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FP-人壽保險(袁曉芝)   請尊重智
慧財產權 1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袁曉芝袁曉芝袁曉芝袁曉芝

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產險商品產險商品產險商品產險商品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 & & & 產險費率自由化產險費率自由化產險費率自由化產險費率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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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保險政策性保險政策性保險政策性保險 vs. 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政府政府政府政府、、、、雇主雇主雇主雇主、、、、個人個人個人個人保費收取保費收取保費收取保費收取

競爭型態競爭型態競爭型態競爭型態多由政府獨占多由政府獨占多由政府獨占多由政府獨占市場型態市場型態市場型態市場型態

大多可事先精算預估大多可事先精算預估大多可事先精算預估大多可事先精算預估較難預測較難預測較難預測較難預測成本預測成本預測成本預測成本預測

需完全提存準備需完全提存準備需完全提存準備需完全提存準備不需完全提存準備不需完全提存準備不需完全提存準備不需完全提存準備基金提存基金提存基金提存基金提存

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社會適當原則社會適當原則社會適當原則社會適當原則重視公平重視公平重視公平重視公平

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保障水準保障水準保障水準保障水準

非營利性非營利性非營利性非營利性、、、、強制性強制性強制性強制性非營利性非營利性非營利性非營利性、、、、強制性強制性強制性強制性經營方式經營方式經營方式經營方式

政策性保險政策性保險政策性保險政策性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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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

一一一一、、、、強制原則強制原則強制原則強制原則

二二二二、、、、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

三三三三、、、、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

四四四四、、、、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

五五五五、、、、給付權利原則給付權利原則給付權利原則給付權利原則

六六六六、、、、給付假定需要原則給付假定需要原則給付假定需要原則給付假定需要原則

七七七七、、、、自給自足原則自給自足原則自給自足原則自給自足原則

八八八八、、、、不必完全提存基金準備原則不必完全提存基金準備原則不必完全提存基金準備原則不必完全提存基金準備原則

九九九九、、、、給付依法率訂定原則給付依法率訂定原則給付依法率訂定原則給付依法率訂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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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強制原則強制原則強制原則強制原則

強制保險強制保險強制保險強制保險

國家以法律或命令指定之
保險對象，不問其同意與
否，一律強制納保，如怠
於履行投保義務，國家得
予處罰。

逆選擇逆選擇逆選擇逆選擇

危險性高者，往往會積極
參加保險以圖得保險給付
，而危險性低者則相反，
不願加入保險，此種傾向
與行為稱之。

強制投保之效果強制投保之效果強制投保之效果強制投保之效果

1.降低保險費率

2.穩定保險制度經營

3.使多數國民獲得基本生活保障

解決逆選
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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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保險如何處理逆選擇問題商業保險如何處理逆選擇問題商業保險如何處理逆選擇問題商業保險如何處理逆選擇問題 ?

社會保險採強制性投保之目的即為處理逆選擇問題社會保險採強制性投保之目的即為處理逆選擇問題社會保險採強制性投保之目的即為處理逆選擇問題社會保險採強制性投保之目的即為處理逆選擇問題

透過核保程序透過核保程序透過核保程序透過核保程序

強調個人公平性強調個人公平性強調個人公平性強調個人公平性 ＋ 最大誠信原則最大誠信原則最大誠信原則最大誠信原則

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強制原則強制原則強制原則強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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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

各項給付水準僅在於提供各項給付水準僅在於提供各項給付水準僅在於提供各項給付水準僅在於提供
國民最基本經濟生活保障國民最基本經濟生活保障國民最基本經濟生活保障國民最基本經濟生活保障

儲蓄

商業
保險

陽春麵

．．．

餛麵

牛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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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

勞保勞保勞保勞保 勞工保險條例64條

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致死亡者, 不論其保險年資, 除按
其平均月投保薪資, 一次發給喪葬津貼五個月外, 遺有配偶子
女及父母祖父母或專受其扶養之孫子女及兄弟姊妹者, 並給與
遺屬津貼四十個月

最高45個月月投保薪資

目前月投保薪資最高等級為42,000元

如果因職業傷害致死, 

最高可獲得死亡給付金額為
42,000元 X 45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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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最低收入保障原則

社會保險保障社會保險保障社會保險保障社會保險保障
是否足以維持是否足以維持是否足以維持是否足以維持
全家人生計全家人生計全家人生計全家人生計

? 保障家人基本生存權保障家人基本生存權保障家人基本生存權保障家人基本生存權

? 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
無法取代無法取代無法取代無法取代
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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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

☺ �
高高高高所得所得所得所得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佳佳佳佳

低低低低所得所得所得所得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差差差差

其它條件皆相同其它條件皆相同其它條件皆相同其它條件皆相同, 請問請問請問請問
甲甲甲甲和和和和乙乙乙乙同時投保健康保險同時投保健康保險同時投保健康保險同時投保健康保險, 

其保險費率其保險費率其保險費率其保險費率, 何者較高何者較高何者較高何者較高 ?

甲甲甲甲 乙乙乙乙

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
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

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適當性適當性適當性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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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

加入保險者, 其所繳
納之保險費與其所
擁有之保險額度有
直接的數理關係

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

所有全體皆能加入
保險, 且對全體加入
者皆提供某一生活
水準的給付, 以達到
最低收入的保障

社會適當性社會適當性社會適當性社會適當性

社會保險是否有數理基礎社會保險是否有數理基礎社會保險是否有數理基礎社會保險是否有數理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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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

☺

�

高高高高所得所得所得所得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佳佳佳佳

低低低低所得所得所得所得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差差差差

甲甲甲甲

乙乙乙乙

若社會保險依數理原理計算費率,則
甲的費率會較乙低, 其可能結果 ???

1.乙所得低, 但須支付較高保費

2.乙所得低, 無力另購商業保險

4.乙所得低, 可能阻礙就醫, 喪失基本醫療照顧

3.乙健康差, 恐遭商業保險加費或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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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

☺��☺��☺��☺�

�社會保險之保費及給付結構社會保險之保費及給付結構社會保險之保費及給付結構社會保險之保費及給付結構

原則上以投保薪資為基礎費率

給付 相同基本保障額度

先求社會適當, 

後談個人公平
達到所得重分配所得重分配所得重分配所得重分配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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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注重社會適當原則-保險所得重分配保險所得重分配保險所得重分配保險所得重分配

�������

保險共醵資金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4,000

保險費

保險金

相同危險等級.相同保險種類.相同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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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所得重分配社會保險所得重分配社會保險所得重分配社會保險所得重分配

�������

保險共醵資金

$2,000 $2,000 $1,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4,000

保險費

保險金

低收入.高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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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

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

目前各國社會保險費大都採所得比例保險費所得比例保險費所得比例保險費所得比例保險費制

就被保險人薪資收入中, 規定一定比例作為保險費率,

以計算個人應繳納的保險費,使低收入者負擔較低的保費.

