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近三百起機車事故 日賠兩千萬元

障範圍，中間這二十一年來，機車的

有一種保險，不論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騎什麼牌子的車，有沒有肇事，保費都是一樣的
文 楊
●佳真

到生病求醫，台灣人第一個

四

說
健保﹂；若是遇上車禍，﹁強制車
制車險則累計賠付死亡、失能及醫療

數量已從當初一 ○
九六萬輛，來到一

險﹂則稱得上是另一個台灣之光，政
的機車事故，超過一百四十萬人次。

想到的是舉世聞名的﹁全民

府沒有補助保費一毛錢，卻能照顧到
早晚通勤高峰期，不難看見機車宛

萬輛，增加超過三百萬輛，強
○○

三萬六千平方公里每一個角落的車禍

機車族﹁肉包鐵﹂暴露在風險中，幸

如瀑布般，從狹窄的道路傾洩而出，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在民國八
好有強制車險的羽翼，保護了每天近

受害 人 。

十五年立法完成，八十七年強制汽車

輛
○

究竟，強制車險提供機車族哪些保
障？

台灣千萬機車 每公里三二
台灣號稱﹁機車王國﹂，平均十個

目前需要投保強制車險的機車有四

人中有九．四人擁有一部機車，又因

全，且各種車輛包括大吊車、農業機

種，包括大型重型機車︵排氣量二

三百件機車事故的受害人。

械車也一律要求投保。﹂產險公會汽

五一

儘管如此，但是機車強制險投保率

牌︶、普通重型機車︵排氣量五一

小於一．三四，
HP

以下綠牌︶、小
○c.c.

白牌︶、普通輕型機
c.c.二五 ○c.c.
車︵排氣量五

型輕型機車︵電能

且速率在每小時四十五公里以下︶。

機車雖然也須定檢，但車主未必確實

會同時檢查強制車險的有效期限；而

愛好者，呼籲車友要小心騎車，不要

速度就越快，﹁我本身也是大型重機

數越大，
c.c.

地狹人稠，每一公里道路就有超過三

接受定檢，且因數量龐大，難以一一

丁榮光提醒，排氣量

百輛機車，萬一發生車禍時沒有保險

在騎，民眾也嫌麻煩而不去辦理註銷，

丁榮光深有同感地說，﹁離島有些

當然也不會投保強制險。

保障，原因就是機車數量太過龐大，

地方的機車，不要說投保強制險了，

休閒娛樂為主，﹁所以台灣的機車強

國人騎車多數用於通勤，國外則以

醒他要記得保強制險。﹂

陳列，從來沒有騎出去，但是我也提

台機車改裝得很漂亮，只放在辦公室

甚至連大牌都沒有掛！像我弟弟有一

制險保障，比周邊其他國家都還要齊

機車 則 超 過 一 千 四 百 萬 輛 。

以最新統計來說，汽車約有八百萬輛，

而強制車險八十八年才將機車納入

慮。

查核，此外有些機車很少騎或根本沒

齡而異，每年至少一次以上，定檢時

騰敏解釋，汽車定期檢驗的頻率依車

產險公會汽車險委員會主任委員孫

九％，形成明顯落差。

卻只有八十五％，相較汽車超過九十

以上黃牌或五五 ○c.c.
以上紅
c.c.

車險委員會理賠小組召集人丁榮光說。

責任保險上路，隔年又將機車納入保

精彩節目內容
詳 見 Yo u Tu b e
●產險公會汽車險委員會理賠小組召集人
丁榮光

當後盾，加害人與受害人的處境都堪

●產險公會汽車險委員會主任委員
孫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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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強制車險
機車騎士必須知道的事

強制車險專題❷

強制車險專題❷

711
2年期

735

735

1,200

1,306
資料來源：產險公會
製表：《現代保險》雜誌

超速或危險駕駛，才能快樂出遊平安
回家。﹂
至於有些長輩為了方便，騎乘不須
領牌的電動自行車，目前並未納入強

孫騰敏表示，機車強制險的保費計
算不同於汽車，未將年齡、性別及廠
牌列入考慮，只根據四種排氣分類，
以單一費率計價。
民眾在投保時，可選擇一年期或兩
年期，以比較常見的白牌普通重型機

制車險的保障範圍，雖然已傳出修法
聲浪，但距離真正上路恐怕還有一段
車︵排氣量五
︶為
○c.c.

