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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今世界各國分工極盡專業化之環境下，各國貨物之往來也越來越頻繁，

而海上貨物運送，由於其兼具有載運量大、運費較低等優點，為目前世界上現存

之貨物運送方式中最常使用者；然而，海上貨物運送亦同時具有運送時程長、運

送風險高等缺點，因此，即常透過海上貨物運送保險來轉嫁此等風險。 

    國際貿易中，買賣雙方基於價格與風險之考量，皆會約定特定之貿易條件做

為其報價與履行買賣契約義務，由於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所訂之 Incoterms為國際貿易實務上多所運用，且貿易條件涉及

投保海上保險之義務人與貨物風險之移轉時點，對於海上貨物保險之合作協助代

位義務之義務人與妨礙代位效果所應發生之對象亦有所影響，故本研究將以最新

版本之 Incoterms® 2010結合本研究內容進行探討。 

    保險代位之正常運作，可謂係影響國際貿易之重大因素，蓋此將涉及海上貨

物保險人承保同一風險之費率與意願，若保險代位制度無法正常運作者，將使保

險人進行保險理賠後，無法有效針對應負責任之人請求損害賠償以填補其所支出

之保險理賠，此亦造成保險人往後承保同一風險時，保險費率之提高與承保範圍

之縮減，亦同時對於國際貿易之當事人造成重大影響。然而，在我國現行法制下，

對於海上貨物保險人進行保險代位程序時，若遭遇妨礙代位行為，造成其無法有

效進行代位者，卻無任何規定，使保險人於理賠後，不但無法從應負責任之第三

人取得損害賠償外，亦無法向妨礙代位之人請求損害賠償，此將嚴重影響我國海

上貨物保險代位之正常運作，因此，本研究將嘗試透過比較英美法、中國大陸法

制下對於此議題之處理方式，以及海上貨物保險中所常使用之協會貨物條款

（Institute Cargo Clause, ICC）之 1982以及 2009年版本，加上我國現提出

之海商法修正草案，探討我國針對此種狀況所得採取之應對方式與立法模式。 

 

關鍵詞：海上貨物保險、妨礙代位、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保險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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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海上貨物保險為財產保險之一種類型，然與他種財產保險之差異點甚多，

最為明顯者即為海上貨物保險常有多國之因素牽涉其中，如要保人與被保人因貿

易條件之不同而常屬不同國家之公司行號、保險事故之發生通常不在我國境內以

及加害人亦常為跨國之公司行號等，此即造成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上極大之困難與

阻礙，故而，保險代位制度之健全於海上保險之領域中即有重要之影響，蓋若無

法有效規制妨礙代位之態樣與效果，以及要保人與被保人於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中

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將造成保險人跨國追償之難度更加提高，此不僅將造成保

險人理賠之負擔大幅增加、降低理賠效率等，更將使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費率無

法有效降低、貨主不願全額投保、貨物之貿易價格提高等情況，對於整體海上貨

物保險市場甚或是跨國貿易環境均有顯著不利影響。 

    關於妨礙代位行為之態樣以及效果，我國海商法與保險法並未有完整規定，

僅保險法第 34 條規定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應於保險人理賠前交齊證明文件之規定

蘊含此概念在內，然而此等證明文件究係證明損害發生之範圍與損失金額或係證

明損害發生之過程與原因，實屬不明，而後者往往係與保險理賠無關然係屬保險

人行使代位權所必需者，且本條規定僅限於理賠前，而保險人於理賠後往往才是

保險代位權得否順利行使之關鍵時期，可見我國保險法對此部分之規範並不足夠。

有鑑於此，本文希冀針對海上貨物保險中妨礙代位行為之態樣、效力進行深入之

探討，期能明確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關於保險人代位權行使之權利義務，探究被

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範圍，並明確妨礙代位應具有之效果，以健全海上貨

物保險中之保險代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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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為使保險人之代位權得以順利行使，要保人或被保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應

不僅只限於保險法第 34 條所規定之證明文件提供義務，被保險人或要保人妨礙

保險人代位權之行為亦不僅止於此，故應針對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於不同之貨

物運送情況、貿易條件等等不同狀況所可能遇到之阻礙以及基於平衡被保人與保

險人權利與義務之想法下，探討被保人與要保人之合作協助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

義務範圍以及違反時造成妨礙保險人行使代位權相應之效果。 

    有鑑於目前我國海上貨物保險之運作實務上，關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作

協助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義務在立法上之缺漏，保險人通常係透過保險契約中之

重要條款（Important Clause）或保險契約條款（如 Institute Cargo Clause, ICC 等）

來規範要保人或被保人應提供之協助與文件類型，然而，此即造成要保人與被保

人時常負擔過重之義務內容，且各家保險公司之條款內容亦不一致，違反之效果

亦有所不同，甚且有約定被保人或要保人一旦違反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保險人

即得不予以理賠之約款，故而，本文之研究目的歸納如下： 

1.探討不同貿易條件下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內容與妨礙代位之態樣； 

2.分析代位制度健全於海上貨物保險之重要性； 

3.使被保人或要保人對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範圍得以預見且合理； 

4.針對違反義務而造成之妨礙代位情形給予相應且適切之法律效果； 

5.嘗試提出我國法制未來可發展之方向。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按保險代位制度係財產保險中，基於保險法上禁止不當利得原則所衍生之制

度，其制度目的在於維持保險契約僅填補被保險人損害之核心思想，使被保險人

不因保險契約之存在而獲有超出其損害額度之利益，另一方面更可維持應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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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所應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並且減少保險人之理賠負擔並進而降低理賠費率

與促進理賠效率，是為財產保險中極為重要之制度。然而，財產保險中所涉險種

極廣，如火災保險、陸空保險與海上保險等，而海上保險中於保險實務中更可按

保險標的之不同，區分為海上貨物保險（Marine Cargo Insurance）、船體保險（Hull 

Insurance）、保賠保險（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Insurance）、運費保險（Freight  

Insurance）等險種 1，礙於本文篇幅，本研究探討之範圍以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

代位制度為核心，以海上貨物保險中，妨礙代位之態樣與效果以及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為討論重點，並加入探討英美法制中之「程序代位」概

念，以期能為我國通說實務對於保險代位所採之「法定債權移轉」理論，於特定

個案中所遭遇之困境提出適切之解決辦法。而保險代位依保險人所取得權利客體

之不同，又可區分為「權利代位」與「物上代位」，由於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

定係為「權利代位」之規定，對於後者並無任何規定 2，且為使討論重點不至於

過度發散而不易聚焦，本研究將針對「權利代位」之部分深入探討，而關於「物

上代位」之部分則不列入研究範圍。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以比較研究法、歸納研究法作為探討海上貨物保險中妨礙代位態樣

與效力之研究方法，且按學者之見解，比較法係指參酌與比較外國針對同一事項

之立法例、判例與學說，作為我國處理相同事項上，法律規範與實務運作之參考，

以實踐規範目的之法學方法 3，茲將本文基於前述研究方法所欲採行之資料蒐集

途徑與分析方法簡述如下： 

                                                 
1 應世昌，海上保險學，頁 41，2000 年 7 月。 
2 陳俊元，兩岸保險代位法制之比較研究，法令月刊，第 55 卷第 11 期，頁 59，2004 年 11

月。 
3 楊仁壽，法學方法論，頁 229，2010 年 5 月，二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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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資料蒐集途徑： 

1. 專書著作 

以國內外有關於海商法、海上貨物保險、英國倫敦保險人協會貨物條款

（Institute Cargo Clause）、海上索賠實務等之專書著作為主要參考對象，

另輔以關於保險法等之專書著作作為探討保險代位中，程序代位理論所

產生之「擬制信託」概念之依據。 

2. 學術期刊 

以國內外之法律類學術期刊與學術研討會之論文為主要蒐集管道，並基

於本研究欲與海上保險運作實務契合之想法，另將蒐集保險類、航運類

之學術期刊與實務期刊。 

3. 學位論文 

有鑑於保險代位制度之發展歷史悠久，在進行相關概念之探討時，將參

考學術界先進所著之學位論文，期能透過整理過去保險代位制度之問題

與困境，能對於未來我國保險代位制度之發展方向提出切合實務且實際

之建議與看法。 

4. 法條法規與各國法制 

將加入我國現行海商法、兩個版本的海商法修正草案、保險法、英國

1906 年海上保險法（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英國 2015 年保險法

（Insurance Act 2015）等法條法規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中華人

民共和國保險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等作為比較

研究之探討對象。 

5. 國內與國外實務見解 

包含關於保險代位與妨礙代位之我國、英國、美國與中國大陸法院之相

關實務見解。 

6. 海上貨物保險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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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上貨物保險運作實務上，保險契約中之條款多直接引用英國倫敦

保險人協會所制定之英國協會貨物條款（Institute Cargo Clause）作為基

礎，故將加入 1982 年與 2009 年版本之英國協會貨物條款中有關於保險

人代位權行使與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條款進行探討，

除此之外，並將加入我國代表性之產險公司所出具之海上貨物保險單中

所約定，除英國協會貨物條款外，有關保險人行使代位權與要保人、被

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保單條款作為討論依據。 

7. 其他類型 

如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 IMO）所提供之近

期海事訊息、相關新聞報導、業界新聞與政府出版品等。 

二、 研究資料分析方法 

  本文欲以比較研究法、歸納研究法作為探討本文主題之研究方法，從上所述，

比較法係指參酌與比較外國針對同一事項之立法例、判例與學說，作為我國處理

相同事項上，法律規範與實務運作之參考，而比較研究法則係指採取兩種以上之

學術思想或法則，以發掘其共同點與特質 4；歸納研究法則係指從同一類型之個

別事實中，歸納推導出得用於同類事實之原理原則。故而，本文將綜合比較我國、

英國、美國、中國大陸之法條法規、學術期刊、專書著作、實務見解等，並加入

國際公約、英國協會貨物條款等，整理比較各國在海上貨物保險中，針對各種妨

礙代位行為之態樣與效力，並同時歸納並比較各國針對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於保險

契約簽訂前後、保險事故發生前後，其所應負擔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容。 

三、 資料繁簡字體轉換 

    由於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將加入大量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法規條文以及學說實

務之資料，以對妨礙代位以及合作協助代位義務進行較為詳盡的比較法介紹，並

供我國未來法制發展之參考，但考量於全文中，若行文時而繁體時而簡體將造成

                                                 
4 王錦堂，大學學術研究與寫作，頁 97，1999 年，增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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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上之不便以及體例上的突兀，因此本文以下將統一以繁體字作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法制資料的呈現字體。 

第五節 預期結果 

    本文欲透過綜合比較我國、美國、英國以及中國大陸法制之立法例與學說實

務見解，歸納各種妨礙代位行為之態樣、效果，以及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合作協

助代位義務內容範圍，以期能補充我國法制與實務上關於此部分之欠缺，並嘗試

提出新想法，以期能明確要保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之權利義務，平衡保險契

約當事人間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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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代位運作與困境 

第一節 我國海上貨物保險代位之運作流程 

圖：海上貨物保險理賠與代位運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於事故發生後，若受損貨物有進行投保海上貨物保險，則為了請求保險人

給付保險金，填補貨物因事故所受之損害，需進行一整個理賠流程，使保險人

得以認定該事故是否屬於保險契約的承保範圍，並決定保險金給付之數額，具

體的流程分述如下： 

第一項 通知出險 

  當被保險人得知其所投保知貨物受損後，應立即通知保險人，關於通知之時

期，依照保險法第 58 條之規定，被保險人遇有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發生，

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於知悉後五日內通知保險人。於海上貨

物保險中，因海上事故狀況往往瞬息萬變，且造成之損害通常甚大，需要保險契

約當事人立即進行必要處理如損害認定、損害防阻等，故而，海商法第 149 條即

對此進行特別規定，其要求被保險人於知悉保險之危險發生後，應立即通知保險

人，而依據海商法第 126 條之規定可知，關於海上保險，應優先適用海商法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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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險人得知貨物損害的情形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貨物在海上運送契約履行

的過程中因船舶遭受嚴重事故或風暴，如火燒船、貨櫃掉入海中等，或是於附隨

於海上運送的內陸水路或陸路運送階段，運輸工具發生交通事故等，此種情形下

貨損通常較為嚴重，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後很快就可以得知事故的消息。另一種

狀況是貨物於裝貨前、卸貨後或是運抵受貨人處後，在碼頭、倉庫等轉運與倉儲

場所，因各種原因如貨物堆存不當、溫度控管不良、未做適當隔絕措施等而造成

貨物損害，此種損害情形因較輕微，有時貨櫃外觀亦無法察覺 5，被保險人通常

須至運抵其倉庫後開櫃檢查始發現。然而，不論為何種貨物損害的情形，依據前

述我國海商法之規定，被保險人於得知貨物損害發生後，應立即通知保險人，並

進行後續處理流程。 

  若被保險人不即時將貨物損害之結果通知保險人，依據海商法第 151 條之規

定，若被保險人自接到貨物之日起，一個月內不將貨物所受損害通知保險人或其

代理人時，視為無損害。此規定之目的在於使被保險人接收貨物之後，須依通常

之方式儘速檢驗其貨物是否有損害，除可避免損害進一步擴大之外，更可有效保

護保險人於賠付保險金後，進行代位追償的權利，蓋損害發生後若可即時進行損

害的認定、相關資料的蒐集以及事故原因的調查，將有助於保險人確認應負責之

對象並對其提起求償。 

  關於通知出險之方式，我國海商法並無特別規定，故以口頭或是書面均無不

可，然基於避免日後爭議的考量，實務運作上，多數被保險人皆會以書面方式向

保險人發出損失通知函（Notice of Loss），保險人亦多數會提供索賠申請表供被

保險人填寫。 

                                                 
5 有時貨損極度輕微，被保險人甚至於開櫃檢查亦無發現的案例亦時有所聞，如近期實務上所

進行的一個海上貨物保險公證案，保險標的物為食品級塑膠薄膜，其裝載於貨櫃內並由中國青

島經過海運與陸運運至波蘭，然貨物運送過程中，因堆存地點轉換過程中的溫度變化過大，造

成貨櫃內有水珠凝結，並且該薄膜有輕微發霉狀況，被保險人直至欲將其裝入機器中使用時始

發現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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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共同公證 

  於貨物因保險事故而造成損壞時，為確定保險標的物之損壞情況，並進行初

步的損害防阻行為，通常會委任公證人進行現場查勘，關於公證人之工作內容為

何，依據保險法第 10 條之規定可看出其端睨：「本法所稱公證人，指向保險人或

被保險人收取費用，為其辦理保險標的之查勘、鑑定及估價與賠款之理算、洽商，

而予證明之人。」而為確保公證人公證結果之中立性與可信性，實務上通常保險

人與被保人均會委託公證人至事故現場進行共同公證，並出具公證報告。一個符

合標準的公證報告，其內容應包含保單相關資料蒐集（如保單號碼、被保險人、

保險人、保險標的物等）、運送相關資料蒐集（如運送人、載貨證券或海上貨運

單、起運港與卸貨港、運送路徑、船長手冊等）、損害情況調查（如硝酸銀測試、

水濕汗濕區別等）、事故現場紀錄（如照片、地圖等）以及初步損害金額的認定。

另外，基於上述資料判斷事故發生原因及應負責任之人與責任比例亦為保險公證

報告中不可或缺之一部分 6，以海上保險公證人而言，若發生船舶碰撞事故時，

至現場公證之公證人往往係具有相當船體知識之人如驗船師、船長等，其在調查

事故原因與蒐集相關資料、訪談現場人員與調查船長手冊等紀錄後，其在公證報

告上並應依據其本身之智識經驗，判斷事故發生之原因與責任的認定，並應進一

步判斷是否為保險所承保之事故範圍內。 

  上述公證人所進行之查勘鑑定工作，以及其後依據其查勘鑑定結果而出具之

公證報告，均有助於保險人於事故發生後的理賠作業的進行，亦可在被保險人與

保險人關於理賠金額出現爭議時，得以客觀的依據可以進行主張，更重要的功能

在於，保險人賠付保險金後進行代位追償時，公證人所蒐集之資料均可幫助保險

人對於應負責任之人的求償更為順利。 

                                                 
6 尤淵、尤德新，保險公估理論與實務，頁 43，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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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被保險人提供必要文件 

  在海上貨物保險的理賠實務上，為使理賠的過程得以順利進行，保險人通常

會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必要文件，除得以確切認定損害金額並確定承保範圍外，更

有助於其未來行使保險代位求償權時得以順利受償，常見者如下表所列： 

圖：海上貨物運送保險申請理賠應備文件 

（資料來源：台壽保產險，https://www.tlg-

insurance.com/upload/2015_12_31_1010270.pdf） 

第四項 進行代位求償 

  保險人於確認貨物損害為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並依保險契約之約定進行賠

付後，依照保險法第 53 條第 1 項之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

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

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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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行使其代位求償的權利。應注意同條第 2 項之限制：「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

之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代位請求權。但損失係由其故意所致者，不在此限。」 

  關於此權利應如何行使，我國通說與實務係採取「法定債權移轉說」，認為

保險人所取得之權利為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行使時係以其

自己之名義對第三人進行請求，而該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取得時點係於保險人給付

保險金時，該請求權即當然的移轉於保險人，無須被保險人的權利讓與行為，實

務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2060 號判決之意旨：「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

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於保險人履行賠

償之義務後，依保險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其損失賠償請求權於賠償金額範

圍內，當然移轉於保險人，被保險人於受領保險金給付後，即不得再向第三人行

使已移轉予保險人之損失賠償請求權。」即知 7。 

    於海上貨物保險運作實務上，為免除保險人於後續代位追償之訴訟中，第三

人對於其是否因法定移轉取得損害賠償請求權、得行使的請求權範圍與金額等等

爭點進行爭執，造成訴訟程序之拖延以及人力成本的耗費，我國多數保險公司均

會另外要求被保險人於請求理賠時，一併提交「代位收據」（Subrogation Receipt，

簡稱為 S/R），其上會記載被保險人姓名、保險人姓名、保單號碼、賠付金額以及

簡述賠付保險金的事故原因與相關資料，其功能在於產生「意定債權讓與」的效

力，蓋我國所採取之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下，保險人欲取得被保險人對於應負責任

第三人之權利前，仍須符合特定要件始發生法定債權移轉之效力，而此等要件之

存否於訴訟實務上該第三人往往會故意盲目爭執，造成保險人舉證上的負擔以及

訴訟程序的拖延，以此等方式同時以意定債權移轉取得被保險人之權利者，得使

保險人於進行後續代位訴訟時得以加快效率。 

    保險人依據前述規定與方式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後，

即可展開代位追償的相關程序，如與應負責任之第三人進行和解協商、在管轄地

                                                 
7 相同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985 號判決、88 年度台上字第 1091 號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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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相關訴訟程序等。 

第二節 我國海上貨物保險代位運作之困境 

  保險代位制度之功能，對於保險人來說，得藉代位權之行使，於個案進行理

賠後，回收一定的金額，降低賠率，並且得進一步降低投保同一風險的保險費率；

對於被保險人來說，則可發揮保險法上禁止不當利得原則的規範效力，使被保險

人不因同一保險事故的發生，除了獲得保險金給付之外，得另外向他人進行求償

而獲得雙重補償，並獲得超過其損害之利益；而對於應負責任之第三人來說，則

可確保其對於事故發生的最終責任，其責任不因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後

即消滅。 

  從前述保險代位制度之功能可知，保險代位制度之健全運作對於保險制度的

完善有巨大的影響，也關係著被保險人投保的成本甚鉅，然而，在我國海上貨物

保險之保險人行使其代位追償權而對第三人進行相關程序時，常因諸多因素而遭

遇重重困難，諸如管轄權、準據法等因素，須至他國進行訴訟，並且須適用我國

保險人完全不熟悉之外國法規，造成昂貴的訴訟費用，或是應負責任之第三人常

為外國法人或自然人，對於我國保險人之求償不予理會等；除對第三人行使代位

追償權所受到之阻礙外，被保險人是否妥善協助保險人進行代位追償，也是影響

代位追償得否順利進行的關鍵因素，被保險人之妨礙代位行為例如未完整提供運

送單據、對於事故之描述有所隱瞞等，下分述之： 

第一項 管轄權與準據法 

    於探討我國海上貨物保險代位之困境之框架下，首應探討者即管轄權與準據

法之問題，由於我國法制上，多數學說與實務對於保險人代位權係採取「法定債

權移轉理論」之見解，亦即保險人於進行代位程序時，其所行使者為其自被保險

人處所繼受，對造成保險事故發生而應負責任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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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與該第三人間之相關約定亦基於債權移轉之法理同時移轉予保險人，保

險人於進行代位程序時即受其拘束。而於保險人對該應負責任之第三人提起訴訟

進行追償時，依據先程序後實體之民事訴訟法上的一般原則，法院會先就該訴訟

之管轄與準據法等程序法上事項進行調查與認定，確認其是否有管轄本案之權利，

以及後續審理時應適用之法律。 

  管轄權與準據法問題在海上貨物保險代位之範疇內之所以為造成保險人行

使代位程序之一大困境，係由於保險人所繼受自被保險人之權利，多係對於貨物

運送人基於運送契約所為之請求，而現行之航運實務中，各大航運公司多在契約

中對於管轄地以及準據法有另行約定，且此約定在我國目前所採之保險代位法制

下亦對於保險人有拘束力，因此為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之一大阻礙，亦為重要之

課題。 

第一款 管轄權問題 

    保險人於代位追償時，因其所行使者為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權利，故而，

被保險人與第三人所為之約定與條款均可拘束保險人，第三人得對抗被保險人者

亦得對抗保險人。而保險人所可能遭遇到的管轄權問題，依據其行使代位求償權

之對象而有所不同： 

 

  於海上貨物保險中，若對於保險標的物之損害應負責任之人為運送人者，則

保險人對其進行代位追償程序時，即須受到其簽發予被保險人之載貨證券 8（Bill 

                                                 
8 載貨證券，其主要之功能在於做為運送人或船長收受貨物之收據、運送契約之證明以及表彰

貨物之所有權。載貨證券於立法例上有裝船載貨證券以及收受載貨證券之分，然依據我國海商

法第 53 條之規定：「運送人或船長於貨物裝載後，因託運人之請求，應發給載貨證券」可知，

我國海商法所明定之載貨證券係指裝船載貨證券者而言。又應予以區別者為，海商法所指之載

貨證券與民法上所稱之提單（民法第 625 條以下），雖性質類似，但在責任類型、責任額度以及

免責事由與免責約款之效力等部分，均與海商法上之載貨證券有所不同，但考量其間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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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ading，簡稱 B/L）或是海上貨運單 9（Seaway Bill）上所載之條款之拘束。而

因國際海運市場中，多數的大型航運公司所簽發之載貨證券或是海上貨運單條款

係以臺灣以外之地作為管轄地，就連我國的長榮海運公司，依據其 2012 年版本

的載貨證券背面條款第 29 (1)款中 10，亦以英國作為管轄地而非我國，故於保險

人提起訴訟之初便須面對此問題。值得慶幸者係，依據我國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之規定，裝貨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之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我國法院對

此事件具有特別管轄權，運送人所為之管轄條款並不生排除我國法院管轄權之效

力，可參高雄地方法院 103 年度海商字第 15 號判決之意旨，對此有規定有深刻

之論述：「又裝貨港或卸貨港為我國港口者之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得由我國裝

貨港或卸貨港或其他依法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細繹其旨，係以貨物之裝卸港所在地為關於載貨證券（含其他得用以證明海上貨

物運送契約之海運單據，如海上貨運單、電子載貨證券等）暨其所證明之海上貨

物運送契約法律關係之管轄連繫因素，並未區分當事人是否為內國人或外國人。

參以載貨證券或海上貨物運送契約法律關係，動輒涉及不同國籍、住所之人及不

                                                 
性，海商法第 60 條第 1 項準用民法第 627 至 630 條，使有關提單之文義性、背書轉讓、物權效

力以及繳回性等規定亦準用於海商法所規定之載貨證券。同參張新平，海商法，頁 119，2016

年 8 月；楊仁壽，載貨證券，頁 7， 2000 年 6 月；饒瑞正，海商法論，頁 107，2018 年 4 月；

陳猷龍，海商法論，頁 245，2018 年 2 月。 
9 海上貨運單，為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之證明以及接收、裝載貨物之收據，運送人負有將貨物交

付於其上所載受貨人之義務。海上貨運單與載貨證券相同者為，其二者均為貨物之收據、運送

契約之證明以及要式證券，然而有許多特性為海上貨運單所特有，如：簡式證券性、非流通證

券、非物權證券、非文義性證券、非繳還證券等。採用海運單之優點有三，首先採用海上貨運

單者得以快速交付貨物，蓋運送人僅需交付於其上所載之受貨人即可，毋庸如載貨證券般需繳

還；第二，得以減少費用支出，此係由於得以快速交貨，而得節省等待時間之耗費；最後，得

以預防海事詐欺，由於其不具有轉讓性及物權效力，因此其上所載之人必為有正當權源者。同

參張新平，同前註，頁 125；饒瑞正，同前註，頁 107。 
10 長榮海運 B/L Clause – REVISED MAY 2012，https://www.evergreen-

line.com/static/html/EGLV_BLClause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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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域之管轄，殊有國際民事事件之本質及屬性，顯見以貨物之裝卸港所在地與

載貨證券或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具有關連，應有其正當性及合理性，並

符合國際民事裁判管轄之法理，除可規範內國關於載貨證券或其證明海上貨物運

送契約訟爭事件之法院管轄外，亦可涵攝規範該類型涉外海商事件之國際民事裁

判管轄。」學者亦有從另方面論述者，認為經我國輸出或輸入貨物者，對於我國

國民之利益影響甚大，載貨證券上排除我國管轄權之條款，一方面剝奪我國人就

近尋求法律救濟途徑之機會，另一方面運送人可利用我國人須遠赴國外求償之不

利益，以遂行其逃避所應負之責任之目的，故海商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之目的

即在於匡正此種不公平、不合理之定型化約款所帶給託運人貨載貨證券持有人之

不利益，確保本國人能有受我國法院管轄之機會 11。 

 

  對外國法人或個人行使代位求償權而非運送人之情況，例如貿易雙方當事人

採 DDP 貿易條件，並投保海上貨物運送保險，保單條款採 1982 年協會貨物條款

(A)條款，從我國裝貨起運後，貨物在運抵目的港並裝上當地陸路運送的卡車，

運送往受貨人倉庫的過程中，因第三人開車衝撞該卡車而造成貨物損壞。此時，

依據協會貨物條款(A)條款第 8.1 款之規定 12，該損害發生時仍在保單效力有效

                                                 
11 張新平，海商法，頁 286，2016 年 8 月，五版。 
12 ICC 1982 8.1：「 This insurance attaches from the time the goods leave the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place named herein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ransit, continues during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and terminates either 

8.1.1 on delivery to the Consignees' or other final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8.1.2 on delivery to any other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whether prior to or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which the Assured elect to use either 

8.1.2.1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8.1.2.2 for 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 or 

8.1.3 on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completion of discharge overside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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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且亦無同條款第 4、5、6 及第 7 條之除外不保事項的情形下，保險人對

於該損害結果應負給付保險金之責，而此時被保險人對於該第三人亦存有基於侵

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同時有基於運送契約向運送人主張債務不履行之權

利，然此處本文欲先聚焦於第三人的侵權行為部分，蓋此處之目的在於探討無契

約下之狀況）。 

  於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並依據法定債權移轉或意定債權讓與之規定取得被保

險人對於該第三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後，若欲對該在國外之第三人進行

求償時，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15 條第 1 項之規定，因侵權行為地不在我國境

內，且其亦非我國法人或自然人，我國法院對此事件並無法取得管轄權，故而本

國保險人無法就近於我國起訴，須遠赴國外進行後續追償事宜，基於此原因，實

務上保險人在進行代位追償程序時，時常遭遇該第三人對於我國保險人之賠償請

求置之不理，蓋其認為我國保險人將會考量隔地訴訟之訴訟成本高昂，且與得以

請求賠償金額之差額甚小，認為縱使不對我國保險人進行任何賠付，我國保險人

亦不會對其進行相關訴訟程序。此種狀況在損失金額巨大的案件中較為少見，然

而在在損失金額偏小的案子中，保險人反而無法進行追償，僅得將此金額列入賠

款總額當中進行計算，此種情況也造成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中，賠款率 13總是較其

他險種如陸上貨物運送保險、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等為高 14。 

                                                 
翻譯如下： 

ICC 1982 第 8.1 款：「本保險於貨物離開本保單所載明倉庫或儲放處所為開始運送時生效起

保，於正常運送過程中繼續有效並於下列情況之一（採先發生者）發生時終止： 

8.1.1 交付給保單所載目的地之售貨人所屬或其他最終倉庫或儲放處所 

8.1.2 交付給保單所載目的地或到達目的之前，被保險人為下列使用之任何其他倉庫或處所 

8.1.2.1 正常運送過程以外之儲放或 

8.1.2.2 為分配或分送，或 

8.1.3 被保貨物於最後卸貨港從海船上完全卸載後屆滿六十天時。」 
13 賠款率之計算：（追償前賠付金額－追償金額＋未付賠款）／保費收入。 
1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貨物運輸保險及內陸運輸保險賠款率統計表一按險種別(承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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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準據法問題 

  在海上貨物保險中，保險人行使代位追償權時，所會遭遇到的另一阻礙即係

準據法的問題，此種阻礙亦可區分為對有契約關係之運送人追償以及對無契約關

係之第三人進行追償而有所不同： 

 

  若保險人欲對於與被保險人有契約關係之運送人進行代位追償，因保險人所

取得者為被保險人對於運送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故被保險人與運送人間之契約

關係亦拘束保險人。同上所述，保險人須受到運送人簽發予被保險人之載貨證券

（Bill of Lading，簡稱 B/L）或是海上貨運單（Seaway Bill）上所載之條款之拘

束。而因國際海運市場中，多數的大型航運公司所簽發之載貨證券或是海上貨運

單條款多係以外國法作為準據法，如長榮海運公司，依據其 2012 年版本的載貨

證券背面條款第 29 (1)款中 15，即係以英國法作為準據法而非我國法，實務上亦

多有以新加坡法為準據法者。又如若為進出美國港口之貨物運送，依據 1936 年

美國海上貨物運送法 16（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1936，簡稱 COGSA）第

1312 條前段所為之規定：「This chapter shall apply to all contracts for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to or from po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foreign trade.」（本條例適用於

國外貿易貨物由美國港口運出或運入之一切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係採取「即刻

適用法」之立法模式，亦影響我國保險人得以適用我國法進行代位追償之機會。 

  關於於我國法院起訴時準據法之決定，應參照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3條：

「因載貨證券而生之法律關係，依該載貨證券所記載應適用之法律；載貨證券未

                                                 
度制)(2017)，http://www.tii.org.tw/report_test/0001/69359446078203.pdf。 
15 長榮海運 B/L Clause – REVISED MAY 2012，https://www.evergreen-

line.com/static/html/EGLV_BLClause2012.pdf。 
16 46 U.S.C. App. 130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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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應適用之法律時，依關係最切地之法律。」以及海商法第 77 條：「載貨證券

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其載貨證券所生之法律關係依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所定應適用法律。但依本法中華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保護較優者，

應適用本法之規定。」以定應適用之法律，而關於此兩條文之適用關係，可參最

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651 號判決之見解：「查載貨證券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

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其載貨證券所生之法律關係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所定應

適用法律。但依本法中華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保護較優者，應適用本法之規定，

為海商法第七十七條所明定。其目的在保護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增加我國海商

法之適用機會。即載貨證券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我國港口時，應先適用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選定準據法。倘選法結果我國法為準據法時，自應適用我國海商

法。倘選定外國法為準據法時，則應就個案實際適用該外國法與我國海商法之結

果為比較，如適用我國海商法對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保護較優者，即應以我國海

商法為準據法。」 

  依前述最高法院之見解與法條文義，於裝載港或卸載港為我國港口之載貨證

券所生爭議，應優先以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3 條之規定認定準據法，若應適

用者為外國法時，始依照海商法第 77 條但書之規定，判斷我國法與外國法對於

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何者保護較優，然而因海上貨運實務上載貨證券所記載者大

多以外國法為準據法，換言之，判斷的重點即在於海商法第 77 條但書。然而，

對於該條之立法模式，學者有批評認為該條之立法與國際公約及英美法立法例均

不相同，且雖具有獨特性，但並未掌握各該公約與英美法之主要目的與內涵，即

係增加公約或該本國法適用之機會，此規定不但無法增加本國法適用之機會，其

文義之不明確亦造成當事人之不可預測性以及不安定性 17。且因該條規定之不明

確，造成訴訟當事人對於何者保護“較優＂均須付出大量的勞力在於舉證之上，

如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4 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25 號判決中，當事人須就新

                                                 
17 張新平，同註 11，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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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菲律賓以及我國海商法，就單位限制責任、適航性、載貨證券文義性等事

項進行比較 18，且以本案來說，當事人自民國 94 年提起訴訟以後，直至民國 106

年更三審的程序中，主要的爭點之一仍為準據法的認定，可知本條規定實屬不當。 

  在我國法此種立法模式之下，保險人於進行代位追償程序時，即需時常負擔

大量的舉證責任，並且耗費許多資源在查詢並適用較不熟悉之外國法規，且除了

成本的耗費外，外國法規的適用往往也造成裁判結果的不可預測性，甚至是在我

國法院中該法規適用的正確性也甚有疑義，對於我國保險人行使其代位追償權利

時著實係一大阻礙。 

 

  若保險人欲對無契約關係之外國法人或個人行使代位追償權，如以前述的案

例為例，於許多之情況下我國法院均可能因民事訴訟法第 15 條第 1 項之規定認

為我國法院無管轄權，然退步言之，縱使我國法院認為其有管轄權而續行審理，

保險人可主張者係由被保險人處所取得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關於準據法

應如何決定，應先參考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5 條之規定：「關於由侵權行

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但另有關係最切之法律者，依該法律。」因此，

前述之案例中，因侵權行為地在我國以外之他國，故依據本條之規定，無法以我

國法作為裁判之基礎。在此情況下，我國保險人仍因需調查外國法並進行大量舉

證而造成代位追償成本的高昂以及進行代位程序之阻礙。 

                                                 
18 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4 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25 號判決（節錄）：「…惟系爭載貨證券之卸

貨港為我國臺中港，經比較我國、新加坡及菲律賓之海商法結果（本院更審前 102 年度重上更

(一)字第 3 號卷一第 85 頁），新加坡海商法僅有限度適用海牙威士比規則，菲律賓海商法適用

1936 年美國海上運送法，我國海商法則於民國 88 年修正時採行最新版之海牙威士比規則；我

國海商法就單位限制責任、適航性、載貨證券文義性等事項，對於託運人、受貨人之保障，均

顯優於菲律賓或新加坡海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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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與妨礙代位 

  由前述可知，保險人於行使其代位追償之權利時，因海上貨物保險契約所承

保之貨物，以及該貨物的運送過程中所有的關係人，均具有相當強烈的國際性，

經手保險標的物之運送人、保管人、承攬人等均橫跨世界各地，造成保險人行使

其追償權利時將遭遇極大的困難與阻礙，又國際貿易中，貨物通常並非單純的僅

係由原始的出口商運至原始的進口商處，中間有可能經過各種不同的轉手交易，

且不同的交易間又可能存有不同的貿易條件，此些資訊均只有該批貨物之被保險

人始可清楚知悉，保險人對此並無法有得知的可能，若被保險人對於前述的資訊

有所隱瞞或是不配合保險人提出相關文書資料與證據，保險人亦無從得知需蒐集

何種資料以順利進行其代位追償的程序。又保障保險人代位追償權的順利行使，

或者是健全保險代位制度，其主要的重點除在於降低保險人的賠率，維護海上貨

物保險人之營運狀況外，對於降低被保險人投保的成本，增加國際貿易當事人適

當投保的意願，促進國際貿易的交易安全與蓬勃發展，並進而使整體經濟得以提

升亦有相當之助益。故而，探究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之合作協助代

位義務以及妨礙代位之行為態樣，並對該行為所可能造成之結果進行深入分析，

對於健全我國海上保險市場實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第一款 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人因此種保險的特性，如：保險契約當事人的跨國性、

保險標的物的移動性以及履約過程的複雜性等特性，使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

時常難以進行代位程序，此種情況的發生使其無法有效的降低賠款率，並進一步

造成其他投保同一風險之費率提高，並且對於國際貿易環境亦有相當影響已如上

述，然而，此等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客觀障礙，多可透過賦予被保險人合作協助

代位義務得到解決，甚且，許多妨礙代位之情況係由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本身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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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致，因此，基於健全保險代位制度之考量，即有必要對此義務之內涵與範圍

進行探究。另外，探究此義務之內涵與範圍不僅僅在保障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

亦有助於保障被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所享有之權利，蓋現行海上貨物保險實務上，

所使用之海上貨物保險單多載有所謂之“重要條款＂，其內容主要係規範被保險

人若不配合提供保險人行使代位程序之相關資訊與幫助，則保險人得免除其保險

給付責任，而對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範圍與內涵之確認，即得以認定此種條款是

否不當侵害被保險人所享有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是否賦予被保險人過重之義務

等。 

    保險契約之履行過程中，由於保險標的物多在被保險人之實質掌控之下，因

此，危險之發生與否、損害範圍與金額之確定以及保險事故發生後之損害防阻處

理等，在在皆須被保險人之配合，因此，國內外學說均認為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

契約，詳言之，保險人之給付與否以及給付範圍，均具有相當之射倖性，高度依

賴保險契約當事人之善意與誠信，例如訂約時，被保險人之據實告知對於保險人

之危險估計有重大影響；訂約後，被保險人之危險維持、危險變動之通知義務，

以及事故發生後對於保險標的物需進行必要的救助與保全以減少損害的擴大等，

均有賴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的善意配合，故保險契約自傳統以來即多被

稱為「最大善意契約」或「最大誠信契約」。學者認為，在現行的法律體系之下，

最大善意原則人應以民法上的誠信原則（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 19參照）為依歸

20。在英美法上，亦認為在保險契約的法律關係中，一方當事人不得為了己身之

利益，做出損害他方當事人之行為 21。 

  就保險事故發生後，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所具有之義務來說，最大善意原則的

                                                 
19 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20 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頁 38，2015 年 9 月。 
21 Brehm v. 21st Century Ins. Co., 166 Cal. App. 4th 1225, 1235, 83 Cal. Rptr. 3d 410, 416–17 (2008), 

as modified (Oct. 6, 2008)：“In the insurance context the implied covenant requires the insurer to 

refrain from injuring its insured's right to receive the benefits of the insurance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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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體現，即為「協力義務」，即指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需於保險事故發生後提供

保險人必要的協助，使保險人進行事故之處理與調查時，得加速確定其應負之保

險責任，並及早確定應負責任之相關當事人以確保其代位追償權之妥善保存。學

者指出，協力義務係一種集合的概念，係指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

負有協助保險人確定損害範圍、損害原因及保全將來保險人代位權等相關事項，

此等義務之依據與附隨義務相同，均係來自於誠信原則 22。 

  應注意者係，本文所討論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僅為被保險人所負有之「協

力義務」的其中一個內涵，在保險契約之履行過程中，基於最大善意原則之要求，

被保險人所具有之各項協力義務因契約階段之不同而有所差異，於締訂契約前，

被保險人需盡其據實說明義務，訂約後，須履行危險增加或減少之通知義務、事

故發生之通知義務、提供必要文件以及資訊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及減少損害義務

等 23。然而，並非所有協力義務之違反均會構成妨礙代位之情形，因此，合作協

助代位義務之範圍僅限於與代位事項有關者，換言之，僅限於該等義務之違反會

造成保險人代位權遭受妨礙或無法行使者，始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雖目前學說

討論上有將其稱之為「合作協助義務」者 24，然而此並無法清楚的表示此義務的

內涵，故而，本文認為或可將合作協助義務稱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將更有

助於定性此義務之性質以及有效限縮討論焦點。  

第二款 被保險人之妨礙代位 

  妨礙代位係指保險人對於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第三人的請求權未受到妥善

的保護或遭到放棄，造成其行使其保險代位權時受到影響，甚或是無法行使者而

                                                 
22 葉啟洲，同註 20，頁 195。 
23 李志峰，論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義務－兼析兩岸保險法與保險契約條款，核保學報，第 20

期，頁 29，2012 年 3 月。 
24 同前註，頁 27。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 

 

言。一般來說，被保險人投保時，多係考量其危險移轉之需求，對於保護保險人

因保險事故發生後所得以行使的保險代位權，通常並無任何注意，因此時常發生

妨礙代位之情形，蓋保險人所取得對於第三人之權利係自被保險人處繼受而來，

被保險人與運送人間之約定亦將拘束保險人，依據民法第 299 條第 1 項之規定，

債務人受債權讓與之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對抗受讓人，復依據

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724 號判決之意旨：「惟按債權之讓與，債務人於受

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民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

項定有明文。所謂得對抗之事由，不以狹義之抗辯權為限，凡足以阻止或排斥債

權之成立、存續或行使之事由均包括在內，且基於受通知前發生之原因事實而在

通知以後行使抗辯權者，亦無不可。蓋債權之讓與，在債務人既不得拒絕，自不

宜因債權讓與之結果，而使債務人陷於不利之地位。又債權之讓與，僅變更債之

主體，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故基於雙務契約所生之債權，於一方將其債權讓

與後，他方非不得依雙務契約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對抗受讓人。」 

  實務上發生之妨礙代位情形，如國際貿易之當事人，為減少運送成本，而與

運送人簽訂相關免責約款等，此種行為即造成保險人於後續行使保險代位權時受

到阻礙，發生妨礙代位之狀況，應注意者係，雖依據我國海商法第 61 條之規定：

「以件貨運送為目的之運送契約或載貨證券記載條款、條件或約定，以減輕或免

除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對於因過失或本章規定應履行之義務而不履行，致有貨

物毀損、滅失或遲到之責任者，其條款、條件或約定不生效力。」該免責約款有

可能因此無效而不影響保險人之保險代位權，然而，本條規定僅適用於件貨運送

之情況下，對於傭船契約之情形仍無適用餘地，此係因立法者認為傭船運送契約

之雙方當事人談判能力較為對等，故應尊重其意思自由下所為之約款，在此情形

之下，保險人即無從依本條之規定主張該條款為無效。 

  另外，被保險人之妨礙代位行為態樣可以時期與方式進行區分，若以時期為

區分，可區分為保險契約訂立前、保險契約訂立後理賠給付前以及保險契約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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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且理賠給付後；若以方式區分者，可分為法律行為與事實行為，前者如與應負

責任之第三人訂有免責約款或其他不利益條款，或是於事故發生後，未經保險人

同意而拋棄或免除他人之責任，後者如保險事故發生後，未妥善交付相關文件予

保險人，或是對保險人隱瞞有利於保險人行使保險代位權之相關事實等，本文將

於第六章詳述之。 

第三款 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與妨礙代位之關係 

  綜前所述，協力義務係一由誠信原則所生的廣泛之集合概念，就其內涵而言

可區分為廣狹兩義，廣義來說包含保險契約訂定前、訂定後、保險事故發生前後

之所有被保險人依法律或約定應盡之義務，但並非所有此等義務之違反均會造成

保險人無法進行代位追償程序而造成妨礙代位之情形，因此，基於切合本文所欲

探討之主題並對之進行聚焦，此所指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係指所有協力義

務中，於違反時會造成妨礙代位情形者，例如不得於損害發生後對應負責任之人

任意放棄權利或以顯不相當之條件和解、不得於受領保險人保險金之給付後重複

受領第三人之給付或應提供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所應具備之資訊而不為隱瞞等。

由於妨礙代位之態樣，隨著保險契約關係之不同、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不同以及運

送人與運送方式之不同，態樣繁多無法窮盡，故本文下謹將妨礙代位之態樣與發

生時間及行為類型，各舉其一例示如下： 

 事實行為 法律行為 

保險契約訂定前 對於代位有關事項進行隱瞞 與運送人訂定免責約款 

保險契約訂定後 
未提供完整事故資料予保險

人 

與應負責任之人任意為和

解、免除或拋棄其權利 

表：妨礙代位態樣例示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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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合作協助代位義務限於該等被保險人若違反者將造成妨礙代位結

果之義務，因此若以上表所例示之妨礙代位態樣為例，則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

代位義務可例示如下： 

 

 事實行為 法律行為 

保險契約訂定前 
將有助於保險人行使代位權

之事實告知 
不與運送人訂定免責約款 

保險契約訂定後 
提供有助於行使代位權之完

整資料予保險人 

不任意與應負責任之人為

和解、免除或拋棄其權利 

表：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態樣例示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然而，由於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時，其所可能遭遇之阻礙，亦即妨礙代位

之情事，在不同的保險事故、保險契約關係人等等的變因下，有許多種不同的

態樣而無法一一列舉，因此，與此相對應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亦難以對之進行

完整的歸納，然而，本文認為亦不應對之為限定性的理解與歸納，以防隨著時

代的演變，運輸與承保方式之改變，造成法制體系上的法律漏洞，因此，應將

其理解為一概括性義務，並深入探討其核心內涵，以此確定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之範圍及界線，以及違反此義務時所應賦予之效果，本文將在第五章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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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上貨物保險與國際貿易 

第一節 海上保險 

第一項 海上保險之基本概念 

第一款 定義 

  海上保險為現代各類保險之起源 25，各種保險之概念或多或少皆受到海上保

險之影響。保險，依保險法第 1 條之規定，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

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行

為，可知其所承擔者，為被保險人對於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事故所生之損害風險。 

    海上保險之內容為何，依據我國保險法第 83 條之規定：「海上保險人對於保

險標的物，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因海上一切事變及災害所生之毀損、滅失及費用，

負賠償之責。」另依同法第 84 條之規定：「關於海上保險，適用海商法海上保險

章之規定。」蓋海上保險雖為保險之一種，然而，其與陸上保險歧異之處甚多，

舉凡危險種類、發展歷史、締約過程等，均有偌大差別，故而，相較於陸上保險

而言，海上保險係居於特別法之地位 26，前述規定使海商法之海上保險章成為保

險法之特別法而另為規定，因此，關於海上保險之內容，應探求海商法之規定為

宜。而依海商法第 129 條之規定：「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除契約另有規定外，

因海上一切事變及災害所生之毀損滅失及費用，負賠償責任。」另可同參世界各

國之立法例對於海上保險之定義： 

                                                 
25 楊仁壽，海上保險法論，頁 3，2010 年 8 月；應世昌，同註 1，頁 3。 
26 楊仁壽，同前註，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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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1906 年海上保險法》第 1 條 27： 

「海上保險契約係保險人允諾，於遭受海上損失，亦即海上冒險損失時，

依約定之方式及限度，補償被保險人之契約」 

 美國對海上保險之定義： 

「海上保險是被保險人按照約定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而保險人按照約

定，在被保險人於海上運輸過程中所遭遇之危險，包括於與海上航行有

關之內河航行與內陸運送過程中所遭遇之危險，因此危險受到損失時負

擔賠償責任之契約 28」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216 條： 

「海上保險合同，是指保險人按照約定，對被保險人 遭受保險事故造成

保險標的的損失和產生的責任負責賠償，而由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的合

同。（第 1 款）前款所稱保險事故，是指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約定的任何海

上事故，包括與海上航行有關的發生於內河或者陸上的事故。（第 2 款）」 

  綜觀上述各國之立法例可知，海上保險之保險人所承擔者，係與航海有關事

故發生之風險，所謂與海上航行有關，係指船舶於海上航行中，或於海上航行有

關之內河或內陸運輸所可能發生之危險者而言，以危險之不同又可區分為，以航

行為目的之船舶所可能發生之危險以及以海上運送為目的之運送物所可能發生

之危險，並以此等危險之不同而投保不同保障內容之海上保險，前者如船體保險，

而後者如貨物運輸保險，質言之，海上保險即為以船舶或貨物於海上航行或與海

上航行有關之內河或內陸運輸之風險為承擔對象，並對於此風險所造成之損失，

按照約定之條件和範圍，負擔補償責任之保險契約。 

                                                 
27 MIA 1906, s.1 
28 Acadia Ins. Co. v. McNeil, 116 F.3d 599, 601–02 (1st Cir. 1997) ；New England Mut. Marine Ins. 

Co. v. Dunham, 78 U.S. 1, 30, 20 L. Ed. 90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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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海上風險 

  關於「海上風險」之定義，我國海商法及保險法並未對此有明文之規定，參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第 3 條後段之規定 29：「“海事風險”係指因附隨或偶發於

海上航行之危險事故，亦即海上風險、火災、戰爭風險、海盜、遊劫者、竊盜、

捕獲、查扣、王侯及人民之禁制及阻留、投棄、船員之惡意行為及其他任何類似

或由保險單所指定之危險事故。」關於本條項之解釋，可參酌 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 & Trust Co. of Chicago v. Bathurst（“The Captain Panagos DP＂）一

案中，Mustill 法官之見解，其認為該條項中最後一段之規定 “any other 

perils…which may be designated by the policy” 雖看似只要是適用海上保險單形式

所簽訂之保險契約中所約定之風險均可認為係海上風險，然而，此段規定之解釋

應參照本條項規定之前段所例示之海上風險類型，應僅限於“因海上航行所造成

的或是有關的風險＂（consequent on, or incidental to , the navigation of the sea） 

30 。其進而認為，認定一保險契約是否為海上保險契約，與其是否於形式上為典

型的海上保險契約類型無關，重點在於所承保之主要風險是否是“因海上航行所

造成的或是有關的風險”。 

    另外，雖依據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 31：「海上保險契

約得依其明示條款或貿易習慣，擴大承保被保險人與偶發於任何海上航程之內陸

水域或任何陸上風險之損失」可知，於海上航行或與海上航行有關之內河或內陸

運輸之風險亦可為海上保險所保障，然而此內河或內陸運輸之風險應僅限於以海

上風險為保險契約之主要部份之航程所附隨之內陸與內河運輸，始可認該階段亦

為海上保險之一部分，關於此可參 Wünsche Handelsgesellschaft International MBH 

                                                 
29 MIA 1906, s.3 
30 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 & Trust Co. of Chicago v. Bathurst（The “Captain Panagos 

DP”）（1985）,1 Lloyd’s Rep. 625 , 631 
31 MIA 1906, s.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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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Tai Ping Insurance Co Ltd32與 Schloss Brothers v. Stevens33兩案中，法院對於不

同案件事實之認定差異。 

第三款 起源 

  關於海上保險此種保險制度究係如何產生，學理上有不同之論述，計有二說，

「共同海損起源說」者認為，海上保險制度之產生係源自於地中海，該地區因海

上貿易繁盛，海上事故與爭議亦因此頻繁，故而，為處理海上貿易之問題，因此

產生了據說是世界上最早之一部海商法－羅地安海商法（Rodian Law），並在其

中以法律形式，明文將地中海海域商人於海上航行時，遭遇風浪或危險時，為保

全船舶與其他貨物所採取之「拋貨」行為納入法規中，規定須由因此獲救之船東

與貨主分攤遭受損害之貨主之損失，而此種分攤海上損失之原則繼續沿用至今，

成為現代的共同海損制度，亦為海上保險之重要內容 34；而「海上借貸起源說」，

則係認為海上運送之船舶抵押與貨物借款之商業行為為海上保險之起源，在海上

保險制度產生前，若船舶所有人於經營海上運輸之過程中急需用錢，如遭遇船舶

損壞之狀況，而其手頭並無足夠之資金時，其可向放款業者以船舶或是貨物作為

抵押物或質物，借得足夠之金錢以繼續航海，而該借貸契約之借款利率往往係一

般借款利率之二倍以上 35，而此等借貸契約之約定內容為，若航海失敗，船貨蒙

受損失，則可依程度免除借貸債務之一部或是全部，然若船貨完成航行，則應返

還本金加計前述之高額利息，而此等海上借貸行為，於後期則演變成為冒險借貸，

此二者不同之處在於，前者若航海失敗，有可能免除全部之借貸債務，而若為後

者，則利息仍需照付 36。前述之借貸方式運行許久後，因利息逐步提高，造成西

                                                 
32 (1998) 2 Lloyd’s Rep. 8 (CA) 
33 (1905) 10 Com. Cas. 224. 
34 袁建華、金伊林，海上保險原理與實務，頁 22，2016 年 2 月，5 版。 
35 應世昌，同註 1，頁 13。 
36 楊仁壽，同註 25，頁 5，201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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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230 年羅馬教皇格里哥利九世頒布利息禁令，以禁止冒險借貸之情事，而遭

受取締之海上借貸便轉化成為無償借貸與空買賣契約，在此兩種法律行為中，資

本所有者成為名義上之借款人，而船舶所有人成為名義上之放款人，實際上並無

任何款項之支付，若船舶平安完成航行，則契約即告無效，若船舶遭受損害，則

名義上之借款人即資本所有者即須負擔返還“借款＂之義務，而為訂定此契約，

船舶所有人於出海前須預付一筆風險負擔費作為簽訂此種契約之代價。 

    以上兩說各均有其理，然共同海損係於海上財產獲救後之一種分擔損失之制

度，並無蘊含事前承擔海上運輸所產生危險之意涵在內；而海上借貸則係事前透

過給付一定之風險負擔費，形式上藉由航行成功則資本所有者無須給付金錢，若

航行失敗則資本所有者需支付契約約定之金額之方式，實質上則產生承擔海上航

海者因經營海上運輸所產生之風險之效果，實與海上保險之功能相似，且事前所

給付之風險負擔費，亦與現今保險公司承擔風險所收取之保險費性質相類似，故

多數學者認海上借貸行為即為海上保險制度之起源 37。 

第四款 特色 

  海上保險為財產保險之一種類型，然而其與陸上保險卻有著極大的差別，應

說明者係，陸上保險係指陸上各種保險之總稱，凡海上保險以外之保險，概稱為

陸上保險 38，而海上保險與陸上保險之不同處，計有下列：  

 

  國際貿易經營之過程中，一國之出口商若與另一國之進口商進行交易，貨物

運送之流程有可能經過空運或是海運，然而基於貨物體積、運送成本等之考量，

大多數貨物係透過海運方式運輸 39。海上運輸過程中，由於海上氣候條件複雜難

                                                 
37 楊仁壽，同註 25，頁 4；應世昌，同註 1，頁 11。 
38 楊仁壽，同註 25，頁 44。 
39 依交通部統計處所公布之《進出口貨品運保費統計報告》指出，2015 年我國進出口總運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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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海象風浪難以掌控等原因，船舶於航行過程中除了會遭遇陸上運輸工具所

可能遭遇之風險外，更會遭受某些海上特有之風險，如船舶沈沒、觸礁、擱淺等，

風險之內容與複雜程度遠超過於陸上保險。 

 

  投保海上保險者，若以海上貨物運輸保險為例，常係於國際貿易之狀況底下，

一國之出口商與另一國之進口商進行交易，為確保買賣標的物於運輸途中之風險

得以分散，通常會針對貨物投保海上運輸保險，並依照買賣契約當事人間貿易條

件之不同，有可能以出口商或是進口商為被保險人，並以買賣契約之相對人為要

保人，於此情形下，要保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有可能均為不同國家之人，此

與陸上保險中，要保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均為同國家之人之情形不同，由此可

知，海上保險中，契約當事人之跨國性與國際性遠高於陸上保險。附有論者，若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保險標的物發生毀損滅失之情況，保險人常需透過跨國追償

之程序行使其代位權，此與陸上保險中，應負責任之第三人常為本國人之情形不

同，此在在可顯示出海上保險中，保險契約當事人具國際性之特點。 

 

  海上保險所承擔者，多係由海上貨物運輸以及國際貿易過程中，因越洋運輸、

多式聯運之運送方式所產生之風險，而海上保險之保險標的物多係以海上運輸的

工具如船舶和海上運輸之標的如貨物為主，基於國際貿易之目的，該等保險標的

物通常需在各國港口間交互穿梭來去，此運作之狀態不免涉及各國間之經貿關係

與法律關係，因此，海上保險契約於履行時，將不免受到各國之立法與慣例之影

響，並將出現如國際間管轄權認定、仲裁地、訴訟地之認定等國際間法律爭議，

此與陸上保險中之爭議甚少涉及國際法律適用爭議者不同。 

                                                 
3 億 2,980 萬公噸，其中透過海運運輸者占 3 億 2,651 萬公噸，占總進出口量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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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貿易之過程中，由於各國之進口商與出口商在其產業結構內各自扮演不

同之角色，有可能為該產業鏈之上游廠商，亦有可能為零售商，而基於貿易之需

求與時效性，貨物在運輸之過程中，有多次轉手之可能，藉由載貨證券背書轉讓

之方式移轉貨物之所有權，而所有權移轉之當下，海上保險之保險利益亦隨同移

轉，此時，該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仍為貨物受讓人之利益而存在；除此之外，因保

險利益為海上保險之要素之一，於海上保險中，負擔危險者始具有保險利益 40，

而對於保險標的物具有保險利益者始為被保險人，海上貨物運輸之過程中，隨著

買賣雙方貿易條件之不同，危險有可能於越過船舷時即已移轉，抑或又有可能須

於目的地倉庫交貨始移轉，此在在顯示出，海上保險中，被保險人的變動性特色。 

第二項 海上保險之種類 

    海上保險之種類，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做不同之區分方式，例如，若按保險

承保形式分類，海上保險可區分為逐筆保險（Specific Insurance）、流動保險

（Floating Insurance）、總括保險（Blanket Insurance）以及預約保險（Open Cover 

Insurance）；若以保險之時期來分類，海上保險可分為航程保險（Voyage Insurance）、

期間保險（Time Insurance）、混合保險（Mixed Insurance）與停泊保險（Port Risk 

Insurance）；除此之外，更可以其它之分類標準如保險價值、運輸方式等對海上

保險之種類為區分，然而，為聚焦於本文所欲探討之重點－海上貨物運輸保險，

以下擬僅就以「保險標的」為分類標準之區分方式，探討海上保險之種類： 

第一款 船舶保險（Hull Insurance） 

    此種海上保險係以各類型之船舶為保險標的物，以該等船舶及屬具之毀損

                                                 
40 參本章第四節第六項下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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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失為保險事故之海上保險 41，此種保險更可依船舶之型態區分，如貨輪、油

輪、客輪、駁船、拖船等船舶，承保該等船舶在海上航行或者在港內停泊時遭

到的因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損失及可能引起的責任賠償。

船舶保險採用定期保險單或航程保險單，且此保險標的物之範圍並不以船體為

限，蓋依海商法第 7 條之規定：「除給養品外，凡於航行上或營業上必需之一切

設備及屬具，皆視為船舶之一部。」，故尚包括其上所載之機器、設備、屬具及

其他各種財產設備如鍋爐、機器、測量儀器及救生艇等，而目前實務上，船舶

保險之承保標的物已經超出前述之範圍，諸如浮船塢、浮碼頭、海上鑽油平台

等海上作業船亦可作為保險標的物而投保 42，除此之外，船舶之營運人在航運

期間尚須支付各種營運費用如燃料費、補給費等，實務上多附隨於船舶保險之

中而為船費保險（Disbursement Insurance）。另船體之價值在市場上亦常有大幅

波動，而此等變動與費用均會造成船舶營運人之重大負擔，基此，船舶營運人

得投保增值保險（Increase Value Insurance），此亦屬船舶保險之一種態樣。 

  另於建造中之船舶，依海商法第 1 條之規定，雖不屬於海商法上所稱之船

舶，惟依海商法第 34 條之規定，得就建造中之船舶設定船舶抵押權，由此可

見，建造中之船舶亦屬於重要之擔保物，亦有分散及消化風險之必要，故針對

此種風險，所有人得投保船舶建造保險（Builder’s Risk Insurance），使建造中之

船舶若因保險事故發生而遭受損害，亦得獲有補償。 

    國際保險市場中，用於船舶保險之條款類型有許多種，最常見者為英國的

協會船體險條款，有協會定時條款（Institute Time Clause－Hull）與協會航程條

款（Institute Voyage Clause－Hull）兩種形式，另外亦有國際船體險條款

（International Hull Clauses）、美國協會船體條款（American Institute Hull 

Clauses）、日本船體第六號條款等。 

                                                 
41 參海商法第 127 條、第 134 條。 
42 應世昌，同註 1，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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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Marine Cargo Insurance）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係以航行於國際間之各種船舶所載運之貨物為保險標的

物之保險類型，而保險金額之認定應以裝載時地之貨物價格，加上裝載費、稅捐、

應付運費以及保險費 43，應注意者係，船舶之壓艙物、給養品、消耗物以及船員、

旅客所攜帶之行李等，並非屬貨物，不在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範圍內 44。船舶之

