解，著實可惜。另一困境，係被保險人就保

險人主觀之故意、過失以及相當因果關係積極證明之難題，在精神上損

害賠償之部分，本文以為被保險人應依據民法第 227條之 1之規定作為

請求權基礎較為妥適，蓋較諸侵權行為之規定，債務不履行之舉證責任

相對較輕，前者被保險人必須證明保險人之行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

反觀後者，被保險人就債之關係有效存在、債務人有債務不履行致其受

有損失之客觀事實為證明後，保險人須就其不具「可歸責」事由自負舉

證責任。況按臺灣最高法院 43年台上字第 752號判例之要旨248，就前

                                                        
248臺灣最高法院 43年台上字第 752號判例：「侵權行為，即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屬於所

謂違法行為之一種，債務不履行為債務人侵害債權之行為，性質上雖亦屬侵權行為，但法律另

有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於債務不履行不適用之。民法第二百三十

一條第一項，因債務遲延所發生之賠償損害請求權，與同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因故意或

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有別，因之基於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之情形，所發生之賠償請求權，無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所定短期時效之適用，其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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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二請求權之競合係採「法條競合說」，即認為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

於債務不履行應不適用之。在我國現行制度下判例仍有實然面之法律拘

束力 ，故在此脈絡下，欲向保險人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者，依債務不

履行之規定，可相對緩和被保險人舉證之困境。至於相當因果關係之部

分，本文亦認為法院應斟酌被保險人之資力、被保險人之身體健康狀

況、保險人之可歸責程度249，具體認定之。 

第三項 小結 

面對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情形(下稱系爭情形)，理論上，

被保險人得循我國債務不履行或是侵權行為法之規定，使其權利得以伸

張。然而，觀察我國司法實務之判決，保險人拒絕履行契約義務時，多

執有義務發生與否、責任範圍大小之爭議為抗辯，是以在系爭情形之訴

訟中，被保險人多以保險人拒絕履行契約義務之原因，作為訴訟上攻防

之核心，例如保險人主張被保險人帶病投保為由拒絕給付保險金，被保

險人即多就其病史為抗辯，著重在自己債權不獲實現之履行利益損害，

至多加計法定遲延之利息而已，至於履行利益以外之其他損害，通常係

伴隨著債權不獲實現、冗長的訴訟過程所生，卻少見被保險人有提出請

求者，我國民法第 227條第 2項、第 233條第 3項、第 184條第 1項之

規定，固然在理論上有使被保險人履行利益以外之損害受保障之可能

性，卻在實務上難發揮其功效。且觀察實務見解可發現，就履行利益以

外損害，法院之認定趨於保守、嚴格：在遲延利息之部分，縱保險人主

張拒絕履行契約義務之根據為無理由，法院亦可能以當事人間確有待釐

清之爭議為由，不承認被保險人有依保險法第 34條第 2項之規定請求

年息一分之遲延利息者；在履行利益以外之其他損害之部分，可見法院

縱在承認保險人遲延有可歸責性時，面對被保險人依民法第 227條第 2

項、第 233條第 3項或第 184條第 1項請求其他損害賠償時，復以保險

人不具可歸責性為由駁回其請求之矛盾見解者。此外，被保險人就精神

上損害賠償之請求，在實務上另一困境係就相當因果關係積極舉證之困

難，本文就實務上為數不多之相關判決為觀察，發現法院於認定時，未

能具體斟酌個案當事人所立足之地位，只是僵化地操作過往判決提示之

規則，以通常就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同意情形，不發生被保險人受有精

                                                        
在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消滅時效完成前，仍得行使之，應為法律上當然之解釋。」 
249 詳如本章第一節第三項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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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上損害之同一結果為由，反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本文認為法院應具體

參酌個案中被保險人之資力、身體健康狀況及保險人之可歸責性，據以

判斷損害與行為間之因果關係。當然，被保險人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

之規定既負有舉證責任，亦不能過度向之傾斜，加諸法院不必要之責

任；是以，本文認為，法院應在辯論主義之脈絡下，適時的行使闡明

權。按民事訴訟法第 199條250之規定，對被保險人就其受有精神上損害

之事實陳述、證據聲明，具體發問，若有陳述不完足、不明瞭之處，並

令其敘明或補充，亦即，法院應儘可能就被保險人提出之證據方法、事

實陳述與待證事實間之關聯性，與當事人進行言詞討論。至於前文提

及，被保險人依債務不履行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及其他財產上之損害者

為少數之困境，亦可透過法官之闡明義務為緩和，蓋被保險人不諳法

律，且相較於組織細密、經驗豐富之保險人心態上更趨避訴訟之風險與

成本，透過法官適時之闡明權，可加強被保險人心理上之信心，就自己

權利據理力爭。故本文認為，審判長應按民事訴訟法第 199條之 1第 1

項
251之規定，倘被保險人在訴訟上，就其受履行利益以外之損害之事實

上陳述，確已呈現民法第 227條第 2項、第 233條第 3項及第 184條第

1項之構成要件事實，而其不知主張者，應適時曉諭被保險人得變更、

更正、追加或補充其請求權基礎。除了闡明權的適時行使以外，本文認

為，亦可透過條文之修正，以明確保險人責任。查我國保險法就保險人

之調查義務及適當同意和解義務均有欠清楚的明文規定，是以未來修法

方向，應就保險人前揭義務為直接、明文之規定，並可明文規定若被保

險人因保險人未盡前揭義務而受有其他財產損害時，應得請求損害賠

償。 

 

 

 

 

 

 

                                                        
250
民事訴訟法第 199條規定：「審判長應注意令當事人就訴訟關係之事實及法律為適當完全之辯

論。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

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 
251民事訴訟法第 199條之 1第 1項：「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

其主張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審判長應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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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我國以懲罰性賠償金之課予矯正保險人不誠信履

行契約義務之可能性 

承前所述，在我國司法實務上，被保險人因保險人不誠信履行保險契約而

受有損害時，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之規定，均難以獲得完全之保

障，就履行利益以外之損害，被保險人幾無獲得賠償之可能。比較美國法之特

別侵權類型─惡意行為請求權，被保險人得以請求損害賠償之範圍，包括懲罰

性賠償金，課予不誠信保險人實際損害數倍之賠償金額，達到嚇阻、懲罰、補

償等效果，更有效地達到司法矯正之效果。查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及

2015年甫修正新增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之 3，均有關於「懲罰性賠償」

之規定，以下將討論，前揭法條可否引為法源作為被保險人之請求權基礎，於

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時，對之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以收司法矯正之效。 

第一節 消費者保護法 

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

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

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

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查其立法目的，乃為保護消費者不受企業經營

者為獲利而為惡意侵害，令消費者得要求超過所受損害額之賠償，試圖藉由跨

越民法損害賠償以填補損害為原則之法理，來提供消費者更優惠的賠償並試圖

以此規定嚇阻不肖企業。是以，在保險人挾其相對優勢地位，拒絕誠信履行契

約義務之情形，其對被保險人所造成之侵害，有無依本規定相繩，進而慰撫被

保險人之不平，懲罰、嚇阻保險業者之可能，下文將討論之： 

第一項 保險爭議案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可能性 

因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而受有損害之被保險人，有無可能

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之規定，向保險人請求懲罰性賠償金，首要

釐清者係，保險人是否該當法條所稱之企業經營者？保險契約是否該當

法條所稱之消費關係？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2條第 2款及消費者保護法施

行細則第 2條之規定，任何的個人、團體或法人，凡以設計、生產、製

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無論是否以營利為目的，均

屬「企業經營者」，即使是其他法令明文排除之金融服務業，亦應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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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保護法之規範；252又按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之函釋，消費者保護法

對於適用對象之行業並無加以限制
253。此外，按保險業招攬廣告自律規

範第 2條之規定254：「保險業銷售商品之招攬廣告，應遵守公平交易

法、消費者保護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保險法等相關法令……。」；

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意事項第 2點之規定255：「保險業辦理本業

務，除本注意事項外，並應遵守保險法、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保險業以電視行銷保險

商品應注意事項第 8點規定256：「保險業以電視行銷保險商品……應遵

守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及保險法等相關法令……。」由是可見，

保險業應屬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企業經營者，為系爭法律規範之對象。

綜上，學者遂有指出，凡是設計、提供、輸入、經銷保險服務之保險

人、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保險公證人，均屬企業經營者，在與契

約相對人間存在保險消費關係時，應可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屬

該法規範之對象。257 

消費者保護法第 2條第 3款並規定，所謂「消費關係」係指消費者

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而言。行政院消費者

保護會並依學者專家意見，於函釋中進一步指出，消費者保護法所稱的

「消費」，並非純粹經濟學理論上的一種概念，而是事實生活上之一種

消費行為，該行為應以達成生活為目的，換言之，在商業保險中，購買

保險之保險人應不能符合行政院消保會函釋中指稱之「生活目的」，應

沒有本法之適用，核先敘明；又相對於生產之概念，消費應係指不再用

於生產之情形下所為之「最終消費」而言。258至於保險是否屬於消費關

係，學者有認為「保險契約關係之成立係為達成安全與保障目的而為，

非屬單純理財，契約成立後，唯於事故發生有損失時發生保險金給付，

應屬不再生產之最終消費」
259
是以，肯認保險應屬消費關係無疑。本文

                                                        
252
 張冠群，對保險人違反誠信行為懲罰性賠償責任之課加－－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3年度保險