日子，現階段可先透過個人傷害險來
例，一年期保費為六五八元，兩年期

車上。

險的肇事加減費機制，也不適用在機

除了費率計算方式不同，汽車強制

次投保一年期的省下一百多元。

更便宜，只需一千二百元，比連續兩

○c.c.二五

補強缺口。

從車出發 強制險的超級防護
汽機車同享強制車險最高二二 ○
萬
元保障，但在保費計算及肇事加減費

成的傷害也有程度高低之分，因此強

由於汽車和機車的速度差異大，造

級計算。前一年若有肇事紀錄，理賠

沒有投保紀錄的被保險人，是以第四

對應不同的風險係數，第一次投保或

強制車險的肇事紀錄分為十個等級，

制車險也根據機車的四種排氣量類型，
一次，隔年費率加三級，理賠兩次，

上，則略有不同。

制定不同費率，以一年期為例，小型
隔年費率加六級，依此類推。
不過，礙於機車數量實在太龐大，

輕型機車固定為四二四元，大型重型
機車則為七一一元，保費的高低也反

本保障﹂，因此未納入財損補償。
此外，強制車險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孫騰敏說，一起交通事故可能會產

核心 ──
無過失責任。

麼牌子的車，有沒有肇事，只要排氣

生民事責任、刑事責任、行政責任，

險﹂，保額通常為二百萬 二五 萬
○，
年繳保費大約僅兩百多元。

觸犯五大天條

強制車險立意良善，但也設有不保

強制車險賠後追償
成車禍的過失比例，﹁不管有沒有違

事項，也就是俗稱的五大天條：酒駕、

而強制車險不追究刑事責任，不問造

規闖紅燈，誰對誰錯，只要是車禍受

吸毒、故意行為、犯罪行為、無照或
越級駕駛。

害人，通通可以受到保障。﹂
舉例來說，許多家長接送小孩，直

貼，險象環生的景象是台灣街頭日常，

本保障。因此，如果駕駛人觸犯五大

交通事故傷亡的受害人，迅速獲得基

強制車險的立法精神，就是希望因

都一樣，醫療費用最高二十萬元，死

這樣超載的情況下，強制險會不會

接讓孩童站在踏板上，甚至三貼、四

亡保額兩百萬元，失能則分為十五級，

天條，害得其他用路人受傷，保險公

後死 亡 ， 最 高 可 獲 賠 二 二 萬
○元，車

車都只能附載一人，也就是包含駕駛

根據法規，重型機車及普通輕型機

償，﹁如果加害人未滿十八歲，也會

再向加害人︵肇事駕駛︶行使代位求

司會先承擔賠償責任，保障受害人，

兩百萬元，若是先受傷

內乘客與車外用路人都享有相同保障。

只能有兩人乘坐。不過丁榮光指出，

保額 為 五 萬

賠？

強制車險的保險金額，不論汽機車

責任險怎麼賠？

三貼出門、無照上路肇事

的！

量在同一等級，要繳的保費都是一樣

公司不會看你是男生還是女生，騎什

簡單來說，投保機車強制險，保險

也算 是 另 類 的 小 確 幸 。

若實施機車強制險肇事加減費，孫騰

658

映出危險程度的不同。

424

若發生單一事故︵自撞或俗稱﹁犁

424

失賠償，丁榮光解釋，早期民國四十

1年期

敏坦言﹁有點擾民，效益也不高，頂

251(含)立方公分以上

田﹂︶，不論載幾個人，車上乘客都

51～250立方公分

六年試辦的強制車險，是有財損保障

50(含)立方公分以下

多加費幾十元，不符合人力成本。﹂

1.34HP以下

會受到強制車險保障，但不包含駕駛。

排氣量

的；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立法

大型重型

所以機車強制險目前每年保費都是固

普通重型

建議駕駛應另外投保﹁駕駛人傷害

普通輕型

的宗旨，就是為了給車禍受害人﹁基

小型輕型

定的，對於有理賠紀錄的駕駛來說，

類別

但要注意，強制車險不提供財物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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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型機車強制險保費（單位：元）