類型可依其載運貨物之不同，區分為如散裝雜貨船、油船、散裝大宗物資船、液

化氣體船、貨櫃船等種類，而其上所載運之貨物，以散裝雜貨船為例，可能為鋼

捲、鍋爐、化學物質存儲桶等體積過大或是需要大量堆存載運之貨物；若為散裝

大宗物資船，則為大麥、黃豆等；而液化氣船與油船則載運液化天然氣、液化石

油氣以及原油、原油的提煉成品等石油化工液體產品；貨櫃船所載運者為裝載於

標準尺寸的貨櫃內之貨物，貨櫃之標準尺寸可分為 20 呎及 40 呎，依不同貨物體

積選擇適合之貨櫃裝載於船上。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即係以前述之各類貨物作為保

險標的物，並對該等貨物於海運途中或於多式聯運之狀況下與海運相關聯之陸運

階段所造成之毀損滅失負擔補償責任之保險，應予區別者，若係因「遲延」所生

之損害，則不在此類保險之保障範圍內，應屬於應有利得保險範圍內。 

第三款 運費保險（Freight Insurance） 

    運費保險係以船舶於經營海上運輸之過程中，預期可得之運費作為保險標的

物之海上保險類型。運費，以貨物運送而言，依海商法第 38 條之規定，貨物運

送契約為下列二種：以件貨之運送為目的者以及以船舶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為目

的者，可知，運費應係指件貨運送契約或傭船運送契約之運費而言。而所謂預期

可得之運費，應僅包含運費中之「到付運費」，亦即係於運送人將貨物送達目的

                                                 
43 參海商法第 135 條。 
44 楊仁壽，同註 25，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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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後，運送人始可收取之運費類型，不應包含預付運費以及保付運費 45，此參海

商法第 137 條第 1 項之規定，運費保險僅得以運送人如未經交付貨物即不得收取

之運費為之即明，蓋此等類型之運費並不存在運費風險，運送人自不具備保險利

益。運費保險之保險金額，參海商法第 137 條第 1 項後段之規定，得以運送人應

收取之運費加上保險費作為運費保險之保險金額，附有論者，依同條第 2 項之規

定，出租船舶所得之租金以及依運送契約可得之收益亦得投保運費保險。 

第四款 責任保險（Liability Insurance） 

  依照保險法第 90 條之規定，責任保險係指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

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責任保險人應負賠償之責之保險，而於海上保

險之領域中，責任保險即係指保險人於船舶所有人對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保險責任之保險類型。船舶所有人於海上運送之過程中有

可能產生之責任如因貨物發生損害而對於其所承運貨物之貨主的債務不履行及

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對於第三人也可能因操作船舶之行為而產生侵權行為

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不論係債務不履行或是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均可藉由

投保責任保險以移轉風險。於航運實務上，保險人為確保被保人仍能夠謹慎經營

海上運送，提高其注意程度而不因投保責任保險而輕忽大意，一般僅承保責任額

度的一定比例，並約定另一部分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以英國為例，船舶所有人

不論是向勞伊茲協會會員投保，或是向保險公司投保責任保險，其責任通常都只

承保四分之三，其餘的四分之一責任均須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 46，其若不欲自行

承擔，則需另外向船東互保協會參與互保。 

                                                 
45 保付運費係指經契約訂明，在任何情形之下，託運人均須依照約定給付運費，亦即無論貨物

有無運送到目的地，運費仍須照付。保付運費與預付運費性質相似，二者之區別在於，預付運

費係於運送前先行支付，而保付運費係運送後支付。 
46 劉宗榮，海商法，頁 688，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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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保賠保險（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Insurance） 

  保賠保險，其全名為「保護和賠償保險」，實務上通常簡稱為保賠保險，主

要係由船東互保協會（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Club , 簡稱 P&I Club）所承辦之

一種保險類型。其所保障者為船東在營運船舶時所可能產生，但一般不在責任保

險承保範圍內之風險所生責任之保險，如責任保險承保範圍外之碰撞責任、契約

責任、其他侵權責任、打撈沈船、清理航道等之費用以及貨物就共同海損或海難

救助的分攤責任等。船東互保協會是一個相互保險協會，為會員提供風險統籌、

提供訊息、代表處理賠償責任等服務。最初，船東互保協會通常是由船舶所有人、

船舶營運商或是船舶承租人所組成，但近期貨運代理商和倉庫營運商已能夠加入。 

第六款 應有利得保險 

  此種海上保險類型係以貨物於運輸過程中所增加之價值，即貨物到達目的港

時之應有利得為保險標的物之保險。依照海上保險損害填補之原則，應有利得保

險原為法所不許，蓋其所填補者為利益而非損害，認為僅有暴露於海上危險之具

體財產才得為保險所填補，若為抽象之利益則基於前述原則，不得予以填補。然

於實務運作上，多數託運人會將貨物價值加上一成左右作為保險標的之價值與保

險人訂定定值保險契約，此實際上與應有利得保險相去不遠，且考量到應有利得

並非僅為不切實際之期待，而係具有財產價值之經濟上利益，仍具有以保險加以

保障之必要，於是如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第 3 條第 2 項 b 款之規定 47，即承

認因可保財務暴露於海上風險所危及之利潤可做為海上保險契約之標的，而我國

海商法第 136 條規定：「貨物到達時應有之佣金、費用或其他利得之保險以保險

                                                 
47 MIA 1906, s. 3 (2) (b)：「The earning or acquisition of any freight, passage money, commission, 

profit, or other pecuniary benefit, or the security for any advances, loan, or disbursements, is 

endangered by the exposure of insurable property to maritime per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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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實際金額，為保險價額」，亦明文承認應有利得得做為海上保險契約之標的

物。 

第二節 國際貨物貿易流程 

第一項 國際貿易 

第一款 海上保險與國際貿易之關係 

    國際貿易與海上保險之間的關係，可從海上保險的起源探究，從海上保險最

初不論係起源於共同海損抑或是海上借貸，到發展成為現今的海上保險體系，與

國際貿易始終具有密切的關係。隨著近代海上貿易愈發繁盛，託運人、運送人、

保險人等海上貿易的關係人中，各自均獨立朝向專業分工的方向發展，託運人專

注於產品的開發與生產、運送人致力於拓展航線，降低運送成本與時間的耗損，

但在這個時候，其需要有人能為其承擔在這過程中所產生的相關風險，於是保險

人的重要性即在此展現，滿足其二者在取得風險保障上的需求，降低風險所帶來

的威脅，以使整體國際貿易能夠順利運作並且繼續蓬勃發展。 

    海上保險促進國際貿易順利運作並發展的功能體現在幾個面向上，首先，海

上保險能夠使透過海上運輸的國際貿易活動正常進行，因這種貿易活動須越過廣

大的海洋，在運輸的過程中往往存在著各種不可預測甚至無法抵抗的風險與災害，

此種風險與災害時常為貿易活動帶來巨大的危害，使交易的標的物遭受損失，若

此時損失無法受到適當的補償，風險沒有得到合理的移轉，則貿易活動就會因為

資金的缺乏而無法繼續進行，其他欲投入貿易產業的業者也會因風險過大而卻步，

造成貿易市場的萎縮，因此，海上保險填補損害並轉移風險的功能便能使國際貿

易得以順利運作。第二，海上保險能夠保障貿易商的預期利潤，在風險得以透過

海上保險移轉後，需考慮的即為獲利的問題，國際貿易之從事者無非是想從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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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行為中獲取一定的利潤，若無法在這個行為中取得一定的利潤，亦會影響其

他業者參與國際貿易之意願，而所謂利潤，即係指商人將貨物運抵目的地後所預

期可取得的利益，然而因海運的運輸所需時間較長，在運輸過程中於市場上所產

生的價格變動，貿易商往往無法立即反應，造成其預期利益的喪失，海上保險中

的應有利得保險 48即可為其所應得的合理利益提供適當的保障。 

  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無論是進口貿易或是出口貿易，貿易的雙方當事人為

確保其運送過程的損害、預期利潤減少等風險能夠有效的移轉，都必須投保保險，

因而，海上保險在透過海上運輸的國際貿易中實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且由於

海運運輸具有運費低、運量大的特色，大部分的國際貿易均係透過海運運輸，故

海上保險亦可說係所有國際貿易領域中最重要、規模最大的保險範疇。 

  海上保險與國際貿易的緊密關係，可從「貿易條件」之使用看出，一般來說，

國際貿易商品的價格，大致上係由貨物成本價、賣方利潤、保險費以及運費這四

者組成，因國際貿易中雙方相隔甚遠，貨物從裝載港到目的港需經過裝卸、運輸

等環節，故商品的價格即不可能僅指貨物的成本加上利潤，而這個價格中的何部

分應由何方負責，換言之，需由何方負責支付運費、保險費，何方負責向保險人

投保、何方需負責洽定艙位等，則涉及貿易雙方當事人所採之貿易條件為何，且

不同的貿易條件所涉及風險移轉時點的不同，會影響海上保險的保險期間、被保

險人的認定、要保人的差異等等事項。 

  由上可知，海上保險與國際貿易的密切關連性，海上保險與國際貿易的發展

實為息息相關，海上保險制度的健全亦有助於國際貿易活動的進行，而若欲深入

                                                 
48 如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第三條第二項 b 款之規定：「The earning or acquisition of any 

freight, passage money, commission, profit, or other pecuniary benefit, or the security for any 

advances, loan, or disbursements, is endangered by the exposure of insurable property to maritime 

perils;」即承認因可保財務暴露於海上風險所危及之利潤可做為海上保險契約之標的，而我國海

商法第 136 條規定：「貨物到達時應有之佣金、費用或其他利得之保險以保險時之實際金額，為

保險價額」，亦明文承認應有利得得做為海上保險契約之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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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中，妨礙代位行為的效果以及態樣，則須先對國際貿易之

特色進行了解，並且針對國際貿易過程中，影響海上保險運作最大的因素：「貿

易條件」進行研究，始可適當區分投保義務人、被保險人、風險移轉時點等因素

的差異，進行歸納整理並探究各該種類下，妨礙代位的行為以及應有的法律效果。 

第二款 國際貿易之特色 

    國際貿易（International Trade）是指不同國家（和/或地區）之間的商品、服

務和生產要素交換的活動。國際貿易是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的國際轉移。國際

貿易是各國之間分工的表現形式，由各國基於其不同之生產鏈模式與經濟型態，

出口其利於生產之商品，並藉由進口貿易補足其生產上較為不利之產品，反映了

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共存。從國家的角度上，此種貿易模式可稱對外貿易

（Foreign Trade）；從國際角度則可稱為國際貿易。國際貿易由進口貿易（Import 

Trade）和出口貿易(Export Trade)兩部分組成，故有時也稱為進出口貿易。 

    國際貿易之發展與各國之經濟狀況有著極大的關係，研究數據指出 49，國際

貿易進出口數量之增長，與國家之人均收入增長具有正向關係，可見國際貿易之

蓬勃發展為經濟發展上所不可或缺之因素之一 

    與國內貿易相較之下，國際貿易於商品轉手之過程如買賣契約之訂立、交易

價格之談判等程序上雖大同小異，然於國際貿易中，交易之雙方均處於不同之國

家，在此涉外因素之影響下，交易雙方所可能遭遇之風險自較國內貿易更為多樣，

也更為複雜，對於買賣內容之訂立亦有許多異於國內貿易之條款，茲將國際貿易

                                                 
49 Jaume Ventura , A Global View of Economic Growth ,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in: Philippe 

Aghion & Steven Durlauf (ed.),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ition 1, volume 1, chapter 22, 

pages 1419-1497 Elsevier. (2005)。該研究蒐集四個時期（1870-1913,1913-1950,1950-1973 和

1973-1998）、七個地區（包含西歐、美國及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東歐及前蘇聯、拉丁美

洲、亞洲、非洲）之進出口數量與各國 GDP 之成長進行分析，發現進出口貿易之增長與 GDP

之成長間具有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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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色分述如下： 

 

  國際貿易由於其跨國之因素，其所遭遇之第一個障礙即為語言上之隔閡，雖

現今國際貿易上多透過英文進行溝通而無阻礙，然於締訂契約之條款時，因涉及

各國之間法律概念與用語上之差易，若為審慎之貿易當事人，均會面對需擬定多

種不同語言之契約條款之問題，此時，語言之隔閡即可能造成貿易雙方擬定契約

條款上極大之障礙，亦可能造成巨大的貿易風險，而不同國家間之法律環境、社

會風俗亦多所不同，造成在貿易的過程中產生更多之不確定性。又國際貿易之產

生原因以及基本原則，係建立在「比較成本理論」（亦有稱為「比較利益論」）之

基礎上，而有些國家為了保護本國之弱勢產業，往往採取特定產品之課徵關稅、

反傾銷稅 50、動植物產品檢驗檢疫 51、進口配額、包裝與標籤規定等各種措施，

設法限制國外特定貨物進口。 

  此外，於支付價款之面向而言，由於國際貿易中之當事人所處之國家不同，

其所使用之貨幣也會有所差異，應如何計算買賣金額？所採取之貨幣單位為何？

且國際貿易之價款清償多係以外匯支付，而外匯之匯率依各國所採取的匯率制度

如浮動匯率、固定匯率制度或管理的制度上差異而有不同之決定方式，國際經濟

情勢之變遷亦會對外匯之匯率產生不可預測之影響，此等因素在在成為國際貿易

之阻礙，再加上許多國家之政府皆會採取外匯管制措施，出口貨物所得外匯需結

售給政府，進口貨物所需外匯亦須向政府申購，經營國際貿易者皆會受到此管制

                                                 
50 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所製《2016-17 年各國對臺貿易障礙報告》中指出，目前美國共計對我

國 22 項產品課徵反傾銷稅，另對 1 項產品(非方向性電磁鋼片)同時課徵平衡稅，其中多數為鋼

鐵產品，許多鋼鐵產品已被課徵反傾銷稅長達 10 年甚至 20 年以上。 
51 同註 50 之報告指出，以美國為例，雖申請檢疫所需之文件及步驟，皆已由美國主政機關(例

如肉品為農業部之食品安全檢查署、植物產品為農業部之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公布於其網站上，

惟美方審查時程過於冗長，並無可預測性，過去我國申請附帶栽培介質蝴蝶蘭輸美，審查耗時 

10 年之久，申請附帶栽培介質文心蘭輸美則耗時 7 年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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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之拘束。 

    另從地理位置之角度視之，國際貿易之商品交換過程通常需經由長程之運輸，

經過相關研究之證實 52，地理位置通常亦係國際貿易中之一大阻礙，在交易、通

訊、運費等成本大幅降低之現今貿易環境 53，其仍發現貿易當事人所處之距離與

貿易數量呈現明顯的負面關係，可知距離亦為國際貿易上相較於國內貿易而言之

重大阻礙，且此障礙通常又涉及貨物運送方式之選擇、運費成本之提升、運輸過

程中之風險轉嫁須投保保險種類之決定與保費成本等，綜上所述，國際貿易之障

礙相較於國內貿易而言，更為大量且複雜。 

 

進行國際貿易時，貿易之當事人所承受之風險往往較國內貿易之當事人為大，較

典型者有以下幾種風險： 

 信用風險 

  國際貿易之過程中，自貿易雙方開始進行初步接觸至履行契約時，其間會經

過詢價、報價、還價、承諾而後訂立契約，接著雙方會進行履約行為而交付貨物、

支付價款、收受貨物，與國內貿易不同者係，國際貿易之買賣雙方地理上受有阻

隔，因此若包含運送過程，前述行為之完成通常會經歷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而在

這段期間內，買方或賣方之經濟狀況或財務營業狀況可能會產生變化，或者是買

賣標的物於市場上之價值產生波動，以至於任一方不願繼續履行原契約，此時所

產生之風險即為信用風險。 

  交易過程中若任何一方拒絕履約時，若買賣標的物尚未進入交運階段，則此

時所造成之損失尚為微小，然若出口商已將貨品交與運送人進行運送，而相對人

嗣後拒絕履行契約，此時賣方雖可將貨物運回或就地轉售，但所造成之損失已為

                                                 
52 Eaton, J., and Kortum, S.,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 70 Econometrica 5, 1741-1779 (2002) 
53 相關統計內容可參 Huwart, J. and L. Verdier, Economic Globalisation: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ECD Insights, 2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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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大，為避免此狀況之產生，貿易實務上發展出「信用狀 54」（Letter of Credit；

L/C）之交易方式，其優點在於可使出口商依據信用狀規定之條件提示單據或匯

票，即可兌得貨款，無須多顧慮進口商之信用，此亦可使進口商因出口商須按照

信用狀條件辦理押匯(或付款)，而銀行會先行對出口商所繳付之各種文件進行審

查，而使其受到一定程度之保障，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認為信用風險已被消滅，

如開狀銀行倒閉、貨運單據瑕疵、假信用狀與假貨運單據等等問題發生之可能，

都與信用風險有關，與國內貿易相較，國際貿易所面對之信用風險高出許多。 

 法律風險 

  國際貿易之當事人，亦可能因貿易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面臨須透過法律途

徑處理之風險，例如若貨物於海運運送過程中發生貨物損害時，則當事人可能面

臨之法律風險中，最為常見者即為「時效」問題，以通知時效來說，視各國法規

及國際公約規定，通知時效通常為貨物提領之後 3 日內，依據我國海商法第 56

條規定，若毀損滅失不顯著而於提貨後 3 日內，以書面通知運送人者，則不生推

定運送人已依載貨證券之記載交清貨物之效力，然若毀損滅失顯著者，則應及時

以書面通知；而向保險公司通知的時效規定則為 5 天或 1 個月，依我國保險法第

58 條規定，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遇有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發生，

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於知悉後 5 日內通知保險人，另依海商

法第 151 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自接到貨物之日起，1 個月內不將貨物所

                                                 
54 關於信用狀之定義，可參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2007 Revision

（簡稱 UCP600）第 2 條之定義：「Credit means any arrangement, however named or described, 

that is irrevocable and thereby constitutes a definite undertaking of the issuing bank to honour a 

complying presentation.」（譯文如下：信用狀意指任何一項不可撤銷之約定，不論其名稱或描述

為何，該項約定構成開狀銀行對符合之提示予以兌付之確定承諾）。簡而言之，信用狀係指銀行

應客戶(申請人，通常為進口商)的要求，向第三人(受益人，通常為出口商)所簽發之一種單據，

此種單據中，銀行授權該第三人得按其所載條件簽發以該行或其指定的銀行為付款人的匯票及

(或)提示所規定之單據，並由其負兌付之責任。同參張錦源，國際貿易實務詳論，頁 307，修訂

二十版二刷，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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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害通知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時，則視為無損害。另我國之海商法及保險法中，

針對海上貨物損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及保險金請求權均有短期消滅時效之規

定，依據海商法第 56 條之規定，貨物之全部或一部毀損、滅失者，自貨物受領

之日或自應受領之日起，1 年內未起訴者，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解除其責任；依

據保險法第 65 條之規定，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請求之日起，經 2 年不

行使而消滅。一般來說，請求權時效依據民法第 125 條之規定應為 15 年，故經

由海運之貿易當事人更應注意海商法與保險法短期時效之規定與隨之而來無法

請求損害賠償或保險給付之風險。 

  另外，若遭遇貨物於海上運送期間發生損害之貿易當事人欲提起相關訴訟，

會遭遇之另一問題即為訴訟上之「舉證」問題，多數法院針對貨主對運送人之求

償，會要求其負擔相當程度之舉證義務，其應舉證事項依據不同之事實會有區別，

大致上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項事實：請求權人須為貨物所有人，或為有權利請求賠

償之人、運送契約之存在、運送人為可歸責或具有故意過失、貨物之毀損滅失係

發生在運送人保管中、貨物毀損滅失之情形與損害金額之理算等等。縱使貨主已

盡上述之舉證責任，然仍可能遭遇運送人主張「免責或單位責任限制」之情形，

依據各國法規以及國際公約之規定，基於發展航海與保護運送人之理念，運送人

可享有多種免責事由來主張其不需負擔賠償責任，例如我國海商法第 69 條之規

定，即列有許多運送人不需負擔賠償責任之事由，雖然，近期內業界及學者對於

其公平性有所質疑，認為該等國際公約制定之時代背景為鼓勵從事航海事業，故

對運送人多所優待，不過其制定時代已久遠，已不符合現今時代潮流，然而在新

法規正式生效前，運送人仍有主張之權利。退步言之，即使運送人無法主張前述

免責規定，但運送人仍有對貨主主張單位責任限制之機會，將其賠償金額限縮於

一定額度內。依據我國海商法第 70 條規定，除貨物之性質及價格於裝載前已經

託運人聲明並註明於載貨證券者外，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對於貨物之毀損滅失，

其賠償責任，以每件特別提款權 666.67 單位或每公斤特別提款權 2 單位計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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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金額，兩者較高者為限。另依美國海上貨物運送條例(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COGSA)第 1304(5)條規定，則以每件美金 500 元計算，除非已於載貨證

券上載明貨物之價格 55。 

    除此之外，國際貿易之當事人尚可能遇到之法律風險如爭議管轄地之認定、

起訴後適用何國法律、是否強制提交仲裁、仲裁地之認定等等，較國內貿易更為

複雜，且因國際貿易涉及多國因素，管轄地與仲裁地常常有可能橫跨多個國家，

隨之而來的訴訟成本對於當事人著實係沈重之負擔。 

 

  由於地理上之阻隔，國際貿易進行之過程中往往需仰賴遠程、跨國之交通工

具以運輸產品與原料，而最常使用之工具即為飛機、船舶與火車，而船舶又為其

中之大宗，蓋船舶所可載運之商品種類多樣，依據不同之商品類型均有相對應之

船舶可供運輸，除常見之貨櫃船外，如小麥、玉米等大宗物資原料，大量者可透

過散裝船、小量者可透過貨櫃船運輸；若為大型機具如化學儲料桶、鋼材切割機

等無法裝入貨櫃內之貨物，則可透過雜貨船運輸；而民生必需之石油類原料如瓦

斯、原油等則可透過液化氣體船、油輪等類型船舶進行運輸，除此之外，更有許

多其他種類之船舶得用以載運他種交通工具所無法載運之貨物，綜上所述，除海

運得載運之貨物種類多樣，海運之單位運費亦較他種運輸方式更為低廉，故為國

際間貿易經常使用之運輸方式。依據我國交通部統計處所公布之《進出口貨品運

保費統計報告》指出，2015 年我國進出口總運量為 3 億 2,980 萬公噸，其中透過

海運運輸者占 3 億 2,651 萬公噸，占我國總進出口總運量之 99%，由此可見，船

舶於國際貿易之過程中實為不可或缺之工具，占有極為重要之地位。 

                                                 
55 此時即為「從值載貨證券」（Ad Valorem B/L），然若貨主欲採用從值載貨證券，運送人會以

貨價來計算運費(通常為 5%不等)，貨主因此須支付高額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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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國際貿易流程 

圖：國際貿易流程簡圖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國際貿易之進行過程中主要涉及之關係人如買方（亦為進口商）、賣方（亦

為出口商）、運送人、保險人等，而此等關係人所進行之貿易流程具體內容可分

為下列幾個步驟： 

 

  國際貿易關係的成立，首先即須先建立不同國家間之進口商與出口商之貿易

關係，在此階段中，雙方會進行之行為如確定目標市場、在目標市場中尋找可能

的交易對象、推銷招攬交易、進行貿易邀約或是調查信用等等。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6 

 

圖：國際貿易之建立貿易關係階段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確定目標市場並找尋到交易對象後，國際貿易之當事人即可進一步洽商買賣

之具體事項，例如提供貿易標的之詳細資料、協商買賣契約之條款以及貿易條件，

雙方在此時即會進行報價、還價、簽約等行為。 

圖：國際貿易之交易內容協商與訂立買賣契約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雙方在簽訂買賣契約並擬定貿易條件後，即進入履行契約之階段，在此階段

中，雙方所為之行為，以進口商為例，若雙方約定以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 L/C）

進行交易，並以 CIF 為貿易條件，則進口商需先向外匯銀行申請 L/C，若為出口

商，需尋找運送人進行運送該貨物、投保海上貨物運輸保險等，並進行備貨、辦

理出口簽證、申請檢驗與裝貨公證、出口報關、裝船，並將相關文件交予押匯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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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進行押匯，下圖以 CIF 貿易條件為例： 

圖：國際貿易之履約階段－以 CIF 貿易條件為例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第二項 國際貿易條件 

第一款 貿易條件之意義與功能 

  貿易條件（Trade Terms）（又有稱為國貿條規）係指國際貿易上所使用之條

件而言，常見者如 FOB 或 CIF，其意義主要在說明國際貿易雙方當事人在一筆

交易中，有關風險移轉時點、費用負擔以及責任的劃分等事項，這些條件在國

際貿易領域中已為廣泛使用，當這些條件用於報價時，就成為報價的重要部

分，等到雙方就不同貿易條件所為的報價進行協商與選定之後，該貿易條件就

會成為雙方契約的重要部分，雙方皆須依照該條件之內涵為相應的履行契約行

為，並就該條件所約定的風險移轉時點進行相應的保險安排。 

  具體來說，貿易條件之功能有三，首先為危險移轉時點的劃分，亦即規定

賣方應負擔貨物滅失或毀損之危險到何時何地為止，從何時何地開始歸由買方

負責；二為劃分費用的負擔，約定何種費用應包括在售價中並由賣方負擔，何

種費用不包括於售價之中而應由買方另外支出；三為劃分應履行的義務，如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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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輸入之許可證之申請、報關手續、裝櫃、購買保險與安排運輸等買賣過程中

應履行之義務，應由何方負責之約定。 

  基本上，貿易條件是用來確定貨物之交付方式與運送之安排方式，例如

FOB 條件稱為「裝船港船上交貨條件」，其內容為賣方將貨物運至裝船港之船

舶上即屬完成履行其交付義務，而運送人須由買方自行尋找及負擔運費，而

CIF 稱為「運保費在內交貨條件」，即賣方需負責洽定艙位、購買保險，始完成

其交付義務，而 FAS 稱為「裝船港船邊交貨條件」，此種貿易條件類似於

FOB，不同之處在於賣方僅需將貨物運至裝船港船邊即為完成其交付義務。除

此之外，貿易條件也可以用來表示貨物的價格結構，如 FOB 通常係指「裝船港

船上交貨價」，亦即此價格中並不包含運費在內，運費需由買方自行負擔，CIF

則指「運保費在內價」，即指此價格中包含運費以及保險費。在貿易實務上，貿

易條件通常應用在代表價格的結構 56，故而，在雙方的貿易往來文件中，若是

採取 FOB 之貿易條件，並且由台灣出口商裝船，則出口商所給予之商業發票

上，金額部分即會記載「FOB Taiwan」。 

                                                 
56 張錦源，同註 54，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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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商業發票範例－FOB 價格 

（資料來源：本文） 

第二款 貿易條件之解釋規則 

    在國際貿易實務中，雖貿易條件已普遍使用於交易上，然對於貿易條件內容

之認知卻有可能因各國貿易習慣之不同而有所出入，造成履約上之誤解或者是發

生爭執，為使貿易條件所代表之內容較為一致，國際上有多種不同的解釋版本，

目前國際上存有對於貿易條件的解釋規則大致上可分為三種：國際商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所訂定之 Incoterms57、美國對外貿易

                                                 
57 全名係「國際商業用語」（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erms），“Incoterms＂即為此之縮寫，而

副標題為「貿易條件的國際解釋規則」（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此規則係 1936 年由國際商會所制定，最初定名為“Incoterms 1936＂，而後 1953 年、

1967 年、1976 年、1980 年、1990 年、2000 年及 2010 年均有補充及修訂版本，目前最新版本

即為 Incoterms® 2010，我國亦有將其稱為「國貿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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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58以及華沙牛津規則，其中華沙牛津規則僅解釋 CIF 之貿易條件，其自西元

1932 年起即未曾修訂過，而為目前貿易實務中多所不採，而美國對外貿易定義

對於貿易條件之解釋規則並非國際貿易中所通用之版本，僅對美國貿易時有可能

採用此解釋規則，且此規則主要修訂者之一的美國商會亦早於 1980 年代即推薦

以國際商會所制定之 Incoterms 取代美國對外貿易定義，故為聚焦本文之討論重

點，以下僅就國際商會所訂定之 Incoterms對於國際貿易條件之解釋規則為介紹： 

 

Incoterms® 2010 與 Incoterms 2000 版本相較之下有較大的變動，以下謹將其中

較為重要的改變分述如下： 

 將 Incoterms 2000 的貿易條件改為 11 個 

    2010 年版本之 Incoterms 將原先的 DAF、DES 及 DDU 整合成為 DAP

（Delivered at Place），並將先前的 DEQ 改為 DAT（Delivered at Terminal），故而

此版本之貿易條件由 2000 年版本的 13 個濃縮成為 11 個。 

 改變分類模式 

    在 2000 的版本中，貿易條件原本依照Ｅ、Ｆ、Ｃ、Ｄ區分為四個類型，在

2010 年版本中改為以適用的類型作為區分標準而分為兩個類型：適合任何運送

方式的貿易條件以及適合海運與內陸水路運送方式的貿易條件。 

                                                 
58 係 1919 年由紐約所舉行之全美會議所訂定，原名為“Definition of Export Quotations＂，而後

經 1941 年及 1990 年由美國商會（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國

進口商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American Imports, Inc.）及全國對外貿易委員會。

（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 Inc.）等三個機構所組成的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加以

修訂並改稱為「美國對外貿易定義修訂」（Revised American Foreign Trade Definitions 1990），為

目前有效之版本，通常簡稱為「美國定義」（American Definitions）。同參前註 54，頁 91。 
59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 Introduction of Incoterms® 2010, 

https://cdn.iccwbo.org/content/uploads/sites/3/2010/01/ICC-Introduction-to-the-Incoterms-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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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區域的變更 

    Incoterms 於先前的版本中主要係適用於跨國境的貨物買賣，然近代的貿易

實務中，貿易商普遍的使用國貿條關的規則於單純的國內買賣中，且 ICC 認為近

代如同歐盟此種貿易集團的產生已經使不同國家之間的跨境手續之成本與重要

性降低許多，故而於 2010 年的版本中，其以“ICC rules for the us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做為副標題，即強調也可用於純粹是國內市場的貨物買

賣情形。 

 交貨地以及風險移轉時點的變更 

    2010 年版本中的 FOB、CIF 以及 CFR 條件中，將交貨地點由 2000 年版本

中的“…在指定裝載港越過船舷＂（pass the ship’s rail）改為“…在指定裝載港

將貨物裝載於船舶上＂（placing them on board），而此交貨地點之變更也涉及買

賣契約中，風險移轉時點的變更，亦即買賣雙方負擔貨物毀損滅失責任的分界點，

由先前的貨物越過裝船港“船舷＂，變成裝載於“船舶上＂始移轉其風險。 

 關於連環買賣（String Sale）之相關規定 

  相較於製成品的買賣而言，大宗物資與原料之買賣過程中，貨物往往在運送

途中轉售數次，當此情況發生時，於轉賣過程中轉手的賣方並未實際「裝運」貨

物，因為該批貨物已由第一個轉手的賣方裝運，因此，過程中的賣方所負之責任

並非「裝運」，而係「購買」該已裝運之貨物，故而 Incoterms® 2010 在相關的規

則中納入「購買已裝運貨物」的義務，作為裝運貨物的替代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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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Incoterms® 2010 貿易條件簡圖 

（資料來源：Logistics Plus, https://www.logisticsplus.net/services/customs-

compliance/inco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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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 

圖：Incoterms® 2010 貿易條件整理 

（資料來源：Logistics Plus, https://www.logisticsplus.net/services/customs-

compliance/inco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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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terms® 2010 貿易條件 

賣方義務 買方義務 

A1 

賣方之一般義務 

（General obligations of the 

seller） 

價金支付 

（Payment of the price） 
B1 

A2 

許可證、認可、安全通關與其

他手續 

（Licences, authorization, 

security, clearances and other 

formalities） 

許可證、認可、安全通關與其

他手續 

（Licences, authorization, 

security, clearances and other 

formalities） 

B2 

A3 

運送及保險契約 

（Contracts of carriage and 

insurance） 

運送及保險契約 

（Contracts of carriage and 

insurance） 

B3 

A4 
交貨 

（Delivery） 

受領貨物 

（Taking delivery） 
B4 

A5 
危險之移轉 

（Transfer of risks） 

危險之移轉 

（Transfer of risks） 
B5 

A6 
成本之分配 

（Allocation of costs） 

成本之分配 

（Allocation of costs） 
B6 

A7 
通知買方 

（Notices to the buyer） 

通知賣方 

（Notices to the seller） 
B7 

A8 
交貨單據 

（Delivery document） 

交貨證明 

（Proof of delivery）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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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核對、包裝、標誌 

（Checking-packaging-

marking） 

貨物之檢查 

（Inspection of goods） 
B9 

A10 

資訊協助及相關成本 

（Assistance with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costs） 

資訊協助及相關成本 

（Assistance with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costs） 

B10 

表：Incoterms® 2010 貿易條件買方與賣方義務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內容 60 

 適用於任何或多種運送方式 

 EXW－Ex Works 工廠交貨條件 

    無論所選取之運送方式為何，本規則皆可適用，且若所利用之運送方

式超過一種時，亦有適用。本規則適合國內貿易，若於國際貿易之場合，通

常以使用 FCA（貨交運送人條件規則）較為妥適。 

  「工廠交貨條件規則」係指當賣方於其營業處所或其他指定地（如工

場、工廠、倉庫等）將貨物交由買方處置時，即屬賣方交貨。賣方無須將貨

物裝上任何收貨的運送工具，亦無需辦理貨物輸出的通關手續，雖然這些

通關手續有可能是適用的。 

  當事人最好盡可能清楚地敘明指定交貨地方內的地點，因為至該地點

的費用及風險均屬賣方負擔。而買方則負擔自指定交貨地方的約定地點（若

有的話）接管貨物時起所產生的一切費用與風險。 

                                                 
60 以下內容係本文譯自 Incoterms® 2010 國貿條規中各個貿易條件之導引(Guidance Note)，並加

入本文整理之適用方式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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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交貨條件規則」表示賣方負擔最小的義務。使用本規則應注意

如下： 

(a)賣方對買方並無裝載貨物的義務，即使實務上由賣方來做可能會較好。

如果賣方確實裝載貨物，此行為應由買方負擔風險與費用。若係賣方裝載

貨物較為理想的情形，則通常以賣方負擔風險及費用之 FCA 條件規則較為

妥適。 

(b) 根據 EXW 條件規則向賣方購貨而輸出的買方務必注意，就買方可能需

要辦理的該項輸出手續而言，賣方只有提供協助的義務：賣方並無義務辦

理輸出通關的手續。因此，若買方無法直接或間接完成輸出通關手續，則最

好不要使用 EXW 條件規則 

(c)有關提供賣方貨物輸出的資訊，買方的義務非常有限。然而，賣方可能

需要這類資訊作為，譬如，繳稅或申報用途。 

    綜上所述，適用本條件應注意如下事項 61： 

1.EXW 較適用國內貿易 

2.賣方不負擔貨物裝載義務 

3.賣方不負擔貨物出口通關手續之義務，僅有協助義務 

4.買方負擔自指定交貨地之約定地點受貨物時起所有的成本與危險 

5.本條件係賣方負擔最小義務之條件 

6.若需要求賣方裝載貨物，或認為賣方裝載貨物較為妥適，應使用 FCA 

7.買方無法直接或間接完成輸出通關手續者，不應使用本條件 

8.買方對提供賣方任何有關貨物輸出資訊的義務有限 

 

 

 

                                                 
61 同時參照方宗鑫，國際貿易法規，頁 132， 2017 年，修訂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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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EXW 條件下貨物之危險移轉 

（資料來源：O.Berk, INFOGRAPHIC – SHIPPING 101:INCOTERMS, 

http://www.oberk.com/packaging-crash-course/infographic-shipping-101-

incoterms） 

 FCA－Free Carrier 貨交運送人條件 

    無論所選取的運送方式為何，本規則都可以使用，且如所利用之運送

方式超過一種時，亦可以使用。 

    「貨交運送人條件」係指賣方於賣方營業處所或其他指定地，將貨物

交付買方所指定的運送人或其他人即為賣方交貨。當事人最好盡可能清楚

敘明指定交貨地方內的地點，因為風險在該地點即移轉予買方。 

    如當事人有意在賣方營業處所交付貨物，他們必須確認該營業處所的

地址作為交貨的指定地。相反的，若當事人有意在其他地方交付貨物，則他

們必須確認另一不同的特定交貨地。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8 

 

    於需要辦理通關手續時，「貨交運送人條件」要求賣方辦理貨物輸出通

關的手續。然而，賣方並無辦理貨物輸入通關，或支付任何關稅，或辦理任

何輸入通關手續的義務。 

  綜上所述，適用本條件應注意如下事項 62： 

1.賣方應負擔貨物抵達指定交貨地點前之所有成本與危險 

2.若在賣方廠所交貨，該場所的地址為確定的指定交貨地；若在其他地方交

貨，則賣方必須確定「一個不同的特定交貨地」（a different specific place of 

delivery） 

3.賣方必須負擔貨物出口通關手續，但無義務支付進口稅捐或辦理貨物進口

通關手續 

圖：FCA 條件下貨物之危險移轉 

（資料來源：O.Berk, INFOGRAPHIC – SHIPPING 101:INCOTERMS, 

http://www.oberk.com/packaging-crash-course/infographic-shipping-101-

incoterms） 

                                                 
62 同前註，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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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T－Carriage Paid To 運費付訖條件 

    「運費付訖條件」係指賣方於一約定地點（若當事人有如此約定），將

貨物交付賣方所指定的運送人或其他人，且賣方必須訂立運送契約並支付

將貨物運送至指定目的地所需的運送費用。 

  在 CPT（運費付訖條件）、CIP（運保費付訖條件）、CFR（運費在內條

件）或 CIF（運保費在內條件）之條件下，當賣方將貨物交給運送人時，賣

方即履行其交貨義務，而非貨物到達目的地時。 

    本條件由於風險移轉及費用轉換在不同的地方而具有兩個分界點。當

事人最好在契約中盡可能精確地說明這兩個不同的地方，即風險移轉予買

方的交貨地以及賣方必須訂立運送契約的指定目的地。如到約定目的地的

運送係透過許多運送人為之，而當事人並未約定特定的交貨地點時，不利

的狀況是當貨物交付第一運送人時風險隨即移轉，而此時點完全由賣方所

選定而買方毫無掌控能力。若當事人希望風險的移轉時點在較為後面的階

段（如在一海港或機場）移轉，則他們務必在買賣契約中特別敘明。 

    當事人最好亦盡可能清楚的說明約定目的地內的地點，因為至該地點

的費用均歸賣方負擔。建議賣方購買精確符合此選擇的運送契約。如賣方

依運送契約承擔於指定目的地與卸貨的有關費用，除非當事人間另有約定，

賣方無權要求買方歸還該等費用。 

    於需要辦理通關手續時，本條件要求賣方辦理貨物輸出通關。然而，賣

方並無辦理貨物輸入通關、支付任何進口關稅或是辦理任何輸入通關手續

的義務。 

    綜上所述，適用本條件應注意如下事項 63： 

1.本條件與 CIP（運保費付訖條件）、CFR（運費在內條件）或 CIF（運保費

                                                 
63 同前註，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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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條件）之危險移轉時點均為賣方將貨物交付予運送人時。 

2.若貨物到約定目的地會經過許多運送人時（如多式聯運），除非當事人另

有於買賣契約中約定，貨物之危險自交付第一運送人時即已移轉。 

3.本條件與 CIP（運保費付訖條件）、CFR（運費在內條件）或 CIF（運保費

在內條件）之賣方費用負擔地點為運送契約中指定目的地內之地點，當事

人應盡可能確定該地點。 

4.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賣方原則上應負擔貨物在指定目的地卸貨之成本 

圖：CPT 條件下貨物之危險移轉 

（資料來源：O.Berk, INFOGRAPHIC – SHIPPING 101:INCOTERMS, 

http://www.oberk.com/packaging-crash-course/infographic-shipping-101-

incoterms） 

 CIP－ 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 運保費付訖條件 

    「運保費付訖條件」係指賣方於一約定地方（若當事人有此約定），將

貨物交付賣方所指定的運送人或其他人，且賣方必須訂立運送契約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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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貨物運送至指定目的地所需的運送費用。 

  賣方亦應就買方所負貨物於運送途中滅失或毀損的風險訂立保險契約。

買方應注意，在本條件下，賣方僅需投保最低承保範圍的保險。若買方希望

獲得較多的保險保障，則其務必更明確地與賣方約定，或自行安排額外的

保險。 

  在 CPT（運費付訖條件）、CIP（運保費付訖條件）、CFR（運費在內條

件）或 CIF（運保費在內條件）之條件下，當賣方將貨物交給運送人時，賣

方即履行其交貨義務，而非貨物到達目的地時。 

  本條件由於風險移轉及費用轉換在不同的地方，因而具有兩個分界點。

當事人最好在契約中盡可能精確的敘明這兩個不同的地方，即風險移轉予

買方的交貨地以及賣方必須訂立運送契約的指定目的地。如到約定目的地

的運送係透過許多運送人為之，而當事人並未約定特定的交貨地點時，不

利的狀況是當貨物交付第一運送人時風險隨即移轉，而此時點完全由賣方

所選定而買方毫無掌控能力。若當事人希望風險的移轉時點在較為後面的

階段（如在一海港或機場）移轉，則他們務必在買賣契約中特別敘明。 

  當事人最好亦盡可能清楚的說明約定目的地內的地點，因為至該地點

的費用均歸賣方負擔。建議賣方購買精確符合此選擇的運送契約。如賣方

依運送契約承擔於指定目的地與卸貨的有關費用，除非當事人間另有約定，

賣方無權要求買方歸還該等費用。 

    於需要辦理通關手續時，本條件要求賣方辦理貨物輸出通關。然而，賣

方並無辦理貨物輸入通關、支付任何進口關稅或是辦理任何輸入通關手續

的義務。 

  綜上所述，適用本條件應注意如下事項 64： 

1. 本條件與 CPT（運費付訖條件）、CFR（運費在內條件）或 CIF（運保費

                                                 
64 同前註，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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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條件）之危險移轉時點均為賣方將貨物交付予運送人時。 

2. 在本條件下，賣方應針對買方於運送途中所承擔之危險投保保險，除當

事人另有約定或是買方自行投保外，賣方僅須投保最低額度即可。 

3. 本條件與 CPT（運費付訖條件）、CFR（運費在內條件）或 CIF（運保費

在內條件）之賣方費用負擔地點為運送契約中指定目的地內之地點，當事

人應盡可能確定該地點。 

圖：CIP 條件下貨物之危險移轉 

（資料來源：O.Berk, INFOGRAPHIC – SHIPPING 101:INCOTERMS, 

http://www.oberk.com/packaging-crash-course/infographic-shipping-101-

incoterms） 

 DAT－Delivered At Terminal 終點站交貨條件 

    「終點站交貨條件」係指賣方於指定目的港或目的地的指定終點站，

從到達該地之運送工具，於卸下貨物並交由買方處置之當下，即屬賣方交

貨。「終點站」包括任何地方，不論是否有遮蔽，如碼頭、倉庫、貨櫃場或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3 

 

公路、鐵路或航空貨物站。賣方負擔將貨物運至位在指定目的港或目的地

的終點站並在該處將貨物卸載的一切風險。 

  當事人最好盡可能清楚的敘明位在指定目的港或目的地的指定終點站，

且若有可能，應清楚敘明至該終點站內的一特定地點，因為至該地點前的

風險均由賣方負擔。建議賣方購買精確符合如此約定的運送契約。 

  再者，若當事人有意將自該終點站至另一地方的貨物運送及處理的風

險及費用亦歸賣方負擔時，則應該使用 DAP（目的地交貨條件）或是 DDP

（稅訖交貨條件）。 

    於需要辦理通關手續時，本條件要求賣方辦理貨物的輸出通關。然而，

賣方並無辦理貨物輸入通關，或支付任何進口關稅或辦理任何輸入通關手

續的義務。 

    綜上所述，適用本條件應注意如下事項 65： 

1.本條件的危險移轉地為指定目的港或目的地之指定終點站，賣方應訂定符

合該條件的運送契約 

2.若當事人有意將自該終點站至另一地方的貨物運送及處理的風險及費用

亦歸賣方負擔時，則應該使用 DAP（目的地交貨條件）或是 DDP（稅訖交

貨條件） 

3.賣方應負擔貨物的輸出通關，然而賣方並無辦理貨物輸入通關，或支付任

何進口關稅或辦理任何輸入通關手續的義務 

 

 

 

 

 

                                                 
65 同前註，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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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DAT 條件下貨物之危險移轉 

（資料來源：O.Berk, INFOGRAPHIC – SHIPPING 101:INCOTERMS, 

http://www.oberk.com/packaging-crash-course/infographic-shipping-101-

incoterms） 

 DAP－Delivered At Place 目的地交貨條件 

    「目的地交貨條件」係指在指定目的地，將到達的運送工具上準備卸

載的貨物交由買方處置時，即屬於賣方交貨。賣方負擔將貨物運至指定地

的一切風險。 

  當事人最好盡可能清楚的說明位在約定目的地內的地點，因為至該地

點前的風險均歸由賣方負擔。建議賣方訂立精確符合所選擇地點之運送契

約。若賣方依其運送契約承擔於目的地與卸貨有關的費用，除非當事人另

有約定，該等費用賣方無權要求買方歸還。 

  於需要辦理通關手續時，本條件要求賣方辦理貨物的輸出通關。然而，

賣方並無辦理貨物輸入通關，或支付任何進口關稅或辦理任何輸入通關手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5 

 

續的義務。若當事人希望賣方辦理或物的輸入通關、支付任何的進口關稅

或辦理任何輸入通關手續者，應使用 DDP（稅訖交貨條件） 

    綜上所述，適用本條件應注意如下事項 66： 

1.本條件的危險移轉地點為約定目的地內的特定地點，當事人應清楚說明之，

賣方並應訂立運送至該點的運送契約 

2.除非當事人另有訂定，賣方原則上應負擔貨物在目的地發生的卸貨成本 

圖：DAP 條件下貨物之危險移轉 

（資料來源：O.Berk, INFOGRAPHIC – SHIPPING 101:INCOTERMS, 

http://www.oberk.com/packaging-crash-course/infographic-shipping-101-

incoterms） 

 DDP－Delivered Duty Paid 稅訖交貨條件 

    「稅訖交貨條件」係指在指定目的地，將已辦妥輸入通關手續但仍放

置在到達運送工具上準備卸載的貨物，交由買方處置時，即屬於賣方交貨。

                                                 
66 同前註，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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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負擔將貨物運至目的地的一切費用及風險，並有義務辦理貨物輸出及

輸入通關，支付一切出口及進口關稅且辦理一切的通關手續。 

    本條件表示賣方負擔最大的義務。 

    當事人最好盡可能清楚的說明位在約定目的地內的地點，因為至該地

點的費用及風險均歸由賣方負擔。建議賣方訂定精確符合選擇的運送契約。

如賣方依其運送契約承擔於目的地卸貨有關的費用，除非當事人間另有約

定，該等費用賣方無權要求買方歸還。 

  如賣方無法直接或間接辦妥輸入通關，則當事人間最好不要採取本條

件。若當事人希望買方承擔輸入通關的一切風險及費用，則應使用 DAP（目

的地交貨條件）。賣方應負擔輸入時應付的任何加值稅或是其他稅捐，但買

賣契約中另有明確約定者不在此限。 

 

圖：DDP 條件下貨物之危險移轉 

（資料來源：O.Berk, INFOGRAPHIC – SHIPPING 101:INCOTERMS, 

http://www.oberk.com/packaging-crash-course/infographic-shipping-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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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terms） 

 適用於海運及內陸水路運送 

 FAS－Free Alongside Ship 船邊交貨條件 

    「船邊交貨條件」係指賣方將貨物放置於指定裝船港由買方所指定的

船舶邊（例如：在一碼頭或駁船上）時，即為賣方交貨。當貨物放置在該船

邊時，貨物毀損或滅失的風險即已移轉，而買方則自該時點起負擔一切的

費用。 

  建議當事人盡可能清楚地敘明位在指定裝船港的裝載地點，因為至該

地點的費用及風險均歸賣方負擔，且此等費用及相關的處理費用，可能依

港口的作業而不同。 

  賣方務必將貨物運交到船邊，或購買已如此交付運送的貨物。在此之

「購買」係指針對一連串的多層次買賣（String Sales，亦有稱為連環買賣），

這在大宗物資交易裡特別的普遍。 

    貨物裝在貨櫃內的情形，賣方通常就在貨櫃場將貨物交給運送人，而

不是在船邊。在此情形之下，本條件並不適合，應該使用 FCA（貨交運送

人條件）。 

    於需要辦理通關手續時，本條件要求賣方辦理貨物輸出通關。然而，賣

方並無辦理貨物輸入通關，或支付任何關稅，或辦理任何輸入通關手續的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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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FAS 條件下貨物之危險移轉 

（資料來源：O.Berk, INFOGRAPHIC – SHIPPING 101:INCOTERMS, 

http://www.oberk.com/packaging-crash-course/infographic-shipping-101-

incoterms）  

 FOB－Free On Board 船上交貨條件 

    「船上交貨條件」係指賣方在指定裝船港將貨物裝載於買方所指定之

船舶上，或購買已如此交付的貨物而為交貨。當貨物裝載於船舶上時，貨

物滅失或毀損的風險即行移轉，而買方則自該時點起負擔一切的費用。 

  賣方務必將貨物裝載於船舶上，或購買已如此交付運送的貨物。在此

之「購買」係指針對一連串的多層次買賣（String Sales），這在大宗物資

交易裡特別的普遍。 

  本條件不適合使用於貨物在裝載於船舶前即交給運送人之情形，例如

貨物裝在貨櫃內的情形，這類貨櫃通常在貨櫃場交付。於此情形，應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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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FCA（貨交運送人條件）。 

  於需要辦理通關手續時，本條件要求賣方辦理貨物輸出通關。然而，

賣方並無辦理貨物輸入通關，或支付任何進口關稅，或辦理任何輸入通關

手續的義務。 

圖：FOB 條件下貨物之危險移轉 

（資料來源：O.Berk, INFOGRAPHIC – SHIPPING 101:INCOTERMS, 

http://www.oberk.com/packaging-crash-course/infographic-shipping-101-

incoterms） 

 

 CFR－Cost and Freight 運費在內條件 

    「運費在內條件」係指賣方將貨物裝載於船舶上，或購買已如此交付

的貨物，即為賣方交貨。當貨物裝載於船舶上時，貨物滅失或毀損的風險即

行移轉。賣方必須定約並支付將貨物運至指定目的港所需的費用及運費。 

  於使用 CPT（運費付訖條件）、CIP（運保費付訖條件）、CFR（運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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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條件）或 CIF（運保費在內）條件時，當賣方依所選取之條件敘明的方式

將貨物交給運送人時，賣方即履行其交貨義務，而不是貨物到達目的地。 

  本規則由於風險的移轉及費用的轉換在不同的地方因而具有兩個分界

點。雖然契約通常都會規定指定目的港，但可能不會規定裝船港，而後者

卻是風險移轉予買方的地方。若裝船港對買方有其特殊的利益，當事人最

好就此點於契約中精確地確認。 

  當事人最好盡可能清楚地說明在約定目的港內的地點，因為至該地點

的費用均歸由賣方負擔。建議賣方購買精確符合選擇的運送契約。若賣方

依其運送契約承擔於目的港的指定地點與卸貨有關的費用，除非當事人間

另有約定，該等費用賣方無權要求買方歸還。 

  賣方務必將貨物裝載於船舶上，或購買已如此交付運往目的地的貨

物。在此之「購買」係指針對一連串的多層次買賣（連環買賣, String 

Sales），這在大宗物資交易裡特別的普遍。 

  本條件不適合使用於貨物裝載於船舶上以前即已先行交付運送人的情

形，例如貨物裝載於貨櫃裡，這類貨櫃通常就在貨櫃場遞交。於此情形，

應該使用 CPT（運費付訖條件）。 

    於需要辦理通關手續時，本條件要求賣方辦理貨物輸出通關。然而，

賣方並無辦理貨物輸入通關，或支付任何進口關稅或辦理任何輸入通關手

續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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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CFR 條件下貨物之危險移轉 

（資料來源：O.Berk, INFOGRAPHIC – SHIPPING 101:INCOTERMS, 

http://www.oberk.com/packaging-crash-course/infographic-shipping-101-

incoterms ） 

 CIF－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運保費在內條件 

    「運保費在內條件」係指賣方將貨物裝載於船舶上，或購買已如此交

付的貨物，即為賣方交貨。當貨物裝載於船舶上時，貨物滅失或毀損的風險

即已移轉。賣方必須訂立契約並支付將貨物運至指定目的港所需的費用及

運費。 

  賣方亦必須就買方所負貨物於運送中滅失或毀損的風險訂立保險契約。

買方務必注意在本條件下，賣方僅須投保最低承保範圍的保險。買方如欲

獲得較多的保險保障，其需清楚地與賣方如此約定，或自行安排額外的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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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使用 CPT（運費付訖條件）、CIP（運保費付訖條件）、CFR（運費在

內條件）或 CIF（運保費在內條件）條件時，當賣方依所選取的條件所敘明

的方式將貨物遞交給運送人時，賣方即履行其交貨的義務，而不是貨物到

達目的地時。 

    本條件由於風險的移轉及費用的轉換在不同的地方因而具有兩個分界

點。雖然契約通常都會規定目地港，但可能不會規定裝船港，而後者卻是風

險移轉予買方的地方。若裝船港對買方有特殊的利益，當事人最好就此事

盡可能精確地在契約中確認。 

    當事人最好盡可能清楚地說明在約定目的港內的地點，因為至該地點

的費用均歸賣方負擔。建議賣方訂立精確符合選擇的運送契約。若賣方依

其運送契約承擔於目的港的指定地點與卸貨有關的費用，除非當事人間另

有約定，該等費用賣方無權要求買方歸還。 

    賣方務必交貨物裝載於船舶上，或購買已如此交付運往目的地的貨物。

在此之「購買」係指針對一連串的多層次買賣（String Sales），這在大宗物

資交易裡特別的普遍。 

  本條件不適合使用於貨物在裝載於船舶之前即遞交運送人的情形，例

如貨物包裝在貨櫃裡，這類的貨櫃通常在貨櫃場遞交。於此情形，應使用

CIP（運保費付訖條件）。 

  於需要辦理通關手續時，本條件要求賣方辦理貨物輸出通關，然而，賣

方並無辦理貨物輸入通關，或支付任何進口關稅或辦理任何輸入通關手續

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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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CIF 條件下貨物之危險移轉 

（資料來源：O.Berk, INFOGRAPHIC – SHIPPING 101:INCOTERMS, 

http://www.oberk.com/packaging-crash-course/infographic-shipping-101-

incoterms） 

第三節 貿易條件與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代位 

    在 Incoterms® 2010 下，各個貿易條件中，對於買賣雙方當事人之義務均有

詳盡的規定，而國際貿易當事人間所約定之貿易條件，將影響投保海上保險時的

正確性，舉例而言之，若採取 Incoterms® 2010 中的 FOB 條件，當貨物裝載於船

舶上時，貨物滅失或毀損的風險即由賣方移轉至買方，此時若貿易之雙方當事人

欲對該貨物投保海上貨物運輸保險者，正確的投保方式即係以買方為要保人與被

保險人，因其需負擔貨物於海上運輸過程中的危險，對於該批貨物具有保險利益

而得為適格的被保險人；而若當事人採取 CIF 之貿易條件，此時該貨物之海上貨

物運輸保險之要保人即成為賣方，而被保險人仍為買方；若貿易當事人採取 DDP

作為貿易條件時，因賣方需負擔將貨物運至目的地的一切費用及風險，因此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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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保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方式為，賣方同時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由此可看出，

在不同的貿易條件下，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將因貿易條件之差

異而有不同。又依據 Incoterms® 2010 之分類，其將貿易條件區分為可適用於任

何或多種運送方式之條件以及適用於海運及內陸水路運送之條件，以本文所欲探

討之海上貨物運輸保險而言，Incoterms® 2010 中所規定之任何貿易條件均有可

能適用於投保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國際貿易當事人，故而以下本文將整理不同貿

易條件底下，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各為何人： 

   保險當事人 要保人 被保險人 

適
用
於
任
何
或
多
種
運
送
方
式
之
條
件 

EXW（工廠交貨條件） 買方 買方 

FCA（貨交運送人條件） 買方 買方 

CPT（運費付訖條件） 買方 買方 

CIP（運保費付訖條件） 賣方 買方 

DAT（終點站交貨條件） 賣方 賣方 

DAP（目的地交貨條件） 賣方 賣方 

DDP（稅訖交貨條件） 賣方 賣方 

適
用
於
海
運
及
內
陸
水
運
之
條
件 

FAS（船邊交貨條件） 買方 買方 

FOB（船上交貨條件） 買方 買方 

CFR（運費在內條件） 買方 買方 

CIF（運保費在內條件） 賣方 買方 

表：貿易條件與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契約當事人之關係 

貿易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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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由上表之整理可知，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在貿易雙方

採取不同之貿易條件時，因危險負擔之差異而會有不同的投保方式，此種方式

就我國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保險人行使代位權而言，亦有甚大影響。然而，本

文探討之重點在於解決我國保險人在不同貿易條件下所可能遭遇的妨礙代位情

形，故為基於聚焦於本文探討核心以及篇幅考量，本文僅就“我國保險公司＂

作為各該國際貿易關係中的保險人之情況下進行探討。 

    以貿易實務而言，身處在我國的買方（進口商）或是賣方（出口商），基於

地利、語言、習慣以及法律等等因素的考量，若有投保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需

求時，多會選擇我國的保險人進行投保，因此在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均同為我國

之買方或同為我國之賣方的狀況下（如 FOB、FAS、DAT 等條件），若發生保

險事故時，我國之保險人得就近向被保險人取得相關事故資料以及能夠幫助進

行代位之證據與文件，然而，在有些貿易條件下，因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身處不

同國度，造成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難以進行代位追償的程序，以 CIP（運

保費付訖條件）為例，在此貿易條件下，賣方於雙方約定之地點交付貨物予買

方所指定之運送人時，危險負擔即移轉於買方，賣方並有義務作為要保人為買

方投保保險，以移轉該運送過程中的危險，因此在此種投保方式向我國保險人

投保的情況下，我國的賣方為要保人，而他國的買方為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

發生後，若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予他國之被保險人後，欲行使代位求償權時，即

須跨國向被保險人請求其提供相關資料以供後續保險代位程序之進行以及保險

代位程序進行中給予相關的協助，然而此時若國外之被保險人拒絕提供資料或

是拒絕配合保險人之請求，發生妨礙代位之情形時，其效果應如何認定？被保

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範圍為何？若使保險人僅對被保險人具有損害賠償請

求權，是否會對於保險人因需跨國起訴而對其造成過大負擔？若使保險人得扣

減或拒絕給付被保險人應得之保險金，則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之權利是否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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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此在在皆係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綜上所述，若以我國的海上貨物保險人為探討對象而言，在該等要保人與

被保險人相同之貿易條件（如 EXW、FCA、CPT…等）下，因保險契約之關係

人均在國內，雖亦會發生妨礙代位之情事，亦有必要針對妨礙代位之效果進行

討論，然而保險人對於此種妨礙代位之情狀較有能力處理，亦較有可能不透過

被保險人與要保人之幫助而對應負責任之人進行求償，因此，前述之情形雖亦

具有重要性，但本文在後續章節時，主要會以 CIF 以及 CIP 此兩種要保人與被

保險人不同，且危險負擔移轉與保險標的物所有權移轉之時點有所分離之貿易

條件下的投保情況為例，針對其所可能造成之妨礙代位情形以及被保險人之合

作協助代位義務內容進行深入探討。 

第四節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 

第一項 定義 

第一款  我國法 

  關於海上貨物保險之定義為何，參照我國海商法之規定，依第 127 條第 1 項

之規定，凡與海上航行有關而可能發生危險之財產權益，皆得為海上保險之標的，

由此可知，透過海運運輸之貨物因與海上航行有關而為一種可能發生危險之財產

權益，故其可作為海上保險之標的物。復依照同法第 135 條之規定，貨物之保險

以裝載時、地之貨物價格、裝載費、稅捐、應付之運費及保險費，為保險價額。

亦即，若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金額超過貨物價值以及相關附屬費用，則屬於超額

保險而有違反保險法上禁止超額保險之問題，貿易與保險運作實務上，海上貨物

保險通常係以定值保險之方式投保，多以貨物價格乘上百分之 10 作為其保險價

額，以省去保險事故發生後，計算與認定相關費用之繁瑣程序並增進理賠效率。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7 

 

另依保險法第 83 條以及海商法第 129 條之規定可知，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人，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因海上一切事變及災害，對於保險標的物之貨物所生之毀損

