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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策性保險法制化之要項 

 
    如前一章所述，政策性保險存世已將近二百年，在先進國家已屢見不

鮮，此外，依據附錄一所載目前資料顯示，我國目前已有多達一百二十六

種法令要求實施政策性保險，可見推動政策性保險的觀念，已在國人心中

萌生。但是因為缺少模範立法（model act）規範，該類保險衍生許多糾紛，

誠有導正之必要。本章將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2005 年修正所累積之經

驗，闡釋政策性保險法制化過程中應注意之重要事項。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自 1996年12月 27日公布，1998

年 1月 1日施行以來，已屆滿七年，根據統計，自1998年 1月至 2003年

12月止，保險公司已付之死亡保險給付計 35、628人次，殘廢給付計 83、

041人次，醫療給付計599、895人次，合計理賠金額已達新臺幣 688億餘

元，可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影響民眾權益至鉅，98根據

2004年7月媒體報導，高達百分之九十二受訪民眾滿意本保險之實施，99足

見其為政府開辦極為成功之政策性保險，適可以供制定其他類似保險時參

考。惟由於此段期間，監理機關及保險業者業已累積相當數量之承保與理

賠資料，且如前一章第四節所述，此為我國新制政策性保險法，難免因制

度設計與國情差異，仍有未盡周詳之處，為求本保險制度之長遠發展，宜

就制度、法令及實務作全盤檢討，此為本次修正之源由。 

 

第一節  政策性保險法制化之必要性 
 

壹、政策性保險法制化之目的 
     如前一章所述，政策性保險已逐漸在現代社會中扮演強化社會安全功
                                                 
982004年 6月 2日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修正草案」總說明，關於該修正草案
及總說明請參考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網站，網址為www.ib.gov.tw ，在「重要公告」欄位。；
或財政部網站新聞稿，www.mof.gov.tw，2004年 6月。 

99〈九成車主肯定強制汽車責任險制度〉，《現代保險雜誌》，第 187期，2004年 7月，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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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角色，惟實務上所見多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社會上突發事件或關

心議題，由母法規定一條條文授權主管機關以行政命令方式規範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例如附錄一所列多達一百二十六種之政策性保險多數均為相關

產物，以法制觀點，此舉雖屬合法，然相關法令是否可涵蓋實務所需，且

又不侵犯人民權利?已屬可疑；更甚者，有些政策性保險，主管機關以職權

命令定之，行之數十年，每年影響人民權義以數百萬人計算，然卻無人聞

問，此豈是號稱法治國之正常現象，此點實為本論文一再闡述政策性保險

法制化立基所在。100 

    學者指出：「上述情形不僅顯示�F制投保公共責任保險之普及性明顯不

足，且更顯示欠缺完整法律規範之嚴重缺失。所謂普及性不足，係指可能

發生意外事故造成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害許多情形並未含括；所謂欠缺完整

之法律規範係指上述法令僅規定應投保某項政策性保險，至於該保險有關

權利義務規定及業務經營監督管理之規範，均付諸闕如。若任令保險業者

適用保險法關於責任保險之規定，依商業保險之經營方式承保，則將難免

衍生各種缺失，舉其犖犖大者如受害人無直接給付請求權、除外不保事項

過多、保費結構未配合�F制保險、保險費率偏高、受害人之範圍過狹、當

事人得任意終止契約、保險契約期滿不再續保、保險人保有和解參與權、

保險業經營本保險之會計財務不獨立、投保普及率偏低、未投保時受害人

無法獲保障、業務統計與盈虧處理不適當等等均是」，101誠屬的論。因此愈

發顯示政策性保險法制化之重要性。 

    此外，社會安全制度多屬給付行政業務，有學說認為並不受法律保留

                                                 
100例如教育部主辦之學生平安保險，此項保險性質屬於學生人身傷害保險，然而國家可否未經法律規定
「強制」人民為自己投保該類保險？似值深究。此外，依據教育部統計，國小以下學童因校園安全事件
而死傷的人數，從 2002年度 512人增加到 2003年度 1338人，2004年僅上半年已達 1223人，如此多之
意外事故經鑑定結果若係校方疏失所致，則上述人身傷害保險給付並不可減輕校方責任，由台北縣景文
高中發生玻璃娃娃學生被熱心同學背負導致跌倒致死案例，台灣高等法院判決學校與熱心同學應共同賠
償三百三十三萬元即知，則該類保險之必要性為何？更何況政府每年尚撥鉅資（根據作者蒐集資料顯示
每年約為新台幣七億元）補助該項保險，難道不值深究？相關數字請參《國語日報》，2004年 10月 30
日，15版。 
101 林勳發、凌氤寶等合著，《強制公共責任保險法草案》，台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5年
7月，頁 1-2。本段文字筆者略做調整，俾符本文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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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的適用，102惟基於以下理由，多數學者認為仍應採取肯定見解： 

1、基於給付行政亦常伴隨干預行政，例如保費義務； 

2、社會給付每造成他人之負擔，例如稅之負擔； 

3、為防止社會行政(包括社會保險及政府所提供之社會工作等)之 

恣意與擅斷； 

4、社會給付應屬人民得以請求之權利而應明確規定； 

5、社會給付為涉及人民生活保障與社會資源公平使用之重要問題 

，因此應經由立法程序之民主討論。 

6、基於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舉凡與人民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 

或其他重要事項，皆有法律保留之必要。 

7、依外國法制之成例，例如德國社會法法典第三十一條即規定： 

「凡本法所規定社會給付之權利及義務，非經法律之規定或許可 

，不得創設、確認、變更或廢止。」 

 基於此，不止是社會保險給付，甚至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所採行之扶助

或救濟措施以至第一百五十六條之母性或兒童保護措施，皆應以法律定之

。當然，如果將此措施視為國家之「恩惠」，而不將其認定為人民之權利，

或可不以法律定之，然而此等「恩惠」之思想早已落伍，因為惟有將此社

會給付請求予以權利化，始能使人民之權利有所「保障」，否則行政之恣意

與擅斷將無法得到有效控制。（郭明政 2002:95-96） 

 

貳、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再修正緣由 
鑑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關係國人行車安全至巨，且每年已有多達一

千三百萬人投保該險（2000年時），因此主管機關主動於該年底函請財團法

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與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邀請學者專家

組成「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專案工作小組」，檢討本法的內容及本保險實

                                                 
102 此為德國傳統理論，認為行政機關所為之各種受益處分尤其是經濟補助措施，只要有預算案上之依據
或者國會其他授權之表示（例如國會普通決議），行政機關即可以合法做成有關行為，但近年已略做修正。
參吳庚（2000），《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六版，作者自印，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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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過程中有待改善的問題，2002年中，主管機關復組成「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修正小組」，根據前述專案工作小組所整理之實務資料及蒐集美國、加

拿大、日本、英國、法國及德國近年同類保險之發展訊息，召開約一百場

之會議，期間雖有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肆虐，議程仍然維持不

綴，於 2003年底完成草案並由財政部函陳行政院審查，2004年上半年，行

政院邀集各相關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召開四次正式審查會議，一次法規會

諮詢會議（主要針對時效停止之新規定研商）後完成審查工作，經 2004年

5月26日行政院第 2891院會通過，6月2日函送立法院審議，本法原有條

文共五十條，本次刪除三條文，合併其中二條條文，增加七條文，所有條

文均修正，修正後本法增為五十三條。由於該修正草案內容豐富，且格式

正確，深獲出席行政院院會之各部會首長讚賞，該草案已經行政院秘書處

2004年 5月 28日院臺財秘字第 0930085690號函列為全國各機關擬提行政

院會議資料之範本，並編入行政院法制作業實務手冊。103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於2004年 11月及 12月各僅召開一次審議會議，僅

討論並修正四條條文，其餘四十九條文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並於2005年

1月 14日三讀， 總統於 2005年 2月 5日公布。此次修正內容雖屬全盤修

正，然其過程之順利，與該法當初立法過程之崎嶇（詳第五章第四節），頗

有天壤之別，除修法小組成員殫精竭慮草擬修正條文，財政部、交通部、

行政院及其他相關機關（構）參與審查人員貢獻心力充實修正內容外，多

數立法委員確認此制度並無圖利保險公司之虞，反而是福國利民之舉，方

為議事順遂之主要原因，此為本次修正案緣由及過程。 

透過此次修法，政策性保險制度更加完備，有利該項保險之永續經營。

且其所適用重要內容，更可供我國其他政策性保險法制化過程中參照仿效。 

 

 
 
                                                 
103 參行政院法規委員會（2004），《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台北市：行政院法規委員會，頁 20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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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性保險法應具備重要內容評析 
    如上所述，目前政策性保險需要性逐漸為各級政府及人民所接受，然欠

缺法制化結果衍生許多亂象，亟待有識之士解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目前

為國內規模最大，104影響人民權益至鉅之政策性保險，動見觀瞻，1992年 6

月至 1996年 12月制定過程因屬首次，欠缺實務經驗，加上國會第一次全

面改選，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互動機制尚未完整建立，因此本法內容就法

制面而言缺失仍多，幸賴學者專家及實務界在隨後訂定相關子法、保單條

款及核保理賠細則中加以補充，因此尚得以順利施行迄今。105本次彙整學者

建議、司法見解及實務意見進行第一次通盤修正，自必縝密配合政策性保

險目的、性質進行制度規劃，106俾得以順利永續經營本保險；此外，藉由本

法修訂經驗做為其他政策性保險法制化過程參考範本，相信將可收事半功

倍之效，俾早日建置我國完善之社會安全體系。107 

   一部完善之政策性保險法應具備之重要內容共有三項，分別為：立法規

範內容應明確、承保與理賠程序宜周詳及政府監理須公平而有效。茲分述

如下。 

 
壹、立法規範內容方面 

   本項重要性原則係指為何訂定本法？本保險政策性目的為何？本保險

性質為何？（究竟屬於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傷害保險？還是其他財產保

                                                 
104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至 2003年 12月底，全國投保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數為 2，190萬人，投保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為 810萬人，投保農民保險被保險人為 171萬人，投保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為62
萬人，惟上述皆為社會保險，即便如此，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被保險人超過 1，450萬人，其影響
力及重要性由此可知。請參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中華民國統計月報》，第 458期，2004年 3月，頁 3。 