符合社會保險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安全基本生活安全基本生活安全基本生活安全原則

不完全以投保薪資高低來決定給付大小.如: 健康保險.

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則是以投保薪資為給付依據.

(保險費)

(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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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 社會適當性社會適當性社會適當性社會適當性平衡平衡平衡平衡

投保薪資等級設定最高最低限額規定投保薪資等級設定最高最低限額規定投保薪資等級設定最高最低限額規定投保薪資等級設定最高最低限額規定

給付遵循最低收入保障原則與社會是當原則給付遵循最低收入保障原則與社會是當原則給付遵循最低收入保障原則與社會是當原則給付遵循最低收入保障原則與社會是當原則

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

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給付與所得無直接關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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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給付權利原則給付權利原則給付權利原則給付權利原則

資產與所得調查

社會救助社會保險

�X

申請救助者必須證明其收入與資產無法維持其
本身及家庭生活

社會保險的給付是法定權利法定權利法定權利法定權利, 商業保險的給付是契約權利契約權利契約權利契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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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給付假定需要原則給付假定需要原則給付假定需要原則給付假定需要原則

假定需要假定需要假定需要假定需要

當特定事件發生與法定條件符合時, 即假定有

領取給付之需要, 不需經過資產調查

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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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自給自足原則自給自足原則自給自足原則自給自足原則

所有保險支出必須由全體被保險人所繳
納的保險費及所運用的孳息來因應. 

調降給付標準 + 提高保險費率

發生
財務
赤字

IF
為何不是由為何不是由為何不是由為何不是由
國庫補足國庫補足國庫補足國庫補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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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

不必完全提存不必完全提存不必完全提存不必完全提存基金準備基金準備基金準備基金準備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商業保險的)責任準備 ?

商業保險必須提存完全責任準備, 以確保被保險人的未來給
付權利

社會保險的財務處理方式社會保險的財務處理方式社會保險的財務處理方式社會保險的財務處理方式 (本書第三章)

1.隨收隨付方式

當年度的保費收入
完全用於當年度的

保險給付

2.完全提存準備方式

將未來給付所需費
用事先予以完全提
存, 故採平準保費

3.部分提存準備方式

1及2之折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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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

不必完全提存不必完全提存不必完全提存不必完全提存基金準備基金準備基金準備基金準備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社會保險不必社會保險不必社會保險不必社會保險不必
完全提存基金完全提存基金完全提存基金完全提存基金
準備之理由準備之理由準備之理由準備之理由

1.社會保險是一種開放式的永久性保險制度社會保險是一種開放式的永久性保險制度社會保險是一種開放式的永久性保險制度社會保險是一種開放式的永久性保險制度, 在可預知的將來在可預知的將來在可預知的將來在可預知的將來, 

將不會終止將不會終止將不會終止將不會終止, 而會一直持續下去而會一直持續下去而會一直持續下去而會一直持續下去

2.社會保險採強制方式社會保險採強制方式社會保險採強制方式社會保險採強制方式, 新加入者會源源不斷並繳納保險費來新加入者會源源不斷並繳納保險費來新加入者會源源不斷並繳納保險費來新加入者會源源不斷並繳納保險費來
支應此制度支應此制度支應此制度支應此制度

3.如發生財務困難如發生財務困難如發生財務困難如發生財務困難, 政府能以合理方式解決政府能以合理方式解決政府能以合理方式解決政府能以合理方式解決. 且長期給付需配合且長期給付需配合且長期給付需配合且長期給付需配合
需要調整需要調整需要調整需要調整, 致成本難以估計致成本難以估計致成本難以估計致成本難以估計, 故無法維持完全提存準備金狀態故無法維持完全提存準備金狀態故無法維持完全提存準備金狀態故無法維持完全提存準備金狀態

4.完全提存準備制於實施初期之保險費率較高完全提存準備制於實施初期之保險費率較高完全提存準備制於實施初期之保險費率較高完全提存準備制於實施初期之保險費率較高, 故不易實施故不易實施故不易實施故不易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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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社會保險基本原則-給付依法律訂定原則給付依法律訂定原則給付依法律訂定原則給付依法律訂定原則

社會保險的給付標準社會保險的給付標準社會保險的給付標準社會保險的給付標準 / 給給給給
付方式付方式付方式付方式 / 給付條件給付條件給付條件給付條件 / 給付給付給付給付
項目均有法源依據項目均有法源依據項目均有法源依據項目均有法源依據, 明文明文明文明文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商業保險的給付標準商業保險的給付標準商業保險的給付標準商業保險的給付標準 / 給給給給
付方式付方式付方式付方式 / 給付條件給付條件給付條件給付條件 / 給付給付給付給付
項目則依契約當事人雙方項目則依契約當事人雙方項目則依契約當事人雙方項目則依契約當事人雙方
約定約定約定約定。

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 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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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與與與與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相異處相異處相異處相異處

競爭型態競爭型態競爭型態競爭型態多由政府獨占多由政府獨占多由政府獨占多由政府獨占市場型態市場型態市場型態市場型態

大多可事先精算預估大多可事先精算預估大多可事先精算預估大多可事先精算預估較難預測較難預測較難預測較難預測成本預測成本預測成本預測成本預測

需完全提存準備需完全提存準備需完全提存準備需完全提存準備不需完全提存準備不需完全提存準備不需完全提存準備不需完全提存準備基金提存基金提存基金提存基金提存

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個人公平性社會適當原則社會適當原則社會適當原則社會適當原則重視公平重視公平重視公平重視公平

契約權利契約權利契約權利契約權利法定權利法定權利法定權利法定權利給付權利給付權利給付權利給付權利

依個人需要及能力定依個人需要及能力定依個人需要及能力定依個人需要及能力定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最低收入保障保障水準保障水準保障水準保障水準

需經核保需經核保需經核保需經核保不需不需不需不需核保手續核保手續核保手續核保手續

任意性任意性任意性任意性強制性強制性強制性強制性加入方式加入方式加入方式加入方式

營利性營利性營利性營利性非營利性非營利性非營利性非營利性經營目的經營目的經營目的經營目的

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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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互補不足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互補不足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互補不足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互補不足

社會保險僅提供最低收社會保險僅提供最低收社會保險僅提供最低收社會保險僅提供最低收
入安全及基本醫療照顧入安全及基本醫療照顧入安全及基本醫療照顧入安全及基本醫療照顧

商業保險可依個人需要商業保險可依個人需要商業保險可依個人需要商業保險可依個人需要
及能力自行投保及能力自行投保及能力自行投保及能力自行投保，，，，以獲以獲以獲以獲
得較高給付得較高給付得較高給付得較高給付。。。。

補社會補社會補社會補社會
保險之保險之保險之保險之
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社會保險種視社會適當社會保險種視社會適當社會保險種視社會適當社會保險種視社會適當
與社會公平採強制原則與社會公平採強制原則與社會公平採強制原則與社會公平採強制原則

