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保全業之應用保險與案例分析 

轉移風險乃處理風險的數種方式之一，而保險通常為轉移風險常用的方式

之一。有許多專業人士仍然認為，對抗企業看不見的損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購買保險；甚至有人認為，保險可以取代複雜的安全計畫，其實這些觀念不是

完全正確的。 

就保全業之業務經營而言，運用相關保險時有其障礙： 

一、經營保全業相關保險業務經常蒙受虧損，因此保險業者對於此等業務興趣

缺缺。大多數保險公司為了避免此種損失，經常採取十分嚴格之控管方

式，對於曾經因為犯罪而理賠之業務，常常終止保險契約、拒絕續保、限

制投保險金額及承保內容、大幅提高保費甚而至拒絕承保等等。由於保全

業屬於高風險服務業，已有找不到保險公司承保保全相關業務之困境。 

二、保全業者事實上亦無法將所有可能發生的損失均投保，即使有此可能性，

若將所有承作的保全業務全部投保，亦將使公司士氣降低並使客戶喪失信

心。在競爭激烈的保全業市場，業務無形的流失可能很嚴重，但都無法獲

得保險理賠。 

由上述兩點顯示，保險永遠無法取代安全計畫，企業對於已投保的資產項

目，通常多少會降低對該資產的安全保護措施。整體而言，保險將使得企業降

低對於防範犯罪的重視，其結果反而會誘使犯罪增加，此惡性循環並非購買保

險可解決者。無庸置疑地，保險很重要，任何企業都希望能避免非預期的損

失，不過應該將保險視為一種輔助性保障，而非當成防止犯罪的主要方式。本

文認為，損害防阻工作及有效的安全防護計畫，再加上保險才能實際將風險降

至最低。 

第一節 市場現況之比較 

我國保全業之興起源於民國六十七年，參考日本警備業界之制度，引進最

新之防盜、防火、防災電子器材，利用電信專線，建立自動報警系統，設立管

制中心，每日二十四小時控制安全狀況，觀察警報系統反應，若發現異常情

況，立刻通報有關單位或派保全人員於數分鐘內，馳往現場處理，以維護客戶

之安全， 除了日式服務、亦有美式服務。我國參酌日本警備業法擬定保全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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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律，故實際內容亦類似於日本立法例，保全業之連帶賠償責任即為著例1。 

保全業同時也嘗試自己開發各種感知器材，以節省成本。由於是新興行

業，且提供之保全服務亦符合消費者所之需求，故近年來急遽成長，據統計，

台灣地區的保全公司約400家左右。保全公司之最低資本額為新台幣肆仟萬

元，每增加一個分公司之登記最低資本額為新台幣貳仟萬元，目前已成立保全

商業同業公會計有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台中市、高雄市五個公會，更於

民國九十一年成立全國性的中華保全協會，約有266家會員公司。 

保險思想之萌生，源於人類求生存之各種互助、協同之行為2。我國保險思

想起源雖早，但仍不得不仿效英美日等先進國家的保險經營方式，來使我國保

險制度上軌道。經百餘年來的發展，我國市場上目前計有產物保險公司28家，

人壽保險公司28家（含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 

第一項  保全業與保險業之現況比較 

為便於兩類業者現況之比較，本文僅就其主管機關、法令規範、設立時

間、目前家數、資本額規定、組織體系、從業人數、職前訓練、待遇等分別加

以分析說明： 

一、主管機關 

(一) 保全業之主管機關，依規定於保全業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警政署：在省(市)為省(市)政府警察局；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警察局」。 

(二) 保險業之主管機關，依規定於保險法第十二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

機關為財政部，但保險合作社除其經營之業務，以財政部保險司為主

管機關外，其社務以合作主管機關為主管機關」。  

二、法令規範 

(一) 規範保全業之相關法令有保全業法、保全業法施行細則、警察機關辦

理保全業務作業要點、保全公司申請運鈔業務特殊安全裝置運鈔車審

驗規定、保全公司VHF高頻率無線電管理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1 保全業法第十五條：「保全業應負責監督所僱用之保全人員，並防範其侵害委任人權益。保
全業於其保全人員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委任人之權益時，與行為人負無過失之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 
2 陳雲中，「保險學要義－理論與實際」，民國 84年 9月，修訂版，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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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勞工安

全衛生法、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勞動檢查法、勞動檢查法施行

細則等。 

(二) 規範保險業之相關法令有保險法、保險法施行細則，保險業管理辦

法、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規則、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等。 

三、設立時間 

(一) 首家保全公司「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六十七年元月。 

(二) 首家產險公司「中國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二十年十一

月；民國三十年三月，而首家壽險公司「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則

成立於民國三十年三月。 

四、目前家數 

(一)保全業全省約400家，另成立五個保全商業同業公會，分別為台北市、

台北縣、桃園縣、台中市、高雄市公會組織，及全國性的中華保全協

會，目前約有266家會員公司。 

(二) 保險業目前依產、壽險公會統計截至九十年底，本國產險公司部份計

17 家及保險合作社 1 家；外國保險業在台分公司 10 家，合計產險 28

家。本國壽險公司 18 家；外國保險公司在台分公司核准經營壽險業者

10家，合計壽險公司 28家。 

五、資本額之規定 

(一) 保全公司之資本額規定至少新台幣肆仟萬以上，每增設立一處分公司

需增加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上。 

(二) 於保險公司之法定資本額方面，本國保險公司與外國保險公司有所不

同，原規定至少壹億以上，自從金控公司成立後現有本國保險公司之

資本至少貳拾億以上，外國保險公司在台設立分公司者，其資本至少

新台幣伍仟萬以上。 

六、組織體系 

(一) 保全公司之組織體系依各公司之業務範圍及規模不一，主要有可分成

三大範疇，詳參見（圖5-1） 

1. 共同資源處：包含有人力資源部、資訊部、法務部、企劃部、

財務部，總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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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聯合服務處：涵蓋有管制部、客服中心、服務部、保全部。 