105關於本法制定及籌備過程，請參考作者 2005年 3月發表之論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 
定與籌備過程之回顧－兼論行政與立法兩權互動關係〉，《保險實務與制度》，第 4卷第 1期，台北 
市：保險事業發展中心，頁 89-109。 

106所謂制度（Institutes），根據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指出乃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更嚴謹地說，制度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的互
動行為。因此，制度構成了人類交換的動機。此處所謂的交換包括了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行為。
請參氏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台北市：時報文化，1995年 3月，初版 2刷，頁 7。 

107我國憲法第 13章基本國策第 4節為社會安全，其中憲法第 155條第 2項規定：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
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扶助與救濟。政策性保險之廣泛推廣與施行，正符合憲法維
護社會安全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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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108）本項保險責任基礎為何？何人必須投保本項保險？保障範圍為何？

針對違反規定者有無救濟途徑？茲再分述如後。 

一、應確立政策性保險之目的 

政策性保險應重在確立該項保險之政策目的。如前章介紹其型態時所

述，究竟係為減輕行為人之負擔而採取強制責任保險？或是為提供被保險

人經濟安全，而提供團體保險？或是為遭致天然災害所致財產損失所提供

之財產保險，均是在評估實施該項保險時，不可缺少之要項。 

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為例，依據原條文109第一條規定：為使汽車交通

事故所致體傷、殘廢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護道路交

通安全，特制定本法。由此規定可知，本項保險政策性目的在於「汽車交

通事故所致受害人體傷、殘廢或死亡之損害均能獲得基本保障，進而兼維

道路交通安全」。（江朝國 1999：20）該項政策性目的淺顯易懂，且頗為國

人所接受，因此本次修正，原條文僅作部分文字修正，責任基礎並未變動。 

修正條文第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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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應確立政策性保險性質 

    確立該項政策性保險之目的後，即須針對該項目的，選擇設計並實施

符合該項目的之保險。 

本法名稱為責任保險，依據本論文第 117頁所引行政釋令可知，仍有

民眾認為本保險具有傷害保險性質，110本次修正時，在下列條文中再加以確

                                                 
108 依據保險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財產保險，包括火災保險、海上保險、陸空保險、責任保險、保證
保險及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保險。所謂「責任保險」，依據同法第九十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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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保證保險」，依據同
法第九十五條之ㄧ規定：保證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因其受僱人之不誠實行為或其債務人之不履行債務所
致損失，負賠償之責。所謂「其他財產保險」，例如同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財產保險
業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傷害保險者，及同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ㄧ規定之:保險業應承保住宅地震危險，
以共保方式及主管機關建立之危險承擔機制為之。 

109為方便閱讀，本論文所指「原條文」係指 1998年 1月 1日施行之原有法條；「修正條文」係指 2005年
2月 5日總統公布修正條文。此外，每一種細項內容末端將臚列修正條文以供參考。 

110 關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性質究竟屬於責任保險或是體傷損害保險，江朝國教授有深入分析。渠指出強
制人民對其自己之身體投保保險，是否符合憲法上之比例原則，有待商榷。是本法採取「責任保險法
制」而為立法，並用為法案名稱，於本法第一條中明文為「為使⋯⋯『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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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1、修正條文第十三條：本法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 

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 

2、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保險人依本法規定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被 

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被保險人受賠

償請求時，得扣除之。 

3、修正條文第四十條說明 3：鑑於目前實務上保險人理賠案件中，屬於

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保險汽車案件（例如失竊車）數量

極少，又參酌外國立法例多將未經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之情形

列為保險人不保事由，轉由特別補償基金處理，蓋上述事故之發生係

非屬被保險人所能掌控，若由保險人理賠，恐有違責任保險法理，爰

增訂第一項第三款，明定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

被保險汽車者，請求權人得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以貫徹責任保

險制度之精神；另為使請求權人迅速獲得給付，爰於第二項規定未經

同意使用或管理認定如有疑義，在確認之前，應由被保險汽車之保險

人暫先給付。 

三、應確立政策性保險責任基礎 

    如果該項政策性保險性質為責任保險，則其將採取何種責任基礎，即

影響該項保險之承保範圍。一般而言，責任基礎有普通過失責任、推定過

失責任及無過失責任。 

修正條文仍延續原條文規定，採取限額無過失責任基礎。原條文第五

條規定：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體傷、殘廢或死亡者，加害人不論有無

過失，在相當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受害人均得請求保險賠償給

付。 

    查汽車交通事故為典型之侵權行為。侵權行為人應負之責任基礎，一

                                                                                                                                                         
而明示其立法目的與責任保險屬性，堪稱允當。請參氏著（2004），〈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障範圍〉，
《保險學報》，創刊號，台北市：中華民國保險學會，頁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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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言之，有過失責任與無過失責任。過失責任主義者，謂侵權行為人基於

故意或過失，加損害於他人，始負賠償責任之立法主義；而無過失責任主

義者，即加害人雖無故意或過失，仍應對其行為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 

    過失責任主義者，受害人必須舉證證明加害人具有故意或過失，我國

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即為該項規定，該項規定有助於個人與企業之自由活

動，並經由自由競爭而促進產業之發展，更是促進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之重

要因素；然而隨著高動能機械之發明，廣泛應用在工商行業與交通事業，

造成工廠、礦場之巨大災變，以及鐵路、輪船、飛機及汽車事故不斷，人

命重大傷亡頻傳，若仍囿守過失責任主義，要求弱勢的勞工或交通事故受

害人舉證證明雇主或駕駛人故意或過失，在無人證與物證情形下，欲得到

賠償，勢有所不能，因而學術界予司法界產生修正過失主義之意見，首先

提出將舉證責任轉換，改由加害人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此稱為推定過失

責任主義，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二參照），最後發展至無過失責任主義，

即在該等場所工作或搭乘在該等交通工具中，受有傷亡損失之結果而無道

德危險前提下，均可獲得損害賠償（工廠法第四十五條、民用航空法第六

十七條參照）。111 

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五條採取限額無過失責任主義，在我國學術

界有不同看法，部分學者認為宜採取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二規定之推定

過失制度較符合損害賠償法理，惟依據 1999年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委託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所做專案研究報告，針對國內交通管理與保險

實務專家學者所做問卷顯示，多數受訪者均認為：「無過失責任基礎的方案

比較顯著地優於以推定過失為基礎之方案。⋯其次，採用推定過失責任基

礎將不利於保險人理賠時效這一項準則，無過失責任基礎在保險人理賠時

                                                 
111學者發現，無過失責任發展的路徑 1836年普魯士公布「關於鐵路企業之法律」，繼而運用在城市電車、
輪船、郵信、電力快車及汽車；接著在此觀念在工廠出現，德國 1894年推行之職業災害保險法開始，
法國 1898年「勞工災害法」確認雇主無過失主義，至於二十世紀現代責任制度，則為飛機與汽車，參
劉甲一（1952），〈私法上交易自由的發展與限制〉，原載於《社會科學論叢》，第三期，收編在鄭玉波
選輯（1984），《民法債篇論文選輯上冊》，台北市：五南圖書，頁 116-119。 

  



 
 

第六章 政策性保險法制化之要項 

 161

效表現相當優異。」112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究竟應採取限額無過失責任主義或推定過失責任主

義，本論文以為此論點適為法律學與經濟學交錯影響之典型範例，若採取

推定過失責任基礎，確實較符合公平正義理念，並落實損害賠償法理；惟

鑑於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間極為短促，且其為可移動之物體，因此事後如

何公平且迅速做出雙方皆可同意之鑑定結果，誠屬不易，113況其成本效益是

否合算，亦值深究。美國當代法律經濟學巨擘，亦曾是聯邦上訴法院法官

的蒲士納（Richard Posner 1939-）名言：「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不能無視

於代價」（the demand for justice is not independent of its price）（熊秉元 

2003:46）確屬的論。更重要者，本項責任基礎已實施逾七年，應如何說服

一般民眾與國會議員回歸推定過失責任基礎？更需有一連串周詳配套措

施，此尚待有識之士後續努力規劃。因此本次修正條文，除略做文字修正

外，仍維持限額無過失責任主義。 

修正條文第七條：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加害人有

無過失，請求權人得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

或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以下簡稱特

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四、應擴大要保人及被保險人114（或標的物）範圍 

    為實現政策性保險目的，主管機關與保險人應設計讓更多要保人及被

保險人加入該項保險。立法強制是一種方法，但是針對因天災所致財產損

失之保險，更宜以鼓勵方式代替強制手段，俾減少民怨。 

                                                 
112參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政策制度面與執行面評估暨相關配合措施之規劃研究》，台北市：財團法人保
險事業發展中心，1999年 1月，頁 148。 

113鄭玉波前大法官曾建言：民事責任最好採取無過失責任主義，使加害人就加於他人之損害，自己雖無
過失，亦負損害賠償責任，庶可與責任保險人之責任相配合。此點在目前社會全面採取無過失責任固
不易為一般人所接受，然不妨先就發生頻仍，而受害最烈之重大事件，如車禍、藥害、其他公害等，
採取無過失責任主義。俾加害人透過責任保險以轉嫁危險，在不加重加害人負擔之情形下，而被害人
因責任保險之反射，而獲有更大更現實之保障。參氏著（1979），〈論責任保險與民事責任之齟齬及其
調和〉，《民商法問題研究（二）》，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頁 197。 

