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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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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架構 第二章 保險代位之基礎

概念 第一節 保險代位之意義及性質 第一項 保險代位之意義 第二項 保

險代位之性質 第二節 保險代位之立法意旨及理論依據 第一項 立法例 第

二項 我國學說 第三章 保險代位之主體及損益相抵之概念 第一節 營業保

險中保險代位之主體 第一項 外國立法例及我國保險法之規定 第一款 外

國立法例 第二款 我國保險法之規定 第二項 人身保險有無保險代位之適

用 第一款 否定說之立論及缺失 第二款 肯定說之理論及缺失 第三款 折

衷見解 第三項 傷害（意外）保險契約及健康保險契約上保險人之代位

權 第一款 外國立法例與學說 第二款 我國見解 第四項 總結 第二節 相關



社會保險之保險代位與損益相抵之概念 第一項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八十二條之規定 第二項 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 第一款 立法沿革與評釋 第

二款 勞工保險局適用保險法第五十三條之疑義 第三項 損益相抵概念之

適用 第一款 損益相抵之概念 第二款 全民健康保險法有無損益相抵之適

用 第三款 勞工保險條例有無損益相抵之適用 第三節 責任保險與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之保險人代位權 第一項 保險法第五十三條於責任保險之

適用 第二項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人之代位權 第一款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三十一條規定 第二款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人代位權之客體 第三項 損益

相抵之適用與否 第四章 保險代位之客體 第一節 保險代位權客體之限制 

第一項 對象之限制 第一款 保險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對被保險人家屬與 

受僱人代位之限制 第二款 其他立法規定及解釋 第二項 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範圍 第一款 我國見解 第二款 外國見解 第二節 保險人物上代位權於

陸上保險之適用 第一項 理論依據 第一款 我國學者見解 第二款 日本之

見解 第二項 成立要件 第一款 全損 第二款 全部保險金之支付 第三項 與

其他賠償代位權之區別 第一款 物上代位與權利代位 第二款 物上代位與

讓與請求權 第三節 海上保險中委付制度之適用 第一項 我國委付制度與

物上代位之區別 第一款 委付制度之概念 第二款 與物上代位之區別 第二

項 我國保險法上之物上代位權 第一款 理論見解 第二款 實務運作 第三

項 物上代位之效力 第一款 我國之見解 第二款 日本之見解 第五章 保險

代位之請求順序、範圍與保全 第一節 全部保險、一部保險及定值保

險，保險代位數額 之範圍與依據 第一項 學說見解 第二項 其他立法例趨

勢 第三項 全部保險 第一款 保險人支付負擔額全部 第二款 保險人支付

負擔額一部 第四項 一部保險 第一款 保險人支付負擔額全部 第二款 保

險人支付負擔額一部 第三款 實際損害填補特約下之情形 第五項 定值保

險 第一款 全部保險 第二款 一部保險 第六項 總結 第二節 複保險、共同

保險及再保險，各保險人代位權之順序與範圍 第一項 複保險及共同保

險 第二項 再保險 第一款  我國實務及學說見解 第二款  立法例 第

三款  本文見解 第一目 再保險人有無保險法第五十三條之適用 第二

目 否定再保險人之代位權，各保險人間代位權之數額及 範圍 第三節 保

險代位之保全 第一項 我國學者與實務見解 第一款  學說 第二款  

我國實務與相關立法 第二項 外國立法與判例 第一款  德國立法 第二

款  英美判例 第三款  日本學說 第六章 結論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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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保險代位之基礎概念 第三章保險代位之主體及損益

相抵之概念 第四章保險代位之客體 第五章保險代位之請求順序範圍及

保全 第六章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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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書 王浦傑，保險法基本問題研究，保成出版社，民國七十 二年九