3. 整合行銷處：營業部、金融部、連鎖部、業務部。 

而保全部組織下又分四個區部以北一營業部、北二區部營業部、中區

營業部、南區營業部，轄下各駐區分佈於各縣市，而依其組織體系、

營業項目之增加及公司規範之擴大而有所調整。 

(二) 保險公司的外務組織有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而一

般內部組織，就產物保險公司來說，依各公司之業務範圍及規模不

一，主要有四大範疇，詳參見（圖 5-2） 

1. 共同資源部門：包含有人力資源部 (教育中心) 、財務部、稽

核室、法務室、企劃室、資訊部、秘書室。 

2. 個人保險總處：涵蓋有個人保險作業、個人保險商品、車險營

業部、客服管理部、客服部、火災保險商品。 

3. 企業保險總處：工程保險商品、新種保險商品、海上保險商

品、企營一部、企營二部、企營三部。 

4. 銷售部門：國外部、北一區部、北二區部、中區部、南區部，

及轄下各縣市設立分公司或通訊處，以利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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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保全業組織系統圖
 
資料來源：台灣新光保全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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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保險業組織系統圖 

資料來源：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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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就業人數 

(一) 保全業之從業人員因涉及流動性較高，目前依保全公會之估算約

40,000人左右。 

(二) 保險業之就業人口3，依行政院主計處之「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所

編可得知台灣地區至民國九十年底止，財產保險業經核准核保人員

799 人，理賠人員 663 人，保險業務員 37,209 人。人身保險核准精算

人員 122人，核保人員 613人，理賠人員 392人，保險業務員 271,396

人，統計財產保險計有 38,671人，人身保險有 272,523人，其他保險

業有26,752人，總計337,946人。 

八、證照制度 

(一) 保全業之保全人員證照制度至今並未實施，仍有賴主管機關及相關法

令加以規範。 

(二)保險業之從業人員證照制度已行之有年，內部組織之證照計有壽險核保

人員、壽險理賠人員、壽險業務人員、產險核保人員、產險理賠人

員、產險業務人員、保險精算人員；外務組織則包括有人身保險代理

人、財產保險代理人、人身保險經紀人、財產保險經紀人、一般保險

公證人、海事保險公證人。 

九、薪資待遇 

(一)保全業之保全人員薪資平均38,320元。 

(二)依行政院主計處所編之4「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可得知民國九十

一年人身保險從業人員平均每月薪資約 42,738元，財產保險從業人員

平均每月薪資約38,870元。 

十、職前訓練 

(一)保全業雇用保全人員，依現行保全業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新進人員

應施予一週以上之職業專業訓練；對在職保全人員每個月應施予四小

時以上之在職訓練。 

(二)保險公司徵才皆經過面談， 甚至考試，一般不須職前訓練，但強調在 

職教育。 

                                                 
3 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民國91年，頁198。 
4 行政院主計處，「薪資與生產力統計月報」，民國91年，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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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台灣地區保全業與保險業現況比較表詳見（表 5-1），列一簡表如下： 

 

表5-1              台灣地區保全業與保險業現況比較表 

產業別

項目 
保  全   業 保  險  業 備  註 

一、主管機關 內政部警政署；在省

(市)為省(市)政府警察

局；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警察局。 

財政部保險司  

二、法令規範 保全業法及其施行細

則 

保險法及相關法令  

三、設立時間 1978 1931  

四、目前家數 400 產險：28壽險：28 保險業合計56家

五、資本額限定 4,000萬以上 20億以上 加入公會者 

六、組織體系 內部組織 內部組織及 

外務組織 

 

七、從業人數 約40,000人 
產險： 38,671人    

壽險：272,523人 

人力資源調查統計

年報 

八、證照制度 無 壽險核保人員 

壽險理賠人員 

壽險業務人員 

產險核保人員 

產險理賠人員 
產險業務人員 
保險精算人員 

外務組織： 

人身保險代理人 

財產保險代理人 

人身保險經紀人 

財產保險經紀人 

一般保險公證人 

海事保險公證人 

九、薪資待遇 約38,320元 
產險：38,870元     

壽險：42,738元 

薪資與生產力統計

月報 

十、職前訓練 

新進人員一週以上、

在職人員每月四小時

以上 

無 保全業施行細則第

十二條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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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全業與保險業之市場經營 

一、保全業之市場經營 

由於近年來犯罪率增加，犯罪事件頻傳，保全業因而萌芽、成長，台灣保

全業之進展快速。就保全客戶數而言，民國七十八年底，全國約有三萬客

戶，至民國八十三年底，客戶已達七萬，民國九十一年底，雖然景氣低

迷，仍高達十四萬戶。就保全業者家數而言，民國七十五年以前，大小保

全公司只有二十餘家，到了民國八十年，已高達 200家，民國九十一年更

高達 400家，可見保全市場發展迅速，保全之概念已漸為受到多數企業集

團及社會大眾之重視與接受。 

 

就本文上節所述，保全業之業務範圍經營，可依其型態區分五項：(1)電子

保全(又稱系統保全)(2)駐衛保全(3)運送保全(4)人身保全(5)其他保全。要想

成功地經營保全業，除瞭解保全經營屬性外，尚須具備下列要素：投資保

全業，最好具有相當財力。畢竟知名度、形象、資金、能力，及是否能永

續經營等等，均是消費者考慮的層面。而保全業之經營須大量投資、大幅

擴點，並由點至面。投資保全業者，必須認知保全業是高資本、特殊高專

業性之行業，故應聘用專業人士，並充分授權，方能擴大保全市場。此

外，尚須重視保全專業器材之研究發展工作，增加產品之附加價值，並提

升保全服務品質，適時滿足消費者之需求。 

 

二、產物保險業之市場經營 

台灣近年來的經濟成長帶動了產物保險發展，外商公司亦積極地投入臺灣

保險市場。產險業簽單保費從民國80-90年之統計如下（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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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台灣地區產險業簽單保費統計表 -（民國 80-90 年） 