114所謂要保人，依據保險法第三條規定: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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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被保險人，依據保險法第四條規定: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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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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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第四條規定：「汽車所有人」應依本法規定投保本保險。軍用汽

車，亦同。該條文之規定，似嫌簡略，例如：汽車牌照已繳還、繳銷或註

銷，或有下列汽車所有人不明，因可歸責汽車使用人或管理人之事由致汽

車所有人無法管理或使用汽車之情形，誰為投保義務人即產生爭議： 

1、已至公路監理機關辦理拒不過戶註銷、繳銷、報廢及車輛失竊註銷異動

登記在案車輛。 

   例如甲將車牌繳銷，僅留機車放在屋外以供佔用車位，鄰居乙偶而騎之

上街購物之情形。 

2、經法院侵占判決確定之車輛。 

    例如乙向甲借車，逾期不還，甲至法院告乙侵占之情形。 

3、典當車輛業經流當。 

   例如甲將汽車送至乙當鋪設質借錢，逾期未還錢之情形。 

4、計程車客運業由其駕駛人自備車輛參與經營者，因失聯經民事法院判決

返還牌照確定。 

   例如甲自購計程車，因法令規定，必須靠行始可領得計程車牌照，渠靠

行乙車行，車主名義即為乙車行。甲因失聯行蹤不明之情形，乙車行遂

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返還車牌。 

5、登記車主為公司，公司經清算完結，人格消滅。 

      例如甲公司購車，車主當然為甲公司，惟因公司解散並清算完畢，

然該汽車並未過戶，名義上仍為甲公司之情形。 

6、其他可歸責使用人或管理人致汽車所有人無法使用管理汽車。 

上述各種情形，汽車仍在道路行駛且未依規定訂立本保險契約，究竟

誰為投保義務人便產生疑義，造成訂定保險契約當事人確認、公路監理機

關對於違反規定未投保處罰對象確認之困難，因此本次修正，爰予做重大

修正： 

修正條文第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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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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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汽車所有人未訂立本保險契約者，推定公路監理

機關登記之所有人為投保義務人。 

第一項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以其使用人或管理人

為投保義務人： 

1、汽車牌照已繳還、繳銷或註銷。 

2、汽車所有人不明。 

3、因可歸責於汽車使用人或管理人之事由致汽車所

有人無法管理或使用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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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修正條文係以三階段方式界定投保義務人。我國司法實務認定汽車為

動產，只要依照民法第七百六十一條規定完成交付程序，所有權即屬移轉，
115因此實務常見汽車實際所有人與公路監理機關登記之車主不一致情形。本

次修正條文首先係以民法規定之所有權人作為第一階段之投保義務人，其

次方將公路監理機關登記之所有人推定為第二階段之投保義務人，第三階

段係將可歸責於使用人或管理人導致汽車所有人無法管理或使用汽車之情

形，課予使用人或管理人為投保義務人，三個階段層次分明，將人民應遵

守義務詳細明列，未有遺漏，堪稱高明立法範例。116 

    前面所述為修正條文重新界定投保義務人，此外，修正條文對於放寬納

入本保險之汽車種類亦有新規定，茲再分述如下： 

1、查原條文第三條規定汽車之種類係指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規定之汽車及

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所稱動力機械係指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三

條規定，應領用臨時通行證之動力機械。 

2、1976年行政院基於農村地區之需求，於第一三九二次院會及第一三九三
                                                 
115參閱最高法院 70（1981）年台上字第 4771號判例。 
116根據任職交通部及其所屬公路監理機關公務人員表示，渠等對於該項立法方式讚不絕口，並稱相關道
路監理法令若能比照本條修正條文內容修正，將可更精確處罰道路上違規之駕駛人，預料將可大幅減少
訴願及行政訴訟案件。此又為制度良窳影響政治經濟與司法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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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院會決議，請台灣省政府開放農用車輛使用執照之申請，該府於同年

訂定「台灣省農村拼裝運輸工具管理要點」，因當時各縣市政府尚未有交

通局之編制，故由各縣市政府農政單位負責管理，據悉，當時各縣市政

府大約核發兩萬張執照；1983年台灣省政府訂定「台灣省拼裝車輛管理

及取締要點」及「拼裝車輛檢驗標準」，117確立對於無使用牌證拼裝車分

分四個階段執行沒入，有牌證車逐步輔導購置合法車輛，又自同日起廢

止前述「台灣省農村拼裝運輸工具管理要點」。其後因為精省及地方制度

法與行政程序法施行，前述命令皆已廢止，改由各縣市政府訂定「農用

拼裝車管理及自治條例」加以管理，根據交通部統計資料顯示，至 2002

年底全國僅剩下 4，243輛有牌證拼裝車輛，計有基隆市、台北縣、新竹

縣、新竹市、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嘉義市、台南市及澎湖縣等十

縣市已無有牌證拼裝車輛。118 

3、惟目前警察機關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二條之規定，對於無牌

照之車輛依法沒入時，一方面極易遭到地方民意代表關說，另一方面亦

無廣大的空間容納沒入之車輛，致使警察機關取締困難，以致道路上仍

常見到該類車輛。1998年開辦本保險後，拼裝車車主固然對於本保險無

繳納保費的義務，惟一旦汽、機車與該類車輛發生交通事故，由於本保

險性質為責任保險，則拼裝車上之駕駛人或乘客反而可以獲得本保險理

賠，汽、機車駕駛人反而無法獲得理賠，保險公司因此極易遭到受害人

及其家屬的質疑，隨後亦至行政機關或民意機關申訴，造成投保大眾對

於本保險政策的誤解，因此該類車輛之取締及納入強制保險理賠範圍遂

成為重要議題。 

4、為解決上述不合理現象，除警察機關應大力取締該類車輛之外，本次修

正條文亦擴大本法規定汽車之種類。 

修正條文第五條：本法所稱汽車，指非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陸
                                                 
117參閱台灣省政府 1983年 7月 21日 72府交一字第 55309號函，刊載《台灣省政府公報》，72（1983） 年
第 23期，頁 2。 

118參閱交通部 2003年 2月 13日交路字第 092000136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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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動力車輛；其範圍及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種

類，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修正理由為：原條文第三條所稱汽車，即為應依本法規定投保本保險 

之汽車，本次修正將本法所稱汽車區分為『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 

及『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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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須訂立本保險汽車發生交通事故， 

則依修正條文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由特別補償基金補償。為使 

本法所稱汽車範圍及應訂立本保險契約汽車種類得以確定，爰授權由主 

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告。 

      易言之，若主管機關公告農業機械尚非應投保本保險之汽車種類，

則其撞擊機車騎士致死，請求權人可向特別補償基金申請補償，補償基

金補償之後，再依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向農業機械駕駛人代位請

求；若主管機關公告農業機械為應投保本保險之汽車種類，若其投保，

則請求權人可向其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給付，若未依規定投保，則仍可向

特別補償基金申請補償，補償基金補償之後，再依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

第二項向農業機械駕駛人代位請求。此外，如二輛尚未公告納保之車輛

駕駛人皆傷亡時，基於公平理念，修正條文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補償

基金皆不予補償。如此法律規定，將可大幅減少遺珠之憾，本保險保障

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之政策性目標方得進一步彰顯。119目前主管機關已公

告本法汽車之種類及應投保本保險之汽車種類，該公告詳如附錄四，相

關圖示如圖 5-1至圖 5-3。 

   

 

 

 

 
                                                 
119有關本類案件案例，可參陳定輝（2004），〈讓交通事故理賠更「上路」－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修正重
點簡介〉，《消費者報導雜誌》，第 281期，台北市：消基會，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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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法第二條規定

之汽車 

應領用臨時通行

證之動力機械 

圖 5-1：原條文規定應投保車輛之種類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公路法第二條規定之

汽車〈應投保汽車〉 

應領用臨時通行證之動

力機械〈應投保汽車〉 

其他動力車輛〈肇事

時由特補基金補償〉 

圖 5-2：修正條文規定本法所稱汽車種類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公路法第二條規定之

汽車〈應投保汽車〉 

應領用臨時通行證之動

力機械〈應投保汽車〉 

圖 5-3：修正條文規定應投保車輛之種類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五、保障範圍應符合合理期待 

    保險契約是最大善意契約，對於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而言，藉由該項

制度之實施，期待該項制度彌補發生保險事故時之損失，自屬人之常情，

此稱合理期待原則。 

依原條文第三十八條規定：肇事汽車無保險或肇事逃逸，車禍受害人

或其家屬可向補償基金申請補償。這項制度為「特別補償基金」。如本論文

第五章第一節所述，早在 1945年時加拿大即設置該類機構，隨後美國及世

界各先進國家均有類似機構，針對該類事故給予受害人基本之救助，其立

意之良善誠為人類互助精神之體現。惟依據原條文三十九條第四項之規

定，補償基金於補償時，應扣除社會保險給付。然而若受害人如係遭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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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之汽車肇事而受害，則請求權人可依本法申請獲得全額理賠，無須

扣除社會保險之給付；換言之，同因汽車交通事故受害，因受害人有無投

保社會保險，而受不同待遇，致常遭有識之士詬病本規定之不當。（陳繼堯

1999:84） 

    上述規定係仿照德國、日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120惟德國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理賠金額係依據受害人實際損害額度求償，理論上為無理賠上限，實