滅失及費用，應負賠償責任。綜上可知，若依我國法之定義，海上貨物保險可定

義為：「因海上一切事變與災害對於經由海上運輸之貨物所造成之損害，負擔補

償責任之契約。」或有學者將其定義為：「以貨物在運送過程中毀損或滅失為危

險事故的保險契約」67。 

第二款 英美法 

  至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契約於英美法上之定義，論者認為認定海上貨物運輸保

險契約應以三個步驟為之 68，首先，契約之內容與形式是否符合英國 1906 年海

上保險法第 1 條與第 3 條規定之文義，依該法第 1 條 69之規定：「海上保險契約

係保險人允諾，於遭受海上損失，亦即海上冒險損失時，依約定之方式及限度，

補償被保險人之契約」，其中關於“海上冒險＂之部分，定義於同法第 3 條 70： 

「(1)所有合法海上冒險，均得依本法之規定，為海上保險契約之標的。 

 (2)特別是下列各項得為海上冒險： 

  (a)暴露於海事風險之任何船舶、貨物或其他動產。是項財物於本法稱為“可 

   保財物＂ 

  (b)因可保財物暴露於海事風險所危及之任何運費、客票、佣金、利潤之收     

      益，或其他金錢之利益，或任何墊款、貸款之保證或開支。 

  “海事風險＂係指因附隨或偶發於海上航行之危險事故，亦即海上風險、火災、  

戰爭風險、海盜、遊劫者、盜竊、捕獲、查扣、王侯及人民之禁制及阻留、投  

                                                 
67 劉宗榮，同註 46，頁 687。 

68 JOHN DUNT, MARINE CARGO INSURANCE 9 (2nd ed. 2016)；F.D. ROSE, MARINE 

INSURANCE：LAW AND PRACTICE 9 (2nd ed. 2012) 
69 MIA 1906, s.1 
70 MIA 1906,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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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船員之惡意行為及其他任何類似或由保險單所指定之危險事故。」 

依照前開條文之規定確定契約形式以及契約標的為海上冒險或海事風險後，

若保險契約之航程同時涉及內陸或內河運輸階段，則第二階段應依據同法第 2 條

第 1 項 71之規定，判斷該契約是否是屬於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契約，抑或是非屬於

海上保險契約：「海上保險契約得依其明示條款或貿易習慣，擴大承保被保險人

與偶發於任何海上航程之內陸水域或任何陸上風險之損失」最後，若契約所承保

之風險非屬於典型的海上危險，則應判斷是否為類似於海上冒險之風險，依據同

法第 2 條第 2 項 72之規定判斷之：「海上保險單格式之保險單承保船舶於建造、

下水或在其他任何類似情況之海上冒險，於其範圍內應適用本法之規定；除本條

規定外，本法不變更或影響本法所定義之海上保險契約以外之任何保險契約所適

用之任何法律」 

因此，於英美法上，若貨物保險契約之內容與形式符合英國 1906 年海上保

險法第 1 條與第 3 條之定義，並且所承保之陸上風險係附隨於海上航程以及主要

承保之風險為非典型但類似於海上冒險之風險 73，則可認該契約為海上貨物保險

契約。 

第三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 

  在中國大陸法上，關於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契約之定義，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保險法第 182 條之規定：「海上保險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的有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未規定的，適用本法的有關規定。」故關於海上保險

之部分應先參酌海商法之規定，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中，依第 216 條之規

定：「海上保險合同，是指保險人按照約定，對被保險人遭受保險事故造成保險

                                                 
71 MIA 1906, s.2 (1) 
72 MIA 1906, s.2 (2) 
73 supra note 32、33.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9 

 

標的的損失和產生的責任負責賠償，而由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的合同。（第 1 款）

前款所稱保險事故，是指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約定的任何海上事故，包括與海上航

行有關的發生於內河或者陸上的事故。（第 2 款）」及第 218 條第 1 款之規定：

「下列各項可以作為保險標的： （一）船舶；（二）貨物；（三）船舶營運收入，

包括運費、租金、旅客票款；（四）貨物預期利潤；（五）船員工資和其他報酬；

（六）對第三人的責任；（七）由於發生保險事故可能受到損失的其他財產和產

生的責任、費用。」可知，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契約可定義為：「海上貨物運輸保

險契約，係指保險人按照約定，對被保險人遭受保險事故造成海上運輸貨物損失

負責賠償，而由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的契約」 

第二項 歷史背景與發展 

第一款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的出現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發展歷史不若前所述及之共同海損制度為早，共同海損

係起源於距今 2000 多年前之地中海與愛情海一帶，然目前世界上已知最為古老

的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單為西元 1379 年的 Pisa 保險單，係比薩大學（University 

of Pisa）的 Federigo Melis 教授所發現 74。十四世紀時地中海與愛情海一帶的海

上貿易繁盛，各國政府也分別制定了規範海上保險的條例，目前所發現最早的關

於海上保險的規範是 1435 年的巴塞隆納條例（Barcelona），然而，對貨物運輸保

險契約較為正式的規範則直至西元 1523 年始出現 75，當時的佛羅倫薩條例

（Florentine Ordinance）中有敘述一種保險係針對船舶所載運之貨物，對於因海

上、火災、投棄與其他風險所造成之損害負擔補償責任之保險類型，從此種保險

所承保之風險類型來看，與今日廣泛用於海上貨物保險背面條款之協會貨物條款

                                                 
74 關於 Pisa 保單的原文，可參陳繼堯，海上保險，頁 62，2012 年 5 月。 
75 JOHN DUNT, supra note 68,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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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Cargo Clause）中所承保之風險極為相似，而後，由於英國倫敦的商業

與貿易活動的繁盛，英國在 16 世紀即已將移居英國之義大利倫巴第商人在促進

海上貿易、保障貨物於海上運輸過程中意外經濟損失的原始保險互助做法引進，

且亦不斷的引入歐洲和其他國家的海上保險相關辦法以及法規，使英國成為世界

海上保險之發展中心，於西元 1601 年時，英國議會正式將海上保險納入法律規

範當中，通過《關於於商人保險相關問題的法案》（An Act Concerning Matters of 

Assurances Used Among Merchants76），簡稱為「伊莉莎白法案」，直至西元 1613

年，有一張海上貨物運輸保單，承保載運在名為“Tiger＂的船舶上的貨物，從英

國倫敦至希臘的札金索斯州（Zante），其上所載條款之主要部分，與往後海上保

險所通用的勞伊茲保單（Lloyd’s policy）內容相去不遠 77，至此，海上貨物運輸

保險的雛型正式出現。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進一步發展實可歸功於英國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曼斯

菲爾德伯爵（Lord Mansfield），其於 19 世紀時所作成之諸多關於商業與貿易之

判決中，多有採納許多經驗豐富的商人、保險經紀人、理算人與保險人之見解，

將其結合於判決的理由中 78，使海上保險的法制發展與國際貿易的實務運作相結

合，此後，麥肯齊．查爾默斯爵士（Sir Mackenzie Chalmers）將其所作的大部分

判決見解與建立的普通法原則進行整理，作為訂立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之主

要基礎 79，舉例言之，諸多案例中均認為於定時保單（Time Policy）並無關於船

舶適航性的默示擔保，而於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第 39 條第 5 項 80即對此見解

                                                 
76 43 Elizabeth, c.12 
77 JOHN DUNT, supra note 68, at 3. 
78 Id., at 2. 
79 另可參 MIA 1906, s.91(2)之規定：「The rules of the common law including the law merchant, 

save in so far as they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express provisions of this Act, shall continue to apply to 

contracts of marine insurance.」（包括商事法之普通法規則，除與本法規定不相一致外，仍得繼

續適用於海上保險契約） 
80 MIA 1906, s.39(5)：「In a time policy there is no implied warranty that the ship shall be seawo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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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明文規定 81。在此部法案出現前，海上保險法制主要建立在普通法的基礎上，

只有少數有關規範散落於各個成文法中，此部法案訂立後，對於海上保險與海上

風險的定義、基本法律原則、保險契約當事人之權利義務與保險金給付標準等做

了詳細的解釋與規定，奠定了英國海上保險法制的重要基礎，也對世界各國的海

上保險法制的立法以及國際貿易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二款 勞合社（Lloyd’s）的出現與英國的雙軌保險市場 

  勞合社（又稱為勞伊茲保險合作社）的起源與海上保險的發展息息相關，

且對於往後海上保險領域中，實務的運作如保單條款、格式、運作流程等皆有

影響，於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中，亦將勞合社所制定之 S.G.保險單 82作為英

國法定的海上標準保險單 83，近百年來，許多國家以及企業在制定海上保險單

時，也是以勞合社的標準保險單作為藍本進行設計，甚或是直接使用；另外，

目前勞合社每年承保之保費約 78 億英鎊，占整個倫敦保險市場總保費的百分

之 50 以上 84，目前仍為海上保險市場中具有相當影響力之市場，故而，勞合社

的產生背景與發展過程，實有助於瞭解現今國際海上保險發展之現況以及緣由，

對於目前國際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市場之組成以及經營模式亦可有更進一步之認

識。 

  勞合社係起源於西元 1688 年，倫敦泰晤士河畔的塔街上的一家咖啡館，此

咖啡館係英國人名為愛德華．勞伊茲（Edward Lloyd’s）所開設，由於這家咖啡

                                                 
at any stage of the adventure, but where, with the privity of the assured, the ship is sent to sea in an 

unseaworthy state, the insurer is not liable for any loss attributable to unseaworthiness.」（定時保單並

無船舶應於海上冒險的任何階段中均具備試航能力之默示擔保，然如被保險人明知該船舶不適

航而出海，則保險人對於該不適航所致之任何損失不負賠償之責。） 

81 Özlem Gűrses, MARINE INSURANCE LAW 5 (1st ed. 2015) 
82 即 S.G. Policy，為船舶與貨物保險單。 
83 參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之附件一。 
84 袁建華、金伊林，同註 34，頁 28，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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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之位置鄰近於碼頭、海關總署和港務局，一些商人、船舶所有人、承攬運送

人、船長等海上貿易的經營者常聚集於此，交換有關航運或是貿易的消息，基

於地利之便，海上保險之保險人也常在此與客戶接洽保險事宜，除此之外，雖

當時亦有其他的咖啡館存在與其競爭，但由於愛德華．勞伊茲投入許多精力協

助提供前述經營海上貿易之人員一個妥適的交易場所，如提供辦公桌、墨水、

筆紙等，此咖啡館便遂成為倫敦海上保險與航運業務的主要交易場所 85。西元

1774 年，因舊勞伊茲咖啡館內賭博性保險的盛行，一些希望與其切割的正派經

營保險人與商人、經紀人等，便棄舊館而去，租下英國皇家交易所並成立勞合

社，自此，這個專營海上保險的個體保險商聯合組織正式告別咖啡館的經營型

式，而後經過美國獨立戰爭（西元 1775-1783 年）以及法國戰爭（西元 1793-

1815）所帶來的高額海上保險利潤與發展後，勞合社逐漸成為倫敦甚至是世界

海上保險的重要組織 86。 

    勞合社經營的方式有別於一般的保險公司，簡單來說，其本身並非保險公

司，而是許多個體保險人在一起經營保險業務而形成的一個組織，其成員各自

對其所承保的風險負責。勞合社本身並不承保任何風險，也不對成員的保險業

務負責，其所進行者，僅係向其成員提供交易場所、訂定相關規定監督成員的

財務狀況、處理理賠案件相關事宜、簽署保單、匯集資訊、研究與統計分析等。

英國議會於西元 1871 年通過勞伊茲法案（Lloyd’s Act），以法律之形式承認勞

合社為一個私人保險社團組織，但至此時期，勞合社的成員仍被限制僅得經營

海上保險的相關業務，直到 1911 年，英國議會取消此限制，勞合社的成員才開

始經營他種類型的保險業務。於 1990 年時，勞合社是世界上唯一允許以個別承

保風險的個人經營保險業務的市場，與英國另一個由保險公司所組成的「公司

                                                 
85 Özlem Gűrses, supra note 81, at 3. 
86 Lloyd’s, Corporate History, The Early Days, https://www.lloyds.com/about-lloyds/history/corporate-

history (last visited Jun.3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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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並存，構成英國獨特的雙軌保險市場。時至今日，勞合社的經營模式已

有大幅改變，其承保風險的成員組成多係大型公司，而非傳統的個人 87，在海

上貨物保險的領域中，目前英國仍係雙軌之保險市場，除勞合社外，另外則是

由保險公司所組成之倫敦國際保險人協會（ International Underwriting 

Association of London, IUA）88代表的公司市場 89。 

第三項 保單型式與協會貨物條款 

   關於國際實務運作中海上保險保單所使用的格式以及條款，其最初的基礎建

立於出現在大約 16 世紀左右英國市場中所使用的海上保險單，但此時保單的形

式與條款內容紛亂，各家所使用之保單形式均無統一樣式，在國際保險市場上，

有日本船舶保險人協會的船體保險一般條款及其適用的保單格式；有蘇聯

Ingosstrakh 保險公司所使用的貨物運送保險及船舶保險規則（Regulations for the 

Insurance of Goods in Transport and the Hull Insurance Regulations）及其適用格式；

哥斯大黎加的國家保險協會（The National Insurance Institute of Costa Rica）所擬

定之貨物保險與船舶保險之一般規定（General Conditions for Cargo Insurance and 

Hull Insurance）等等，然而，依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之統計，不論是在船舶

保險或是貨物保險之市場當中，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國家，不論是單獨使用，或是

與其本地的條款進行結合使用，皆以英國的海上保險單格式以及條款作為其範本

                                                 
87 JOHN DUNT, supra note 68, at 3. 
88 係西元 1998 年時，由倫敦國際保險與再保險市場協會（London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Market Association, LIRMA）以及倫敦保險人協會（The Institute of London 

Underwriters）所合併而成。 
89 由聯合貨物保險委員會（Joint Cargo Committee，簡稱 JCC）係由勞伊茲市場協會（Lloyd’s 

Market Association，簡稱 LMA） 以及倫敦國際保險協會（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 Association 

in London，簡稱 IUA）的保險人所組成即可看出於海上貨物保險中，英國所獨有的雙軌保險市

場。參 LMA, Joint Cargo Committee, http://www.lmalloyds.com/JointCargo （last visited：30 Ap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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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在我國實務的運作上，各大保險公司所簽發之海上保險單，其上條款亦多以

英國的協會貨物條款為主，故探討英國海上保險單之演變以及協會貨物條款之產

生及其內容，對於了解現時我國海上保險業界實務運作現況以及保險人代位權之

行使有極大助益。 

  於英國，主要有 Lloyd’s 所用的保單以及保險公司所用的保單兩種態樣，而

Lloyd’s 的保單又依據核保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故而其認為有統一的必要，

因此，勞伊茲於 1779 年 1 月 12 日的會員大會中，決定其保險單必須為統一印

刷，格式須為一致，且所有會員承保保險業務均應使用該格式的保險單 91，此保

險單之格式，直到 1795 年時，英國議會通過「印花稅法」（Stamps Act）92，基於

課稅的需求，將海上保險的保單形式統一分為三類：適用於船舶保險的“S ＂

（Ship）Form、適用於貨物保險的“G＂（Goods）Form 以及可同時適用於船舶

與貨物保險的“S.G.＂Form，此保單格式即為前述 Lloyd’s 所決議統一格式之保

單格式 93。由於 S.G. Form 可同時適用於船舶與貨物，在繳稅上也較為便利，故

而其他兩種形式的保單便較少人使用於貿易上，多以 S.G. Form為保單的形式 94，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亦把其作為標準之保險單使用而放置於該法的附件一，

然而，由於 S.G. Form 之用語與形式過於古老與艱澀 95，除對非英語系之國家造

成國際貿易上的障礙之外，船貨兩用記載之格式造成文字上須隨時將船與貨物併

列，極為累贅，且承保範圍不明確，實務上常出現需改動增刪原始條款並另訂條

                                                 
90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Legal and documentary aspects of the 

marine insurance contract, TD/B/C.4/ISL/27/Rev.1, 11（1982） 
91 陳繼堯，同註 74，頁 59。 
92 35 Geo.3, c.63。JOHN DUNT, supra note 77, at 3. 
93 關於該保單格式的原始影像，可參前揭註 91，頁 59-60。 
94 JOHN DUNT, supra note 77, at 4. 
95 王衛恥，海上保險的理論與實務，頁 18，197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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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情況出現 96，除了英國判決實務上多所批評外 97，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於 1978 年明

白建議應更新 S.G. Form98。於 1982 年時，便出現了新的保險單格式，稱為“MAR 

Form＂，此種保單形式類似一種骨架，並以協會條款作為其核心內容，這樣的作

法能夠避免傳統 S.G. Form 的內容不夠靈活以及不能夠適時隨時代更動之缺點。 

第四項 英國協會貨物保險條款類型 

    保險人行使其代位權時，其權利的內容、理賠的程序以及代位權得否順利行

使，除與保險法及海商法中之規定相互影響外，另一大因素即為保單條款內容，

蓋保險人與要保人、被保險人均為保險契約之當事人，均應受到保險契約條款之

拘束，而其中關於被保險人應配合保險人行使代位權利之相關事項如文件提供、

事故發生通知、告知義務等等之規定，均對於保險人於理賠後行使其代位權具有

相當程度之影響，因此，若欲深入研究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代位與妨礙代位，除

法規與實務見解之理解外，更應針對保險條款進行探究。另外，若欲探討保單條

款之內容對海上保險之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所可能造成之影響，則首先即應針對英

國之「協會貨物條款」進行分析，蓋以我國海商法之規定而言，依據 1999 年海

商法之海上保險章的修正理由 99，多數係參照1906年英國海上保險法而為之 100，

                                                 
96 JOHN DUNT, supra note 77, at 4. 
97 Id. at 4. 
98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Legal and documentary aspects of the 

marine insurance contract, TD/B/C.4/ISL/27/Rev.1, 15（1982） 
99 立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31 期，頁 613-614，1999 年 6 月。 
100 如海商法第 127 條第 2 項之規定：「海上保險契約，得約定延展加保至陸上、內河、湖泊或

內陸水道之危險。」即係參照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第 2 條之規定所為之修正；第 130 條所定

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損害防阻義務亦係參酌該法第 78 條之規定所訂定；另外如船舶、運費、

貨物損害之認定等規定亦係參照該法所為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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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參酌英國協會條款所為之者 101，且我國各大保險公司所使用之海上貨物運

輸保險單條款亦多以英國協會貨物條款為主 102，可知英國海上保險領域之發展

與我國法制有密切關係，探討該條款之類型與效力對於深入研究我國海上貨物運

輸保險領域亦有極大助益，對於研究我國海上保險領域中的被保險人妨礙代位之

行為態樣以及效果更是不可或缺，且於國際海上保險市場當中，依據聯合國貿易

與發展會議之統計，不論是在船舶保險或是貨物保險之市場當中，有接近三分之

二的國家，不論是單獨使用，或是與其本地的條款進行結合使用，皆以英國的海

上保險單格式以及條款作為其範本 103。 

    協會貨物條款（Institute Cargo Clause）係源自於英國，蓋英國自 17 世紀以

來一直就是國際上海上保險的中心，不論是在國際貿易、航運或是保險業中，均

佔有重要的地位。倫敦保險人協會（Institute of London Underwriters）於 1912 年

發表了第一份協會貨物條款，使其作為 S.G.保單的附加條款。對於前述標準貨物

條款擬定的工作於 1908 年即已開始，目的在於適應國際海上貿易航運業發展的

需要以及補充 S.G.保單之不足，蓋 S.G. Form 自 1779 年問世以來已經過將近 130

年，航運與國際貿易實務已多所變遷，但因海上貨物保險契約所涉層面甚廣，無

法直接捨棄舊有的保單與條款而逕行以全新的保單與條款取代，故保險人協會即

認為應推出新的條款，並以附貼批單的方式附加於 S.G. Form 之上，以補充其不

足並刪去舊有且不合時宜的條款。但直到 1912 年 4 月時，英國白星航運公司所

屬的鐵達尼號發生撞上冰山事故所造成的損失結果，對於保險人所承保之風險所

                                                 
101 如我國海商法第 147 條第 2 項，關於保險標的物雖經委付而未被承諾前，當事人雙方均得採

取救助、保護或回復等各項措施，以避免損失擴大之規定，係參國英國 1983 年協會船舶保險條

款（Institute Time Clauses-HULLS 1/10/83）第 13 條第 3 款及 1982 年協會貨物保險條款

（Institute CARGO Clauses（A）1/1/82）第 17 條所為。 
102 徐當仁，海上保險基礎理論與實務，頁 I-3，1999 年 9 月。 
103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Legal and documentary aspects of the 

marine insurance contract, TD/B/C.4/ISL/27/Rev.1, 11（1982）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7 

 

帶來的巨大災難性影響，才使其加速進行。因此，一個由兩個來自公司市場的保

險人、兩個來自勞伊茲市場的保險人以及兩個代表保險經紀人協會之人被倫敦保

險人協會指派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致力於擬定適用於貨物的標準條款，並於

1912 年 8 月 1 日生效 104。這個承保特定風險的標準條款，於 20 世紀初期不斷的

在進行更新，協會貨物全險條款（ICC, ALL RISKS）也在 1951 年 1 月 1 日生效。

協會貨物條款在 1963 年重新發布了一次新的版本，將所有條款分為三種類型，

分別為：全險、平安險（即單獨海損不賠）、水漬險（即賠付單獨海損）條款（下

稱為 ICC 1963 年版）。 

第一款 1982 年協會貨物條款 

    雖然 ICC 1963 年版由倫敦協會推出以後，很快地成為國際貿易中，各國所

採用和模仿的對象，然而其仍係依附在格式陳舊，並且被批評其內容艱澀難懂、

文字古老之 S.G. Form 之中，遭受到來自法院與國際貿易、保險與航運業實務工

作者以及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UNCTAD）之批評。在各方疾呼應儘速更改

S.G. Form 之狀況下，並隨著貨櫃運輸的興起，國際航運環境產生極大的變化，

於此同時，並出現許多國際公約，如 1968 年海牙威斯比規則、1978 年漢堡規則

以及 1980 年國際複合運送公約等等，此些公約的出現，對於國際航運的法律關

係產生巨大的影響，諸如運送人之責任限制、強制責任期間、法定免責事由等，

以及新運送型態的複合運送契約中的責任規定等皆有變動，使國際貿易之當事人

如運送人、保險人、被保險人間關於貨物的風險承擔與轉嫁與以往有許多差異。

為使海上保險單能夠更有彈性、更快的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動，新的海上保險單格

式 MAR Form 便因此而產生，並且，為因應替換 S.G. Form 之 MAR Form 的產

生，協會貨物條款又在 1982 年做了一次快速並且大幅度的修改。 

    1982 年版的協會貨物條款，其各別條款之名稱係由 1963 年版本所簡化而來，

                                                 
104 JOHN DUNT, supra note 68,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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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之總數亦由 1963 年版的 14 條增加為 19 條 105，除修改 1963 年版本中沿襲

以來的古老用語外，也為了因應新型態的複合式運輸模式的興盛，分別清楚規範

三種不同類型條款下，保險人的責任範圍，分為協會貨物(A)險條款（Institute 

Cargo Clause A，簡稱 ICC (A)）、協會貨物(B)險條款（Institute Cargo Clause B，

簡稱 ICC(B)）以及協會貨物(C)險條款（Institute Cargo Clause B，簡稱 ICC(C)）

三種主要條款，另外有協會貨物戰爭險條款（Institute War Clause－Cargo）、協會

貨物罷工險條款（Institute Strike Clause－Cargo）以及惡意損害險條款（Malicious 

Damage Clauses）作為附加條款供海上貨物保險市場使用，然而應注意者係，1982

年版本以前的舊附加條款，需在投保主險後才可投保，然而前述 1982 年版的新

附加條款均可依當事人的需要而獨立投保 106。由於其用字清楚且貼近現在國際

貿易實務用語，使海上保險契約的當事人更能夠清楚其權利義務並減少紛爭，且

配合新型態的 MAR Form，使得舊有 S.G. Form 中的缺點得到相當大的改進，此

些因素使得 1982 年版本的協會貨物條款受到國際貿易、海上保險市場的喜愛，

使採用此條款作為承保內容的人數更為增多，成為國際海上貨物保險市場最普遍

使用的條款 107，且直至目前為止，亦為我國海上貨物保險市場最多保險人所使

用之條款。 

                                                 
105 新增加之五條分別為：保險利益條款、轉運費用條款、增值條款、棄權條款以及法律與慣例

條款。 
106 參註 1，頁 247。 
107 曾文瑞，海上貨物保險基礎理論與實務：ICC,2009 逐條釋義，頁 6，2017 年 3 月。 

條款分類 條號 條款名稱 

承保範圍 

（Risks 

Covered） 

第一條 Risks Clause（風險條款） 

第二條 General Average Clause（共同海損條款） 

第三條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雙方過失碰撞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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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CC1982 年版條款名稱與條號對照表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條款名稱 1982 ICC(A) 1982 ICC(B) 1982 ICC(C) 

除外不保事項 

（Exclusion） 

第四條 General Exclusion Clause（一般除外條款） 

第五條 
Unseaworthiness and Unfitness Exclusion Clause 

（不適航及不適載除外條款） 

第六條 War Exclusion Clause（戰爭除外條款） 

第七條 Strike Exclusion Clause（罷工除外條款） 

保險期間 

（Duration） 

第八條 Transit Clause（運送條款） 

第九條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of Carriage Clause 

（運送契約終止條款） 

第十條 Change of Voyage Clause（航程變更條款） 

理賠事項 

（Claims） 

第十一條 Insurable Interest Clause（保險利益條款） 

第十二條 Forwarding Charges Clause（轉運費用條款） 

第十三條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Clause（推定全損條款） 

第十四條 Increased Value Clause（增值條款） 

其他 

（Others） 

第十五條 Not to Inure Clause（不受益條款） 

第十六條 Duty of Assured Clause（被保險人義務條款） 

第十七條 Waiver Clause（棄權條款） 

第十八條 
Reasonable Despatch Clause（合理快速處置條

款） 

第十九條 Law and Practice Clause（法律與慣例條款） 

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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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風險條款 

（Risk Clause） 

概括式承保 列舉式承保 列舉式承保 

第 4 條－ 

一般除外條款 

（General Exclusions 

Clause） 

列舉 7 種除外不

保事項 

列舉 8 種除外不

保事項，與(A)之

不 同 在 於 增 列

4.7 款之蓄意毀

壞排除條款 

同(B)條款 

表：1982 ICC (A)、(B)、(C)條款差異比較表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第二款 2009 年協會貨物條款 

  於 1982 年版的 ICC 廣為國際海上貨物保險市場所使用 20 多年後，國際貿

易市場的交易方式在這些年中產生了不小的變化，諸如紙本訂單改為電子化訂單、

運輸方式也從傳統的港到港變成戶到戶等，國際貨物運輸業者也為了配合此種轉

變，其經營的形式也以提供整合式的服務為其主要目標，希望能透過有效整合運

輸（如海運、空運、陸運）、倉儲、裝卸、包裝等服務，滿足現代國際貿易市場

中新興的戶到戶需求，尤其是當國際貿易的雙方當事人之貿易條件採取 D 類條

件 108時，賣方需在交貨日前負擔一切的風險與費用如運輸、倉儲、裝卸等，此

時，較以往的複合式運輸更為多樣化的運輸整合即有其存在的必要，然而，此種

狀況下的風險應如何移轉，傳統的海上貨物保險契約是否得以轉嫁此風險，均成

                                                 
108 雖 Incoterms® 2010 已不採取字母形式的分類，而係以適用的運輸方式區分為：適用任何運

輸方式以及適用於海運及內陸水路運送的兩種貿易條件，然此處本文欲指者為 DAT（終點站交

貨條件）、DAP（目的地交貨條件）以及 DDP（稅訖交貨條件）此三種貿易條件，故以 D 類條

件簡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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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的討論議題。 

  除運輸型態的改變之外，海上貨物保險實務上對於 1982 年版的 ICC 部分條

款解釋仍有爭議，如第 4.3 款、第 12 條及第 16 條的“servants＂的定義，第 8 條

有關保險期間之“delivery to＂109等；再加上 2001 年以後，因美國的 911 事件發

生，反恐議題於國際社會上廣泛討論，亦使許多人開始認真檢視恐怖攻擊所造成

的損失是否應列入除外不保事項。因此，聯合貨物保險委員會（Joint Cargo 

Committee）110於 2005 年後段決定重新檢視現行協會貨物條款，期望能統一保單

用語並且調整在新型態的運輸模式下，國際貿易當事人的風險承擔並平衡其權利。

其於 2006 年 2 月時便開始著手於修改工作，以發行問卷的形式調查國際上於海

上貨物貿易市場中的關係人的意見，並且設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分析所收到的回覆

並出具調查報告，最後於 2009 年 1 月 1 日正式公布新的海上貨物保險條款，即

為 2009 年版 ICC111。 

    2009 年版本的修改方式有條文字句刪除，如刪除原 1982 年版本的條款名稱、

將第 15 條改為“Benefit of Insurance＂等；條文內文字改變規則，如 1982 年版

本中的“underwriter＂均改為“insurer＂、“shipowners＂改為“carriers＂等，茲

將增/修訂條款與實質影響彙整如下： 

2009 ICC 

增/修訂條款 
修訂後之實質影響 

第 3 條 
修訂－將被保險人因雙方過失碰撞條款所可對於保險人請求補

償之權利，限縮於因保單承保風險所致者為限。 

第 4.3 款 修訂－將被保險人或其受雇人包裝不固之除外條款中，受雇人

                                                 
109 曾文瑞，同註 107，頁 8。 
110 聯合貨物保險委員會（Joint Cargo Committee，簡稱 JCC）係由勞伊茲市場協會（Lloyd’s 

Market Association） 以及倫敦國際保險協會（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 Association in London，

簡稱 IUA）的保險人所組成。 
111 JOHN DUNT, supra note 68,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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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排除獨立契約履行輔助人，對被保險人較為有利 

第 4.6 款 
修訂－加重保險人的舉證責任，若保險人無法舉證證明被保險

人之主觀想法則無法主張本款規定的除外事項。 

第 4.7 款 
修訂－擴大本款除外不保事項，包含直接與間接者，並擴大及於

相關核子裝置。 

第 5.1.2 款 

增訂－被保險人或其受雇人若於保險契約生效前已明知其載運

貨櫃不具安全性或不適載，仍將其保險標的裝載於該貨櫃中，所

致之毀損、滅失或費用，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第 5.2 款 

增訂（原 5.2 移置 5.3）－使第 5.1.1 款的被保險人或其受雇人知

悉船舶與運輸工具不適載的除外條款，不適用於依契約善意買

受保險標的物之人。 

第 5.3 款 
修訂－刪除但書中被保險人與其受雇人知情不適航與不適載之

除外規定，因已於 5.1.1 以及 5.1.2 款中規定。 

第 7.3 款 修訂－明確恐怖攻擊之定義與規範 

第 7.4 款 
增訂－使除外事項擴及至任何懷有意識形態或宗教上之動機者

所致之貨物毀損、滅失或費用。 

第 8.1 款 

修訂－將保單生效之行為提前至在倉庫內基於將保險標的物裝

載於運送工具的第一次移動開始，但不包括裝載前之儲存或倉

庫內暫存區之儲存。 

第 8.1.1 款 

修訂－擴大保險人之保險期間至保險標的物卸貨完成時，此一

方面可保護貨主利益，另一方面亦可解決原條款中”delivery to” 

一詞於實務上解釋的爭議。 

第 8.1.3 款 

增訂（原 8.1.3 移置 8.1.4）－規定若被保險人或其受雇人將保

險標的物為了一般運送以外之儲存而置於任何運輸工具或貨櫃

者，保單效力亦為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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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 款 
修訂－若為了運往其他目的地而開始裝上運送工具的第一次動

作時，保單效力終止。 

第 9 條 

修訂－同 8.1.1 款之目的，將”delivery of the goods”修改

為”unloading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解決”delivery ”一詞

於實務上解釋的爭議，並將保險期間延長至保險標的物卸貨完

成前。 

第 10.1 款 
增訂－新增於保險人就新費率與條件談妥前發生事故，保險責

任認定之規定。 

第 10.2 款 
增訂－新增被保險人若對於船舶將變更航程不知情時，保險之

效力仍自開始運送該保險標的物時生效。 

第 15.1 款 

第 15.2 款 

增訂－明確規範被保險人之範圍。 

表：2009 年版 ICC 條款修定後之實質影響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同時參考曾文瑞，海上貨物保險基礎理論與實務：

ICC,2009 逐條釋義，頁 14，2017 年 6 月。） 

第三款 協會貨物條款之修正與妨礙代位 

    綜前所述，英國協會貨物條款為現行海上貨物保險市場中普遍所使用之保單

條款，亦為國際上許多國家作為其立法之參考，且許多保險公司縱使並非直接使

用協會貨物條款，其在條款之內容中亦多所援用協會貨物條款之內容，因此，若

欲探討海上貨物保單條款對於妨礙代位以及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影響，英國協會

貨物條款實為不可或缺之探討對象。由上述可知，目前國際上較常使用者為 1982

年版本，而後由 JCC 於 2009 年所推出之版本近來亦漸漸為海上貨物保險市場所

使用，此兩套條款中，與本文所欲探討之妨礙代位與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有關者分

別為第 16 條之被保險人義務條款（Duty of Assured Clause）及第 18 條之合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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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處置條款（Reasonable Despatch Clause），且雖 2009 年版本對 1982 年版本有多

處修正，然就此二條而言，修正幅度並不大，僅為用詞上的修正，對於實質效果

並無影響。關於 1982 年版本與 2009 年版本之差異對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影

響、該等條款之意義以及違反條款之效果，本文將在第六章第二節深入探討之。 

第五項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締約流程 

第一款 契約訂立程序 

  海上貨物保險之締約程序如同一般契約，可分為「要約」和「承諾」兩個階

段，參照民法第 153 條第 1 項之規定 ：「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

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在海上貨物保險之領域中，「要約」係指要保人

向保險人提出訂立海上貨物保險契約的要求，其方式有以書面者，如要保人填寫

要保書並交付予保險人，要保書上並載有貨物價值、船舶船名與航次、裝載港與

卸載港、載貨證券編號等資訊以及被保險人所要求的保險內容與項目，並以此要

保書作為海上保險契約之主要附件，然而，此種方式使保險契約訂約的流程更為

冗長，文件往返的時間往往也造成極欲趕上特定交貨時期的出口商更大的交貨壓

力，因此，於海上貨物保險的實務運作上，目前大多係以要保人以電話向保險人

口頭通知，告知保險人該等貨物之相關資訊以及其所欲投保之條款類型，其內容

如同前述要保書所應載明之事項，此種方式使要保人得快速進行投保，亦毋須擔

心其出貨日期須因文件往返之時間而有拖延的情況。 

    「承諾」係指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提出定立海上貨物保險契約的要求表示接受

之意思表示。而承諾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如保險人可在要保人所交付之要

保書上簽章表示同意，也可以在接獲要保人要約之通知後，出具暫保單、保險單

或是保險憑證等方式表示其同意要保人之要約。 

    在通常的情形下，海上貨物保險契約的要保人是提出要約之人，保險人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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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人，若其接受要保人之要約，則其亦為承諾人。但是在某些情況之下，保險

人也會成為要約人，如保險人在收到要保人提出的要保書或是要保的通知後，另

外提出其他條件給要保人，在此情況下，保險人即成為新要約的要約人，而原要

約則因保險人另提條件之行為形同對於原要約之拒絕，依照民法第 155 條之規定

失其拘束力，原要約人於此時即成為被要約人。一旦要保人接受保險人後續所提

出之新要約，則此時要保人即成為承諾人。應注意者係，現行海上貨物保險為使

作業流程加速並且簡化議定條款之流程，且多使用協會貨物條款作為承保的條款，

故有時會事先將各類條款印載於要保書上，此時要保人填載該要保書之行為仍應

解為要約而非承諾，蓋保險人事先將條款印載於要保書上供要保人自行選擇合適

的條款類型並填寫之行為，僅係在吸引要保人填載其中任一種類之要保書，其並

未放棄其決定承保與否之權利，在定性上係屬於要約之引誘，而不屬於要約行為，

要保人在要保書上所載之欄位填寫資訊並交付予保險人之行為始屬於要約。 

第二款 契約訂立形式 

    海上貨物保險契約訂定之過程中，會有許多書面形式的文件往來，然而並非

所有文件均可認為係保險契約之一部分或是可認為屬於保險契約，其效力與功能

亦各異，較常見者即為：「要保書」、「保險單」、「保險憑證」、「暫保單」，下就個

別單據之內容與其效力分述之。 

  「要保書」112者，係指要保人向保險人提出保險的要約所使用之文件，其雖然

係一種書面的要約，要保人與保險人亦會在上面簽名蓋章，然其究非保險契約，

僅得為海上貨物保險契約訂立的證明，為契約組成之一部分。 

  「保險單」113則係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所為之要約，表示承諾而依法所簽發，

其功能在於作為海上貨物保險契約正式訂立的證明，如依據我國保險法第 43 條

                                                 
112 參附件三。 
113 參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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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為之，然應注意者係，此規定並不表示保險契約即

為要式契約，關於此點，傳統上多採要式契約說 114，然近期學說 115與實務多認

為，保險契約於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時即已成立，並非要式行為，可參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1950 號判決之意旨 116，另依據臺灣海商法學會所提出之海商法

修正草案第 182 條第 2 項：「海上保險契約於保險人同意被保險人之要保時，契

約即為成立。保險人得簽發保險單、暫保單或其他文件證明海上保險契約之成立。」

亦採諾成契約的見解。 

    在海上保險的實務運作上，有為了簡化作業程序，而產生以「保險憑證」來

訂立海上貨物保險契約之方式，此種文件有時被稱作為“小保單＂，就其所記載

之內容與效力來看，其可說是一種簡化的保險單，該文件上記載的內容與保險單

上的重要資訊均為相同，差別僅在於未記載詳細的保險條款，於效力來說，其具

有與保險單同等的效力，可以作為海上貨物保險契約訂立的證明 117。 

    最後則係「暫保單」，暫保單又可稱為“臨時保險單＂，係指保險人簽發正

式保險單或保險憑證前所出具的臨時保險單據，依據保險法第 43 條之規定，保

險契約應以暫保單為之，此規定之存在並非使保險契約成為要式契約已如上述，

暫保單雖不如保險單般為保險人正式簽發，僅為基於業務上的需要而臨時出具，

然其仍可作為海上貨物保險契約訂立的證明，在其有效期間內，其上所載之內容

與條款亦會對於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產生拘束力，與保險單具有同等效力，此可參

                                                 
114 鄭玉波，保險法論，頁 53，1965 年 4 月。 
115 劉宗榮，同註 46，頁 677。 
116 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1950 號判決：「按保險法第二十一條、第四十三條固分別規定，保

險費分一次交付及分期交付兩種。保險契約規定一次交付，或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

契約生效前交付之，但保險契約簽訂時，保險費未能確定者，不在此限。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

或暫保單為之。然保險契約仍為諾成契約且屬不要物契約，各該條文均僅係訓示而非強制規

定，非一經交付保險費，保險契約即為生效，仍應由保險人同意要保人聲請（承諾承保），經當

事人就要保及承保之意思互相表示一致，方告成立。」 
117 參註 35，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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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1110 號判決之意旨 118。在海上保險的實務運作上，暫

保單一般由保險代理人或是保險經紀人出具，通常其有效期限僅有三十天，若三

十天內保險人簽發正式保險單，則該暫保單即於正式保險單簽發時自動失效。 

第六項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保險利益 

第一款 保險利益之意義與功能 

    保險利益之意義，我國法並未明確針對保險利益有定義性之規定，依據學說

之見解，保險利益係指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或是特定關係連接對象所具有的

利害關係，此項利害關係將因保險事故的發生而遭受破壞，因事故的不發生而繼

續存在 119。保險契約之主要目的即在於保護被保險人此種利害關係的存在，換

言之，保險標的為保險利益，應與保險標的物進行區別。 

    保險利益之主要功能在於維持保險契約填補損害之功能，避免被保險人因保

險契約之存在而獲有超過其損害額度之不當利得，亦可避免保險契約成為賭博之

工具。另外，保險利益之存在亦可避免道德危險之發生，道德危險係指因要保人、

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主觀心理狀態，致使保險事故發生的潛在危險，而保險利益

之存在，將使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不至於促成保險事

故的發生。 

第二款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保險利益之認定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係屬於財產保險之一種，按「要保人對於財產上之現有利

                                                 
118 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1110 號判決：「按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保險契

約，由保險人於同意要保人聲請簽訂，保險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

故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之行為，乃要約引誘，要保人出具要保書向保險人投保，屬保險之要

約，必俟保險人對要保書為承諾而簽立保險單或暫保單，保險契約始行成立。」 
119 葉啟洲，同註 20，頁 70，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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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因財產上之現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有保險利益。」保險法第 14 條訂

有明文，然而，所謂現有利益，是否僅限於因對於貨物具有所有權始可認為具有

利益？依據民法第 373 條之規定：「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負擔，自交付時起，均

由買受人承受負擔，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此為民法上關於買賣中危

險負擔移轉之規定，因危險負擔而具有之利害關係得否認為係海上貨物運輸保險

之保險利益？此涉及保險利益之認定問題。在海上貨物運輸保險所承保之貨物中，

因各種貿易條件的不同，常會有所有權移轉時點與危險負擔移轉時點不同之狀況，

蓋目前國際貿易實務所時常採取之 Incoterms® 2010 貿易條件中，僅規定關於貨

物危險移轉時點之認定，而所有權移轉時點則由當事人另行約定之。海上貨物貿

易下，其所運輸之貨物係屬於動產，而動產所有權之移轉，應具有兩個要件，即

當事人間所有權讓與之合意以及物之交付，蓋依據民法第 761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

定，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此時，出賣人與買受人間若依

據 Incoterms® 2010 貿易條件之規定而發生危險移轉之效力而尚未有所有權讓與

之合意而未發生所有權移轉時，買受人得否因其對該貨物負有價金危險而得認為

具有保險利益？ 

    關於保險利益之認定，學說有以下之發展 120： 

 

    此說為保險利益概念發展之初，歐陸法制為用以區分賭博與保險之差異所提

出之學說。此說認為保險利益與所有權的概念相當，亦即，僅有所有權人才可認

為對於保險標的物具有保險利益之人，也只有所有權人可以對於保險標的物訂立

保險契約。 

                                                 
120 參見葉啟洲，同註 20，頁 72，2015 年 9 月；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頁 55，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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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險實務的持續發展之下，保險的型態益發多樣化，後來出現運費保險、

信用保險與責任保險等險種，此種保險種類之出現，使前述一般性保險利益學說

中僅限於所有權人具有保險利益之概念已不足以應付保險實務的發展，因此，德

國學者 Benecke 便以「間接保險利益」之概念，為其他利害關係人創設保險利益，

此種方式的特色在於，以法的技術創設出各種不同的保險利益，擴大具有保險利

益人之範圍，使所有權以外之利害關係人均得以訂立保險契約，然而在此時，保

險標的仍然被視為是保險標的物保身，而非保險利益。後期的發展中，奧國學者

Ehrenberg 進一步將保險區分為定額保險與損害保險兩個類型，而損害保險又可

分為積極保險與消極保險兩種，積極保險所承保的利益可分為三種型態：現實存

在之物的價值、已存在之請求權價值以及即將獲得之價值，在此時，保險標的已

被認為是對於特定有體物之利害關係，即保險利益，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標的為保

險利益，並非該有體物之本身。 

 

    此學說之提出，並非在於推翻前述之技術性保險利益學說，而是在於經濟的

發展之下，貿易行為愈發蓬勃，不同的貿易方式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其中所涉

及的動態交易中，標的物的移轉問題與保險利益間之認定，已無法由傳統的保險

利益學說處理，故而提出，其係屬前述技術性保險利益學說之補充。在經濟性保

險利益學說下，對於保險利益之移轉時點亦有不同之認定，分述如下： 

 形式學說 

    此說認為，保險利益所連接的對象既然均為民法上所承認之權利，則保險利

益的移轉與否以及其實際的移轉時間，應依照民法上所有權移轉的要件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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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說 

    此說認為，應以保險標的物之支配利用關係來決定所有權人保險利益之歸屬。 

 危險負擔說 

    此說認為，保險利益之歸屬，在動態的交易流程下，應以負擔保險標的物之

危險之人為認定標準，依法律規定或契約約定應負擔標的物之危險者，即為該物

所有權人保險利益之享有者。 

 實質危險負擔說 

    此說認為，縱使在某些情況下買受人已負擔標的物之危險，於保險事故發生

後，仍負有支付價金之義務，但是其是否會履行此一義務並無法得知。故而，若

其未履行支付價金之義務者，僅以其負擔危險為由而認為保險利益已經移轉，將

對標的物之出賣人不利。故而此說認為，保險利益移轉之前提，除危險負擔已經

移轉外，尚需買受人已完全履行其價金給付之義務，始可認為保險利益已經移轉。 

 應以危險負擔說為可採 

    因形式學說以所有權移轉之時點作為認定保險利益移轉之時點，將使經濟上

真正受損害之人無法受到填補，對於實質上享有標的物的經濟上利益，並因此負

有相對義務之買受人而言並不公平；而利用說以標的物之支配利用之人做為保險

利益的歸屬之見解，因對於支配利用此一概念並不明確，適用上將有違法安定性

的疑慮；又實質危險負擔說，其認為除危險負擔移轉之外，買受人須完全履行給

付價金之義務始可認為保險利益移轉之概念，不當的將出賣人應承受的買受人之

信用風險與貨物之毀損滅失的風險混淆，買受人無法履行價金支付義務之風險應

以信用保險分擔之，不應混入貨物保險之保險利益中進行認定，故而，應以危險

負擔說為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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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保險標的物，在一般的國際貿易中常會發生多次交付而

貨物所有權仍未移轉之狀況，蓋貨物所有權之移轉除現實交付外，更應有貿易雙

方當事人移轉所有權之合意已如上述，且現今運送實務上多式聯運的蓬勃發展，

保險標的物在運至受貨人處之前，往往經過多次的運輸工具轉換，此也伴隨著多

次的交付，甚或是在轉運的過程中即經過多次的買賣與貿易行為，此可從

Incoterms® 2010 貿易條件中增訂許多關於連環買賣（String Sales）之條件即可

看出。故而，在現今的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市場之下，對於保險利益移轉之認定問

題應採取針對保險標的物動態移轉所提出的經濟性保險利益學說，並以其中的危

險負擔說為認定標準，以負擔保險標的物之危險之人為保險利益之歸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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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險代位制度 

第一節 保險代位制度之意義與功能 

第一項 保險代位制度之意義 

    保險制度，按保險法第 1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

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而保險之功能可由「法律」與「經濟」兩個面向加以觀

察，保險除為一種法律關係外，在經濟上的功能亦可分為二：就個人經濟而言，

保險制度可使個人“未雨綢繆，有備無患＂，蓋個人於社會中之生活雖看似安穩

無波，但卻存有許多潛在風險，自然的風險如颱風、地震等，人為者如車禍、戰

爭等各種風險不及備載，且該等風險所造成之損害後果往往係個人經濟上所無法

承擔，而保險制度之存在，使個人得以其所得負擔之費用，即得以保障其無法承

擔之風險所造成之損害；就社會經濟而言，得以藉由社會群眾之力量，將個人難

以承受之重大風險分散於多數人，亦即，保險制度係一種以有限的、可預知的費

用，消滅重大的、不可預知的風險的辦法 121，以船東互保協會（Protection & 

Indemnity Club, P&I Club）為例，其所承保之主要風險為船東的責任風險 122，由

於海上貨物運輸過程中所造成之損害，其所造成之損害金額常為個體船東所難以

承受，再加上全球經濟貿易之活絡，海上貨物運輸愈發頻繁，船舶噸位因此不斷

增大，且船舶價值與載運貨物之價值亦日漸提高，故而，海上貨物損害之風險亟

需集結眾人之力量加以分散，雖各家船舶公司於平時為商業上之競爭對手，然透

過船東互保協會集結各家船舶公司之力量，使各家船舶公司即得以其所能負擔之

                                                 
121 鄭玉波著、劉宗榮修訂，保險法論，頁 7，2017 年，修訂 10 版。 
122 註 1，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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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承擔重大的、無法負擔的危險及所造成之損害結果。 

    由此可知，保險之主要功能即在於承擔風險、分散風險，藉由危險共同團體

之力量，於特定之保險風險發生時，填補該危險共同團體之成員，即被保險人之

損害 123，而其承擔與分散之方式係於保險契約所承保之風險實現後，對於該風

險所造成之損害，不論為財產上損害或非財產上損害，以由危險共同團體成員繳

交保險費所形成之基金所構成之保險金給付之方式，給予被保險人適當之填補。

而該保險金之來源，即源自於保險制度中，各被保險人為承擔同一風險所付出之

相應對價，換言之，該給付予發生保險事故之被保險人之保險金中，雖看似為保

險人所給付，然實為所有投保同一風險之人所共同給付者，故而，為使保險制度

有效運作，不致使被保險人因同一保險事故而獲得超過其所受損害之獲利，並確

保同一風險下之其他被保險人所繳付之保險費得以合理運用，保險法中之重要原

則－「利得禁止原則」便顯得極為重要，而基於此原則所設之相關規定，在現行

保險法中，計有複保險（保險法第 35 條至第 38 條）、禁止超額保險（保險法第

76 條、第 169 條）以及保險代位（保險法第 53 條）。 

  綜上，保險代位制度之存在意義在於維持保險法上之重要原則－利得禁止原

則之運作，該原則若得以發揮規範功能，則可健全保險市場，並進一步促進社會

經濟之活絡發展，使保險制度扶助社會經濟、安定國民生活之功能得不致減損，

而保險代位制度即為該原則下所不可或缺之制度之一。 

第二項 保險代位制度之功能 

 

    保險代位制度之功能，首先即為防止超額填補之情事發生，禁止被保險人因

                                                 
123 陳俊元，同註 2，頁 57；江朝國，論保險人代位權之本質，月旦法學雜誌，第 159 期，2008

年 8 月，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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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事故之發生而雙重受償，基於維持保險法上禁止被保險人因保險契約而有超

額填補進而獲利之「利得禁止原則」，避免被保險人因同一保險事故，一方面依

保險契約向保險人取得保險給付，另一方面又向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如民法上

之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等）而獲得雙重給付，造成超額填補之情形，蓋保險契

約之功能在於填補被保險人因損害發生而產生之「補償需要性 124」，並非成為被

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而成為獲取額外利益之工具 125。英美法上，在 1881 年

Burnand v Rodocanachi Sons & Co126一案中，法官 Blackburn 爵士亦指出，在賠償

契約下(不論為海上保險，或是任何火災、陸上及其他賠償契約)，若損失發生，

任何減輕損失或減少賠償人賠償金額的措施，若賠償已付出後，受領賠償人於取

得任何減輕損失的措施後，自應歸還其已受領的賠償以示公平，此為一般的法律

原則 127。 

 

    保險代位之制度之存在，得避免應負責任之人 因保險契約之存在而免責，

蓋應負責任之加害人對於保險事故之發生本應負擔最終賠償責任，若該加害人因

保險理賠之給付而減少或免除其對於被保險人應負之賠償責任，實非事理之平，

此參最高法院 68 年台上字第 42 判例之意旨：「按保險制度，旨在保護被保險人，

非為減輕損害事故加害人之責任。保險給付請求權之發生，係以定有支付保險費

                                                 
124 葉啟洲，同註 20，頁 13。  
125 同前註，頁 236。 
126 (1882) 7 App. Cas. 333. 
127 “…The general rule of law (and it is obvious justice) is that where there is a contract of indemnity 

(it matters not whether it is a marine policy, or a policy against fire on land, or any other contract of 

indemnity) and a loss happens, anything which reduces or diminishes that loss reduces or diminishes 

the amount which the indemnifier is bound to pay; and if the indemnifier has already paid it, then, if 

anything which diminishes the loss comes into the hands of the person to whom he has paid it, it 

becomes an equity that the person who has already paid the full indemnity is entitled to be recouped by 

having that amount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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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險契約為基礎，與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非出於同一原因。

後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殊不因受領前者之保險給付而喪失，兩者除有保險法第

五十三條關於代位行使之關係外，並不生損益相抵問題。」可知，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因保險金之給付而生損益相抵之效力，且在保險人

給付保險金並進而依保險代位之規定取得被保險人對於應負責任之人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後，可確保應負責任人之最終責任，不因保險契約之存在而減輕或免除。 

 

    最後，保險代位制度之存在，使保險人於給付保險金後，得進而向應負最終

責任之加害人請求賠償，除因保險人得於給付保險金之範圍內（保險法第 53 條

第一項但書參照）對應負責任之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而減少保險人理賠上的負擔，

並進而降低承保同一危險之費率外，更因保險人須於給付保險金後始可取得被保

險人對加害人求償之權利，保險人基於確保求償實效性之考量，可促使保險人迅

速理賠，完整實現被保險人透過保險契約保障其權益之目的 128。 

第二節 各國保險代位制度之理論差異 

    保險法第 53 條第 1 項之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

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

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為

我國保險法上，保險人代位權之依據。然此所指之代位，應與民法上之債權人代

位區別，民法上債權人代位之依據，係依民法第 242 條之規定：「債務人怠於行

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

人本身者，不在此限。」其要件有四：債權人對債務人有債權存在、債務人怠於

                                                 
128 曾文瑞、李紀薇，兩岸海上貨物保險代位權妨礙之效力研析，保險經營與制度，第 7 卷第 1

期，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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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其對第三債務人之債權、債權人有保全債權之必要以及債務人已負遲延責任，

最後之要件係因民法第 243 條之規定：「前條債權人之權利，非於債務人負遲延

責任時，不得行使。但專為保存債務人權利之行為，不在此限。」對於債權人行

使代位權有所限制。民法上之債權人代位與保險法不同之處，在於保險法上，保

險人進行代位程序時，其前提要件為：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給付保險金、應負

責任之第三人並非保險法第 53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人以及代位標的須為一致，與

民法上債權人代位行使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之要件完全不同，唯一相類似之

處為，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依據我國實務之見解，係以其自己之名義行使之，

而債權人代位亦同。又債權人之代位，與民法其他規定中所稱之代位權亦不同，

蓋債權人之代位權，僅指權利行使上之代位，而其他規定中所稱之代位，性質則

屬權利之法定移轉，故現行民法均改稱其為“承受＂，而非“代位＂，如連帶債

務人之清償代位（民法第 281 條第 2 項）、利害關係人之清償代位（民法第 312

條）、保證人之清償代位（民法第 749 條）、物上保證人之清償代位（民法第 879

條）等均屬之 129，其本質上已非屬“代位＂。 

    保險法之領域中，保險代位之本質究竟為何，其與民法上債權人之代位於其

本質上究有如何之差異，是否對於我國法條文意之解釋僅限於通說實務所採之法

定債權移轉理論，有無程序代位理論存在之空間，或是若採取程序代位理論對於

解決保險代位實務上現存之問題有無幫助？本文欲先對於程序代位理論以及法

定債權移轉理論之內容進行探究。 

    各國保險代位制度之立法例，依據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方式，大致上可分為

兩種不同之模式，分別為「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以及「程序代位理論」130，採取

                                                 
129 林誠二，債法總則新解－體系化解說（下冊），頁 190，2010 年。 
130 尹章華，保險代位制度改進芻議—兼論英美法制「程序代位」之社會功能，保險專刊，第

32 輯，1993 年 6 月，頁 110；林勳發、陳俊元，阿基里斯的腳跟?－保險代位求償模式之檢討

與展望，月旦法學雜誌，第 173 期，2009 年 10 月，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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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之國家如德國、日本、法國等大陸法系國家，而採取後者之國家如英國、美

國等英美法系之國家，關於我國與中國大陸所採取之架構及兩種代位法制立法例

之區別，分述如下。 

第一項 「程序代位理論」與「法定債權移轉理論」 

第一款 法定債權移轉理論 

  「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其名稱係相對於意定債權移轉，此理論認為，保險

人之代位權係本於法律作用而生，當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為保險金之給付時，被保

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移轉於保險人，保險人本身成為該損害賠償請

求權之權利人，故於保險代位之程序上，保險人係以“自己＂之名義對該第三人

行使已屬其所有之權利。換言之，此種權利之移轉，係因法律之規定所強制，無

須被保險人之意定移轉行為，當事人間是否有移轉之意思並非所問，故有論者認

為在此理論之下，保險人之代位乃「當然代位」131。另有論者認為，在此理論之

下，保險人之代位並不應稱為「代位權」，蓋其本質上僅為權利之法定移轉，並

不具有任何權利的特徵，若在此理論之下稱保險人之代位為代位權，實有不妥 132。 

    在此理論之下，保險人若欲行使保險代位，則其要件有五：首先即為被保險

人需對第三人存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蓋若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則法定債權移轉理

論即無得移轉之客體，保險人亦無從行使，然而應注意者係，保險制度之目的在

於填補被保險人之損害，保障被保險人不因損害之發生而對其生活造成過大影響，

維持其日常生活與財產之安定，然而，若被保險人所存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對

於其同財共居之親屬者，如被保險人之父母、兒女等，保險人若是於給付保險金

予被保險人後，取得對於該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進而進行訴訟程序者，因

                                                 
131 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二卷 保險契約》，頁 244，2015 年 11 月。 
132 葉啟洲，同註 20，頁 236。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8 

 

該等人與被保險人在生活上以及經濟上均具有相當程度的緊密連結關係，在保險

人請求之過程中，亦間接的對被保險人造成影響，此時保險制度分擔被保險人損

害之功能即為消滅，故若該第三人為與被保險人有一定緊密關係之人者，保險人

行使代位追償應受有限制。第二則係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已給付保險金，蓋若保

險人於給付保險金之前，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已移轉於保險

人，將造成被保險人不但因該請求權已移轉而無法向第三人請求，另一方面保險

人若遲遲不給付保險金，造成損害無法及時獲得填補的地步，故而必須待保險人

對於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被保險人所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始移轉予保險人。

第三，保險人所取得之權利不得超過保險賠償範圍，換言之，保險人所取得被保

險人對於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範圍，僅在於保險人給付予被保險人之保險

金之範圍內，對於保險金不足填補被保險人損害之部分，該部分之請求權仍係屬

被保險人所有，以確保被保險人之損害能獲得完全之填補，且第三人之責任亦不

因保險人之給付而減輕。第四個要件為標的一致性，多數學者認為在法定債權移

轉理論之下應有此一要件 133，此要件係指移轉於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並

非所有之請求權，僅限於保險契約所承擔之風險造成之損害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始可成為移轉之標的，詳言之，因限於保險契約所承擔之風險，保險人始有給

付保險金之義務，而此部分對於被保險人來說始有雙重得利超額填補之問題，故

而移轉於保險人之請求權即有此要件之限制。最後者，為被保險人優先原則，此

為多數學者所採 134，蓋保險制度之目的在於填補被保險人之損害，當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之第三人之資力得以同時賠償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剩餘之損害固無問題，

然而若第三人之財產不足以清償時，應以被保險人剩餘損害之請求權為優先，在

被保險人獲得完全填補之前，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並不移轉於保險人。 

    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主要目的在於，維持保險法上之「不當利得禁止原則」，

                                                 
133 江朝國，同註 120，頁 477；葉啟洲，同註 20，頁 248。 
134 江朝國，同註 131，頁 257；葉啟洲，同前註，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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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同時有向應負責任之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之請求

權，另一方面則可依據保險契約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給付的權利，此時即有可能

造成被保險人因同一保險事故，得獲得超過其損害額度之給付，形成因保險契約

之存在而獲利之狀況，嚴重違反保險法上之損害填補、不當利得禁止原則，因此，

若對於保險代位之本質採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則於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履行保險

金之給付義務後，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法定的、立即的於保

險人給付保險金之當下，在保險給付之範圍內 135移轉予保險人，使被保險人對

於該部分之損害，無法獲得重複的給付。 

第二款 程序代位理論 

「程序代位理論」，又有稱為「法定權利理論」136者，係指保險事故發生後，

被保險人對於加害第三人之損失賠償請求權並不因保險人給付保險金而當然移

轉於保險人，保險人進行代位追償之程序係以被保險人的名義為之，詳言之，程

序代位理論認為，保險人因保險代位所取得之權利並非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而係純粹的代位權，不同於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保險人於進行代

位追償之程序時，在程序代位理論之下，係以“被保險人＂之名義，行使歸屬於

“被保險人＂之權利向應負責任之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所

生之一切權利與救濟，保險人均得行使之，相對的，保險人所得行使之權利也不

可能大於被保險人原本之權利，且第三人對於被保險人所得主張之抗辯亦同樣可

                                                 
135 參最高法院 65 年度台上字第 2908 號判例：「損害賠償祇應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保險人代

位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時，依保險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如其損害額超過或等於保險人已

給付之賠償金額，固得就其賠償之範圍，代位請求賠償，如其損害額小於保險人已給付之賠償

金額，則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者，應祇以該損害額為限。」 
136 江朝國，同註 131，頁 240；黃裕凱，英美保險代位理論－兼論與我國法理論之差異，保險