上字第 9號判決評析，台灣法學雜誌，第 278期，2015年 8月，頁 4。黃明陽，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 VS.消費者保護法，消費者保護研究，第 17期，2013年 9月，頁 42。 
253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84）台消保法字第 00351 號函。 

254 中華民國 102年 9月 23日金管保壽字第 10202100420號函准予備查修正 
255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 31日金管保綜字第 10502561081號令修正發布。 
256
 中華民國 96年 3月 6日金管保三字第 0960254057 1號令訂定發布。 

257 張冠群，同前引註 252，頁 4。黃明陽，保險消費權益之探討，消費者保護研究，第 13期，

2008年 4月，頁 8-9。 
258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84)台消保法字第 00351 號函。 
259 張冠群，同前引註 25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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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以為保險應屬消費關係，蓋按金管會之函釋，投資型保險商品雖可作

為投資工具，然就其保障之部分，性質仍為「保險」，屬一般消費案

件，故仍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
260，由是可見，金管會肯定以危險分擔

為目的之保險契約，應屬最終消費。是以，保險商品移轉危險之本質，

一經契約生效即發生，購買保險者尋求保障之目的即獲實現，並不以系

爭契約關係再事生產，契約承保之風險實現時，保險金之給付僅為保險

人危險承擔之具體化而已，被保險人受有損失填補之給付並非創造風險

之投資行為，僅係支付保險費所享受之對價，是一種滿足心靈安定生活

之消費，自符合金管會(84)台消保法字第 00351 號函之意旨。司法實

務上，亦可見推敲出肯定之見解者，按台灣高等法院 97年度保險上字

第 23號判決闡明：「保險公司，係以『設計保險契約商品』、『提供匯聚

資金支付共同團體中之損失以承擔危險之服務』為營業者；與保險公司

訂定保險契約之要保人，係為達成分攤危險之生活目的，而為交易上開

商品、接受上開服務等消費行為之人……。」準此，保險制度之目的在

於處理特定偶發事件，將危險分攤避免不確定性對生活所造成之衝擊，

是以購買保險乃未達成經濟安定之生活目的，堪屬最終消費行為。最

後，須注意者係，依我國現行保險法第 3條之文義觀察，要保人方為保

險契約之當事人，在被保險人與受益人為不同人時，縱其並非為保險契

約之主體，僅為保險契約的關係人；然既然其得以享受保險契約之利

益，應認為其亦屬於保險契約使用消費關係之消費者
261。 

第二項 依消費者保護法課予不誠信保險人懲罰性賠償金之

可能性 

在確定保險契約當事人符合消費者保護法規範之主體、契約關係符

合消費者保護法定義之消費關係後，本文以下欲進一步釐清，在保險人

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情形，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下稱系爭條文)

之規定，對之課予懲罰性賠償金之可能性、妥適性。首先，系爭條文所

稱「依本法所提起之訴訟」應如何解讀？按實務見解曾有指出：「按消

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所謂『依本法所提之訴訟』，依同法第二條第五

款規定，指因消費關係而向法院提起之訴訟，即依消費者保護法提起之

                                                        
260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 金保局三字第 09502047370號函。 
261 黃明陽，同前引註 257，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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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訴訟而言。」262、「本條所謂『依本法所提之訴訟』，於當事人提起

之訴訟，倘係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生爭議之法律關

係，而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起訴者即屬之。」
263由是可見，欲援引系

爭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企業經營者必須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之前提；

然而有爭議者係，是否企業經營者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之任一規定時，保

險消費者均得依系爭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最高法院曾有指出，必須消

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中關於損害賠償之規定，以之作為請求權基礎，得

請求企業經營者負起損害賠償責任時，方有依系爭條文請求懲罰性賠償

之可能
264，亦即，縱企業經營者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惟消費者

如係依民法或其他法令規定起訴主張法律效果者，即非本條所稱「依本

法所提之訴訟」。綜觀消費者保護法僅在第 7 條至第 9條以及第 23條265

對企業經營者有課予損害賠償責任者，其中第 8條、第 9條之規定，僅

在重申從事經銷或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亦與第 7條之製造者

負相同之義務內涵。換言之，按前揭實務見解，唯有在保險業者就保險

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提供或經銷、輸入，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之規定，即「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

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

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

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或違反第 22 條之規定有廣告不實之情

形時，保險消費者方有按前揭規定提起訴訟，再併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可能。 

然而，這樣的見解具有可議性，蓋循系爭條文之目的，懲罰性賠償

制度之重點應在於企業經營者侵害行為之可處罰性，故以消費者保護法

是否明文規定法律效果而得作為請求權基礎，判斷得否併為請求懲罰性

賠償金應無理由
266
。是以，自懲罰性賠償制度目的以觀，系爭法條所謂

                                                        
262 節錄自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1495 號民事判決。 
263
 節錄自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744 號民事判決。 

264
 最高法院台上字第 122號判決參照。 

265 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

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

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

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

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第 8條規

定：「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

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第 9條規定：「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視為該商品

之設計、生產、製造者或服務之提供者，負本法第七條之製造者責任。」 
266 陳忠五，不誠實廣告與懲罰性賠償金－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122號判決評釋，台灣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7 
 

「依本法所提之訴訟」，應理解為消費者以企業經營者違反消費者保護

法中任何維護消費者權益之規定，而提起訴訟之情形請求損害賠償之情

形，且其請求權基礎並不以消費者保護法為限。準此，保險業者違反消

費者保護法第 7條至第 9條之規定，就其商品或服務不能維護「消費者

之健康與安全」時；或者對保險商品或服務之廣告，不能提供「充分與

正確之資訊」，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22條
267應確保廣告內容真實之規

定時，消費者訴請損害賠償，無論係以消費者保護法有明文損害賠償責

任之條文作為依據，抑或是以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作為請求權

基礎，只要企業經營者確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義務者，為有效貫

徹系爭法條之功能與目的，消費者均得併依系爭法條請求懲罰性賠償

金。 

惟縱系爭條文之發動，不侷限以消費者保護法明文規定之損害賠償

責任作為請求權基礎之情形，在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情形，能

否涵攝進消費者保護法關於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定之範疇，仍有爭議。按

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保險人在兩大範疇，有維護保險消費者權益責

任，分別是必須「人身與財產完整性」與「交易資訊正確、充分性」之

維護，至於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之情形，包括錯誤解讀契約條款、錯

誤調查評估責任範圍、無正當原因拒絕和解等等樣態，雖可能造成被保

險人之人身、財產受有損害之結果，然學者有認為消費者保護法中，就

企業經營者責任成立之要件之規定，並無如關於民法第 148條誠信原則

之概括規定，實無法悉數涵攝保險人違反誠信義務之樣態268，主張違反

誠信義務之保險人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之情，自無從併依系爭法條請求

懲罰性賠償金。然而，觀察司法實務之見解，指示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

第 1項所謂「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

性」，應從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及商品或

服務提供之時點等情事來判斷
269，且應指消費者於通常或合理使用下因

商品或服務之提供有瑕疵、缺陷或欠缺，致不當增加消費者不正常或不

                                                        
學雜誌，第 229期，2013年 8月，頁 110-111。 
267消費者保護法第 22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

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268 張冠群，同前引註 252，頁 6。 
269 消費者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下列情事認定之：一、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二、商品或服務可

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三、商品或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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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之危險270。循前揭實務見解，本文以為應可解釋，被保險人可合理

期待接受保險人依履行契約提供之理賠服務，故依通常合理使用、解讀

保險契約條款之前提下，保險人就其契約義務之發生不誠信履行之情

形，自屬欠缺保險服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

第 1項之情形。換言之，本文以為所謂「商品或服務之安全性」究其內

涵是否能與「誠信義務」重合，自條文文義、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5條之輔助判斷標準以及實務見解併為觀察，仍有解釋空間，然而實屬

曖昧不明，再者司法實務上亦未見有相關肯定判決者，是以因保險人履

約不誠信而受有損害之被保險人，在現行消費者保護法就企業經營者責

任內涵之規範下觀察，欲依系爭法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金，實有罣礙。 

第二節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本法)於 2015年 2月甫新增第 11條之 3271(下稱係

爭條文)關於懲罰性賠償之規定，查其立法目的係考量消費保護法之適用係以

「最終消費」為限，並不包括以非消費為目的所為之金融交易行為，例如投資

行為，故非消費為目的之金融交易行為，並無上開規定第 51條關於懲罰性賠償

制度之適用，為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爰參考上開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於第

一項定明由法院酌定懲罰性賠償之規定。承前所述，我國目前司法實務上，欲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之規定，課予不誠信履約保險人懲罰性賠償金，仍有窒

礙，則下文將討論，在本法該次增訂後，有無可能依系爭條文課予不誠信履約

保險人懲罰性賠償金，以平衡司法實務上被保險人不獲完全保障之不利益，併

收矯正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效。按本法第 3條
272之規定，保險業係屬受本法規

範之金融服務業；第 4條273就金融消費者為廣義之定義，凡是接受金融服務業

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客戶均屬之，依前開立法理由之說明即使是非以交易目

的之金融交易人亦受本法之保障，僅排除專業投資機構與符合一定財力之自然

人與法人；就交易客體之部分，依第 5條274之規定，包括有形之金融商品及無

                                                        
270
 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8 年消上易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271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條之 3之規定：「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