際上最少理賠金額為新台幣1500餘萬元；（林勳發 1997:872）日本每一人

理賠金額為日幣 3000萬元，（陳繼堯 1999:34）金額均遠高於我國之給付

標準；此外，本法並未賦予補償基金向有關社會保險機構查核之權限，致

使補償基金為查核受害人有無社會保險而曠廢時日，造成民眾無法諒解，

甚至懷疑本保險之功能。 

    基於同性質傷亡之受害人不應受到差別待遇之平等理念，俾符合本論

文前述正義理論，因此刪除或修訂原條文第三十九條第四項之規定實有必

要。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亦已刪除該項規定。換言之，修法通過後，請求

權人不論遭到已投保本保險汽車或是遭到肇事逃逸、未保險汽車撞擊傷亡

均可獲得相同保障，落實公平正義理念。 

    另本保險給付項目係依據原條文第二十五條規定而訂定，目前分為傷

害醫療給付、殘廢給付、死亡給付等三大類，從本保險實施以來，發生

下列增加給付項目之要求： 

1、要求增加精神慰撫金、工作所得損失； 

2、要求比照勞保職災給付項目，例如燒、燙傷給付； 

3、要求增加輔助醫療給付項目，例如助行器、頸圈、腰脊固定器或義齒

（四顆以下者）。121 

上開各項給付依據我國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一項與第一百九十五條
                                                 
120參閱立法秘書處編印(1997)，《第 196輯法律案專輯－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案》，台北市：立法院秘書處

，頁 35。 
121牙齒缺損五齒以上者，可申請殘廢給付，請參財政部保險司編印（200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令彙
編》，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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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及法院判決均屬受害人可得請求之項目122，但依目前本法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卻無法申請理賠，如得申請勢將增加本保險理賠金額，二

者應如何取捨，宜研議之。 

依據原條文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本保險之給付標準

與金額，僅有向行政院建議權利，而無自行發布命令之決定權，致使難以

因應社會需求迅速修正給付內容。修正條文為解決原條文缺失，業已在第

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前項給付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準，

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主管機關

因此可使本保險給付標準隨時機動調整，俾加強對於請求權人之保障。123 

修正條文二十七條第二項：前項給付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

準，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

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 

六、應建立輔助性措施 

    一項政策性保險制度之推出，因需繳交保險費，難免遭遇抗拒投保者

者，為解決該現象，應隨制度之建立，一併建立救濟性質之輔助性措施，

方為周詳。 

如本論文前述，本法原條文第三十八條規定，設置財團法人汽車交通

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給予因遭致肇事逃逸、未保險汽車及保險公司無清償

能力之請求權人補償，減輕該類受害人之損失，此項制度誠為我國社會安

全體系一項重要之保障，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補償之後再

向加害人代位請求，實為兼顧受害人權益及實踐公平正義良好規劃。124此

外，本次修正條文擴大本法汽車之種類、補償金額不扣除社會保險給付等

                                                 
122 參最高法院 54（1965）年台上字2107號、58（1969）年台上字 1235、1269號判決，參曾隆興（1993），
《交通事故賠償之理論與實務》，作者自印，頁 234-235。 
123 主管機關已於 2005年 3月 1日與 6月 8日兩度與交通部修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一次修
正為提高死亡或殘廢保險給付金額，第二次修正則是將前述燒、燙傷給付、輔助器材給付明訂。相關具
體內容，請參保險局網站（www.ib.gov.tw ）。 
124例如工資墊償基金建置、存款保險、投資人保障基金等機制均與此一理念有關，即遵守制度者，循一
般程序申請救濟，若是遇到逃避規定納保者，受害人仍有補償管道，再由政府或各該非營利團體向加害
者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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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相信將可擴大補償範圍及功能，應為其他政策性保險規劃時不可欠

缺之制度。 

修正條文第四十條：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請求權人因下列情事之一，未

能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者，得於本法規

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一、事故汽車無法查究。 

                  二、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 

                  三、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保

險汽車。 

                  四、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

車。 

                  前項第三款規定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認定如

有疑義，在確認前，應由被保險汽車之保險人暫先給

付保險金。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事故汽車，全部為無須訂立本保險

契約之汽車之情形，各事故汽車之駕駛人不得向特別

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特別補償基金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為補償後，事故汽

車經查明係本保險之被保險汽車者，得向其保險人請

求返還。 

                  保險人依前項規定對特別補償基金為返還者，視為已

依本法之規定向請求權人為保險給付。 

                  汽車交通事故之請求權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特別補

償基金補償者，準用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第

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七條規

定。但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補償之傷害醫療費用給

付，不包括全民健康保險之給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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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承保與理賠程序方面 
    承保與理賠程序係指保險業者接受要保書至保險金理賠給付送至請求

權人之程序，本論文認為此屬保險業者全權負責階段，因此法制面而言，

規劃保險人應遵守之標準作業程序（SOP）即為重點，相關辦法詳如附錄五，

舉其犖犖大者，計有以下數點： 

一、保險文件應易於閱讀及辨認 

保險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或暫保單為之。第四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利害關係人，均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契約之謄本。上開

條文之規定，在於要求保險人必須齊備記載契約當事人權利義務關係之資

料，以供與該契約有利害關係人閱覽存參，俾使該等人明瞭契約內容、內

容及起、迄時間，權益不致受損。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原條文第二條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保險法及

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由於本法原未特別規定相關書證審查程序，依據上

述規定，即應依據 2001年7月 9日總統公布修正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

定：保險業之各種保險單條款、保險費及其他相關資料，由主管機關視各

種保險之發展狀況，分別規定其銷售前應採行之程序；同年 12月 17日主

管機關發布「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經營本保險之保險人自應遵

循上述法令規定辦理核准程序；此外，保險人除需依據保險法令申請核准

保險契約外，其他相關法令亦必一併遵循，例如保險實務常見保險條款文

字過小，導致一般人閱讀困難，依據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

契約之一般條款不論是否記載於定型化契約，如因字體、印刷或其他情事，

致難以注意其存在或辨識者，該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詹森林等 

1995:66） 

另因汽車車主通常購買本保險之時間多為公路監理機關驗車或換發行

照之際，由於時間急迫，保險人必須迅速提供投保證明，以供車主證明使

用，此外，該項證明亦必須隨身攜帶，以供公路監理機關路檢人員與公路

警察查驗之用，因此以輕便短小為宜，實務上將保險條款與投保證明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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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稱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此為保險證之由來。 

另外，為加強車主記憶，避免遺忘投保本保險，1999年 1月時開辦之

機車強制保險，保險業者即主動設計保險標章供車主自行黏貼於車牌左上

方，對於提高本保險之投保率，確有助益。由於成效良好，本次修法特別

將其範圍擴大至汽車，初步規劃將黏貼在乘客座位前擋風玻璃右下方，相

信將可進一步加深社會大眾對於本保險之瞭解。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應將載有保險條款之

文書、保險證及保險標章，交予要保人。 

二、應維持保險契約存續性 

依據契約自由原則，一般契約依據雙方意思表示，即可由一方終止、撤

銷或解除契約，惟鑑於本保險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之政策性目的，若任由

一方，尤其係要保人為之，則本項制度勢必瓦解。因此原條文及修正條文

均對是類行為加以約束。125而此點往往在國內其他政策性保險法令中並未規

範，以台北捷運公司今（2005）年 1月 1日發生乘客受傷而保險已經過期

案例，即可證明。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保險人不得解除保險契約。126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保險人不得終止保險契約： 

                1、要保人違反第十七條之據實說明義務。 

                2、要保人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 

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要保人不得解除保險契約。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要保人不得終止保險契約： 

                1、被保險汽車之牌照已繳銷或因吊銷、註銷、停駛而 

                                                 
125 學者認為，現時代社會公益已高於一切，在社會公益前提下，應不顧個人之意思，強制使之締約，原
無公法人或私法人，國家或人民之區別，故仍應解釋為契約自由之限制。參蘇明詩（1963），〈契約自由
與契約社會化〉，原載於《法學叢刊》，第二十九期，收編在鄭玉波選輯（1984），《民法債篇論文選輯上
冊》，台北市：五南圖書，頁 175。 
126 契約之解除，乃當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權，使契約之效力，溯及於訂約之時歸於消滅之意思表示；契約
之終止，當事人本於終止權，使繼續的契約關係向將來消滅之ㄧ方意思表示。易言之，契約解除有使契
約效力溯及既往消滅，契約終止則使契約效力自終止時向將來消滅，二者不同。參劉宗榮（2000），《民
法概要》，台北市：三民書局，頁 1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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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存。 

                2、被保險汽車報廢。 

                3、被保險汽車因所有權移轉且移轉後之投保義務 

                   人已投保本保險契約致發生重複投保情形。 

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要保人或保險契約 

                    生效在後之保險人得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汽 

                    車交通事故發生後，亦同。 

                     前項撤銷權之行使，應於重複訂立事實發生之時 

                     起，至生效在先之保險契約期間屆滿前為之。 

關於本修正條文規定係屬新增，查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時，例

如某甲之太太已於前晚至便利超商辦理續保手續，某甲今日至公路監理機

關驗車，又在監理站附近投保本保險，此種重複投保行為純屬意思表示錯

誤行為，爰予參考民法第八十八條關於意思表示錯誤撤銷之法理，賦予要

保人及保險契約生效在後之保險人得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之權利，使

契約溯及既往失效，且縱使於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亦不影響其撤銷權，俾

符合法理。然而除上述重複投保情形外，保險公司不應准許消費者任意終

止、解除或撤銷本保險契約。 

三、應課保險公司以通知續保之義務 

政策性保險為實現其政策性目的，應力促要保人不間斷投保該項保

險，惟人多健忘，保險到期而忘記續保情事極容易發生，因此課與保險公

司通知義務即為重要之規定。 

依據原條文第十四條規定：汽車所有人應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亦

即在保險契約終止前，應依規定再行投保本保險，換言之，汽車所有人有

義務要在保險契約終止前，辦理續保之手續。另依據原本法施行細則第四

條之規定，汽車所有人除必須依規定投保本保險外，亦應至遲於期滿前一

個月內辦妥續保手續。此外，汽車所有人倘若未依前述之規定辦理投保及

續保手續時，依據原條文第四十四條之規定，將遭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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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據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六條之規定，保險公司應於保