商業保險強調個人公平商業保險強調個人公平商業保險強調個人公平商業保險強調個人公平
性造成低所得者無能力性造成低所得者無能力性造成低所得者無能力性造成低所得者無能力
夠買而缺乏保險保障夠買而缺乏保險保障夠買而缺乏保險保障夠買而缺乏保險保障。。。。

補商業補商業補商業補商業
保險之保險之保險之保險之
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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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商品分類保險商品分類保險商品分類保險商品分類

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保險商品

人身保險商品人身保險商品人身保險商品人身保險商品 財產保險商品財產保險商品財產保險商品財產保險商品

人
壽
保
險

人
壽
保
險

人
壽
保
險

人
壽
保
險

年
金
保
險

年
金
保
險

年
金
保
險

年
金
保
險

健
康
保
險

健
康
保
險

健
康
保
險

健
康
保
險

傷
害
保
險

傷
害
保
險

傷
害
保
險

傷
害
保
險

責
任
保
險

責
任
保
險

責
任
保
險

責
任
保
險

陸
空
保
險

陸
空
保
險

陸
空
保
險

陸
空
保
險

海
上
保
險

海
上
保
險

海
上
保
險

海
上
保
險

火
災
保
險

火
災
保
險

火
災
保
險

火
災
保
險

保
證
保
險

保
證
保
險

保
證
保
險

保
證
保
險

保險法保險法保險法保險法§§§§1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財產財產財產財產

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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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保險種類汽車保險種類汽車保險種類汽車保險種類

汽車保險汽車保險汽車保險汽車保險

任意汽車保險任意汽車保險任意汽車保險任意汽車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車體損失險車體損失險車體損失險車體損失險

車體險車體險車體險車體險

竊盜損失險竊盜損失險竊盜損失險竊盜損失險

汽車第三人責任險汽車第三人責任險汽車第三人責任險汽車第三人責任險

財產損失財產損失財產損失財產損失

身體傷嗨身體傷嗨身體傷嗨身體傷嗨

自用車自用車自用車自用車 營業用車營業用車營業用車營業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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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保險起源與發展汽車保險起源與發展汽車保險起源與發展汽車保險起源與發展

1895189518951895年年年年 汽車第三人身體傷害汽車第三人身體傷害汽車第三人身體傷害汽車第三人身體傷害責任責任責任責任保險保險保險保險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1898189818981898年年年年 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1899189918991899年年年年 車體碰撞損失險車體碰撞損失險車體碰撞損失險車體碰撞損失險

1902190219021902年年年年 汽車第三人財物損失責任保險汽車第三人財物損失責任保險汽車第三人財物損失責任保險汽車第三人財物損失責任保險

1951195119511951年年年年 汽車保險汽車保險汽車保險汽車保險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1956195619561956年年年年 強制強制強制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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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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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責任財力保證制度汽車責任財力保證制度汽車責任財力保證制度汽車責任財力保證制度

領取駕照時應繳交保證金領取駕照時應繳交保證金領取駕照時應繳交保證金領取駕照時應繳交保證金，，，，作為賠償能力之財力保證作為賠償能力之財力保證作為賠償能力之財力保證作為賠償能力之財力保證，，，，開啟各開啟各開啟各開啟各

國之後發展國之後發展國之後發展國之後發展強制責任強制責任強制責任強制責任保險作為財力之保證之方式保險作為財力之保證之方式保險作為財力之保證之方式保險作為財力之保證之方式

挪威於挪威於挪威於挪威於1912年規定年規定年規定年規定

政府同意汽車所有人得選擇以政府同意汽車所有人得選擇以政府同意汽車所有人得選擇以政府同意汽車所有人得選擇以「「「「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或以或以或以或以「「「「提出等額之擔保保證金提出等額之擔保保證金提出等額之擔保保證金提出等額之擔保保證金」」」」方式方式方式方式，，，，擇一辦理擇一辦理擇一辦理擇一辦理

我國於我國於我國於我國於1956年公布年公布年公布年公布，，，，1957年開辦年開辦年開辦年開辦強制強制強制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

雙軌制雙軌制雙軌制雙軌制 於於於於1996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27日廢止日廢止日廢止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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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保險之賠償責任依據責任保險之賠償責任依據責任保險之賠償責任依據責任保險之賠償責任依據

過失過失過失過失
責任基礎責任基礎責任基礎責任基礎

推定過失推定過失推定過失推定過失
責任基礎責任基礎責任基礎責任基礎

無過失無過失無過失無過失
責任基礎責任基礎責任基礎責任基礎

1.保險人之賠償責任以過失責任過失責任過失責任過失責任為賠償前提

2.要求受害人受害人受害人受害人負擔舉證舉證舉證舉證義務

1.先推定推定推定推定加害人對肇事責任有過失過失過失過失

2.加害人加害人加害人加害人可經由舉證舉證舉證舉證證明本身無過失而予以免責

1.無論加害人有無過失，由強制險強制險強制險強制險負賠償之責

2.倘加害人確有過失，該賠償金額用以抵依法
應負之賠償金額

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採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採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採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採限額限額限額限額無過失無過失無過失無過失責任基礎責任基礎責任基礎責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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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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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推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推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推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推手