單位：新台幣仟元

簽單保費 增減率 
年度 

本國公司 外國公司 
合計 

% 

80 43,883,522 528,890 44,412,412  

81 52,359,635 633,164 52,992,799 19.32%

82 59,321,807 708,734 60,030,541 13.28%

83 67,699,210 824,822 68,524,032 14.15%

84 73,830,717 1,032,838 74,863,555 9.25%

85 71,741,316 1,233,098 72,974,414 -2.52%

86 71,333,663 1,347,808 72,681,471 -0.40%

87 74,210,263 1,712,062 75,922,325 4.46%

88 83,286,044 1,920,836 85,206,880 12.23%

89 85,482,318 2,352,635 87,834,953 3.08%

90 87,910,394 2,919,200 90,829,594 3.41%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編印－產物保險統計要覽。 

 

由上表可發現產物保險之簽單保費逐年增加，未來產險市場仍有相當潛

力。為使保險業務能有正常與合理之發展，保險公司於經營保險業務時，必

須遵守下列保險經營之原則：  

(一)危險大量之原則 

此為經營原則之一，主要乃藉由大數法則之作用，降低客觀危險

（Objective Risk），同時亦可節省營業費用。 

(二)危險選擇之原則 

即依標的之危險種類及危險程度，估計適當之保險金額，使危險之

品質齊一，並防止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此一原則，於新舊保

險契約皆適用。 

(三)保費適足之原則 

合理而適當之保險費，必須依據過去之統計資料，計算損失機率決

定，一般而言，保險費率之合理性包括兩方面：(1)保險費率訂定之

合理性(2)保險費率適用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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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險分散之原則 

避免危險單位之集中，並訂定承保限額，同時可應用再保險與共同

保險，以達成目的。 

(五)給付確當之原則 

所謂的給付適當，即處理保險給付時之須迅速與公正。不可故意拖

延理賠時間，甚至應賠而不賠或者不應賠而賠。 

(六)投資安全之原則 

投資應選擇績效良好的投資標的，且投資應盡量分散、穩健，資金

之運用愈安全，方能永續經營。 

其次，產物保險業務之經營尚須遵守下列信條： 

1. 強化展業，持續成長。 

2. 簡便手續，服務保戶。 

3. 費率適當，經營穩健。 

4. 審慎核保，創造利潤。 

5. 適當再保，分散危險。 

6. 迅速理賠，提供保障。 

7. 充足準備，鞏固資力。 

8. 資金投資，安全第一。 

9. 業務分配，力求均衡。 

10. 研究發展，迎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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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業務經營之比較 

第一項  保全業與保險業之屬性及經營特徵 

一、保全業務經營之屬性
5 

(一) 保全營運資金必須充足： 

保全業屬於一種全天候之行業，人員必須採取三班制。保全業期初所

投入之設備、器材、人員等，都必須投入龐大資金；而當業績良好

時，資金之挹注能夠快且多，但必須考慮到業績不佳之時，因為開發

一家系統客戶，投入金額即達三萬元至四萬元之間，而回收期平均須

兩年至三年左右，尤其想要於電子保全服務中獲利，必須要有長期經

營及充足資金之準備。 

(二) 經營訣竅深奧，不易領悟： 

保全服務契約終止前，天天有勤務、檢修、異常服務與處理等工作，

其常隨客戶之增加，而發生某種程度之取向轉變，繼而有不同經營策

略。以系統保全而論，初期以業務為重，主要採「市佔政策」，讓人

員儘量發揮；但到了損益平衡點時，則改採「調整政策」，首重管

理，清理不良客戶；當擁有一萬家以上之客戶時，便須採「理財政

策」，注重財務之管理，尤以投資分析方面為重。於經濟不景氣時，

更應以「服務政策」的經營手法，提高服務品質，及產品及服務之附

加價值以穩定客戶。 

(三) 整合資訊替代複雜性質管理： 

保全服務產品隨著社會變遷而變化、擴增，在過去，保全服務之內涵

以安全為中心，如今其涵蓋面已擴及不同科技領域，需要各種技術與

人才，加之保全業之發展有階段性、有瓶頸時期及轉型時期，各時期

之人才需求均不一，如何有效尋得人才、管理人才及整合公司現有資

源，實為刻不容緩之課題。 

(四) 豐厚利潤已不復見： 

保全業在初期投資金額龐大，而回收則較慢，一般需費時八至十年方

能達損益兩平，到達經濟規模之後，原有之設備和人力之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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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隨客戶之增加而增加。此外，由於科技日新月異，保全業之經營成

本，反而因客戶之增加而遞減，利潤將隨客戶數增加而增加。至民國

九十一年底為止，保全業之客戶高達十四萬，即使在經濟不景氣之時

期，保全業務仍有成長，但是利潤則每年遞減，關於此一部分，於第

二章第二節第二項中已有深入探討，於此不再重覆。總之，保全業之

微利時代已經來臨，預料保全市場未來亦將如保險市場般地進入戰國

時代。 

二、保險業務經營之特徵6 

(一) 保險業務之經營，以大數法則為基礎，因契約數量增加，可使經營趨

於安全，並節省營業費用。然其經營與外務組織是否健全以及責任準

備金之提存是否適足等等，皆有密切關係。 

(二) 保險業務之經營，並不如其他事業以自己所投入資金加以營運，主要

的資金源自於他人所繳交之保險費，故應講求經營之效率，以減輕加

入者之負擔。保險經營，主要在預防危險之變動，其保險業之資金主

要具有擔保性質。 

(三) 現在雖然進入資訊網路時代，然保險經營主要仍依賴人力勞務之提

供，無論締約前後，是否能提供良好之保險服務，為爭取保險業務之

要素。 

(四) 保險費率乃基於對將來發生之保險損害之預估，故保險業經營成本之

計算並不能如實體商品成本般之確實，通常保險業多基於過去之損失

經驗釐定費率，但亦有為求競爭優勢，各自訂定不同之保險費率者。 

(五) 保險業務經營所需費用，包括抵補（Cover）危險之費用與營業費用兩

種，抵補危險之費用取決於統計精算技術，營業費用則受保險公司自

身經營政策之影響。 

(六) 由於保險費並不如銀行之銀行存款有隨時被提取之可能，其資金大部

份係屬長期固定性質，此種情形，尤以人壽保險最為顯著。 

(七) 保險業務經營以多數加入保險者為要件，加入者間具相互關係，其給

付繫於將來之偶發事件，為保障加入者之權益，政府應予適當監督。 

                                                                                                                                            
5 台北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保全會刊」第 8期，民國84年，頁16。 
6 李仁傑，火險與保全整合分析研究，第十二屆全國技職教育研討會，民國 86年 10月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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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保全業與保險業之運作服務方式 