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

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 
272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3條之規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務業，包括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

保險業、電子票證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金融服務業。」 
273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4條之規定：「本法所稱金融消費者，指接受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

或服務者。但不包括下列對象：一、專業投資機構。二、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自然人或

法人。」 
274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5條之規定：「本法所稱金融消費爭議，指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服務業間

因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民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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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金融服務，又應受本法規範之金融消費行為，包括一切購買、使用金融商

品、服務之行為，不問其目的為何。
275準此，保險業者與保險消費者間，就其

契約關係所生之消費爭議案件應屬本法之適用範圍無疑。需釐清者係，在保險

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情形，是否該當本法第 11條之 3之構成要件，而有課

予保險人懲罰性賠償金之可能，以下將就本條之構成要件分析。 

第一項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之 3 之構成要件 

 客觀要件─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如前揭消費者保護法之討論，我國最高法院見解認為，消費

者保護法第 51條所謂「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必須係消費者依消

費者保護法中關於損害賠償之規定作為請求權基礎，請求企業經

營者負起損害賠償責任者，此際，方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請

求懲罰性賠償金之可能。本法第 11條之 3276亦明文規定「因違反

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查其立法理由指明，「本條懲罰

性賠償請求權係以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前提，故因

違反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十一條之二277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者，仍有本條之適用。惟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十一條之二規定，係

基於強化對酬金制度及複雜性高風險商品之監理目的所為之規

定，尚非直接課予金融服務業訂定契約之義務或責任，故無列入

第十一條規定有關課予金融服務業無過失責任之必要。」，查金融

服務業者違反第 11條之 1及第 11條之 2規定之情形，依本法之

規定其法律效果僅有第 30條之 2
278規定之「罰鍰」而已，金融消

費者如欲請求損害賠償，尚需回歸民法第 184 條第 2項「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作為請求權基礎。由是可

見，本文以為，欲依本法第 11條之 3之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金，

                                                        
275 黃陽明，同前引註 257，頁 12。 
276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條之 3第一項規定：「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

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 
277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條之 1第一項規定：「金融服務業應訂定業務人員之酬金制度，並提

報董（理）事會通過。」；第 11條之 2第一項規定：「金融服務業初次銷售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

應報經董（理）事會或常務董（理）事會通過。」 
278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30條之 2規定：「金融服務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或第十一條之二第三項規定，業務人員酬

金制度未提報董（理）事會通過，或未經外國金融服務業在臺分支機構負責人同意。二、違反

第十一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初次銷售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未報經董（理）事會或常務

董（理）事會通過，或未經外國金融服務業在臺分支機構負責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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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金融服務業者違反本法規定之作為或不作為義務，而負損害

賠償責任為前提，然金融消費者並不必以本法關於損害賠償之規

定作為請求權基礎。換言之，有別於最高法院對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之解讀，凡有違反本法課予金融服務業者之義務而負有損害

賠償責任者，無論金融消費者是否依據本法作為請求權基礎，均

有依本法第 11條之 3課予金融服務業懲罰性賠償金之可能。 

至於本法課予金融服務業之義務包括：第 7條規定，金融服

務業者應秉持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實信用原則訂立契約條

款；第 8條規定，金融服務業者有確保廣告刊登或播放、業務招

攬、營業促銷活動真實性之義務；第 9條規定適合性調查義務，

即金融服務業者應蒐集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於合理基礎下推

薦金融消費者適合之商品；第 10條規定，金融服務業於訂立金融

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或

服務契約之重要內容之義務，以及充分揭露其風險之義務；第 11

條之 1、11條之 2規定，金融服務業者有將初次銷售之複雜性高

風險產品及業務員酬金制度提報董事會之義務。有問題者係，在

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情形，是否違反本法課予金融服務

業者之義務，亦即，系爭情形是否在前揭法條之射程範圍之內，

而有違反本法，構成損害賠償責任之可能，將於下文詳細討論

之。 

 主觀要件─過失是否限於重大過失 

依本法第 11條之 3之規定，主觀上，金融服務業者必須具備

故意或過失，則有爭議者係，所謂過失是否侷限於「重大過失」

之情形。按本條之立法目的係為更全面保障消費者權益，乃參考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之規定，則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就「過

失」之認定應有參照之價值。查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於 2015年

6月甫修正通過，建立了層級化之歸責要件，將本條對於故意、

重大過失及抽象輕過失之規定明文化，是以現行法下企業經營者

違反消保法之規定，凡主觀上有抽象輕過失、重大過失或故意

者，均有承受懲罰性賠償金之可能，過往關於主觀過失認定之爭

議，已獲解決。查其理由，係鑒於修法前司法實務見解就「過

失」之認定作目的性限縮為「重大過失」，使現行條文之立意大打

折扣，導致消費者縱使透過司法途徑，亦不能獲得合理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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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司法裁量空間過於模糊，遂修改懲罰性賠償金之懲罰範

圍，明確區分故意、重大過失及抽象輕過失之責任。
279 由是可

見，立法者認為就過失之認定若採目的性限縮解釋，將不足以保

障消費者之權益，亦無法發揮系爭制度之目的與功能。 

此外，在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修正前，有學者指出，我國法

就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之判定，有明文最高額之限制；反之，美國法

就懲罰性賠償金數額之認定，並未以一簡單、確切之數學公式界定

懲罰性賠償金與填補性損害賠償數額之比例，陪審團係就法院指示

之各項指標決定賠償數額，此一標準模糊之特性，使得懲罰性賠償

金數額在美國法院實務常出現數額過高，而引發合憲性爭議之問

題。是以，我國法在立法上既已兼顧加害人之利益，又美國法院龐

大金額核定之實務不容忽視，故無需將美國法重大過失之標準強加

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就過失之認定。
280然而，相反見解有認為，

檢視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乃係繼受英美法系，目的在懲罰、嚇阻有

邪惡動機、非道德的或極惡之行為人，立意在處罰行為人主觀心理

之「惡性」，又英美法系並無擴大懲罰範圍及於行為人「過失」之

行為，為符合英美法系之原始精神，又考量懲罰性賠償制度之本質

仍屬補強刑事司法之「民事罰」，有學者認為就主觀過失之解釋仍

應限縮為重大過失，方能與民事損害填補原則相協調，避免懲罰目

的於民事特別法中凸顯，過度動搖民刑分立之原則。
281 

綜上，本文以為，本法第 13條之 1之規定，係參考消費者保

護法修訂前之規定，就主觀可歸責性之規定，並未明確區分過失與

重大過失之責任，然立法者既基於立法本意而為修正，則新修正之

旨意自有本法參酌之價值，即循我國現行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為

使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發揮功效，立法者有意將有輕過失之企業經營

者亦納入規範主體，本法就金融服務業者主觀過失之認定或應同其

解釋。或有謂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具有刑罰本質，加諸僅具抽象輕過

失之行為人有過分嚴格之疑慮；然而，消費者保護法及本法既已明

文對懲罰性賠償數額訂有最高限額之層級化規定，則對行為人應不

                                                        
279 修法理由參照法源法律網：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2059&lno=51，(最後瀏覽日，

2016年 11月 6日。) 
280 詹森林，消保法懲罰性賠償金責任之過失應否限於重大過失?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七

年上字第八一號民事判決之評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4期，2010年 8月，頁 55。 
281 張冠群，同前引註 252，頁 13。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2059&lno=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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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施加有違憲疑慮之不利益；況觀察我國修法前實務上就懲罰性賠

償金之認定態度趨於保守，蓋查我國最高法院自民國 95年以來確

定判決中，允許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金

者，僅有三件282，故為避免實務操作稀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功

能，將僅具有輕過失之規範主體亦納入可歸責之範疇，更有助於達

成嚇阻不肖金融服務業者、保護金融消費者之立法本意。此外，有

別於美國法之懲罰性賠償制度，本質上乃係一獨立侵權行為，課予

之對象包括任何構成侵權行為之加害人，我國無論消費者保護法抑

或是本法之規範主體均係立於經濟、資訊相對優勢地位之企業經營

者或金融服務業，課予其更高之注意義務對公平正義之實現亦有必

要性、妥適性。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就本法過失之認定應不局限於

重大過失，惟未來修法有必要仿造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之規定，

將重大過失與抽象輕過失之責任上限作責任層級分化之明文規定。 

第二項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課予不誠信保險人懲罰性賠償

金之可能性 

承前所述，如欲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本法)第 11條之 3課予

不誠信保險人懲罰性賠償金，客觀上，保險人必須違反本法規定之作為

或不作為義務而負損害賠償之責任；主觀上，保險人必須有故意或過失

之可歸責性。則有問題者係，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是否可為本法

第 7條至第 10條及第 11條之 2、第 11條之 3 有關金融服務業者義務

之規定所涵攝。綜觀前揭規定，第 7條第 1項有關於誠實信用原則之規

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應本

公平合理、平等互惠及誠信原則。」。本法關於誠信原則之內涵應與民

法第 148條規範之誠信原則同，亦即，在善良思考的行為人間，相對人

依公平方式所得期待之行為283。然而，觀察本法之文義，係就「契約條

款之訂定」有明文以誠信原則相繩，查其立法理由，亦係參考消費者保

護法第 11條、第 12條有關「定型化契約條款之訂定」者，是以，查其

立法本意，僅係在規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契約條款時，應秉

持之原則，而非概括地規定金融服務業者關於提供金融服務或商品之一

                                                        
282 參照臺灣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第 2347號判決、臺灣最高法院 97年台上字第 157號判決、