柯媽媽柯媽媽柯媽媽柯媽媽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

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
~~~的感人故事的感人故事的感人故事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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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汽車交通事故受害者之生活及醫療基本需求保障汽車交通事故受害者之生活及醫療基本需求保障汽車交通事故受害者之生活及醫療基本需求保障汽車交通事故受害者之生活及醫療基本需求

屬於屬於屬於屬於「「「「政策性保險政策性保險政策性保險政策性保險」，」，」，」，但非但非但非但非「「「「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社會保險」」」」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汽車所有人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投保汽車所有人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投保汽車所有人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投保汽車所有人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投保

機車所有人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起投保機車所有人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起投保機車所有人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起投保機車所有人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起投保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八十七年一月一日八十七年一月一日八十七年一月一日起實施起實施起實施起實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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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

加害人加害人加害人加害人

受害人受害人受害人受害人

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經保險人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
理被保險汽車之人理被保險汽車之人理被保險汽車之人理被保險汽車之人

因使用或管理造成汽車交通事故之人因使用或管理造成汽車交通事故之人因使用或管理造成汽車交通事故之人因使用或管理造成汽車交通事故之人

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

汽車交通汽車交通汽車交通汽車交通
事故事故事故事故

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乘客乘客乘客或或或或車外第三人車外第三人車外第三人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傷害或死亡之傷害或死亡之傷害或死亡之
事故事故事故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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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1111111條條條條----請求權人請求權人請求權人請求權人

本法所稱本法所稱本法所稱本法所稱請求權人請求權人請求權人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指下列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指下列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指下列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
求補償之人求補償之人求補償之人求補償之人：：：：
一一一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人本人為受害人本人為受害人本人為受害人本人。。。。
二二二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為受害人之遺屬為受害人之遺屬為受害人之遺屬為受害人之遺屬；；；；其順位如下其順位如下其順位如下其順位如下：：：：
((((一一一一) ) ) ) 父母父母父母父母、、、、子女及配偶子女及配偶子女及配偶子女及配偶。。。。
((((二二二二) ) ) ) 祖父母祖父母祖父母祖父母。。。。
((((三三三三) ) ) ) 孫子女孫子女孫子女孫子女。。。。
((((四四四四) ) ) ) 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兄弟姐妹。。。。

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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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數平均分配保險給付或補償按人數平均分配保險給付或補償按人數平均分配保險給付或補償。。。。
受害人死亡受害人死亡受害人死亡受害人死亡，，，，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時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時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時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時，，，，為其支出殯葬費之人於為其支出殯葬費之人於為其支出殯葬費之人於為其支出殯葬費之人於
殯葬費數額範圍內殯葬費數額範圍內殯葬費數額範圍內殯葬費數額範圍內，，，，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得向保險人請求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保保保保
險給付扣除殯葬費後有餘額時險給付扣除殯葬費後有餘額時險給付扣除殯葬費後有餘額時險給付扣除殯葬費後有餘額時，，，，其其其其餘額歸特別補償基金餘額歸特別補償基金餘額歸特別補償基金餘額歸特別補償基金所有所有所有所有。。。。受害人死亡受害人死亡受害人死亡受害人死亡
，，，，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無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請求權人，，，，亦無支出殯葬費之人時亦無支出殯葬費之人時亦無支出殯葬費之人時亦無支出殯葬費之人時，，，，保險給付歸保險給付歸保險給付歸保險給付歸
特別補償基金所有特別補償基金所有特別補償基金所有特別補償基金所有。。。。
前項殯葬費之項目及金額前項殯葬費之項目及金額前項殯葬費之項目及金額前項殯葬費之項目及金額，，，，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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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7777條條條條----請求權請求權請求權請求權

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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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請求權人請求權人請求權人請求權人
得依本法規定向得依本法規定向得依本法規定向得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保險人保險人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請求保險給付或向請求保險給付或向請求保險給付或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 ((((以下簡稱特別補償基金以下簡稱特別補償基金以下簡稱特別補償基金以下簡稱特別補償基金) ) ) ) 請求補償請求補償請求補償請求補償。。。。

99.05.19修訂版

第第第第13131313條條條條----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交通事故

本法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本法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本法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本法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指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乘客乘客乘客或或或或車外第三人車外第三人車外第三人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傷害或死傷害或死傷害或死
亡之事故亡之事故亡之事故亡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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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14141414條條條條----請求權之行使請求權之行使請求權之行使請求權之行使

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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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有損害發生及保險人時起自知有損害發生及保險人時起自知有損害發生及保險人時起，，，，二年間不二年間不二年間不二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行使而消滅行使而消滅行使而消滅。。。。自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起自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起自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起自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起，，，，逾十年者逾十年者逾十年者逾十年者，，，，亦同亦同亦同亦同。。。。

前項時效完成前前項時效完成前前項時效完成前前項時效完成前，，，，請求權人已向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請求者請求權人已向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請求者請求權人已向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請求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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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請求發生效力之時自請求發生效力之時自請求發生效力之時
起起起起，，，，至保險人為保險給付決定之通知到達時止至保險人為保險給付決定之通知到達時止至保險人為保險給付決定之通知到達時止至保險人為保險給付決定之通知到達時止，，，，不計入時效期間不計入時效期間不計入時效期間不計入時效期間。。。。

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保險給付請求權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保險給付請求權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保險給付請求權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保險給付請求權，，，，有時效中斷有時效中斷有時效中斷有時效中斷、、、、時效不完成或前項不計入消滅時效不完成或前項不計入消滅時效不完成或前項不計入消滅時效不完成或前項不計入消滅
時效期間之情事者時效期間之情事者時效期間之情事者時效期間之情事者，，，，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在保險金額範圍內，，，，就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就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就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就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權權權，，，，亦生同一效力亦生同一效力亦生同一效力亦生同一效力。。。。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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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效中斷或時效不有時效中斷或時效不有時效中斷或時效不
完成之情事者完成之情事者完成之情事者完成之情事者，，，，就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就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就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就請求權人對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亦生同一效力亦生同一效力亦生同一效力亦生同一效力。。。。

前三項規定前三項規定前三項規定前三項規定，，，，於關於本法所生請求特別補償基金補償之權利於關於本法所生請求特別補償基金補償之權利於關於本法所生請求特別補償基金補償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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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請求權消滅時效除其請求權消滅時效除其請求權消滅時效
之起算依下列規定外之起算依下列規定外之起算依下列規定外之起算依下列規定外，，，，準用之準用之準用之準用之：：：：
一一一一、、、、事故汽車無法查究者事故汽車無法查究者事故汽車無法查究者事故汽車無法查究者，，，，自知有損害及確認肇事汽車無法查究時起算自知有損害及確認肇事汽車無法查究時起算自知有損害及確認肇事汽車無法查究時起算自知有損害及確認肇事汽車無法查究時起算。。。。