一、保全業之運作及服務方式 

保全業之運作從(1)拜訪(2)勘查環境(3)設計(4)報價(5)簽約(6)備料(7)施工至(8)

售後服務，均必須結合人力，並運用受專業訓練、紀律嚴謹之保全人員，

隨時機動待命。「處理問題」及資訊保全均運用科技產品，如紅外線、超

音波、偵測器、各種感知器材、自動送訊系統等措施來「偵測問題」。而

其服務方式即任何時候，客戶有狀況發生時，由管制室針對不同狀況，分

別或同時採行以下三種措施： 

(一) 立即以無線電指揮全天候待命之保全員，迅速馳往現場查探處理。 

(二) 立即通報「110勤務中心」前往支援處理。 

(三) 立即通報「119消防中心」前往支援處理。 

二、保險業之運作及服務方式 

保險業之運作，須經完成保單設計，經財政部核准上市，透過行銷、核

保、訂價、再保險、理賠等過程，其與保全業較有關者，則以財產保險中

之竊盜保險為主，茲將產物保險公司業之承保及理賠作業程序扼要說明如

下：7 

(一) 承保作業程序： 

包括(1)業務招攬(2)業務之承受(3)業務之核保（含查勘與審核、覆核）

(4)登錄卡片(5)核對限額與臨時再保(6)簽單(7)保險單之簽發及歸檔(8)業

務及報表之編製(9)保單內容之更改(10)到期通知書之寄發。 

(二) 理賠作業程序： 

包括(1)立卷建卡(2)損失查勘及評估(3)設計(4)報價(5)拒賠(6)仲裁(7)編

製賠款計算書(8)現金攤賠(9)通知領取賠款(10)殘品處理(11)代位求償權

之行使(12)編製賠款月報表。 

                                                 
7 同前註，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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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全業如何運用保險 

「保全」與「保險」是否相同？有了「保全」是否尚須「保險」？一般人

易將「保全」與「保險」這兩個名詞混淆，雖然二者在中文文字上很類似，但

二者之基本內涵卻有極大的差異。保全的英文名稱為「Security」，直譯為「安

全」。日文則譯為「警備」，中國大陸則譯為「保安」。但因上述之譯法均與

我國情治機關名稱相同，故國內以「保全」一辭譯之。而依據民法第490條，

保全契約係屬承攬契約之一種。 

保險的英文名稱為「Insurance」，依據保險法，保險為承擔被保險人危險

負擔損害補償的一種契約行為，一般人總認為反正都是「保」，有一個就夠

了，不必浪費金錢重覆購買，直到發生事故時，拿出保單、契約來研究，才明

白原來有些風險必須自行負擔，因此平常應該多花些時間釐清「保全」與「保

險」有何不同，契約的相關規定有何不同，事先作好安全規劃，方為避免損失

的不二法門。 

第一項 日本警備業如何應用保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的軍事體制解体。戰後的日本，於治安上出

現了重大變革，共產黨的暴力集團佔領了軍總司令部(GHQ)，當時內閣總理大

臣吉田，緊急成立警備警察機動隊，以對付內部暴力集團之革命，昭和22年6

月，警備警察機動隊正式成立。8 

而日本警備業（即保全業）於昭和40年7月成立
9，警備業法中明訂，依

據警備契約書中於警備業務執行中，因保全公司的差錯原因造成保全委託者及

保全設施利用者的第三者之身體障礙及財物損失時，在負有法律上損害責任的

狀況下，對被保險者所蒙受損害必需支付保險理賠。 

一、保險理賠支付情形 

以下是事故發生時必須支付保險理賠之情形： 

(一) 保全業務執行中，由於保全人員的過失，管理的財物被盜取。 

(二) 業務執行中，由客戶存放的財物被遺失。 

(三) 大型聚會場所，因保全人員錯誤引導，使觀眾發生棋盤式倒下而

                                                 
8 村井恒夫，綜警憲章，綜合警備保障株式會社，東京：綜警，頁 4-5。 
9 「警備賠償責任保險のご案內」，東京：大正海上，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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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傷的情形。 

二、保險理賠支付的種類 

    被保險人蒙受以下的損害時，必須支付保險理賠。 

(一) 依據法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對被害者支付損害補償金。 

1. 人身事故情形：對傷者支付醫療相關費用（除醫療費外，包含住院

費、定期到院檢查費、看護費），停業補償費，慰問金，損失利益

等。 

2. 財物事故情形：修理費等。 

(二) 裁判費用，律師費用，訴訟費用。 

本公司同意訴訟的所有裁判費用，律師費用，訴訟費用。 

(三) 緊急費用等。 

支付受傷被害者緊急津貼，運送往醫院的必要費用等。 

以下本文研究將以圖說方式，針對日本保全業如何應用保險加以詮釋，詳

見（圖 5-3）所示： 

中央圈：警備會社，指所有保全公司經營業務型態（例如：常駐警備、巡察警

備、機械警備）都可作為保險對象。 

第一圈：保全業務及從業人員，包含保全公司所有從業人員及其業務範圍，所

應擔負的責任（例如：辦公用、電腦、機械、現金、汽車、幹部）。 

第二圈：保全事故及保全人員事故。保全事故：標的遭人破壞盜損等、支付被

害者受傷之賠償金標的遭人破壞盜損等；保全人員事故：業務上或交

通上之死亡受傷等。  

最外圈：保險類別，可分為兩大類： 

1、 財產保險(警備賠償責任保險) 

其他財產保險(例如：火災保險、現金動產保險、綜合保險、傷害

保險、汽車保險、機械保險)。 

2、 人身保險(法定外勞災害保險)。 

    法定外勞災害保險屬強制保險之一種部分(例如：我國勞工保險、

健康保險)。 

日本警備業法對於業者，是否應購買警備賠償責任保險，並未有強制規

定，但明文規定有業者過失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規範的很詳細清楚，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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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警備業者的風險安心程度，擬訂 A、B、C三級程度，讓警備業者明白風險