專刊，第 56 輯，頁 24，199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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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保險人行使 137。與法定債權移轉理論相同之處在於，保險人需於給付保險金

於被保險人後，始可行使其代位權而向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 138。 

縱使被保險人已從保險人處取得保險金，被保險人仍得基於同一保險事故向

應負責任之第三人主張權利，蓋該權利仍屬被保險人所有而未移轉，只是此時被

保險人可能會對於保險人所有之代位權造成侵害，而有對保險人負擔相關損害賠

償責任之問題。故而，在此理論之下，保險人係以被保險人之地位行使代位權，

在代位程序的進行過程中，保險人所處之地位即形同被保險人自行行使請求權般，

故英美法上常以「保險人踩著被保險人的鞋子」（standing in the shoes of the insured）

形容此理論下之保險代位形式 139。 

在此理論之下，保險人以被保險人之地位行使被保險人之權利向應負責任之

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之後，其所取得之利益應歸屬於原權利人 140，至於歸屬的

方式，於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中，由保險人就其所取得之權利獲取賠償而可當然取

得該利益不同，因保險人所行使之權利原則上仍係歸於被保險人所有，行使後所

得之賠償亦同，故程序代位理論下，須透過一「擬制信託」（Constructive Trust）

之方式，將應歸屬於保險人所有之部分利益轉移予保險人。擬制信託係產生於英

美法上之衡平法理，認為當普通法之所有權人並非以“良心＂的方法占有財產標

的物時，為避免不當得利，透過衡平法將其視為「受託人」，亦即，本於衡平法

理，當財產之取得違反誠信、有失良善時，該所有人負有衡平法上義務，將被視

為受託人並負有轉移該財產予他人之義務 141。而在保險代位之領域中，若保險

人於給付保險金後，以被保險人之名義先向第三人進行全額的求償，則就其所得

之賠償範圍內，應歸屬於被保險人之部分，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成立一擬制信託

                                                 
137 林勳發、陳俊元，同註 130，頁 156。 
138 尹章華，同註 130，頁 121；黃裕凱，同註 136，頁 20；王衛恥，同註 95，頁 115。 
139 江朝國，同註 131，頁 241；林勳發、陳俊元，同註 130，頁 156。 
140 尹章華，同註 130，頁 121。 
141 江朝國，同註 131，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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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保險人視為受託人，被保險人為信託人，該部分財產之實質歸屬人為被保

險人，保險人有將該部分轉移予被保險人之義務。反之，若被保險人於領取保險

金前，即先對應負責任之第三人求償，則就其所得賠償，在保險人可得代位之部

分中，被保險人則成為受託人，保險人為信託人、實質歸屬人，在保險人給付保

險金取得保險代位權後，應將該部分移轉予保險人。 

第二項 我國保險代位制度 

 

  關於我國之保險代位制度，實體法上之依據係依保險法第 53 條第 1 項之規

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

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依照我國通說 142之見解，我國之保

險代位制度係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實務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89 年台上字第

1853 號判決之意旨：「按民法係保險法之補充法，保險法無規定者，自應適用民

法有關之規定。保險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之「保險人代位權」，固屬法律規

定之債權移轉，無待乎被保險人另為移轉行為，惟其為「債之移轉」之性質究無

不同，故保險人依該條項規定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

該第三人即得適用民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援引其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

被保險人之事由，對抗保險人。」此為我國實務上之一致見解 143。 

    我國學說之見解，認為保險代位係屬法定當然代位、賠償代位，法定當然代

                                                 
142 桂裕，保險法論，頁 153，1982 年 8 月；葉啟洲，同註 20，頁 236，2015 年 9 月；江朝

國，同註 131，頁 255，2015 年 11 月；劉宗榮，新保險法，頁 313，2011 年 9 月；梁宇賢，保

險法新論，頁 183，2001 年 9 月。 
143 另可參照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1493 號判例、77 年度台上字第 2269 號判決、86 年度台

上字第 985 號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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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者，係指保險人取得保險代位之權利係依據法律所規定者而來，無須當事人以

意定債權讓與之方式移轉，保險人即可行使；賠償代位係指，賠償權利人將其所

受之利益，歸由賠償義務人取得，而同時由賠償義務人賠償其所受損害之方式，

此方式之目的係為實現社會公平而設，衡平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避免賠償權利

人因此而受有不當得利 144，於保險代位中，即係被保險人於保險人給付保險金

後，保險人取得被保險人對於應負責任之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謂。 

 

 請求客體 

    依據保險法第 53 條第 1 項之文義可知，保險人於給付保險金與被保險人後，

其所取得者為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失賠償請求權＂，有疑問者係，此與我

國法制上通常使用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用語有所不同，然而從學說與實務見解

視之，其意即在指損害賠償請求權。而關於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之客體（指自被

保險人處所取得之權利）範圍為何，分述如下： 

 損害賠償請求權 

  在我國通說實務下，保險人所得代位之客體，最典型者即為侵權行為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另有疑問者係，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非因侵權行為所生之請求

權，保險人有無代位之餘地？關於此點傳統上曾有爭議，曾有學者採否定說，

認為保險人僅得行使被保險人基於侵權行為所生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其若欲行使非因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請求權者，其所依據者為民法第 242 條所規定之債權人代位權之規定而非保

險代位之規定，然近期通說與實務均認為保險人所取得者，除被保險人之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外，亦包括非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實務見

                                                 
144 鄭玉波，論讓與請求權與賠償代位，法令月刊，第 31 卷第 3 期，頁 63，198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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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可參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1493 號判例：「保險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之保險人代位權，其行使之對象，不以侵權行為之第三人為限，苟被保險人

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

人即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專屬於被保險人之權利 

  然應注意者係，若此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專屬於被保險人所有之權利，則保

險人自始無法取得，如民法第 195 條，侵害人格權及重大身分法益之慰撫金

請求權，因其之產生係因專屬法益受到侵害，故而僅得該專屬性法益之擁有者

始得行使之，此參同條第 2 項規定該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即可得知此意旨，

此等權利無法移轉，保險人亦無從行使之。 

 國家賠償請求權 

  另外，除對私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外，對國家所有之請求國家賠償之權利，

亦為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下可移轉之權利，為保險人可行使之客體 145。 

                                                 
145 參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13 號判決之意旨：「按民法上之代位權，債權人得代位行使之

債務人權利，不問私權或公權（如代位債務人提起訴訟）均得為之，而保險法第五十三條實為

被保險人將其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之規定，除禁止扣押或讓與之權利外，均非不得

為讓與標的。況國家賠償，並非本於公權力或行政權之作用所為之給付，乃係人民向國家請求

填補損害之權利，除前述專屬被害人人格權之慰撫金請求權外，非不得讓與。又國家賠償制度

乃以保障人民權益為主要目的，國家如有應負賠償責任之事故發生，於賠償人民所受損害後，

並非不得向公務員或其他應負責之人求償，如不能求償或無從求償，固應由國家資源承擔因公

務員之不法行為或公有公共設施造成被害人損害之結果，但此種承擔乃國家遂行政策之目的所

必要之負擔，不因被害人是否投保而有所不同，否則同一國家賠償責任事故之發生，卻因被害

人有否投保而使國家異其責任，寧非事理之平，亦無法達國家賠償制度之目的。且若保險人不

能代位被保險人向國家請求賠償，則國家因受害人之購買保險而免其賠償責任，使應負最終賠

償責任之人免責，與損害賠償基本原理不合，設仍須由受害人親自向國家請求賠償，則又生受

害人可能因此受有雙重利益或返還保險金於保險人之情形，亦與保險契約填補損害、節省被保

險人之煩費目的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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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法上其他權利 

  至於實體法上之其他權利，如撤銷權、解除權、終止權、意思表示撤回權

等等權利，是否包含於保險人得代位之客體範圍？學說上認為，在保險代位採

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下，因保險人所取得者為繼受自被保險人之權利，依照

權利移轉之法理，該權利本身存有任何瑕疵或從權利等等，自應隨同該權利移

轉至保險人處，應無爭議 146。 

 利益歸屬 

  在我國通說實務對於保險代位制度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下，保險人行

使代位程序後，因代位所取得之利益究應如何歸屬，應區分不同情況而為討論，

分述如下： 

 保險金給付數額等於被保險人所可請求之數額 

  若保險人因保險事故所給付之保險金數額，等於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

生，所可請求之損害數額，則保險人在給付保險金後，依據法定債權移轉理論，

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後，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即未剩餘任何權

利，且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主張權利並取得相當金額之損害賠償後，保險人對該

全部利益具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可合法取得，無庸再行給付任何利益與被保險

人。 

 保險金給付數額小於被保險人所可請求之數額 

  若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金數額，小於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所受損害可請

求之數額，因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僅在保險人所給付之範圍內，發生債權移轉之

效力，故而對於超過保險人給付之損害部分，並不發生債權移轉之效果，參照

保險法第 53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即知，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之數額，以保險

                                                 
146 陳俊元，再論我國保險人請求權代位之性質，政大法學評論，第 90 期，頁 267，200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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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賠償金額為限。另外參照最高法院 65 年度台上字第 2908 號判例之意旨：

「損害賠償祇應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保險人代位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時，依

保險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如其損害額超過或等於保險人已給付之賠償

金額，固得就其賠償之範圍，代位請求賠償，如其損害額小於保險人已給付之

賠償金額，則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者，應祇以該損害額為限。」故若此時保險

人就全部損害額度向第三人請求並取得第三人之給付，則對於超過其所給付

之部分，因未生債權移轉之效力，該部分之權利仍屬於被保險人所有，保險人

對於該部分係屬於無法律上原因而取得利益，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將該部分

利益返還予被保險人。 

  另外，若此時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分別同時就其因債權移轉所取得之債權

以及剩餘之債權對第三人提起訴訟，究應優先保障何人之利益，換言之，應優

先使被保險人填補其剩餘之損害，抑或是優先保障保險人行使代位之權利？

學說上對此有不同之見解，計有三說 147：首先為「絕對理論」（亦有稱為被保

險人優先說），此說認為被保險人之請求權，於保險人給付之範圍內，均當然

移轉予保險人，剩餘部分之請求權始保留予被保險人行使。第二說為「相對理

論」（又有稱為比例移轉說），此說認為被保險人請求權移轉予保險人之範圍，

係以保險金額與保險價額之比例計算之，此說係在於不足額保險之情況下用

以認定轉移予保險人之請求權金額。最後者係「差額理論」（又有稱為被保險

人優先說），認為若被保險人之損害尚未獲得完全之填補時，對於尚未填補之

差額部分，並不移轉予保險人。 

    此三說之最主要差別係顯現在以下情況：被保險人向保險人投保者為不

足額保險，且其對保險事故之發生具有與有過失時，在此情況之下，被保險人

所受保險金之給付並無法填補其全部損害，而因被保險人之權利受有減損，若

保險人得就其所給付之保險金額度取得相應之權利，則在保險人行使後，被保

                                                 
147 同參葉啟洲，同註 20，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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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將有剩餘之損害無法遭受填補之情形。如甲向乙投保房屋火災險，該房屋

價值 100 萬，而甲僅約定 80 萬元之保險金額，若某日因第三人丙之原因使房

屋燒毀全損，而甲對於該事故之發生具有 30%之與有過失，此時甲得對丙請

求之金額僅有 70 萬，若採絕對理論者，保險人於給付 80 萬之保險 金後，即

取得 80 萬以內之全部請求權，在此案例中，被保險人即無剩餘任何請求權得

對丙行使，其仍有 20 萬之損害未受到填補；若採相對理論者，則此時保險人

所取得之請求權為 56 萬（70×(80/100)），此時被保險人僅剩下 14 萬之請求權

得向丙請求，其仍剩有 6 萬之損害未受到填補；最後，若採差額理論者，則因

甲所受損害為 100 萬，扣除保險給付之 80 萬後，其仍剩餘 20 萬未受到填補，

故而保險人所取得之請求權為 50 萬（70-20），被保險人之損害可獲得完全填

補。 

    本文認為，保險契約存在之目的在於轉移被保險人之風險，保障被保險人

日常生活中生命身體財產遭受侵害時，得獲得適當的補償，避免因該風險的發

生，對其生活造成過大的影響，而保險代位之目的僅係在於避免被保險人因保

險契約而獲有超過其損害額度之利益，在價值的取捨上，應以維持保險契約存

在之根本目的為優先，才能夠繼續考量被保險人是否有違反保險法上利得禁

止原則的問題，否則即有捨本逐末之虞，被保險人透過保險契約轉嫁風險之目

的亦蕩然無存，故而，應以差額理論較為可採，不應使被保險人因保險契約之

存在，反而無法完全填補其損害，而處於更不利的地位。 

 保險人給付之數額大於被保險人所可請求之數額 

    此狀況通常發生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被保險人

本身之與有過失而受有扣減，且因保險人係依據債權移轉之方式繼受取得被

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權利，故第三人對於被保險人所得主張之抗辯，對於保險

人亦得主張之，造成保險人給付之數額大於被保險人所可請求之數額之狀況。

在此情形之下，保險人所得代位行使之權利，係法定移轉自被保險人處，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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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求之金額自以被保險人所可請求之數額為上限。 

 

 制度優點 

 符合禁止不當利得原則之意旨 

    從前所述，法定債權移轉理論認為，當保險人履行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

於被保險人時，若符合上述其他要件，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即法定的、當然的、立即的於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當下移轉於保險人所有，於

該時點，保險人即成為該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權利人，得以自己之名義請求該第

三人向自己為給付，並具有法律上原因得合法取得第三人所為之給付。保險法

上不當得利禁止原則之主要內涵即在於避免被保險人因保險契約之存在而受

有超過其損害之利益，於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而同時取得對保險人之保

險金給付請求權以及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當下，即有可能因同時取

得保險金與第三人給付之賠償金而獲得超過其損害之利益，而法定債權移轉

理論使被保險人在取得保險人之給付之時點，其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即法定

的移轉於保險人，使被保險人無權向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若第三人向被保險

人給付賠償金，則因被保險人之權利已移轉於保險人，被保險人對於該賠償金

即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之不當得利，其仍無法合法取得該利益，故可有

效防止被保險人雙重得利，維持保險法上之利得禁止原則。 

 保障被保險人所受損害受到完全、及時填補之機會 

    在我國通說實務對於保險代位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見解下，保險事

故發生後，當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始可在其所給付之範圍內，法定、當然的

取得被保險人對應負責任之人求償之權利，未給付之前，被保險人之權利並不

發生移轉之效果。因此，在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前，被保險人若急需對損害進

行填補，或是保全其對於應負責任之人的權利，其可先行起訴並進行相關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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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以求迅速，蓋於該時點，被保險人仍為該請求權之權利人；另外，因保險

人須於給付保險金後始取得該權利，保險人基於嗣後代位程序進行之考量，將

會加速理賠程序的進行，以提早開始代位程序，降低拖延的風險並減少賠率，

使被保險人得獲得及時的填補。 

 保險人不受被保險人破產之影響 

    若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不堪損失而破產者，因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在

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當下，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法定、當然的移轉

予保險人，故若不論第三人所為之賠付在保險人理賠前或理賠後，在保險人理

賠後之當下，該權利即為保險人所有，第三人所為之給付為被保險人之不當得

利，保險人可要求全數返還而無庸加入比例分配之中。 

 制度缺點 

 造成權利的割裂 

    在保險人所為之給付並無法完全填補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時，將會造成

權利部分移轉之效果，此即為我國法制下，保險代位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最

為學者所批評之情況，即係造成“權利的割裂＂，蓋保險人所取得之權利依據

法條之文義，即係在保險人所賠償之金額限度內，始可依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

定法定移轉予保險人，另依據實務見解 148亦可得知，故被保險人對於應負責

任之第三人之請求權，即會發生一部移轉於保險人，另一部由被保險人保留之

狀況，此時使得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訴中，請求金額之不明確，且

第三人須同時面對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之求償，造成司法程序的拖延與司法資

                                                 
148 最高法院 65 年度台上字第 2908 號判例：「損害賠償祇應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保險人代位

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時，依保險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如其損害額超過或等於保險人已給

付之賠償金額，固得就其賠償之範圍，代位請求賠償，如其損害額小於保險人已給付之賠償金

額，則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者，應祇以該損害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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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浪費，又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關於權利轉移數額的認定亦有可能提起另

訴。 

 法條用語的誤解 

    我國通說實務對於保險代位制度係採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已如上述，然而，

若純粹依據文義解釋而言，保險法第 53 條所謂之「代位行使」，其應係指保險

人依據本條之規定，有代替被保險人向應負責任之第三人請求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之權利，其文義所指之請求模式應類似於民法第 242 條債權人代位權之

規定。若對此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則依據體系解釋，法條之文字應規定為

“承受＂而非“代位＂，蓋原本民法之規定如連帶債務人之清償代位（民法第

281 條第 2 項）、利害關係人之清償代位（民法第 312 條）、保證人之清償代位

（民法第 749 條）、物上保證人之清償代位（民法第 879 條）等規定，其內涵

均係一方履行其給付義務後，在其給付之範圍內取得他方之權利，其本質上與

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中，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在給付保險金之額度內取得被保

險人對第三人之權利相似，而該等條文對於此種權利行使模式均稱為“承受＂

而非“代位＂，可知本條用語文義上與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間有相齟齬之處。 

    另外從歷史解釋言之，我國之保險法係訂立於民國 18 年，在當時的立法

背景中，許多條文主要是參譯日本法而來，然而依日本保險契約法相關用語及

日本深受英美保險法理論之影響之下，並無任何有關保險代位係採取法定債

權移轉理論之用語與目的 149。 

 訴訟程序之拖延以及法律關係的複雜 

    從前述可知，對於保險代位制度若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見解，於保險

人所為之保險金給付小於被保險人對於應負責任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額度

時，將造成該損害賠償請求權一部移轉予保險人，一部仍存於被保險人之權利

                                                 
149 黃裕凱，同註 136，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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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裂狀態。在保險人代位程序的進行中，法律關係可區分為保險人與被保險人

之間的內部關係以及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損害賠償請求之外部關係，若發生

前述權利割裂之狀況時，在對外關係的請求中，首先面對的問題即是，保險人

與被保險人所得請求之數額各為多少?此原本是保險人與被保險人應透過內

部關係解決之事項，在採取法定移轉理論之下即會造成與外部關係的混淆；另

外，當保險人主張其取得被保險人之權利而對於第三人進行求償，在實務運作

上，被保險人往往會先對保險人代位權之要件進行質疑，否認保險人已依據保

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取得被保險人之權利，此時又將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內部

關係混入外部關係之訴訟之中，將造成訴訟程序的拖延以及法律關係的複雜。 

 欠缺彈性與僵化 

    採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下，保險人補償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所受之

損害後，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權利即法定的、當然的在保險人補償的範圍內

立即移轉給保險人，此時，若被保險人認為其對於事實較能夠掌握，且由其行

使損害賠償請求權較能夠及時、有效率的進行證據蒐集與起訴等，被保險人亦

無法就全部損害額一同起訴，蓋該部分之權利以移轉予保險人而不再屬於被

保險人之權利，此時即需要保險人另行出具權利移轉書，以意定債權讓與之方

式再將權利移轉給被保險人使其得以一併以其名義進行求償，然而此時又將

造成保險人之利益無法受到保護之情況。 

第三項 英美保險代位制度 

 

    保險代位，其英文為 Subrogation，是由兩個拉丁文字所組成，sub 意指依據

（under），rogate 意指請求（to ask），兩字合之即係指以他方之名義請求賠償之

義，在英美法中通常將其解釋為“一方與付款之他方的替換，使付款之一方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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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補償或是屬於債務人之證券＂150。由此可知，英美法上之保險代位，係指

保險人給付保險金與被保險人後，始取得保險標的之所有權（即物上代位）或是

對應負責任之第三人之請求權（即權利代位）。 

    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人所有的保險代位權，在英美法制的運作上可簡述如下

151：「the insurer’s right to take legal proceedings in the name of the assured against a 

third party who has caused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保險人對於造成貨物滅

失或毀損之第三人，以被保險人之名義進行法律程序的權利） 

    英美法中，保險人保險代位之權利係源自於兩個地方，一是普通法，其認為

保險人之保險代位權係保險契約中的默示條款（implied terms）；另外則係源自於

衡平原則（Equitable Principle）中的不當得利（unjust enrichment）152，在近期的

實踐上則多以衡平法作為解釋基礎 153，除此之外，亦有以契約中的明示條款 154

所產生之保險代位。在美國法上，其發展之過程與結果亦與英國法相似，其保險

代位制度之源起亦來自於衡平法 155，主要之精神與目的在於維持保險法中的損

                                                 
150 “…the substitution of one party for another whose debt the party pays, entitling the paying party to 

rights, remedies, or securitie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long to debtor…”。同參陳俊元，同註 146，頁

240。 
151 supra note 68, at 387, para. 16-1 
152 JOHN DUNT, INTERNATINAL CARGO INSURANCE 106 (1St. Ed. 2012)  
153 在 Lord Napier and Ettrick v RF Kershaw Ltd (No.1), [1993] A.C. 713 一案中，最高法院認為：

“…On the cross-appeal, whatever the jurisprudential basis of an insurer's right of subrogation 

(implied term or independent "equity") one thing that is clear about the doctrine is that its fundamental 

purpose is to ensure that the assured does not unfairly profit as a result of his insurance by being paid 

twice for the same loss and accordingly end up better off than had no loss occurred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a rule against unjust enrichment…＂ 
154 可參考近期英國法上的案例，2007 年的 Bee v. Jenson, [2007] EWCA Civ 923 一案中，上訴法

院之見解。 
155 Hart v. Western R. Corp, 46 Am. Dec. 719, (1847) 54 Mass. 99, 99：“A.'s house, which was 

insured, was injured by a fire communicated by a locomotive engine of a rail road corporation, and the 

underwriters paid to A. the amount of his loss, for which the rail road corporation was also by law 

responsible to him. Held, that such payment did not bar A.'s right to recover also of the rail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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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填補原則，並確保應負責任之第三人負有最終責任 156，並且因保險代位制度

之存在，預期可因保險人賠率之降低，間接使被保險人投保之成本降低，增加貿

易當事人轉移風險之意願。 

 

    英國法中，保險人行使其保險代位權時，原則上係以被保險人之名義為之，

其請求金額之限制以其所給付於被保險人之數額為限 157。在英美法實務的運作

上，亦有以訴因（cause of action）移轉（assignment）的方式行使代位權的案例，

此種方式的優點在於其可請求之數額並不受到保險人給付被保險人保險金數額

之限制 158，蓋其係透過類同我國法上債權讓與之方式取得歸屬於被保險人對於

應負責任之第三人之權利，有學者將此稱為法定轉讓 159，然而，因其需要對造

                                                 
corporation, and that A., by receiving payment of the underwriters, became trustee for them, and, by 

necessary implication, made an equitable assignment to them of his right to recover of the rail road 

corporation; and that the underwriters, on indemnifying A., might bring an action, in his name, for their 

own benefit, against the rail road corporation, and that A. could not legally release such action.”. Id. at 

108：”In regard to the right of the insurance company to sue in the name of the assured, we think the 

cases fully affirm the position, that by accepting payment of the insurers, the assured do implicitly 

assign their right of indemnity, from a party liable, to the assured. It is in the nature of an equitable 

assignment, which authorizes the assignee to sue in the name of the assignor, for his own benefit; and 

this is a right which a court of law will support, and will restrain and prohibit the assignor from 

defeating it by a release.＂ 
156 陳俊元，同註 146，頁 241。 
157 Yorkshire Insurance Co v. Nisbet Shipping Co Ltd, [1962] 2 QB 330：”…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is that insurers cannot recover more by their right of subrogation than they have paid to the 

assured. There is no case in the books in which insurers have made a profit out of subrogation….”（保

險人不得因其代位之權利受到多於其給付給被保險人之回復是基本的原則，過往並無任何保險

人可透過保險代位獲得利益之案例） 
158 Compania Columbiana v. Pacific Steam Navigation Co, [1965] 1 QB 101, [1963] 2 Lloyd’s Rep. 

479. 
159 陳俊元，英美保險代位本質之再探－兼論我國保險代位求償模式之再建構，政大法學評論，

第 119 期，頁 324，201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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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損失或損害之當事人，依法 160提出正式的書面移轉通知，若無此通知則被保

險人需加入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求償訴訟之中，與保險人一同成為共同原告始可，

並且此正式通知須在一切求償程序開始之前 161；另外，保險人多顧慮若以保險

人自己的名義起訴，將造成對於保險人聲譽與公共關係上的影響，且在採陪審團

制度下，以被保險人名義本於直接被害人地位起訴請求第三人賠償，較容易獲得

陪審團的可決 162，故而為英國海上貨物保險實務中多所不用。 

    在英國法上，關於保險代位有幾個重要的案例，對於保險代位作了明確的解

釋，也確立了保險代位在英美法上的主要雛型，首先即為 1877 年英國的 Simpson 

v. Thomson163一案中，Lord Blackburn 對於保險代位的行使上，其認為保險代位

權只能產生自保險人已支付保險金，並且只得代位因保險金給付時其權利受到填

補之人，並指出在英國，保險代位只能以船舶所有人之名義為之，而非保險人之

名義 164；大法官 Lord Cairns 亦舉例指出，一個財產被強盜燒毀的當事人，仍可

以在收受保險人給付之保險金後，依據 1 Geo.1 之規定，為了保險人之利益起訴

請求相當金額，但是其建立了一個原則，即係一個依據保險契約的給付，並不阻

礙被保險人對於違法犯罪者的損害賠償請求 165。 

                                                 
160 s. 136, Law of Property Act 1925 
161 JOHN DUNT, supra note 152, at 106. 
162 陳俊元，同註 146，頁 258。 
163 (1877) 3 App. Cas. 279. 
164 “…It could only arise, and did only arise, from the fact that the underwriters had paid an indemnity, 

and so were subrogated for the person whom they had indemnified in his personal rights from the time 

of the payment of the indemnity……In England , the action must be in the name of the shipowner, not 

of the underwriters. I think this material, as shewing that it is the personal right of action of the 

shipowner, the benefit of which is transferred to the underwriters. In other systems of jurisprudence, or 

it may be in our own as altered hereafter, the assignee of such a right may be able to sue in his own 

name.” 
165 “…There, a party whose property had been burnt by a mob, was allowed, after receiving the 

amount of his loss from an insurance office, to sue the hundred on the statute 1 Geo. 1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nsurers. … But it establishes that a recovery upon a contract with the insurers is no bar to a claim 

for damages against the wrongdo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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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重要的案例為 1881 年的 Burnand v. Rodocanachi Sons & Co.166一案，

在此案中，Lord Blackburn 法官指出：「在賠償契約下(不論為海上保險，或是任

何火災、陸上及其他賠償契約)，若損失發生，任何減輕損失或減少賠償人賠償金

額的措施，若賠償已付出後，受領賠償人於取得任何減輕損失的措施後，自應歸

還其已受領的賠償以示公平，此為一般的法律原則。」167 

  在實定法上，英國 1906 年海上保險法中對於保險代位亦有詳細之規定，依

據該法第 79 條之規定 168： 

「(1)於保險人支付保險標的之全部損失或貨物任何可劃分部分之全部損失時，

其即有權取得其所賠付之保險標的所餘留之任何權益，並得保險代位行使自發生

損失之意外時起被保險人有關保險標的之一切權利及救濟。 

(2)保險人依前述各條款規定支付部分損失，無權獲得保險標的或其所餘留部分

之任何權利；然保險人得就其所支付損失之額度，依本法規定，保險代位行使損

失意外發生時起被保險人對於或有關保險標的之一切權利及救濟。」 

    另外，在美國的實定法中，關於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方式有不同於英國法之

規定，值得在此作為比較。原則上，在英美法制的架構下，保險人須以被保險人

的名義行使權利，然而，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第 17(a)款 169對此有不同規定，而此規定即為美國法上之「真實當事人原則」之

                                                 
166 (1882) 7 App. Cas. 333 
167 “The general rule of law (and it is obvious justice) is that where there is a contract of indemnity (it 

matters not whether it is a marine policy, or a policy against fire on land, or any other contract of 

indemnity) and a loss happens, anything which reduces or diminishes that loss reduces or diminishes 

the amount which the indemnifier is bound to pay; and if the indemnifier has already paid it, then, if 

anything which diminishes the loss comes into the hands of the person to whom he has paid it, it 

becomes an equity that the person who has already paid the full indemnity is entitled to be recouped by 

having that amount back.” 
168 MIA 1906, s.79 
169 Fed. R. Civ. P. 17(a)：「Rule 17.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Capacity; Public Officers 

(a) Real Party in Interest. 

(1) Designation in General. An action must be prosecuted in the name of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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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此原則係指，訴訟須以真實當事人之名義提起，若以海上貨物保險為例，

在海上貨物保險之代位中，若為足額保險之全損，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真實利

                                                 
following may sue in their own names without joining the person for whose benefit the action is 

brought: 

 (A) an executor; 

 (B) an administrator; 

 (C) a guardian; 

 (D) a bailee; 

 (E) a trustee of an express trust; 

 (F) a party with whom or in whose name a contract has been made for another's benefit; and 

 (G) a party authorized by statute. 

(2) Actio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Another's Use or Benefit. When a federal statute so 

provides, an action for another's use or benefit must be brought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3) Joinder of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The court may not dismiss an action for failure to prosecute in 

the name of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until, after an objection, a reasonable time has been allowed for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to ratify, join, or be substituted into the action. After ratification, joinder, or 

substitution, the action proceeds as if it had been originally commenced by the real party in interest.」 

翻譯如下： 

「第 17 條(a)：原告與被告；當事人能力；公職人員 

(a)真實當事人 

(1)一般性的指定。一個訴訟必須是由有利益關係的真實當事人所提起，下列各款之人得以自己

名義提起訴訟，無須加入真實當事人所提之訴訟： 

  (A)遺囑執行人 

  (B)遺產管理人 

  (C)監護人 

  (D)受託人 

  (E)明示信託的受託人 

  (F)利益第三人契約的當事人；以及 

  (G)法律授權之人 

(2)以美國之名義為他人利益提起訴訟。當聯邦法規有如此規定，為他人利益所提起之訴訟應以

美國的名義為之。 

(3)真實當事人之參加者。法院在經過反對，並且給予相當時間使真實當事人認可、參加或是變

更為訴訟之當事人前，不得駁回非由真實當事人所提起之訴。在經過真實當事人認可、參加或

變更為當事人後，訴訟程序視為自始即以真實當事人所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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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當事人即係保險人，故而保險人須以自己之名義提起訴訟；若為不足額保險，

則真實利益當事人即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然而若以保險人自己之名義提起訴訟，

考量採陪審團制度之英美法體系中所可能造成之問題，保險人多不願如此進行代

位程序已如上述，且有些保險代位案件的各個當事人中均有其應負責任之保險人，

而在此原則之下，作為原告之保險人須揭露自己的真實身分，然而作為被告之保

險人則不必，造成不平衡之狀態，另外，在保險標的物部分損失而給付保險金之

狀況下，若採取此種原則，將造成代位案件之進行更加困難 170，故美國多數學

說認為應將此規定刪除。復依據美國的實務運作，通常保險人會要求被保險人出

具借款收據（loan receipt）或是代位收據（subrogation receipt）171，前者之目的

在於使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行為成為借款予被保險人之外觀，在此情況之下，對

應負責任之第三人的訴訟中，因被保險人尚未受保險人保險金之給付，故而仍為

該訴訟之真實當事人，而無須以保險人之名義為之；後者之功能即在於發生權利

移轉之效果，使被保險人成為訴訟之真實當事人。因此，縱使美國法發展出真實

當事人原則，但在美國實務的實踐下，以被保險人名義進行代位程序仍屬相當常

見。 

    美國法上，保險人亦有以債權讓與之方式繼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權利者，

基於美國法上的債權自由讓與原則，債權人原則上得自由讓與其權利予他人，無

須如同英國法制因區分普通法與衡平法上之讓與而有不同的限制，美國統一商法

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第 2-210(2)款即規定，除第 9-406 條另有規

定外，出賣人或買受人的全部權利得經同意後讓與 172。 

                                                 
170 陳俊元，同註 146，頁 256。 
171 JOHN DUNT, supra note 152, at 255. 
172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2-210 (2)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all rights of either seller or 

buyer can be assigned except where the assignment would materially change the duty of the other 

party, or increase materially the burden or risk imposed on him by his contract, or impair materially his 

chance of obtaining return performance. A right to damages for breach of the whole contract or a right 

arising out of the assignor's due performance of his entire obligation can be assigned despite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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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可知，在英美法制中，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原則上係以被保險人之名

義為之，若保險人以自己之名義行使之，在英美法上將被視為當事人不適格（not 

a proper party）而被法院駁回，且其所行使之權利係被保險人所有，對於應負責

任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利；又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並不影響被保險人擁有該

權利之事實，被保險人於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並取得代位權後，仍得行使其對於第

三人之權利，僅係其因請求所得之金額中，屬於保險人給付之範圍內，應將其利

益歸屬於保險人。由此可知，英美法上保險代位制度之理論即係採取前述之「程

序代位理論」。 

    另外，由於保險人行使代位程序係「站在被保險人之鞋子內」（standing in 

assured shoes）為之，因此，第三人對於被保險人所可行使之抗辯，對於保險人

仍可行使之。參 Gibbs v. Hawaiian Eugenia Corp.一案 173中法院所強調者，其指出

保險代位係以被保險人之地位為之，因此任何對於被保險人有效之抗辯，對於保

險人亦為有效，而若被保險人並無損害賠償請求權，保險人亦無法進行代位 174。

175 

 

 請求客體 

    在英美法之代位制度中，保險人所可行使之權利究竟為何，可參英國著名案

                                                 
otherwise.」 
173 966 F.2d 101, 1993 A.M.C. 43 
174 “Insurer-subrogee stands in the shoes of its insured, so that any defenses valid against the insured 

are also applicable against the insurer and, where the insured has no right of recovery, insurer has no 

enforceable right of subrogation.” 
175 相同見解可參照 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 v. Tencara Shipyard S.P.A., 170 F.3d 349, 1999 

A.M.C. 1858；AIG Europe (Netherlands), N.V. v. UPS Supply Chain Solutions, Inc., (1999) 765 

F.Supp.2d 472 等。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8 

 

例：1883 年的 Castellain v. Preston 一案 176，該案的背景係被保險人以其所有之

房屋投保房屋火險，房屋在出售後交屋前遭受火災而受到部分損失，而被保險人

與第三人之買賣契約約定，危險負擔於出售後交屋前應由買方負責，因此，被保

險人同時受到保險公司的保險金給付以及該屋的買方所給付之全額買賣價金，保

險人因而對被保險人起訴。本案法院認為，保險人代位權之範圍為，被保險人因

保險事故發生所具有之所有權利，無論此種權利是來自於契約之履行或不履行，

或來自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請求，或是任何其他的權利不論是可以行使、已經行

使或已發生的來自於條款、法律或是衡平法的權利，177本文謹將英美法上，保險

人得行使之被保險人權利，分述如下：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在英美法之保險代位理論底下，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方式即為‘‘Standing 

in assured’s shoes”（踩著被保險人的鞋子為之），亦即在後續的代位程序中，

保險人係以被保險人之名義進行之，其在程序上的地位即形同被保險人本人

進行該程序般。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即為保險人行使保險代位中，被保

險人權利之典型，應注意者係，此時第三人得對被保險人主張之權利，對於保

險人亦得主張之，如與有過失之抗辯，蓋其即係以被保險人之名義為之。案例

上可參考美國法上 1981 年的 Insurance Co. of North America v. U.S.一案 178，

法院指出：「若被保險人被其與有過失限制，則代位的保險人亦應受到限制 179」 

                                                 
176 (1883) 11 Q.B.D. 380 
177 “According to the doctrine of subrogation, as between the insurer and the assured, the insurer is 

entitled to the advantage of every right of the assured, whether such right consists in contract, fulfilled 

or unfulfilled, or in remedy for tort capable of being insisted on or already insisted on, or in any other 

right, whether by way of condition or otherwise, legal or equitable, which can be, or has been, 

exercised, or has accrued, and whether such right could or could not be enforced by the insurer in the 

name of the assured,….” 
178 (1981) 527 F. Supp. 962 
179 “A subrogated insurer is barred if insured would be barred by his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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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權利 

  若對於保險標的物的損害，被保險人除前述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外，另外對於第三人具有契約上之權利得以主張或請求賠償者，保險人亦得主

張之。然而若被保險人在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前，已由第三人處基於契約上關係

取得相當的賠償後，在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保險人有權向被保險人請求返還

該筆金額之賠償，可參考英國法上 1880 年的 Darrel v. Tibbitts 一案中 180，法

院認為：「火災保險保單是一個賠償契約，在保險人支付賠償金額後，保險人

有權立於被保險人的地位，若一段時間後被保險人從其他管道獲取填補其損

失的賠償，則保險人有權向被保險人請求其所收取超過其實際所受損失的部

分。181」 

 法定補償權利 

    法定補償權利係指被保險人得因法律規定，向政府或國庫請求損害補償

的權利，在我國法上即例如土地徵收條例中所規定之補償 182，在英美法上之

例子如英國 2016 年暴動補償法（Riot Compensation Act 2016），其中第 1 條第

(1)(a)款之規定為，若人民之財產因暴動之發生而受到損害、毀損或盜取，該

人民得向當地警察機關請求補償。此種補償之權利若與保險金之給付請求權

因同一保險事故發生而產生者，則保險人亦得基於被保險人之地位行使此種

權利 183。 

                                                 
180 (1880) 5 Q.B.D. 560 
181 “A policy of fire-insurance is a contract of indemnity, and upon payment of the amount of loss the 

insurer is entitled to be put into the place of the assured; and if at a subsequent time the assured 

receives compens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for the loss sustained by him, the insurer is entitled to 

recover from the assured any sum which he may have received in excess of the loss actually sustained 

by him.”  
182 如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

地價。」 
183 Riot Compensation Act 2016, s.1(1)：「(1)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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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被保險人之贈與或是「恩惠性給付」（ex gratia payment） 

    在英美之保險代位制度下，因保險人係以被保險人之地位行使保險代位

程序，其所得行使之權利與被保險人所得行使者看似完全相同，然有疑問者係，

他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贈與或是所謂的恩惠性給付，保險人得否行使之？此可

參前述本文曾引用之英國法上重要案例中法院所為之見解以為參考，依據

1882 年 Burnand v. Rodocanachi Sons & Co 一案 184中法院之見解，認為美國國

會同意補貼被保險人無法受保險金填補之部分損害所給付之金錢，保險人對

此種政府補貼並無保險代位之權利 185。本案主要的背景是被保險人對於貨物

並未全額投保，然而在海上運送的過程當中遭受同盟國的驅逐艦所毀損，對此

種損害，美國在 1874 年訂有專門針對因同盟國的軍事行動受損的補償法案，

本案中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未完全填補的部分即係透過此種方式獲得填補，

而本案的原告即保險人，欲起訴請求被保險人返還此筆金錢。 

 訴訟費用 

    在英美法上，敗訴之一方通常除了其應負擔的法院訴訟費用外，更應負擔

勝訴一方所耗費之訴訟費用如律師費、證據蒐集調查費用等等，而在保險人以

被保險人之名義行使其代位權時，因程序的提起與過程的進行主要皆為保險

人主導，亦多為保險人負擔程序之費用，故若取得勝訴判決後，依據勝訴判決

所可取得之訴訟費用補償均應歸屬於保險人。然而，若發生無法求償之狀況時，

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應就此等費用為分配，一般而言：於不足額保險時，由保

                                                 
(a)a person’s property has been damaged, destroyed or stolen in the course of a riot, 

(b)the property is property in respect of which a claim may be made under this subsection (see section 

2(1)), and 

(c)the property was not insured, or was not adequately insured, for the damage, destruction or theft,the 

person may claim compensation from the appropriate local policing body.」 
184 (1882) 7 App. Cas. 333 
185 “…affirming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Appeal, that the underwriters were not entitled to recover 

the compensation from the respon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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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與被保險人依比例分配；於足額保險時，原則上由保險人全額負擔 186。 

 利息 

    有疑問者係，保險人可否取得貨損發生日至第三人給付賠償日之期間的

利息？因該對於應負責任之第三人請求賠償的權利，不論保險人給付保險金

與否，在英美法的代位制度下，均屬於被保險人所有，被保險人看似可取得該

期間之利息，然而，英國法院對此有不同見解：在 1971 年的 H. Cousins & Co. 

Ltd. v. D. & C. Carriers Ltd.一案中 187，保險標的物於 1965 年 12 月時，在運送

的過程中消失，於是被保險人便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保險人於 1966 年 8

月時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而 1968 年 6 月時保險人便以被保險人之名義開

始進行追償程序，在 1969 年 11 月時，運送人向保險人給付賠償金，但並未包

括利息。在本案中，法院認為：「在代位的原則底下，補償被保險人之保險人

得取得以被保險人之名義對於應負責任之人起訴之權利，不僅止於回復損失，

更包括權部或是部分的利息，對被告而言，保險人給付被保險人之事實為他人

之間的事與其無關」188因此認為，在 1966 年 8 月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以後所產

生之利息均應歸由保險人取得。 

    最後，關於保險人在行使代位權時所得行使之客體範圍，應注意者係，英

美法上亦有類似於我國法中「代位標的一致性」此一要件，亦即，被保險人對

於應負責任第三人之請求權所牽涉的客體，須與保險人所填補之損害兼具有

一致性，例如被保險人就一貨物向保險人投保海上貨物保險，設若貨物發生保

險事故後遭受損害，而被保險人已將其修復，保險人將被保險人所花費之修繕

                                                 
186 黃裕凱，同註 136，頁 36。 
187 [1971] 2 Q.B. 230 
188 “…that under the doctrine of subrogation insurers who had indemnified an assured were entitled to 

sue the wrongdoer in the name of the assured not only to recover the loss but also interest on the whole 

or any part thereof, and the fact that the insurers had paid off the assured was res inter alios acta as far 

as the defendants were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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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完全填補，但並未對於該貨物無法如原價售出之跌價損失進行填補，則保

險人所得行使之權利，僅及於該修繕費用部分，並不及於該跌價損失。另外一

案例即為，若被保險人就其船舶投保船體險，若其遭受海難而發生推定全損之

狀況，於其委付於保險人後，保險人得否收取被保險人尚未收取之運費？在英

國 1884 年的 Sea Insurance Co v Hadden & Wainwright189一案中，法院就此即有

表示意見，認為尚未收取的傭船運費並非船舶所有權的附屬權利，因此，儘管

船舶保險的保險人在船舶因其他船舶的過失受到推定全損之狀況而被保險人

對其為委付後，縱使保險人在給付保險金並取得該船舶基於所有權所生之任

何利益後，其亦不得向有過失的船舶請求任何被保險船舶所預期可得運費之

損失 190。 

 利益歸屬 

  在英美法之保險代位制度下，由前述可知，目前英美法上多數見解係認為保

險人之代位權係源自於衡平原則，在此種理論之下，名義上的權利人仍屬於被保

險人，保險人所行使者並非歸屬於其之權利，而係被保險人所有之權利，故而，

保險人於以被保險人之名義行使代位權後，原則上所取得之利益仍歸由被保險人

取得，因該權利為其所擁有，因此，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因保

險代位之行使所得的利益應如何歸屬？相較於通說實務採取法定移轉理論之我

國法制下，此問題在英美法之代位制度下更為重要，蓋在我國之通說實務下，保

險人行使代位程序時，其所行使者即是繼受自被保險人處之權利，亦即為保險人

所有之權利，故於行使後在該權利範圍內所得之利益當然歸由保險人取得，故而，

                                                 
189 (1884) 13 Q.B.D. 706 
190 “Freight to be earned under a charterparty is not an incident to the ownership of the vessel; and 

therefore although an underwriter of a policy of insurance upon the vessel herself becomes, by 

abandonment to him upon a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happening through the fault of another vessel, 

entitled after payment of the sum secured by the policy to every benefit accruing from the ownership of 

the insured vessel, he cannot claim any part of the damages recovered from the owners of the 

wrongdoing vessel on account of loss of freight intended to be earned by the insured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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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法制中，保險人並未取得被保險人之權利的狀況下，利益應如何歸屬即成

為重要的課題。 

    為處理利益歸屬的問題，英美法中出現「擬制信託」理論，亦即認為權利

的名義人雖仍屬被保險人，然而保險人在其保險理賠之範圍內，取得實質上的受

益權，該部分的權利形式上如同被保險人為保險人之利益而持有般，故而稱為擬

制信託（constructive trust）。擬制信託的定義，可參照 Beatty v. Guggenheim 

Exploration Co.191 一案中，法官 Cardozo 之見解：「擬制信託為表達衡平法良知

的方式，當所有權人以非良心取得財產受益權時，衡平法即將其視為受託人 192」 

    由其所述可知，擬制信託為一種衡平法上的救濟方式，當財產的取得係違反

衡平原則中的不當得利時，該財產的持有人即因衡平法而負有義務，必須將該財

產之利益轉移給有權取得之人。 

    因此，在擬制信託理論之下，若被保險人受保險人之給付後，又從應負責任

之人處取得賠償，則在保險人代位權所及之範圍內，因該部分對於被保險人而言

屬於不當得利，故成立擬制信託，保險人為受益人，被保險人有義務將該部分利

益移轉予保險人 193；而若被保險人先受領第三人之給付，在保險人應得之範圍

內亦成立擬制信託 194。故而在英美法之中，被保險人以其名義向應負責任之第

三人請求全部的損害賠償時，該利益在保險人給付之範圍內，為保險人之利益而

成立擬制信託，可避免被保險人獲有超過其損害額度之不當得利，亦可有效保護

保險人之利益。反之，若保險人行使被保險人之權利，就其行使所得之利益，超

出其保險金給付額度之部分，亦為被保險人之利益而成立擬制信託。195 

                                                 
191 225 N.Y. 380, 122 N.E. 378 
192 “A constructive trust is the formula through which the conscience of equity finds expression. When 

property has been acquired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at the holder of the legal title may not in good 

conscience retain the beneficial interest equity converts him into a trustee” 
193 King v. Victoria Insurance Co. Ltd., [1896] A.C. 250 
194 Re Miller, Gibb & C. Ltd., [1957] 1 W.L.R. 703 
195 美國法上之案例可參 Flor v. Buck, 189 Minn. 131, 248 N.W. 743 (1933)；Lines v. Ryan,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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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在擬制信託理論之下，英美法上之保險代位可有兩種方式進行，

一者係保險人以被保險人之名義對第三人求償，另一者即係被保險人自行對第三

人求償。 

    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 

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 1 條

定有明文，可知一般的明示信託需要當事人有成立信託之意思表示，因此，擬制

信託與一般明示信託最大的不同點即在於此，擬制信託之成立並無須當事人間有

成立信託關係的意思表示，且擬制信託成立時，並未如同明示信託般會發生財產

之移轉，另外不論係在要式性的存否、委託人的存否、信託財產的存否等問題上

均有所不同；相同點僅在於，擬制信託與明示信託均有受益人的存在，因此，學

說上即有特別強調擬制信託並非為意定信託、明示信託，不應以我國信託法之規

定加以解讀者 196。 

 

 制度優點 

 容易勝訴且可維護保險人公共關係 

    在英美保險代位制度下，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係以被保險人之名義進行

訴訟程序，此種行使的方式，對於採取陪審團制度的英美法制中，較容易使代

位程序得以取得勝訴的結果，且同時可避免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對社會大眾

造成強凌弱、大欺小的印象，可維護保險人的公共關係，也因此可以避免保險

人因應負責任之第三人的身分地位而懼怕行使代位權之狀況。 

                                                 
N.W.2d 896(1978)；Wyker v. Texas Co., 201 Ala. 585, 79 So. 7 (1918) 等。 
196 林勳發、陳俊元，同註 130，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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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權利割裂問題 

    依據前述可知，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在不足額保險的情況下，將會造成權利

割裂的問題，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將部分保留、部分移轉予保險人，而

在英美法的程序代位理論之下，保險人於理賠後，行使代位權之方式仍係以被

保險人之名義為之，僅在其代位權之範圍內，對該部分之利益享有擬制信託的

保護，亦即，在英美保險代位制度之下，對應負責任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名義權利人仍為被保險人，保險人在其理賠之範圍內，為該權利之實質受益

人，在此種制度之下，不論係保險人抑或是被保險人主導代位程序的進行，其

所得行使者皆只有一個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權利，不會有一部保留一部移

轉之情形發生。 

 增加求償效率減少訟累 

    英美保險代位制度下，被保險人或保險人因擬制信託理論存在之緣故，其

實行代位權之方式可分為雙軌：由被保險人就全部損失一同求償與由保險人

以被保險人之名義就全部損失一同求償，並在應歸屬於各自利益的部分，前者

為保險人之利益成立擬制信託，後者為被保險人之利益成立擬制信託。在此種

模式下，被保險人與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僅會存在一個訴訟，即被保險人或

是保險人所主導之訴訟，不會有在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下，被保險人與保險人就

其各自所有之權利向應負責任第三人行使而同時存有兩個訴訟之情形，可有

效地增加求償效率，且減少第三人因保險人代位權之存在反而需同時面對兩

個不同的訴訟，造成其訴訟程序上的不利。 

 有效維持第三人的責任 

  在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下，因被保險人對應負責任第三人之權利，於保險

人給付保險金後，即在保險金給付範圍內法定當然的移轉予保險人，此時，若

保險人考量損失金額較小或是訴訟費用耗費過高而不進行求償程序時，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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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亦無法對應負責任之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此時該第三人即可免除責任，

而在英美保險代位之程序代位理論之下，因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形

式所有人與實質所有人分離，該請求權於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形

式上仍屬於被保險人所有，僅係利益應在保險給付範圍內歸於保險人所有而

成立擬制信託，故若保險人有其他因素考量而不行使代位權時，被保險人仍得

對第三人進行求償程序，此可有效避免第三人免除其應負之責任，減少第三人

僥倖之心態，在此同時，更可以在被保險人因此所得之賠償中，將應歸於保險

人之部分移轉予保險人，可有效的降低保險人承保該風險之賠率，並進而降低

被保險人投保該風險之成本。 

 制度缺點 

 被保險人死亡或破產將造成阻礙 

  因在英美保險代位制度下，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原則上係以被保險人之

名義為之，然而，若被保險人死亡或破產，造成其名義不復存在時，保險人行

使代位權時將遭受阻礙。 

 必須承受所有被保險人之不利益效果 

  因保險人在英美保險代位制度之下，其於程序上即係以被保險人之名義

進行求償程序，該權利形式上仍屬被保險人所有，被保險人對該權利原則上仍

有自由處分權，保險人原則上須承受被保險人對於該權利之不利益效果 197。

故而若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之同意而私自與第三人和解，而該和解之結果不

                                                 
197 Great Am. Ins. Co. v. United States, 575 F.2d 1031, 1034 (2d Cir. 1978)：“Subrogation, therefore, 

is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indemnity but is an exclusively derivative remedy which depends upon 

the claim of the insured and is subject to whatever defenses the tortfeasor has against the insured.”； 

Gibbs v. Hawaiian Eugenia Corp., 966 F.2d 101, 106 (2d Cir. 1992)：“Since an insurer-subrogee 

stands in the shoes of its insured, any defenses that are valid against the insured are also applicable 

against the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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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保險人者，保險人亦僅得對被保險人主張妨礙代位之相關效果，無法如同

法定移轉理論般，因保險人已在其給付保險金之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之權利，

若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之同意而與第三人進行和解，則其效力上屬於無權處

分保險人之權利，保險人僅需拒絕承認被保險人所為之和解，即對於其行使後

續追償的權利不生任何影響。此可參 Gibbs v. Hawaiian Eugenia Corp.一案中，

法院之見解 198。 

 本質上與禁止不當得利有所衝突 

  學者有認為，縱使英美法上程序代位理論有擬制信託理論，可處理被保險

人對第三人行使求償程序而取得賠償金時之利益歸屬，惟其認為此之前提係

建立於保險人有行使代位權，若保險人自始即未行使代位權，則因程序代位理

論使該對應負責任之第三人請求賠償之權利自始即屬於被保險人所有，縱使

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亦同，此時被保險人對於保險金以及第三人所給付之賠

償金均屬於有權取得，與法定債權移轉理論於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即移轉保

險金給付範圍內之權利予保險人，使該超出被保險人剩餘損害額度之第三人

賠償成為不當得利不同，本質上即與禁止不當得利有所衝突 199。 

第四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代位制度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保險代位是如何運作，本文將分就其立法例以及相關實

務案例與學說分述之，首應說明者係，本文主要探討之方向為海上保險代位之法

                                                 
198 Gibbs v. Hawaiian Eugenia Corp., 966 F.2d 101, 106 (2d Cir. 1992)：“Where a release of liability 

given by the insured to a third party destroys the insurer's right to subrogation, such a release bars the 

insured's right of action on the policy, and, if the insurer has already indemnified the insured, the 

insurer has a right to recover from the insured the amount paid on the policy.” Id. at 106：“The burden 

rests on the insured to show that in effecting a settlement and executing a release, he did not prejudice 

the subrogation rights of the insurer.” 
199 江朝國，同註 123，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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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故以下立法例以及實務案例中，將會著重以海上保險代位為主。 

 

  關於海上保險中，保險代位之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別在其保險法、海商

法以及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均有相應之規定，分列如下： 

 保險法部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中，有關於保險代位之規定分別在第 60 條及第 61

條，依據保險法第 60 條之規定：「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

的，保險人自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

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第 1 款）前款規定的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

已經從第三者取得損害賠償的，保險人賠償保險金時，可以相應扣減被保險人從

第三者已取得的賠償金額。（第 2 款）保險人依照本條第一款規定行使代位請求

賠償的權利，不影響被保險人就未取得賠償的部分向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第

3 款）」由此條之內容觀之，主要之意旨在於規範保險代位之行使方式以及性質，

與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功能相同，然而其內容更為完整，除規範前述之代

位性質與行使方式外，更有將處理妨礙代位之意旨納入其中；而依據同法第 61

條之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未賠償保險金之前，被保險人放棄對第三

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的，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第 1 款）保險人向被

保險人賠償保險金後，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意放棄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的，

該行為無效。（第 2 款）被保險人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致使保險人不能行使代位

請求賠償的權利的，保險人可以扣減或者要求返還相應的保險金。（第 3 款）」此

條規定更為明確的處理妨礙代位之情事，且由此條之規定可知，被保險人之合作

協助代位義務至少有：不得任意放棄對應負責任之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得故

意或重大過失妨礙保險人進行代位，此條規定內容為我國法上所缺少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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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商法部分 

    在海商法中，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人行使保險代位程序的權利係依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252 條之規定：「保險標的發生保險責任範圍內的損失是由第

三人造成的，被保險人向第三人要求賠償的權利，自保險人支付賠償之日起，相

應轉移給保險人。（第 1 款）被保險人應當向保險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其所需要

知道的情況，並盡力協助保險人向第三人追償。（第 2 款）」 

 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 1 條之規定 200可知，本法之立

法目的在於維護海事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正確適用法律與及時審理海事案件，

復按同法第 2 條之規定 201，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進行海事訴訟時應適用本

法之規定，而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人若欲行使其代位權時，即屬於海事事件而有

本法之適用，故而若欲分析海上貨物保險人之保險代位制度，則須就本法進行探

討。 

  而在本法中，有關於保險人代位程序之行使者，分別為第 93 至 95 條，首先

依據第 93 條之規定：「因第三人造成保險事故，保險人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賠償

後，在保險賠償範圍內可以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請求賠償的權利。」本條

規定與前述保險法第 60 條第 1 款之實質內容相同，為保險人取得權利之要件規

定，另依據同法第 94 條之規定：「保險人行使代位請求賠償權利時，被保險人未

向造成保險事故的第三人提起訴訟的，保險人應當以自己的名義向該第三人提起

訴訟。」此 2 條規定涉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上，保險人代位權之性質的討論，

將在後討論之，另外則係程序規定，於同法第 95 條：「保險人行使代位請求賠償

                                                 
200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 1 條：「為維護海事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保證人

民法院查明事實，分清責任，正確適用法律，及時審理海事案件，制定本法。」 
2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 2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進行海事訴訟，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本法。本法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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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時，被保險人已經向造成保險事故的第三人提起訴訟的，保險人可以向受理

該案的法院提出變更當事人的請求，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請求賠償的權利。

（第 1 款）被保險人取得的保險賠償不能彌補第三人造成的全部損失的，保險人

和被保險人可以作為共同原告向第三人請求賠償。（第 2 款）」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海上保險代位係採取何種模式，若僅依據條文文義解

釋判斷，依據其保險法第 60 條之規定而言，保險人向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

得在其給付之範圍內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且依據同法第

61 條第二款之規定，被保險人於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放棄對第三人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者，若未經保險人同意則該行為無效，似可認為，在保險人給付保險金

之後，該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歸由保險人所有，故而保險人

得在給付範圍內自行對第三人進行求償，且被保險人若未經保險人同意而任意處

分該權利之行為為無效，文義上應係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參照其海商法

第 252 條之規定，更直接明文規定被保險人向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於保

險人給付保險金之時起，移轉予保險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學說上，通說亦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202，認為海上

保險代位權係發生在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一種債權的轉移，是保險人向被保險

人給付保險金後依法所享有的，對於因造成保險標的損害而負有賠償責任之第三

人進行追償的權利，而其所行使者即係原本由被保險人所享有對該第三人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在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即法定的移轉予保險人，第三人之債權人由

原本的被保險人變更成為保險人 203，其主要的核心思想與我國保險代位制度之

                                                 
202 高宇，保險法，頁 200，2015 年 1 月；司玉琢，海商法，頁 354，2018 年 1 月。 
203 吳倩倩，論海上保險代位求償權的法律性質，法制博覽，2015 年 1 月，頁 268；王正華、黃

鑫秋，保險人代位求償權研究—由一起保險人代位求償案例談起，浙江保險科研成果選編

（2014 年度），2015 年 1 月；銀潔，論我國保險代位求償權適用的法律限制，貴州民族大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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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相似，即在於避免被保險人獲有超過其損害之填補以及維持應負責任第三人

之責任。因此，保險人欲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者，其產生法

定債權移轉之效力與我國法大致上相同，即保險人根據保險契約向被保險人因保

險事故所受之損害給付保險金以及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具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另外，於海上貨物保險之領域中，保險人若欲行使其代位權，則在訴訟程序

上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别程序法，依該法之規定更可看出中國大陸

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蹤跡，依據該法第 93 條之規定：「因第三人造成保險事

故，保險人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賠償後，在保險賠償範圍內可以代位行使被保險

人對第三人請求賠償的權利。」此為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一般性

規定，在行使的名義上，依據第 94 條之規定：「保險人行使代位請求賠償權利時，

被保險人未向造成保險事故的第三人提起訴訟的，保險人應當以自己的名義向該

第三人提起訴訟。」可知，保險人原則上應使用自己之名義進行代位追償程序，

而若被保險人已向對於保險事故之發生應負責任之第三人提起訴訟者，依據第

95 條第 1 款之規定：「保險人行使代位請求賠償權利時，被保險人已經向造成保

險事故的第三人提起訴訟的，保險人可以向受理該案的法院提出變更當事人的請

求，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請求賠償的權利。」則保險人應當將被保險人所

提起之訴訟變更當事人，將原告改為自己，以自己之名義向第三人進行訴訟程序，

另外，若保險契約為不足額保險者，依據同條第 2 款之規定，保險人與被保險人

在對於第三人之訴訟程序中，得做為共同原告。此些規定在在可以看出中國大陸

法制上對於保險代位係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蓋在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下，

保險人進行代位之方式，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後，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即法定當然的在保險人理賠之範圍內移轉予保險人，因此，該請求權於保險人理

賠後即屬於保險人所有，保險人本應以其名義自行起訴，若被保險人先行起訴者，

在保險人進行理賠後，該請求權已不屬於被保險人所有，自應將原告變更為保險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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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在不足額保險之狀況下，因僅有保險理賠範圍內之請求權移轉予保險人，

因此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權利即會部分由保險人取得，因此在訴訟上自應形成

共同原告之形式。 

    於西元 2007 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海上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

的規定》，其中第 14 條之規定，更能明確地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制下，海上

代位求償權係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的見解，該條規定如下： 

「受理保險人行使代位請求賠償權利糾紛案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僅就造成保險事

故的第三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法律關係進行審理」由本條規定限制法院於保險人

行使代位權時，僅得就被保險人與應負責任之第三人間的法律關係進行審理，即

可看出，該規定認為保險人代位程序所行使者，係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換言之，保險人即係透過法定債權移轉之方式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

人之權利，故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法制下，保險代位係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

論無誤。 

    綜上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國相同，通說與實務均認為保險人代位係採

法定債權移轉理論，認為保險人所行使者，為自被保險人處所繼受取得之權利，

在代位程序中係以自己之名義行使該權利，因此，其在制度上的優缺點與我國之

討論相似，近期亦多有探討是否應兼採英美法上程序代位理論，以解決法定債權

移轉理論下，權利割裂、無益訴訟等問題者 204。 

  

                                                 
204 劉海斌，論保險代位權制度的構建—從理論構造層面評判法定的債權移轉與權力法定代位制

度的構建，濰坊學院學報，第 15 卷第 3 期，2015 年 6 月，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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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上貨物保險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第一節 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意義 

  保險代位為保險法所賦予保險人的一種法定的權利，其目的在於維護保險法

上禁止被保險人不當利得禁止原則，使被保險人不因保險事故之發生而受有超過

其損害額度之補償而獲利，並同時維持第三人之責任，使應負責任之第三人不因

保險給付之存在而得減輕或免除其因保險事故發生所應負擔之責任，另外，保險

人行使代位權所得之賠償，可有效的降低保險人在同一險種內的賠率，並可進一

步的降低要保人投保此種風險所需負擔的保險費率，可健全保險制度之發展並可

促進社會大眾移轉風險之意願。然而，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時，不論是採程序代

位理論之英美法或是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我國，保險人所行使之權利均係被

保險人所有或從被保險人處繼受而得之權利，關於該等權利的行使，若被保險人

無配合保險人進行追償的意願或者是義務，則保險人將無法順利進行代位追償程

序，保險代位制度將形同虛設。因此，保險人有保險代位權之必要條件，即係被

保險人應具有相當的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使保險人的代位權可發揮實質上的作用。 

    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係指被保險人為確保保險人得以順利進行代

位程序所應負擔之義務，主要之目的在於提供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所必須之資料與

證明以及確保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等，其係源自於「誠信原則」，因保險契約之

訂立與否、給付與否與給付範圍，均高度依賴保險契約當事人的善意與誠信，如

訂約時，被保險人之據實告知對於保險人之危險估計有重大影響；訂約後，被保

險人之危險維持、危險變動之通知義務，以及事故發生後對於保險標的物需進行

必要的救助與保全以減少損害的擴大等，均有賴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的

善意配合，故保險契約自傳統以來即多被稱為「最大善意契約」或「最大誠信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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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05。 

    就保險代位之領域來說，最大善意原則的具體體現，即為被保險人之「合作

協助代位義務」，即指被保險人需於保險事故發生後提供保險人必要的合作協助，

使保險人進行事故之處理與調查時，得加速確定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並及早確定

應負責任之相關當事人以確保其代位追償權之妥善保存。學者指出，合作協助代

位義務係一種集合的概念，係指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負有協助

保險人確定損害範圍、損害原因及保全將來保險人代位權等相關事項，此等義務

之依據與附隨義務相同，均係來自於誠信原則 206。 

第二節 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的產生 

  從前述可知，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產生的主要法理係來自於誠信原則，

然而，以誠信原則作為要求被保險人履行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狀況，應僅限於法

律未有規範、規範不足或是當事人未有相關約定時，始可以誠信原則作為依據，

然而在各國的立法例中，多有就被保險人應盡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進行規定者，

雖有些規範較為空洞，需要借助實務見解填補其內涵，然仍可看出誠信原則具體

體現的方式，本文下將就各國的立法例、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中經常使用之協會貨

物條款以及相關的實務見解，探討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的產生依據。 

                                                 
205 葉啟洲，同註 20，頁 41。英美法上之見解可參 JOHN DUNT, supra note 68, at 72；F.D. 