二二二二、、、、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者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者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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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有損害及確認肇事汽車為未保險汽車時起算自知有損害及確認肇事汽車為未保險汽車時起算自知有損害及確認肇事汽車為未保險汽車時起算。。。。
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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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有損害發生及自知有損害發生及自知有損害發生及自知有損害發生及

確認被保險汽車係未經同意使用或管理之事實起算確認被保險汽車係未經同意使用或管理之事實起算確認被保險汽車係未經同意使用或管理之事實起算確認被保險汽車係未經同意使用或管理之事實起算。。。。
四四四四、、、、事故汽車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者事故汽車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者事故汽車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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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有損害發生及確認加害汽車為自知有損害發生及確認加害汽車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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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時起算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時起算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時起算。。。。

99.05.19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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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5151515條條條條----契約續保契約續保契約續保契約續保

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通知要保人續保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通知要保人續保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通知要保人續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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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怠於通知而於原保其怠於通知而於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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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發生保險事故者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發生保險事故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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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保人辦妥續保手續如要保人辦妥續保手續如要保人辦妥續保手續，，，，並將其並將其並將其並將其
始期追溯自原保險期間屆滿之時始期追溯自原保險期間屆滿之時始期追溯自原保險期間屆滿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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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仍須負給付責任保險人仍須負給付責任保險人仍須負給付責任。。。。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16161616條條條條----要保要保要保要保

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所有人於申請發給牌照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所有人於申請發給牌照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所有人於申請發給牌照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所有人於申請發給牌照、、、、臨時通行證或本保險期臨時通行證或本保險期臨時通行證或本保險期臨時通行證或本保險期

間屆滿前間屆滿前間屆滿前間屆滿前，，，，應以每一個別汽車為單位應以每一個別汽車為單位應以每一個別汽車為單位應以每一個別汽車為單位，，，，向保險人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向保險人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向保險人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向保險人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

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有下列情事之汽車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有下列情事之汽車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有下列情事之汽車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有下列情事之汽車，，，，不得發給牌照不得發給牌照不得發給牌照不得發給牌照、、、、臨時通行證臨時通行證臨時通行證臨時通行證、、、、換發換發換發換發

牌照牌照牌照牌照、、、、異動登記或檢驗異動登記或檢驗異動登記或檢驗異動登記或檢驗：：：：
一一一一、、、、應訂立本保險契約而未訂立應訂立本保險契約而未訂立應訂立本保險契約而未訂立應訂立本保險契約而未訂立。。。。
二二二二、、、、本保險有效期間不滿三十日本保險有效期間不滿三十日本保險有效期間不滿三十日本保險有效期間不滿三十日。。。。但申請臨時牌照或臨時通行證者但申請臨時牌照或臨時通行證者但申請臨時牌照或臨時通行證者但申請臨時牌照或臨時通行證者，，，，不適不適不適不適

用之用之用之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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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7171717條條條條----說明義務說明義務說明義務說明義務

要保人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申請訂立本保險契約時，，，，對於下列事項應據實說明對於下列事項應據實說明對於下列事項應據實說明對於下列事項應據實說明：：：：
一一一一、、、、汽車種類汽車種類汽車種類汽車種類。。。。
二二二二、、、、使用性質使用性質使用性質使用性質。。。。
三三三三、、、、汽車號牌號碼汽車號牌號碼汽車號牌號碼汽車號牌號碼、、、、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
四四四四、、、、投保義務人姓名投保義務人姓名投保義務人姓名投保義務人姓名、、、、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住所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所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所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所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汽車所有汽車所有汽車所有汽車所有

人為法人人為法人人為法人人為法人、、、、非法人團體或機關時非法人團體或機關時非法人團體或機關時非法人團體或機關時，，，，其名稱其名稱其名稱其名稱、、、、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財稅機關編發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財稅機關編發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財稅機關編發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財稅機關編發
之統一編號之統一編號之統一編號之統一編號、、、、營業所或事務所所在地及代表人之姓名營業所或事務所所在地及代表人之姓名營業所或事務所所在地及代表人之姓名營業所或事務所所在地及代表人之姓名。。。。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18181818條條條條----不得拒絕承保不得拒絕承保不得拒絕承保不得拒絕承保

除要保人未交付保險費或有違反前條規定之據實說明義務外除要保人未交付保險費或有違反前條規定之據實說明義務外除要保人未交付保險費或有違反前條規定之據實說明義務外除要保人未交付保險費或有違反前條規定之據實說明義務外，，，，保險人不得保險人不得保險人不得保險人不得

拒絕承保拒絕承保拒絕承保拒絕承保。。。。

保險人依前項規定拒絕承保時保險人依前項規定拒絕承保時保險人依前項規定拒絕承保時保險人依前項規定拒絕承保時，，，，應於接到要保書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為意應於接到要保書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為意應於接到要保書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為意應於接到要保書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為意

思表示思表示思表示思表示；；；；屆期未以書面表示者屆期未以書面表示者屆期未以書面表示者屆期未以書面表示者，，，，視為同意承保視為同意承保視為同意承保視為同意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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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解除契約解除契約解除契約解除契約

保險人保險人保險人保險人 要保人要保人要保人要保人

終止契約終止契約終止契約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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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20202020條條條條----契約之解除及終止契約之解除及終止契約之解除及終止契約之解除及終止

保險人不得保險人不得保險人不得保險人不得解除解除解除解除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保險契約。。。。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保險人不得保險人不得保險人不得保險人不得終止終止終止終止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保險契約：：：：
一一一一、、、、要保人違反第十七條之據實說明義務要保人違反第十七條之據實說明義務要保人違反第十七條之據實說明義務要保人違反第十七條之據實說明義務。。。。
二二二二、、、、要保人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

保險人依前項規定終止保險契約前保險人依前項規定終止保險契約前保險人依前項規定終止保險契約前保險人依前項規定終止保險契約前，，，，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於通知到達後十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於通知到達後十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於通知到達後十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於通知到達後十
日內補正日內補正日內補正日內補正；；；；要保人於終止契約通知到達前補正者要保人於終止契約通知到達前補正者要保人於終止契約通知到達前補正者要保人於終止契約通知到達前補正者，，，，保險人不得終止契約保險人不得終止契約保險人不得終止契約保險人不得終止契約。。。。

保險契約終止保險契約終止保險契約終止保險契約終止，，，，保險人應於三日內通知被保險汽車之轄屬公路監理機關保險人應於三日內通知被保險汽車之轄屬公路監理機關保險人應於三日內通知被保險汽車之轄屬公路監理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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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構構構構) ) ) ) 。。。。

保險人應返還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未到期之保險費保險人應返還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未到期之保險費保險人應返還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未到期之保險費保險人應返還要保人終止契約後未到期之保險費；；；；保險費未返還前保險費未返還前保險費未返還前保險費未返還前，，，，視為視為視為視為
保險契約存續中保險契約存續中保險契約存續中保險契約存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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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21212121條條條條----契約之解除及終止契約之解除及終止契約之解除及終止契約之解除及終止