所在。 

A級：已有充分保險，維持現有的保險狀況即可。 

B級：不夠充分保險，需要重新規劃保險的檢討與改進。 

C級：完全沒有保險，有立即加保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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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3  日本警備業購買保險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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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台灣地區保全業如何應用保險 

依據保全業法第九條之規定，保全業因執行保全業務，應負賠償之責任，

應向財政部核准之保險公司投保責任保險；其投保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財政部定之。前項責任保險，應於開業前辦理投保，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不得中途退保。 

 

以下本研究將以圖說方式，針對台灣地區之保全業如何應用保險，依保險

類別分層介紹所屬保全歸類別，以利讀者能更清楚瞭解「保全」與「保險」之

關連性，如（圖5-4）所示：  

中心點：係指保全公司為購買保險之主體。 

第一圈：保全公司依其業務範圍分成五大類別（第一類電子保全、第二類駐衛

保全、第三類人身保全、第四類運送保全、第五類其他保全） 

第二圈：本圈代表各類保全業務營運上風險事故。 

電子保全：通訊設備損害、產品缺陷、管制中心、中繼站、生產停

滯、火災、竊盜、停電、監守自盜、資訊被竊、資料危

機、駭客入侵。 

駐衛保全：詐欺、契約責任、監守自盜、資料危機、資訊被竊、駭客

入侵。 

人身保全：員工罷工、意外事故、重要幹部離職、退休或死亡、通訊

等設備損。 

運送保全：運鈔車被劫、重大金融竊案、炸彈威脅、VIP客戶遭脅迫

綁架、監守自盜、交通事故。 

其他保全：竊盜、強盜、交通事故、外在環境威脅、詐欺、契約責

任。 

最外圈：本圈分為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二部分： 

（一）財產保險部分：包括火災保險、海上保險、陸空保險、責任保

險、保證保險、其他保險。所有保全業者不論經營業務項目為

何，皆須購買保全業責任保險。其他保險商品，因業務性質不

同而有差異： 

電子保全：電子設備險、雇主責任保險、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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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保險、海上保險、汽車保險、現金保險。 

駐衛保全：火災保險、汽車保險、雇主責任保險、員工誠實保

證保險。 

人身保全：責任保險、汽車保險、雇主責任險。 

運送保全：火災保險、汽車保險、庫存現金險、雇主責任險、

員工誠實險、電子設備險、現金運送險。 

其他保全：陸空保險、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其他保險。 

 

（二）人身保險部分：除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外，尚可運用人壽

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與年金保險等人身保險商品。一般

而言，電子保全、駐衛保全、人身保全、運送保全之業者可購

買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團體意外保險等；至於年金保險部分

則較少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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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台灣地區保全業購買保險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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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案例分析 

依保全業法第九條規定：「保全業因執行保全業務，應負賠償之責任，應

向財政部核准之保險公司投保責任保險；其投保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

政部定之。前項責任保險，應於開業前辦理投保，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不

得中途退保。」法律規定成強制保險，其用意在於保障消費者之權利，我國保

全業法於立法之初，雖多參酌日本警備業法，日本之警備業法雖對於保全業者

之過失定有補償原則，但並無強制保全業者投保之規定。 

本章第一節中已說明，「保全」的功能與目的重在「事前預防」，「保

險」的功能與目的則是「事後賠償」。但於實務作業上，當事故發生時仍有許

多爭議糾紛。本文藉由下列個案研究分析，詳細地釐清各方之權利義務，希望

能讓消費者、保全業者、保險業者，三方能明瞭問題之所在，進而共同作好損

害防阻工作。 

第一項  保全業責任保險名存實亡 

個案研究：桃園縣某農會遭竊案。摘錄該事件之出險報告書內容如下： 

一、被保險人：A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二、事故日期：民國91年03月XX日 

三、出險案號：1111-91SCL00XX 

四、出險標的：桃園縣某農會辦事處 

五、標的地址：桃園縣XX鎮XX路XX號 

六、案情摘要： 

1. 現場標的後側窗戶鋁條遭剪斷5根，玻璃遭擊破卸下(約

100*60公分)後側兩道鐵門鎖頭均遭撬損開啟，內部系統感知

器多處遭破壞短路卸下失竊，行內穿牆式自提機後部連遭鑽孔

破壞20餘孔(3cm/孔)，內紙鈔匣及現金分遭竊，有明顯做案徵

候，遭竊事實無可爭議。 

2. 被保險人於3/25 AM03:56接獲警訊，即派員馳往確認，並為報

警支援處理，惟經8分鐘人員馳抵時，已不見竊賊蹤跡，警方

立即封鎖現場採證，加以偵辦處理。 

七、請求賠償：遭竊損自動提款機（ATM）內現金2,555,000元及紙鈔匣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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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體破壞修復費用191,290元，合計：2,746,290元。 

八、協議賠償： 

1.依1111- 91SC0000XX號保全業責任保險單及91.04.25桃園縣某

農會、甲產物保險(股)、乙產物保險(股)、A保全(股)─理賠協

商會議記錄辦理。 

2.本事故依上揭協議，被保險人與甲產物保險(股)分賠如下： 

a.甲產物保險(股)理賠金額計NT$：1,268,790元。 

b.乙產物保險(股)理賠金額計NT$：1,077,500元。 

c. A保全(股)補償金額計NT$：400,000元。（自負額） 

九、理算分析： 

a.銀行業綜合保險 

保 險 人：甲產物保險(股) 

理算金額：NT$：2,555,000 ÷2 ＝1,277,500  

自 負 額：                 －  200,000 

修復費用：                 ＋  191,290 

理賠金額：                 ＝1,268,790 

b.保全業責任保險 

保 險 人：乙產物保險(股) 

理算金額：NT$：2,555,000 ÷2 ＝1,277,500  

自 負 額：                 －  200,000 

理賠金額：                 ＝1,077,500 

c. A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補償金額：NT$：2,746,290－1,268,790－1,077,500＝400,000 

十、附件資料： 

1. 報案證明 

2. 損失明細及憑單 

3. 管制中心處置報告 

4. 警報流水訊號記錄 

5. 事故現場照片 

6. 保全服務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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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遭竊理賠協商記錄 