臺灣最高法院 96年台上字第 1105號判決。 
283 黃立，民法總則，元照，2005年 9月，修訂四版，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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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行為，均須符合誠實信用、公平合理、平等互惠之原則。從而，本文

以為，若自條文文義嚴格解釋，難謂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乃本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明文涵括之義務，是以對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保險人，如欲

究責，仍須回歸民法上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之規定，即在此情形下，

難謂保險人有違反本法規定之作為或不作為義務，自無法該當本法第

11條之 3規定之客觀要件。綜上所述，在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

之情形，並非本法第 11條之 3所謂「違反本法之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者，本次增訂，仍無助於被保險人在前揭情形向保險人請求超越民

事損害賠償範圍之懲罰性賠償金，被保險人如欲向不誠信保險人求償懲

罰性賠償金，回歸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之規定，方相對有成立之可

能。 

第三項 小結 

依我國現行法之規定，如欲課予不誠信保險人懲罰性賠償金，似多

有窒礙難行之處。蓋無論是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抑或是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第 11條之 3，就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在定性上均非屬獨立之侵

權行為，必須以企業經營者或金融服務業者違反消費者保護法或是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義務而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前提，又綜觀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就金融服務業者義務之規定，難謂有涵攝範圍及於保險人必須履

約誠信之規定；至於消費者保護法之部分，按第 7條第 1項規定：企業

經營者有確保「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

全性」，又按消費者保護辦法施行細則第 5條第 2款規定：「安全性」之

判斷，應參酌「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之情事，準此，

本文以為似有將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情形涵攝進條文規範義務空間之可

能性，即在保險消費案件中，被保險人可合理期待「接受」保險人依契

約約定提供之各項理賠服務，故依通常合理方式使用、解讀保險契約條

款之前提下，保險人就其契約義務之發生，不能誠信履行時，自屬欠缺

保險服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第 1項之情

形，蓋立法能量有限，無法精確規定各個商品或服務達成「安全性」之

意義，有賴法院就個案解釋、適用條文內涵，考量此保險此一商品有

「最大誠信」之特色，在保險消費爭議案件中，就保險消費者對保險商

品、服務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其內涵之解讀應可參酌誠信善意與公平

交易之意旨；須注意者係，實務就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之操作，有嚴

格認定必須以「消費者保護法中關於損害賠償之規定作為請求權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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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換言之，若被保險人依民法上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之規定；或保

險法上關於遲延利息之規定提起訴訟，此際，保險人雖可能該當違反消

費者保護法第 7條第 1項「確保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

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規定，然而，既被保險人提起訴訟主張之法律效

果，並非以消費者保護法為依據，即不能該當實務見解就消費者保護法

第 51條所稱「依本法提起訴訟」。 

準此，本文認為，司法實務就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所稱「依本法

提起訴訟」之解讀，應採更開放之見解，即縱使被保險人並非依據消費

者保護法明文規定有損害賠償法律效果之請求權基礎提起訴訟，只要依

其案件事實，保險人確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時，均可謂符合本條

所稱「依本法提起訴訟」，如此方能與本制度「懲罰惡性」之目的謀

合，並不過度稀釋本制度功能之發揮。退步言之，若司法實務就本條

「依本法提起訴訟」之解讀仍堅持前揭見解，法院亦應在辯論主義之範

疇下適時地行使闡明權，蓋學者有認為，在原告主張之事實，依其主張

不能成立，但改依其他法律關係主張即可成立時，法院應闡明是否改依

其他法律關係為主張，此時並無損及法官中立性之虞。
284則依民事訴訟

法第 199條之 1之規定，被保險人依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等其他請求

權基礎，就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且併依消費者保

護法第 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金時，若其在訴訟上所提出之訴訟資料，

無論是書面或言詞陳述、主張，及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第 1項之構成

要件，而展現被保險人有「不知主張」系爭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端

緒」時，法院應有闡明義務；然而，本文前揭建議，均係建立在保險人

不誠信履約可構成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第 1項之前提上；查學者有

認為保險人不誠信之樣態多端，是否悉數得納入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第

1項，仍屬可議
285
，畢竟綜觀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並未未見誠信善意

與公平交易之明文，參酌系爭原則解讀「安全性」文義於保險消費爭議

案件之適用，妥適性或有待確認。綜上，本文試圖在現行法之脈絡下提

出建議，希冀在保險人不誠信履行契約義務之情形，有課之懲罰性賠償

金之可能，透過處罰之施加，預防、杜絕系爭情形，惟為使法律之操作

更無爭議，法條之內涵更加明確，進而清楚地預先警惕保險人，未來修

法方向，本文以為或應在保險法中新增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明確地就

                                                        
284 呂太郎，《民事訴訟之基本理論(二)》，元照，2009年 6月，初版，頁 91-92。 
285 張冠群，同前註 252，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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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不誠信之構成要件為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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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我國保險法應參考惡意行為請求權制度精神為修正

以激勵履約效率 

綜合前幾章之討論，可以發現，惡意行為請求權制度所彰顯之精神，即對

契約默示之誠實善意與公平交易原則之維護，並非我國法所陌生者，蓋其名稱

雖與我國民法第 148條第 2項關於誠信原則之規定不同，然查其本質均係抽

象、不確定之概念，在契約關係之適用上，有阻止權利濫用、維護公平正義之

功能，目的在使契約雙方當事人對約定忠誠並能與他方當事人之合理期待一

致；我國保險法雖未有誠信原則之明文規定，仍有適用系爭民法上最高指導原

則之必要，且我國保險法上眾多條文之內涵亦有將系爭原則具體建構者，已如

第參章所述，是以，關於惡意行為請求權制度所欲保障之法益、秩序，彰顯之

價值、精神，應可被我國司法架構所肯認。此外，自我國現行民法上債務不履

行、侵權行為以及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已有可能達成如美國法上惡意行為請

求權制度效果之法律規範基礎者。首先，在履行利益以外之其他經濟上損害之

部分，查我國民法第 227條第 2項及民法第 233條第 3項之規定，即有令不完

全給付或遲延給付之契約一方當事人，填補他方履行利益以外更受有之其他經

濟上之損害者；在精神上損害賠償之部分，我國民法第 227條之 1及民法第

184條第 1項之規定，均為被保險人潛在得以據為主張之請求權基礎；在懲罰

性賠償金之部分，依前章所述，本文以為對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第 51條之操

作與解釋，容有被保險人據以請求不誠信保險人懲罰性賠償金之空間。由是可

見，我國現行法架構下，具備相當美國法惡意行為請求權制度之法規範基礎。

然而，觀察我國司法之實務，前揭法規範卻少見在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情形被

提出或主張，縱有提出者，法院之認定益趨於保守少見有承認保險人應負履行

利益及遲延利息以外之損害賠償責任者。換言之，縱使我國現行法有可能達成

同惡意行為請求權制度效果之請求權基礎存在，在現行司法實務之操作下，不

誠信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往往仍侷限在契約責任之框架下，故

司法監理之效果上，不僅事前無法達到威攝保險人充分的履約之作用；事後對

保險人責任之追究亦無法平衡雙方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傾斜，蓋被保險人受有

之損害並沒有獲得完足的填補。從而，為杜絕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情形、遏制

保險人主觀上之惡性，矯正履約不充分之不效率，並完整補償被保險人之損

害，以達到真正的公平正義，或應參照美國法上惡意行為請求權之制度，將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7 
 

爭制度更完全保障被保險人所受損害之精神，明文落實於我國保險法中，並應

修正現行法下對保險人義務之規定，使其調查義務及適當和解義務之責任得以

明確，避免其推諉卸責；明文客觀上之履約義務後，並因就其違約行為主觀上

之可歸責性標準為明文之規定，以利司法操作，是以本文就修法建議將於本章

下節詳細討論。 

第二節 修法建議 

第一項 明文保險人有事故發生後之調查義務 

 概說 

我國保險法並未就保險人之調查義務為明文規定，僅能自保

險法第 34條第 1項及第 78條之規定，作為推斷保險人應負調查

義務之基礎，蓋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損失清單，係在輔助保

險人調查判斷理賠範圍，又為防免保險人藉口調查程序，飾詞延

宕給付，遂有前揭規定以督促其儘速理賠。查被保險人購買保險

之目的，係在避免不確定風險實現時之衝擊，有安定心靈之功

能，則為落實系爭功能，在被保險人依保險法第 58條之規定通知

保險人事故發生後，保險人自有就理賠聲請調查以俾發現支持保

險給付之事實，進而履行給付保險金義務；又調查義務之實踐可

以防免錯誤理賠之發生，蓋系爭成本將影響其他危險共同團體之

成員之保險費率，長此以往，將侵蝕保險制度之穩健，不益於保

險公益性之維護。綜上，本文以為，我國現行保險法未明文規定

保險人事故發生後之調查義務，有欠妥適，仰賴保險法第 34條第

1項及第 78條之規定解釋其義務之存在有欠明確，故應修法明文

系爭積極調查義務及違反之法律效果，以督促保險人履行調查義

務，矯正其消極延滯調查、拖延給付之情形。 

 修正條文建議 

保險法第 34條：「保險人在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危險事故

發生後應為必要之調查，並得請求其交付必要之證明文件。 

保險人因故意或過失未在約定或合理期限為保險給付，應給

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前項情形受有其他經濟上損害者，保險

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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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條文之修正建議說明如下： 