要保人不得要保人不得要保人不得要保人不得解除解除解除解除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保險契約。。。。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要保人不得要保人不得要保人不得要保人不得終止終止終止終止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保險契約保險契約：：：：
一一一一、、、、被保險汽車之牌照已繳銷或因吊銷被保險汽車之牌照已繳銷或因吊銷被保險汽車之牌照已繳銷或因吊銷被保險汽車之牌照已繳銷或因吊銷、、、、註銷註銷註銷註銷、、、、停駛而繳存停駛而繳存停駛而繳存停駛而繳存。。。。
二二二二、、、、被保險汽車報廢被保險汽車報廢被保險汽車報廢被保險汽車報廢。。。。
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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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重複投保情形發生重複投保情形發生重複投保情形發生重複投保情形。。。。

保險契約依前項規定終止後保險契約依前項規定終止後保險契約依前項規定終止後保險契約依前項規定終止後，，，，保險費已交付者保險費已交付者保險費已交付者保險費已交付者，，，，保險人應返還終止後未到保險人應返還終止後未到保險人應返還終止後未到保險人應返還終止後未到
期之保險費期之保險費期之保險費期之保險費；；；；未交付者未交付者未交付者未交付者，，，，要保人應支付終止前已到期之保險費要保人應支付終止前已到期之保險費要保人應支付終止前已到期之保險費要保人應支付終止前已到期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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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22222222條條條條----複保險複保險複保險複保險

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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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或保險契約生效在後之保險人得撤要保人或保險契約生效在後之保險人得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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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亦同亦同亦同亦同。。。。

前項撤銷權之行使前項撤銷權之行使前項撤銷權之行使前項撤銷權之行使，，，，應於重複訂立事實發生之時起應於重複訂立事實發生之時起應於重複訂立事實發生之時起應於重複訂立事實發生之時起，，，，至生效在先之保險契至生效在先之保險契至生效在先之保險契至生效在先之保險契
約期間屆滿前為之約期間屆滿前為之約期間屆滿前為之約期間屆滿前為之。。。。

保險契約經撤銷者保險契約經撤銷者保險契約經撤銷者保險契約經撤銷者，，，，保險人應將保險人應將保險人應將保險人應將保險費扣除保險人之業務費用及為健全本保險費扣除保險人之業務費用及為健全本保險費扣除保險人之業務費用及為健全本保險費扣除保險人之業務費用及為健全本
保險費用之餘額保險費用之餘額保險費用之餘額保險費用之餘額，，，，返還要保人返還要保人返還要保人返還要保人。。。。

99.05.19修訂版



袁曉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44

除外責任除外責任除外責任除外責任

保險人保險人保險人保險人

受害人受害人受害人受害人

被保險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

代位求償代位求償代位求償代位求償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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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28282828條條條條----除外責任除外責任除外責任除外責任

受害人或其他請求權人有下列情事之一受害人或其他請求權人有下列情事之一受害人或其他請求權人有下列情事之一受害人或其他請求權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
者者者者，，，，保險人不負保險給付責任保險人不負保險給付責任保險人不負保險給付責任保險人不負保險給付責任：：：：
一一一一、、、、故意行為所致故意行為所致故意行為所致故意行為所致。。。。
二二二二、、、、從事犯罪行為所致從事犯罪行為所致從事犯罪行為所致從事犯罪行為所致。。。。

前項其他請求權人有數人前項其他請求權人有數人前項其他請求權人有數人前項其他請求權人有數人，，，，其中一人或數人有故意或從事犯罪之行為者其中一人或數人有故意或從事犯罪之行為者其中一人或數人有故意或從事犯罪之行為者其中一人或數人有故意或從事犯罪之行為者，，，，
保險人應將扣除該一人或數人應分得部分之餘額保險人應將扣除該一人或數人應分得部分之餘額保險人應將扣除該一人或數人應分得部分之餘額保險人應將扣除該一人或數人應分得部分之餘額，，，，給付於其他請求權人給付於其他請求權人給付於其他請求權人給付於其他請求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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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29292929條條條條----代位請求權之行使代位請求權之行使代位請求權之行使代位請求權之行使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被保險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被保險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被保險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保險人仍保險人仍保險人仍
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代位行使請求權代位行使請求權代位行使請求權
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
一一一一、、、、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

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
二二二二、、、、駕駛汽車駕駛汽車駕駛汽車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吸食毒品經測試檢定有吸食毒品經測試檢定有吸食毒品經測試檢定有吸食毒品、、、、迷幻藥迷幻藥迷幻藥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似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似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似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似

管制藥品管制藥品管制藥品管制藥品。。。。
三三三三、、、、故意行為所致故意行為所致故意行為所致故意行為所致。。。。
四四四四、、、、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拘捕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拘捕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拘捕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拘捕。。。。
五五五五、、、、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而駕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而駕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而駕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而駕車

。。。。

前項保險人之代位權前項保險人之代位權前項保險人之代位權前項保險人之代位權，，，，自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日起自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日起自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日起自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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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30303030條條條條

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和解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和解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和解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拋棄或其他約定拋棄或其他約定拋棄或其他約定，，，，有妨礙保險人依前條規定有妨礙保險人依前條規定有妨礙保險人依前條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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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請求權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請求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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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經保險人同意者而未經保險人同意者而未經保險人同意者，，，，保險人保險人保險人保險人
不受其拘束不受其拘束不受其拘束不受其拘束。。。。

第第第第31313131條條條條----賠償請求額度賠償請求額度賠償請求額度賠償請求額度

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被保險人已為一部之賠償者被保險人已為一部之賠償者被保險人已為一部之賠償者被保險人已為一部之賠償者，，，，保險人僅於保險人僅於保險人僅於保險人僅於
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扣除該賠償金額之餘額範圍內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扣除該賠償金額之餘額範圍內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扣除該賠償金額之餘額範圍內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扣除該賠償金額之餘額範圍內，，，，負給付責任負給付責任負給付責任負給付責任。。。。但請求但請求但請求但請求
權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不得扣除者權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不得扣除者權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不得扣除者權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不得扣除者，，，，從其約定從其約定從其約定從其約定。。。。 前項被保險人先行賠償之前項被保險人先行賠償之前項被保險人先行賠償之前項被保險人先行賠償之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保險人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給付保險人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給付保險人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給付保險人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給付 被保險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但前項但書但前項但書但前項但書但前項但書
之情形之情形之情形之情形，，，，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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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33333333條條條條----代位求償代位求償代位求償代位求償

汽車交通事故之發生汽車交通事故之發生汽車交通事故之發生汽車交通事故之發生，，，，如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以外之第三人如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以外之第三人如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以外之第三人如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以外之第三人，，，，保險人於保險保險人於保險保險人於保險保險人於保險
給付後給付後給付後給付後，，，，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得請求之數額但其所得請求之數額但其所得請求之數額但其所得請求之數額
，，，，以不逾保險給付為限以不逾保險給付為限以不逾保險給付為限以不逾保險給付為限。。。。
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之配偶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之配偶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之配偶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之配偶、、、、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屬家屬家屬家屬、、、、四親等內血親或四親等內血親或四親等內血親或四親等內血親或
三親等內姻親者三親等內姻親者三親等內姻親者三親等內姻親者，，，，保險人無代位求償之權利保險人無代位求償之權利保險人無代位求償之權利保險人無代位求償之權利。。。。但汽車交通事故由其故意所但汽車交通事故由其故意所但汽車交通事故由其故意所但汽車交通事故由其故意所
致者致者致者致者，，，，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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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等血親姻親圖親等血親姻親圖親等血親姻親圖親等血親姻親圖

我我我我(己身己身己身己身)