月初版。 王衛恥，實用保險法，文笙書局，民國七十年十一月版。 尹

章華，保險法論文集，漢興書局，一九九四年九月初 版一刷。 江朝

國，保險法論，瑞興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九年四月 第一版。 江朝國

譯，德國保險法，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民國八十二年十月。 

呂喬松，重置費用保險之研究，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一 年九月初版。 



周詠棠，貿易貨物保險，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七年元月初版。 施文森，

保險法論文，三民書局，民國六三年初版。 施文森，保險法總論，自

版，民國七十年初版。 桂裕，保險法論，民國五十年八月再版。 梁宇

賢，保險法，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一年三月一日初版。 梁宇賢，保險法

實例解說，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 國八十六年三月初版。 陳雲

中，保險法要論，東方出版社，民國六十年六月初版。 曾世雄，損害賠

償法原理，三民書局，一九九六年九月 修正二版。 黃川口，保險法

學，永章印刷行，民國六十一年九月。 潘文章，保險學：原理與個案，

道明出版社，民國七十 一年九月初版。 鄭玉波，民商法問題研究

（一），三民書局，民國七十二 年八月四版。 鄭玉波，海商法，三民

書局，民國八十年八月修訂十二版。 劉宗榮，保險法，三民書局，民國

八十四年八月初版一刷。 劉宗榮，海上運送與貨物保險論文選集－附定

型化契約 條款效力評釋六則，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年四 月初版。 劉春

堂譯，日本保險法規，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民國八十三年四

月。 蔡墩銘總編，六法裁判百選第二部（商法判例百選），月 旦出版

社，一九九三年九月初版。 驍立，保險法，雙榜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民

國八十二年 八月。 2、 專論 王澤鑑，民法債編總論（一）第一冊，基

本理論債之發 生，三民書局經銷，一九九二年三月六版。 王正偉，論

保險人之代位權－被保險人與第三人所為之 和解契約之探討，載於保險

專刊，第三十輯，國八十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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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於保險專刊，第三二輯，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 尹章華，我國海商法「委付」規定之研究－兼論

「保險 代位」之法理結構，載於保險專刊，第二十輯， 民國七十九年

六月。 尹章華，論人身保險之法理結構，載於壽險季刊，第七 七期。 

江朝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十二條代位權之探討，月 旦法學雜誌，一

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李英杰，海上保險委付制度在比較法上之研

究，輔仁大 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月瓏，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十

二條規定之探討－論健 保局行使代位權之適法性極其面臨之困境與評

析，載於保險專刊第五十輯，民國八十六年 十二月。 吳從周，勞保給

付，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與保險代位權， 載於軍法專刊第四二卷五期，民

國八十五年五 月一日。 吳玉豐，論保險法上之利得禁止原則，民國八

十四年六 月，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輝榮，論保險代

位－以其理由根據為中心，載於台大 法學論叢三卷二期。 林勳發，民

營保險人對於侵權行為人之償還請求權－西 德保險契約法第六十七條之

規定，載於保險資 訊，第四六期。 范曉玲，數被保險汽車共生交通事

故之求償關係，萬國 法律，一九九八年六月。 施文森，強制汽車保險

立法之趨向－兼評「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草案」及全民健保法第八十二

條；載 於保險專刊第三九輯，民國八十四年三月。 許岳弘，船舶所有

人責任限制對海上保險理賠與代位求 償之影響，載於保險專刊，第二十

九輯，民國 八十一年九月。 陳淑儀，保險代位之研究，民國八十年六

月，中國文化 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聰富，保險給付，損益

相抵與賠償代位，載於民法七 十年之回顧與展望紀念論文集。 陳繼

堯，論再保險人之代位請求權及其行使－兼評最高 法院六十九年度台上

字第一五四九號判決，載 於法令月刊，第三十四卷第五期。 陳振金，



損害賠償原則在火災保險之應用，載於產險季 刊，第四五期，民國七十

一年十二月。 陳振金，賠款分擔原則與代位求償原則在火災保險之應 

用，載於產險季刊，第五三期，民國七十三年 十二月。 陳榮一，論保

險人物上代位權，載於保險季刊，第七輯 ，民國七十六年三月。 陳榮

一，論保險人代位之根據與實務，載於台中商專學 報第十七期，民國六

十七年六月。 陳榮一，保險法「禁止得利」之研究，載於台中商專學 

報，第十二期。 陳榮一，人身保險人代位之研究，載於壽險季刊，第五 

七期。 陳榮一，論財產保險契約之本質－對「損害填補」原則 例外現

象之研究－，台中商專學報。 黃裕凱，英美保險代位理論－兼論與我國

法理論之差 異，保險專刊第五十六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黃合文，

保險代位之研究，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國立台 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 黃晞岩，保險法所見之代位，載於保險季刊，第五卷二 期。 黃