險期間屆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續保，如怠於通知而於原保險期間

屆滿後三十日內發生保險事故，保險公司仍需負賠償責任。被保險人之續

保業務係保險公司之重要業務之一，一般而言，保險公司均會在其保險期

間屆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續保，然而，諸多之因素均可能造成

續保之中斷，例如，車主地址變更，郵件遺漏、保險業務員異動，或聯絡

不到等。 

為解決該項問題，落實法制化目的，此次正條文爰予增訂。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通知要保人續保，其

怠於通知而於原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發生保險事

故者，如要保人辦妥續保手續，並將其始期追溯自原保

險期間屆滿之時，保險人仍須負給付責任。 

保險公司應寄送續保通知之格式（書面信件、掛號、電子郵件、或大

哥大簡訊），以及續保通知究竟採意思表示發信主義或到達主義，均值得深

究。（邱聰智等 2003:85）修正條文說明三規定宜由主管機關於修正條文第

四十六條授權之承保理賠辦法中明訂。根據主管機關2005年 6月 22日發

布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及理賠作業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保險人

除應依據上述規定於保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必須通知要保人續保外，要保

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仍未續保者，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

再為第二次及第三次續保通知。此外，保險人應保留前二項所寄送續保通

知存根六個月，以備查詢。另外保險人已依要保人最後所留於保險人之住

所、居所或營業所之地址寄送續保通知者，視為已完成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續保通知（足見其採取發信主義）。相關規定請參附錄五。 

    若保險公司違反上開規定，導致投保義務人遺忘續保，雖不可減免投

保義務人處罰程度，惟依據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第四項規定，主管機關可

以同時處罰保險公司，此舉將有助保險公司落實寄送續保通知義務，對於

投保義務人而言，權益亦可加強。 



 
 
政策性保險與社會安 
全功能關聯性之研究 

 174

四、保險費計算應具導正政策目的之功能 

保險費為要保人投保保險契約之對價，亦為其經濟負擔，因此保險費

之計算若能具有導正政策目的之功能，例如盡力防阻事故發生之被保險人

可以享受較為低廉保費負擔，將有助鼓勵保險對象做好風險管理工作。 

原條文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保險費率之訂定，應兼採從人因素與

從車因素；同條第三項規定：保險費率應視被保險人有無因違反交通規則

而肇事之紀錄增減之。 

目前保險公司計算本保險保費，汽車部分係採計被保險人性別、年齡

及有無因違反交通規則而肇事之紀錄增減，機車部分則尚未採計從人因

素，根據報載，交通部一直希望能將重大交通違規紀錄列為本保險保險費

計算依據，127惟此涉及修法將所謂重大違規之型態明訂、違規資料之蒐集及

資料庫之建立、及保險公司各地行銷通路方便取得以即時計算等法令與實

務問題，亟待統合研議。 

本次修正條文係在第四十五條規定，修正理由說明三規定：現行條文第三

項以被保險人有無因違反交通規則而肇事之紀錄作為加減保險費之依據，本屬

從人因素，本法既兼採從人因素及從車因素，無另行規定之必要，爰刪除之。

另本法現行條文雖謂保險費率計算應兼採從人及從車因素，惟鑑於機車若採從

人因素則因行政成本過高，故例外得由費率審議委員會視實際社會情形擇一採

用從人因素或從車因素，爰修正第三項。易言之，如主客觀條件允許，費率審

議委員會得視需求訂定本保險費率計算之從人因素或從車因素，則前述希望本

保險之施行得以導正道路交通安全與秩序之目標或有可行之日。 

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本保險費率，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擬

訂，提經社會公正人士組成之費率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發布之。 

                    前項費率擬訂工作，得委託適當專業機構辦理。 

                    保險費率之訂定，以兼採從人因素及從車因素為原
                                                 
127參閱《聯合報》，2001年 8月 29日，刊載於 www.iot.gov.tw/chinese/ency/news/m_news/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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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但得視社會實際情形擇一採用之。 

                    保險人應依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依第一

項規定發布之保險費率計收保險費。 

                      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保險費及其他相關資

訊之查詢服務。 

五、應確立請求權人範圍 

    請求權人為依據保險契約規定，於事故發生後，可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給

付之人，因此確立請求權人範圍，方便迅速理賠，避免滋生疑義，即為重要內

容。 

如本文前述，本法為責任保險，屬財產保險，為避免使用「受益人」一詞

將造成概念上之混淆，且為明確界定請求權人之範圍，爰將原條文第十條規定

之「受益人」修正為「請求權人」，以資明確。又本保險理賠案件極多，保險

人因無完整調查權，由其確認請求權人身分、支出項目及金額頗為費時，如因

延宕理賠造成請求權人權益受損，亦與本法第一條規定「迅速獲得基本保障」

立法目的有違。故為使保險給付快速可行，並參酌保險業業者反應意見及理賠

作業實務需要，關於請求權人之範圍及順位，參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六條規

定，並兼顧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規定之利害關係人之權益128，增訂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即由配偶、子女及父母為第一順位之請求權人。

此外，為迅速辦理理賠手續，爰增訂第二項就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按人

數平均分配保險給付或補償方式，以資明確。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本法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

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之人： 

                 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人本人。 

                 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為受害人之遺屬；其順位

如下： 
                                                 
128 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
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據民法一千一百一十四條至一千一百一十六條之一規
定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亦均有請求扶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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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父母、子女及配偶。 

                 (二)祖父母。 

                 (三)孫子女。 

                 (四)兄弟姐妹。 

                 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分配保險給付或 

                 補償。 

六、應明確規定時效制度 

    時效制度係規範請求權人，促成其於時效期間內，依據規定申請理賠，以

避免長時間怠於行使，滋生爭議；另一方面，該項制度亦可以規範義務人，應

儘速理賠，而無須做長時間之拖延。 

為使時效之起算時點明確化，爰參考德國汽車直接持有人強制責任保

險法第三條第三項前段之規定，將修正條文第十四條酌作第一項文字修

正。本項所稱「知有損害發生」係指「知有因汽車交通事故致生損害」。為

保障請求權人之利益，免除請求權人在等待保險人為保險給付決定之期

間過長而致其請求權有罹於時效消滅之虞，129請求權人已向保險人為保險

給付之請求者，在收到保險給付之通知前，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停止

進行，該段期間，不計入消滅時效期間，爰增訂第二項規定。130 

又消滅時效之「停止進行」（Fortlaufshemmung）與「時效中斷」

（Unterbrechung）及「不完成」（Ablaufhemmung）不同，併予說明。131簡言

                                                 
129依據周大觀基金會 2004年 4月 3日指出，2003年該基金接獲 12,000餘通病童家長求助電話，申訴保
險公司辦理學生平安保險不公，其中多達申請 55％申請理賠案件，都是被保險公司編造各種理由，藉故
拖延或拒絕理賠；約有 38％求助個案雖然符合理賠條件，卻因為不知道如何申請，而錯失兩年申請的黃
金時效，僅 7％獲得理賠，足見宣揚時效規定及改善時效制度，實為政府及保險業者不可推卸之責任。請
參閱《台灣日報》，2004年 4月 4日，6版。 
130 例如向保險公司申請給付之時效為二年，若某甲於事故發生一年半時申請理賠，保險公司受理後以各
種理由拖延，例如經理不在不能開支票、案件尚須檢察官偵查或刑事庭法官尚未判決等⋯，使申請人同
意等候，待半年過後，時效經過，保險公司以時效消滅拒絕給付，其不合理性自不待言。參台北地方法
院 92（2003）年保險字第 139號判決。 
131 劉宗榮教授認為：時效停止進行制度有其獨特的功能，不是時效中斷制度或時效不完成制度所可取
代；建立時效停止進行制度，可以避免當事人的訟累，減少法院的負擔；德國民法第202條及第 203條、
汽車直接持有人強制責任保險法第 3條第 3項均有相關規定，因此建議更應在我國民法總則篇中增列。
詳氏著（2004），〈建立時效停止制度之立法芻議〉，《2004年海峽兩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
東吳大學法學院。本次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十四條增列時效停止規定，為我國民事法制首見，預計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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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效之停止進行，係指時效之凍結或不計算；時效之中斷，係指時效之重

新起算；時效之不完成，係指時效之暫緩完成。（邱聰智等 2003:126）鑑於

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規定保險人對於請求權人所為之保險給付，視為負損害賠

償義務之被保險人對於請求權人所負損害賠償義務之一部分，故請求權人對於

保險人之請求權，與對於有損害賠償義務之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二

者消滅時效之停止進行、時效中斷及不完成皆應相同，爰增訂第三項前段之規

定；惟因我國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部分，尚未規定消滅時效之停止進

行，因此第三項後段規定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有時效中斷

或時效不完成之情事者，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亦生同一之效力。 

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自知有損害

發生及保險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汽車交

通事故發生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前項時效完成前，請求權人已向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

請求者，自請求發生效力之時起，至保險人為保險給

付決定之通知到達時止，不計入時效期間。 

                  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保險給付請求權，有時效中斷、

時效不完成或前項不計入消滅時效期間之情事者，在

保險金額範圍內，就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亦生同一效力。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有時效中斷或時效不完成之情事者，

就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亦生同一

效力。 

                  前三項規定，於關於本法所生請求特別補償基金補償

之權利，除其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依下列規定外，

準用之： 

                  一、事故汽車無法查究者，自知有損害及確認肇事汽
                                                                                                                                                         
年 2月 5日施行之行政罰法第二十八條有關裁處權之時效停止之規定，及刑法第八十三條有關追訴權時
效之停止，均為類似之理念。 



 
 
政策性保險與社會安 
全功能關聯性之研究 

 178

車無法查究時起算。 

                    二、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者，自知有損害及確認

肇事汽車為未保險汽車時起算。 

                      三、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

保險汽車者，自知有損害發生及確認被保險汽

車係未經同意使用或管理之事實起算。 

                    四、事故汽車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者，自

知有損害發生及確認加害汽車為無須訂立本保

險契約之汽車時起算。 

七、保險人應迅速理賠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遲來的理賠，更加深請求權人奔波之苦。因