8. 補償協議書正本兩份 

案例分析： 

由以上摘錄之出險報告書內容得知，該案保全公司人員於事故發生後 8分

鐘內已馳抵現場，依保全服務契約書之約定，保全公司若於事故發生後 15分鐘

內抵達現場，即無須負賠償責任。就本案而言，保全公司既然無保全契約上之

責任，自無保全業責任保險負責理賠之理。 

本案農會既已投保銀行業綜合保險，自應由該保單負責賠付。然而，由於

農會、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業若發生竊盜、搶劫案件，將被記缺點，並於考核時

會被扣分，影響其升等為銀行。相對地，保全業者在業務來源之考量中，協商

讓步成了主要的理賠方式，無法堅持契約上之權利義務關係。在怕客戶流失的

心態下，造成了不良的循環，使得保全業責任險的損失率居高不下（見表 5-

3），幾乎每家承保保全業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皆或多或少蒙受虧損。因此，保

險費屢創新高，有的保險公司甚至以拒絕承保或設定高額停損點作為管制。尤

有甚者，若干保險公司約定高達 99%之自負額，簽發用以應付主管機關檢查用

的「受檢保單」，每張保單所收取之「保費」為五萬元。其結果，造成保全業

責任險單實質上已不具備保險之內涵，堪稱「名存實亡」。筆者以為，正本清

源之道乃回歸保全契約之基本法律關係，以決定保全業是否應負之法律賠償責

任，而非一昧地遷就客戶而任使賠款膨脹，如此方能使保全業責任保險發揮其

應有之功能。 

表5-3       保全業責任保險歷年賠款損失率表 -（民國88-91年）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簽單保費 49,015,312 51,154,13283,197,381 109,822,233

滿期保費 37,122,579 50,777,81182,916,129 95,925,649

已付賠款 86,298,701 22,517,65211,905,043 60,793,570

年末 23,802,828 18,512,47334,781,635 45,796,038未決

賠款 年初 0 23,802,82818,512,473 34,781,635

已發生賠款 110,101,529 17,227,29728,174,205 71,807,973

賠款率 296.59% 33.93% 33.98% 74.86%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編印－產物保險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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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銀行業綜合保險可有可無 

個案研究：台北市 XX信用合作社遭竊案，摘錄事故公證報告書內容如下： 

一、

二、

三、

四、

險種名稱：保全業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A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1111第91SC000005號。 

承保範圍：本保險單所承保者，以被保險人依其保全服務契約書提供客戶 

              之系統、人身及駐衛保全服務業務為限。 

五、保險金額：每一意外事故財損：新台幣5,000,000元。 

(金融機構得提高為新台幣8,000,000元為限) 

六、自 負 額：新台幣400,000元。 

七、保險期間：自民國91年09月01日起至民國92年09月01日十二時止。 

八、客戶名稱：台北市XX信用合作社XX分社。 

九、標的處所：台北市XX北路X段XX號。 

十、出險日期：民國91年9月9日上午8時52分許。 

十一、事故原因：因竊賊侵入保全標的所致。 

十二、求償金額：美金9,963元、港幣42,800元、日幣412,000元、 

新台幣12,130,100元。共計新台幣12,784,287元。 

十三、理賠金額：新台幣7,600,000元。(已扣除自負額400,000) 

十四、代位求償：本案目前警方仍偵辦中，若屆時本案有偵破，依法 貴公司可

就賠償額範圍內行使代位求償權。 

十五、附件資料： 

1. 事故現場照片 

2. 賠款接受書 

3. 賠償請求書 

4. 庫存現金日報表 

5. 報案證明 

6. 協議書及付款憑證 

7. 現場未失竊盤點明細表 

8. 管制站出險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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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全服務契約書 

10. 保全業責任保險單：1111第91SC000005號 

十六、損失查勘及現場調查： 

經現場查勘顯示，本保全標的位於台北市 XX北路 X段 XX號(代表

地址：台北市 XX北路 X段 XX號)，鄰屋台北市 XX北路 X段 XX之 3

號為空屋，無人居住。鄰屋與本保全標的為連棟式建築，該列連棟式建

築後方有寬約 1公尺之防火巷道，並有外部鐵梯可通往空屋 2樓。竊賊

可能早已計畫行竊保全標的，並對地形十分了解，其利用鄰屋無人居住

管理之便作案。行外玻璃貼有告示內部整修停業七日，亦可能引起歹徒

作案行竊之歹念。案發後相關單位經多次開會討論，已針對日後保全標

的週遭環境及保全系統之設計加以改善。 

經查 2樓金庫計有存放新台幣、日圓、美金及港幣等 4種幣紙，遭

竊後未失竊金額清點分別為50元硬幣9600個、20元硬幣2550個，出險

當日之外幣匯率為：美金兌換新台幣 34.438：1、港幣兌換新台幣

4.4545：1、日圓兌換新台幣 0.2923：1，本公司理算外幣損失之基礎係以

出險當日之兌換率作為基準。 

十七、事故發生原因及經過： 

民國 91年 9月 9日上午 8時 52分許，保全客戶職員張小姐至保全

標的開門上班時，發現金庫現金明顯短少，2樓水泥天花板遭人破壞缺

口，明顯已遭竊。該員立即保持現場狀態、通知轄區派出所，並連絡被

保險人前往處理，10分鐘後警方與被保險人代表分別抵達現場，警方立

即封鎖現場進行蒐證工作，並列為重大刑案，成立專案小組處理。 

經查竊賊可能利用民國 91年 9月 8日下午 5時 39分保全客戶職員

下班設定保全系統後之時間，由保全標的後方之防火巷潛入，藉由外部

鐵梯進入保全標的左側鄰屋(空屋)2樓，接著直上頂樓，翻越連棟式建築

頂樓矮牆，將保全標的頂樓梯間鐵門破壞開啟(未設防線)，接著破壞保全

標的 2、3樓，樓梯間鐵門下方長寬各約 70公分之缺口後強行掀開鐵

片，由此缺口進入保全標的 2樓，由於竊賊並未開啟該鐵門，因此保全

系統之磁簧感知器並未觸動。 

接著竊賊進入保全標的2樓，將位於輕鋼架之保全系統線路破壞短

104 



路後，回至3樓以打洞機等工具將3樓地板鑿洞破壞進入2樓保全標的

金庫行竊，之後沿著原侵入路線逃逸。經研判現場作案情形，竊賊至少

為2人以上，且熟知保全標的地形，目前警方積極偵辦中。 

 