子女

(外)孫子女

(外)曾孫子女

(外)高曾祖父母

(外)曾祖父母

(外)祖父母

父母

(外)玄孫子女

兄弟姊妹

子女

(外)孫子女

伯叔舅(公)姑姨(婆)

伯叔姑舅姨一親等

一親等

二親等

二親等

三親等

三親等

四親等

四親等

二親等

三親等

四親等

三親等

四親等

表兄弟姊妹

四親等

親等血親親等血親親等血親親等血親＆＆＆＆姻親圖姻親圖姻親圖姻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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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給付標準給付標準給付標準

20萬160萬99.02.28

20萬150萬94.03.01

20萬160萬101.xx.xx

20萬140萬89.08.10

20萬120萬87.01.01

醫療給付上限醫療給付上限醫療給付上限醫療給付上限死亡給付死亡給付死亡給付死亡給付殘廢給付上限殘廢給付上限殘廢給付上限殘廢給付上限給付給付給付給付額度額度額度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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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38383838條條條條----特別補償基金設立目的特別補償基金設立目的特別補償基金設立目的特別補償基金設立目的

為使汽車交通事故之受害人均能依本法規定獲得基本保障及健全本保險制為使汽車交通事故之受害人均能依本法規定獲得基本保障及健全本保險制為使汽車交通事故之受害人均能依本法規定獲得基本保障及健全本保險制為使汽車交通事故之受害人均能依本法規定獲得基本保障及健全本保險制
度度度度，，，，應設置特別補償基金應設置特別補償基金應設置特別補償基金應設置特別補償基金，，，，並依汽並依汽並依汽並依汽、、、、機車分別列帳機車分別列帳機車分別列帳機車分別列帳，，，，作為計算費率之依據作為計算費率之依據作為計算費率之依據作為計算費率之依據
。。。。
……………………

第第第第39393939條條條條----特別補償基金之來源特別補償基金之來源特別補償基金之來源特別補償基金之來源

特別補償基金之來源如下特別補償基金之來源如下特別補償基金之來源如下特別補償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一一一、、、、本保險之保險費所含特別補償基金分擔額本保險之保險費所含特別補償基金分擔額本保險之保險費所含特別補償基金分擔額本保險之保險費所含特別補償基金分擔額。。。。
二二二二、、、、依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代位求償之所得依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代位求償之所得依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代位求償之所得依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代位求償之所得。。。。
三三三三、、、、基金之孳息基金之孳息基金之孳息基金之孳息。。。。
四四四四、、、、依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所得依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所得依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所得依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所得。。。。
五五五五、、、、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特別補償基金特別補償基金特別補償基金特別補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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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40404040條條條條----補償事項及範圍補償事項及範圍補償事項及範圍補償事項及範圍

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請求權人因下列情事之一請求權人因下列情事之一請求權人因下列情事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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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未能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未能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
險給付者險給付者險給付者險給付者，，，，得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得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得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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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一一一一、、、、事故汽車無法查究事故汽車無法查究事故汽車無法查究事故汽車無法查究。。。。
二二二二、、、、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
三三三三、、、、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保險汽車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保險汽車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保險汽車事故汽車係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或管理之被保險汽車。。。。
四四四四、、、、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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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認前在確認前在確認前在確認前，，，，應由被保應由被保應由被保應由被保
險汽車之保險人暫先給付保險金險汽車之保險人暫先給付保險金險汽車之保險人暫先給付保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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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事故汽車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事故汽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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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之情形全部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之情形全部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之情形，，，，各事故汽各事故汽各事故汽各事故汽
車之駕駛人不得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車之駕駛人不得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車之駕駛人不得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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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補償基金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為補償後特別補償基金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為補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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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汽車經查明係本保險之被保險汽事故汽車經查明係本保險之被保險汽事故汽車經查明係本保險之被保險汽
車者車者車者車者，，，，得向其保險人請求返還得向其保險人請求返還得向其保險人請求返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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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依前項規定對特別補償基金為返還者保險人依前項規定對特別補償基金為返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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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已依本法之規定向請求權人為保視為已依本法之規定向請求權人為保視為已依本法之規定向請求權人為保
險給付險給付險給付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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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42424242條條條條----代位代位代位代位

特別補償基金依第四十條規定所為之補償特別補償基金依第四十條規定所為之補償特別補償基金依第四十條規定所為之補償特別補償基金依第四十條規定所為之補償，，，，視為損害賠償義務人損害賠償視為損害賠償義務人損害賠償視為損害賠償義務人損害賠償視為損害賠償義務人損害賠償
金額之一部分金額之一部分金額之一部分金額之一部分；；；；損害賠償義務人受賠償請求時損害賠償義務人受賠償請求時損害賠償義務人受賠償請求時損害賠償義務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得扣除之得扣除之得扣除之。。。。

特別補償基金於給付補償金額後特別補償基金於給付補償金額後特別補償基金於給付補償金額後特別補償基金於給付補償金額後，，，，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損害賠償義務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損害賠償義務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損害賠償義務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損害賠償義務
人之請求權人之請求權人之請求權人之請求權。。。。但其所得請求之數額但其所得請求之數額但其所得請求之數額但其所得請求之數額，，，，以補償金額為限以補償金額為限以補償金額為限以補償金額為限。。。。

前項之請求權前項之請求權前項之請求權前項之請求權，，，，自特別補償基金為補償之日起自特別補償基金為補償之日起自特別補償基金為補償之日起自特別補償基金為補償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損害賠償義務人為請求權人之配偶損害賠償義務人為請求權人之配偶損害賠償義務人為請求權人之配偶損害賠償義務人為請求權人之配偶、、、、家長家長家長家長、、、、家屬家屬家屬家屬、、、、四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四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四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四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
內姻親者內姻親者內姻親者內姻親者，，，，特別補償基金無代位求償之權利特別補償基金無代位求償之權利特別補償基金無代位求償之權利特別補償基金無代位求償之權利。。。。但損害賠償義務人有第二十但損害賠償義務人有第二十但損害賠償義務人有第二十但損害賠償義務人有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九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九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九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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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44444444條條條條----保險費結構保險費結構保險費結構保險費結構

本保險之保險費結構如下本保險之保險費結構如下本保險之保險費結構如下本保險之保險費結構如下：：：：
一一一一、、、、預期損失預期損失預期損失預期損失。。。。
二二二二、、、、保險人之業務費用保險人之業務費用保險人之業務費用保險人之業務費用。。。。
三三三三、、、、安定基金安定基金安定基金安定基金。。。。
四四四四、、、、特別補償基金之分擔額特別補償基金之分擔額特別補償基金之分擔額特別補償基金之分擔額。。。。
五五五五、、、、費率精算費率精算費率精算費率精算、、、、研究發展研究發展研究發展研究發展、、、、查詢服務查詢服務查詢服務查詢服務、、、、資訊傳輸等健全本保險之費用資訊傳輸等健全本保險之費用資訊傳輸等健全本保險之費用資訊傳輸等健全本保險之費用。。。。

前項各款之比率前項各款之比率前項各款之比率前項各款之比率、、、、金額及內容金額及內容金額及內容金額及內容，，，，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
告之告之告之告之。。。。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保險業之監理保險業之監理保險業之監理保險業之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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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重要條款

第第第第49494949條條條條----未投保本契約未投保本契約未投保本契約未投保本契約

投保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約投保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約投保義務人未依本法規定訂立本保險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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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保險期間屆滿前未再行訂或本保險期間屆滿前未再行訂或本保險期間屆滿前未再行訂