1、保險人之儘速理賠義務，與其積極調查義務息息

相關，為履行給付保險金義務，保險人就理賠聲

請之事實與法律，自有調查之必要；又調查義務

之履行，亦有預防錯誤理賠之成本破壞保險制度

之功能，是以，我國現行保險法未明文調查義

務，有欠妥適。從而，本文建議修法明文保險人

有為必要調查之義務，又所謂必要之調查應包括

一切關於危險事故或第三人求償之事實、保險契

約條款與法令之解釋者。又基於保險契約有最大

誠信之特質，契約雙方對契約之履行負有忠實義

務，故要保人、被保險人亦應輔助保險人調查義

務之進行，至於證明文件之內涵，應以契約條款

約定，並以被保險人能力上所能取得者，且為調

查、確定賠償金額所必要者為限。 

2、為避免保險人藉故調查程序遲延履行後續契約義

務，令保險人於一定期限為保險給付應有必要。

現行法本於督促保險人儘速理賠之本意，明文規

定保險人應在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提交證明文件之

15日內為賠付，似有意強制保險人接受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提出之證明文件，然證明文件並不具公

信力，僵化規定 15日之時程，對保險人未免過

苛。況查實務上286之操作，亦有實質判斷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提出之證明文件，是否已足以證明確

有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事故所致損害範圍、被保

險人已賠償第三人因其應負責任事故所生之損害

等事項者，即非謂一經提交契約約定之證明文件

即應於 15日內為保險給付；又觀察金管會公布之

住宅火災保險參考條款第 35條及財政部公布之商

業火災保險基本條款，就 15日給付期限之約定，

係以索賠文件、賠償金額與證據「經雙方確認

後」方起算，由是可見，法條硬性規定 15日之公

                                                        
286 103 年保險上字第 3 號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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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已有動搖。本文以為，在督促保險人儘速理賠

之同時，亦須兼顧真實發現之利益，為充分調查

義務之履行，強行規定保險人受損失證明文件拘

束有欠妥適，應綜合保險人履行調查有無延宕、

理賠聲請之回覆是否積極、提出訴訟爭議是否真

實、訴訟爭議之判決結果等情，個案判斷保險人

之給付期限是否在「合理期間」，較能平衡雙方當

事人間之利益。 

3、查保險人其未盡調查義務之結果，在第三人保險

領域，係影響後續和解義務之履行；在第一人保

險領域，則係延宕保險給付，故單純未盡調查義

務並不會直接對被保險人造成損害，即違反調查

義務是一種輔助判斷保險人行為錯誤之證據而已
287，是以無須單獨對調查義務之違反加諸損害賠

償責任之法律效果，還須以被保險人因此義務之

違反而遲延獲得理賠之損害結果時，令保險人擔

負損害賠償之責任方有其必要，核先敘明。 

4、查保險給付之遲延，可能對被保險人造成各種形

式之經濟上損害，如利潤之損失、業務之損失、

商譽信用之損失、租金之損失、財產之損失、財

產使用之損失、預期收入之損失等等，故若於此

情形僅課予保險人年息一分之遲延利息，並不足

以補償被保險人受有之實際損失。理論上，被保

險人得回歸民法第 233條第 3項之規定作為請求

權基礎，請求前揭其他經濟上損害，惟司法實務

上卻少見有爰此規定為請求者，本文以為，較諸

適用一切民事事件之普通法，在特別法中就規範

主體、法律行為與法律效果直接為更詳盡之規

定，可使保險人違反契約義務致遲延給付之責任

得以明確，應有其實益，故建議奠基在民法第

233條第 3項之規範上，於保險法中明文保險人

                                                        
287 李志峰，保險人於危險事故後之調查義務，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金融保險法制學術研討

會，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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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延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惟考量在消費保險

中，刺激、督促保險人效率履約，方有衡平當事

人間實質地位不對等，保障不諳法律被保險人之

特殊公益性，是以本條第三項之新增適用，應限

縮在消費保險之範疇，蓋商業保險之被保險人無

論是在資力、資訊或是訴訟能力往往能與保險人

抗衡，應無特別保護之必要，否則有過度向被保

險人傾斜之虞，就當事人間地位之衡平將有失公

平正義，故在商業保險範疇被保險人仍應循民法

之規定就其權利尋求救濟。 

5、保險人遲延利息及損害賠償責任之發動，即可歸

責性之發動，客觀上，保險人未在合理期限為保

險給付；主觀上，保險人有故意或過失，又保險

給付遲延之事實與被保險人受有其他經濟上損害

之事實間，應具備相當因果關係。所謂過失，本

文以為保險人應具備「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方為妥適，蓋保險契約係一有償契約，且保險人

乃具備豐富理賠經驗、分工專業且精細之法人，

被保險人則往往受限於知識與經驗，無論對契約

條款、法令規定或理賠程序均不能熟稔，是以課

予立於相對優勢地位之保險人較嚴格之注意義

務，有助於衡平雙方地位之不對等；況保險公司

雖為營利事業，然保險制度亦具有安定社會、維

持秩序之公益性，是以保險人亦有維持保險制度

完善之社會責任。綜上，本文以為修正條文中就

保險人主觀可歸責性之認定，包括故意與過失，

其中所謂過失，應以「抽象輕過失」為妥適。 

第二項 明文保險人有和解義務 

 概說 

按現行保險法第 93條規定之文義與立法理由，僅本於防免被

保險人任意對第三人為高額之和解或賠償之目的，保障保險人就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有參與地位而

已，並未明文使保險人負有協助被保險人就其對第三人之責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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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之義務。觀察現行市場上未停售之保險契約條款，如國泰產務

雇主責任保險以及臺灣產物旅客責任保險第 8 條均約定：「被保險

汽車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意外事故致受僱人受有損害而應

負賠償責任時，被保險人受有賠償請求或被起訴，本公司『得』

應保險人之要求，協助其代為進行和解或抗辯……。本公司協助

被保險人為和解或抗辯時，倘可能達成和解金額超過本保險契約

所載明之保險金額或被保險人不同意本公司協助之和解或抗辯

時，則本公司協助為和解或抗辯之義務即為終了。」契約條款使

用「得」字，是否為被保險人進行和解，自非全無酌量之餘地；

又條款更直接約定在和解金額可能超出保險金額之情形下，保險

人即可逕自抽身，置自身利益於被保險人之上，未考量和解仍有

在保險金額內達成之可能，亦剝奪被保險人自行負擔超出保險金

額之機會。由是可見，雖然現行之一般責任保險基本參考條款第

13條規定288，保險人「應」有協助被保險人進行和解之義務，似

有強制保險人負積極之和解義務者，本文以為參考條款之其能量

似仍不足，蓋依其行政指導之位階，縱有與其相悖者，凡不違反

保險法之強制規定，仍不失其效力，只能由法院參酌契約目的，

兼顧被保險人保護及對價平衡，依個案認定是否違反誠信原則而

無效而已。是以現行台灣保險市場中，仍可見許多未課予保險人

和解義務之保險商品，故本文以為，明文規範保險人協助和解義

務，使其高度提升至相對強制規定之位階仍有其必要性，蓋如此

方能貫徹責任保險為被保險人定紛止爭，使其免陷於在責任關係

中孤立無援之困境。須注意者係，在商業責任保險關係中，如企

業一般責任保險、產品責任保險、僱主意外責任保險等，被保險

人本身即有分工精細之團隊，有專業法律知識者，在此情形下，

要求保險人負和解義務對比需負擔費率、成本之被保險人並不必

然有好處。289故為貫徹責任保險定紛止爭之目的，防免保險人濫

用定型化契約之優勢，並兼顧契約自由原則之彈性，在保險人有

充分告知、說明排除和解義務條款之優劣之前提下，保險人仍可

                                                        
288 一般責任保險基本參考條款第 13條：「被保險人因發生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危險事故，致被

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一、本公司受被保險人之請求，應即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

或和解，所生抗辯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289 李志峰，同前註 54，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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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不同表單條款，供被保險人自由選擇。290最後，觀察我國司

法實務，在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7年保險上易字第 5 號民事

判決判決後，不復見類似肯認保險人有適當同意和解義務者，被

保險人在保險人無合理理由拒絕同意和解條件之情形，可能受有

超出保險金額之不利益，而此一部分之不利益往往不能獲得補

償，有失公平，是以本文以為應明文保險人之適當和解義務，及

違反之效果，方能預防保險人執被保險人之利益為賭注，保障其

迅速脫離訴訟不利地位，貫徹保險促進心靈安定之功能。 

 修正條文建議 

保險法第 93條：「保險人除另有約定者外，就被保險人對第

三人之責任有協助和解義務。 

前項約定，應以被保險人能充分瞭解之方式，向被保險人告

知並說明，否則無效。 

保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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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其參與者，不受拘束。但被保險人所為之承認、