十八、損失理算： 

茲根據現場查勘清點、市場匯率查詢、現金庫存明細表、保全契約

書及保險單條款等資料理算如下：（單位：新台幣） 

1. 金庫現金：新台幣12,130,100元。 

2. 金庫現金：美元9,963元。  

美元 9,963元 X  34.438(兌換率)  = 新台幣343,106元。 

3. 金庫現金：日圓 412,000元。  

日圓 412,000元 X  0.2923(兌換率)  = 新台幣120,428元。 

4. 金庫現金：港幣 42,800元  

港幣 42,800元 X  4.4545(兌換率)  = 新台幣190,653元。 

以上 1.至 4項共計新台幣 12,784,287元。 

索賠金額            損失理算金額 

12,784,287元          8,000,000元 

扣除自負額: 賠償額:  －     400,000元 

7,600,000元 

 

雖然損失理算金額為新台幣12,784,287元，但根據保全契約及保險單條款

顯示，金融機構每一事故財損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8,000,000元，扣除自負額

新台幣400,000元，保全業責任保險最高應賠償新台幣7,600,000元，其餘款項

新台幣4,784,287元應由銀行業綜合保險賠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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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由以上報告分析得知，目前竊賊之犯罪手法傾向集體作案且多利用高科技

設備犯罪。雖然本案責任尚待警方人員鑑定，但保全標的物被竊，保全公司似

乎難辭其咎，但若有道德危險成份存在者則又另當別論。在案情未明朗突破

前，一昧咎責保全公司實有過之，超過契約範圍之請求索賠更非理性作法。 

 

本案信用合作社有投保銀行業綜合保險，就其承保範圍觀之，凡「置存於

被保險人營業處所內之財產，因竊盜、搶劫、誤放、或其他原因之失蹤或毀損

所致之損失。保險人負理賠之責。」其次，本案亦有保全業責任保險，其承保

範圍如下：「被保險人因經營本保險單所載保全業務，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

事故，致第三人身體傷害、死亡或財物受有損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並受賠償

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1）被保險人或其僱用之保全人員，

於執行保全服務契約時因疏忽或過失所發生之意外事故。（2）被保險人裝設於

保全服務契約委任人處所之保全設備，因設置、維修或管理不當發生意外事

故。」 

 

由此觀之，本案之兩家保險公司皆有理賠之可能。一般皆先以協商理賠，

待案情明朗，確認責任歸屬後再行代位求償。事實上，應先判定何者為主要賠

償義務人後，方能決定二張保單之賠償之先後順序。進言之，本案事故發生

後，被保險人信用合作社一方面可以基於保全契約向保全業者求償，另一方面

又根據銀行綜合保險契約向保險公司求償。然而，本案可歸責事由似乎為保全

業之管理疏失所致，故保全業者應為主要賠償義務人，而應在契約理賠限額內

承擔最終之損失。因此，若被保險人信用合作社選擇先以銀行綜合保險理賠，

該保險人自應依照保險代位之規定向保全業者追償，最後再轉由保全業責任險

之保險人承擔之。若保全業者並無任何管理疏失者，信用合作社僅請求以銀行

業綜合保險理賠之，與保全業責任保險並無任何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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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銀行業綜合保險歷年之損失率亦居高不下（見表5-4），與保全業

責任保險成為難兄難弟。然而，金融機構將多數風險轉嫁由保全公司承擔，在

保險公司不願承保保全業責任保險之情況下，保全公司似乎成了金融業的前衛

公司，降低金融業投保銀行業綜合保險之誘因，形成銀行業綜合保險「可有可

無」之奇特現象。 

 

表5-4       銀行業綜合保險歷年賠款損失率表 - (民國 88-91 年)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簽單保費 248,143,111 239,692,656358,492,558438,335,853

滿期保費 116,756,040 283,052,469342,008,995425,654,459

已付賠款 29,076,826 80,387,76655,939,18183,716,832

年末 49,677,340 234,754,139563,285,499643,988,082未決

賠款 年初 0 49,677,340234,754,139563,285,499

已發生賠款 78,754,166 265,464,565384,470,541164,419,415

賠款損失率 67.45% 93.79% 112.42% 38.63%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編印－產物保險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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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員工誠實保證保險認識不清 

個案研究：XX銀行 XX部現金運送員監守自盜案，主要內容如下： 

一、險種名稱：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二、被保險人：A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三、保單號碼：09-07第90000XXX號。 

四、被保證員工：現送隊人員400名。 

五、保險金額：新台幣1,000,000元(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新台幣79,000,000元(超額保證保險)。 

六、總保險費：新台幣4,932,000元。 

七、保險期間：自民國90年12月31日起至民國90年12月31日十二時止。 

八、共保公司：本保險契約係由甲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佔百分之六十)與乙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佔百分之二十)及丙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佔百分之二十)，各按上述比例分別負賠償責任。 

九、事故地點：台北市政府地下一樓台北銀行公庫部 

十、事故原因：1.民國91年 4月 10日北銀公庫部蕭小姐業已通知車長吳 X串

該項勤務，所以該吳員有充分時間做犯案計劃準備。亦至 4

月 30日公庫部再電詢總公司勤務派遣事宜，業務課才匆忙結

束簽約事宜。 

2. 本案因當天勤務屬臨時勤務並非固定勤務，車長吳X串長期

執行該車勤務，相當了解雙週六之收款勤務並未將現金繳回台

北金庫中心，祇存放在車內金庫一事，當日亦未將金庫及車門

鑰匙繳回公司，造成人員乘機竊取車內財物。 

3.本案已交由台北市警察局信義分局偵辦中。 

十一、請求金額：1.松山地政事務所742,324元整、交通裁決所2,030,756元整、

北區監理處：8,274,370元整、監理處：15,000,000元整。共

計現送車上遭竊之現金款項為新台幣26,047,450元整。 

2.上述金額已於民國91年 5月 2日下午經由世華銀行，以電

匯款方式先行代墊與XX銀行XX部。 

十二、缺失檢討：1.民國91年5月1日勤務人員應為三人，但陳X炎未依規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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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未到勤，車長未回報與處理。 

