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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保險制度介紹

董事長特別助理 顏秀慧

      時至今日，大多數人都有保險的概念。

保險，雖不能真正免除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但卻可彌補或減輕事故發生而造成之損失或

不利益。就法律上的意義而言，保險經由保

險契約而成立法律行為；就經濟上的意義而

言，則是具有風險分攤的功能，將個人損失

的全部或一部，分散給全體的要保人共同負

擔。

      依據保險法（96.7.18修正）之定義，保

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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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條第1項）；保險的種類主要分為財產

保險及人身保險，係以保險利益為區分之依

據，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之下又各再細分為

數種保險（第13條），詳如下圖。

      早期一般人所熟知之保險多屬人身保

險，係以人之生命或身體為保險標的；財產

保險則是因人類對抗風險之必要，而逐漸形

成不同種類之保險。而隨著社會之進步，財

產保險中之責任保險制度因民事責任漸趨嚴

格而越顯重要1。

      所謂的責任保險，是指「責任保險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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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賠償之責。」（第

90條），意指當某種狀況（或稱之為保險

事故）發生而導致被保險人將產生財產上的

損失時，保險人透過保險給付，彌補被保險

人全部或一部之損失，而此種財產損失，係

經由第三人之請求而發生。因此，若經營事

業或進行其他活動，而認為本身可能會遭遇

到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或其他民法責任之

求償時，為避免未來發生不可預期之意外或

傷害，而使財產受到重大損失，多半會投保

責任保險以減輕責任負擔，例如：製造電器

產品之企業、經營飯店餐館等公共場所之業

者、承攬營建工地之業者等，均為常見之責

任保險被保險人。而隨著工商業的蓬勃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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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的意識覺醒，也促使侵權行為責任理論

漸由「過失責任主義」趨向「無過失責任主

義」發展，企業經營者及從事特定活動之人

必須嚴肅面對經營風險及活動風險之掌控，

更加重責任保險制度的必要性。

      責任保險中另有一種特殊之型態為強制

責任保險。有別於任意責任保險係為保障被

保險人之財產而成立，強制責任保險主要的

宗旨是為保障第三人，而具有維護社會安定

之功能，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94 .2 .5修

正）第1條立法目的所述：「為使汽車交通

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

本保障，並維護道路交通安全，特制定本

法。」

      某些事故發生後，加害人雖依民法規定

需負責任，也自願或受法院判定應進行損害

賠償，卻無資力賠償受害人之損害；強制責

任保險規定凡符合一定資格者均有投保之義

務，且有義務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藉

以保障受害人 2。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為

例，第6條第1項規定：「應訂立本保險契

約之汽車所有人應依本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

約。軍用汽車於非作戰期間，亦同。」第4

項則規定：「本保險之投保義務人應維持保

險契約之有效性，於保險契約終止前或經保

險人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拒絕承保時，應

依本法規定再行訂立本保險契約。」

      除了大家熟知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是針

對汽車等動力機械駕駛人之要求外，另有一

些法律則針對特定之業者，要求在其經營事

業之範圍內應投保責任保險。例如：

1. 民用航空法（96 .7 .18修正）第94條第1

項：「航空器所有人應於依第八條申請登

記前，民用航空運輸業應於依第四十八條

申請許可前，投保責任保險。」

2. 核子損害賠償法（86.5.14修正）第25條第

1項：「核子設施經營者，應維持足供履

行核子損害賠償責任限額之責任保險或財

務保證，並經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定，

始得運轉核子設施或運送核子物料。」

3. 海洋污染防治法（89.11.1公布）第13條第

1項：「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私場所從

事油輸送、海域工程、海洋棄置、海上焚

化或其他污染行為之虞者，應先提出足以

預防及處理海洋污染之緊急應變計畫及賠

償污染損害之財務保證書或責任保險單，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

4.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96 .1 .3修正）第16

條第1項：「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人應採取必要之防護第三人措施，

並依規定對運作風險投保責任保險。」

5. 食品衛生管理法 (91 .1 .30修正 )第21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一定種類、規

模之食品業者，應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其

保險金額及契約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有關機關後定之。」

6.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92 .7 .2公

布）第20條第1項：「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應投保專業責任保險；其投保方式採逐案

強制投保，其最低保險金額由主管機關會

商財政部定之。」

7. 大眾捷運法（93 .5 .12修正）第47條第1

項：「大眾捷運系統旅客之運送，應依交

通部指定金額投保責任保險，其部分投保

金額，得另以提存保證金支付之。」

8.   鐵路法 (95 .2 .3修正 )第63條：「鐵路旅

客、物品之運送，由交通部指定金額投保

責任險；其保險條款及保險費率，由交通

部會商財政部核定。」

9.   發展觀光條例 (96 .3 .21修正 )第31條第1

項：「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

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者，於經營各該業務

時，應依規定投保責任保險。」

10. 公證法（88 .4 .21修正）第32條：「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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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證人於任命後，非經踐行下列各款

事項，不得執行職務：一、向所屬地方

法院或其分院登錄。二、加入公證人公

會。三、參加責任保險並繳納保險費。

四、向所屬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提出職

章、鋼印之印鑑及簽名式。」

11.  保全業法（92 .1 .22修正）第9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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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當舖業法 (90 .6 .6公布 )第12條第1項：

「當舖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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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石油管理法 (90 .10 .11公布 )第22條第1

項：「石油煉製業、石油輸入業、石油

輸出業、汽、柴油批發業、加油站、加

氣站、漁船加油站、航空站、商港或工

業專用港加儲油  (氣) 設施與設置達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規模之自用加儲油  (氣) 設

施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意外

污染責任險。」

      亦有較單純僅針對企業經營事業之場

所，規定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者，例

如：

1.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89 .2 .3公布）第

13條：「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於申請營

利事業登記前，應就每一營業場所依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保險期間屆滿時，應予以續保；其投

保辦法及保險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財政部定之。」

2. 老人福利法(96 .1 .31修正)第39條第1項：

「老人福利機構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及具有履行營運之擔保能力，以保障老人

權益。」

3.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96.7.11修正)第66

條第1項：「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應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保險及具有履行營運之擔保能

力，以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

4. 建築法(93.1.20修正)第77-3條第1項：「機

械遊樂設施應領得雜項執照，由具有設置

機械遊樂設施資格之承辦廠商施工完竣，

經竣工查驗合格取得合格證明書，並依第

二項第二款之規定投保意外責任險後，檢

同保險證明文件及合格證明書，向直轄

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申領使用執照；

非經領得使用執照，不得使用。」

5.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95 .1 .18修正 )第17條

第1項：「住戶於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

飲、瓦斯、電焊或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

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者，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其因此增加其他住戶投保火災保險之保險

費者，並應就其差額負補償責任。其投

保、補償辦法及保險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財政部定之。」

6. 爆竹煙火管理條例(92 .12 .24公布)第21條

第1項：「爆竹煙火之製造場所及達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管制量以上之儲存、販賣場

所與施放高空煙火場所，其負責人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

7. 煤氣事業管理規則(94 .11 .17修正)第19條

第2項：「經營煤氣事業者，應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其保險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8. 零售市場管理條例(96.7.11公布)第7條第1

項：「市場自治組織或市場管理委員會，

應就市場之營業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