和解、賠償正當合理時，不在此限，保險人有適當同意義務。 

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故意或過失違反本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規

定，而受有其他經濟上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就條文之修正建議，說明如下： 

1、保險之功能，無非係為尋求心靈之安定，有責任

保險之特色在於，被保險人所欲轉嫁之危險，乃

其對於第三人之責任，是以如欲貫徹其購買責任

保險之目的，保險人除填補其經濟上之損失外，

亦應協助被保險人即早脫離責任關係之紛擾中。

查現行責任保險實務上就契約條款之約定，常見

有放任被保險人陷於與第三人損害賠償之訴者，

使被保險人可能經歷長時間的爭訟後方獲得保險

理賠，其實已與其購買責任保險之目的背道而

馳，是以現行保險法第 93條之規定，不足以保障

被保險人並彰顯責任保險之價值，應明文規定保

險人負積極和解義務，使被保險人獲得最低限度

之保障。 

                                                        
290 李志峰，同前註 54，頁 283-84。林建智、李志峰，同前註 25，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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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保險法第 34條之調查評估義務下，保險人應就

保險人對第三人間責任關係調查、鑑定，並進而

依本條之規定對被保險人責任之有無、範圍為評

價，在和解磋商過程中，誠信地為被保險人談

判、議價，促成和解之作成。又關於保險人就其

和解義務之履行是否充分，必須綜合判斷，非謂

保險人就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不能作成

和解即認定其有違反和解義務者，本文以為應與

保險法第 34條規定之調查評估義務合併觀察，參

酌保險人是否對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間之責任關係

有為充分之調查評估，是否有忽視前置調查所提

出之專業評估意見，而不能誠信地為被保險人之

利益作成和解者。在充分調查、評估、談判之前

提下，拒絕第三人提出之和解是否誠信，另可參

酌美國法上「忽略限額之標準」，即「假設保單無

責任上限，一般審慎之保險人誠信地酌量被保險

人之責任，會否接受系爭和解條件？」若為是，

保險人之拒卻和解難謂誠信，應屬違反和解義務

者。 

3、在被保險人之經濟、經歷、專業知識與磋商地位

不次於保險人時，系爭相對強制規定之實益將削

弱，蓋在締約雙方當事人之實力均衡時，被保險

人淪為保險人經濟支配之危險已緩和，此際應可

向憲法第 22條保障締約自由利益靠攏；況又和解

義務之承擔會反應在保險費率的計算上，被保險

人轉嫁危險之成本會提高，故在立法上作除書之

規定，使法之操作更具彈性。是以，本文參考參

考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條保障金融消費者權益

之精神，若保險人在締約前能以被保險人得理解

之方式，充分說明保險人協助和解義務存否之不

同保單有何異同、優劣之分，則仍有約定免除保

險人和解義務之空間，蓋在考量費率、被保險人

之締約實力等因素下，系爭免除保險人和解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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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約定有符合保險法第 54條第 1項但書之可能。 

4、為避免被保險人故意與第三人通謀，或慷保險人

之慨，以與其責任不成比例之高額作成和解，侵

害保險人之權益，現行保險法第 93條保障保險人

之和解參與權之規定確有其實益。查我國最高法

院對本條規定之解讀，係和解對保險人發生拘束

力之基礎，在於已保障保險人對於和解之參與機

會，而不在於其對和解內容之同意認為保險人對

於被保險人與第三人就賠償義務所為之承認、和

解或賠償並不具有同意權，是以，保險人依本條

不受拘束之前提，應為「未經其參與」而非「未

經其同意」；然而，查實務上，和解參與權已獲保

障之保險人，或有以到場時消極未表示意見而抗

辯者291；或有商品在契約條款中約定「非經保險

人同意」，被保險人不得擅自承認、要約、允諾、

和解或給付賠款者292；甚至有契約條款約定必須

以確定訴訟判決作為保險給付之前提者293。由是

可見，在現行法之規定下，保險人有濫用其和解

參與權或定型化契約優勢，致被保險人不能有效

率地對第三人就其責任為承認、和解或賠償之情

形。是以，本文參照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7年

保險上易字第 5 號民事判決，肯認保險人應負

「適當同意義務」之精神，建議明文保險人不僅

                                                        
291
 參照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保險字第 48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3 年保險字

第 9 號民事判決。 
292 例如保險實務上至今未停售之：臺灣產物第三人意外責任保險附加條款(商業火災保險適用)

第 7條、華南產物醫院綜合意外責任保險單基本條款第 16條：「被保險人對於本保險契約承保

範圍內之賠償責任，遵守下列約定：(一)除必須之急就費用外，被保險人就其責任所為之承

認、和解或賠償，須經本公司參與或事先同意。但被保險人自願負擔者不在此限。」國泰產物

意外汙染責任保險第 14條：「被保險人對於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應遵守下列約

定：(一)除必須之急救費用外，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擅自承諾或給付賠款。但被保險人自願

負擔者不在此限。」資料來源為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站：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最後瀏覽日，2016/12/29) 
293
 例如保險實務上至今未停售之國泰產物意外汙染責任保險第 14條：「被保險人對於本保險單

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應遵守下列約定：(二) 在未取得和解書法院判決確定書以前，不得向

本公司要求任何賠償。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資料來源為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

展中心網站：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最後瀏覽日，

2016/12/29)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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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同意權，對被保險人就其對第三人人責任所

為之承認、和解、賠償有適當同意義務，並設定

違反系爭義務之法律效果，期能更有效率地杜絕

保險人各類巧辯。是以，凡被保險人與第三人就

賠償義務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合理正當者，

保險人即應受拘束，以利被保險人即早脫離責任

關係之紛擾，貫徹責任保險定紛止爭之功能，並

可達到緩解法院訟源之附加效果。 

5、至於何謂「正當合理」？本文以為不應以保險金

額為界線，蓋縱使和解金額超出保險金額，被保

險人亦有就超出保險金額部分自付差額，以即早

脫離責任關係之紛擾之權利，故在誠信原則之指

導之下，保險人對於契約關係所生義務之履行自

應與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一致，則保險人在考量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賠償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

賠償數額是否正當合理時，同樣可以參酌美國法

上「忽略限額標準」，即「誠信地酌量若其保單無

責任上限，一般審慎之保險人會否接受系爭和解

條件？」若為是，保險人即應受拘束。 

6、就法經濟學之觀點，明文保險人之和解義務與適

當同意和解義務，能使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利益

趨於一致，蓋在前揭義務之驅使下，保險人對於

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間之責任關係不再能袖手旁

觀，亦不能放任責任關係之風險升高進入訴訟，

能夠消滅保險人恃其責任上限之優勢放任被保險

人進入訴訟之僥倖心態。然而，若保險人違反前

揭義務時，被保險人又回到孤立無援之地位，此

際，保險人未協助其與第三人達成和解，或無正

當理由拒絕同意和解，迫使責任關係進入長期之

訴訟程序，被保險人因此而受有之種種經濟上不

利益，保險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論理上，被保

險人亦得依民法第 227條第 2項作為請求權基

礎；惟本文以為在特別法中明確規範其責任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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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益，已如前項第二款第 3點、第 4點所述。最

後，關於過失之認定，亦同前項第二款第 5點所

述，不復贅述。 

第三項 課予不誠信履約保險人懲罰性賠償金 

 理論基礎 

從前章之討論，可得出我國現行法規，無論是對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第 11條之 3或是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之操作，課予不誠

信履行契約義務之保險人懲罰性賠償金均有罣礙。本文以為在保

險法中，明文對不誠信履約之保險人課予懲罰性賠償金，應有其

實益，其理論基礎可自保險制度之特色及懲罰性賠償金制度之法

經濟功能切入，說明如下： 

第一目 法經濟學之分析 

在一般法治國家，為保障權利294
(entitlement)不受侵害，有

兩種保護原則：「補償原則」(liability rules)和「財產原則」

(property rules)，前者係將權利賦予特定主體，並允許其在權利

受到侵害後，「事後地」向行為人請求賠償之概念；相對地，後

者之意涵，係任何人欲使權利內容發生變動，均須「事先」得

到權利人之同意295，而財產原則之保護形式係指，在未經權利

人「事先」同意之情況下，破壞此權利狀態者，法律要求其負

起客觀決定價值之損害賠償責任。
296
美國契約法對於違反契約

之損害賠償規則，即是以補償原則保護契約當事人；至於，懲

罰性賠償金之課予，係以過份高地違約代價保護契約當事人，

即係財產原則之保護形式。學者 William S. Dodge 自經濟學角

度分析，指出無論是「機會主義違約」或「效率違約」，對違約

一方當事人課處懲罰性賠償金此一財產原則保護形式，不僅能

達到嚇阻的作用，自效率的觀點亦獲得支持。保險人不誠信履

約，可能屬於機會主義違約亦可能屬於效率違約，蓋保險人除

侵害被保險人之權利外，亦可將留置應賠付之保險金投資而獲

利，故以下分別對此二情形在經濟學上之論理為介紹： 

                                                        
294 此處所稱之權利並非法律上債權或物權之概念，而是單純法律制度在有利益衝突之兩造中，

決定享有權能一方。王文宇，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元照，民國八十九年，頁 38。 
295 William S. Dodge, The Case for Punitive Damages in Contracts, 48 Duke Law Journal 666(1999). 
296 張容綺，專利侵害損害賠償制度之檢討與重構--以美國法作為比較基準--，世新大學法研所