ROSE, supra note 68, at 74；Wilson v. 21st Century Ins. Co., 42 Cal. 4th 713, 720, 171 P.3d 1082, 

1086 (2007)：“The law implies in every contract, including insurance policies, a covenant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Brehm v. 21st Century Ins. Co., 166 Cal. App. 4th 1225, 1235, 83 Cal. Rptr. 

3d 410, 416–17 (2008)：“…including insurance policies, an implied covenant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In the insurance context the implied covenant requires the insurer to refrain from injuring 

its insured's right to receive the benefits of the insurance agreement.” 
206 葉啟洲，同註 20，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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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我國法制 

  關於海上貨物保險中，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規定，依據海商法第

126 條之規定，關於海上保險，海商法之海商保險章未規定者，應適用保險法之

規定，然而，海上保險章中除第 132 條所定之裝船通知義務 207與合作協助代位

義務較為接近者外，並無其他有關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條文，且依據前述，合作

協助代位義務係指確定損害範圍、原因及保存請求權等為協助保險人進行代位程

序之義務，而海商法第 132 條之裝船通知義務主要之目的在於確保保險人對於危

險之估計 208，與保全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之義務並無關聯，並非屬於合作協助

代位義務之一環，因此，可說我國海商法之海上保險章對於海上貨物保險中，被

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並無任何之規定。因此，依據海商法第 126條之規定，

應探求保險法是否有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相關規定。然而，於我國之保

險法中，被保險人之義務除通說實務肯定被保險人應負擔之據實說明義務（第 64

條）、危險發生或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第 58、59 條）等義務外，均未有關於被

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具體規定。 

    另外，雖有認為我國保險法中，得以保險法第 34 條第 1 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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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我國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之依據者 209，而在海上貨物保險之範疇中，海商法第 150 條第 1 項之規定 210為

                                                 
207 海商法第 132 條：「未確定裝運船舶之貨物保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知其已裝載於船舶

時，應將該船舶之名稱、裝船日期、所裝貨物及其價值，立即通知於保險人。不為通知者，保

險人對未為通知所生之損害，不負賠償責任。」 
208 參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 699 號判決之意旨：「按修正前海商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之立法意

旨，貨物預定保險契約訂定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知其貨物已裝載於船舶時，應即向保險人

為裝船之通知，旨在保護保險人之利益，俾其就該貨物之危險得估計並明悉危險之範圍。」 
209 江朝國，同註 120，頁 330。 
210 海商法第 150 條第 1 項：「保險人應於收到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證明文件後三十日內給付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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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項之特別規定，依據海商法第 126 條之規定，關於海上貨物保險應優先適用

海商法第 150 條第 1 項之規定。然而，此所指之證明文件與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

代位義務是否有所關聯誠有疑問，蓋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目的在於保全

保險人之代位權使其得以順利進行代位程序而不受阻礙，其內容包括不任意拋棄

或免除其自身之權利致使保險人無法進行代位以及相關有助於訴訟資料之提出

（如載貨證券、貨櫃交接單、公證報告、訂艙之紀錄等），而海商法第 150 條第

1 項所稱之證明文件係指有助於保險人確定保險事故損害範圍並有助於保險人

進行理算賠償金額之文件，雖與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部分內容相當，然

究非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容，故應無法以本條之規定而認為我國有被

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明文。因此，在我國保險實務上，海上貨物保險中，

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之義務，係透過保險契約之條款進行約

定。 

    由於目前在我國法制上，在海上貨物保險之領域中仍未有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之立法，實務見解亦因此而多所缺乏，然而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卻有相似之

規定可供參照，依據該法第 30 條之規定 211，因保險事故發生對於被保險人有請

求權之人，若未經保險人之同意而與被保險人為和解或拋棄其權利者，保險人得

不受該行為之拘束，由此可知，請求權人負有不得任意與被保險人和解或拋棄其

權利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212，然而，雖此規定之內涵與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相當，

但其義務人為對於被保險人有請求權之人而非被保險人，故僅可做為未來被保險

                                                 
金額。」 
21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0 條：「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有妨礙保險

人依前條規定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請求權，而未經保險人同意者，保險人不受其

拘束。」 
212 同參該條之立法理由：「一、本條新增。二、第二十九條既界定為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則

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必須承受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權益與義務，方為合理，若請求權人一方

面依本法向保險人申請保險給付，另一方面又與被保險人簽訂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致妨礙

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則有欠合理。爰增訂本條，俾確保保險人代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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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義務之立法參考而無法作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於我國法上的依據。 

  學說上亦多有指出我國保險法制對於此部分之缺乏者 213，另有學者認為，

我國保險法自民國 18 年公布以來雖經多次修正，然關於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

位義務僅有第 34 條之規定與之有關聯，實為不足 214。 

第二項 英國法制 

  由於我國海上保險實務上，所使用之海上貨物保險保單大多係以協會貨物條

款作為保單條款，而依據協會貨物條款第 19 條之規定：「This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215（本保險應依據英國法律及判例），係以英國法做

為準據法，因此，有必要針對英國法上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產生之依據進

行深入探討。 

  關於海上貨物保險中，被保險人所應負擔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在英國法上

之探討可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實定法之規定，另為法院實務之見解，分述如下： 

 

    關於海上貨物保險中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與其較為接近者為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第 78 條之損害防阻條款規定 216：「(1) 如保單上約定有

損害防阻條款者，此約定應視為保險契約之附加約定，被保險人依該條款規定所

適當發生之費用得自保險人處獲償；即使保險人已賠付全損或保險標的以不負責

全部或特約比例單獨海損條件保險，保險人仍應負責。(2) 本法所規定之共同海

損損失、分攤及救助費用，均不得於損害防阻條款下獲償。(3) 凡為避免或減輕

                                                 
213 葉啟洲，同註 20，頁 197；江朝國，同註 133，頁 483。 
214 李志峰，同註 23，頁 12。 
215 本條款之規定於 1982 年版本以及 2009 年版本之內容均相同，故僅以協會貨物條款稱之而不

區分年分。 
216 MIA 1906, s.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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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險單所承保損失而發生之費用，均不得於損害防阻條款中獲償。(4) 被保險

人及其代理人於任何情況下，有責任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輕損失。」 

   然而，由本條規定只得推知被保險人有責任避免或減輕保險事故所發生之損

害，並無法推知被保險人有協助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因此，

需透過法院實務判決以檢視英國法上被保險人所應負擔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內

容。 

 

 被保險人不負擔起訴之義務 

  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範圍是否包含起訴？此一爭議之主要產生於，

若被保險人未於法定期間內對應負責任之第三人進行訴訟程序，致使第三人取得

時效抗辯權者，將造成保險人無法進行代位程序之狀況，其代位權實質上無法行

使，發生妨礙代位之情事，然而，被保險人是否即因此而負有起訴之義務？若保

險契約內未有此種約定者，則一般而言英國法上並未要求被保險人有主動起訴以

保全權利之義務 217；而若有此種約定者，在著名的 1993 年 Noble Resources and 

Unirise Development v George Albert Greenwood (The Vasso)一案中 218，縱使該保

險契約中有約定被保險人應採取相關程序以保全權利之義務，法院對於被保險人

未即時申請對運送人之禁制令的行為，亦認為其並非屬於妨礙代位之情況 219。 

 提供名義 

    依據本文前段所述，在英美法之保險代位制度下，保險人原則上係以被保險

人之名義對第三人行使屬於被保險人之權利，因此，若被保險人拒不提供其名義

                                                 
217 F.D. ROSE, supra note 68, at 580. 
218 [1993] 2 Lloyd's Rep. 309, 1993 WL 964736 
219 「…on the facts, the mere failure to apply for a Mareva injunction did not, without more, establish 

any failure to perform the duties in cl. 16 or s.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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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保險人者，將造成保險人無法行使其代位權而造成妨礙代位。在英國法下，一

般均認為被保險人有義務同意保險人使用被保險人之名義對第三人進行追償訴

訟 220，若被保險人於保險人取得代位求償權後而拒不提供名義者，則保險人有

權向法院申請強制其提供，在保險實務上，保險人於理賠時交付予被保險人簽字

之代位收據（Subrogation Receipt）上亦多載有被保險人須提供其名義予保險人起

訴之條款。 

 訴訟過程之協助義務 

    在保護保險人代位權之考量以及保障代位制度功能之發揮，被保險人不應對

於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有所妨礙，除不能積極的侵害保險人之代位權外，英美法

上有認為，被保險人除負有提供保險人使用其名義進行追償外，在保險人進行代

位程序之過程中，被保險人尚負有提供追償所需之相關文件（如貨物運送契約、

載貨證券等）、相關資料（如貨櫃交接單、貨載完好證明、公證報告等），提供人

員參與訴訟程序（如出庭作證）及其他相關協助，以利於代位程序進行之順利 221。 

 不得任意處分權利 

    在英美法上，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方式為以被保險人之名義行使屬於被保險

人之權利，保險人並無法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因保險事故而生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因此，雖然保險人之代位權必須其給付保險金後始可取得 222，但基於

保護保險人代位權之考量，在保險人進行理賠前，被保險人仍負有不得侵害保險

人代位權之義務。若被保險人對其權利為處分行為，如對第三人進行免除或拋棄

                                                 
220 黃裕凱，同註 136，頁 37。 
221 黃裕凱，同前註，頁 37。 
222 參 Gibbs v. Hawaiian Eugenia Corp., 966 F.2d 101, 1993 A.M.C. 43 一案中，法院指出：

“…General rule is that insurer's right to subrogation attaches, by operation of law, on payment of 

insured's loss; at that time, insurer is subrogated in corresponding amount to insured's right of action 

against any other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and insurer succeeds to all procedural rights and 

remedies possessed by the insured…”此為英美法實務上一致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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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或與第三人進行和解者，將造成保險人之代位權無法行使或遭受阻礙，故

而，有必要要求被保險人不得任意處分其權利，若被保險人為此等行為者，除其

行為有可能為無效者外 223，更應對保險人因無法行使代位權所受之損害對保險

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第三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 

    相較於我國關於海上貨物保險中，被保險人協助保險人進行代位之義務並無

任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其保險法與海商法中對此有相應之規定，分述如下： 

 

    依據第 22 條第 1 款之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後，按照保險合同請求保險人賠

償或者給付保險金時，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應當向保險人提供其所能提

供的與確認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損失程度等有關的證明和資料。」此與我國

保險法第 34 條第 1 項、海商法第 150 條第 1 項之規定內容相似，但其較為明確

的指出，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為請求保險人理賠而應提供之資料，限於

確認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與損失程度有關者 224，此雖與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

位義務內涵部分相似，然與我國法相同，此究無法成為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

務之依據。 

  復按第 61 條第 1 款之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未賠償保險金之前，

被保險人放棄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的，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此

為被保險人不得放棄對保險事故發生應負責任之第三人之請求權的規定，然而，

被保險人不得放棄權利亦同為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一環，並無法作為合

作協助代位義務內涵之上位性規定。 

                                                 
223 詳本文後所述之英美法上妨礙代位之效果部分（第六章第二節以下）。 
224 另可參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粵民終 221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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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中國大陸將保險代位權之相關規定均置於財產保險合同一章內（第 48

條至第 66 條），係為表示僅具有損害填補性質之財產保險方可適用保險代位之概

念。於本章中，關於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規定，可參照第 63 條之規

定：「保險人向第三者行使代位請求賠償的權利時，被保險人應當向保險人提供

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關情況。」此規定課予被保險人相當程度之合作協助代

位義務，雖有論者認為本條之規定得否推斷出被保險人有全面性之合作協助代位

義務有所疑義 225，但是依據本條之文義配合立法目的之解釋，應可認為本條亦

可作為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依據，然而不足者係，本條之文義並未對被

保險人違反此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效果有任何規定，因此在中國大陸的海上貨物

保險實務中，仍多透過海商法以及保險條款之約定以解決被保險人違反合作協助

代位義務而造成妨礙代位之情形 226。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中，關於海上貨物保險之被保險人所應負擔之合作

協助代位義務，有關之條文可參照第 251 條之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

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賠償前，可以要求被保險人提供與確認保險事故性質和損失

程度有關的證明和資料。」本條之規定可說與我國保險法第 34 條第 1 項以及海

商法第 150 條第 1 項之規定相類似，均在要求被保險人須提供有助於保險人認定

事故發生原因以及損害範圍認定之相關文件與資料，然同前所述，此等交付證明

損害發生原因與範圍之證明文件的義務，僅係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一小

部分，並無法作為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規範依據。 

  另外，可參照同法第 252 條第 2 款之規定：「被保險人應當向保險人提供必

要的文件和其所需要知道的情況，並盡力協助保險人向第三人追償。」本條規定

                                                 
225 李志峰，同註 23，頁 41。 
226 參（2009）甬海法商初字第 380 號判決、（2014）滬海法商初字第 62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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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可視為海上貨物保險中，被保險人有合作協助保險人進行代位追償義務之原則

性規定，而關於所謂之盡力協助應如何認定，有論者指出，應從四個面向判斷 227，

首先，被保險人無論係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或發生後，均不得捨棄對於應負責任第

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第二，保險人是否及時將保險事故之有關資料提供予保

險人；第三，被保險人所提供之資料是否詳實具體，應注意者係，此部分應以被

保險人本身之能力進行認定，不得對被保險人有過度之要求；最後，視被保險人

有無按照保險人之指示為相應之行為或不行為，如是否對應負責任之人發出索賠

函、經由保險人之指定迅速進行損害公證等。 

第四項 保險契約條款 

第一款 協會貨物條款（Institute Cargo Clause, ICC） 

  英國倫敦保險人協會所制定之協會貨物條款為為國際貿易中，海上貨物保險

所最常使用之條款 228，許多國家之海上保險法或是保險人所使用之條款，多有

以此為範本而擬訂者，甚或是直接以此條款之內容作為保險契約條款之情況亦在

所多有，以我國而言，許多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人均以協會貨物條款直接作為保

險契約之條款者，如富邦產物、明台產物、兆豐產物等保險人所出單之海上貨物

運輸保險，即係以協會貨物條款作為其保險契約條款之內容 229，因此，若欲探

討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時所負有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內容者，即應

                                                 
227 胡雲平、劉姣蕾，海上貨運保險代位求償權的探討，中國水運，第 4 卷第 11 期，頁 202，

2006 年 11 月。 
228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Legal and documentary aspects of the 

marine insurance contract, TD/B/C.4/ISL/27/Rev.1, 11（1982） 
229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商品資料庫資訊，網址：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resultQueryAll.asp?page=1&fQueryAll=%B3f%AA%AB&

CompanyID=000&categoryId=1，最後瀏覽日：2018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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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條款之規定進行探究。另外，有關於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條款主

要規定於 1982 年版本與 2009 年版本之第 16 與 18 條，而此二條文之內容於 1982

年版本以及 2009 年版本之間的差異僅在於用語上之改變 230，對於規範內容並無

任何變更，第 18 條甚至在字詞上皆完全相同，因此，以下僅就 2009 年版本之協

會貨物條款（ICC 2009）為例進行探究： 

 

減輕損失 231 

16. – 被保險人義務條款 

16. 被保險人及其受雇人及代理人對於可求償之損失負有下列義務 

16.1 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輕該損失，及 

16.2 確使能向運送人、受託人或其他第三人可得主張之所有權利均已適當地保

留及行使 

且除本保單可得求償之任何損失外，對於被保險人為履行該義務適當合理發生之

所有費用，本保險人同意補償之。 

 

避免遲延 232 

18.被保險人於其所能控制之所有情況下，均應為合理快速之作為為本保險之條

件。 

 

    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主要內涵在於被保險人為確保保險人得以順

利進行代位程序所應負擔之義務，主要之目的在於提供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所必須

                                                 
230 詳下述「海上貨物保險之妨礙代位」一節中所為之分析。 
231 ICC 2009, c.16 
232 ICC 2009, 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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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與證明以及確保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等，而依據 ICC 2009 第 16 條第 2 款

之約定，被保險人應確保能向運送人、受託人或其他第三人可得主張之所有權利

均已適當地保留及行使，復依據第 18 條之約定，被保險人應在其所得控制之範

圍內為合理及迅速之行為，此兩條之條款可認為係協會貨物條款中，被保險人合

作協助代位義務之產生規範。 

第二款 保單正面重要條款 

    在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中，涉及妨礙代位效力之條款，另一極為重要者為保險

單正面所印有之「重要條款」（Important Clause）233，我國許多產險公司均會將

此條款在保單正面以紅字印刷，亦有稱之為紅色條款，其主要之內容在於規定被

保險人於損失發生時，關於權利保權的維護義務及應注意之事項，否則可能影響

本保險上之權利： 

重要事項 (運送人、受託人或其他第三人之責任)234 

被保險人及代理人於任何情況下，均有義務採取合理適當措施防止或減輕損失，

並確保已適當維護及行使對運送人、受託人或其他第三人之權利。 

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特別應該： 

1. 任何貨物遺失時，應立即向運送人、港口當局或其他受託人提出求償。 

2. 若貨物有任何不明狀態，除提出書面拒絕證書外，不得給予清潔收據。 

3. 負責人員應及時檢查貨櫃運送的貨櫃與封條。若送達時發現貨櫃破損或封條

斷裂或遺失，或封條與船運文件的記載不同，應在收據上註明並保存所有問題或

異常封條以待後續查證。 

                                                 
233 參附件一與附件二，分別為泰安產險以及富邦產險之海上貨物保險單，均有重要條款之記

載。 
234 富邦產物海上保險 IMPORTANT CLAUSE (LIABILITY OF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open2.asp?id=AB6E65C7-B437-

4CF1-B73F-740633DFC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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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貨物明顯受損或滅失，應立即向運送人代表或其他受託人代表申請公證，並

根據公證結果向運送人或其他受託人提出求償。 

5. 若提貨時貨物的毀損或滅失並不明顯，應於提貨三日內書面通知運送人或其

他受託人。 

附註： – 建議收貨人或其代理人能熟悉卸貨港港務機關之法規。 

     

依據本條款之內容可知，被保險人及其僱用人及代理人，遇有損失發生時或

發生後，應採取妥當之措施以合理防止或減輕其損失，以確保對抗運送人、受託

人或其他第三人權利之適當保留行使，此即為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重要

內涵，亦可認為係屬保險契約中，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來源之一。 

第三款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海洋運輸貨物保險條款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PICC Property and Casualty Company）身為中國大

陸現階段最大之財產保險公司，其在承保海上貨物運輸保險時所出具之保單條款

即具有相當之重要性，其現行在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中所使用之條款為 2009 版之

「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235，下謹將其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中，有關於被保險人

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條款列出： 

四、被保險人義務 

被保險人應按照以下規定的應盡義務辦理有關事項。  

（一）當被保險貨物運抵保險單所載明的目的港（地）以後，被保險人應及時

提貨，當發現被保險貨物遭受任何損失，應即向保險單上所載明的檢驗、理賠

代理人申請檢驗，如發現被保險貨物整件短少或有明顯殘損痕跡應即向承運

人、受託人或有關當局（海關、港務當局等）索取貨損貨差證明。如果貨損貨

                                                 
235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海洋運輸貨物保險條款（2009 版）

http://www.epicc.com.cn/ecargo/provision.jsp，最後瀏覽日：2018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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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是由於承運人、受託人或其他有關方面的責任所造成，並應以書面方式向他

們提出索賠，必要時還須取得延長時效的認證。如未履行上述規定義務，保險

人對有關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對遭受承保責任內危險的貨物，被保險人和保險人都可迅速採取合理的

搶救措施，防止或減少貨物的損失，被保險人採取此項措施，不應視為放棄委

付的表示，保險人採取此項措施，也不得視為接受委付的表示。  

對由於被保險人未履行上述義務造成的擴大的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三）如遇航程變更或發現保險單所載明的貨物、船名或航程有遺漏或錯誤時，

被保險人應在獲悉後立即通知保險人並在必要時加交保險費，本保險才繼續

有效。  

（四）在向保險人索賠時，必須提供下列單證：保險單正本、提單、發票、裝

箱單、磅碼單、貨損貨差證明、檢驗報告及索賠清單。如涉及第三者責任，還

須提供向責任方追償的有關函電及其他必要單證或文件。  

被保險人未履行前款約定的單證提供義務，導致保險人無法核實損失情況的，

保險人對無法核實的部分不承擔賠償責任。  

（五）在獲悉有關運輸契約中“船舶互撞責任＂條款的實際責任後，應及時通

知保險人。 否則，保險人對有關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依據本條款之要求，被保險人於發現損失時，應及時向運送人及相關人通知

並提出索賠，以防發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81 條 236所規定之推定效力，造

                                                 
236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81 條：「承運人向收貨人交付貨物時，收貨人未將貨物滅失或者損

壞的情況書面通知承運人的，此項交付視為承運人已經按照運輸單證的記載交付以及貨物狀況

良好的初步證據。（第 1 款）貨物滅失或者損壞的情況非顯而易見的，在貨物交付的次日起連續

七日內，集裝箱貨物交付的次日起連續十五日內，收貨人未提交書面通知的，適用前款規定。

（第 2 款）貨物交付時，收貨人已經會同承運人對貨物進行聯合檢查或者檢驗的，無需就所查

明的滅失或者損壞的情況提交書面通知。（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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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保險人取得被保險人權利後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上之障礙，另外，更應向保險

人提供得向應負責任之人追償之必要文件以及單據，此規定之內涵主要之目的亦

在於保障保險人行使代位程序之順利而不受阻礙，亦可認為係屬海上貨物保險契

約中，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來源。 

第五項 小結 

 來源 內容 

我
國
法
制 

法無明文，學說通說

認為有此義務 237 

1.不任意與他人訂立免責約款，若有訂立應

通知保險人 

2.不得任意免除或拋棄對應負責任之人的權

利 

3.不得以顯不相當之金額進行和解 

4.不得於受理賠後自第三人處受領損害賠償 

5.提供代位所需之資料 

英
國
法
制 

法無明文，由判例法

建構 

1.被保險人不負擔起訴義務 

2.被保險人應提供其名義 

3.訴訟過程之協助義務 

4.被保險人不得任意處分其權利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法
制 

保
險
法 

第 61 條 

第 1 款 
不得任意放棄對應負責任之人的權利 

第 63 條 提供必要文件與告知有關情況 

                                                 
237 葉啟洲，同註 20，頁 195；江朝國，同註 120，頁 328；陳俊元，論保險代位之妨礙－我國

與英美法之比較研究，中正財經法學，第 13 期，頁 73，2016 年 7 月；李志峰，同註 23，頁

2；劉宗榮，同註 46，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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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商
法 

第 252 條第

2 款 
提供必要文件、告知有關情況並提供協助 

契
約
條
款 

協會貨物

條款

（1982、

2009） 

第 16條 保存權利並確保得以行使 

第 18條 在能力範圍內為合理快速之作為 

保單正面重要條款 保存權利並確保得以行使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

公司海洋運輸貨物

保險條款 

1.及時檢查貨物狀況 

2.立即對應負責任之人提出索賠 

表：各國法制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比較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第三節 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性質 

    依據前述，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其主要目的在於維護保險代位制度

之正常運作，保險代位制度為財產保險中極為重要之一環，其功能在於維持保險

法上損失填補原則之正常運作，並且可有效避免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之發生而受

有高於其損害額度之利益，另外，保險人透過保險代位制度，可於給付保險金後

向對於保險事故應負責任之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除可維持第三人應負之責任外，

更可有效降低同種保險下之賠率，此效果除有助於保險公司之營運外，對於投保

同一種風險下之被保險人，更有降低保險費率之作用，然而，保險代位制度正常

運作之前提即在於被保險人適當履行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涵主要在於幫助保險人進行理賠後之代位

程序，亦即，使保險人於進行代位程序時，不受到阻礙或是遭遇無法行使之狀況，

而在海上貨物保險中，保險標的之狀況、運送契約締訂之過程以及保險標的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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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過程等，均為涉及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所需要之重要事實以及證據，而此些事

實與證據僅有身為國際貨物貿易當事人之被保險人知之甚稔，保險人若無其協助

則無法完善的進行後續之代位程序，將造成代位制度形同虛設，代位制度之功能

遭受架空之結果。然而，被保險人此等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在法律體系上應如何定

性？此亦涉及被保險人若違反此等義務而形成妨礙代位之情形時，妨礙代位效果

之認定，因此有必要先行將其分析，始有助於後續妨礙代位效力之探討。 

第一項 契約義務之分類 

 

 主給付義務 

    主給付義務係指債之關係上，固有、必備且用以決定債之關係類型的基本義

務，為債之關係的要素 238，例如在買賣契約中，物之出賣人負有交付其物並移

轉所有權於買受人之義務，買受人亦負有支付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在租賃

契約，出租人負有交付租賃物於承租人供其使用收益的義務，而承租人負有之負

租金之義務者而言。於保險契約中，要保人負有給付保險費之義務，而保險人則

負有承擔危險之義務。 

    在雙務契約中，主給付義務構成對待給付義務，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

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 264 條參照）；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

致一方之給付一部或全部不能者，他方免為對待給付之義務（民法第 266 條第 1

項參照）；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給付遲延或不完全給付時，

債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是解除契約（民法第 226 條、第 227 條、第 231 條、第

254 條及第 256 條參照）。 

                                                 
238 王澤鑑，債法原理，頁 39，2017 年 8 月；林誠二，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上冊），頁

37，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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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給付義務 

    從給付義務係指輔助主給付義務之給付義務，其並非決定債之關係之義務，

其存在係為確保債權人的利益能夠獲得最大之滿足，其產生之原因有三 239： 

 基於法律明文規定 

    基於法律明文規定之從給付義務者，如債權讓與人應將證明債權之文件

交付於受讓人，並告知關於主張該債權所必要之一切情形（民法第 296 條參

照）；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

報告其顛末（民法第 540 條參照）等。 

 基於當事人的約定 

    基於當事人之約定者，如甲醫院雇用乙醫生並約定夜間不得自行營業，

此等義務之存在並非甲與乙間僱傭契約之主給付義務，但此義務之存在則有

助於給付目的之達成，故而為從給付義務。 

 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與補充的契約解釋 

    如房屋之出賣人應交付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文件；名馬的出賣人應交

付血統證明文件等。 

    此等義務之與主給付義務相同，亦得以訴訟請求之，然是否發生同時履行抗

辯，則應視該從給付義務之履行是否為達成契約目的所必須者而定，不可一概而

論。另外，從給付義務之不履行，債權人得否解除契約亦應如此判斷，但是債權

人仍得請求因給付不能、給付遲延或不完全給付所生之損害賠償。 

 

  附隨義務係指債之關係於其發展過程中，除前述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外，

會依不同情形，本於誠信原則所發生之各種類型義務的總稱。附隨義務之目的不

                                                 
239 王澤鑑，同前註，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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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使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得到滿足，而是為了保護在債之發展過程中，債權人之

固有利益 240。附隨義務主要具有以下特徵： 

1. 附隨義務並非獨立之義務類型，一方未履行時，他方並不得以訴訟請求其

履行，僅於因未履行而受有損害時，始可請求不完全給付所生之損害賠償

（民法第 227 條參照） 

2. 附隨義務與其他任何義務間並不具有對待給付關係，因其係本於誠信原則

所生，與契約之主要目定並無關聯，因此無同時履行抗辯權之適用，亦不得

因附隨義務之不履行而主張解除契約。 

 

  債之關係中，除給付義務以及附隨義務外，尚有所謂的不真正義務，其為一

種強度較弱之義務，主要特徵在於相對人通常不得請求履行，而其違反亦不發生

損害賠償責任，僅使負擔此項義務者遭受權利減損或喪失之不利益而已。舉例說

明如下： 

1. 按民法第 217 條：「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第 1 項）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

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第 2 項）前二

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第 3 項）」

此時被害人所違反者，係對於自己利益的維護照顧義務，此即為不真正義

務之一種態樣，蓋被害人違反者並不對相對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而係自

己向相對人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受到減損。 

2. 依民法第 262 條之規定：「有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所受

領之給付物有毀損、滅失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解除權消滅；因加工或改

造，將所受領之給付物變其種類者亦同。」本條所規定使有解除權人因此負

                                                 
240 王澤鑑，同前註，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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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存其所受領之物之義務，若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因而無法返還者，並

無須對他人負擔債務不履行之責任，而係發生解除權消滅之效果，此保存

義務即屬於不真正義務。 

 

  上述之四種契約義務之內容，大致上可區分為真正義務與不真正義務，真正

義務係相對於不真正義務者而言，包括給付義務以及附隨義務，而不真正義務又

有稱為對己義務者，其性質上並無法強制履行，亦無所謂同時履行抗辯之適用，

而違反之效果僅為對己之失權效 241，而關於真正義務之部分，主給付義務、從

給付義務以及附隨義務，其間關於得否適用同時履行抗辯、保護利益、不履行時

得否解除契約或請求損害賠償者，均有所不同，有加以區分之必要，故本文下謹

將真正義務違反之效果，表列如下： 

 真正義務 

給付義務 
附隨義務 

主給付義務 從給付義務 

發生原因 

當事人約定 1.法律明文規定 

2.當事人約定 

3.誠信原則補充契約

解釋 

誠信原則 

發生時點 

契約訂立後履行完成

前 

契約訂立後履行完成

前 

契約訂立前、訂

立後、履行完成

後均有可能發生 

保護利益 給付利益 給付利益 固有利益 

                                                 
241 林誠二，同註 238，頁 39。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3 

 

同時履行

抗辯 
V 

原則 X，例外 V 

（於涉及契約目的時） 
X 

解除契約 V 
原則 X，例外 V 

（於涉及契約目的時） 
X 

損害賠償 V V V 

表：真正義務之效力整理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第二項 被保險人之權利義務 

  若欲深入探究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性質以及違反該義務所生妨礙

代位之效果者，首先須釐清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下所具有之地位以及權利義務，

在此之前，則應先探究我國保險法制上對於保險契約當事人之理解，以確認被保

險人究竟在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中應係何種地位之人，其所應負之義務以及享有

之權利。 

 

    關於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究為何人，大陸法系及英美法係對此有相當不同之見

解，前者之見解，以具有代表性之德國法而言，認為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為要保人

與保險人，而此兩者與第三當事人（指被保險人及受益人）間，在利益第三人契

約之基礎上，形成一個三方之法律關係，故亦有稱其為「三元論」者。在大陸法

系之下，保險利益即為保險標的，於財產保險中，保險利益已於具體之物中獨立，

成為經濟性概念，故單一保險標的物可區分不同之利益分別投保，而無產生複保

險之問題，且因保險利益為一經濟上概念，因此，保險利益得隨同保險標的物之

讓與而移轉。而英美法系所採取者則為「二元論」，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為保險人

與被保險人，而保險事故發生之對象或客體則為保險標的，保險標的泛指各種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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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之保險對象，如財產、責任、利益、身體、生命等，因此在財產保險中，保險

人所承保者為具體之物，而非保險利益，保險利益僅為被保險人與該具體物間之

關係。此二者主要之區別在於，英美法系中，為自己利益投保為預設之情況，而

在大陸法系中則普遍存有為他人利益投保之情形。 

  然而，在我國法制中，究應如何認定保險契約之當事人，換言之，除保險人

外，究係要保人為當事人，亦或是被保險人為當事人？對此，學說上素有爭議，

分述如下： 

 以被保險人為當事人者 

  本說之見解認為，依據保險法第 4 條之規定：「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於

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

而被保險人之所以享有賠償請求權，係因其本身為契約之當事人，並為保險利

益歸屬之主體。在此說之下，原則上均認為保險契約係被保險人為自己之利益

而訂定，形式上之簽訂契約之要保人將被認為只是為保險人代訂保險契約之

人，其間之關係係民法上之代理關係 242。 

 以要保人為當事人者 

  此說認為，依據保險法第 3 條之規定：「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

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復按同法第 44 條第 1 項之規定：「保險契約，由保險人於同意要保人聲請後

簽訂。」以及第 45 條之規定：「要保人得不經委任，為他人之利益訂立保險契

約。受益人有疑義時，推定要保人為自己之利益而訂立。」可知，要保人為向

保險人訂定保險契約之人，兩者之間存有訂定保險契約之意思合致，故要保人

即為保險契約之當事人。 

                                                 
242 宋耿郎，論保險法上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權利義務，保險專刊，第 27 卷，第 1 期，頁 96，

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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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我國法制上，通說多認為我國保險法係採取三元論之立法架構 243，亦即，

要保人與保險人為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要保人負有交付保險費之義務，而被保

險人為要保人與保險人約定，因保險事故發生對保險人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

之人。實務之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180 號判例之意旨：「保險

契約為要保人與保險人所訂立之債權契約，要保人指定第三人為受益人者，該

第三人並非契約當事人，原審認被上訴人(保險人)得向上訴人(受益人)解除契

約，並據以認定上訴人無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之權利，自欠允洽。」244 

 

    關於被保險人於我國法上所具有之權利義務，按「本法所稱被保險人，指於

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

保險法第 4 條定有明文，由此文義可知，被保險人所具有之權利為保險事故發生

後，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給付之權，因此學說上多認為，被保險人為具有保險

利益之人，保險利益之存在為被保險人此一身分之要素，蓋損害為利益之反面，

而本條條文中所稱之遭受損害即係指保險利益因保險事故之發生而遭受侵害之

意。因此更進一步認為，我國保險法第 3 條所規定之要保人需具有保險利益者，

係指為自己之利益投保者而言，並非指須有保險利益始可做為要保人 245。 

    而關於被保險人之義務者，若僅依據條文之文義，計有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

（保險法第 58 條參照）、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保險法第 59 條參照）等，而保

                                                 
243 葉啟洲，同註 20，頁 94；江朝國，同註 120，頁 156；梁宇賢，同註 142，頁 53；劉宗榮，

同註 142，頁 68。 
244 此為實務上一致之見解，相同見解可參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1685 號判決、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137 號判決、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131 號判決等。 
245 葉啟洲，同註 20，頁 86，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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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法第 64 條 246所規定之據實說明義務，雖其文義上並未有被保險人，然通說均

認為被保險人亦應負有據實說明之義務，蓋其係保險人承擔危險的過程中極為重

要之關係人，對於保險人所承保風險之危險估計、損害防阻等事項均影響甚大，

且保險人為保險契約中享受保險給付之人，自不應就該等義務之履行置身事外。 

第三項 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於我國法上定位 

  民法上契約之義務群大致上可區分為真正義務與不真正義務，而真正義務下

又可依給付內容與債務不履行效果之不同而分為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以及附

隨義務，而關於被保險人所應負擔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其應如何定位，究屬於

何種民法上類型之契約義務？首先，依據前述，在我國採取三元論之模式下，要

保人與保險人為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而被保險人則為利益第三人，而在要保人為

自己利益投保之情形下，則其亦同時為被保險人，因此，被保險人在保險契約關

係中有可能存有兩個地位，在要保人為自己利益投保之情形下，要保人同為被保

險人為契約當事人，而若要保人係為他人利益投保者，則被保險人並非契約當事

人，因而，關於被保險人所負擔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定位，應區分兩種狀況為

不同之討論，分述如下：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相同時 

  在此情形底下，係屬於要保人為自己利益投保之狀況，此時被保險人即為

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而在此狀況底下，其所應負擔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為何種

類型之義務？按保險契約關係中，保險人之主給付義務為承擔保險標的之風

險，而要保人之主給付義務為給付保險費，此二者義務即為定義契約類型之義

務，而從給付義務則係依據法律而生之如被保險人危險發生之通知義務（保險

法第 58 條參照）、危險增加之通知義務（保險法第 59 條參照），此等義務之存

                                                 
246 保險法第 64 條第 1 項：「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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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利於主給付義務之完善履行，而若違反時，則將對保險人之給付利益造成

侵害，故須對保險人負擔因不履行所生之損害賠償。而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者，

其主要係基於誠信原則而生 247，因若無被保險人之此等協助，保險人將無法

及時確認損害發生的範圍以及原因，因此本於保險契約之最大善意契約原則

而課予被保險人此等義務。且被保險人此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發生之時期，不論

是訂約前、訂約後、保險契約履行後均存在，訂約前者如不得與他人訂定免除

責任之約款、訂約後如詳實提供資訊之義務、保險契約履行後則如不得為免除

拋棄對應負責任之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等，因此在性質上，即無法認定其為給

付義務，蓋如上所述，給付義務之存在時點為契約訂立後且履行完成前，而此

等時期並無法完整包含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應履行之內涵。 

    因此，須進一步討論者，此時究應將其定位為附隨義務抑或是不真正義務？

此二者之主要差別在於違反之效果，違反附隨義務者，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請

求因其不履行附隨義務而造成其固有利益損害之損害賠償；而違反不真正義

務者，債權人無法向債務人為任何請求，僅生債務人自身權利扣減之效果。在

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下，被保險人為保險事故發生後具有保險金給付請求權

之人，若將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定位為附隨義務者，則因附隨義務之性

質並無同時履行抗辯權之適用，因此若被保險人有不履行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之情況，保險人仍須給付保險金，並另行對被保險人請求因其不履行該義務而

對其所生損害之損害賠償；若將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定位為不真正

義務者，則被保險人若不履行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其對於保險人所有之保險金

給付請求權將生扣減之效果，保險人即得在其所受損害之範圍內，減少對於被

保險人之保險金給付。由此可知，此二者之主要差別在於保險人因被保險人不

履行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而受損害時，其行使之方式，若認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為

附隨義務者，保險人對於其所受損害須另訴請求；若定位為不真正義務者，則

                                                 
247 葉啟洲，同註 20，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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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逕行在其範圍內扣減對於被保險人之保險金給付數額。 

  本文認為，應將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定位為不真正義務，蓋在海

上貨物保險之情況下，若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不行使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所造

成之損害，無法逕行在此範圍內扣減保險給付而仍須另行起訴者，將造成保險

人訴訟成本之過重負擔，亦將造成承保同一風險之保險費率無法有效降低，而

變相由其他承保同一風險之被保險人共同負擔，且若須另行起訴，保險人亦須

負擔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後破產之風險，對於保險人以及其他承保同一

風險之被保險人極為不利；再者，海上貨物保險為商人保險，投保此種保險類

型之相對人常為企業法人，其所處之社會地位與經濟實力有時甚至較保險人

為高，本文認為在此種保險之下，並無須對於被保險人為特別之保護，因此，

為平衡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權利與保險代位制度之健全，應認為被保險人

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為不真正義務，而使保險人得因被保險人違反合作協助

代位義務時，在保險人因此所受損害之範圍內扣減相應之保險金給付額度。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同時 

  在我國法制採取三元論之模式下，若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同時，則要保人

與保險人為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而被保險人則為保險契約之關係人，因此有論

者指出，在此種狀況下，被保險人並非保險契約之當事人，若課予契約上之真

正義務者，將有違反不得以自己之意思為他人創設負擔之契約法原則，因此被

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性質應定位為不真正義務，而此法律效果則為

保險人得依被保險人過失之程度，比例酌減保險給付數額 248。 

 小結 

  綜上所述，不論係在何種投保方式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均應定性為不真

正義務，始符合我國法律體系之解釋，並將賦予有助於保險人行使之妨礙代位

                                                 
248 葉啟洲，同前註，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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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果。 

第四項 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與妨礙代位 

    關於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以及妨礙代位間之關係，須先探求合作協

助代位義務之內涵，綜前所述，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涵及其目的在於協助保險

人進行代位程序以及健全代位程序之運作與發展，其主要之內容為，不論在保險

契約訂定前或訂定後、保險人理賠之前或之後、保險人對於第三人進行通知與否，

被保險人在整個代位求償程序中，都不得肆意棄權、和解、逕自受領第三人之給

付，並應於保險人後續的代位程序中提供相關資訊、以及所有可能之協助與保險

人。即使是在保險契約締結之前，被保險人也應將其與第三人如運送人之間是否

有免責約款、或是有其他約定等等對於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有影響之法律關係，告

知保險人。而所謂之妨礙代位，簡言之，係指保險人無法行使代位權或行使代位

權時受有阻礙而言，由此可知，若被保險人不履行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者，將形

同對於保險人行使代位程序之妨礙，就前所述之內容而言，若被保險人於保險事

故發生後與第三人為拋棄或免除權利之處分行為者，屬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違

反，而此違反之效果將造成保險人後續行使保險代位程序之阻礙或根本無法進行，

因此，違反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即可認為係屬妨礙代位，學說上亦多有認為應將合

作協助代位義務之違反定性為妨礙代位者 249，然而應注意者係，合作協助代位

義務之違反而認為屬於妨礙代位之情況者，應限於被保險人未在其能力所及之範

圍內善盡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情況，若被保險人已在其能力範圍內盡其注意義

務履行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者，雖仍發生保險人代位程序遭受阻礙之情形，仍不得

認為被保險人違反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另外，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係一集合概念，為許多行為之總稱，在此義務下所

生，被保險人應為之行為類型與態樣應隨著不同的海上貨物保險情形而隨之改變，

                                                 
249 葉啟洲，同前註，頁 255；陳俊元，同註 237，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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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始可對保險人之代位權有較為完整與全面之保障，不因保險契約內容之不同而

受有影響，另一方面亦得使被保險人請求保險金給付之權利不受保險人之任意侵

害，若在某特定的海上貨物保險契約訂定的情形中，被保險人若已盡其在該等情

況下所應負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者，保險人即不得任意減免被保險人應得之保險

給付，使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之權利獲得平衡的保障而不會有所偏頗，因此，本文

認為不應將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認定為單一義務，而應隨著保險締約情形之不同、

關係人之不同、保險事故發生地等情況之不同而分別認定被保險人所應負擔之義

務內容，換言之，將其認定為一概括義務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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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海上貨物保險之妨礙代位態樣與效果 

第一節 妨礙代位 

第一項 定義 

    妨礙代位，係指保險人對於造成保險事故發生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第三人

之請求權未受到妥善的保護或遭到放棄，造成其於保險給付後，行使其保險代位

權時受到影響，造成求償金額的減損、求償程序的阻礙甚或是無法進行者而言。

一般來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投保時，多係考量其危險移轉之需求，對於保護保

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後所得以行使的保險代位程序，通常並無任何注意，因此時

常發生之妨礙代位情形，依據我國通說實務對於保險代位理論所採取之法定債權

移轉理論而言，保險人所取得對於第三人之權利係自被保險人處繼受而來，依據

民法第 299 條第 1 項之規定，債務人受債權讓與之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

由皆得以對抗受讓人，故被保險人與運送人間之約定亦將拘束保險人，對於保險

人進行代位程序時將遭受阻礙。 

第二項 妨礙代位態樣 

第一款 依方式區分 

 

    積極行為之妨礙代位者，係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主動妨礙保險人行使代位權，

在此種積極行為之下，有可能以法律行為為妨礙代位者，例如被保險人於保險事

故發生後，與對保險事故發生應負責任之第三人為免除、拋棄或以顯不合理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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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第三人進行和解，致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消滅，使保險人無法於

給付保險金後對第三人進行代位程序者而言；亦有可能以事實行為為之者，例如

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對於有助於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事項，經保險人詢

問或是要求其提供文件，而為積極的誤導或是欺騙保險人，此些狀況之發生有可

能係基於該應負責任之第三人與被保險人間有長期合作關係，又或是若提供文件

或是告知保險人前述事實後，將對理賠之金額造成影響等，理由不一而足，皆屬

於以積極行為之方式進行妨礙代位。 

 

    以消極行為為妨礙代位者，係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對

於保險人協助代位、提供文件與資訊等之請求，消極不配合者而言，蓋要保人與

被保險人為海上貨物運輸之當事人，其中許多文件與交易內容、經手過程等詳細

資訊均僅有身為當事人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始可得知，又因此些細節事項雖對於

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順利與否具有關鍵因素，然因與危險事故之發生與否並不具

有關聯性，而無法自訂定契約時即以據實說明義務要求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告知保

險人，僅得透過事故發生後，保險人進行理賠前要求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交付相關

文件並進行詢問始可得知，然若對於具有關鍵地位之文書或者是事實，經保險人

詢問而仍不提出，或保險人漏未詢問而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即不提出者，即屬於以

消極行為之妨礙代位。 

第二款 依效力區分 

 

    妨礙代位以法律行為為之者，例如國際貿易之當事人，為減少運送成本，而

與運送人簽訂相關免責約款等，此種行為即造成保險人於後續行使保險代位權時

受到阻礙，無法順利進行追償，應注意者係，雖依據我國海商法第 61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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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免責約款有可能因此無效而不影響保險人之保險代位權，然而，本條規定僅適

用於件貨運送之情況下，對於傭船契約之情形仍無適用餘地，在此情形之下，保

險人即無從依本條之規定主張該條款為無效。另外如被保險人於保險人給付保險

金以前，即與應負責任之第三人和解，且此和解之內容係基於商業上考量所為之

優惠性和解，有損於被保險人對於該第三人之請求權，致使保險人無法就其理賠

金額完全行使追償的權利，因我國採取法定移轉理論之緣故，在保險人給付保險

金以前，該權利仍屬於被保險人所有而尚未移轉予保險人，故被保險人對於該等

權利之處分均屬於有權處分而為有效，另外，雖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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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險法第 93 條定有明文，然而此規定僅適用於責任保險，其他險種並未有準用之

明文，故而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即未有適用餘地。 

 

  妨礙代位以事實行為為之者，例如保險事故發生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妥

善交付相關文件予保險人，除一般較為常見者如載貨證券、裝船前後公證報告、

事故紀錄、貨櫃交接單（Equipment Interchange Receipt, EIR）等文件以外，較為

特殊者例如貨物尚未裝船而運送人尚未簽發載貨證券時，貨物即在運送人之倉庫

內發生貨損，此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與運送人訂定運送契約之往來文件，即為

證明運送契約存在之證據，蓋海上貨物運送契約並非要式或要物契約，僅需託運

人與運送人意思表示合致即可成立，而該等文件可證明意思表示合致的存在而可

進一步認定運送契約成立，使保險人於給付保險金後，得取得被保險人依據運送

契約法律關係向應負責任之運送人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然而若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不配合保險人之要求提出該等文件，因該時尚未取得載貨證券，保險人於訴訟

上若無該等文件證明運送契約之存在，將難以進行代位追償訴訟程序。另外者例

如，對保險人隱瞞有利於保險人行使保險代位權之相關事實，亦即，在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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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保險人要求被保險人提出文件之時，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未要求之文件或是未

詢問之事實消極的不提出或是對於保險人要求之文件或詢問之事實為積極的隱

瞞等。 

第三款 依時期區分 

  妨礙代位亦可以發生之時期進行區分，若以時期為區分，可區分為保險契約

訂立前、保險契約訂立後事故發生前、事故發生後理賠給付前以及事故發生後且

理賠給付後。 

 

    保險契約訂立前之妨礙代位，如被保險人或要保人與運送人訂立運送契約時

有為免責約款之約定，或是與第三人訂定保險受益人條款（benefit of insurance 

clause），如實務上，貨物存倉契約中，常見有「倉庫營業人視為貨物保險契約之

受益人」之條款 250。 

    關於與運送人訂立免責約款之約定所造成之妨礙代位，應說明者係，按「以

件貨運送為目的之運送契約或載貨證券記載條款、條件或約定，以減輕或免除運

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對於因過失或本章規定應履行之義務而不履行，致有貨物毀

損、滅失或遲到之責任者，其條款、條件或約定不生效力。」海商法第 61 條訂

有明文，此係因海上貨物運輸關係中，通常件貨運送之託運人與運送人間之經濟

實力與規模相差極大，導致訂約時之地位不平等，為保障件貨運送人得受有海商

法基本之保障故而訂立，因而，本條規定於傭船運送時即無適用餘地，蓋傭船契

約之託運人其締約上地位與運送人較為接近，甚有高過於運送人之故，使其得基

於商業上的考量如航線、貨物之特性、運送成本等而另為約定，故而，在此種狀

況下所為之免責約定即無法依該條規定而認為其無效，然而，此將造成貨物發生

                                                 
250 陳俊元，同註 237，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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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時，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保險人於賠付保險金後所取得之權利，因此等免責

約款之存在而受有無法行使、金額減損或舉證困難之阻礙，發生妨礙代位之情況。 

 

    保險契約訂立後，事故發生前之妨礙代位態樣，例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訂

立保險契約後，即與第三人訂立免責約款或是前述之保險受益人條款，由此可見，

在保險契約訂立前之妨礙代位行為亦有可能發生於保險契約訂立後，事故發生前

之階段。 

 

    保險事故發生後，理賠給付前之妨礙代位行為態樣則種類較多，常見者如免

除或拋棄對應負責任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不合理之金額或條款，未經保

險人同意而與第三人進行和解、私自向第三人受領損害賠償金額等，因在此階段

時，依據我國通說與實務所採取之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在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前，

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歸屬於被保險人所有，故而此時被保險人所為之

任何免除、拋棄權利、進行和解或受領應負責任第三人賠償給付之行為，均屬於

有權處分而有效，故而將對保險人未來行使代位追償程序時遭受阻礙，構成妨礙

代位。 

 

    於保險事故發生後，理賠給付後，依據法定債權移轉理論，此時被保險人對

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法定移轉予保險人，故若被保險人於此階段對於該

應負責任之第三人為任何免除、拋棄權利、進行和解等，對於保險人而言係屬於

無權處分，未經保險人承認者為效力未定；然而，若其他行為之存在造成保險人

進行代位追償之權利遭受部分或全部的侵害者，仍構成代位權的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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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國法制下妨礙代位效果 

第一項 我國法 

  關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對於保險人之代位權受到妨礙時，其法律效果

為何，我國法並未對此並未有明確的規定，若僅依據法律之規定而言，保險人似

無法對於妨礙代位為任何主張，然而學說則一致認為應賦予一定之法律效果 251，

至於法律效果應如何賦予，依據我國通說實務所採取之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大致

上可歸納為區分說與不區分說分別處理之 252。 

第一款 妨礙代位認定基準 

 

    此說又稱為一律免除保險金給付責任說，此說不以任何時點作為區分妨礙代

位效力之基準，而係以同一之標準，認為若未經保險人許可、同意或參與，而被

保險人逕行拋棄對應負責任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與其和解者，保險人即

得免除給付保險金之義務。因此，在此說之下，若妨礙代位發生之時期係於保險

人給付保險金之前者，保險人得不予給付；若發生於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後者，

保險人得要求保險金之返還 253。 

 

    此說之產生主要係因我國法制上，通說實務對於保險法第 53 條保險代位係

                                                 
251 陳俊元，同前註，頁 80；江朝國，同註 120，頁 481；葉啟洲，同註 20，頁 197，2015 年 9

月。 
252 同時參照陳俊元，同註 237，頁 73。 
253 桂裕，同註 142，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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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見解，因此妨礙代位之效力需區分保險人取得權利前與

取得權利後而為不同之討論，在此說之概念上，有學者分別對其採取理賠前後區

別說 254、通知前後區別說 255以及訂約前後區別說 256三說，之所以如此進行區分，

係因我國學說實務上，對於保險法第 53 條所發生之法定債權移轉效力下，保險

人需至理賠後始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權利，且保險人是否仍需踐行民法第

297 條之債權移轉通知始得以該移轉對抗第三人仍有爭議，然而本文認為，縱使

採取以理賠前後作為區別時點之學說下，仍有對保險人應否依據民法第 297 條之

規定進行債權讓與之通知採取肯定說者 257，且理賠前後以及通知前後其在概念

上並非無法相容，若對其進行綜合觀察，更有助於細緻的區分不同狀況下的妨礙

代位情形，也可對於各該時期的妨礙代位效力有較為精確的定位以及判斷，故而

本文嘗試將其進行整理，並進一步區分為訂約前後區別說、理賠與通知前後區別

說進行討論，在此之前應先探討者為，保險代位是否有民法第 297 條之適用，換

言之，保險人是否應對該第三人進行債權移轉之通知，始可以該債權移轉之效力

對抗第三人。 

 保險代位是否有民法第 297 條之適用？ 

    在探討此說以前，須先對於我國法上保險人行使代位追償程序時，是否應踐

行通知義務始得對應負責任之第三人進行追償，換言之，在保險代位時，是否仍

有民法第 297條規定之適用？按「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

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受讓人將讓與人所立之讓

與字據提示債務人者，與通知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 297 條訂有明文，此係債

權移轉時，讓與人與受讓人須對於債務人進行通知始得以該讓與對抗債務人之規

                                                 
254 葉啟洲，同註 20，頁 254。 
255 江朝國，同註 120，頁 481。 
256 梁宇賢，同註 142，頁 191。 
257 葉啟洲，同註 20，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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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依據我國通說與實務之見解，保險代位係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此種法

定的債之移轉是否仍有該條文之適用，學說上素有爭議，分述如下： 

 肯定說 

    此說認為，對於被保險人負有損失賠償義務之第三人於其應負責任之損

害發生後（即保險事故），對於原債權人之損失賠償義務，不僅其賠償範圍不

因債權人所訂之保險契約之存在而受影響，其關於債務履行對象之注意義務，

亦不應因保險代位規定之存在而加重 258，換言之，保險代位所產生之法定債

權移轉效力，與意定債權移轉之差別僅在於產生原因之不同，不應因此加重債

務人履行債務之注意義務，故而應有民法第 297 條之適用。實務見解可參最

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280 號判決見解之意旨：「民法為保險法之補充法，

保險法無規定者，自應適用民法有關之規定。故保險人依保險法第 53 條第 1

項之規定行使法定代位權，固應依民法第 297 條第 1 項之規定，於通知第三

人後，始對該第三人發生效力。」 

 否定說 

    此說認為，於保險代位之狀況下，無民法第 297 條適用之餘地，蓋依照民

法第 297 條之規定：「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

務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可知，若法律另有規定者，

即不適用本條之規定，而保險人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係依據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而於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後即法定當

然移轉予保險人，係屬法律另有規定之狀況，依據該條但書之規定，無須再對

該第三人踐行通知義務。參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上字第 1445 號判決之意旨：

「被上訴人稱於理賠後取得代位求償權，已顯示其請求，係基於保險法第五十

三條第一項之規定，不發生應否依民法第二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向上訴人為通

                                                 
258 江朝國，同註 120，頁 480，葉啟洲，同註 20，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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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問題。」 

 小結 

  關於保險人依據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後，應否履行民法第 297 條之債權移轉通知始可對抗第三人，本文

認為可從兩個面向觀察之，首先，就第三人向被保險人給付損害賠償之面向，

若從此觀察，則區分肯否兩說之實益似乎不大，蓋依據民法第 310 條第 2 款

之規定：「向第三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其效力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二、受

領人係債權之準占有人者，以債務人不知其非債權人者為限，有清償之效力。」

若對於通知與否採肯定說，在保險人理賠後，對第三人進行通知前，被保險人

仍為該債權之準占有人，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所為之給付仍生清償之效力；縱使

採取否定說，在第三人知保險人已對被保險人進行理賠之前，被保險人仍然為

該債權之準占有人，第三人對被保險人所為之給付亦生清償之效力。 

  然而，若從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間有免除、拋棄或和解之行為時，即可看出

區別肯否兩說之實益，蓋依據民法第 297 條第 1 項之文義觀之：「債權之讓與，

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債權受讓人對於債務人之通知為對於債務人產生對抗效力之要件，

換言之，債權受讓人僅在對債務人進行通知後，始可以該債權移轉之情事對抗

債務人，故而，債權移轉後，若債權受讓人在通知前，債務人與債權之讓與人

間對於該債權有任何處分之行為者，該受讓人不得對於債務人主張該行為為

無權處分。在保險代位之狀況下，若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理賠後，被保險人仍

與第三人為拋棄、免除或和解等處分權利之行為時，若採取否定說，將造成第

三人不但無從得知保險人理賠之狀況，亦無法確定自身花費心力與被保險人

所達成之任何合意得否對抗保險人，本文認為，不應因保險代位制度之存在，

使第三人增加其注意義務，蓋此非保險代位制度存在之目的，亦無法提升保險

事故發生後，代位程序進行之效率，且保險代位之法定債權移轉效果，其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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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債權移轉唯一的差別僅在於發生原因之不同，此並非加重第三人注意義務

之合理緣由，故本文認為應以肯定說為可採。 

 訂約前後區分說 

  學說上認為，妨礙代位之效力應區分發生時間在保險契約訂約之前後而為不

同之認定，其認為，在保險契約訂立前，被保險人自得任意拋棄其對於第三人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或訂立免責約款免除或減輕第三人之責任，惟此情形下，應屬

於保險契約訂立時應據實說明之事項，要保人若未據實說明者，除不可抗力之情

事外，保險人得解除契約。於保險契約訂立後，被保險人若為前述之行為者，應

對於保險人原可行使之代位權而受減損之部分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但保險人仍應

負擔給付保險金之責。蓋其認為保險契約訂立後，縱使保險人尚未為保險金給付

而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權利，然而被保險人於此時所為之免除或拋棄權利

之行為，係屬於對於保險人期待利益之侵害，應對於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害負擔

損害賠償責任 259。 

 理賠與通知前後區別說 

    本說認為妨礙代位之效果，應區別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前後以及保險人是否

為債權移轉之通知而為不同之認定 260，此說以理賠前後與通知前後做為區別時

點之見解，應係受我國通說實務對於保險代位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影響。 

 理賠前 

    此說認為，在保險人進行保險給付前，在外部關係上，被保險人對於其請

求權仍有處分之權，然而在內部關係上，被保險人對保險人負有協力義務，包

括不得有可能損害保險人利益的處分行為，以及應積極地進行權利的保全行

為。被保險人於保險人理賠前而有妨礙代位之情形者，其性質屬於協力義務之

                                                 
259 林群弼，保險法論，頁 285，2008 年 9 月；梁宇賢，同註 142，頁 191。 
260 葉啟洲，同註 20，頁 254；江朝國，同註 120，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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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若造成保險人全部無從向第三人進行代位請求者，保險人得拒絕給付；