此政策性保險應要求保險人應儘速完成理賠程序。 

若汽車交通事故雖發生受害人死亡之結果，惟請求權人給付請求權之

有無及應給付金額有所爭議時，縱客觀上已確定具有死亡之情事，也無法

立即獲得完全理賠，例如駕駛人與乘客共乘機車碰撞路燈後兩人均摔出車

外並同時死亡，惟卻無法判定孰為駕駛人；部分請求權人是否喪失請求權

（例如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死亡結果與汽車交通事故有無

因果關係（例如發生汽車交通事故前已因心臟病突發而死亡者）尚待查明

時，均應有暫時性給付制度之必要。惟為避免暫時性給付等同於保險給付

之疑義，爰將本法原條文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暫時性保險金」修正為「暫

先給付相當於保險給付二分之一之金額」。 

此外，為落實本法迅速保障受害人之立法意旨，並杜爭議，爰參酌保

險法第七十八條規定，132增訂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請求權人請求殘廢

給付時，其等級若尚有爭議時，保險人應就已審定之等級暫先給付保險金。

                                                 
132保險法第七十八條係規定火災保險事故發生以後，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對於損失程度認知不同時，法律
規定保險公司應採取之程序，該條文規定:損失之估計，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事由而遲延者，應自被保險
人交出損失清單一個月後加給利息。損失清單交出二個月後損失尚未完全估定者，被保險人得請求先行
交付其所應得之最低賠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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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避免保險人因可歸責自己之事由而遲延其對請求權人之給付，爰參酌

保險法第三十四條，增訂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第三項遲延利息之規定，年

息以一分計算。 

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

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相當於保險給付二分之一之金

額。 

                    因汽車交通事故殘廢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

件，就保險人已審定之殘廢等級，請求保險人暫先

給付其保險金。 

                    保險人應於請求權人依前二項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之

次日起十五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

事由致未在期限內為 

                    給付者，自期限屆滿時起，應按年利一分給付遲延

利息。 

                    保險人暫先給付之保險金額超過其應為之保險給付

時，就超過部分，得向請求權人請求返還。 

八、保險人應建立保險資料庫及利害關係人查詢機制 

        政策性保險多為政府強制規定，要求民眾投保，因此保險人應單獨就

該項保險，建置保險資料庫，以便蒐集、統計相關資料；並應建置完善查

詢系統，以方便投保大眾與利害關係人查詢。 

如前所述，本保險並非汽車所有人為自己投保之目的而設，係政

府為使汽車交通事故受害人權益獲得基本保障而設，帶有濃厚社會安

全意識，因此違規未投保者將受處罰，故除車主外，交通警察、公路

監理機關及受害人，均有權利知悉該輛汽車投保情形，俾順利執行或

查知其權利，本次修正將上開機關或利害關係人查詢權利在施行細則

明定，另在修正條文中增列保險公司必須盡速傳輸最新資料與主管機

關指定之機構，方得以建置完整之資料查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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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應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

書、保險證及保險標章交予要保人。 

                   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五日內，將承保資料傳

輸至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 

                    保險證上記載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被保險汽車

及保險證號碼有變更時，要保人應通知保險人更正。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第三項：保險契約終止，保險人應於三日內通知被保險

汽車之轄屬公路監理機關、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

機關指定之機關（構）。 

九、應規定保險給付不可扣押性與不可處分性 

        政策性保險帶有濃厚社會安全意識，為保障請求權人期待權利，因此

請求權人申請保險給付之權利具有一身專屬性，不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

保。 

我國相關法律類似規定極多，例如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四條規定之退

休金、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十六條規定之退職酬勞金、公務人

員撫卹法第十三條規定之撫卹金、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之各項保

險給付、軍人保險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之保險給付、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

九條規定之撫卹金、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保險給付等，

其目的均在保障公教人員、政務人員、軍人、勞工等於將來退休、退職時，

其老年退休金、保險金、退職酬勞金或撫卹金等請求權獲得實現，有其社

會安全之功能。本保險此次修正亦援例加以增列。 

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保險人於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 

時，依本法規定對請求權人負保險給付 

之責。 

                  同條第四項:第一項請求權人請求保險給付之權利及 

未經請求權人具領之保險給付，不得 

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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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應建立糾紛申訴管道 

請求權人或投保大眾，若針對政策性保險內容，或與保險人發生認知

上差距，為避免其求助無門，應建立申訴管道以解決其疑惑或問題。 

為落實消費者保護精神，本次修正一併在本保險契約條款中增列三條

款，俾增強民眾權益，分述如下： 

保險契約條款第二十五條：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對於本保險契約

內容或理賠有疑義時，得直接向本公司保戶服

務或申訴部門要求解釋或申訴。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亦得依法向有關

機關請求解釋或申訴。 

說明：本條規定將要求保險公司必須設置保戶服務或申訴部門受理民眾詢

問或申訴案件，俾得以明瞭其權利與義務。 

保險契約條款第二十六條：本公司與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就本保

險契約發生爭議，得申請調解或經雙方同意交

付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規定或仲裁

法之規定辦理。 

說明：由於本政策性保險給付金額每件每一受害人最多僅新台幣一百七十

萬元，藉由仲裁制度似不符經濟效益，因此主管機關於 2002年 1月 1

日於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設置保險申訴調處委員會，每年執行受

理保險申訴案件（含商業保險及政策性保險案件）約一千五百件，對於

迅速理賠、解決紛爭及減少訟累，助益極多。本次修正條款，爰予增列。 

保險契約條款第二十七條：因本保險契約發生訴訟，約定以要保人、被保

險人或請求權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

法院。但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住所在

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

轄法院。 

說明：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一條規定，民事訴訟原則採取「以原就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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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若原告欲提起訴訟，則必須至被告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訴

訟。本保險若保險公司不予理賠或理賠金額與請求權人期待有所差距，

則若保險公司抗辯請求權人所至法院無管轄權時（通常請求權人均會就

近至其所在地之法院訴訟），請求權人必須至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因

為我國目前所有財產保險公司之總公司或外商分公司均以台北市為住

所地），對於外地民眾而言，造成不便，並且增加台北地方法院受理案

件負擔，因此本次修正增加可以以要保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住所所

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對於請求權人權益又增加一層保障。 

 
參、行政監理方面 

  各國政府都會對保險市場實行涉入，不同涉入方式有直接也有間接，

但是，無論涉入的性質和程度如何，他們的目標通常都是高尚的，即是保

護消費者、增加稅收以支撐具有意義的社會目標，或是確保適切的且良性

的保險市場，因此所有的政府涉入市場，主要是尋求社會福利的極大化。（史

吉普 2004:177-178）此外，人們認為保險產業對於國民的福利有切身的關

係，直接影響著國民和企業的經濟安全，因此各國政府相關部門對於保險

業服務和商品監理要求較其他產業特別嚴格。政策性保險通常係以法令強

制特定民眾投保，其應更重視監理品質與效能，加強對於投保大眾權益之

確保，更為當然之理。謹就修正條文中強化該項功能之規定臚列於後。 

一、訂定保險人資格條件 

為加強保險人辦理政策性保險之效率與服務態度，課予其依循一定程序

辦理之義務，以保障被保險人與請求權人之權益，應訂定一定條件之資格

要件。 

依據修正條文第八條規定，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保險業經營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第八條：本法所稱保險人，指經主管機關許可，得經營本保險之

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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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保險業申請許可應具備之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

廢止許可事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定之。 

二、訂定保險人差異化管理機制 

事實上，如果主管機關採取差異性管理方式，獎優懲劣，相信保險公

司將可提升經營本保險服務品質，對於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而言，權益將

更可確保。 

對於保險公司經營本保險，採取差異化之指標，建議主管機關應從消

費者保護品質之優劣、財務穩健與否以及承保理賠資料正確性之維持等三

項領域來查證。有關消費者保護工作，可從民眾申訴比率、調解或訴訟維

持率等數據來觀察；有關財務穩健與否，主管機關業已訂定保險業經營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管理辦法加以規範；至於承保及理賠資料之正確性維持乙

項，主管機關已在附錄五之承保及理賠辦法規範。 

保險業經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管理辦法第七條：經營本保險之財產保險公

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經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主管機

關得廢止該公司辦理本保險業務之許可： 

1、應提存之各項準備金未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於金融機構或

將特別準備金作為收益處理，經主管機關於一年內處罰鍰

總計達五次以上或罰鍰總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2、因未依主管機關訂定之保險費率計收保費，經主管機關於

一年內處罰鍰總計達十次以上或罰鍰總金額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 

3、最近二年因違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相關法規，經主管機關

處罰鍰總計達十次以上或其罰鍰總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但依前二款規定受處罰鍰次數或金額不計算在

內。 

上述規定，均在導正市場秩序，俾保障社會大眾權益。換言之，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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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經營本保險之保險公司皆可承辦之，此外，一旦承辦亦非可永續承辦，

必須維持一定服務品質。相關條文詳參附錄八。 

三、應確立無盈無虧經營原則 

政策性保險若強制民眾投保，國家係以法律規定，強制民眾對於財產之繳

付，故經營者應採取無盈無虧經營原則，以期減輕民眾負擔，保險公司辦理該

項保險更不得有牟取利益之企圖。 

財政部分別在1998年1月6日以台財保第860817977號函分別訂定「保

險人辦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會計處理原則」，及「保險人辦理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各種準備金提存方式」，133以期保險公司以設立獨立會計制度落實無盈