2.民國91年 5月 2日 10：00葛 X文分隊長接獲隊員林 X盛

回報，人員未到齊未立即做通報及處置。 

3.業務課李 X豪勤務派遣單未填報，造成金庫中心不知道該

筆代收款應入庫事宜。 

4.葛X文分隊長接獲業務課李 X豪之勤務通報，但並未為查

核、確認入庫之勤務作業及勤務控管。 

5.代收款項未回台北金庫中心，放置於車內金庫，致有機可

乘。 

6.收回款項未繳回，同車隊員林 X盛雖向車長提出質疑，但

並未有專業警覺，回報至公司其他幹部知情。 

十三、改進措施：1.夜間及假日各分隊改一車三人執勤，併辦特殊分隊之下午

橫跨至晚上之代收款。 

2.各分隊增購KEY箱子，分為駕駛(車門、引擎)→警衛(防盜

防搶設定)→車長(金庫門鎖、衛星定位系統GPS)→預備(以

上所有鑰匙)分類支領登錄、繳交。﹝養成各司其責之習

慣﹞也避免人員有機可趁複製及持有。 

3.各種業務承接之契約及作業細則，須先交由勤務主管先行

會勘洽談後再予執行。 

4.每週各分隊安排固定一日與各車人員相互過濾、檢討私生

活問題，檢討後內容需送至部室審核。 

5.勤務一車三人部份，徹底要求並教育依勤務規定互相牽

制，分類執行勤務【警衛負責車輛警戒及車輛斷電系統】

以防駕駛越軌。另已請廠商研發車輛執勤中被駕駛偷開走

之防範系統。（適用於一車兩人勤務）。 

6.實施人事保證制度。 

7.通令全省現送分隊調查有無於勤務結束後未將款項繳回之

情形，例假日幹部排入輪值。 

8.每日早上09：00前回報各分隊應到及實到人員情形，並就

對每日各車出勤後之臨送及代收勤務之調派人員不夠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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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總部核備。 

9.ATM勤務改成一車三人(車輛調度或改造研討)。 

10.勤務派遣單填寫與審核應由業務課、勤務課嚴加審核並需

通知金庫中心入庫事宜。  

案例分析： 

由以上報告分析得知，企業或組織中或多或少都有內部偷竊的問題，每個

公司處理方式可能都不同，而即時做好管控計畫是損害防阻最佳的防禦措施。 

 

本案系爭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之規定：「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所有依法應負

責任或以任何名義保管之財產，為任一被保證員工，在其被保證期間內，因單

獨或共謀之不誠實行為所致之直接損失負賠償之責。」此外，該保單亦規定：

「被保險人發現任一被保證員工有不誠實行為而導致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之損

失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於三個月內提出詳細損

失情形及金額。經本公司之要求，應儘速控告該員工，並協助本公司辦理有關

理賠事宜。提供本公司所需之有關帳冊、資料及文件；必要時提供本公司所認

可之執業會計師有關損失之證明，所需之公費經本公司書面允諾者，由本公司

負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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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截至目前為止並未獲得保險理賠，公證公司之報告也已交給保險公

司，已過了一年多仍如有如石沈大海。去函瞭解之回覆為須再補資料，更離譜

的是，本案保險公司竟然將所承保之保單（員工誠實保證保險），誤以為是現

金險保單。經函告後其回覆說明係繕打錯誤。而保險公司更以被保險人未盡善

良管理人之義務為由，進而拒絕全額理賠，並藉公證資料不足為由，迫使被保

險人主動協商，以達依比例分攤賠償之目的。事實上，保險公司不應以被保險

人未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為由，拒絕理賠。依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 321 

號裁判10指出：「按保險人本應就被保險人之過失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責任，

此觀保險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前段規定甚明，故如可因被保險人之疏失或未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依過失相抵原則減輕或免除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不

僅有失保險之本旨，且保險契約所定之損害賠償，乃保險人依約應負之給付責

任，並非其行為係損害之共同原因，因此本件應無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其

次，保險事故若在承保範圍內就必須賠付，於承保範圍外方可拒賠，保險公司

怎可藉公證資料不足為由，迫使被保險人進行協商？若本案理賠責任並無爭

執，何來比例分攤賠償之理？ 

 

近日新竹十信連續發生兩件遭搶案件，內政部長竟呼籲保險業者「拒絕理

賠」以建立規範。然而保全業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金融業主管機關是財政

部，十信遭搶案件屬銀行綜合保險中之「現金保險」，非「員工誠實保證保

險」。內政部不明原委、報紙寫錯險種都可以理解，然而本案的保險公司竟不

清楚其承保險種，其專業性與管理效率頗令人懷疑。由歷年員工誠實保證保險

賠款損失率（見表5-5）觀之，民國88年損失率高達106.05%，91年亦有

91.17%，造成保險公司之巨大損失。然而，此等損失率之膨脹是否全由保全業

「貢獻」，於統計表上無法窺出。或許是因為對於商品認識不清，欠缺核保與

理賠上之專業。筆者以為，保險公司應加強於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上之專業，以

免支付賠款後又留下商品險種「認識不清」等欠缺專業之笑柄。 

 

 

 

                                                 
10 【裁判字號】90年度台上字第 3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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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歷年賠款損失率表 - (民國 88-91 年)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簽單保費 288,222,637 282,884,970335,251,009310,930,143 

滿期保費 392,065,841 322,975,925366,211,798265,445,665 

已付賠款 202,483,614 268,170,054158,379,742118,229,615 

年末 464,542,498 289,874,560396,212,732439,084,389 未決

賠款 年初 251,248,137 464,542,498289,874,560315,307,536 

已發生賠款 415,777,975 93,502,116264,717,914242,006,468 

賠款損失率 106.05% 28.95% 72.29% 91.17%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編印－產物保險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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