若造成一部無法代位者，則保險人得拒絕一部之給付 261。另有認為，被保險

人於理賠給付前而為妨礙代位者，保險人可向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262。 

 理賠後通知前 

    在保險人進行理賠後，在我國之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下，被保險人對於第

三人之權利及法定當然的移轉予保險人，因此在此階段被保險人對於請求權

所為之處分行為，對於保險人均屬於無權處分效力未定，然而，因對於保險代

位仍有民法第 297 條之適用採取肯定說者，在保險人對第三人進行通知前，

保險人不得以該債權讓與之情事對抗第三人，此時，不論該請求權是否因保險

人給付保險金而移轉於保險人，對於第三人而言仍未生移轉之效力，被保險人

與第三人對於權利所為之處分行為仍為有效，此時，保險人僅得對被保險人主

張損害賠償或是免除給付保險金之責 263。但若在此階段被保險人受第三人之

清償給付者，因第三人未受通知而不知被保險人已受有保險金給付，依據民法

第 310 條第 2 款之規定，被保險人仍為該債權之準占有人，第三人對其所為

之清償仍生清償之效力，此時，因該權利已法定移轉予保險人，故對於保險人

而言，被保險人對於該第三人所為之給付係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使

保險人受有損害，保險人得依據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被保險人請

求返還。 

                                                 
261 葉啟洲，同前註，頁 255。 
262 徐東昇，免責條款對於保險人代位權影響之探討，萬國法律，第 71 期，頁 20，1993 年 10

月。此說主要之論點在於認為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係為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限制而非取得權利

之要件，故而認為保險契約訂立後保險人即取得代位權，此時若被保險人仍有妨礙代位之行為

者，係屬於對於保險人代位權之侵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63 江朝國，同註 120，頁 482；劉宗榮，同註 142，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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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賠後通知後 

    在此階段時，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保險人給付保險

金後，在保險人所給付之範圍內即法定當然的移轉於保險人。而在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進行債權移轉之通知後，若第三人仍與被保險人進行免除、拋棄或和解

等處分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為者，因依據民法第 297 條

第 1 項之規定，保險人得以債權移轉之情事對抗該第三人，故而被保險人與

其所為之任何處分權利之行為，對於保險人而言均屬於無權處分。復若第三人

對被保險人為清償之給付時，因保險人已對第三人進行通知，被保險人此時已

非該債權之準占有人，無民法第 310 條第 2 款之適用，對於該第三人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仍未因清償而消滅，故保險人仍得對該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 

   應特別說明者係，在不足額保險之情形下，由於法定債權移轉理論僅在保

險人所為之保險給付範圍內生債權移轉之效力，故若對於保險人未承保之部

分，被保險人所為之免除、拋棄、和解或受領第三人之損害賠償給付等行為，

對於保險人之代位權均不生影響，該等行為自亦為有效，且不影響保險人依據

保險契約對於承保部分所應為之給付保險金之責。 

 

    綜上所述，我國學說對於妨礙代位效果之判斷，大致上可分為不區分說與區

分說，而區分說又可分為理賠前後、通知前後、訂約前後而有不同之見解，試將

其見解整理如下： 

不區分說 一律免責 

區
分
說 

訂約前後區別說 
前 以據實說明義務法理解決 

後 被保險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通知與理賠前後 理賠前 1.保險人免除保險給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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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說 2.被保險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理賠後

通知前 

1.保險人免除保險給付責任 

2.被保險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理賠後

通知後 
以債權移轉效果解決 

表：妨礙代位效果學說整理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從上表可知，我國學說上對於妨礙代位之效果除既有民法上債權移轉體系

以及保險法上據實說明義務之處理外，另外提出者即為免除保險人之給付義務

或是被保險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其各有說理，本文欲在此分述之： 

 訂約前之妨礙代位與據實告知 

  在保險契約訂定前所為之妨礙代位行為，有認為係屬據實告知之範圍而以保

險法上據實告知之效果處理之者，然而有疑問者係，被保險人與第三人所為之例

如約定免責約款之行為，是否屬於被保險人應據實告知之範圍？按「訂立契約時，

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第一項）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

不為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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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

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第二項）」保險法第 64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訂有明文，

然而，就此告知義務之範圍僅限於學說上所稱之「重要事項」，應僅限於足以變

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若未告知之事項不影響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

計，則對該事項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並不負有告知之義務 264。另外，對於何種事

項將會對保險人之危險估計造成影響，學說有認為應以個別保險人之能力判斷者

                                                 
264 江朝國，同前註，頁 282；葉啟洲，同註 20，頁 140；林群弼，同註 259，頁 214；劉宗

榮，同前註，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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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然而，被保險人與第三人訂定相關免責條款而對保險人將來行使代位造成影

響者，是否即可認為係屬影響保險人危險估計之事項，誠有疑義。蓋海上貨物運

送過程中，保險事故發生與否，多取決於貨物類型、航線、船舶形式、船齡以及

裝載形式等等，此等事項之隱瞞可認為對於保險人危險估計造成影響無疑，然而

在被保險人完整告知前述內容後，免責條款之存在究否會影響保險人對於該等貨

物危險之估計，本文認為二者間並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或許可認為此等條款之

存在對於保險人保費之估計仍有重要影響，然而實際上，保險人於計算保險費率

時，多以實際發生之損失為依據，並未以過去代位求償所得金額之資料反映於保

險費率上 266，故而，以據實告知之規定似無法解決保險契約訂定前所發生之妨

礙代位情事。且我國對於據實告知義務之履行係採取「書面詢問主義」，亦即要

保人與被保險人僅須對於保險人書面詢問之事項為據實說明即可，而目前我國海

上貨物保險實務運作中，保險人提供予要保人、被保險人所填寫之要保書，其上

並未對於妨礙代位之有關事項有所詢問 267，因此，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對此亦無

告知義務。 

    於契約訂定前所發生之妨礙代位情事，無法以現行之法制解決已如上述，對

此種情況，有學者認為，目前僅得以訂定保險契約時，保險人預先於其保險契約

中約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將此等事實告知保險人，否則屬於違反據實告知義務，

以據實告知義務之法理解決之 268，姑且不論此種方式是否不當加重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依據保險法所應盡之義務，若保險人利用此種條款而為不當之拒賠者，將

對被保險人產生重大不利，因此本文認為，仍應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訂約前

所發生之妨礙代位情事，以立法明文規定之方式，確定其應告知的合理範圍以及

                                                 
265 葉啟洲，同註 20，頁 140。 
266 陳俊元，同註 237，頁 84。 
267 參附件三。 
268 江朝國，同註 120，頁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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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之效果，始為妥當。 

 理賠與通知前後區別說較符合我國法體系 

    按我國法制中，通說實務對於保險法第 53 條所訂之保險代位採取法定移轉

理論之狀況下，採取理賠與通知前後區別為區分妨礙代位效力之時點與標準似較

為符合我國現行之保險代位體系，蓋以理賠前後之區別標準得以區別保險人是否

取得被保險人之權利而對於妨礙代位之效果有不同之認定，而以通知前後區別，

在對於保險代位是否需採取民法第 297 條通知債務人採取肯定說之狀況下，則得

以區分保險人得否以其與被保險人間之權利移轉狀態對抗債務人，而得以分別認

定被保險人與債務人間所為之妨礙代位行為之效力，以及是否有必要基於保護保

險人得以順利行使代位程序而為相對應之規定，因此，目前在我國法制體系下，

本文認為應採取理賠與通知前後區別妨礙代位效力之見解較為理想。 

第二款 妨礙代位之法律效果應採「減免理賠責任說」 

    綜前所整理，關於被保險人妨礙代位之效果，學說上有三種見解，完全免除

理賠責任說、減免理賠責任說以及損害賠償說，下分就數點論述之： 

 

  先就完全免除給付保險金責任說論之，此說並未區分保險人理賠前後或是通

知前後而一律為無效之見解，有可能過度保護保險人，使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產

生失衡，蓋在妨礙代位之情形下，僅有極少數情況會造成保險人完全無法行使對

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無法進行代位程序，若一律認為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

有妨礙代位之情事，保險人即可免除保險金之給付責任者，似對於保險人過度保

護，退步言之，縱使在該等情形下，仍有其他法律效果可以維持保險代位制度之

健全，無須直接使保險人免除保險金給付之責，另外，此說並未區分理賠前後或

通知前後而為不同之認定，關於何以權利移轉前與移轉後之法律效果皆為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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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說並未有具體之說理，因此本文認為，完全免除給付保險金責任說實值商榷。 

 

    就損害賠償說以及減免理賠責任說而言，前者之見解，認為在妨礙代位之情

形下，仍應維持保險人之保險理賠義務，保險人未給付保險金者，仍應為給付，

而已給付者，亦不得請求返還，僅在保險人喪失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之範圍內，

得向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學者有認為，此說之主要說理在於，保險代位權為

具有價值之權利，得為侵權行為之對象，得回歸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使保險人

得對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269。採取減免理賠責任說者認為，保險人在因被保

險人妨礙代位之情事存在而一部或全部無法向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者，在其被妨

礙之範圍內，得減免對於被保險人之理賠責任；若已給付者，則得依不當得利之

規定請求返還，然而說理有所區別，有學者認為保險人之所以得減免保險金給付

責任者，係因被保險人之行為違反保險法上保險人代位權之立法意旨，而課以保

險法上特有之「保險人因此不負保險賠償責任」之懲罰 270；另有學者認為，此係

因妨礙代位之行為係屬於被保險人協力義務之違反，若因此致使保險人無法對於

第三人進行代位程序者，得類推適用民法 217 條之規定，在被保險人妨礙之範圍

內減免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271。 

 

    在我國現行通說實務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下，各方慣稱之保險人「代位

權」究否為一權利，似有可探討之餘地，本文認為，依據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見

解，保險人在保險金給付之後，法定當然的繼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在此種見解之下，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僅為發生法定債權移轉之效果，

                                                 
269 陳俊元，同註 237，頁 90。 
270 江朝國，同註 120，頁 482。 
271 葉啟洲，同註 20，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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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保險人成為該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權利人，而得以自己之名義向第三人為請求，

保險人並不需依據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請求始可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權

利，因此，與其稱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為保險人「代位權」之依據，在現

行理論之下應認為該條係發生法定債權移轉效果之依據，並不具權利之特性，毋

寧是採取程序代位理論之英美法制，在保險人理賠之後，始可取得「代位」被保

險人之權利或請求被保險人提供其名義，而以被保險人之名義進行訴訟程序者，

較具有權利之特徵，學說上亦有強調在我國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下，保險法上代

位之本意僅為權利之法定移轉，不應稱之為代位權之見解者 272。因此，損害賠

償說認為妨礙代位行為侵害保險人之權利仍屬有疑，另外，妨礙代位之行為是否

屬於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保險人而得依據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

後段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不可一概而論，然而在個案認定上，如被保險人與

第三人進行和解之行為，或僅消極的未配合保險人代位求償程序之進行者，得否

認為屬於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誠屬有疑。 

  退步言之，得否認為妨礙代位之行為係屬對保險人期待權之侵害而得依民法

第 100 條 273或是第 184 條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關於民法第 100 條之適用，可

參最高法院 69 年台上字第 3986 號判例之意旨：「附條件之法律行為當事人於條

件成否未定前，若有損害相對人因條件成就所應得利益之行為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一百條固定有明文。然此種期待權之侵害，其賠償責任亦須俟條件成

就時，方始發生。蓋附條件之法律行為，原須俟條件成就時始得主張其法律上之

效果，在條件成否未定之前，無從預為確定以後因條件成就時之利益，如其條件

以後確定不成就，即根本無所謂因條件成就之利益。」換言之，本條規定的適用，

是以當事人損害相對人利益或期待權之行為，係在條件成否未定前所為者為限，

                                                 
272 葉啟洲，同前註，頁 236。 
273 民法第 100 條：「附條件之法律行為當事人，於條件成否未定前，若有損害相對人因條件成

就所應得利益之行為者，負賠償損害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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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於條件成就後或於確定不成就後，再為損害其他利益之不法行為，應依保護一

般權利之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處理 274，然而，此種方式對於保險契約

訂定前所存在之妨礙代位行為則無法進行規範；另外，鑒於近期有學說對於我國

民法侵權行為中以權利與利益區別保護理論提出質疑者 275，有論者認為若期待

利益具有穩固性及確定性者，例如僅待確定事實之發生即可產生權利，且行為人

可預見該期待利益存在時，此時應可認該期待利益係屬一種「期待權利」，而得

與權利受到同等之保障 276，若故意過失侵害期待權者，得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

求損害賠償，然此有疑問者係，在法律效果上，若被保險人過失的妨礙代位行為

即屬於對保險人代位期待權的侵害，則對於非保險契約當事人之被保險人，是否

將對其負擔過重的協力義務，且保險事故發生前，保險事故是否發生以及保險事

故之發生是否一定會存在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等問題，均處於

未知的狀態，無從認定其具有穩固性及確定性而可認為屬於期待權利，且將其認

為係期待權，在法制體系下與我國通說實務對於保險代位採取法定債權移轉之見

解似有衝突；縱使認為可限縮於被保險人故意行為始認為對於保險人代位之期待

權的侵害，或認為妨礙代位係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保險人者，

以此損害賠償請求權行使的方式而言，保險人仍須履行原定之給付，並須另訴對

被保險人主張，對於保險契約關係人而言，將造成不必要的訴訟費用支出，並不

若下所述的減免理賠責任說而言來的經濟。 

 

    對於妨礙代位之效果採取減免理賠責任說者，有兩種不同之立論基礎，首先，

有認為保險人之所以得減免保險金給付責任者，係因被保險人之行為違反保險法

                                                 
274 陳榮傳，條件成否未定前的期待權，月旦法學教室，第 67 期，頁 11，2008 年 5 月。 
275 陳忠五，論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之保護客體：「權利」與「利益」區別正當性的再反省，台

大法學論叢，第 36 卷第 3 期，頁 51，2007 年 11 月。 
276 林誠二，期待利益之保護，月旦法學教室，第 77 期，頁 15，20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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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險人代位權之立法意旨，而課以保險法上特有之「保險人因此不負保險賠償

責任」之懲罰，然而在此種嚴格的法律效果之下，應以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對

此，我國保險法對於妨礙代位行為之效果至今並無任何明文規定之法律效果，因

而在我國目前之法制體系下，以此作為減免理賠責任說之立論基礎似有不妥。另

有學者認為，保險人之所以得減免保險金給付之責者，係因妨礙代位之行為係屬

於被保險人協力義務之違反，若因此致使保險人無法對於第三人進行代位程序者，

得類推適用民法 217 條之規定，在被保險人妨礙之範圍內減免保險人給付保險金

之責任。在法制體系下而言，以此說作為保險人減免理賠責任之基礎較能符合我

國現行法制的運作，且被保險人之協力義務在保險契約關係下，應認為係屬「不

真正義務」較為妥適 277；另外，就保險人行使之方式而言，若採取損害賠償責任

說者，保險人仍須給付全額保險金，並須另行對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除程序

上較為繁雜致使當事人產生多餘之訴訟外，保險人亦將面臨舉證責任上之阻礙，

蓋在諸多種妨礙代位行為之態樣下，如何證明被保險人主觀上係出於故意而加損

害於保險人，係屬一大阻礙。 

  進一步言之，或有認為若採取減免理賠責任說將造成保險人得逕行減免理賠

責任，有可能造成保險人任意認定數額而減免之情形，對於被保險人有所不利，

然而本文認為，應從海上貨物保險為一商人保險之角度出發，在海上貨物保險中，

保險契約之關係人多係國際貿易經驗豐富之企業、法人，此些關係人之社會地位

與經濟實力有時甚至超過保險人，是否有特別加以保護之必要誠有疑問；且保險

代位制度所具有之一大功能為減少保險人承保特定風險之賠款率，在海上貨物保

險之範疇下，因對於保險事故之發生負有責任之人往往為跨國籍之運送人已如前

述，且保險人在進行代位程序之過程中亦因跨國的因素而需花費過多的訴訟成本，

若使保險人仍須對於妨礙代位之被保險人另行起訴者，無疑係雪上加霜，若因此

造成保險人時常因成本之考量而放棄跨國追訴者，不單對於保險公司之財務有所

                                                 
277 可參第五章第三節下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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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對於其他承保同一風險之被保險人亦有相當影響，蓋若保險人無法有效降

低賠率者，則其往後承保同一風險之費率即無法降低，對於海上貨物保險並非一

健全之方式。 

  再者，若採取減免理賠責任說，相較於損害賠償責任說者，將更有助於發揮

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效力，因被保險人若不提供完整文件或是協助保險

人進行代位者，可能使其無法獲得全部的填補，在此之考量下，將會更積極的履

行其應負擔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且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要求亦僅在於其能力所

及之範圍內，對於其身分無法達成之事項並不會給予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過度負

擔，另外，被保險人亦不會因此存有僥倖心態，認為因保險人後續對其所進行之

損害賠償訴訟上舉證之困難，而無需履行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復若採取損害賠

償責任說者，將造成保險人須承擔被保險人領取保險金給付之後破產之風險，且

保險人無法行使代位權所受之損害，使保險費率無法有效降低，造成此風險變相

由承保同一風險之其他被保險人承擔，此種情況對於他被保險人而言有失公允，

因此，本文認為，在平衡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之權利，以及基於健全保險代位制

度之考量下，妨礙代位之效果應採取「減免理賠責任說」較為妥適。 

第二項 英美法 

    在英美法上，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原則上係以被保險人之名義為之，故英美

法上對保險人行使代位權常使用「standing in assured’s shoes」稱之；以代位程序

的主導權而言，一般均認為若保險人未對被保險人所受之損害為全額理賠者，被

保險人對於因保險人行使代位權而以其名義提起之訴訟程序中，仍具有全部求償

之主導權利，在此種代位程序體系下，保險人並無法如我國法般取得被保險人之

權利，被保險人之權利仍為其所有，因此，被保險人若與第三人有任何免責條款

之約定，或於損失發生後為免除、拋棄權利或和解者，將對於保險人行使代位權

時產生極大的阻礙，相對於採取法定移轉理論者，英美法之程序代位制度或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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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面向觀察之下對於保險人較為不利，然而，英美法對此即有提出完整的理論以

解決權利無移轉之狀況下，被保險人所造成之妨礙代位的狀況。 

    為維護保險人之代位權，維持保險代位制度之正常運作以及達到保險代位制

度之目的，世界各國均肯認被保險人有合作協助之義務，不得侵害保險人進行代

位之權利，若違反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則可認為係屬於妨礙代位行為，被保險人

將因此而受有不利益之法律效果。在英美法之下，保險人代位權之來源近期多認

為係源自於衡平法 278，因此在妨礙代位之效果下，亦多以衡平法之機制發展其

法律效果，主要可從兩個面向進行觀察，一是第三人之角度，另外則係從被保險

人之角度視之，而有不同之法律效果，分述如下： 

 

  此原則主要係以第三人之角度論述被保險人為妨礙代位行為之效力，此原則

之主要內涵為，若被保險人與對於保險事故發生應負責任之第三人為任何妨礙保

險人代位權之行為時，如被保險人免除或拋棄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

低於損害賠償金額甚多之價額與第三人和解而造成對保險人代位權之侵害者，若

第三人或第三人之責任保險人，在被保險人對其為給付或免除其責任時，已知悉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有代位權者，則第三人仍必須對保險人負責，該妨礙代位之行

為對於保險人而言並無拘束力，此可參 Health Plus of New Mexico, Inc. v. Harrell

一案中 279，法院之見解 280。另可參照 Gibbs v. Hawaiian Eugenia Corp.一案中 281，

法院亦認為，若該第三人已知保險人已對被保險人進行理賠，或有任何其他資訊

                                                 
278 Lord Napier and Ettrick v RF Kershaw Ltd (No.1), [1993] A.C. 713 
279 125 N.M. 189, 958 P.2d 1239, 1998 -NMCA- 064 
280 “…Settlement between insured and tort-feasor does not destroy insurer's right of subrogation if tort-

feasor knows of insurer's right of subrogation and insurer does not consent to settlement…”。另外相

同見解，可參 Design Professionals Ins. Companies, Inc. v. St. Paul Fire and Marine Ins. Co., 123 

N.M. 398；Farmers Ins. Group of Companies v. Martinez, 107 N.M. 82。 
281 966 F.2d 101, 1993 A.M.C.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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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得知保險人代位權之存在者，被保險人對該應負責任之第三人所為之權利放

棄行為，並不阻礙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 282。 

另外，若欲適用本原則，一般須滿足兩個要件：首先，保險人能證明他人明

知或可得而知保險代位權之存在，或第三人與被保險人共謀損害代位權；第二，

保險人能證明其代位權將因妨礙代位之行為受有損害 283。然而，何謂知悉代位

權之存在？按英美法上保險人須於對被保險人進行理賠後，保險人始取得代位權

而得以被保險人之名義進行代位程序而應負責任之第三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因

此，若被保險人與應負責任之第三人進行例如和解等之妨礙代位行為係發生於保

險人給付保險金之前者，因保險人之代位權尚未存在，第三人即無所謂知悉與否

之問題，保險人之代位權將受到阻礙 284。 

    綜上所述，若保險人之代位權已存在，而第三人已經知悉該代位權之存在，

則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任何妨礙代位之行為對於保險人而言並不會有任何拘束

力，保險人仍得以被保險人之名義行使代位權對第三人進行求償 285；換言之，

若第三人對於保險人代位權之存在為善意不知悉者，則其與被保險人所為之妨礙

代位行為對於保險人而言將有效阻止其行使代位權，因此，在保險運作的實務上，

保險人常會對於第三人或其責任保險人進行通知，使其知悉保險代位權之存在

                                                 
282 “…Where third party obtains release from insured with knowledge that the insured has already 

received payment from the insurer or with information that should give him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insurer's subrogation rights, the release does not bar the right of subrogation of the insurer.” 
283 陳俊元，同註 237，頁 94。 
284 Hartford Fire Ins. Co. v. Davey, 1 Neb.C.A. 1871, 1992 WL 295545 
285 因此在此原則之下，保險人在其理賠額之範圍內，除可透過保險契約向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

償，也可向第三人行使被保險人對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此可參 Health Plus of New Mexico, Inc. 

v. Harrell, 125 N.M. 189, 958 P.2d 1239, 1998 -NMCA- 064 一案中，法院之見解：” Health insurer 

could recover its payment for insured's medical bills either contractually from insured under terms of 

insurance contract or from tort-feasor under subrogation claim but could not recover from both insured 

and tort-feasor as same would result in double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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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然而應注意者係，不同於我國民法第 297 條為保險人取得被保險人之權利對

於第三人生效之要件，此原則下所稱之通知，依據英美法院判決之意旨，僅為輔

助判斷第三人是否知悉之標準之一，並非要件，法院判斷之重點仍在於第三人是

否已知悉或可得而知保險人代位權之存在，此二者通知並非相同之意義。 

    在本原則之運用用上，不論是第三人對於保險人代位權的實際知悉（actual 

knowledge）或是擬制認知（constructive knowledge），均可認為其已知悉保險代

位權之存在而有此原則之適用。另外，對於此原則之適用範圍，並不限於被保險

人與第三人所為之和解或協議等行為，舉凡所有的約定、與損失有關的行為，都

會成為法院認定之基礎 287。應注意者係，保險人若欲主張此原則之適用，則其

對於第三人為實際知悉或擬制知悉負有舉證責任，因此應負責任之第三人對於保

險人代位權之存否並不具有查詢義務，只要其善意非明知或可得而知保險人代位

權之存在者，即無本原則之適用，其與被保險人間之約定仍得以拘束保險人。 

 

在英美法制下，若保險人之代位權因被保險人妨礙代位之行為而造成其行使

上受有阻礙，一部或全部無法行使，而造成保險代位制度之目的無法達成者，英

美法對此種狀況下，依其行為類型之不同，所賦予之法律效果亦有許多種類，謹

將其分述如下 288： 

 違約（breach of contract） 

此論認為，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參與，而與應負責任之第三人進行和解，或

為免除或拋棄對於第三人之權利者，構成保險契約條款之違反，保險人可因被保

                                                 
286 在 Farm Bureau Mut. Ins. Co. v. Orr, 379 N.W.2d 596 一案中，法院即指出：” A release obtained 

by a tortfeasor will not defeat an insurer's subrogation right if the insurer gives the tortfeasor notice 

prior to the release.” 
287 陳俊元，同註 237，頁 96。 
288 同時參照陳俊元，同註 237，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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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之違反契約條款之約定而主張減免理賠責任。此可參 Farmers Ins. Group of 

Companies v. Martinez 一案中 289，法院認為若被保險人收受保險給付前與應負責

任之第三人進行和解，或是被保險人於收受保險給付後，而與不知情之應負責任

之第三人進行和解，由於此時該和解之效力仍拘束保險人，無已知保險除外原則

之適用，因此，保險人之代位權將無法行使，造成代位權侵害之結果，故保險人

得在此範圍內免除其保險給付之責任，或是對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290。 

 準契約（Quasi-contract） 

    認為被保險人於受領保險給付之後，復與加害第三人達成和解受領賠償給付

者，基於衡平（equity）及善意（good conscience），有義務將其受領之賠償金額

轉交予保險人。 

 擬制信託（constructive trust） 

    認為被保險人於受領保險給付之後，其與應負責任之第三人達成和解，並自

該第三人處受領給付時，若保險人已為保險理賠者，被保險人在保險人理賠額之

範圍內，將被視為保險人之擬制受託人（constructive trustee），被保險人須將該部

分移轉予保險人；換言之，若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結果，使其獲有超過其理賠額

度之利益者，對於該部分而言將為被保險人之利益成立擬制信託，保險人為被保

險人之擬制受託人，保險人有義務將該部分之利益移轉予被保險人。 

 衡平優先權或衡平擔保權（equitable lien） 

    此論理基礎與前述之擬制信託類似，當被保險人先向第三人取得賠償，而後

保險人進行理賠後，對於應歸於保險人之部分，衡平法會認定此時成立為保險人

                                                 
289 107 N.M. 82, 752 P.2d 797, 1988 -NMCA- 018 
290 “…If insurer's subrogation suit against tort-feasor is barred because insured settled with tort-feasor 

before insurer paid damages to insured or insured settled with tort-feasor after receiving payment from 

insured and tort-feasor had no notice or knowledge of payment or of insurer's subrogation claim, 

insurer is relieved of responsibility to pay damages to insured or can file action against insured for 

destruction of subrogatio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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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之優先權，保險人可向被保險人請求該利益之移轉。 

 禁止命令（injunction） 

    此種法律效果係於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前所發生，當保險人得以進行代位程

序之客觀情狀明顯化後，保險人得請求法院以禁止命令禁止被保險人受領加害第

三人因和解所為之給付等行為。 

 

    在英美法的代位體系下，妨礙代位之效果大致上可從兩方面進行觀察，一為

從第三人是否知悉保險人代位權之已知保險除外原則，若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

保險人代位權之存在而仍與被保險人為妨礙代位之行為者，保險人不受該行為效

力之拘束，仍可以對應負責任之第三人進行代位求償之權利，同時也可基於保險

契約關係向被保險人主張因代位權受侵害之損害賠償，但以其所得行使代位權之

範圍為限；另外則係從被保險人所為之行為，以其行為類型與階段之不同賦予不

同之法律效果，使保險人分別得主張減免理賠責任、請求損害賠償、成立擬制信

託或優先權，在保險人代位權明顯將存在後，也可以對被保險人發禁止命令以預

防妨礙代位情事之發生。 

第三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 

第一款 實定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係於 1995 年 6 月 30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現行法為根據 2015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等五部

法律的決定》第三次修正後之版本。關於保險之代位制度中，被保險人妨礙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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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與效果分別規定於第 60 條、第 61 條以及第 63 條，首先，依據第 60 條之

規定：「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人自向被保險人賠

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

（第 1 款）前款規定的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已經從第三者取得損害賠償

的，保險人賠償保險金時，可以相應扣減被保險人從第三者已取得的賠償金額。

（第 2 款）保險人依照本條第一款規定行使代位請求賠償的權利，不影響被保險

人就未取得賠償的部分向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第 3 款）」本條第 1 款為中國

大陸法制上保險人代位權性質與行使之依據前已論及，而關於妨礙代位之部分為

本條之第 2 款，使被保險人不得於保險人理賠後復受領應負責任之人的賠償；次

按第 61 條之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未賠償保險金之前，被保險人放棄

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的，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第 1 款）保險

人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後，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意放棄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

權利的，該行為無效。（第 2 款）被保險人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致使保險人不能

行使代位請求賠償的權利的，保險人可以扣減或者要求返還相應的保險金。（第

3 款）」使被保險人若未經保險人同意而放棄對應負責任之人的權利，或者是因

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造成妨礙代位之結果時，保險人則可分別主張該放棄權利之行

為為無效，或免除及扣減其保險金給付之責；最後，依據第 63 條之規定：「保險

人向第三者行使代位請求賠償的權利時，被保險人應當向保險人提供必要的文件

和所知道的有關情況。」因此，若被保險人並未向保險人提供其進行代位程序所

必要之文件與有關之情況時，則會發生妨礙代位之效果。 

 

    現行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為 1992 年 11 月 7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1992 年 11 月 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

六十四號公布，自 199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關於海上保險之代位制度中，被保

險人妨礙代位之情況與效果規定於第 252 條至第 254 條，首先依據第 252 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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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規定：「被保險人應當向保險人提供必要的檔和其所需要知道的情況，並盡

力協助保險人向第三人追償。（第 2 款）」若被保險人未提供必要文件以及使保險

人知悉行使代位程序時所應知之情況時，將發生妨礙代位之情事，並以妨礙代位

之效果處理之；復按第 253 條之規定：「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

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由于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的，保险人可以相

应扣减保险赔偿。」此規定與該國保險法第 61 條之規定實質內涵相當，均在規

範若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意而任意放棄權利或者故意或過失致使保險人無法

進行代位程序時，即為妨礙代位，而保險人得在受妨礙之範圍內相應扣減保險金

給付之數額；最後，依據第 254 條之規定：「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时，可以从应

支付的赔偿额中相应扣减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人取得的赔偿。（第 1 款）保险人

从第三人取得的赔偿，超过其支付的保险赔偿的，超过部分应当退还给被保险人。

（第 2 款）」 

 

  關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法制下，海上貨物保險中妨礙代位效力之規定整理

如下表： 

 海商法 保險法 

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

意放棄對第三人之權利 

保險人可相應扣減賠償

（第 253 條） 
X 

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

理賠前，被保險人放棄對

第三人之權利 

保險人可相應扣減賠償

（第 253 條） 

保險人不負擔理賠責任

（第 61 條第 1 款） 

保險人理賠後，被保險人

放棄對第三人之權利 

保險人可相應扣減賠償

（第 253 條） 

該放棄行為無效 

（第 61 條第 2 款） 

被保險人於保險人理賠 保險人可相應扣減賠償 保險人可相應扣減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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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由第三人處受領賠

償金 

（第 254 條第 1 款） （第 60 條第 2 款） 

被保險人故意過失致使

保險人無法行使代位權 

保險人可相應扣減賠償

（第 253 條） 

保險人可相應扣減賠償

或要求返還保險金 

（第 61 條第 3 款） 

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妨礙代位效力規定整理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第二款 法制內涵 

  相較於我國保險法而言，中國大陸之保險法與海商法對於妨礙代位之效力似

有較為詳盡之規定，本文將其規定內涵分數點說明如下： 

 

    依前所述，關於妨礙代位效力之認定，因妨礙代位行為發生之階段不同，世

界各國對於此不同階段之妨礙代位行為究否應給予相同之法律效果亦或是區別

階段之不同而分別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可分為不區分說以及區分說，依據前者

之見解，其認為基於保障保險人順利行使代位權並使代位制度發生應有效果之立

法目的，原則上無論妨礙代位之行為發生於何時，只要被保險人之行為對於保險

人行使代位權時遭受阻礙者，保險人即應免除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採此立法例者

有德國、法國、瑞士 291；而後者認為應區分不同階段下，被保險人所為之妨礙代

位行為類型之不同而賦予不同之法律效果，若一律使保險人得以免除理賠責任，

將有過度保護保險人之疑慮。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 61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其區分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理賠前與理賠後所發生之妨礙代位行

                                                 
291 樊啟榮、康雷閃，我國《保險法》妨礙代位規範之完善，法學評論，第 4 期，頁 39，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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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為不同之法律效果，可知其係採取區分說為主要之立法模式。然而依據同條

第 3 款之規定，被保險人故意或重大過失至使保險人不能行使代位請求賠償權利

者，保險人可以扣減或要求返還相應的保險金，此一規定似採取不區分說之立法

模式，在體系上與前兩款之規定有扞格之處，在規範文義上，前兩款規定被保險

人放棄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效果，此主觀要件應為故意為之，然而第三

款之規定卻僅需被保險人重大過失造成保險人代位權行使之阻礙者，保險人毋庸

另行起訴請求損害賠償，而得逕行扣減保險金給付之數額，此將造成前兩款規定

遭到架空，有論者指出，此種立法方式邏輯混亂，同一條文內訂有完全不同之認

定模式，徒增解釋與適用上的分歧，並且其認為，不區分說對於不同性質的行為

給予相同之法律效果，雖然簡潔明瞭，然而其理論依據並不充分，如權利移轉前

之免除、放棄或和解等行為，其法律性質上究屬於有權處分或是無權處分，對於

此等不同性質的法律行為為相同的法律規範，其立論並不充分，應”堅守”區分說

之立法模式 292。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253 條之規定，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意放棄

向第三人要求賠償的權利，或者由於過失致使保險人不能行使追償權利的，保險

人可以相應扣減保險賠償。若從條文之文義視之，此規定可適用於發生在任何階

段之妨礙代位行為，係採取不區分說之立法模式，一律給予相同之法律效果，即

為扣減保險賠償之效力，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 61 條有不同之規定，但

對於海上貨物保險而言，基於特別法優先適用之原則，仍應以本條之規定作為決

定妨礙代位行為效力之依據，因此原則上，海上貨物保險妨礙代位之效力，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之法制體系下，係採取不區分說之立法方式。 

                                                 
292 同前註，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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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未在時效內對於應負責任之第三人及時起訴

者，以海上貨物損害而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257 條之規定 293，自

運送人交付或者應為交付之日起算，若海上貨物保險之被保險人未於一年內起訴

者，則無法對運送人基於貨物損害而有所請求，而在採取法定移轉理論之架構下，

保險人所取得之權利為繼受自被保險人處，故而，第三人所得對於被保險人之抗

辯自得以對抗保險人 294，雖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

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第 19 条第一款规定：「債權轉讓的，應當認定訴訟時效

從債權轉讓通知到達債務人之日起中斷」，可使保險人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

之請求權時得以對於第三人之通知中斷時效，然而若被保險人之請求權早已因時

效經過而中斷者，此將造成保險人行使代位程序上之障礙，然而，此可否即認定

為被保險人妨礙代位，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253 條之規定減免保險人

保險理賠之責任？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九條

之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起訴保險人，保險人以被保險

                                                 
293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257 條：「就海上貨物運輸向承運人要求賠償的請求權，時效期間

為一年，自承運人交付或者應當交付貨物之日起計算；在時效期間內或者時效期間屆滿後，被

認定為負有責任的人向第三人提起追償請求的，時效期間為九十日，自追償請求人解決原賠償

請求之日起或者收到受理對其本人提起訴訟的法院的起訴狀副本之日起計算。（第一款） 

有關航次租船合同的請求權，時效期間為二年，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

（第二款）」 
294 《最高人民法院中國上海抽紗進出口公司與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海上貨物運輸保

險合同糾紛請示的復函》：「關於在承運人和保險人均有賠償責任的情況下，保險人取得代位求

償權後，向承運人代位求償的訴訟時效如何計算的問題。我們認為，保險人取得的代位求償權

是被保險人轉移的債權，保險人取代被保險人的法律地位後，對承運人享有的權利範圍不得超

過被保險人；凡承運人得以對抗被保險人而享有的抗辯權同樣可以對抗保險人，該抗辯權包括

因訴訟時效超過而拒絕賠付的抗辯權。保險人只能在被保險人有權享有的時效期間內提起訴

訟，即保險人取代被保險人向承運人代位求償的訴訟時效為 1 年，應自承運人交付或應當交付

貨物之日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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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者受益人未要求第三者承擔責任為由抗辯不承擔保險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因此，不可認為被保險人未及時在時效內對於第三人為起訴，即認定被

保險人之行為構成妨礙代位而有海商法第 253 條之適用，應綜合判斷事故發生

後，被保險所為之行為是否可認定為妨礙代位，如是否對保險人為事故發生之通

知、是否通知保險人進行共同公證、保險人之行為是否為造成代位障礙之主因等

295。 

  另可參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滬高民四（海）終字第 186 號判決所

表示之見解：「關於明楨公司是否有違法保險合同約定義務和法定義務的行為，

即太保上海分公司作為保險公司是否可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二百

五十三條的規定相應扣減保險賠償。現有證據表明明楨公司在接到承運人事故通

知後，及時向太保上海分公司進行了報案，保險公司委託了悅之公估公司對貨損

進行檢驗，並派員與明楨公司一同到太平船務上海分公司會談賠償事宜。在本案

保險合同成立及貨損事故系發生在保險責任期間的情況下，太保上海分公司理應

依據保險合同先行向明楨公司理賠，再行使代位求償權向承運人追索。但太保上

海分公司作為專業的保險機構，對於明楨公司的賠償既未及時核定或通知是否賠

付，也未出具書面拒賠通知，更未提醒明楨公司用訴訟的方式為太保上海分公司

                                                 
295 例如在中國水產舟山海洋漁業有限公司與永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分公司、永安財產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中（（2016）浙民終 328 號），浙江省高級

人民法院對於應否適用海商法第 253 條之規定，考量之內容如下：「本案中，涉案事故發生於

2012 年 10 月 20 日，永安保險寧波公司委派的公估人 PCL 公司於同年 10 月 25 日上船查勘出

險情況，並在其後出具的初步報告中，對於貨損情況及金額作出了初步認定，但永安保險寧波

公司直到 2014 年 7 月 22 日才發出“拒賠案件通知書＂。根據我國《保險法》第二十三條、第

二十四條規定，“保險人收到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請求後，應當及時

作出核定；情形複雜的，應當在三十日內作出核定＂，“對不屬於保險責任的，應當自作出核

定之日起三日內向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發出拒絕賠償或者拒絕給付保險金通知書，並說明理

由＂。永安保險寧波公司從接到出險通知派公估公司現場查勘到出具拒賠案件通知書，期間相

隔 21 個月，遠遠超出了前述法律規定的期限，故永安保險寧波公司認為系由於被保險人的過錯

致使保險人不能行使追償權利的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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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追償時效。反之，明楨公司在事故發生後，除了向保險公司書面報案和申請

理賠外，與此同時多次與承運人協商賠償事宜，從未放棄對承運人的索賠。故太

保上海分公司關於其喪失了對承運人追償時效的過錯在明楨公司的主張，與事實

有悖，其要求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的規定扣減保險賠

償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採納。」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253 條之規定，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意放棄

向第三人要求賠償的權利，或者由於過失致使保險人不能行使追償權利者，保險

人可以相應扣減保險賠償，依其文義上來看，前段所規定之放棄行為係屬於積極

方式之妨礙代位行為固無疑問，然而後段所謂之“過失致使＂似可包含積極與消

極方式之妨礙代位，蓋若被保險人因過失而未將保險人進行代為所必須之資料或

文件給予保險人者，致使保險人無法進行代位追償權利者，即屬於消極行為之妨

礙代位，雖因保險人均會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要求被保險人提供完整文件，因過失

而發生此情事之機率極低，然而縱非不可能，此時是否有該條之適用，換言之，

因過失而發生之消極妨礙代位，是否仍有本條之適用？法院實務上多採取否定說，

此可參壽光市東宇鴻翔木業有限公司與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連雲港

市分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保險合同糾紛 296一案中，法院之見解：「本院認為，根

據我國《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意放棄向第三人

要求賠償的權利，或者由於過失致使保險人不能行使追償權利的，保險人可以相

應扣減保險賠償。該規定“同意放棄＂和“過失致使＂情形的文意解釋應理解為

被保險人的故意或過失的積極“作為＂導致保險人喪失保險代位求償權。但由於

原告的未向責任方索賠的消極行為屬於法律上的“不作為＂，並不適用該法條。」

                                                 
296 （2014）滬海法商初字第 62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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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第四項 各國法制之比較 

關於各國法制下，對於妨礙代位之效果，本文整理如下表： 

 
實定法 學說/實務 

我國法制 無 

1.完全免除理賠責任說 

2.減免理賠責任說 

3.損害賠償責任說 

英美法制 無 

1.違約 

（breach of contract） 

2.準契約 

（quasi-contract） 

3.擬制信託 

（constructive trust） 

4.衡平優先權 

（equitable lien） 

5.禁止命令 

（injuction）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 

1.完全免除理賠責任 

（保險法第 61條第1款） 

2.減免理賠責任 

（海商法第 253 條、254

1.減免理賠責任說 298 

                                                 
297 另相同見解可參考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粵高法民四終字第 176 号判決。 
298 樊啟榮、康雷閃，同註 291，頁 37，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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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款；保險法第 60

條第 2 款、61 條第 3 款） 

3.放棄權利之行為無效 

（保險法第 61條第2款） 

表：各國法制下妨礙代位效果之比較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第五項 契約條款 

  在我國保險法未對於妨礙代位之行為與效果有明確的規定之前，實務上常僅

得透過契約之條款來規範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以及違反該義務所造成

妨礙代位之效果，以下將分就三個我國海上保險實務中最常見之條款類型，就其

中有關於妨礙代位效力之條款進行分析，分述如下： 

第一款 協會貨物條款（Institute Cargo Clause, ICC） 

  英國協會貨物條款為國際貿易中，海上貨物保險所最常使用之條款 299，許

多國家之海上保險法或是保險人所使用之條款，多有以此為範本而擬訂者，甚或

是直接以此條款之內容作為保險契約條款之情況亦在所多有，以我國而言，許多

海上貨物保險之保險人均以協會貨物條款直接作為保險契約之條款者，如富邦產

物、明台產物、兆豐產物等保險人所出單之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即係以協會貨物

條款作為其保險契約條款之內容 300，故若欲對於海上貨物保險妨礙代位效力進

行深入探討，對於協會貨物條款中，有關妨礙代位效力之條款進行研析實有其必

                                                 
299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Legal and documentary aspects of the 

marine insurance contract, TD/B/C.4/ISL/27/Rev.1, 11（1982） 
300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保險商品資料庫資訊，網址：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resultQueryAll.asp?page=1&fQueryAll=%B3f%AA%AB&

CompanyID=000&categoryId=1，最後瀏覽日：2018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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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下分就最常使用之 1982 年版本協會貨物條款以及 2009 年版本協會貨物條款

中有關妨礙代位效力之條款，亦即第 16 條及第 18 條分述之，其中第 18 條之部

分，因兩個版本並無差異，因此並不另為區分： 

 

減輕損失 

16. – 被保險人義務條款 

16. 被保險人及其受雇人及代理人對於可求償之損失負有下列義務 

16.1 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輕該損失，及 

16.2 確使能向運送人、受託人或其他第三人可得主張之所有權利均已適

當地保留及行使 

且除本保單可得求償之任何損失外，對於被保險人為履行該義務適當合理發

生之所有費用，本保險人同意補償之。 

 

減輕損失 

16. – 被保險人義務條款 

16. 被保險人及其受雇人及代理人對於可求償之損失負有下列義務 

16.1 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輕該損失，及 

16.2 確使能向運送人、受託人或其他第三人可得主張之所有權利均已適

當地保留及行使 

且除本保單可得求償之任何損失外，對於被保險人為履行該義務適當合理發

生之所有費用，本保險人同意補償之。 

                                                 
301 ICC 1982, c.16，下列條款內容為本文自譯。 
302 ICC 2009, c.16，下列條款內容為本文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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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遲延 

18.被保險人於其所能控制之所有情況下，均應為合理快速之作為為本保險之條

件。 

 

    由於整合型全球物流活動帶領新形態運輸之蓬勃發展，如貨櫃集散站業者與

物流配銷中心互相配合產生貨櫃拆併裝、轉口物流、配銷運送等業務之出現，對

於國際貨物運輸風險產生重大變革，1982 年協會貨物條款似以不敷使用，再加

上美國 911 事件後，對於保險人是否將恐怖攻擊所造成之損失列為除外不保事項

也在國際上掀起廣泛討論，因此英國倫敦保險人協會（Lloyd’s market Association, 

LMA）下所屬之聯合貨物保險委員會（The Joint Cargo Committee, JCC）即自 2006

年 2 月開始著手於修改 1982 年協會貨物條款，以改善 1982 年版本中之用語、承

保範圍等，於 2009 年 1 月 1 日，新版之協會貨物條款即公布問世。 

    就前述之第 16 條而言，2009 年版本與 1982 年版本之差別僅在於用字的改

變，2009 年版本將 servants 改為 employees、將 Underwriters 改為 Insurers，後

者之主要變動原因在於，雖 Underwriters 以及 Insurers 均為保險人之意，然而

Underwriters 為一用法古老之詞彙，於 1963 年協會貨物條款中即已開始使用 304，

而近期國際上商業貿易之習慣均以 Insurer 作為保險人之代稱，故而為配合國際

趨勢以及統一用語避免爭議，故將保險人統一改為 Insurer。至於前者之變動，係

因 JCC 認為 employee 一詞較 servant 更能夠明確的定義規範對象，且聲明此項修

訂並未改變被保險人於法律上之立場與權益，論者指出，本部分之變更除條款字

                                                 
303 ICC 1982, c.18；ICC 2009, c.18，下列條款內容為本文自譯。 
304 林慧姍，2009 年協會貨物保險條款增修內容之研究，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57，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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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統一外，更有澄清適用範圍與對象之功能 305。 

 

 1982 年與 2009 年協會貨物條款第 16 條之意義 

    1982 年版以及 2009 年版本之協會貨物條款中，與妨礙代位效力有關之規定

僅有其中之第 16 條，而 1982 年版與 2009 年版之第 16 條差別僅在於用字已如前

述，實質內容並未改變，故下文即不區分何版本之第 16 條，僅以其實質內容為

論述對象進行分析其意義與違反該條之效果。 

    論者指出，本條之規定內容與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MIA 1906）第 78 條之規定極為相似 306，下將該條之內容翻譯如下： 

第 78 條- 損害防阻條款 

(1)如保單上約定有損害防阻條款，此約定應視為保險契約之附加約定，被保險人

依該條款規定所適當發生之費用得自保險人處獲償；即使保險人已賠付全損

或保險標的以不負責全部或特約比例之單獨海損條件保險，保險人仍應負責。 

(2)本法所規定之共同海損損失、分攤及救助費用，均不得於損害防阻條款下獲償。 

(3)凡為避免或減輕非保險單所承保損失而發生之費用，均不得於損害防阻條款

中獲償。 

(4)被保險人及其代理人於任何情況下，有責任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或減輕損失。 

 

    依據本條之規定內容觀之，其主要之目的在於規範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所付

出之避免損害擴大之損害防阻費用的償還義務，以及定義損害防阻費用之範圍並

明確指出被保險人及其代理人所應負之損害防阻義務，而 ICC 第 16 條則在此基

                                                 
305 同前註，頁 62。 
306 Richards Hogg Lindley, INSTITUTE CARGO CLAUSE 2009－A Comparison of the 1982 and 

2009 Clauses with additional commentary, visit at：https://www.ctplc.com/media/72243/Institute-

Cargo-Clauses-2009.pdf，last visit：6/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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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之上，增加了被保險人為確保一切權利能保全及執行，而對抗運送人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所產生之費用，保險人應負償還之責。另外，ICC 第 16 條之規定亦同

時賦予被保險人保全權利之義務，以防止對於保險人未來行使代位權之阻礙，此

係 MIA 1906 第 78 條所無之規定，因保險人之代位權得以行使之前提為被保險

人仍具有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若未善加保存此等請求權者，即屬於妨礙

代位。 

 違反之效果 

    至於 ICC 第 16.2 款被保險人保全其權利之條款，若被保險人違反此條款之

要求，造成妨礙代位者，其效力為何？在著名的 1993 年 Noble Resources and 

Unirise Development v George Albert Greenwood (The Vasso)一案中 307，法官認為

違反該條款所訂之義務，與違反 MIA 1906 第 33 條 308所規定之「擔保（Warranty）」

不同，該損害防阻條款並非一擔保條款，保險人不得因此而免除保險給付責任 309，

                                                 
307 [1993] 2 Lloyd's Rep. 309, 1993 WL 964736 
308 MIA 1906 s.33：「Nature of warranty. 

(1) A warranty,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relating to warranties, means a promissory warranty, that is 

to say, a warranty by which the assured undertakes that some particular thing shall or shall not be 

done, or that some condition shall be fulfilled, or whereby he affirms or negatives the existence of 

a particular state of facts. 

(2) A warranty may be express or implied. 

(3) A warranty, as above defined, is a condition which must be exactly complied with, whether it be 

material to the risk or not.」 

翻譯如下： 

第 33 條 - 擔保之性質 

(1) 下列各條之擔保條款係指一認諾承擔之擔保，亦即被保險人必須為或不為某特定行為或履

行某條件或對某特定事實情況之確認或否認等之擔保。 

(2) 擔保條款得為明示或默示 

(3) 擔保條款之條件無論對風險重要與否均應確實遵行。如未遵行，即得依保單任何明示約

定，保險人自被保險人違反擔保條款之日起解除責任，然不影響該日之前所發生之義務。 
309“…cl. 16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a "warranty" under the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s.33 so that 

any breach would discharge the insurer from liability, as that section was not intended to appl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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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縱使認為該條款為擔保條款，在 2015 年英國保險法（Insurance Act 2015, 

IA 2015）生效施行後，其第 10 條第 1 款之規定即指出，任何有關保險契約內擔

保之違反（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造成保險人解除其契約責任之法律規則，應予

以廢除 310，並且依據同條第(7)(a)款之規定 311，MIA 1906 第 33 條中有關違反擔

保條款保險人即得以免責之規定已遭廢除，因此，保險人在現行法下，已不得再

行主張被保險人違反擔保條款而得免除其保險金給付責任。然依據 The Vasso 一

案中法院之見解，保險人仍可向被保險人請求因其未妥善保存請求權對其所造成

之損害或是在其所受影響之範圍內減免其保險給付責任 312，另外應注意者係，

IA 2015 第 11 條之規定 313，對於保險人得否以被保險人違反保險契約條款為由

                                                 
s.78…” 
310 Insurance Act 2015, s.10(1)：「Any rule of law that breach of a warranty (express or implied) in a 

contract of insurance results in the discharge of the insurer’s liability under the contract is abolished.」 
311 Insurance Act 2015, s.10(7)：「In the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a)in section 33 (nature of warranty), in subsection (3), the second sentence is omitted, 

(b)section 34 (when breach of warranty excused) is omitted.」 
312 “…cl. 16 merely imposed a duty, similar to that in s.78, to sue and labour, which arose when there 

had been a casualty caused by an insured peril and the insurer's remedy was for contractual damages 

equivalent to the value of the lost right against the third party.” 
313 Insurance Act 2015, s.11：「Terms not relevant to the actual loss 

(1)This section applies to a term (express or implied) of a contract of insurance, other than a term 

defining the risk as a whole, if compliance with it would tend to reduce the risk of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a)loss of a particular kind, 

(b)loss at a particular location, 

(c)loss at a particular time. 

(2)If a loss occurs, and the term has not been complied with, the insurer may not rely on the non-

compliance to exclude, limit or discharge its liability under the contract for the loss if the insured 

satisfies subsection (3). 

(3)The insured satisfies this subsection if it shows that the non-compliance with the term could not 

have increased the risk of the loss which actually occurred in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it 

occurred. 

(4)This section may apply in addition to secti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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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其保險給付責任有重要影響，按該條之規定，若被保險人得以證明其未遵守

條款之行為，並未增加發生保險事故之風險時，則保險人不得主張免除或限制其

依據保險契約所應負擔之理賠責任，而以 ICC 第 16(2)款之規定而言，其所要求

者係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而為保存權利、協助代位之行為，此行為之不履

行與保險事故之發生與否並無因果關係，且亦不會增加保險事故整體發生之風險

314，故就該條款本質上而言之，保險人在 IA 2015 施行後，似已皆無法以被保險

人違反該條款規定之要求而主張減免理賠責任，而僅得依據其因妨礙代位所造成

之損害範圍內，向被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 

 

 意義 

   本條規定於 1982 年版本以及 2009 年版本之 ICC 中均為相同，按其文義，被

保險人於其所能控制之所有情況下，均應為合理快速之作為為本保險之條件，因

此，依據本條款之規定，被保險人在其可控制之情況之下，於處理保險相關事項

時，諸如貨損通知、損害防阻或是保全保險人之代位權等，均應以合理迅速之方

                                                 
翻譯如下： 

2015 年英國保險法第 11 條  與實際損失無涉條款 

(1) 本條適用於任何保險契約（明示或默示）條款，除係適用於定義整體風險之條款外，與減

輕下列一種或以上風險之條款－ 

(a) 特定種類之損失； 

(b) 特定地點之損失； 

(c) 特定時間之損失。 

(2) 損失發生與特定風險條款未符合，但被保險人符合第(3)項要件時，保險人不得藉該條款之

違反免除、限制或解除其責任。 

(3) 被保險人若證明，按損失發生之實際環境，其違反並未增加損失發生之風險，得適用本項

規定。 

(4) 本條適用於第 10 條之規定。 

314 YVONNE BAATZ, MARITIME LAW 463 (4th E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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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之，故而，可認為同屬於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以及與妨礙代位效力有

關之條款，蓋本條規定之違反於文義上亦可包含被保險人違反其合作協助代位義

務。 

    另外，應如何認定該條款所謂之「合理迅速（resonable dispatch）」？解釋上

應參照 MIA 1906 年第 88 條 315之規定：「本法所有規定合理時間、合理保險費或

是合理注意等事項，是否合理，屬事實認定問題」 

 違反之效果 

 條件條款與擔保條款之區別 

  由於 ICC 第 19 條之規定，應以英國法做為準據法，因此關於本條款違反

之效果為何，即應以英國法制上之概念進行探討。依據該條之文義，係將該條

所規定之內容作為保險契約之條件，故該條即為所謂之條件條款，因此，有必

要探究條件條款在英國法中之效力。在英國之保險法領域中，與條件條款類似

者為擔保條款，「擔保條款」係指保險法或保險契約記載要求或禁止被保險人

從事某行為之條款 316，藉以限定保險人之賠償責任，其主要之功能在於控制

風險 317，如 De Hahn v. Hartley 一案中 318，保險契約約定被保險人應擔保承保

之船舶上應有相當人數之船員，然而於該船舶開航時卻無達到該條款之要求

                                                 
315 MIA 1906 s.88：「Reasonable time, &c. a question of fact. 

Where by this Act any reference is made to reasonable time, reasonable premium, or reasonable 

diligence, the question what is reasonable is a question of fact.」 
316 參 MIA 1906 s.33 之規定。 
317 英國海上保險法之所以出現擔保條款者，係因航運發展之初，通訊技術並不發達，保險人須

於保險契約中要求被保險人就特定事件進行承諾，而此等事件對於保險人決定承保與否具有關

鍵重要性。因此，保險人透過擔保條款之約定，得控制其所承保之風險與其於契約成立當時所

預期者為相同風險。同參羅俊瑋、賴煥升，百年變革－論英國海上保險擔保條款之修正，東吳

法律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頁 7，2016 年 10 月。 
318 (1786) 1 TR 343, 99 E.R.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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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而嗣後船舶沉沒後，保險人主張被保險人違反該擔保條款之約定，而認為

其毋庸對於保險事故負擔給付保險金之責，法院肯認之，認為保險人得主張終

止保險契約 320。 

  另外，「條件條款」者則依其性質有不同之法律效果，若被保險人違反

者，保險人有可能得以終止契約，或僅得主張損害賠償，分述如下 321： 

 前提條件（precedent condition） 

  係指契約之效力或當事人之責任，於某特定事件發生時，始發生效力

或負擔責任者而言。若為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前提條件者，於違反時，保險

人得以拒絕負擔保險理賠責任。有學者認為此條件之內涵與我國民法第 99

條第 1 項 322所定之停止條件相當。 

 涉及保險契約基礎之條件（root of the policy） 

  係指此等條件之違反將影響保險契約之基礎者，因此若被保險人違反

此等條件者，保險人得主張終止契約。 

 次要條件（minor condition） 

  係指違反此等條件者，保險人不得終止契約或是拒絕理賠，僅得請求

                                                 
319 「…That the said ship or vessel called the “Juno” sailed from Liverpool aforesaid on the 13th 

October 1778, having then only 46 hands on board her, and arrived at Beaumaris, in the isle of 

Anglesea, in six hours after her sailing from Liverpool as aforesaid, with the pilot from Liverpool on 

board her, who did pilot her to Beaumaris on her said voyage; and that at Beaumaris aforesaid the said 

ship or vessel took in six hands more, and then had, and during the said voyage until the capture thereof 

hereinafter mentioned, continued to have, 52 hands on board her…」 
320 「…Now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condition was the sailing of the ship with a certain number of 

men; which not being complied with, the policy is void.」 
321 羅俊瑋、賴煥升，同註 317，頁 8。 
322 民法 99 條第 1 項：「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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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因違反此等條件對保險人所造成之損害。在 Milton Keynes BC v 

Nulty 一案中 323，法院認為被保險人違反保險契約中所約定之損害發生通

知義務者 324，保險人仍應負擔保險給付之責，僅保險人得向被保險人請求

損害賠償 325，可知法院即將被保險人通知義務之條款認定為次要條件。 

 ICC 第 18 條應為條件條款 

    綜前所述以及 MIA 1906 第 33 條之規定，擔保條款之主要目的在於控制

風險，因而要求被保險人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依 ICC 第 18 條之規定要求

被保險人於其可以控制之任何情況下均應為合理迅速之處置，此似可認為係

屬保險人控制風險之條款，然而依據該條之文義，其明示將本條之規定定義為”

條件”，且契約之解釋應以當事人之真意為依歸，故而應以條件條款之內容作

為理解本條款之前提。 

 保險人僅得請求損害賠償 

  本條款應視為條件條款已如上述，而違反此條款之效果為何，保險人得否

主張免除保險金給付責任？本條款文義之解釋範圍極為寬廣，在妨礙代位以

及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面向來看，若被保險人未即時向應負責任之

                                                 
323 [2011] EWHC 2847 
324 “A person in X's position who was aware of the terms of his policy should have appreciated that an 

incident had occurred which could result in a claim against him in respect of which he was covered by 

the policy, and that in consequence he was under an obligation to notify N immediately. The delay in 

notification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fires had impaired N's opportunity to investigate the claim 

thoroughly at a much earlier stage than it was able to in the event, and perhaps to demonstrate that one 

of the other possible causes of the fire had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being the true cause of the first fire. 