無虧原則。本保險 2002年8月 12日及 2005年 3月 1日二度調高保險給付

金額，2001年 7月 1日、2003年 1月 1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3月

1日四度調降保險費率，均係該項方式之結果，此為運輸業者、消費者團體及

車禍受難者團體日漸支持及信賴本保險制度，也是此次修法過程順利平和之主

要原因。 

依據前述命令規定，保險公司必須設置獨立帳目儲存本保險累積之特

別準備金，惟現行係以行政命令定之，因此關於該特別準備金之運用方式、

保險公司若結束營業時之退出機制，較缺乏完整且具強制性之效力，因此

藉本次修正條文機會完成法制化工作，將能擴大確保全體投保大眾權益。 

 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第二項重申本保險落實無盈無虧之作法，俾符合應

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所有人之最大利益。目前依據主管機關訂定之「保

險人辦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提存方式」四之二條規定：自留滿

期純保費與收回賠款準備金及上年度特別準備金餘額之孳息之總和扣除自

留保險賠款及提存賠款準備金之餘額，應再全數提存特別準備金；惟若自

留滿期純保費與收回賠款準備金及上年度特別準備金餘額之孳息總額小於

自留保險賠款及提存賠款準備金之總和者，其差額先由當年度依現行條文

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費率結構提存之固定率特別準備金彌補，再有
                                                 
133參閱《保險法令彙編》，台北市：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999年 7月，頁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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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者，由收回以前年度累積之特別準備金彌補之，仍有不足者，其差額

以備忘分錄記載，由以後年度提存之特別準備金收回彌補之。保險人對修

正條文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應收保險費之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

額，應提存為準備金，除供調整保險費率、調高保險金額及彌補純保險費

之虧損外，不得收回作收益處理。此外，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會計處理、

準備金提存方式與管理、業務、財務資料之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授權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交通主管機關定之。有關保險公司經營本保險會計

處理辦法草案及特別準備金提存及運用管理辦法草案，請參閱附錄六及七。 

基於本保險無發生嚴重巨災之虞，為避免本險之保險費藉再保險方式流

出國外，降低本險準備金之提存，違反本保險採取無盈無虧經營目的，爰

參照財政部 2003年3月 11日台財保第 0920750290號令規定保險人僅得以

國內共保方式分散風險之規定，於保險業經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管理辦法

第五條另行規定：經營本保險之財產保險公司，為符合無盈無虧經營本保

險之目的，得以共保方式分散風險。但以國內共保為限。相關內容請參閱

附錄八。 

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保險人應設立獨立會計，記載本保險之業務及財務

狀況。 

               保險人對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應收保險費之預期損

失與實際損失之差額，應提存為準備金，除供調整保險費

率、調高保險金額及彌補純保險費之虧損外，不得收回作

收益處理。 

               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會計處理、準備金提存之方式與管

理、業務、財務資料之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交通主管機關定之。 

四、應建立保險人不能清償時的補償管道 

保險公司經營政策性保險，難免發生支付不能之情形，為解決該項風

險，主管機關必須建立特殊補償機制，以預防請求權人或被保險人權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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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依據原條文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本保險保險費結構中包括安定基金

與補償基金分擔額，依據 2002年 12月 20日財政部台財保第 0910751592

號與交通部交路發字第 091B000156號會銜令規定，自 2003年1月 1日起，

本保險保險費中包括百分之三補償基金分擔額以及百分之○‧二之安定基

金分擔額。134 

查補償基金之依據及功能業已在本文前段說明，所謂安定基金係依據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一規定：為保障被保險人之權益，並維護金融之

安定，財產保險業及人身保險業應分別提撥資金，設置安定基金。前項安

定基金為為財團法人；其基金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本條文係 1992

年 2月經立法院增訂，立法理由在於保險業萬一失卻清償能力而有無法履

行契約責任時，該基金之設置可減輕或免除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損失，故

爰予增訂。（江朝國 2002:217） 

    依據本法原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肇事汽車之保險公司無

支付能力者亦為補償基金出面補償之事由之一，換言之，保險業萬一失卻

清償能力而有無法履行契約責任時，依據上開法律規定，將有財團法人財

產保險安定基金135及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可補償與受害

人，惟兩者孰先孰後，欠缺法律規定，且兩者補償原因相似，形成雙重繳

費，應予釐清。 

本次修正條文在第四十條中確立該類案件均由財團法人財產保險安定

基金負終局補償責任，因此爰予刪除本法現行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俾使權責分明。該項修正暫先不評論優劣，136惟就修正條文內容而

                                                 
134參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令彙編》，台北市: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編印，2003年 3月，頁
81。 
135該基金係依據財政部 2001年 12月 20日台財保第 0900751426號令發布之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管理
辦法第二條規定設置，參閱《最新保險法及相關子法彙編》，台北市：財政部保險司編印，2002年 3月，
頁 69。 

136查安定基金主要係針對保險業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時，代該保險業給付要保人、
被保險人及受益人所設置之機構，由於並未針對政策性保險請求權人設計優先權規定，因此政策性保險
請求權人必須與其他保險請求權人平均受償，因此筆者較認同政策性保險應由政策性保險機制優先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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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似需再予考量類推適用「從新從優」原則。137即修正條文第四十條業已

將「保險人無支付能力」排除在特別補償基金補償範圍項目，因母法修正

草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於 2005年 2月7日施行，若某甲於 2004年 12月 31

日向Ａ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其於 2005年 10月 1日肇事，致某乙死亡，

Ａ保險公司卻於2005年 11月 1日破產，因為目前安定基金並未針對政策

性保險之請求權賦予其優先權，倘若經清算結果安定基金僅能提供二分之

一理賠〈即新台幣七十五萬元〉，而某甲依據法院判決必須賠償某乙家屬二

百萬元，則勢必形成某甲訂約時〈2004年12月 31日〉以為強制保險可以

賠償一百四十萬元（於2005年 3月 1日起調高至一百五十萬元），結果新

修正法案之內容卻形成不足額賠償之情事發生，為彰顯從新從優〈此處之

優係指對人民有利之規定〉之精神，且基於在本法修正前銷售之本保險，

確有繳付相當保險費百分之三之特別補償基金，建議在施行細則中應增加

過渡時期138應仍適用舊法規定，俾保障民眾權益。另為確保政策性保險請求

權人權益，並建議應在保險法中研議規定安定基金針對政策性保險之請求

權人具有優先權，俾使該類請求權人百分之百獲得保障。139 

修正條文第四十條第一項：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請求權人因下列情事之

一，未能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

者，得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向特別

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之法理，由補償基金補償較宜；惟實務上亦可以在安定基金相關規定中增列政策性保險優先百分之百給
付之規定以為救濟。 

137所謂「從新從優」原則，係指公權力主體於處理某一案件過程中，相關法令有所增修或廢止，於面對
此種法秩序變遷的情況時，以新法制序為主要之處理依據；唯有當舊法秩序對當事人較有利時，才適用
對人民較有利之舊法秩序。目前相關法制中明訂者計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
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3，皆為行政法，故此處以類推適用稱之。 

138因目前本保險關於汽車部分，期間最長為一年，機車部分最長為二年，因此前者之過渡期間為一年，
後者之過渡期間為二年，惟若在該期間內該輛汽機車已終止原契約另行訂定新保險，則應適用新法相
關規定。 

139財團法人財產保險安定基金 2003年 3月 28日第一屆第四次董事會決議通過，財政部 2003年 5月 14
日台財保第 0920020729號函核定「財團法人財產保險安定基金動用範圍及限額規定」中規定，該基金
依據保險法第 143條之 3第 1項第 3款規定，代保險業墊付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依有效契約所得
為請求之限額，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第 1點：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者，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給付標準墊付。該項規定形式上與筆者意見相同，惟僅為該基金內部決議，如該基金所需墊付金額大於
該基金資產，其他債權人是否同意該項墊付標準尚未可知，為避免爭議，仍宜以立法規定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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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故汽車無法查究。 

                        二、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 

                        三、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

之被保險汽車。 

                        四、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

約之汽車。 

四、應確立多方監督機制 

政策性保險身兼政策性目的，因此保險公司經營該項保險之良窳，極

為重要。主管機關限於人力，無法事事留意，因此建立多方查核機制，以

遏止不法，便極為重要。 

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依本法投保本保險者，處罰汽車投

保義務人新台幣三千元至一萬五仟元，機車投保義務人則為一千五百元至

三千元。未投保汽車肇事，由公路監理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扣留車輛牌照至其依規定投保後發還。為有效督促投保義務人

繳交罰鍰，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第一項修正為「依本法所處之罰鍰未繳納

前，公路監理機關不予受理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辦理換發牌照、異動登

記或檢驗。」藉以強化公路監理機關人員職權。 

上述規定賦予公路監理機關更為彈性、更為有效率及更為公平執行本

保險法賦予之權力，其目的當然在落實本法第一條所規定道路交通安全之

目的，惟從另一方向而言，交通警察、公路監理機關更為廣泛之查證車主

投保本保險之情形，更可間接查證保險公司經營本保險品質，例如保險公

司是否迅速傳輸資料、業務人員是否侵吞保險費，均可透過多方監督機制

查出，對於保險公司經營本保險之內稽內控，亦有相當助益。 

此外，依據保險業經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詳參

附錄八）：經營本保險之財產保險公司，為符合無盈無虧經營本保險之目

的，得以共保方式分散風險。但以國內共保為限。所謂共保係指二家以上

保險公司對於同一標的物，同時承保同一危險，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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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金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而締結之保險契約，（施文森 1990:216）故

藉由該項制度保險公司之間形成互相監督機制，亦有助本保險業務品質之

提升。 

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投保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約，

或本保險期間屆滿前未再行訂立者，其處罰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經公路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攔檢稽查舉發者，由公路主管

機關處以罰鍰。為汽車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鍰；為機車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三

千元以下罰鍰。 

           二、未投保汽車肇事，由公路監理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扣留車輛牌照至其依規定投保後發還。 