立者立者立者立者，，，，其處罰依下列各款規定其處罰依下列各款規定其處罰依下列各款規定其處罰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一一一、、、、經公路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攔檢稽查舉發者經公路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攔檢稽查舉發者經公路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攔檢稽查舉發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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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路主管機關處以罰由公路主管機關處以罰由公路主管機關處以罰
鍰鍰鍰鍰。。。。為為為為汽車汽車汽車汽車者者者者，，，，處新臺幣處新臺幣處新臺幣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罰鍰罰鍰罰鍰；；；；為為為為機車機車機車機車者者者者
，，，，處新臺幣處新臺幣處新臺幣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罰鍰罰鍰罰鍰。。。。

二二二二、、、、未投保汽車未投保汽車未投保汽車未投保汽車肇事肇事肇事肇事，，，，由公路監理機關處新臺幣由公路監理機關處新臺幣由公路監理機關處新臺幣由公路監理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罰罰罰
鍰鍰鍰鍰，，，，並扣留車輛牌照至其依規定投保後發還並扣留車輛牌照至其依規定投保後發還並扣留車輛牌照至其依規定投保後發還並扣留車輛牌照至其依規定投保後發還。。。。

……………………....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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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調整機制專案小組費率調整機制專案小組費率調整機制專案小組費率調整機制專案小組

九十一年四月成立九十一年四月成立九十一年四月成立九十一年四月成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調整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調整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調整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調整機

制專案小組制專案小組制專案小組制專案小組」，」，」，」，研議改進本保險相關議題研議改進本保險相關議題研議改進本保險相關議題研議改進本保險相關議題。。。。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定期檢討費率定期檢討費率定期檢討費率定期檢討費率，，，，定期揭露相關資訊定期揭露相關資訊定期揭露相關資訊定期揭露相關資訊

�相關費用合理性之探討相關費用合理性之探討相關費用合理性之探討相關費用合理性之探討

�統計資料的完整性統計資料的完整性統計資料的完整性統計資料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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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7

1,233

666

825

460

99/3/1

1697

1,322

712

907

502

98/3/1

970

533

97/3/1

1,836

1,964

1,432

767

1,024

560

95/3/1

2,451

1,416

765

1,416

765

87/1/1

1,3181,9181,914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1,3982,0532,0542,362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自用自用自用自用

小客小客小客小客

1,2141,4361,4521,437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668769777777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重型重型重型重型
機車機車機車機車

7501,0271,0381,027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435562567567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輕型輕型輕型輕型
機車機車機車機車

100/3/194/3/193/1/192/1/190/7/1車種車種車種車種 保費保費保費保費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費率費率費率

� 87.01.01~100.03.31  費率調降八次費率調降八次費率調降八次費率調降八次 （（（（新投保件或無肇事理賠紀錄費率表新投保件或無肇事理賠紀錄費率表新投保件或無肇事理賠紀錄費率表新投保件或無肇事理賠紀錄費率表））））



袁曉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58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申請理賠申請理賠申請理賠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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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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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

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 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

總保險費總保險費總保險費總保險費

1.政策性政策性政策性政策性保險之危險保費依規章費率保險之危險保費依規章費率保險之危險保費依規章費率保險之危險保費依規章費率，，，，不實施不實施不實施不實施自由費率自由費率自由費率自由費率

2.商業保險較個人保險優先開放商業保險較個人保險優先開放商業保險較個人保險優先開放商業保險較個人保險優先開放

3.先開放附加費用先開放附加費用先開放附加費用先開放附加費用，，，，後開放危險保費後開放危險保費後開放危險保費後開放危險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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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財產財產財產保險保險保險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

階段一階段一階段一階段一：：：：91.04.0191.04.0191.04.0191.04.01----個人保險個人保險個人保險個人保險

�廢除長火制度廢除長火制度廢除長火制度廢除長火制度

�[[[[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與與與與[[[[強制車險強制車險強制車險強制車險]]]]

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及及及及[[[[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簽單簽單簽單簽單

�其他個人保險其他個人保險其他個人保險其他個人保險

1.1.1.1.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

2.[2.[2.[2.[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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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階段一階段一階段一：：：：91.04.0191.04.0191.04.0191.04.01----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

�巨大保額或經專案核定業務巨大保額或經專案核定業務巨大保額或經專案核定業務巨大保額或經專案核定業務

由業者自行釐定費率由業者自行釐定費率由業者自行釐定費率由業者自行釐定費率

�中小型商火中小型商火中小型商火中小型商火

1.1.1.1.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或或或或[[[[表定加減費規程表定加減費規程表定加減費規程表定加減費規程]]]]

2.[2.[2.[2.[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

�其他商業保險其他商業保險其他商業保險其他商業保險

1.1.1.1.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

2.[2.[2.[2.[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

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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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階段二階段二階段二：：：：94.04.0194.04.0194.04.0194.04.01----個人保險個人保險個人保險個人保險

�[[[[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

1.1.1.1.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

2.[2.[2.[2.[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維持不變維持不變維持不變維持不變

�其他個人保險其他個人保險其他個人保險其他個人保險

1.[1.[1.[1.[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可於規定範圍內做有限度之調整可於規定範圍內做有限度之調整可於規定範圍內做有限度之調整可於規定範圍內做有限度之調整

2.[2.[2.[2.[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

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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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階段二階段二階段二：：：：預計預計預計預計94.04.0194.04.0194.04.0194.04.01----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商業保險

�中小型商火中小型商火中小型商火中小型商火

1.1.1.1.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但業者可就同一危險等集中但業者可就同一危險等集中但業者可就同一危險等集中但業者可就同一危險等集中,,,,

依個別危險差異度採不同危險保費依個別危險差異度採不同危險保費依個別危險差異度採不同危險保費依個別危險差異度採不同危險保費

2.[2.[2.[2.[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

�其他商業保險其他商業保險其他商業保險其他商業保險

1.[1.[1.[1.[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危險保費]]]]可於規定範圍內做有限度之調整可於規定範圍內做有限度之調整可於規定範圍內做有限度之調整可於規定範圍內做有限度之調整

2.[2.[2.[2.[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附加費用率]]]]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由業者自行釐定經報准後實施

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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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階段三階段三階段三：：：：預計預計預計預計97.04.0197.04.0197.04.0197.04.01

已於已於已於已於98.01.0198.01.0198.01.0198.01.01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強制車險強制車險強制車險強制車險]]]]維持不變維持不變維持不變維持不變

�[[[[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住宅火險及地震基本保險]]]]維持不變維持不變維持不變維持不變

�其餘保險其餘保險其餘保險其餘保險：：：：業者得自行釐定商品費率業者得自行釐定商品費率業者得自行釐定商品費率業者得自行釐定商品費率

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財產保險-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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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輔仁大學----強制強制強制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汽車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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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小客車
小貨車

客貨兩用車
大貨車
特種車
曳引車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費率費率費率

車輛種類車輛種類車輛種類車輛種類

軍車
動力機械
自用大客車
營業大客車

自用小客車
小貨車
客貨兩用車

加減係數加減係數加減係數加減係數（（（（前一年肇事紀錄前一年肇事紀錄前一年肇事紀錄前一年肇事紀錄））））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業務管理費用
健全本保險費用
特別補償基金提撥
安定基金提存

危險保費
機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