強制車險專題❷

急救費用

膳食費

住院期間
180元／日為限
義肢

每一上肢或下肢
以5萬元為限
義齒

每顆缺損以1萬元為
限，合計5萬元為限
義眼

每顆以1萬元為限
非健保給付的醫材 2萬元為限
接送費用

2萬元為限
看護費用

1,200元／日為限，
最多30日

百萬 的 賠 償 金 額 。 ﹂

未投保肇事加重處罰

●6,000～30,000元並扣留車輛牌照

五百萬元，與汽

●107年強制車險罰鍰共計16.5萬件，
占全部罰鍰案件3.08％

製表：《現代保險》雜誌
資料來源：產險公會

資料來源：產險公會
製圖：《現代保險》雜誌

如果還是擔心保障不足，機車還可

付二十萬元︵含健保給付︶。

露，﹁我自己的車都有保超額責任險，
﹂丁榮光提醒，民眾若要使用非健保

健保，自費部分可憑單據申請理賠，

﹁強制車險理賠的醫療給付是比照

一台重機體傷保兩百萬，財損五十萬，
給付的醫材，最多只能給付兩萬元。

以再加保﹁超額責任險﹂，丁榮光透

超額五百萬，年繳保費兩千元左右，

就醫，總計花費二十萬醫療費用，其

孫騰敏舉例，假設小雯被機車撞傷

千萬不要心存僥倖，覺得﹁我沒這
中兩萬元為自付、其他由健保負擔，

就能買到很充足的保障了。﹂

麼倒楣﹂，因為保險保的就是﹁萬
那麼強制車險會給付小雯兩萬元，而

總有一天找到你！

無保機車上路肇事

元給小雯。

十萬元，那麼強制車險會給付二十萬

八萬元。如果小雯自付的部份超過二

健保署則可向產險公司求償剩下的十

一﹂。

日賠兩千萬元
三百起機車事故受害人獲保障
機車強制險去︵二 一
○九︶年理賠
七十二億元，相當於每天賠付近兩千
萬元，守護每天近三百起車禍受害人，
其中又以醫療費用占比最多，達七成

每個項目都設有限額，且合計最多給

急救、診療、接送、看護等四大項目，

強制車險在醫療費用理賠上，包括

少達三次以上，在這種情況下，幾乎

被員警攔查的機率並不高，但未投保

大搖大擺在路上趴趴走，雖然在路上

話說，有十五％機車沒有強制險，卻

機車強制險投保率八十五％，換句

是肇事後被發現沒投保強制險，但這

不可能會沒收到通知。

以上。

時候代價就高達三萬元，呼籲民眾勿

此外，孫騰敏表示，未投保強制險

制保險證﹂機車也可申請，驗車時就

遍，加上目前正在推行的﹁電子式強

而且，強制車險網路投保已相當普

肇事，會由﹁特補基金﹂賠償給受害

不必攜帶紙本文件，較以往便利許多。

心存僥倖。

人後，再向加害人追償，也是另一種

且因機車車主多為年輕人，所以申請
電子保險證的人數也較汽車更為踴躍。

處罰機制。
至於未投保強制車險的民眾，會不
會單純只是忘記了？
丁榮光指出，所謂
﹁沒投保﹂強
制險的定義，
就是保險證上
載明的到期日

保，除非保險

後，沒有去投

強制險，可罰一千五百到三千元，若

強制險到期通知，最

已要求保險公司須寄

衝期，但因主管機關

主，才會有一個月緩

公司沒有通知到車

時，丁榮光坦言，通常被罰的，大多

也能透過資料庫進行開罰，但相對費

除了仰賴警方查驗，監理單位其實

並吊 扣 車 牌 。

未投保肇事，則可開罰六千到三萬元，

根據︽強保法︾規定，機車未投保

強制 險 上 路 ， 其 實 是 有 罰 則 的 ！

裁罰率超過3％

上強制車險的兩百萬，就可以涵蓋五

三人責任險保額會在三百萬以上，加

車差不多，﹁所以，產險公司主推第

金額 約 落 在 三 百 萬

事致人死亡或全殘，法院判決的和解

孫騰敏根據實務經驗表示，機車肇

向他的父母求償。﹂丁榮光補充。

診療費用

1,500元／日為限
病房費差額

●汽車3,000～15,000元
●機車1,500～3,000元
●電動機車未投保也會受罰

額度
醫療理賠項目

未投保罰鍰

088
2020.08│
│2020.08

089

表二 強制車險醫療理賠項目與額度

汽機車未投保強制車險 這樣罰