保險業經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管理辦法第五條：經營本保險之財產保險公

司，為達到無盈無虧經營本保險之目的，除以國內共保

方式分散風險外，不得以其他方式為之。  

五、應規定鼓勵或稅捐減免措施 

如前所述，政策性保險確實對於社會安全功能具有強化功效，因此政

府相關機關對於該類保險持續採取鼓勵或稅捐減免措施即屬必要之舉措。 

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為例，營業稅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款規定免

徵營業稅，此舉即可減輕民眾投保之成本，提高民眾投保誘因；另 1998年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設立基金亦為政府捐贈，對於該項補

償制度之建置提供良好基礎；此外，當時主管機關還指派所屬公務人員擔

任建置初期籌備人員，直至 2000年1月該基金招募專職人員到齊後方始免

兼，均為政府鼓勵或推動政策性保險實施之明證。 

此外，由於國家以立法手段強制人民投保政策性保險，則更應採取積

極作法鼓勵投保義務人投保，避免遺忘，例如以公益廣告進行宣導，更應

加強宣導該項保險之保障廣泛以及理賠程序簡便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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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策性保險法尚待增補事項 
如本論文所述，本次修正條文除建議增加納入道路交通重大違規記錄

作為計算保險費依據以強化道路交通安全功能需要政府各相關機關（構）

通力合作而無法立竿見影外，其餘修正重點均屬立即可行事項，法案通過

後將可迅速施行，當可更加保障民眾權益，故本次修正草案堪稱進步與合

適，在相同架構之下其需再補充之處當已減少。 

然社會科學與時俱進，在跳脫本法現行架構之下，仍可探討者所在多

有，茲有下列建議，可留待下次或其他政策性保險法制化過程中參考。 

 

壹、 設計以定期金方式支付 
   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
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定為支付定期金。但須命加害人

提出擔保。 

    多數政策性保險多為責任保險（詳附錄一），責任保險主要填補者即
為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政策性保險也可能與定期金給付結合，

應及早因應。 

    立法例上有關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賠償方法，英美法採取一次

賠償方式，德國民法第八百四十三條則規定，以定期金為原則，例外採取

一次賠償。惟在加害人投保責任保險情形時，因為被害人及保險公司均認

為定期金極不方便，保險公司且認為管理費用過高，故不歡迎定期金賠償。

故僅有百分之五案件採之。（曾隆興 1996：198-200） 

    當然若以民法第七百二十九條以下之終身定期金方式規範保險公司從

事定期給付保險金，管理費用可能過高，然而若受害人遭重重大車禍造成

嚴重行動不便，但是其病情確有可能改善，因此一次殘廢給付甚為武斷；

又可能發生父母親車禍雙亡，留下稚齡子女，又無其他至親可資監護等各

種情狀，仍有分期給付之必要，因此研議分期給付保險金方式確有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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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建議從信託方式研議一不失為一可行方向。 

 

貳、 研議特別補償基金主要經費來源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原條文第三十七條規定，特別補償基金之來源

如下： 

1、本保險之保險費所含之特別補償基金分擔額。 

2、依第三十九條代位求償所得。 

3、基金之孳息。 

4、依第十條第二款規定之所得。 

5、其他收入。 

依據實務資料顯示，目前特別補償基金收入九成以上均為汽、機車所

有人所繳保險費中所應分擔百分之三（機車部分自 2005年 3月1日起降為

百分之二）該基金分擔額所聚集而成，主要用以補償因肇事逃逸或未保本

保險之汽機車之受害人。根據美國、加拿大等國經驗，該類同性質基金來

源有四：第一為車主辦理汽車登記時，向其徵收之額外費用；第二為向違

反交通規則之駕駛人收取之罰鍰；第三為向未保險之駕駛人收取之罰鍰；

第四為由該州辦理本保險之保險公司依經營本險之比例與其他保險公司分

攤。（陳鼎鈞 1998:161）由此可知，目前係由合法遵守相關規定投保本保

險之汽機車車主分擔特別補償基金分擔額之機制，並不符合先進國家潮流

與公平正義之法理，建議應予計算罰鍰收入扣除公路監理機關與警察機關

因執行本法裁罰事項所增支出費用之餘額後，將其收入納入特別補償基金

日常收入為宜。140 

根據本章第二節與本節之評析，本論文整理出一部較為完整之政策性

保險法必須具備之重要內容，計有三大內容及二十三種細項，茲以表 6-1

表示。 

 
                                                 
140 依據 2001年 10月 31日總統公布之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依據同法第33條及第 34
條所處罰鍰亦可為該保護法之基金，該項理念與作者看法相同，值得參考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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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政策性保險重要內容分項表 

重 要 內 容 細   項 說   明 

應確立政策性保險之目的 該項保險政策性目的，例如交通安全

抑或老年經濟安全 

應確立該項保險性質 該項保險屬於何種保險，例如傷害保

險抑或責任保險 

應確立該項保險責任基礎 該項保險採取何種責任基礎，例如過

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或無過失責任 

應擴大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或

標的物）範圍 

為避免逆選擇、降低行政管理費用，

此保險團體成員宜廣泛 

保障範圍應符合合理期待 基於信賴原則保險理賠宜一致，並視

實務需求機動調整之 

  
 
 
 
 
 
 
 

立 

法 

規 

範 

方 

面 

建立輔助性措施 應針對違規不加入保險團體者所致

第三人損失設置補償機制 

保險文件應易於閱讀及辨識 為使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明瞭保險契

約內容，保險公司應提供易於閱讀及

辨識之保險文件 

應維持保險契約存續性 為避免影響第三人及被保險人權

益，保險契約不得解除，終止原因亦

受到限制 

應課保險公司通知續保之義務 為避免遺忘，影響當事人權益，保險

公司應通知要保人續保 

保險費計算應具導正政策目的

之功能 

保險費之計收應具有提高被保險人

注意義務減少損失發生功能 

應確立請求權人範圍 為避免事後爭議，請求權人範圍應明

確並符合相關法令（例如民法）規定 

應明確規定時效制度 保險法第 65條二年時效規定似太

短，政策性保險法可延長或是另增時

效停止規定以均衡 

  
 
 承 
 

保 
 

與 
 

理 
 

賠 
 

方 
 

面  

應迅速理賠 為避免曠日廢時，在特定條件下應給

予請求權人暫時性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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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應建立保險資料庫及保

險資訊查詢管道 

投保因涉及當事人及受害第三人權

益，應儘速傳輸資料並提供查詢 

應規定保險給付不可扣押或不

可處分 

為彰顯政策性目的，保險給付應不可

讓與、扣押或供擔保 

 

建立申訴管道 保險公司應儘速理賠，並應與主管機

關分別設置申訴中心 

訂定保險人經營資格 為維持政策性保險品質，應加強保險

公司資格以避免發生劣幣驅逐良幣

現象 

訂定保險人差異化管理 為維持政策性保險品質，應設計保險

人差異化管理機制 

確立無盈無虧經營原則 強制民眾投保則費率必須公平、公正

及公開，無盈無虧原則是最簡便落實

方法 

應建立保險人不能清償時的補

償管道 

為避免保險公司清償不能，宜建立特

別安定基金與一般安定基金制度 

應確立多方監督機制 除主管機關監理外，制度設計上宜增

加其他機關或機構探知本保險實施

情形，若有舞弊亦應告知 
  
 
 
 
 
 
 
 
 
 
 
 

行 

政 

監 

理 

方 

面 

  

應規定鼓勵或稅捐減免措施 政府應多採取鼓勵或稅捐減免方式

降低政策性保險成本，俾使民眾投保

意願提升 

保險人不能清償時之處置程序 建議以特設基金為優先補償，若有不

足再以保險安定基金補充之 

設計保險人可以以定期金或信

託方式給付 

符合少數特殊案例之需求 

建議後續研議

項目 

研議特別補償基金主要經費來

源 

符合公平正義與多數國家先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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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修正過程順利：法諺云: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

邏輯。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投保人數之多（每年約一千五百萬人投保）、

理賠件數之廣（實施前七年共約八十萬件）、理賠金額之多（實施前

七年共約新台幣七百八十億元），影響全國民眾權益至鉅，因此實有

必要切實針對實施時發現之缺失，定期檢討修正。吾人欣見各方學者

專家、政府官員及立法委員共同努力下，此次修正條文之順利誕生。 

二、政策性保險法應具備重要內容：藉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制定與修正

經驗，可歸納出政策性保險制定之重要內容為:立法規範內容應明

確，承保與理賠程序宜周詳，行政監理須公平而有效。而其具體內容

包括:應確立政策性保險目的、確立保險性質、確立保險責任基礎、

擴大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或標的物）範圍、保障範圍應符合合理期待、

設置輔助性措施、保險文件應易於閱讀及辨識、應維持保險契約存

續、應課保險公司續保通知義務、保險費計算應具政策目標、應確立

請求權人範圍、應明確規定請求權時效、應迅速理賠、保險人應建立

保險資料庫及保險資訊查詢管道、應規定保險給付不可扣押或不可處

分性、應建立糾紛申訴管道、訂立保險人資格、訂定保險人差異化管

理機制、確立無盈無虧經營原則、應建立保險人不能清償時的補償管

道、應確立多方監督機制、應規定鼓勵或稅捐減免措施等二十一項。 

三、政策性保險法尚待增補事項：此外，關於政策性保險之保險公司不能

清償時，請求權人究竟應向保險安定基金或是特別成立之基金（財源

來自該政策保險之保險費收入）申請理賠；針對少數案例，研究給與

請求權人終身定期金或以信託方式給與保險金方式之可行性；針對特

別補償基金經費來源，研議以違反該政策性保險法投保義務人之罰鍰

收入為主等經費收入等三項問題，因涉及層面較廣，但確屬完善政策

性保險不可不備的要素，謹先提出芻議，以供日後有識之士或相關主

管機關深入研議。 


	第一節政策性保險法制化之必要性
	第二節政策性保險法應具備重要內容評析
	第三節政策性保險法尚待增補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