Significantly, there would have been room for a more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cause of the second 

fire. There has been a loss of a chance or opportunity that was more than nominal, and that was the 

correct basis on which to assess the prejudice suffered by N” 
325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 prejudice to N in the form of its loss of opportunity to secure a different 

result was assessed at 15 per cent. Accordingly, whilst N remained liable to indemnify X, it had a claim 

for damages that it could set off against X's claim for indem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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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起訴而使時效經過，或是被保險人未即時向保險人提供相關資料或是

向應負責任之人發送損失通知者，此時可認為被保險人違反本條款之規定，然

而其效果應如何認定？按條件條款依其內容之不同可分為三種不同類型之條

款而賦予不同之違反效果，先以前提條件進行分析，本條款可否認為係前提條

件（precedent condition）？若將本條款視為前提條件，在本條款寬廣之文義範

圍下，被保險人僅需稍有不慎即可能違反此條款之規定，而使保險人毋庸負擔

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此與英美法上對於妨礙代位所採取之效果更加嚴格，若採

此解釋，除將架空 ICC 第 16 條之規定外，更與過往英美法上對於被保險人妨

礙代位所採取效力之見解有所違背，因此，不應認為本條款之規定為前提條件。

另外，可否認為係屬保險契約基礎之條件（root of the policy）？此與前述之討

論相同，若將此條件認為係屬於保險契約成立之基礎者，則被保險人一旦為妨

礙代位之行為者，保險人即有權終止保險契約，此亦與普通法對於妨礙代位所

建立之效果有所違背。 

    最後，本文認為應將此條款視為次要條件（minor condition），因此條款之

文義過於寬泛，不應賦予其過強之效力，應將此條款作為一補充性條款，補充

現有條款與法制體系所缺漏之部分，若使其具有過強之效力者，將會使現行

ICC 其他條款以及 MIA 1906 中之規定遭到架空，保險人只需透過本條款之規

定即可任意免責，另外，依據前述 Milton Keynes BC v Nulty 一案 326法院之見

解，縱使保險契約中有明文約定應於特定時期內對於保險人為事故發生之通

知者，被保險人違反該條款之效力亦僅使保險人取得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並未使保險人得以免除保險給付責任，亦係採取該條款係屬於次要

條款之見解，因此於體系解釋上，亦應認為 ICC 第 18 條之規定係屬於條件條

款中之次要條件，若被保險人違反本條之規定者，保險人不得免除保險給付之

責任，僅得對於被保險人請求因該行為所致損害之損害賠償。另外，英國法上

                                                 
326 [2011] EWHC 2847, 2011 WL 5077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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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有認為被保險人有妨礙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之行為者 327，保險人僅得向被

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之見解者，因此，不應將本條款之違反效果認為保險人得

免除保險給付責任。 

第二款 保單正面重要條款（Important Clause） 

    在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中，涉及妨礙代位效力之條款，另一極為重要者為保險

單正面所印有之「重要條款」（Important Clause）328，我國許多產險公司均會將

此條款在保單正面以紅字印刷，亦有稱之為紅色條款，其主要之內容在於規定被

保險人於損失發生時，關於權利保權的維護義務及應注意之事項，否則可能影響

本保險上之權利： 

重要事項 (運送人、受託人或其他第三人之責任)329 

被保險人及代理人於任何情況下，均有義務採取合理適當措施防止或減輕損失，

並確保已適當維護及行使對運送人、受託人或其他第三人之權利。 

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特別應該： 

1. 任何貨物遺失時，應立即向運送人、港口當局或其他受託人提出求償。 

2. 若貨物有任何不明狀態，除提出書面拒絕證書外，不得給予清潔收據。 

3. 負責人員應及時檢查貨櫃運送的貨櫃與封條。若送達時發現貨櫃破損或封條

斷裂或遺失，或封條與船運文件的記載不同，應在收據上註明並保存所有問題或

異常封條以待後續查證。 

4. 若貨物明顯受損或滅失，應立即向運送人代表或其他受託人代表申請公證，並

                                                 
327 West of England Fire Insurance Co v Isaacs [1896] 2 QB 377, [1897] 1 QB 226；Phoenix 

Assurance Co v Spooner [1905] 2 KB 753. 
328 參附件二。 
329 富邦產物海上保險 IMPORTANT CLAUSE (LIABILITY OF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open2.asp?id=AB6E65C7-B437-

4CF1-B73F-740633DFC988。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6 

 

根據公證結果向運送人或其他受託人提出求償。 

5. 若提貨時貨物的毀損或滅失並不明顯，應於提貨三日內書面通知運送人或其

他受託人。 

附註： – 建議收貨人或其代理人能熟悉卸貨港港務機關之法規。 

 

  關於違反此重要條款之效力為何，基於採取此種條款之保險契約多係採取

ICC 條款而為約定者，故違反此條款之效力仍應以英國法為準據法進行判斷。

依據本條款之內容視之，其係屬於被保險人依據 ICC 第 16(2)款所應負擔之保全

保險人代位權義務之具體規定，因此在英國法上，仍應討論其是否構成擔保條

款而決定被保險人因違反此條款所造成之妨礙代位狀況之效果，蓋依據 MIA 

1906 第 35 條之規定 330，契約條款可推知出含有擔保之意圖，且載明於保險契

約或保險契約之附件者，可視為明示擔保條款（Express Warranties），而此重要

條款之目的即在於使被保險人擔保其需於保險事故發生後履行一定之保全代位

之行為，且此條款係載明於保險契約之正面以及背面之條款，故可將其視為明

示擔保條款無疑。依據本文上述之討論，被保險人若違反此等保全代位之明示

擔保條款者，在 IA 2015 施行後，因此等條款與整體風險之發生與否並無關聯

性，其不得主張免除保險金給付之責任。 

第三款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海洋運輸貨物保險條款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PICC Property and Casualty Company）身為中國大

                                                 
330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s.35：「Express warranties. 

(1)An express warranty may be in any form of words from which the intention to warrant is to be 

inferred. 

(2)An express warranty must be included in, or written upon, the policy, or must be contained in some 

document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to the policy. 

(3)An express warranty does not exclude an implied warranty, unless it be inconsistent there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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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現階段最大之財產保險公司，其在承保海上貨物運輸保險時所出具之保單條款

即具有相當之重要性，其現行在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中所使用之條款為 2009 版之

「海洋運輸貨物保險條款」，下謹將其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中，有關於被保險人之

義務與妨礙代位效果之條款列出： 

四、被保險人義務 

被保險人應按照以下規定的應盡義務辦理有關事項。  

（一）當被保險貨物運抵保險單所載明的目的港（地）以後，被保險人應及時提

貨，當發現被保險貨物遭受任何損失，應即向保險單上所載明的檢驗、理

賠代理人申請檢驗，如發現被保險貨物整件短少或有明顯殘損痕跡應即向

承運人、受託人或有關當局（海關、港務當局等）索取貨損貨差證明。如

果貨損貨差是由於承運人、受託人或其他有關方面的責任所造成，並應以

書面方式向他們提出索賠，必要時還須取得延長時效的認證。如未履行上

述規定義務，保險人對有關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二）對遭受承保責任內危險的貨物，被保險人和保險人都可迅速採取合理的搶

救措施，防止或減少貨物的損失，被保險人採取此項措施，不應視為放棄

委付的表示，保險人採取此項措施，也不得視為接受委付的表示。  

對由於被保險人未履行上述義務造成的擴大的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三）如遇航程變更或發現保險單所載明的貨物、船名或航程有遺漏或錯誤時，

被保險人應在獲悉後立即通知保險人並在必要時加交保險費，本保險才繼

續有效。  

（四）在向保險人索賠時，必須提供下列單證：保險單正本、提單、發票、裝箱

單、磅碼單、貨損貨差證明、檢驗報告及索賠清單。如涉及第三者責任，

還須提供向責任方追償的有關函電及其他必要單證或文件。  

被保險人未履行前款約定的單證提供義務，導致保險人無法核實損失情況

的，保險人對無法核實的部分不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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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獲悉有關運輸契約中“船舶互撞責任＂條款的實際責任後，應及時通知

保險人。否則，保險人對有關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應注意者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 18 條第 2 款之規定：「對保險合

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

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並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

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而在中國大陸法制上，所謂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包括：限制保險責任條款、

免除保險責任的條款、限制保險人法定義務條款以及免除保險人法定義務之條款

331，而從本條款之內容視之，若被保險人違反本條款所規範之義務者，保險人即

得相對應的減少或免除其保險給付之責任，因此亦係屬於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

而有本款之適用。 

  另外，依據同法第 19 條之規定：「採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

同中的下列條款無效：（一） 免除保險人依法應承擔的義務或者加重投保人、被

保險人責任的；（二） 排除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權利的。」

此海洋貨物運輸條款在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所出具之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單中

往往係事先印製之背面條款 332，因此亦有保險法第 19 條規定之適用以控制其條

款之內容，然而，得否依據本條之規定認為該等被保險人義務條款為無效，中華

人民共和國之司法實務上尚未有認為該等條款無效者 333，惟參前述條款之規定，

被保險人負有主動向應負責任之人提起求償之作為義務，若其不為應為之行為者，

保險人得免除其保險給付責任，此是否屬於加重被保險人義務之條款而有違保險

法第 19 條之規定而屬無效，似有探討餘地，在海上保險之範圍內，依據中華人

                                                 
331 广东省律师协会，典型海事海商案例汇编，頁 289，2017 年 8 月。 
332 參附件四、附件五。 
333 可參（2009）甬海法商初字第 380 号、（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 620 号、最高人民法院

（2003）民四提字第 5 号、（2018）津民终 54 号等判決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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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253 條之規定：「被保險人未經保險人同意放棄向第三人要求

賠償的權利，或者由於過失致使保險人不能行使追償權利的，保險人可以相應扣

減保險賠償。」復按司法實務對於本條規定之見解，認為條文中所稱“未經同意

放棄＂以及“過失致使＂之文義，可知，僅限於被保險人以作為之方式致使保險

人無法行使代位追償權利始有本條適用，並不包含不作為 334，然而依據前述中

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之海洋運輸貨物保險條款之規定，被保險人若不對於應負責

任之第三人進行追償者，則保險人得減免理賠責任，形同使保險人得因被保險人

之不作為而得扣減保險理賠給付，解釋上係屬於加重被保險人之義務，關於該部

分之條款，應認為係屬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 19 條之規定而屬無效。 

第六項 妨礙代位之規範對象 

  妨礙代位之規範對象為何人，依照前述，可認為對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

違反即為妨礙代位，又學說多有認為要保人亦負有合作協助之義務者，然而妨

礙代位所生之效果應以減免理賠責任為宜亦已如前述，因此有疑問者係，若要

保人違反其所應負擔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者，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金給

付請求權是否因此而將受到扣減，換言之，要保人是否為妨礙代位之規範對

象？要保人是否應負有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此應分就國際貿易下的不同情況進

行論述分述如下。 

然首應說明者，為免討論之範圍過度發散，且本文探討之重點在於解決我

國保險人在不同貿易條件下所可能遭遇的妨礙代位情形，故為基於聚焦於本文

探討核心以及篇幅考量，本文僅就我國保險公司作為各該國際貿易關係中的保

險人之情況下進行探討。復以貿易實務而言，身處在我國的買方（進口商）或

是賣方（出口商），基於地利、語言、習慣以及法律等等因素的考量，若有投保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之需求時，均會選擇我國的保險人進行投保，因此，下文討

                                                 
334 （2014）滬海法商初字第 620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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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內容均以我國保險人所有可能遭遇之情形進行討論。 

 

    若投保海上貨物保險之國際貿易當事人係採取 Incoterms® 2010 其他貿易條

件者，以常見的 FOB（船上交貨條件）為例，依據 Incoterms® 2010 Guidance Note

之記載，「船上交貨條件」係指賣方在指定裝船港將貨物裝載於買方所指定之船

舶上，或購買已如此交付的貨物而為交貨。當貨物裝載於船舶上時，貨物滅失或

毀損的風險即行移轉，而買方則自該時點起負擔一切的費用。因此，在此種貿易

條件下所投保之海上貨物保險，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均為買方，在我國保險人承

保之情形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均為我國之買方。此種狀況下，要保人同為被保

險人，則要保人當然為妨礙代位效力之規範對象並無疑義，若其違反合作協助代

位義務而產生妨礙代位之情事者，保險人得在其妨礙之範圍內扣減相應之保險給

付額度。 

 

    在國際貿易下，若當事人雙方約定以 Incoterms® 2010 中的 CIP（運保費付

訖條件）作為其貿易條件者，依據其 Incoterms® 2010 Guidance Note 所載 335，

賣方應就買方所負貨物於運送途中滅失或毀損的風險訂立保險契約，且在本條件

下，當賣方將貨物交給運送人時，賣方即履行其交貨義務，而非貨物到達目的地

時。海上貨物保險為財產保險之一種，保險契約有效之前提為被保險人具有保險

利益，又在海上貨物保險之範疇中，對於保險利益之認定應採取經濟性保險利益

學說之危險負擔說已如前述，因此，在此一貿易條件下，該海上貨物保險契約之

要保人為出賣人，而被保險人應為負擔貨物運輸過程中之危險之人，即為買受人，

因而在此種狀況下，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非為同一人且身處不同國家。 

    若貿易雙方約定以 Incoterms® 2010 中的 CIF（運保費在內條件）者，依據

                                                 
335 可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下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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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ance Note 所載，當貨物裝載於船舶上時，貨物滅失或毀損的風險即已移轉

予買方，而賣方負有為買方訂定保險契約之義務，此時，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狀

況亦與前述採取 CIP 貿易條件者相同。 

    在此兩種貿易條件下所投保之保險契約，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非為同一人且被

保險人身處國外者，處於我國之要保人是否具有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要保人若違

反該協助義務是否可減免被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本文認為，在此應採取肯

定見解，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係因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契約，故基於誠信原則所

生，被保險人應對於保險人行使代位程序負擔相當程度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身

為保險契約當事人之要保人者，自亦無獨漏於外之理，且海上貨物保險中之要保

人亦同時身為國際貿易關係中之當事人，對於其間貿易關係、運送等事項亦知之

甚稔，若不使其負擔相當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者，則保險人之代位權將有可能無

法完善行使。至於被保險人得否因要保人違反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而受到減免保

險理賠金額之效果者，換言之，要保人是否為妨礙代位之規範對象？本文認為仍

應以被保險人是否已盡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為斷，且此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亦非無

限上綱，係以被保險人之能力所及範圍內進行判斷其是否有善盡其義務，因此若

要保人違反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事項係超脫被保險人所得控制之範圍者，則應認

被保險人無違反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不應受有減免理賠責任之效果。 

 

  本文認為，雖要保人負有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但非妨礙代位效力之規範對象，

發生要保人違反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狀況者，仍應以被保險人是否盡其合作協助

代位義務為斷，意即，視被保險人是否已在其能力範圍內盡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若該情況非被保險人能力範圍內所得控制者，則不應使被保險人受到扣減保險金

給付請求權之效果。此係基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係源自於誠信原則之當然解釋，

若因被保險人善盡義務而仍無法達成之原因而對其發生失權效者，不僅違反保險

契約最大善意契約之要求，更將使保險契約分散被保險人風險之功能嚴重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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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使被保險人負擔更重之義務，實為不妥。 

第三節 爭議案例 

第一項 案例事實 

  以實務上時常發生之爭議案例為例：甲為我國之受買受人（進口商），乙為

美國之出賣人（出口商），雙方採取 Incoterms® 2010 中的 CIF（運保費在內條件）

為其貿易條件，在此情形下投保之海上貨物保險，甲為被保險人，乙為要保人。

貨物於海運過程中因第三人丁之行為遭受損害而發生保險事故，保險人丙對甲為

賠付後，而以自己名義對第三人丁起訴，同時依據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請求損

害賠償，第三人丁於訴訟中抗辯：其與甲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無須對甲負擔任

何債務不履行之責任，丙自無法取得對其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又甲與

乙間係以 Incoterms® 2010 中的 CIF 作為其貿易條件，而依據 Incoterms® 2010

之前言即已明白表示 Incoterms® 2010 之規定僅表明危險之移轉，而不涉及所有

權之移轉，而乙僅將該貨物裝載上船，與甲間並無對於所有權之移轉有讓與合意，

故甲並非該批貨物之所有權人，繼受取得甲權利之丙亦無法取得對其之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二項 本文見解 

    在前述案例事實之情形下，雖甲依據 CIF 條件而負擔運送過程中之風險，且

因貨物毀損滅失而受有損害，然因甲與丁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故對於丁並無債

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得以行使，又甲尚未取得該批受損貨物之所有權，故

亦無對丁主張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對甲賠付保險金後繼受甲權利之保

險人丙即因此無法對於應負責任之丁進行代位追償程序，致使代位遭受妨礙而發

生妨礙代位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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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疑問者係，在此種狀況下得否扣減被保險人之保險給付額度？按被保險人

負有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且為妨礙代位效力之規範對象已如前述，因此於是否發

生妨礙代位效力之判斷下應以被保險人為判斷對象，在本案之情形下，可分為兩

種情況進行討論：首先，若被保險人於其能力範圍內得以取得該批貨物之所有權

或是損害賠償請求權者，依據本案例而言，被保險人甲因係與乙之買賣契約中的

買受人，其有權請求乙移轉其對於第三人丁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參照），若其行使此代償請求權者，則保險人之保險代位將不會受有妨礙，而

被保險人仍拒不行使者，則此時應屬於其能力範圍內之事項而其仍拒不行使，則

屬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違反，將發生妨礙代位之效力，保險人得於保險理賠中

扣減因妨礙代位所減損之代位金額，已給付者，得依據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

而若被保險人已善盡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者，如已向出賣人為請求而出賣人拒不

履行者，則此時應認為被保險人未違反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要求，不應使其受有

扣減保險理賠之效果。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24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保險代位制度之功能計有防止超額填補、確保最終責任以及促進理賠效率，

實為保險制度上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然而，若任由妨礙代位情事之發生而不

賦予相應之效果者，則將造成保險代位制度遭到架空，以海上貨物保險而言，要

保人與被保險人為該國際貿易之當事人，對於其間之貿易內容與運輸安排最為熟

稔，除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提供正確資訊予保險人並給與適當之協助外，保險人將

不可能完善的進行其代位程序，此將造成之影響除保險人因無法自應負責任之第

三人處取得損害賠償而遭受財務上的損失並對其財務造成影響外，對於其他投保

同一風險之被保險人而言，則將因該同一風險之賠率無法下降，連帶地造成保險

費率無法降低，而變相共同承擔妨礙代位之後果，因此，為健全保險代位制度、

保護他被保險人之權益以及有效降低保險費率而促進國際貿易之考量下，應有必

要對於海上貨物保險中，被保險人與要保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性質以及妨礙

代位之效果進行探究，本文謹將結論分述於下： 

 

  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之人的情形下，因被保險人非為契約之當事人，

不應使其負有契約上之真正義務，否則有違不得以自己之意思為創造他人負擔之

契約法原則，縱使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相同人之情況下，仍應將合作協助代位

義務定位為不真正義務，蓋在海上貨物保險之情況下，若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不行使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所造成之損害，無法逕行在此範圍內扣減保險給

付而仍須另行起訴者，將造成保險人訴訟成本之過重負擔，亦將造成承保同一風

險之保險費率無法有效降低，而變相由其他承保同一風險之被保險人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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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若須另行起訴，保險人亦須負擔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後破產之風險，對於

保險人以及其他承保同一風險之被保險人極為不利；再者，海上貨物保險為商人

保險，投保此種保險類型之相對人常為企業法人，其所處之社會地位與經濟實力

有時甚至較保險人為高，本文認為在此種保險之下，並無須對於被保險人為特別

之保護，因此，為平衡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權利與保險代位制度之健全，應認

為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為不真正義務，而使保險人得因被保險人違反合

作協助代位義務時，在保險人因此所受損害之範圍內扣減相應之保險金給付額度。 

 

  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係指被保險人為確保保險人得以順利進行代

位程序所應負擔之義務，主要之目的在於提供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所必須之資料與

證明以及確保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等，其係源自於「誠信原則」，因保險契約之

訂立與否、給付與否與給付範圍，均高度依賴保險契約當事人的善意與誠信，且

因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涵及其目的在於協助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以及健全代

位程序之運作與發展，故其主要之內容為，不論在保險契約訂定前或訂定後、保

險人理賠之前或之後、保險人對於第三人進行通知與否，被保險人在整個代位求

償程序中，都不得肆意棄權、和解、逕自受領第三人之給付，並應於保險人後續

的代位程序中提供相關資訊、以及所有可能之協助與保險人。又合作協助代位義

務係因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契約，故基於誠信原則所生，被保險人應對於保險人

行使代位程序負擔相當程度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身為保險契約當事人之要保人

者，自亦無獨漏於外之理，且海上貨物保險中之要保人亦同時身為國際貿易關係

中之當事人，對於其間貿易關係、運送等事項亦知之甚稔，若不使其負擔相當之

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者，則保險人之代位權將有可能無法完善行使，因此，要保人

與被保險人均負有相當程度的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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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前述，學說上亦大多認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均具有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而應對於保險人代位進行代位時提供相關的作為與不作為，然而，若欲使妨礙代

位之效力發生者，則應以被保險人是否違反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為判斷，換言之，

縱使為他人利益投保之狀況下，要保人負有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然妨礙代位之規

範對象應為被保險人。因此，是否發生妨礙代位之效力而得扣減被保險人之保險

金給付請求權者，應以被保險人是否在其能力所及之範圍內善盡其合作協助代位

義務之履行，若妨礙代位情狀之發生原因為被保險人其能力與身分所無法控制者，

則不應將妨礙代位之效果加諸於被保險人，以避免給予被保險人過度之負擔，維

持保險契約存在之目的。 

  而若要保人為妨礙代位行為者，本文認為應回歸一般民法體系進行處理之，

亦即不應以要保人之妨礙代位行為為由而扣減被保險人應得之保險金給付，而應

將要保人妨礙代位之行為，分別情形認為係屬對於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之期待權

的侵害或者是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保險人，而分別以侵權行為之

規定，向要保人請求因其行為而無法進行代位程序所受損害之賠償。 

 

  按我國法制中，通說實務對於保險法第 53 條所訂之保險代位採取法定移轉

理論之狀況下，採取理賠與通知前後區別為區分妨礙代位效力之時點與標準似較

為符合我國現行之保險代位體系，蓋以理賠前後之區別標準得以區別保險人是否

取得被保險人之權利而對於妨礙代位之效果有不同之認定，而以通知前後區別，

在對於保險代位是否需採取民法第 297 條通知債務人採取肯定說之狀況下，則得

以區分保險人得否以其與被保險人間之權利移轉狀態對抗債務人，而得以分別認

定被保險人與債務人間所為之妨礙代位行為之效力，以及是否有必要基於保護保

險人得以順利行使代位程序而為相對應之規定，因此，目前在我國法制體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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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應採取理賠與通知前後區別妨礙代位效力之見解較為理想。 

 

  因目前我國之保險法與海商法對於妨礙代位之效果並未有任何規定，海上貨

物保險之運作實務則多透過契約條款解決，然有時會造成過度侵害被保險人保險

金給付請求權之問題，本文認為應有必要於法條中明文規定妨礙代位之效果，避

免保險人肆意拒賠。 

  又被保險人所負擔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其性質為不真正義務，而妨礙代位即

屬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違反，因此，對於妨礙代位所應採取之效果應為不真正

義務違反之效果，即為減免理賠責任，採取此種見解除在我國法體系下較為一貫

且有依據外，在保險人行使的便利性、維持保險代位制度之運作、降低保險費率

以及保護其他承保同一風險之被保險人之權益亦有所助益，故對於妨礙代位之效

果應採取減免理賠責任說。 

  應注意者係，本文此所指之妨礙代位效果，係指妨礙代位情形無法透過現有

法制體系解決之情況者而言，如我國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下，保險人對於被保

險人進行賠付並通知應負責任之第三人後，該等債權移轉即對第三人發生效力，

若此時被保險人違反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而為妨礙代位行為者，如與第三人對於該

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免除、拋棄、和解者，則因該權利已非被保險人所有，該等對

於權利之處分行為對於保險人自不產生影響，故不應針對此種事項而對被保險人

發生妨礙代位之效力。 

 

  在我國保險代位制度採取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下，時常造成被保險人與保險

人間針對移轉之權利額度產生爭議，即所謂的權利割裂問題，此種原本係屬於被

保險人與保險人之內部關係的事項，在我國法制中則會造成訴訟資源的浪費以及

訴訟程序的嚴重延宕，蓋此種爭議將會產生在許多訴訟中：在保險人對於應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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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第三人、被保險人對於應負責任之第三人以及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之間。而採

取英美法中的程序代位理論，由保險人以被保險人之名義一同起訴者，則將不會

發生此種權利割裂之情況，且亦不會因保險代位制度之存在，反而造成第三人須

面對多次訴訟之不利益，有助於減少整體爭議之發生及節省訴訟資源。雖有論者

質疑程序代位理論將使保險人取得大於其理賠額度之利益者，然而透過擬制信託

理論之運用，將有效的解決此種問題，且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縱使對於此金額有

所爭議，亦可透過其內部關係進行解決，不會對於第三人造成過度的應訴之煩。 

  再者，以程序代位之缺點而言，即為須承受被保險人之所有不利益，然而在

法定債權移轉理論之下，保險人所取得者為繼受自被保險人處之權利，因此，應

負責任之第三人所得對抗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以之對抗保險人（民法第 299 條

第 1 項參照），此與程序代位並無任何不同，故可以認為若我國保險法制採取程

序代位理論者，不但可帶來避免權利割裂、增加求償效率、減少訴訟資源之耗費

以及有效維持第三人之責任等優點，亦不會因此而造成其他缺陷。 

    進一步言之，依據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第 1 項之文義視之：「被保險人因保險

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

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

不逾賠償金額為限。」其係明文「代位」，而非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252

條之規定明文「移轉」，毋寧是我國通說實務對於我國保險法條文文義上加諸之

限制，因此，在現行法之文義下，亦保留了我國採取程序代位理論之空間。 

第二節 我國海商法修法方向 

    我國海商法近期之大幅修正日期為 1999 年，距今已 19 年餘，而海運實務在

此近 20 年內有許多變遷，國際公約亦多所改變者，我國為海洋貿易比例極高之

國家，身為影響我國經濟貿易、海運及相關產業極大之法典，現行之海商法在許

多規定上已可說是與國際實務脫軌，無法完整對應到現行之實務運作，因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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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國海商法跟上現今國際海運實務之演變以及與國際接軌之考量，我國諸多海

商法學者以及實務界相關人士皆集結並提出海商法修正草案，至今有兩個版本，

分別為社團法人臺灣海商法學會所提出之「海商法修正草案」（下稱為海商法學

會版本），另為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黃裕凱教授所提出之「海商法修正建議」

（下稱為黃裕凱教授版本）。本文以下將就兩版本中關於海上貨物保險妨礙代位

以及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部分進行分析及探討。 

第一項 海商法學會版本 336 

  海商法修正作業，由交通部航港局委社團法人台灣海商法學會執行「海商法修

正草案之研究」計畫案，經過歷時多年的討論與修訂，最終確定版本為 2017 年 3 月

之「海商法修正草案最終對照版本」，以下即以此為對象進行探討。 

第一款 條文內容 

 

「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採取必要行為，以避免或減輕保險標的之損失，

並保存其對第三人之權利，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未履行此項義務而擴大之損失，

不負補償責任。（第 1 項） 

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為履行前項義務所生之費用，負補償之責，其補償數額合

計雖超過保險金額，仍應補償之。（第 2 項） 

保險金額不及保險標的之價值時，保險人對於前項費用之補償，以保險金額對於

                                                 
336 本項之條文引用自社團法人臺灣海商法學會，「海商法修正草案最終對照版本」，網址：

http://twmla.org/wp-

content/uploads/2017/03/%E6%B5%B7%E5%95%86%E6%B3%95%E4%BF%AE%E6%AD%A3%E

8%8D%89%E6%A1%88%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E

6%9C%80%E5%BE%8C%E7%A2%BA%E5%AE%9A%E7%89%88%E6%9C%AC.pdf（最後瀏覽

日：201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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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標的之價值比例定之。（第 3 項） 

 

「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所致之損失，如已從第三人獲得賠償者，保險給付被

保險人之損失時，得扣除被保險人業已獲得賠償之金額。」 

第二款 小結 

    於海商法學會版本之修正草案中，與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以及妨礙代位有關之

條文計有第 189 條以及第 215 條，以第 189 條而言，其所定之應保存對於第三人

之權利者，依據其修正理由，係參照 2009 年協會貨物條款第 16 條之規定所增

訂。而第 215 條之規定，則係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254 條之規定而訂

定，修正理由指出，此係為符合損失補償原則之要求，蓋保險人已從應負責任之

人處取得損害賠償者，即已無損失可言，自不得再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給付，以

避免雙重得利。 

第二項 黃裕凱教授版本 337 

第一款 條文內容 

「海上保險契約如約定，於被保險人與第三人所締結之契約中定訂有免除或限制

被保險人向該第三人為任何損害賠償請求約定，保險人不受該條款效力拘束者，

                                                 
337 本項之條文引用自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黃裕凱教授，「海商法修正建議」第十章 海上保

險，網址：

http://merchantmarine.financelaw.fju.edu.tw/data/Amendment%20to%20Maritime%20Law/20140321/

c10.pdf（最後瀏覽日：201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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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於該與第三人之契約締約時，保險人已將前述約定以書面方式明確通知被保險

人，否則保險人不得主張該約定之效力。（第 1 項） 

被保險人告知義務不要求被保險人應告知前述被保險人與第三人所締約之免責

條款內容（第 2 項）」 

第二款 小結 

  於黃裕凱教授版本之海商法修正建議中，與本文所欲探討之海上貨物保險中

的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以及妨礙代位相關之規定僅有第 353 條，依其修正理由指

出，在實務運作上，被保險人與第三人簽訂免責條款之情況甚多，而本條第 1 項

即涉及該免責條款對於保險人是否有拘束力，而該條款是否拘束保險人則應從兩

方面進行判斷：保險契約是否有明確的不受免責條款拘束之約定？該約定是否已

於保險契約訂約前明確通知被保險人？另外，本條第 2 項之規定則使被保險人並

無義務將該免責條款之存在告知保險人，因黃裕凱教授認為其是否對保險人產生

拘束力繫於前述的兩方面要件，而非被保險人之主動告知，因此排除被保險人對

此應有主動告知之義務。 

第三節 建議 

    綜觀海商法學會版本以及黃裕凱教授版本之海商法修法建議，針對海上貨物

保險之妨礙代位以及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而言，本文嘗試提出以下建議：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189 條主要是針對被保險人保存權利的面向進行規定，此

可認為係屬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一環，雖無法完整定義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涵，

但其文義亦已可包含多數妨礙代位之情況下所違反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然而，

對於違反本義務之效果，按照同條第 1 項後段之規定，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未履

行此項義務而擴大之損失，不負補償責任，此法律效果於被保險人保存權利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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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否得以適用似有疑問，蓋被保險人違反保存權利之義務者，如與第三人簽訂

免責約款、事故發生後與第三人為和解、免除與拋棄權利等處分行為，此等行為

之存在與保險事故所造成之損失並無任何關聯，保險事故因此所造成之損失並不

會因為被保險人不保存其對於第三人之權利而擴大，此種法律效果應係與損害防

阻義務違反之效果有所混淆，在被保險人保存權利義務之違反下，此種文義並無

適用之餘地，將造成本條賦予被保險人保存權利義務之規定形同具文。 

  另外，針對第 215 條之規定而言，雖有論者認為被保險人不應任意收取應負

責任第三人之損害賠償亦屬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容，然而此究無法完整體現

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涵，無法作為海上貨物保險中，被保險人合作協

助代位義務之依據。 

 

    依據黃裕凱教授所提出之海商法修法建議，其中與海上貨物保險之合作協助

代位義務以及妨礙代位之效果有關者僅第 353 條，而其規範之面向主要係以被保

險人之告知義務作為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容以及以此認定妨礙代位

之效果，使保險人若符合下列兩要件者，即可不受被保險人與第三人間免責條款

之拘束：1.保險契約有明確約定保險人不受該條款之拘束，且 2.該約定已於契約

訂定前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此種規範方式應係類似於英美法上之已知保險除外

原則（the knowledge-of-insurance exception）之效果，僅係明知之判斷對象由第三

人改為被保險人，而於被保險人明知該條款之情況下，則與第三人所為之免責約

定無法拘束保險人，然而，本文認為，暫且不論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是

否僅限於告知，在本條適用之狀況下，將有導致債權相對性原則遭到破壞的問題，

蓋何以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約定，僅需被保險人明知即可對第三人生效？按債

權相對性原則為契約法中之根本原則，契約之相對人除別有規定外，原則上僅得

對於債務人主張其權利，縱使認為在此種情況之下為保護保險人之代位權，可例

外創設法規而突破債之相對性者，然而進一步應考慮者係，第三人交易安全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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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蓋在本條之要件下，第三人根本無從知悉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之約定，設若

第三人為運送人，而以較低運費為交換條件使被保險人簽訂免責約款者，若因本

條之規定使該免責約款無法拘束保險人者，將對其法律關係產生極大的不安定性，

且按民法之一般原則，債權關係之變動若欲對第三人產生效力者，原則上對於第

三人須有一定之公示外觀，始可對第三人主張其權利（民法第 297 條、第 298 條

規定參照）。 

    退步言之，縱認該條規定並不會對於第三人之交易安全產生過大侵害者，然

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並非僅只是不與第三人簽定免責條款，而是包含保

險契約訂定前或訂定後、保險人理賠之前或之後、保險人對於第三人進行通知與

否，被保險人在整個代位求償程序中，都不得肆意棄權、和解、逕自受領第三人

之給付，並應於保險人後續的代位程序中提供相關資訊、以及所有可能之協助與

保險人，因此以本條文義視之，亦無法作為被保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明文依

據，僅得部分規制違反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妨礙代位行為。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就目前由社團法人臺灣海商法學會以及黃裕凱教授所提

出的兩個海商法修正版本，其對於我國現行海商法之規範實有極大的補足，且條

文內容亦累積了各方專家之精華並引入了許多國際公約與海上實務運作之內涵，

誠可謂為經典，然而，稍美中不足者係，就海上貨物保險之妨礙代位以及合作協

助代位義務之內涵並未為完善之規定，雖有就我國現行海商法與保險法皆未規範

之此部分進行著墨，然而內容上卻稍有疏漏。本文認為，規範之內容應朝向兩個

部分進行著手： 

 對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建立原則性概括規定 

  依據本文前所敘述，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涵極廣，內容多樣，可包含保險

契約訂定前或訂定後、保險人理賠之前或之後、保險人對於第三人進行通知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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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在整個代位求償程序中，都不得肆意棄權、和解、逕自受領第三人之給

付，並應於保險人後續的代位程序中提供相關資訊、以及所有可能之協助與保險

人等等事項，因此若欲對其進行整理並以條列式之規定將有可能發生掛一漏萬之

情事，因此，本文認為應著眼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涵而為一原則性之概括規

定，並藉由司法實務之補充進而充實該條文之內容與類型，故而，本文認為，合

作協助代位義務原則上，在客觀上應限定於被保險人其能力範圍內所可能達成之

事項為限，主觀上則須被保險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依據個案個別判

斷被保險人是否在主客觀下已善盡其合作協助代位義務。此種方式較有可能涵括

各種不同之義務樣態，且在貿易方式快速變遷之近代商貿環境下，使法律具有一

定程度之彈性卻不失可預測性，且保留一定空間予實務按照個案進行補充，始有

可能讓法律規定得以及時對應時代變遷。 

 明確妨礙代位之效果 

  首應說明者係，此所指之明確妨礙代位之效果者，係指該些目前法律體系無

法處理之妨礙代位狀況，例如保險人並未對第三人進行債權移轉之通知，使該債

權移轉之效果對於第三人並不生效，而致使被保險人與該第三人間關於權利之處

分行為為有效者而言，此時並無法以現有之債權移轉、侵權行為以及不當得利等

之法律制度處理保險人之請求權受有侵害之結果，然而，現行之保險法或是海商

法中對此種問題並無相應之規定可適用，而實務上多係透過保險契約之條款進行

約定，然基於保障被保險人最低權利下限之考量，仍應於保險法或是海商法中對

此等妨礙代位之行為進行相應之規定，而本文認為基於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性質、

保險人行使之程序等考量下，最為妥適之法律效果應為保險人得於被妨礙之範圍

內相應扣減被保險人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以採取「減免理賠責任說」為當。 

 可參照德國立法例 

    由於我國民法體系主要係參考大陸法系，採取成文法之立法模式，因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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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系之國家對於妨礙代位行為與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立法模式亦可為我國未

來立法上之參考，關於此，德國保險契約法第 86 條 338對於此種情形即有相應之

規定：「(1)要保人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一旦保險人填補其損害，該請求

權移轉予保險人。權利移轉的行使，不得不利於要保人。 

  (2)要保人必須遵守規定的形式及日期來確保其賠償請求權或者是擔保該請求

權的權利，並在保險人行使該權利時，提供必要的協助。若要保人故意違反此一

不真正義務，致保險人未能從第三人取得賠償者，保險人不負給付義務。在因重

大過失違反該不真正義務時，保險人得依要保人重大過失之程度酌減保險給付；

要保人對於無重大過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3)如要保人之請求權係對於在保險事故發生時與其具有同居關係之人存在時，

第一項規定的權利移轉不得行使，但該人係故意致使保險事故發生時，不在此限。」 

  本條之第二項，其文義上涵蓋了保存權利的義務、協助保險人進行代位義務

等前已述及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且亦明確賦予違反此等義務之妨礙代位效果，

並且在妨礙代位之效果上採取減免理賠責任說；除此之外，並設定一主觀條件作

為發生妨礙代位效果之要件，以保障要保人受保險理賠之權利不受過度限縮，得

                                                 
338 Versicherungsvertragsgesetz, VVG, §86 Übergang von Ersatzansprüchen： 

「(1) Steht dem Versicherungsnehmer ein Ersatzanspruch gegen einen Dritten zu, geht dieser Anspruch 

auf den Versicherer über, soweit der Versicherer den Schaden ersetzt. Der Übergang kann nicht zum 

Nachteil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geltend gemacht werden. 

(2) Der Versicherungsnehmer hat seinen Ersatzanspruch oder ein zur Sicherung dieses Anspruchs 

dienendes Recht unter Beachtung der geltenden Form- und Fristvorschriften zu wahren und bei dessen 

Durchsetzung durch den Versicherer soweit erforderlich mitzuwirken. Verletzt der 

Versicherungsnehmer diese Obliegenheit vorsätzlich, ist der Versicherer zur Leistung insoweit nicht 

verpflichtet, als er infolgedessen keinen Ersatz von dem Dritten erlangen kann. Im Fall einer grob 

fahrlässigen Verletzung der Obliegenheit ist der Versicherer berechtigt, seine Leistung in einem der 

Schwere des Verschuldens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entsprechenden Verhältnis zu kürzen; die 

Beweislast für das Nichtvorliegen einer groben Fahrlässigkeit trägt der Versicherungsnehmer. 

(3) Richtet sich der Ersatzanspruch 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gegen eine Person, mit der er bei Eintritt 

des Schadens in häuslicher Gemeinschaft lebt, kann der Übergang nach Absatz 1 nicht geltend gemacht 

werden, es sei denn, diese Person hat den Schaden vorsätzlich verurs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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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衡保障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之權利以及被保險人受保險理賠之權利，因此，

本文認為此種立法模式較為理想，我國未來保險法或海商法之立法上或可參酌本

條規定之內容與規範方式。 

 修法內容建議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若欲解決海上貨物保險中，由於我國現行法制下，被保

險人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範圍、內容俱不明確，且妨礙代位之效果亦無明文規定

之情況下，所造成要保人、被保險人以及保險人之權利無法平衡保障之情形，應

在海商法或是保險法中，訂定一明確規範海上貨物保險中，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

代位義務以及妨礙代位效果之規定，本文認為條文內容或可訂定如下： 

「保險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對於因事故發生所取得之權利，應為適當與必要之

保存行為，並在保險人進行代位程序時，給予保險人必要之協助。（第一項） 

若其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未履行前項義務者，保險人得在因該義務不履行所造成

權利減損之範圍內，相應扣減保險理賠給付數額。（第二項）」 

  第一項之部分主要係規範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容與範圍，如前所述，各國

之法制下，合作協助代位義務之內涵主要有：不任意訂定免責約款、不得任意處

分權利（如免除、拋棄、和解等）、提供代位程序所需資料等，然由於社會變遷

迅速，若僅就特定類型的協助代位義務進行規範，恐將造成法規內容無法適應社

會發展之狀況，因此，本文認為應採取文義上較為寬鬆的立法方式，藉此避免法

律漏洞產生的可能，然此並非使被保險人負無範圍的責任，其因義務違反而發生

妨礙代位效果之情況，除依第一項之規定，客觀上限於未為適當與必要之行為者

外，依據第二項之規定，僅限於主觀上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始屬於違反合作協

助代位義務而得以發生妨礙代位之效果。 

  第二項之部分，除對妨礙代位之主觀要件進行限定，亦對於妨礙代位之效果、

因果關係進行規定，亦即，除對保險人行使之範圍及方法進行定義外，妨礙代位

之效果亦僅限於與被保險人未為合作協助代位行為所造成之損害有因果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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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就範圍部分言之，由於過去我國有學說見解認為無論因合作協助代位義務

不履行而造成妨礙代位情況之發生所造成損害額度之大小，只要被保險人造成保

險人代位程序行使之妨礙者，保險人即得免除全部之保險理賠責任，然而此種見

解將造成過度侵害被保險人受保險給付之權利，造成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之權利

失衡已如前述，因此，本文認為應僅在保險人因妨礙代位情狀所受之損害範圍內

始發生妨礙代位之效果，此亦為英美法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所採取 339。就

主觀言之，基於保險契約之核心功能在於轉移被保險人之損害，不應因保險契約

之存在而給予被保險人過重之負擔，且依據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但書之規定，

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不負保險理賠責任，因此，本文認為，若被保險

人因過失而未履行合作協助代位義務造成妨礙代位之情形者，不應給予其妨礙代

位之法律效果，始可發揮保險契約保障被保險人權利之本質。然而，在海上保險

之情形下則應對於注意義務有較高之要求，蓋海上保險為商人保險，此種保險類

型之被保險人在專業領域之知識甚至高於保險人，因此，對於其主觀上的注意義

務應有別於一般保險，此可參海商法第 131 條之規定，重大過失亦屬於海上之保

險人之免責事由即明，故而，對於海上保險之被保險人因重大過失而造成妨礙代

位之情形者，亦應賦予妨礙代位之效果，此較為符合現行我國法律體系與平等原

則。 

  

                                                 
339 英美法制之部分可參本文頁 192 及註 290；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之部分則可參本文頁 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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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nstitute Cargo Clauses（A）（1/1/82） 

RISKS COVERED 

Risks Clause 

 This insurance covers all risks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except as provid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below. 

General Average Clause 

 This insurance covers general average and salvage charges, adjusted or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and/or the governing 

law and practice, incurred to avoid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voidance of loss 

from any cause except those exclud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or elsewhere in 

this insurance.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This insurance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Assured against such proportion 

of liability under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as is in respect of a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 by shipowners under the said Clause the Assured agree to notify the 

Underwriters who shall have the right, at their own cost and expense, to defend 

the Assured against such claim. 

EXCLUSIONS 

General Exclusion Clause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4.1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ttributable to wilful misconduct of the Assured 

4.2  ordinary leakage, ordinary loss in weight or volume, or ordinary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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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ar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4.3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ufficiency or unsuitability of 

packing or prepara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lause 4.3 "packing"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stowage in a container or 

liftvan but only when such stowage is carried out prior to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or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4.4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herent vice or natur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4.5  loss damage or expense proximately caused by delay, even though the 

delay be caused by a risk insured against (except expenses payable under 

Clause 2 above) 

4.6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owners managers charterers or operators of the vessel 

4.7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weapon of war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Unseaworthiness and Unfitness Exclusion Clause 

5.  

5.1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unseaworthiness of vessel or craft, unfitness of vessel craft conveyance 

container or liftvan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here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at the tim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loaded therein. 

5.2 The Underwriters waive any breach of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seaworthiness of the ship and fitness of the ship to carry the subject-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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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ed to destination, unless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War Exclusion Clause 

6.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6.1  war civil war revolution rebellion insurrection, or civil strife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hostile act by or against a belligerent power 

6.2  capture seizure arrest restraint or detainment (piracy excepted), and the 

consequences thereof or any attempt thereat 

6.3  derelict mines torpedoes bombs or other derelict weapons of war. 

Strikes Exclusion Clause 

7.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7.1  caused by strikers, locked-out workmen, or persons taking part in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2  resulting from strikes, lock-outs,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3  caused by any terrorist or any person acting from a political motive. 

DURATION 

Transit Clause 

8.  

8.1  This insurance attaches from the time the goods leave the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place named herein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ransit, continues during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and terminates 

either 

8.1.1 on delivery to the Consignees' or other final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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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on delivery to any other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whether prior 

to or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which the Assured elect to use 

either 

8.1.2.1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8.1.2.2 for 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 or 

8.1.3 on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completion of discharge overside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8.2  If, after discharge overside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but prior to termina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e goods are to be 

forwarded to a destination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y are insured 

hereunder, this insurance, whilst remaining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above, shall not extend beyond the commencement of transit 

to such other destination. 

8.3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above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9 below) during delay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any deviation, forced discharge, reshipment or 

transhipment and during any variation of the adventure aris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a liberty granted to shipowners or charterers under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of Carriage Clause 

9. If owing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eith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e destination 

named therein or the transit is otherwise terminated before delivery of the 

goods as provided for in Clause 8 above, then this insurance shall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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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te unless prompt notice is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and continuation 

of cover is requested when the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if required by the Underwriters, either 

9.1  until the goods are sold and delive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or unless 

otherwise specially agreed, until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arrival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or 

9.2  if the goods are forwarded within the said period of 60 days (or any 

agreed extension thereof) to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or to any 

other destination, until term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8 above. 

Change of Voyage Clause 

10. Where, after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the destination is changed by the 

Assured, held covered at a premium and on conditions to be arranged subject 

to prompt notice being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CLAIMS 

Insurable Interest Clause 

11.  

11.1  In order to recover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ssured must have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11.2  Subject to 11.1 above, the Assured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over for 

insured loss occurring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loss occurred befo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concluded, unless the Assured were aware of the loss 

and the Underwriters we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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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ing Charges Clause 

12. Where, as a result of the operation of a risk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the 

insured transit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 

subject-matter is cove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Underwriters will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extra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unloading stor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hereunder. This Clause 12, which does not apply to general 

average or salvage charg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above, and shall not include charges arising from the 

fault negligence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Clause 

13. No claim for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shall be recoverable hereunder unles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reasonably abandoned either on account of its 

actual total loss appearing to be unavoidable or because the cost of recovering, 

recondition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would exceed its value on arrival. 

Increased Value Clause 

14.  

14.1  If any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 is effected by the Assured on the 

cargo insured herein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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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14.2  Where this insurance is on Increased Value the following clause shall 

apply: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equal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e primary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effected on the 

cargo by the Assured,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BENEFIT OF INSURANCE 

Not to Inure Clause 

15.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the carrier or other bailee. 

MINIMISING LOSSES 

Duty of Assured Clause 

16. It is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and their servants and agents in respect of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16.1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or minimising such loss, and 

16.2  to ensure that all rights against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 

are properly preserved and exercised and the Underwriters will, in 

addition to any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pursuance of these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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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ver Clause 

17. Measures taken by the Assured or the Underwriters with the object of saving, 

protecting or recover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a waiver or acceptance of abandonment or otherwise prejudice the rights of 

either party. 

AVOIDANCE OF DELAY 

Reasonable Despatch Clause 

18.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at the Assured shall act with reasonable 

despatch in all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ir control. 

LAW AND PRACTICE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Clause 

19. This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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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Cargo Clauses（B）（1/1/82） 

RISKS COVERED 

Risks Clause 

1. This insurance covers, except as provid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below, 

1.1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reasonably attributable to 

1.1.1  fire or explosion 

1.1.2  vessel or craft being stranded grounded sunk or capsized 

1.1.3  overturning or derailment of land conveyance 

1.1.4  collision or contact of vessel craft or conveyance with any 

external object other than water  

1.1.5  discharge of cargo at a port of distress,  

1.1.6  earthquake volcanic eruption or lightning,  

1.2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aused by 

1.2.1  general average sacrifice  

1.2.2  jettison or washing overboard  

1.2.3  entry of sea lake or river water into vessel craft hold 

conveyance container liftvan or place of storage,  

1.3  total loss of any package lost overboard or dropped whilst loading on to, or 
unloading from, vessel or craft.  

General Average Clause 

2. This insurance covers general average and salvage charges, adjusted or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and/or the governing 

law and practice, incurred to avoid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voidance of loss 

from any cause except those exclud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or elsewhere in 

this insurance.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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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is insurance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Assured against such proportion 

of liability under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as is in respect of a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 by shipowners under the said Clause the Assured agree to notify the 

Underwriters who shall have the right, at their own cost and expense, to defend 

the Assured against such claim. 

EXCLUSIONS 

General Exclusion Clause 

4.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4.1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ttributable to wilful misconduct of the Assured 

4.2  ordinary leakage, ordinary loss in weight or volume, or ordinary wear 

and tear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4.3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ufficiency or unsuitability of 

packing or prepara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lause 4.3 "packing"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stowage in a 

container or liftvan but only when such stowage is carried out prior to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or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4.4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herent vice or natur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4.5  loss damage or expense proximately caused by delay, even though the 

delay be caused by a risk insured against (except expenses payable under 

Clause 2 above) 

4.6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owners managers charterers or operators of the vessel 

4.7  delibeate damage to or deliberate destruc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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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ed or any part thereof by the wrongful act of any person or persons 

4.8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weapon of war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Unseaworthiness and Unfitness Exclusion Clause 

5.  

5.1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unseaworthiness of vessel or craft, unfitness of vessel craft conveyance 

container or liftvan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here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at the tim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loaded therein. 

5.2  The Underwriters waive any breach of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seaworthiness of the ship and fitness of the ship to carry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to destination, unless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War Exclusion Clause 

6.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6.1  war civil war revolution rebellion insurrection, or civil strife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hostile act by or against a belligerent power 

6.2  capture seizure arrest restraint or detainment (piracy excepted), and the 

consequences thereof or any attempt thereat 

6.3  derelict mines torpedoes bombs or other derelict weapons of war. 

Strikes Exclusion Clause 

7.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7.1  caused by strikers, locked-out workmen, or persons taking part in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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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2  resulting from strikes, lock-outs,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3  caused by any terrorist or any person acting from a political motive. 

DURATION 

Transit Clause 

8.  

8.1  This insurance attaches from the time the goods leave the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place named herein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ransit, continues during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and terminates 

either 

8.1.1 on delivery to the Consignees' or other final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8.1.2 on delivery to any other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whether prior 

to or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which the Assured elect to use 

either 

8.1.2.1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8.1.2.2 for 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 or 

8.1.3 on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completion of discharge overside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8.2  If, after discharge overside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but prior to termina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e goods are to be 

forwarded to a destination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y are insured 

hereunder, this insurance, whilst remaining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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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for above, shall not extend beyond the commencement of transit 

to such other destination. 

8.3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above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9 below) during delay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any deviation, forced discharge, reshipment or 

transhipment and during any variation of the adventure aris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a liberty granted to shipowners or charterers under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of Carriage Clause 

9. If owing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eith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e destination 

named therein or the transit is otherwise terminated before delivery of the 

goods as provided for in Clause 8 above, then this insurance shall also 

terminate unless prompt notice is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and continuation 

of cover is requested when the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if required by the Underwriters, either 

9.1  until the goods are sold and delive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or unless 

otherwise specially agreed, until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arrival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or 

9.2  if the goods are forwarded within the said period of 60 days (or any 

agreed extension thereof) to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or to any 

other destination, until term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8 above. 

Change of Voyage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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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here, after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the destination is changed by the 

Assured, held covered at a premium and on conditions to be arranged subject 

to prompt notice being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CLAIMS 

Insurable Interest Clause 

11.  

11.1  In order to recover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ssured must have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11.2  Subject to 11.1 above, the Assured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over for 

insured loss occurring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loss occurred befo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concluded, unless the Assured were aware of the loss 

and the Underwriters were not. 

Forwarding Charges Clause 

12. Where, as a result of the operation of a risk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the 

insured transit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 

subject-matter is cove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Underwriters will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extra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unloading stor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hereunder. This Clause 12, which does not apply to general 

average or salvage charg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above, and shall not include charges arising from the 

fault negligence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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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o claim for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shall be recoverable hereunder unles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reasonably abandoned either on account of its 

actual total loss appearing to be unavoidable or because the cost of recovering, 

recondition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would exceed its value on arrival. 

Increased Value Clause 

14.  

14.1  If any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 is effected by the Assured on the 

cargo insured herein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14.2  Where this insurance is on Increased Value the following clause shall 

apply: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equal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e primary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effected on the 

cargo by the Assured,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BENEFIT OF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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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to Inure Clause 

15.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the carrier or other bailee. 

MINIMISING LOSSES 

Duty of Assured Clause 

16. It is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and their servants and agents in respect of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16.1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or minimising such loss, and 

16.2  to ensure that all rights against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 

are properly preserved and exercised and the Underwriters will, in 

addition to any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pursuance of these 

duties. 

Waiver Clause 

17. Measures taken by the Assured or the Underwriters with the object of saving, 

protecting or recover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a waiver or acceptance of abandonment or otherwise prejudice the rights of 

either party. 

AVOIDANCE OF DELAY 

Reasonable Despatch Clause 

18.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at the Assured shall act with reasonable 

despatch in all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ir control. 

LAW AND PRACTICE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Clause 

19. This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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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Cargo Clauses（C）（1/1/82） 

RISKS COVERED 

Risks Clause 

1. This insurance covers, except as provid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below, 

1.1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reasonably attributable 

to 

1.1.1  fire or explosion 

1.1.2  vessel or craft being stranded grounded sunk or capsized 

1.1.3  overturning or derailment of land conveyance 

1.1.4  collision or contact of vessel craft or conveyance with any 

external object other than water  

1.1.5  discharge of cargo at a port of distress,  

1.2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aused by 

1.2.1  general average sacrifice  

1.2.2  jettison  

General Average Clause 

2. This insurance covers general average and salvage charges, adjusted or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and/or the governing 

law and practice, incurred to avoid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voidance of 

loss from any cause except those exclud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or 

elsewhere in this insurance.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3. This insurance is extended to indemnify the Assured against such proportion 

of liability under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as is in respect of a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In the event of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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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 by shipowners under the said Clause the Assured agree to notify the 

Underwriters who shall have the right, at their own cost and expense, to 

defend the Assured against such claim. 

EXCLUSIONS 

General Exclusion Clause 

4.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4.1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ttributable to willful misconduct of the 

Assured 

4.2  ordinary leakage, ordinary loss in weight or volume, or ordinary wear 

and tear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4.3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ufficiency or unsuitability of 

packing or prepara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lause 4.3 "packing"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stowage in a 

container or liftvan but only when such stowage is carried out prior to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or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4.4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herent vice or natur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4.5  loss damage or expense proximately caused by delay, even though the 

delay be caused by a risk insured against (except expenses payable 

under Clause 2 above) 

4.6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owners managers charterers or operators of the vessel 

4.7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weapon of war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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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aworthiness and Unfitness Exclusion Clause 

5.  

5.1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unseaworthiness of vessel or craft, unfitness of vessel craft conveyance 

container or liftvan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here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at the tim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loaded therein. 

5.2 The Underwriters waive any breach of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seaworthiness of the ship and fitness of the ship to carry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to destination, unless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War Exclusion Clause 

6.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6.1  war civil war revolution rebellion insurrection, or civil strife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hostile act by or against a belligerent power 

6.2  capture seizure arrest restraint or detainment (piracy excepted), and the 

consequences thereof or any attempt thereat 

6.3  derelict mines torpedoes bombs or other derelict weapons of war. 

Strikes Exclusion Clause 

7.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7.1  caused by strikers, locked-out workmen, or persons taking part in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2  resulting from strikes, lock-outs,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3  caused by any terrorist or any person acting from a political 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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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TION 

Transit Clause 

8.  

8.1  This insurance attaches from the time the goods leave the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place named herein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ransit, continues during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and terminates 

either 

8.1.1 on delivery to the Consignees' or other final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8.1.2 on delivery to any other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whether 

prior to or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which the Assured elect 

to use either 

8.1.2.1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8.1.2.2 for 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 or 

8.1.3 on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completion of discharge overside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8.2  If, after discharge overside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but prior to termina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e goods are to be 

forwarded to a destination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y are insured 

hereunder, this insurance, whilst remaining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above, shall not extend beyond the commencement of transit 

to such other destination. 

8.3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above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9 below) during delay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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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any deviation, forced discharge, reshipment or 

transhipment and during any variation of the adventure aris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a liberty granted to shipowners or charterers under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of Carriage Clause 

9. If owing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eith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e destination 

named therein or the transit is otherwise terminated before delivery of the 

goods as provided for in Clause 8 above, then this insurance shall also 

terminate unless prompt notice is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and continuation 

of cover is requested when the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if required by the Underwriters, either 

9.1  until the goods are sold and delive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or unless 

otherwise specially agreed, until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arrival of 

the goods hereby insu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or 

9.2  if the goods are forwarded within the said period of 60 days (or any 

agreed extension thereof) to the destination named herein or to any 

other destination, until term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8 above. 

Change of Voyage Clause 

10. Where, after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the destination is changed by the 

Assured, held covered at a premium and on conditions to be arranged subject 

to prompt notice being given to the Underwriters.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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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ble Interest Clause 

11.  

11.1  In order to recover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ssured must have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11.2  Subject to 11.1 above, the Assured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over for 

insured loss occurring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loss occurred befo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concluded, unless the Assured were aware of the loss 

and the Underwriters were not. 

Forwarding Charges Clause 

12. Where, as a result of the operation of a risk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the 

insured transit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 

subject-matter is cove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Underwriters will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extra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unloading stor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hereunder. This Clause 12, which does not apply to 

general average or salvage charg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above, and shall not include charges arising 

from the fault negligence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Assured or 

their servants.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Clause 

13. No claim for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shall be recoverable hereunder unles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reasonably abandoned either on account of its 

actual total loss appearing to be unavoidable or because the cost of recovering, 

recondition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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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insured would exceed its value on arrival. 

Increased Value Clause 

14.  

14.1  If any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 is effected by the Assured on the 

cargo insured herein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14.2  Where this insurance is on Increased Value the following clause shall 

apply: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cargo shall be deemed to be equal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e primary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effected on the 

cargo by the Assured,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herein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Underwrit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BENEFIT OF INSURANCE 

Not to Inure Clause 

15. This insurance shall not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the carrier or other bailee. 

MINIMISING LOSSES 

Duty of Assured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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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t is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and their servants and agents in respect of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16.1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or minimising such loss, and 

16.2  to ensure that all rights against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 

are properly preserved and exercised and the Underwriters will, in 

addition to any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pursuance of these 

duties. 

Waiver Clause 

17. Measures taken by the Assured or the Underwriters with the object of saving, 

protecting or recover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a waiver or acceptance of abandonment or otherwise prejudice the rights of 

either party. 

AVOIDANCE OF DELAY 

Reasonable Despatch Clause 

18.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at the Assured shall act with reasonable 

despatch in all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ir control. 

LAW AND PRACTICE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Clause 

19. This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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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Cargo Clauses（A）（1/1/09） 

RISKS COVERED 

Risks 

1. This insurance covers all risks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except as excluded by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s 4, 5, 6 and 7 below. 

General Average 

2. This insurance covers general average and salvage charges, adjusted or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and/or the governing law and practice, 

incurred to avoid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voidance of loss from any cause 

except those exclud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below.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3. This insurance indemnifies the Assured, in respect of any risk insured herein, 

against liability incurred under any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 by carriers under the said Clause, the Assured 

agree to notify the insurers who shall have the right, at their own cost and expense, 

to defend the Assured against such claim. 

EXCLUSIONS 

4.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4.1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ttributable to wilful misconduct of the Assured 

4.2 ordinary leakage, ordinary loss in weight or volume, or ordinary wear and 

tear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4.3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ufficiency or unsuitability of packing 

or prepara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withstand the ordinary 

incidents of the insured transit where such packing or preparation is carried 

out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or prior to the attachment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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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Clauses "packing"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stowage in a container and "employees" shall not include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4.4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herent vice or natur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4.5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delay, even though the delay be caused by 

a risk insured against (except expenses payable under Clause 2 above). 

4.6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owners managers charterers or operators of the vessel where, at the time of 

loading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on board the vessel, the Assured are 

aware, or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should be aware, that such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could prevent the normal prosecution of the 

voyage.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whe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has been 

assigned to the party claiming hereunder who has bought or agreed to buy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n good faith under a binding contract. 

4.7 loss damage or expen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weapon or device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5.   

5.1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5.1.1  unseaworthiness of vessel or craft or unfitness of vessel or craft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here the Assured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at the time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is loaded therein loaded t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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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unfitness of container or conveyance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here loading therein or thereon is carried out 

prior to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or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are privy to such unfitness at the time of loading. 

5.2  Exclusion 5.1.1 above shall not apply whe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has 

been assigned to the party claiming hereunder who has bought or agreed to 

buy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n good faith under a binding contract. 

5.3  The Insurers waive any breach of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seaworthiness of 

the ship and fitness of the ship to carry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destination. 

6.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6.1  war civil war revolution rebellion insurrection, or civil strife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hostile act by or against a belligerent power 

6.2  capture seizure arrest restraint or detainment (piracy excepted), and the 

consequences thereof or any attempt thereat 

6.3  derelict mines torpedoes bombs or other derelict weapons of war. 

7.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7.1  caused by strikers, locked-out workmen, or persons taking part in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2  resulting from strikes, lock-outs,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3  caused by any act of terrorism being an act of any person acting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sation which carries out activities directed 

towards the overthrowing or influencing, by force or violence, of any 

government whether or not legally constit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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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caused by any person acting from a political, ideological or religious motive. 

DURATION 

Transit Clause 

8.   

8.1  Subject to Clause 11 below, this insurance attaches from the time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is first moved in the warehouse or at the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place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immediate loading into or onto the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ransit, continues during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and terminates either 

8.1.1  on completion of unloading from the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in or at the final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8.1.2  on completion of unloading from the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in or at any other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whether 

prior to or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hich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elect to use either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for 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 

or 

8.1.3  when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elect to use any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or any container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8.1.4  on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completion of discharge oversid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76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8.2  If, after discharge overside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but prior to termina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to be forwarded to a destination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it is insured, this 

insurance, whilst remaining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in Clauses 

8.1.1 to 8.1.4, shall not extend beyond the tim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first mov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ransit to such other 

destination. 