碩士論文，2005年，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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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會主義違約之情形： 

所謂機會主義違約，是指違約一方當是僅係透過剝

奪他方當事人之權利，達到資源重新配置之效果，其違

約行為並未創造財富，故整體經濟價值並不會增加。297

學者 William 更進一步指出，機會主義違約不但不會創

造財富價值還會消耗現存的財富，蓋投機主義者會將其

資源花費在尋找契約漏洞；相對保守的他方當事人，則

會花費成本避免投機行為，如：調查成本、擬約成本、

監督成本，故自效率觀點，法律應有相應對策阻止此類

行為。
298然而，契約法上補償性之損害賠償責任並不足

以嚇阻機會主義違約299，蓋在他方當事人未意識到違約

不法之情形下，或是無法負擔提起訴訟主張權利之成本

時，違約當事人可能完全逸脫法律責任，保留其違約之

獲利；況縱其必須依契約法負擔責任時亦僅需補償性損

害賠償責任而已，則違約顯然是一個有利可圖的策略。
300本文以為，在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情形，前揭心理上

危險之發生更是不可避免的，蓋保險契約條款非常專

業、晦澀且冗長，對於知識、經驗有限之被保險人往往

難以確切理解，對於保險業的理賠程序之運作也不能知

悉，是以被保險人面對保險人拒絕履行契約義務時，可

能對其契約上權利受到侵害之事實不能察知；又相對於

資力雄厚、分工精細、資源豐富之保險人，被保險人對

於曠日廢時之訴訟風險亦有趨避之心理。是以，在保險

人不誠信履約之情形，課予懲罰行賠償是有效率的。 

2、效率違約之情形 

效率違約會創造財富，使整體經濟價值增益，違約

當事人在不損及他方當事人權力之前提下更有所得者。
301有論者提出，效率違約在經濟學上應被鼓勵，因為整

體社會經濟的價值會增加，故在效率違約之情形下不應

課予違約當事人懲罰性賠償金，以免遏止效率違約之發

                                                        
297 William S. Dodge, supra note 295, at 653 (1999). 
298 William S. Dodge, supra note 295, at 656-55 (1999). 
299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t130 (5th ed. 1998). 
300 William S. Dodge, supra note 295, at 655 (1999). 
301 Id , at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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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利整體市場經濟之發展。302然而，學者 William 指

出，這樣的分析是有問題的，因為效率違約理論的兩個

假設在現實層面無法實現：違約當事人會誠實地補償他

方之損失以及期待利益能充分補償他方之損失。303在保

險人不誠信違約之情形，效率違約理論之假設也會輕而

易舉地被攻破，蓋被保險人可能受限於知識與經驗，不

能察覺違約之不正當，例如對於契約條款之意義不能充

分理解，在此情形下，保險人可以完全免於違約之損害

賠償責任；或者利用被保險人趨避訴訟之心理，以低於

其契約責任之金額與被保險人達成和解；又被保險人除

期待利益之損失外，精神上損害賠償、或律師費支出等

損害均不能獲得補償，是以其實質上並非立於一個相當

契約完全履行之地位。 

學者 William 更有近一步指出，縱退萬步言，在效

率違約理論之假設為真之前提下，以效率違約理論禁止

懲罰性賠償制度仍是沒有效率的。其論理如下：在懲罰

性賠償金此一財產原則保護形式之監督下，效率違約被

嚇阻，違約一方當事人必須支付之成本為「事前取得權

利人同意」之交易成本(transection cost)；反之，在鼓勵

效率違約之理論下，違約一方當事人必須支付法院評估

損害賠償價值之成本(assessment cost )，故比較前揭兩種

成本，可以得出究竟何種保護形式較有效率。在交易成

本中，常見的困境為雙邊壟斷(bilateral monopoly)所衍生

之策略行為(strategic behavior)，在雙方當事人都擁有討

價還價(bargain)的地位和能力時，權利移轉之價格難以

確定，雙方都是人都企圖從交易中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

益，協商過程之成本隨之增加304，這是支持效率違約理

論者最常提出之理由；然而，這個困境在法院評估成本

中亦存在，蓋私人間協商相互隱藏資訊的問題在法庭上

也會出現；只不過在效率違約之情形，僅被違約之一方

當事人有機會就其實際損失為主張，是以這類策略行為

                                                        
302 See Patton v. Mid-Continent Sys., 841 F.2d 742, 750 (7th Cir. 1988) 
303 William S. Dodge, supra note 295, at 664(1999). 
304 Richard A. Posner, supra note 299, at 69(5th e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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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發生在被違約一方當事人一方，故其帶來之成本有

稍微緩和。學者 William 進一步分析，這樣的優勢比諸

訴訟伴隨的其他成本根本微不足道，包括：律師費、訴

訟費以及法院判決數額錯誤之成本，這些額外的成本暗

示以補償原則保護契約權利相較於利用像懲罰性賠償這

類財產原則保護形式是較沒效率的。綜上依據經濟學之

分析，套用至保險契約領域，在保險人不誠信效率違約

時，課予懲罰性賠償金，能有效率地對其造成壓力，嚇

阻效率違約，保險人面對理賠爭議不會在恃其資訊、財

力等優勢地位，恣意違約，相對地，其有更高意願與被

保險人就其履約義務作磋商，而其間所生之交易成本會

比進入訴訟更低，就整體經濟而言更有效率。 

3、小結 

學者 Richard Allen Posner 有指出，判斷法律規則之

效率，正確的態度是對未來的預測，即這種規則能否激

勵規範主體將來有效率地作為或不作為
305，從前幾章討

論可以發現，我國現行司法實務上，不誠信履約之保險

人無論主觀上為故意或過失，一般僅有使被保險人回復

到如同契約完全履行之地位，即彌補其履行利益之損失

加計遲延利息而已，至於其他如精神上損害、其他經濟

上之損害等，少有見保險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違約

保險人之責任既不會超出契約責任，自沒有經濟上誘因

激勵保險人誠信履約，故自法經濟學之觀點，我國現行

法對不誠信保險人責任追究之規範是沒有效率的。依學

者 William 自經濟學角度分析，懲罰性賠償制度並不會

造成效率低下，反之能有效率地達到嚇阻故意違約之情

形。是以本文建議在保險法中，或引進懲罰性賠償金制

度，以更有效率地控制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風險。 

第二目 保險契約特質 

保險契約有危險轉移之特殊性，一般要保人，購買保險之

目的，乃係希冀以保險費作為對價，預先將未來不確定之風險

分散，使保險人為其承擔風險，以避免風險實現時，對其生活

                                                        
305 Id , at,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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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衝擊。由是可見，有別於一般商業契約，雙方當事人均以

牟利為目的，要保人透過購買保險此一防患於未然之行為，係

為尋求心靈之安定；至於保險人雖以營利為目的，然其所出賣

之標的，在本質上是為被保險人承擔風險、填補損失之「承

諾」，其「承諾」之兌現，可維持被保險人經濟生活之穩定性，

甚至防免其因資金空缺更受有其他損害，自有其社會性意義。

是以，為貫徹保險之公益性，使其維持社會和諧之功能得以發

揮，對保險人是否誠信履約自有監督之必要，然而，從前幾章

的討論可以發現，我國現行司法實務仍囿於契約法之框架，認

為不誠信保險人只要賠付被保險人約定之保險金額加計年息一

分之遲延利息，即堪謂使被保險人回復到如同契約完全履行之

地位，圓滿履行其契約義務，這樣的見解使被保險人契約上之

權利，置於保險人效率之風險下，蓋在市場利率更高於年息一

分時，保險人更有經濟上之動機效率違約。被保險人契約權利

能否實現竟取決於保險人內心之道德防線堅實與否，故本文以

為引進懲罰性賠償制度方能有效率地保障被保險人之權利。 

保險契約之另一特性在於消費保險契約中，雙方當事人地

位之懸殊，首先，保險是由保險人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保

險人既以營利為目的，在設計保險商品時自會以最大化自己利

益，要保人除非是團體或企業，往往沒有與保險人磋商之能

力，對於契約條款之內涵往往亦受限於自身知識與經驗不能確

實了解，只能照單全收；在契約承保風險實現時，保險人或有

以契約條款抗辯責任之除外者；或有對其責任範圍調整者；或

有利用其法律專業抗辯被保險人義務之違反者；或有利用被保

險人對理賠作業程序不能知悉而藉詞拖延者；或有以防範保險

詐欺為名目施以不必要之調查等等。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種種

抗辯往往無計可施，甚至可能未察覺其不正當性，縱有提起訴

訟者其實際受有之損失亦不能獲得完全之填補。況且，雙方地

位之懸殊亦表現在訴訟能力之面向，蓋保險公司乃專業分工精

細之法人，面對複雜的訴訟爭議，隨時有專責的部門或是合作

的法律專業機構應對；相對地，被保險人在風險實現時，往往

以處於經濟上脆弱之狀態，此際考量時間成本或是律師費用等

支出，均可能讓被保險人對訴訟救濟卻步，保險人可利用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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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系爭心理，取巧建議低於契約約定之保險給付，無法負擔