義豐，美國保險法之基本原理，載於政大法學評論， 第三十五期。 彭

玉華，強制責任保險法律問題之研究，民國八十四年 六月，東吳大學法

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銘進，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受害人之保護及

其相 關問題－以德國法制與我國草案之比較為中心－，民國八十二年六

月，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董玉芸，我國海上保險委付之研

究－兼論與代位求償之關係，民國八十八年一月，海洋大學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 楊仁壽，論保險代位之性質，載於航運與貿易週刊，第 四

三期。   楊淑文，損害賠償法上之求償關係，民國七十三年六 月，國

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玉波，論讓與請求權與賠償代

位，載於法令月刊，第 三十一卷第三期。 劉宗榮，論抵押權之保險與

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載於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論叢第二四卷第一期，民

國 八十三年十二月。 劉宗榮，船舶碰撞與保險代位，載於鄭玉波先生

七秩華 誕紀念論文集。 應式文，責任保險是否包括契約責任：兼論代

位求償權 是否限於侵權行為，載於財稅研究，第二十卷 二期。 應式

文，人身保險是否適用損害填補和複保險原則的商 榷，載於壽險季刊，

第四０期。 應式文，修訂保險契約法芻議－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探 

討，載於保險專刊，第十八輯。 歐樹明，貨物海上保險代位求償權行使

之研究，民國七 十一年六月，逢甲大學保險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簡色

嬌，海上貨物責任保險之研究，民國七十五年六月，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貳、日文部分 1、 專書 大森忠夫，保險法，有斐

閣，平成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補訂版初版第五刷。 小町谷操三，判例商

法，第三卷（海商法），勁草書房，昭和三十年六月五日第一刷。 小町

谷操三，保險法の諸問題，海商法研究第八卷，成山堂，昭和五九年十

一月復刻版。 下村康幸、西尾みちみ編，損害保險判例百選，有斐閣，

一九八０年七月版。 石田滿，保險契約法の基本問題，一粒社發行，昭

和五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第一版第一刷。 石田滿，商法Ⅳ（保險法），青

林書院，昭和五三年十二月初版第一刷。 石田滿編，田邊康平先生還曆

紀念－保險法學の諸問題，文真堂，昭和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一

刷。 石井照久、鴻常夫，海商法，保險法，勁草書房，昭和五九年三月

一版四刷。 田邊康平，保險法の理論と解釋，昭和五十六年一月十五日

第二刷。 田邊康平，保險契約の基本構造，有斐閣，昭和五十五年一月

三十日初版第二刷。 田邊康平，現代保險法，文真堂，昭和六十二年四



月三十日，初版第二刷。 田邊康平、石田滿、棚田良平、戶出近夫等

著，註釋火災保險普通保險約款，日本評論社，昭和五十六年二月十日

第一版第二刷。 田中誠二，保險法，千倉書房，昭和六三年五月，一六

版。 西島梅治，現代法學全集 26－保險法，筑摩書房，昭和六十三年

六月十五日第二版第六刷。 竹內昭夫等編，商法（總則．商行為）判例

百選，有斐閣，一九七五年十月。 高窪喜八郎、朝川伸夫合編，學說判

例總覽：保險法，中央大學出版社，昭和四十八年十月十五日七版。 金

尺理，交通事故と保險給付，成文堂，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

刷。 谷口知平、加藤一郎合編，新版，判例演習民法 3.債法總論，有斐

閣，昭和五十七年九月二十日初版一刷。 板田桂三，法學要覽－商法Ⅲ

（保險法，海商法），評論社，昭和五十二年六月十日初版。 青谷和

夫，保險契約法論Ⅱ（火災保險），千倉書房，昭和四十四年九月二十

日初版。 服部榮三編，文獻商法學下卷〔總則，手形，商行為他篇〕，

財團法人商事法研究會發行，昭和五十三年四月一日初版第一刷。 津田

憲司、後藤安史編，生命保險判例百選（增補版），有斐閣，一九八八

年六月版。 俊藤安史編，商法の爭點Ⅱ，東洋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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