8.3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in Clauses 8.1.1 to 8.1.4 above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9 below) 

during delay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any deviation, forced 

discharge, reshipment or transhipment and during any variation of the 

adventure aris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a liberty granted to carriers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of Carriage 

9. If owing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eith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e destination named therein 

or the transit is otherwise terminated before unloading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s provided for in Clause 8 above, then this insurance shall also terminate 

unless prompt notice is given to the Insurers and continuation of cover is requested 

when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if 

required by the Insurers, either 

9.1  until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sold and delive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or, 

unless otherwise specially agreed, until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arrival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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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9.2  i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forwarded within the said period of 60 days 

(or any agreed extension thereof) to the destination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or to any other destination, until term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8 above. 

Change of Voyage 

10.   

10.1  Where, after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the destination is changed by the 

Assured, this must be notified promptly to insurers for rates and terms to be 

agreed. Should a loss occur prior to such agreement being obtained cover 

may be provided but only if cover would have been available at a reasonable 

commercial market rate on reasonable market terms. 

10.2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ommences the transit contemplated by 

this insurance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8.1), but,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the ship sails for another destination, this 

insurance will nevertheless be deemed to have attached at commencement of 

such transit. 

CLAIMS 

Insurable Interest 

11.   

11.1  In order to recover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ssured must have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11.2  Subject to Clause 11.1 above, the Assured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over for 

insured loss occurring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loss occurred befo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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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ded, unless the Assured were aware of the loss and the insurers were 

not. 

Forwarding Charges 

12. Where, as a result of the operation of a risk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the insured 

transit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cove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insurers will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extra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unloading stor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This Clause 12, which does not apply to general average or salvage charg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above, and shall not 

include charges arising from the fault negligence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13. No claim for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shall be recoverable hereunder unles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reasonably abandoned either on account of its actual total 

loss appearing to be unavoidable or because the cost of recovering, recondition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would exceed its value on arrival. 

Increased Value 

14.   

14.1  If any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 is effected by the Assured on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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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is insurance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Insur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14.2  Where this insurance is on Increased Value the following clause shall apply: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shall be deemed to be equal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e primary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effected o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by the Assured,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Insur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BENEFIT OF INSURANCE 

15. This insurance 

15.1  covers the Assured which includes the person claiming indemnity either as 

the person by or on whose behalf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effected or 

as an assignee, 

15.2  shall not extend to or otherwise benefit the carrier or other bailee. 

MINIMISING LOSSES 

Duty of Assured 

16. It is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and their employees and agents in respect of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16.1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or 

minimising such loss, and 

16.2  to ensure that all rights against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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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ly preserved and exercised, 

and the Insurers will, in addition to any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pursuance of these 

duties. 

Waiver 

17. Measures taken by the Assured or the Insurers with the object of saving, protecting 

or recover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a waiver or 

acceptance of abandonment or otherwise prejudice the rights of either party. 

AVOIDANCE OF DELAY 

18.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at the Assured shall act with reasonable 

despatch in all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ir control. 

LAW AND PRACTICE 

19. This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NOTE:- Where a continuation of cover is requested under Clause 9, or a change of 

destination is notified under Clause 10, there is an obligation to give prompt notice to 

the Insurers and the right to such cover is dependent upon compliance with this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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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Cargo Clauses（B）（1/1/09） 

RISKS COVERED 

Risks 

1. This insurance covers, except as excluded by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s 4, 5, 6 and 

7 below, 

1.1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reasonably attributable to 

1.1.1  fire or explosion 

1.1.2  vessel or craft being stranded grounded sunk or capsized 

1.1.3  overturning or derailment of land conveyance 

1.1.4  collision or contact of vessel craft or conveyance with any external 

object other than water 

1.1.5  discharge of cargo at a port of distress 

1.1.6  earthquake volcanic eruption or lightning, 

1.2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aused by 

1.2.1  general average sacrifice 

1.2.2  jettison or washing overboard 

1.2.3  entry of sea lake or river water into vessel craft hold conveyance 

container or place of storage, 

1.3 total loss of any package lost overboard or dropped whilst loading on to, or 

unloading from, vessel or craft. 

General Average 

2. This insurance covers general average and salvage charges, adjusted or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and/or the governing law and practice, 

incurred to avoid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voidance of loss from any cause 

except those exclud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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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3. This insurance indemnifies the Assured, in respect of any risk insured herein, 

against liability incurred under any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 by carriers under the said Clause, the Assured 

agree to notify the insurers who shall have the right, at their own cost and expense, 

to defend the Assured against such claim. 

EXCLUSIONS 

4.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4.1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ttributable to wilful misconduct of the Assured 

4.2 ordinary leakage, ordinary loss in weight or volume, or ordinary wear and 

tear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4.3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ufficiency or unsuitability of packing 

or prepara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withstand the ordinary 

incidents of the insured transit where such packing or preparation is carried 

out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or prior to the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Clauses "packing"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stowage in a container and "employees" shall not include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4.4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herent vice or natur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4.5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delay, even though the delay be caused by 

a risk insured against (except expenses payable under Clause 2 above). 

4.6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owners managers charterers or operators of the vessel where, at the time of 

loading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on board the vessel, the Assured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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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 or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should be aware, that such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could prevent the normal prosecution of the 

voyage.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whe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has been 

assigned to the party claiming hereunder who has bought or agreed to buy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n good faith under a binding contract. 

4.7 deliberate damage to or deliberate destruc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or any part thereof by the wrongful act of any person or persons. 

4.8 loss damage or expen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weapon or device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5.   

5.1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5.1.1  unseaworthiness of vessel or craft or unfitness of vessel or craft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here the Assured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at the time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is loaded therein loaded therein. 

5.1.2  unfitness of container or conveyance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here loading therein or thereon is carried out 

prior to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or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are privy to such unfitness at the time of loading. 

5.2  Exclusion 5.1.1 above shall not apply whe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has 

been assigned to the party claiming hereunder who has bought or agreed to 

buy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n good faith under a binding contract. 

5.3  The Insurers waive any breach of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seaworthi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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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p and fitness of the ship to carry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destination. 

6.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6.1  war civil war revolution rebellion insurrection, or civil strife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hostile act by or against a belligerent power 

6.2  capture seizure arrest restraint or detainment (piracy excepted), and the 

consequences thereof or any attempt thereat 

6.3  derelict mines torpedoes bombs or other derelict weapons of war. 

7.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7.1  caused by strikers, locked-out workmen, or persons taking part in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2  resulting from strikes, lock-outs,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3  caused by any act of terrorism being an act of any person acting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sation which carries out activities directed 

towards the overthrowing or influencing, by force or violence, of any 

government whether or not legally constituted 

7.4  caused by any person acting from a political, ideological or religious motive. 

DURATION 

Transit Clause 

8.   

8.1  Subject to Clause 11 below, this insurance attaches from the time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is first moved in the warehouse or at the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place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immediate loading into or onto the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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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encement of transit, continues during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and terminates either 

8.1.1  on completion of unloading from the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in or at the final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8.1.2  on completion of unloading from the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in or at any other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whether 

prior to or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hich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elect to use either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for 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 

or 

8.1.3  when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elect to use any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or any container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8.1.4  on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completion of discharge oversid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8.2  If, after discharge overside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but prior to termina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to be forwarded to a destination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it is insured, this 

insurance, whilst remaining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in Clauses 

8.1.1 to 8.1.4, shall not extend beyond the tim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first mov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ransit to such other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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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in Clauses 8.1.1 to 8.1.4 above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9 below) 

during delay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any deviation, forced 

discharge, reshipment or transhipment and during any variation of the 

adventure aris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a liberty granted to carriers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of Carriage 

9. If owing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eith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e destination named therein 

or the transit is otherwise terminated before unloading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s provided for in Clause 8 above, then this insurance shall also terminate 

unless prompt notice is given to the Insurers and continuation of cover is requested 

when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if 

required by the Insurers, either 

9.1  until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sold and delive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or, 

unless otherwise specially agreed, until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arrival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or 

9.2  i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forwarded within the said period of 60 days 

(or any agreed extension thereof) to the destination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or to any other destination, until term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8 above. 

Change of Voyage 

10.   

10.1  Where, after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the destination is chang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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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red, this must be notified promptly to insurers for rates and terms to be 

agreed. Should a loss occur prior to such agreement being obtained cover 

may be provided but only if cover would have been available at a reasonable 

commercial market rate on reasonable market terms. 

10.2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ommences the transit contemplated by 

this insurance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8.1), but,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the ship sails for another destination, this 

insurance will nevertheless be deemed to have attached at commencement of 

such transit. 

CLAIMS 

Insurable Interest 

11.   

11.1  In order to recover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ssured must have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11.2  Subject to Clause 11.1 above, the Assured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over for 

insured loss occurring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loss occurred befo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concluded, unless the Assured were aware of the loss and the insurers were 

not. 

Forwarding Charges 

12. Where, as a result of the operation of a risk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the insured 

transit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cove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insurers will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extra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unloading stor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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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lause 12, which does not apply to general average or salvage charg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above, and shall not 

include charges arising from the fault negligence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13. No claim for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shall be recoverable hereunder unles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reasonably abandoned either on account of its actual total 

loss appearing to be unavoidable or because the cost of recovering, recondition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would exceed its value on arrival. 

Increased Value 

14.   

14.1  If any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 is effected by the Assured on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Insur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14.2  Where this insurance is on Increased Value the following clause shall apply: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shall be deemed to be equal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e primary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effected o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by the Assured,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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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Insur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BENEFIT OF INSURANCE 

15. This insurance 

15.1  covers the Assured which includes the person claiming indemnity either as 

the person by or on whose behalf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effected or 

as an assignee, 

15.2  shall not extend to or otherwise benefit the carrier or other bailee. 

MINIMISING LOSSES 

Duty of Assured 

16. It is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and their employees and agents in respect of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16.1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or 

minimising such loss, and 

16.2  to ensure that all rights against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 are 

properly preserved and exercised, 

and the Insurers will, in addition to any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pursuance of these 

duties. 

Waiver 

17. Measures taken by the Assured or the Insurers with the object of saving, protecting 

or recover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a waiver or 

acceptance of abandonment or otherwise prejudice the rights of either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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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ANCE OF DELAY 

18.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at the Assured shall act with reasonable 

despatch in all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ir control. 

LAW AND PRACTICE 

19. This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NOTE:- Where a continuation of cover is requested under Clause 9, or a change of 

destination is notified under Clause 10, there is an obligation to give prompt notice to 

the Insurers and the right to such cover is dependent upon compliance with this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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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Cargo Clauses（C）（1/1/09） 

RISKS COVERED 

Risks 

1. This insurance covers, except as excluded by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s 4, 5, 6 and 

7 below, 

1.1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reasonably attributable to 

1.1.1  fire or explosion 

1.1.2  vessel or craft being stranded grounded sunk or capsized 

1.1.3  overturning or derailment of land conveyance 

1.1.4  collision or contact of vessel craft or conveyance with any external 

object other than water 

1.1.5  discharge of cargo at a port of distress 

1.2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aused by 

1.2.1  general average sacrifice 

1.2.2  jettison 

General Average 

2. This insurance covers general average and salvage charges, adjusted or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and/or the governing law and practice, 

incurred to avoid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voidance of loss from any cause 

except those exclud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below.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3. This insurance indemnifies the Assured, in respect of any risk insured herein, 

against liability incurred under any Both to Blame Collision Clause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n the event of any claim by carriers under the said Clause, the Assured 

agree to notify the insurers who shall have the right, at their own cost and expense,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92 

 

to defend the Assured against such claim. 

EXCLUSIONS 

4.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4.1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ttributable to wilful misconduct of the Assured 

4.2 ordinary leakage, ordinary loss in weight or volume, or ordinary wear and 

tear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4.3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ufficiency or unsuitability of packing 

or prepara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withstand the ordinary 

incidents of the insured transit where such packing or preparation is carried 

out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or prior to the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Clauses "packing"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stowage in a container and "employees" shall not include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4.4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herent vice or natur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4.5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delay, even though the delay be caused by 

a risk insured against (except expenses payable under Clause 2 above). 

4.6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owners managers charterers or operators of the vessel where, at the time of 

loading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on board the vessel, the Assured are 

aware, or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should be aware, that such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could prevent the normal prosecution of the 

voyage.  

This exclusion shall not apply whe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has been 

assigned to the party claiming hereunder who has bought or agreed to 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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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n good faith under a binding contract. 

4.7 deliberate damage to or deliberate destruc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or any part thereof by the wrongful act of any person or persons. 

4.8 loss damage or expen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or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ny weapon or device employing atomic or nuclear fission and/or 

fusion or other like reaction or radioactive force or matter. 

5.   

5.1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arising from, 

5.1.1  unseaworthiness of vessel or craft or unfitness of vessel or craft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here the Assured are 

privy to such unseaworthiness or unfitness, at the time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is loaded therein loaded therein. 

5.1.2  unfitness of container or conveyance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here loading therein or thereon is carried out 

prior to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or by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are privy to such unfitness at the time of loading. 

5.2  Exclusion 5.1.1 above shall not apply whe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has 

been assigned to the party claiming hereunder who has bought or agreed to 

buy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n good faith under a binding contract. 

5.3  The Insurers waive any breach of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seaworthiness of 

the ship and fitness of the ship to carry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destination. 

6.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caused by 

6.1  war civil war revolution rebellion insurrection, or civil strife arising 

therefrom, or any hostile act by or against a belligeren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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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capture seizure arrest restraint or detainment (piracy excepted), and the 

consequences thereof or any attempt thereat 

6.3  derelict mines torpedoes bombs or other derelict weapons of war. 

7. In no case shall this insurance cover loss damage or expense 

7.1  caused by strikers, locked-out workmen, or persons taking part in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2  resulting from strikes, lock-outs, labour disturbances, riots or civil 

commotions 

7.3  caused by any act of terrorism being an act of any person acting on behalf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rganisation which carries out activities directed 

towards the overthrowing or influencing, by force or violence, of any 

government whether or not legally constituted 

7.4  caused by any person acting from a political, ideological or religious motive. 

DURATION 

Transit Clause 

8.   

8.1  Subject to Clause 11 below, this insurance attaches from the time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is first moved in the warehouse or at the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place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immediate loading into or onto the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transit, continues during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and terminates either 

8.1.1  on completion of unloading from the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in or at the final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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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on completion of unloading from the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in or at any other warehouse or place of storage, whether 

prior to or at the destination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hich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elect to use either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for allocation or distribution, 

or 

8.1.3  when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elect to use any carrying vehicle 

or other conveyance or any container for storage other than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nsit or 

8.1.4  on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completion of discharge oversid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8.2  If, after discharge overside from the oversea vessel at the final port of 

discharge, but prior to termina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to be forwarded to a destination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it is insured, this 

insurance, whilst remaining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in Clauses 

8.1.1 to 8.1.4, shall not extend beyond the tim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first mov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ransit to such other 

destination. 

8.3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ter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in Clauses 8.1.1 to 8.1.4 above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9 below) 

during delay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any deviation, forced 

discharge, reshipment or transhipment and during any variation of the 

adventure arising from the exercise of a liberty granted to carriers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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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 of carriage.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of Carriage 

9. If owing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Assured eith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e destination named therein 

or the transit is otherwise terminated before unloading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s provided for in Clause 8 above, then this insurance shall also terminate 

unless prompt notice is given to the Insurers and continuation of cover is requested 

when this insurance shall remain in force, subject to an additional premium if 

required by the Insurers, either 

9.1  until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sold and delive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or, 

unless otherwise specially agreed, until the expiry of 60 days after arrival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such port or plac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or 

9.2  i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forwarded within the said period of 60 days 

(or any agreed extension thereof) to the destination named in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or to any other destination, until termin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8 above. 

Change of Voyage 

10.   

10.1  Where, after attachment of this insurance, the destination is changed by the 

Assured, this must be notified promptly to insurers for rates and terms to be 

agreed. Should a loss occur prior to such agreement being obtained cover 

may be provided but only if cover would have been available at a reasonable 

commercial market rate on reasonable market terms. 

10.2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ommences the transit contempla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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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nsurance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8.1), but,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the ship sails for another destination, this 

insurance will nevertheless be deemed to have attached at commencement of 

such transit. 

CLAIMS 

Insurable Interest 

11.   

11.1  In order to recover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ssured must have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11.2  Subject to Clause 11.1 above, the Assured shall be entitled to recover for 

insured loss occurring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loss occurred before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concluded, unless the Assured were aware of the loss and the insurers were 

not. 

Forwarding Charges 

12. Where, as a result of the operation of a risk covered by this insurance, the insured 

transit is terminated at a port or place other than that to which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cove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insurers will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extra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unloading stor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This Clause 12, which does not apply to general average or salvage charg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exclusions contained in Clauses 4, 5, 6 and 7 above, and shall not 

include charges arising from the fault negligence insolvency or financial default 

of the Assured or their employees.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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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No claim for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shall be recoverable hereunder unles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reasonably abandoned either on account of its actual total 

loss appearing to be unavoidable or because the cost of recovering, reconditioning 

and forward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the destination to which it is insured 

would exceed its value on arrival. 

Increased Value 

14.   

14.1  If any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 is effected by the Assured on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reased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Insur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14.2  Where this insurance is on Increased Value the following clause shall apply: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shall be deemed to be equal 

to the total amount insured under the primary insurance and all Increased 

Value insurances covering the loss and effected o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by the Assured, and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urance shall be in such 

proportion as the sum insured under this insurance bears to such total 

amount insured.  

In the event of claim the Assured shall provide the Insurers with evidence 

of the amounts insured under all other insurances. 

BENEFIT OF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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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his insurance 

15.1  covers the Assured which includes the person claiming indemnity either as 

the person by or on whose behalf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was effected or 

as an assignee, 

15.2  shall not extend to or otherwise benefit the carrier or other bailee. 

MINIMISING LOSSES 

Duty of Assured 

16. It is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and their employees and agents in respect of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16.1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or 

minimising such loss, and 

16.2  to ensure that all rights against carriers, bailees or other third parties are 

properly preserved and exercised, 

and the Insurers will, in addition to any loss recoverable hereunder, reimburse the 

Assured for any charges properly and reasonably incurred in pursuance of these 

duties. 

Waiver 

17. Measures taken by the Assured or the Insurers with the object of saving, protecting 

or recovering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a waiver or 

acceptance of abandonment or otherwise prejudice the rights of either party. 

AVOIDANCE OF DELAY 

18.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insurance that the Assured shall act with reasonable 

despatch in all circumstances within their control. 

LAW AND PRACTICE 

19. This insurance is subject to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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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Where a continuation of cover is requested under Clause 9, or a change of 

destination is notified under Clause 10, there is an obligation to give prompt notice to 

the Insurers and the right to such cover is dependent upon compliance with this 

obl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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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1906 CHAPTER 41 6 Edw 7） 

Marine insurance 

1. Marine insurance defined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is a contract whereby the insurer undertakes to 

indemnify the assured, in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thereby agreed, against marine 

losses, that is to say, the losses incident to marine adventure. 

2. Mixed sea and land risks 

(1)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may, by its express terms, or by usage of trade, 

be extended so as to protect the assured against losses on inland waters or on 

any land risk which may be incidental to any sea voyage. 

(2) Where a ship in course of building, or the launch of a ship, or any adventure 

analogous to a marine adventure, is covered by a policy in the form of a 

marine policy,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in so far as applicable, shall apply 

thereto; but, except as by this section provided, nothing in this Act shall alter 

or affect any rule of law applicable to any contract of insurance other than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as by this Act defined. 

3. Marine adventure and maritime perils defined 

(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every lawful marine adventure may be 

the subject of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2) In particular there is a marine adventure where— 

1. Any ship goods or other moveables are exposed to maritime perils. Such 

property is in this Act referred to as “insurable property”; 

2. The earning or acquisition of any freight, passage money, commission, 

profit, or other pecuniary benefit, or the security for any advances, loan, 

or disbursements, is endangered by the exposure of insurabl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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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ritime perils; 

3. Any liability to a third party may be incurred by the owner of, or other 

person interested in or responsible for, insurable property, by reason of 

maritime perils. 

“ Maritime perils” means the perils consequent on, or incidental to, the 

navigation of the sea, that is to say, perils of the seas, fire, war perils, pirates, 

rovers, thieves, captures, seisures, restraints, and detainments of princes and 

peoples, jettisons, barratry, and any other perils, either of the like kind or which 

may be designated by the policy. 

Insurable Interest 

4. Avoidance of wagering or gaming contracts 

(1) Every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by way of gaming or wagering is void. 

(2)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is deemed to be a gaming or wagering 

contract— 

(a) Where the assured has not an insurable interest as defined by this Act, 

and the contract is entered into with no expectation of acquiring such an 

interest; or 

(b) Where the policy is made “interest or no interest,” or “without further 

proof of interest than the policy itself,” or “without benefit of salvage to 

the insurer,” or subject to any other like term:Provided that, where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salvage, a policy may be effected without benefit of 

salvage to the insurer. 

5. Insurable interest defined 

(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every person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who is interested in a marine ad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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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 particular a person is interested in a marine adventure where he stands in 

any legal or equitable relation to the adventure or to any insurable property 

at risk therein, in consequence of which he may benefit by the safety or due 

arrival of insurable property, or may be prejudiced by its loss, or by damage 

thereto, or by the detention thereof, or may incur liability in respect thereof. 

6. When interest must attach 

(1) The assured must be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though he need not be interested when the insurance is effected: 

Provided that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s insured “lost or not lost,” the 

assured may recover although he may not have acquired his interest until 

after the loss, unless at the time of effecting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the 

assured was aware of the loss, and the insurer was not. 

(2) Where the assured has no interest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he cannot acquire 

interest by any act or election after he is aware of the loss. 

7. Defeasible or contingent interest 

(1) A defeasible interest is insurable, as also is a contingent interest. 

(2) In particular, where the buyer of goods has insured them, he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notwithstanding that he might, at his election, have rejected the 

goods, or have treated them as at the seller’s risk, by reason of the latter’s 

delay in making delivery or otherwise. 

8. Partial interest 

A partial interest of any nature is insurable. 

9. Re-insurance 

(1) The insurer under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his risk, and may re-insure in respect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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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the original assured has no right or 

interest in respect of such re-insurance. 

10. Bottomry 

The lender of money on bottomry or respondentia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respect of the loan. 

11. Master’s and seamen’s wages 

The master or any member of the crew of a ship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respect 

of his wages. 

12. Advance freight 

In the case of advance freight, the person advancing the freight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so far as such freight is not repayable in case of loss. 

13. Charges of insurance 

The assured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charges of any insurance which he may 

effect. 

14. Quantum of interest 

(1)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mortgaged, the mortgagor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full value thereof, and the mortgagee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respect of any sum due or to become due under the mortgage. 

(2) A mortgagee, consignee, or other person having an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may insure on behalf and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 persons 

interested as well as for his own benefit. 

(3) The owner of insurable property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in respect of the 

full value thereof, notwithstanding that some third person may have agreed, 

or be liable, to indemnify him in case of loss. 

15. Assignment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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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 assured assigns or otherwise parts with his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he does not thereby transfer to the assignee his rights under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unless there be an express or implied agreement with the assignee to 

that effect. 

Bu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do not affect a transmission of interest by 

operation of law. 

Insurable Value 

16. Measure of insurable value 

Subject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or valuation in the policy, the insurable valu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must be ascertained as follows:— 

(1) In insurance on ship, the insurable value is the value,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risk, of the ship, including her outfit, provisions and stores for the 

officers and crew, money advanced for seamen’s wages, and other 

disbursements (if any) incurred to make the ship fit for the voyage or 

adventure contemplated by the policy, plus the charges of insurance upon the 

whole:The insurable value, in the case of a steamship, includes also the 

machinery, boilers, and coals and engine stores if owned by the assured, and, 

in the case of a ship engaged in a special trade, the ordinary fittings requisite 

for that trade: 

(2) In insurance on freight, whether paid in advance or otherwise, the insurable 

value is the gross amount of the freight at the risk of the assured, plus the 

charges of insurance: 

(3) In insurance on goods or merchandise, the insurable value is the prime cost 

of the property insured, plus the expenses of and incidental to shipping and 

the charges of insurance upon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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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 insurance on any other subject-matter, the insurable value is the amount at 

the risk of the assured when the policy attaches, plus the charges of insurance. 

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s 

17. Insurance is uberrimae fidei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is a contract based upon the utmost good faith, and, 

if the utmost good faith be not observed by either party, the contract may be 

avoided by the other party. 

18. Disclosure by assured 

(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the assured must disclose to the 

insurer, before the contract is concluded, every material circumstance which 

is known to the assured, and the assured is deemed to know every 

circumstance which,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ought to be known 

by him. If the assured fails to make such disclosure, the insurer may avoid 

the contract. 

(2) Every circumstance is material which would influence the judgment of a 

prudent insurer in fixing the premium, or determining whether he will take 

the risk. 

(3) In the absence of inquiry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need not be disclosed, 

namely :－ 

(a) Any circumstance which diminishes the risk 

(b) Any circumstance which is known or presumed to be known to the 

insurer. The insurer is presumed to know matters of common notoriety 

or knowledge, and matters which an insurer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his 

business , as such, ought to know； 

(c) Any circumstance as to which information is waived by the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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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ny circumstance which it is superfluous to disclose by reason of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4) Whether any particular circumstance, which is not disclosed, be  material 

or not is, in each case, a question of fact. 

(5) The term “circumstance” includes any communication made to, or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assured. 

19. Disclosure by agent effecting insuranc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oceding section as to circumstances which need 

not be disclosed, where an insurance is effected for the assured by an agent, the 

agent must disclose to the insurer－ 

(a) Every material circumstance which is known to himself, and an agent to 

insure is deemed to know every circumstance which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ought to be known by, or to have been communicated to, him；

and 

(b) Every material circumstance which the assured is bound to disclose, unless 

it come to his knowledge too late to communicate it to the agent. 

20. Represntations pending negotiation of contract 

(1) Every material representation made by the assured or his agent to the insurer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for the contract, and before the contract is concluded, 

must be true. If it be untrue the insurer may avoid the contract. 

(2) A representation is material which would influence the judgement of a 

prudent insurer in fixing the premium, or determining whether he will take 

the risk. 

(3) A representation may be either a representation as to a matter of fact, or as to 

a matter of expectation or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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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representation as to a matter of fact is true, if it be substantially correct, that 

is to say, i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is represented and what is actually 

correct would not be considered material by a prudent insurer. 

(5) A representation as to a matter of expectation or belief is true if it be made in 

good faith. 

(6) A representation may be withdrawn or corrected before the contract is 

concluded. 

(7) Whether a particular representation be material or not is, in each case, a 

question of fact. 

(8) This section dose not apply in relation to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if it 

is a consumer insurance contract within the meaning ot the Consumer 

Insurance (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s) Act 2012. 

ANNOTATION： 

s.20(8): added by Consumer Insurance (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s) Act 

2012 c.6, s.11(2)(c) (April 6, 2013) 

s.20 will be omitted as from 12 August 2016 by virtue of s.21(2) of the 

Insurance Act 2015 c.4 

21. When contract is deemed to be concluded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is deemed to be concluded when the proposal of 

the assured is accepted by the insurer, whether the policy be then issued or not; 

and, for the purpose of showing when the proposal was accepted, reference may 

be made to the slip or covering note or other customary memorandum of the 

contract, [although it be unstamped.] 

ANNOTATION： 

Words in square bracket repealed by the Finance Act 1959 (c. 58), Sch. 8 P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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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22. Contract must be embodied in policy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ny statute,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is 

inadmissible in evidence unless it is embodied in a marine policy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t. The policy may be executed and issued either at the time when the 

contract is concluded, or afterwards. 

23. What policy must specify 

A marine policy must specify－ 

(1) The name of the assured, or of some person who effects the insurance on his 

behalf； 

[(2)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nd the risk insured against； 

(3) The voyage, or period of time, or both, as the case may be, covered by the 

insurance； 

(4) The sum or sums insured； 

(5) The name or names of the insurers.] 

ANNOTATION： 

ss.23(2)-(5), in square brackets, repealed by the Finance Act 1959, ss.30(5), (7), 

37(5), Sch. 8, Part II 

24. Signature of insurer 

(1) A marine policy must be sign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surer, provided that 

in the case of a corporation the corporate seal may be sufficient, but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as requiring the subscription of a 

corporation to be under seal. 

(2) Where a policy is subscribed by or on behalf of two or more insurers, each 

subscription, unless the contrary be expressed, constitutes a distinct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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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assured. 

25. Voyage and time policies 

(1) Where the contract is to insure the subject-matter “at and from,” or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or others, the policy is called a “voyage policy,” and where 

the contract is to insure the subject-matter for a definite period of time the 

policy is called a “time policy.” A contract for both voyage and time may be 

included in the same policy. 

(2)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eleven of the Finance Act, 1901, a time 

policy which is made for any time exceeding twelve months is invalid.] 

ANNOTATION： 

sub-s.(2), in square brackets, repealed by the Finance Act 1959, ss.30(5), (7), 

37(5), Sch.8, Part II 

26. Designation of subject-matter 

(1)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must be designated in a marine policy with 

reasonable certainty. 

(2)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interest of the assured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need not be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3) Where the policy designates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n general terms, it 

shall be construed to apply to the interest intended by the assured to be 

covered. 

(4)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ection regard shall be had to any usage regulating 

the designa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27. Valued policy 

(1) A policy may be either valued or unvalued. 

(2) A valued policy is a policy which specifies the agreed value of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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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insured. 

(3)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and in the absence of fraud, the value 

fixed by the policy is, as between the insurer and assured, conclusive of the 

insurable value of the subject intended to be insured, whether the loss be total 

or partial. 

(4)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the value fixed by the policy is not 

conclusive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here has been a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28. Unvalued policy 

An unvalued policy is a policy which does not specify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but, subject to the limit of the sum insured, leaves the insurable 

value to be subsequently ascertained, in the manner herein-before specified. 

29. Floating policy by ship or ships 

(1) A floating policy is a policy which describes the insurance in general terms, 

and leaves the name of the ship or ships and other particulars to be defined 

by subsequent declaration. 

(2) The subsequent declaration or declarations may be made by indorsement on 

the policy, or in other customary manner. 

(3)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the declarations must be made in the 

order of dispatch or shipment. They must, in the case of goods, comprise all 

consignments within the terms of the policy, and the value of the goods or 

other property must be honestly stated, but an omission or erroneous 

declaration may be rectified even after loss or arrival, provided the omission 

or declaration was made in good faith. 

(4)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where a declaration of value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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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until after notice of loss or arrival, the policy must be treated as an 

unvalued policy as regards the subject-matter of that declaration. 

30. Construction of terms in policy 

(1) A policy may be in the form in the First Schedule to this Act. 

(2)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and unless the context of the policy 

otherwise requires, the terms and expressions mentioned in the First 

Schedule to this Act shall be construed as having the scope and meaning in 

that schedule assigned to them. 

31. Premium to be arranged 

(1) Where an insurance is effected at a premium to be arranged, and no 

arrangement is made, a reasonable premium is payable. 

(2) Where an insurance is effected on the terms that an additional premium is to 

be arranged in a given event, and that event happens but no arrangement is 

made, then a reasonable additional premium is payable. 

Double Insurance 

32. Double insurance 

(1) Where two or more policies are effect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assured on the 

same adventure and interest or any part thereof, and the sums insured exceed 

the indemnity allowed by this Act, the assured is said to be over-insured by 

double insurance. 

(2) Where the assured is over-insured by double insurance— 

(a) The assured,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may claim payment 

from the insurers in such order as he may think fit, provided that he is 

not entitled to receive any sum in excess of the indemnity allowed by 

thi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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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here the policy under which the assured claims is a valued policy, the 

assured must give credit as against the valuation for any sum received 

by him under any other policy without regard to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 Where the policy under which the assured claims is an unvalued policy 

he must give credit, as against the full insurable value, for any sum 

received by him under any other policy: 

(d) Where the assured receives any sum in excess of the indemnity allowed 

by this Act, he is deemed to hold such sum in trust for the insurers, 

according to their right of contribution among themselves. 

Warranties, &c. 

33. Nature of warranty 

(1) A warranty,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relating to warranties, means a 

promissory warranty, that is to say, a warranty by which the assured 

undertakes that some particular thing shall or shall not be done, or that some 

condition shall be fulfilled, or whereby he affirms or negatives the existence 

of a particular state of facts. 

(2) A warranty may be express or implied. 

(3) A warranty, as above defined, is a condition which must be exactly complied 

with, whether it be material to the risk or not. If it be not so complied with, 

then, subject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the insurer is discharged 

from liability as from the date of the breach of warranty, but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liability incurred by him before that date. 

ANNOTATION: 

sub-s.(3): the second sentence will be omitted as from 12 August 2016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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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e of s.10(7)(a) of the Insurance Act 2015 c.4. 

34. When breach of warrenty excused 

(1) Non-compliance with a warranty is excused when, by reason of a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the warranty ceases to be applicable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ontract, or when compliance with the warranty is rendered unlawful by 

any subsequent law. 

(2) Where a warranty is broken, the assured cannot avail himself of the defence 

that the breach has been remedied, and the warranty complied with, before 

loss. 

(3) A breach of warranty may be waived by the insurer. 

ANNOTATION: 

s.34 will be omitted as from 12 August 2016 by virtue of s.10(7)(b) of the 

Insurance Act 2015 c.4. 

35. Express warranties 

(1) An express warranty may be in any form of words from which the intention 

to warrant is to be inferred. 

(2) An express warranty must be included in, or written upon, the policy, or must 

be contained in some document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to the policy. 

(3) An express warranty does not exclude an implied warranty, unless it be 

inconsistent therewith. 

36. Warranty of neutrality 

(1) Where insurable property, whether ship or goods, is expressly warranted 

neutral, there is an implied condition that the property shall have a neutral 

character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risk, and that, so far as the assured can 

control the matter, its neutral character shall be preserved during th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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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ere a ship is expressly warranted “neutral” there is also an implied 

condition that, so far as the assured can control the matter, she shall be 

properly documented, that is to say, that she shall carry the necessary papers 

to establish her neutrality, and that she shall not falsify or suppress her papers, 

or use simulated papers. If any loss occurs through breach of this condition, 

the insurer may avoid the contract. 

37. No implied warranty of nationality 

There is no implied warranty as to the nationality of a ship, or that her nationality 

shall not be changed during the risk. 

38. Warranty of good safety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warranted “well” or “in good safety” on a 

particular day, it is sufficient if it be safe at any time during that day. 

39. Warranty of seaworthiness of ship 

(1) In a voyage policy there is an implied warranty that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voyage the ship shall be seaworth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articular 

adventure insured. 

(2) Where the policy attaches while the ship is in port, there is also an implied 

warranty that she shall,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risk, be reasonably fit to 

encounter the ordinary perils of the port. 

(3) Where the policy relates to a voyage which is performed in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which the ship requires different kinds of or further preparation or 

equipment, there is an implied warranty that at the commencement of each 

stage the ship is seaworthy in respect of such preparation or equip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at stage. 

(4) A ship is deemed to be seaworthy when she is reasonably fit in all respec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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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 the ordinary perils of the seas of the adventure insured. 

(5) In a time policy there is no implied warranty that the ship shall be seaworthy 

at any stage of the adventure, but where, with the privity of the assured, the 

ship is sent to sea in an unseaworthy state, the insurer is not liable for any 

loss attributable to unseaworthiness. 

40. No implied warranty that goods are seaworthy 

(1) In a policy on goods or other moveables there is no implied warranty that the 

goods or moveables are seaworthy. 

(2) In a voyage policy on goods or other moveables there is an implied warranty 

that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voyage the ship is not only seaworthy as a 

ship, but also that she is reasonably fit to carry the goods or other moveables 

to the destination contemplated by the policy. 

41. Warranty of legality 

There is an implied warranty that the adventure insured is a lawful one, and that, 

so far as the assured can control the matter, the adventure shall be carried out in a 

lawful manner. 

The Voyage 

42. Implied condition as to commencement of risk 

(1)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s insured by a voyage policy “at and from” or 

“from” a particular place,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the ship should be at that 

place when the contract is concluded, but there is an implied condition that 

the adventure shall be commence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nd that if the 

adventure be not so commenced the insurer may avoid the contract. 

(2) The implied condition may be negatived by showing that the delay was 

caused by circumstances known to the insurer before the contrac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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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ded, or by showing that he waived the condition. 

43. Alteration of port of departure 

Where the place of departure is specified by the policy, and the ship instead of 

sailing from that place sails from any other place, the risk does not attach. 

44. Sailing for different destination 

Where the destination is specified in the policy, and the ship, instead of sailing for 

that destination, sails for any other destination, the risk does not attach. 

45. Change of voyage 

(1) Where,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risk, the destination of the ship is 

voluntarily changed from the destination contemplated by the policy, there is 

said to be a change of voyage. 

(2)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where there is a change of voyage, the 

insurer is discharged from liability as from the time of change, that is to say, 

as from the time when the determination to change it is manifested; and it is 

immaterial that the ship may not in fact have left the course of voyage 

contemplated by the policy when the loss occurs. 

46. Deviation 

(1) Where a ship, without lawful excuse, deviates from the voyage contemplated 

by the policy, the insurer is discharged from liability as from the time of 

deviation, and it is immaterial that the ship may have regained her route 

before any loss occurs. 

(2) There is a deviation from the voyage contemplated by the policy— 

(a) Where the course of the voyage is specifically designated by the policy, 

and that course is departed from; or 

(b) Where the course of the voyage is not specifically designat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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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but the usual and customary course is departed from. 

(3) The intention to deviate is immaterial; there must be a deviation in fact to 

discharge the insurer from his liability under the contract. 

47. Several ports of discharge 

(1) Where several ports of discharge are specified by the policy, the ship may 

proceed to all or any of them, but, in the absence of any usage or sufficient 

cause to the contrary, she must proceed to them, or such of them as she goes 

to, in the order designated by the policy. If she does not there is a deviation. 

(2) Where the policy is to “ports of discharge,” within a given area, which are 

not named, the ship must, in the absence of any usage or sufficient cause to 

the contrary, proceed to them, or such of them as she goes to, in their 

geographical order. If she does not there is a deviation. 

48. Delay in voyage 

In the case of a voyage policy, the adventure insured must be prosecuted 

throughout its course with reasonable dispatch, and, if without lawful excuse it is 

not so prosecuted, the insurer is discharged from liability as from the time when 

the delay became unreasonable. 

49. Excuses for deviation or delay 

(1) Deviation or delay in prosecuting the voyage contemplated by the policy is 

excused— 

(a) Where authorised by any special term in the policy; or 

(b) Where caused by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master and 

his employer; or 

(c) Where reasonably necessary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an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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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here reasonably necessary for the safety of the ship or subject-matter 

insured; or 

(e) For the purpose of saving human life, or aiding a ship in distress where 

human life may be in danger; or 

(f) Where reasonably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medical or 

surgical aid for any person on board the ship; or 

(g) Where caused by the barratrous conduct of the master or crew, if barratry 

be one of the perils insured against. 

(2) When the cause excusing the deviation or delay ceases to operate, the ship 

must resume her course, and prosecute her voyage, with reasonable dispatch. 

Assignment of Policy 

50. When and how policy is assignable 

(1) A marine policy is assignable unless it contains terms expressly prohibiting 

assignment. It may be assigned either before or after loss. 

(2) Where a marine policy has been assigned so as to pass the beneficial interest 

in such policy, the assignee of the policy is entitled to sue thereon in his own 

name; and the defendant is entitled to make any defence arising out of the 

contract which he would have been entitled to make if the action had been 

brought in the name of the person by or on behalf of whom the policy was 

effected. 

(3) A marine policy may be assigned by indorsement thereon or in other 

customary manner. 

51. Assured who has no interest cannot assign 

Where the assured has parted with or lost his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nd has not, before or at the time of so doing, expressly or impliedly agre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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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 the policy, any subsequent assignment of the policy is inoperative: 

Provided that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affects the assignment of a policy after loss. 

The Premium 

52. When premium payable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or his agent to pay the premium, 

and the duty of the insurer to issue the policy to the assured or his agent, are 

concurrent conditions, and the insurer is not bound to issue the policy until 

payment or tender of the premium. 

53. Policy effected through broker 

(1)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where a marine policy is effected on behalf of the 

assured by a broker, the broker is directly responsible to the insurer for the 

premium, and the insurer is directly responsible to the assured for the amount 

which may be payable in respect of losses, or in respect of returnable 

premium. 

(2)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he broker has, as against the assured, a lien upon 

the policy for the amount of the premium and his charges in respect of 

effecting the policy; and, where he has dealt with the person who employs 

him as a principal, he has also a lien on the policy in respect of any balance 

on any insurance account which may be due to him from such person, unless 

when the debt was incurred he ha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such person was 

only an agent. 

54. Effect of receipt on policy 

Where a marine policy effected on behalf of the assured by a broker acknowledges 

the receipt of the premium, such acknowledgement is, in the absence of fraud, 

conclusive as between the insurer and the assured, but not as between the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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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roker. 

Loss and Abandonment 

55. Included and excluded losses 

(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and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the insurer is liable for any loss proximately caused by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but, subject as aforesaid, he is not liable for any loss which is not proximately 

caused by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2) In particular— 

(a) The insurer is not liable for any loss attributable to the wilful misconduct 

of the assured, but,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he is liable for 

any loss proximately caused by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even though the 

loss would not have happened but for the misconduct or negligence of 

the master or crew; 

(b)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the insurer on ship or goods is not 

liable for any loss proximately caused by delay, although the delay be 

caused by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c)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the insurer is not liable for 

ordinary wear and tear, ordinary leakage and breakage, inherent vice or 

natur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or for any loss proximately caused 

by rats or vermin, or for any injury to machinery not proximately caused 

by maritime perils. 

56. Partial and total loss 

(1) A loss may be either total or partial. Any loss other than a total loss, as 

hereinafter defined, is a partial loss. 

(2) A total loss may be either an actual total loss, or a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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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less a different intention appears from the terms of the policy, an insurance 

against total loss includes a constructive, as well as an actual, total loss. 

(4) Where the assured brings an action for a total loss and the evidence proves 

only a partial loss, he may,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recover for 

a partial loss. 

(5) Where goods reach their destination in specie, but by reason of obliteration 

of marks, or otherwise, they are incapable of identification, the loss, if any, is 

partial, and not total. 

57. Actual total loss 

(1)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destroyed, or so damaged as to cease to 

be a thing of the kind insured, or where the assured is irretrievably deprived 

thereof, there is an actual total loss. 

(2) In the case of an actual total loss no notice of abandonment need be given. 

58. Missing ship 

Where the ship concerned in the adventure is missing, and after the lapse of a 

reasonable time no news of her has been received, an actual total loss may be 

presumed. 

59. Effect of transhipment, &c 

Where, by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the voyage is interrupted at an intermediate port 

or plac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s, apart from any special stipulation in 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to justify the master in landing and reshipping the goods 

or other moveables, or in transhipping them, and sending them on to their 

destination, th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 continues, notwithstanding the landing or 

transhipment. 

60.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defined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23 

 

(1) Subject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there is a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reasonably abandoned on account of 

its actual total loss appearing to be unavoidable, or because it could not be 

preserved from actual total loss without an expenditure which would exceed 

its value when the expenditure had been incurred. 

(2) In particular, there is a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i)Where the assured is deprived of the possession of his ship or goods by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and (a) it is unlikely that he can recover the ship or 

goods, as the case may be, or (b) the cost of recovering the ship or goods, as 

the case may be, would exceed their value when recovered; or 

(ii)In the case of damage to a ship, where she is so damaged by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that the cost of repairing the damage would exceed the value of the 

ship when repaired.In estimating the cost of repairs, no deduction is to be 

made in respect of general average contributions to those repairs payable by 

other interests, but account is to be taken of the expense of future salvage 

operations and of any future general average contributions to which the ship 

would be liable if repaired; or 

(iii)In the case of damage to goods, where the cost of repairing the damage 

and forwarding the goods to their destination would exceed their value on 

arrival. 

61. Effect of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Where there is a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the assured may either treat the loss as a 

partial loss, or abando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the insurer and treat the loss 

as if it were an actual total loss. 

62. Notice of aband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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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where the assured elects to abando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to the insurer, he must give notice of abandonment. 

If he fails to do so the loss can only be treated as a partial loss. 

(2) Notice of abandonment may be given in writing, or by word of mouth, or 

partly in writing and partly by word of mouth, and may be given in any terms 

which indicate the intention of the assured to abandon his insured interest in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unconditionally to the insurer. 

(3) Notice of abandonment must be given with reasonable diligence after the 

receipt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of the loss, but where the information is of a 

doubtful character the assured is entitled to a reasonable time to make inquiry. 

(4) Where notice of abandonment is properly given, the rights of the assured are 

not prejudiced by the fact that the insurer refuses to accept the abandonment. 

(5) The acceptance of an abandonment may be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from the 

conduct of the insurer. The mere silence of the insurer after notice is not an 

acceptance. 

(6) Where notice of abandonment is accepted the abandonment is irrevocable. 

The acceptance of the notice conclusively admits liability for the loss and the 

sufficiency of the notice. 

(7) Notice of abandonment is unnecessary where, at the time when the assured 

receives information of the loss, there would be no possibility of benefit to 

the insurer if notice were given to him. 

(8) Notice of abandonment may be waived by the insurer. 

(9) Where an insurer has re-insured his risk, no notice of abandonment need be 

given by him. 

63. Effect of aband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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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re there is a valid abandonment the insurer is entitled to take over the 

interest of the assured in whatever may remai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nd all proprietary rights incidental thereto. 

(2) Upon the abandonment of a ship, the insurer thereof is entitled to any freight 

in course of being earned, and which is earned by her subsequent to the 

casualty causing the loss, less the expenses of earning it incurred after the 

casualty; and, where the ship is carrying the owner’s goods, the insurer is 

entitled to a reasonable remuneration for the carriage of them subsequent to 

the casualty causing the loss. 

Partial Losses (including Salvage and General Average and 

Particular Charges) 

64. Particular average loss 

(1) A particular average loss is a partial loss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caused 

by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and which is not a general average loss. 

(2) Expenses incur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assured for the safety or preservation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other than general average and salvage charges, 

are called particular charges. Particular charges are not included in particular 

average. 

65. Salvage charges 

(1) Subject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salvage charges incurred in 

preventing a loss by perils insured against may be recovered as a loss by those 

perils. 

(2) “Salvage charges” means the charges recoverable under maritime law by a 

salvor independently of contract. They do not include the expenses of 

services in the nature of salvage rendered by the assured or his agents, or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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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employed for hire by them,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Such expenses, where properly incurred, may be recovered as 

particular charges or as a general average loss,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y were incurred. 

66. General average loss 

(1) A general average loss is a loss caused by or directly consequential on a 

general average act. It includes a general average expenditure as well as a 

general average sacrifice. 

(2) There is a general average act where any extraordinary sacrifice or 

expenditure is voluntarily and reasonably made or incurred in time of peril 

for the purpose of preserving the property imperilled in the common 

adventure. 

(3) Where there is a general average loss, the party on whom it falls is entitle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imposed by maritime law, to a rateable contribution 

from the other parties interested, and such contribution is called a general 

average contribution. 

(4) Subject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where the assured has incurred 

a general average expenditure, he may recover from the insurer in respect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loss which falls upon him; and, in the case of a general 

average sacrifice, he may recover from the insurer in respect of the whole 

loss without having enforced his right of contribution from the other parties 

liable to contribute. 

(5) Subject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where the assured has paid, or 

is liable to pay, a general average contribution in respect of the subject insured, 

he may recover therefor from the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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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 the absence of express stipulation, the insurer is not liable for any general 

average loss or contribution where the loss was not incurred for the purpose 

of avoiding, or in connexion with the avoidance of,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7) Where ship, freight, and cargo, or any two of those interests, are owned by 

the same assured, th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 in respect of general average 

losses or contributions is to be determined as if those subjects were owned by 

different persons. 

Measure of Indemnity 

67. Extent of liability of insurer for loss 

(1) The sum which the assured can recover in respect of a loss on a policy by 

which he is insured, in the case of an unvalued policy to the full extent of the 

insurable value, or, in the case of a valued policy to the full extent of the value 

fixed by the policy is called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2) Where there is a loss recoverable under the policy, the insurer, or each insurer 

if there be more than one, is liable for such proportion of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as the amount of his subscription bears to the value fixed by the 

policy in the case of a valued policy, or to the insurable value in the case of 

an unvalued policy. 

68. Total los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and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where there is a total loss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1) If the policy be a valued policy,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is the sum fixed by 

the policy: 

(2) If the policy be an unvalued policy,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is the insurable 

value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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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Partial loss of ship 

Where a ship is damaged, but is not totally lost,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subject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is as follows:— 

(1) Where the ship has been repaired, the assured is entitled to the reasonable 

cost of the repairs, less the customary deductions, but not exceeding the sum 

insured in respect of any one casualty: 

(2) Where the ship has been only partially repaired, the assured is entitled to the 

reasonable cost of such repairs, computed as above, and also to be 

indemnified for the reasonable depreciation, if any, arising from the 

unrepaired damage, provided that the aggregate amount shall not exceed the 

cost of repairing the whole damage, computed as above: 

(3) Where the ship has not been repaired, and has not been sold in her damaged 

state during the risk, the assured is entitled to be indemnified for the 

reasonable depreciation arising from the unrepaired damage, but not 

exceeding the reasonable cost of repairing such damage, computed as above. 

70. Partial loss of freight 

Subject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where there is a partial loss of 

freight,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is such proportion of the sum fixed by the policy 

in the case of a valued policy, or of the insurable value in the case of an unvalued 

policy, as the proportion of freight lost by the assured bears to the whole freight at 

the risk of the assured under the policy. 

71. Partial loss of goods, merchandise, &c 

Where there is a partial loss of goods, merchandise, or other moveables,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subject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is as 

follows:— 



DOI:10.6814/THE.NCCU.LAWID.015.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29 

 

(1) Where part of the goods, merchandise or other moveables insured by a valued 

policy is totally lost,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is such proportion of the sum 

fixed by the policy as the insurable value of the part lost bears to the insurable 

value of the whole, ascertained as in the case of an unvalued policy: 

(2) Where part of the goods, merchandise, or other moveables insured by an 

unvalued policy is totally lost,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is the insurable value 

of the part lost, ascertained as in case of total loss: 

(3) Where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goods or merchandise insured has been 

delivered damaged at its destination,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is such 

proportion of the sum fixed by the policy in the case of a valued policy, or of 

the insurable value in the case of an unvalued policy,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ss sound and damaged values at the place of arrival bears to 

the gross sound value: 

(4) “Gross value” means the wholesale price, or, if there be no such price, the 

estimated value, with, in either case, freight, landing charges, and duty paid 

beforehand; provided that, in the case of goods or merchandise customarily 

sold in bond, the bonded price is deemed to be the gross value. “Gross 

proceeds” means the actual price obtained at a sale where all charges on sale 

are paid by the sellers. 

72. Apportionment of valuation 

(1) Where different species of property are insured under a single valuation, the 

valuation must be apportioned over the different specie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spective insurable values, as in the case of an unvalued policy. The insured 

value of any part of a species is such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insured value of 

the same as the insurable value of the part bears to the insurable valu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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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ascertained in both cases as provided by this Act. 

(2) Where a valuation has to be apportioned, and particulars of the prime cost of 

each separate species, quality, or description of goods cannot be ascertained, 

the division of the valuation may be made over the net arrived sound values 

of the different species, qualities, or descriptions of goods. 

73. General average contributions and salvage charges 

(1) Subject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where the assured has paid, or 

is liable for, any general average contribution,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is 

the full amount of such contribution, if the subject-matter liable to 

contribution is insured for its full contributory value; but, if such subject-

matter be not insured for its full contributory value, or if only part of it be 

insured, the indemnity payable by the insurer must be reduced in proportion 

to the under insurance, and where there has been a particular average loss 

which constitutes a deduction from the contributory value, and for which the 

insurer is liable, that amount must be deducted from the insured value in order 

to ascertain what the insurer is liable to contribute. 

(2) Where the insurer is liable for salvage charges the extent of his liability must 

be determined on the like principle. 

74. Liabilities to third parties 

Where the assured has effected an insurance in express terms against any liability 

to a third party,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subject to any express provision in the 

policy, is the amount paid or payable by him to such third party in respect of such 

liability. 

75. General provisions as to measure of indemnity 

(1) Where there has been a loss in respect of any subject-matter not expres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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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for in the foregoing provisions of this Act,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shall be ascertained, as nearly as may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provisions, 

in so far as applicable to the particular case. 

(2) Nothing in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relating to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shall affect the rules relating to double insurance, or prohibit the insurer from 

disproving interest wholly or in part, or from showing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loss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was not at risk under 

the policy. 

76. Particular average warranties 

(1)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warranted free from particular average, 

the assured cannot recover for a loss of part, other than a loss incurred by a 

general average sacrifice, unless the contract contained in the policy be 

apportionable; but, if the contract be apportionable, the assured may recover 

for a total loss of any apportionable part. 

(2)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warranted free from particular average, 

either wholly or under a certain percentage, the insurer is nevertheless liable 

for salvage charges, and for particular charges and other expenses properly 

incurred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suing and labouring clause in order 

to avert a loss insured against. 

(3)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is 

warranted free from particular average under a specified percentage, a general 

average loss cannot be added to a particular average loss to make up the 

specified percentage. 

(4) For the purpose of ascertaining whether the specified percentage has been 

reached, regard shall be had only to the actual loss suffered by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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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insured. Particular charges and the expenses of and incidental to 

ascertaining and proving the loss must be excluded. 

77. Successive losses 

(1)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an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the insurer is liable for successive losses, even though the total amount of 

such losses may exceed the sum insured. 

(2) Where, under the same policy, a partial loss, which has not been repaired or 

otherwise made good, is followed by a total loss, the assured can only recover 

in respect of the total loss: 

Provided that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affect th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 

under the suing and labouring clause. 

78. Suing and labouring clause 

(1) Where the policy contains a suing and labouring clause, the engagement 

thereby entered into is deemed to be supplementary to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and the assured may recover from the insurer any expenses 

properly incurred pursuant to the claus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insurer may 

have paid for a total loss, or that the subject-matter may have been warranted 

free from particular average, either wholly or under a certain percentage. 

(2) General average losses and contributions and salvage charges, as defined by 

this Act, are not recoverable under the suing and labouring clause. 

(3) Expenses incurred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or diminishing any loss not 

covered by the policy are not recoverable under the suing and labouring 

clause. 

(4) It is the duty of the assured and his agents, in all cases,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reasonable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or minimising a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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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of Insurer on Payment 

79. Right of subrogation 

(1) Where the insurer pays for a total loss, either of the whole, or in the case of 

goods of any apportionable part,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he thereupon 

becomes entitled to take over the interest of the assured in whatever may 

remain of the subject-matter so paid for, and he is thereby subrogated to all 

the rights and remedies of the assured in and in respect of that subject-matter 

as from the time of the casualty causing the loss. 

(2) Subject to the foregoing provisions, where the insurer pays for a partial loss, 

he acquires no titl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or such part of it as may 

remain, but he is thereupon subrogated to all rights and remedies of the 

assured in and in respect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as from the time of the 

casualty causing the loss, in so far as the assured has been indemnified, 

according to this Act, by such payment for the loss. 

80. Right of contribution 

(1) Where the assured is over-insured by double insurance, each insurer is bound, 

as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other insurers, to contribute rateably to the loss in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for which he is liable under his contract. 

(2) If any insurer pays more than his proportion of the loss, he is entitled to 

maintain an action for contribution against the other insurers, and is entitled 

to the like remedies as a surety who has paid more than his proportion of the 

debt. 

81. Effect of under insurance 

Where the assured is insured for an amount less than the insurable value or, in the 

case of a valued policy, for an amount less than the policy valuation, he is dee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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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his own insurer in respect of the uninsured balance. 

Return of Premium 

82. Enforcement of return 

Where the premium or a proportionate part thereof is, by this Act, declared to be 

returnable,— 

(a) If already paid, it may be recovered by the assured from the insurer; and 

(b) If unpaid, it may be retained by the assured or his agent. 

83. Return by agreement 

Where the policy contains a stipulation for the return of the premium, or a 

proportionate part thereof, on the happening of a certain event, and that event 

happens, the premium, or, as the case may be, the proportionate part thereof, is 

thereupon returnable to the assured 

84. Return for failure of consideration 

(1) Where the consideration for the payment of the premium totally fails, and 

there has been no fraud or illegality on the part of the assured or his agents, 

the premium is thereupon returnable to the assured. 

(2) Where the consideration for the payment of the premium is apportionable and 

there is a total failure of any apportionable part of the consideration, a 

proportionate part of the premium is, under the like conditions, thereupon 

returnable to the assured. 

(3) In particular— 

(a) Where the policy is void, or is avoided by the insurer as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risk, the premium is returnable, provided that 

there has been no fraud or illegality on the part of the assured; but if the 

risk is not apportionable, and has once attached, the premium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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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able: 

(b)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or part thereof, has never been 

imperilled, the premium, or, as the case may be, a proportionate part 

thereof, is returnable:Provided that where the subject-matter has been 

insured “lost or not lost” and has arrived in safety at the time when the 

contract is concluded, the premium is not returnable unless, at such time, 

the insurer knew of the safe arrival. 

(c) Where the assured has no insurable interest throughout the currency of 

the risk, the premium is returnable, provided that this rule does not apply 

to a policy effected by way of gaming or wagering; 

(d) Where the assured has a defeasible interest which is terminated during 

the currency of the risk, the premium is not returnable; 

(e) Where the assured has over-insured under an unvalued policy, a 

proportionate part of the premium is returnable; 

(f) Subject to the foregoing provisions, where the assured has over-insured 

by double insurance, a proportionate part of the several premiums is 

returnable:Provided that, if the policies are effect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any earlier policy has at any time borne the entire risk, or if a claim 

has been paid on the policy in respect of the full sum insured thereby, no 

premium is returnable in respect of that policy, and when the double 

insurance is effected knowingly by the assured no premium is returnable. 

Mutual Insurance 

85. Modification of Act in case of mutual insurance 

(1) Where two or more persons mutually agree to insure each other against 

marine losses there is said to be a mutual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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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relating to the premium do not apply to mutual 

insurance, but a guarantee, or such other arrangement as may be agreed upon, 

may be substituted for the premium. 

(3)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in so far as they may be modified by th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may in the case of mutual insurance be modified by the terms 

of the policies issued by the association, or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4) Subject to the exceptions mentioned in this section,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apply to a mutual insurance. 

Supplemental 

86. Ratification by assured 

Where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is in good faith effected by one person on 

behalf of another, the person on whose behalf it is effected may ratify the contract 

even after he is aware of a loss. 

87. Implied obligations varied by agreement or usage 

(1) Where any right, duty, or liability would arise under a contract of marine 

insurance by implication of law, it may be negatived or varied by express 

agreement, or by usage, if the usage be such as to bind both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2)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extend to any right, duty, or liability declared 

by this Act which may be lawfully modified by agreement. 

88. Reasonable time, &c. a question of fact 

Where by this Act any reference is made to reasonable time, reasonable premium, 

or reasonable diligence, the question what is reasonable is a question of fact. 

89. Slip as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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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re is a duly stamped policy, reference may be made, as heretofore, to the 

slip or covering note, in any legal proceeding. 

90. Interpretation of terms 

In this Act, unless the context or subject-matter otherwise requires,—  

“Action” includes counter-claim and set off:  

“Freight” includes the profit derivable by a shipowner from the employment of 

his ship to carry his own goods or moveables, as well as freight payable by a third 

party, but does not include passage money:  

“Moveables” means any moveable tangible property, other than the ship, and 

includes money, valuable securities, and other documents:  

“Policy” means a marine policy.  

91. Savings 

(1) Nothing in this Act, or in any repeal effected thereby, shall affect— 

(a)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mp Act 1891, or any enactment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relating to the revenue; 

(b)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mpanies Act 1862, or any enactment amending 

or substituted for the same; 

(c) The provisions of any statute not expressly repealed by this Act. 

(2) The rules of the common law including the law merchant, save in so far as 

they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express provisions of this Act, shall continue to 

apply to contracts of marine insurance. 

92. Repeals 

The enactments mentioned in the Second Schedule to this Act are hereby repealed 

to the extent specified in that schedule. 

A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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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2 repealed by Statute Law Revision Act 1927 (c.42) 

93. Commencement 

This Avt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on the first day of Janurary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even. 

ANNOTATION： 

s.93 repealed by Statute Law Revision Act 1927 (c.42) 

94. Short title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Marine Insurance Act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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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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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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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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