訴訟成本之被保險人往往只能無奈接受保險人不完全之給付。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現行我國司法實務對保險人誠信履

約之監理能量不足，固守契約法上損害賠償之原則已無法導正

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行為，考量保險制度之特色，為實踐其維

持社會秩序之公益性，並衡平雙方當事人地位之不對等，應於

保險法中引進懲罰性賠償制度，方能有效發揮司法監理之效

果。 

 修正條文建議 

第 34條之 1：「保險人故意違反本法規定之義務而負損害賠

償責任時，被保險人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

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

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就條文之修正建議，說明如下： 

1、前文歸納我國司法實務對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監督能量不

足，又類型化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情形，本文遂建議我國

現行保險法對保險人調查義務、適當同意義務與和解義務

作明文規定，以明確保險人責任，並進一步對違反契約義

務之保險人課予損害賠償責任，企圖改善現行司法實務對

被保險人保障不足之缺失，衡平消費保險中當事人間地位

不對等之特性。是以，此處所謂「因違反本法規定之義務

而負損害賠償責任」即係指保險人違反保險法第 34條及第

93條所規範之義務而負損害賠償責任者。 

2、至於主觀可歸責性之認定，觀察美國多數州所採納之見

解，多指出系爭制度之目的在處罰「惡性」，是以保險人主

觀上違反其義務必須有嚴重地、不能忍受地惡意或者魯莽

地忽視，即多以故意或重大過失作為主觀上可歸責之要

件；然而參照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於 2015年 6之修

正，建立了層級化之歸責要件，凡主觀上有抽象輕過失、

重大過失或故意者，均有承受懲罰性賠償金之可能，解決

過往關於主觀過失認定之爭議。查其修法理由，係鑒於修

法前司法實務見解就「過失」之認定作目的性限縮為「重

大過失」，使現行條文之立意大打折扣，對消費者保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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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本文爰參考本次修法見解為修法建議，亦將因抽象輕

過失違反契約義務之保險人，納為規範主體，蓋有別於美

國判例法體制，最高限額、責任分層之規定，已緩和懲罰

違憲疑慮；再者，查我國司法實務對懲罰性賠償金之認定

保守，自民國 95年以來最高法院確定判決中肯認消費者得

依消保法第 51條請求者只有三件，其中一件甚至只判予損

害賠償額十分之一倍之數額；況且，保險人相對於被保險

人無論是在資訊、資力、智識、經驗均立於優勢之地位，

是以課予其更高之注意義務亦難謂有失平衡。綜上，本文

爰參考新修正消保法第 51條之規定，對不誠信保險人為層

級化歸責如建議修正條文所示。 

第三節 結語 

實務上屢見不鮮之保險理賠爭議猶如一記警鐘，提醒我們檢視現行司法實

務操作之妥適性，以及法律規範之完備與否。考察美國法上惡意行為請求權制

度，在法理上，說明了傳統契約法之見解受限於「可預見性」規則之操作，對

因保險人不誠信履約而受有損害之被保險人保障不足之事實；在法經濟學角度

已證實其「事前威嚇」、「事後矯正」之積極正面功能，實有值得我國引為借鑒

之價值。審視我國司法實務現況，亦如同美國法上傳統見解，限於契約法之框

架，甚至在契約法理論基礎上潛在之請求權基礎，如民法第 227條第 2項、第

233條第 3項，亦少見有提出請求者，又縱有提出者法院亦抱持保守之見解，

不能承認不完全給付或給付遲延所致生履行利益以外之其他經濟損害。法院似

乎陷於一迷思，即不誠信履約之保險人只要終局給付依照契約條款約定之保險

金，加計遲延利息，契約關係即屬圓滿落實，保險人已有使被保險人回復到如

同契約完全履行之地位，卻有欠思考「遲來的正義」背後之代價，是以無論是

據侵權行為法或契約法請求之「其他經濟損害賠償」、「精神上損害賠償」，均保

守地駁回。本文以為，我國法院雖沒有英美法系「法官造法」之彈性，大陸法

系之我國，法院必須按成文法「依法判決」，然而法院仍有「統一解釋法令」之

權力，是以我國法院若能不落入傳統見解之窠臼，在現行民法之規範下，更開

放地容許履行利益以外之損害，仍可一定程度地強化對被保險人之保障，以及

司法監理導正保險人不誠信履約之功能。例如對於保險法第 93條「無正當合理

原因」之闡釋、具體操作，能有效監督保險人濫用參與權，更有甚者如臺灣高

等法院臺南分院 97年保險上易字第 5 號民事判決，肯認保險人有適當和解義

務故應賠償被保險人因與第三人間前案訴訟延滯所增加之法定遲延利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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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了法院透過法令解釋之操作，實踐司法監理之功能。此外，闡明權之落

實，亦有助於改善現行司法實務對被保險人保障不足之困境，按民事訴訟法第

199條，法院應儘可能就被保險人提出之證據方法、事實陳述與待證事實間之

關聯性，與當事人進行言詞討論，或有助於連結保險人不誠信履約與被保險人

受有損害間之因果關係；再按民事訴訟法第 199條之 1 第 1項，倘被保險人在

訴訟上，就其因保險人不誠信履約而受有履行利益以外之損害之事實上陳述，

確已呈現及於民法第 227條第 2項、第 233條第 3項及第 184條第 1項之「構

成要件」，而其不知主張者，應適時曉諭被保險人得變更、更正、追加或補充其

請求權基礎。尤其在被保險人依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法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併依消保法第 51條請求成罰性賠償金之情形。此際，若被保險人在訴訟上所提

出之訴訟資料，無論是書面或言詞陳述、主張，及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第 1

項之構成要件，而展現被保險人有「不知主張」系爭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端

緒」時，法院應有按民事訴訟法第 199條之 1 為闡明之義務，不應逕以被保險

人不構成消保法第 51條所稱「依本法提起訴訟」為由，駁回被保險人之請求。 

從前幾章之討論，得出我國現行司法實務囿於傳統契約法框架，對於因保

險人不誠信履約受有之損害被保險人不能充分保障之結論。這可歸因於司法實

務見解不能參透保險契約與一般商業契約本質上之差異，包括保險人「即時兌

現承諾」之必要性、被保險人於風險實現時之「經濟上急迫地位」以及第三人

保險領域保險人與被保險人潛在利益衝突之地位等等。由於立法監理有程序冗

長、費時拖延之不利益，本文試圖在現行法規範架構下，對司法監理面向之可

能性提出建議，然而檢視現行法規範，實有所欠缺，為更明確保險人理賠義

務，並促進履約效率，本文考察美國惡意行為請求權判例對於誠信理賠義涵、

損害賠償範圍之建構，比諸我國司法實務現況，嘗試在未來修法方向提出建

議：關於保險人理賠義務內涵，應明文保險人於事故發生後有積極調查義務，

以督促保險人履行調查義務，矯正其消極延滯調查、拖延給付之情形；此外，

為矯正第三人保險中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利益衝突之困境，並實踐責任保險為被

保險人定紛止爭以帶給其心靈安定之中及目標，應明文保險人有協助和解之義

務，又在被保險人就其對第三人之責任所為之承認、賠償、和解，除有合理原

因外，保險人應受其拘束，明文保險人之適當和解義務，除有助於被保險人即

早脫離責任關係之紛擾，更能達到疏減訟源之附加效果。本文並建議，於保險

法中明文保險人違反前揭理賠義務致被保險人更有損害時，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蓋相較於回歸民法上適用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法等規定，在特別法中就

保險人義務違反之法律效果為明文規定，等同有意識地強調對被保險人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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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可抬高法院對於被保險人保障之意識，亦能有警示保險人對其理賠義務誠

信履行之必要性。最後，關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課予，自法經濟學之角度著眼確

有提升履約效率之正面意義；自保險契約之特性切入，亦可衡平保險契約上當

事人資訊、知識、經驗、資源、財力不對等。我國現行消保法第 51條雖有操作

之空間，然畢竟有欠明確，是以本文爰參考消保法第 51條層級化歸責之規定，

於保險法中明文保險人有「因違反本法規定之義務而負損害賠償責任」時，應

按其主觀上可歸責性，酌量課予懲罰性賠償金。 

有諺語謂：＂A quick nickel is better than a slow dime ＂道盡被保險人之心

聲，蓋其出險時往往立於經濟上、心理上急難、迫切之地位，此際即時之保險

理賠，方能貫徹保險制度「有難同當」之高貴本旨；然查，現行實務上理賠爭

議層出不窮，被保險人在曠日引月、萬縷千絲之申訴、訴訟救濟後方獲得之理

賠，已背離保險之真諦，更可議者係在現行司法實務之操作下，被保險人所受

有之實際損害並不能獲得完整之填補。＂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此一

法諺，可謂是我國保險法對保險人理賠義務規範不足、司法監理又趨於保守之

現況下，不能充分保障被保險人之最佳寫照。保險制度不僅能維持社會秩序和

諧，更能促進國家民生經濟之發展，在當代社會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於

系爭制度自有維護監理之必要性。本文以為「理賠」可謂保險制度之根本，扎

根穩健保險產業方能茁壯，故僅以有限之學識，點出我國現行司法實務之困

境，並就司法監理面及未來修法方向提出建議，期能提升此一問題意識、促進

多方研究，給予保險消費者更公平、友善之司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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